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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想置身於煩囂鬧市中，若有畫廊融入於公眾空間是否一項妙不着跡的構思呢？若大家走到我校大門旁的行人
道上，便會有此不凡的藝術體驗。視覺藝術科科主任李偉傑老師精挑細選了學生歷年觸動人心的佳作，印製成大型掛
畫懸於行人道旁的圍網上，造就成一道長近三十米的「龍翔戶外畫廊」，向坊眾展示我校學生的才華，將藝術融入社
區，與眾同樂，一段沉悶的路途頓時變得生氣蓬勃。
踏進校園內的球場遊目四顧，大家更可在外牆上欣賞到一幅直幡，幡上的對聯「龍蟠獅山春風化雨，翔集才俊革
故鼎新」代表着本校繼往開來的精神，對聯中間盡是活動中師生愉快的剪影。而教學樓層的走廊上亦掛了數張橫幅，
以中文及英文簡介了本校各個領域的發展狀況，生動鮮明地讓外賓認識本校。

教師發展日

學校宣傳片
在2016年底，本校
聯課活動組與學生會內閣
「Brightness」聯手製作了
一段有關「龍翔」校園生活
的宣傳影片，相關連結已置
於本校網站www.lcgss.edu.
hk「龍翔宣傳短片」一欄，
可供查閱，敬請細賞。
影 片 連 結 ： https://drive.
google.com/file/d/0B5YqvLHM9amZGhneUJqVlQ4SEk/
view

本學年官校聯校教師發展日於1月24日舉行，首次由全港
31所官立中學合辦，以「認識今天學生，培育明日領袖，綻放教
學亮點」為主題，官校校長及教師逾千人出席，場面熱鬧。上午的
講座在旺角麥花臣場館舉行，由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容寶樹先生致開
幕辭，緊接由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教授分享他對培育明日領袖的見解，最後由余德
淳博士以「如何認識今天學生」作結。講座內容豐富實用，讓各同工更能配合今天
社會需要，協助學生發展所長。下午活動分
別在伊利沙伯中學、何文田官立中學、九龍
工業學校及本校舉行，由「行政長官卓越教
學獎教師協會」邀請不同領域的卓越教師及
每所官教代表作教學亮點分享，而本校的分
享題目為「校本電子課件—Android手機學習
應用程式」，講者為馮玉麟老師、郭詠怡老
本校教師代表用心向到訪的
師、張智慧老師、陳志偉老師及鄧偉健老師。
友校老師講解自行設計的應用程式

我們的信念：

我們的抱負：

人人有潛能，
個個可成功。

一、我們會致力營造一個健康、和諧、關懷和充滿學習氣氛的校園。
二、我們會致力協助學生學會學習、發揮學生的潛能。
三、我們會致力協助學生建立自信、自省的精神，積極進取，回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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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內 活 動

開 放日

2016年11月25日為本校一年一度的開放
日。早會鈴聲一響，嘉賓、家長、教職員及學
生逾五百人濟濟一堂，在有蓋操場及各
個樓層的走廊觀賞2016至2017學年的
開放日開幕典禮，場面熱鬧，整個校
園洋溢一片歡樂氣氛。
開放日為本校的年度盛事，
余國健校長陪同舊生會代表、家
長教師會代表、歷任校長及其他
嘉賓，魚貫進入搭建於球場的舞台
前座席觀禮。余校長致歡迎辭後，便
聯同吳惠霖副校長和盧鳳儀副校長按動
電腦水晶球，水晶球頓時亮起今年開放日
主題─「趣味學習在龍翔 創意縱橫任飛揚」的
字樣，標誌着開放日開幕禮正式開始。眾學生代表拉響禮
開放日開幕典禮
炮，五色的彩帶隨風飛舞，為開放日揭開序幕。
亮燈儀式後，本校學生已預備好精彩的節目以饗來賓。打頭陣的是步操樂團，樂團成員以純熟的技巧演奏一曲
《The Phantom Menace》，並示範不同的步操花式，贏得嘉賓和觀眾的熱烈掌聲。接着是舞蹈學會的爵士舞表演，經
過連月來的艱苦訓練，學生在強勁的節拍中，施展渾身解數，展現活力四射的光芒，得到來賓一致的讚賞。
當日各學科及小組在禮堂內均設有展板及富創意的攤位遊戲，展示學生的學習成果；而禮堂大屏幕同時放映由師
生共同製作的龍翔官立中學宣傳影片，表揚學生在不同範疇的才藝，吸引不少嘉賓駐足觀賞。物理科、化學科及生物
科的實驗室也開放予來賓參觀，讓大家俱可感受到我校學生的熱誠和努力。
開放日下午的壓軸節目是小學校際籃球邀請賽，今年邀得六所小學角逐殊榮。經過一番龍爭虎鬥，最終由保良局
錦泰小學勇奪「龍翔盃」冠軍。各小學的健兒在比賽之餘亦積極參與開放日的攤位遊戲，滿載而歸。經公開投票後，
普通話科在本年度開放日的展覽中獲得「我最喜愛的攤位」、「最佳展板設計」及「最佳遊戲設計」三個獎項，獲頒
由家長教師會贊助的「展才盃」。本校開放日在嘉賓和學生的歡笑聲中温馨落幕。

小學生投入玩攤位遊戲
小學三人籃球邀請賽

街舞及爵士舞表演

普通話學會攤位奪展才盃

全體工作人員合照

步操樂團表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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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大合照

龍翔官立中學一年一度頒獎典禮於十二月九日(星期五)上午舉行，並邀
得於1980年中七畢業，現任香港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及普華永道中天會
計師事務所深圳分所合伙人，同時也是深圳前海普華永道商務咨詢服務公司
總經理的校友張展豪先生主禮。
余國健校長在校務報告中指出，本校鼓勵學生參與校外比賽，發展潛
能，在老師盡心訓練下，學生積極參與，表現出色，在學術和藝術等比賽均
有獲獎，令人鼓舞。另外，本校除了舉辦校內活動之外，同時亦積極安排及
推薦學生參加不同類型的境外交流活動，藉以擴闊學生視野。透過參加比賽
及活動，學生得以增進知識和經驗，對他們的多元智能發展及迎接未來挑戰
有很大的幫助。
主禮嘉賓張展豪先生在頒發獎項後，與同學分享學習和工作方面的經驗
及心得。張校友勉勵同學要努力學習，自我提昇，發揮潛能，增強自信，對
香港和國家發展要有認識和責任感。

學校管理委員會主席
蘇婉儀女士（左）頒發長期服務獎

接着是總領袖生羅婉君同學代表全體畢業同學致謝辭，感謝校長和各位老師多年來的悉心教誨。隨後由學校管理
委員會主席、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學校行政)蘇婉儀女士頒發長期服務獎，表揚長期為學校作出貢獻的教職員，今年共
有七人獲獎，分別是吳惠霖副校長、麥健文老師、蕭偉鵬老師、黃家威老師、社工胡翠鈴姑娘、實驗室技術員鄧雅亮
小姐和職工陳瑞華女士，場面溫馨。
畢業禮的壓軸環節是學生表演，節目豐富，包括步操樂團表演、朗誦及合唱團表演。最後，頒獎典禮在昂揚的校
歌聲中，圓滿結束。

合唱團表演
張展豪先生（左三

）頒發獎狀予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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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優異的同學

上學期 學生成就嘉許禮
2016年12月8日，學業促進組舉辦「學生成就嘉許
禮」，頒發各項學業成績獎，目的在於獎勵在上學期統
測中表現優秀的同學，鼓勵同學力爭上游，爭取優異成
績，亦藉此教導學生欣賞同儕的勤學，肯定其他同學的
努力，達到見賢思齊的效果。得獎名單如下：

吳副校長（右一）與得獎學生合照

中一級
項

目

得獎者
第一名：卓育超（1B）
成績首三名
第二名：陳森威（1B）
第三名：葉芷萱（1B）
中國語文科成績第一名
邱敘玲（1B）
英文科成績第一名
葉芷萱（1B）
數學科成績第一名
陳森威（1B）
生活與社會科成績第一名 蔡焯瑩（1A）
綜合科學科成績第一名
戴嘉烙（1B）、卓育超（1B）
中國歷史科成績第一名
卓育超（1B）
地理科成績第一名
陳森威（1B）

中二級
項
成績首三名

得獎者
第一名：張珍珍（2A）
第二名：蔡曉鈴（2A）
第三名：陳浚熙（2A）
中國語文科成績第一名
楊紫允（2B）
英文科成績第一名
楊濬濂（2B）
數學科成績第一名
林健（2B）
生活與社會科成績第一名 鍾嘉棟（2A）
綜合科學科成績第一名
張珍珍（2A）
中國歷史科成績第一名
蔡曉鈴（2A）、陳秋莹（2A）
地理科成績第一名
鄭永恆（2B）

中三級
項
成績首三名

目

目

得獎者
第一名：葉芷茵（3C）
第二名：陳宗莹（3B）
第三名：盧顯科（3A）
中國語文科成績第一名
葉芷茵（3C）
英文科成績第一名
葉芷茵（3C）
數學科成績第一名
葉芷茵（3C）
生活與社會科成績第一名 林煒琪（3A）
物理科成績第一名
林華勇（3B）、葉芷茵（3C）
化學科成績第一名
陳宗莹（3B）
生物科成績第一名
林煒琪（3A）、陳宗莹（3B）
葉芷茵（3C）
中國歷史科成績第一名
葉芷茵（3C）
地理科成績第一名
陳宗莹（3B）

余校長（右一）與得獎學生合照

中四級
項
成績首三名

中五級

目

得獎者
第一名：李心悅（4C）
第二名：鄭婉蘭（4A）
第三名：郭思亮（4C）
中國語文科成績第一名
郭思亮（4C）
英文科成績第一名
李心悅（4C）
數學科成績第一名
曾浠嫻（4A）
通識科成績第一名
李心悅（4C）
物理科成績第一名
陸世昌（4C）
化學科成績第一名
陸世昌（4C）
生物科成績第一名
李心悅（4C）
中國歷史科成績第一名
林柏熙（4B）
地理科成績第一名
黃家慧（4C）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成績 黃家慧（4C）
第一名
經濟科成績第一名
鄭婉蘭（4A）
視覺藝術科成績第一名
胡竣豪（4A）
旅遊與款待科成績第一名
李心悅（4C）
設計與應用科技科成績第一名 劉志深（4C）
資訊科技科成績第一名
游俊宇（4C）

項

得獎者
成績首三名
第一名：郭栽燁（5C）
第二名：梁冠輝（5C）
第三名：鄭耀誠（5C）
中國語文科成績第一名
梁穎銣（5C）
英文科成績第一名
張馨文（5C）
數學科成績第一名
陳澤裕（5C）
通識科成績第一名
林均倍（5C）
鄭耀誠（5C）
物理科成績第一名
鄭耀誠（5C）
化學科成績第一名
郭栽燁（5C）
生物科成績第一名
郭栽燁（5C）
中國歷史科成績第一名
謝思欣（5C）
地理科成績第一名
張馨文（5C）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成績第一名 羅燕欣（5C）
經濟科成績第一名
陳曉春（5C）
視覺藝術科成績第一名
謝瑋欣（5C）
旅遊與款待科成績第一名
吳鑫淇（5C）
設計與應用科技科成績第一名
劉紫君（5C）
資訊科技科成績第一名
司徒國良（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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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水 運會
一年一度的水運會在十月五日舉行，令人興奮！比賽由男子50米自由式揭開序幕，全場的歡呼聲震耳欲聾，各位
同學為自己所屬的社加油，場面熱鬧。隨着哨子聲一響再響，比賽緊接而來，四社成績不分高下，各位參賽同學表現
優秀，而他們勇敢堅毅的精神更值得我們學習。比賽結束，全場師生屏息靜待結果，最後由博社勇奪冠軍殊榮，並邀
請了主禮嘉賓前任副校長梁嬌銀女士頒獎。學校周年水運會讓我們體會到一個道理，就是勝負次要，最重要的是積極
參與，努力向前。

氣

社員打
啦啦隊盡力為

前任副校長梁嬌銀女士
(右一)頒發全場總冠軍給博社

聖 誕 聯 歡 會 2016
聖誕節前夕，同學最期待的必是聖誕聯歡會暨歌唱比賽。既有同
學想趁此佳節，上台獻唱；亦有同學想伴着同窗好友，在台下感受佳
節氣氛。今年的聖誕聯歡會共有九位同學擔任司儀，帶動了現場歡
樂的氣氛。歌唱比賽由余國健校長、吳惠霖副校長、陳浩言老師
及姜愷忻老師擔任評判。個人組的5位參賽者傾盡全力演出，
台下觀眾全情投入，時而屏息傾聽，時而歡聲大作。個人組冠
軍最終由4A班胡竣豪同學蟬聯，他嗓音動人，深得評判及觀
眾喜愛。亞軍是5C班張馨文同學，季軍是3B班陳誠明同學，
兩位同學優秀的唱功，均得到同學的讚賞。團體組由6C班黃
世杰同學和4A班陳樂羲同學，憑一曲自彈自唱的《風箏》成
功奪冠。比賽及表演過後，聯歡會的重頭環節「幸運大抽獎」
緊接開始。在同學此起彼落的歡呼聲中，各位幸運兒相繼在校
長或副校長手上接過最佳的祝福及聖誕禮物。期待來年此刻，我
們可以再次在校同度聖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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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不辭勞苦

校 外 活 動
海事青年團周年大匯操
2016年11月20日，本校海事青年
團龍翔分隊參與了本年度香港海事青年
團周年大匯操，匯操假黃竹坑香港警察
訓練學院舉行。當日的主禮嘉賓是律政
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律師。袁司長向一
眾青年訓勉，期望學子能透過制服團隊
的訓練，加強紀律、拓展眼界、認識國
家和民族。及後威武不凡、紀律整肅的
龍翔分隊與其他友隊一同雄赳赳的步操
到司令台前，向嘉賓敬禮致意。

中一級南寧交流團

台灣升學交流團

2016年11月10日至13
日，中一級學生在陳威桓老
師帶領下進行了一次全級境
外交流活動，目的地是中國
廣西省南寧市，主題是文化
與地貌探索。同學到達廣州
後便乘搭高鐵前往南寧，先後到訪了南湖公園、伊嶺
岩、壯族大觀園、廣西民族村、青秀山、廣西民族博物
館等景點。當中伊嶺岩的地下岩洞，其規模之壯大、石
形地貌之刁鑽怪奇，讓人驚歎大自然造物之巧。廣西是
壯族的聚居地，在大觀園、民族村等壯族展現的歷史文
化、風俗人情，同樣教我們歎為觀止。我們亦參觀了一
所環保企業─「三峰環保」，這所企業主要研究廢物回
收、減耗節能等技術，他們的用心經營，為南寧市的可
持續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接着我們與當地一所重點中
學─「南寧第四十七中學」進行交流。他們盛情招待，
介紹了極具民族色彩的運
動「拋繡球」，又準備了
許多精彩的表演，我校5位
女生亦即席獻唱了一曲，
彼此建立了深厚友誼。同
學都能在這次交流中加深
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實在獲益不淺！

2016年12月17日至21日，
余國健校長和廖玉霞老師帶領6
位同學（4A陳慧思、盧穎琪；5B
鄭佩旻、何宇量；5C張馨文、吳
鑫淇）參加了由香港多所官立中
學與國際青年文化交流中心合辦的「2016香港官立
中學學生持續發展專題研習—臺灣校園體驗之旅」。
五天行程裏，同學走訪了逢甲大學、勤益科技大學及
明道大學等多所台灣著名大學。不管是校舍、校園生
活、升學途徑等，同學都對台灣高等教育增加了認
識。另外還參觀了苗栗客家文化園區、廣興紙寮、埔
里紙教堂、穀堡稻米博物館、逢甲夜市、文化創意產
業園區及誠品綠園道等地，既能瞭解當地的文化歷
史，也接觸不少台中地區的農工機構、創意產業等。
是次行程讓學生滿載而歸，與地區社群亦不乏互動，
我校學生
在慈濟環
保教育站
進行服務
體驗，嘗
試了一次
特別的學
習經歷。
各校師生樂聚於台灣

領袖生北京交流計劃
2016年12月26日至31日，5C班魏業晉及劉家雄同學，在陳威桓老師帶領下，參與了
由教育局籌辦的「領袖生北京交流團」。是次交流團有來自二十多所中學的二百多名師生
參與，主題為「航天科技」。除了讓學生認識中國發展進程外，更能擴闊他們的視野。我
們先後到訪現代汽車工廠和北京航天航空大學（下稱北航）。車廠宏大密緻的流水線生產
固然精彩，北航兩場充實的院士級講座更是難忘。講者分別為戚發軔教授和張瑜教授，兩
位均為有「中國飛彈之父」之譽的
科學巨人錢學森先生的入室弟子。講座內容用心細膩，洋洋
灑灑，道盡中國航天發展各種成就與當前困難，眾人獲益良
多。第三天，我們到訪北京第十二中學進行交流，上了一節
相當精彩的地理課。第四天則參觀北京城市規劃館及故宮紫
禁城。總體而言，這次行程內容豐盛，當中雖有苦寒與煙霾，
但能在環保及污染的話題上作更多探討，實在難得！



學生發展日
為了擴闊同學視野，「其他學習經歷組」於本學年的不同月份
共舉行5次學生發展日，按不同級別的需要提供不同類型的活動。
2016年10月17日，中二級學生參觀了科學館，中三級學生參觀了
益力多館，而中四級學生則到了海事訓練學院參觀，中五級學生在
校內參加了「模擬社會體驗遊戲」，中六級學生亦參觀了香港專業
教育學院。12月13日，我們又為中一級學生安排到藝術與科技教
育中心體驗家政課程，中二級學生到西貢進行放
「模擬社會體驗遊戲」意念創新
風箏活動，至於中三及中五級學生則進行山頂漫
遊，中四級學生亦獲安排參觀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中六級學
生在校內參加了「模擬社會體
驗遊戲」。總之，學生發展日
的節目包羅萬有、多元有趣，
務使同學在課堂學習外有另一
參觀香港
太平山山頂漫遊
參觀科學館
種體驗，豐富課餘生活。
專業教育學院

風箏高飛

中二抗逆提升訓練營

「肯定」夥伴計劃

為了提升學生抗逆能力及增強他們的人際溝
通技巧，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輔導組和生命教育組
合辦了「中二抗逆提升訓練營」，並邀請了美差會
潮浸服務聯會協辦。我們於入營前一日在禮堂舉行
了營前會，讓學生認識經驗式學習。2016年10月
28日，全體中二同學在保良局元朗大棠渡假村參加
日營。學生透過遊戲及指令任務，建立正向思維，
提升抗逆潛
能，增強與
人合作及溝
通的能力。
我們深信學
生日後縱使
面對困難，
都能善用訓
練營所學逆
學生投入參與活動
境求生。

為擴闊同學對生涯規劃的視
野，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聯同英文
科，於2016年9月27日，安排了
三十多位中四同學出席香港教育
大學「肯定」夥伴計劃之講座，
王祖藍的分享生動有趣 主題為「舞台上下：演藝工作者
的事業生涯」。大會邀請了本港著名演員、歌手、主
持人及作曲家王祖藍先生親自分享他在演藝界多年的經
歷及職場上的寶貴經驗，更即場與同學互動交流，提
供行業出
路的最新
資訊。同
學積極參
與，獲益
良多。

社際球類比賽

旅款科參觀美荷樓

本學年學生會舉辦的社際籃球及足球比賽，經
過各社健兒連場奮戰後，結果已塵埃落定。個人獎
項方面，社際籃球和足球比賽的神射手獎分別由4B
班潘澤偉同學
和4A班陳熾軒
同學奪得。社
際比賽的詳細
結果及得分如
下：

旅遊與款待科的鄭芷鈿老師早前為修讀該科的中六
級同學，安排了「本地可持續發展旅遊業：活化歷史建
築物實地考察」活動，參觀了香港青年旅舍協會美荷樓
青年旅舍，該處原為石硤尾徙置區，是香港最早期公共
房屋和碩果僅存的「H」形六層徙置大廈。本校同學參
加了美荷樓生活館導賞活動，導
賞員介紹精彩，學生相當投入，
對五、六十年代居民的居住環境
及生活方式甚感興趣，此行可算
大有收穫。

參與者眾座無虛席

社際籃球比賽 社際足球比賽 得分 累積總分
睿社

亞軍

冠軍

7

12

博社

季軍

/

3

13

勇社

冠軍

季軍

6

21

謹社

/

亞軍

4

12



「長幼同行成長路」計劃

從運動場到職場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與香港浸會大學合作，參與
由優質教育基金撥款的「長幼同行成長路」計劃。此
計劃是一個為期兩年的項目，旨在建立學校與長者學
習社群，促進青少年正面發展。本校學生以「服務學
習」形式，透過參與一系列的健康活動項目，培養對
社區的歸屬感及正向社會價值觀。2016年11月11日，
余國健校長及其他7所學校代表在香港浸會大學進行簽
約儀式。憑着各個單位的支持，相信本校學生必能從
計劃中有所得益，並對其生涯規劃有更深的了解。

陳志偉老師及張智慧老師於十二月五日帶領4B班
學生到鳳德社區中心，參加由「勞工處Y.E.S.青年就業
起點」舉辦，題為《從運動場到職場》的生涯規劃分
享會。主講者為前田徑運動員方綺蓓及前水球運動員
馮剛政，同學踴躍發問，積極投入參與互動遊戲，從
中學會要達到目標必須要抱着「堅持」和「不放棄」
的精神，
並認識到
社會不同
的工種，
有助訂定
個人發展
方向，為
未來升學
及就業作
師生與講者合照
出充分準備。

學 生 成 就
城市定向比賽奪魁

校友喜訊
本校2015年中六畢業生林泳儀及翁燦玲
現正於香港浸會大學修讀學位課程，她們以優
秀成績，分別榮登該院校2015-2016年度第一
學期及第二學成績優異榜，林同學更成功題名
2015-2016年度第二學期校長榮譽榜，實在可
喜可賀，校方特此恭賀。

本校6名中六級同學於12月初，在鄭芷鈿老師及陳威桓老
師帶領下，參加由香港青年協進會舉辦的「認識祖國，認識
香港系列比賽：中學組城市
定向比賽」。該項比賽旨在
加深香港青少年對祖國及本
港本土文化的認識，增加他
們對社會的了解和個人身份
的認同。本校同學除了完成
所有任務外，更是首隊完成
的隊伍，在全港二十多隊參
賽組別中脫穎而出，摘取冠
軍殊榮，成績令人鼓舞！

2016年廠商會獎學金
本校5位同學獲頒2016年廠商會獎學金，以
表揚其優異學行、活動及服務表現。5C梁冠輝和
4C李偉文代表得獎同學於2016年12月9日出席香
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假廠商會大廈舉行的「2016年
廠商會獎學金頒獎典禮」，並接受教育局局長吳
克儉先生頒贈獎學金。得獎學生名單如下：

青苗學界進步獎
青苗學界進步獎主要是嘉許在品德
及學業上有顯著進步，具堅毅及積極進
取精神的同學。本校共有13位同學榮獲
青苗學界進步獎，以表揚其進步表現。
得獎名單如下：

班別 學生姓名
4C

李偉文

4C

卓 月

5C

梁冠輝

5C

郭栽燁

5C

張馨文

校訊總編輯：蕭偉鵬老師

編輯組成員：王鎮輝老師 蕭一偉老師


班別 學生姓名
2A
梁錫培
2B
黃健麟
3C
施嘉聰
3C
羅永基
3B
梁悅敏
4C
羅錦威
4A
潘兆軒
5A
黃文暉
5B
鄭佩旻
5C
劉迪東
6A
黃浩恩
6B
張樂軒
6C
張俊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