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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互聯互通大中華青少年中文寫作
複賽三等獎
5D蔡禮珊同學參加了 2019互聯互通大中
華青少年中文寫作大賽，經過網上自由投
稿的初賽，網上限時指定題目的複賽進入
決賽，在大中華地區二萬多參賽者中，蔡
同學獲得複賽三等獎。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季軍
3B吳加晴及 3B劉千悅同學在粵語二人朗
誦獲得季軍，劉千悅同學更在普通話散文
獨誦取得季軍。同時，18位同學在本屆香
港學校朗誦節朗讀比賽中表現優異，獲頒
優良證書。

中文科

2018-2019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旭日文學之星獎」、「恆源祥文學之星

一等獎」及銅獎

3B黃雪兒同學在 2018-2019中國中學生
作文大賽中，獲得香港賽區初中組最高榮
譽「旭日文學之星」，全港只有 7位初中
同學獲此殊榮。並獲邀請在本年 4月代表
香港前往河南鄭州參加全國決賽，再奪得
「恆源祥文學之星」初中組一等獎。5D錡
婧同學獲得香港賽區高中組銅獎。

第 30 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

讀後感寫作比賽季軍

3B黃雪兒同學獲得上述初中組獎項。

學生成就學生成就

3B 黃雪兒同學和頒獎嘉賓合照5D 錡婧同學和校長合照

元朗區文藝之星嘉許計劃 2018/19
5D郭立興同學在元朗區文藝協進會主辦之
元朗區文藝之星嘉許計劃 2018/19，獲得
嘉許狀，以表揚郭立興同學在文學創作上
的優異表現。

English Debate

Our English Debate Team represented 
YLPSS in the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HKSSDC) 
and the Inter-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s English Debate Competition.  
Chan Hin Ching from Class 3D won the 
Best Debater Award in the HKSSDC.  In 
the IGSS competition, our S.5 students 
a d v a n c e d  t o 
t h e  Q u a r t e r -
finals.  Though 
t h e  s e a s o n 
has ended, our 
team is already 
looking forward 
to next year.   

Au Ho Yan from 4D arguing 
our side's case in the HKSSDC



香港創意公關大賽 2019 優異獎
4B鄧柏軒同學及 4D陳家明、文概霖、
鄧朗謙、林雄輝同學參加了教育局商校合
作計劃及全港創意公關大賽籌委會舉辦
的「 全 港 創
意 公 關 大 賽
2019」，同學
表現出色，取
得高中組優異
獎。

善德基金會全港中學
校際問答論證賽 2019 優異獎
3B張耀文、關詠軒、劉千悅、吳加晴、勞
慧婷同學、4D陳俊瑋、林雄輝、鄭逸俊、
林子洛同學、5A吳宇軒、李志泉同學，在
2019年 5月參加由善德基金會舉辦的「全
港中學校際問答論證賽 2019」，奪得優異
表現獎。

第七屆「法制先鋒」問答比賽入圍獎
183位中一至中五同學們參加了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及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舉辦
的「法制先鋒」問答比賽。同學們表現優
秀，奪得入圍獎項。

綠色能源夢成真 2019 入圍
4B鄧柏軒及 4D林雄輝、林子洛、鄭逸俊、
陳俊瑋、文概霖同學參加了由香港電燈有
限公司舉辦的「綠色能源夢成真 2019」。
他們所編寫的計劃書順利入圍，獲得港幣
37080元的資助，以完成計劃。之後將進
入評審階段，以競逐各獎項。

香港創意公關大賽 2019 優異獎

善德基金會全港中學校際問答論證賽 2019 優異獎

通識健康教育計劃 2018-2019 冠軍季軍
2019年 5月本校同學參加香港防癆心臟
及胸病協會舉辦的「通識健康教育計劃
2018-2019」。5D錡婧、王若嵐、唐琛蕾
和江芷詠同學勇奪高中組冠軍，獲得獎杯
及港幣三萬元獎學金。4D林雄輝、文婷
郁、梁愷庭、劉永豪奪得高中組季軍，獲
得獎杯及港幣一萬元獎學金。2B胡紫晴、
3A劉樑懿、3B吳加晴、劉千悅、勞慧婷、
李咏詩、3C李欣婷、張佳彤、於初中組成
功入圍，獲發証書嘉許。

通識健康教育計劃 2018-2019 冠軍季軍

香港校際研究節 2019
STEM 教育通識盃季軍
4D林雄輝、陳俊瑋、文概霖、高梓棋同學
在 2019年 5月參加由通識年賽及香港校
際研究節合辦的「香港校際研究節 2019 - 
STEM教育通識盃」，同學表現出色，奪
得季軍。

香港校際研究節 2019 - STEM 教育通識盃季軍

通識教育科



2019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 HKMO Open 金獎銀獎銅獎
4D林雄輝及 4D高梓棋同學於 2019年 3
月 23日，參加了由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
會及學勤進修中心合辦之「港澳盃 HKMO 
Open」，兩位同學表現優秀，各自獲得了
金獎。另外，在上述的比賽中，1A陳文豪、
1A江卓健、1A文綽熹和 1D唐俊謙同學
分別獲得了銀獎，而 1A黎彦孜、1B林道
基、1C宋家輝、1D朱啟鵬、1D鄧天泰
及 2B林樂宜同學分別獲得了銅獎。

2019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
AIMO Open 銀獎銅獎
承接初賽的優秀表現，1A江卓健、1A文
綽熹和 1D唐俊謙同學分別獲得了銀獎，
而 1D朱啟鵬、1B林道基及 4D林雄輝分
別獲得了銅獎，同學於比賽越戰越勇，值
得嘉許！

校內數學建模挑戰賽冠軍
3B陳坤正及 3B馬浩然同學於 2019年 4
月 17日至 5月 17日參加了上述比賽並奪
得冠軍。

數學思維大激鬥 2019 校際賽銅獎
1D唐俊謙、2B林樂宜及 3B馬浩然同學
在 2019年 3月 31日參加了上述比賽並奪
得銅獎。

數學科

STEM

STEM 其他獎項

比賽 主辦單位 獎項 獲獎學生

趣味科學比賽 2019
2019年 2月 16日

香港學者協會、香港數
理教育學會、香港教育
工作者聯會、康樂及文
化事務署香港科學館聯
合主辦

1. 高班組零存組
<<一等獎 >>
<<最佳工藝獎 >>
2. 高班組整付組
<<二等獎 >>
3. 低班組 零存組
<<二等獎 >>

1. 4B鄧柏軒、
4D葉鎮南
2. 4D林雄輝、
4D高梓棋
3. 3C鍾禮杰

STEM方案設計比賽
2019年 4月 13日 香港工程師學會 第二名

4A黃樂文、
4B李諾潼、
4D林雄輝、
4D林子洛

創意編程設計大賽
2019年 5月 4日

香港青年協會創新科技
中心

高中組第三名

4D林雄輝、
4D林子洛、
4D陳俊偉、
4D高梓棋

Code2App編程挑戰
計劃 (與通識教育科
合辦 )
2019年 5月 18日

科大—李錦記快樂家庭
學習中心、香港教育城
聯合主辦

冠軍

3B關詠軒、
3B莫恩銘、
3B馮景彥、
3B鄧灝楓

第 30屆中學生好書
龍虎榜─好書推介網
頁設計比賽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優異獎 5C陳芷君

趣味科學比賽高班組零存組一等獎及最佳工藝獎。

趣味科學比賽高班組整付組二等獎。

Code2App 編程挑戰賽冠軍
3B關詠軒、莫恩銘、馮景彥、鄧灝楓同學
在 2019年 5月參加由教育城及香港科技
大學合辦的「Code2App挑戰賽」。同學
所設計的 App於眾多作品中脫穎而出，奪
得冠軍。每位隊員獲得無人機一部，並可
免費修讀科大暑期學分課程。獲獎同學還
接受了「PCM電腦廣場」雜誌的訪問。

Code2App 編程挑戰賽冠軍



小園圃種植中學組冠軍

趣味科學比賽低班組零存組二等獎。

創意編程設計大賽高中組第三名。

STEM 方案設計比賽第二名。

音樂科

台灣亞洲 ‧ 愛琴海藝術講堂及音樂大賽－

香港區選拔賽一等獎

在由兩岸音樂藝術教育交流協會主辦的台
灣亞洲愛琴海藝術講堂及音樂大賽中，3D
梁曼姿同學於 2019年 5月 13日香港區選
拔賽 , 勇奪鋼琴指定作品
組古典奏鳴曲組一等獎及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鋼琴考
曲組鋼琴八級組一等獎，
將代表香港到臺灣藝術大
學，參加於 8月 3-5日總
決賽 , 與亞洲其他國家地
區選手切磋交流。

音樂科其他獎項
比賽 主辦機構 獎項 獲獎學生

屯元天聯校音樂文化比賽
2019年 3月 2日 青年天地發展基金 鋼琴中級組銀獎 3A駱心怡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2019年 4月 7日 元朗大會堂 鋼琴公開組銅獎 3A 胡穎琳

中國音樂學院 2019
考級大賽選拔音樂評分賽
2019年 4月 19日

中國音樂學院考級
委員會 (廣東考區 )

鋼琴公開組
三等獎

3A駱心怡

香港青少年音樂大賽
2019年 4月 27日 香港音樂藝術發展中心

鋼琴級別組
八級組
金獎

4C蔡咏恩

環境教育組

體育科

美術科

綠化校園資助計劃 -- 小園圃種植冠軍
環境教育組一直致力廣植樹木，美化校園
環境。本年度參與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
辦的綠化校園資助計劃，學校的綠化工程
獲評審團的嘉許，選為小園圃種植中學組
冠軍。

「龍城康體杯」港深游泳邀請賽冠軍亞軍
3D梁曼姿同學於 2019 年 4月，參加了九
龍城區康樂體育促進會主辦的「龍城康體
杯」港深游泳邀請賽，獲得 14歲及以上
女子組50米自由泳冠軍及50米背泳亞軍。

攝影及書畫比賽金獎二等獎三等獎
1A黃婉淇同學於「第 21屆冰雪情國際師
生書畫攝影作品交流展」及「母親頌第 35
屆全國少年兒童書畫大賽」獲得金獎、「第
14屆『喜洋洋杯』全國青少年兒童書畫作
品大賽」獲二等獎、「《中國少年兒童美
術書法攝影作品》(第 21卷 )暨『華夏兒
藝』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獲
得美術三等獎。

3D 梁曼姿同學喜獲鋼琴一等獎



5D 吳翠怡於第 55 屆學
校舞蹈節獲中國舞(獨舞)
優等獎：舞樂（朝鮮族）

舞蹈學會

舞蹈學會本年度舉辦了多
元化的舞蹈課程，鼓勵學
生發展舞蹈才能。學生經
過多月來的努力，於 2019
年 1月至 5月參加了多個
舞蹈比賽，並獲佳績，成
績令人鼓舞。

第 55 屆學校舞蹈節中國舞（群舞）甲級獎舞蹈：我心飛翔（蒙古族）

比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第 55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獨舞） 優等獎 5D吳翠怡

第 55屆學校舞蹈節、
第 47屆全港公開舞蹈
比賽

中國舞（群舞）
甲級獎
銀獎

1A林可兒、1B李婉怡、1B麥鎧澄、
1C何雅芝、1C李佩淇、1C梁馨月、
1C呂慧敏、2B陳伊嫚、2B胡紫晴、
2C施卓駧、2C徐麗婷、2C黃君陶、
2D羅嘉靜、3A林穎兒、3B劉千悅、
3B吳加晴、4C陳芍淇、4C林佳眉、
5D吳翠怡

第 19屆全港校際
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

單人喳喳喳
冠軍 2B何俊豪

季軍 1A呂影淘

雙人鬥牛舞
冠軍 1A呂影淘、2B何俊豪

亞軍 2D林慧珊、2D 凌采瑤

雙人倫巴舞
冠軍 1A呂影淘、2B何俊豪

亞軍 2D林慧珊、2D 凌采瑤

中學組團體 總冠軍
1A呂影淘、2B何俊豪、
2D林慧珊、2D 凌采瑤

第 11屆全港校際
「舞蹈藝術家」大賽

單人喳喳喳

最傑出獎 1A呂影淘

優等獎 2D林慧珊

甲等獎 2D凌采瑤

單人華爾滋 最傑出獎 2B何俊豪

單人倫巴舞 甲等獎 2B何俊豪

「經典·美文·姊妹·同心 」
2019 年粵港澳姊妹學校經典美文誦讀比賽

銅獎

為推動粵港澳姊妹學校交流和粵港澳中小
學校緊密合作，促進粵港澳大灣區教育發

兩校同學合作演繹蘇軾《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粵港澳姊妹學校交流活動

展，弘揚與傳承中華經典文化，1B 賴鑽
森、張灝琳和游思晴同學於 2019年 4月
28日與廣大附中增城實驗中學學生組隊，
赴廣東科學中心學術交流中心參加是次比
賽，合作朗誦蘇軾《水調歌頭·明月幾時
有》。兩所學校通過微信和視頻進行了多
次練習，獲得銅獎。

南華早報年度學生獎 - 社會服務
5A周綺琳同學熱心服務新移民家庭及社區
長者，並到泰國義教，獲南華早報遴選為
全港 12名獲此獎項的同學之一。

5A 周綺琳同學獲南華早報年度學生獎 - 社會服務

香港交通安全隊新界北總區周年檢閱禮
步操比賽 2018/2019 冠軍亞軍
交通安全隊周年大會操 2018/2019 步操比

賽季軍

經過半年無比艱辛的集訓，本校交通安全
A隊和 B隊在香港交通安全隊新界北總區
周年檢閱禮步操比賽 (中學組 ) ，分別奪
得步操冠軍盾和亞軍。交通安全 A隊亦在
周年步操檢閱比賽中榮獲季軍。4A李紹維
同學和 5A賴鎂澄同學亦因為優良學業表
現獲頒交通安全隊獎學金。



基督少年軍步操比賽亞軍

基督少年軍新界西九龍西區步操比賽
2018~19 亞軍
基督少年軍第 337分隊聯同基真堂第 8分
隊，參加 2018~19年度新界西九龍西區步
操比賽，榮獲亞軍。比賽過後 ,隊員於步
操、整理制服、團隊合作等技巧，均有所
裨益。

香港交通安全隊新界北總區周年檢閱禮步操比賽 2018

2018-2019 下學期統一測驗名次
班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1A 江卓健 廖雅雯 文綽熹

1B 李瑋軒 簡亮晶 陳洛筠

1C 何雅芝 陳宇軒 吳愷晴

1D 陳可楠 林佩瑩 林紫瑤

2A 文詩婷 劉知行 莊露薇

2B 陳俊僖 林樂宜 趙釋楊

2C 陳經緯 徐祉溢 梁廣源

2D 劉煒釗 羅慧儀 鄧樂瑤

3A 張耿豪 楊穎彤 洪兆熹

3B 黃雪兒 馬浩然 吳加晴

3C 王康婷 劉珏彤 鍾禮杰

3D 廖美琪 鄧仲泓 林曉姿

4A 周昕榆 鄧景光 黃俊傑

4B 招希愉 蔡靖汶 林詠霞

4C 唐珮瑜 張慧妍 黃曉婷

4D 曾錫樑 李家威 高梓棋

5A 吳宇軒 李志泉 周綺琳

5B 蔡雨桐 陳韶廷 陳鴻

5C 李泳錞 李思晴 李子朗

5D 陳詠怡 王若嵐 曾依玲，蔡禮珊

學生活動學生活動

中文科 「我和我的藏書」
閱讀推廣活動

電影欣賞

在春暖花開的三月，中文科組識了春暖花
開 --我們閱讀吧！」系列之「我和我的藏
書」閱讀推廣活動，同學們藉此機會得知
其他同學的藏書
量，擴闊眼界，
從而形成購書、
閱書、藏書的風
氣。

中二級同學於 2019年 3月 11日到電影院
看電影《流浪地球》，此活動豐富了同學
的想像，鼓勵創意寫作，寓學習於娛樂，
同學們度 過了愉快的下午。 

5A 吳宇軒同學和他的藏書

中一親子閱讀報告比賽
中文科、圖書館與閱讀推廣組於 4月合辦
「中一親子閱讀報告比賽」，1B梁珺怡同
學及其家長得冠軍，1D江姻同學及其家長
得亞軍，1C 吳愷晴同學及其家長得季軍；
1A 張焌達、關穎潼、1B林道基、1C呂慧
敏、1D林紫瑤、1D 陳洛怡同學及其家長
得優異獎。



通識教育科

Englis
h

改革開放四十年
專題研習獎勵計劃

English Society

Inter-class
Speaking Competition

由教育局主辦的「改革開放四十年 專題研
習獎勵計劃」於 2019年 4月完滿結束。
3B關詠軒、陳坤正、馬浩然、張耀文、吳
加晴、勞慧婷、劉千悅、李佳盈同學、4D
林雄輝、高梓棋、鄭逸俊、林子洛同學已
完成研習，獲得証書嘉許。

T o  c e l e b r a t e 
Valentine's Day, our 
S.1 students joined 
speaking act iv i t ies 
o r g a n i z e d  b y  t h e 
English Society.  Students played English 
games and took time to write Valentine's 
Cards to their classmates.  It was a 
relaxing and fun atmosphere as everyone 
used English with their friends.  

Th i s  yea r ' s  I n te r - c l ass  Speak ing 
Competition was a great success as 
participants prepared thoughtful and 
compelling speeches.  Au Ho Yin from 
Class 4D was the Senior Form winner 
and Du Shuk Ming from Class 3A was the 
Junior Form winner.

深圳創新科技與
經濟發展探索之旅
4B鄧柏軒、4D林雄輝、
陳俊瑋、林子洛同學在
2019 年 3 月 28 日，參
加了由教育局舉辦的「深
圳創新科技與經濟發展
探索之旅」活動。同學
參觀了深圳工業展覽館、
深圳改革開放展覽館及
海能達 (Hytera)無線電
制造商。同學們深入了
解內地智慧城市的發展，
有利日後步入創科之路。

同學參觀深圳市
工業展覽館

中史科 元動中史 --
「校本中國歷史遊戲式
手機應用程式」計劃

中史科為了培養學生學習中國歷史的興
趣，並訓練學生多角度分析問題的能力，
從而提升學習效能，於本年度成功申請優
質教育基金，推行「校本中國歷史遊戲式
手機應用程式」計劃，設計手機應用程式
「元動中史」，寓教學於遊戲中。「元動
中史」配合數位遊戲式學習及翻轉課堂的
教與學模式，內容包括有選擇題競技比賽、
派對遊戲、歷史資料內容溫習 (內有文字、
圖片資料 )、相關朝代歷史成語、故事及
計分龍虎榜。期望學生能在課堂及課堂以
外的時間備課、學習。「元動中史」已於
2019年 4月正式推行，該計劃令學生對中
史科有嶄新的學習體驗。

Chan Tsz Kwan from 5C giving her speech in the Final Round.



本校 8位同學於 2019年 3月 16日參加由
環境運動委員會舉辦「基礎環保章」新界
東北地質公園考察。同學當日欣賞赤門海
峽沿途景色，亦踏進鴨洲獨特景觀 --「鴨
眼」。是次
活動加深同
學對香港地
質及地貌的
認識，亦體
驗鴨洲及吉
澳小島的風
土人情。

同學們向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 右三 ) 介紹「元動中史」
圖片來源﹕《政務司司長出席「百年五四」展覽開幕
典禮致辭全文》香港特區政府網上新聞公報 4/5/2019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05/04/
P2019050400667.htm

《晴天行動 2.0》「防天災，保平安」展覽

「基礎環保章」考察活動

最佳光影服裝設計—冠軍 3D

最佳光影服裝設計—亞軍 3A

「百年五四」活動
3A胡穎琳、莊欣琪、3C鍾禮杰、梁翊彤、
黃靖嵐、3D陳衍菁同學於 2019年 5月 4
日，參加了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會主辦的
「百年五四」活動。當日，同學們粉墨登
場扮演民初學生，推廣「元動中史」手機
應用程式之五四運動篇。是次活動本校獲
得「最受歡迎攤位獎」。

地理科
《晴天行動 2.0》
「防天災，保平安」
展覽

「基礎環保章」培訓 (中學組)
考察活動

地理科誠邀土力工程處（GEO）於 2019
年5月14至17日舉辦《晴天行動2.0》「防
天災，保平安」展覽，旨在提升同學對山
泥傾瀉的警覺性及應變知識。展覽首日，
土力工程師向同學親身示範一系列 STEM
工作坊，同學能透過展板上的「二維碼」
參與互動遊戲，他們更可戴上「虛擬實境」
配置，「親歷」香港上世紀發生嚴重山泥
傾瀉，體驗既刺激有趣，亦能反思預防山
泥傾瀉刻不容緩。

美術科 光．影時裝設計比賽

為發展同學的創造
力、想像力、審美
能力及響應 STEAM
發展潮流的大趨勢，
視藝科聯同電腦科
及物理科於 2019年
3月29日舉辦 「光．
影時裝設計比賽」。
中三及中四視藝科
的同學各展所長，
擔當形象顧問、服
裝設計師、模特兒、司儀、插畫師等。在
比賽當天，25位模特兒悉心打扮，形象與
服飾設計均體現光影元素，同學表現投入， 
寓學習於娛樂。



清潔龍鼓灘及燒烤同樂日

貧富宴

學生

發展及支援

家長教師聯誼會
清潔龍鼓灘及
燒烤同樂日
貧富宴

家長教師聯誼會於 2019年 3月 23日舉
辦「清潔龍鼓灘及燒烤同樂日」活動，
當日由余校長及高主席率領，123位師生
家長齊齊清潔龍鼓灘，並燒烤聯誼，大
家度過了有意義又快樂的一天。另外，
在 2019年 5月 3日，家教會與學生會合
辦「貧富宴」，家長義工為中一同學預
備「貧」及「富」餐，活動為宣明會籌
得六千多元。

好心情校本訓練營

輔導組 好心情校本訓練營

輔導組和童軍知友社於 2019.3.16-17.在青年協會賽馬會
西貢戶外訓練營，舉辦了「好心情校本訓練營」，加強同
學的抗逆能力及建立朋輩大使對初中同學的支援網絡。參
與同學都盡情投入每項活動，並認真反思箇中意義。

訓導組 領袖生訓練

本學年的領袖生訓練已於 2019年 2月 23日順利完成。在學友社導師的帶領下，領袖生
們更認識自己及藉此建立團隊默契。



22位中四中五同學參加了「親切」舉辦之「青少年共
融大使訓練計劃」，計劃為期一年，同學們須和智障
或殘疾人士一起表演舞龍、舞旗和打鼓等。為此同學
們勤學苦練，堅持不懈，在 2019年 5月 5日的活動成
果展示會上和殘疾人士一起合作演出，獲得一致好評。

同學們在做表演前準備

青少年共融大使訓練計劃

中一全級同學於 2019年 4月 8-9日，到
元朗八鄉少年警訊永久中心進行二日一夜
入營訓練，同學們在少年警訊警官指導下，
進行射擊、攀登繩網、野外定向和歷奇活
動，透過這
些活動，培
養同學自律、
紀律和互相
尊重的好品
格。

長官、家長及隊員大合照

同學們在教官帶領下做熱身運動

紮作成品 – 竹橋

海事青年團信念號分隊成立日

中一元朗八鄉少年
警訊永久中心挑戰營

海事青年團 --信念號分隊於 2019年 5月 18日正式成立，司令官陳偉強上校及各長官更親
臨主持分隊成立儀式。

女童軍銀盾比賽 2019

女童軍於 2019年 5
日 19日參加了總會
舉辦的銀盾比賽。
今屆的主題是「竹
智多謀童闖挑戰」，
結合了基本紮作技
巧及 STEM元素，
隊員需在限時內完
成建構竹橋及編寫
電動車驅動程式，
同學們在活動中實
踐所學，獲益良多。



圖書館活動

開放日

圖書館於學校開放日，配合「電子學習」
主題，設置了攤位遊戲介紹 Hyread 電子
書、香港公共圖書館及香港教育城電子資
源。

世界閱讀日

參觀香港中央圖書館

為響應世界閱讀日，閱讀推廣組與圖書館
於 2019年 4月 15日至 18日舉辦了「漂
書祭」，目的是提供平台推動同學交換書
本閱讀，並藉此鼓勵大家以環保共享方式
閱讀。圖書館亦舉辦了「借書有禮」、「復
活之旅」及「電子 PK競賽─復活篇」活
動，鼓勵同學到圖書館借閱書籍。此外，
圖書管理員於 4月 27日參與了由教育局
及語常會主辦的「2019響應世界閱讀日 
─ 悅愛閱讀、悅讀愈愛 ─ 民間故事萬花
筒」活動，擴闊閱讀視野。

閱讀推廣組與圖書館於 2019年 5月 6日
舉辦了「參觀香港中央圖書館」活動，旨
在讓圖書館管理員及閱讀大使對香港中央
圖書館的設施和服務有更深入的認識和善
用圖書館資源。

同學自行組裝的電動車啟動開幕儀式

開放日制服團隊步操檢閱小學生專心聆聽元中大哥哥的講解

開放日 2019

開放日「電子學習 指觸屏樂」已於 3月
15日順利舉行。六隊制服團隊的步操表
演，整齊的步伐、高昂的士氣為開放日拉
開序幕。學科及興趣組別均以「電子學習」
為題精心設計攤位遊戲，讓嘉賓更認識我
們學與教的成果。當天除獲校友、家長踴
躍參與支持外，數百位來自不同小學的同
學積極投入各項活動，令開放日圓滿成功。



領袖生內地交流計劃

5D陳詠怡、錡靖、5B李苑瑜同學在 2019
年 4月 23 - 27日，參加了教育局舉辦的
「領袖生內地交流計劃 -北京」。同學在
旅程中參觀了故宮博物館、長城及北京航
空航天博物館等，到北京大學聽講座，認
識「一帶一路」的發展情況，到中學交流，
了解國內學生的校園生活，此行加深了同
學們對祖國的認識。

同學們於客家土樓前合照

福建省歷史文化及海上絲路考察之旅

2019年 4月 17-20日，中三至中五 40名同學參加了由教育局主辦的「福建省歷史
文化及海上絲路考察之旅」，拜訪了松柏中學及華僑大學，參觀了客家土樓、廈漳
泉經濟區及當地企業，對福建的歷史、文化、經濟、教育及作為海上絲路起點的重
要性，有更深的了解，並寓快樂於學習。

同學們在遵義會議會址前留影

百仁之友 -- 義傳貴州
25位中四、中五同學於 2019
年 4月 25-30日到貴州遵義
交流學習，同學們在當地探訪
老人院、抗日老兵並做社會服
務；到貴州義工協會交流，了
解國內義工服務發展。此行加
深了同學們對中國近代歷史及
現今國情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