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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二. 發展學生多元智能，培育全人成長	 學校重視培育學生品德情意的全面發展，本校中一、中二特設雙班主任制度、每月之星計劃、小組挑戰等活動，讓學生無論在學習及成長方面均能得充分照顧。	 高中新學制展開，本校重點發展「專業成長導師」計畫，每名中四級學生均由一位成長導師陪伴他走過整個三年高中階段，成長導師是學生的啟導者，他會幫助他們全面發展和成長，協助他們訂立成長計劃，教導他們學生學懂自我反思，不斷完善。所有成長歷程，包括專業導師的回饋，均詳錄於「全人成長手冊」內。學生日後升學就業時，可藉著成長手冊內的資料，向外展示他們高中三年的學習成長歷程。此舉不但配合學生成長需要，亦配合新學制重視學生經歷的發展。

	 當然，課外活動多元化亦是本校一貫的發展方針，提供不同性質的才能訓練，啟發學生潛能；舉辦不同類型考察、境外交流活動，拓闊學生視野。鼓勵學生參與「服務研習」、參與「商校家長計劃」、舉辦嶺南大學長者學苑計劃、組織嶺南陽光義工團、小童群益會義工活動，培養學生服務社群。本校學生無論在義工服務、朗誦、辯論、音樂、舞蹈、運動及科技設計各方面均有出色表現，屢獲殊榮。

三. 發展學校成為科技教育的重鎮	 本校已第八年舉辦「香港科技教育推廣計劃」，多年來本校銳意推動科技教育的努力，獲社會大眾的認同，每年參與親子科技活動的友校及家庭數目不斷增加，今年主題為「乘風破浪競爭光」，透過製作科技產品，讓參賽學生體驗探究科技的樂趣，也能親身驗證力學原理。此外，本校也參與舉辦創新科技節、「創新科技嘉年華」等活動。本校學生透過出任科技大使，把所學回饋社會，也培養他們服務社會的意識和待人接物的正確態度。

	 																			本人朱蓓蕾很高興於這個學期開始，從																		李成新博士手中承傳「弘基格致，服務社群」																			使命，出掌	校長一職。本人從事教育二十多																				年，歷任校董、副校長，亦曾參與教育局質																			素保證視學工作，2009年，本人更獲香港教																	師協會頒發中學組傑出教師獎項。教學期間，																	本人也不斷進修，先後考獲香港中文大學教育														行政與政策碩士、香港科技大學中國研究碩									士。本人明白教育是樹人育才的工作。今天教育環	 	 	境瞬息萬變，社會對學校訴求日增，作為學校領導應為變革秣馬厲兵，帶領學校迎難而上，攀上高峯。
	 本校秉承「嶺南」優良的辦學傳統，以「基督精神」為本，不單要為社會培育見多識廣、多才多藝的才俊；更著重幫助學生建立健全的人格，使他們成為才德兼備的良好公民，發揚「紅灰兒女」學以為群的高尚情操。
	 李成新博士在任二十四年，期間李校長高瞻遠矚，洞悉教改帶來的機遇，帶領本校師生，早著先鞭，在教育改革的洪濤中，成功闢出多片藍海，令嶺鍾中聲名鵲起。本校未來也將在下列三大關注事項繼續奮進：
一. 建立學習氛圍，營造理想的學習環境	 學生學習每每因著本身基礎、能力落差而出現不同的學習需要。為照顧學生不同的需要，本校積極優化校本課程，如：為讓學生打好基礎，重拾學習自信及成就感，中一、中四分別推行「Back	 to	 Basics」的校本課程。與此同時，學校增設中二、中三拔尖補底的精研及深層輔導班，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本校過去四年的高級程度會考屢創佳績，整體合格率達八成以上。今年高考成績更創高峯，整體合格率為85.3%。十三科考獲高於全港合格水平(包括中化及UE英語運用)、七科高考科的合格率更高達百分之百。這充份展現學生的學習效能正不斷進步。
	 2012年中七級五十九位學生中，整體畢業生共四十四位(75.6%)在大學或大專院校升學。九位同學修讀高級文憑課程(15%)，整體升學率達九成，數據再次展現嶺鍾中學生的非凡潛能，成績進一步攀上頂峰。
	 在教師專業發展方面，學校一向重視多元協作文化，四大核心科目均設立共同備課時段，讓教師漸由傳統單向串講的「說書人」角色，蛻變成引導學生多方面發展的「啟導者」。近年觀課焦點集中精緻課堂策略，教師務求令課節變得多元、活潑，更切合學生學習需要。
	 本校致力營造學校兩文三語語境，來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措施包括中、英、普通話早讀、圖書館閱讀多									FUN獎勵計畫、專題研習日等為推廣閱讀，營造學																	習氛圍作出的努力。

朱蓓蕾校長



 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於十一月二十五日舉行「第八屆香港科技教育推廣計劃」。參加

者首先製作風力船，然後鬥快駛過一條十米水道。是次活動吸引超過二百個家庭及區內外師生

共六百多人參與，加上本校一百五十名科技大使，使星期天靜謐的校園，沸騰起來，好不熱鬧。 

 是次活動邀得葉偉明博士主禮，李成新博士擔任榮譽顧問。整個活動由計劃顧問朱蓓蕾校

長致辭展開序幕，隨後籌委會主席謝建中老師講解砌風力船的步驟，楊健誠老師介紹風力船移

動原理。接著砌機工作坊就讓參賽者可以實踐所學，自行構思設計旋轉扇葉及船身，包括扇葉

的外形、數目和角度，船身的形狀和體積，這些決定船速的條件，再利用各種工具製作一艘乘

風破浪的風力船，進行競賽。 

 此外，風力船由設計、動工至製成的整個過程，也充分體現學生、家長及科技大使的團

隊合作精神。風力船製成後，參加者把風力船放於設有十四條水道的十米水池進行速度測試

賽，速度最快者獲頒獎項。比賽中，各參賽者都為自己的風力船能成功到達終點歡呼雀躍，

賽後拿著自己的船兒，一臉發明者成功的欣悅。 

親子小學組

獎項 學生姓名 所屬學校

冠軍 許錦霖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亞軍 區俊熙 德信學校

季軍 陳健皇 中華傳道會許大同學校

殿軍 莊卓堯 聖公會仁立小學

優異 關軍濤 聖公會聖紀文小學

優異 鄭浩仁 中華傳道會許大同學校

優異 梁恩浩 聖公會仁立小學

優異 何梓名 軒尼詩道下午小學

優異 周浚堯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優異 陳沛澄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親子幼稚園組

獎項 學生姓名 所屬學校

冠軍 林重皿 St.Catherine’s International kindergarten

亞軍 伍一樂 荃灣浸信會幼稚園

季軍 蔡浩聰

教師科技教學實踐工作坊

獎項 學生姓名 所屬學校

冠軍 鄭曉凱 廣州市嶺南畫派紀念中學

亞軍 蘇超健 廣州市嶺南畫派紀念中學

季軍 林偉基 基慧小學

粵港姊妹學校組

獎項 學生姓名 所屬學校

冠軍 陳純潔 廣州市嶺南畫派紀念中學

亞軍 譚朗培 廣州市嶺南畫派紀念中學

季軍 盧裕茵 廣州市嶺南畫派紀念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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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場，學校亦設有多項親子科技參觀活動，包括「海洋生態缸展覽」、「鋼珠撞

擊實驗」、「吞拿魚脆餅小食」、「碳足跡電腦遊戲」等，增加小學生對科學的認

識，提高他們學習科學的興趣。 

 參賽的「小發明家」於整個活動都十分投入，小小年紀已盡顯科技創意天份。聖

公會何澤芸小學張校長表示，是次活動不單能提升小學生多角度、自主學習及解難的

能力，更帶動科技「可持續發展」，融入小朋友的家庭與日常生活當中。 

 香港發明協會秘書長劉世蒼先生表示，活動主題「乘風破浪」十分切合當天的天

氣，小朋友與家長一同投入活動，樂也融融，這也是嶺鍾中創立科技重鎮的意義。

親子科技工作坊之

「乘風破浪競爭光」

獲獎名單

優秀親子科技合作大獎

 家庭 所屬學校 / 機構

林重皿 St.Catherine’s International kindergarten

優秀教師科技實踐大獎

 老師 所屬學校 / 機構

 林偉興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鄭曉凱 廣州市嶺南畫派紀念中學

積極參與科技活動學校大獎

學校

聖公會仁立小學

第八屆香港科技教育推廣計劃2012－



陳立 3A
我在親子科技工作坊擔任科技大

使，學習到與人溝通的技巧，學懂

如何與人相處。科技工作坊是一個

十分有趣的活動，不但有遊戲和禮

物，而且能從中學習科技知識，很

適合一家大小來增廣見聞的親子活

動。

王澄浪 3A
我很榮幸能夠在科技日擔當科技大

使，是次活動中我明白到待人處事

是需要耐性，在教導學生製作風動

力快艇時，我需要細心逐步講解其

製作過程。但當他們能夠順利完成

作品後，我感到很強烈的滿

足感，這種喜悅是非

筆墨所能形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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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奕青 4B
是次科技日在微風細雨中進行，但無阻家長

及小朋友參與的熱誠。是次科技工作坊是製

作風動力快艇，雖然製作方法是十分簡單，

但我校也有很多熱心的學生科技大使為

來賓效力，而我也有幸能成為科技大使

的其中一員。我的職責是管理三樓全層

科技大使，責任重大，務求把科技日做

到最好。是次活動完成後，讓我的領導

才能更進一步。最後，我希望學校明年

繼續舉辦科技日，讓更多學生能互相交

             流學習。

李富銘 4C
這次科技日讓我知道與人溝通的重

要性。例如，我認為螺絲批和鉗是

很基本的工具，十分易學易用，但

原來小學生從未接觸過這些工具，

亦不夠氣力使用工具。我身為學生

科技大使，就需要盡心教導他們如

何使用這些工具。是次活動讓我明

白有時候我們需要切身處地去想一

想別人的困難，自己亦需要有樂於

     助人的精神。

潘嘉豪 3B
這次親子科技工作坊，令我獲

益良多，不僅改善我待人處事

的能力，而且讓我懂得冷靜

處理危急事故，臨危不亂。是

次活動中，我負責維修科技組

件，令我明白對待小朋友是需

要有耐性和愛心的。

學生
 心聲

潘伯達 3C
我在親子科技工作坊中獲益良

多，我學會了和別人相處的技

巧，而且當別人遇到困難時，

必須伸出援手，體現服務社群

的精神。另外，是次活動提供

機會讓我能夠將課堂所學的教

授他人，達致活學活用。



英語舞台
	 由今個學年開始,嶺鍾中的星期三變得特別精彩。每

逢星期三，早會時段搖身一變成為學生的英語舞台，各班

同學輪流站在講台上，施展渾身解數，以英語進行各類表

演，包括唱歌、天氣報告、論盡名人潮流……等。而外籍

老師Jennifer更會向同學介紹及講解一句有趣而實用的英文

諺語，例如	“ 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s	”，“ rain	like	cats
						and	dogs	”等。	令整個早會充滿娛樂性之餘，同學們亦

						可吸取到英文知識。

嶺鍾中英文生字手冊
	 為了令嶺鍾中的同學們更好裝備自己，迎接更多以

英文溝通的機會，本校各科老師同心協力製作出一本	

100%嶺鍾中版的「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英文生字

手冊」(Lingnan	English	Vocabulary	Book)，當中輯錄了

不同級別及學科的常見英文生字，使同學於了解其他

學科知識同時，增進自己的英文水平。

與外籍學生交流
	 除了英語星期三，一班來自英文學

會的同學，早前參觀了嶺南大學，並由

數位來自丹麥及中國內地的交流生帶領

下遊訪大學，到大學各設施參觀，於大

學宿舍拜訪，與大學生共進午膳，深入

了解大學的校園生活，亦為同學們留深

刻的印象。該數名交流生亦於兩個星期

後探訪本校，與更多學生交流，令

同學們有更多機會接觸外籍學生，

																								擴闊視野。

英語茶座
	 此外，於星期三的午膳時

段，低年級同學會被邀請「光

顧」學校新開張的Eng l i s h	

cafe	 (英語茶座)，好讓同學們

午膳期間有更多時間與外籍老

師及高年級學兄學姐以英語

作交流。

6C班主任與同學合唱																

	6D同學天氣報告

	 透過以上種種的英語活動，嶺鍾中的同學可

以體驗更多學習英文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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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自2010年參加「粵港姊妹學校締結計劃」，與廣州嶺南畫派紀念中學結誼已有三個年頭，彼此在學術上

互相交流學習，建立一個緊密的網絡，推動教育研究，探求學校的未來路向。本年度先後進行了三次交流活動：	

乘風破浪，風雨同舟；
      合科技與藝術，共創教學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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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嶺南畫派紀念中學科技環保藝術節考察交流團
	 	 承姊妹學校之邀，校長、家長教師會主席伉儷及師生一行三十二

人遠赴廣州，參加《給力幸福生活──2012學年科技環保藝術節

展演》，本校師生深感榮幸。詳情如下:

活動日期：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七日	(星期五)

時間：上午七時正	至	下午七時正

地點：嶺南畫派紀念中學(即廣州市七十六中學)

主題	:	【給力幸福生活】

內容	:		1.		My	music	My	dream──音樂藝術展演

										2.	嶺南工藝美術作品製作

										3.	綠色生活小科普──理化生現場展演活動

										4.	各學科作品展示

	 早上由本校出發，經過三小時的車程，到達嶺畫中校園。獲得

袁校長熱情款待，與師生、家長們合照留影。中午時候，兩校同工

在飯桌上共話家常，學生們也吃得津津有味，不獨是食物滋味，而

且是友誼之味。

	 下午先參觀嶺南畫派的發源地──十香園，讓本校師生及家長

對嶺南畫派的承傳及藝術特色有了概括的認識。接下來是「科技環

保藝術節」開幕式及展演，會上除了校長的致辭外，更有各種學生

的文藝表演。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書法表演及音樂劇，這充

分顯示嶺畫中的同學多才多藝，亦對本校學生帶來不少啟發。

	 我們的腳步並沒有停下來，接著是分組走訪校園內各大小課

室。足跡遍及全校，過程中無處不窺見嶺畫中同學的學習成果，更

見可貴的是互相交流的情誼。下午四時許，師生踏上歸途，跟嶺畫

中同工說的是依依不捨，只期待來年的相聚。

(二) 香港科技教育推廣計劃(第八屆)

     《乘風破浪競爭光》──科技教育工作坊
	 科技教育工作坊，旨在讓學生可以跳出慣常學習空間，體

驗科技創作，擴闊眼界。詳情如下：

活動日期：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時間：上午八時三十分	至	下午一時

內容：邀請全港小學、幼稚園學生、家長及教師參加，每個家

庭/教師均獲派發材料及工具一套，在科技大使講解科

技原理及製作技巧後，一同製作「風扇動力快艇」，完

成後可進行水上速度測試，角逐各大獎項。

地點：學校禮堂課室及操場

形式：砌機教室及速度比賽	

	 嶺畫中師生一行十人遠道從廣州來校，

體驗本地科技文化，更與友校同學比拼，獲

取多個獎項，達至互動學習，發揮科研精神。

粵港姊妹學校締結計劃

						由嶺鍾中朱蓓蕾校長主持，聯同嶺畫中袁錫賓校長，率領兩

地教師及管理層共百人，傾聽中文大學陳廷三教授的主題演講、

並分組研討及交流相關意見，以提升兩地教學質素。

(一) 教師專業發展日──成長導師訓練工作坊
是次舉辦之目的，在增進教師的專業教學能力，推動課研文化為目的，

容讓同工能參與學習及交流，詳情如下：	

活動日期：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星期四)

時間：上午九時正	至	下午四時正

地點：學校禮堂

形式：訓練工作坊

主題：【以生命影響生命】

訓練大綱：	1.	成長導師的使命和效能

	 2.	如何與學生建立關係

	 3.	與學生談話的技巧

	 4.	如何輔導學生成長

參觀十香園，看到了不少

嶺南畫派的作品，了解到

嶺南畫派的特色，並且能

與友校的同學一起上課，

感 到 新 奇 有 趣 。 而 M y 

music My dream─音

樂藝術展演，使我大開眼

界……

數
學
組

吳碧珊 4B

我們能從中了解到其他地

方的學習環境，非局限在

本土學習。我還能親自製

作板畫。完成時，有一種

說不出的成功感，加強了

日後學習的信心。

視
藝
組

陳志喻 3A   

科
技
組

潘伯達 3C      

最令我獲益的，莫過於友校的發明品試

驗程式，可以預視實驗成功或失敗，這

使我的技術知識有所增長，日後定必借

鑑，以開拓科技之路。

學

心

生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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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嶺鍾中通識教育周於2012年11月5至8日舉行，是次通識周的主題為

「生活素質」。希望藉此通識學術周，讓初中學生接觸通識科課題，同時讓

高中學生深化學習，更留意身邊的人與事，關心社會國家。

	 開幕禮由校長、通識科教師及學生主持，簡單而隆重的開幕禮揭開通識

周的序幕。不同的活動隨即展開：每日新聞速遞、「通識分紛選」、生活素

質展板、中文早讀及嶺鍾中通識論壇。

	 每天午間時段，由學生擔任通識小主播報道當天本港及國際的新聞，讓各師生了解當前時勢。另

外，早讀時段選取有關如何提升生活素質─〈快樂方程式〉的文章。除此之外，「通識分紛選」乃

按本港房屋、醫療、體育文化及教育不同的議題,讓學生表達個人的意見立場。生活素質展板展示了

有關生活素質的資訊新聞，學生可更了解有關生活素質的範疇。最後，嶺鍾中通識論壇乃討論「香港

政府打擊上水走私貨，多大程度提升香港人的生活素質?」由學生扮演不同的持份者：政府、上水居

民、低收入人士、警員及商人，他們就有關議題發表意見，論壇門庭若市，熙熙攘攘。

	 綜觀，是次通識教育周，各師生投入參與，切實地感受到─「知曉通識，更見得益」。

通識教育周



諸葛亮：
	 令我最意想不到的是諸葛亮這樣的一個軍事家，竟然是糕餅業的祖師！因為我心目中的諸葛亮是一個天才，一個色英雄人物！給人的感覺是機智過人、運籌帷幄的！	 可是糕餅這種東西實在有種民間的市井感覺，根本與諸葛亮的形象不太配合，更可謂大相徑庭呢！所以傳說糕餅業是由孔明發明，這實在讓我很意想不到。

中二級：2A	陳立

諸葛亮
：

	
孔明給

人的印
象是政

治、軍
事和

策略方
面都精

通的大
家。而

且他在
天

文學和
地理學

都十分
出色。

但我萬
萬

沒有想
到諸葛

亮竟然
是糕餅

業的祖
師

爺。當
時三國

亂世，
百姓苦

不堪言
，

想必孔
明是想

發展糕
餅這種

方便、
美

味和充
飢的食

物來幫
助百姓

。

中五級
：5A

	王旭
東

中國文化周活動
「令你意想不到的祖師爺」
選舉結果--總投票人數：649人
「令你意想不到的祖師爺」： 諸葛亮 (糕餅業) 175票

 最佳原因得獎者：
 中一級：1A 羅偉珍  1B譚慧琦 中二級：2A 陳立

 中三級：3A 陳偉群
 中四級：4B 范倩萍
 中五級：5A 王旭東

中國文化周之祖
師文化

觀世音
：

令我最
意想不

到的祖
師是觀

世音，
她竟然

是

化妝行
業的祖

師，這
實在令

我意想
不到！

因

為從前
我聽過

一些有
關觀世

音的事
跡和傳

說，亦
曾經在

名著《
西遊記

》中看
到關於

她

的記載
。她一

直給我
的感覺

是個普
度眾生

，

救濟他
人的神

佛。

對於傳
說觀世

音作為
化妝行

業的祖
師，我

有

兩處是
感到很

驚奇的
：第一

，其他
祖師都

是

人類，
而她卻

是個神
佛；第

二，觀
世音向

來

擅長救
人，可

從沒聽
說她還

會化妝
呢！

中三級
：3A

	陳偉
群

        由中文科及中史科合辦之「中國文化周‧祖師文化」，在校長剪

      綵、敲擊鑼鼓、於一片熱鬧歡愉中揭開序幕。是次文化周透過一連五天

      多姿多采的文娛活動，讓同學接觸中國古代「繼往開來」的祖師文化。

       文化周的活動包羅萬有，極盡豐富感官娛樂：「拼砌孔明鎖」，

     孔明鎖相傳是孔明根據八卦玄學原理而發明的。結構上看似簡單，但

     拆時容易裝時難，內裡奧妙無窮，學生投入過程，莫不施展渾身解

     數。「字正腔圓急口令」，學生要在限時秒數內讀出指定句子，遊

    戲緊張刺激。

    「祖師文化知多少」問答遊戲及「中華文化」電腦遊戲，學生

   可按早讀文章及文化周展板上有關祖師文化的資訊回答問題，贏取

   獎品。

   「祖師文化故事錄音廣播」，中二級同學能一嚐播音人的滋味。

  各中二級班代表，自行撰寫一段祖師傳說故事，錄製廣播劇，並在午

  膳時間播出，最後由全校學生投票選出最佳故事錄音。是次比賽 不乏佳作，同學極  

  富創意，而且投入角色，娓娓道來，生動有趣，結果由中二甲班陳立同學勝出。

   全校同學在早讀時間閱讀一篇有關祖師文化的文章，讀後參與「令你最意想不

 到的祖師爺」選舉，藉以增加學生對祖師文化的認識，選舉結果及學生回應可詳見

 下文。

 文化周的壓軸節目：「文化周文化珍品展覽」，展品數量達二十多件，涵蓋中

國書畫古玩及古代文物，全數展品均為本校教師借出的珍藏。其中重點展品有北宋

張擇端的作品清明上河圖的卷畫及在中國刀劍歷史上著名的漢劍，整個展覽反應熱

烈，吸引很多師生前往觀賞，增加學生欣賞中國歷史文物和古玩的機會和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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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界、鳳凰古城
專題考察之旅

8

	 復活節期間，本校師生共三十人出發前往湖南，透過專題

考察，加深學生對張家界地區在歷史文化、旅業發展及環境保

育的認識，並培養學生的觀察和分析能力。

	 			五天行程之中，考察團通過參觀鳳凰古城、張家界國家森

				林公園及所屬景點文物，深入瞭解當地文化歷史的情況。從地

								區著名景點、餐飲、住宿及表演活動，探討當地人民生活的

										改變，並了解到湖南地區的旅業發展情況。遊走	湖南景區，

											穿梳高速公路，參觀歷史文物，乘坐武廣	客運專線，

																			讓學生可以明白到長江中部地區環境保育

																																及持續發展的具體情況。

景點

欣賞「魅力湘西」歌舞表演
參觀鳳凰古城
參觀馬王堆

乘坐武廣客運專線
探訪長沙商業步行街
遊覽鳳凰古城

遊覽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

遊覽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
參觀馬王堆
聯繫景點之間

參觀主題/內容

民俗風情
古城舊貌
漢代文物

高鐵客運系統
商業購物
景點宣傳
設施配套

景區保育
文物保育
交通建設

考察活動及參觀景點

考察課題

(1)	歷史文化

(2)	旅業發展

(3)	環境保育

行程如下：

第一天
(10/4)

第二天
(11/4)

第三天
(12/4)

第四天
(13/4)

第五天
(14/4)

學校→（乘直通巴士）深圳→（轉乘國內旅遊車）廣州→（乘坐武廣高鐵）
長沙→常德→武陵閣廣場→商業步行街→酒店

酒店→鳳凰古城【觀賞沱江河及兩岸風情、虹橋、北門城樓、文昌閣、萬名
塔、吊角樓群、民族風情一條街】→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晚上可自費欣
賞大型歌舞表演「魅力湘西」】→酒店

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天子山風景區（包入山門票及環保車、上山纜車）→
賀龍公園、西海峰林、御筆峰、迷魂台、天下第一橋、四十八大將軍岩；遠
眺空中田園、百丈峽、寶峰山；遊覽十里畫廊（包單程小火車）→張家界風
景區→天下第一橋後花園→（包百龍天梯下山）→酒店

酒店→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金鞭溪風景區【有醉羅漢、神鷹護鞭、金鞭
岩、花果山、水簾洞、劈山救母、千里相會、楠木坪、水繞四門】→寶峰湖
風景區（包入場門票及乘遊船暢遊寶峰湖、寶峰飛瀑、鷹窩寨）→長沙→酒店

酒店→馬王堆→長沙（乘坐武廣高鐵）→廣州→深圳



葉敏婷

	 在這次考察之旅，我能夠感

受坐高鐵是甚麼感覺的!就像坐

飛機一樣，車程十分平穩。而當

中洗手間的內部設計與飛機類

似，有真空集便器坐式馬桶。而

且有緊急呼叫按鈕，在緊急情況

下通知列車服務員前來協助。

學生
感言

	 我覺得這次張家界、鳳凰古城考察活動

	很難忘。我知道張家界與中國很多美麗的旅

遊名勝齊名，好像：黃山、九寨溝等地方，

所以我能夠去到這非常著名的張家界，感到

很榮幸呢！這個考察團還去了一個特色地方

──鳳凰古城，它集合了少數民族的文化，

也保存以前的房屋建築；可能經過一番復

修，讓它呈現明清時候的模樣，好讓我們在

	幾百年後，能夠一睹前人的智慧呢！還有的

				是，我在今次考察團裏可以認識到一些新

				朋友，所以我感到非常開心，慶幸能夠參

								與今次的考察團呀！

區芷晴	 今次的考察，除了可以更加了

解湖南長沙的特色外亦可親身體驗

高鐵那「非一般」的感受。由廣州

南到長沙這段路程，由原來最少

四小時的車程，變成短短兩小時四

十五分鐘。而且高鐵內環境十分舒

		適，即使速度達至三百多公里也不

						會感到身體不適。	

梁靖雯

	 									今年，我有幸成為張家界的考察團的團員之一。

											我感到既開心又緊張!緊張是因為第一次可以去到素

						有奇山異水的張家界參觀，開心則是可以和一班同校卻又

	不熟悉的同學一齊。去到湖南後，天氣以及當地的飲食都和香

港截然不同。讓人有另一番不同的感受。第二天我們去參觀鳳凰

古城。這是一個具有古典美感的摩登小鎮，既賣著具有當地特色

的紀念品，也賣著十分流行的飾物！恰恰是這矛盾的配合再加上古

色古香的街道和江邊客棧，讓旅客游連忘返！第三天，我們去了張

家界。我們在下午觀賞了雨中的張家界。當我站在張家界的山巒中

間時，我不得不感嘆大自然的妙手。張家界在雨中更顯出人間仙境

的獨特味道，雄偉的山峰配上潺潺的流水，令遊客悠然神往。接著

				我們去到寶峰湖，再次體會到大自然的巧奪天工。

	 這一次張家界之旅，不但開闊了我的眼界，也提醒了

我，環境保育的重要性。我們必須在發展和保育中取得平	

衡，才能使張家界的美一代一代的傳承下去，保育和發展

			是相互幫助的，只有保育得好，我們才能繼續發展，

								這是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地區。

柳珍妮

	 今次五天四晚的張家界之旅令我印象非

常深刻，認識到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餘，也讓我

認知了中國的文化發展。去過充滿民族風情的鳳

凰古城，也遊歷了連綿不斷且神秘、壯觀的張家界

國家森林公園，雖然乘車時間非常長，又遇到了惡

劣的天氣，苦不堪言，但也無損我興奮的心情！

	 今次車程非常長！有一天坐了九個小時，另一

天坐了六小時，坐到我們每個人都腰酸背疼，但見

到這麼多「靚山靚景」，都值得啦！		

	 看到馬王堆那具千年女屍時，真是嚇了我一

跳！！！她身子十分瘦弱，而且面容經過歲月磨洗，

也顯得十分難看，實在難以相信她曾經是一名容光煥

發的婦人。

	 				考察旅遊很有趣，路上又認識了很多的朋友，

				令我獲益良多，希望學校以後都會繼續舉辦。

歐陽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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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甲組排球隊隊長6C陳泰肇：

 十一月份完成了我們人生中最後一場中學學界排球賽事，真是萬般不捨，且有很

多感受。我們男子甲組排球隊經過一輪激烈的比賽後殺入準決賽，可惜最後於準決賽

及決賽中同樣在第三局以兩分之微敗給對手，最後取得殿軍，但其實這個殿軍實在得

來不易。在過往的幾個月裏，各隊員於課後也忙於應付補課、補習或修讀應用學習課

程，能出席訓練的時間相當有限。因此，隊員們也十分珍惜每次的練習機會，而且份

外專注。很多隊員為避免影響操練，更會盡心力把日常課業做好，可見大

家為了今次的比賽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也突顯出這個殿軍的價值。經過這

幾個月來的刻苦練習，隊員們的感情和默契亦增進不少，女子隊的彪炳成

績更成為我們男子隊追求進步和奮鬥的動力。而在練習及比賽中男子隊及

女子隊的隊員也會互相扶持打氣，更體現到我們排球隊的團隊精神。現在

賽事經已全部完成，我希望我們一眾中六畢業班的隊員能把對排球的熱誠

延續到我們即將要面對的公開考試上，用比賽中的那團「火」去迎戰文憑

試這場硬仗，為自己為學校盡力爭取好成績。

	 以下是男子甲組隊長6C班陳泰肇同學及女子甲組

隊長6C班陳美如同學的一些賽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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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013年度葵青區學界排球比賽甲組賽事已於十一

月下旬圓滿結束。經過兩個多月的賽事，本校排球隊分別勇

奪男子甲組殿軍及女子甲組冠軍，當中女子排球隊從初賽到

決賽更以不失一局姿態奪冠，並已連續三年在該項賽事中掄

元，這成績對於一班中六畢業班的隊員而言甚具意義。

女子甲組排球隊隊長6C陳美如：

 不經不覺我們的中學生涯快要接近尾聲，今年值得振奮的不單是我們女子甲組

能成為三年霸、第四度贏得葵青區學界排球比賽的冠軍，而且我們男子甲組排球隊也能打入四強賽

事。雖然男子甲組排球隊最後只能取得殿軍，但他們於場內拚搏奮力的表現，在我們心目中已經是

第一名了。作為多年隊友，今年我們能夠一起站在頒獎台上領獎，實在意義非凡。其實，我們女子

甲組排球隊同樣也是懷著一顆決心去面對每場賽事。憑著全體隊員們的堅持、執著以及熱誠，我們

才能順利地成功衛冕。打排球最重要是大家有共同的目標，有目標就會有心力去做好每件事，所以

我們的成功皆因背後的努力，絕不是輕易的。而我亦認為，打排球和讀

書其實很相似，只要我們可以把對自己喜歡的事物的那份熱誠放在學

習上，一定會事半功倍的。最後，我也希望藉此代表男子女子排球

隊員多謝勞苦功高的教練們及負責老師；多謝在百忙中抽空到場支

持我們比賽的朱校長、老師們以及同學們，也多謝李校長致電來為

我們打氣。有您們的支持和鼓勵，令我們在賽事中更投入及落力，

比賽氣氛更生色不少。最高興的是能夠得到大家的認同和讚賞，也

讓大家看到我們排球隊眾人對排球的那團「火」。我希望這團火會

一直延續下去，亦但願一眾排球隊學弟學妹要珍惜光陰，為自己訂

立目標。無論在學業或運動方面，向自己的理想邁進。

排球隊隊長

陳美如同學

與陳泰肇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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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學 術 表 現
										班別/姓名 	獎項	

數學科

科學科

英文科

朗誦

項目

冠軍
冠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1st	Place
2nd	Place
2nd	Place
3rd	Place
3rd	Place

銀獎
銅獎

優良

優良

優良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組	 中學三年級女子詩詞獨誦
	 中學一、二女子詩詞集誦
	 中學二年級女子詩詞獨誦
	 中學五年級男子詩詞獨誦
	 中學二年級女子詩詞獨誦

英語組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	2,	Girls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	3,	Girls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	1,	Girls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	3,	Girls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	5,	Boys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新南威爾斯國際聯校學科評估2012

新南威爾斯國際聯校學科評估2012

新南威爾斯國際聯校學科評估2012

3B	李靜雯
2A、2B	女同學
2B	譚慧琦
5D	鄭成鴻
2A	徐美玲

2B		TAM	WAI	KI
3B		LI	CHING	MAN	

	1A		HO	SHAU	LAAM
		3C		LEUNG	HOI	YING

						5D		CHENG	SHING	HUNG

3A	黎俊傑
2A	梁奕聰

1C	傅志華、2A	王澄浪、2A	張嘉誠、3A	黎俊傑、
3B	張家和、4D	何冠輝、4D	鄉文俊

2A	袁家濠

2A	張嘉誠

							項目 																				班別/姓名 			獎項	

科技
活動

獎學金

特別獎
特別獎

金獎
金獎
銅獎
銅獎
特別獎

舉重機械人金獎
短跑機械人金獎

初中組亞軍

銅獎

金獎
金獎
銀獎
銀獎
銀獎

銀獎、特別獎

亞軍
季軍
優異獎
優異獎
優異獎
優異獎

一等獎
二等獎
優異獎
優異獎

常規賽初中組二等獎
常規賽初中組三等獎

4C	李富銘、4B	陳奕青

3A	戴耀豐
2B	雷成發

3A	陳奕青
2A	吳嘉敏
3A	李富銘
3A	戴耀豐
3A	戴耀豐

3A	李富銘、3A	陳奕青、2B	潘嘉豪
2B	庄潤鏵、2C	潘伯達、2C	鍾家希

3A	李富銘

3A	戴耀豐

5A	方招弟
5E	葉美君
2A	梁奕聰
2A	梁奕明
2A	毛鈺銘
2B	雷成發

5E	葉美君
3A	戴耀豐

2B	何文瀚、3A	陳奕青、3A	李富銘、2A	吳嘉敏
2B	潘嘉豪、2B	楊俊軒、2B	庄潤鏵、2C	杜曉彤
2B	雷成發、2A	何坤穎、3C	黃錫彤、3B	余華健

2B	余錦鋒

3A	陳奕青、3A	李富銘
2A	何坤穎、2A	李倩琴、2B	潘嘉豪

3A	戴耀豐、2A	吳家敏、2B	楊俊軒、2B	余錦鋒
2B	何文瀚、2B	李詠康、1A	池永鈞、1A	葉靜瑜

3A	陳奕青、3A	李富銘、3C	黃錫彤
2B	庄潤鏵、3A	戴耀豐、3A	歐陽嘉璐

張永賢律師─奮進獎學金2012

廣東發明協會、廣東科學中心、廣東省知識產權研究會、
廣東教育學會、廣東省少先隊工作學會、廣東省科技館研
究會主辦
第十屆廣東省青少年兒童發明獎

泰國曼谷國際青少年發明展

新鴻基地產-大埔超級城主辦
機械人奧運會

iProA互聯網專業協會主辦
網絡無障外網上問答比賽

中國宋慶齡基金會、中國發明協會主辦
第八屆宋慶齡少年兒童發明獎

世界發明智慧財產聯盟總會主辦
2012國際青少年發明競賽博覽會

職業安全健康局主辦
職安健創意小發明比賽

中華科技出版社主辦
青少年科技發明比賽

樂高教育部、香港青年學院主辦
世界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

科 技 發 明

校 外 比 賽 獲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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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班別/姓名 獎項	

社區
服務

香港中文大學服務學習計劃博覽比賽

香港童軍總會優異旅團嘉許計劃

香港女童軍總會優秀隊伍選舉計劃

嶺南同行籌款日

清潔香港2012

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本校男童軍

本校女童軍

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3A	陳立、3A	陳鵬滙、3A	陳東、3A	鍾漢良、3A	何坤穎、
3A	林廣賢、3A	劉海如、3A	梁芷婷、3A	梁奕聰、3A	梁奕明、
3A	呂兆俊、3A	毛鈺銘、3A	吳乙生、3A	鄧璟其、3A	游偉祿、

3A	袁家濠、3C	林梓浩、3D	馮樂瑤

中學組季軍

優異旅團

綠帶、掛章

最多人數參與獎冠軍

最奇異物品銅獎、
最綠色隊伍銀獎、

最大非公司隊伍金獎、
最多垃圾收集金獎

其 他

體 育 表 現
項目 班別/姓名 獎項	

排球

跨欄

游泳

接力

沙灘
排球

乒乓球

葵青區學界排球比賽(女子甲組)

葵青區學界排球比賽(男子甲組)

康文署葵青區分齡田徑賽

學界體育聯會學界游泳比賽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陳南昌紀念中學友校接力賽

東華三院陳兆民中學友校接力賽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
新界地域中學校際沙灘排球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青區中學分會
2011-2012年度校際乒乓球比賽(男子乙組)

6C	陳美如、6C	卓珮琳、6D	劉嘉慧、6E	洪庄眉、
5C	李穎怡、5C	葉嘉敏、5D	戴天娜、5E	李嘉瑩

6C	陳泰肇、6C	邵志遠、6B	梁樂豪、5A	李健江、5B	曾偉立、	
5B	鄺景新、5B	于進冲、5B	柯傑耀、5B	譚梓皓、5B	葉瑞麟、

5D	莫蔡強、5D	楊耀希、5D	曾昭碩、5D	林志嘉

4D	阮泳華

6E	李穎兒

4D	石恩、5C	李穎怡、6C	卓珮琳、6E	洪庄眉

4D	石恩、5C	李穎怡、6C	卓珮琳、6E	洪庄眉

5E	洪庄眉、5C	陳美如、5D	劉嘉慧

3C	黎仲濂、3D	葉昇桁、3E	李威明

女子甲組冠軍

男子甲組殿軍

100米欄季軍

女甲50米背泳冠軍

女子中學組4x100米亞軍

女子中學組亞軍

女子組季軍

季軍

歡迎進入本校網址，

可瀏覽更多資料。

才 藝 表 現
項目 班別/姓名 獎項	

舞蹈 Junior	Open	Latin			2nd	Place	
Junior	Open	Standard			3rd	Place	

第一名

香港排名賽第一名
香港排名賽第一名

香港排名賽第二名

香港排名賽第一名

Junior	Open	&	Dance			1st	Place

Junior	Open	Latin			1st	Place

Junior	Open	Standard			1st	Place

	一等獎

初中組季軍

中學組優異獎

少年兒童
科學幻想繪畫一等獎

少年組二等獎

優異獎

設計

67th	Australian	DanceSport	Championship
WDSF	World	DanceSport	Championship	Standard	2012

第四屆香港體育舞蹈大獎賽(12歲至15歲組)	標準舞五項全能

第四屆灣仔區體育舞蹈公開賽	(12歲至15歲組)	 拉丁舞五項全能
	 標準舞五項全能

WDSF亞洲體育舞蹈錦標賽		(12歲至15歲組)	拉丁舞五項全能

澳門WDSF體育體育節舞蹈公開賽(12歲至15歲組)	標準舞五項全能

New	Zealand	DanceSport	Championship

WDSF	Asian	Pacific	DanceSport	Championship

NZ	&	WDSF	International	Open	DanceSport	Championship

菲律賓亞洲文化交流協會主辦
第12屆菲律賓-中國-日本國際書畫大賽

香港青年協會主辦
香港創意思維活動襟章設計比賽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主辦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11-12	科學幻想畫

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辦
第26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菲律賓亞洲文化交流協會主辦
第一屆全球華人國際書畫大賽

香港海洋公園主辦
全港學界熊貓玩具設計大賽

4E	林衍康

3D	鄭仲君

校 外 比 賽 獲 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