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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音樂歌舞劇
    本年度學校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合辦「2017/18 英語音樂
劇實踐計劃」，不單為學生舉辦了一個認識音樂劇的講座，更
舉行英語音樂歌舞劇工作坊，並由香港音樂劇藝術學院的藝術
總監、導演、歌唱指導及編舞者負責訓練學生，學生會演繹多
首迪士尼歌曲，包括：The whole new world。完成訓練後，學
生將於 6 月在聯校畢業禮中演出。

Dowson小時候已經有人生目標，想做科學家或發明家，

他不放過身邊每一個學習機會。他喜歡鑽研電腦程式，透

過編寫程式訓練了他的運算思維能力及創造力；他也喜歡

數學科，認為數學題很有挑戰性，能訓練他的邏輯思維能

力，從中得到不少成功感。

Dowson在本校中學階段已經有了升學目標，完成中六階段，

為了實踐自己多年的理想，他放棄了在港舒適的生活環境，到

了美國讀科技工程。在求學階段，他努力不懈地學習，不怕困

難，向著目標奮發向上，終完成他的目標，獲得工程學士及碩

士學位的榮譽。

傑

專

出

訪
校 友

從小立志做科學家或發明家

升學目標清晰

小記者
感受

湯道生先生
Dow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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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so n小時候希望成

為科學家或發明家，為

的是改變世界，造福人

類。他沒有忘記這夢

想，現時他在從事的科

技行業上，希望可以推

動到國家社會進步，例

如他會關注長期發展的

項目、環保問題等；更

希望國家成為一個國際

科技創新者。

Dowson認為要成功，就要多發問，保持對事物的好奇心，

學習是一生的事情。每做一件事，都要設定一個目標，

以結果來導向，處理一個問題可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只要

積極面對，就能將困難一一克服。他還拿數學題目來做比

喻，一道數學題可以有多個方法來解答。最後，他勉勵師

弟妹們要繼續努力，必定會有成功的一天。

小檔案：

1991年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畢業

美國密西根大學獲得計算機工程學士學位

史丹福大學獲得電子工程碩士學位

現任騰訊公司社交網絡事業群總裁

騰訊集團高級執行副總裁

實踐小時候的夢想

成功要訣：多思考！多發問！

整個訪問過程，Dowson師兄態度親切，使我們能在輕鬆愉快的情況下，完成訪問。而他對追求夢

想的那份熱忱，真的值得我們學習。Dowson師兄，我們會以你為學習對象，努力完成目標，向夢

想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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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升學出路講座

面試工作坊讓學生了
解自己及認識面試技

巧

全方位了解升學資訊

到不同大專院校參觀

本地升學

目標：為學生提供多類型的升學資訊，幫助學生了解自我、能力及志向。讓他們 

及早規劃個人發展路向，從而選擇最合適的升學途徑。

台灣升學

邀請不同的台灣高等院校到校進行升學講座

台灣高等院校考察團讓師
生對赴台升學有更深入的

認識和了解

台灣逢甲大學

參觀台灣教育展 3



邀請專科學校與學生分享內地升學選科攻略

海外升學機構向
本校學生及家長

講解升學事宜

老師與日本大學聯招考試的講者合照留念

海外留學生分享

內地升學

參訪內地大學

校友正於中山大學修讀臨床醫學專業

海外升學

    於雨天操場建立「擇升閣」，讓同學更容易接觸升學資訊，

從而思考個人升學目標及實踐方法。

擇升閣  Life Planning Yard (LPY）

升學主任、副主任及一眾負責老師拍照留念

同學們留心聆聽嘉賓講解幼兒教育的前景 2017年9月「擇升閣」正式開幕

生涯規劃大使認真地為
嘉賓介紹

「擇升閣」內的各種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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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大學旅途 綻放精彩人生 

廖聞晉
香港理工大學

 建築學系四年級

陳嘉茹 
香港中文大學 

保險、金融與精算學三年級

蘇靖涵 
香港大學

工學系三年級

王鴻源 
香港中文大學
工學系三年級 

王雅婷 
香港中文大學
理學系三年級

黃卓盈 
國立台灣大學

獸醫學系一年級

鄭美娟 
香港科技大學
理學系三年級 

陳綺蔚 
國立清華大學

薛倩欣 
國立清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一年級

林恒愉
中山大學

臨床醫學系二年級

張新宇 
廈門大學

經濟系二年級

謝穎璇 
暨南大學

藥劑 (國際學院)  一年級

胡凱寧
香港教育大學

中國語言學系一年級

黃心鐿 
暨南大學

傳媒廣播系一年級

徐肇蔓 
香港教育大學

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一年級

楊曉麗  
暨南大學

傳媒廣播系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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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學系一年級



    2017年10月4日美國航空母艦列根號船員一行28人到訪本校，

是次活動除了安排美國海軍船員與我校學生一同上普通話及英文課

外，我們還於校內共晉午餐，讓同學們與海軍船員在一個輕鬆、舒

適的環境下互相交流認識，此機會實屬難得。

    午膳過後，海軍船員與我校同學進行各種球類活動，切磋一

番。而全場焦點則落在曹達明校長與海軍的羽毛球對壘上，大批同

學圍觀打氣，氣氛熱鬧。

    是次訪校活動能順利完成，實有賴全體教職員的落力參與，特

別多謝英文科科主任Mrs.  Hung及外籍英語教師Mr.  Bates擔任活動司

儀，在他們純熟流暢的表達下，讓同學既可輕鬆學習英語，也可了

解海軍船員生活情況。

    最後，本校送贈了一幅由劉坤銘校監親手製作

的扇畫給海軍留念，而學校亦為每班送上一張同

學與美國海軍的合照，張貼在各班課室的壁報板

上，讓全校師生共享是次活動的喜悅。

船員訪校
美國航空母艦列根號

海軍船員參與普通話課

午聚的歡樂時刻

海軍船員對於同學的
視藝作品甚感興趣

曹校長致送一幅由劉校監
親手繪製的扇畫予海軍代表 學生與海軍船員於英文課中進行討論  6



    今年度本校舉辦了三場「仁濟創意教育教師培訓課

程」，共培訓了來自47所中小學共116位老師；而「仁濟

尖子創意培訓課程」有13所來自荃灣、葵青、深水埗、

港島東、港島南及將軍澳區共49位小學生參與。尖子課

程更邀請了初審評判楊子儀博士指導學生發明創

意的技巧，並由本校創意學會及設計與應

用科技科的學生擔任小導師，協助指導

參與者。

    是次大賽，邀請到來自馬來西亞、印尼、台灣、澳門及廣州等五個不同國家及

地區共16支隊伍參加。其中馬來西亞隊、台灣隊、印尼隊及廣州隊在大賽前一天，

到訪本校進行創意及文化交流活動。當日我校還邀請了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柴

灣角天主教小學及海壩街官立小學共350名小學生到校，與外國隊伍的參賽者及本

校創意學會的同學互相交流，場面熱鬧。

外國隊伍學生與荃灣區小學及本校師生大合照

第五屆香港國際學生創新發明大賽
    由本校主辦，聯同仁濟醫院董事局及院屬10間中小學合辦的「第五屆香港國際學生創新發明大賽」已於2017年12

月16日順利完成，當中有不少精彩活動，讓來自不同國家及本港的中小學生進行交流切磋。一起看看以下活動：

仁濟創意教育教師培訓課程及仁濟尖子創意培訓課程

12 月 15 日國際創意及文化交流活動

創智名片原創人楊子儀博士教授小學生及家長一同製作
卡片爬山機械人

「仁濟創意教育教師培訓課程」
來自47所中小學共116位老師

劉世蒼副校長教授小學尖子學生製作
創意紙電路

印尼代表隊舞蹈表演

馬來西亞代表隊民族歌舞表演

外國隊伍學生向香港小學生及
本校創意學會的同學介紹其發明品國際英語合作交流集誦

創意學會學生擔
任小導師指導小
學生製作發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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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屆香港國際學生創新發明大賽」總評、公開展覽及頒獎典禮已於12月16日在

數碼港舉行，大會更邀請了創新及科技局楊偉雄局長蒞臨主禮。今年賽事吸引來自本地

及國際參賽學校共70間，參賽作品共326件，均是歷屆之冠。初賽評審早於12月2日順

利完成，而總評評判團主席則由香港城市大學副校長葉豪盛教授擔任。當日有逾百名入

圍的小發明家即場向評審委員介紹作品及解答提問。大會更頒發了多個獎項，讓參加者

滿載而歸。

    為配合職志教育的發展，本校旅遊與款待科強調透過

實景學習，啟發學生對生涯規劃的興趣及準備。透過擔任

「第五屆香港國際學生發明大賽」的接待大使，學生能將

課程理論應用於實境當中，加深對課程內容的理解，並為

未來的職業志向訂立更清晰的方向。
工作結束後，所有接待大使來一張大合照

12 月 16 日大賽總評及頒獎典禮

旅遊與款待科
重視職志教育發展  提供實境學習機會

創新及科技局楊偉雄局長（前排左五）與
一眾評委及嘉賓合照

總評主席葉教授、校長及兩位副校長與個人及團體
創新發明大獎得獎學生合照

馬來西亞S JKC  Tun 
Tan Cheng Lock的
三位小發明家憑著
Backsaver奪得「仁
濟團體創意盃」

學生心聲：
5B 丁珮莎

    今年是我第二年擔任發明賽的接待大使。雖然已有一年的經驗，但我在接

待過程中仍不敢鬆懈。記得課本內所學過的待客之道，我亦一一應用在接待外

隊身上，讓他們有賓至如歸的感受。在跟他們相處的過程中，使我感受到他們

的熱情，這令我明白到賓客給予款待人員的溫暖謝意是最珍貴的回饋。

5C 陳奕衡 

    很慶幸我可以參與這個活

動，因為我可學以致用，把課

堂所學應用到實際情景，例如

面對外隊時應有的態度，還有

接機時的細節等。透過今次活

動，令我體會到人與人之間的

溝通和互動是需要配合我們的

主動積極和關心，這些都是從

事服務行業的首要條件。雖然

我在今次的款待活動中未算做

得最好，但希望下年有所改

善，甚至將來投身款待業時亦

能以此為借鏡。

接機前，接待大使專心聆聽
導師的講解

午餐已準備就緒，細心的接待大使作最後檢查 遊覽景點時，接待大使主動為外隊解決問題

與外隊一同欣賞維港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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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北京一定要去故宮
於國家劇院欣賞優美動人的中樂演奏，音韻蕩氣迴腸

    2017年10月23日至27日，本校

音樂科科主任林惠綠老師帶領10位同

學參加了由教育局舉辦的「北京音樂

文化探索之旅2017」。在這五天行程

中，同學到訪了北京多個不同的名勝

古蹟、欣賞音樂表演及與當地學生進

行專題研習等活動，從而體會中國音

樂源遠流長及豐富多采的涵蘊，實在

獲益良多。

豐富多采的北京音樂交流團

鏗 鏘 悅 耳 的

「編鐘」聲

到北京一定要品嚐地道美食：
冰糖葫蘆

在北京華東音樂城大顯身手

每一個小提琴也是匠心獨
運的

長城留倩影 同學於中央音樂學院附中音樂廳竭盡所能，
認真演出

中央音樂學院附中熱烈
歡迎香港音樂

交流團

感受坐龍椅的氣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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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發明比賽

中文科

數學科

視藝科

比賽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主辨機構

第八屆韓國網絡國際天才發明家博覽 

金獎

國際知識產權創新領導獎
5B何芷君

Korea Invention News, 

Korea Invention Academy金獎

韓國特別獎
5B黃善泓

高雄國際發明設計博覽2017 

金獎

印尼特別獎

澳門特別獎

6D柳為聰

World Inven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sociations

銀獎

波蘭特別獎

韓國特別獎

6A吳偉浚

銀獎

馬來西亞特別獎

加拿大特別獎

6A黃偉禧

比賽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主辨機構

第十二屆「善言巧論：

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粵語)

初中組備稿演講項目

表現特優 3B 林昕彤

香港教育大學

理性溝通教育學會

表現優良 1C劉柏賢、3A關芷昕

表現良好

1C張愛梅、1C許伊樂

2B林沐楗、3A周暉娜

3A鄭愛琳、3A黃佩君
第十二屆「善言巧論：

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粵語)

文憑組小組討論

表現良好
5A關穎瞳、5A柯穎琳

5B黃麗愉

比賽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主辨機構

2018環亞太盃國際數學邀請賽

(初中組    初賽)
三等獎

1A葉浚熙、1A蘭賢偉

1B梁智皓、2A陳昌銘

2B鄭各亨、3B黃金燦

香港資優教育學會

真光女子數學邀請賽2017 優異獎 4B勞海琪、4B歐陽凱琳 香港真光中學

比賽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主辨機構

我的澳洲聖誕卡設計比賽 2017 優異獎 5C陳誠禧
Australian Consulate-

General Hong Kong

最新得獎消息

高雄國際發明設計博覽2017第八屆韓國網絡國際天才發明家博覽

第十二屆「善言巧論 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粵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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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

體育科

比賽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主辨機構

「創建生涯路」計劃

「職場勇者挑戰賽」
亞軍

4A馮穎錡、4B戴塏桐

4C周建葳、4C鍾嘉偉

4C高俊文、4D黃暐霖

  新創建集團

  保良局生涯規劃

  理財教育中心

佳能攝影馬拉松2017

香港站學生組
隊際銀獎

3D嚴煒鍵、5B鍾孝延

5B吳家煒、5B林子婷

5C陳誠禧、5C張卓禮

5C林嘉俊、5D許嘉維

佳能香港有限公司

比賽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主辨機構

學界體育比賽女子甲組越野賽個人賽 第七名 5A鄭雅文

香港學界

體育聯會

學界體育比賽女子乙組越野賽個人賽 第五名 3B蘇寶珊

學界體育比賽女子丙組越野賽個人賽
第五名 2C林樂兒
第十名 2A李欣澂

學界體育比賽男子甲組越野賽  團體獎 殿軍
學界體育比賽女子甲組越野賽  團體獎 亞軍
學界體育比賽女子乙組越野賽  團體獎 殿軍
學界體育比賽女子丙組越野賽  團體獎 亞軍

荃灣及離島區中學校際游泳比賽女子乙組200米自由泳  個人獎 冠軍 3B蘇寶珊
荃灣及離島區中學校際游泳比賽女子乙組200米個人四式  個人獎 冠軍 3B蘇寶珊
荃灣及離島區中學校際游泳比賽女子乙組100米背泳  個人獎 季軍 3A區穎文
荃灣及離島區中學校際游泳比賽女子乙組50米蝶泳  個人獎 季軍 3A區穎文
荃灣及離島區中學校際游泳比賽男子甲組50米蛙泳  個人獎 亞軍 5D鄒兆崧
荃灣及離島區中學校際游泳比賽男子甲組 200米蛙泳  個人獎 季軍 5D鄒兆崧
荃灣及離島區中學校際游泳比賽女子丙組 200米蛙泳  個人獎 季軍 2C張瑞尤
荃灣及離島區中學校際游泳比賽女子丙組 200米自由泳  個人獎 亞軍 2A張宛婷

荃灣及離島區中學校際游泳比賽女子乙組4 X 50米自由泳接力  個人獎 冠軍
3B蘇寶珊、3A區穎文

4C羅巧楠、3B宋卓蕎
荃灣及離島區中學校際游泳比賽男子甲組  團體獎 亞軍
荃灣及離島區中學校際游泳比賽女子乙組  團體獎 季軍
荃灣及離島區中學校際游泳比賽女子丙組  團體獎 殿軍

2017國慶盃男子足球賽（初中組） 團體亞軍
荃灣國慶活動

籌備委員會

學界越野賽

荃灣及離島區中學校際游泳比賽男子甲組及女子乙組及女子丙組(團體獎)「創建生涯路」計劃「職場勇者挑戰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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