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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仔工業學校 （天主教慈幼會）

校聲

2019—20年度又開展了，衷心祝願各位身心康泰，滿溢上主的恩寵。

我經常教導學生學讀書、學做人及學走永生的路。今年我會多加一點—學會尊重別

人，特別是老師。對老師一定要尊重，因為老師是同學的一盞明燈，指引同學正確學習方

法並教導做人的道理，所以同學們要時時刻刻緊記「尊師重道」。上課時要專心學習，虛

心聆聽老師的教導，必有所獲。

香工近年在STREAM教育方面有很大的躍進，除了校長之前所說，同學們在本港及國

際比賽中共獲得18個獎項之外，在本年度我們得到一位恩人的贊助，更新了全校教室的設

備，包括課室內的教師桌及所有老師都有一部IPAD進行教學，使我們的教學設施更趨完

備，有助同學們的學習。

另外，寄宿部也發展良好，我們更新了浴室和洗手間的設施，令到我們的環境更衛生，更舒適。寄宿生佔全校學

生三分之一，宿生在良好的環境下成長，能夠直接帶動全校的進步。

今年我們開始得很好，我們可以說︰「開始得好就是成功了一半」，我們有理由相信在聖母的保護和帶領下，我

們香工在這新的學年會有更大的進步和發展。我們全校師生一齊努力，創建我們香工85周年的優良歷史。

主恩無限，我們感謝不息！

校監林仲偉神父

校監的話

New Zealand Study Tour
It was 18th July, the day we departed for New Zealand.  I was very excited to go to a new country 

I had never been to before.  I had to take an 11 hour fl ight to New Zealand.  Halfway through the fl ight, 
however, all my excitement had already subsided.

When we landed, I was overwhelmed with excitement again.  I was already in another country!  The 
temperature was very low.  I felt like I was freezing!  

Our fi rst stop was our host family and I was eager to meet them.  It turned out that they were all out, 
so I and my roommates – Eugene and Tim - waited for them to come back.  Later I discovered that we also 
had neighbours, Ryan and Leo, staying next door.  

The school we studied at was Liston College.  We all had a “buddy”, mine being Logan, with us 
throughout our stay there.  

Apart from study, we visited Auckland’s Sky Tower, zoo, Museum, Cornwell Park, Rotorua and Maori’s cultural village.  We had a wonderful 
time there.

Then just a blink of an eye, it was time to leave.  It was sorrowful to bid farewell to all my friends.  Adieu, New Zealand, wish I could be 
back again soon.

by Vincent Lam (4C)
I am very delighted to have participated in New Zealand summer study tour.  It was an incredible experience!   
It has been an eye opener to me.  New Zealand culture and especially the Maori culture are fascinating.  Maori are 

one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 in New Zealand.  Their “Hakka dance” symbolises their bravery and their pride as Maori. 
I have to thank my host family.  It has four members and is a lovely family.  They always laughed and sang.  At 

fi rst, there were only me, Eugene and Vincent, but a week later, a new member from another country joined us.  His 
name is Sota and he is from Tokyo.  During our stay there, the parents of the host family prepared meals and all the 
daily necessities for us.  They were so kind and helpful.

I visited lots of New Zealand scenic spots, such as zoo, Museum and farm.  But what impressed me most was 
Rotorua.

Visiting scenic spots in New Zealand was great, but in fact we still needed to go to school every day.  We studied 
at Liston College, a boy school.  I learned a lot there, especially English, because I had ample opportunities to practice 
my English.  Now I feel more confi dent when talking to foreigners.  In that school, I learned how to dance Hakka, play 
rugby and I also had a “buddy”, whose name is Brownson.  He was also my best friend there.

Before we left, I bought lots of exquisite souvenirs, one of which was a water bottle, with a Kiwi bird on it.
Last, I would like to thank my school for giving me this opportunity to have such a meaningful experience.
by Tim Wu (4C)

Sight seeing

Lesson with Mr. Hakki

Host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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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 活 動

8月16日與總會長見面感受

4C 施健誠

參與8月16日「總
會長與青年

會面」的活動中
，我發現總

會長與我想像中
的形象很不

同，他比我想像
得更平易近

人，更熱情。他
甚至和每一

位迎接他的青年
逐一道謝，

我覺得真像會祖
鮑思高神父

親自來到我們當中
。

4C 李嘉熙
我好榮幸在8月16日參加「總會長與青年
會面」的活動，因為能夠與總會長范達
民神父見面，可以了解更多關於慈幼會
的歷史及其創會的原因，也能認識總會
長家鄉（西班牙）的文化，例如民歌表
演，簡單西班牙語；我對總會長的印象
是，他十分和藹慈祥，對青年很親切，
縱使與我們有語言隔膜，但是他仍然熱
情地與我們擁抱，問候我們。所以我很
珍惜今次與總會長相見的機會，親身感
受鮑思高神父的臨在。

3B 鍾嘉明

首先，在光的慶典的時候，我抱著一個輕鬆的心
情。然後，到傳道員宣讀候洗者的名字時，我開
始緊張，緊張得連腳也震了。宣讀名字後，我們
候洗者在祭台前的階級跪下，準備領受聖洗聖
事。當天大約有二百多人參與禮儀，我們在二百
多人前接受領洗，既緊張，又開心，開心的原因

是一年半後，我終於達成當天成為慕道者的承諾，成為天主的子女。彌
撒後，我們一班新教友與導師和其他教友一起吃糖水慶祝復活節！

4C易浩禮

我領洗當晚又興奮又緊張。因為我學了兩年半的慕道

班，終於畢業！由一開始以玩樂的心態，而且經常不

出席慕道班課堂。但耶穌沒有放棄我，而且派了很多

導師幫助我，例如：何修生、細袁sir、何sir等等，他

們幫助我解決不同的困難。如果沒有他們，我想我也

不會領洗，不會成為天主的子女。領洗當晚，我還要

讀信友禱文，當時大約有二百多人參加禮儀，我要當著這麼多的人說出禱詞，

我十分緊張，但我要感謝天主聖神，祂使我能完成。

我是4C班的胡宗霖同學，在今年八月十六日，我好榮幸能夠得到慈幼會總會長范達民神父親自頒發

聖鮑思高獎給我，做就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當然要多謝神長、校長及老師的指導和幫忙，除此之外，自己的努力也是

不能缺少的元素。

在這次的獎項中，我獲得一筆為數不少的獎金，這筆獎金對我的學習非常有幫助。首先，我會將它分成三份；其中

一份我會用作補習費用，以提升我的學習水平和應付未來支付公開考試的費用。另外，我會將其中一部份獎金儲蓄起

來，以作我未來升學之用。當然，我亦會買一些我喜歡的物品，用以獎勵自己，使我

更有動力、努力向前。

最後，我立志繼續努力學習，在未來的日子中，考取更佳的成績，以報答神長、

校長、老師的教育之恩，並為未來的前途作好準備。

3A 何日男

自從2017

年 起 ， 我

開 始 認 識

天 主 ， 因

為 我 覺 得

天主有一份奇妙的感覺，他如何顯現

奇蹟，令我感到有趣。到了準備慕道

的階段，最初我不能參加收錄禮，不

能成為慕道者，但我沒有放棄，因為

我想成為天主的子女，最後我才過

關。等到了領洗，我第一次領聖體感

平安，我有一句話要跟耶穌說：「多

謝祢陪我走到領洗的階段，成為天主

的子女。」

領洗同學感受

聖鮑思高獎得獎感受（胡宗霖）

2

李永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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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奕寧老師

今時今日，生產業已經進入了第四次工業革命，過去除了機械化促進生
產外，現在已經可以連接電腦，由客戶訂貨、訂購材料、生產、出貨到運輸
過程都可以透過人工智能及機械工程的協助，大大降低了生產的成本，而這
是世界潮流的大趨勢。

面對這個日新月異的市場環境，近幾年，教育界已經開始向學生教授編
程及製作機械人的課程，把最新的科技知識灌輸給同學，讓同學好好裝備自
己。

製作機械人本來只是科幻小說中的情節，但現在我們可以透過不同開原
程式及DIY套件組合，讓學生能夠在掌握基礎知識後，設計屬於自己的機械

人或產品。而擁有相關專業的知識，對日後有興趣投入高科技設計職場的同學，有絕對的優勢和幫助！

為此，我們香港仔工業學校除了擁有過去六足機械人設計的經驗外，今年我們不但讓老師們進修Arudino和Micro:Bit
編程，還聘請了兩位對機械人製作有相當經驗的老師，以協助我們把STREAM課程不斷優化和改良。

我雖然接觸Arduino的時間不是很長，但透過基本課堂理論和實習，配合網上資源協助下，已經可以編寫出簡單
動態程式來運行機械臂、機械車或改裝模型。而學習和研究Arduino的過程中，我發覺它作為一個DIY的程式核心，和
Micro:Bit對比起來會較為專業，在網絡資源的協助下，也可以讓Arduino變成類似Micro:Bit的砌圖方式來編程，對學生來
說會變得簡易很多！

我誠意推薦各位參加本校的STREAM小先鋒和香工Robot，這兩個興趣小組讓同學對今天的編程和機械人科技有更深
入認識，相信大家必定會樂在其中！

                                     

陳君傑老師

本校於2019年6月25日派出初中11位學生參加由聖公會蔡功譜中學主辦的第七屆初中聯校
數學邀請賽。比賽分為個人賽及團體賽兩部份，個人賽為每級4位學生以紙筆作答形式回答4份
問題，總分最高的分別獲得冠、亞、季軍，3A莊雄斌贏得中三級個人賽亞軍。團體賽以搶答形
式進行，每級4位學生在個人賽的得分總和成為團體賽的底分，回答20題搶答題，3A莊雄斌、
李嘉熙、郁梓樂及胡宗霖贏得中三級團體賽亞軍。

STREAM - 機械人的研發

第7屆聯校初中數學邀請賽

3

3A 莊雄斌

聯校數學邀請賽  雙殊榮

贏得中三級個人賽亞軍及團體賽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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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 味 科 學 比 賽
「拾級而下」

今年2月16日本校學生參與由科學館舉辦趣味科學比賽，題目是
「拾級而下」，比賽的目標是製作一件器件走下台階，然後在特定的
台階放下硬幣或卡片。本校科技學會有五名學生參與，分別是1A陳兆
熙、1A劉立熙、3A黃煒桐、5C李昕檑、5C黃家豪、6C張梓倫，經過
多次實地測試及認真準備，同學最後在眾多比賽隊伍中脫穎而出，3A
班黃煒桐同學獲得初級組二等獎，5C班李昕檑及黃家豪獲得高級組
三等獎。

                 劉健新老師

台階放下硬幣或卡片。本校科技學會有五名學生參與，分別是1A陳兆

雖然比賽時機件故障
，

未能獲獎，但張梓倫
同

學作品極具創意

陳兆熙及劉立熙同學學習
程式編寫及3D打印，他
們把技術應用到作品中

黃煒桐同學獲得初級組二等獎
李昕檑及黃家豪同學獲得

高級組三等獎沈校長到場為同學打氣

                                                                                   林曉鋒

於2019年5月18日，本校的陳𧘲陶同學與陳人鳳同學參加了港島

及離島區無人機編程大賽。當日的比賽十分緊湊，多間參賽中學派出

的隊伍十分強勁，發揮得極之出色，令同學大開眼界。在首輪定點

挑戰賽中，本校兩位同學所編寫的程式於最後一次飛行的機會下，終於能通過所

有障礙物並準確降落在指定位置，得到了該項比賽的首名。同時亦於外觀設計部

份亦獲得全場第二名的成積。總括全日的比賽中，兩位同學為學校獲得了全場總

亞軍，希望來年可以有更出色的表現。在此亦感謝當天出席幫忙的張敬文老師及

黃毅鵬老師。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位中四、五同學參加了「多元

智能訓練營」。同學在為期五天的營期內，於將軍澳消防及

救護訓練學院接受消防教官訓練。半年後，經過老師的評估，選出四位同學出席

「多元智能躍進計劃」嘉許禮，以表揚他們努力改善自我，在自律、自信、社交

及抗逆能力等方面都有持續的進步。

四位同學包括：中五陳駿笙、李浚滔、張錦富及中四馮嘉龍。

榮獲初級組二等獎 及 高級組三等獎

無人機編程大賽  全場總亞軍

「多元智能躍進計劃」嘉許禮 2018/19

余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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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屆聯校初中數學邀請賽

                  台灣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機器人夏令營          郭坤雄老師

2019年的試後活動期間，隨團老師和幾位同學代表學校前往台灣，參加一個由台灣國立勤

益大學舉辦，名為「機器人夏令營」的活動。這個活動由七月二日開始，直到七月七日。此行

主要目的是讓學生透過參觀台灣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了解當地的課程及學習的特色，從而拓闊個

人視野。

現今科技的發展已經達到一個無處不在的時代，例如生活中時常接觸到的玩具LEGO。這五天緊

密的行程中，他們入住當地大學的宿舍，並在大學學習有關於LEGO機械人的課堂。整個交流團的重點是LEGO機械人的

程式設計。同學們需要學習機械人的應用，主要分為組裝和程式設計兩部份。首先要根據題目找適當的材料去組裝，如

光感應器、音源感應器、觸碰感應器、超音波感應器等。這些都是組裝機械人不可或缺的部件。裝嵌這些部件，看似簡

單，要能操控的話，必須要有程式配合。因為要因應環境來調節它們功能；要經過多番嘗試，才能完成。參與的學生覺

得非常有趣，努力及認真地完成所有課堂，增加很多他們在日常課堂以外的知識。除了由當地學生帶領我們遊覽校園

外，同學更獲邀請參加由大學教授主講的科技講座，讓同學們獲益良多。台灣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完善安排一切，盡心盡

力照顧同學的起居事情，都令這次交流團得到美滿的成果。

                   「天行者青少年領袖夏令營2019」          郭坤雄老師

我校學生有此機會於2019年7月參與「天行者青少年領袖夏令營」活動，本夏令營由香港天行
者慈善基金邀請的國際專業導師團隊統籌及任教，課程著重互動及活動體驗式訓練。

夏令營日程緊湊，活動包羅萬有，包括：信任遊戲、小組雜耍遊戲、意向遊戲、遊覽觀光、青
少年論壇&選擇線、觸動與關愛/階段畢業典禮、外出夜市、Laguna以及周邊地點探索、分享小組建
設遊戲、心得總結／小組重建、打破固定思維／小組承諾訓練、自主練習、感召活動、戶外海灘網練
習、孤兒院探訪、伸展練習、劍橋比賽、狂歡夜／畢業典禮／頒獎典禮節目表演等。

學生參與後，都一致認為能建立自信，懂得感恩，點燃夢想。家長們也感受到孩子能透過參與夏令營從而啟發成
長，有助於自我認識、啟發夢想、改善人際關係、增強團體精神、逆境自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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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工思高盃小學乒乓球邀請賽

吳志文 5C 11

一開始，我也覺得這個生涯規劃營是非常
沉悶的。但經過這兩日一夜的生活後，改變了
我的想法。這訓練營中，有許多不同種類的歷
奇活動，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鮑思高
一號上跳水，由於以前沒有從這麼高的地方跳
過水，所以很緊張，但跳完就會覺得很刺激，
有一種重獲新生的感覺，我覺得所有挑戰都讓
人有種先破而後立的感覺。如果有機會我會再
去一次。

潘梓銘 5C 13

2019年復活節期間，我們中四全
體同學參與了「生涯規劃」

訓練營—兩日一夜的長洲行。
期間有不少挑戰活動，而令我

印

象深刻的是從船上跳入海裡大
概5米高，跳船的一刻十分懼怕

，

但當我跳完後，竟然想再跳一次
，這體驗令我克服懼怕，勇於接

受挑戰。

晚上，我們自己扎營，即使又
熱又多蚊，但我們也樂在其

中，因為這是我第一次露營，扎
營考驗我們互相合作的精神，要

做到快、靚、正，就必要分工合
作，從中學習到團隊精神。

活動的目的，我認為是要同學學
習到團隊精神，建立自信並

克服心魔。

我很感謝有此活動，令我對同學
多了一份信任。

 本校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九日舉辦的「香工思高
盃小學乒乓球邀請賽」已完滿結束。當天共有二十二
間友校派出精英隊伍參與比賽，包括將軍澳天主教小
學、荔枝角天主教小學、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慈
雲山天主教小學、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聖若瑟
英文小學、聖公會聖安德烈小學、聖公會基恩小學、
海怡寶血小學、聖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天
主教聖安德肋小學、玫瑰崗學校(小學部)、勵志會梁
李秀娛紀念小學、聖馬可小學、慈幼學校、仁濟醫院
蔡衍濤小學、北角循道學校、高主教書院小學部、中
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北角衛理小學、鴨脷
洲街坊學校及天主教領島學校。 

本校亦參與「恒生校園乒乓大挑戰」活動，而於
比賽期間各參賽者更與香港乒乓球青少年代表隊成員
作交流及參與示範活動。 

各隊實力非常接近。最後，聖若瑟英文小學獲得
冠軍(圖一)，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獲得亞軍(圖二)，
聖公會基恩小學(圖三)獲得季軍而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圖四)獲得殿軍。冠軍隊伍更獲贈由恒生乒乓球學院
贊助的球星簽名球拍及書券，其他得獎隊伍亦獲得由
恒生乒乓球學院贊助的書券。各參賽者亦獲得由恒生
乒乓球學院發出的參賽者證書。

6
本校助理校長陳以信老師(右一)及本校學生與香港
乒乓球青少年代表隊成員(右五及右六)合照。

生涯規劃營

卓志恒 5C 1

我還記得在生涯規劃訓練營的第一天，我們在船上玩了很多歷奇活動，在活動中，我們了解到在很多時候要學會相信自己的同伴，將自己的安全也放在他們手中，這能提高我們的合作性，從此學到團隊精神的重要，令我對同學多了一份信任。

本校校長沈明輝先生(右一)頒獎
給冠軍隊伍聖若瑟英文小學的

合照。

本校校長沈明輝先生(左一)頒獎給季
軍隊伍聖公會基恩小學的合照。

本校校長沈明輝先生(右一)頒獎給
亞軍隊伍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的

合照。

本校校長沈明輝先生(左四)頒獎
給殿軍隊伍高主教書院小學部的

合照。

6

黃志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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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工思高盃小學乒乓球邀請賽

                            第六屆亞洲盃國際扯鈴錦標賽 2019                                社工 sandy

香工雜耍隊於剛過去的7月份派出6名同學，包括：高子健、溫達衡、莊雄斌、林栢軒、何曉峰、唐子軒到台北參加

《第六屆亞洲盃國際扯鈴錦標賽2019》的團體舞台賽—公開組別，面對來自不同地方的勁旅，同學心情雖然緊張，但

亦盡自己所能發揮，成功奪得第五名，更是三支香港隊伍中排行名次最高的一隊，實在令人鼓舞。當中何曉峰同學亦有

幸躋身於青少年公開組個人組別頭三十名，實在驚喜萬分。同學於過去一年刻苦練習，為今天帶來豐碩的成果，只要願

意踏出第一步，凡事都可以有收穫。除參與比賽外，同學亦於當地參加扯鈴特訓課程，令同學大開眼界，技術亦增進不

少，希望同學繼續努力，面對未來更多挑戰。

   宿舍團隊共融建設之旅—黃果樹瀑布                           

6月開始了，學校老師及宿舍導師團隊，與學生及宿生們都一同踏進入了緊張的學期終考試的階段；考試期間，宿舍
導師由早上到晚上十時許，宿生上床睡後方可鬆一口氣，直至考試期完滿結束，接蹱而來就要準備全學年的工作檢討報
告，7月初出席檢討會，期間亦要參加兩次的導師專業培訓，加強對宿生的了解及如何為宿生作出更貼切的支援。

經過一輪精神及體力上的消耗，宿舍團隊各人已經疲備不堪，趁這悠長的暑假找一個地方鬆弛這繃緊了的腦袋。

校監兼舍監林神父早已為宿舍團隊，在7月16日安排了團隊建設之旅，地點是貴州黃果樹瀑布，宿舍職員團隊一行
14人，並邀得沈校長及5位學校老師一同參加，使這次行程爭光不少。起程前透過一台彌撒，祈求旅程中各人都平安開心
地出發，平安健康地歸來，彌撒後大隊浩浩蕩蕩由專車載到高鐵站，乘坐高鐵列車到中國貴陽北站。

起程前，查看了整個行程的天氣，預測那幾天都會降雨，心中納悶著這次行程，將會受天雨影響，因而減低各人的
興致，雨傘及防雨外套各人都早有準備，而我也帶多了幾件衣物作替換之用。經過5個多小時穩定而舒適的車程，到達
了貴陽北已是黃昏時段，天氣卻出奇的晴朗，並沒有下雨，還能看見夕陽的光輝與入住酒店構成一個令人舒暢神怡的環
境，真想坐下來，對著如此美景，嘆一杯濃郁咖啡，多麼的寫意。

晚飯過後各人稍作休息，並自由組隊外出了解當地生活文化及購買補充物資，迎接往後的行程：7月17日天主教貴
陽總教區教堂、西江千戶苗寨、觀看西江千戶全景、苗家的特色風味餐-長桌宴、民族博物館；7月18日來到今次主題：
亞洲第一大瀑布之譽的黃果樹瀑布、喀斯特水上石林之稱—天星橋景區、水天一線、看
“空靈”、風帆石、穿越長青峽、側身岩、觀鴛鴦藤、美女榕、天星湖、“高老莊”；7
月19日：明清古鎮-青巖古鎮；7月20日：早餐後整頓行裝乘高鐵返抵香港。

整個職員團隊在回程時，在旅遊巴上，各同事輪流分享自己在學校的經歴，其中有
位老師的分享，使我印象深刻，他特別提到初到「香工」任教
時，體驗到學校神父及前輩們對新入職的同事的關顧，跟以前任
教的學校截然不同，令到自己很快融入「香工」這個溫馨、有情
的大家庭，感謝神父及校長對自己指導及栽培；當中亦有校長分
享〝最後決擇〞來到香工履任校長工作、余助校如何
體驗到訓導精髓、我亦分享「香工」給了我一個歷練
的機會。

團隊建設在工作後舉行，肯定可以加強導師們的
溝通合作，亦作出一個反思，透過祈禱重新為自己的
工作目標加入能量，將一切事交託給天主。

同學們快停下來，反思自己的目標，是否需要一
些能量，加強自己的信念，克服問題及困難？「香
工」給了你們機會！

雜耍比賽

寄宿部
貴州太陽昇起

晚上約7時30分夕陽
團隊建設

黃果樹瀑布 

黃果樹瀑布主瀑布  高67米；瀑布寬101米

黃志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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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學生成就
日期 活動 / 比賽名稱 ( 主辦機構 ) 比賽成績

2/10/
1018

學界游泳錦標賽 ( 第三組香港
區 )
(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 )

乙組五十公尺背泳 冠軍  
3B 林凱耀
乙組一百公尺背泳 冠軍  
3B 林凱耀

6/10/
2018

第二屆生誠全港雜耍比賽
( 東華三院生誠中心主辦 )

中學團體舞台組 亞軍
高子健、溫達衡、
何曉峰、袁浩邦
中學團體舞台組 殿軍
莊雄斌、林柏軒
中學個人舞台組殿軍 譚俊豪
中學個人舞台組優異獎 
何曉峰、袁浩邦

11-12/
2018

English Interschool Speech 
Festival
(Hong Kong School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Certificate of Merit
2A Qin Bolin
2B Mark Aaron
2B O Ho Yeung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3A Yau Chak Hang

11-12/
2018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及粵語）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優良證書（普通話）：
1C (5) 黎海桐
2A (15) 吳志昌
5C (13) 巫筱賢
優良證書（粵語）：
5C (13) 巫筱賢
良好證書（普通話）：
1A (18) 黃傳文
1B (8) 李梓鋒
2C (9) 曾華正

3/11/
2018

The Next BMW Designer 
未來汽車設計比賽
( 寶馬汽車 ( 香港 )
有限公司舉辦 )

13-15 歲組別 優異獎
4C 黎俊良

4/11/
2018

明愛賣物會攤位遊戲設計比賽
( 香港明愛主辦 )

亞軍
CYNAS 義工組服務小組

9/11/
2018

英才盃 – 
STEM 教育挑戰賽 2018
(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主辦 )

二等獎
鍾旻罡 3A  林焯熙 3A
林嘉俊 3A  劉樂心 3A
李嘉熙 3A  石家譽 3A
施健誠 3A  鄧穎麟 3A
黃煒桐 3A  郁梓樂 3A

30/11/
2018

香港鄧鏡波書院陸運會
四乘一百公尺友校接力邀請賽

亞軍
6A 殷焯樺 6B 倪諾
6C 李子軒 6C 陳偉慈

11/12/
2018

鄧鏡波學校陸運會
四乘一百公尺友校接力邀請賽

亞軍
6B 倪諾   6C 龔靖楠
6C 李子軒 6C 陳偉慈

15/12/
2018

城市之巔少年。毅戰賽
協青社主辦

青年組接力賽  冠軍
6C 鄧竣文 5A 張嘉丰
5A高子健 5C 陳嘉輝

16/2/
2019

「2019 趣味科學比賽 - 
拾級而下」
（香港科學館及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協辦）

初級組二等獎：
3A 黃煒桐
高級組三等獎：
5C 李昕檑、5C黃家豪

19/1/
2019

活躍及健康校園動感單車比賽
( 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香港
才能教育研究會主辦 )

男子組總殿軍
團體賽殿軍
5A 高子健 5A 張嘉丰
5C 蔡梓軒 5C 陳嘉輝

20/1/
2019

防火安全嘉年華暨薄扶林消防
局及救護站開放日
攤位遊戲設計比賽
(南區防火委員會、
香港消防處舉辦 )

攤位遊戲設計季軍
梁晉瑋 1C 鄭家榮 2B 林焯熙 3A

16/2/
2019

「2019 趣味科學比賽 - 拾級
而下」（香港科學館及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協辦）

初級組二等獎 :
3A 黃煒桐
高級組三等獎：
5C 李昕檑、5C黃家豪

日期 活動 / 比賽名稱 ( 主辦機構 ) 比賽成績

24/2/
2019

「2018 年南區優秀青年
嘉許計劃」
( 南區青年活動委員會與南區
民政事務處聯合舉辦 )

南區優秀青年：
6C 袁浩邦、
6C陳偉慈、
3B何曉峰

1/3/
2019

學界田徑錦標賽 第三組
第四區賽事
(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 )

甲組 擲鐵餅    亞軍
乙組 擲鐵餅    亞軍

2/3/
2019

「創意思維世界賽
香港區賽 2019」
(Odyssey of the Mind Hong 
Kong Regional Tournament 
2019)

創意大獎
(Ranatra Fusca Creativity Award)
解難問題一季軍

4C 黎景東、4C郭承謙、
3A蔡念基、4C黎俊良、
5A莫家朗、3A施健誠、
4A馮嘉龍

2/3/
2019 創意思維襟章設計比賽 2019

初中組冠軍：林嘉俊 3A
初中組亞軍：李嘉熙 3A
初中組季軍：蔡念基 3A
高中組季軍：黎俊良 4C

6/3/
2019

2018/19 香港學校戲劇節
( 教育局 , 香港藝術學院 , 
九龍樂善堂 , 康文署 )

傑出合作獎
傑出舞台效果獎

5A 冼卓樺 5A 莫家朗  
4B 馬子祐 3B 陳嘉翔 
2B 張濟深 2B 趙鈞楠  
2B 柯浩揚 2B 徐子墨  
2B 尹庭悅 2B 黃   晉    
2A 朱燁根 2C 李建科  

傑出演員獎

2B 柯浩揚

27/4/
2019

百仁基金第十屆學界
龍舟錦標賽 2019

200米國際小龍男子錦標賽銀碟賽   
優異獎

1C 陳浚軒 2C 馬承恩 2C 曾子揚
2C 崔嘉謙 3A 易浩禮 4A 廖俊武
4B 馬子祐 4C 黎景東 5A 廖純宗
5A葉俊傑 5C 巫筱賢

18/5/
2019 校際無人機編程比賽 2019

全場總亞軍 
編程任務比賽冠軍
最具創意無人機設計獎
參賽同學 : 1A 陳人鳳 2A 陳祉陶

24/5/
2019

學界中銀香港室內賽艇盃
(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 )

甲組 1000 米 第十名 5A 張嘉丰
丙組 500 米 第八名 2B 陳墨涵

25/5/
2019

南華早報第 38 屆
年度學生選舉
(SCMP 38 th Student Of The 
Year Awards)

南華早報 Student of the Year
年度學生獎
6C 袁浩邦

總編輯：朱君瑜    委員會成員：曾志揚 李國達 李國基 陳裕康        校對：陳以信助理校長

校聲編輯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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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升學

6C 王思銳：創新及多媒體科技（榮譽）理學士

6C 廖敏匡：機械工程學學士

6C 胡宗霆：體育學學士

6C 陳偉慈：電子科學與技術理學士

6C 梁宇軒：檢測和認證榮譽工學士

6C 黎家偉：屋宇設備工程學高級文憑

6C 鄧竣文：建築科技學部副理學士

6A 鄭梓軒：生物科技高級文憑

6C 陳明哲：飛機維修工程高級文憑

6C 樊旻浩：屋宇裝備工程高級文憑

6C 龔靖楠：社會科學副學士

6C 林震華：醫護與健保行政高級文憑

6C 王仲賢：文學副學士 ( 語言及人文學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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