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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長 的 話
各位親愛的家長及同學：
歡迎大家再次回來慈幼這個大家庭，更特別歡迎今年新加入慈幼的同
學和家長。
相信每一位同學都希望進步及成功；在學年的開始，讓我送給同學們
送上兩個邁向進步及成功的錦囊。
第一個錦囊：把學習成為一種習慣。做預習、筆記、功課，雖然是日
常學習的細節，但如能在這些細節上做好，將之成為自己的習慣，一點一
滴、假以時日，一定可以讓自己學得更好。此外，世界變得越來越快，知
識的領域已不局限在書本上。所以，能把學習成為自己的習慣，才能開放自己的心胸接受新的事
物，勇敢改變自己，突破自己。
第二個錦囊：把夢想成為一個目標。去年，我們慶祝建校65周年，並以慈幼夢工場為主題，
藉此鼓勵同學要努力追尋夢想。當然只是空談夢想，是沒有實際作用的。我們要把夢想具體化，
並將之變成目標，再有計劃、有系統地把它實踐出來，才能夢想成真。的確，只有朝著太陽方向
而行的人，才能看到太陽。同樣，只有朝著夢想努力奮鬥的人，才能實現自己的夢想。要追尋夢
想，實現理想的過程或許會困難重重，但聖經告訴我們：「含淚播種的，必含笑獲享收成。」(詠
126:5)。特別是即將要應考中學文憑試的同學，你們所要面對的困難、挑戰更大。但請同學們緊
記：要突破自己，向著目標邁進並不困難，因為你們確實有不少師兄已做得到。你們的師兄們在
2016中學文憑試中，整體成績表現令人滿意。數學、數學延伸(M2)及物理科取得5**級的百分率
更高於全港水平，而數學延伸(M2)考獲5*級及5級的百分率更遠高於全港水平。深信在上主的祝
福和老師們、同學們的努力下，同學一定能夠進步及成功。
本年是我們三年發展計劃的第二年，學校主題仍是「規劃生涯展自我，提升學養奠根基」。
我們將繼續把重點放在同學不同的成長需要上，包括學術、非學術和成長發展等。期望藉老師與
同學所建立的亦師亦友關係，使老師成為同學們的生命導師，協助每一位同學發展不同的潛能，
為他們的人生諦造一個更豐盛的未來。當然，要發展同學的潛能，協助他們作出生涯規劃，家長
的角色是不容忽視的。本年，我們的生涯規劃組會繼續與校友會合作推行良師益友計劃，並會為
家長舉辦一些認識生涯規劃的活動，以裝備各位家長成為子女們的生涯規劃領航員，與老師們一
起陪伴著同學作出生涯規劃，邁向人生目標。
在本學年的開始，讓我們懷著感恩的心向天父祈求，祈求祂繼續帶領我們慈幼的師生，在不
同的範疇上追求卓越，朝著夢想目標邁進。
願天主祝福各位及您們的家人。
   

杜玉燕 校長
2016年9月1日

「含淚播種的，必含笑獲享收成。」(詠126:5)   “Those who sow with tears will reap with songs of joy.”

Psalm 126:5

「規劃生涯展自我，提升學養奠根基」 “Consolidation for Academic Excellence, Endeavour Through Life Planning.”

「校長報告」
1. 2016-17年度法團校董會成員：
校監陳鴻基神父(法團校董會主席)、馮定華神父(辦學團體校董)、蘇志超神父(辦學團體校董)、
吳多祿神父(辦學團體校董)、陳永堅先生(辦學團體校董)、余立勳先生(辦學團體校董)、潘樹康
先生(辦學團體校董)、林英修士(替代辦學團體校董)、杜玉燕女士(校長)、奚家麟先生(教員校
董)、謝萃輝先生(替代教員校董)、明心椿先生(家長校董)、楊麗芳女士(替代家長校董)、李偉樂
先生(校友校董)、韓國偉先生(獨立人士校董)。

2. 人事調動
    	 退休：温伯強副校長、李良銘老師。
離職：葉泰浩神父、張展濤老師、何思雅老師、學生支援助理黃鉅山老師。
    	 新入職有：
姓

名

職務 / 任教科目 / 班主任

梁偉才神父
鄭曉峯
陳港儀
陳以洛
Ms. Susan Morgan
Mr. Boaz Lo

任教宗教科
任教物理科、綜合科學科、1A班主任
通識科教學助理、任教通識科、1E班主任
學生支援助理
Part-time NET

3. 行政職務新安排：
•  校務副校長
•  宗教教育主任
• 校務主任
•  英文科副科主任
•  物理科科主任

•  綜合科學科科主任
•  科學教育學習領域聯絡人
•  科技教育學習領域聯絡人
•  總務及環境發展組組長
•  其他學習經歷小組組長

黃永佳老師
梁偉才神父
李淑雯老師
杜天蕊老師
文志韜老師

黃穎心老師
廖秋強老師
何繼倫老師
李柏安老師
葉家良老師

4. 公開試表現
•  2016DSE成績結果，整體成績表現令人滿意。本校同學整體取得2級或以上為91.8%(去年為
		 92.0%)，考獲符合大學或院校入學最低要求 (33222) 有54人(佔41.2%) (全港考生為36.3%)。
•  在不同等級別取得佳績的學科
5**級, 5*級 及 5 級
取得 5** 級百分率高於全港水平的學科
						
						
取得 5* 級百分率高於全港水平的學科
						
取得 5 級百分率高於全港水平的學科
					
						
						

•
•
•
•
•
•
•
•
•

Maths
Maths (Extended Part) M2
Physics
Maths
Maths (Extended Part) M2#
Maths
Maths (Extended Part) M2#
Physics
中國歷史

# Maths (Extended Part) M2考獲 5*級及5 級的百分率遠高於全港水平
4級
取得 4 級百分率高於全港水平的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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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Maths
Maths (Extended Part) M2
Physics
地 理

3級
• 中國語文
取得 3 級百分率高於全港水平的學科
						
• English Language
						
• Maths
						
• 通識教育
						
• Maths (Extended Part) M2
						
• 地 理^
						
• 中國歷史
						
• Music^
						
• 體 育^
^ 該科目取得 3 級成績達百分之百
2級
• 中國語文
取得 2 級百分率高於全港水平的學科
		
• English Language
		
• Maths
		
• 通識教育
		
• Physics
		
• Chemistry
		
• Maths (Extended Part) M2@
		
•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商業管理)
		
• 地 理@
		
• 視覺藝術@
		
• Music@
		
• 體 育@
@

該科目取得 2 級成績達百分之百

5. 聯招結果

大學聯招派位結果
學 位 (Degree)
副學士 (Associate)
高級文憑 (HD)
大學聯招派位

2016 (共129人)
36 (27.9%)
7
12
55 (42.6%)

2015 (共153人)
41 (26.8%)
4
12
57 (37.3%)

我們正統計所有畢業同學的出路，根據以往經驗，超過八成同學也會透過非聯招(non-Jupas)
的途徑繼續升讀大學及大專院校。

6. 2015-2018年度學校教育牧民方案 - 學校發展計劃
    	
    	
    	
    	

主要關注事項一：提供適切照顧，提升不同學習需要者的學習能力及成效
主要關注事項二：制定個人生涯規劃，肯定自我價值
補充關注事項一：不同持分者認識並實踐天主教和辦學團體關於教育與牧民的精神與核心價值
補充關注事項二：營造宗教教育環境

7. 本年度主要學校推廣活動
1
2
3
4
5
6
7

          日
期		
2016年11月26日(星期六)
時間：10:00a.m.-5:00p.m.
2016年11月26日(星期六)
時間：1:30p.m.-2:30p.m.
2016年11月26日(星期六)
時間： 2:30p.m.-5:00p.m.
2017年1月7日(星期六)
時間：10:00a.m.-12:00n.n.
2017年1月7日(星期六)
時間：2:00p.m.-4:00p.m.
2017年5月12日(星期五)
時間：2:00p.m.- 4:30p.m.
2017年5月12日(星期五)
時間：7:30p.m.-10:00p.m.

詳情留意學校網頁及宣傳單張。

活動名稱
第四屆慈幼杯小學足球、籃球邀請賽
升中簡介會 - 學校簡介、英語話劇欣賞、自行分配學位辦法
親子同樂日 - 創意科學、IT樂園、機械人工作坊、奇趣數學、
運動科學、小木偶互動劇場
升中面試技巧工作坊 (A) - 模擬面試活動
升中面試技巧工作坊 (B) - 模擬面試活動
「才藝傳情頌親恩」綜藝表演
「才藝傳情頌親恩」綜藝表演

慈幼資訊速遞
1. 信仰教育
1.1 課後慶禮院
在暑假期間，本校聯同香港仔工業學校及九龍鄧鏡波學校的慶禮院同學們一起到鮑思高貝
澳大自然教育中心和澳門分別進行了兩日一夜的訓練宿營及三日兩夜的朝聖尋根之旅。除
訓練以外，也有祈禱、說晚安和朝聖的部份，林英修士期望各校的慶禮院導師和同學們都
能夠在會祖聖鮑思高的神恩內繼續成長。

1.2 暑期信仰退省
七月十四至十六日，於長洲慈幼靜修院，舉行了公教同學和午間慕道團的信仰退省，其主
題為「我們將要像天父那樣慈悲」。在三日兩夜營會中，參加同學從認識自己、欣賞他
人、走近天主，三個角度進行一連串的活動以
及反思。當中更以早晚禱、團體頌唸玫瑰經、
朝拜聖體及修和聖事或與神父交談的方式，親
密地與主相遇。而校監陳神父則以聖人斐理
伯‧奈利的事跡提醒同學們要有慈悲的心對待
他人；而宗教教育主任葉神父在總結的感恩祭
中提醒我們如何與主建立一份深厚而親密的關
係，勉勵我們在生活中堅持追隨天主。
4

1.3 午間慕道團（第一年度）活動
暑假期間，第一年度的團員曾經到赤柱聖亞納堂及長洲花地瑪聖母堂朝聖，並參與了主日
彌撒；在中秋節前夕，團員也一起以祈禱慶祝中秋節，當日在聖母樓的小聖堂，分享聖
言、學習靜默和泰澤短頌，歌頌讚美天主。

1.4 開學感恩祭
九月二十一日的星期三放學後，校長、公教老師和
同學及善會會員們齊集在小學部聖堂參與了本年度
的開學感恩祭。當中主禮的宗教教育主任梁偉才神
父勉勵同學們以鮑聖倡導的成聖方程式A+B-C=S即
是努力避惡行善，喜樂地走向成聖之路。並祈願全
校的老師和同學們能夠在新學年的開始得到天主的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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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慈青 (聯校) 開學感恩祭
九月二十四日的星期六下午，二十多名公教同學及善會同學，於聖母
樓參與了慈青開學感恩祭。為回應『最美麗的德行：純潔』這個主
題，首先以不同的主題遊戲引入，然後指出如何在生活中實踐『純
潔』這個德行的重要性和一些建議的方法，最後由省會長斐林豐神父
主持感恩祭作為總結。

1.6 善會開鑼日
九月二十八日，公教同學及善會會員於放學後齊集在三樓禮堂參與了本年度的善會開鑼
日。其間，余依玲老師及于鈞耀同學分享了他們在暑期中參加普世青年節的點滴，並重申
了教宗邀請青年要努力參與建設一個更充滿愛的世界。

2. 教育牧民團體
2.1 地理科科任老師專業發展活動 (6月18日)
   

謝萃輝副校長、嚴焯倫老師和李栢安老師參與了由ESRI舉辦的「Map in Learning Program
Launching Ceremony cum Teacher Workshop 」，了解如何於課堂和考察活動中以GIS元
素提升教學效能和學習動機。

2.2 中一公教家庭聚會
8月21日，在中一新生家長日隨後舉行中一公教家庭聚會，讓公教學生及家長認識和了解學
校的宗教教育情況，同時舉行了主日感恩祭。

2.3 中一家長eClass工作坊
    	
    	
    	

日期：8月27日
時間：2時至3時
地點：414室
內容：讓中一家長更深入了解eClass應用程式的運用，包括：簽署回條、查核功課、收費
結餘、學生回校及離校時間等。

2.4 中一家長成長路
9月2日晚上7:00，靈德育組舉辦「中一家長成長路」講座，講者為校董韓國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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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家教會委員
家長教師會已於2016年9月24日(星期六)舉行一年一度的會員大會，當日經過提名和投票
程序選出新一屆的常務委員會家長委員。經各委員互選職位後，新一屆的常務委員會便告
成立。職位方面，安排如下：
∞ 顧 問：校監陳鴻基神父、校長杜玉燕女士
∞ 主 席：明心椿先生(4C 明彥滔)
∞ 副主席：袁通利先生(2B 袁皓賢)、副校長黃永佳老師
∞ 秘 書：曾美玲女士(5D 曾靖偉)、何繼倫老師
∞ 司 庫：黎民綱先生(1B 黎家燊)、李淑雯老師                                                       
∞ 推廣聯絡：陳偉邦先生(2B 陳俊熙)、劉碩偉老師
∞ 文 康：楊麗芳女士(5E 梁境燊)、劉燕玲女士 (2A 朱睿彥)、陳偉良老師
∞ 執行委員：謝萃輝副校長、蘇鴻德老師
校政委員會家長委員，由家教會主席明心椿先生出任，若明心椿先生因事未能出席，則由
副主席袁通利先生替補。家教會於21/10下午安排中一家長參觀校園活動。

3. 人性教育
3.1 地理科考察活動
∞與中五地理班同學於2016年7月4日至7月5日參加了與可觀自然教育中心協舉的考察日
營，地點分別為塱原農地及元朗工業村，同學需運用書本知識，同時到各地點進行視
察、收集數據和研究，同學們享受考察過程。
∞與中四同學於2016年6月30到橋咀洲景區及糧船灣景區考察，目的主要是研究香港地質公
園內的板塊運動和岩石特徵。

3.2 慈幼閱讀節 - 作家講座
配合去年慈幼閱讀節主題「科普閱讀」，本校於2016年7月6日邀請現職機司譚文豪先生，
為中三、四兩級學生，主講「飛行知識絕密曝光──飛行原理講座」。譚文豪先生著有
《逆風飛揚──民航機師手記》一書，深受中學生歡
迎。是次講座能增加學生的科學知識之餘，亦提升他
們對科普閱讀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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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STEM 奧林匹克
Hong Kong STEM Olympaid 2016 was held on 8th
July,2016. 8 students from our school formed 2
teams and participated to this competition.
Wong Kin Leung from 5C got high distinction in individual competition (biology). Lee Tsz Leung and Ng
Ka Ho from 5D got credit in individual competition
(physics, chemistry). Both two teams got credit in
mathematics team competition.

3.4 閱讀大使參觀書展
學生為善用一年一度香港書展的機遇，閱讀推廣組於
7月20帶領圖書館學會成員、閱讀大使以及其他有興
趣的同學，包括中一至中五學生，資助他們參觀香港
書展。學生可以代學校購買自己喜歡的書籍，並於暑
假閱讀，假後則帶回學校放於課室圖書閣或圖書館，
供其他同學借閱。

3.5 聯校慈善綜藝晚會
日期：8月25日
地點：北角陳樹渠大會堂
合辦：嘉諾撒書院及顏寶玲書院
扣除開支後，籌得款項一萬元，用作捐助予無國界醫生。

3.6

第51屆水運會已於9月15日上午八時至中午十二時假維多利亞公園泳池舉行，
嘉賓為2003年中七畢業舊同學鄺俊豪先生。

3.7 2015-16年機械人比賽
本年度機械人學會派出學生隊伍，於7月7日及13日分別出戰RIDIY智能機械由我創比賽及
香港WRO機械人挑戰賽。於機械人挑戰賽中，我校首次派出兩隊機械人小隊，參加兩個不
同比賽項目，更破天荒首次兩隊均奪獎而回。
我校機械人一隊由中五師兄潘偉豪同學，帶領中三丁柏希及呂綽軒同學，參加「極速循線
挑戰賽」。一隊於比賽首回合完結時，以70分位列前十名，保持爭獎資格。其後，在潘偉
豪及丁柏希同學努力修改程式下，加上後備身份入替的呂綽軒同學靈機一觸，以一著奇招
制勝，於第二及第三回合均奪得滿分之分數，力壓其餘大熱隊伍，讓慈幼首次成為冠軍隊
伍。
另外，機械人二隊由中三黃俊熹、陳志壘及黃智言同學組成，出戰「太空任務挑戰賽」。
雖然第一回合因機械人程式問題，分數未如理想。但是，藉著一隊報捷獲獎的佳音提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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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三位同學均全力應付及修改出錯之程式，於第二及第三
回合獲得超過80分之分數，憑著後勁首次奪得銀獎。機械人
學會自組成以來，首次獲得如此佳績，實在是可喜可賀。

參賽同學名單：
WRO機械人挑戰賽
極速循線挑戰賽
太空任務挑戰賽
5A
3A
3B
3B

潘偉豪 (隊長)
丁柏希
呂綽軒 [後備]
何紀樂 [缺席]

3B 黃俊熹 (隊長)
3A 陳志壘
3A 黃智言

RIDIY智能機械由我創
3A 丁柏希
3A 黃銘俊
3B 何紀樂
3B 黃俊熹
3B 呂綽軒 [後備]
3B 何柏曦 [後備]

3.8 第三屆全港「中華五千年」問答及砌圖比賽
本校中三利家駿同學、中五黃頌軒同學及中六文嘉超同學，於
上學年參加「第三屆全港中華五千年問答及砌圖比賽」，從數
十隊參賽中學中脫穎而出，成功躋身 2016年7月22日假香港文
化中心舉行之總決賽，最終獲得優異獎（全場第五名）之殊
榮。是次比賽分為問答及拼圖兩部份，除了考核學生之中國歷
史知識外，更需要組員之間的合作及解難能力。參與比賽的同
學除了獲頒發書券及證書以作鼓勵外，亦從是次比賽中獲得了
寶貴的經驗。

3.9 第四十九屆聯校科學展覽
本年度第四十九屆科學展覽的主題是「connection 連繫」，參賽隊伍必須就「連繫」設計具
創意和成效的產品，以增加人與人和環境之間的連繫。
本校派出一隊對科學充滿熱誠的同學參加是屆比賽，並在8月19至25日期間，於中央圖書館
地下展覽廳向公眾介紹他們的產品，本校的參賽作品是「樹本探測器」，透過當中兩項檢
查樹木的探測器(水份探測器和温度探測器)，長期監測樹木內部情況，以便即時找出不健
康的樹木，盡早交予相關人士處理，減低因樹木倒塌而導致人命傷亡事件發生的機會。
在所有過程中，同學們都以全力應付是次比賽，希望得到大眾的認同。在計劃書比賽中，
本校同學在眾多院校中脫穎而出，成功得到第三名。更令人振奮的是，在一項由入場觀眾
投票選出最受歡迎攤位的比賽中，本校雖然曾經被對方拋離，但在本校同學專業認真的態
度和永不放棄的精神下，最終在二十五間學校之中，勇奪全場最受歡迎攤位的獎項，得到
大眾的認同和支持。展覽期間，有不少同學、老師和校友到場參觀和支持在場同學，給予
同學堅持不懈的動力和寶貴意見，令他們獲益良多。再次感謝曾經於展覽期間親身到場支
持的各位校友、家長及同學，期待明年再次與大家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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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校代表於9月中獲香港電台普通話台「普出校園精彩」邀請進行了
一次分享，有關節目已於10月1日晚上播出，如有興趣了解更多科展背後
的趣事，可透過以下網址重溫。節目網址為：http://programme.rthk.org.
hk/channel/radio/index.php?c=pth&m=archive

     3.10

New Zealand Study Tour
This summer, our school, alongside four other schools, took part in a summer study tour,
to Auckland, New Zealand. The tour aimed at exposing students to a natural English environment, getting them to learn different cultures and providing them with an opportunity to
learn in an overseas school.
During the tour, our students had ample time to both learn and play. We mainly spent the
weekdays at schools. Students went to school like the kids there do normally. They attended English and otherclasses in which they had opportunities to speak and play. They also
learnt to say the native language, used by the aboriginal people of New Zealand, Maori.
Moreover, they learnt the Haka which is the traditional war dance. These helped them to
get to know the culture more.
One of the highlights was the excursion to Rotorua. This was what the students most
looked forward to. We spent three happy days in the place which is entirely different from
Auckland. It is a rural area where we saw sheep, a red wood forest and some hot springs.
We also had time to do some shopping for our relatives and friends.
All in all, the tour was a fascinating one. Our students opined that they all liked the trip a
lot. Despite being away from their parents for 15 days, which means they had to get used
to some unfamiliar situations, they all enjoyed the time very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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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組經驗
4.1 「伴我啟航」計劃．活動嘉許及閉幕禮2016
「伴我啟航」計劃及「導航先鋒」(學兄計劃) 內的參與學生經過一年挑戰不斷的活動後，
終於來到收成的時候。在一年的活動中包括有歷奇訓練、義工服務 (服務對象包括：獨居長
者、智障人士、新來港兒童等)、日營訓練、宿營挑戰、「乘風航」活動等等。
在閉幕禮當天，老師、家長及學生透過影片花絮，了解及回顧全年活動的情況。而透過學
生的分享，聆聽到學生的心聲及活動過後的得著。而閉幕禮中最重要的環節嘉許禮中則嘉
許了在活動內不同範疇中表現傑出的同學。

4.2 「樂TEEN力量」義工服務(暑期活動)
活動日期：2016年7月19日(二)至8月30日(二)
本校輔導組及學校社工為了讓學生善用暑假餘暇，特別為初中學生舉辦了暑期活動，名為
「樂TEEN力量」。其旨於透過年青人的義務工作將快樂傳送給不同人士。
在是次活動中，學生參與了籌備小組、宿營活動、義工服務及「Running Games」，活動
內容及形式都非常豐富，參與之同學除將快樂能量傳送給他人，自己亦享受了精彩及歡樂
的暑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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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中一迎新活動「飛躍之旅」
活動日期：2016年8月23-24日(二、三)
歡迎各位中一新生加入慈幼大家庭。
各位中一新生來自不同的地區，不同的小學，彼此並不認識，最初都如陌路人般，但透過
「飛躍之旅」的活動，在班主任老師、輔導組老師及「導航先鋒」學兄的陪伴下，除完成
了不同的挑戰外，亦認識到班上的好同學，互相支持及分享。雖然在「飛躍之旅」的活動
中有很多的規限及要求，但同學都咬緊牙關，在互相扶持下完成艱難的訓練。相信「飛躍
之旅」會是中一新生們在慈幼學校生活裡其中一次最難忘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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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中一迎新活動「慈幼大搜查」
一年一度的慈幼大搜查於8月22及23日順利完成。中一同學們透過校園遊踪，了解學校面
貌及各小組單位，幫助他們及早適應新的學習環境，及早融入慈幼大家庭。當日活動包
括：e-Class工作坊、善會介紹、課外活動介紹、認識祈禱、學習班會組織、了解English
Corner及參觀校舍等等。同學們雖未能開始真正體驗到中學生活，但他們巳經感受了如何
多姿多采。

4.5 課外活動體驗日
為了讓中一級同學對於本校的課外活動更加了
解，今年首次推行“課外活動體驗日”，於9月
9日的下午， 開放超過30個課外活動組別，讓同
學經歷。同學除了於禮堂內觀賞舞龍及音樂表演
外， 他們亦能夠親身試玩三個課外活動， 務求
能夠讓同學們更容易選擇有興趣的活動。

4.6 聯校慈善表演 Joint-School Variety Show
本年度學生會 WolfPack 重點活動-聯校慈善表演 Joint-School Variety Show 最終於8月25日北角
陳樹渠大會堂完滿舉辦，是次比賽由F6D班葉晉華同學代表我校參賽，由F5A班容汶鏗同
學擔任是次比賽司儀。
原定 V Show 於8月1日舉辦，由於颱風襲港關係被逼取消。然而，有賴所有工作人員上下
一心，並且得到各方支持，於有限的資源、時間及金錢下，我們最終能重辦是次 V Show，
並且獲得空前成功，完滿落幕。
在此，衷心感謝各位老師及同學前來支持 V Show。亦藉此再三感謝所有工作人員、參賽者
及司儀的付出，寄望來年 V Show 會更精彩。

4.7 飛躍理想計劃
於本年三月，本校學生5E班陳營隆參加了由國泰航空公司舉辦的
「飛躍理想計劃」。當中參觀了不少航空設施，例如國泰城、飛
行模擬器、香港飛機工程有限公司、飛行服務隊等平常怎小有機
會參觀的地方，更認識到來自不同學校對飛行有興趣的青年，互
相交流，增廣見聞。
在過程中憑著陳同學的積極投入及出色表現，最終令他能在300
名學員中脫穎而出，成為30位優秀學員，於暑假免費前往澳洲阿
德萊德飛行訓練中心接受飛行體驗訓練。在阿德萊德飛行訓練中
心，同學有機會自行操作飛機，一賞飛行的感覺。此外，還可遊
覽當地名勝，感受異國文化。

5. 聖召培育  (前程教育)
5.1 人生規劃講座
日期：7月7日
對象：中三及中四
講者：梁伯韜先生 (71年畢業同學)
分享個人「實驗室助理」到「紅籌之父」的
奮鬥歷程及信仰與人生的體會。

5.2 2016香港中學文憑試放榜資訊會
2016香港中學文憑試放榜資訊會在7月9日下午舉行，在資訊會中除分發升學最新資訊外，
也邀請了學友社吳寶誠先生及VTC黃展強先生為同學及家長進行專題講座，資訊會上也有
派發DSE放榜及多元升學資訊。

5.3 生涯規劃計劃
五名同學參與國際社會服務處協助安排到建築
師樓 Woods Bagot 進行實習，同學需進行項
目設計及報告。是次活動另有嘉諾撒聖瑪利書
院、協恩中學及何文田官立學校一同參與，讓
我校同學擴闊視野，促進交流，亦為有興趣參
與建築設計與規劃的同學有更深入的認識。

校外獲獎
學生在學業以外的表現 2016-17

1. 校際比賽成績（學術）
項

目

獎項/名次

智能機械及數碼媒體由我創2016
智能機械由我創––二等獎
		
		
極速循線
WRO世界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
1. 中學組最佳表現獎 (冠軍)
2. 金樂高獎
太空任務
1. 銀樂高獎
最受歡迎攤位
第49屆聯校科展
		
2016第三屆全港『中華五千年』
優異獎 (第五名)
問答及砌圖比賽		
全港詩詞創作比賽

優異獎

Hong Kong STEM Olympaid 2016
Certificate of participation
		
		
		
第五屆「陽」帆之旅
太陽能模型船創作大賽

獲獎同學
F3A 丁柏希, F3A 王銘俊
F3B 何紀樂, F3B 何栢曦
F3B 呂綽軒, F3B 黃俊熹
F3A 丁柏希, F5B 潘偉豪
F3B 呂綽軒
F3B 黃俊熹, F3A 陳志壘
F3A 黃智言
F6D 黎浩川, F6D 方漢涼
F6D 申振滔, F6D 莫凱竣
F5C 黃頌軒, F3D 利家駿
F6A 文嘉超
F5C 黃頌軒
F6C 黃健樑, F6C 蔡祖彝
F6D 李子良, F6D 吳肇殷
F6C 蕭卓然, F6C 盧旭朗
F6D 申振滔, F6D 吳迦灝
F2B 郭仲民, F3B 何旨行
F3B 何偉業, F3B 石永銘

2. 校際比賽成績（體育 )
項

目

獎

項

名

次

獲獎同學

全港公開學界龍獅錦標賽2016
中學獅藝地青規定組      	 優異獎
			
			
			

F2A 蕭文軒
F4B 王薪迪
F4C 吳梓軒
F6D 謝韋賢

3. 服務 / 領袖
項 目
童 軍

獎 項

獲獎同學 / 備註

總領袖獎章

F5E 陳營隆

獎 項

獲獎同學 / 備註

/

F5E 郭泓德

4. 其他成就
項 目
聖鮑思高神父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