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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育」位列五育之首，其地位之重要可見。代代傳

承好品德，家長實在「責無旁貸」！然而知易行難，亦是

事實！就以「如何於家庭教育中默化子女，讓孩子樹立品

格」為題，或從以下提綱挈領式，分享我心得。

1. 重視德育、持之以「行」
    施行「德育」，乃重於「行」，好仁不如行仁。家

長之職，著重謹慎引導，讓孩子「有所行」：小至如基

本言談禮貌要「行」之得體，日常規律作息要「行」之

有道，幫助家務成為常「行」習性；父母誰無疼愛子女

之心？惟過甚溺寵，孩子未識對應陌生人，以後不知禮

貌周周要點頭！事事為之張羅去解決，最後卻苦了雙親

頻搖首！千日教導，一朝溺愛，功虧一簣。是以潛移心智，

默化為「行」。如此者，孩子自會守禮而有責任心。

2. 抽空閑話最貼心
    有幾許家長認為，培育孩子之難，難於抽空！事實上，

培育子女如理塵埃，應該天天照拂。不可感歎人浮於事，

平日疏忽照料，故以悠長假期陪伴，以作抵償！未必建

功！親恩無價，經月連日不累積，哪有赤子真心情？憐

愛孩子，亦豈可一曝十寒？是以每天抽空與孩子互訴生

活細節，善聆聽、懂觀察、多溝通，才知彼此問暖噓寒！

工作雖繁重，但見孩子笑臉，生活自在甘孺牛！

3. 「身體力行」重身教
    「以身作則」是最好之家庭教育。孩子厭惡粗言惡聲

譚吳麗英女士默化子女好品行
尋相罵，因為父母說話婉轉且溫柔；子女拒絕

吸煙惹討厭，皆因爸媽愛潔空氣新！誠然，父

母就是孩子最佳之人生導師，孩子耳濡目染來

自父母身，純真染出彩虹或烏雲，全憑家教恆

心與細心！既然孩子是寶，父母身教要力行。

4. 「嚴教」未必出佳兒
    教導孩子明是非，辨善惡，知羞恥，家長

可以疏導灌輸。然而家以「嚴厲」為訓，子女

犯錯不寬容，孩子內向怕事者則無話可說；孩

子反叛者便行為乖張。因此，孩子有事父母應歛容，孩子才敢信

任把心事吐；爸媽更寬容，子女心無隔膜更感恩重。粗野孩子嚴

父母，極端家訓要三思。是以面命耳提之間，多讚少評是模範。

實在專橫無功，寬厚待之，自律乃顯。

5. 縱溺無功，理性而行
    孔子談中庸，在其不偏不倚。是以過嚴難度日，太寬易妄為。

父母多從客觀抽身想，孩子自辨曲直理性生。若彼此任性，父母好

「竹戰」，何論孩子沉迷電腦遊戲中？父母出言稜角又「無禮」，

難期孩子文質彬彬。孩子任性「犯錯」偏袒寬宥，何懼做錯再錯錯

又錯？可見管教是雕刻，佳作千日功！無論小節大事上，父母三思

自我多提醒，著重孩子「理解多思想」，自能做個孩子「好榜樣」。

以身作則，權威自顯。

    總言之，哪個孩子性格一樣？親愛親恩親自裁！惟有愛心不竭

止，孩子立己創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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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龍岡風采福建女子
排球隊訪校

校慶龍岡日
    本校於四月一日慶祝龍岡日暨三十九周

年校慶，承蒙香港龍岡親義總會會長關英桂

世長親臨本校主禮及致勉辭。中、小、幼各

校學生表演節目，恭賀盛典。

    得張鴻釗校監邀請，福建陽光城女

子排球隊一行 24 人，在團長肖青松及主

教練胡進帶領下，為本校女子排球隊進

行集訓，並與全校師生作球技示範。



家長教師會副主席  李愛珍女士
    時光飛逝，轉眼間參加家長教師會義工服務快六年，

被選任為本屆家長教師會副主席更感榮幸。作為副主席，

我一定克盡己任，推行會務，不負各位所望。

    六年間，我看到校舍環境整潔如新，學生投入學習，

老師熱心專業，提供優質教育，學生在公開考試，亦獲取

優良成績。這都是一所理想學校的重要條件，也是家長最

期望的。

    熱切期待各位家長，從百忙中抽出寶貴時間，投入家

教會活動，瞭解子女在校生活點滴之餘，也與我們交流教

導子女心得。你們的支持與關愛絕對是子女健康成長的最

大動力！

    希望我們的子女能在這個優良學習環境下，愉快成長，

積極學習。期待各位家長參與本會活動，更期待子女在成

長和學業上有豐盛收穫！

家長教師會康樂幹事  胡靜靜女士

    加入家長教師會轉眼兩年。對我來說，成為家長教師會

會員，是對學校的肯定和祝福！本校提供了一個良好環境，

著重學生品德與學業，讓孩子健康成長。因此，對校方給孩

子雙軌並重的栽培，我是極表讚揚的！

    孩子的理想學習，應以「超越自己」為目標，對子女

要「多稱讚，少埋怨」，聆聽子女校園生活的點滴，瞭解

他們的想法。用慈愛和智慧，引導孩子走正確的路，是我

堅信不移的教育方針。家庭的關愛和學校的優質教育，與

孩子「跨越自己，勇往直前」有密

不可割的關係，家長對學校辦學如

有見地，務求不吝分享，家校合作，

萬千學子受惠。

    多謝家長教師會「會訊」的出

版，讓我有機會分享培育子女的一

點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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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心聲

龍岡新星

  “Happiness is not something readymade. It comes from your 
own actions.”

–Dalai Lama
    這是最近我在網上看到，覺得蠻有意思的一句話。大概是

說，快樂從不是與生俱來的，是你可選擇的。

    成長路上，我也跟許多時下的年輕人一樣，曾遇上大大

小小的困難挫折。一次又一次的困難與挫折裡，我們都給純

真和燦爛的人生，增添了不少風霜。慢慢地，我們收起臉上

的笑容，取而代之的，卻是一張張木無表情的臉，和一個個

硬擠出來的表情。困難與挫折是不可避免的，但快樂仍是你

可選擇的。

    求學生涯裡，我慶幸遇到兩三位令我印象深刻的良師，而

他們更成為了一生中的益友。在許多畢業生的聚會中，我們

談笑風生，細數當年學習時期的一點一滴。許多年後，或許

你已經把他們當年曾教

授給你的知識，忘記得

七七八八，但是他們流

露的光彩 ( 那些處事態

度和性格特質，以及彌

足珍貴的師生互動 )，

總會讓你畢生難忘。我

盼望同學也能珍惜求學

生涯裡遇到的每位老

師。

    今年有幸能加入龍岡大家庭，任教數學。初為人師，

有很多不足之處，幸得多位師長、前輩的包容和悉心指

導，讓我能適應老師的工作。

    見到莘莘學子努力學習，各展所能，我在教學上

也倍添活力和幹勁。教學當中也發現部份學生學習

上，並非邁步坦途，學海中亦難免遇上挫折，令我

回想起自己的學生時期。當年，自問不是模範學生，

也不是科科精通，惟有自己訂立目標，抱着不放棄

的精神，為着憧憬的未來奮鬥。為人師表，希望不

單為學生帶來知識上的增長，更能透過自身經歷，

教導學會為人處事，裝備自己，迎接未來的挑戰。

也願我能成為學生心目中，一位循循善誘、誨人不

倦的老師。

吳啟俊老師
王建海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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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時捱一些苦，栽種絕處的花……」這是一首我很喜歡

的歌。

    還記得那些年在學校自修室裡不斷聽著《苦瓜》這首歌自我

勉勵。從中學到大學，一直走來，經歷會考高考，這似乎是我們

那一代人所面對最重要的難關。就這樣，在甘苦之間，在跌碰之

際，抱住堅持、憑著幹勁，相信只要願意捱苦，流淚撒種的定必

歡呼收割。我也很希望把這種堅持傳承下去，讓同學在他的生命

裡也變得堅韌。

    那我為何選擇教通識科﹖……生於亂世，有種責任！

    身處香港這個多元文化的社會，不同群體有不同的價值觀，

立場不同，難免有分歧，容易有衝突……通識科的多元開放的特

色，多角度、批判思考的訓練，讓我們不再人云亦云，培養獨立

思考。我也希望同學能在這個亂世當中，對社會關心更多，承擔

更深。

    當然，我們也應

懂得在學習以外培

養其他興趣，平衡生

活與學習。我也很喜

歡跟同學聊聊天，打

打球。教育最可貴之

處就是我能夠與學

生的生命交錯，留下

足印，希望日後可以

與大家多作交流。

    大學生活一件最難忘的事，是到澳洲留學。

　　那些年，趁著青春遊歷，憑著探索的勇氣，便申請

到西澳洲交流半年！愛她那優美的景色和出塵的恬靜。

　　辭別同學？延遲畢業？道別暖窩的思念？憑一句

話，令我鼓起勇氣，突破自己，敢於他鄉獨自挑戰：如

果你想要你從未擁有過的東西，那麼你必須去做你從未

做過的事。(If you want something you've never had, then 

you've got to do something you've never done.)。

　　適彼樂土西澳行，

能認識朋友和體驗風土

人情，令人興奮。碰上

困難，如行李延誤數天，

僅僅依靠身上零錢度日，

幸得身邊同學接濟幫忙，

又令我體會「缺乏之中

的充足和感恩」。這一

切經歷豐富了我的人生。

　　當天的勇氣換來了

一生寶貴的回憶，催化

自己處世更成熟！我希

望藉著我的經歷，鼓勵

同學勇敢去追夢，也許

過程是甜酸苦辣，五味

雜陳卻讓你成長，更重

要是青春已堪無悔。

  After graduating from university, I took this great opportunity 
to work in a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entre on the 
beautiful island in Hawaii. I met people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so I 
had a chance to learn different cultures and languages. 
  Working as an environmental science teacher, I taught local 
children and youth, aged from 5-18 years old, about Hawaii’s local 
beach ecology, botany, geology, and more…. The most challenging 
task for me was learning the Hawaiian culture, which was totally brand 
new for me. Aside from working, my life in Hawaii involved a lot of 
outdoor adventures, like hiking snorkeling, kayaking, rock climbing 
etc. Swimming with coral fish in the clear water, kayaking along the 
river, sunbathing with a giant sea turtle, which definitely will be an 
experience for me to tell in the future.
  Flying miles away from home to live alone wasn’t easy. It was 
a great challenge for a girl who has been protected by the family for 
the last two decades. Hence, this experience had brought me not only 
laughter but also tears. Tears made me treasure the time which I have 
spent with my family, let me know life is beautiful and you can believe 
in yourself and can stay strong while going through obstacles in life. In 
addition, I got to know myself better, re-think about life and develop 
myself into a better person.
  To all the Lung Kong students: The world is big and waiting for 
YOU to expl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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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岡新星

高雅詩老師 周潔瑩老師

Ms Tsui Oi Yee



家長出席龍岡「講」場

身體檢查與健康講座
家長義工活動

開心果日

家長日    甜蜜的收穫

中一入學資訊日

家長出席陸運會

衝線在望

老師（左）與家長（右）
發表意見字字珠璣

家長視學認真，同學回答謹慎！

各社精英踏獎台

麗日嘉賓齊合照Sports Day 舊雨喜相逢

家長與孩子於內容豐富的
展板前留影

子女品學兼優有信心

義工群策群力，好團隊！

校長陪同訪校家長欣賞台
上多元資訊環節

愛·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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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觀課

香甜水果人人愛



午間音樂會 ---
齊歡唱，同班樂

生命教育 --- 生命活長久，
精彩可擁有

午間音樂會 2---
我係主角我 Live show!

家校合作的果實    優異生

畢生「友」舊情

舊生與學弟學妹濟濟一堂

與中一級優異生合照 巧陶工藝送溫情

校友會 BBQ 活動  師生友「舊」情

懲教處講座  
「風趣生鬼」識懲教

年宵攤位好去處
生命教育  
飽足背後的反思

植樹活動 ---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捐血助人最開心

繽紛合照 商場內獻唱詩歌 X'mas celebration

寫我情真

5

Rock Together 大匯演  釋放魅力與潛能

締造「生活」意義

交流團

上早操，精神好

朗日下天壇留影

聖誕樂

親子陶藝班

師友計劃 --- 探訪導師科技
園公司，接觸研發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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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與獎項

前程錦繡

參觀「點點心思」中心

參觀豐澤電器

中六模擬放榜

備戰文憑試分享會

大學課程講座

聯招選科策略

升學面試工作坊 參觀全港最大檢測中心企業職業導向師友計劃 

參加試工計劃

黃廷方獎學金得主

中五 Ali Shamaz 同學

香港新一代少年奶茶王

中四的歐陽卓深（左冠軍）

和張梓烽（右亞軍）

數學比賽

中一級英語朗誦比賽 ---

表情豐富有特色

家長師生齊討論孝養之道
百仁盃社會創業挑戰賽冠軍得主

跨學科英語活動

中文朗誦比賽兩組冠軍與

各級閱讀報告得主

甲組女子籃隊 ---

華麗燃燒青春
九龍第三組—區冠軍

唯我獨尊

中文辯論比賽 ---

細聽 ! 嚴陣以待 !

英語辯論比賽 ---

謹慎組織，突圍而出 !

寫我情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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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比賽（2014-2015）

屈臣氏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4-2015

5B 吳鎧同

學界排球賽九龍第三組一區　甲組亞軍

6A 江佩玲　6A 梁杏雯　5A 李玉敏  5A 吳嘉欣　
5A 陳芷盈　5B 吳鎧同  5B 鄧佩儀　4A 譚卓婷　

4A 李穎洏  4B 陳芷筠

學界排球賽九龍第三組一區　丙組季軍

1A 蔡碧瑩　1A 李曉怡　1A 盧采瑤  1B 黎嘉咏　
1B 劉思詩　1C 陳家琪  1C 譚燊雨　2A 江卓鍶　
2A 李芷盈  2A 譚嘉儀　2C 侯穎意　2D 蘇詩淇

外展教練計劃 - 排球挑戰賽 2014

5A 吳嘉欣　5A 陳芷盈　5A 李玉敏  5B 吳鎧同　
4A 譚卓婷　4B 陳芷筠  4B 吳芷恩　4C 梁  欣　
3A 鄺穎妍  3A 范愷礄　3C 戚佩怡　2A 李芷盈

學界田徑賽

女子甲組標槍  冠軍  5A 陳芷盈

女子甲組標槍  亞軍  5A 吳嘉欣

女子甲組跳遠  季軍  5B 鄧佩儀

第二十一屆學界龍藝比賽

日光龍季軍：
3A 黃坤耀　3B 周雲龍　3B 張升迪  3B 朱裕豪　
3B 黃宛婷　3B 陳嘉誠　3B 譚嘉瑤　3B 陳信延　
3B 李臻然　3C 朱寶漪　3C 謝銘軒　3C 梁文奇
3C 謝詠儀　3D 孫鴻健　3D 曾業全　6D 何鴻彬

競速龍亞軍：
3A 黃坤耀　3B 周雲龍　3B 張升迪　3B 朱裕豪　
3B 黃宛婷　3B 陳嘉誠　3B 譚嘉瑤　3B 陳信延　
3B 李臻然　3C 朱寶漪　3C 謝銘軒　3C 梁文奇
3C 謝詠儀　3D 孫鴻健　3D 曾業全　6D 何鴻彬

競速龍優異：
1C 司徒永達　2A 趙嘉兆  2A 黃沚桁　2B 何鴻烈
2B 李坤列  2B 司徒柏廉　2B 林宇翔  2D 朱文軒

2C 李鎮江　2D 陳楚健  2D 何卓成

第七屆東區龍獅邀請賽

夜光龍公開組冠軍
3A 黃坤耀　3B 陳嘉誠　3B 張升迪　3B 周雲龍　
3B 朱裕豪　3B 李臻然　3B 吳月明　3B 譚嘉瑤　
3B 黃宛婷　3C 梁文奇　3C 謝銘軒　3C 朱寶漪
3C 謝詠儀　3D 孫鴻健　6B 余偉業　6D 何鴻彬

競速龍公開組冠軍
3A 黃坤耀　3B 陳嘉誠　3B 張升迪　3B 周雲龍　
3B 朱裕豪　3B 吳月明　3B 譚嘉瑤　3B 黃宛婷　
3C 梁文奇　3C 謝銘軒　3C 朱寶漪　3C 謝詠儀

6B 余偉業　6D 何鴻彬

夜光龍中學組冠軍
1C 鄭俊彥　1C 司徒永達　1D 陳嘉華　
1D 郭坤凌　1D 劉澤聲  2A 林俊賢　
2B 何鴻烈　2B 林宇翔  2B 司徒柏廉　
2D 朱文軒　2D 何卓成　3D 曾業全

競速龍中學組亞軍
1C 鄭俊彥　1C 司徒永達　1D 陳嘉華　1D 郭坤凌
2A 林俊賢　2B 何鴻烈　2B 司徒柏廉　2B 林宇翔

2D 朱文軒　2D 何卓成

全港公開夜光龍比賽　季軍

3B 陳嘉誠　3B 張升迪　3B 李臻然　3B 吳月明　
3B 譚嘉瑤　3B 黃宛婷　3C 朱寶漪　3C 謝詠儀　

5B 徐國謙　5C 陳文泰　6D 何鴻彬

第五十一屆學校舞蹈節中國舞組　乙等獎

1A 蔡碧瑩　1A 江善瑩　1A 李曉怡　2B 左湘儀　
2B 馬倩萍　2B 潘子怡　2C 侯穎意　2C 劉　彤　
2C 鍾曉欣　2D 呂卓樺　2D 蘇詩淇　3B 王諾思

3B 陳栢瑜　3C 張泳儀　3D 黎佩珊 

第五十一屆學校舞蹈節爵士舞組　甲等獎

1B 翁子晏　1C 何樂欣　1C 譚燊雨　
1C 霍敏嬋　1C GURUNG MINA　3A 何鏸欣　
3A 朱家祺　3A 陳堯雪　3B 蔡詩嘉　3C 葛家寶　

3B 楊國曦  3C 黎恒瑋　4A 歐陽偉豪　
4A 文逸康　4A 黃瑋琳　4A 劉銘怡　4A 劉智榮　

4A 黃鉦和　4A 何益曼  4B 李耀昌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文朗誦 ( 二人集誦 )

冠軍　3B 蔡詩嘉　3B 莫雯清
21 位優良     7 位良好

英文朗誦

冠軍　6B 黃灝軒
亞軍　4A 梁康淇　4C 陳貽泳
季軍　4A 陳栢芝　5A 呂德正
48 位優良　18 位良好

香港演藝音樂節 2015

中學組合唱團一等獎

團體決賽中學組全場總冠軍

1A 蔡碧瑩　1A 蔡嘉穎　1A 童美杏  1A 李曉怡　
1A 盧采瑤　1A 丘芷欣  1A 嚴　穎　1B 吳曉彤　
1B 吳欣玹  1C 陳慧沂　1C 黃詠恩　1D 羅雅賢
1D 李芷晴　2A 梁婥桐　2A 譚嘉儀  2B 陸燕明　
2B 馬倩萍　2B 石雪怡  2B 潘子怡　2C 符善恩　
2C 侯穎意  2C 梁嘉諾　2C 陸穎瑤　2C 歐陽塱
2D 何思琪　2D 林燕杏　2D 呂卓樺  2D 蘇詩淇　
3A 陳麗瑩　3A 陳堯雪  3A 朱家祺　3A 鍾茗萱　
3A 鍾珧珞  3A 范愷礄　3A 何鏸欣　3A 鄺穎妍
3A 黃雪珺　3B 劉美慧　3B 李從欣　3B 蔡詩嘉　
3B 周悅慈　3C 羅嘉敏　3C 黎恒瑋　3C 鄧雪怡　
3D 張芷珊　3D 黃鳳瑩　3D 李宛珊　3D 龍潔怡

5B 朱沛瑩　5C 許馨元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獨奏　季軍　2A 朱啟楠

中文獨唱　季軍　3A 陳麗瑩

校園藝術大使

文學藝術大使   4A 李兆琪

音樂藝術大使   4C 黃裕雄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科學幻想畫優異獎

1A 丘芷欣　3B 陳栢瑜　3B 陳佩瑤  3B 梁　菲

少年警訊最佳學校支會

亞軍

少年警訊最佳會員

5B 陳錦耀　5C 林志雄

「V-ARE-ONE 義人行」學界義工計劃

傑出義工學生獎　5C 林婉怡

超卓學校策劃獎

2014 年度優秀隊伍選舉

女童軍組別　優秀隊伍

深資女童軍組別　優秀隊伍

2014 隊伍優秀女童軍選舉

女童軍組別　4A 譚嘉文

深資女童軍組別　5B 蔡心怡

全港隊伍最高服務時數獎

全港服務時數首五名

半島青年商會 - 親人家書比賽

5A 鍾偉健

海岸清潔短片創作比賽

「同心護海洋」銀獎

4A 何卓勳　4A 黃詩穎 　4B 冼迪琦

第八屆大學文學獎（2014-15）

少年作家獎　3A 何鏸欣

「民族復興與全球倫理」標語創作比賽

初中組一等獎　1B 劉向陽

初中組優異獎

2B 陸燕明　2D 林燕杏　3B 梁  菲　3B 譚嘉琪

油尖旺校長會「顯著進步學生」獎

1A 童美杏　1B 徐梓鋒　1C 黃詠恩

2A 趙嘉兆　2C 劉　彤　2D 黃慧琳

3A 鄺穎妍　3B 陳信延　4A 陳栢芝

4C 楊潁瀝　5C 薛霆海　5D 李　娜

第十七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良好獎

2B 李昂笑　2B 司徒紫茵　
3A 黎泰希　3A 黃雪珺　4A 李兆琪　4C 周煒瑩

羅氏少年科學家大獎　優異獎

5A 梁建榮

尤德爵士紀念獎金

6A 黎美玲

油尖旺區學生獎勵計劃

優異獎　3A 何家倫　3B 周雲龍

提名嘉許獎　3B 張升迪　3B 梁菲

浸會大學第八屆「文學獎」

「浸會大學少年作家獎」

3A 何鏸欣

機械人初級擂台賽及機械人創新挑戰賽

機械人創新挑戰賽冠軍

1A 曾建業　1A AWAIS QADEER
2B AUNS MUHAMMAD

機械人初級擂台賽亞軍

1A AWAIS QADEER　2B AUNS MUHAMMAD
2B MUHAMMAD ANUS　2D 趙耀宗

機械人初級擂台賽季軍

2D 何卓成　2D 林祐全

4A ALI SHAMAZ　4D 梁永聰

第二屆「教育盃」學術常識問答比賽　殿軍

4A 區錦華 　4A 歐陽偉豪　
4A 陳志鋒　4A 何卓勳　4A 潘嘉熙　4A 鄧文樂　
4A 黃瑋琳　4B 陳漢聰　4B 周恒傑　4B 劉清源

順德聯誼總會胡兆熾中學 SUPER 24 邀請賽

三等獎　2B 何澤良　2B 李昂笑

成功在望獎勵計劃

銀獎　5A 鍾偉健

銅章　5C 葉銘森　6A 陳慧嘉　6D 陳錫沛

“Speak Out-Act Up” 
Improvised English Drama Competition

1st Place Best Overall Improvisational Drama Team 
& Performance and Best Teamwork Award.

3A 歐陽卓深　3A 梁小琳　
3B 古　靖　3B 陳嘉誠　3B 梁  菲　3C 徐毅霖

Best Actor Award

3B 古　靖

Shorts "Patches" Story Writing and Audio Production

3rd Place

3A 黎泰希　3A 梁小琳　3B 梁　菲　3B 莫雯清

智好學計畫

白金獎

3A 陳衍熹　3A 張梓烽　4B 許智庫　5B 鄧佩儀　
5C 邵健斌　5C 林穎欣　5D 周淑妍

金獎

2A 王文靜　2B 林宇翔　2B 馬倩萍　2C 符善恩　
3A 孔俊傑　3A 黎家浩　3A 李兆能　3A 沈君逸　
3A 黃坤耀　3A 陳麗瑩　3A 鍾茗萱　3A 鍾珧珞
3A 范愷礄　3A 鄺穎妍　3A 黃雪珺　3A 甄潔瑜　
3B 周雲龍　4A 陳穎華　4A 黃詩穎　4B 陳芷筠　
4B 林子晴　4C 區榮耀　4C 吳亮鋒　4C 梁　欣
4D 黎仕培　5A 梁峻鑫　5A 吳琇慈　5B 鄺耀輝　
5B 馬國強　5C 鄺詠儀　5C 廖卓彤　5D 林孝諠　

5D 鄧官濠　5D 葉紫欣

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

6A 鍾敏彥　6D 吳惠祺

「明日之星」計劃　上游獎學金

4A 潘嘉熙　4A鄧文樂　4A陳婉蓉

油尖旺區傑出學生選舉

中學及專業書院組優異學生

5A 鍾偉健 



Fun and challenging English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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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some guy? Big car? These are 
not what I want!" (Annual Drama 
Performance)

"Hey girls! Let's go partying!" "No 
way!" (Annual Drama Performance)

The awesome performance of 1A 
students in "Enjoy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Speech and Drama"

Can you guess who we are? (Halloween 
booth games)

Ms Tsui shares her experience of teaching 
in Hawaii. (Lung Kong Forum)

Let's get everyone moving and go back 
to 1959! (Annual Drama Performance)

My dream school should have ... hm... a 
big swimming pool, cosy sofas... (Lung 
Kong Forun)

Easy question! We must win this year! 
(Inter-house English Competition)

Let's celebrate your accomplishments! 
You are the best! (Inter-house English 
Competition)

"Let's think of some great ideas to 
suppress our rivals!" (Inter-school 
Debating Competition)

English is challenging? English is fun! (Inter-school Debating Competition)

"Mom, may I help you?" (Two 2A 
students performing their dramatic 
duologue in "Enjoy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Speech and Drama")

"How would you paint the portrait 
of a dragon?" "I would use all reds 
and yellows - crocus, saffron, peony, 
poppy..." (Enjoy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Speech and Drama)

Pick a number and see if you can 
get our grand prize - a bloody hand! 
(Halloween booth games)

顧      問：黃志華校長

編輯委員會：鄭蘇華老師

  何慧玲老師

  陳敬儀老師

  李孝沅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