
  「上報四重恩，下濟
三途苦」，佛教自始以來都

講求「知恩報恩」。1957
年佛教女信徒黃鳳翎居士

捐資三十五萬，加上政府資

助四十五萬建校津貼，籌建

三載，佛教黃鳳翎中學於

1959年正式成立，而位於
二樓的學校禮堂   「報
恩堂」亦同時啟用。彈指一

揮間，「報恩堂」見證鳳翎

學子成長五十多載。2017
年 12月 4日，隨着「報恩
堂修繕工程竣工」暨「禪

靜軒」開幕典禮的舉行，

標誌着校園設施更臻完善。

「報恩堂修繕工程竣工」暨「禪
靜軒」開幕典禮

校監演慈法師致送紀念品予陳廷
驊基金會執行董事鄒秉基先生

李偉盛校長致辭節錄
⋯⋯兩年前學校推行禪修活動，惟校內缺少一個莊嚴適切的
地方。很高興我們得到陳廷驊基金的贊助，興建「禪靜軒」，
讓同學進行禪修、學習、成長。回想 2016年 11月份的一天，
我在辦公桌上看到一則何海基校友的留言訊息，心想可能校
友聯絡我有關籌辦 60周年校慶活動的事情。當我與何先生
聯絡時，得悉他是感謝母校的培育，希望可以回饋母校。聽
到何先生這樣說，我非常開心，校友對母校的感情很深，希
望能為母校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正因為這樣，我們得到了
陳慧慧基金的贊助，修葺了本校的報恩堂⋯⋯

何海基校友致辭節錄
⋯⋯我離開母校已經 40年了，
然而我對母校的感情並沒有褪
減，同學之間仍是經常聚會，
其間憶述求學生涯的點滴，也
關心母校的發展。相對在座各
位，我是比較年長的，今天就
讓我來說說報恩堂。我的小學、
中學都是在這裡渡過，幾十年
前，學校的資源沒有現在這麼
充足，設施也沒有今天這麼完
善，報恩堂便成了多功能活動
場所，我們會在這裡打羽毛球、打乒乓球，也會作為學會
集會或考試場地。因緣際會，與李校長傾談中，得悉母校
需要改善學校設施，於是我就提議修葺報恩堂，讓母校可
以提供更好的設施予在座各位同學，讓大家有更完善的地
方進行活動。在修葺過程中，大家都傾注了不少的心血，
我們要確保工程不會出錯，也必須確保工程素質能達到我
們預期的水準。

  今天和大家分享報恩堂修葺緣起，是希望在座每一位同
學都能懷著一顆感恩之心，珍惜這些來之不易的成果。將來
當你們學有所成時，不要忘了母校對你們的栽培，多關心母
校的發展，在母校需要我們的時候，予以幫助⋯⋯

李校長及張簡浩同學向謝華秀校友
(中 )致送陸運會籌委紀念 T恤

謝華秀校友頒獎予陸運會男女
子全場個人冠亞季健兒

2017-2018 佛教黃鳳翎中學簡訊
二零一八年三月

李校長向嘉賓香港佛教聯合會副會長釋衍空法師、陳廷驊基
金代表鄒秉基先生、何海基校友介紹學校發展 `

陳慧慧基金有限公司代表、豐資
源有限公司行政總裁何海基校友

校址：香港銅鑼灣東院道 11號 電話：25779485 傳真：28810148 電郵：bwc-mail@bwfl c.edu.hk 網址：http://www.bwfl c.edu.hk

有一種感恩叫傳承

「報恩堂修繕工程竣工」暨
「禪靜軒」開幕典禮

報恩堂修葺緣起

拚搏精神 後繼有人
  今年陸運會頒獎禮請來校友謝華秀女士作為主禮嘉賓，
謝校友 1977畢業於佛教黃鳳翎中學，有本地「百米女飛人」
之稱，她多次打破香港女子 100米、200米紀錄，是 70年代
香港女子短跑的代表人物。近年謝校友先後出戰本地及國際
先進組田徑比賽，也獲獎無數。謝校友在致辭時肯定了同學
在比賽中的出色表現，亦分享了自己在求學及工作時的經驗，
勉勵同學未來是充滿困難和挑戰旳，但只要現在無論讀書或
運動都投入其中，努力做好，將來一定可找到自己喜歡的工
作。湊巧地，本年度大會紀錄有多項被刷新，包括 6C陳弘軒
同學打破男甲 100米及 400米紀錄，6D朱博遠同學打破男甲
跳高紀錄，5B張簡浩同學打破女甲跳遠紀錄。鳳翎人的拚搏
精神，可謂後繼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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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佛教黃鳳翎中學的優點，不得不提老師們的素質。中學時期，每一個教導過
我的老師，我都一一感受到他們教學的熱誠。他們對學生的要求，並不會因一些外在
因素而妥協，總是利用每個小時去教誨我們。這裡談的已不是單純的知識傳授，而是
個人品格的培養和人生意義的導航。

  還記得中五，學校安排我們出席一個在香港中文大舉行的選課資訊日，讓我認清
自己真正的興趣所在，訂立清楚的升學方向  理學士。之後，我倒真的朝著這個目
標努力。2017年初的時候，收到香港中文大學理學院的邀請出席理學士面試，我既高
興又緊張，面試過後，我更確認選對了路。雖然選讀甚麼科目關係到未來的工作，但

更重要的是讀自己喜歡及有興趣的科目，不要太執著計算事情得失。喬布斯在2005年的演講曾經說過，他從不知道在他離
開大學之後學的書法，竟然能在十年後，設計電腦字體的時候大派用場。這說明了現在看不到其用的，可能未來使我們一
生受用。我覺得人生的意義在於做自己有興趣，喜歡的是事。大學選科，讀自己喜歡的科目，使自己享受讀書的過程是最
重要的。

  在大學上了一個學期的課，這幾個月自己轉變了很多。以前總是內向，內斂的我，現在竟然有新認識的朋友說我是個善
於交際的人。我想了想，真的，從前的我不會主動認識陌生人，更遑論到處交朋友。現在到處我也可以找到聊聊天的朋友。
我開始想，到底是甚麼讓我突然有這麼大的轉變呢？我發現改變是源自中學一點一滴累積的經歷所鋪墊的。那六年我參與過
的活動真的不少，而義工隊和香港青年獎勵計劃使我受用最多。義工隊，
讓我學會怎樣與人溝通；香港青年獎勵計劃，使我有自信，有勇氣做決
定，敢於跨出自己的舒適圈。我在宿舍認識到很多不同背景的宿生，包括
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每個我認識的人都成就今天的我的一部分，或許未
來總有機會重聚。我感恩佛教黃鳳翎中學給我這份自信與勇氣。

  大學是一個讓我們能夠專心追求知識的地方，努力求學才是正道。
千萬不要有錯覺以為大學是能夠輕鬆的過，只是大學賦予學生更大的自
由，讓學生更能夠彈性規劃自己的未來，不過一切自由都是基於大學相
信學生已是成熟的公民，因此享受權利的同時，也要履行義務責任，才
能好好享受精彩的大學生活。

羅文亮 （2017畢業生，現就香港中文大學理
學院）

  佛教黃鳳翎中學的時光於我腦海中留下了非常難忘的回憶，班際籃球賽、西瓜波比賽、運動
會⋯⋯太多太多的記憶片段浮現。真的非常感恩老師們對我的種種幫助與教導。在我遇到學習上的
困難時，不管何時去找老師，老師都會悉心解答。在備考中學文憑試時壓力非常大，老師會像朋友
一樣和你聊天談心，讓我對未來的目標更加清晰的同時，也緩解了壓力。

  記得中六時，學校會按照我們的升學方向為我們進行分組輔導，帶領小組的老師負責評估我們
的進度，在必要時給予我們建議和幫助。我認為
這個模式是非常具有針對性，並且可以解答個別

學生對升學的疑惑。在此，再次感謝母校的老師對我的幫助。

  大學課程的設計和中學差別很大，但都是從基礎學起，所以同學們最
應該準備的是一份適應全新學習和生活環境的心態去面對新挑戰。我所讀
的暨大可謂臥虎藏龍，有師兄已經被保送到牛津大學讀碩士課程；有師兄
獲得了辯論賽的全國冠軍；有師姐自己開了一間環保公司且初具規模⋯⋯
在這裡有很多優秀的師兄師姐，也許和你擦肩而過，看上像去普普通通的
同學，背後原來有著極其優秀的簡歷。我想，見識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求學做事講求腳踏實地，是我在大學學到的第一課。

委身垂教  涓滴成流

羅清揚 （2017畢業生，中國暨南大學經濟學系）

新心境面對新挑戰

羅文亮同學攝於中大校園

參加大學辯論比賽奪取佳績的羅清揚同學

羅文亮同學 (左一 )熱衷於生物考察

── 16/17 年度畢業生分享道 大 學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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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緊張的中六課程，不少同學還未清楚該如
何準備升學或就業的路向，其實母校提供了不少資
訊協助大家作準備，只要我們訂立自己的目標，了
解自身的能力，掌握身邊的資源，又配合適當的運
用，總有發揮所長的出路。

  母校的周會和試後活動，往往有針對高中升學
資訊的講座，講解大家將面臨的處境，例如模擬放
榜活動講座，指導大家獲知公開試成績後，如何再
排列聯招選科的策略，或到各院校面試的過程。其
次，學校定期派發許多單張及小冊子，摘要列舉聯
招外的選擇，包括各種訓練課程，內地或海外升學，
升學展覽的日期等，協助同學尋找多元出路。

  除了資料上的協助，更重要是老師的用心指
點。中六同學被分成數小組與相關的老師面談，讓

同學互相分享讀書進度，又建議如何制定溫習計畫，依各人所選的專業討論就業前景，並以自身升學經驗勉勵同學盡
力度過艱難的應考時刻。老師的鼓勵和提議，總會加強大家信心。

     入讀大學後，無論於選修或必修課程，一週的課堂時間比中學少，且大學導師講課速度快，有時難免來不及理解，
所以一開始就應先瞭解課程的綱領，找相關參考書閱覽一番，並上網發掘好資料，讓自己有一定印象，就能避免越讀
越吃力。在迎新日子中，有機會與師兄和教授會面，這時候可以查問讀有關課程的經驗，課程對自己未來發展的關係
等。即使課程是就個人所長自由選擇，亦要不忘謹慎，這樣才能應付自餘。

升讀大學經驗分享

善用學校提供的升學資訊  搜集課程內容資料

唐理 （2017畢業生，香港大學工程學系）

 唐理與中學時期的恩師合照
          ( 左：鄧鑑宏助理校長 右：李嘉儀老師  )

  一開始我以為大學生活是十分苦悶，滿是報告和考試，但其實
並不是。上課時間不單止是坐在椅子上聽老師說課，更多的是精采
的實務，例如：老師會讓我們去沖泡咖啡，教我們如何去調酒，品酒；
或者在中餐課堂上，老師會讓我們自己親身去烹調食物。除此以外，
還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比賽和活動，雖然目前我們還未夠資格去參加
比賽，但老師會帶我們去到比賽場地感受氣氛，這類教學模式，使
大學生活多姿多采。

  我十分感激中學老師在我面對升學困惑時對我的開導，給了我
很多有用資訊，使我發現升學原來除了香港，亦有其他選擇。老師
更教我們如何尋找到台灣升學的資料，如何報考，如果沒有老師的
資訊，我對於台灣升學，可能還是一無所知。

  台灣的大學比香港的大學競爭較少，機會較多，而且入學門檻
較低。要到台灣就學，價錢和香港差異不大，大學也會提供一些獎
學金給僑生，就如我所就讀的大學，僑生就有十萬元台幣作為獎學
金，大學亦有很多發展機會，例如提供到海外實習的機會，又鼓勵
我們參加一些國際性的比賽，或者報考一些專業証書，為將來就業
做好準備。

實務多采的大學生活
朱咏彤 （2017畢業生，台灣大仁科技大學餐旅管理學系）

朱咏彤同學 (前排左二 ) 與班
主任及同班同學攝於謝師宴上

朱咏彤同學 (前排左二 )參加大學迎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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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實習的機會
  我所選的學系與特殊教
育沒有直接關係，但我修讀
銜接學士學位時，課程包括
多個工作坊，也有200小時
的實習，而實習場景主要是
特殊學校及香港特殊奧運總
會。我那時開始接觸特殊教育，在實習中累積了寶貴的經驗，又建立了有用
的人際網絡，實習完成後，便有學校聘用了我。

  我現時就任的學校，學生主要是輕度弱智，除教授他們科目知識外，也
要定時家訪，與家長保持緊密連繫，了解學生的情況。也許有人認為特殊學校
的學生很麻煩，但經驗告訴我，從事特殊教育是樂多於苦，因為學生純真，與
他們相處比較自然。他們不會有太多雜念和私心，這一點倒值得健全人士向他
們學習。不過，有時候他們會有情緒起伏，以致在課堂上有偏差行為。

  雖然從事特殊教育會面對不少挑戰，但只要你有耐性和愛心，相信所做
的工作有意義，其他的困難都變得不太重要。

知多一點點
※海洋動物訓練員日常
工作做什麼
  日常的工作包括配合獸醫對
海洋動物進行身體檢查，例如度
高、磅重、抽血、量體溫、照超
聲波等。下雨時，當雨水到達臨

界點，要安排海豚回到室內，因為雨水中
的類鼻疽可以令海豚在 3 - 4日內死亡。此
外要每日餵食海豚 4 - 5餐，還要清潔水池
和處理池邊的青苔。當然，重頭戲是每日 4節的海洋劇場表演啊！

※海豚需要訓練嗎
  跳躍、轉圈、唱歌等，都是海豚的自然行為，所以「訓練」海豚，其實
是讓訓練員發出指令時，令海豚懂得做適當的反應。

※訓練海豚海獅有什麼方法
  常用的方法是「正面獎勵」，當海豚做對指令，便會用手勢、眼神、哨子，
甚至食物去獎勵牠。有些海獅或會挑食，但牠們的身體需要攝取不同的營養，
這時就要想想辦法，例如他們多吃了魷魚不肯吐出來，訓練員就得多獎牠們 3
條多春魚，吸引牠放棄口中的魷魚。

馬房助理苦與樂
  我是 2010年入行的，先在香港騎術
學校做馬房助理，一年後轉到英國的比賽
馬場，一邊工作一邊學習騎馬。2014年回到香港，轉到香港賽馬
會做馬房助理。不同的機構對馬有不同的訓練模式，騎術學校主
要訓練馬的基本步姿，例如跨欄，令馬跑得快點；而比賽馬房主
要訓練馬的肌肉，讓牠有爆發力。

  這份工作適合喜歡動物，不怕辛苦的人，因為每天要 3點起
床，更要日曬雨淋，而馬始終是動物，心情不好時可能踢你，甚
至咬傷你。但如果跟馬匹建立了關係後，牠便會主動親近你，就
像老朋友一樣，牠的喜悅或傷亡都會牽動你的心。 想了解更多校友職業生涯專

業分享可掃描右列二維碼

校  友 ： 蕭詠輝
畢業年份 ： 2007
大學學系 ： 香港浸會大學副學士課程
 運動及康樂學
 香港浸會大學銜接學士學位課程
 運動及康樂領袖
現  職 ： 特殊教育教師

校  友 ： 尹瑜珊
畢業年份 ： 2008
大學學系 ： 台灣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現  職 ： 海洋公園
 海洋哺乳動物訓練員

校  友 ： 林韋霆
畢業年份 ： 2008
現  職 ： 馬房助理

── 在職校友分享路  多 元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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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藝學會導師和成員將耕作及綠化工作推展
到校外，學以致用，參加校外不同類型的種植比
賽，包括：「藍天綠地在香港」全港學界設計比
賽、香港花卉展覽中學組盆栽種植比賽等，至今
已累積了 7項冠軍、1項亞軍及 4項季軍等佳績。
學會成員更樂於向大眾交流種植知識及技能，分
享農耕樂趣。2016「藍天綠地在香港」

全港學界設計比賽          
   2017「藍天綠地在香
港」全港學界設計比賽

園藝學會配合菩薩行義工送暖活動                               齊種水仙迎新年
園藝學會與宗教事務組、美術學會合辦插花班

學生悉心指導家長 DIY小盆栽 觀迎參觀我們的小天地 可愛的小盆裁讓人心情愉悅

  園藝陪伴著我成長，從最初
甚麼都不懂，到現在種植、施肥、
移植等都能掌握，令我體會到努
力和收穫的喜悅。我在園藝學會
認識到一班同好，從普通會員成
為現在的核心幹事，工作的交替
令我了解到不同崗位的責任。在
園藝中，我就像一顆種子，攝取
養份成長，老師和導師所給予的
知識和經驗，都是我成長的養份。
我很慶幸成為園藝的一份子，它
令我發光發亮。

中五甲 胡朗然

  混凝土建成的學校
裏，有一個不太顯眼的角
落，但裏面卻滿佈不同種
類的花花草草。這個不起
眼但又「色彩繽紛」的角
落就是園藝學會的基地。
導師教導我們種植的知
識，繼而讓我們動手做，
還要我們每天自行澆水。
這工作並不簡單，因為每天要走到六樓為自己的植物澆水，但每
次與導師對話，不只讓我增進了有關種植的小知識，更讓我領悟
到「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道理，終生受用。

洪燕同學

  園藝學會成立的目的是讓成員學習各類種
植的知識和技能，懂得從心珍惜大自然，願意
肩負保護環境的責任。自 2013年起，園藝學
會參加了「『友緣』有機種植計劃」，招募成
員學習有機耕種，開辦耕種課程，舉辦校內種
植及設計比賽，成效卓著。現時我校有不少舒
適的綠化地帶都由校園「小農夫」用心為大家
搭建而成的。

「小農夫」搭建的綠化帶                             導師悉心指導學生翻土、施肥、下種 

胡朗然同學 (右一 )

中五甲 洪燕

農耕 樂

園藝訴心聲

園藝樂趣多

園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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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學工程學院
院長嘉許獎學金

潘啟聰

香港浸會大學計算機及資訊系統學士
(榮譽 )學位課程 「院長嘉許名單」 原玉木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及香港準教師協會主
辦第四屆傑出準教師選舉 金獎 林燕萍

林燕萍（右二，現就讀於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教育文憑）在香港傑出準教師選舉中獲得金獎

2017畢業生 馬衍倫
（就讀香港大學理學院）

2017畢業生 朱淮烈
（就讀香港大學工學院）

2017畢業生 羅惠允
（就讀香港恒生管理
學院工商管理系）

想了解更多入讀大學畢業生

人物介紹，可掃描上列二維碼

4D洪佳琳獲
「明日之星 - 上游獎學金」 5D馬錦倫獲「2017灣仔區學生組傑出青年獎」

6B廖玲玲榮獲「第三十六屆蜆殼 /
港島青商展能學童獎學金 」

榮譽 榜
在學校友成就

羅氏慈善基金

應用學習獎學金
車美緻 (6B) 施樂龍 (6C)

羅氏慈善基金

應用學習特別嘉許
車美緻 (6B)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廠商會獎學金
馬錦倫 (5D) 陳鑑霖 (6D)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理事會

Sir Edward Youde Memorial Prizes 2017/18
岑浩麟 (6D) 趙思敏 (6D)

灣仔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2017 灣仔區學生組傑出青年獎
馬錦倫 (5D)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2017 年「明日之星   上游獎學金」
獲獎學生：陳慧滢 (4D) 洪佳琳 (4D)
獲獎校友：夏國傑

蜆殼香港及澳門蜆殼

第三十六屆蜆殼 /港島青商展能學童獎學金
廖玲玲 (6B)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7 - 2018 廖玲玲 (6B)
宏施慈善基金社會服務處 
2017 全港新來港學童獎勵計劃

學業進步 ：吳宇洁 (2A) 
傑出學業獎：洪佳茵 (3A)

同心教育基金會 (香港 )
2017 「一生一師」廣西越南同心遊

鄭 雍 (4D)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2017 第三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李勇斌 (4A) 蔡佳鈺 (4D) 曾令航 (4D)

本年度獲校外機構嘉許的學生名單 ( 至 2018年 1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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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活　動　項　目 成　　績

學
術

 第 69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比賽 

中一級粵語女子詩詞獨誦  
亞軍兼優良獎狀：胡曉嵐 (1D)  胡芷嵐 (1D) 季軍兼優良獎狀：謝凱琦 (1D)   
優良獎狀：張媛琳 (1B) 郭漢絲 (1B)  葉 悠 (1D)
中一級粵語男子詩詞獨誦 亞軍兼優良獎狀：林韋樂 (1B) 
優良獎狀：梁健朗 (1A)  林小冬 (1A)   古積天 (1B)  成嘉允 (1B)  成希敏 (1B) 張瓏傑 (1D)
中二級粵語女子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陳曉雯 (2A) 阿麗絲 (2D
    良好獎狀：杜麗詠 (2D)
中二級粵語男子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馮嘉勤 (2D) 良好獎狀：黎子建 (2A)
中三級粵語女子詩詞獨誦  冠軍兼優良獎狀：郭瑋恩 (3D) 朱政駧 (3D) 
中三級粵語女子散文獨誦  冠軍兼優良獎狀：朱政駧 (3D) 優良獎狀：麥凱喬 (3D)
中三級粵語男子詩詞獨誦  亞軍兼優良獎狀：陳顥元 (3D) 優良獎狀：梁筵浚 (3B)
中三、四級粵語道教詩文作品獨誦  季軍兼優良獎狀：梁浩楷 (4A)
中三、四級道教詩文獨誦  優良獎狀：關文杰 (4D)
中四級粵語女子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陳楚瑩 (4D)
中五級粵語男子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蔡程民 (5A)
中五、六級粵語道教詩文作品朗誦 優良獎狀：黃俊天 (5C)
中一級普通話男子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袁佳豪 (1A)
中四級普通話女子詩詞獨誦   季 軍：周心荃 (4A) 
優良獎狀：官子佑 (4D) 洪佳琳 (4D) 良好獎狀：官子悅 (4D)

第 43期《晶文薈萃》網上優秀文章展廊 十優文章：陳梓穎 (1A)
教育局主辦

公益少年團四十周年全港徵文比賽         中學組 亞 軍：何俊霆 (5D)

奧林匹克教育協會主辦、資優教育督導委員會  
第 15屆國際資優解難大賽 

個人獎中二級 銅 獎：洪遠岱 (2D)
校際獎中二級  優異獎：許錦鈺 (2A) 吳宇洁 (2A) 夏偉竣 (2D) 林心蜜 (2D)
亞洲機器人聯盟主辦 2018 VEX IQ 世界賽香港區選拔賽 
創意獎、團隊冠軍： 朱宇恒 (1A) 林小冬 (1A) 蔡經胤 (1C) 勞澤邦 (1C)
理工大學、數碼港及香港電腦教育協會主辦 全港中、小學生機械人挑戰賽 2018：奪寶奇兵
二等獎：蔡永聰 (3D) 程宇豪 (3D) 林昭樑 (3D) 劉世邁 (3D)

Korea Robot Science Education Corporation 
Asian Robotics League Korea Challenge Build Award：蔡永聰 (3D) 劉世邁 (3D)

亞機械人聯盟主辦 VEX IQ北區挑戰賽 冠 軍：黎子建 (2A) 陳煒鑫 (2A)
灣仔區議會 銅鑼灣工商業聯合會 灣仔毅賢社主

辦交通安全標語創作比賽
冠 軍：陳童康 (3D)

香港律師會主辦
「青 TEEN講場 2017」法理情模擬法庭比賽 最佳律師：劉子文 (5D) 最佳證人：何俊霆 (5D)

公民教育計劃 2017-2018模擬法庭 
傑出公義智囊團

佛教黃鳳翎中學

中西區區議會摩星嶺之友主辦
摩星嶺野外定向追蹤慶回歸 2017          學生組 季 軍：倪頌恩 (6D) 黃麗恩 (6D)

體
育

中學校際排球比賽（港島區第二組）
女子甲組
亞 軍：  洪珊妮 (3A) 陳凱琳 (5A) 王倩雯 (5A) 高海嵐 (5C) 林俐彤 (6A) 黃愷琳 (6A) 
   陳家兒 (6B) 廖玲玲 (6B) 郭芝希 (6C)           

香港排球總會 第 42屆青少盃排球賽 女子組
殿 軍： 陳凱琳 (5A) 高海嵐 (5C) 林俐彤 (6A) 黃愷琳 (6A) 廖玲玲 (6B) 劉婷婷 (6C)

VOLLEYMAX 學界排球熱身賽
女子組
季 軍： 鍾浣澄 (3C) 陳楚翹 (3D) 黃諾琳 (4A) 李凱藍 (4A) 陳楚瑩 (4D) 胡慧盈 (4D)  
   陳凱琳 (5A) 高海嵐 (5C) 林俐彤 (6A) 黃愷琳 (6A) 廖玲玲 (6B) 劉婷婷 (6C)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中學校際籃球比賽
（港島區第二組）

女子組
季 軍： 吳佩慧 (3C) 譚 曦 (4A) 庄霖珊 (4A) 袁美君 (4A) 吳佩盈 (4B) 陳梓慧 (4C) 陳嘉慧 (4D) 
   張簡浩 (5B) 黃雅汶 (5C) 李海彤 (5D) 林詩淇 (5D) 麥翠儀 (6C) 蔡顯柔 (6C) 賴芷君 (6D)

中國婦女會中學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  亞 軍： 吳佩慧 (3C) 袁美君 (4A) 庄霖珊 (4A) 吳佩盈 (4B)

香港佛教聯合會主辦 第 27屆
全港佛教中學田徑運動大會

女子甲組 100公尺  冠 軍： 張簡浩 (5B) 季軍：吳佩盈 (4B)
女子甲組 200公尺  冠 軍： 張簡浩 (5B) 亞軍：吳佩盈 (4B)
女子甲組 400公尺   亞 軍： 賴芷君 (6D)
女子甲組 800公尺  冠 軍： 賴芷君 (6D)
女子甲組跨欄  亞 軍： 廖玲玲 (6B) 季軍：庄霖珊 (4A)
女子甲組跳遠  冠 軍： 張簡浩 (5B)
女子甲組跳高  亞 軍： 庄霖珊 (4A)
女子甲組 4X400公尺 冠 軍： 吳佩慧 (3C) 庄霖珊 (4A) 吳佩盈 (4B) 賴芷君 (6D) 
女子甲組 4X100公尺 冠 軍： 吳佩慧 (3C) 吳佩盈 (4B) 張簡浩 (5B) 廖玲玲 (6B) 
女子甲組體團
冠 軍： 吳佩慧 (3C) 庄霖珊 (4A) 袁美君 (4A) 吳佩盈 (4B) 陳凱琳 (5A) 張簡浩 (5B)
   黃愷琳 (6A) 廖玲玲 (6B) 劉婷婷 (6C) 倪頌恩 (6D) 賴芷君 (6D)
女子丙組 800公尺  亞 軍： 邱禮怡 (2C)
女子乙組 4X400 公尺 季 軍： 林逸珈 (2D) 倪智恩 (3A) 陳楚翹 (3D) 官子悅 (4D)

中三級粵語女子詩詞獨誦 3D朱政駧及 3D郭瑋恩公益少年團發揮團隊精

神，喜獲「積極團隊獎」
校長、老師及學生齊集

場內為全隊女排打氣

得獎課外活動紀錄（9/2017—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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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址：香港銅鑼灣東院道 11號 電話：25779485 傳真：28810148 電郵：bwc-mail@bwfl c.edu.hk 網址：http://www.bwfl c.edu.hk

有一種感恩叫傳承

藝
術

電影、報刊及事物品管理辦處主辦 健康四格漫
畫創作大賽 2017

團體組積極參與獎 余芷欣 (6A) 陳琛焱 (6A) 江雄渾 (6B) 施樂龍 (6C)
香港藝術發展局 第九屆校園藝術大使 嘉許狀：李麗妍 (5C) 施樂龍 (6C)
賽馬會藝育菁英計劃 全港青少年繪畫日 優勝獎：李麗妍 (5C)

灣仔區議會主辦 2017 道路安全在灣仔填色比賽 中一至中三組  季  軍：勞雅倩 (2D)   優異獎：邵卓謙 (3D)

Korea Robot Science Education Corporation Asian Robotics League Korea Challenge Build Award

2017「今日公益‧明日領袖」
義工隊榮獲「創意社會服務獎」

2017全港學界環保
栽種比賽中學冠軍 2016-2017女童軍優秀隊

伍選舉  優秀隊伍獎

體
育

香港佛教聯合會主辦 第 27屆
全港佛教中學田徑運動大會

女子全場團體
優異獎： 邱禮怡 (2C) 林逸珈 (2D) 倪智恩 (3A) 吳佩慧 (3C) 陳楚翹 (3D) 庄霖珊 (4A) 
  袁美君 (4A) 官子悅 (4D) 陳凱琳 (5A) 張簡浩 (5B) 黃愷琳 (6A) 廖玲玲 (6B) 
  劉婷婷 (6C) 倪頌恩 (6D) 賴芷君 (6D)
男子甲組 100公尺  冠 軍： 陳弘軒 (6C)
男子甲組 200公尺  冠 軍： 何文博 (6D)
男子甲組三級跳遠  冠 軍： 張偉康 (6D)
男子甲組跳高  亞 軍： 朱博遠 (6D)
男子 4X100公尺  冠 軍： 張偉樂 (6A) 陳弘軒 (6C) 何文博 (6D) 張偉康 (6D)
男子甲組團體 
亞 軍： 周浚峰 (4C) 區宜倫 (4C) 左竣銘 (5A) 梁家添 (5B) 江梓揚 (5B) 鄭天朗 (5B) 許羡斌 (5D)  
  張偉樂 (6A) 陳弘軒 (6C) 朱博遠 (6D) 郭偉成 (6D) 何文博 (6D) 張偉康 (6D)      

灣仔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7

女子丙組 400公尺  冠 軍：吳佩盈 (4B)

女子公開組 鐵餅   亞 軍：劉婷婷 (6C)

男子公開組 1500公尺 亞 軍：鄭天朗 (5B)

男子公開組 800公尺 季 軍：鄭天朗 (5B)

男子公開組三級跳遠 冠 軍：張偉康 (6D) 亞 軍：區宜倫 (4C)

男子乙組 跨欄  冠 軍：許羡斌 (5D)

男子乙組 100公尺  冠 軍：張偉康 (6D) 亞 軍：梁家添 (5B)

男子乙組 200公尺  冠 軍：張偉樂 (6A)  亞 軍：梁家添 (5B)

男子丙組 跨欄  亞 軍：江梓揚 (5B)

男子丙組 100公尺  季 軍：陳弘軒 (6C)

男子丙組 200公尺  季 軍：何文博 (6D)

其
他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主辦 第 29屆閱讀嘉年華 最佳藝墟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北區花鳥蟲魚展覽會主辦 
全港學界環保栽種比賽 

中學組總冠軍 林敏樺 (5A) 洪 燕 (5A) 陳文杰 (5A) 胡朗然 (5A) 簡文軒 (5A) 
  劉學軒 (5A) 何耀鋒 (5B)
園藝組冠軍 林敏樺 (5A) 洪 燕 (5A) 陳文杰 (5A) 胡朗然 (5A) 簡文軒 (5A)
  劉學軒 (5A) 何耀鋒 (5B)
蔬菜及香草類組冠軍 林敏樺 (5A) 洪  燕 (5A) 陳文杰 (5A) 胡朗然 (5A) 簡文軒 (5A)  
   劉學軒 (5A) 何耀鋒 (5B)
瓜果類組季軍 林敏樺 (5A) 洪 燕 (5A) 陳文杰 (5A) 胡朗然 (5A) 簡文軒 (5A) 
  劉學軒 (5A) 何耀鋒 (5B)

香港青年協會主辦 一小時義工運動 最積極參與銀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義工隊

新界校長會主辦「今日公益‧明日領袖」

創意社會服務獎
蔡頌恒 (2A)  陳韻渝 (2A)  曾炳權 (2A)  蔣俊宇 (2A)  陳翰文 (2B)  周浩然 (2B)
黃君臨 (2D)  施皓朗 (2D)  張嘉天 (3C) 邵卓謙 (3D)  李宜臻 (4B)  張傲駿 (4B)
紀傳恩 (4C)  洪佳琳 (4D)  吳文就 (4D) 陳利華 (5A)  莫子希 (5B)  陳凱蓉 (5B)  
盧芷欣 (5C)  李康宏 (5C)  翁嘉敏 (5D) 陳凱翹 (6A)  勞惠華 (6A)  王培煥 (6A)
車美緻 (6B)  陳佩玲 (6B)  蔡永釗 (6D) 陳鑑霖 (6D)  陳梓庭 (6D)  鄭昌霖 (6D)
郭浩維 (6D)  郭偉成 (6D)  李宗浩 (6D) 莫雪華 (6D)  莫慧心 (6D)  黃藝江 (6D)
林芷瀠 (6D)  關穎欣 (6D)  翟家宝 (6D) 蘇威丞 (6D)  趙思敏 (6D)  鄺映軒 (6D)

公益青年服務團 
中學生暑期義工體驗計劃 2017

陳文杰 (5A)  劉學軒 (5A)  簡文軒 (5A) 
林家燁 (5B)  吳鎮廷 (5C)  劉彥祖 (5D)

教育局主辦 2018年周年大會操暨四十周年紀念

積極團隊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二級榮譽徽章 林芷瀠 (6D)
三級榮譽徽章 左竣銘 (5A)  簡文軒 (5A)  劉學軒 (5A)  林家燁 (5B)  何耀鋒 (5B)  
  吳鎮廷 (5C)  何俊霆 (5D)  曲殷緯 (5D)  趙思敏 (6D)
高級徽章  陳文杰 (5A)  葉倬昆 (5A)  劉彥祖 (5D)

香港女童軍總會優秀隊伍選舉計劃 2016-2017 優秀隊伍獎 第 6隊女童軍（佛教黃鳳翎中學）
明報第 20屆校園記者計劃 莫慧心 (6D) 莫雪華 (6D) 黃麗恩 (6D)
灣仔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2017 
灣仔區傑出青年選舉

灣仔區傑出青年 學生組 馬錦倫 (5D)

教育局主辦 「領袖生內地交流計劃」獲選學生 張簡浩 (5B)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主辦

第九屆健康資訊大使 馮嘉俊 (4D) 蔣文俊 (6A)

2016至 2017年度香港紅十字會青少年頒獎禮 團隊服務證書 50年  佛教黃鳳翎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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