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校慶活動
16/09/2017 (Sat) 校慶標誌設計比賽

23/10/2017 (Mon)
教師發展日
（衞理中學與行政長官卓越
教學獎卓越教師協會合辦）

2/12/2017 (Sat)
9/12/2017 (Sat)

小學邀請賽
（STEM比賽及籃球賽）

18/1/2018 (Thu)
Fun Day STEAM比賽

上學期 校慶主題曲創作

2/2/2018 (Fri) 衞理中學四十周年感恩
崇拜暨新設施開幕禮

23/3/2018 (Fri) 優異生聚餐

6/7/2018 (Fri) 演藝晚會

13/7/2018 (Fri) 校慶晚宴

全年 衞理盃

全年 出版生命故事集

衞 橋
衞 理 中 學

WESLEY COLLEGE

二零一八年六月     第二十九期    學校網址 : www.mcw.edu.hk  電郵 : mcw@mcw.edu.hk

  2017-2018學年是
衞理中學既精彩、又感

恩的一年。回望這一年，

學校舉辦了一連串不同形式

的活動，當中包括大型的教師專業發展日、

小學邀請賽、優異生聚餐、校內的STEAM
比賽和衞理盃等等。每項活動除了與校慶主

題緊扣，還處處展現學校更新、關愛和追求

卓越的文化。在眾多活動中，最令我們感動

的是校慶感恩崇拜。當校慶主題曲響起和播

出「生命故事集」精華時，我都深深感受到

上帝的恩典常與衞理中學同在。到了學期的

尾聲，我們非常期待兩個壓軸的校慶活動，

分別是演藝晚會及校慶晚宴。盼望到時能見

到很多很多的衞理人，一起享受共聚的快樂

時光。

校長的話

周年校慶
  愛與夢想飛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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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組主題 講員
帶著問題上課去—電子學習
與中文教學策略運用

溫結冰主任

Learn to play, play to learn! 劉小佩老師 
有效數學教學的追尋 戚文鋒老師

分享在本校推行專業學習社群的
經驗（以自主學習及Language 
across Curriculum 為例）

李兆德副校長

打開教室的天空，創建社區藝術 梁敏婷老師

在生命教育中遇見更美好的自
己—教師的日與夜

陳穗幹事

多元教學策略，提升學習效能 周禮深老師

均衡、全面和普及的STEM教育 梁偉業主任

是你成就無限可能 邱春燕副校長

STEAM in Music 鄭加略主任

在「你」的故事中找到「我」
—人物故事裡的生命教育 

陳穗幹事、
吳翠儀老師、
蔣敏玲老師

透過自主學習推動科學教育 凌施茵主任

小學組主題 講員
全校共建‧關愛網絡—
讓我們的學生投入學習！

魏力主任

光影裡的生命力—
電影裡的生命教育 

林秋霞主任、
楊庭暉幹事

師生共同領略圖書中的風景 雲毅廷主任、
蔡子文主任

Process Writing 黃穎詩主任
「玩轉」數學課 陳兆東主任
科組領導與教師專業發展 鄭麗娟副校長
「訓生」建立信望愛 何亦橋主任、

洪慕竹主任
高階思維創演聽 羅建洋副校長
回應社會及校情需要，透過體育課
程發展開拓創新精神

張美儀主任

回顧及展望本校藝術計劃 張寶雯副校長、
香俊斌主任

生命的陶造 許佩麗主任、
黎愛連主任、
柯麗麗姑娘

DreamStarter 夢想成真 程志祥助理校長

藍校長與主講嘉賓蔡元雲醫生及一眾講員合照

教師專業發展日   2017年10月23日，本校與行政長官
卓越教學獎教師協會合辦「愛與夢想飛

翔」教師專業發展日。當日逾500位本校
及友校的中、小學校長及教師出席，場

面非常熱鬧。

  早上由蔡元雲醫生擔任主講嘉賓，
為全日33場的教師專業分享講座揭開序
幕。講座由26位獲得卓越教學獎的教師
及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屬下的生命教育團

隊，分別向參加者分享於不同範疇的教

學經驗及心得。各位參加者均表示獲益

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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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簡介
  是次STEM小學邀請賽主要考
驗學生編寫程式的能力。以mBot 
Educational Robot Kit作比賽器
材，在最短時間內完成15個圈的賽
事。本校楊振平老師於2017年11月
11日舉辦了「賽前工作坊」，教授機械人製作及控制技巧。正式比
賽於12月2日在本校禮堂進行，共有8間小學報名參加，包括：勵志
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聖公會聖米迦勒小學、聖公會柴灣聖米迦勒小

學、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聖馬可小學、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

（愛蝶灣）、筲箕灣崇真學校及北角官立小學。比賽結果如下：

冠軍 聖公會聖米迦勒小學

亞軍 北角官立小學

季軍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小學籃球邀請賽男子組及女子組賽事分別於2017年12月
2日及12月9日順利舉行。是次比賽共邀得男女各8隊小學隊伍
爭標，賽事氣氛相當熱鬧。教練與家長們看得既緊張又興奮，

健兒們表現相當拼搏，各展所長，有的擅於利用快速跑動與傳

導球製造快攻撕破對手防線；有的則善用身高優勢攻佔對手三

秒區，頻以近籃投射得手。入球、偷截與封阻等精彩鏡頭連連

不絕，可見小學生的籃球水平絕對不容小覷。經過多輪賽事，

優勝隊伍如下：

小學邀請賽—STEM

衞理中學四十周年小學籃球邀請賽（女子組）

金盃冠軍 香港嘉諾撒學校 金盃亞軍 聖博德學校

金盃季軍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金盃殿軍 培僑小學

銀盃冠軍 太古小學 銀盃亞軍 筲箕灣崇真學校

銀盃季軍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 銀盃殿軍 中國婦女會丘佐榮學校

衞理中學四十周年小學籃球邀請賽（男子組）

金盃冠軍 慈幼英文學校 金盃亞軍 培僑小學

金盃季軍 佛教中華康山學校 金盃殿軍 滬江小學

銀盃冠軍 香港嘉諾撒學校 銀盃亞軍 太古小學

銀盃季軍 筲箕灣崇真學校 銀盃殿軍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小學邀請賽—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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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大熱的 S T E A M學習活動涉及科學
（ S c i e n c e）、科技（ Te c h n o l o g y）、工
程（E n g i n e e r i n g）、藝術（A r t s）及數學
（Mathematics）五個範疇。為培養學生解決問
題的能力、批判性探索能力、溝通合作的能力及

在真實情境中跨學科思考的能力，40周年校慶活
動舉辦了以STEAM為主題的全校性比賽。
  初賽於2017年11月13日至17日午膳時間舉行。初中比賽名為「力爭上游」。各組利用大會
所供應物資製作橡皮圈回力車，回力車須於10度的斜台向上行，並越過合格線，在最高點前停
下，最接近最高點者勝出。而高中比賽名為「一較高下」。各組須製作裝置並安裝在大會提供的

膠球上，物資不限。參賽者將球連裝置放置在10度的斜台最高點，讓它自由滾下，膠球須越過
合格線，並在最低點前停下，接近最低點者勝出。初中和高中的比賽作品外觀均須以「愛與夢飛

翔」為主題。

  決賽於2018年1月18
日Fun Day順利完成。勝
出班別分別為1D、2A、
3 C、4 A和5 D。此外，
各班都為美化裝置各出

奇謀，透過全場觀眾的

投票，選出最具藝術感

大獎：初級組冠軍為2C
班、高級組為5D班。

車的原理（3C黎信彥）

初中優勝作品

動力系統 
    這車運用了橡筋的拉伸力為

動力來源。車輪向後轉時，橡筋

被拉長和拉緊，位能會被儲存起

來。當位能釋放時，輪子會開始

轉動並帶動整台車前進。

停車系統
    當位能變成的動能完全釋放

後，後輪就會因沒有足夠外力

（引力／地心吸力）影響而停止

轉動，令車子停留在斜坡上。

車殼設計（3C張綺倫）  
    前後兩面畫了我們班衫上的標

誌，車頂畫上星空，表達了我們一

群少年為目標奔向遠方，滿懷希望

和夢想的熱情。

周年校慶STEAM比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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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3月23日（星期五）中午12時至下午
2時舉行了「40周年校慶—優異生聚餐」，26
名在上學期於學術、領導才能、運動方面表現優異的中一至中五級學生獲邀出席。在學術方面的優

異生包括在上學期各級考獲全級首三名的學生，在領導才能方面的優異生包括在各組別擔任領導角

色、熱心服務、表現盡責及出色的學生，而在運動方面的優異生包括於上學期參與校外體育比賽表

現優異的學生。

  每名優異生可邀請一位嘉賓出席聚餐，以感謝對方一直的支援和鼓
勵。此外，學生之優異表現，實有賴小學師長多年來的悉心培育及諄諄

教誨。今年適逢本校40周年校慶，優異生的畢業小學校長及老師亦獲
邀出席，並於席間親手頒發表揚狀及襟章予各優異生，一同見證學生的

成長及分享喜悅。共有8間小學的校長和老師合共13人應邀出席是次聚
餐，包括太古小學、丹拿山循道學校、北角循道學校、北角衞理小學、

救世軍韋理夫人紀念學校、筲箕灣崇真學校、聖公會基恩小學及聖公會

柴灣聖米迦勒小學。

出席優異生聚餐的學生名單︰
學術及領導才能兩範疇均有優異表現學生：
5B關靄騏　5C余潔盈　5D劉晧光
領導才能範疇表現優異學生：
5B黎芷瑩　5B潘愛文　5D李恩頌　5D袁詠芝 
4B吳梓翌　4B盧佩茵 4D施竣偉
學術範疇表現優異學生：
4B余恩皓　4D陳建文　4D施晴怡 3C江永權
3C張綺倫　3C李希樂 2C王真妙　2C陳昕霖
2C郭庭朗 1A羅智美　1B梁詠軒　1B楊恩晴
運動範疇表現優異學生：
5A湯承翰　5C郭凱文　4A蔡富麒 4C王柏熹

優異生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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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2月2日在衞理中學大禮堂舉
行40周年感恩崇拜。當日下午，由校友
葉曦華先生帶領敬拜隊及會眾感謝上帝

40年來對本校的賜福。然後播放校史短
片，回顧學校發展；接著由會長林崇智牧

師證道。崇拜完結前，黃嘉衛老師及同學

在台上帶領全體會眾齊唱校慶主題曲「愛

與夢想飛翔」，場面溫馨感人。

40周年校慶主題曲
  40周年校慶主題曲，曲調輕快、開
心、易唱，由專業人士指導中三級同學

填詞。中三級同學於2017年9月至12月
期間填詞後，經多番修訂，最後完成錄

音、拍攝。全校師生終可於40周年感恩
崇拜中，欣賞並同聲高唱由中三同學填

詞的作品了。

「手掌加冕」儀式

全體師生砌成心形圖案

周年感恩崇拜

  崇拜結束後，全體嘉賓及師生走進操場，砌成一個
心形圖案來表達「愛」這個主題；在心形邊界，每班班

代表手持氣球，一同將氣球升空，象徵同學展翅高飛，

帶著夢想飛翔。在珍珠牆前，進行「手掌加冕」儀式，

感謝及嘉許服務衞理達25年的老師，同學的歡呼聲此起
彼落，掌聲不絕於耳。最後，我們以肥皂泡製作心形圖

案，在空中飛翔，嘉賓、校友、老師、同學爭相拍照，

笑臉隨處可見，場面熱鬧。

40周年校慶短片：

構思來源及預備過程
  四十周年校慶短片共有兩段。第一段是「校史回
顧」，主要回顧過去40年學校的發展。片中除了介紹
校舍設施的轉變，更讓大家重見過去為學校默默耕耘

的校監、校長及老師，又訪問了多位校友，藉著他們

的分享，讓同學了解他們如何在職場上實踐夢想。

  第二段片段的主題是「校慶」，透過故事形式，
帶出校園各新設施以及全校師生同心慶祝的歡樂。片

段最後更以全體師生於操場砌出心形圖案以及一起將

氣球升空作結束，表達大家對學校的愛護，回應校慶

「愛與夢想飛翔」的主題！

作曲：Mokie
編曲：Jonathan Cheung
填詞指導：王仲傑
填詞：衞理中學中三級學生
機構：Under Production

https://goo.gl/4HdnBz

https://goo.gl/4nknx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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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慶標誌設計比賽已於9月前順利舉行，感謝大家積極投稿參與。經評審
後，由6A蕭海研同學獲得冠軍。

設計概念：
    40周年的主題為「愛與夢想飛翔」，設計以藍色

為主調，代表寬闊的天空，讓夢想有一個廣闊的舞台

發揮。十字架代表了基督與學校的同在，在40年來

一直保守全體師生；翅膀代表飛翔，而帶着紅心的鳥

則在校園中傳遞了愛，希望校內一直長存關愛的心；

星星象徵發光發亮的全體師生和家長，一直守護着學

校；背後稻苗代表和諧，同時將標誌連為一體，象徵

學校上下不分你我，同心同德。

冠軍

6A班 蕭海妍 亞軍
校友 丘曉欣

周年校慶標誌設計比賽

校慶晚宴
日期：2018年7月13日 (星期五)

時間：6:30pm—10:00pm

地點：金鐘名都酒樓

費用：校友450元，12歲以下小童350元

報名方法：詳見衞理中學四十周年校慶

網頁https://wesley40th.wordpress.com

演藝晚會
日期：2018年7月6日 (星期五)

地點：學校禮堂

報名方法：詳見衞理中學校友會Facebook專頁

結語
    學期雖將完結，仍有一些校慶活動在密鑼緊鼓地進行。到底同學們參與了一整年的

「衞理盃」花落誰家？將有哪些師生在「演藝晚會」中演出？「校慶晚宴」當晚又會有

多少熟悉的面孔出現呢？大家一起密切留意吧！ 

生命故事集  你我齊探索
萬眾期待！生命故事集連同光碟經已出

版！本集以「愛與夢想飛翔」為主題，

收錄了多位校長、老師及校友的動人生

命故事，現以優惠價二十元發售，各位

衞理人又豈容錯過？

 https://goo.gl/SbAFyX

季軍

3B班 張詠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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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師介紹

陳謙柔
    大家好！我是陳謙柔老

師。主要負責支援英文科及任教

中一級英文。初踏職場，稚氣未脫，這一

年謝謝老師及同學的包容。身為90後，習

慣安逸但又不甘平凡，所以喜歡宅在家裡

看看書，打打電動；有時則到各處走走，

想用自己的眼睛發掘各地的好。特別愛看

電影，如果大家看了不錯的電影，無論是

驚慄的「發條橙」，或是科幻神片如「挑

戰者一號」，請你務必要推薦給我！

周允盈
    大家好！我是周允盈

老師，負責支援數學科。

我很喜歡旅行，世界很大，

有很多地方等待我們探尋。比起在景點

打卡拍照，我更喜歡親身體驗當地人的

文化，跟他們分享自己的快樂。另外我

也喜歡畫畫、做手工、烹飪、遠足和踏

單車，歡迎大家多多跟我交流！

范進宜
    大家好！我任教中

三、四級英文。我很喜歡

戲劇和旅遊。透過這兩項活

動，我體驗到不同的事物，大開眼界。

很感恩能夠加入衞理這個大家庭，期望

未來與同學一同成長！

Zing Hou Darren Shek— Mr Darren
My name is Darren and I was born in Edinburgh, Scotland. This gothic city is where 
J.K Rowling – author of Harry Potter – lives and is also a location in Avengers: 
Infinity War. Growing up in this artistic, multicultural capital gave me a sense of 
curiosity about the world; I am in love with travelling.
Before settling in Hong Kong, I worked in China for 3 years which was an immense 
adventure. Aside from writing and travelling, I enjoy being active with martial arts and outdoor 
activities such as hiking. I hope to continue teaching English and make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 no matter how small – in any way I can.

郭澤鈞
    大家好！我是郭澤鈞老

師。主要負責支援中文科及任

教中一級中文。很高興認識大家，

與大家經歷多個精彩時刻，令我十分難忘。

我動靜皆宜，喜歡球類活動，也愛聽音樂。

江天樂
    各位好，我是江天樂老

師，主要負責支援通識科的工

作，我閒時喜愛閱讀，尤愛歷史

書。我亦愛好唱歌及打羽毛球，更愛觀看足

球賽事，有興趣歡迎和我交流，但只限曼聯 

球迷。

陳泳昌
    大家好！我是陳泳昌老

師，本年任教數學及電腦科。

我喜愛旅遊，因可見識各個地方

的風土人情，而其中我最愛日本，更為此

學習了日語，有興趣的同學可與我交流一

下！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ね～

蔣敏玲
    我熱愛自然，大學時有幸

修讀生物學，工作中更有幸任教

生物和科學；閒時愛郊遊觀鳥。喜愛閱讀，

看不同的故事，更愛聆聽別人真實的故事、

內心的感受。喜歡看話劇、舞蹈和排球比

賽，只是做觀眾，卻很幸運能見證別人努力

的精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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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校外比賽成績
2017-18學術活動獎項：

月／年 項目名稱 主辦機構 總成績 學生姓名

7/17 第七屆青年研討會 生命教育基金會

最佳創意演繹獎

4B關靄騏　4C余潔盈
4D戴鈞浩　4D朱英博
4D蔡華浚

表現優異獎
5C楊曉怡　5C莊佳玲
5C翁沛霆　5C王思琪

8/17
2016-17年度化學家在線自學
獎勵計劃

香港教育局

銀獎
4A黃澤琛　4D李嘉謙
4D李恩頌

銅獎

4A陳影雪　4A鄭慧瑜
4A鄉綽芝　4A梁曉晴
4A田梓靖　4A謝雨欣
4A黃心言　4A黃庭慧
4D陳喬正　4D袁詠芝

2017-18
第十七屆「傲翔新世代」全方

位青年領袖訓練計劃：『香港

的共融文化』專題研習計劃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冠軍

3C易俊豪　4C余潔盈
4C蕭厚為　4D劉晧光
4D蔡華俊　4D翁朗為
4D李恩頌　5B吳芷穎

10/17 英才盃STEM教育挑戰賽2017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二等獎

3C江永權　3C黎信彥
3C林景恆　3C黃梓晉
4B吳梓翌　4C呂卓諾
4D施竣偉　4D黃學智
5D劉晧光　5D朱英博

11-
12/17

第69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盃 5C李嘉霖

基督教經文朗誦冠軍 5C李嘉霖

二人朗誦（粵語）冠軍 4B梁秀英　4B盧佩茵
粵語散文獨誦季軍 5B胡詠喬
普通話散文獨誦季軍 5C李嘉霖
普通話詩詞獨誦季軍 2D姜明潼

二人朗誦（粵語）季軍
5B潘愛文　5A潘詠琳
5D莫倩榕　5B黃家晴

Choral Speaking
 (Mixed Voice) 
1st Runner-up

3C全班 　3B劉柏言
3B蘇誠謙　3B譚爾岱
3B列倩明　3D呂梓謙
3D陳然德

Solo-Verse Speaking
2nd Runner-up

5C許逸芸

Solo Prose Reading 
2nd Runner-up

5B簡俐兒

1/18
17/18 Term 1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
Debating Competition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1st Runner Up
3C李希樂　4A羅健兒
5B簡俐兒

2/18
香港機械人工程

挑戰賽2017
香港科技教育學會及

中文大學

高級組聯隊賽季軍
5B陳俊諺　5B黃俊軒
5D鄧皓揚　5D朱英博

初級組創新組
3A黃家杰　3A劉健良
3A劉敏怡

2/18 明在野野外挑戰賽2018
香港明愛青少年及

社區服務大自然動力

工作小組

中學生組冠軍
5A黃浩樑　5B曾子健
5B李昭暉  9



月／年 項目名稱 主辦機構 總成績 學生姓名

3/18 全港mBot機械人挑戰賽2018
資訊科技教育聯盟 ITEA、
卓思出版社有限公司及

圓心科技有限公司 BTL
二等獎 4D官宏智　5C嚴芷君

3/18
｀Speak Out - Act Up!´
 Improvised Drama
 Competition 2017/18

Enhanced NET
Scheme in
Secondary Schools

2nd Runner Up
4A羅健兒　5B簡俐兒
5C許逸芸

Best Actress 5B簡俐兒

3/18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數學）2018
ICAS香港辦事處

高級榮譽證書 1A黎浩宏

榮譽證書

1A蔡錦峰　1C黃善行
2A林饀堯　3C黃毅賢
4D黃冠文　5D劉晧光

優良證書 1D何錦浩　1D丁俊浩

優異證書

1A張逸峰　1B梁詠軒
1B羅瀞嵐　1C雷樂儀
1D劉力銘　1D吳浩平
2C王真妙　3A李嘉傑
3B張詠詩　3C江永權
3C黎信彥　3C林景恆
4D潘建維　4D楊清華
5D何頌旻　6C梁進一

3/18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and
Assessments for Schools
(ICAS) English 

ICAS香港辦事處

榮譽證書
4A羅健兒　5B陳 寧
5D何頌旻　6E張霈渝

優良證書 5D蘇耀麟　5D黃瀚霆

優異證書

1B陳德俊　4D余蔚琳
5B陳俊諺　5D劉晧光
6B張允樂　6E鍾建珊
6A阮天諾

3/18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and
Assessments for Schools
(ICAS) Writing 

ICAS香港辦事處

榮譽證書 2C謝宏暄
優良證書 6E張霈渝

優異證書
1B張穎怡　2D楊棨皓
4A羅健兒

4/18 真老闆選拔賽
伙伴教育基金會

有限公司
季軍

3A莊佳雯　4B蘇嘉雯
4C黎倩雯　4D易俊豪
5C陳 聰　5C鄧英偉
5C黃俊聰　5C梁曉靜
5C彭子晴　5C余潔盈

5/18 「科技顯六藝」創意比賽2018 香港中文大學 「射」藝組冠軍

5B黃俊軒　5D劉晧光
5D鄧皓揚　5D朱英博
5B陳俊諺 

3-5/18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公開賽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聯

合會

金獎 5D劉晧光

銀獎
1A黎浩宏　3C王俊日
5B潘愛文

銅獎

1B劉睿豐　1C陳慧怡
1D施進傑　2B紀力泓
5C陳 聰

5/18
｀Hands on Stage´
 Puppetry Competition
 2017/18

Enhanced NET
 Scheme in 
Secondary Schools

2nd Runner Up
3C王祖亮　3C李希樂
5B簡俐兒　5D何頌旻

Audience Vote
3D呂梓謙　3D馮樂晴
4A羅健兒　5C許逸芸

5/18
Hong Kong Battle of the
 Books 
(Modified Secondary) 2018

Hong Kong Battle of the 
Books

Champion

3C王祖亮　3C溫曉恩
3C李希樂　3D呂梓謙
3D馮樂晴　4A羅健兒
5B簡俐兒　5C許逸芸
5D何頌旻 10



 2017-18體育比賽獎項：

月／年 項目名稱 主辦機構 總成績 學生姓名

5/17
2017全國跳繩錦標賽
暨全國跳繩聯賽（台州站）

國家體育總局

社會體育指導中心

15歲或以上男子組
四人交互繩花樣第一名

5C區祉熹

7-8/17
柴浸盃籃球邀請賽及MBL
三人籃球聯賽

柴灣浸信會

及循道衛理聯合教育
季軍及U19冠軍

5D黃瀚霆　5A林倬均
5B施曉豪　2A柯澤誠
2B王俊楠　6A阮天樂
6C林力行　6E劉永富

8/17
港島四區壁球比賽2017
女子青少年組(15-18)

康文署 單打季軍 6E張霈渝

9/17 東區康體盃乒乓球比賽2017 東區康樂體育促進會 兒童組男子單打冠軍 1D葉銘軒

9/17 全港分齡跳繩比賽2017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

15歲或以上男子組團體
總成績冠軍

6C區祉熹

四人單人繩速度跳接力

冠軍
6C區祉熹

四人交互繩速度跳接力

亞軍
6C區祉熹

二人單人繩花式冠軍 6C區祉熹
個人花式比賽冠軍 6C區祉熹

10/17 學界男女子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丙50米自由式第二名 2B梁倬榮
男丙200米個人四式
冠軍

2B梁倬榮

男甲4x50米自由式接力
第三名

4B蔣家銘　4C譚永鏗
6D林宇琛　6D呂鈞陶

11/17
香港特別行政區20週年
回歸盃射箭比賽

香港射箭總會 第三名 1C楊卓琛

11/17
香港北區青少年室外

射箭公開比賽（反曲弓）
北區體育會有限公司

第一名 5C伍綺彤
第三名 1C楊卓琛

11/17
建造業議會上水訓練中心開放日

室內賽艇機邀請賽
建造業議會上水訓練中心

女高4x500米接力冠軍
2C鄧倩虹　4B林 瀅
5D張海嵐　5D羅芊莛

男高個人500米冠軍 4A李明羲
女高個人500米冠軍 4B林 瀅

12/17 東區分齡田徑比賽2017 康文署
青年丙組鉛球冠軍 6E張霈渝
青年丙組鐵餅冠軍 6E張霈渝

12/17
「划出彩虹，社區共融！」

室內賽艇錦標賽
觀塘警區

男丙個人500米第一名 2A柯澤誠
男丙4x500米接力
第一名

1B譚學隆　2A柯澤誠
2B梁倬榮　2C鄭力豪

男丙個人500米第二名 2B梁倬榮
男乙個人500米第二名 4A李明羲
女丙個人1000米第三名 2D薛燕芯
女乙個人500米第三名 2D姜明潼
女甲個人500米第三名 4B林 瀅
女甲個人1000米第三名 5D羅芊莛
男乙個人500米第三名 4C王柏熹
女丙4x500米接力
第三名

1C鄭樂瑤　2A許潔瀅
2D吳靖楠　2D薛燕芯

女甲4x500米接力
第三名

4B林 瀅　5B簡俐兒
5D羅芊莛　5D張海嵐

12/17
2017/2018香港速度
滾軸溜冰公開賽

香港滾軸運動總會

男子第九組

(11歲及以下)
接力3X250米第一名

1B梁詠軒

男子第六組

(11歲及以下)
1500米第二名

1B梁詠軒

1/18
維特健靈慈善單車馬拉松2018
(單線滾軸決戰單車精英接力賽)

健靈慈善基金 季軍 1B梁詠軒  11



月／年 項目名稱 主辦機構 總成績 學生姓名

1/18
第十八屆康文盃籃球錦標賽

男子組U12
康文署 冠軍 1B譚學隆

1/18
獅子會百年慶全港學生

三人籃球賽男子組U12
獅子會 季軍 1B譚學隆　1D施進傑

1/18
第六屆油尖旺區青年

三人籃球賽

油尖旺區青年活動

委員會
冠軍 1B譚學隆　1D施進傑

1/18
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第三組別(A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女子甲組跳遠第一名 5D張海嵐
男子甲組4X100米
接力第二名

4A蔡富麒　5A關熙堯
5A湯承翰　5B黎子彬

3/18 劍樂會劍擊公開賽 劍樂會 15+男子重劍季軍 5A陳家敬

4/18
青年學院室內賽艇

邀請賽 2018
青年學院

女子初級組4x500米
接力第二名

2A許潔瀅　2C鄧倩虹
2D姜明潼　2D薛燕芯

女子高級組4x500米
接力第二名

4B林 瀅　4B龎樂晴
4C何嘉欣　5D羅芊莛

女子初級組個人300米
第二名

2C鄧倩虹

女子高級組個人500米
第三名

4B林 瀅

男子初級組4x500米
接力第三名

2A柯澤誠　2B林帥君
2B王俊楠　2C呂應揚

2017-18藝術比賽獎項：

月／年 項目名稱 主辦機構 總成績 學生姓名

10/17
第二十二屆聖西西利亞國際

音樂大賽2017
聖西西利亞音樂學院

鋼琴四手聯彈

（中學組）冠軍
4D施晴怡

1/18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有限公司及教育局體育組

中國舞（群舞）—

優等獎

1A洪煒童　1A梁敏雪
1B黃悅宜　1C雷樂儀
2A黃曉君　2C呂悅盈
2C蕭而男　2D劉嘉怡
2D魏婉瑩　3B吳鈺媚
3C陳信恩　3D陳然德
3D劉樂遙　4B林樂兒
4B賴娜她莉亞
5A黃心言

3/18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小號獨奏—高級組冠軍 1C蘇德俊

2017-18服務項目獎項：

月／年 項目名稱 主辦機構 總成績 學生姓名
2/18 2016-2017年度傑出青年團

比賽東區（一）

香港紅十字會 冠軍 2A龔偉麟　2A林堃堯
2B王芷晴　2C郭庭朗
2C黃啟慧　2D林文俊
2D孫楷堯　2D李翠瑩
3B葉柏琪　3C周皓文
3C林景恆　3C莫偉誠
4B梁家洺　4B李倩汶
4B徐芷晴　4C陳俊朗
4D潘芍霖　5C廖祉諺

4/18 2017-2018年度東區（一）
青年護理比賽

香港紅十字會 最佳隊長 4D潘芍霖

4/18 2017-2018年度友誼活動
創作比賽（港島總部）

香港紅十字會 亞軍 2C黃啟慧　2A龔偉麟
2A林堃堯　2D林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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