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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27日， 通識教育科及公民及品德教育委員會聯合舉辦了『2017模擬特首選

舉』。是次活動能夠讓學生親身進入模擬票站投票，從而培養他們對社會的關注及建立良好的

公民意識。在投票前一星期， 各同學已在通識課中了解有關特首選舉的制度及各候選人的政

綱，加深了他們對未來特首的認識。

5D 鄭嘉儀

透過模擬選舉，能夠讓我像真的參與其中一樣，我很想能參與選舉，為香港未來盡一分

力。是次活動能圓同學們一個小小的夢想。在模擬選舉中，禮堂內佈置十分講究和嚴謹，私

隱度亦十足，彷似處於真實選舉場地。因為場地佈置像真度高，使我不禁有些緊張。即使只

是模擬選舉，也提醒了同學，我們是香港未來的小主人，縱使現在未有機會參與，也不要因

此認為香港的事務不是能由我們自己決策，我們仍要關心香港所有大小事情和發表自己意見。

這次模擬選舉能帶出民意，與真實選舉結果一樣或不一樣並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有機會讓我

們發表自己的意見，感謝學校舉辦這個活動，給予同學們這次寶貴的經驗，也能讓同學體驗

公民責任。

1A 林嘉明

經過這次模擬特首選舉，我感到十分滿足，我可以得到選舉特首的經驗，因為我從來沒

有試過這種經驗，這對我來說是新的嘗試，全校師生都可與我一同經歷。另外，經過此次選舉，

我能夠對各候選人有更多的認識。總括而言，這次模擬特首選舉活動令我獲益很多，我亦希

望在不久的將來能親自選出特首。

同學感想

2017模擬特首選舉

同學排隊核對身份及領取選票。 同學遵照模擬票站職員指示上前投票。 校長、助理校長、黎金鳳老師和林雪梅老師。

校長亦親身到模擬票站投票。 投票完結後，各工作人員用心協助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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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自1981年開始在扶輪任職，轉眼間已和扶輪走過三十五載，歷年在校內擔任的職責

不勝枚舉，如科主任、社執行導師、不同委員員主席及委員等。數十個個寒暑中，校長帶領

扶輪經歷不同的教育改革及轉變。到底在別人眼中，他是一個怎樣的校長和老師呢？

梁瀚祥老師

十五年前，他是我的中學校長；四年來，他是我的上司；這年，

他即將榮休了。他，是我最尊敬的歐陽家強校長。

中四那一年，曾有幸得到校長和我們上了一節課。記得校長講

課的風範，記得同學們專注的眼神，記得校長留下那一道值得我們

深思的問題，記得校長語重心長地提醒我們要追求更遠大的知識。

校長，謝謝你，早一步教導我：眼光要跨越課堂，才能尋找夢想。

大學畢業後，幸得歐陽校長的信任，聘請我擔任扶輪的數學科

教師，讓我得以回到母校施教，成就我的夢想。我眼中的歐陽校長

是一個擁有強大影響力的人，他能感動身邊的人，改變身邊的事。

在此祝校長榮休後生活愉快。

家長教師會主席 莫櫻慧

家長眼中的歐陽校長，是個愛

校如家的家長，視每個學生都有如

自家的孩子般。每天早上，就是校

長最早到校。從一大早對學生噓寒

問暖的關懷，到提醒他們上課時要

專注用心，以至放學回家的安全顧

慮等，無不一一顧及。

林雪梅老師

校長十分關心學生的成長，每天早上、

小息、午飯及放學時候，校長均會到操場

與學生傾談，了解他們的生活，風雨不改，

對學生十分關愛。校長是一位有計劃和目

標的人，對教職員同工十分體諒。在此感

謝校長對扶輪中學多年來的努力和付出。

祝校長榮休後生活愉快，身體健康！

5A 李秋艷

我眼中的歐陽校長是一位慈祥的長

輩，每天早上在學校門口當值時，我都看

到校長過來為同學整理儀容，關心我們的

近況。而每當校長得知我們在學習及生活

上有何任困難後，都會耐心地給予我們建

議，並鼓勵我們。在我眼中，歐陽校長就

是一位關心學生的好校長。

校長與梁瀚祥老師及其女兒合影

校務處

關心學生、親切、有笑容

反應快，有問必答

責任心強，從不請假

勇於承擔，知難而行

處事認真，包容忍耐

信任別人，給別人第二次機會

博覽群書，見識廣博

對數字敏感，善用資源，能一眼看出問題

校務處職員李曉珊
與校長合照

我眼中的歐陽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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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永康副校長

感謝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給予機會，讓我在扶輪中學完成了個人四十年的工作生涯，

讓我離開了香港工商師範學院後走了一段平坦，但不平凡的教學路。

感謝扶輪的校長—郭顯華校長和歐陽家強校長的賞識，讓我分別在不同的科目及領域

擔當領導工作，讓我不斷自我完善。科務主任工作包括：工業繪圖、 圖象傳意及科技科目總

主任；委員會主席工作就有：員生福利、學生活動和課程發展。

感謝扶輪的老師們，在我任內的無限包容及傾力支援，讓各方面事工均能順利推展，並

獲得良好的成果。

感謝扶輪的校友和同學們，給予我很大的忍耐，跟你們合作，讓我在四十年的教學生涯

中嚐盡甜美菓子，無論在中三評核測驗、香港中學會考及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均未曾出現全

港平均水平以下的成績。大量的早年校友均能學業、事業有成，更難得的是，他們經常回家

探望，分享生活美善，部份更投身校友會擔任幹事或師友計劃導師，回饋母校，惠及學弟學妹。

感謝扶輪少年服務團歷屆團長陪伴我一起成長，和你／妳們走過不少苦楚辛酸，有幸在

旅途結束時看到你/妳們都學有所成，事業稱心，家庭和睦，兒女聰穎。

屈指一算，扶輪學生雖然大多來自基層家庭，甚至被評為學能較遜，但粗糙數算，我的

學生中能夠獲得學位、專業資歷甚至成為博士、教授者大不乏人，堪供在校同學借鑑。

在此分享本人的前半部，以作共勉。

退休後我將全力投入各項義務工作，分別為「荃灣官立工業中學校友會慈善基金」、「器

官移植運動協會」和新界錦田鄉的鄉務多加點力。後會有期。

在扶輪的歲月
榮休副校長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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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李選寶 

為慶祝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創校四十五周年校慶，學校特意於2017年1月20日，舉辦

了一場盛大的盆菜盛宴。當天筵開九十六席，超過一千一百位嘉賓出席，場面十分熱鬧。

當天晚上， 九十六張桌子前圍坐著的， 都是闊別已久的同學或老師，從教學樓頂上往下

望，人山人海擠滿了整個操場。大家都興高采烈地談談昔日上課或共事的片段，又開懷地說

說近況，互相問候畢業這麼多年來生活的變化，高談闊論聲不絕於耳，人們的話匣子就這樣

被打開了。大家坐在一起，彷彿又回到了當年那個無話不談的學生年代，吃著，笑著，一幅

樂也融融的景象。

盆菜裡的食物十分豐富美味， 有大蝦、 雞肉、豬肉、花菇、乾魷魚、枝竹、魚蛋等等許

多食物。也許因為大家都是許久不見的老朋友，難得的相聚讓大家都十分開心，所以不知不

覺間食慾大增，你一筷子，我一勺子，不一會就把盆菜一掃而空了。

當天晚上，有很多很多讓人難忘的事情，如鄭世豪大師兄為學校獻唱一首名為「仍堅持」

的時代曲，除悅耳外，歌詞的內容也十分有意義，「咬著牙關，重新出發，不屈不折地撐；棄

掉自卑，相信自己，一個道理能飛」這幾句歌詞最觸動我，不論求學或將來在社會工作，生

活總不會事事如意吧！在艱難時仍能堅持，才會帶來成功，的確很有道理，也為我們帶來好

好的提醒。

回到自己成長的地方，大家都非常懷念同窗的日子！

45周年盆菜宴

5



四十五周年校慶盆菜宴正式開始！

各服務生都精神抖抖地迎接各位嘉賓的到臨！

感謝各位嘉賓的參與，讓這個晚上生色不少！

老師們也不分彼此，樂也融融。

校長、副校長快榮休了，大家都忙著與他們拍照留念。

6



                

體育科及45周年籌款小組

為慶祝扶輪成立45周年及為扶輪自學中心籌款，本校特意於2017年2月11日（星期六）

舉行「45周年扶輪中學校友盃」籃球比賽，是次活動很榮幸得到6隊校友隊支持，參賽的屆別

橫跨16屆，包括有來自(95-98)校友的周宏亮隊、(00-01)校友的周耀祖隊、(06-08)校友的朱

錚鳴隊、(07-09)校友的鄭滿林隊、(11-12)校友的雷永智隊及(13-15)校友的周啟業隊，校友

在愉快的氣氛下切磋球技，增進友誼。亦感謝當日寶礦力對本校的支持，為我們贊助運動飲品，

更有賴天公造美，令籃球比賽得以順利舉行。 

活動花絮：

賽果 隊伍

冠軍 鄭滿林隊 (07-09校友)
亞軍 周宏亮隊 (95-98校友) 
季軍 朱錚鳴隊 (06-08校友)
殿軍 雷永智隊 (11-12校友)

「45周年扶輪中學校友盃」
籃球比賽  

全體校友隊大合照。

參加者為搶奪籃球，必須使出渾身解數。

比賽場上，各參賽者眼中只有籃球。

要逃出人欄才可有射球的機會。 各隊的比賽十分出色。 比賽戰況十分激烈。

運球迅速也是領先比賽重要的元素。7



5A 連騏樂

2016年的聖誕假期，老師推薦我參加由黃大仙民政事務處及黃大仙青年發展網絡舉辦的

越南青年交流計劃。經過一輪面試後，我有幸被選入圍。最初我以為這次活動只是普通的考

察交流，走走看看，做做義工，沒有什麼特別。不過很快我就改變了這個想法，是次的經歷

真的使我獲益良多。

行程中，我參觀了越南河內的特色建築，實在嘆為觀止，也使我對越南的印象徹底改觀。

漫遊在河內街頭， 看見街道兩旁的建築充滿法式的異國風情，像告訴我殖民地時期的點點滴

滴。兩旁的建築怎麼突然又變成了「中國風」？不過，這兩種風格卻出奇地配合，沒有絲毫

的違和感。

越南青年交流計劃的主要任務是到一條小村莊做義工，我們的工作是幫當地村民製作濾

水器。我起初以為小村莊離河內市十分遙遠，至少要坐幾小時沉悶而乏味的車程，但原來我

們要服務的小村莊與河內只是一橋之隔。雖然只是一條橋的距離，但彼此的環境、和居民的

生活卻差之千里，令我想起中國的「城中村」， 也是如斯的景象。小村莊的房子主要由竹、  鐵

片、布料所搭建而成，沒有可以隨意開關的窗戶，更沒有安全的大門，下起暴雨的時候，房

子還會滲透雨水，因為村莊是建在一條河流旁邊，所以經常有蚊蟲滋生，生活素質很差。

隨著近年越南工業的發展，村莊上游的工廠不斷排放工業廢水，導致整條河流顏色呈墨

綠色，河流上更不時浮着各種垃圾廢料， 有時在墨綠色的河上， 更會覆蓋了一層像彩虹的顏

色，導師說是重金屬沉積之故。由於村莊居民的食水主要來自該條河流，所以他們只能在河

流附近加建一個打水器，以抽出地下水來供日常生活所用。從打水器中打出來的水看似潔淨，

但當地人示範用那些水來泡茶的時，我親眼看到透明的水竟然變成紫色！不是魔術，原來不

是河流，連地下水也受到嚴重的重金屬的污染呢！這些水怎能飲用呢？我們的工作是幫當地

人製作濾水器，但由於資金有限，濾水器其實是很簡陋的，只採用一些沙石來製作，就像我

們科學堂上做的實驗般，能否過濾到重金屬？我沒有去考究，其實我看到這水的顏色，就算

過濾了，我也不會喝，可是村民們卻沒有選擇。

經過這次旅程，我有了深刻的反省。在香港，物質生活富庶，但往往仍有很多人不知足，

結果使得生活不開心。而越南的村民，他們要求不多，只要房子安全，食水潔淨就已經足夠。

即使他們生活在如此惡劣環境，他們仍然能笑着面對，努力生活。

當地村民的居住環境十分惡劣。 從打水器打出來的水十分混濁。 當地新建的房子很有特色。

越南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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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  6A 李嘉聰

自從在扶輪中學這個大家庭中生活開始，每時每刻都面對著各種各樣的事情，

有開心的，有快樂的，有傷心的，也有滿足的。不知不覺間到了中學的最後一年，

竟生出了一絲絲不捨的感覺，六年光陰似箭的生活，令我成長了很多，也學到了很

多。同學的幫助，老師的愛護和教導，都是我在中學最美的回憶。

回望中一，我還是一個既被動又頑劣的小伙子，不會主動去參加團體活動，又

或者主動向老師提問。在初中的某年，因在英文科上取得的「成績」令我接近放棄

自己。可是，每件事情都會有轉機，只因一位同學的邀請，我開始了在扶輪六年的

精彩生活。我很感激那位同學，是他將我的校園生活由黑暗變成彩虹般燦爛和精彩。

圖書館是我在扶輪六年的開始，它使我變得比以前開朗，使我得到師兄師姐的

照顧，更得到了老師的關懷、讚賞和肯定。我開始變得積極，漸漸地融入了圖書館

這個大家庭，每天午膳後的第一站，必定是圖書館，因為它令我不再孤獨，令我對

人對事變得積極，初中時被同學改了個花名—「毒菇」，諧音「獨孤」，那是因

為我常常自己一個坐在課室，獨自用完午膳，然後獨自一個閱讀，花名亦由此而來。

孤獨了半載，是扶輪的經歷勾起了我內心深處的積極性，將自己那樂於助人及

積極的性格帶了出來。中二那年，被體育科老師揀選進入田徑校隊，在訓練期間學

會了合作精神，學會了如何關心別人。在長者學苑裡更懂得如何幫助長者們，教我

學會了忍耐的重要性。在扶輪六年，我還參加了很多活動，當中各種經歷，有喜有

悲，讓我有了充足的成長養分，培養了我的正確價值觀。

到了高中，在各項活動中擔任更高的職位，不但責任加大，壓力也倍增，我開

始學會如何減壓和放鬆。有一天，一位師姐在梯間與我相遇，我禮貌地問聲好，不

料師姐突然說：「我發現每天見到你的臉上總帶著笑容，真是難得，希望你在畢業

後仍能保持這種開朗的心態吧！」聽到這話，我呆了一呆。那天的話，常會在我腦

海中浮現。我驚訝於自己的轉變。是甚麼讓我變得如此外向、樂觀又積極呢？

在扶輪六年，我參加過許多比賽，有校內的，亦有校外的。最記得有一次代表

學校出外參加大型比賽，結果使我喜出望外。那是一個以團隊形式參賽的比賽。

在賽中，原以為我隊的技術一般，不能獲勝，但卻意外贏得了銀牌。我很高興，

因為我為學校取得了成績，有了貢獻。我更為自己和隊員們一起得到此榮耀而高興，

因為我隊的技術得到了肯定，證明了我們的汗水沒有白流，所有的付出都結出了最

豐碩的果子，這收穫讓我感到欣慰。

扶輪改變了我，讓我有了肯定和證明自己的機會。我愛扶輪，因為它給了我一

個精彩而且值得回憶的中學階段。扶輪是我的家，因為它給予我許多比親兄弟還親

的「家人」，縱使當中有傷心的回憶，有產生微小裂痕的時候，但是，這也是相處

中的調節劑，吵架之後，總會令我們的關係更親切，更緊密。我愛扶輪，因為我愛

這個家！

《扶輪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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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軍  6A 吳明浩

窗外有一條小巷，每天都有不少學生經過，匆匆的，緩緩的。他們都沒有留意，

旁邊有棵強壯的大樹。在這棵大樹上，有一個毫不起眼的鳥巢，鳥巢保護著幼雛，同

時亦有母鳥悉心照料。日復日，年復年，小鳥逐漸成長，開始嘗試展開雙翼，準備拍

翼高飛，飛到天空中探索這世界的奇妙之處。

我望著窗外的大樹，大樹也凝視著我。它就如我的家人般。無論風吹雨打， 日曬

雨淋，亦陪伴著我，當我生氣憤怒，怒髮衝冠時，它默默無言地支持。因此我對它有

著深厚的感情。這份情，是不可取代，刻骨銘心的。這棵大樹叫扶輪中學。

臨近畢業之際，腦海突然回憶起許多陳年舊事，有些是愚蠢有趣的，也有著慘痛

教訓的。記得初中時，頑皮的我對任何事都感到十分好奇，更因此犯了校規。班上人

人努力學習，專心上課。而我則耍小聰明，聯同幾位同學作弄老師。事情到了最後，

自然是被人責罰。老師大聲痛罵我們，但我們仍玩得不亦樂乎。因仍未懂事，不知責

任為何物。現在的我，回想起來亦有點內疚。老師責罰我們並不是怨恨這一件事，而

是希望我們學懂尊重和守規，不要影響他人。那時的我們並沒有顧及他人，只求自身

快活，實是自私！實是無知！

幼雛試圖擺脫母親的規範，又企圖聯群結黨，出外闖闖。起初，他們品嚐到快樂

的滋味，但一而再，再而三的劣行，漸漸使他們嚐到痛苦，使他們悔不當初。幸好，

幼雛知錯能改，返回正途，回到母鳥，大樹旁邊，才不致走投無路，弄得遍體鱗傷。

　　學校的面貌，在這六年來都沒有太大的改變。只是多了幾塊橫幅，又重新修葺了

外牆而已。今天的校園，跟六年前無異，但今天的心情，卻早已有所改變。初入學時，

人生路不熟，對事事感到陌生，但抱著探險的精神，我願意去探索一切。六年了，那

個頑童早已在母鳥和大樹的護蔭和教導下改變。六年後的我，對於校園內的一事一物

都十分清楚，小至教員室、操場，大至學校將要舉辦的活動，我都瞭如指掌。望著今

年的中一新生，彷彿看見當年緊抱著書包，不敢亂來，生怕被人責罵和欺負的我。我

禁不住微微一笑，因為我已成長。從當時不愛書，只顧快活的小伙子，變成現在既愛

閱讀而又關注未來的人。我想這就是老師的悉心教導，耐心培育的成果吧！

因為老師沒有放棄，才可使我成為一個無論在人格上、品德上，或是成績上都更

圓滿的人。全賴他們的用心，刻苦耐勞的教學，讓我可以了解更多。有時候，我無助，

我碰壁，也因老師的好意，花時間給我訓話，我才可以改過。

自愛，以前我仍未明白其重要性，因而作出許多不智的行為，令身邊人因而受苦，

我也感到悔疚。今天，我開始明白，不只是要顧及自己，也要關懷別人，貢獻社會。

我想這就是學校教育的目的吧！愛校，你問我能否做到？我會去做，但我相信自己能

做得更好。對我而言，不胡作非為，不妄自菲薄，不傷害他人，相反，愛惜校園公物，

尊重老師，便是愛校。

離別之際，我想衷心感謝學校的栽培，給予我們知識，給予我們技能，更培養我

們的品格。 我希望可以回饋母校， 但心有餘而力不足， 或許將來有機會， 讓我略盡綿

力，可以報答母校。

小鳥經過母鳥的愛惜、 愛護、 養育後， 牠終於成長了。 羽翼漸豐， 牠開始拍打雙

臂。一跳，一拍，似乎仍有一段時間才學懂飛翔。然而，牠繼續努力地嘗試。

但願有一天，在耀眼的陽光下，小鳥能展翅高飛，飛到更高更遠處，用它的雙翼

為大樹遮擋烈日。

《扶輪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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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教育委員會

本年度的宗教生活營在環境優美的西貢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舉行，營會目的為培育學生

有健康的心靈成長，利用復活節假期來認識基督信仰，以及讓自己的身心靈得到舒展休息，

更藉此機會與區會海南堂的導師們一同生活，從中學習和同學之間建立互助互愛的情誼，培

育自己的美好靈性和品格。參與營會的老師和堂會的導師們， 希望同學透過2日1夜的營會活

動，能夠反思自己個人成長，以及探索信仰與生活的關係，認識耶穌基督為人帶來豐盛的信

仰人生。祂要成為信靠祂的人生命中的導航，當天的晚會，我們更邀請了李天敏姑娘作見證

分享，藉著她個人的信主經歷，更讓我們認識到主耶穌的奇妙帶領，令參與同學對耶穌基督

救恩有更深刻的認識。

透過下列的聖經，讓同學在信仰真理的追求上彼此成長。

提摩太前書四章12節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 」

我們和海南堂教會同工一同參加營會！

宗教生活營

我們的同學和林永生牧師一起切磋球技！

同學們專心聆聽歷奇活動導師的講解！
晚會中我們邀請了李天敏姑娘作見證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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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d an interesting conversation with a young Hong Kong friend recently. 
She’d asked me the reasons why Europeans and North Americans come to Hong 
Kong and not to mainland China. I replied that I thought it was an odd question 
and that I’d have thought that the answer was blindingly obvious. ‘Well,’ I said. 
‘There’s the language barrier for a start.’ The dual signage system is invaluable to 
th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non-Chinese speaking expats in Hong Kong.

‘Then there’s the wide range of both tradi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food 
available. But most of all, it’s the fact that Hong Kong is like London, yet a 
part that I haven’t actually visited yet.’ My friend didn’t really get my meaning, 
so I expanded. ‘The thing about Hong Kong is that it’s familiar, yet unfamiliar; 
resonant of home, and yet resolutely different.’

‘I take that as a tribute to Hong Kong,’ said my friend. And that’s exactly what this is - a 
tribute to a great city with an indefatigably industrious people.

Striking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se two great cities abound: London, like Hong Kong, is 
really a conglomeration of separate and distinct villages. By that I mean that each locale has 
its own individual and quite independent identity. In London, for example, the district of Mayfair 
is quite distinct from the district of Shoreditch; by the same token, Yau Ma Tei, where I live in 
Hong Kong,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Lok Fu.

One of my absolutely favourite things to do is to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get 
out and about and explore the local terrain. I’m not really a hiker, more of an urban 
explorer, and there’s plenty to occupy me at the weekends as I roam the streets 
round about my residential building, along with a friend or two, and explore the 
markets, unusual shops and food-stalls in my local district. Did you know, for 
example, that there’s a traditional wedding shop in Yau Ma Tei, that sells hand-
embroidered wedding dresses? That there’s a dedicated fountain pen specialist 
that sells branded pens at a fraction of the price in the big stores? Or that there’s 
a traditional coffin maker’s where you can see the magnificent mahogany coffins? 
Oddly, they seem much larger than their western counterparts. How strange!

Aside from my urban exploration, I relish the opportunity to explore the Island itself. I am fascinated by 
heritage and culture and can amble happily for hours amongst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olonial architecture, 
incongruously interspersed with the gleaming skyscrapers. City of contrasts, for sure! A particular favourite 
of mine is ‘The Blue House’ in Wanchai, a perfect example of the pre-war tenement 
buildings, now converted to artists’ workshops and studios. On the subject of workshops, 
I never miss the Jockey Club handicraft fairs, a showcase for local artists and artisans 
and a great place to buy locally made artefacts.

In short, it’s almost seven long years ago now since I took 
the enormous step of leaving my home and everything that was 
dear and familiar to me, to come to Hong Kong and teach in 
CCC Rotary School. And I haven’t regretted a second! Thanks to 
all of you, my wonderful friends, and our fabulous city!

Caroline Banks 1 June 2017

West Meets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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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活動一覽：

2016 年 12 月 17 日 校友重聚日

2017 年 1 月 20 日 校慶盆菜宴: 校友會協助母校義買鄭世豪校友CD籌款，共籌得款項

六萬餘元。

2017 年 3 月 7 日 校友會招收現屆中六會員日

2017 年 5 月至 7月 校友會師友計劃

2017 年 5 月 第十一次校友會幹事會

2017 年 7 月 5 日 校友會參加歐陽校長及鄧副校長榮休晚宴

2017 年 7 月 校友會週年大會及換屆選舉

校友會將於2017年中旬換屆，以便繼續推動會務。如各師弟妹有興趣參與校友會務，歡迎與

我們聯繫。 謝謝！

http://intra.rotary.edu.hk/alumni/Rotary_AA.htm

校友會主席

簡偉銓（1990 5T）

校友重聚日

校慶盆菜宴：義買CD

校友會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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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快訊

迪士尼義工獎勵計劃 （全年）

為推動扶輪學生投入義務工作，本校參與「迪士尼義工獎勵計劃」，參加者需完成10小

時服務，而本校同學大部份皆超額完成。

義工探訪—老人中心 
（4月29日）

作為扶輪的學生，除了課業外，

亦時常關注社會及弱勢社群的需要。

學生會組織了24位同學到土瓜灣一

間老人院探訪。當天，同學們透過魔

術、唱歌等表演活動向長者表達心

意。深入傾談時，長者分享自己的生

命故事，不少同學感觸落淚，場面溫

馨感人。

室內War game活動（4月5日）

為加強同學之間的情誼及溝通，並發揮

解難及培養抗逆能力，學生會特意舉辦室內

War Game活動。當天，同學非常投入，同

時亦發揮扶輪互助精神，由熟練的同學分享

經驗及帶領，幫助初接觸活動的同學掌握相

關技巧，一同享受活動的樂趣。

四十五周年便服日（12月21日）

適逢本年45周年校慶，學生會特意舉辦便服日。學生於祝誕日當天可穿便服回校，與此

同時亦為扶輪自學中心籌款。同學踴躍參與是次活動，充份反映了對學校及學生會的支持，

輕鬆玩樂之餘，不忘為建設學校而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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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成績

學生活動委員會

	 	 	 	 	 	 	

校內活動龍虎榜2016-
2017年度

主辦單位 比賽日期
活動／
競賽項目

組別 獎項
得獎者

班別 姓名

中國
語文科

2016 年
10 月 17 日

至
2016 年

10 月 21 日

閱讀報告
比賽

中一級

冠軍 1B 鍾凱揚

亞軍 1C 張進謙

季軍 1A 許菀盈

中二級

冠軍 2A 郭雨桐

亞軍 2B 胡淑宜

季軍 2A 黃紫琪

中三級

冠軍 3A 劉澤瑾

亞軍 3A 劉星宇

季軍 3C 丘家琪

中四級

冠軍 4A 湯美玲

亞軍 4A 黃世銘

季軍 4D 王騰鋒

中五級

冠軍 5A 張浚禧

亞軍 5C 黃焯琳

季軍 5D 梁穎琳

中國
語文科及
公民及

品德教育
委員會

2016 年 10 月
至

2016 年 12 月

「扶輪六年」

中六級

徵文比賽

中六級

冠軍 6A 李嘉聰

亞軍 6A 吳明浩

季軍 6B 鄭楚茵

優異

6A 陳俊龍

6D 王晓華

6E 李永佳

English 
Language

13/02/2017
-

28/02/2017

Book Report 
Competition 

S1

Champion 1A Guo Yutong, Rain

1st Runner-up 1A Chan Wai Man, Michelle

2nd Runner-up 1B Leung Lok Yi, Carolone

S2

Champion 2A Liu Xingyu

1st Runner-up 2A Lau Chak Kan

2nd Runner-up 2B Yiu Kin Pan

S3

Champion 3A Wong Ka Lok

1st Runner-up 3B Ngai Ching Hei

2nd Runner-up 3C Ng Sze Ting

S4

Champion 4A Luk Tsz Pui

1st Runner-up 4A Zhong Li Fung

2nd Runner-up 4D Cheng Hoi Fung

S5

Champion 5B Ngo Kit Chuen

1st Runner-up 5A Lee Tsz Wai

2nd Runner-up 5B Chung Ting Wai Yu

21/4/2017
-

31/5/2017

Documentary 
Film Making 
Competition

S3-S5 Champion 4A

Ngai Ching Hei, Ben

Tai Shuk Kwan, JoJo

So Ka Shing

Wong Man Hei, Rishon

Tong Mei Ling, Tylor

Lau Pui Yi, Tiffany

Ling Ho Sze, Rani15



English 
Language

21/4/2017
-

31/5/2017

Documentary 
Film Making 
Competition

S3-S5

1st Runner-up 5A

Liang Jia Jie, Jay
Li Qiuyan, Kimberley

Chan Yin Chung, Hugo
Koo Kam Chung, Dixon

2nd Runner-up 5A

Luk Tsz Pui, Ken
Chung LaP Fung, Kelvin

Siu Chun Ho, Alex
Sze Yu, Bonnie

Cheng Hoi Fung, Anson

3rd Runner-up 5A

Lau Ka Ching, Alex
Poon Wai Hing, Gloria
Yu Hiu Nam, Candy

Lee Man Hak, Frankie
Hu Tung Hu, Jason

4th Runner-up 4B

Leung Tai Wai, Wilson
Cheng Ka Keung, Ken
Lam Kwun Yu, Alan
Chu Man Yee, Alice
Yu Hoi Luk, Homan
Li Cheuk Ho, Peter

Tang Tsz Hong, Dennis

5th Runner-up

4A
Wong Sai Ming, James
Luo Jiecheng, Michael

Li Xuan Bao

4B

Tsui Pak Nam, Matthew
Ho Kwun Chun, David

Chow Ho, Jacob
Chan Wai Chi, Jackie

7th Runner-up 3A

Chan Ho Yeung, Jack
Chan Ka Wa, Calvin
Kong Ka Ming, Joe

Lau Chak Kan, Alice
Ling Shun Hin, Ryan

Tong Ka Yi, Zoe
Yuen Ka Ying, Esther

8th Runner-up 4A

Pang Hiu Lam, Kitty
Ling Tsz Ching, Phoebe
Ng Man Ting, Veronica

Ling Ho Sze, Rani
Wong Man Yan, Susan
Chan Wing Lam, Sarah
Pang Hiu Lam, Kitty

9th Runner-up 5A

Au Young Long Wang, Peter
Leung Yin Foon, Eric

Lun Jinming, Roy
Tam Lap Kei, Tony

Luk Wing Hei, Henry

10th Runner-up 5A

Lee Tung Ling, Janice
Cheung Chin To, Tony

Ko Siu Fan, Jacky
Tam Hok Yee, Shirley

Kwok Leung Kam, Joseph

11th Runner-up 5A

Chan Kai Fung, Tony
Lam Kam Wai, Tom

Chan Yin Ming, Jeffrey
Cheung Tsun Hei, Billy

Lin Ki Lok, Thomas

12th Runner-up 4B

Mak Kai Tung, Steven
Lam Hiu Cheuk, Louis
Luk Tin Pok, Kelvin
Choi Kai Fung, Jason

13th Runner-up 4B
Chan Hiu Yu, Yuri

Ho Lok Man, Rebekah 16



數學科
2016 年

11 月 30 日
社際魔力橋

大賽
高級組

冠軍 5A 潘慧卿 綠社

亞軍 5A 陳言銘 綠社

季軍 5C 陳治宇 黃社

通識
教育科

2016 年 11 月
腦圖

設計比賽
中一級

冠軍 1A 鄭堯

亞軍 1C 張進謙

季軍 1A 林嘉明

優異獎

1A 張芷欣

1B 陳樂延

1C 郭醒婷

資訊科技科
2017 年

3 月 13 日

中文輸入
鬥快打字

比賽
初中

冠軍 3A 陳浩暘

亞軍 3A 浦偉傑

季軍 2A 洪其耀

設計與
科技科

2017 年 2 月
至

2017 年 4 月

小時鐘
設計比賽

（最佳造型）
中一級

冠軍 1B 陳樂延

亞軍 1C 張進謙

季軍 1A 鄭堯

2017 年 3 月
至

2017 年 4 月
中二級

冠軍 2A 葉詠茵

亞軍 2A 楊璥熙

季軍 2A 袁梓鈞

視覺藝術科
及

環保教育組

2017 年
3 月 31 日

環保校園
四格漫畫

比賽
初中

冠軍 2A 郭雨桐

亞軍 2A 潘嘉妍

季軍 2A 蕭傲欣

體育科
2016 年

12 月 21 日
社際乒乓球

比賽

男子
初級組

冠軍 3A 呂暻霖 黃社

亞軍 3A 浦偉傑 紅社

季軍 2C 陳天賜 黃社

男子
高級組

冠軍 5B 羅志穎 紅社

亞軍 4D 莫睿維 綠社

季軍 5D 楊溢駿 紅社

女子組

冠軍 5A 談學兒 綠社

亞軍 1A 鄧惠瑜 黃社

季軍 5D 陳天晴 綠社

宗教
教育科

2016 年 11 月
至

2016 年 12 月

聖誕設計
比賽

中一級

冠軍 1A 許苑盈

亞軍 1A 鄭堯

季軍 1A 林嘉明

公民及品德
教育委員會

2017 年 5 月
學年主題

標語創作比賽

中一級
至

中五級

冠軍 4A 李安源

亞軍 4A 梁睿鴻

季軍 4A 彭曉琳

結構模型
（最佳負載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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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際成績

體育科

2016 年
12 月 21 日

社際
躲避盤比賽

男子組
冠軍 黃社

亞軍 紅社

女子組
冠軍 綠社

亞軍 藍社

2016 年 12 月
班際

閃避球比賽

中一級
冠軍 1A

亞軍 1B

中二級
冠軍 2A

亞軍 2C

中三級
冠軍 3A

亞軍 3B

科學科

2017 年 4 月

至

2017 年 5 月

班際骨牌

比賽

中一級

冠軍 1C

優異獎 1A

優異獎 1B

中二級

冠軍 2A

優異獎 2B

優異獎 2C

中三級

冠軍 3C

優異獎 3A

優異獎 3B

科學科
及

環保教育組

第一學期

廢紙回收
比賽

全校

冠軍 1A

亞軍 5C

季軍 4C

第二學期 全校

冠軍 5C

亞軍 4C

季軍 2B

2017 年
5 月 15 日

至
2017 年

5 月 19 日

樹木遊蹤

比賽
中一級

冠軍 1A

亞軍 1C

季軍 1B

最佳表現獎

1A

黃文思

周嘉麗

曾婉淇 

李依潁

1B

司徒穎恩

何秋靜

李嘉碧

1C

張庭卿

張明軒

李偉文

設計與
科技科

2017 年 3 月
iMovie

短片製作
中三級

冠軍 3A

呂璟霖

浦偉傑

鄧進華

亞軍 3A
周楚洇

馮懿嘉

季軍 3B

江潔玟

胡曉菲

梅詩敏

訓育

委員會

2016 年

9 月 12 日

至

2016 年

9 月 23 日

準時上學

比賽

初中組

冠軍 3A

亞軍 2A

季軍 1A

高中組

冠軍 5A

亞軍 6B

季軍 4A、5D

2017 年

2 月 13 日

至

2017 年

2 月 24 日

班際秩序

比賽

初中組

冠軍 1A

亞軍 2A

季軍 3A

高中組

冠軍 5A

亞軍 5C

季軍 4A
18



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
學校網址：http://www.rotary.edu.hk

電郵地址：info@rotary.edu.hk

學校地址：香港九龍龍翔道157號

電話：23381971 傳真：23383748

編輯小組導師：

黎金鳳老師　黃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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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設計：

4A 黃汶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