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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明輝校長
2022年4月20日

各位同學：

你們可能曾聽說過：「態度，決定你的高度！」。今天讓我給你們

分享一個小故事。

三個工人在砌一面牆，有人問他們同樣的問題：「你在做什麼？」

第一個工人木然回答：「我在砌牆。」第二個工人有點無奈地說：「我

在幹活，賺錢糊口。」第三個工人卻興奮地說：「我在蓋一間漂亮的房

子。」十年後，第一及第二位工人仍在另一個工地上砌牆，而第三位工

人則成為一家房地產公司的總裁，是前兩位工人的老闆。

同樣的工作，不同的人，不同的態度、目標及理想，隨著來的是不同的成果、長進及成就。若第一及第

二位工人的工作目標及原因真的只是「砌牆」及「糊口」，他們會否充滿熱情及幹勁地工作，致力取得最好

的成果？在大多數情況下，相信不會。

相反，人若能夠給自己訂下更高遠的夢想及目標，能激發人的熱忱、發掘出無比的毅力，讓人能堅持不

懈地去努力與拼搏。故此，第三位工人的工作會做得好。同時，別人亦會較容易看見他的努力。可以預見的

是，他能夠在事業和生活中取得更好的成績，更容易走向成功。

天主賦予每個人不同的天賦和才能，我相信每位同學也擁有不同的潛質，有超出自己想像的能力。只要

透過努力學習，每天進步一點點，將來你們定必能夠在各個領域有好的事業發展。態度，決定你的高度！我

鼓勵同學們要追求更高、更遠的理想與目標，並付諸行動，不要低估自己的能力及可能性。更何況，一個夢

想大的人，即使實際做起來沒有達到最終目標，可他實際達到的目標都可能比

夢想小的人的最終目標還大。

疫情告訴我們：學習是一種幸福。所以，同學們要好好珍惜及主動把握復

課後的每一個學習機會，追求更高遠的目標。此外，事情既然要做，就應該把

它做好，否則投入了時間與人力，卻沒有任何大收穫，這是最浪費時間的。態

度，決定你的高度！將來，若有人問你們：「你在做什麼？」你會木然或無奈

地回答：「老師給我做功課任務」、「學校安排我們參與課外活動」、「明天考試，我正在溫習」？還是你

會興奮地說：「我將來想⋯⋯，現在努力⋯⋯」？



本學年十二月至四月應該會有很多不同的宗教活動及體驗可以帶給學生參予

的，例如：聖若望鮑思高瞻禮（1月28日）、慈幼傳教節暨本校宗教週（2月13

日至2月25日）、四旬期活動、聖週三日逾越慶節活動及復活動等；但可惜因本

港疫情反覆嚴峻，以至一月至四月份的宗教活動都未能以實體的形式出現。不

過無論如何，全體宗教組同事都悉力以赴，以不同的網上方式讓學生可以「與

主相遇」，有關活動可參閱圖片說明。

十二月八日的聖母無染原罪瞻禮，傳統上本校會於聖安多尼堂慶祝此瞻禮

的，但因疫情關係，聖堂限制入場人數，所以只能於學校聖堂參與慶祝典禮。

當天感恩聖祭邀請剛於羅馬進修完成學業的張心銳神父主禮。張神父在講道中

闡釋聖母無原罪瞻禮的意義，並指出鮑思高神父就是在這一個瞻禮的慶日中開

展他的青年牧民工作。禮儀中亦有兩位學生正式收錄為「慕道者」，並開始接

受有系統的慕道課程，期盼這兩位學生能努力不懈地學習天國的道理。

小息期間，校監林仲偉神父為會院新裝修好的「聖母恩寵閣」進行祝福儀

式，雖然會院是神長休息的地方，但院長林神父亦大方地邀請學生有需要時可

自由地到恩寵閣祈禱。

小息後，校長邀請了九四年畢業生李揚先生回校與學弟作分享講座。李揚

學長是一名飛機師，這是他少年時代夢想的工作，經過不斷努力，結果夢想成

真，可惜近兩年的「新冠疫情」使很多國家或地區都實行禁飛令，而李學長亦

因這次疫情中於去年初被公司解僱。雖然如此，但學長並沒有「怨天尤人」，

相反他竟然放下尊嚴，投考「巴士司機」繼續他的「追夢」工作。原以為李學

長是為了「生計」才投考「巴士司機」，但交談後才知道原來駕駛大型巴士，

也是他少年時的夢想；另一方面，他也希望透過自己的故事，鼓勵其他同樣被

解僱的機師同事，積極面對當前的困境。此刻，李學長已做回機師的工作，現

以駕駛貨機為主。

李學長更不忌諱地憶述初中時在校成績低劣的往事，更鼓勵學弟們應為自己

的理想，訂定目標，並向前實踐自己的目標。最後他更以當年的一套勵志電影

「洛奇（六）」的一段經典對話，勉勵學弟。這段對話大致如下：

If you are willing to withstand the test of all, to get what you want, who have the 
right to stop you? Perhaps some of you do not complete some of the things you want 
to do; if you are rejected, even after trying hard, who has the right to deny you? Who? 
Nobody! Listen to your heart's right, no one 's the right to say no. After you win your 
rights, you can be what you want to be when you do what you want to do; I'm older 
and I'll be left with more things, this is life. What is important is not how heavy you are, 
but how you can get multiple punches and not fall, take everything and keep moving 
forward so that you can win!

如果你願意經受所有考驗，去獲得你想要的，誰有權利阻止你，或許你還有

些事沒完成，一些你想做的事、一些你沒有交代的事，你被人拒絕，即使在你

盡力之後，誰有權利否定你?誰?沒有誰！傾聽你的內心才叫權利，沒有人有權

利對你的內心說不。在你贏取自己的權利後，你可以當你想當的人做你想做

的，我年紀越大我就會遺留更多的東西，這就是生活。重要的並不是你出拳

有多重，而是你能挨多重的拳而不倒，承受一切並堅持前行，這樣才能取得

勝利！

李學長的分享，的確讓學弟們獲益良多。謹此衷心感謝李揚學長精採的

分享。

宗教及德育委員會

李揚學長與學弟分享交流

網上鮑思高瞻禮暨感恩節

慈幼傳教節暨本校宗教週活動
（2月13日至2月25日）

四旬期網上拜苦路祈禱活動

聖週禮儀

李揚學長與當年班主任馬餘鴻老師合照

祝福「聖母恩寵閣」禮儀

李揚學長回校與學弟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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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傑老師



本校於2021年11月12日舉行InnoTech Learning Centre暨香工Studio數碼錄音室開

幕禮。隨着兩項新設施落成啟用，標誌着本校STEM教育的發展開展新的一頁。

典禮在校監林仲偉神父帶領祈禱下開展。典禮上邀請了和富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董事李美辰女士擔任主禮嘉賓。主禮嘉賓與十五所友校和合作機構，合共三十多位

嘉賓一同參與和見證亮燈儀式。當儀式順利進行後，校監林仲偉神父、校長沈明輝

先生陪同主禮嘉賓李美辰女士一同到InnoTech Learning Centre進行開幕剪綵，剪綵儀

式過後，代表着InnoTech Learning Centre和香工Studio

數碼錄音室正式投入服務，隨着兩項設施啟用，將進

一步推動香工STEM教育的發展。

新落成的InnoTech Learning Centre位於校園地下的思高科技研習中心內，分為四個部

分，黃區是學生工作站；藍區是讓學生動手製作、嘗試實踐的區域；灰區是供學生作比賽

用途的場地。旁邊的Fab Lab備有3D打印機、3D掃瞄機，讓學生能將個人的創作意念，製作

成製成品。而香工Studio數碼錄音室則位處音樂室與二樓教員室之間。錄音室內有良好的隔

音設備，讓學生可進行錄音和配音的工作。香工Studio內備有電子鼓、爵士鼓、電子琴和結

他，讓學生發展不同興趣。

為讓來賓實地了解香工近年的發展動向和學生的學習環境，校方安排了各個年級的學

生擔任導賞員，帶領各組來賓參觀了近年多個新建成的教學室，包括思高科技研習中心、IT

創新研習室、數碼多元學習室、MMLC多媒體研習中心等。學生導賞員自信而詳盡的介紹，

分享校園生活點滴和學習體驗，讓一眾來賓對本校的發展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不少學生導

賞員更獲得不少嘉賓點名讚揚，肯定了本校學生們認真用功的處事態度。

在天主保祐及本校仝人努力下，InnoTech Learning Centre暨香工Studio數碼錄音室開幕

禮及導賞活動完滿結束。寄望香工學生在更優質的學習環境當中努力學習，不斷求進。同

時，也祝願學校發展一日千里，繼續為社會培育更多優秀人才。

緊接著「InnoTech Learning Centre暨香工Studio數碼錄音室開幕禮」後，本校亦於
11月舉行了「校園導賞日」。

由於本港的防疫規定，我們未能如過往般舉辦大型開放日，向公眾開放校園，而
改以預約形式，接待家長及小學生，帶領他們遊覽本校各項的新設施及認識本校的發
展重點。

導賞日的預約情況超乎想像般好，外界反應非常踴躍。當天，短短數小時內接待了超過80個家庭。幾個本校與科學
科技有關的特色景點，例如InnoTech Learning Centre及MMLC均人頭湧湧。小學生們看到「Robo Master」的比賽場地及各
款特色戰車時，表現十分興奮，更有學生表示希望入讀本校並代表本校參賽；家長們於研習中心內看到多年來學生參加
不同大型比賽的得獎作品，亦對本校的科學科技教育讚不絕口。

寄宿教育計劃亦是來賓們的參觀重點。當日，維豪堂(寄宿部)內亦水洩不通。家長們很欣賞寄宿教育計劃的重點：
「學讀書、學做人，學走永生的路」。配合慈幼會的預防教育法，以理智、宗教、仁愛去培育青年，導師們常常臨在學
生們當中，幫助學生成長。再加上導師們全是公教教友，有助以宗教教育培養學生成為良好公民。

不只是老師，學生亦投入在導賞工作之中。每個導賞團由老師帶領，學生則擔任導賞員，為大家沿途解說，各個
「景點」均由學生負責介紹。一方面讓學生參與其中，訓練說話能力，另一方面又助他們培養承擔責任的精神。為幫助
學生更有信心完成任務，老師們事前花了不少時間訓練導賞員的說話技巧。在此也感謝來賓當日的讚賞與肯定。

非常期待來年的開放日，希望讓更多的家長及小學生到校參觀，了解我們的辦學理念！

InnoTech Learning Centre 暨香工 Studio 數碼錄音室開幕禮 

陳以信助理校長

陳以信助理校長

嘉賓合照

參觀者到體適能訓練中心試用健身器材

學生向嘉賓講解科學實驗 向家長們介紹科技項目 小學生專心地試用本校
學生編寫的App

小學生於 InnoTech Learning Centre
內學習如何控制六足機械人

校長與嘉賓到香工Studio
數碼錄音室合照

校長與學生一同向嘉賓
介紹寄宿教育計劃

學生向校監林神父及嘉賓
介紹MMLC內的科技項目

InnoTech Learning Centre開幕禮

校園導賞日

InnoTech Learning Centre 暨香工 Studio 數碼錄音室開幕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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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下的校園關顧 

近年疫情影響了很多同學的校園生活，很多比賽都因此取消或延期。機甲大師青少年挑戰賽2021都被迫延後至上年

年尾。最後順利於上年十月至十二月期間舉行。

學校為了同學們有更好的練習場地，在去年年中購置了官方比賽賽場供同學練習。同學們由暑假開始不斷練習及改

良戰車，在十月的分組比賽中，同學憑著堅毅的鬥志，獲得分組冠軍。

經過多個月的積極預備，最終晉級到十六強的比賽，今屆參賽學校水平相當高，雖然同學們面對今屆冠軍隊伍未能

晉級，但在多個月預備比賽期間看見同學們多方面都有明顯的進步。

原先在今年一月在數碼港有盛大的頒獎儀式，但由於疫情關係，頒獎禮被迫取消。盼望疫情過後，下屆的 

ROBOMASTER 機甲大師青少年挑戰賽2022，同學們可以再闖高峰，我們繼續為同學加油打氣。 

疫情下的校園關顧

上學期隨著開學及

半日面授課，同學的生

活逐漸返回正軌。學生

成長及輔導委員會朋輩

輔導組於上學期舉辦多

項活動，讓同學的校園

生活更加充實。

李英傑老師

 ROBOMASTER 2021 機甲大師青少年挑戰賽 ( 香港站 ) 獲得分組冠軍 
羅嘉倫老師

機械爪改裝 訪問 十六強比賽雙方合照 添置官方比賽場地 十六強比賽預備

暑期培訓 組裝新戰車 分組賽冠軍 分組冠軍

Six Bricks 班際比賽

六塊積木看似平平無奇，
表面以為能玩的不多，但卻能
變出無窮可能。組員運用Six 
Bricks舉行了多項活動給師生參
與，讓同學從簡單的資源中發
揮創意及解難能力等，快樂地
度過下午的時光。

禪繞畫及和諧粉彩體驗班

疫情下不少活動受到多項限制，令人

情緒低落，習慣戶外活動的同學感受更

深。有見及此，小組安排了禪繞畫及和諧

粉彩體驗班，讓同學體驗在靜態中如何了

解自己的身心靈健康。雖然起初同學對於

靜態及美術活動有著不少擔憂，但到最後

看到自己的作品也感到非常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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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網絡升級 

視覺藝術科配合學校STREAM的課程發展，積極鼓勵同學參加不同形式的繪畫

比賽。於上學期11月中旬，本校的初中同學參加了由香港文創薈舉辦的「機械人

繪畫創作比賽」，同學們表現優異，共獲得七個獎項。

隨著科技的進步，各式各樣的機械人被廣泛應用，機械人將在我們的生活中

發揮很大的作用。這次活動的目的是希望同學能透過比賽，啟發他們對未來機械

人的想像力，讓他們發揮創意。

同學以不同處境的機械人作為創作主題，當中包括：醫護人員、消防員、機

械維修員、地盤工人、保姆⋯⋯等，他們因應情境創作出各類造型有趣的機械

人，作品充份展示了同學們對未來機械人的幻想。

3A班羅兆楨同學憑著作品「保姆的日常」獲得青少年組的季軍。作品描繪未

來的託兒中心，展現了機械人保姆與小朋友互動的有趣情景，人物表情刻畫得生

動活潑。此外，獲得金獎的同學分別有3A黎頁成、3A溫卓翹、3A李綽朗、2A劉雋

弘及1A余健穎，而2A黃駿軒則獲得銀獎。衷心祝賀各位得獎的同學。

為了配合未來資訊科技發展，學校正進行網絡升級工程。過往連接課室至學校終端機皆為一般網路線。是次升級工

程會為課室、特別教學室等升級為以光纖線路連接至學校終端機，由此提供更高速、穩定及可發展的網路基建。每個課

室、特別教學室等屆時將會配備光纖網絡單元設備（ONU)，為各課室網絡作基建，為未來各班房的網絡設備作準備，亦

為下一階段，無線網絡升級（升級為WiFi 6制式）作前期設置。由此提更高速及更穩定的有線及無線網絡連接以應付未

來資訊科技教育發展的需求。

 簡志騰老師

  李振聲老師

「機械人繪畫創作比賽」 

分組冠軍

季軍 3A羅兆楨

金獎 1A余健穎金獎 3A李綽朗

金獎 3A溫卓翹

金獎 2A劉雋弘

金獎 3A黎頁成 銀獎 2A黃駿軒

得 獎 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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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加由中區警民關係組主辨的參觀活動，到昂船洲軍營參觀駐港部隊展覽中心 「夢

起東方」主題展覽。展覽綜合運用聲光圖文、主題雕塑、文物陳列、數字科技等多種展陳形

式，並由專業人員進行導賞，讓同學們有系統看近代史的發展。

中四同學參與由香港報業評議會主辦的「與中學生和老師談新聞」，活動包括：到校講座

「如何面對假新聞」、參觀樹仁大學新聞及傳播學系及工作坊，令同學更了解新聞及傳播業的

運作，學懂如何分辨真假資訊，並體驗大學生的學習生活。

在講座中，資深傳媒工作者分享他們多年從事傳媒人的經歷，讓學生認識到何謂新聞，新聞

每天的產生過程及如何分辨新聞及假資訊的技巧。

到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參觀，學生參觀大學內優良的製作設施，並親身了解新聞及媒體

製作的真實情況；及在資深傳媒導師的指導下，在樹仁大學的課堂內進行討論及匯報，體驗一下

大學生的學習生活，讓學生開闊眼界。

本校高中修讀地理的同學於11月2號參加

由明愛陳震霞郊野學院舉辦的網上考察課程。

是次的考察題目為「市區河流考察」。儘管同

學未能夠親身到啟

德河考察，但在郊

野學院老師的協助

下，同學亦能透過

iPad進行網上實地

考察，獲益良多。

杜啟雄老師

通識教育科活動
參觀解放軍軍營

基本法推廣巡迴嘉年華 - 時空解迷

與中學生和老師談新聞

學生與解方軍長官留影

沈校長、馮老師和學生在展覽主題下留影 學生觀賞解放軍艦艇模型 學生觀賞解放軍戰機模型

沈校長與學生參與密空解迷活動

資深傳媒工作者到校講座

學生到樹仁大學參觀

學生匯報討論成果 學生親身體驗新聞報導
的製作過程

學生透過Ipad 參
與網上實地考察

中四級學生、老師及導師一同合照學生在樹仁大學進行討論活
動，體驗大學生的學習生活

學生在密室進行解迷活
動，順利解迷可以過關

學生閱讀有關《基本法》
的歷史知識

學生與老師參與
解迷活動後留影

地理科 啟德河道考察 
梁蘊瑩老師

高中同學一同參與考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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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生參與基本法推廣巡迴嘉年華，活動包括《基本法》歷史走廊及時空解迷‧密室逃脫遊戲，同學們從遊戲中學

習《基本法》歷史及起草過程。



為了讓中六同學對將來升學有更多了解，生涯規劃委員會於11月19日帶領部分中六同學參與明愛專上資訊日，更與

電子計算及信息科學院、人工智能課程講師，八十年代本校畢業學兄張志強教授會面，學兄向各學弟詳細講解課程，學

習氣氛良好。

為了讓中一的同學更容易適應中

學生活及對將來有更好的發展，生涯

規劃委員會於10月20日為同學舉辦了

一個自我認識工作坊，透過給予同學

任務式活動，讓他們從遊戲中釋放真

我，幫助他們了解自己的強弱項、優

缺點。在審視及肯定自我的過程中，

建立同學們的正面價值及自信心。

上學期差不多結束，中三的同學開始要為升中四時究竟應選修那一選科作決定。有見及此，生涯規劃委員會於1月19

日為同學舉辦了一個工作坊及體驗活動，透過一些性向測驗及活動，讓同學對自我有更深入的了解，從而協助同學能選

出更適合自己的科目，令將來有更好的發展。

 黃志偉老師

高中同學一同參與考察活動

參觀明愛專上學院

中一　自我認識工作坊

中三　求學選科工作坊及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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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委員會致力促進教師專業發展及建立互

相欣賞、支援的文化，並統籌教職員團隊的專業發展活

動。

2021年11月5日，本校聯同香港鄧鏡波書院、天主教

慈幼會伍少梅中學舉辦了「聯校國家安全教育到校教師工

作坊」。工作坊由教育局人員主講，協助教師團隊掌握國

家安全與價值觀教育的概念與注意事項。

此外，第一次教師專業發展日亦於 2021年11月8日順

利完成。當日安排了兩個工作坊：「處理有情緒需要學生

之技巧工作坊」，講者為香港心理學會註冊輔導心理學家

鄭淑敏小姐；「提問技巧及電子教學工作坊」則邀請了香

港教育大學卓越教學發展中心助理項目經理梁潔茵導師。

感謝講者為我校一眾教師分享在照顧學生成長與教學方面

之心得，有助我們提升專業水平、擴闊視野。

中一及各級新生家長日已於8月27日圓滿舉行。當天出席的家長表現十分熱烈，同時因為疫情的關係，我們亦預備了

網上直播給予當天未能到場的家長觀看。開始的時候由校長沈明輝先生介紹學校的發展，詳盡的講解令家長及同學對學校

加深了認識。亦經過學校各委員會主席講解後，能使家長及學生對未來學校的生活有一個初步的概念及體驗。當天亦頒發

了暑期升中銜接班獎項，以表揚同學在暑假期間作出的努力。最後由院長林仲偉神父以祈禱及祝福結束當天的活動。

2020-21年度獎學金頒獎禮於12月8日無染原罪聖母瞻禮當日舉行，以獎勵在上學年無

論在成績或學習態度上，均有出色表現的同學。當中包括全級首三名、各學科首名、最佳進

步、服務及活動表現優異等不同範疇的獎項，為同學們在過往一年中付出的努力作出肯定。

亦希望能透過頒獎禮鼓勵其他同學努力向上，令自己更上一層樓。

當日的頒獎禮邀請了博賢獎學金的創辦人黃鍚年博士及劉博賢學長的父母作頒獎嘉賓。

此外，今年中六級的莊雄斌同學榮獲慈幼會中華會區聖鮑思高獎的香港區得獎者。在此

恭賀所有獲獎的同學，希望他們能繼續努力，爭取更理想的成績。

林曉鋒老師

陳裕康老師

 中一及各級新生家長日 

 2020-21 年度獎學金頒獎禮

 香工的教師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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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石器比賽

投石器比賽安排了給中二的同學參與，活動

分別在11月30日及12月2日進行。首天的比賽同

學需要以竹籤、橡皮圈、尼龍繩、豆袋等材料在

特定的時間內設計及製作一個投石器，其後，同

學在實驗室外測試投石器，過程由曾經參與校際

投石器的同學指導。第二天比賽在方潤華多元活

動中心進行，每班由3位代表投擲，賽事非常緊

凑，同學們也十分投入。最後賽果如下：

  湯兆昇博士科學講座

在12月3日，本校非常榮幸能邀請到電視節目《學是學

非》主持湯兆昇博士為初中的同學作科學講座，湯博士表演了

許多新奇有趣的科學實驗，也與台下的同學進行互動，帶他們

進入了奇幻的科學世界，同時也增進同學們的科學知識。

劉健新老師

最佳射手：冠   軍：2B 陳兆源  115分

               雙亞軍：2B 卓裕文  2C何穎恆  95分

組別冠軍：220分 2C 何穎恆、莫少朗、廖文浩

      亞軍：210分 2B 陳兆源、卓裕文、庾啟聰

      季軍：205分 2C 郭曉朗、梁錦輝、麥禮樂

班際冠軍：425分  2C

      亞軍：285分  2B

      季軍：280分  2A

最佳設計：鑽石獎： 2B 陳兆源、卓裕文、庾啟聰

                  金獎： 2C 何穎恆、莫少朗、廖文浩

科學領域 

  2021-22年度數理科技周（DT科）活動回顧

數理科技周DT科比賽

2021-22年度數理科技周活動已在2021年11月
29日（一）至12月3日（五）舉行。

在各項班際的比賽中，各班的代表都盡力參賽，務求為自己班爭取殊榮。比賽成績如下：

當中設計與科技科安排的比賽有：

11月30日（二）下午1:00至1:30的中三級班際星球探索車比賽；

12月1日  （三）下午12:05至12:45的中二級班際六足機械

                     （足球及格鬥）比賽；及

12月2日  （四）下午1:00至1:30的中一級班際氣球車比賽。

中一級班際氣球車比賽  

冠軍：1A、亞軍：1C、季軍：1B

中二級班際六足機械足球比賽  

冠軍：2C、季軍：2A和2B

中二級班際六足機械格鬥比賽 

冠軍：2A、亞軍：2B、季軍：2C

中三級班際星球探索車比賽 

冠軍：3A、亞軍：3B、季軍：3C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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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別的暑假假期中，香工科研4.0挑選了集編程、創科及關愛社會於一身的樂齡

創科計劃，首階段的課程已在去年的十月完成，及後同學們反應熱烈，對於編程及樂

齡科技的興趣相當濃厚，有見及此，在特別假期中開展第二階段，深化編程及應用的技

巧，同時啟發同學在設計功能上的意念，在首課課堂已超出預算的名額，感受到同學對

創科的熱誠，一連四堂的第二階段結束後將會緊接復課後的第三階段，將會學習連結硬

件及實踐相關功能的意念測試。香工科研4.0小組為照顧更多興趣不同的同學，我們參

加了由生產力促進局的STEM教育節，該教育節提供了不同元素的STEM工作坊，好讓同

學進一步發掘其STEM的潛能，該STEM教育節於四月開始，當中Roblox 體驗班，學習

Lua編寫語言對遊戲進行編碼，非常

受同學們歡迎，及後還有人工智能

體驗工作坊，同學們都非常踴躍參

與，暑假雖然來得突然，但無阻同

學們對科研的學習熱誠，做好準備

以迎接未來的不同挑戰！

本年度中文週已於11月9日至12日

順利舉行。本年度中文週節目包羅萬

有，包括：作文比賽、早會分享、中五

級辯論比賽及中二級毛筆書法比賽。其

中中五級辯論比賽更是中文週的高潮。

經過一輪激辯，5C班獲得冠軍。本年度

中文週也在一片歡呼聲中結束。

21-22 English Week was held between 6 and 10 December, 2021.  This year the theme was Cyberbullying.  
Nowadays many young people are hooked on social media and online games for hours on ends.  It is important they 
behave in a respectful and safe way in the cyberworld; not just among their friends but also with people they do 
not know.  To this end, we saw a need to cultivate in students a proper attitude on the internet by engaging them in 
activities that are both playful and educational.  

With this in mind, we organized different activities: morning talk, penmanship competition, tongue twisters and 
word games.  Students also had great fun dedicating songs to their classmates and teachers.  Some of them were even 
invited to play as DJ and read out other students’ requests.  The English Week culminated in the English Booth, where 
students could pit their wits against teachers in scrabble and English online games.  

梁紹倫老師

李國基老師

English department

香工科研4.0 

English Week 

Roblox1

Roblox2

意念
編程

中文週
辯 論 比 賽

書 法 活 動

辯論比賽參賽名單

中五丙班(前排) ：

李國舜、何日男、鄭景軒、覃柏林

中五甲、乙班(後排)

李冠賢、譚銘熙、鄭家榮、曾子揚

中五丙勝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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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術

二、體育運動：

甲 . 校內活動

乙 . 校外活動 / 比賽

日 期 活 動 名 稱 參與人數 負責老師

逢星期一、三 流行曲初探 每次4-8人 李英傑 李偉平

逢星期一至四 器械健身 每次10-12人

李國基 鄭頌平 彭俊鋒 

馬餘鴻 謝少華 林開和 

簡志騰

逢星期一、三 功課輔導 約120人 教職員

逢星期二 排球班 每次約10人 林曉鋒 黃洭平

逢星期四 手球班 每次約8人 黃毅鵬 陳君傑

逢星期四 網球班 每次約8人 鄧鎮宇

逢星期四

乒乓球班 每次約12人 陳以信

閃避球同樂 每次約25人 彭俊鋒

桌上遊戲 每次約20人 李奕寧 勞潔華

皮革工作坊 每次約6人 湯嘉琪

VR快趣中史遊 每次約8人 杜啟雄 孔玉珍

逢星期二 拳擊 每次約10人 黃志偉

逢星期四 跆拳道 每次約8人 梁紹倫

逢星期二、四 香工ROBOT 每次約6人 羅嘉倫

逢星期二 青少年中心同樂 每次約20人 吳梓揚 鄺志恒 張敬文 

逢星期四 旋風球 每次約12人 李淑儀及外聘導師

逢星期四 籃球領袖計劃 每次約8人 黃兆強及外聘導師

逢星期三 雜耍班 每次約10人 李淑儀及外聘導師

逢星期四 魔術班 每次約4人 李淑儀及外聘導師

逢星期二 扭波班 每次約4人 李淑儀及外聘導師

逢星期二 香工槍研會 每次約10人 黃兆強及外聘導師

09/12/2021 HADO AR電子閃避球 20人 謝少華

11/2021 一人一花計劃 全校學生參加 余家瑩

11/10-23/12/2021 香工戲劇組 余家瑩

日 期 活 動 名 稱 參與人數 負責老師

2021-10-06 學生會選舉 全校 李偉平

2021-10-15 學生會交職 全校 李偉平

2021-11-17 籃球神射手 約40人 李偉平

2021-11-17 膠樽回收計劃 / 李偉平、梁蘊瑩、梁竹珊

2021-12-09 足球神射手 約15人 李偉平

2021-12-22 聖誕聯歡會暨便服日 全校 李偉平

日 期 活 動 名 稱 參與人數 負責老師 比賽成績

11/2021
Interschool Speech

 competition
26 English Department

To be released 
on February 

2022. 

10-11/2021 Debate organized by HKSSDC 10 Mr. King

10/2021
「中國航天夢」全港徵文

比賽 2021
4人 全體中文科老師

姚駿賢：優秀
精句嘉許獎

10/2021
《向老師致敬》
徵文比賽2021

6人 全體中文科老師

11/2021 第72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11人

日 期 活 動 名 稱 參與人數 負責老師 比賽成績

05/11/2021-
29/11/2021 學界甲組羽毛球比賽

6人
曾泯禧 3B  黃宇軒 4A
李耀熾 4B  方展翹 5A
鍾旻罡 6C  易浩禮 6C

劉淑文 十二強

14/11/2021 學界甲組乒乓球比賽
4人

盧俊杰 4B  黃   晉5B  
蔡念基 6C  鍾旻罡6C

陳以信 分組賽第三名

三、科技與科學：

四、藝術：

五、服務及其他：

日 期 活 動 名 稱 參與人數 負責老師 比賽成績

25/9/2021

「英才盃 - STEM 
教育挑戰賽」

2021 決賽暨頒獎
禮

3人

梁銘振3A  陳人鳳4C  

黎海桐4C

劉健新 
曾志揚
黃洭平

優異獎

13/9/2021
 -18/12/2021

RoboMaster2020
青少年挑戰賽 

香港站

6人

鄭   智2A  魏哲亨2C  

陳兆熙3A  林涎楓3A  

劉立熹3A  麥雅樂4A

曾泯禧2A

羅嘉倫 分組賽冠軍
決賽16強

17/11/2021 電話應用程式及
數據科學工作坊

4人

陳人鳳 4C  張曜鴻 4C

黎海桐 4C  盧駿諾 4C

曾志揚
黃洭平

27/11/2021
第十五屆「創協
盃」創意科技機

械人大賽

8人

蔡念敬 1A  呂柏樂 1A

蘇天賜 1A  余建穎 1A

丁孝彥 2C  麥灼垣 3C

陳兆熙 4C  林涎楓 4C

羅嘉倫

二等獎
丁孝彥 2C  麥灼垣 3C

三等獎
蔡念敬 1A  呂柏樂 1A
蘇天賜 1A  余建穎 1A
陳兆熙 4C  林涎楓 4C

11/12/2021
參觀中電

 E-Playground

2人

劉梓聰 4C

黃傳文 4C

張志揚

15/12/2021 空氣質素傳感器 
DIY工作坊

4人

陳人鳳 4C  張曜鴻 4C

黎海桐 4C  盧駿諾 4C

曾志揚 
黃洭平

日 期 活 動 名 稱 參與人數 負責老師

13/11/2021 《我想‧可持續發展的
香港》短片創作比賽

4人
湯梓滔2A  葉文健2A
鍾樹臨2B  郭曉朗2C

陳柏熹

日 期 活 動 名 稱 參與人數 負責老師

30/10/2021 山繫少年
4人 

蔡念敬1A  鄭樂晞 1B
劉爾圻1C  梁嘉健3B

謝少華

19/11/2021
明愛專上學院 

白英奇課程資訊日

3人
陳國濤 6A潘英豪 6B

林凱耀 6C
黃志偉

4-10/2021 你是你本身的傳‧耆 

劉雋弘(2A)  何正浩(3A) 
林一心(3A)  溫卓翹(3A) 
鄭太源(3A)  麥雅樂(5A) 
李建科(5B)  曾子揚(5B) 
黃柏龍(5B)  陳永德(5B) 

黃毅鵬 李英傑

23/12/2021
培育班冬季

小夏威夷山行

5人
廖卓言 2A  姚浩霖 3A
陳昊朗 3C  張濟深 5C

趙鈞楠 5C

馮哲希

2021-22 第一學段學生活動

新舊學生會交接 拳擊班

排球班 桌上遊戲

聖誕聯歡 流行曲初探

電子閃避球 電子閃避球 香工槍研會

RoboMaster青少年挑戰賽香港站

閃避球

~11~



寄宿 心聲心心心心部

突如其來的假期，全港學生突然在3月放假至4月下旬，相信很多家長都未能

即時反應過來，為子女安排合適的活動。

為使學生能善用此假期，全校教職員在短短的兩周內安排「特別假期尖子計

劃」、「假期精進班」、「假期ECA Online」及「中五級補課」，通過 ZOOM 為

學生安排不同的學習支援與全方位學習活動。

「假期ECA Online」打響頭炮，老師花盡心思，由3月14日起，一連四星期

舉辦不同的全方位學習活動，內容包括宗教、體育、科技、倫理、文化、音樂及

藝術，共七十三項，而活動形式有遊戲、討論、問答、分享、輔導、直播訪問等

等，讓同學善用假期時間，擴闊視野之

餘，同時維持良好的師生關係。學生可

因應個人興趣，選擇適合的活動即時參

加。為鼓勵學生參與，全方位學習及活

動委員會更準備小禮物，獎勵積極出席

活動的學生。

除ECA外，學校亦為中一至中五級

學生舉辦不同的學習活動。「特別假期尖子計劃」是為有能力的學生而設立。

老師按日常表現推薦學生參與，提昇他們學習興趣和動機，使成績更進一層

樓。尖子計劃共分3星期進行，由中文科、英文科及數學科安排學習活動。

若學生在完成假期功課時遇到困難，可於「假期精進班」時段登入網課教

室向老師查詢。

中五級學生多年來經歷多次停課及網課，課時嚴重減少。中五級科任老師

及學生眾志成成利用假期追趕課程，進行「中五級補課」，為文憑試準備。

最後，期望全球疫情可盡快消退，學生可重返教室，參與不同的學習活

動，繼續多姿多彩的校園生活。

時光飛逝，不知不覺間已經到了中六，我由中一時一個懵懂的孩童，搖身一變已成為一個成熟穩重的青少年，今年正

要面對公開試的挑戰。在學校六年的光景中，學到很多東西，例如讀書及與人相處之道。特別在宿舍當中，學到的更多，

最主要是學會如何溫習讀書、學做人、學走永生的路。經過六年的努力終有一番成就我已成為一個懂得尊重他人，做事充

滿信心的青少年，這都是在宿舍生活中有所成長，令我改變。

為此特別感謝宿舍多年的照顧，特別是林神長及各導師的提點，使我有所得益成長，相信若沒有宿舍的幫助，就沒有

今日的我，足見宿舍有其獨到之處，能使人改變，使人成長。

最後借林神父的一句話作結「萬丈高樓平地起，英雄不怕出身低」相信在宿舍打的基礎，日後定必有一番成就。

陳以信助理校長

6C 鍾旻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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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聲編輯委員會

「特別假期尖子計劃」、「假期精進班」、

                    「假期 ECA Online」及「中五級補課」 

流行曲編曲入門

動動你的腦

宿生鍾旻罡 宿生洗碗 晚上溫習 林神父和宿生一起吃飯

直播訪問皮藝公司東主

上網ZOOM一ZOOM功課冇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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