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開始增設中一英語科學及英語數學課程

家長教師會暨校友會

為加強家長與學校的聯繫，及培養對校友對母校的歸屬感，本校於2017年
1月14日(星期六)舉辦了一年一度的校友日。當日節目非常豐富，下午4時在縫
「練書法．寫金句」大合照

紉室有「練書法．寫金句」活動，由本校榮休的嚴武德老師和馮美芳老師帶同

他們的文房四寶與校友、家長和學生一同即席揮毫，認真地練習書法、書寫金句，體味中國文化藝術精神。與此同時，詹嘉文老師和馬
華勇老師則在家政室舉辦「品味咖啡」活動，分享泡咖啡的心得，大家細嚐甘香的咖啡，度過了一個悠閒的西式下午。

詹嘉文老師分享拉花技巧

馬華勇老師用心講解

拉花咖啡

「品味咖啡」大合照

下午5時30分於生物實驗室舉行由梁校長親自指導的
「𠝹水仙頭工作坊」，不少家庭扶老攜幼參與其中，
一家人興高采烈地為農曆新年準備好年花，實在是一
個難得的親子活動。晚上7時，禮堂則大排筵席，準
備了十多圍既豐富又美味的「盆菜宴」，校友、家
長、老師及學生樂聚一堂，席間還有大抽獎，大家盡
興而歸。本年的校友日亦在滿載笑聲中，圓滿結束。
梁校長親身
示範𠝹水仙頭
「𠝹水仙頭工作坊」

「𠝹水仙頭工作坊」大合照

「盆菜宴」合照

元宵花絮

家長日

元宵燒烤會前留影

團拜大合照

「盆菜宴」大抽獎環節

生涯規劃講座花絮

家教會浩浩蕩蕩出發準備元宵燒烤會

文副校長致送感謝狀予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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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副校長向
中三學生家長介紹
高中選科事宜

上網成癮講座花絮

文副校長致送紀念品答謝
講者羅紀麟先生

中文科活動
本校在2月9日及10日舉行中文周，主題是與「文」同
樂，主要的活動有「蘇浙論壇」及「花燈樂韻慶元宵」。
「蘇浙論壇」既提供了一次讓學生展現才
能的訓練，又給予全校師生互相觀摩、交流的良
機。中五、中六數位同學參與了是次的討論，他
們盡顯學長的風範，不但對所想內容表達清晰，

台上同學積極參與討論

而且充滿自信，為一眾學弟學妹立下良好的榜
樣。是次活動，除中文科老師擔任評審外，有幸邀請了兩位數
理科老師及實習老師作為評判，開拓了學生思維的空間，使參
與者及旁聽者都得益不少。
猜燈謎是我國元宵節的傳統，為了讓同學體驗這富有文化
同學用心競猜燈謎

特色的文娛活動，本校在操場的一隅佈置了色彩繽紛的花燈，
並在每個花燈下面加設了一道燈謎，供同學競猜。農

老師們擔任評審

曆正月十四，午飯時段，隨着喜洋洋的樂韻聲展開了
「花燈樂韻慶元宵」活動。同學踴躍參與，猜中的
聲音此起彼落，場面熱鬧非常。當天同學除了猜燈謎
外，還可以購買紅豆沙甜湯。同學一邊吃着甜湯，一
邊猜燈謎，真是一件賞心樂事。
齊來買紅豆沙甜湯

梁校長、評審老師和參與論壇的同學們合照

中文科以學生為本

全面提升語文水平

要提高學生語文水平必須製造學習的氛圍、讓學生養成良好的習慣及提供機會讓學生一展所長，從而建立自信。當然，適
切的輔助也是必須的，故此中文科針對初、高中的不同要求，透過課堂內、外的學習，讓學生全面掌握中文課程。

建立氛圍
透過舉辦中文周，為學生營造了學習中文的氣氛。中文周的活動多元化，如書籤計設比賽、寫作比賽、猜燈謎、小組論
壇、語文攤位遊戲等，這些活動能從各方面引起學生學習中文的興趣。
中文科初中的課程以普通話教授，希望學生能夠做到我手寫我口，提升其寫作能力。學生在早會、周會、典禮中皆運用普
通話表達，浸淫日久，自然能掌握流暢的語句。
此外，中文科亦會定期舉辦語文講座、聯校口語溝通、會訊之友等活動提升學生的聽、說、讀、寫能力。

培養習慣
學好語文必須從小培養良好的習慣，因此中文科每年都為學生訂閱報紙，並要求學生每星期完成中文報紙上的練習，讓學
生定期接收新的資訊及語文知識。另外，閱讀經典作品能有效引導學生仿效名家的寫作手法，所以中文科為不同級別的學生安
排了指定讀物，如《西遊記》、《水滸傳》、《聊齋》、《中學生作文選評》等，日積月累，學生必有所得。

一展所長
學習的過程是漫長的，學生需要勉勵才有動力繼續向前，為學生提供展現所長的
舞台也是中文科的任務。我們鼓勵學生參加大大小小的公開比賽，如朗誦、標語、
書法、對聯、口語溝通……期望他們能找到自己的專長，建立自信，更樂於學習。
除比賽外，我們會將學生的佳作刊登在互聯網(香港教育城的創作天地)、中文報刊
(文苑、蘇浙會訊)及學生文集(剪燭集)上，肯定他們的創作成果。

學生文集 ─ 剪燭集

適切輔助
一班之中有三十多位學生，學習存在差異是在所難免的。為此，中文科為初、高中學生舉辦了不少課程，如普通話適應
班、寫作拔尖班、閱讀理解班、說話訓練等，林林總總的課程目的只有一個──讓學生學好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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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活動

本校英文周已於11月28日至30日順利舉行。英文周以各國文化為主
題，於有蓋操場設置9個攤位，分別代表英國、印度、墨西哥等地。

同學手持「英語活動咭」到各個攤位以英語溝通進行遊戲，從中學習各地風俗習慣和了解當地時
事趣聞。本校特別安排雪糕車於英文周最後一天到校，以獎勵同學一直踴躍參與英語活動。不少
同學以英語活動卡上的蓋章換取軟雪糕，樂也融融。
一起努力！

攤位遊戲─以英語溝通

生
與新加坡學 動
交流活

雪糕真好味

進行遊戲

同學十分投入

本校學生於去年7月初參加「新加坡教育與英語學習4天遊學團」，參觀了
當地的中學，體驗新加坡的教育模式。短短數天的行程，同學們認識到新加坡
多元文化的特色，開拓了學生們的視野。其後，新加坡交流團亦到本校進行交流及觀
課。Peirce Secondary School Singapore師生一行約30人在11月14日到訪本校，旁聽
英文及中文課堂，授課老師為Ms Kayla Hill, Ms S.Y. Lee和李勵賢老師。透過這次活
動，讓本校學生能與新加坡的學生作學術交流，提
升運用英語的自信，新加坡的學生對本校課堂印象
深刻，好評如潮。

同學感言
「整個旅程都很愉快，同時

大合照

新加坡學生表演

開拓了我的視野。新加坡是一個
多元文化的地方，人們無論飲食
或生活方式，有很多截然不同之
處。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可重
遊此地。這次旅程，我學會了獨
立，也明白應好好充實自己，
才不會白白浪費我們的人生。」
F.4A 張燕豪撰文

一起上課

學習一種文字，應先學習其文化和歷史，才能深入
了解文字背後的涵義。西方禮儀源自於歐洲，自然跟英
文脫不了關係。本校英文科第一次與煤氣烹飪中心和張
瑪莉市場推廣（國際）有限公司合辦餐桌禮儀班，請來
國際禮儀大師張瑪莉小姐為中五及中六級共六十位同學

一起有儀態地品嚐

美食

上了生動實用的一課，從心態到儀態和英語表達，同學
們都獲益不少。以下是同學的活動感言：
很慶幸學校能給我們一個這麼寶貴的機會參加餐桌禮
儀班，由於較少接觸到這些禮儀知識，我們都覺得課程新
鮮有趣。我們不但學會了在不同場合應穿的服飾和應有的
儀態，更難忘的莫過於是真正體驗餐桌禮儀的部分。我們

導師親自教導

起初以為只是呆坐兩小時聽講者解說，沒想到卻是讓我
們一邊學習英文，一邊享受美食，實行學以致用，十分有
效！我希望能夠再有這種機會，讓我們能夠多擴闊眼界，
多了解世界！
兩位校長致送紀念品予張瑪莉小姐

F.5A 陳炫穎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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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專心練習

數理科活動

本校於2017年3月10日至3月13日舉辦數理週，期間舉辦的活動包括數理科聯合展
覽、社際數理問答比賽和STEM專題書展等，以提升學生對數理科的興趣和給予他們展示
在數學及各理科的學習成果。全體學生於輪流到禮堂參觀數理科聯合展覽，並投票選出
自己最喜愛的展覽區，分享學習成果。社際數理問答比賽，賽果如下：
第一名：仁社630分

STEM書展

第二名：忠社540分

化學科學生展板：使用電腦展示學生作品

第三名：愛社480分

第四名：禮社410分

化學科學生展板

化學科學生展板

考考你，以下是數理周部分問題，
看看你能答對多少題？(答案在本頁)
1. 以下哪項關於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描述是錯誤的？
A.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大小相同。
B.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分別作用在兩件不同的物體上。
C.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先後地作用在物體上。
2. 黑臉琵鷺只在哪些地區出沒？

各科參與的老師及實驗室技術員

A. 南亞 B. 西亞 C. 東亞
3. 止痛藥阿斯匹靈含有一種酸，那是甚麼？
4. 所謂「電死人」，真正意思是人體不能承受過大的_____________。
A. 電流 B. 電壓 C. 電功率
5. 數列題
		

第1個

第2個

第3個

問第 6 個圖案中有多少個圓點？
化學科學生展板：煤和天氣的蘊藏地方

物理科展板

社際數理問答比賽台上搶答時段

5.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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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

！

社際數理問答比賽台下搶答時段

3. 水楊酸/乙酰水楊酸

生物科學生展板：原來我的展板如此優秀

學生嘗試理解亞尼斯堡的七橋問題

2. C

數學科展板：學生在專心研究

學生投票選出最佳的數學科展板

答案：1. C

數學科：學生向其他同學講解展板內容

準備升空！

「卓育菁莪」生涯規劃講座
本校於11月30日為中三至中六級同學舉辦「卓育菁莪」生涯規劃講座。承蒙香港專業及
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協助，該會邀請了十多位不同行業人士到校分享人生及工作體驗。首先，
由本校榮休的曾其鞏校長為同學們主講生涯規劃講座。隨後，學生按他們的興趣到不同的分
組地點，近距離與嘉賓講者接觸。嘉賓向同學們介紹所屬專業現況、入行要求、發展前景，

曾校長演講一刻

並分享其寶貴的人生經驗，以及解答同學對該行業有關的疑問。是日分享嘉賓包括陳世雄先

生(教育及培訓界)、黎堅輝先生(測量界)、李家粦先生(工程界)、賀峰先生(文化藝術界)、孔美霞女士(銀行、財務及金融界)、徐梓鰲
醫生及李昉鈿醫生(醫療服務及護理服務界)、傅民生先生(社會福利界)、莫國傑先生(旅遊界)、何錦榮先生(餐飲界)、鄧耀銘先生(演
藝界)、陳繼宇博士(數碼、資訊及電訊科技界)等。感謝各嘉賓撥冗與同學分享事業發展心得，以及鼓勵同學擴闊視野，建立人際網
絡，學生獲益良多。

嘉賓詳細講解

大合照
同學全神貫注地聆聽

「六星升輔大使」啟動禮暨就職典禮
本校升輔組參與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並於三月一日舉行「六
星升輔大使」啟動禮暨就職典禮。當日升輔組透過合辦機構「7A班戲劇組」，以話劇形
式向學生解說認識自我能力、興趣及個性的重要性，從而希望學生找到適合自身發揮的

宣讀誓詞的一刻

角色，並在規劃人生上作好準備。當日，香港中文大學講師亦講解升輔大使的角色和簡介
未來的培訓課程。最後，在梁校長見證下，本校三十四位升輔大使宣讀誓詞。

實用型

研究型

六星升輔大使名稱由來：
1. 六角星代表學者賀蘭博士(John Holland)所建構的人格理論模型，是事業導的理論基礎，他
指出人類的性向可分為六大典型，包括實用型、研究型、藝術型、社會型、企業型和常規
型。多數人會選擇類近自己工作性向的工作，並會獲得較高的工作滿足感，所以協助同學

常規型

藝術型

了解個人的工作性向十分重要。
2. 梁校長提出「六星」名稱的第二個意思是老師們希望升輔大使不單熱心助人，自己亦要在
學業上有成就，在六個應考科目中都取得摘星的佳績。
職業性向/職業類型

興趣

企業型

社會型

性格

實用型

喜歡使用工具、接觸大自然、機械 率直、獨立、活躍

研究型

喜歡科學、數學、研究

好奇、分析力強、思考

藝術型

喜歡音樂(話劇)表演、寫作、美感

喜歡創作、想像、表達自己

社會型

喜歡與人接觸、幫助、教導別人

喜歡關心、合作、外向

企業型

喜歡領導、說服他人、演講

進取、主動、樂觀

常規型

喜歡系統化，在詳細指引下工作

順從、有條理、堅持

「六星升輔大使」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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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連續第二年參與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舉辦的「和平大使文化慶典」
活動。本校24位同學在2月18日的活動中擔任和平大使，介紹有關「一帶一路」
的國家：「緬甸」的文化，活動以展覽和遊戲為主，以中、英雙語進行。當
日，有33位同學到場參觀和體驗多元文化，從而拓闊視野。

本校60多名師生參與和平大使文化慶典

同學學習波蘭文化

同學試用緬甸天然防曬香木粉

蘇浙攤位人人LIKE

同學以遊戲、服飾及美食介紹緬甸文化

「和平大使文化慶典」學生感想

我 在今次活動裏獲益良多！特別是認識了不同
國家的文化，印象最深刻的是捷克、哈薩克和緬
甸文化。我在活動中品嚐了當地的傳統食品，觀
賞了當地的傳統服飾。有趣的文化活動令人流連
忘返！(F.4A 關本泉撰文)

大眾品嚐緬甸乾果

這 是我第一次參加《和平大使文化慶典》活動。當天不少攤位是有關南亞國家的。

日本國領事館廣報文化

部長參觀本校攤位

我從中認識了一些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習俗，主持攤位的南亞裔人士都很友善呢。
我還體驗了印度海靈草手繪藝術，這些難得的活動經歷，令我擴闊視野、增長見
聞。(F.1D 魏嘉祺撰文)

我 在今次慶典擔任「和平大使」，包括參與籌備及推廣的工作。我體會到溝通、
合作的重要性。作為領袖，既要懂得靈活分配隊員的工作，也要照顧隊員的感受。
這次的經驗告訴我作為領袖的三個條件：智慧、仁義和勇敢。我會繼續努力，學習
承擔重任。活動前，緬甸對我來說是個神秘的國家。活動後，我認識了不少緬甸文
化。這次的學習經驗，令我獲得滿足和成功的感覺。(F.4C 麥海賢撰文)

與南亞裔同學合照

中四「成長學習營」
同學們透過兩天一夜的訓練及團隊合作活動，學習互相扶持
和解決困難，為日後的學習及挑戰做好準備。

同學感言：
做好熱身

整裝待發

這次 訓練 營讓 我深
深感 受到 老師 對我
們的期望。雖然
教練要求十分嚴
格， 但無 非是 讓我
們清 楚知 道： 投身
社會 的生 活便 是充
深刻 。
滿挑 戰。 而攀 牆活 動也 令我 印象
上來 的
我是 其中 一個 在牆 頂負 責拉 同學
了不 少
隊員 ，由 於我 隊計 劃不 周， 浪費
，雖 然
時間 ，亦 讓難 度大 幅增 加。 最後
成了 任
也完
超過 時限 ，但 我們 全體 隊員
團結 一
務， 真的 十分 感動 ！原 來， 只要
致，我們也能做得到！
F.4C 鄧俊傑撰文

大合照
齊做掌上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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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歌唱比賽
★獲獎名單★

由音樂科主辦及英文科協辦的聖誕歌唱比賽已於2016年的聖誕聯歡日

英文司儀

中順利完成，活動目標除了凝聚歸屬感外，亦希望提升同學對英文的

班際初級組
冠軍：F.1B ─ Lemon Tree

興趣及語感。入圍決賽的班別都努力準備，有道具，又有舞步，最後

亞軍：F.2C ─ Live While We’re Young

初級組演繹F.1B充滿活力的經典英文歌曲 Lemon Tree 脫穎而出；而高

季軍：F.2D ─ Love Yourself
班際高級組

級組冠軍則由F.4B奪得，他們合唱的歌曲是 Better When I’m Dancing。

冠軍：F.4B ─ Better When I’m Dancing

表演環節中，小提琴班演奏了《平安夜》(Silent Night)，校友也組成樂隊

亞軍：F.5A ─ Lemon Tree

演出，又參與大合唱。樂隊的主音黃汝軒校友更曾是我校聖誕歌唱比賽

季軍：F.4A ─ One Thing
獨 唱
冠軍：F.5B 余一龍 ─ 她說

三屆的獨唱冠軍，令聖誕聯歡日生色不少。
臨近尾聲，我校特

亞軍：F.6D 許靜儀 ─ 告白氣球

別為將於本年度8月

普通話司儀

珍貴照片。播出之時，大家也有無限的緬

季軍：F.6A 韓碧琦 ─ Love Yourself
合 唱
冠軍：F.4C 朱家俊、F.5A 潘文豪、楊嘉豪、
F.5B 丁嘉欣、F.5D 曾朗軒 ─ 對面的女孩看過來

懷。而陳老師也為我們帶來驚喜，連同家

亞軍：F.5A 黃鉦翔、F.5C 邱領沖 ─ 傳聞

人上台合唱，配合舊生賴一銘同學的造型

季軍：F.5A 賴裕仁、F.6B 黃巧兒
─ 你被寫在我的歌裡

榮休的陳建業老師製作

了一輯短片，剪輯了陳老師多年來在校的

校友音樂演出和師生大合唱

氣球佈置，場面既溫馨又熱鬧。

班際初級組冠軍

獨唱組冠軍

班際高級組冠軍

合唱組冠軍

「織夢•閃爍」活動日

學生會與德育組及視藝科合辦
「默默耕耘書籤設計比賽」

本校中五及中六級同學參與由香港家庭福利會舉辦
的聯校「織夢‧閃爍」活動。是次活動旨在培養學

學生會聯同德育組及視藝科舉辦「默默耕耘書籤

生製作手工藝的創意及創業精神。學生售賣自家手

設計比賽」，讓學弟學妹們表達對中五及中六級

作，包括玻璃擺設、汽球公仔、筆記簿及文件夾

學兄學姊寒窗苦讀的支持。是次活動先由「學生

等。售賣活動於荔枝角 D2 Place ONE 舉行，共有十

德育大使」挑選發人深省的金句並在早會宣傳，
再由視藝科在課堂配合，指導中一級全體同學平

多間學校參
梁校長到場支持，為同學打氣。

加，場面熱

面設計，再讓視藝老師評審，最後由學生會推動

鬧。過程由學生一手策劃，由採購、上色、

中二至中四級同學參賽及進行後期加工，終於甄

搭配以及最後的佈置，也是同學們一番心

選出5張優勝作品，並印製成書籤於「中六惜別

思。同學最窩心的是兩日來得到校長、老師

會」中送給高年級同學，祝願他們奮力迎戰公開

及同學的親自前來打氣，事前籌備及當日售

考試，再創佳績！

賣時的辛酸都忘記得一乾二淨。

義工服務

學生到蘇浙葵青良友安老院協助「蘇浙聖誕送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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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集場面熱鬧，人頭湧湧，
不少同學也到場選購一番。

葵蘇學生 文武皆精 刻苦訓練 全人發展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 中文朗誦比賽

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中學現代舞

亞軍
季軍

季軍
季軍

二人朗誦 中五、中六級
普通話詩詞獨誦 中一、中二級

F.6B 余蘊恩、劉曉晴（指導：李勵賢老師）
F.1D 陳雅妍（指導：馬華勇老師）

鵬程盃第四屆朗誦大賽
冠軍

二人朗誦

季軍
群舞「夢遊」
		
		
		

F.3C 陳尔佼姿（指導：李勵賢老師）

季軍

F.3C 馮雅婷（指導：李勵賢老師）
F.6A 周鑫怡（指導：李勵賢老師）
F.6B 麥珮雯、F.6C 蘇彥霖（指導：盧美清老師）

亞軍
季軍
優異獎
亞軍
季軍
優異獎
優異獎

「認識祖國‧認識香港」系列比賽2016 － 中學組城市定向比賽
F.3C 陳尔佼姿、F.3C 吳海燕、
F.3C 蔣慶賢、F.3C 吳曉俊

F.5D 黃澤豐

「回歸」銀獎盃 爵士舞 群舞
		
		
		

F.5A 陳炫穎、賴裕仁、
F.5B 任培均（指導老師：Ms. Kayla Hill）

上游獎學金

		

F.5A 賴裕仁

荃灣鄉事委員會獎學金

F.2C 李詠珊、F.3C 馮雅婷、
F.4B 林永隆、F.5A 賴裕仁、
F.6B 馮楚琦、梁麗斐（畢業生）

香港冬泳賽優異証書
		
		
		

女子乙組團體

亞軍
亞軍

F.2C 彭心悅、F.4A 李思靈、F.4B 鄒嘉悅
F.1A 黃偉峰、F.1B 郭梓樂、F.2A 楊智能、
F.2D 陳冠宇

全港學生科技大賽 (指導：鄺文傑老師)
亞軍
季軍
優異獎
季軍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異獎
冠軍
亞軍
季軍

中學組－魔法車速度賽
中學組－魔法車速度賽
中學組－魔法車速度賽
中學組－爬山車設計賽
中學組－爬山車速度賽
中學組－爬山車速度賽
中學組－爬山車速度賽
中學組－爬山車速度賽
中學組－編程智能車速度賽
中學組－編程智能車速度賽
中學組－編程智能車速度賽

F.1B 鄒厚賢
F.4B 謝納賢
F.4B 徐大鵬
F.1B 鄒厚賢
F.2A 黃家駿
F.1B 鄒厚賢、F.2D 陳國健
F.2D 張榕麟、F.4B 白德信
F.4B 蔡嘉樂
F.2D 張榕麟
F.2A 黃家駿
F.4A 陳頌銘

以下體藝項目指導老師：徐家英老師

香港國際學校聯校邀請觸式欖球賽
冠軍		
		
		
		

F.2B 李招斌、F.2B 呂文基、F.3A 張皓鈞、
F.4A 鄭民湛、劉家豪、岑志銘、黃文桀、
F.4B 陳嘉陽、陳國佳、鄭國權、F.4C 吳浚霖、
F.4D 甘敬生

新界區中學男子乙組校際七人欖球賽
季軍
男子乙甲組碗賽
		
		

F.2D 何元章、馬冠南、F.3A 張皓鈞、
F.4A 鄭民湛、岑志銘、黃文桀、F.4B 陳嘉陽、
F.4C 梁浚灝、吳浚霖、F.4D 甘敬生

新界區中學男子甲組校際七人欖球賽
季軍
男子甲組碟賽
		
		
		

F.2B 呂文基、F.4A 劉家豪、F.4B 陳國佳、
F.5A 陳嘉濼、何俊軒、楊嘉豪、F.5B 關漢彥、
林濬仁、李興俊、李文耀、楊浚浩、
F.5C 林子龍、邱領沖、F.5D 李子賢、F.6D 吳嘉誠

深水埗區七人欖球邀請賽
季軍
公開組 團體
		
		

F.2B 呂文基、F.5A陳嘉濼、何俊軒、楊嘉豪、
F.5B 關漢彥、林濬仁、李興俊、李文耀、
楊浚浩、F.5C 林子龍、邱領沖、F.5D 李子賢

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中學中國舞
季軍
亞軍

「手掌心」三人舞
「且看行雲」獨舞

F.2A 孫文駿、F.2B 韓立恩、F.2B 林家璡、
F.2D 張榕麟、F.3A 陳靜雯、
F.4A 岑志銘、F.4C 張浩然、F.4C 楊浚軒、
F.5B 關漢彥、F.5D 李超杰

女子高級組負四十五公斤級別

F.5B 吳宇蓮

2016香港青少年柔道錦標賽

葵青區學界男子丙組乒乓球比賽
殿軍
男子丙組
		

F.4B 鄧嘉琳、F.4C 楊田恬、F.5A 方靜雯、
F.6B 鄭靜蔓、鄭詩欣、李樂怡、余蘊恩、
陳文忠、F.6D 許靜儀、梁綽姿、鄭名駿、
徐家英老師

2016年香港校際柔道錦標賽

葵青區學界女子乙組乒乓球比賽
亞軍

F.2D 張啟盈、F.4B 鄧嘉琳、
F.4C 楊田恬、F.4D 張海琳、黃湘嵐、
F.5A 方靜雯、F.5B 梁雯珊、譚洁雯、
鄧詠欣、F.5C 王杏之、F.5D 陳慧怡

浪姿盃2016香港公開冬泳錦標賽

F.5A 陳泳慈、F.5A 李佩怡、F.6B 劉曉晴

荃灣、葵涌及青衣區傑出學生優異獎

		
		

F.4B 鄧嘉琳、F.6C 李曉彤
F.1C 郭雅雯、F.2C 姚柏妤
F.1A 許怡恩、F.1C 陶慧娜
F.4C 楊田恬、F.6C 李曉彤
F.1C 郭雅雯、F.2C 姚柏妤
F.1D 鍾詩詠、劉嘉欣
F.1C 余芯蕎、F.4C 彭安蕎

第四十四屆全港 公開舞蹈比賽16/17

聯校英語辯論比賽

		

牛仔
牛仔
牛仔
查查查
查查查
查查查
查查查

銅獎
群舞「夢遊」
		
		
		

F.5D 黃澤豐

2016冬季歡樂象棋賽

第二名
聯校英語辯論比賽
		

F.5C 王杏之

第三十屆葵涌區舞蹈公開賽

沙田區公開象棋比賽2016中學組

季軍		

獨舞「恒心」

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中學體育舞

F.5A 周恩慧

殿軍		

F.2D 張啟盈、F.4B 鄧嘉琳、
F.4C 楊田恬、F.4D 張海琳、黃湘嵐、
F.5A 方靜雯、F.5B梁雯珊、譚洁雯、
鄧詠欣、F.5C 王杏之、F.5D 陳慧怡

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中學爵士舞

青苗學界進步獎

優異獎		
		

F.4B 鄧嘉琳 、F.4C 楊田恬、F.5A 方靜雯
F.4B 鄧嘉琳

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中學爵士舞
F. 6B 余蘊恩、劉曉晴（指導：李勵賢老師）

第十一屆善言巧論：全港中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初中組總冠軍、
卓越表現獎、
備稿演講．普通話
小組優異獎
初中組小組優異獎 備稿演講．粵語
文憑試小組優異獎 小組討論
		

「惡夢」三人現代舞
獨舞

F.1C 岑潔心、F.2D 陳柳儒、F.4A 何婉兒
F.4C 楊田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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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B 吳宇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