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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發展計畫主要關注事項 封面

校園抗疫篇 P.2-3

教師專業發展日 P.4-5

學與教

學術發展組 P.6

學術促進組 P.6

中文科 P.7

English Department P.8-9

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

(STEM)
P.9-10

生活與社會/通識科 P.10

視藝科 P.11

圖書館 P.12

學生發展

生涯規畫及升學輔導組 P.13

輔導組 P.14

生命教育組 P.15

德育組 P.16

公民/國民教育組 P.16

環保教育組 P.17

課外活動組 P.17-18

境外交流學習計畫 P.18

家長教師會 P.19

獎學金資助活動 P.19

校外獎項 P.20

提升學生自學能力

首先，透過多元的學習策略持續加強學生｢自主學習｣能
力。

受到疫情影響及面對停課的挑戰，學校教師團隊緊守崗
位，發揮專業精神，透過多元模式讓學生繼續學習，達至
「停課不停學」。

為支援學生於停課期間在家進行網上學習，學校訂立
「每月雙周網上學習計劃」，利用學校網頁有系統向學生
提供學習材料、視像教學影片、課後練習和課外讀物，收
回課業及給予回饋等，鼓勵學生網上閱讀，建立學生自學
習慣，進一步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在支援學生學習
方面，學校培訓「學術領䄂生」用電子通訊輔導初中學生
做網上功課；支援清貧學生及有需要學生；設立「國內微
雲下載」，直接將教學視頻及學習材料上載給身處內地跨
境學生使用。觀察所見，學生出席率穩定，教師亦反映實
時教學加強教師和學生即時互動，令學生更投入，更熱烈
參與討論和回答問題。

「課前電子預習」更能提高聽課效率，讓學生抓住課堂
學習的重點和難點；「分層課業」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
「課後延伸活動」進一步深化學生所學；「中一暑期銜接
課程」讓學生體驗「自主學習」課堂的系統學習的三個環
節「課前預習、課中學習、課後練習」；「校內、校外競
賽及交流活動」發揮學生潛能；「追星計劃」增強初中學
生專注力及鞏固所學；「科本自學閱讀計畫」擴闊初中學
生的閱讀面及加強閱讀風氣，讓學生接觸更多不同範疇的
課外知識，以應對日後多變的學習需要。

第二，透過各式跨學科活動提升學生的共通能力及自學
成效。

學校致力為學生提供STEM增潤學習活動，以推廣科學
、科技及數學跨學科學習的文化。為增加初中學生接觸
STEM的機會，學校安排全級性「跨學科專題研習」，有走
馬燈製作(中一) 及基礎電子學(中二)及下波車比賽(中二)等
活動，讓學生跳出書本的框框，擴闊視野，從不同角度去
探索多個學科的知識，啟發思維，並持續提升學生的溝通
、協作、創造及解決問題能力。

最後，透過多項教師專業發展活動提升教師專業能量，推動學生自學成效。教學成效與教
師培訓相輔，為加強跨校專業交流，本校參與由香港中學校長會舉辦的「自主學習節」，在本
校進行為期一星期的公開課，天官教師開放課堂，與教育同儕分享知識和經驗，就教學理念及
實踐收集專業意見；另外，龍翔官立中學教師到訪，與本校通識科及中文科教師分享經驗及交
換意見；本校亦安排全體教師參觀「學與教博覽2020」，出席具啟發性並內容涵蓋多元教育主
題的演講及研討會，接觸最新的教學資訊，探索具創意及高效的教學方法，提升教師的專業能
量；為準備全校進行Zoom實時網上授課，學校為全校教師安排三次教師培訓工作坊（網上實時
教學／短片製作），增強教師對電子學習策略的掌握。又購買Zoom升級帳戶及加強Zoom 保安
措施，支援他們推行電子學習。透過校內及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有效促進教師的教
學交流，把學校建構成知識型的學習社群。



復課後各項防疫措施

學生進校門時要經過消毒地毯，並經紅外線探熱器量
體溫，然後立即洗手或用消毒搓手液潔手。

學生排隊購買食物及進食時需保持社交距離。

中三至中五學生在校上課，復
課前中一及中二學生繼續由老
師實時教學。

第二，透過學生目標設訂、人際關係及時間管理訓練及校園優化計劃，培育學生自我管理能
力。在人際關係上，從朋輩、男女、家庭及社會四方面切入，各組聯合推動｢人際關係MBA｣
、｢好人好事｣活動，提升同學自我管理能力及改善人際關係，具體活動有守護天使計畫、男女事
件簿、校園愛心計畫、敬師日、中二義工Teen地及中四全民起義等。另外，加強輔導領袖生的訓
練，讓同學在朋輩間多出一分力，學習與實踐雙軌並行。「班際守時獎勵計畫」繼續加強個人紀
律，強調守時自律觀念。生命教育課和「與成功有約」計畫緊密合作，邀請輪椅羽毛球香港代表
隊員陳浩源先生及世界金牌單車選手黃金寶先生擔任演講嘉賓，並與所有組別共同推行「我的行
動承諾——感恩珍惜．積極樂觀 (2019)」活動，全面地培育學生建立正確的生命價值觀及自我管
理能力。最後，「綠色校園計畫」實踐環保理念，提升校園環保風氣，綠色先鋒
、走塑行動、海岸保育及清潔活動等，均讓學生加強自我管理能力，身體力行，實踐環保理念。

(二) 培育學生自我管理能力

面對下學期疫情停課的壓力，在培育學生自我管理能力方面，校方堅定方向，竭力達成目標
。首先，在延續及鞏固學生生涯規畫訓練上，透過線上Zoom平台，讓中一至中五班主任於生命
教育課中以視像教學，持續深化概念、意識和能力，深入指導學生，培養學生的生涯規畫管理能
力。除卻生命教育課節的啟蒙外，亦特於中二級因應STEAM的應用及趨勢和其所提供的職業發
展機會設立講座。另一方面，整個學年按需要舉辦了座談會及講座，如一月的中四級「應用學習
課程簡介暨高中升學準備」講座、五月的中三級選科分享會及六月的中五級「大學聯招暨多元升
學出路」家長會，讓學生與家長均能認識有關規畫的重要性，讓各方持分者能接收相關重要資訊
。除此之外，生涯規畫組與其它科組並肩戮力推行校本活動，無間地支援各級同學，使生涯規
畫活動能循序漸進，逐步發展。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本校加強防疫措施，包括試場座位之間的距離拉寬至約1.8米，
減低傳播風險。

以自製透明屏風設立「隔離區」

中學文憑試試場指示

操場設有等候區讓考生休息等待開考

學生進校門時要踩上消毒地氈

中學文憑試試場指引

用酒精搓手液清潔雙手



本校於3月25及30日為教師安排電子學習培訓工作坊，由本校6位老師擔任導師分組教學，
協助及指導其他老師示範Zoom網上實時教學及如何製作短片，一起為天官學生加油。

本校於3月20日舉行模擬試卷解說及公開試
前瞻Zoom直播課堂，支援應屆考生，參加科目
包括中文、英文、數學及通識。郭校長更藉此為
中六同學們打氣，勉勵他們逆境自強。

模擬試卷解說及公開試前瞻 Zoom 直播課堂

支援教師推行電子學習

老師們在電子學習工作坊互相討論

運用電子學習讓學生「停課不停學」，以視像會議程式Zoom上課。



全體老師出席6月18日於本校舉行的教師專業發展會議，就「學校發展計畫主要關注事項：
提升學生自學能力及培育學生自我管理能力」分組討論，席間老師積極提出改善建議。



4D 温德銘、5D馮展泓和5D鄧嘉寶同學有幸獲香
港資優教育學苑取錄，獲「資優學生」名銜，
分別入讀英文科及數學科課程。

學術促進組定期舉辦「摘星之旅」校友補習
班，助同學進一步奠定學習基礎，同時教授
更深奧的題目，以收拔尖之效。圖為中六級
數學拔尖班，同學們正專心地聽導師講解。

6A何瑞康、6C張愷欐、6C吳映蔚及6D葉彩婷四位同學學業成績和品行表現優異，德才兼備，
經老師投票後，獲選為模範生。

龍翔官立中學校長及老師到訪並與我校老師進行交流。



4C梁穎思同學獲推薦參加2019-2020中國中學生
作文大賽（香港賽區），結果在近七萬名參賽者
中脫穎而出，榮獲高中組銀獎，實在可喜可賀。

3D林易聰和3D李芷晴同學在《元朗區公民教育徵文比賽》中表現優秀，榮獲初中組優異獎。

6C葉詠喬同學
在「明報校園
記者計畫」中
表現優秀，獲
《明報》嘉許。

高中社際辯論比賽戰況激烈，參賽隊伍各出其謀，唇槍舌劍，爭得難分難解。參賽同學
口若懸河，侃侃而談，觀眾亦樂在其中，全神貫注地欣賞賽事。

全校師生積極參與「傳心傳意迎金鼠」寫
揮春活動，揮毫落紙，寫上新年祝賀語，
喜慶迎新春。

老師和同學書寫的賀年揮春字體娟秀，
佳作懸掛於校內供眾人共賞。



A letter to the editor by Tony Cheng (6D)

Dear Editor,

I am writing to express my opinion on whether people should film movies in the city centre. I fully
support this practice and I will outline three reasons why and I support it. 

The first reason is that filming in the city centre could foster our tourism. Our city centre is iconic.
The skyscrapers all packed in on a small coast. With the lights on, it has become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skylines in the world. Filming in the city centre provides a chance to promote our attractions.
For example, the Japanese animated film Ghost in the Shell set its scenes in an alternative version of
Hong Kong, yet they keep many Hong Kong icons such as neon lights in the streets. This world-hit
successfully implanted a futuristic image of Hong Kong to the foreigners. Many millennials who
watched this film travel to Hong Kong to visit the spots shown in the film. The film was just one of
the examples where filming in the city centre could promote tourism. Many Hong Kong films did that
too in the 80s and 90s. Jackie Chan's film was the main contributor. Many Southeast Asian tourists
come to the spots where his characters were. It is expected that this kind of tourism -- visiting movie
locations will become a new main sector of tourism as Southeast Asia's economy is speedily growing.
We should never let a good chance of developing tourism slip away so we need studios to film in the
city centre. 

The artistic aspect is another reason why I support moviemakers filming movies in the city centre. It
can provide directors with different shooting locations. Filming in the city centre could create a
realistic background of the story, which many directors crave. Such a realistic backdrop helps them
achieve an artistic goal. For example, the 2014-movie Lucy was shot in various city centres like Taipei
and Paris. The director successfully created a world combined with fantasy and reality which made
the film receive good receptions. Another very spectacular example is Amélie. The 2001 production
was filmed in Paris and received global success. Each frame of the movie is a masterpiece. It captured
the streets of Paris with the specialized filter, making Paris, where the story takes place, look dreamy
and romantic. If they were not filmed in the city centres, the metropolis, the movie would not receive
such positive feedback. For art purposes, I do not see the reason why filmmakers cannot shoot in the
city centre. If we allow them to film in the city centre, we could possibly together make another epic
movie for the world. Therefore, filming in the city centre is beneficial to the art world. 

Last but not least, filming in the city centre could help preserve
our city’s scenery. We can archive our city’s terrain by
filming in the city centre. People could review our history by
watching a movie that is related to the city. It is meaningful to
historical researches as it could provide savants and students
with a good way to learn the past of the city. The French
church Notre-Dame de Paris’s fire is a good example. The
fire destroyed most of the church and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repair the heritage. However, the video game Assassin’s
Creed filmed many footages in the church located in the city
centre, which is helpful to reconstruct the sacred building. The
footages shot were so detailed that the authorities could make
references to them. We can observe from this example that
filming in the city centre is actually beneficial to the whole city
and the world, so why not let them do it?  



In conclusion, filming in the city centre should be supported
as it comes with many benefits mentioned above. Although
it may cause some inconvenience to our daily life, we can
witness it bring us long-term benefits. Thus, the advantages
outweigh the drawbacks. That is why I support directors
filming in the city centre. I hope, and I’m sure many
would agree with me, we could have more and more films
that are shot in the city centres we all love.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that happen.

Yours faithfully, 

Chris Wong

設計與科技學會每年會定期舉辦不同的遙控模型車課程，課程由淺入深，讓學生有系統及
按個人能力學習，課程分為初級班、中級班、高級班。

本校學生參加了遙控模型車初級班後，可繼續參加遙控模型車中級班，學生需要自行動手
裝配遙控模型車、安裝電子設備、了解遙控模型車各部份機械零件及裝配方法，從而認識遙控
模型車各部份機械零件的功能及用途。

當完成遙控模型車中級班後，學生繼續參加遙控模型車高級班，學習調校遙控模型車各部
份的設定，了解設定對遙控模型車行駛的影響及高技術的操作訓練，對參加日後的比賽有重要
的幫助。

本年度本校更邀請到本地著名遙控模型車車手鄒先生到校，分享個人比賽經驗，教導學生
遙控模型車設定的技巧及心得，學生獲益良多。

設計與科技學會舉
辦無人機航拍訓練班，
經過六次的有系統學習
及訓練，加深學生對無
人機操作的了解及認識
，學生可在課程中學習
操作無人機的方法及無
人機飛行技巧。



浸會大學校園有機大使計劃

透過水火箭模型設計比賽，引入科學探究元
素，以培養學生的科學思維和九種共通能力。

三隊學生參加「建國七十周年」學生數碼短片創作比賽，5D馮展泓、5D馮俊泓、5C黃博
更奪得優異獎。

短片花絮

中二級STEM 水火箭設計比賽

「微震機械乒團爬山競技賽2019」



同學於停課期間停課不停學，根據網上授課的內容加以發揮，結合創意，完成作品，
別具特色。內容切合時事，也能宣揚正面價值觀。

3C 黃家勤

3C 郭泳嵐

3B 黃靖男

1C 譚洛霖

1B 潘昕羽

3D 何羚婷



參觀香港中央圖書館

英文電子書Highlight 閱讀平台

班別： 姓名：

冠軍 2C 薛家寧

亞軍 3A 黃錦鴻

季軍 3B 謝昕臨

HYREAD 電子書閱讀平台

班別： 姓名：

冠軍 4C 李泳怡

亞軍 3D 劉殷彤

季軍 1B 丘珮榿

閱讀是疫症中的良伴…「居家伴你讀」閱讀比賽計畫

在居家抗疫期間，圖書館與德育組協作，精選數篇以
疫症為主題的中、英文章，配以文章創作背景、語音導讀
、影片動畫和相關勵志歌曲等一系列的閱讀資源套，利用
電子郵件和學校抗疫平台送到各位學生手上。鼓勵同學在
家仍能維持恆常閱讀習慣、放眼世界，培養積極樂觀的態
度、懂得感恩和珍惜當下所擁有的人與物。同學閱讀後到
網上參加網上問答比賽，可獲得禮品一份。是項主題式閱
讀比賽是新嘗試，以主題貫串電子書、網上文章、影音資
料，以不同媒介讓同學探索疫症與戰爭歷史、疫症科學、
個人健康方法、居家消閒、名人逆境求存的故事，亦配合
學校2019行動承諾的「積極、樂觀、感恩、珍惜」價值教
育。

班別： 姓名：

冠軍 3B 黃偉程

亞軍 5D 鄧嘉寶

季軍
4B
5C
5D

蕭耀豐
周耀卿
程樂天

班別： 姓名：

冠軍 5D 鍾鎧竣

亞軍 5C 李彩瑤

季軍 5C 周耀卿

「2019 新地齊讀好書」計畫
喜閱漂遊閱讀報告比賽



中三「高中課程及選科簡介」座談會

中五「大學聯招申請暨多元升學出路」家長講座

1月至6月活動：
2020年5月29日 中三「高中課程及選科簡介」座談會
2020年6月5日 中五「大學聯招申請暨多元升學出路」家長講座



為加強中三及中四輔導領袖生的輔導技巧及信心，兩位駐校社工Kenneth和Kitty於十二月
舉辦了兩次輔導技巧工作坊，講解輔導的技巧，讓他們更有決心服務有需要的同學，擔當領
袖的角色。

輔導組在上學期考試後舉辦了一次中三級禮堂活動，由社工Kenneth和Kitty負責。活動目
的旨在教導同學溝通和減壓技巧。中三同學在競技遊戲中發揮出良好的合作精神，紀律方面
亦有令人可喜的表現。

義工訓練由聖瑪提亞綜合服務中心及學校輔導組聯合提供，目的是讓同學有服務學習的
機會，亦旨在啟發他們更加關心他人。但鑑於疫情關係，原本於2020年5月初舉辦的中二義工
teen地義工訓練，順延到2020年5月尾以Zoom課堂的形式順利完成。服務方面，因為香港所有
服務對象的負責機構都基於安全理由，暫時未能配合我們的活動。因此，讓中二同學於學
期完結前以分組形式，帶領中一級同學進行活動，讓他們一展所學。

今屆中四同學在兩年前已經參與過中二義工teen地義工活動，因此這次可以視為是他們第
二階段的訓練，他們的能力應該將會再次有所提升。但鑑於疫情關係，原本於2020年2月間舉
辦的義工訓練，順延到2020年5月，在生命教育課堂內完成。服務方面，因為香港所有服務對
象的負責機構都基於安全理由，暫時未能配合我們的活動。因此，將服務對象改為今屆中六
同學，讓中四同學在中六放榜前的家長晚會上，向即將放榜的中六同學和家長送上小禮物及
獻上打氣節目，表示心意和支持，為中六同學打氣。

中三及中四輔導領袖生訓練

中三試後活動

中二義工teen地

中四全民起義



同學們努力學習包餃子。 看師傅的手勢多純熟！ 試食自已製作的餃子，亦帶一
點回家孝順父母呀！

我的行動承諾「感恩珍惜，積極樂觀」2019：餃子製作班

試後活動：中一慈山寺修學之旅

蓮花池是解釋「因」、「緣」的好話題，
同學留心聆聽導師的講解。

四大金剛是佛的護法，代表「風」、
「調」、「雨」、「順」。

準備端水，同學把水碗盛滿了。 小心翼翼，慎防水濺出。 成功了！這是「禪」，訓練
人的「定」及專注。

生命教育組的蔡老師夥拍家長教師會顧問潘太及家長義工們於2020年1月21日的試後活
動日，舉辦餃子製作班，共有30位來自中一至中五的同學參加。同學把完成的餃子帶回家
中讓父母品嚐，彰顯子女對父母的孝義和強化家庭的團結，在課堂以外的時間培養關愛和
尊重的價值觀，為將來貢獻社會打好基礎。

生命教育組於2020年1月21日為中一同學舉行慈山寺修學課程，讓同學學習專注及淨
化心靈。中一同學分成兩天前往慈山寺，並由慈山寺的導師帶領全日活動。導賞環節中
，導師引導同學了解及學習專注，欣賞萬物，淨化心靈穩定情緒，珍惜因緣及活在當下
。為了讓同學學習專注，同學須以一小砵盛水，專注用心地托著水砵走過約一百米的慈
悲道，然後將手中淨水倒入觀音聖像前的水盂中。透過照顧水，照顧自己的心，明白專
注的重要，同學們均認為這次的全方位學習活動十分有意義。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主辦「創
意藝術滿家校‧正向價值傳大愛」比賽系
列及心意咭設計活動─四格漫畫設計比賽
(中學組)優異獎

舉辦生命教育基金會「珍
愛校園心意咭」活動，協
助同學復課返回校園時，
梳理及表逹內心感受，並
向身旁的老師和同學表達
鼓勵及支持。

大澳蜑家文化考察

公民教育一向推動文化保育，1月21日試後活動期間，參觀大澳的天后廟、關帝古廟、
侯王廟及前大澳警署的文物酒店，得知昔日大澳的繁華及在珠江三角洲一帶的經濟角色。
此外，在民間生活上，同學亦認識了蝦膏、蝦醬製作及蜑家的圖騰崇拜。

蜑家的圖騰崇拜 蝦膏、蝦醬製作

前大澳警署的文物酒店同學對海味品種好奇

最有禮貌學生獎： 最有責任學生獎：

1D  施君盛 1D 范冰冰 1C 邱安兒 1D 江杞良

1D 林巧晴 3A 黃燕雲 2D 郁樂芝 2D 黃子權

4A  鄭巧欣 3A 黃錦鴻 4A 鄭巧欣4A何靈心



在疫情當下，一班環保大使透過網上學習，完成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氣候變化博物館」
減廢計劃訓練課程。

中二歷奇訓練日營(中二級) (馬灣)

歷奇、定向、認識香港歷史共冶一爐。

從班主任手上獲得獎品份外溫馨。

愛心校園(消防處心肺復甦法證書課程)(中三級)

20多位消防處救護員即場指導130名同學。

同學親身體驗心肺復甦法，獲益良多。

完成課程後，每位同學均獲頒發證書，
一生受用。

先來一次破冰遊戲，再向歷奇訓練進發。



參觀香港藝術館(專題導賞團)

同學參觀裝置藝術<天書>。

2019-2020課外活動優秀領袖選舉

以視像會議形式進行領袖訓練
課程。

試後活動展繽紛

女童軍剪紙樂 (制服團隊)

女童軍小導師帶領同學習
剪紙的藝術。

社際高中辯論比賽

同學準備充足，甚有辯論家
風範。

中一及中二級<一飛沖天>綜藝遊

本年度下學期因疫情停課，除一月下旬舉行的韓國多元產業交流團外，各項境外交流活
動均需被迫取消，我們期待疫情過後，再度出發。

級別： 日期： 交流團：

中三至中五 18-22/01 韓國多元產業交流團

學長帶領中一級同學預備綜藝遊
材料。

跨科組參觀前粉嶺裁判法院。



家長關注膳食小組進行膳食檢討我的行動承諾「感恩珍惜，積極樂觀」計畫2019
餃子烹飪班

第27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水晶杯墊工作坊

獎學金名稱 得獎學生

2019-2020 香港會計師公會/

香港商業教育學會
「企會財」獎學金

5D 呂賢達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6D 鄭禮賢 6D 葉彩婷

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
傑出學生資助(非學術範疇)

4D 鄧慧恩 5C 蘇鈺棋 6C 藍紫月

明日之星 – 上游獎學金2020 4D李昀靜 4D葉彥甫



主辦機構 名稱 組別 成績 得獎學生

巧克力網上學習平台

《仲夏夜之夢Crossover》2019
全港中小學暑期網上寫作計劃

各校最受歡迎
文章獎

3A 陳俊謙 4B 黃梓悠

4C 尤倩婷 5D 謝婉瑩

6C 陳麗瑜

優質學校寫作文化
榮譽大獎

第53期「晶文薈萃」網上優秀文章展廊 參展證書

2A 譚嘉浩 2D 黃詩敏

3A 黃燕雲 3D 江渟涓

3D 陳靜瑤 4A 葉安琪

4D 曾憲子 4D 鍾嘉寶

5A 張瑩 5B 陳嘉雯

素質教育發展中心 身心健康2019-2020系列全港校際比賽
暨粵港澳大灣區學生(中學組)

入圍獎 3D 江渟涓

元朗區公民教育委員會 元朗區公民教育徵文比賽 初中組優異獎 3D 李芷晴 3D 林易聰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2019-2020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高中組(銀獎) 4C 梁穎思

帶TEEN童路 「禮貌‧品格‧責任」標語創作大賽2019 踴躍參與學校獎

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明報校園記者計劃 嘉許狀 6C 葉詠喬

香港電台 香港電台通識徵文比賽

第24期優秀作品 5C 李彩瑤

第26期優秀作品 6D 關雋樂 6D 黎景熙

踴躍參與金獎

1A 石千桐 1A 林佳濠

1A 曾嘉盈 1A 楊銓凱

1D 蔡昊龍 3A 黃錦鴻

4D 梁金龍 5B 曾子浩

5C 蘇鈺棋 5D 李子昕

5D 謝婉瑩 5D 羅家杰

環境運動委員會

傑出學生環境保護大使

金獎 5A 陳嘉兒

銀獎 3A 黃燕雲

銅獎 3A 邱琳允

基礎環保章 基礎環保章

3A 黃燕雲 3A 邱琳允

3C 黃家勤 3D 何羚婷

3D 李芷晴 3D 麥曉琳

3D 施子賢

中文大學氣候變化
博物館

減廢計劃2019/2020 証書

3A 邱琳允 3A 黃燕雲

3C 黃家勤 3D 李芷晴

3D 何羚婷 3D 施子賢

3D 麥曉琳 4A 黃綽恩

4A 陳曉琳 4A 盧惠心

4A 陸泳澄 4A 鍾婉欣

4B 麥慧姿 4B 黃梓悠

4C 吳翠婷 4D 王惠香

4D 莫雪兒 4D 李嘉倩

4D 曾憲子 4D 李穎心

4D 溫德銘 5A 丘子行

5A 徐毓鎂 5A 陳嘉兒

5A 張 瑩 5A 楊巧瑶

5A 陳俊宏 5A 趙紫妍

5A 羅詠詩 5C 梁卓瑤

5D 吳詠恩 5D 鄧嘉寶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
委員會

「創意藝術滿家校．正向價值傳大愛」
四格漫畫比賽

中學組 優異獎 4A 何靈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