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學年的開放日已於 3月 30 日舉行，主題為「科技展藝  創新體驗」

(A Journey of STEAM Exploration)。

　　開幕禮在上午九時正舉行，我們誠邀了藝術與科技教育中心陳章霖校長擔任主禮嘉賓，更獲本校校友中華煤氣

工程總監敖少興先生蒞臨擔任頒獎嘉賓。精彩的學生表演目不暇接，包括雙人鋼琴演奏、英文小組合唱、英語戲劇、

啦啦隊表演及海事青年團槍操等。學生盡顯各項潛能，出席典禮的家長、老師及小學生都讚賞不絕。禮成後，小學

校際無人機編程大賽及「龍翔盃」小學校際數學比賽隨即展開。

　　本校的師生還設計了 11 個別出心裁的攤位遊戲，包括飛出新角度、妙筆生

輝展才華、科技手工展才能、科幻魔術、虛擬運動挑戰賽、虛擬實境歷奇及奇妙

照相館等。此外，還有多元化的體驗工作坊，包括射箭、「LASER CUT」、縮型

膠製作、旋風球等。

　　下午隨即頒發比賽獎項，包括小學校際無人機編程大賽、「龍翔盃」小學校

際數學比賽、「龍翔盃」小學藝術創作比賽及聯校英文感恩卡設計比賽。

　　當天到訪的學生和家長多達五百人，他們均表示各項活動及攤位遊戲極具創

意，並且融入科技元素，配合主題，有效展示學習成果，對同學的表現擊節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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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翔官立中學龍翔官立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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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有潛能，
個個可成功。

龍翔盃
小學視藝創作比賽頒獎禮

務

黃結馨校長 ( 右一 ) 陪同主禮嘉賓藝術與科技教育中心陳章霖校長 ( 中 )、
國際專業無人機學會副會長余智新先生 ( 右二 )、

家教會主席劉惠新女士 ( 左二 ) 及舊生會主席譚憲維先生 ( 左一 ) 主持開幕禮

中華煤氣工程總監敖少興先
生 ( 右 ) 頒獎予「龍翔盃」
小學校際數學比賽的優勝者

 

科
技展藝 創新

體驗

1



中史攤
位甚受

小學生
歡迎

小學生的
家長非常

熱衷

參與虛擬
實境體驗

英文書法攤
位

英文小組合
唱 啦啦隊表演叫人賞心悅目

　　5月24日是本學年中六級學生畢業典禮的大日子。
當天下午，同學穿上畢業袍，莊嚴地迎接這個重要的時
刻。

　　典禮承蒙前任校長李永良先生親臨主禮及授憑，舊
生會主席譚憲維先生及家長教師會主席劉惠新女士擔任
嘉賓，令畢業典禮倍添光彩。

　　首先由黃結馨校長致歡迎辭，感謝嘉賓及家長出席
典禮，並祝願同學畢業後鵬程萬里，寄語同學要飲水思
源，他日回饋母校。及後，由李永良校長致訓辭，鼓勵
畢業生在不同的範疇發揮自己的潛能，並常存感恩之心，不吝嗇奉獻自己的所長，更獻唱《喝采》一曲勉勵
同學，期盼他們有理想的將來。然後，所有出席畢業禮的中六級同學，在三位班主任宣讀姓名後，逐一上台，
從嘉賓手上接過畢業證書，並按班別逐一拍照留念。簡單而隆重的畢業典禮亦隨着全場合唱一闕校歌而結束。

　　禮成後，老師、家長與同學互訴衷情，拍照留念，成長的歡聲與不捨的淚珠共譜畢業的樂章，期望中六
級同學能向着夢想飛翔，活出美好的人生。

中六畢業典禮

中六級學生穿上畢業袍興奮地合照

同學，期盼他們有理想的將來。然後，所有出席畢業禮的中六級同學，在三位班主任宣讀姓名後，逐一上台，
從嘉賓手上接過畢業證書，並按班別逐一拍照留念。簡單而隆重的畢業典禮亦隨着全場合唱一闕校歌而結束。

　　禮成後，老師、家長與同學互訴衷情，拍照留念，成長的歡聲與不捨的淚珠共譜畢業的樂章，期望中六
級同學能向着夢想飛翔，活出美好的人生。

黃結馨校長 ( 右 )
頒發紀念章予主禮嘉賓，
前任校長李永良先生 ( 左二 )

學生穿上宮廷服
演出英語戲劇

海事青年團的隊員英明
神武地表演槍操

雙人鋼琴
演奏，旋

律優美。

大部份學生
是首次嘗試

射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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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大仙區鄰舍團年飯 2019」於 1 月 26 日在睦鄰
街球場舉行，主題是「鄰舍 ‧ 一直都在」。本校師生榮
幸獲邀參與是次活動，為社群服務和表演。

　　在黃家威老師的領導下，中三至中五級的義工服務團
隊熱情款待黃大仙區長者坊眾，數十位義工同學的服務表
現大獲好評。

　　坊眾在享用盆菜美食之餘，更可欣賞到精彩的表演，包括醒
獅、花式跳繩和劍擊等。壓軸演出是由鄭浩強副校長和外籍老師

帶領的十六人師生英文樂隊，他們分別獻唱了英文歌《Fade》和《A Little Love》，並合唱了經典金
曲《獅子山下》，贏得全場掌聲。

　　參與的同學除了學習到良好的服務精神，更在品格培育方面得益不少，達到全人教育的目標。

鄰舍團年飯

學生躍動，充滿活力。
廖玉霞老師 ( 右 ) 落場獻技

麥建文副校長 ( 右 ) 頒發獎項予勝出班別

參觀濕地公園
　　學生發展日的上午，全體中五級學生前赴
天水圍香港濕地公園，欣賞濕地生態。師生腳
踏木板橋前行，沿途天光水色，如鏡般明澄的
水面上有白鷺、水鳥、紅樹林、風荷等物種，
讓我們探索野生生物奇趣，樂而忘憂。

同學通過清理岸灘廢棄物，
親身體驗保育的重要。

師生在香港濕地公園入口合照

　　　職場體驗課程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於學生發展日安排了 4B
班學生參與香港建造學院體驗課程，讓學生親身
體驗建造業的專門工藝，協助他們為個人工作路
向作好準備，課程中學生能親身體驗工藝製作過
程，豐富自己的學習經歷。

　　此外，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與通識教育科合
辦「職場體驗工作坊：社會企業『銀杏館』」。
4A 班學生前往油麻地的「銀杏館」，它是以輔
助長者就業為目標的社企餐廳，學生實地考察社
企運作，反思社企的存在價值和意義，更可以親
身與長者員工交流，認識在人口老化下長者再就業的困難情況，並認識社企如何讓
他們發揮所長，豐盛人生。

銀杏館的長者員工跟
學生分享工作的喜與樂

　　下午是體育競技日—班際跳繩比賽。比賽項目包括「同學牽手跳」、「4人 X30 秒接力
跳」、「圍圈橫排跳」及「五人大繩接力跳」。整個比賽過程十分精彩，同學都全情為自己
班別吶喊助威，場面熱鬧。最後由 2A班和 3A班奪得初中組冠軍，5A班則獲得高中組冠軍。
為了令老師都能參與賽事，我們更增設了「師生朋友跳」，供師生即場報名，最終由楊慧儀
老師與李張清同學的團隊勝出。

學生為長者添飯送暖

學生透過服務社群，建立正確
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態度。

師生的壓軸表演十分精彩

中三級

中五級

跳繩競技

中四級

學生發展日

科學嘉年華　
　　「STEM教育組」於學生發展日上午為
中一及中二級學生籌辦了新奇有趣的科學
嘉年華。

　　我們準備了多元化的工作坊，包括發
揮創意的「Tinkering 動手體驗閣」；鼓勵
學生探究科學的「高斯加速器挑戰閣」；
還有讓同學了解飛行原理和簡單力學的
「奇妙的飛行理論工作坊」及認識指紋鑑
證和指模套取的「潛行指紋工作坊」。

　　最令人期待的是數碼星空之旅，星空
模擬軟件將壯麗星空呈現在巨型圓拱天幕
上，同學有如走進曠野的星空，體驗宇宙
的虛擬旅程，了解斗轉星移背後的天文知
識並享受觀星的樂趣，確是一次深刻難忘
的體驗。

學生正在創作具個人風格的
識畫識走機械人

識並享受觀星的樂趣，確是一次深刻難忘

學生研究如何增強高斯磁力砲的威力

中一及中二級

海岸清潔活動
　　配合本年度世
界海洋日「齊護海
洋復育生機」的主
題，服務學習組鼓
勵和推動同學參加
岸灘清潔活動，攜
手保護海洋。

　　學生發展日的
早上，中三級同學
乘搭由環境保護署
提供的旅遊車，前往大埔三門仔沙欄進行清潔行動。

　　同學表現落力，全心全意地清潔海岸，儘管當日天氣悶
熱，又有蚊蟲滋擾，他們仍竭盡所能完成任務，值得嘉許！

學生服務社會後，
明白助人為快樂之本的真締。

全方位學習活動

服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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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5 月 4 日，海事青年團龍翔分隊的隊員身兼
多重任務，參與了三項活動：「五四一百周年灣仔金紫荊
廣場升旗禮」、「赤柱龍舟熱身賽暨紀律部隊龍舟邀請賽
制服團隊龍舟邀請賽 2019」及「2019 年海事青年團新隊
員聯校結業匯操」。

　　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周年，升旗禮蔚為盛事，我校共
有 5 位隊員（4B 張浩文、4B 黃俊軒、3A 陳森威、3A 卓
育超、3B 孫小鵬）為海事青年團應屆儀仗隊，擔任升旗
禮步操隊伍。當天清早，一批新隊員已穿着整齊制服在灣
仔參與升旗禮。在主禮嘉賓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政務
司司長張建宗先生、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先生等到場後，儀
式正式開始。我校同學不論是場中步操的健兒，還是席上
觀禮的隊員，都專注投入細聽五四宣言，認真參與儀式。

　　升旗禮後，我們的新隊員馬不停蹄，隨即趕赴九龍灣
輔警總部，參與新隊員聯校結業匯操。黃結馨校長更穿上
長官制服，一同參與盛事，鼓舞隊員，2B 曾楚欣成為本
隊年度最佳新隊員。另一邊廂同時傳來捷報，我們海事隊
伍在赤柱龍舟比賽中勇奪季軍，當中有一半成員是來自
「龍翔」的學生，消息令人振奮！

　　5月 4 日對龍翔海事隊員來說，是忙碌的一天，也是
收穫豐碩的一天。

　　中國語文科於 5 月 16 日為高中同
學舉辦「文憑試作文竅門講座」，主講
嘉賓為香港考評局中學文憑試中國語文
科卷二前任試卷主席劉國昇先生。

　　劉先生列舉歷年文憑試的不同題
型，將擬卷、評卷心得及取分技巧逐一
講解，同學無不專注於劉先生鉅細無遺
的分析，更不時將重點要項筆錄。

　　科組老師期望同學能釋疑解迷，他
朝應試摘星而歸。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為中三級同學舉辦了一系列的高中選科
講座，讓同學及早了解高中課程及提供的選修科目。

　　由於部份選修科目沒有納入初中課程，因此在 2月份為同
學舉辦講座，闡述「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會計及財務
概論科」、「經濟科」和「旅遊與款待科」的課程大綱。並在
3月份舉辦「與科主任及師兄師姐對話」的活動，邀請所有任
教選修科的科主任和負責老師，與正在修讀相關科目的中四、
中五級同學，為中三級同學進行了四輪的小組分享。中三級同
學按照心儀的選修科目加入小組，認真聆聽科主任及師兄師姐

的讀書心得，場面非常
熱鬧，同學獲益良多。

　　4 月份更誠邀家長
出席選科講座，公佈來
年的選修科組合，同學
可按照個人興趣、期考
成績及未來出路作出明
智的選擇。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於 2月 14 日舉行「模擬放榜工作坊」，
協助中六級學生準備文憑試放榜後的升學及就業路向。

　　是次活動由本校與香港聖公會聖利協會合辦，活動內容包括
放榜流程體驗、模擬面試、小組面談等，讓學生在模擬環境中自
己抉擇及行動，盡早規劃未來。透過小組分享，讓同學思考現時
的目標和出路計劃。然後，按照成績預測，派發一份模擬成績單，
同學需在短時間內接受
結果，並即時為自己的出
路做選擇，選擇既要達到
成績要求，又要符合個人
目標，並即場進行面試和
等候結果。

　　最後，同學在社工帶
領下進行反思，總結經
驗，並為七月的放榜做好準備。

海事青年團參與五四升旗禮及新隊員聯校結業匯操

　　1月 29 日，中文科和視藝科於放學後在有蓋操
場舉行「全校齊齊寫揮春」活動。同學和老師爭相
揮毫，優秀作品更張貼於展板上。

　　中文學會在接續的元宵佳節舉行「元宵猜燈
謎」活動，師生齊動腦筋猜燈謎，氣氛熾烈。猜中
謎底的同學獲贈中國特色小食，盡享節日的歡樂。

賀年活動雙響炮 中文科講座

中三選科講座系列
模擬放榜工作坊

齊寫揮春賀新禧

劉先生用心講解，同學專注筆錄要點。

龍翔分隊應屆儀仗隊隊員
參與升旗禮步操

龍翔分隊派出學生參加「赤柱龍舟熱
身賽暨紀律部隊龍舟邀請賽制服團隊
龍舟邀請賽 2019」，勇奪季軍。

海事青年團團隊司令陳偉強上校 ( 中 )
與龍翔分隊的師生在金紫荊廣場合照

黃校長 (中 )穿上長官制服參與「2019
年海事青年團新隊員聯校結業匯操」

選修科的負責老師，以小組分享形式，
為中三級同學講解相關科目的要求。

中六級學生進行模擬面試，
為文憑試放榜作準備。

學生聚精會神競猜燈謎 學生書寫的揮春都充滿創意

學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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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students have 
embraced coffee culture, which 
is designed as the theme of 
LCGSS English Week 2019.

On 11 March, the English 
Week started with calligraphic café menu designing. Students 
rolled up their sleeves and dug into the task with gusto. Many 
beautiful works of art were created and displayed. The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ompetition on the theme of café culture 
was held on the following day. There were two topics – “A nice 
café that I have recently visited” for the junior forms, and “The 
café culture in Hong Kong” for the senior forms. Competitors 
presented their outstanding speeches, making it difficult to 
choose the winners. The 
third day was all about 
fun. Students rushed to 
the covered playground, 
with their English Café 
Vo u c h e r s ,  h o p i n g  t o 
collect all stamps from the 
game booths, in order to 
get a chance to visit the English Café.

At the end of the week, students came together to celebrate 
at the English Café. Soft coff eehouse jazz music fi lled the air, 
mixing with the scent of freshly brewed coff ee, and the sight of 
delicious cakes set on lovely tables. It was an excellent authentic 
environment for the students to practise English through 
ordering drinks and food. Well done to everyone involved!

Plato once said, “Music gives a soul to the universe, wings 
to the mind, flight to the imagination and life to everything.” 
On that note, eleven students from Lung Cheung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 descended on Tang King Po College in Mid-
Levels to spark the minds and souls of their peers.

　　本校聯同沙田梁文燕紀念中學及沙田官立中學合辦「官立
中學數學科聯校模擬文憑試」，並於3月 7日在本校禮堂舉行。
參與學生超過 200 人。透過模擬考試，同學能熟習公開考試模
式，汲取更多實戰經驗，藉此訓練學生應付公開試的策略。

　　是次模擬考試為夥伴學校老師提供專業的交流平台，分析
考生表現。模擬考試能順利舉行，有賴夥伴學校的校長及老師
鼎力支持。合作計劃的夥伴學校教師成立學習圈，共同備課，
互相觀摩切磋，加強課研，交流教學經驗，盼望來年能聯繫更
多學校參與。

English Band Show

數學科聯校模擬試及學習圈

Students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booth games

get a chance to visit the English Café.

Adjudicators (left to right) - Mr. HK 
Cheng, Principal Wong and Mr. Michael

Thanks to the hard work of English 
Ambassadors and the support from teachers

S1 Singing Group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LCGSS & HKTKPC

合作計劃的夥伴學校教師
成立學習圈，共同備課。

「官立中學數學科聯校模擬文憑
試」參與學生超過 200 人

　　4 月 2 日，圖書館透過新閱會邀請到
《快樂可以很簡單》的作者陳奐仁先生擔
任作家講座的演講嘉賓。

　　陳先生分享了從小至今為追尋夢想所
遇到的困難及趣事，作為音樂人，自己的
聽力比人差，但因為夢想他不惜放棄一切，
從新加坡孤身隻影來港發展，此番經歷感
動了在座的同學。

　　在問答環節，同學積極發問，藉此了
解他的想法及價值觀，氣氛熾熱。

　　5 月 7 日，本校邀請到第 13 屆港區人大政協代表吳秋北先
生，到校主講一場題為「紀念五四運動一百周年學校講座—談
青年人的使命及發展機遇」，對象為中一和中二級的同學。

　　吳先生以五四運動的歷史作背景，
簡述一百年前中國的國情與所面對的嚴
峻局面；其後再以短片分享今日中國的
發展形勢，並談及「大灣區概念」、「一
帶一路」的發展機遇。

　　席間他多次向同學提問，同學都踴
躍回應，反應熱烈。吳先生囑咐年輕人
多關心時事、國家發展，積極思考自己
的未來出路，把握機遇，建設家國，迎
接種種挑戰。

港區人大政協代表青年講座

吳秋北先生 ( 右 ) 在講
座後致送紀念品予學生

音樂人陳奐仁先生以
作家身份到校主講

作家講座

English Week 

　　輔導組將「快樂人生」定為本學年輔
導周（4 月 25 至 30 日）的主題，將十個
簡單的元素融入每天的午間活動，希望同
學可以在校園感受到歡樂，並將正面訊息
感染身邊的人，活出精彩人生！

　　午間攤位活動多姿多采，有創意思維
訓練活動，同學需要動腦筋完成遊戲，然
後在曲奇餅上自行加工，送給師長或自己

享用。另外，有撰寫感恩卡活動，以文字對別人表達謝意及欣
賞；同學亦可自製滴膠匙扣，饋贈師友；還有多個遊戲攤位，
強化同學的溝通、表達能力及多角度解難能力。

　　午間音樂表演更得到
老師及學生鼎力支持，師生
以歌聲帶出勵志、積極人
生觀，校園滿載悠揚樂韻。
我們首次以慈善形式舉行
「愛心 café」，同學將學
到的咖啡拉花技巧學以致
用，為聖基道兒童院的「愛
心小天使計劃」籌得善款，
幫助有需要孩子。

輔導周

黃結馨校長 ( 左二 )、麥建文副校
長 ( 右一 ) 及鄭栩楓老師 ( 右二 )
齊參與「愛心 café」的善舉

團契師生合唱
同學開心合照，提升
校園快樂指數。

同學自製曲奇餅，
創意無限。

5



　　本校啦啦隊「Sparrow」於 2月 24 日代表黃大仙區參加第七屆全港運動會十八區誓師
暨啦啦隊大賽，並勇奪最具地區特色獎亞軍。
　　啦啦隊由本校初中級共 30 位同學組成，在陳沛鈞老師和甘德芳老師帶領下，經過多月
來的艱辛訓練，隊員充分發揮團隊合作精神，舞步編排與場景配置均展現了黃大仙區的特
色，同學運用了創意及藝術設計將黃大仙祠、南蓮園池和獅子山融入表演中，表現出色，
大獲好評。
　　啦啦隊獲邀出席第七屆全港運動會黃大仙區代表團授旗禮暨誓師大會、第七屆全港運
動會開幕典禮及第七屆全港運動會閉幕暨綜合頒獎典禮，作出表演助興。

　　本校籃球隊參加了由黃大仙區康樂體育會主辦的「2019 黃大仙區學
界籃球聯賽」，經過為期近兩個月的積極備戰，籃球隊終脫穎而出，勇奪
盃賽總冠軍。籃球隊素來操練勤勉，比賽期間更展現力爭上游及不屈不撓
的精神，勇奪佳績，可喜可賀！

啦啦隊勇奪最具地區特色獎亞軍

黃大仙區
學界籃球聯賽摘金

啦啦隊大合照
啦啦隊獲邀出席第七屆全港運動會
黃大仙區代表團授旗禮暨誓師大會

黃校長 ( 左 ) 為鼓勵同學，
陪同啦啦隊參賽。

　　遠道從新加坡來港的「南華中學」（Nan Hua High School），
由 5位老師帶領着 40位初中同學在 6月 4日到訪龍翔官立中學。

　　是次交流的主題為「制服團隊」。本校派出「香港海事青年
團龍翔分隊」（HKSCC T. S. Drake）、「童軍」與「紅十字會青
年團」三隊制服團隊，與友校進行連串活動，共譜友誼樂章。

　　首先，由黃結馨校長於禮堂致歡迎辭，欣喜南華中學一眾
師生的來訪，並期望交流帶來豐碩的成果；南華中學的老師 Mr. 
Low Wei Chuan, Matthias 亦代表致辭，為我們介紹新加坡的制服
團隊「全國學生軍團」（National Cadet Corps），並將新加坡的
精神帶給我們。

　　我校制服團隊以匯報揭開序幕。三隊團隊各自運用簡報、短
片，介紹本校的制服團隊架構及社區服務的參與。及後，南華中
學的同學為我們準備了精彩的歌舞表演，所表演的舞曲由該校老
師創作，然後演唱新加坡的國慶主題曲《Our Singapore》及一首
甚具南洋情懷的傳統歌曲。

　　接着我們移師到地下操場，觀賞本校制服團隊的聯隊檢閱儀
式，我們並邀請了南華中學的Mr. Low 擔任主禮嘉賓，為各隊進
行檢閱。隊員精神抖擻、準備充足，在檢閱過後，昂首挺胸，邁
開步伐，以步操方式走過檢閱台，向嘉賓敬禮。

　　儀式完畢，我們拍攝大合照，然後由海事青年團龍翔分
隊表演一場「無口令步操」（Silent 
Drill），隊員訓練有素，步法井井有條，
表演認真仔細，南華中學一眾師生都大
為讚賞。隨後，南華中學的同學為我們
準備了一些具有特色的分組遊戲，本校
三隊制服團隊亦設置了攤位遊戲，與南
華中學的師生同樂。

　　中午時分，南華中學師生需要繼續
其他訪港行程，我們必須告別。儘管彼
此依依不捨，但我們都得到了豐盛的收
穫。我們承諾籌辦新加坡學習交流，
屆時必定回訪南華中學，延續我們的友
誼。南華中學的師生與我校制服團隊合照

學 生 成 就

黃大仙區區議員簡志豪先生 ( 中 ) 頒發獎項予本校籃球隊

新加坡南華中學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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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員 ( 白衫 ) 控制水底機械人完成
保育及拯救任務

本校在「水底機械人大賽 2019」
奪得聯校最佳共融獎及銅章級成績

　　由國際專業無人機學會主辦之黃大仙及九龍城區校際
「無人機」編程比賽，於 3月 9 日假本校禮堂舉行。本校
同學在陳沛鈞老師和鄭廣秋老師的領導下，充分發揮團隊
合作精神，突圍而出，勇奪三個獎項，包括全場總亞軍、
編程任務比賽季軍及最具創意無人機設計獎。

　　本校學生於香港校際戲劇節英文戲劇比賽及普通話戲劇比賽的表現出色，贏得評判一致讚賞，
勇奪以下六個獎項：
　　英文戲劇比賽：傑出演員獎（4A黃湛鈞、5C葉芷茵）、傑出劇本獎、傑出舞台效果獎
　　普通話戲劇比賽：傑出演員獎（4A陳艷清）、傑出合作獎
　　此外，本校英文戲劇組於
第二屆官立中學聯校英文戲劇
比賽囊括十一個獎項，成績優
異。除了評判推介大獎及傑出
整體表現獎外，更奪得傑出導
演獎（5C 葉芷茵）、傑出劇
本獎、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
合作獎及傑出演員獎（5C 葉
芷茵、4A黃湛鈞、4B陳泓國、
3A葉芷萱、1C楊瑜帆）。

　　在 3月 23 日及 6月 4日，2A 葉慧蓓、盧億詩、鍾天嬌、歐陽銘
藝及朱泓睿出戰由香港科技大學主辦的「水底機械人大賽 2019」。
　　是次比賽除了推廣科技教育外，更推動社會共融，讓學生學習與
不同人士和諧共處。比賽共邀請了 48 所學校參加，既有主流學校學
生，又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肢體殘障學生及少數族裔學生，大家
需製作機械人完成水底任務。
　　本校的隊伍於初賽表現出色，在陸上的任務全取滿分並進入決賽。
隊伍在決賽當日不負眾望，獲得聯校最佳共融獎及銅章級殊榮，成績
令人鼓舞！

　　5A 梁悦敏、5C 宋綺婷、3A 黃綺琳及馬海琳，參加由
香港學者協會、香港數理教育學會、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科學館合辦的「2019 趣味科學比
賽—拾級而下」，分別獲得高班組二等獎及低班組三等
獎。得獎同學獲大會頒發獎狀及現金，以作鼓勵。

2019 趣味科學比賽

校際無人機編程比賽

戲劇比賽屢獲殊榮

水底機械人大賽 2019

學生全情投入演繹話劇中的角色

師生齊出席第二屆官立中學聯校英文戲劇比賽頒獎典禮

高班組參賽同學手持機械
人與莊家榮老師 ( 右 ) 合照 低班組參賽同學接受獎項

　　4A黃湛鈞、黃浩銓及4B鄭永恆、
鄧鴻燊參加了「Wall Street English」
舉辦之英文短片製作比賽，獲頒良好
獎狀。

Wall Street English 2018
Have Your Voice Heard Video Shooting Competition

黃結馨校長 ( 右 ) 與得獎團隊合照 學生操作無人機的實況

　　為期四天的「新加坡升
學、科技及通識學習之旅」從
2019 年 1月 25 日起展開。

　　四天的行程劃分為兩個範疇。第一個是生態和環境保育體驗，參觀了兩個濕地保護區、現代農業有機耕種、海濱堤壩和城市規
劃館，讓同學認識新加坡的環境保護和綠化情況，體會新加坡人對大自然的尊重。

　　另一個範疇是參觀當地特色景點。分別到訪了當地的組屋、天台花園、牛車水和魚尾獅公園。最令同學印象深刻的是魚尾獅公
園，魚尾獅通體白色，顯現出獅子的威武，而下身的魚尾鱗片，更富層次感，尾端抬到身前，似要拍打波浪，一股力量感盡顯。

　　四天的行程劃分為兩個範疇。第一個是生態和環境保育體驗，參觀了兩個濕地保護區、現代農業有機耕種、海濱堤壩和城市規

師生拜訪新加坡 SIM大學

　　四天的行程劃分為兩個範疇。第一個是生態和環境保育體驗，參觀了兩個濕地保護區、現代農業有機耕種、海濱堤壩和城市規

魚尾獅像是新加坡的著名地標

境 外 交 流

新加坡升學、
科技及通識學習之旅

學生在普通話戲劇比賽的演技精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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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師 快 訊

《翔風》總編輯：蕭一偉老師    　      編輯組成員：陸宛茵老師

　　黃家威老師
憑藉優秀工作表
現，獲教育局頒
發「2018 年第四
季優良顧客服務
獎」。黃老師在
黃結馨校長和麥
建文副校長的陪
同下，於 3 月份
在政府總部接受
獎項。　

　　鄭芷鈿老師
參加了香港教育
專業人員協會及
香港硬筆書法
家協會合辦的
第 23 屆全港中
小學中英文硬筆
書法比賽，於教
師組中獲得優異
獎。

書法比賽奪獎優良顧客服務獎

鄭芷鈿老師 ( 左 ) 奪得書法比賽優異獎

　　艷陽高照的 3 月 21 日，黃結馨
校長與麥建文副校長帶領着中五級的
60 名學生及 5 名教師，前赴番禺區
南村中學探訪，順道探索內地升學情
況和認識新中國的藝術文化。

　　參觀的首站是赫赫有名的廣東美
術館，隨團的李偉傑老師引領學生欣賞中國現代的潑墨山水畫、油畫及裝置藝
術，讓學生領略到新中國的美學，並深化他們的藝術素養。

　　旅程中的焦點之一是參觀兩所重點大學—中山大學和暨南大學。中山大
學建於 1924 年，由孫中山先生創辦，是國內一流的綜合性大學；暨南大學則於
1958 年在廣州重建，是第一所由國家創辦的華僑高等學府，屬中港台地區及華
僑學生赴內地升學的首選。兩所大學均安排了職員向同學講解報讀的條件與學
生的學習情況，提供了最新的升學資訊。中山大學更安排了大學生陪同我們漫
遊校園，讓我們感受校園濃厚的文化氣息。部份「龍翔」學生造訪後，學習的
心態遽然不同，有的立志奮發學習，更積極考慮到內地升學。

　　交流活動的重點是拜訪姊妹學校南村中學，甫抵步他們便派出管樂團以曲
會知音，絲竹奏樂仿如一泓清泉，令人逍遙愜意！接下來是分組參與興趣課，
有的跟隨學習中國書法，浸淫於紙香墨韻；有的學習淡雅悠閒的廣綉，一針一
線於扇面交織圖案。同學都感受到內地教師春風化雨重視萌發學生國學的根苗。
南村中學的曹校長更邀請師生們到飯堂解饞，品嚐他們日常的午膳，膳食水平
不亞於著名食府！

　　暫別南村中學後，驅車前往番禺的名勝「餘蔭山房」，它是道光年間舉人
鄔彬的私人花園。整座園林的佈局靈巧精緻，馬頭牆、小青瓦、蠔殼窗、層樓
疊院、高脊飛簷、曲徑回廊，中國建築美學盡收眼底，讓人感受到那份寧靜致遠。

　　整體旅程愉快，祈盼南村中學師生的回訪，我們可一盡地主之誼，再續穗
港之濃情。

黃家威老師 ( 左二 ) 在黃結馨校長 ( 右一 ) 和
麥建文副校長 ( 左一 ) 陪同下接受獎項

探訪姊妹學校番禺區南村中學及
內地升學規劃與藝術探索之旅

術館，隨團的李偉傑老師引領學生欣賞中國現代的潑墨山水畫、油畫及裝置藝

全體師生在中山大學圖書館門前留影

全體師生在暨南大學的地標合照

黃校長 ( 右 ) 和張智慧老師 ( 左 )
陪同學生參加廣綉班

南村中學曹校長 ( 前排中 ) 接受
黃校長 ( 前排右三 ) 贈送錦旗

麥建文副校長在書法班展露技藝

餘蔭山房古樸淡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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