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停課不停學

　　由於 2019 冠狀病毒病肆虐，教育局宣佈停課，本校隨即自 2 月

開始透過網上平台讓同學上課，包括網上及錄影的課堂；4 月起更進

一步推行「網上實時教學」。學生只要利用手機或電腦便可與老師互

動。我校教師團隊合共製作了超過 300 個科本錄影課堂及超過 300 個

即時錄影課堂，務求在疫情影響下，學生也「停課不停學」，抓緊學

習進度。

復課安排

　　及至 5 月底教育局宣佈復課，校方重新編排半天上課的時間表，

盡量避免學生於午膳時聚集。

　　另外，為確保學生的衛生安全，校方全面消毒校園，並加裝防疫

設備，例如大門加設了洗手盤及提供洗手液，供學生每天回校潔淨雙

手，並設有紅外線測溫儀，以確保每位回校

的學生體溫正常。至於課室安排，校方重組

班級的桌椅擺放，務求做到 1.5 米的社交距

離，有蓋操場的座椅更裝設了亞克力膠板，

確保環境衛生，讓學生及家長能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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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共度疫情

各洗手間外的地板均貼上
標貼以確保社交距離

課室教師桌前裝有亞克力透明膠板

食物部的桌上以透明膠板分隔座位

學生進入校園前必須潔淨雙手

電腦室設有亞克力透明膠板

接待處的亞克力透明膠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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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頒獎典禮暨校史館開幕
五十周年校慶啟動儀式

嘉賓合照

五十周年校慶啟動儀式 合唱團表演

點睛儀式

主禮嘉賓朱偉年博士致訓詞

　　本學年周年頒獎典禮已於 2019 年 12 月 13 日上午舉行，本校十分榮幸

能邀請校友朱偉年博士蒞臨主禮。朱偉年博士畢業於 1983 年，現為泰雷茲

( 香港 ) 有限公司亞太地區業務發展總監，同時亦是國際電腦稽核協會中國

香港分會義務秘書兼副會長。

　　當天嘉賓雲集，一同見證本校五十周年活動啟動及校史館開幕儀式，

場面熱鬧。嘉賓除了對同學的表演十分欣賞外，精心設計的燈光、勁力十

足的醒獅舞龍，也令大家讚嘆不已，掌聲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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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館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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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仙中學巡禮
　　黃大仙中學巡禮在 2019 年 11 月 10 日舉行，接待小六學生及家

長。由本校海事青年團的槍操揭開序幕，接着由黃結馨校長介紹本校

特色和教學理念。舊生鄭燕倫、譚秋華及張馨文介紹他們在龍翔官中

的學習經歷，最後是本校合唱團的獻唱，令來賓留下深刻印象。

　　是次活動有賴家教會主席劉惠新女士、舊生會主席譚憲維先生、

黃大仙區家長教師聯會等支持，特此鳴謝。

　　為幫助中一同學盡快適應

中學課程，從而提升其學習效

能，校方於 11 月推行「中一學

習大使支援計劃」(S1 Learning 

Ambassador Programs)。由老師

挑選中三至中五級學長擔任學

習大使，協助中一同學掌握學

習方法，指導他們課業及溫習

學科知識。此計劃不但促進本

校的學習氣氛及關愛文化，更

令擔任導師的學長加強信心，

可謂教學相長！

海事青年團槍操

教師舊生合照

座無虛席

中一學習大使支援計劃

龍翔合唱團舊生分享會

黃大仙中學資訊日
　　2019 年 12 月 7 日 是 黃

大仙中學資訊日，活動於黃

大仙天主教小學舉行。

　　本校設立攤位，向區內

家長介紹本校學生學習支援

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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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發展日
　　本學年的第一次教師發展日已於 9 月 19 日順利舉行。當天上午

老師先到薄扶林職業訓練局出席「職業及專業教育培訓」講座，接着

局方職員帶領老師參觀中華廚藝學院及國際廚藝學院。兩間學院設施

齊備，分別提供中華傳統廚藝與西方烹調課程，是有志修習廚藝的理

想學習地方。

　　下午時段，老師到海洋公園參加由園方主辦的「環境教育工作

坊」，內容包括介紹海洋公園的保育工作，透過分組活動讓老師接觸

海洋公園的動植物，體驗園內的海洋生態等。是次工作坊讓老師寓學

習於遊戲中，將所獲的教學資源善用於環境保育教學之上。

　　本校參加了由劇場空間

主辦之賽馬會「玩轉無疆界」

文化共融音樂計劃，並於 10

月 3 日在學校禮堂舉行音樂

劇體驗日。學生首先觀賞音

樂劇《熱鬥獅子球》的精華

片段，然後在導師的帶領下，排演了劇中精彩的一幕，是次活動

讓中三同學體驗音樂劇的各種基本元素：唱歌、跳舞和演戲。

音樂劇體驗日

　　2019 年 9 月 16 日，本校安排了一場以香港兒童文學

家阿濃的作品《濃情集》為題材之文學音樂劇，讓初中的

同學體會香港八、九十年代的校園，反思青少年在成長過

程中的種種迷思。

　　11 月 13 日，德育及公民教育組為初中同學安排觀

賞由廉政公署社區關係處及公民教育委員會籌辦的話

劇，名為《摘星定案》，向學生傳達「廉潔奉公」的公

民教育訊息。

濃情樂章 廉政劇場《摘星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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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聯歡會

多元智能挑戰營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1 日，中二級 40 位男女生參加由教育局、消防處在百勝角消防與救護學院舉辦的「多元智能挑

戰營」。學習內容包括步操訓練、救火知識、沿繩下降、黑箱訓練、消防喉轆訓練及遠足等，是次活動有效地提升了學

生的團隊及協作精神。

制服團隊齊賣旗 中二級制服團隊聯隊訓練營
　　11 月 9 日，本校制服團隊 ( 海事青年團、童軍及紅十字會

青年團 ) 參與「香港青年獎勵計劃」慈善籌款賣旗活動，培育

同學服務社群的精神。本校隊員積極參與，為當日九龍區參與

人數最多的隊伍。

　　12 月 17 日至 19 日，本校安排了中二級學生

參加「制服團隊聯隊訓練營」，目的在於鍛煉學生

的責任感及堅毅精神，從而建立個人的自律及團隊

的責任，培育同學涵養及質素。

　　12 月 20 日，本校學生會舉辦聖誕聯歡會，與全校師生同慶佳節。

　　當天聯歡會包括學生獨唱、合唱、舞蹈及樂隊等表演，更有師生合唱、抽獎等環節，令整個禮堂充滿歡樂氣氛。

　　高潮由外籍英語教師 Mr.Michael 帶領學生組成的樂隊掀起；及後鄭芷鈿老師與一眾學生會幹事合唱，聖誕聯歡會在歡

笑聲中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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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心抗疫、「疫」境同行

酒精搓手液製作及派發活動

　　2019 年 12 月 4 日，正值第六屆「國家憲法日」，本校黃

結馨校長，聯同德育及公民教育組陳威桓老師，帶領中四級中國

歷史科的學生於當日參與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舉辦之「國家憲

法日」座談會。

　　會上，特首林鄭月娥女士、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先生分別致

辭，韓大元教授及黃玉山教授亦先後發言，並與范徐麗泰主席

一同就憲法議題主持座談會，內容詳實精闢，與會者獲益良多。

學生能於活動中加深對香港法治內容的認識，為自身學習及將來

投身社會作更好準備。

國家憲法日活動

　　 本 校 於 6 月 23 日 安 排 了

13 位中四及中五級的同學，參

加由黃大仙區學校聯絡委員會

主辦，黃大仙區議會撥款贊助

的聯校活動—「齊心抗疫、

『疫』境同行」。由香港中文

大學化學系高級講師麥建華博

士作視像教學，示範製作酒精

搓手液和講解酒精消毒殺菌的

原理。同學在一小時內完成了

500 支酒精搓手液，製成品已送

贈予鄰近的小學。

　　本校為學生提供多元化課程，10 月開始特別

聯同藝術與科技教育中心合辦中一至中三級家政

課，參與同學非常認真投入。同學除了能掌握烘

焙的方法，更重要是能經歷不同的學習體驗。

初中家政課浸大生物科工作坊
　　2019 年 10 月至 11 月期間，中五級生物科同學參加香港浸

會大學生物系的課程，學習發酵技術及酶的應用等內容，並與浸

會大學學生進行了多項互動活動，包括小組匯報、實驗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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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Department 2019-2020

A live music ‘Welcome Concert’ in the English Activity Room

Primary students use their calligraphy skills to design traditional Red Banners

Halloween Drama at the English assembly

Students singing the song 
‘We are the world’ at the English assembly

English Calligraphy Talk at the Student Activity Centre

Third Inter-school

English Calligraphy Talk 
and Design Competition

English assemblies and events
The English assemblies and events are proudly presented 
by our Native English Teacher, who helps create an authentic 
English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use of music and drama.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results

Excellent Speech Festival results, with second runner-up 
solo-verse speaking prize awarded to LI Tsz Man 4B,

10 Merit awards and 2 Profi ciency 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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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陸運會於 2019 年 9 月 17 日及 18 日假斧山道運

動場舉行初賽及決賽。兩天共有百多位同學參與競逐超過

三十項單項比賽及十多項接力比賽，總參與人次接近三百，

場面熱鬧。

　　頒獎禮由本校前任老師鄭廣秋先生蒞臨主禮及致訓。同

學共打破十五項本校紀錄，為歷年之最。另外，博社以 636

分勇奪全場總冠軍，謹社奪得啦啦隊比賽總冠軍。

陸 運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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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周年金禧校慶標語創作比賽

冠軍 4A 郭偉鋒
龍翔金禧五十載，獅子山下育英才。

師生齊心賀金禧，輝煌邁向新未來。

亞軍 2C 關天寶 春風化雨五十載，龍翔傳愛育英才。

季軍 5B 梁世龍 龍翔鳳舞慶金禧，承先啟後創輝煌。

優異獎

2A 黃驛童 五十金禧迎龍翔，魚躍龍門齊歡唱。

4A 楊詩婷 春風化雨五十載，弘揚仁德育英才。

5B 黃綽軒 龍翔金禧展光芒，處處人才耀四方。

學
生
成 就 　　數學科老師培訓學生參加「大灣盃 - 粵港澳大

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0（香港賽區）」及「2020

華夏盃初賽」，成績優異。希望透過數學比賽提升

同學對數學科的興趣，從而增強解題能力。

中文科本學年獲獎項目

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SolidWorks 3D 設計比賽2019

項目 姓名(班別) 獎項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陳艷清 (5A) 銀獎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第二十四屆全港

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黃漢釗 (2A) 優異獎

香港仔坊會

「全民起動‧快樂行義」

全港原子筆中文書法比賽

黃漢釗 (2A) 初中組入圍獎

( 因疫情關係，

決賽取消 )

中文科本學年獲獎項目

書法比賽得獎者
黃漢釗同學 ( 中 )

大灣盃—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
預選賽 2020（香港賽區）得獎名單

2020 華夏盃初賽得獎名單

中一級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1A 鄭慧穎 一等獎

1A 吳錦泰 一等獎

1B 肖凌鋒 一等獎

1A 葉　浩 二等獎

1A 羅　陽 二等獎

1B 葉軍輝 二等獎

1B 張展華 二等獎

1B 黎揚婷 二等獎

1C 譚杰琛 二等獎

1C 黃以成 二等獎

1C 黃子浚 二等獎

1A 潘錦霞 三等獎

1B 王朗朗 三等獎

1B 陳　燁 三等獎

1C 舒雅芝 三等獎

1C 譚嘉俊 三等獎

1C 張焌豪 三等獎

1C 王華國 三等獎

1C 劉家圳 三等獎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1A 鄭慧穎 一等獎

1A 黃倩桐 二等獎

1B 肖凌鋒 二等獎

1A 葉曉霖 三等獎

1A 陳俊楠 三等獎

1A 吳錦泰 三等獎

1B 覃煒基 三等獎

1B 葉軍輝 三等獎

1B 叶毅康 三等獎

中二級

2C 黎錫茹 二等獎

中三級

3B 洪煜森 一等獎

3A 鍾曉如 一等獎

3A 葉慧蓓 二等獎

3A 鍾天嬌 二等獎

3A 廖　揚 二等獎

3A 盧億詩 二等獎

3A 符青梅 三等獎

高中組

4A 王奕純 二等獎

4A 黃鎮華 二等獎

4A 邱叙玲 三等獎

4A 馮浩嵐 三等獎

4A 林家宜 三等獎

　　本校同學於第七十一屆香港學

校朗誦節成績驕人，4A 袁懿雋和 2A

張雅汝同學分別在中四普通話男子

詩詞獨誦和中二普通話女子詩詞獨

誦贏得亞軍，而 4B 李子文在英詩獨

誦比賽勇奪季軍。

　　總結成績，本校在英文朗誦共

獲得優良獎狀十項，良好獎狀兩項。

普通話朗誦獲得優良獎狀十一項，至

於粵語朗誦則獲得優良獎狀兩張。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成績輝煌

英文組得獎者李子文同學

中文組得獎者
黃漢釗同學（左）
和鄧國賢同學（中）

普通話組得獎者袁懿雋（左）與張雅汝（左二）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1C 譚嘉俊 三等獎

1C 譚杰琛 三等獎

1C 黃子浚 三等獎

1C 張焌豪 三等獎

2A 官俊琳 二等獎

2A 葉志瑩 二等獎

2A 陳昕悅 三等獎

2A 何曉亮 三等獎

2A 呂雪華 三等獎

SolidWorks 3D 設計比賽 2019 ： 
4A 葉芷萱 及 4B 馬海琳獲得季軍及網上最受歡迎設計獎

　　2019 年暑假，4A 葉芷萱及 4B 馬海琳，參加

由智誠科技有限公司舉辦的「SolidWorks 3D 設計

比賽 2019」，獲得中學組季軍及「網上最受歡迎

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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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獲獎

　　12 月 14 日至 17 日，本校中三級學生在六位老師帶領下前赴上

海，參與「同行萬里」中學生內地交流團，探索上海的經濟發展與

城市規劃，同時探訪我們的姊妹學校，上海閔行區教育學院附屬中

學。

　　在上海附中陶永林校長及楊希副校長的領導下，我們參與了他

們的升旗儀式，3A 葉慧蓓同學及廖揚同學於早會上致辭，表達龍翔

師生到訪的榮幸與喜悅。其後展開不同主題的交流活動，包括扇畫

製作，此外 3A 歐陽銘藝同學即席以鋼琴彈奏起龍翔官立中學校歌，

全體中三學生隨即昂然唱起校歌，不忘校恩之餘，同時傳達友誼。

優 良 務

境

顧 獎

外

客

交

服

流

The English Department received the Good Customer 
Service Award (4 th Quarter of 2019) at EDB in 
recognit ion of great teamwork and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teaching. 

中三級上海交流團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獎項 / 組別 獲獎者

羅氏慈善基金教育局 應用學習獎學金

(2019/20 學年 )

獎學金 6C 林芝影

黃大仙文志基金

黃大仙工商業聯會

黃大仙區學校聯絡委員會

2018-2019 年度

黃大仙文志獎學金

最顯著進步獎

( 中學組 )

6C 林華勇

東九龍青年社 第十三屆黃大仙區

傑出學生選舉

優秀學生 ( 初中組 )

優秀學生 ( 高中組 )

2A 馮慧欣

5A 陳艷清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

高中學生獎

獎學金 6C 葉芷茵

6C 陳宗瑩

扶貧委員會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明日之星—上游

獎學金獎勵計劃

獎學金 5B 鄭永恆

5C 黃健麟

Together we grow 鄧智謙先生獲獎照

　　本校資訊科技資源主任鄧智謙先生榮獲

教育局 2020 年「優良顧客服務獎勵計劃」

第一季季獎。鄧先生工作態度認真，不辭勞

苦，尤其停課期，為同事解決不少網上實時

教學的技術難題，貢獻良多，殊堪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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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2 日，本校學生參加「海南古韻傳承

交流計劃」，交流期間學生共到訪五個城市和一

個自治縣，包括海口市、儋州市、文昌市、萬事

市、瓊海市和陵水黎族自治縣。

　　海南之旅讓學生瞭解海南從古至今的歷史和

文化，更認識到一個全新發展的海南。

　　同學繼續延展在交流活動所得，在 9 月 19

日參與由香港海南社團總會主辦之「2019 學子

瓊心、展愛心」活動。在黃大仙廣場擺放展板介

紹海南島風貌，事前亦籌劃繪製椰子殼作盆栽，

在展覽完畢後探訪黃大仙區老人中心，並以盆栽

作禮物。學生在活動過程擔任「學習經歷設計

者」的角色，發展多元學習經歷外，更體驗社會

服務工作。

海南古韻傳承交流計劃及
2019 學子瓊心、展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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