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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傑出學生 2018
「香港傑出學生選舉」旨在嘉許品學兼優的中學生，以「傑出就是付出」為口號，

為社會作出貢獻。「香港傑出學生選舉」是學界極具代表性的選舉，本校連續三

屆（2015-2016年度、2016-2017年度及2017-2018年度）均有學生入選決選生，
學生經多元考核，獲選為具領導才能，並以服務社群為己任的傑出學生。

謝振康：2015-2016年度香港傑出學生全港 50強，
現就讀香港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媒體與傳播系」二年級
就讀中五時，我獲得「香港傑出學生」一獎，意義非凡，其後兩位師弟妹郭子然和鍾欣樺皆獲「傑出

學生」殊榮，薪火相傳，我倍感高興！感謝母校對我們的栽培，讓同學開拓更廣闊的天空。傑出並不

需要什麼偉大的事功，同學只要堅持理想，持之以恆為大眾服務，定必做到。

郭子然：2016-2017年度香港傑出學生全港 20強及梁玳寧社會服務獎，
現就讀香港科技大學「生物科技與商學系」一年級
獲選「香港傑出學生」，對我來說曾是一個夢，但是經過香港傑出學生選舉後，我知道只要有夢想，

只要付出努力，夢想一定會成真。當然傑出並非僥倖，因為機遇往往留給有準備的人，我們付出的努

力要比別人多，在平日上課後要多抽時間參加不同類型的拔尖活動和比賽，但可以從比賽中擴闊眼界

丶建立成功感及回饋社會，我至今曾服務弱勢社群逾 700小時，但我從未厭倦，反倒更熱愛接受不同
挑戰。

傑生選舉的口號為「傑出就是付出」，我認為這句話亦可以倒置，只要你全力付出，就已成就傑出。

只要你按自己的潛能努力鑽研，耐心持久地服務貢獻，懂得付出比其他人多十倍百倍的努力，便能有

非凡的成就。

鍾欣樺：2017-2018年度香港傑出學生全港 50強，
現就讀本校中六
在過去數年，我在老師的鼓勵下，積極參與各項活動，為自己累積經驗

和培育各項能力，使我能應付不同的難關。我很慶幸能在筲東這個大家

庭中成長，使我一路上得到鼓勵和支持，無論是老師或是謝振康、郭子

然兩位師兄對我的指導，都令我更有信心向夢想邁進。

獲選傑出學生不僅是我人生中的里程碑，更是對我能力的肯定。我明白

傑生的光環並不是成功的保證，正所謂「能力越大，責任越大」，因此

我深信只有繼續努力不懈，才能完成傑出就是付出的使命。

本校連續三年獲獎學生詳情如下：

年度 獲獎學生 獎項
2015-2016 謝振康 決選生（全港 50強）
2016-2017 郭子然 決選生（全港 20強）、梁玳寧社會服務獎
2017-2018 鍾欣樺 決選生（全港 50強）

繼往開來‧開創前路─三位傑生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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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領袖獎 2018

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2018

本活動由傑出青年協會主辦，目的為鼓勵並培養

具有領袖素質的青少年，以「裝備自已．齊建未

來」為主題，希望本校年青領袖能規劃未來，創

建美好人生。

本活動由香港島校長聯會主辦，目的是嘉許對學校

及社會有承擔和傑出貢獻的學生，表揚他們付出的

努力，並協助他們裝備自己，接受未來的挑戰。

東區優秀學生
3D 危煒杰
5D 林曉汶

獲獎學生
3D 危煒杰 5C 布綽嵐
5C 黃詩婷 5C 李映誼
5C 朱斯敏 5D 馬法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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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蝴蝶保育計劃暨
蝴蝶大使獎勵計劃銅獎

香港大學中醫夏令營 2018

海洋生態及保育暑期課程

主辦機構：漁農自然護理署與綠色力量

蝴蝶大使及蝴蝶普查員：

5C 陳詠絲 , 5C 鍾欣樺 , 5C 鄭愛琳 
5C 布綽嵐 , 3C 馮俊揚 , 3D 危煒杰

目的：

校園蝴蝶保育計劃，為學校建設蝴蝶園及

舉辦不同的教育活動，讓同學通過參與保

育生物多樣性的體驗學習活動，增加對自

然生態及生物多樣性的認識和興趣，從而

鼓勵同學支持生態保育。

主辦單位：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

日期：2018年 7月 31日至 8月 1日
參加同學：4B 余佩珊

課程內容：

參觀港怡醫院、製作艾草蚊香、養生操、

參觀港大中醫藥學院、細味藥膳

課程目的：

讓尖子生在香港大學校園體驗港大生活，

親身嘗試中醫藥文化活動

主辦單位：漁農自然護理署及香港科技大學海洋科學系

日期：2018年 7月 11至 13日
參加同學：全港 40名，推薦各校生物 /化學科成績優異的
                  同學參加，本校 5C 鍾欣樺及布綽嵐獲機構取錄

課程內容：講座、戶外考察及實驗

課程目的：

•	認識香港沿海具有重要生態價值的生物和棲息地

•	進一步了解海洋生態及生物多樣性

•	認識社會各界為保護香港海洋環境所作的努力及重要性

內容：

校園蝴蝶保育講座 9-10-2017
香港濕地公園考察 29-3-2018
大埔滘自然護理區考察   6-7-2018
蝴蝶園揭幕禮 17-3-2018
綠色力量助理高級教育及項目經理蘇安敏女士蒞臨主禮

揭幕「筲東蝴蝶園」

獎項：

綠色力量蝴蝶大使獎勵計劃 - 銅獎 5C 鍾欣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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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區植物普查互動資訊網
科普協作金獎

主辦單位：香港中文大學生命科學學院胡秀英植物標本館

日期：2017年 5月至 2018年 4月

參加同學：30多位科學學會會員

活動內容：

3次到校植物工作坊、戶外考察、認識香港 100種植物

項目簡介：

•	透過培訓中小學師生及家長為大埔區市區及風水林植物

作出物種普查，提升市民對本地 (大埔 )現有植物品種
(包括生態及生活應用 )的認識

•	配合由植物標本館提供植物物種的科學資訊，同時建立

大埔區植物物種數據庫，供全港市民公開免費搜尋及初

步辨別植物品種

獎項：

科普協作金獎 - 筲箕灣東官立中學

5



中五級科學資優課程

主辦單位：香港青年協會創新科學中心

日期：2018年 5月 8日至 9日

參加同學：20位物理科或設計與應用科技科成績優異 
                  的同學

目的：

透過不同實驗及設計活動，認識與電磁學和電子相關

的理論，讓他們加深對電的理解，從而提升對物理科

和設計與應用科技科的學習興趣和應用能力。

內容：

靜電與簡單電路、電磁學及

電子電路

活動名稱：鑑證科學工作坊
主辦單位：香港青年協會創新科學中心

日期：2017年 10月 11日

參加同學：25位生物科或化學科成績優異的同學

目的：

透過不同實驗和設計活動，認識鑑證科學的相關理論，

學習根據實驗結果推理及匯報調查結果，從而培養邏

輯思維、觀察及分析能力，提升對生物或化學科的學

習興趣和應用能力。

內容：

套取及分析鞋印、鑑別毛髮及纖維、套取

及分辨指模

活動名稱：電的發現與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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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才藝培訓及表演

東區學校才藝欣賞會 畢業典禮 -英詩朗誦

英文辯論培訓

3D莫卓禧參加了第六十九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以優

異的表現獨佔鰲頭，榮獲

英語獨誦冠軍。

他獲邀在一年一度的東區

學校才藝欣賞會表演，獲

全場掌聲熱烈鼓勵，與友

校的學生交流觀摩，互相

學習。

3D危煒杰參加了第
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

誦節，表現出色，榮

獲亞軍殊榮。    

他在一年一度的畢業

頒獎典禮於全校師生

及來賓面前表演，揮

灑自如，廣獲好評。

本校致力提高同學對英文辯論的認識、興趣及演

說技巧，故舉辦英文辯論培訓班，為學生提供寶

貴的學習機會。首次成立的英語辯論隊更參加了

第九屆官立中學校際英文辯論比賽，成績彪炳，

成功晉身總決賽，榮獲亞軍殊榮，實在可喜可賀。

獲獎成員
5C 布綽嵐 5D 林曉汶
5C 陳詠珊 3D 危煒杰

7



武術精英大放異彩

武術學會聯同資優教育組一直積極推廣華夏文化，彰顯武德。去年先

在「第二屆全港中小學武術錦標賽 2018」中，以洪拳套路「千字掌」
取得集體中學組金獎；後於「勁武飛揚第 20回爭霸 III武術邀請賽」愈
戰愈勇，以全場最高分成績，勇奪集體傳統拳金獎，而 3B陳慶禮、5B
黃翠東更憑「工字伏虎拳」，在個人項目以相同分數，雙雙奪金，成

就斐然。

主辦單位：李勁德武術製作

日期：2018年 5月 27日
獎項：金獎 (集體傳統拳 ) - 陳詩婷 1B 、陳慶禮 3B、
 劉泓迪 4A、黃凱楓 4C、
 王洪超 4C、叶展豪 4C、
 楊錦煌 4C
           金獎 (男子傳統拳 ) - 陳慶禮 3B、黃翠東 5B

主辦單位：傑青武術暨音樂藝術中心、龍武館

日期：2018年 5月 13日
獎項：金獎 (集體中學組傳統拳術 ) - 陳詩婷 1B 、陳慶禮 3B、
 劉泓迪 4A、李嘉禧 4C、
 黃凱楓 4C、王洪超 4C、
 叶展豪 4C、楊錦煌 4C
                     銅獎 (個人傳統拳術 ) - 陳慶禮 3B

武術訓練

勁武飛揚第 20回 爭霸 III 武術邀請賽

第二屆全港中小學武術錦標賽 2018

8



運動精英發熱發光

本學年的「香港學生運動員獎」以「Are You Ready」為主題，肯定
學生運動員所付出的努力，鼓勵得獎生為迎接新挑戰作好準備，並以

「Yes I can！我敢創未來！」的精神，鼓勵放膽展翅高飛、擁抱未來，
透過參與及分享，為學校注入更多正能量，並積極推動校內體育文化，

推廣健康生活模式。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8

驍籃青少年籃球聯賽
男子 U17組及 U20組冠軍

全港學界游泳賽港島區
男子甲組季軍

屈臣氏學生運動員獎
5D 張子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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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有幸獲學校推薦及主辦機構甄選，參加由香港教育局和日本政府協辦的「21世紀東亞青少年
大交流計劃」，到日本交流九天八夜。是次交流的經歷，令我獲益良多。

雖然回港已有一段時間，但當日參與和觀摩日本學校課外活動的情景還歷歷在目。同學們全神貫

注，積極參與活動的態度深深打動了我。我看到的是一群向着目標前進的中學生，每個人都專注

在自己的工作上。最讓我欽佩的是課外活動的出席率幾乎是百分之百，甚少有人缺席。他們也會

互相鼓勵，形成良性競爭。以弓道部為例，每當其中一位部員命中箭靶後，其餘部員便會送上歡

呼聲；但練習時，道場內不會有任何聲音，顯示了他們對箭手以及部員的尊重。經過這次交流，

讓我深深反思應有的學習態度，我們應充分利用資源，積極學習。

我們也有幸入住奈良明日香村的寄宿家庭，體驗日本傳統家庭的日常生活。起初我深怕因言語不

通而存在隔膜，可是，事情跟我想像的不一樣。從一見面開始，他們便把我們當作從香港回家的

子女一樣，對我們關懷備至；還帶我們遠眺風景，參觀遺址，我們更一起烹調晚飯，分享日常生

活見聞。他們那顆真誠待人的心，確實深深地打動了我。

此外，我們還到訪京都，奈良等歷史古都，參觀了清水寺、東大寺等文化遺產，體驗了入住溫泉

旅館、進食傳統懷石料理等畢生難忘的經驗。透過這些活動，我們了解到日本重視傳統文化。為

了吸引更多遊客到訪，他們將新式概念融入舊式的歷史建築和文化之中，但同時保留獨有的文化

特色。我相信香港可以加以借鏡，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保留傳統文化的特色。

總括而言，這次交流團讓我們有機會擺脫香港的繁忙生活，充分體驗日本文化，大大加深了我對

日本的認識，使我感受到日本人熱情好客的民族特色。第一次從書本以外，體會到日本人的真誠

待人、親切有禮，也令我學習到日本學生處事的認真態度，更認識了一群香港及日本的摯友，實

在收穫豐富。

最後，我要感謝學校和資優組老師給予我這個寶貴機會，以及 5D班同學精神上及行動上的重大
支持。

21 世紀東亞青少年大交流計劃
5D 劉忠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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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司儀訓練班

高中司儀訓練班

司儀培訓課程
課程目的在透過輕鬆活潑的學習方法，發掘學生當主持

的潛能，幫助增強自信心及提升口才技巧。活動包括口

才訓練、司儀應變技巧培訓及實習等，使同學成為充滿

正能量的小司儀，參與學生均表示獲益良多。

課程目的在強化高中司儀的主持技巧，通過有系統

的訓練，提高其組織力及應變能力，迅速有效地組

織講稿，運用說話的聲、情、意表達內容，並作多

角度思考。參與學生均表示所學實用，配合主持工

作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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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財政司」計劃由香港小童群益會與香港上海匯豐銀

行合辦，目的是希望獲選參加的青少年通過參觀財經及政

府機構，並接受連串訓練，學習及推廣正確的理財觀念。

編輯委員會
總顧問：甘阮麗芬副校長          編輯委員：張詠斯老師、梁麗珊老師、高家浩老師、梁啟賢老師

少年財政司計劃

思維技能訓練

初中學生透過以講解分析、練習和討

論為主的思維導圖工作坊，學習如何

運用腦激盪法解決問題，提升記憶能

力，讓頭腦更靈活、思考更有彈性，

令學習更輕鬆、更有信心。

通識科著重培養學生對時事議題的觸覺及獨立思考能力。

得到多元學習津貼的支持，學校每年可均為修讀通識科的

高中同學安排資優培訓。本校與校外機構合作，針對具潛

質的同學，提供思辦能力培訓，以期提升同學的學習效能。

本年度通識科因應不同年級的學習需要，安排 4次適切的
培訓，超過 97%參與同學對相關課程有正面評價。

思維導圖工作坊 通識科批判思維資優培訓

本校少年財政司
第八屆 3D 危煒杰
第九屆 2C 林雲杰

2D 吳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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