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 外 服 務
海事青年團五四青年節升旗禮
2017年5月4日，是「五四運動」98週年紀念的日子，
而中國官方更將「五四」定為青年節，故此本港亦於當天
舉行隆重的升旗儀式。

我校海事青年團昂
首邁進金紫荊廣場

余國健校長、陳威桓老師
與海事青年團長官合照

「金紫荊廣場五四升旗禮」於5月4日早上假灣仔金紫
荊廣場舉行。活動共有30多個本港制服及學校團體參加，
本校海事青年團龍翔分隊亦與有榮焉，參與其中。活動之
中，隊員都能感受到現場的莊嚴肅穆氣氛，齊向九十八年
前的熱血青年，致以崇高敬意！

CIE智能手機程式開發比賽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本校中五級ICT組(5B羅佳峰、5B何松柏、5C黃任韜、5C司徒國良)於
本年四月六日以「生態足跡、理析我識」智能手機程式參加了由香港浸
會大學、CIE國際學院及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合辦的「CIE智能手
機程式開發比賽」。
在超過60間中學110組參賽隊伍中，本校中五級修讀ICT組同學在
此比賽中獲取「季軍」獎項。作品除展示同學的資訊科技能力外，同學
更能融會貫通了通識科的「能源與科技」知識而製成作品。除獲取「季
軍」獎杯外，更得到港幣六百元書劵以示鼓勵。作品現可在Google Play
市場下載使用。名稱為「LCGSS 龍翔官立中學作品之生態足跡、理析我
識APP」。

本校6C李文棋和葉志廣同學獲頒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以表揚其學業和領導才能的優秀表現。
得獎學生獲邀出席2017年3月19日舉行之「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第
30屆獎學金頒獎典禮」，並獲頒獎學金八百元及獎狀以示嘉許。

得獎同學與余國健校長及班主任
鄭芷鈿老師在頒獎典禮合照留念

陸世昌

龍翔官立中學的音樂
攤位「玻璃樂韻顯和諧」

本校13位同學參加了香港浸會大學優質教育基金協辦的「建立學校、大學、長者學
習社群—促進青少年正面發展」項目。
活動正式舉行前，浸會大學的大學生與本校同學共進行了三次的工作坊，為義工服
務作準備。同學分為兩組，各組需構思為時30分鐘的活動，並自行購買所需物資。
我們是次服務的老人院舍是九龍城
浸信會長者鄰舍中心（黃大仙）。第一組
的活動是「遊戲問答」，在音樂響起時，
長者需要將紙團傳給別人，當音樂停止
同學細心教導
長者活用彩筆，為 時，持有紙團的長者需要回答問題。
第二組同學準備的活動是復活蛋製
老人家各種繪圖技巧
這些復活蛋添上色彩
作。同學們準備了木製的復活蛋和顏料，
並教導老人畫復活蛋。老人家對復活蛋製作都感到很新奇，有老人家更指自己已經很多年沒有畫畫，重
拾畫筆令他勾起了許多年輕時回憶。同學都很認真地指導「老友記」如何畫畫，大家都很投入活動。
參與服務的老師、義工與同學大合照

學 生 成 就

4C

任教老師

銅獎 鍾志成老師

O n 2 4 F e b r u a r y, o u r
school joined the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Our
drama performance was
adapted from a famous play
of William Shakespeare,
King Lear. Fifteen students,
from secondary one to five,
showed their talents in drama
on the stage.

本校舞蹈學會於2017年
2月4日前赴沙田大會堂參加
第53屆學校舞蹈節比賽。縱
使當日部分成員抱恙在身，
隊員仍不負眾望，勇奪爵士
舞及街舞組甲等獎，是本校
歷年來的最好成績。光輝背
後，同學細說佳績實在得來
一舉手、一投足都是苦練出來的
不易。原來他們早前花上了
半個農曆年假期作密集式訓練，當中付出多少心機和汗水不為人
知。

The participating students enjoyed doing the drama and displayed
great conﬁdence throughout the performance. They reﬂected that they
enhanced their speaking skills and learned drama skills through the
drama training course. Their wonderful performance won the praise of
the adjudicators, teachers and schoolmates.

比賽當日，同學們身體雖不在最佳狀態，但團結及鬥志卻是
打不倒的。當結果宣
佈後，大家都喜出望
外，從前的努力最終
看得見成果，大家在
心情興奮之餘，對舞
蹈的熱誠又再次狂熱
起來了。

參與學生名單：

本校有3位同學喜獲杜葉錫恩
教育基金頒發「2016全港青少年進
步獎」優異
得獎名單如下：
獎，以表揚
其 學 業 操 行 班別
得獎學生
之顯著進步
3B
梁悅敏
表現。
5A
黃文暉
得獎同學與余國健校長、吳惠霖
5C
劉迪東
副校長及盧鳳儀副校長合照留念

Altogether, our school won three awards in the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including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Award, Outstanding
Actor Award (5B Singh Harmandeep) and Outstanding Actress Award (5C
Cheung Hing Man).

5

姓名

4A

鄭婉蘭

4A

曾浠嫻

4C

卓

4C

陸世昌

月

本校6A殷宝盈、6B莊靜儀及6C李文棋同學已出席2017年1月21日
由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先生主禮之「明日之星―2016年上游獎學金嘉許
禮」，並獲頒「明日之星」計劃上游獎學金及嘉許獎狀。

為鼓勵同學書寫優雅的中文字體書法，本校中文科和中文學會合
辦中文硬筆書法比賽。同學踴躍支持，收回作品良多，經過老師嚴格挑
選，得獎名單如下：
初中組
冠軍
亞軍
季軍

龍

翔

馬仔坑 道一號

亮

點

電 話 ：2323 42
02

第三期

傳真：2
320 224
6

電郵：lcgss@e
db.gov.hk

翔風
u.hk
gss.ed
c
l
.
w
w
網址：w

龍翔才藝耀樂富暨
龍翔盃小學藝術創作比賽頒獎禮

春風和煦的4月8日，龍翔官立中學於樂富廣場舉辦了「龍翔才藝耀樂富暨龍翔盃小學藝術創作比賽
頒獎禮」，讓黃大仙區的坊眾進一步認識本校。
當天早上，工作人員已將介紹本校的展板井然有序地置於中央舞台觀眾席的後方，向來賓及區內居
民展示本校學生的才藝。場地兩旁更設置了各科組設計別緻的攤位，有設計與科技科的「STEM—走出迷
宮機械人」，有英文科的英文書法工作坊，有資訊科技組的校本應用程式和海事青年團的模擬駕船體驗遊
戲，笑容可掬的學生大使有條不紊地介紹活動和派發紀念品，讓參觀者彷彿置身嘉年華會，輕鬆享受周末
時光，將快樂的種子撒放在每人的心坎，為開幕禮營造愉悅的氣氛。

余國健校長陪同一眾主禮
嘉賓為開幕禮進行亮燈儀式

我們邀請到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黃大仙區）紀穎妍女士、香港海事青年團團隊副司令馮志安
先生、龍翔官立中學舊生會主席譚憲維先生、學校管理委員會成員米國華先生及家長教師會副主席劉惠新
女士為開幕禮的主禮嘉賓。各位嘉賓在余國健校長和學生代表的陪同下，進行亮燈儀式，為整天的活動掀
開序幕。
表演緊接而來，率先由步操樂團擂鼓鳴金，樂聲雷動，激昂的氣勢感染了在座的來賓。及後余校長
洋洋灑灑的致開幕辭，道出我校的歷史與教育使命，強調成功需苦幹，學生於今天的活動能綻放光芒，全
憑本校仝人的澆灌修枝。

步操樂團演奏的樂曲
激昂，氣勢感染全場

隨後海事青年團示範槍操，隊員配合小鼓隊所奏出的軍樂節拍舞動槍枝，動作清脆利落，猶如訓練
有素的軍隊，叫眾人大開眼界！

2016明日之星計劃嘉許禮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接着便是「龍翔盃小學藝術創作比賽頒獎禮」，七所小學的得獎學生魚貫上台接受余校長及嘉賓頒
發的獎狀與書券作為獎勵，場面熱鬧，各人的臉頰都漾着甜美的笑容。
壓軸表演的舞蹈組則以快勝閃電的速度跳出節拍強勁、韻律同步的韓式流行舞，整個樂富廣場的群
眾都報以熱烈的掌聲表示讚賞，緊湊的匯演在歡騰喧鬧的氣氛下完結。
頒獎禮後，我們的學生還準備了一系列的樂器表演娛賓，分別有單簧管、薩克斯風、銅管樂、敲擊
樂等，整個活動在柔和醉人的旋律迴盪下曲終。期望是次新猷，能為龍翔學生建立健康及奮進的形象。

3A林俊樂
3A陳曉婷
2B邱愷筵

介紹本校學生才藝的
展板吸引家長駐足觀賞

高中組
冠軍
亞軍
季軍

4C陳曉如
4A鄭婉蘭
5C林均倍

一眾得獎學生與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先生合照

得獎同學與余國健校長合照

為鼓勵同學書寫優雅的中文書法，認識
中國成語中的科學知識。本校中文科、科學
科、生物科和中文學會在2016年3月合辦「成
語中的科學」硬筆書法比賽。參賽的作品不
少，經過老師嚴格挑選，得獎名單如右：

為了讓同學可以有一展才思，發揮標語創作技
巧的機會，中文科、推廣閱讀組、圖書館及中文學
會在2017年3月聯辦中文標語創作比賽。今年的創作
題目是「閱讀多樂趣」。同學的反應熱烈，而是次
比賽的得獎名單如右：

冠軍

3C葉芷茵

亞軍

1B馬海琳

季軍(並列)

3C凌凱楓

季軍(並列)

2B朱立雯

高中組
冠軍

4A鄭婉蘭

亞軍

5C張馨文

季軍

4C陳曉如

班別

姓名

獎項

班別

3B

蔡澤潤

冠軍

5C

羅婉君 冠軍

姓名

3A

林煒琪

(並列)亞軍

5C

劉启潜 亞軍

3B

陳宗莹

(並列)亞軍

5A

劉上瑜 季軍

獎項

龍翔盃小學藝術
創作比賽得獎作品

學生大使耐心示範機械人操作

海事青年團的模擬駕船
體驗遊戲甚受小學生歡迎

中六畢業禮
龍翔官立中學中六級畢業典禮於2017年5月26日假本校禮堂舉行。我們誠邀了學校管理委員會主席、首席教育主任(學校行政)蘇婉
儀女士蒞臨主禮，還邀請了舊生會主席譚憲維先生及家長教師會主席馬玉蘭女士出席。

主禮嘉賓蘇婉儀女士致訓時，引用「國王與皮鞋」的故事，寄語同學「想改變世界，很難；要改變自己，相對較易。與其改變全
世界，不如先改變自己」，並祝願同學有一個快樂成功的人生。
簡單而隆重的典禮在歡笑聲中完滿結束。禮成後，畢業同學都爭取時間與校長、老師和同窗拍照聊天，讓師生之情延續下去，亦
為本屆中六畢業典禮畫上了完美的句號。

初中中文圖書讀後感寫作比賽

班別

得獎學生

為鼓勵學生多閱讀課外讀物、培養閱讀習慣，並提升其閱讀及寫作能力，
中文科、推廣閱讀組、圖書館及中文學會，於2017年4月至5月合辦初中中文圖書
讀後感寫作比賽，經老師評核，得獎名單如右：

2A

蔡曉鈴

冠軍

1A

蔡焯瑩

並列亞軍

3B

陳宗莹

並列亞軍

獎項

編輯組成員：王鎮輝老師、蕭一偉老師
6

來賓與本校師生大合照

當天，一眾的畢業生穿上畢業袍，在嘉賓、家長、校長、老師及親友的見證下，於台上親手接過畢業證書，完成人生中一個重要
的里程碑。余國健校長致歡迎辭，指喜見中六級同學再次濟濟一堂。他為同學踏入人生另一階段作出嘉勉鼓勵，亦寄望同學能向舊生
會及家長教師會學習，以不同形式回饋和貢獻母校。

高中組

初中組

中文標語創作比賽

余國健校長
到場為得獎同學打氣

初中組

校訊總編輯：蕭偉鵬老師

同學的演出共取得了兩個甲等獎

班級

得獎同學與負責培訓的陳志偉老師合照

「成語中的科學」硬筆書法比賽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第53屆學校舞蹈節比賽

1-3

班級 獎項

2017年4月9日，本校數學
隊同學參加新加坡數學競賽初
賽2017（香港賽區），喜獲良
好成績。謹此恭賀得獎學生。

2016全港青少年進步獎優異獎

促進青少年正面發展—老人院義工服務

0507--L22223--龍翔官立中學--校訊.indd

得獎同學與余國健校長合照留念

新加坡數學競賽

本校幹事們獲
大會頒發嘉許狀

九龍 黃大 仙

h t t p s : / / p l a y. g o o g l e . c o m / s t o r e / a p p s / d e t a i l s ? i d = e d u .
lcgssfootprint&hl=zh-TW

姓名

3A班陳曉婷同學
獻唱《小幸運》

2016/17學年
地址：

聯校和諧嘉年華
2017年4月29日，由教育局與六所中學（龍翔官立中學、
將軍澳官立中學、嘉道理爵士官立中學、鳴遠中學、迦密主
恩中學、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聯辦的「和諧校園
網絡聯校嘉年華2017」於將軍澳官立中學禮堂舉行，宣揚和
諧校園訊息。本校選出4A張少杰、4C陳曉如、4C夏嘉茵、3A
陳曉婷、3A黃俊雄及3C陳信軒六位同學擔任和諧大使，參與
此項盛事，其中黃俊雄同學更擔任大會幹事一職。嘉年華會
當日，6位同學佈置攤位及向在場人士宣揚和諧共融的訊息。
典禮還包括各校代表上台共同拼砌出一幅「聯校大牽手」圖
案，象徵和諧信念。及後是表演活動，我校陳曉婷同學於台
上獻唱一曲《小幸運》，贏得全場如雷的掌聲，是次活動亦
圓滿結束，盼望和諧訊息能遍及世上每一個角落。

龍翔官立中學

師生互祝前程錦繡

6C同學與班主任鄭芷鈿老師合照

嘉賓與畢業同學合照

6B同學與班主任鄭栩楓老師合照

1

2017/7/5

下午 04:45:10

學 術 活 動
第二次學業成就嘉許禮
中一級
項

目

得獎者
陳森威（1B）
卓育超（1B）
鄭芷蘭（1B）
楊咏妮（1A）
陳森威（1B）

全級成績首三名
各班成績第一名

On 18th January, an inter-school speaking examination practice session was held at the school hall of Lung Cheung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

2017年5月18日，學業促進組舉辦「第二次學業成就嘉許禮」，目的在於獎勵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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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藉此契機教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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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得獎名單如下：
中三級
項

目

蔡焯瑩（1A）
陳森威（1B）
鄭芷蘭（1B）
李子文（1A）

綜合科學科

楊咏妮（1A）

各班成績第一名
全級各科第一名
中國語文科、數學科、化學科
中國歷史科、地理科、生物科
生活與社會科
物理科

葉芷茵（3C）
陳宗莹（3B）
陳誠明（3B）
陳宗莹（3B）、葉芷茵（3C）

中二級

全級成績首三名
各班成績第一名

得獎者
張珍珍（2A）
黃潤祺（2B）
梁穎妍（2B）
張珍珍（2A）
黃潤祺（2B）

全級各科第一名

中四級
項

目

得獎者
鄭婉蘭（4A）
曾浠嫻（4A）
黃家慧（4C）
鄭婉蘭（4A）
陳宗誼（4B）
黃家慧（4C）

全級成績首三名

數學科、綜合科學科

張珍珍（2A）

中國歷史科、地理科

蔡曉鈴（2A）

中國語文科

黃潤祺（2B）

英文科

楊濬濂（2B）

生活與社會科

鄭永恆（2B）

數學周

各班成績第一名
全級各科第一名
中國語文科、通識教育科
物理科、化學科
英文科、旅遊與款待科
數學科
生物科
經濟科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設計與應用科技科
中國歷史科
視覺藝術科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
地理科

目

得獎者
郭栽燁（5C）
張馨文（5C）
謝瑋欣（5C）
曾曉童（5A）
黃文勝（5B）
郭栽燁（5C）

全級各科第一名
中國語文科、數學科、生物科、
化學科
英文科、經濟科、地理科
通識教育科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
物理科
中國歷史科
視覺藝術科
旅遊與款待科
設計與應用科技科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張馨文（5C）
陳曉春、謝瑋欣（5C）
謝瑋欣（5C）
梁冠輝（5C）
曾浩明（5C）
曾耀新（5C）
吳鑫淇（5C）
劉紫君（5C）
司徒國良（5C）

中山大學留影
首天，我們特意到訪暨南大學。暨南大學招生辦事處認真接待本校師生，為我們安排升學資訊講座，隨後，由擔任導賞
員的「暨大」同學引領我們參觀各處校區、大樓，讓同學對「暨大」有更具體的認識。相信這些資訊對本校同學的升學選擇路向，甚具參考價值。
第二天，是我們重訪故友的大日子。我校師生到達番禺區南村中學校園時，發現歡迎隊伍已列好陣容，貝聯珠貫，氣派昂然，熱烈歡迎我校師生到來。
我們亦抖擻精神，浩浩蕩蕩，走進南村的友誼大門。

經歷了四日三夜的行程，我校學生一方面認識了內地升學的方法及遠景，另一方面肩負起與南村中學締結友誼的目標與責任，更從旅程中了解到廣州、
番禺等地區的風俗人情及歷史文化。深信學生在這次交流活動中，已積聚了許多珍貴的知識與回憶。

逐飛盤

同學刺激地爭

跳繩運動最能鍛鍊
同
學的合作性與團體
精神

本校輔導組及學生
關顧小組聯同美差會潮
浸服務聯會，於本學年合
辦了8次中一午間小聚活
動，目的是透過多元智能
(multi intelligence)
活動，鼓勵學生運用溝
大家來拍一幀開懷的大合照
通能力(communication
skills)、手眼協調(eye-hand coordination)、解難能力
(problem-solving skills)及團隊合作精神(team spirit)，完
成一連串挑戰任務。美差會
義工對同學的投入表現及正
面回應均感到相當滿意。
看見中一同學臉上綻放
的笑容及自信，可以肯定在
我校的教育環境及薰陶下，
正培育着一群充滿潛質而極
具朝氣的幼苗。

這是一條粉紅色的小溪，
載滿我們的友誼

余國健校長、
一片
麥建文老師跟同學打成

寶貴的觀課與交流機會

暨南大學門前大合照

穗港師生共飛翔

韓國交流團

首屆中六聯校官立中學數學科模擬文憑試，已於2017年3月2日假本校禮堂順利舉行。是次
模擬試專為中六文憑試考生而設，由本校、何文田官立中學及九龍工業學校合辦，參加人數超過
200人。透過模擬試，同學能更熟習公開考試模式，吸取更多實戰經驗。負責活動的陳志偉老師
表示，是次模擬文憑試為各
校老師提供專業的交流平
台，分析考生表現，各校老
師藉此交流教學策略及心
得。模擬試能順利舉行，誠
有賴各間中學校長及老師
鼎力支持，加上學生回饋良
好，盼望來年能繼續舉辦。
超過200名學生參加本學年之聯校模擬試

本校20名中六級學生於5月26日至30日前往韓國首爾進行文化交流活動，是次交流團的主要目的是與柳
韓工業高中締結成伙伴學校，並進行簽約儀式。兩校學生一見如故，氣氛相當融洽。李文棋同學和張樂軒同
學更於歡迎會上與友校的舞蹈組切磋舞藝。此外，學生亦到訪了不少韓國的著名企業參觀，例如「LG」、
「KOGAS」和KBS電視台，他們更有機會嘗試製作泡菜和穿着傳統韓國服飾拍照。

龍翔學生近年對英文書法(English Calligraphy)漸生興趣，
當中部分同學更醉心創作有個人風格的書法作品。有見及此，英
文學會本年度再次舉辦了英文書法班，以軟筆(Brush pen)教授
如何以粗、幼線條寫出圓潤及富現代
感的英文。我們的學員在七節課程中
學會了基礎筆法(basic strokes)、
混墨(blending)、小階英文(lower
case letters)及創作富啓發性的詞語
(inspirational quotes)，同學均十分
投入及享受書寫的樂趣。

國術班
舊生會一向心繫母校，因此經常主辦及協辦不同類型、有益身心的課外
活動，讓一眾學弟、學妹，能善用餘暇，開拓
視野。本年二月下旬開始，舊生會便為本校有
興趣參與中國武術訓練的同學，開辦了「劍棍
國術班」，並邀請了李寶能學長(1978年本校畢
業)每星期一次，免費親自向同學傳授中國傳統
棍術與劍術。課程內容豐富，包括地靈劍法、
天仙劍法、光影棍及風嘯棍等。學生除了可強
身健體外，更得到李師兄在武德、道醫，以至
人生哲學上的分享及薰陶，確實獲益良多。
龍翔校友對母校的支持，
令同學受益無窮

求學問與學功夫一樣，
要先紮好根基

鄭栩楓老師和鄭芷鈿老師向韓柳工
業高中的校監和副校長致送紀念品

導師指導我們學英文書法
的態度要循序漸進，持之以恆

中韓師生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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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同學苦心經營

的成果

武學是中國的國粹，
既練力又練心

放學後在操場練練棍棒之功，
可強身健體，何樂而不為？

辯論入門訓練班
本校於本學年為高中同學開辦一項「辯論
訓練班」，由主辦機構「AECP」安排導師為12
位高中同學進行辯論教學。導師本身辯論經驗
豐富，從辨析論題、蒐集資料、編擬辯稿及臨
場論辯，都一一讓同學了解及體驗。而在課堂
上，他亦分享了許多優秀辯論短片及親自演示
多種辯題分析技巧。同學受益不淺，更期望能
於將來嘗試參與各項辯論活動。

每一筆、
每一劃都是藝術

韓服體驗

柳韓工業高中
李光明
校長簽署合約
，兩校
正式締結成伙
伴學校

班際跳繩大賽，
同學積極投入，氣氛熱鬧

中一午間小聚

英文軟筆書法班(Brush Calligraphy)

2

4-6

2017年3月9日至12日，我校8位老師與80位中五級同學，組成探訪交流隊伍，展開四日三夜「探訪姊妹學校番
禺區南村中學及內地升學資訊探索之旅」的交流活動。雖然這幾天斜風細雨，伴著幾分微寒，但仍無阻我們朝著南
村中學邁出友誼的步伐及參觀兩所國內著名大學的熱情。

行程的最後一站是參觀極負盛名的華南學府─中山大學。中山大學校舍寬廣，設施齊備。該校舉辦了一場升學資訊座談會，特意安排了幾位來自香港
的在讀學生，與我們分享中山大學的生活點滴、升學資訊和校園生活。隨後，他們更帶領我們一同遊覽校區，見識中山大學的建設規模。揮手道別時，我們
帶著滿腦子升學資訊和大志，滿載而歸。

一系列數學科專題講座為同學解惑釋疑

0507--L22223--龍翔官立中學--校訊.indd

一幕幕精彩的飛盤
大戰在本校操場展開

題詩《龍遊穗地》
龍翔訪友會中華，南北共融是一家。
穗港濃情施教業，展才育德子弟誇。

歡迎儀式完結後，我校師生「兵分兩路」，一組進行觀課活動，另一組則參與一場兩校籃球友誼賽。觀課方面，南村中學老師教學認真仔細，學生態度
允恭克讓，更邀請我校師生參與其中，委實獲益良多。籃球賽方面，經一輪切磋，最終由南村隊伍險勝，而兩隊其實都贏得了珍貴的友誼。

多樣化的數學
遊戲考驗同學的急
智

比賽分為個人賽和班級賽，既能顯示同學的個人風采，也能體現團隊合
作精神。音樂一響，緊張、激烈的比賽便正式開始。首先是一分鐘的同學牽
手跳繩比賽，各班代表都盡全力跳動，雖疲累卻快樂。其後是4x30秒接力跳
和圍圈橫排跳，成員間的默契配合，隊友們的互相支持，令氣氛高漲。最後
的項目是跳大繩，考驗同學的團隊合作性。大家都使出了渾身解數，表現出
不凡實力，讓在場的老師和學生都歎為觀止。加油聲、吶喊聲、歡笑聲此起
彼落，一陣比一陣響亮。整個校園都呈現了陽光、快樂的景象。

交 流 活 動

然後，我校吳惠霖副校長亦致辭回應，感謝南村中學的盛情招待，讚揚南村中學的優秀表現，盼望兩校能積極進取，把握未來機遇，進行更多樣化的交
流。接着，兩校交換紀念物品，南村中學賜送一幅由「廣繡」傳人陳美玲老師親繡的南村中學校徽圖案予我校；而我們亦準備了一幅由本校麥建文老師親書
的墨作「弘學彰德」，贈予南村中學。

陳志偉老師又舉辦分級「速算比賽」，是次比賽較注重邏
輯推理，要求學生須以簡潔方法解題，考驗了同學的邏輯數理
能力。

余國健校長、吳惠霖副校長、
盧鳳儀副校長與本校及友校的老師合照

中五級廣州番禺探訪姐妹學校
及探索內地升學資訊交流活動

接著，他們在演講廳中，為我們舉行了一場隆重的歡迎儀式。首先我們欣賞了南村中學的宣傳影片，了解該校近年的發展；接著南村中學曹柏生校長向
我校致歡迎辭，曹校長簡介了南村中學的基本情況和發展前景，並回顧與龍翔官立中學締結為姊妹學校以來的各種交流活動。

本學年，由數學科舉辦的數學周，於5月8日至12日舉行，
內容十分豐富，活動多姿多采，首先是數學科講座「七問七
答」。很多同學都對學習數學的方法有誤解，麥建文老師指
出不少學生用背誦方式去學習數學，而忽視在解題中需要思考
的過程及多做不同類型的題目。很多同學抱怨自己數學天份不
高，卻忽略努力才是成功之道。

聯校數學模擬試

學生發展日—跳繩比賽
龍翔官立中學首個跳繩比賽在2017年4月27日舉行。校方特別邀請了4位
「中國香港跳繩體育聯會」教練為我們表演花式跳繩。花式跳繩難度甚高，
但教練們跳得輕鬆自如，同學都專注地觀看精彩表演。

激情與緊張同在，友誼與競爭共存。這次跳繩比賽讓同學深刻地體會到
為班、為社爭光的責任感，更讓大家體會到運動帶來的快樂。

郭栽燁（5C）

鄭婉蘭（4A）
陸世昌（4C）
李心悅（4C）
曾浠嫻（4A）
李偉文（4C）
莊孝基（4C）
孔紹軒（4B）
劉志深（4C）
林柏熙（4B）
胡竣豪（4A）
岑浪榮、黃家慧（4C）
郭思亮、黃家慧（4C）

在「數學遊」有獎遊戲日中，我們設計了三個不同攤位：
有數學科自行研製及由馮玉麟老師設計的「校本ICT的應用程
式介紹及應用」，同學從中學習了如何應用電腦去解決數學及
電腦程式問題；而陳志偉老師設有考智慧和創意的「七巧板遊
戲」，發掘學生想像空間及創意；莊家榮老師則介紹如何操作
機器人，增進學生應用科技的知識，提升同學對學習「STEM」
的興趣。

學生發展日—飛盤比賽
2017年4月27日的學生發展日，我校首次為同學引入了飛
盤比賽。在幾場的飛盤比賽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博
社及謹社之間的高級組賽事。雙方實力旗鼓相當，戰況一度爭
持不下，直至完結，雙方仍難分軒輊，需採取即時淘汰來分出
勝負。最後，決定勝負的那個傳遞終於出現了，場上立時響起
熱烈的掌聲和喝采聲，既是對成功晉級者的歡呼吶喊，亦是對
雖敗猶榮的隊伍作出勉勵。

中五級
項

各班成績第一名

目

The participating students expressed that they enjoyed interacting with their peers and listening to the feedback given by the teachers from other
schools. The teachers commented that the practice provided a real exam experience for students and gave them advice on exam skills.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reﬂected that they would like to join the same kind of practice again in future.

勝負乃兵家常事，最重要是通過比賽，鍛鍊參與者的體魄
及毅力，有助同學成長和建立友誼，這才是比賽的真諦及帶給
我們的最大獎品。

全級成績首三名

項

Four secondary schools participated in the practice, including Kowloon Technical School, China Holiness Church Living Spirit College, Wai Kiu College
and Lung Cheung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Each student was arranged to complete two speaking tasks, including group interaction and individual
response.

得獎者
葉芷茵（3C）
陳宗莹（3B）
盧顯科（3A）
盧顯科（3A）
陳宗莹（3B）
葉芷茵（3C）

全級成績首三名

全級各科第一名
地理科、生活與社會科
數學科、中國歷史科
中國語文科
英文科

校 內 活 動

Inter-School Speaking Examination Practice

導師為同學講解辯論技巧，
也解釋辯論目的及態度

龍翔論壇
本校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於2017年3月
23日舉行本學年首場「龍翔論壇」，題目為
「港鐵是否有必要增設女性專用車廂」。同
學對題目甚感興趣，並踴躍表達個人意見，
闡釋個人論點。在某些觀點上，同學雖與他
人，甚至老師意見不一，然而仍能在「和而
不同」的原則下，彼此尊重的交換意見，構
建龍翔自由討論的學風。

龍翔禮堂變成了海德公園，
同學都暢所欲言

學生製作泡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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