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2019學年是新一個學校發展周期開始，將配合「明智顯悲」的校訓，建構自
律守規、樂於學習、關愛有禮、熱心服務的「鳳翎精神」校園文化，期望每位佛教黃鳳
翎中學的學生皆認同自己為懂得欣賞，熱愛學校的「鳳翎人」，以實踐「鳳翎精神」為
學習方向。隨著「報恩堂」修葺工程竣工和「禪修室」落成啟用，同學們的學習活動空
間多了，學校亦正陸續更新其他校舍設施，務求日臻完善。

  上學期剛開始，我們便收到了由教育局提供的「2018增值資料報
告」，報告顯示我們的增值表現理想，其中7科更達至高增值水平。4
個核心科目（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及通識教育）及5個最佳科
目的增值表現卓越，增值位於全港首25%的高增值學校，表現更是
同區之冠。可見，本校絕大部份同學均於入學後有明顯進步，老師
及學生的努力備受肯定。

  同學們在各個領域表現出色：上年度同學獲外間機構頒授獎
項、證書、表揚狀人次共625，涉150個項目，包括：學術方面42
項，133人次；體育方面44項，174人次；藝術方面19項，98人次；
其他及獎學金45項，408人次。

  學校在上學年期末向學生及家長進行了有關「鳳翎精神」的
問卷調查。調查顯示：96%學生明白「鳳翎精神」涵蓋的素質，93%學生認同「鳳翎精
神」，89%學生願意實踐「鳳翎精神」。家長方面，91%家長明白「鳳翎精神」，並觀
察到子女願意實踐「鳳翎精神」—「自律守規、樂於學習、關愛有禮、熱心服務」。

  不久前蒞臨我校作演講的兩位嘉賓—香港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教授和前天文台台
長林超英教授分別給了同學們兩句勉勵語：「天道酬勤」、「做學問最重要學懂問」。
希望同學能明白兩位嘉賓勉勵語背後的深意，優化自己的學習策略，豐富學習成果。 林超英先生主講：

環保與我何干

曾先生及林先生分別在圖書
館與學生座談，氣氛融洽

資訊日
  本校一年一度的資訊日於11月23至24日圓滿落幕，當日活
動紛陳，動靜皆宜，科技方面有3D打印工作坊及玩轉機械人，
文化體驗方面有茶禪工作坊及普普藝術，運動方面有室內單車
及比賽及鳳翎籃球、排球盃等等，不能一一盡錄，全校師生可
謂同心協力，向社會大眾展現姿彩鳳翎。

鳳翎籃球盃 鳳翎排球盃

室內單車機比賽趣味科學實驗

2018-2019佛教黃鳳翎中學簡訊

2019年3月

曾鈺成先生主講：大灣區
發展與香港青年人關係

「鳳翎精神」啟學子  自主學習臻完善
校長的話

曾先生親筆勉勵：
天道酬勤

校址：香港銅鑼灣東院道11號 電話：2577 9485 傳真：2881 0148 電郵：bwc-mail@bwfl c.edu.hk 網址：http://www.bwfl c.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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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年度畢業生分享

  佛教黃鳳翎中學是令我銳變，成
長的地方，我很感激老師為我們付出
的時間及精神，在文憑試的壓力下與
我們並肩作戰，一同度過。除了在學
習上可以請教老師外，心底裡的疑惑
也可以放心與他們傾述。老師們的無
私付出，確是全方位地為學生提供了
悉心的支援。

  除此之外，學校亦有為我們提供
不同活動，擴闊我們的眼界，了解未
來的出路與方向。我還記得曾經參加
過不同的工作坊，與身邊同學一同討

論彼此的興趣與理想，傾談期間逐漸對未來的規劃萌生了新的想法。

  我現在就讀輔導及心理學系，從中發現成熟而穩定的情緒、具備同理心是
輔導工作中必須的條件，輔導別人的時，要了解和接納別人，才能疏導受助者
的情緒。

生命中重要的朋友

陸運會與蔡壽祥老師合影

與大學同學合影

參與多元活動 有助規劃未來
何文博  2018年畢業生  現就讀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

  當年來到佛教黃鳳翎中學，令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學校會舉辦各種各樣的活
動，豐富我們的校園生活，例如英文週，中國文化週等。這些活動不單單能增進我
對不同學科的興趣，還能促進同學們之間的友誼。我還記得在中二時參加中國文化
週的活動，需要舉辦時裝展覽，同學們會分組合作，設計並完成屬於自己的服裝，
合作期間增進了我對他們的了解，讓我更快融入新的朋友圈，實在是難忘的回憶。
另外，母校也給予學生很大的自由度，促進學生全人發展。學校允許學生嘗試運作
不同的學社，舉辦不同的活動，例如普通話社要籌辦普通話歌唱比賽，讓同學們在
學業外也能培養領導能力。

  初進科技大學，感受到大學的學習生活是何等的自由及多姿多彩。首先，大學
有很多學科可以選擇，自由度較中學多，可以根據自己興趣修讀一些跟自己主修科目無關的課程，讀得更投入認真。另外，
大學校園裡有更多機會接觸不同的人和事，可以自由參與不同的活動及組織，比如我修讀工商管理，就可以加入經濟社，與
修讀不同主修科目的同學合作設計活動、
組織多元化活動，讓我發揮自己的才能。
此外，為了訓練自己更獨立，選擇住宿舍
亦是一個好方法。大學生活自由度大，所
以需要學會自律，學會磨練自己，勇於處
理問題。

  或許大家覺得公開考試很難，但它只
是人生道路其中一項挑戰，大家做好學生
本分，為自己未來全力以赴，你會看見雨
後的彩虹。

培養自己不同能力 升學進修大有助益
岑浩麟  2018年畢業生  現就讀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系

大學上莊

大學迎新營與同學留影

外出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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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五下學期時，學校舉辦了一個到台灣大學的交流團，讓同學們可以親身體驗和
理解台灣升學的道路。在交流團中，我們到訪了玄奘大學、銘傳大學等台灣大學，並
參觀了該等大學的校園環境以及學校設施。這次交流團對我制定日後到台灣升學非常
有幫助！此外，學校的升學及就業輔導組亦會向有意到台灣升學的同學提供協助，例
如幫學生整理升學的必要文件、以及教導同學如何報讀台灣大學，老師們的幫忙令我
在報讀台灣大學時走少了很多冤枉路。

  相信很多同學最關注的，就是大學畢業後所持的學歷在本港的認受性問題，建議
大家應該優先選擇國立大學，台灣四大（台、成、清、交）的認受性較高，但門檻亦
高很多，因此同學應該要衡量自己的能力及成績是否可以應付和報讀這類大學及課
程。我是透過第一階段「個人申請」以學校成績報讀台灣大學，早在10、11月的時
候便要開始準備文件（如成績、證書等）、中英自我簡介等，這時候應該要落實
幾個自己心儀的大學及想讀的學系；1月必須交齊資料
並上載至電子報名系統；3月時就會收到
錄取通知。我報讀的地球科學系其實需要
修讀地球科學概論、化學、物理以及微積
分，但我在高中只修讀了地理，因此我在
DSE後，要日夜不停自修才可以正式準備
到台灣讀書。

  最後給大家一個忠告，台灣大學易入難
出，能夠入到心儀的大學只是一個開始，能
不能完成四年課程就要靠自己發奮圖強了！

中學時參觀台灣大學交流團

僑生聯會迎新 與大學同學聚餐

善用校內升學資訊 妥善規劃外地升學
梁子儀   2018年畢業生   現就讀台灣國立成功大學的地球科學系

  懷著對畢業的感慨，我已經開始了一個學期的大學生活。回顧中學，我最想感謝的是母校給我的支援。我感謝中三選科
前期老師給予我的建議，讓我堅定自己的選擇，在感興趣的學科中能發揮所長，亦堅定了自己在報考大學以人文學科作為主
要的選科方向。

  此外，在升中六前的暑假，升學及就業輔導組為我們舉辦了模擬放榜的活動。即使當時手上拿著的只是一張虛擬的文憑
試成績表，但我們心裡清楚，上面的分數便是我們平時的表現。那一刻我拿著手上的分數，發現自己的選擇是有限的，甚至
感到有點受打擊，即場的模擬面試環節也令我意識到自己對大學學科了解不足。從那刻起，我決心要為升學拼盡全力。

  短短幾個月的大學生活，讓我明白個人素質及魅力的重要性。十分感恩中學期間，學校和老師給予我許多參加課外活動
和校外比賽的機會。在校內擔任總領袖生和學會主席，令我從一個內斂的小女孩蛻變成能獨當一面的大姐姐。籌備活動使我
得到鍛鍊，與人合作亦培養了我的耐心，我認為這些特質對於我在大學裡與人相處或是舉辦活動都十分關鍵。與此同時，校
外比賽的經歷令我有與來自各校的學生切磋和學習，從成功中累積經驗，在失敗中明白並改善自己的不足。我現時就讀的人
類學系並沒有面試要求，當年遴選的準則便是文憑試成績及個人學習概覽，豐富的經歷無疑為我的個人履歷增色不少。因
此，我亦建議師弟妹們把握各種學習交流的機會，增值自己。

最佳戰友

把握課外學習機會 為入大學做好準備
趙思敏  2018年畢業生  現就讀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

上莊諮詢日 大哥哥大姐姐 大學迎新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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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更好的人」
  各位師弟妹，如果你的興趣可以成為你的職業，恭喜你！因為你有清晰目標，只要繼續朝對的方向走便是。
若現在的你還未找到自己的方向，請嘗試思想及摸索你的興趣，希望有一天你也找到能配合自己興趣的工作並樂
在其中！

  最初，我抱著想幫助別人的初衷踏入社工的行業，由認識不同的青少年開始，就進入不同的故事。在青少年
活動場所接觸有潛在危機的青少年，亦會觀察社區內不良因素的改變，例如黑社會的情況，甚至跟一些受青少年
歡迎的機舖、網吧、酒吧建立伙伴關係，工作絕不單調，充滿挑戰，需要沉著應付。

  從事外展工作已有16年，在與青少年建立關係的過程中，我發現得到幫助的並不只是服務對象，作為社工的
我也從他們身上不斷學習及成長，學懂珍惜工作中遇到的人和事，而漸漸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爭取機會，裝備自己
  我中學畢業後投身社會，曾經從事不同類型的工作，包括在零售業及咖啡店工作，亦以打工換宿的方式旅居
台灣五個月等。我為台灣人的高學歷感到驚訝，漸漸萌生想學好一門專業的念頭，希望好好裝備自己。

  回港後，喜歡旅遊的我偶然得知VTC提供海員培訓課程，只要完成23週的初級全能海員證書課程，便可以成
為遠洋船上的水手。有別於傳統學校，海事訓練學院的培訓比較多元化和務實，正好適合多動的我，把握機會報
讀此課程。

  完成課程後，我在本地一間船公司工作，工作之餘亦兼讀課程以考取海事處發出的專業牌照，內容包括電子
海圖、雷達導航、保安、醫療及護理等，希望爭取盡早考取專業牌照，提升職銜和技術。

  遠洋旅途中，我要與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溝通，發現良好的語文能力很重要。同學們，無論甚麼工作，通曉兩
文三語定必對大家有益處，期望同學及早打好基礎，努力裝備自己。

業有所獲  業有所樂—

姓        名：鄺葆茵 
本校畢業年份：1996 
現        職：外展社工
大 學 學 系：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社會工作（榮譽）學士
               [現為社會科學學士（社會工作）] 

姓        名：譚潤樺 
本校畢業年份：2008 
資        歷：海事訓練學院全能海員証書 
現        職：遠洋船海員

在職校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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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及同學齊集物資，蓄勢待發服務社群

團員領取獎項之外，亦擔任周年大會服務生

  過去五年，本校團員人數不繼上
升，服務群亦逐漸擴大，我校團隊連
續三年獲得「積極團體獎」，其中三
位團員：趙思敏（2016年）、林芷縈
（2017年）及何俊霆（2018年）更榮
獲「優秀團員」，以灣仔區代表前往
境外交流，何俊霆同學更於「2018年
CYC四十周年全港徵文比賽」中獲得
中學組亞軍。

趙思敏同學（左一
）到韓國與當地學

生交流

何俊霆同學（左三）到日本體驗學習生活

  小學時學校經常有公益少年團的活動，但當時因為自己內向的
性格而沒有參與。上到中學，在老師的邀請下，我開始接觸公益少
年團，參與探訪獨居老人服務，為老人送上關懷和開心。與智障少
年劇團合作，透過合作溝通，智障青年可建立自信，助人者與受助
人共同演出，以平等的態度去對待他們。其後的幾年間，我以公益
少年團的身份參加了多項社區活動，賣旗、攤位遊戲、公益服務等
等。服務的過程中，看到一張張歡樂的面孔，內心感到絲絲暖意。
公益少年團讓我性格變得開朗、樂於和別人溝通。一連串的服務讓
我認清助人自助的人生方向，同時亦讓我可以接觸社會不同階層，
擴闊我的視野。

  我因為參與公益少年團的活動而學會了關懷體諒，讓我的思維
和價值觀變得正面。社會上存在不少弱勢社群，幫助他們是我們青
少年的責任。公益少年團已四十週年，祝願它有更長遠的發展，讓
更多青少年承傳服務香港的精神。 

優秀團員何俊霆出席頒獎典禮留影

關愛服務惠社群

何俊霆

  本校公益少年團員本著「認識、關懷、服務」的宗
旨，關心社會，參與不同類型的社會服務，表現出鳳翎人
「關愛有禮、熱心服務」的精神。公益少年團每年舉辦各
類型的活動，其中「主題活動」最具挑戰性，本校團隊老
師及同學發揮創意，設計服務長者的活動，於2015、2017
及2018年均獲得「灣仔區主題活動金獎」，表現卓越，屢
獲嘉許。

公益少年團與我 （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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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解更多入讀大學畢業生
人物介紹，可掃描二維碼

在學校友成就
本校畢業生位列大專「院長嘉許名單」

2018年部分升讀本港大學學位優異生

本年度部分獲校外機構嘉許的學生名單（至2019年1月）

6A陳利華、何卓蓓及5C區宜倫獲選
「2018明日領袖」

2018年「明日之星—
上游獎學金」 莫濋嵐(4D) 黃諾琳(5A)  

紹根長老慈善基金獎勵計劃 陳雅萍(5D)

2018明日領袖選舉 鍾浣澄(4D) 陳楚翹(4D) 譚 曦(5A) 
區宜倫(5C) 陳利華(6A) 何卓蓓(6A)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2018第四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朱政駧(4A) 林鍵㮾(4A) 蔡永聰(4D)

灣仔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2018灣仔區傑出青年獎 何俊霆(6D)

2018榮耀榜

2018畢業生  岑浩麟 
（入讀香港科技大學）

2018畢業生  鄧偉強 
（入讀香港中文大學）

2018畢業生  趙思敏 
（入讀香港中文大學）

2018畢業生  莫慧心 
（入讀香港中文大學） 2018畢業生  石殷瑋 

（入讀香港城市大學）

Th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Dean’s list 2017-2018    
Bachelor of Science in Computing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YUEN YUK MUK（原玉木）

Th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th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Dean’s list 2017-2018
Associate of Science (Sport and Recreation Studies) 
TANG HIU YAN（鄧曉欣）

Th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th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Dean’s list 2017-2018
Associate of Arts (Chinese for Professional Purposes)
ZHANG NUOYA（張諾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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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年度
得獎課外活動紀錄（至1月止）

性質 活動項目 成績

學術

第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文朗誦

中一級粵語女子詩詞獨誦 冠軍：胡錦泳(1D)
亞軍：胡施琪(1D)
優良獎狀：楊子娸(1A)

中一級粵語男子詩詞獨誦 良好獎狀：黃可多(1D)
中二級粵語女子詩詞獨誦 冠軍兼榮譽獎狀：陳幗烜(2B)

亞軍：葉 悠(2D) 胡曉嵐(2D) 
季軍：胡芷嵐(2D)
優良獎狀：張媛琳(2B) 謝凱琦(2D)

中二級粵語男子詩詞獨誦 冠軍：林小冬(2B) 優良獎狀：林韋樂(2A)
中三級粵語女子詩詞獨誦 季軍：陳曉雯(3A) 優良獎狀：陳韻渝(3A)
中三級粵語男子詩詞獨誦 季軍：馮嘉勤(3D)
中四級粵語女子散文獨誦 冠軍：朱政駧(4A)
中四級粵語女子詩詞獨誦 冠軍：郭瑋恩(4D)

亞軍：鄭茵婷(4A) 朱政駧(4A)
季軍：麥凱喬(4D)

中四級粵語男子詩詞獨誦 冠軍：陳顥元(4D) 亞軍：梁筵浚(4C)
中五、六級粵語女子詩詞獨誦 亞軍：陳楚瑩(5D)
中五、六級粵語道教詩文獨誦 亞軍：梁浩楷(5C)
中五、六級粵語男子詩詞獨誦 季軍：梁浩楷(5C) 優良獎狀：關文杰(5D)
中五、六級普通話女子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譚 曦(5A) 優良獎狀：周心荃(5A) 林睿鈴(5A)
中五、六級普通話女子散文獨誦 優良獎狀：陳梓慧(5A)

第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朗誦

中一女子獨誦 亞軍：Kaur Manmeet(1B) 
季軍：Godakanda Kankamge Sithmi Thihansa(1B)

中一男子獨誦 冠軍：Charles Isaac Bartolome Mingoa(1B)
季軍：Joshua Paul Maguigad Lucing(1B)

中二女子獨誦 冠軍：Alcantara Angelene De Vero(2D)
季軍：Buhia Samantha Reigne(2D)

中一及中二級英詩集誦 季軍：黎卓杰(1A)  陳嘉謙(1A)  許逸佳(1A) 易雍澤(1A) 
   郭常晞(1A) 陳俊唯(1A) 趙曉晴(1A)  張汶浚(1A)
   陳禧瑤(1A) 范諾淮(1A) KAUR HARNEET(1B)

MAGUIGAD JOSHUA PAUL  LUCING(1B)
   THAPA SIDDHIK(1B)  YASHIKA(1B) 
   冼海琳(1C)  卓志霖(1D) 吳耀鴻(1D) 陳國熙(1D)
   周漢傑(1D) 潘灝泓(1D) 何浚東(1D) 吳家明(1D)
   彭俊仁(1D) 鄧迦璡(1D) 劉柏延(1D) 鍾寶艷(1D)
   葉芷茵(1D) 譚詠琳(1D) 鄭唯重(1D) 關耀庭(1D)
   溫朗皓(2A) 黃文靜(2A) 袁佳藝(2A) 和鼎淇(2A)
   梁健朗(2A) 翁銘威(2A) 袁佳豪(2A) 勞澤邦(2C)
   胡曉嵐(2D) 胡芷嵐(2D)  李智真(2D) 吳鴻飛(2D)
   許思滔(2D)

中一級女子詩詞獨
誦冠軍

1D胡錦泳及亞軍1
D胡施琪

中一級男子獨誦冠軍1B Charles Isaac Bartolome Mingoa

中一及中二級英詩集誦季軍
2A朱宇恒及2A梁皓堯代表
領取機械人創新設計獎
及機械人聯賽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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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活動項目 成績

其他

2018藍天綠地在香港
全港學界
環保設計比賽

園藝組 冠軍：周容容(4A)  鄭茵婷(4A) 張 穎(4A) 
瓜果類組 冠軍：洪佳茵(4A)  莫彰妮(4A)  施曉欣(4A) 
香草類組 冠軍：潘樂泓(4C)  余得君(4C) 陳明欣(4D) 
中學組總 冠軍：陳焯鈴(4D)

港鐵Train出光輝
每一程計劃2018 最互動學習大獎 庄霖珊(5A)

香港青年協會
<有心計劃> 「一小時義工運動」 最高參與銀獎：佛教黃鳳翎中學（義工隊）

醫院管理局
＜同行有您＞

嘉許證書 袁佳藝(2A) 李志豪(2A) 黃文靜(2A)  許思滔(2D) 蔣俊宇(3A) 
施恩祺(4D) 邵卓謙(4D)  陳明欣(4D)  紀思琪(5B) 紀傳恩(5C)
洪佳琳(5D) 官子佑(5D) 官子悅(5D)  吳文就(5D)  王華鎰(5D)
鄭 雍(5D) 陳利華(6A) 盧芷欣(6C)

「第十屆健康資訊學生
大使計劃」 學生大使 陳景晞(2B)  鍾禮賢(4D)  關文杰(5D)

性質 活動項目 成績

體育

香港鄧鏡波書院
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 冠軍：王敦賜(4A) 梁錦杰(4B) 區宜倫(5C)  陳競楷(5D)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中學
校際沙灘排球比賽 港島及九龍區第三組別女子甲組 季軍：陳凱琳(6A)  高海嵐(6C)

香港學界體育聯中學校
際籃球比賽

港島第三組別男子甲組 殿軍：王柏超(3A)  陳令軒(4B)  許澤誠(4C)  羅家俊(4D)  
   周華亮(5A)  馮仕廉(5C)  陳競楷(5D)  鄭天朗(6B) 
   譚仁傑(6B)  賴卓賢(6D)  朱博遠(6D)  黃文健(6D)

性質 活動項目 成績

藝術

灣仔社區聯會 2018
道路安全在灣仔填色比賽 優異獎：古積天(2D) 丁采妮(3C)

香港藝術發展局
第十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嘉許獎(藝術)：伍彩虹(5A)
嘉許獎(音樂)：梁梓軒(6D)

2A朱宇恒及2A梁皓堯代表
領取機械人創新設計獎
及機械人聯賽金獎

2018「藍天綠地在香港．全港學
界環保設計比賽」中學組總冠軍

6A陳凱琳及6C高海嵐獲
中學校際沙灘排球比賽
（第三組別）季軍

「一小時義工運動」
最積極參與獎銀獎

性質 活動項目 成績

學術

第12屆亞太區機械人
錦標賽香港分區
蔡章閣盃

機械人創新設計獎
機械人聯賽金獎 朱宇恒(2A) 梁皓堯(2A) 勞澤邦(2C)

2018 VEXIQ脈衝盃

技巧賽 冠軍：陳俊唯(1A)  張汶浚(1A) 陳啟聰(1D)  詹韋晞(1D)
亞軍：梁健朗(2A)  屈汝晉(2A)  梁皓堯(2A)  勞澤邦(2C)

團隊聯賽 冠軍：陳俊唯(1A)  張汶浚(1A) 陳啟聰(1D)  詹韋晞(1D)
亞軍：梁健朗(2A)  屈汝晉(2A)  梁皓堯(2A)  勞澤邦(2C)

第46期《晶文薈萃》
網上優秀文章展廊 十優文章：吳琦雯(5D)  陳利華(6D)  殷兆華(6D)

妙法盃「聯校時事評論
2018比賽」

高級組亞軍：劉炳豪(5D)
初級組優異獎：洪佳茵(4A)

校址：香港銅鑼灣東院道11號 電話：2577 9485 傳真：2881 0148 電郵：bwc-mail@bwflc.edu.hk 網址：http://www.bwflc.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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