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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屆畢業暨頒獎典禮  
 

本校第五十一屆畢業暨頒獎典禮，已於 2014 年 12 月 5 日下午 2 時 30 分在

長洲體育館隆重舉行。  

這是本校一年一度的盛事，也是表揚同學在過去一年各方面獲得斐然成績的

日子。校方更邀得校友梁乃江教授出任主禮嘉賓。梁教授為著名兒科醫生，於醫

療專業上卓然有成，備受尊崇，且熱心社會服務，十分關心兒童與青少年身心之

發展。是次梁教授重臨母校，令典禮生色不少。  

大會主禮團還包括學校管理委員會主席繆東昇先生、江奕昌校長、家長教師

會主席劉兆南先生及校友會主席翁善強先生等。各方到賀嘉賓多不勝數，可謂冠

蓋雲集，熱鬧非常。  

典禮以演奏國歌開始，由江奕昌校長致歡迎辭及作校務報告。他總結過去一

年，同學除了在學業上取得優異成績外，其他活動及比賽也屢獲殊榮，備受外界

認同。梁教授全神聆聽，對學弟學妹之卓越表現，微笑嘉許。梁教授關注同學學

業、心智、情緒，以至羣育等方面的發展。梁教授勗勉同學上課時要專心致志，

課後亦需參加不同類型的課外活動，擴闊視野，同時應參與社區活動，服務社羣。

梁教授又鼓勵同學參加一體一藝活動，舒緩身心壓力，開展才華。梁教授更訓勉

同學要尊敬師長，培養成正確的價值觀與人生觀，不可辜負師長的期望。  

頒獎後的表演項目包括普通話集誦、英詩集誦及合唱團演唱等。會後一眾嘉

賓、老師、家長和獲獎同學回到長洲官立中學茶敍及拍照留念，全場美點均由同

學們在老師指導下精心製作，十多位同學更充任服務員，熱情款待嘉賓。嘉賓歡

敍暢談，場面輕鬆，為頒獎禮畫上完美句號。  

 

  校長、主禮嘉賓及大會主禮團       

 

同學致送紀念品予梁教授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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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消息 
 

 

 

 

 

 

 

 

 

 

 

 

 

 

 

(二) 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  

申請日期：2015 年 1 月 2 日至 2015 年 1 月 21 日   

面試日期：2015 年 3 月 21 日  

 

(三) 陸運會  

    長洲官立中學周年運動會於 2014 年 10 月 31 日及 11 月 7 日假長洲運動場舉行。兩日賽事非常精

彩，健兒們都傾盡全力，以最佳狀態迎戰，經過兩日的激烈比賽，最後由東社奪得全場總冠軍。  

運動場上賽事激烈，同學們落力打氣，歡呼聲此起彼落，更有互相鼓勵的感動場面。當中的三千

米賽事更掀起高潮，同學們不畏艱辛，竭盡全力，完成賽事。決賽日的啦啦隊表演更見證同學連日排

練的成果，四社啦啦隊的表演各具特色，舞步徐疾有致，觀眾都拍案叫絕。  

    本年度的主禮嘉賓是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校長陸施燕燕女士。陸施燕燕女士是長洲官立中學

前任校長，更是長洲官立中學的校友。陸校長於致辭時提醒同學要感謝及欣賞，才能讓自己退後一步，

商議解決問題的方法，亦不要過份重視勝敗，只要同學每天充實生活，也會感到開心。最後陸校長引

述三句說話﹕「吾十五而志於學」、「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訓勉同學要及

早立立志勤學，緊記課後溫習，以鞏固所學，且要以認真的態度對待每一件事。陸校長對同學的關愛

之情溢於言表，諄諄教誨，同學必會銘記於心。運動會亦在一片掌聲中圓滿閉幕。  

     

同學竭盡全力參與賽事                   跳遠健兒盡顯英姿 

(一) 活動 /假期  (一月至四月)   

5-16/1/2015 上學期考試  (中一至中五) 5/3 英語話劇日Ⅱ  (中三至中五) 

16/1 第3次教職員會議  6/3 第2次教師專業發展日   

19-21/1 試後檢討   (聯校教師發展日) 

22/1 下學期開始  7/3 第2次學校管理委員會會議  

27/1-13/2 中六模擬試  9/3 第 2次專題研習日  (特別時間表) 

30/1 第一次家長日  13/3-14/3 開放日  

6/2 英語話劇日Ⅰ(中三至中五) 16/3 學校特別假期  

10/2 第 3 次校政委員會會議  21/3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面試  

11/2 

16/2-26/2 

歲晚關愛敬老聯歡會  

農曆新年假期  

19/3-1/4 

2/4-11/4 

下學期統一測驗  

復活節及清明節假期  

2/3-5/3 中六試後檢討  16/4 第4次教職員會議  (特別時間表) 

4/3 中六惜別早會  21/4或22/4 中三全港性系統評估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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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觀日暨課程體驗日  

「長洲官立中學參觀日暨課程體驗日」於 2014 年 12 月 17 日星期三下午舉行，邀得島上三所小學

的小六學生到校參觀及參與中學課程體驗活動。是次活動共有 114 名小六學生參加，他們分成 6 組參

加不同課程的學習。課程包括：綜合科學科、視覺藝術科、家政科、設計與科技科及電腦與資訊科。

每一名小六學生都參加其中一個課程。而本校的 4C 班學生則擔任分組及帶領工作，協助小六同學順利

完成中學課程學習體驗。   

                                               

   
           長洲聖心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長洲堂錦江小學 

 

             國民學校                                    小六學生投入學習 

    上課期間，同學都能積極參與課堂活動，並完成特定的課業，如做實驗、製作書夾、飾物等。我

校同學負責擔任教師助理的工作，協助小六同學完成課業。是次活動不但讓參與的小六學生對本校有

更深入的認識，也給予本校同學一個寶貴的機會，學習如何服務社群及回饋自己的小學母校。       

    整個學習活動內容充實，師生積極投入，小六同學在愉快的氣氛中體驗中學課程，期望將來本校

有更多機會舉辦不同類型的中、小學交流活動。  

 

(五) 向小學推廣活動  

本校在 1 月期間分別向島上三所小學﹕國民學校、錦江小學、聖心學校及大嶼山梅窩小學進行推

廣活動。江奕昌校長向各校小六學生及家長介紹本校歷史、課程特色，以及本校學生學術及課外活動

的卓越成就。此外，升學及就業輔導主任李膺源老師向在場的家長及學生講解「面試錦囊」，好讓即將

應試的小六學生作好準備。  

                  

本校邀請了國民學校的學生及家長出席       江校長到聖心學校向同學介紹本校特色 

「長洲官立中學簡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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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專題研習  

本學年中一及中二級專題研習的主題分別為「習慣」及「規劃」。同學在老師的指導下，擬定研習

的主題及製作報告。  

在「問題為本教學法」(Problem-based Learning)的理念下，同學由商議議題至落實研習範疇，需善

用腦震盪、聯念構思、腦圖(Mind Mapping)及圖像組織(Graphic Organizers)以設定研習範圍及探討重點，

並分析及歸納訊息，培養批判性思維。專題研習絕不是停留在資料搜集的階段、更不是堆砌或複製別

人的產品。我們期望同學利用訪問或實地考察搜集資料，並以客觀驗證，加以分析和綜合，並利用資

訊科技撰寫專題研習報告及進行小組匯報。在導師的悉心指導下，各組都能完成報告。  

 

(七) 官校交流計劃  ——  與庇理羅士女子中學交流  

    本校於今年繼續與庇理羅士女子中學合辦官校交流計劃。透過

互訪交流，同學能了解彼此不同的文化和校園特色，以擴闊視野。  

本校 7 名 4C 班女同學於 2014 年 11 月 18 日到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參與交流活動。其中 4 位同學是本校跳繩隊隊員，得到友校老師的

安排，跳繩隊隊員在體育課堂中向兩班同學示範花式跳繩，獲得友

校同學及老師的高度評價。  

 

麥巧明老師帶領本校同學到庇理羅士女子中學參與交流活動， 

並與陳子英校長合照 

 

兩校交流的同學及老師一同合照 

 

跳繩隊隊員 4C羅祖怡、鄭曉藍、羅卓琳、彭惠珊向友校同學示範花式跳繩 

 

學生感想﹕ (4C 彭惠珊) 

在庇理羅士女子中學交流期間，最令我難忘的事是上體育課時，任教老師也是上年教我們體育科

的老，所以感覺很親切，在體育課玩閃避球過程也令我難忘。  

我從她們身上學習到收放自如。每一次轉堂、小息時，我們都很嘈吵，但每當老師進入課室後，

大家都閉上嘴巴，專心聆聽老師講課。另外，我很欣賞他們積極學習的精神，雖然她們不是每一位同

學都喜歡上體育課，但也會積極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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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13
th

 Singapore Hong Kong Exchange Programme 2014 – 2
nd

 leg 

8 – 18 November 2014 

The Singapore delegation of teachers came to visit our school on 11 November 2014. They and two 

EDB staff, Ms Dora Chan and Ms Van Koo participated in our morning assembly. Our two students, Sammie 

Wong Sum Yi and Wong Ho Lam of S3C,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programme shared their experiences while 

their Singapore buddies Felicia and Justyn introduced themselves at the assembly. After th at our principal, 

Mr Kong talked about the history of CCGSS and our school aims. The Singapore teachers were taken on a 

guided tour of a few wonderful sights of Cheung Chau, such as Kwan Tai Temple, Kun Yum Temple, “The 

Little Great Wall of China”, and Tung Wan Beach. They had had a taste of local delicacies such as “the big 

fishballs” and mango mochis. They bought some dried seafood. Before they left the island, they had had a 

seafood lunch. 

The two Singapore students had had in-class experience together with their buddies as well as 

enjoyed their home stay. They participated in cultural and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 such as an educational 

visit to Disneyland and Science Museum.  

There were happy and sad moments when all participants sang the finale song “C ount on you” at the 

farewell ceremony. The programme was a great success.  

 

 

3C Wong Sum Yi 

 

I’m Wong Sum Yi from 3C. I have joined the 13th Singapore -Hong Kong Exchange Programme during  

the summer holiday. I’m going to share some of my experiences in th is exchange programme. 

My first impression of Singapore is that it is a green city. There are so many plants. You can see them 

everywhere. Another impressive point is the great planning of land use by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To 

me, Singapore looks bigger than Hong Kong although Singapore is smaller than Hong Kong.  

I attended Woodgrove Secondary School in Singapore. It is very big. The size is double our school. 

There is a canteen as big as our school hall. Woodgrovers are all very friendly, they helped me  to know 

more about Woodgrove Secondary School.  

My host family is a big family because my buddy, Felicia, has two little brothers. My host parents are 

very caring. The whole family made me feel at home just like in Hong Kong.  

The best thing of this exchange programme is knowing my buddy, Felicia. We share many similar 

things, such as we both have two younger siblings. She has two younger brothers and I have two younger 

sisters. I feel blessed to have her as my Singapore buddy.  

During this exchange programme, I visited Merlion and Universal Studios Singapore. I took a lot of 

photos and played a lot. I’m so HAPPY to have joined this exchange programme and I would highly 

recommend this programme to this year’s S2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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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感想﹕(3C 王浩霖) 

 

這次參加了新加坡交流計劃，讓我認識了很多朋友，每位朋友都很關顧我，幫我翻譯英文，而且他

們很團結，做什麼都很認真，很守規矩。我所入住的家庭，是一個很熱鬧、很和睦的家庭，他們非常熱

情招呼我，對我很客氣，每次從學校回來他們都已準備好晚餐。在學校的活動中，我比以前積極了，不

再單一的想問題，也知道團結的重要性。我變得更著重整潔和自律，比以前更愛學習，覺得學習真的是

很重要。在新加坡每天有 6 節課，每節 1 小時，下午 1 時多就放學，但由於我不能適應他們的生活習慣，

和他們獨特口音的英文，所以我會在晚上 10 時就睡覺，在上課時不打瞌睡，不明白就去問同學，然後

多聽新加坡英文以習慣他們的口音。在新加坡的時候，有兩個讓我印象深刻的地方，一個是新加坡科學

館(Science Centre)，另一個是濱海灣花園  (Garden By The Bay)。那天在新加坡科學館，是我第一次拿著一

本問題本，在一個公眾的地方，和朋友一起尋找答案，當中我學習到團結和分享的重要性。在這次的活

動中，讓我和我的交流夥伴 Justyn 的友情增長不少。我在新加坡的最後一天去了濱海灣花園，那裏鳥語

花香，簡直就是花園天堂。  

新加坡是一個很值得去學習和參觀的地方。這次的學習旅程，令我終身難忘。  

 

 

新加坡交流計劃師生與本校師生合照 

 

江老師、王浩霖和 Justyn 的合照 

 
         

王浩霖和 Justyn 的弟妹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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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一) 提升學與教效能  

 

(1) 中一講讀課  

  中一級每星期有一節講讀課，同學先利用 20 分鐘閱讀不同科目的課外閱讀材料，老師會在餘下的

時間按閱讀材料的內容，引導學生思考及回答問題。此外，同學會以 2 至 5 人的小組在星期三的早會作

短講分享。上學期共有 6 次中一講讀課短講，同學表現不俗。  

 

(2) 學習技巧工作坊  

  該組聘請了 Edvenue Limited 到校為同學舉辦工作坊。中二級的主題是「提升閱讀及寫作能力工作

坊」，中三級是「提升寫作及演說技巧工作坊」。同學在工作坊的表現積極。此外，亦為中三年級舉行拔

尖班，課程內容為「寫作及演說技巧」。  

  今年高中學習技巧主題為「強化學生批判思維」，通識科及課外活動組籌組學校辯論隊，訓練同學

的辯論技巧、批判性思維、應變能力及演說技巧等等。本年，辯論隊首次參加了由《星島日報》、《英文

虎報》及教育局合辦的「星島全港校際辯論比賽」。直至 2015 年 1 月，本校辯論隊已兩次在初賽中勝出，

成績令人鼓舞，隊員的表現出色。  

            
  同學們在早會上作短講       王琼琼老師、龔善儀老師和本校辯論隊 

(3) 「我們的驕傲」優異成績嘉許禮  

為表揚在上學期統一測驗中，每班在各科考獲第一名的同學及認同他們的努力，於 2014 年 11 月 14

日舉行「我們的驕傲」優異成績嘉許禮。這次頒獎禮共有 106 位同學獲得嘉許，部份同學的家長亦有出

席，支持及見證獲獎同學的努力。  

 

(4) 中六打氣大會  

  本校於 2014 年 11 月 19 日為應屆中六同學舉行「Super Pass 勁過」打氣會，為即將應考文憑試的同

學們打氣。江校長、呂副校長、翁副校長及三位中六級的班主任，向中六同學作出訓勉，鼓勵同學們把

握機會，努力裝備自己，面對將來的每一個挑戰。最後，師生們一起喊口號，並把老師打氣卡送給每一

位中六的同學，鼓勵他們把握最後的學習時間，爭取佳績。  

        

    江校長及老師們齊為中六同學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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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師觀課文化  

  老師公開自己的課堂，讓其他老師進行跨科觀課，以促進教師之間的教學交流。學校按課程分類，

把所有學科分為八組，每一組推薦一位老師公開課堂，讓其他老師觀摩。上學期共有兩科包括有中文科

及生物科公開課堂，共 10 位老師參與觀課。跨科觀課會在下學期繼續舉行。  

 

(6) 其他學與教計劃  

  資優教育組、特殊教育組、校園電視台及各科組按學期初訂定的計劃，如中英數的增潤課程、課後

功課班、課後補習班及訓練活動，均如期開展及推行，以照顧不同能力的同學。  

 

(二) 促進全人發展  

              

(1) 至 Smart 多面睇  

    2014 年 11 月中，本校邀請了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在小息及午膳時間，在禮堂舉辦「至 Smart 多

面睇」 活動，推廣有關禁毒的訊息，並設有互動遊戲環節，從而提升學生對毒品的警覺性及宣傳「健康

校園由個人做起」的文化。  

 

(2) 時事短評 

 為了培養學生多了解世情與社會，緊貼周遭發生的事，提高探究知識的動力及培養獨立的思考能

力，本年度將定時在早會時段舉行時事短評。負責同學以不同的角度向同學分析和講解熱門時事，藉  

此讓同學關心社會時事，緊貼社會脈搏。以下是時事短評的議題：  

 

 日期  題目  負責同學  

1 2014 年 10 月  10 歲童運毒毀前程  4C 郭慧珊  

4C 黎巧研  

2 2014 年 11 月  2014 年大事回顧  6A 蔡添榮  

 

(3) 關心社會發展——參觀立法會  

為了令學生對立法機關的工作有進一步認識，4A 及 4B 班同學參加由立法會秘書處教育服務組舉辦

的「從立法局到立法會」專題展覽参觀活動，當天由導賞員向學生簡介立法會的組成、工作、制定法律

的過程、議案辯論及質詢環節等。  

 

          
同學留心聆聽導賞員介紹立法會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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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涯規劃計劃  

中五全級同學參加了由香港青年協會籌劃的「生涯規劃計

劃」，課程以分班形式進行，目的是協助中五同學掌握生涯規劃

的概念，並按部就班地找出自己的職業取向。透過自我評估和

分享，讓學生了解自己的性格、興趣、技能以及職業取向與理

想職業的關係，亦希望同學能從行業探索中了解理想行業的真

實一面。  

                          同學專心聆聽導師講解 

(5) 跨境學習團  

(I) 「同行萬里」高中學生內地交流計劃  ——  

湖南省張家界、長沙及株洲城市設計與環境保育之旅  

本校 10 名中四及中五同學於 2014 年 11 月 19 至 23 日參加

了由教育局資助、亞洲旅行社舉辦的五日四夜湖南省張家界、長

沙及株洲城市設計與環境保育之旅。是項交流活動旨在讓學生透

過多元學習活動，認識湖南省國家公園的地理特徵、自然風貌及

可持續發展的去向與挑戰，並了解湖南省長沙及株洲城市設計及

環境保育的概況。學生結合已有的課堂知識和親身體會，透過觀

察、討論和反思，增加他們對國家的認識，開拓視野。  

 

本校同學在參觀後作出匯報 

 

學生感想﹕(4C 何俊豪) 

  早前我參加了「同行萬里」高中學生內地交流計劃。行程為期五天，我們探訪了稻田中學，有機會

和當地的學生交流，還與他們一起上了一堂中國語文課，他們認真求學的態度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另一主要行程是參觀湖南的工業，我們到過三一重工集團。三一重工是中國最大、全球排行第五的

工程機械製造商，更是全球最大的混凝土機械製造商。我在工廠內見識了大型機器的生產程序，而且讓

我認識到現今的中國工業是很注重節能和環保的。此外我們又參觀中國南車，更發現原來我們在深圳乘

坐到長沙的高鐵列車是在這裡生產的。  

學生感想﹕(4C 郭允文) 

  今次參加了「同行萬里」高中學生內地交流計劃，可以讓我了解當地的社會發展和內地教育的情況。

這次是我第一次去內地，最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參觀稻田中學。當地的老師很熱情，他們的學生也

很友善。我們在稻田中學上了一節中國語文課，他們的課本全是文言文。每一位同學都很認真上課，積

極回答問題，這種認真的態度，很值得我們學習。  

最後一天，我們參觀了湖南大學，湖南大學最多學生就讀的學系是土木工程系，也有香港的學生去

湖南大學讀中文系。湖南大學的學生更會活用知識，自己造車，令我很佩服。  

這次的交流團讓我學會很多東西，其中包括與別人溝通的技巧。我希望下次再有機會參加這類活動。 

 

(II) 台灣校園體驗之旅  

2014 年 12 月，本校 6 名中四及中六同學，聯同十數間官立中學參與國際青年文化交流中心(香港)

籌辦的五日四夜台灣校園體驗之旅，這次交流的主題為「生存與發展：台灣的經驗、現狀與持續發展」，

目的是讓學生認識臺灣本土文化及保育工作，瞭解其現狀與持續發展之機遇，也讓學生能走出校園，汲

取更多書本以外的經歷和知識。  

  是次交流團的研習地點包括台北醫學大學及建國科技大學及康寧大學，讓同學了解當地的學制及大

學的概況；此外，同學亦參觀了國立台灣美術館、地震教育園、埔里紙教堂、誠品綠園道書店、慈濟祟

善環保教育站及華山 1914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等，從而認識臺灣本土文化及保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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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長支援 

(一)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1) 中二  Colors of Life ——  尋找生命的色彩工作坊  (一) 

尋找生命的色彩工作坊(一) 於 2014 年 11 月 21 日舉行。當日活動由三名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老師和

中二級班主任負責帶領，內容取材自教育局與香港輔導教師協會聯合編製的「尋找生命的色彩」教材。

活動目的是透過同學的討論、匯報和反思，讓同學更瞭解自己的性格、喜好、長處、弱項和學習模式，

從而對將來升學及就業，作出更完善的準備和規劃。  

 

(2) 「新高中學制座談會」  

 

為讓中三級同學和家長更加清楚瞭解新高中學制，該

組於 2014 年 11 月 21 日舉行「新高中學制座談會」，家長亦

踴躍參加。講座介紹了新高中課程架構、各科課程範圍及

各大學的收生要求等重要事項。此外，佛教慧因法師紀念

中學的老師亦應邀到本校，向同學介紹旅遊及款待科的課

程。  

 

 

 

「新高中學制座談會」 

(3) 職業面面觀  

  該組於 2014 年 11 月 28 日舉辦「職業面面觀」講座，

邀請不同行業的校友與中六的同學分享他們的工作經驗，

包括幼兒教育界、商界、康樂體育事務界別及物業管理等，

令同學對各種職業的就職要求、出路及有關培訓有更深入

了解。同學們反應熱烈，並踴躍發問。  

  在各職業簡介後，設有分組交流環節，直接與校友交

流，讓同學們更能掌握不同行業的資訊。校友們帶給同學

的訊息不僅是事業上的成功之道，還有做人處世應有的態

度，令同學們獲益良多。  

 

 

 

 

 

 

 

 

 

 

 

一眾講者及校友與江校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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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模擬面試  

該組在 2014 年 12 月 12 日、12 月 19 日及  2015 年 1 月 2 日為中六級同學進行學系和行業模擬面試。

導師和老師會示範面試技巧，並指出同學在對答時應注意的事項和常犯的錯處，讓同學能體驗面試的過

程，為升學及就業面試作好準備。  

 

老師扮演僱主，與同學進行職業面試 

 

同學進行模擬小組面試 

 

(5) 「考試減壓法」分享會   

    2015 年 1 月 23 日，江奕昌校長、陳逸聰老師、麥巧明老師、梁珊君老師、鍾啟榮老師、  

楊嘉璧老師及去屆中六畢業生跟中六同學分享考試前的準備功夫，如時間管理、溫習方法、答題技巧、

應試注意事項及如何處理壓力等。  

  

 

江校長跟同學分享其讀書心得 

 

多位去屆中六畢業生分享考試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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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1)「公平貿易」工作坊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於 2014 年 11 月 21 日，邀請了香港公

平貿易動力的講者，為中六級同學安排了一個有關公平貿易

的工作坊，透過問答遊戲、短片欣賞及討論活動，讓同學了

解現行國際貿易中不公平的運作，提倡保障被邊緣化的生產

者及工人的權利，以及鼓勵同學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公平貿

易，共同推動香港成為公平貿易城市。                                                                                    

 

 

(2)傷健共融 -生命鬥士親身經歷講座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於 2014 年 12 月 22 日邀請香港傷健青

年協會的社工，連同四位需要以輪椅輔助行動的傷殘人士，

到校跟中四級的同學作經驗分享，透過其親身經歷，讓同學

了解傷殘人士如何面對逆境，從而讓同學學習以正向思維面

對逆境。  

    同學分成四組和傷殘人士對談。當中傷殘人士提及他們

遇到的就業障礙，因此只能倚賴社會援助金來維持生活。他

們指出現時的社會保障制度只能短暫舒緩傷殘人士的生活壓

力，不能徹底解決他們的貧窮狀況，而標籤效應更可能對傷

殘人士產生負面的影響。其中一位以輪椅輔助行動的義工亦

分享她如何克服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難，藉此鼓勵同學凡事都

要勇敢面對，尋求適當協助。  

另外，社工亦向同學展示協助殘疾人士行動的輔助工

具，如手動輪椅和四腳义等，並即埸示範如何操作。通過答

問及遊戲環節，讓同學能設身處地明白殘疾人士在社會上的

遭遇和感受。  

講座結束後，八位同學陪同到訪社工及傷殘人士一起到

長洲街頭品嘗地道美食，一路上彼此閒談，相處融洽，同學

們表現非常友善，對傷殘人士展示關愛。  

 

 

 

 

 

 

 

 

工 

 

「公平貿易」工作坊 

 

 

 

 

 

 

  

嘉賓跟同學分享親身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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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平貿易」「饑餓與貧窮」講座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於 2015 年 1 月 2 日，邀請了香港

宣明會為中一及中二級同學安排了「饑餓與貧窮」的講

座，向同學講述在貧困地區人民的生活實況。透過一些

統計資料和訪問短片，將一些活生生的個案呈現在學生

眼前。是次講座能喚起同學對其他地區人民生活的關

注，並帶出同學應該幫助弱勢社群的正面訊息。  

 

 

「饑餓與貧窮」講座 

(4)「青年使者計劃 2015」選舉  

在 2014 年 11 月，5C 班劉珮然同學參加由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UNICEF) 

主辦的「青年使者計劃 2015」選舉。經過兩次的面試及評選工作坊，劉

同學於超過 600 位參選學生中，當選成為其中一位青年使者。劉同學需要

完成為期 9 個月的訓練及工作坊，參與多項社會服務及學校活動；更會與

其他青年大使合作，在香港舉行各項的活動，致力維護兒童的權益及關注

發展中國家不幸兒童的問題。  

劉同學在 2015 年 7 月將會遠赴發展中國家，(柬埔寨、中國雲南省或

四川省考察)，實踐《兒童權利公約》，親身協助發展中國家的兒童，參與

救助工作，以進一步了解貧困地區的兒童權益，並親身體驗貧困地區的生

活方式。  

 

 

5C 班劉珮然同學 

(三) 輔導組  

輔導組為各級舉辦了不同類型的活動，以照顧學生成長的需要。  

初中方面有「朋輩輔導計劃」，安排中一同學於 12 月開始參加由社會福利署中區及離島綜合家庭

服務中心舉辦的「Teen Teen 之多 FUN」小組，藉遊戲讓中一同學習與人相處的技巧，並增加對自我的

認識。  

該組聯同由社工組成的學習支援小組為中一至中三同學舉辦不同主題的計劃，以切合他們的成長

的需要。中一級為｢舵手啟航」發展潛能計劃，透過製作甜品、魔術班等活動，讓他們增加對自我的認

識，發掘和善用自己的長處﹔並透過義工活動提升責任感。中二級學生則參與｢U-Action」伙伴計劃，

透過接觸香港傷健青年協會會員，藉殘疾人士的分享，提升同學的抗逆力，以面對生活上的挑戰。另

外亦安排中二級同學參與不同類型的活動，包括「結伴行」義工訓練、「破冰同樂日」、甜品愛作戰等

活動，以擴闊同學視野。  

中三級同學將要面對選科的抉擇。本校社工安排了｢GPS 生涯規劃」計劃，透過職業性向工作坊及

自我探索日營，讓同學更了解自己的性格特質及潛能。同學更參與職場透視及體驗，認識了咖啡調配、

寵物美容、婚禮統籌及電台的工作，增加他們對職場的認識，讓他們及早訂立職業志向。  

本校社工更於 2015 年 1 月期間探訪中六各班，為應考文憑試的同學打氣及提供心理情緒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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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訓導組  

    訓導組致力培養學生良好的品德及重視紀律，以維持良好的學習氣氛及建立關愛校園。本年繼續

和離島區撲滅罪行委員會、水警海港警區及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等機構舉辦抗毒小先鋒訓導計劃。

中一年級三班同學已分別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二月及二零一五年一月參加兩日一夜的歷奇、領袖

訓練活動。通過不同的訓練活動，使同學學習與人相處的方式及社會規則，並提升同學對學校的歸屬

感，建立團隊精神。同學亦需為學習生活及人生訂定目標，班主任及社工已於一月及二月時個別接見

中一級同學，以審視及協助同學完成自定的目標，同學均能達到目標，可見計劃能協助同學提升自信

及建立正確的人生觀。  

  為加強高中同學的防止犯罪概念及讓同學了解罪犯更生的情況，訓導組於 2014 年 11 月參加了懲

教署的更新先鋒計劃，其間為同學舉辦了更新滅罪工作坊及參觀懲教所活動。  

在預防青少年的吸毒問題上，訓導組上學期聯同不同的社會機構舉辦不同的活動，以創造無毒社

區，推動同學遠離毒害，幫助他們健康成長。2014 年 10 月領袖生與水警海港警區合辦禁毒滅罪週，內

容包括有禁毒攤位展覽、問答比賽及講座等。12 月更舉辦禁毒滅罪足球比賽及禁毒滅罪燒烤晚會，以

加強同學抗毒的信心。2015 年 1 月及 2 月期間，該組派出本校同學到區內小學舉辦教育講座，推廣禁

毒訊息。  

另外，領袖生的培訓非常重要。訓導組一如以往，聯同香港青年協會及學校社工等組織，舉辦不

同的領袖培訓活動，讓領袖生得到適切的領袖知識和技能，協助校方執行紀律。各領袖生已於 2014 年

11 月及 2015 年 1 月參加領袖訓練日營。  

 

(五) 健康及性教育組  

 

衛生署於 2014 年 11 月 21 日為中三級同學舉辦了一節名為網上「衡  」的工作坊。導師透過多元

化的學習活動讓同學認識使用互聯網的原則，從而加強保障個人私隱及健康使用互聯網。同學學會如

何面對及處理欺凌行為及了解網上與人交往須留意的地方。導師亦帶出學習面對網絡欺凌行為時受害

者及旁觀者的處理方法。  

此外，該組於 2014 年 11 月 28 日邀請了屯門婦聯舉辦「愛夢行動」分享會，對象為中一至中三級

同學。當日歌手李雯希及鄧婉玲分享個人經歷，以歌聲宣揚愛與關懷，激勵同學發奮向上，不要輕易

放棄夢想。同學都專心聆聽，表現投入。  

另外，該組亦負責安排各班同學到西環學生健康服務中心進行健康檢查。  

            

        同學專心聆聽社工講解             「愛夢行動」分享會的嘉賓與老師、同學們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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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課外活動組  

    今期介紹學會包括音樂學會、視覺藝術學會、攝影學會、啦啦隊、女童軍、紅十字青年團、扶輪

少年服務團及社會服務、公益少年團及辯論隊。  

 

音樂學會  

2014 年 12 月 6 日合唱團於本校第五十一屆畢業暨頒獎典禮中演唱”When I was single”及”Perhaps 

Love”。當日發生了一段小插曲，電子琴在途中失靈，合唱團同學處變不驚在無音樂伴奏下，繼續演唱，

歌聲悅耳，台下觀眾十分陶醉，掌聲如雷。  

                            

             合唱團於頒獎禮演唱“When I was single”一曲              

 

2014 年 12 月 20 日聖誕社際歌唱比賽決賽，各參賽者落力演出，中六畢業班同學表現精彩，並有

前教師助理 Sharon 擔任嘉賓，更添歡樂氣氛。當日壓軸演出的是「神秘 Brothers Four」，包括上年度

任教的胡景雄老師、劉永源老師、顧國豪老師、陳祿開老師及唐大偉老師，鍾啟榮老師以吉他伴奏，

演唱”Today”。  

今年比賽由家長教師會主席劉兆南先生、副主席何智財先生、翁副校長及陳潔薇老師擔任評判，

賽事十分精彩，最後由西社 5C 洗旺林奪得冠軍，亞軍是東社 6A 林紫盈、季軍是南社 5B 黃詠芯，最

佳台風獎則由北社 4C 何芷瑩及 4C 張美慧奪得。  

             

        老師演唱”Today”      聖誕社際歌唱比賽冠軍 5C西社洗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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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學會  

視覺藝術學會致力培養同學的創作力和增進他們的審美修養，因此鼓勵同學參與不同的視覺藝術

課外活動，例如參觀畫廊、藝術館及展覽中心等，以擴闊學生的想像空間，增加藝術素養；並希望透

過多觀察、多思考、多創作，將藝術融入生活。  

    上學期該會舉辦及參加了多個藝術創作活動，包括中秋花燈紮作比賽、國慶繪畫比賽、熱燙膠珠

匙扣、馬賽克飾物盒製作、玻璃匙扣彩繪畫等，以增加同學的多元藝術發展。  

     
          視覺藝術學會活動：馬賽克飾物盒創作    

 

攝影學會  

攝影學會會員踴躍參與校內大型活動的拍攝工作。其中在陸運會初賽日及決賽日拍得的照片展現

了同學追求突破、挑戰自我、力創佳績的體育精神。此外，多名會員在聖誕節聯歡會上協助拍攝，將

同學精彩的表演和歡樂的氣氛記錄下來。  

      

陸運會作品剪影        聖誕節聯歡會作品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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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啦隊  

    啦啦隊透過不同的表演，把歡樂的正能量傳遍社區。本校更聘請了專業導師，為啦啦隊校隊隊員

提供訓練，藉此提升隊員的運動技能，並鼓勵同學培養互助互勉的團隊合作精神。啦啦隊在上學期有

三次表演服務，包括 : 「新地公益金垂直跑—勇闖香港 ICC」快閃啦啦隊表演、長洲 2015 年元旦歡樂

嘉年華和歲晚關愛敬老聯歡會。由新鴻基地產主辦、香港公益金協辦的「新地公益垂直跑」之「GO﹗

GO﹗高﹗勇闖香港 ICC 學生啦啦隊」比賽，本校啦啦隊更獲得季軍及最佳衣著隊伍。活動能提升同學

的自信心，擴闊同學的視野，希望同學能繼續努力，再奪佳績！  

              
      啦啦隊比賽                 啦啦隊隊員合照          啦啦隊獲得季軍及最佳衣著隊伍 

 

女童軍  

女童軍活動一直環繞著「八項綱領」﹕學習與人相處、

履行女童軍規律、保持身心健康、探討藝術、培養獨立思考

能力、學習家務技能、享受戶外樂趣、服務社會。在過去數

月，本校女童軍參與了不同的活動，除了在恆常集會中練習

基本步操外，還於 11 月出席了「女童軍周年大會操」，透過

不同的活動擴闊視野，增廣見聞。此外，女童軍亦為學校運

動會、畢業禮及歲晚關愛敬老聯歡會活動服務，藉服務他

人，建立自信心。     

女童軍周年大會操合照 

 

紅十字青年團 

    為教導學生回饋社會，體會「施比受更有福」的深層意義，本校於2014年11月14日舉辦捐血日。

當日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派出職員，到本校禮堂為師生、家長及島上社區人士進行捐血活動，

紅十字會員亦從旁協助，約有學生40人，職工5人及家長5人，合共50人成功捐血，本校衷心多謝他們

的參與。  

 

   

                                老師、家長和學生踴躍支持捐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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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少年服務團及社會服務  

(1) 香港進食失調康復會賣旗籌款活動：   

參加了由香港進食失調康復會於 2014 年 10 月 25 日上午舉行的全港售旗籌款活動。當日共有 16

位同學，分為 8 組，於長洲島上進行賣旗籌款活動，善款將用作香港進食失調康復會服務經費。是次

活動有助宣揚健康飲食的訊息及培養同學互助互愛、回饋社會的精神。  

 

學生感想  (3C 蔡詠豪)：  

這次活動不但能幫助到患有厭食症和暴食症的人，還能夠訓練我的膽量和說話的技巧，對我而言，

是一個很重要的體驗，令我一生受用。如有機會，我會鼓勵其他同學參加賣旗籌款活動，既能夠幫助

別人，也對自己有正面的影響。  

     

              出發前的合照         同學邀請街坊賣旗 

 

(2) 長洲區明愛賣物會：  

參加了由香港明愛於 2014 年 11 月 9 日舉行的賣物會。本年度賣物會的主題為「給他們一個希望」。

該活動的目的是以攤位遊戲及售賣物品募捐，從而幫助有需要人士。本校扶輪少年服務團及社會服務

組負責經營一個遊戲攤位，當日籌得善款約三千元。活動有助加強同學與社區的聯繫，並培養同學互

助合作的精神。  

      

學生感想  (5C 梁文靜) ：  

在這次明愛賣物會中，我和同學們代表本校扶輪少年服務團及社會服務組經營了一個賣物攤位和

一個遊戲攤位。當日，我們都十分投入，落力地叫賣。看到越來越多人前來我們的攤位，物品又一件

一件地賣出，令我很有滿足感，因為我知道我們努力籌集的善款能夠幫助很多有需要的人，即使多勞

累，也是值得的。如有機會，我也想再次參與這類活動。  

              
工作人員與江校長合照                     市民反應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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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督教宣道會賣旗籌款活動：  

    參加了由基督教宣道會於 2014 年 12 月 13 日上午舉行的全港售旗籌款活動。當日共有 10 位同學，

分為 5 組於長洲島上進行賣旗籌款活動。籌得的善款將用作基督教宣道會服務經費。是次活動有助宣

揚關愛他人的訊息及培養同學熱心助人的精神。  

 

學生感想  (3C 陳樂晴)：  

    我覺得賣旗籌款很有意義，可以幫助有需要的人，令我深刻體會到「助人為快樂之本」的道理。

是次活動增強了我的自信、提升了我的溝通技巧，亦加深我對長洲的認識，令我獲益良多，我希望能

再參加這麼有意義的活動。  

           

           出發前的合照                       市民踴躍支持 

 

(4) 聖誕探訪長者義工服務：  

與公益少年團於 2014 年 12 月 22 日下午舉辦的聖誕探訪長者義工服務，地點是長洲溫浩根護理安

老院。同學們積極籌辦是次活動，除預備了精彩的表演及豐富的遊戲節目，亦預備了很多禮物，希望

能與長者歡度佳節。是次活動有助培育學生服務社群的精神，亦希望同學日後能勇於為社會作出承擔，

邁向積極的人生。  

      

            同學跟長者講解遊戲玩法           老師、同學和長者合照 

學生感想  (5C 黃曉琴)：  

在聖誕節前夕，我與扶輪少年服務團及社會服務組的成員一同參與了探訪老人院的活動。在活動

前一星期，我們都忙於為長者選購禮物及設計遊戲。當日，我們與約 70 位公公婆婆歡度聖誕。公公婆

婆都踴躍參與遊戲，亦積極與我們互動。在活動尾聲，我們將預備好的禮物包送給長者，他們的笑臉，

讓我們感到非常滿足。可以為一眾公公婆婆帶來一個溫暖的聖誕，我們都很開心呢！  

 

學生感想  (3C 陳宇珊)：  

  活動當日，我們帶了很多禮物去溫浩根護理安老院探望長者，包括襪子，餅干等等，我們還跟公

公婆婆們一起玩遊戲和聊天。他們都很快樂，也著我們能多去探望。我覺得作為子女應該經常去看望

自己的父母，這是兒女應盡的責任。長者不在乎生活過得好不好，他們想要的其實很簡單，就是希望

子女能多陪伴他們，跟他們聊天。希望那些因為工作而忽略父母的人，能多關心自己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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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少年團  

 

「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  

  在 2014 年 12 月 22 日，本校公益少年團舉辦了「環保為公益」花卉義賣籌款活動。團員積極籌備

活動，賣出多紮自製紙花，合共籌得一千二百元，全數撥捐「香港公益金」，以資助本港「兒童及青年

服務」。  

 

學生感想：  (4B 張嘉倩) 

公益少年團在學校舉行了「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每一朵花都是由我和同學親手摺的，分

別有一支和一束，一枝的售價是十元，一束的是二十元。起初我覺得價錢比較昂貴，還以為同學們不

會買，想不到銷量卻十分好，令我喜出望外。我自己也買了一束，校長更慷慨地捐出二百元來買花。

正所謂「施比受，更有福」，希望能略盡綿力幫助有需要的人。  

 
  同學於早會宣傳「慈善花卉義賣」 

 
  老師與同學捐款買花 

 
   同學踴躍支持「慈善花卉義賣」 

 
公益少年團團員與老師的大合照 

  

辯論隊  

  本校辯論隊於今年度成立，透過各種辯論訓練，致力培訓學生的說話能力、邏輯思考及批判思維。

成員主要為中四及中五的同學。  

  為進一步提升同學的時事觸覺及對通識學習的興趣，豐富學生的課外學習經歷，辯論隊參加了《星

島日報》、《英文虎報》及教育局合辦的「星島全港校際辯論比賽」，至今已取得兩戰全勝的佳績。其中

議題為「港府收緊富戶政策利大於弊」的比賽中，5C 劉珮然同學獲選最佳辯論員、5C 徐振琳同學獲

得最佳交互答問辯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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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資優教育組  

在新高中的學制下，學生需要接受多元化的學習模式來提升他們的有效溝通、衝突處理、情緒管

理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使他們能有效地發揮領導者的角色。  

    資優教育組參與了由香港家庭福利會舉辦的「學生領袖調解課程」。該課程的訓練對象為高中學

生，透過教授朋輩調解技巧，訓練學生成為朋輩調解員。同學受訓後，除了可以掌握調解知識和應用，

發展個人能力之外，還可以協助校方處理朋輩衝突，締造和諧校園。  

 已有 17 位中四及中五級同學於 1 月 19 日完成了 3 小時的課程，認識青少年衝突的特徵、了解什

麼是朋輩調解和掌握調解員在香港的發展概況。參與的同學表現投入積極，並將課程的知識運用在學

校舉辦的活動中。  

    
                 同學上課時專注投入                    同學在活動上運用調解技巧 

 

(八) 傳媒教育組  

    該組今年以主題型式製作節目，如低碳文化及健康生活等議題，目的是培養學生的創意、分析能

力及批判性思考。此外，同學亦拍攝了中文週寫揮春及中國古代傳統文化遊戲——投壼及踢毽，讓同

學更認識中華文化。同學亦以綠色生活為題材的環保短片，並參加中文大學賽馬會保源行動的綠色微

電影節 2015 拍攝工作坊。  

校園電視台為建立關愛文化，加強同學的自信心及促進師生關係，今年加入讚賞文化節目。讚賞文

化節目為拍攝老師對同學在學校活動表現的讚賞。除此以外，今年亦拍攝了老師跟中六畢業班同學的

打氣和鼓勵、扶少團福袋製作、月餅迎中秋敬老活動、英文科萬聖節活動、家政科為學校製作食品及

啦啦隊表演等活動。  

各校園小記者參加拍攝不同的校園活動，如學生會選舉協助兩參選內閣拍攝宣傳短片，拍攝陸運

會、聖誕節歌唱比賽等，以提升同學製作節目的能力。 

 

 (九) 環境教育組  

該組於 10 月 25 日的「全方位親子學習日」舉辦生態日記比賽及環保飲食餐單設計比賽，藉此向

同學宣揚綠色旅遊及環保意識。最後，本組帶領同學參與於 11 月 1 日的離島區「社區滅廢行動——不

浪費、多再用、精明回收」推廣嘉年華攤位遊戲及舞台表演，共同推行本區的環保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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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圖書館 

 

(1) 訂購不同新書、雜誌、報紙 

截至 2015 年 1 月 22 日，圖書館共購買了 156 本新書，亦新增不同種類的雜誌，包括：《天使心》、

《攝影雜誌》等，充實圖書資源，營造良好的閱讀環境。此外，圖書館亦訂購了《明報》、《星島日報》、

《南華早報》、《悅讀中文》、《校園經濟》，擴闊學生的閱讀層面。  

 
雜誌架 

 

報章及雜誌架 

 

 

(2) 普及閱讀獎勵計劃 

中一至中二的同學必須參與由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舉的「普及閱讀獎勵計劃」。中三的同學則可

自由參與。計劃設有章級制度：  

青章(初級)：引發學員對書籍的興趣，培養初步的閱讀習慣。  

藍章(中級)：擴大學員的閱讀範圍，使之認識閱讀的技巧和功用。  

紫章(高級)：養成自發而有系統的閱讀習慣，掌握追求知識的門徑。  

此計劃鼓勵同學擴闊閱讀的範圍，並培養同學養成閱讀的良好習慣。  

 

(3) 每日社評 

圖書館由本年度 9 月份開始，每天均張貼《明報》及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的社評，亦歡迎同學到圖書館借閱「每日

社評」。「每日社評」能增加同學對社會、國家、世界的認識，培養

批判思維。  

 

  

每日社評 

(4) 好書推介 

圖書館透過圖書館壁報板及學校網頁提供發表平台，讓學生分

享閱讀心得。圖書館壁報板上張貼了學生優秀的閱讀報告，圖書館

亦將學生的閱讀報告上載於學校的網頁，讓學生隨時瀏覽。網址是

http://www.ccgss.edu.hk/stu_club/library/  

這些作品為學生建立一個良好的示範，有助推廣閱讀風氣。  

 

同學優秀的閱讀報告 

 

http://www.ccgss.edu.hk/stu_club/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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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圖書館管理員好書自選計劃 

在 2015 年 1 月 19 日(星期一)下午，11 位圖書館管理員在羅嘉恩老師的帶領下，到銅鑼灣商務印書

館協助選購書籍。是次活動與中文科合辦，圖書館與中文科合共撥出二千五百元供學生選購圖書。11

位圖書館管理員分成兩組，進行比賽，在限時內揀選不同種類的書籍，回校製作展板，於早會分享和

向同學推介。同學選擇的書籍多元化，包括散文類、小說類、科普類等。  

 

 

是次選購的書籍種類繁多 

 

圖書館管理員分成兩組，進行比賽 

 

         同學從繁多的書籍中， 

揀選合適的讀物 

 

同學認真地選購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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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書推介 

圖書館定時設定不同的主題，由圖書館管理員於早會推介新書，並於禮堂設置「新書推介」展板。

活動配合小遊戲，鼓勵同學借閱書籍。  

主題如下：  

月份 主題 簡介  

2015 年

1 月  

第 26 屆

中學生

好書龍

虎榜  

本校參與由香港教育專

業人協會主辦的「第 26

屆 中 學 生 好 書 龍 虎

榜」，圖書館管理員向同

學介紹部份書籍。  

 

   圖書館管理員於早會向同學推介新書 

 

(7) 借閱龍虎榜 

圖書館於上下學期均設「班際借閱龍虎榜」。從初中組和高中組分別選出最踴躍借書的三班，以表

彰積極借閱的班別。上學期結果如下：  

 

組別  獎項  班別   組別  獎項  班別  

初級組  冠軍  2C  高級組  冠軍  6C 

亞軍  1A  亞軍  6B 

亞軍  1B  亞軍  5C 

 

另外，本學年增設「最積極借閱獎」，表揚借閱最多書籍的學生。上學期結果如下：  

 

組別  班別  姓名   組別  班別  姓名  

初級組  1A 陳頌欣   高級組  6C 陳梓健  

1B 朱藝沂   6B 黎焯浩  

1B 布諾賢   5C 江希兒  

1C 張芷桐   6A 蔡添榮  

2C 黃婉兒   6C 連樂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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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學生會 

    在學生會投票當日的選舉答問大會上，候選內閣向同學介紹政綱和來年活動，並回答同學的提問。

同學反應踴躍。答問大會結束後，同學親自將選票投入票箱，選出本年度學生會代表。老師在過程中

亦引導學生了解選舉的程序和要注意的地方，讓學生體現公民精神和感受選舉的氣氛。結果由「皇朝」

當選，出任本校 2014-15 年度學生會。  

 

 

兩候選內閣「皇朝」和「ACE」在答問大會上回答同學提問 

 

2014-15 年度學生會「皇朝」內閣成員名單﹕  

  

 

 

 

 

 

 

 

 

 

 

                   「皇朝」內閣成員合影 

               

主席  5A 李逸升  

副主席  5A 郭展耀  

文書  5A 楊逸隆  

 5A 范雅業  

財政  5A 陳榮雄  

 4A 鄭銘諾  

康樂  5B 陳文熙  

 5B 黃卓賢  

宣傳  5A 吳智安  

 5A 黃英明  

總務  5A 羅子貿  

 5A 杜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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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消息    

2014 至 2015 年度的會員年費已於 2014 年 9 月 24 日收妥，

共有 433 個家庭參加，年費合共港幣 17,320 元。 

執行委員會將秉承本會宗旨，努力增進學校與家長的聯繫和

合作，推動學生全面發展。  

 

10 月 24 日是學校的「親子全方位學習日」，校方接受該會

及學生會主席羅浩森同學對考察地點的建議，再由顧國豪老師安

排各級考察地點。各級設有工作紙或專題習作，讓學生在戶外學

習，拓展課外知識。各級考察地點如下：中一級及中二級：南丫

島；中三級；大嶼山大澳；中四級：赤柱；中五級：香港仔郊野

公園；中六級﹕香港海洋公園。不少家長亦一同參與。在此亦感

謝運輸署「離島遊」2014 計劃及新世界第一渡輪公司贊助學生部

份船費。  

 

 

 

11月4日是學校的捐血日，該會贊助小食以答謝熱心捐血的

同學、家長及教職員。家長參加人數較往年上升25%，有五位家

長成功捐血，有關活動的相片已上載至學校網頁，歡迎瀏覽。  

 

 

 

 

 

11月7日本校的陸運會。該會邀請了家長參加「親情滿載現

溫馨」競技活動。當天家長、同學及老師都非常投入，氣氛熱烈。

競技完畢，家長協助頒發部份獎項。 

 

 

 

 

 

在 11 月 14 日的晚上，本校舉行了「我和校長有個約會」活

動，共有十多位家長出席，目的是讓校長與家長彼此分享教導子

女心得，也讓家長表達對學校的意見及期望，校長並藉此機會跟

家長討論有關學校未來的發展。  

 

 

                                                                                

第一次執行委員會 

中三級同學攝於大澳 

捐血日活動 

家長、同學們十分投入 

 「我和校長有個約會」活動 

第三次執行委員會 

「學校捐血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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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5 日是本校的第 51 屆畢業暨頒獎典禮，本會捐助獎學金港幣 8000 元，在畢業典禮上頒發，

以獎勵勤奮好學的同學。 

 

 

 

 

 

    家教會名譽會長劉北強先生頒發獎項予同學   家教會名譽會長何炳釗先生, MH 頒發獎項予同學 

 

12 月 22 日本校在南蛇塘體育館舉行聖誕節學生聯歡會暨社際歌唱比賽，並邀請了劉兆南主席及

何智財副主席擔任評判及抽獎嘉賓，江校長及本會各贊助每班兩份禮物作為抽獎。是次比賽圓滿成功。

除了感謝家長踴躍支持外，亦感謝課外活動主任麥巧明老師及音樂科科主任陳潔薇老師的精心安排各

項節目，令家長、老師及同學同度過一個歡樂的上午。  

 

 

 

家教會副主席何智財先生獎項予同學       家教會主席劉兆南先生及江校長 

跟抽得獎品的幸運兒合照 

 

2015 年 2 月 2 日下午，該會舉辦一個「歲晚割水仙花頭」活

動，共有十多位家長及老師參加。由本校家長何陳小群女士義務教

授割水仙花頭的技巧及指導參加者如何栽種，令水仙花可以在春節

適時開花，參加者獲益良多。  

 

「歲晚割水仙花頭」活動   

 

2015 年 2 月 8 日該會聯同中華基督教會長洲堂錦江小學家長

教師會舉辦了「昂平 360 一天遊」活動，參加人數達 43 位，是近

年參加人數最多的活動。參加者早上 8 時 30 分在中環集合，再乘

搭旅遊車往大嶼山東涌「昂坪 360 纜車站」，大家心情愉快又緊張。

纜車每程約 22 分鐘，參加者可以飽覽赤鱲角機場及北大嶼山的地

貌。此外，在昂坪市集又觀看「360 大舞台」，認識有關「功夫電

影」的拍攝手法。在劉兆南主席帶領下，大家渡過了歡樂的一天。 「昂坪 360 一天遊」活動 

畢業暨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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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獲獎名單 

活動日期 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 得獎同學名單 

24/10/2015 羅氏慈善基金及 

教育局合辦 

「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 

(2013-14 學年)」 

卓嘉豪 

(課程名稱：航空學) ，同時獲「特

別嘉許」獎項 

吳均鈺 

(課程名稱：實用電腦會計) 

黃麗兒 

(課程名稱：西式食品製作) 

1/11/2014 離島區議會旅遊

漁農及環境衞生

委員會主辦、離島

民政事務處協辦 

離島區「社區滅廢行動──

不浪費、多再用、精明回收」

標語創作比賽 

優異獎（高中組）﹕ 

5C 黃曉琴 

優異獎（初中組）﹕ 

2C 楊智賢 

8/11/2014 香港城市大學 

電腦科學系 

第五屆Hong Kong CityU-CS 

Robocode Contest 2014 

優良表現奬狀﹕ 

6A 郭家榮   6A 陳梓健同學 

7/12/2014 由新鴻基地產主辦 

、香港公益金協辦 

「新地公益垂直跑」之

「GO!GO 高!勇闖香港 ICC

學生啦啦隊」比賽 

 

季軍及最佳衣著隊伍 

隊員名單﹕  

1A 陳頌欣 1A 盧佩雯 

1A 冼詠儀 1A 黃佩珍 

1B 周凱琳 1B 梁璧筠 

1B 何佩盈 1C 蔡詠嘉 

1C 郭心怡 1C 盧倩彤 

1C 吳雯珊 1C 吳芷晴 

1C 黃詩媛 2A 林芷君 

2C 上帝仁愛 2C 神恩慈 

2C 黎潔嵐 2C 冼 琳 

3A 袁海淇 3A 羅凱婷 

3C 吳淑君 3C 陳樂晴 

5B 楊思敏 5C 郭澆嵐 

5C 羅卓琳 5C 陳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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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  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  得獎同學名單  

6/12/2014 由《星島日報》、 

《英文虎報》及教

育局合辦 

「星島全港校際辯論比賽」

第二回合初賽 

最佳辯論員﹕5C 劉珮然 

最佳交互答問辯論員﹕5C 徐振琳 

9/12/2014, 

11/12/2014, 

12/12/2014, 

香港學界體育聯

會荃灣及離島區

中學分會 

2014-2015 年度 

校際田徑比賽 

女甲鉛球第一名﹕ 

6A 黎子晴 

女甲 1500 米第二名﹕ 

5C 陳慧妍 

女丙跳高第二名﹕ 

3A 袁海淇 

男丙跳高第二名﹕ 

2A 黃仲熹 

男丙 100 米第二名﹕ 

2C 何文坤 

男丙 200 米第二名﹕ 

1B 陳子謙 

男丙 400 米第二名﹕ 

1B 陳子謙 

男丙 4x100 米接力第一名﹕ 

1B 陳子謙 1B 張以的 

2A 黃仲熹 2C 何文坤 2B 張浩文 

男丙團體第四名 

11-12/2014 香港學校音樂及  

朗誦協會  

2014-15 第 66 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 

詩詞獨誦——  

季軍﹕6C 杜安怡  

優良﹕  

1C 羅浩齊  

3C 陳少聰  

3C 冼家俊  

4C 葉巧怡  

4C 張碧姚  

 

二人對話——  

優良﹕3C 蔡詠豪、冼家俊  

 

普通話集誦——  

優良﹕1C 及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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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  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  得獎同學名單  

11-12/2014 香港學校音樂及

朗誦協會  

2014-15 第 66 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 

英詩獨誦——  

冠軍﹕6C 林曉彤   

季軍﹕5C 陳卓賢  

優良﹕  

1A 黃曉朗  1B 利劭俊  

2C 邱子翹  3C 羅峻熙  

3C 羅駿宇  3C 顏列宏  

3C 冼家俊  3C 王浩霖  

3C 宋子泓  3C 黎冬瑤  

3C 盧雪    3C 陳樂晴  

3C 鄭思彥  3C 歐迪栢  

3C 陳少聰  3C 蔡詠豪  

3C 郭敬諾  4B 郭尚文  

11-12/2014 香港學校音樂及

朗誦協會  

2014-15 第 66 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 

公眾演講——  

季軍﹕5C 陳卓賢  

季軍﹕5C 黎美怡  

優良﹕  

5C 徐振琳   5C 江希兒  

5C 李詠杏  5C 吳朗賢  

5C 黎凱澄  5C 黎碧希  

5C 劉珮然  5C 梁文靜  

5C 陳慧妍  5C 何卓婷  

5C 王源維  6A 黃頌軒  

6C 陳樂心  6C 蔡咏彤  

6C 陳梓健  

 

英詩集誦——  

優良﹕  

3C 

4C 

4A 及 4B 

1/1/2015 長洲鄉事委員會青

年綜合服務中心 

長洲元旦長跑賽 女子 5 公里少年組第四名﹕  

5C 陳慧妍 

男子 5 公里少年組第九名﹕  

4C 李焯鋒 

2/1/2015 新界校長會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六十五周年」學生徵文比賽 

高中組亞軍﹕5C 倪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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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  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  得獎同學名單  

26/1/2015 中國香港跳繩

總會 

全港跳繩分齡賽 2014 15-17 女子組﹕30 秒速度跳冠軍、 

個人花式冠軍、個人總冠軍﹕ 

4C 彭惠珊 

 

5-17 女子組﹕30 秒速度跳季軍、 

3 分鐘耐力跳冠軍、個人花式亞軍、

個人總亞軍﹕4C 鄭曉藍  

 

15-17 女子組﹕3 分鐘耐力跳季軍、

個人總季軍﹕4C 羅祖怡 

1/2/2015 中國香港交互

繩總會  

第三屆全港交互繩速度  

比賽  

中學組——女子組 30 秒  

三人交互繩速度比賽亞軍﹕  

4C 彭惠珊  

4C 鄭曉藍  

4C 羅祖怡  

4/2/2015 香港數學奧林

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

克邀請賽 2015  

(香港賽區)初賽  

三等獎﹕2C 周弘康   

三等獎﹕2C 李梓洋  

三等獎﹕2C 曾雪琳  

11/2/2015 水警海港警區  

少年警訊  

 

 

禁毒滅罪足球邀請賽  亞軍  

 

隊員名單  

4A 杜子健 4B 鄭銘諾  

4C 梁啟邦 5A 吳智安  

5A 許劍揚 5A 李逸升  

5A 杜朗峰 5A 劉瑞威  

5B 黃卓賢 5C 黃英明  

5C 王源維 5C 郭展耀  

6B 何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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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師介紹 

鍾啟榮老師  

  鍾啟榮老師主要任教英文、地理及通識教育科。  

鍾老師很喜歡長洲官立中學，他覺得長官的同學友善親切，平易近人，上課更踴躍回答問題，但

是他亦指出同學的錯別字較多，書寫時間有口語的情況，寄語同學多加改善。至於鍾老師最喜歡哪一

科呢﹖他坦言最喜歡的是英文科，在課堂上鍾老師會以多元化的資料引導同學學習英文，提升同學的

學習興趣。  

鍾老師也熱愛戶外活動，如遠足。同學們可向鍾老師請教關於遠足的知識呢﹗  

校園記者   5B 林振輝、楊思敏  

 

 

 

 

陳逸聰老師  

陳逸聰老師主要任教綜合科學科。  

陳老師直言長官的同學品性純良，上課時也會主動發問，但學習上仍有改善空間。他希望同學們

能勤奮學習，吸收不同的知識﹔並且要謙虛待人。  

陳老師不忙提醒我們在學習之餘，也要多做運動。即使工作繁忙，他也會定時打羽毛球，保持健

康體魄。陳老師也愛攝影，他鼓勵同學培養不同的嗜好，以舒緩學習的壓力。  

校園記者   3C 黃琛怡  

 

 

 

 

曾翠珊老師  

曾翠珊老師住在屯門，對於我來說，是個很遠的地方呢﹗但曾老師卻說屯門其實並不遠，她上班

的時間跟從前也差不多﹔而且她很享受船上的景緻，說是市區沒有的。  

    曾老師認為長官的同學友善可親，而且樂於助人。她認為每位同學也有自己的長處，可能同學暫

未發現，正因如此，更應把握每個學習的機會，擴閱視野，從中發掘自己的興趣，訂立志向。曾老師

期望同學們都能朝著自己的理想前進，不可輕言放棄。  

校園記者   3C 黃琛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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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學校 

如有意見或問題，歡迎家長致電或親臨本校查詢。 

電話： 2981 0380 

 

 

校長：  江奕昌先生 yckong@edb.gov.hk 訓導主任： 冼偉源先生  

副校長：呂偉明先生   wmlui@edb.gov.hk 輔導主任： 呂嘉強老師  

副校長：翁翠華女士 maggie-yong@edb.gov.hk 學校社工： 侯剛健先生 

 雷德荃姑娘 

           文宸姑娘 

           姜苑芯姑娘 

逢星期二、四 

逢星期三、五 

逢星期二、五 

星期一至五 

香港政府公函  ON GOVERNMENT SERVICE 

 

 

 

 

 

 

 

 

長洲官立中學 
Cheung Chau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 

學校地址：長洲學校路 5B 

學校網址：http://www.ccgss.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