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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節錄部份考獲佳績同學的資料︰ 

相中位置 學生姓名 總分 5** 5* 5 4 

前排右二 森達也 40 5^ 2 0 0 

前排左二 高耀華 40 4 2 0 0 

前排右一 杜智邦 38 2 4 0 0 

前排左一 謝穎怡 36 3 2^ 1 1 

後排左三 馮曉恩 34 2 1^ 4 0 

後排左一 梁樂芯 33 2 0 3 2^ 

後排右四 葉芷晴 32 1 1 3 1 

後排左二 陳巧怡 32 0 3 3^ 1 

後排左四 何穎儀 32 1 2 1 2 

後排左二 李凱琳 31 0 2 3 1 

後排右三 鄭向彤 31 0 2 3 2 

後排右一 黎佩汶 31 0 3 1 2 

^備註﹕包括數學(延伸部分) 

 

 
 

應屆文憑試同學表現優異 

森達也同學及高耀華同學分別考獲5科5**級、 

2科5*級及4科5**級、2科5*級佳績 

本校更於所有科目共奪得334個「5級或以上成績」  

 
 

 
 

 

 

 

    2 級或以上 4 級或以上 

  科目 本校考生 全港日校考生 本校考生 全港日校考生 

1 英 國 語 文 100.0% 77.0% 41.2% 27.5% 

2 中 國 語 文  98.5% 86.1% 49.6% 27.9% 

3 數學 (必修部分) 98.5% 81.1% 67.2% 39.1% 

4 數學 (延伸部分) 92.9% 91.1% 64.3% 59.1% 

5 通  識 99.3% 89.5% 54.0% 36.5% 

6 中 國 文 學 100.0% 89.7% 37.5% 33.9% 

7 中 國 歷 史 100.0% 90.3% 50.0% 36.1% 

8 經  濟 88.5% 86.4% 26.9% 46.6% 

9 地  理 100.0% 87.1% 79.2% 38.7% 

10 世 界 歷 史 100.0% 94.5% 60.0% 49.0% 

11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100.0% 90.9% 65.5% 43.8% 

12 生  物 93.8% 90.1% 50.0% 46.2% 

13 化  學 95.9% 88.4% 61.2% 52.3% 

14 物  理 100.0% 89.7% 57.1% 50.8% 

15 資訊及通訊科技 100.0% 80.6% 33.3% 27.1% 

圖表重點簡述 

 本校整體成績優異，考獲 5 級或以上成績的數目有增加。本屆有 137 位同學應考，共取得 5**級 19 個、

5*級 43 個、5 級 103 個 4 級 272 個。 

 英國語文、中國語文、數學、數學 (延伸部份)、通識、中國文學、中國歷史、地理、世界歷史、企業、

會計與財務概論、生物、化學、物理以及資訊及通訊科技科(共 14 個科目)達 4 級或以上的百分率，遠

高於全港考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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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末得獎消息快報 
本校學生於香港理工大學數學及科學比賽(SSMSC 2017)光芒四射 

成績頂尖，勇奪殊榮，技壓 7000 名來自其他名校的參賽者 

今年5月，本校共44位中四及中五級同學參加「香港理工

大學數學及科學比賽2017」，當中8位同學擊敗全港超過

7000位數理科精英(包括皇仁、男拔、喇沙、荃官等傳統英

中)，勇奪「高級優異獎」(頭15%成績)及「金獎」(頭2%)

等佳績。本校鍾佛成校長將於7月13日散學禮上頒發獎狀

及金牌予獲獎的8位同學。獲獎同學名單如下： 

姓名 成績 

陳浩裕 (F.5) 化學科 (金獎)、生物科 (高級優異獎) 

徐民諾 (F.5) 物理科、化學科、生物科 (高級優異獎) 

麥家豪 (F.5) 物理科 (高級優異獎) 

翟惠琳 (F.5) 生物科 (高級優異獎) 

黃樂俊 (F.5) 數學科 (高級優異獎) 

李芷翹 (F.5) 數學科 (高級優異獎) 

馮梓顥 (F.5) 數學科 (高級優異獎) 

張家輝 (F.4) 數學科 (高級優異獎) 

 

本校於第十六屆校際郵集設計比賽滿載而歸 

更榮獲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以優美字體實踐社會公義 

3B 葉瑩瑩 

於第三屆樂施「寫字扶貧」硬筆書法比賽 

獲初中組亞軍 

 

5D 陳浩裕同學於該比賽榮獲「化學科金獎」及「生物科高級優異獎」，

其家人及鍾佛成校長 (右一) 親身祝賀。 

初中組  

亞軍 

3B 葉瑩瑩 3D 楊利滿 

初中組  

季軍 

3A 葉愷桐 3D 戴昕 3D 陳樂勤  

初中組 

優異 

2C 關欣桐 2C 鄧筠蓉 2C 梁嘉兒 

2B 李皓昕 2B 陳映彤 2B 胡希文 

1C 俞晨旭  

高中組 

亞軍 

4A 譚皓穎 4E 陳靖儀 

高中組 

優異 

 

4A 郭家瑜 4A 黃樂怡 4A 駱昫盈 

4B 陳芷琳 4B 陳詠翹 4B 許淑盈 

4B 黃秀慧 4B 邵諾兒 4B 陳嘉文 

4B 葉蕙雅 4C 關皓然 4D 陸泉廷 

4D 何梓滔 4D 陳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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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校外殊榮 

灣仔扶輪社獎學金 3D 李鈺瑜 4A 郭瑄熹  4D 黃泳欣   4E 陳靖儀 

(今年本校同學表現出色，故在以往 3 個名額的基礎上再新增一個名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荃灣及離島區主辦的各項校際比賽 

乒乓球賽 女子甲組季軍 及 女子乙組季軍 

羽毛球賽 男子甲組冠軍、男子乙組殿軍、女子乙組冠軍及女子丙組亞軍  

手球賽 男子甲組亞軍及男子乙組亞軍 

 

 

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鉛球冠軍及男子甲組標槍冠軍 

男子丙組 100 米季軍 

女子乙組標槍冠軍 

女子丙組標槍冠軍 -  

女子丙組跳遠亞軍 -  

女子丙組 4 x 100 米接力軍 

 

5D 張海賢 

2C 曹焯然 

3D 黃子芳 

2C 關欣桐 

1D 劉沁彤 

1D 劉沁彤、1B 何彥林 

1C 謝貝怡、2B 程若苓 

女子丙組團體殿軍 

游泳比賽 男子乙組 50 米背泳亞軍+50 米自由泳 

男子丙組 50米胸泳季軍+100米胸泳季軍   

男子丙組 100 米胸泳亞軍 

男子丙組 200 米自由泳亞軍 

女子丙組 50米胸泳冠軍+100米胸泳冠軍 

3C 朱民迪 

1D 莫子穎 

1B 馮嘉進 

1D 樊思嵐 

2D 李穎軒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明日之星」計劃

上游獎學金  

5C 許洛瑤、5D 陳泳霖、5E 余碧清 

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比賽（現場作文

初賽）中學五年級三等獎 

5A 楊嘉宜 

第九屆校園藝術大使 5B 李海僖  5C 孫苡珈 

荃灣區公益少年團主題活動匯報及

展板比賽—最受歡迎展板獎 

4A 何知穎  4A 譚皓穎  4D 陳映霖 

 

校內學術成績獎項 

學習成績獎—各級全年成績首十名 

中一 
張學斌 俞晨旭 劉逸峰 吳心如 駱雋晞 

何彥林 張耀輝 陳諾文 李瀛立 陳翔豐 

中二 
戴穎烯 陳  希 胡希文 歐陽逸康 林子晴 

陳映彤 童惠楠 司徒心盈 鄭梓軒 劉恩儀 

中三 
王俊然 黎欣庭 林欣怡 程鑛鈞 梁錦茵 

鄭卓瑩 吳蔚欣 戴樂熹 賴諾言 陳文迪 

中四 
陳映霖 郭靄琳 何知穎 張國龍 梁琬琳 

唐梓晴 賴汶聰 何思瑩 張家源 陸泉良 

中五 
徐民諾 陳澤富 楊凌鈞 黃子恩 馮穎俊 

鄭雯馨 莫允縈 翟惠琳 陳浩裕 林巧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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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科全級第一名 

科目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文 1C 俞晨旭 2B 戴穎烯 3C 鄭卓瑩 4E 郭靄琳 5D 徐民諾 

英文 1A 蘇夏穗 2B 戴穎烯 3C 郭芷瑩 4A 譚皓穎 5E 陳澤富 

數學 1A 陳卓鏗 2B 林上智 3C 王俊然 4E 張家輝 5B 翟惠琳 

數學模組(一): 

微積分及統計 

 4E 陳冠中 5E 馮穎俊 

數學模組(二): 

代數及微積分 

4E 張國龍 

4E 張家輝 

5E 麥家豪 

英國文學 1B 何彥林 2B 黃磊軒 3C 賴諾言  

中史 1C 俞晨旭 2B 童惠楠 3C 林欣怡 4A 何知穎 5C 吳鎮鋒 

中國文學  4A 何知穎 5B 翁嘉蔚 

電腦與資訊科技 1A 張學斌 2B 陳 希 3C 郭芷瑩  

資訊及通訊科技  4D 梁琬琳 5D 黃子恩 

經濟 4D 高曉琳 5A 莫允縈 

地理 1B 張耀輝 2B 鄭梓軒 3C 王俊然 4D 陳映霖 5D 鄭雯馨 

世界歷史  2B 劉恩儀 3C 黎欣庭 4E 賴汶聰 5A 吳蕙姍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4A 何泳欣 5E 馮穎俊 

科學 1A 張學斌 2B 歐陽逸康  

生物  3C 程鑛鈞 4D 林芳瑜 5B 翟惠琳 

化學 3C 王俊然 4E 郭靄琳 5D 陳浩裕 

物理 3C 王俊然 4E 蘇博軒 5E 麥家豪 

通識教育 1C 俞晨旭 2B 陳映彤 3C 王俊然 4E 郭靄琳 5C 楊凌鈞 

普通話 1D 李芷彤 2D 周 沁  

視覺藝術 1B 劉逸峰 2B 司徒心盈 3B 葉瑩瑩 4A何知穎 5A莫允縈 

設計與科技 1B 何彥林 2C 何紫欣  

家政 1A 王藝霖 2A 鄺恩澄 

音樂 1C 關韻呈 2B 江倩瑤 3D 黃悅頤 4D 林曦悅 

4E 林靖恩 

 

體育 1D 劉沁彤 

1C 俞晨旭 

2D 李穎軒 

2D 葉峻琛 

3A 黃斯蔓 

3C 朱民迪 

4C 李沛堯 

4D 梁凱敦 

5C 楊凌鈞 

5D 張海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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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校內與學術有關獎項 

英文科自由寫作出色表現獎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English Free-writing) 

2B 江倩瑤 2B 胡希文 2D 蘇嘉齊 3A 李樂琳 3A 歐陽堅誠 

3A 任軒成 3C 程鑛鈞 3C 林欣怡 3C 梁錦茵* 

*表現最出色，全年寫作總字數達 38455 字 

中文科閱讀計劃出色表現獎 (下學期)  

(上學期獎項已於中期頒獎禮頒發) 

1B 張雯怡 1B 馮嘉進 1B 張曉桐 2B 鄭梓軒 2B 李皓昕 

2A 鄺恩澄 3C 林欣怡 3C 程鑛鈞 3C 雷嘉燕 

英文廣泛閱讀計劃出色表現獎 

 

1A 黃佩誼 1D 錡炯 2A 廖嘉麗 2A 洪樂媛 2B 胡希文 

2B 童惠楠 2B 利朗言 2D 居珈宇 3C 王俊然 3C 黎欣庭 

閱讀王 (下學期借閱量最高首五名) 

(上學期獎項已於中期頒獎禮頒發) 

2D 唐俊恒 5D 陳泳霖 2D 鄧毅誠 2C 廖浚希 3C 吳蔚欣 

 

校內其他與品德或服務有關的獎項 

社會服務積極参與獎 3C 鄭嘉怡  5B 李海僖  5C 孫苡珈 

聖約翰救傷隊服務優異獎 4D 林樂軒  5A 馮曉嵐 5E 司徒心榆 

中四及中五同學「15 小時服務承諾」中超額完

成，服務時數超過 100 小時 

4A 符曉文 4A 郭家瑜 4A 何知穎 4A 駱昫盈 4A 丁梓澄 4B 黃秀慧 

4C 賴曉穎 4C 周潤鉅 4D 郭庭欣 4D 林子靖 4D 林樂軒 4E 陳靖儀 

4E 陳珈瑤 4E 王凱瑩 5A 楊嘉宜 5B 李海僖 5B 陳俊壹 5C 林令翹 

5C 孫苡珈 5C 文天樂 5D 陳詠愉 5D 莊國龍 5E 陳展毅 5E 鄭晟熙 

5E 何浩揚 5E 丘嘉裕 

中一級德行表揚計劃—優異表現獎 1A 鄭綺晴 1A 王藝霖 1B 何彥林 1B 陳雋言 1B 吳飛揚 1D 何慧恩 

學業以外傑出成就奬 

(表揚學生在視覺藝術、音樂、領袖才能、體育等各個範疇的傑出

表現) 

2C 關欣桐  2D 李穎軒  3A 張宇謙  3B 許澤崴  3D 黃子芳 

3D 劉智傑  4A 林沅薇  4A 何知穎  4A 譚皓穎  4A 黃建庭 

4A 何知穎  4D 梁凱敦  4E 蘇卓林  4E 蘇博軒  4E 陳珈瑤 

5B 廖穎淇  5D 張海賢 

傑出領袖生 3B 麥珈瑜  3C 鄭卓瑩  3C 王俊然  4A 許煒傑 

「卓越學生」獎勵計劃 中一：1B 何彥林  1D 吳心如 

中二：2B 童惠楠 

中三：3C 梁錦茵 

中四：4D 唐梓晴 

中五：5D 徐民諾 

全年最佳活動及服務獎 4A 何知穎 

最佳社盾  時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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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科夏日藝術營 2017 
 

該活動於 6 月 29 日至 30 日假饒宗頤文

化館舉行，共 18 名中三至中五同學參與。

同學於營內參與了由香港當代藝術家主

持的工作坊，從中認識當代藝術的不同

創作手法，透過藝術創作的過程舒緩壓

力。 

 

 

 

表達藝術工作坊 

 

 

 

 

 

 

 

 

 

 

 

 

 

 

 

 

 

 

 

 

 

 

 

 

 

 

 

 

 

藍染工作坊 

當代藝術工作坊 

寫生活動 

與作品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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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科技大學附屬中學到訪本校活動剪影 

 
 

 

 

 

 

 

 

 

 

 

 

學生文章分享 

《落葉之秋》 劉柏亮 

秋分時分，確是有一陣傷感。 

隨着季節，終於來到落葉的一天。綠葉固須美，但可惜的是總會落下，給人一絲絲的傷感。雖然不是曇

花一現，但無奈的是多麼珍惜也沒法保留。 

有些事，就如落葉一樣，不能阻止，也無力阻止。 

秋風一陣陣吹，帶着涼意，也許快到冬天，我把衣服的拉鏈扣上，雙手磨擦，希望帶出一絲溫暖。樹上

的葉差不多落掉了，一支支光溜溜的樹枝伸出，彷彿在告訴冬天的到來。 

葉落下了，但心情卻沒有隨着葉一樣隨風飄下、飄散。葉子離開了，卻把悲傷留下。儘管春風把萬物染

上色彩，帶來朝氣，但可惜很快就會過去。 

「傷春悲秋」，應該就是這個意思吧。 

 

人生如過客 

樹上的秋燕看了四周一下，然後就飛走了。感覺就像對此落葉之地毫無留戀。也許，對於牠們來說，這

只是一個沿途休息的地方。正如我們人生一樣，大大小小的人、事、物，許多都只是一位過客，沒有留戀。

不論快不快樂，都只是眨眼即逝。甚至，已經忘記了，或是被遺忘。 

或許秋燕也想留在這片地方，寂靜地休息一下，欣賞這片落葉美景，可惜的是牠可沒這個時間，要趕着

飛去南方過冬。小孩時總會鬧哄着，希望得到想要的東西，但當長大後，就知世事並非吵吵鬧鬧一番就能如

你所願，最終亦只能「欣然接受」。 

地面的秋葉恍如披上棕黃色的稻草雨衣，是個疲態盡顯的農夫。棕黃色的外表更突顯出農夫的蒼老，唯

一不同的是，秋葉可以休息一會，農夫仍然要繼續完成他的工作。儘管他多辛苦，多疲倦，也不能隨便不幹。 

秋天雖然美麗，卻有過去的一天；綠葉會換上一身棕黃的裝扮，最終落下。也許你現在是一顆種子，但

總有一天，你都會化成樹木。但那時，就不能像個小孩般鬧哄，因為你的分枝，正是一群你保護着的綠葉。 

我想，許多人忘記了秋天的美，是為了散播種子，等待着春天的來臨吧。 

 

 (原文摘錄於《信報》網站︰ http://iknow.hkej.com/php/article.detail.php?aid=29513 ) 

圖片說明︰ 

1. 陝西科技大學附屬中學師生於學

校正門與本校鍾佛成校長 (首排

左三)及程兆麒副校長 (左二) 合

照。 

2. 本校同學於禮堂向來賓示範急救

技巧。 

3. 本校任教英語文學科的禤家如老

師教授以日本三行詩文體寫作英

文詩歌。 

4. 鄺啓德老師主持「創客工作坊」，

即席示範藝術創作。 

5. 本校與來賓展示藝術成品，「心心

相印」，印證兩校同學情誼深厚。 

3 

4 5 

2 1 

http://iknow.hkej.com/php/article.detail.php?aid=29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