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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年期望》

本校是一間天主教的男女校，辦學理念是以五大核心價值：真理、生命、愛德、義德及家庭，並以「愛主樂群」為校

訓，主張真誠地愛主、愛人、愛己。

「把學生視如子女般」

每個人都有著不同的性格及能力。老師會按學生的個性盡力去照顧每一位學生：有些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及學習，學校就會提供機會給學生發揮，例如推薦參加學生校外比賽及 大

學所辦的資優課程；另外有些學生性格內向或被動的，老師就要多關心及多鼓勵；若有基 礎

較弱學生，必須提供補底機會；學校的早會宣布及每天祈禱都由學生負責，藉此建立學生 自

信。期望每位「余記仔」是「不怕失敗」，樂於面對不同挑戰，要以這樣的積極態度，才 能

面對未來世界的挑戰。

「我們的老師猶如醫生般，作出專業的診治。」

在課後的討論中，老師除重視反思如何改善教學外，他們亦會主動幫助學生，在課業和行為上「對症下藥」，作出具體

跟進。在繁忙的工作中，老師亦注重專業發展，務求與時並進，多作坦誠的交流。老師的備課節會訂立學習重點、預計學生的

難點及作出針對性的支援。老師本著開放和砥礪的教學態度，隨時歡迎同儕進入課室，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今年學校參與由

「中學校長會」舉辦的公開課堂，示範教學，讓其他學校老師來觀課，交流教學心得。

為了讓學生可隨時隨地預習及溫習，老師已經製作超過4500套的影片，學生可以根據自己對課題了解的程度，隨時隨地

觀看。老師又發覺學生只有教學短片是不足的，需要評估平台以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學校就使用「MOODLE」系統(此平台

主要是世界各地大學使用)，於平台上放置不同的題目予學生課後練習。為防止學生抄襲答案，所有習題都是隨機的，即每位

同學都是做同類而不相同的題目，學生可以不斷嘗試直至達標為止。學生亦可就著自己的學習性向方到平台內「尋寶」，真正

做到自主學習。因為題目的分類，老師亦可以根據學生已完成的題目，會有一份完整的報告分析學生的強、弱項，讓老師們更

能針對地解決學生的問題。有些成績較佳的同學更「越級」挑戰其他級別的題目，例如有中三的學生，已經運用此平台學習高

中課程，所以老師們多做一步，切身考慮學生們所需，給學生度身訂造預習、溫習的模式，使學生真正自主學習。

最後，感謝家長對學校的信任及支持，不僅坦誠提出改善建議，還不斷給予我們鼓勵。此外，在香港忙碌的生活中，家長

仍抽空出席家長教師會的不同活動，實在是難得！今時今日當家長實在艱難，我相信只要家校攜手合作，一定能幫助學生健康

及快樂地成長。

本人時常提醒同學要倚靠上主去面對一切困難或挑戰，願你我倚靠上主，面對一切挑戰，迎難而上，大家為教育下一代而

努力！

主祐各位!

楊學海校長

的話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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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2018-19年度所舉辦和協辦的各類活動，大部分因應家長的要求而舉行的，目的全是照顧學生在學習和成長

上的需要，繼以貫徹「家校合作」的精神。年度活動如下：

	 1、兩月一次的執行委員會例會：商討和策劃期間的工作和活動，家長委員藉此會議對校政提出意見。

	 2、周年會員大會：與學校的「中一、中二、中三級家長夜」同時舉行，藉此使家長認識家長教師會的工作性質和範疇。

						 3、親子旅行：2018年3月3日【橋咀島國家地質公園、北潭涌上窰家樂徑】一天遊，藉此機會使家長、老師和學生共聚	

	 	 親誼。

	 4、第21期年度會訊

	 1、2018年9月28日舉辦學校敬師日：協辦當日活動外，更與老師歡聚午膳。

	 2、協辦2019年度暑期進修班，於中一收生日和編班試日宣傳。

	 3、協助學校宣傳活動，如九龍城區中學博覽(28-10-2018)。

	 1、撥款支持學校的體育發展。

	 2、撥款支持中六畢業聚餐

	 1、學校管理學生膳食

	 2、學校的校服和價格

																																																									

潘蘭珍，司庫	(2016-2018)																									賴靜儀，司庫(2016-2018)
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一、經常性活動

二、協辦性活動

三、資助資助校內活動

四、意見

會務報告

財政報告財政報告 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財政報告 (01/11/2018至31/3/2019)

家教會經費
敘述 收入 支出 結餘

承31/10/2018結餘 $79,416.55

教育局1819撥款 $5,474.00 $84,890.55

銀行儲蓄戶口利息
12/18

$24.23 $84,914.78

紙張月結單手續費
11/18-3/19

$100.00  $84,814.78

文件夾裝獎狀用 $200.00 $84,614.78

家教會週年大會獎學金 $12,700.00 $71,914.78

家教會主禮嘉賓紀念座 $330.00 $71,584.78

家教會退休執委紀念座 $1,320.00 $70,264.78

家教會膠牌連運費 $972.00 $69,292.78

由家教會經費津貼親子
旅行支出

$7,010.00 $62,282.78

$5,498.23 $22,632.00 $62,282.78

親子旅行
敘述 收入 支出 結餘

承31/10/2018結餘

教育局1819撥款 $5,000.00 $5,000.00 

親子旅行80人
@130

$10,400.00 $15,400.00 

親子旅行1人@192 $192.00 $15,592.00 

親子旅行4人@130 $520.00 $16,112.00 

由家教會經費津貼親
子旅行支出

$7,010.00 $23,122.00 

家教會旅行費用 $22,272.00 $850.00 

抽獎禮物超市現金券 $850.00 $0.00 

$23,122.00 $23,122.00 

學校發展基金
敘述 收入 支出 結餘
承31/10/2018結餘 $4,029.90 
售賣校呔、校章、
學生守則、家長手冊

$5,939.50 $9,969.40 

班級經營 　 $2,197.90 $7,771.50
學校宣傳 $9,400.50 $(1,629.00)

$9,969.40 $11,598.40 $(1,629.00)

敬師基金
敘述 收入 支出 結餘

承31/10/2018結餘 　 　 $27,495.60 

PTA週年大會員工晚膳 $357.00 $27,138.60 

陸運會津貼教師午膳 $2,800.00 $24,338.60 

$3,157.00 $24,338.60 

教育局校訊撥款
敘述  收入  支出 結餘

承31/10/2018結餘                  　            

教育局1819撥款 $5,000.00 $5,000.00

暑期班基金(2017-11-1至2018-03-31)
敘述 收入  支出 結餘
承31/10/2018結餘 　 $2,400.00 
336716-PTA暑期
班獎學金

$2,400.00 

承31/10/2018結餘 $2,400.00 0.00 

家教會收支報告
家教會收支報告
(截至2019年3月31日)帳簿結餘

現金 $743.40 户口總結餘 $89,992.38 

儲蓄 $44,903.89 扣: 敬師日結餘 $24,338.60 

支票 $44,345.09 扣: 學校發展基金 $(1,629.00)

扣: 暑期班基金 $0.00

户口總結餘 $89,992.38 　 PTA總結餘 $67,28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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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文  英    文  數    學
中一	 1A謝馨慧	 1A李瑋聰	 1B黃佑璟
中一	 1B葉禹佟	 1A羅卓妍	 1A王天朗
中二	 2A石紫琪	 2A陳芷晞	 2B李旭熹
中三	 3A李明杰	 3A何美瑩	 3A何美瑩

5C	陳樂謙	 	(足球)
6D	梁偉源	 	(足球)

1D劉國鏗(2B)	 1D左偉鵬(2D)	 2A陸佩儀(3A)	 2A羅石根(3B)
2A何美瑩(3A)	 2A王醞瀛(3A)	 2C吳祺廉(3C)	 2C楊力衡(3C)
2C陳卓文(3C)	 2C袁加軒(3D)	 2C馮嘉雯(3C)	 2C李樹榮(3C)
2D黃埠峰(3D)	 2D麥敬業(3D)	 2D陳少雄(3D)	 2D余俊賢(3D)
3A黃榮基(4C)	 3A高綽延(4D)	 3A鍾家煒(4C)	 3A魏朗兒(4C)
3A劉梓謙(4C)	 3A黎敬軒(4C)	 3D黃頌軒(4A)	 4A陳科羊(5A)
4B何家傑(5B)	 4C王心玥(5C)	 4D陳君豪(5D)	 4D陳韋綽(5D)
4D陳悅童(5D)	 4D關冠輝(5D)	 4D梁雪盈(5D)	 4D王子謙(5D)
5A鄭仲良(6A)	 5A黃澤俊(6A)	 5C黃駿杰(6C)	 5D朱佩穎(6D)
5D羅雋灝(6D)	 5D楊子鋒(6D)

家校合作 共建理想校園余振強紀念中學家長教師會
第十二屆 (2018-2020) 年度執行委員會委員(2018-19)  															
顧問	 李敬志校監
主席	 林綺琳女士
副主席	 張素琴女士							梁景強副校長
司庫	 黎月娥女士							潘蘭珍老師

統籌	 何少廣老師							林建嫺老師
文書	 何少廣老師
委員	 戴寶蓮女士							胡凱娛女士							許美鳳女士				

	 張帶娣女士							何小梅女士							杜綺雲女士			
	 鄧影柱女士							呂淑儀女士							楊學海校長			
	 勞國樑副校長

1A周佩樂(2A)	 1B岑偉良(2B)	 1B許竣彥(2B)	 1B黃宇熙(2C)
1C趙晉霖(2B)	 1D鍾嘉欣(2D)	 1D蔡家皓(2B)	 1D馮梓茗(2D)
1D劉國鏗(2B)	 2A溫進橋(3A)	 2B溫智達(3B)	 2B盧大為(3B)
2B曾健綜(3B)	 2B吳穎鏘(3B)	 2D司徒啟聰(3D)	 2D吳家希(3D)
3A關梓晴(4D)	 4A陳濟聰(4A)	 4A劉德昌(5A)	 4A黃嘉安(5A)
4A陸以文(5A)	 4B張竣皓(5B)	 4B劉啟弢(5B)	 4B李振寧(5B)
4B王穎津(5B)	 4D陳子健(5D)	 4D陳銘豐(5D)	 4D許志健(5D)
4D關冠輝(5D)	 5A陳瓏元(6A)	 5A李駿浩(6A)	 5A黃澤俊(6A)
5A黃嘉偉(6A)	 5B李家怡(6B)	 5B黃夢琪(6B)	 5C陸頁霖(6C)
5D王靖滺(6D)	 5D王宏基(6D)	 5D鍾志暉(6D)	 5D胡正初(6D)

2017-2018年度操行進步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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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暑期進修班獎學金 2018年體育之星獎學金

2017-2018年度成績進步獎



17-18家長教師會	獎學金	

操行及成績進步獎

主禮嘉賓	校友蕭澤頤先生與第十二屆執行委員會委員合照

第十二屆執行委員會委員就職典禮

週年大會上負責遞送獎狀的女生

(2B蔡曉雯、5D梁雪盈)

主禮嘉賓	校友蕭澤頤
警務處助理處長

17-18家長教師會	獎學金	
操行及成績進步獎

第11屆家長教師會

主席黃玉蘭女士與

楊學海校長合照
第11屆執委會家長委員與
潘蘭珍老師合照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覺間已是我踏入余記的第六個年頭。回顧中學生涯，由中一的

懵懂無知，再到中六時發奮圖強，備戰文憑試。如今得到由家長教師會所頒發的「成績進步獎」，

感到一切的努力都是有價值的。感謝余記老師的悉心教導，使我能夠找尋到自己的目標，並努力朝

著目標邁進。亦感謝家教會所頒發的這個獎項，無疑為應考文憑試前的我打下一記強心針。 

「學習雖然不是我的強項，但是老師的勉勵我「將勤補拙」使我不斷努力去學習。只有鍥而

不捨，不斷努力才會有所進步。學習的過程之中，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恒心。正因為我們有著那個朝

目標邁進的心，才會使我們不斷堅持，不斷進步。「寶劍鋒從磨礪出，梅

花香自苦寒來。」 

功夫不負有心人，學習過程中最重要的是別人的陪伴與鼓勵，我很

慶幸能夠在余記就讀，有著一群一起溫習的同學，亦有支持並不斷鼓勵我

的老師們。正是因為這些因素，才能令我突破自己，獲得進步。 

獲得「成績進步獎」，不會使我就此停下腳步，人生是一個不斷邁

進的過程，下一次的進步，才是獲獎的真正意義。最後，再次多謝家教會

所頒發的獎項，它使我心中學習的那團火 ，更加旺盛，更努力向著文憑

試這個目標邁進！

得獎學生心聲 獲PTA頒發「成績進步獎」有感      6C 黃俊杰 

大會周年

4



踏上頒獎台，從嘉賓手中接過獎狀，看著手上那張寫著「操行進

步獎」的獎狀，回想著我在這所學校所經歷的點滴—那些令我蛻變的回

憶。 

還記得，初來乍到，我已經是一個態度惡劣的學生:上課談話、欠

交功課不在話下，輕則遲到缺席，重則頂撞老師。每天的留堂班總有我

的身影，原因總是離不開「秩序問題」，不出半年，我已惡名昭彰。 

這樣的我，為什麼還可以得到「操行進步獎」呢？

在我仍在渾渾噩噩地過日子時，學校的老師卻未曾放棄我，對著

我這個壞學生，每個老師都未曾感到厭煩，依然耐心地教導我、引導

我。起初我不受教，忠言一定逆耳，每當聽到老師的勸說我都感到煩

躁，但各位老師仍然沒有放棄過我，一直用心良苦地嘗試改變我。 

學壞三日，學好三年……而我，卻用了六年時間改善自己的操

行，每日早睡早起的養足精神上課；上課時我控制著自己，拒絕一切談話的誘惑；課餘時間都

用在完成課業上。慢慢調整著自己的心態，終於在中學最後的階段改變了自己，心態、行為都

比初來乍到時更成熟，學會待人以禮，不論同學、老師、家人都一一見證著我的蛻變。 

我能夠得到改變，全因學校每位老師的引導，他們成為了指引我的北極星，帶領我找到

迷茫的出口，我覺得自己很幸運，一路上並非孤單一人，有各位老師、同學、家人陪我走這段

路，倘若只有我一人，恐怕會重回舊路，正因各位沒有嫌棄我，我才避免誤入歧途。 

人終需成長，心智亦會改變，卸下以往惡劣的面貌，只要勇於改過，別人亦會接納自

己。現在的我，不再到處惹事生非，與同學之間相處融洽，比起以往那種人見人惡的日子，我

更享受這種和諧、平靜的校園生活，因此我很感激老師在背後支持著我。 

此刻站在頒獎台上，正因家教會的肯定，頒發「操行進步獎」予

我，我才能夠自信地挺起胸膛，看著前方。未來的路上，我不會忘記學校

所教導我的道理，家教會所頒發給我的獎項，成為契機，使我畢業後能繼

續保持著友善、良好的操行與人交流。

家長教師會主席林綺琳女士頒獎

家長教師會主席林綺琳女士
女士致送紀念品予主禮嘉賓
校友蕭澤頤校友

主禮嘉賓蕭澤頤先生頒獎

校長代表學校致送感謝座予第11屆家長教

師會主席黃玉蘭女士、顧苑女士、陳映君

女士、高櫻芷女士

得獎學生心聲 獲PTA頒發「操行進步獎」有感       6C 陸頁霖

「家長也敬師」，9月28日為余振強紀念中學敬師日，為此，學校家長教師會聯同學校學生會舉行一連串節目，例如：向
老師敬呈敬師日小食部食物券、同學撰寫敬師心意、班會主席代表全班向老師致送敬師賀卡等等，頌揚老師孜孜不倦的教學精神，

對老師的辛勤工作聊表心意。

當天，家長教師會籌辦「敬師日家長與老師午膳聚餐」，家長(參與聚餐家長的學生)、老師和學生會工作人員接近150人聚首

禮堂享用午膳，互相問好，家長們或藉機垂詢子弟的學習情況，或對學校提出寶貴意見，貫徹家長教師會成立宗旨：「家校一體」

的合作精神。是次午膳聚餐能成功進行，全賴家長教師會家長執委和家長的悉心籌劃，使與會者大快朵頤，學校上下，銘感五內。

為使當日活動和「聚餐」臻善，除發函邀請全校家長參與，更向家長籌募活動經費，效果理想。家長教師會於敬師日共籌得

家長捐款共港幣20,041.00元。家長教師會已陸續向捐款家長分發收據。

對於家長們的敬師熱情和鼎力支持，學校和本會謹此致謝！

敬 日師

李敬志校監為
午膳聚餐祈禱

家教會主席林綺琳女士
在午膳聚餐上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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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的敬師心意聲

家長向王名儉
老師垂詢子弟
的學習情況

家長向李智忠
老師垂詢子弟
的學習情況

家長們向呂廣業老師垂詢
子弟的學習情況

家長向鄒嘉華老師垂
詢子弟的學習情況

敬師日午膳上家長與子弟一起用
餐，並與簡慧兒老師交流

敬師日午膳上家長與子弟一起用餐

敬師日午膳聚餐上家長
與學生合照

敬師日午膳聚餐時家長喜與校監校長合照

敬師日家長與學生午膳聚餐

勞苦功高的執委

敬師日午膳聚餐的熱烈現場

敬師日午膳聚餐的準備中

與勞副校長喜合照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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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名儉老師一家也同遊

在西貢碼頭候船

在海中會冒起的「碧波中
的長廊」上留影

老師們在橋咀島國家地質
公園合照

坐旅遊巴前往西貢碼頭

坐船回西貢

坐船前往橋咀島

風景怡人的萬宜水庫西壩

家長、學生和老師在橋咀島國家地質公園 站在「菠蘿包」上 參觀上窰民俗文物館

橫過沙洲

橫過沙洲上島

PTA主席與中獎學生、

家長合照

PTA正副主席和家委
喜同遊

PTA副主席與中獎學生合照

PTA副主席與同遊

家長合照

家長教師會親子旅行
為促進親子聯繫，又為加強家校合作，並為郊遊舒壓，余振強紀念中學家長教師會於三月三日舉行了親子旅行。約有

120位家長及師生出席活動，場面熱鬧，分乘兩輛旅遊車出發。上午前往橋咀島國家地質公園，觀賞海岸沉積地貌，遊覽珍

貴的文化遺產，中午在西貢品嚐海鮮餐；席間舉行抽獎，氣氛熱烈。膳後前往北潭涌上窰家樂徑，參觀上窰民俗文物館後，

南行緩緩上山，路徑兩旁綠樹成蔭，且有小溪作伴，環境清幽宜人。

是次活動既增進了親子關係，亦為參加者提供一個溫馨、愉快和有教育意義的假日旅遊。

北潭涌上窰家樂徑

中午在西貢品嚐海鮮餐

在橋咀島沙灘的親子遊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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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是中二甲班林俊逸家長，去年首次參加余振強中學的家長感恩晚會，我很高

興能出席是次的晚會。

回想當天的感恩晚會，首先要讚揚負責接待賓客的一團親善大使同學，他們友善

的笑容和禮貌地接待賓客，令家長們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其次要讚揚中一各班同學的

合作精神，除了用心地準備表演節目外，他們還很有效率地在臺上做好自己的角色。

當晚節目十分豐富，同學們有歌聲美妙的大合唱、有鋼琴伴奏著話劇的諧趣表演、有

令人鼓舞的舞蹈演出⋯⋯等精彩的節目。雖然短短的數十分鐘演出，不難看到同學們

的默契和努力的排練，方能奉上精彩的演出。在此，更加要讚揚老師們不辭勞苦地教

導和協助同學們的排練，令整個晚會充滿著歡樂和諧的氣氛。晚會的最後環節，是最

令人難忘的，也令家長們驚喜感動的，就是全體中一同學齊向自己的父母獻上深情感恩的花

朵；驚喜的同時，也令臺下的我們頓時感覺到子女又進一步成長了，令我真切感受到學校除了賦予同學們知

識外，還培育了他們的德育成長，以達至均衡發展。

我衷心希望家長們能撥冗出席學校的活動，藉以加深對子女們的了解，從而達至家校共融的生活。

家長教師會副主席 張素琴女士

難忘的 感恩晚會

大概在五、六年前的某一天，大兒子拿著一部Pad回家，興奮地跟我說：

「媽咪，，我們學校開始實施電子教學，還安排了家長去課堂觀摩。」那時候

的Moodle，主要是學生使用iPad，老師使用電腦，將課程和功課電子化。我對

Moodle的了解也限於此。

幾年後的一天，小兒子回到家，開了電腦就一直忙乎。我有點不悅地說：

「Brian，放學回家還不趕緊做功課，在干什麼呢？」Brian說：「媽咪，我在做

Moodle。」那時候我才知道：YCKMC的Moodle就是網上練習習作的平台。不

久後，我聽了學校老師的介紹，自己也進入Moodle	YCKMC，看了之後，才發

現「余記」的Moodle的強大─學生不僅可以根據自己的水平去做不同科目的練習

題，還可以即時查看自己所得的分數，更能查閱各題對錯的詳細解說；另外，不同

的科目課程還可以在Moodle平台不斷重溫；猶令我感動的是：Moodle裡課程的

每一條短片，都是任課老師花了不少時間才拍製而成的，由淺入深，透過文字、圖

解、舉例等不同的方法，務求讓學生能更加容易、有效掌握課程的內容。在學校的家教會會議上，更是了解

到，余紀的Moodle教學在界內得到了全面的認同，眾多的中小學學校都紛紛來參觀取經，備受讚賞。而余紀

的Moodle教學，更是作為了一個優秀例子受到了TVB的專訪介紹。

作為家長，我非常感謝校長對Moodle教學的重視，感謝學校投入了大量的資源去開發Moodle，感謝老

師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去編寫習題和課程。希望同學們可以好好珍惜、運用這個平台，提升自己的學習能力和學

科成績，回報學校和老師的付出！

家長教師會主席  林綺琳

YCKMCMoo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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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社工活動
• 每週工作會議

• 逢星期五早讀時段，入班活動聯繫中一

• 領袖訓練營

• 活動帶領技巧訓練

• 家長感恩晚會

• 支援融合生活動

• 義工籌備及服務中國東莞市地中海貧血症的兒童及其家庭

• 中一迎新活動

• 初中歷奇訓練日營

• 兩日一夜生活訓練營

• 親子日營

• 親子平衡小組

 • 培養子女的責任感

 • 教育子女的方法

 • 讀書方法分享

• 社交及社會體驗活動

• 好人好事小組

 • 於中國東莞市服務地中海貧血症的兒童及其家庭

 • 為地中海貧血症的兒童及其家庭進行氣球義賣

• 中一及中二定期小組活動

• 中一級團隊訓練活動

• 野外煮食

• 水上活動日

• 義工服務-探訪長者

• 定期桌上遊戲小組

• 個案跟進

• 緊急個案支援及會議

• 與教育心理學家討論支援學生方案

• 危機處理及會議

• 學生事務及班級會議

• 家長講座

 • 升中後親子關係的轉變及溝通方法

• 中一至中五級家長夜支援

• 支援升中新生迎新日

啟導大使

其他

融合生服務

初中活動

學校社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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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年度 學 成術 就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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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2018) 70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English Speech)
Secondary 6, Boys, Solo Prose Reading
Champion: 6D Lau Wai To Victor
First Runner-up: 6D Fun Yeung Chi
Second Runner-up: 6D Law Chun Ho

Secondary 2, Girls, Solo Verse Speaking
Second runner-up: 2A Azuro Jobelle Jang Mapus

Secondary 3, Boys, Solo Verse Speaking
First runner-up: 3A Chan Daniel, 3A Wong King Yeung

2.(20-8-2018) 7th Liberal Studies Writing Competition (Organised by Hong Kong Standard)
1st Runner-up: Worng Pak Yeung Bradley

3.(20-12-2018)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1819
Our English Debate Team (junior team) of 3A Chan Daniel, 3A Wong King Yeung, 
2A Chan Chun Tat Roger, 2A Azuro Jobelle Jang Mapus became the First 
Runner-up in the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4.(1-11-2018) 第十屆九龍地域傑出學生選舉
4D黎澍晴在第十屆的九龍地域傑出學生選舉中脫穎而出獲得前30名優秀學生。

5.(1-12-2018) 第9屆保育文化徵文比賽 2018
由香港旅遊及文化發展協進會主辦的「第9屆保育文化徵文比賽 2018」
冠軍：3A 何鴻樾(得獎作品《郊遊烏鎮後感》)
初中組優異獎：2B 尹垚煜；1A 何雨澄
高中組優異獎：5D 尹衍博

6.(1-10-2018) 中文狀元挑戰計劃2017-18 及 向老師致敬2018
3A 何鴻樾榮獲2017-18由香港教育城主辦的「中文狀元挑戰計劃」中文狀元獎 及 「向老師致敬2018」中文徵文比賽冠軍

7.(1-10-2018) 中文狀元挑戰計劃2018-19
3A 何鴻樾及4C宋均榮獲2018-19由香港教育城主辦的「中文狀元挑戰計劃」中文狀元獎

8.(10-1-2019) 鵬程盃第九屆中文即場作文比賽
本校十九位學生於由鵬程文化協進主辦的「鵬程盃第九屆中文即場作文比賽」獲獎：
金獎：3A何鴻樾  6C白家豪  6C黃駿杰 
銀獎：3A何美瑩  6C鄭曉烽  6C陳嘉俊  6C陸頁霖 
　　　6C楊雋濠  6C傅海嵐  6C陳凱景  6C黃詠欣 
銅獎：3A吳卓翹  3A黎嘉文  3B梁健鋒  6C駱家希
　　　6C張焜霖  6C洪俊杰 
優異：3A王焯欣  6C徐啟明 

9.(1-9-2018) 第7屆「吉野家勤學大賞」2018頒獎典禮
《吉野家》跟《晴報》合辦，第7屆「吉野家勤學大賞」，以「童創未來」
為主題。我校3A何鴻樾、黎嘉文兩位同學分別獲得表現大獎及卓越大獎

10.(10-12-2018) TVB「一帶一路一狀元」問答比賽
6C林志偉、陳嘉俊於無線電視舉辦的「一帶一路一狀元」問答比賽中獲勝。

11.(1-11-2018) 中文大學資優課程
本校4D劉耀鴻、黎澍晴、5D王子謙、3A張晉升、4C魏朗兒通過中文大學選拔，成功修讀「中文大學資優課程」

12.(1-11-2018) 香港大學資優課程
本校4D劉梓康、余啟正、梁卓宏通過香港大學選拔，成功修讀「香港大學資優課程」

13.(1-12-2018) 第70屆校際朗誦節中文朗誦得獎
(a) 5A陸以文及3A 王醞瀛於「第70屆校際朗誦節中文朗誦比賽」中表現優異，分別獲得中五、六級亞軍及中三級季軍
(b) 1A彭嘉敏及黃靖嵐於「第70屆校際朗誦節中文朗誦比賽」二人朗誦中獲得季軍

14.(10-11-2018) 2018年深港澳中學生讀書隨筆大賽
2018年深港澳中學生讀書隨筆大賽為一邀請深圳、香港、澳門三地學生參與的隨筆書寫比賽，是次比賽共計4000多份作
品，本校三位同學在比賽中脫穎而出，獲得獎項：6D劉凱欣(二等獎)；6D王宏基、許曉琳(三等獎)

15.(1-2-2019) 文協盃國語演講比賽 2018 獲獎
6D王宏基同學於中國文化協會所舉辦之「文協盃國語演講比賽」中榮獲優異獎



2018-2019年度 成就學學生非 術

世界傳統獅藝挑戰賽

九龍城區傑出學生選舉
2019	HKPS	學界運動
射擊邀請賽

全港公開龍獅藝錦標賽2018
HKPS	Speed	Shooting	Challenge

2018	領展「第一代大學生獎學金」

6D(17-18)	王翱汶

2019	HKPS	學界運動射擊邀請賽（6C盧柏皓）

4D黎澍晴同學參觀不對外

開放的行政會議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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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2-2019) 第二十四屆散文寫作大賽
本校5D關冠輝參加由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主辦的「散文寫作大賽(中文)」青年至公開組，獲得冠軍

17.(1-3-2019) 第二屆CSL盃全港書法大賽2018
6D許曉琳及4D黎澍晴於「第二屆CSL盃全港書法大賽2018」獲得優異獎

18.(1-2-2019) 第二十一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2019
良好獎：1A 梁樂兒、1A 黃智淵
優異獎：1A 胡應麟、2C 黃詩貽

19.(1-12-2019)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獎學金2018
6C陳嘉俊 獲得本年度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獎學金

20.(1-12-2018) 2018上游獎學金
上學年6A孫樂文及6D夏禮文 獲得由香港政府主辦的「2018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

21.(1-12-2018) 2018 黃廷方獎學金
5C危寶兒 獲得「2018 黃廷方獎學金」

22.(1-12-2018) 2018「第一代大學生獎學金」計劃 
上學年6D王翱汶獲得由領展主辦的「第一代大學生獎學金」

1.世界傳統獅藝挑戰賽 殿軍
國術及獅藝團

2.九龍城區傑出學生選舉 優異獎
3A王醞瀛　5D王子謙

3.2019 HKPS 學界運動射擊邀請賽 
5D劉健波：手槍組全場亞軍及Bonus Stage第一名；
6A香嘉輝：U18手槍組冠軍；
6C盧柏皓：U18手槍組季軍；
2A陳俊達：U16手槍組冠軍；
1D馬泳豪：U16手槍組亞軍；
3C羅劍齊：U16手槍組季軍。
氣槍射擊隊

4.HKSHOOTER IPSC新手體驗賽 冠軍
6C盧柏皓

5.全港公開龍獅藝錦標賽2018 獅藝自選器材陣式組獲得季軍
國術及獅藝團

6.HKPS Speed Shooting Challenge
6C黎俊彥: 亞軍 (Standard Division)
2A陳俊達: 季軍 (Standard Division)
氣槍射擊隊

7.「與香港同行」體驗計畫 
4D 黎澍晴獲成功挑選參加「與香港同行」體驗計畫，成為行政長官辦公室常任秘書長丁
葉燕微女士的一天工作影子，近距離體驗高級官員的工作和政府運作。丁葉燕微女士更分
享其寶貴的人生經驗，勉勵黎同學做任何事情均應「用心」，遇到困難時要以正面的態度
面對和積極解決問題，令黎同學獲益良多。

8.2018 領展「第一代大學生獎學金」 獲獎
6D(17-18) 王翱汶

9.2019 HKPS 學界運動射擊邀請賽 HKSHOOTER IPSC新手體驗賽冠軍
6C盧柏皓

10.2019 HKPS 學界運動射擊邀請賽
LTD Team Award Champion - 余振強氣槍射擊隊 Team 1
LTD Team Award 1st Runner up - 余振強氣槍射擊隊 Team 2
AEG Rifle Team Award 2nd Runner up - 余振強氣槍射擊隊 Rifle Team



2018-2019年度 體 成育 績學界

5A 曾栢浩
香港青年田徑代表—跳高 5C 陳樂謙

香港五人足球青年代表

3C 李煒楠 (圖右)
香港五人足球青年代表 6D 梁偉源

香港五人足球青年代表

1B 蕭頌楠
香港足球青年代表	(U14)

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第一組）
第十三名

5A 曾栢浩
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第一組）
男甲跳高		亞軍	

6A 李斯榮
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第一組）
男甲跳高		季軍		

6C 楊雋濠
男甲八百米	亞軍
男甲一千五百米	亞軍	

4A 梁藝籃
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第一組）
男乙跳遠	季軍	

3D 謝家健
南華體育會
第72屆全港學界田徑運動會	
男乙鉛球	季軍

6B 楊毅 (圖右)
中學校際劍擊比賽
男子甲組佩劍季軍

6C 楊雋濠
學界精英越野賽
男甲個人	季軍

6C 楊雋濠	男子甲組	個人季軍
4B 翁卓傑 男子甲組	個人第六名
2D 徐鴻璋 男子乙組	個人第八名

中學校際越野比賽	 (第二組)
男子總團體亞軍
甲組越野團體亞軍
丙組越野團體亞軍

2A 黃𨥭澄 (圖右) 
中學校際游泳比賽
女子丙組50米碟泳冠軍
女子丙組50米背泳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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