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紅磚．窗外》 
(2017-2018  第一期) 

 

 

 

 

 

 

 

 



 

2 
 

目錄 

學校關注事項 
關注事項一：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關注事項二：促進學生了解自我、發揮潛能及規劃未來  

3-10 

110 周年校慶篇 

長官 110周年校慶啟動禮暨全校參與社區服務日－校長致辭 11 

長官 110周年校慶啟動禮暨全校參與社區服務日 12 

長洲官立中學 110 周年校慶陸運會 13-14 

跳出校園，關愛社群 

月餅敬老迎中秋──西灣探訪 15-16 

中秋綵燈巡遊文藝會 17 

香港明愛慈善賣物會「長洲區」 18 

跨校交流，拓展視野 

南沙及東莞──香港姊妹學校簽約儀式暨文化交流活動 19 

新加坡國家警團交流活動 20-21 

肇慶市端州區教育局暨中小學校長到訪長官 22-23 

校園生活樂繽紛 

香港警察樂隊演奏欣賞會暨中六打氣大會 24 

萬聖節之夜(Halloween Night) 25 

長洲小學生參與長官中學課程體驗日 26 

多元活動 27-28 

敬師愛生，上下一心 

敬師日  29-30 

我和校長有個約會 31 

教師專業發展 

第一次教師專業發展日 32 

行政管理，專業交流 33 

學生成就  

校外活動獎項 34-35 

 

 



 

3 
 

學校關注事項  

關注事項一：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本年度關注事項一共有四個目標，9月-10月已完成的活動報告如下: 

目標 1:幫助學生建立良好的學習習慣 

I. 訂立學習常規 

   日期: 全年 

   對象: 全校 

   負責組別: 班主任、學與教組及全體老師 

   1. 於 9月 1日開學禮，已向全校同學簡介本學年關注事項的目標及將會施行的各項活動。 

   2. 同學已購買手冊，並由班主任及翁副校於 10 月 3 日 (星期二)收集後查核。1C班學生表現甚 

佳，1A、1B班需班主任跟進未如理想的同學。 

   3. 各班主任已收到座位表的軟副本。各班同學的座位表已由各班主任安排妥當，安排上課秩序 

      井然有序。 

   4. 負責學生會的關敏株老師已於九月七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至下午 1 時安排校外機構為學生 

      拍攝學生照片，以便有需要的老師製作座位表。 

   5. 在第一次教職員會議已提醒科主任必須參照去年的功課政策成效，並於第一次科務會議訂立 

      本年度功課政策。 

   6. 優化交功課制度，本學年逢星期一、三和五早上第一節點名時段會收功課，確保同學準時交 

      功課，培養良好的學習習慣，並從每月欠交功課紀錄審視成效。新的收功課制度的運作非常 

      順暢。 

   7. 本年度以提升同學的閱讀能力、提升學生的學業成績及推動校內的學習氣氛為重點。中文和 

英文科組善用課後研習班時段，安排同學去圖書館閱讀課外書。全學年每班可以在圖書館進 

行三次中文閱讀和三次英文閱讀。 

   8. 本組已於 2017年 10月 6日(星期五)於中二級的生活教育堂透過班主任教導同學時間管理的 

      重要性，例如應用在上學期統一測驗的溫習時間的安排。 

9. 全年優化初中課後研習班，以鞏固中、英、數三科，已於 9月 18日(星期一)開始上課。 

 

II. 提升閱讀風氣 

    日期: 全年 

    對象: 初中 

    負責組別: 學與教組、圖書館組、中文科組、英文科組、課後研習班老師及全體老師 

1. 中文和英文科組善用課後研習班時段，安排同學去圖書館閱讀課外書。全學年每班可以 

在圖書館進行三次中文閱讀和三次英文閱讀。中文科老師會在堂上要求同學閱讀特定主題 

的課外書，然後於課內完成中文科的閱讀紀錄冊。同學於全學年須完成最少 6個閱讀紀錄 

表和 6個語文活動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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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除了在圖書館閱讀，中、英文科老師亦會安排同學在課室進行閱讀。中文科會利用中文 

科組的藏書，讓同學在課室內進行閱讀，同時亦要求於課內完成中文科的閱讀紀錄冊。 

英文科老師會安排同學於課上閱讀一些英文篇章、電子書或其他閱讀材料。 

3. 上述 1.和 2.的安排可以改善閱讀風氣及提升同學的閱讀興趣，讓同學增廣見聞，鞏固 

語文基礎。 

 

4. 另外，逢星期一、二和四初中會設三天課後研習班，由中、英文科科主任安排閱讀教材， 

由中、英文科老師固定任教，讓同學於該時段溫習中、英文的基礎課題。這項安排已於 

九月十八日(星期一)開始推行。 

A. 初中各級學生全年將會完成中文科： 

(i) 文言文基礎練習八個。 

(ii)六個閱讀報告及六份語文活動紀錄表，其分數將計入本科考試卷五閱讀分數，佔 10 %。 

        B. 對於英文科，初中各級學生需要： 

(i) 完成四個閱讀感想。 

(ii)除三節圖書館閱讀課外，全年有五節閱讀課。同學須進行閱讀活動，包括閱讀英文科 

藏書。 

C.各班也有固定的老師負責監督，按觀察所得，中一同學需要較多的關注及指導。 

 

III. 嘉許學習態度良好的學生 

    日期: 全年 

    對象: 全校 

    負責組別: 學與教組、訓導組、圖書館組、WEBSAMS、班主任及全體老師 

     1. 已於第一次教職員會議及開學禮向全體老師及學生介紹本計劃。 

     2. 「優秀學生獎」各級別的選舉準則如下： 

         a. 中一及中二： 

            (1) 品德:包括出席率及學習態度 

            (2) 學業成績 

            (3) 閱讀習慣 

         b. 中三至中五: 

            (1) 品德：包括出席率及學習態度 

            (2) 學業成績 

            (3) 領導才能 

     3. 年度最佳學生獎：每班揀選最少一名的「優秀學生」，而每級得獎人數不能超過全級學生 

人數的 10%。 

     4. 「優秀學生獎」及「年度最佳學生獎」計劃會於下學期的班主任級別會議討論及揀選。 

     5. 嘉許禮暫定於上學期 2017年 11月 30日 (星期四)和下學期 2018年 5月 17日(星期四)舉行。 

 

目標 2:指導學生掌握有效的學習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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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加強中英數基礎能力訓練 (中三) 

    日期: 全年 

    對象: 中三 

    負責組別: 中、英及數科組 

    1.  中、英及數的科主任於 9月 15日(星期五)提交中三課後研習班的課堂安排，有關提升中三 

同學於中英數基礎能力策略的活動內容。英文科會將基礎能力訓練的練習融入課後研習班 

的課堂進行。詳情可參閱英文科初中課後研習班的進度表。 

 

中國語文科中三級加強語文能力訓練如下： 

中三全級學生將到禮堂接受以下統一訓練： 

(a)一次中文科 TSA 考評簡介 

(b)四次說話能力練習 (採取全級分組模式，題目均為 TSA 過去五屆試題) 

(c)四次閱讀能力訓練 (題目均為 TSA 過去五屆試題) 

(d)三次寫作能力訓練 (題目均為 TSA 過去五屆試題) 

 

英文科中三級加強語文能力訓練如下： 

(a)一次英文科 TSA 考評簡介 

(b)四次說話能力練習  

(c)五次閱讀能力訓練  

(d)三次寫作能力訓練  

(e)四次聆聽能力訓練 

 

數學科中三級數學基礎能力訓練計劃如下： 

(a) 逢星期四於課後研習班時段為中三同學按教學進度溫習有關課題的 TSA 類型題目。 

(b) 於復活節假期安排中三同學完成一份 TSA 試卷的題目。 

(c) 於 2018 年 4 月 26 日、5 月 3 日、5 月 10 日和 5 月 17 日逢星期四的課後研習班時段指導 

          中三同學完成 TSA 試卷的題目。 

 

    2.  三科組贊同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答題技巧為原則，並以配合高中課程為施教方向。 

    3.  於 9月 25日(星期一) 課後研習班時段(3:35-4:20) 於禮堂為中三級同學舉辦講座。 

主題為：中三全港性系統評估試(TSA)簡介會。 

中文科科主任李文友老師、英文科林家全老師和數學科戴詠詩老師將會為學生講解全港性系

統評估試(TSA)，讓學生知道自己將要面對考試的模式。中、英、數每科老師負責講解 10 至

15 分鐘。簡介會後進行問卷調查。 

從問卷調查得知， 

89 % 的學生認為整體上 TSA 簡介會能達至預期的目標。(44 %同意，45 %非常同意) 

93 % 的學生認為簡介會使他們明白 TSA 的目的。(38 %同意，55 %非常同意) 

94 % 的學生認為簡介會使他們知道 TSA 的題目類型。(39 %同意，55 %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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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 的學生大致滿意這次簡介會。(34 %同意，58 %非常同意) 

89 % 的學生認為簡介會所舉辦的日期、時間和地點的安排恰當。(34 %同意，55 %非常同意) 

93 % 的學生認為學校能提供足夠的器材舉辦是次簡介會。(38 %同意，55 %非常同意) 

94 % 的學生認為是次簡介會老師講解令他們滿意。(38 %同意，56 %非常同意) 

89 % 的學生認為於這次簡介會中，同學表現踴躍並且積極投入活動。 

(32 %同意，57 %非常同意) 

其他意見： 

同學希望增加簡介會的時間，使他們能更深入了解 TSA 的考試模式。 

        講座順利舉行，同學學習氣氛良好。至於各科組經過討論後，亦訂立了本年度增強中三同 

        學基本能力計劃，並會按計劃施行。 

 

II. 公開考試應試技巧工作坊 

   日期:全年 

   對象:中三至中六 

   負責組別：學與教組及中、英、數和通識科組 

1. 各科組將按學生需要舉辦多元化的學習工作坊，以掌握公開考試應試技巧。 

2.年終將會收集各科組舉辦活動的紀錄。 

 

目標 3: 優化課堂教學，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態度 

   日期: 全年 

   對象: 全校 

   負責組別: 教師發展組、學與教組、電子學習組及科主任 

    1.在第一次教職員會議，校方已提醒各位老師本學年可按學生課堂需要而選擇合適課題推行 

電子學習。 

    2.本組已於 9 月 4日與電子學習組舉行會議，各科組須提交一名電子教學的老師代表，計劃配合 

學校 STEM教育和專題研習活動，引導同學使用電子平台及平板電腦學習，並展示研習報告。 

    3.會定期留意教師培訓行事曆，如有合適的電子學習工作坊，會以電郵通知各老師參加。 

 

目標 4: 照顧學習差異，提升學生的學習積極性 

   日期:全年 

   對象:全校 

   負責組別：學與教組、科主任及全體老師 

  推行情況：已於第一次教職員會議中提醒各科組按各級學生需要，舉辦不同類別的提升學習效能 

活動，並設立分層課業進行，於學期終結時將會收集各科科任老師的分層課業作紀錄。 

 

            中文科所有級別的統測及考試卷均設有基礎語文能力題，亦設有要判斷、深入理解、 

作比較等發揮性高的題目，充分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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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科所有級別的統測及考試均設有 B1和 B2兩個部分。B1卷較淺，主要測試同學的 

基本能力。B2卷較深，讓能力中上的同學有發揮空間。 

 

數學科所有級別的統測及考試均設有甲部和乙部兩個部分。甲部的題目較淺，主要測 

試同學的基本解難能力。乙部的題目較深，主要測試能力中上的同學的解題技巧，讓 

他們有發揮空間。 

 

 

關注事項二：促進學生了解自我、發揮潛能及規劃未來  

本年度關注事項一共有四個目標，9月-10月已完成的活動報告如下: 

1. 協助初中學生認識自我，了解自己的性格、興趣及能力，從而發揮所長。 

 跳出框框多元培育計劃/夢想啟航發展潛能計劃 

日期：全年 

對象：初中 

活動內容及成效：培養學生的解難能力，建立團隊精神及增加對校園的歸屬感。已成功招募

各組別的成員，部分活動如迎新、小組訓練已如期舉行。 

 

 「Colors of Life──尋找生命的色彩工作坊」(第一次活動) 

日期：10月 20日 

對象：中二 

活動內容及成效：由生涯規劃組老師和中二班主任一同負責，教材為教育局與香港輔導教師

協會聯合編製的「尋找生命的色彩」，讓同學更了解自己的性格、興趣、長處和弱項。根據

老師課堂觀察及學生完成的記錄冊，學生普遍都清楚自己最明顯的兩種人格特質，亦對該兩

種人格特質配對的職業有初步認識。 

 

 「時間管理、訂定目標」計劃 

日期：9月 

對象：中一 

活動內容及成效： 

 訓導組舉辦「振翅高飛計劃－自律及正向思維訓練」活動，透過角色扮演活動及完成

工作紙，老師及水警海港警區警民關係組同工幫助學生學習如何編排自己日常生活的

時間表。學生從學習時間分配的經驗中，認識善用時間，珍惜光陰的重要，從而建立

他們的責任感及自律精神。 

 生涯規劃組老師和班主任一同負責 9月 22日生活教育課，活動先透過小組遊戲讓同學

明白時間管理的重要性，再引入時間管理的策略和方法。根據老師課堂觀察及學生完

成的工作紙，學生認真投入活動，普遍掌握了時間管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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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培養學生積極的態度，增強自信心，並努力學習及追求個人理想。 

 「創出 SUN天」才藝培訓班： 

日期：9月 22日 

對象：中二及中三級 

活動內容及成效：活動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才藝訓練，藉以發展學生之才能，增強他們自信

心，以對抗毒品誘惑，並於校園內宣揚正面健康人生的訊息。根據老師觀察，學生積極投入，

反應正面。 

 

 領袖訓練營： 

日期:11月 

對象:中四 

活動內容及成效：活動旨在讓學生明白領袖的特質及團隊合作的重要，加強學生的自信心及

擴闊他們的視野，提升解難技巧及培養積極的態度。 

 

 師生聯誼活動(1)－敬師日： 

日期：10月 18日 

對象：中一至中六 

活動內容及成效：活動除了讓學生表達對老師的敬意外，還安排了四社師生互動遊戲，為師

生提供平台展現個人才藝及增進關係。 

 

 師生水果茶敘 

日期：由於同期已舉辦其它師生活動，師生水果茶敘日期更改為 20/4/2018 

對象：全校師生 

活動內容及目的：營造鼓勵健康飲食的環境，讓師生建立每天進食水果的習慣。老師、社工

和學生(初中╱高中)一同吃水果，以增進師生關係。 

 

 嘉許獎勵計劃 

日期：全年 

對象：中一至中六 

活動內容及成效：表揚同學在品行、服務學校或社區、校內或校外比賽有良好表現及貢獻。

同學經老師提名推薦及校方審批後，可授予優點、小功及大功的獎勵。鼓勵同學建立自律守

規、勇於承擔責任、培養同學具備公德心及關愛他人的德行；使同學積極投入校園生活，增

加對學校的歸屬感。至 10 月中，已經有超過 20位同學因為拾遺不昧、服務學校及為學校增

光獲獎而得到優點。 

 

 離島抗毒小先鋒訓練計劃(「振翅高飛計劃－自律及正向思維訓練」)： 

日期：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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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中一、二及三 

活動內容及成效：透過步操、體能練習、歷奇訓練及工作坊等，訓導組老師及水警海港警區

警民關係組同工幫助提升參加者的領導才能及團隊精神，並培養學生積極健康的人生觀。已

於 9至 10月舉辦了兩次自律及正向思維訓練工作坊及三次步操訓練。中三年級歷奇訓練將於

全方位學習日聯同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社工舉行。 

 

 秘密天使計劃 

日期：全年 

對象：中二 

活動內容及成效：培養學生關愛、尊重他人的精神，通過義工服務與弱勢社群建立伙伴的關

係。已與有關機構簽定合作協議，第一個活動將於一月舉行。 

 

 

 朋輩輔導計劃 

日期：全年 

對象：中三至中六 

活動內容及成效：推動關愛校園、融洽相處的共融文化。正協助新移民同學進行讀報訓練及

教育心理學家的培訓。 

 

 積極人生拍攝活動 

日期：將於 2017年 11月舉行 

對象：中一至中六 

活動內容及目的：為師生提供一平台展現個人才藝及增進關係。 

 

 好心情@學校計劃 

日期：全年 

對象：全校 

活動內容及目的：透過多元化的學生活動，增加他們的正向經驗，鞏固及發展他們的品格優

點，以及教導他們以欣賞及感恩的態度面對不同的逆境。透過教師培訓，讓教師掌握學生的

精神健康資訊，從而協助其舒解情緒及壓力，提升處理受情緒困擾學生的技巧，令學生感受

到教師對他們的關懷。已安排了第一次教師發展日工作坊及學生展覽事宜。 

 

3. 為學生繼續升學或投身社會工作裝備必須的技能。 

 「Dream Catcher」生涯規劃活動計劃 

日期：全年 

對象：全校 

活動內容及目的：因應學生在學習技能上不同類別的需要，舉辦支援活動。已開展有關活動，

並由副校長主持開勤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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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透過各科課程及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活動的配合，幫助中三至中六學生規劃自己的發展路向、瞭解

多元升學途徑及認識職場的要求。 

 

 選科工作坊 (第一次活動) 

日期：10月 6日 

對象：中三 

活動內容及成效：生涯規劃組老師向全體中三同學詳細介紹了高中學制、本校選修科目選擇

及選科程序、選科時需考慮的因素等，協助同學為將來升學及就業作更完善的規劃。根據老

師課堂觀察，學生專心聆聽，活動後積極發問，認真探討以預備選科。 

 

 生涯彩虹 (第一次活動) 

日期：10月 13日 

對象：中四 

活動內容及成效：生涯規劃組老師和中四班主任一同負責，活動包括兩部份，先由老師向同

學介紹 Super 的事業發展理論，再由學生設計自己的「生涯彩虹」，為自己在不同的人生階

段和角色設立不同的目標。根據老師課堂觀察及學生完成的生涯彩虹，學生普遍能訂立自己

的理想和目標。 

 

 面試工作坊  

日期：10月 20日及 10月 24日 

對象：中六 

活動內容及成效：生涯規劃組與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合辦，活動邀請了專業人士到校為同學

講解面試技巧及進行模擬面試，協助同學為將來升學及就業作更完善的準備。根據老師觀察

及學生回饋，同學們都積極參與，普遍掌握了面試的基本要領。 

 

 大學參觀 (香港中文大學) 

日期：9月 8日 

對象：中五及中六 

活動內容及成效：生涯規劃組老師和班主任帶領同學參觀香港中文大學，活動有三部份，分

別為參觀大學校園、參與入學講座及大學學生分享會，讓學生更清楚了解自己感興趣的學科。

根據老師觀察及學生於活動後的早會分享，學生表現積極，活動亦增加了學生對心儀學科的

了解。 

 

 

 

http://www.ywc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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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周年校慶篇 

 

長官 110周年校慶啟動禮暨全校參與社區服務日－校長致辭 

  

 

今日是長官 110周年校慶暨全校服務日的啟動禮。我懷着興奮的心情主持

典禮。身為長官的一份子，我感到十分榮幸。回顧香港的教育史，百年學府屈

指可數，例如皇仁書院、英皇書院、庇理羅士女子中學……長洲官立中學亦位

列其中，每所百年學府都各有其優良的文化傳統，薪火相傳，才能繼往開來、

屹立不倒。長官以其獨特的地理環境、濃厚的鄉土文化，歷年來孕育了無數社

會棟樑，例如廣播有限公司行政主席梁乃鵬先生、香港首面奧運金牌得主李麗

珊女士、香港大學醫學院名譽教授梁乃江醫生及前校長陸施燕燕女士。作為百

年學府──長官一份子的你和我，應當倍感榮幸。我期望在座各位能追隨師兄、

師姐們的足跡，將來在各行各業中盡展所長，貢獻社群。 

 

我校校訓「博文約禮」，期望同學品學兼修，律己愛人。在 110周年校慶

啟動禮後，我校的全校服務亦同時展開，讓同學跳出校園，關懷社群，為同學

播下施比受更為有福的善良種子，在你們未來的人生中發芽茁長，將長官的精

神發光、發熱，為未來的長官校史再添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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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官 110周年校慶啟動禮暨全校參與社區服務日 

 
校長致開幕詞 

 
校長、嘉賓、教師、學生代表蓄勢待發 

 
齊心拉花炮，校慶正式啟動 

 
高朋滿座，師生同聚 

 
家長、校友、嘉賓齊來賀校慶 

 
校長與老師齊賀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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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洲官立中學 110 周年校慶陸運會 

長洲官立中學 110 周年校慶運動會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及十一月三

日假長洲運動場舉行。這兩天天氣晴朗，各運動健兒努力競逐各項賽事的獎項，

積極為社爭取榮耀，悉力以赴，大顯身手。經過兩天激烈的賽事，由北社勇奪

全場總冠軍。2B 陳穎珊同學以 8 米 61 刷新大會女丙推鉛球紀錄，5B 關卓能同

學以 10分 39秒 87刷新個人及大會男子公開 3000米紀錄，成績斐然。 

本年度的主禮嘉賓是本校校友會顧問陳志威先生。陳校友在 1983年畢業於長洲

官立中學，現任香港特區政府發展局的助理秘書長，是香港建築師學會會員，

註冊建築師，亦是建築物條例下所列的認可人士 (Authorized Person)。陳校

友對扶掖後進一向不遺餘力。他致辭時表達對長官的懷念和對學弟學妹們的關

愛之情，最後他讚賞同學體現了相互理解、友誼、團結和公平競爭的運動精神。

陳校友對同學的關愛之情溢於言表，同學必會銘記於心。 

 

耀目生輝的橫額，展示校慶陸運會的奮發精神 

 

          校長與嘉賓合照             校長與前任校長張寶珠女士主持鳴笛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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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家教會惠贈花牌                        校慶陸運會標誌 

 

 

東南西北社，群英競爭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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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校園，關愛社群 

月餅敬老迎中秋──西灣探訪 

 

學生感想 冼𡛻琳 5C 

 

我很高興能夠參與極具意義的「月餅敬老迎中秋」活動。通過派送月餅予長

洲社區中的老人，我們能夠學會關愛他人，將愛和關懷傳送到長洲社區中的每個

角落。雖然派送路途遙遠，但是當同學把福袋送到老人家中，看到老人臉上的笑

容，彷彿有一股暖流縈繞著我的心，我便發現付出的時間和力氣都是值得的。此

外，這個活動亦能加強學校和長洲社區的聯繫，十分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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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情洋溢，為長者送上中秋節福袋 

 

 

乘街渡，送溫情，別有一番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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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綵燈巡遊文藝會 

 

喜氣洋洋，迎接花燈設計獎項 

 

 

 

本校跳繩隊表演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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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明愛慈善賣物會「長洲區」 

學生感想 李靜賢 4C 

 

在今次的明愛賣物會，我和扶輪社的成員都花盡心思去設計遊戲攤位，從設計

攤位的過程中，我認識到關愛長者及兒童的重要性，也學懂如何把一個遊戲攤位辦

得有聲有色。從構思、製作再到佈置的過程，雖不容易，但卻有滿滿的成功感。在

賣物會當日，雖然下着細雨，但來玩我們的攤位遊戲的家長和小孩子都能拿到禮物，

帶着歡笑離開，看到自己可以為幫助別人而出一分力，我有很大的滿足感。 
 

 

         

 

榮獲遊戲設計比賽季軍及創意口號設計比賽季軍，值得慶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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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校交流，拓展視野 

南沙及東莞──香港姊妹學校簽約儀式暨文化交流活動 

 
簽約儀式完成，粵港教育官員與校長齊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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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活樂繽紛 

新加坡國家警團交流活動 

 

 
陣容鼎盛情誼深，同賀 110周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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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感想     郭曉薇 3C 

  
    十一月八日，新加坡國家警團派出數十位成員到本校進行學術交流。兩校

的同學以豐富的表演活動來拉近距離，增進友誼，如本校以跳舞與跳繩表演助

興，而新加坡的同學則以話劇和舞蹈表演跟我們互動。 

    在茶會分享時，我嘗試放膽用英語與新加坡的同學交流，了解了很多他們

的文化，增長知識、開闊眼界，交到新的朋友。在活動結束後，我們利用社交

軟件繼續保持通訊，在交流中我知道了他們的放假時間與我們不同、學科也有

許多不同……雖然相處的時光短暫，但是這次活動令我獲益匪淺，希望日後還

能夠參與這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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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慶市端州區教育局暨中小學校長到訪長官 

 

 

 

迎接嘉賓，交換紀念品，建立交流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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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感想     陳家欣 3C 

 

    在今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端州區政協副主席、區教育局局長吳秀枝女士

率領肇慶中小學校長到長洲官立中學進行教育交流和合作活動。 

    當我們在陳老師口中得知這個活動時，我們都很興奮，能代表學校接待

嘉賓真是十分榮幸，我們都以認真的態度參與這次活動。這次活動最深刻的

就是情境式課堂「長官特色茶餐廳」，我們每人都擔當着不同角色，而我就

是服務員，為嘉賓點餐。其間，有古箏、歌唱、朗誦、跳繩表演，在過程中

我十分享受，我不但可以增強普通話的溝通能力，還可以增加自己膽量，這

次是一個不錯的體驗，希望將來再有這類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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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察樂隊演奏欣賞會暨中六打氣大會 

 

香港警察樂隊與師生大合照 

 
 

 

演奏中西名曲，為中六打氣同學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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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聖節之夜(Halloween Night) 

 

 
古靈精怪扮相，增添節日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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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洲小學生參與長官中學課程體驗日 

 

  

 

學生感想    盧凱晴 3C 

 

這次活動是讓區內的小五、小六小學生體驗中學的學校生活，希望他們在活動當中，了

解我校的教學特色。我們為他們準備了很多活動，包括製作彩砂畫、鎖匙扣和空氣動力車。 

    所有小學生都非常投入參與當日的活動。當中，還有幾位小學生來跟我談我在長官中學

的生涯。雖然我負責照顧的那班男生十分活潑，但是看到他們投入其中的表現，便感到心滿

意足了。當他們離開時，看到他們依依不捨的眼神，內心十分感動。這次活動令我在課室之

外，體會到更多待人的方式，同時，我對「STEM」也認識多了。 

 



 

27 
 

多元活動 

 
            四社壁畫創作                                  公益金便服日 

 

 
四社閃避球活動班際水球比賽 

 

 

                 參觀美荷樓                                   參觀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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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Café                                 舞動生命工作坊 

 

           初中電子學習講座                              社交媒體知多少講座 

 

             訓導組禁毒周                              地理科城市可持續發展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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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師愛生，上下一心 

敬師日 

敬師日校長講話： 

    去年七月，當我離開荃灣官立中學時，全體老師送了我一把兩傘，其寓意是

叮囑我要為學生「遮風擋雨」。其實我深信，每一位老師心裡都會有把無形的

「傘」，那怕它是一把長傘或是短傘、雜色或是單色，總之在有需要的時候，老

師便會立刻取出來為學生「遮風擋雨」！在長洲官立中學，我看見老師們為守護

學生而作出的努力，即使是疲累了、生病了，仍然心繫學生！同學們，你們要有

感恩的心，毋忘老師的教誨，多謝老師！ 
 

 

 
校長、老師願為學生「遮風擋雨」 

 

 
頒發「表揚教師」獎                校長與老師圍成心形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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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師頌                            敬師心意卡 

 

學生感想   江雪暉 2A 

 

    在敬師日那天，校長拿起一把雨傘比喻老師為我們「遮風擋雨」，然後

他說了很多有關老師敬業樂業的故事，令人感動。演講完畢，同學將敬師卡

和禮物送給校長和老師，跟着校長和同學一起唱良師頌。 

    這時，我看到禮堂中間擺放了一個心形座位陣，校長和老師都身坐其中。

最後，全校老師、學生和家長大合照，我覺得校長和老師很關心學生，我感

到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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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校長有個約會 

校長透過定期約會，與不同級別、團體的學生直接傾談，聆聽學生的心聲，了

解學生的困難和所需，幫助同學解決問題！ 

 

 
           四社幹事                   學生會                 參與加拿大多倫多交流的學生 

 
中六學生 

 
           中六學生                              中二學生問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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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 

第一次教師專業發展日 

本校參加「好心情@學校」計劃，於 11月 10日假座皇仁書院舉辦第一次教師工

作坊，主題為「性格透視」，內容有助老師瞭解自己及學生的性格取向，提昇

老師與學生的溝通技巧，培養正向思維。 

 
陳耀明校長送贈紀念品予皇仁書院校長李瑞華女士，並與老師合照 

 
工作坊後，參觀皇仁書院校史館 

 
下午往太平山頂漫步，舒暢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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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專業交流 

 

School Visit by Executive Director, American School Counselors Association 

 

 

 
前任荃灣官立中學黃業祥校長訪校，提供專業意見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BB%83%E6%A5%AD%E7%A5%A5&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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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就 

校外活動獎項 

 主辦單位/獲獎日期 比賽 得獎項目/同學名單 

1 香港心臟專科學院 

2017年 7月 

跳繩強心校際花式跳繩比賽 中學甲組最佳花式創意獎 

中學甲組全埸總冠軍 

中學甲組最突出造型獎 

2 歐洲保加利亞教育機構

主辦 

奮達教育中心協辦 

2017年 7月 

數學無疆界國際大賽夏季決賽 

 

金獎﹕劉詩音 5C 

 

數學無疆界國際大賽 中學組團體賽第一名 

3 離島區民政事務處 

2017年 8月 

離島區禁毒滅罪嘉年華 2017 中學生

禁毒滅罪文件夾封面設計比賽 

冠  軍﹕林芷君 5C 

亞  軍﹕鍾琛妍 4C 

季  軍﹕吳淑君 3C 

4 長洲各界慶祝中華人民

共和國國慶委員會 

10-2017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8周年「一

個中國」徵文比賽 

 

亞  軍﹕劉詩音 6C 

優異獎﹕李美儀 5B 

優異獎﹕劉加欣 4C 

5 長洲各界慶祝中華人民

共和國國慶委員會 

2017年 10月 

長洲各界慶祝國慶 68 周年海報設計

比賽  

 

初中組 

冠  軍﹕陳希文 3C 

亞  軍﹕黄凱靜 3C 

季  軍﹕尹于萍 3C 

優異獎﹕陳尊逸 3C 何炳巽 3B 

高中組 

冠  軍﹕吳雯珊 4C 

亞  軍﹕鍾琛姸 4C 

季  軍﹕于泳桐 4A 

優異獎﹕林芷君 5C 冼𡛻琳 5C 

6 長洲文娛康樂協進會 

2017年 10月 

親子中秋花燈紥作比賽  

 

 

中學組 

冠  軍﹕林芷君 5C 

亞  軍﹕冼𡛻琳 5C 

 

7 

香港明愛 

2017年 11月 

明愛長洲賣物會–遊戲設計比賽 季軍 

明愛長洲賣物會–創意口號設計比

賽 

季軍 

8 民政事務總署 

2017年 11月 

18區跳繩大賽 最佳合拍獎 

9 元朗區體育會 

2017年 11月 

香港中小學花式跳繩聯賽暨分級賽 

- 元朗盃 

女子甲組 30秒朋友跳季軍﹕ 

梁穎琳 5A   黃婉兒 5C 



 

35 
 

女子乙組 45秒 3人交互繩速度 

季軍﹕ 

劉倩兒 1B 楊如玉 1B 李卓琳 1C 

中學女子乙組 30秒單車步亞軍﹕ 

李卓琳 1C 

中學男子乙組 30秒二重跳季軍﹕

陳啟鋒 1C 

10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7年 11月 

荃灣及離島區中學校際籃球比賽 男子甲乙組亞軍 

 

11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7年 11月 

荃灣及離島區中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男子甲組冠軍 

 

12 離島區撲滅罪行委會  

離島區議會 

2017年 12月 

2017禁毒及滅罪杯足球邀請賽 冠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