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2016-2017 校務報告
學校及課程發展
1. 我校以學生為本，實踐全人教育。本年度據此提出了六個導向：1. 學習；
2. 品格；3. 健康；4. 人際；5. 規劃；6. 專業 (工作準備)。
本校統整生涯規劃、學生輔導、品德教育、學生成長支援、學習支援等，
由班主任進行小組輔導，實施個別學生輔導支援，落實以學生為本的關
愛文化。
2.
3.

4.

5.
6.
7.
8.

本年度關注事項為：1. 推展全面輔導，關顧學生全人發展；2. 結合德
育訓輔，培育守規明理青年；3. 支援專業發展，實踐學生為本教學。
我校希望德育與訓輔結合，真正做到輔導為主，訓導為副。通過早會、
班主任課、學會學習課及班主任輔導，實施正向教育，讓學生自發、積
極、內化、正向，不僅守規，而且明理。本年度中一至中四級每天早上
第一節課均設為早會時間，施行道德禮教之正向教育。
為了幫助中一新生適應中學生活，本校於 10 月至 12 月舉辦了新生適應
課後支援活動，包括「粵語及生活文化適應班」、「英文精修班」、「人際
關係及自信心輔導活動」
，每位中一學生均會獲得相應支援。本校希望能
藉此讓新生盡快投入校園生活。
為了讓學生有更多機會練習英語，提升學生的英語水平，本校逢星期一
午飯時間將開放 302 室作英語會話室，與英文老師及英語大使對談。
為了鼓勵學生善用課餘時間學習英語，本校於 9 月底至 12 月中，舉辦課
後英文增潤班，聘請經驗導師幫助學生鞏固英文基礎，提升水平。
審議「校本處理投訴機制及程序」文稿，以及加強學校行政管理津貼「用
款計劃書」。
為加強與標小的合作，使一條龍的聯繫更加緊密，我校本年度採取了一
系列的措施，包括 1.) 增加資訊流通：我校向標小全體學生派發校報及
快訊，又在小學懸掛橫幅及張貼海報，校長及老師也到標小介紹我校，
讓標小學生增加對我校的了解；2.) 邀請標小學生參與本校活動，如考
察團、樂器班及各種定期活動(足球班、籃球班、閃避球)等。2016 年 12
月 16 日，標小同學到校參加校慶聯歡師生同樂日，普遍對我校學生的才
藝表演及攤位遊戲反應熱烈；3.) 為選擇一條龍的標小學生進行英文科
及體育科的補課，照顧他們學術及興趣的發展；4.) 在老師層面上進行
更緊密的溝通、聯繫；5.) 向標小的學生、家長發公開信並進行問卷調
查，了解他們心目中對理想中學的要求，以作改善。對於學生家長發表
了的意見，校長認真回應，與團隊探討各方可行措施。採取有關措施後，
選擇升讀本校的學生有所增加，也有標小學生在自行分配學位階段報讀
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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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見區內學生主要來自基層家庭，區內又較少文娛康樂設施，本校自
2016 年 10 月份開始，推動星期六進行體藝活動，邀請區內高小學生到
校參與各種興趣班，為區內兒童提供健康、安全、正面的成長環境，同
時也希望藉此改善坊眾對我校的印象。
10. 2016 年 10 月份，校長親自拜訪區內小學校長，溝通交流，了解他們對
我校的印象和建議，同時也向他們介紹我校的情況、施行的教育理念，
增加小學校長對我校的了解。
11. 教育局於 2016 年 11 月 23、24、28 日，在本校首次進行為期三天就數
學教育的發展情況進行重點視學。視學工作聚焦於數學教育的學與教情
9.

況。
12. 我校致力改善及美化校內設施，希望為師生提供良好的學與教環境。2016
年 11 月及 12 月，校長帶領師生為學校圍欄清除舊漆，髹上新漆，並在
校內外種植花卉，美化校園。12 月 8 日，楊校監蒞臨主持了簡單而隆重
的美化校園種植儀式。
13. 為了美化校園，同時讓學生發揮創意，視藝老師帶領學生在校園內及校
門圍牆上繪畫壁畫。坊眾及附近學校的校長、老師對此均表示讚賞。
14. 我校向教育局申請維修舊翼籃球場，已獲批准，工程爭取在本年暑假期
間進行。
15. 本校原本計劃運用撥款更換廣播系統，惟從學生學習的角度考慮，更換
課室及電腦室的電腦更具迫切性。因此，我校打算優先更換全校課室電
腦，餘下的撥款再更換廣播系統。有關報價程序正在開展。
16. 12 月中向教育局分區提交「制定教師人手調配發展計劃」。制定調配教
師人手從事有利於學校長遠發展的工作計劃。
17. 本校試行校園種植計劃，讓學生在學校種植不同的植物，老師會在植物
上加上電子標籤，讓學生可以在網上看到該植物的有關資料。這項計劃
既可培養學生的有關知識，又可提升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18. 本校準備購置電蒸爐，方便老師和學生在午膳時翻熱飯盒。
19. 本校與香港理工大學於 2016 年 12 月 10 日合辦「第十二屆全港小學數學比
賽(離島區)」
，負責出題、邀請學校參賽等事宜。此項活動連續十一年由本校
推動，獲教育局鼎力支持。
20. 為了解同事工作的壓力，並給予適當的支援，自評及教師專業發展組於
11 月向全體老師進行了一次不記名的問卷調查，收集老師的意見。有關
意見經整理後，校長於 2017 年 1 月 9 日第二次全體教職員會議上作出了
回應，並將繼續跟進。
21. 全體老師均須在本年度進行考績評核。上學期已完成了一次課業檢查、
一次觀課及一次自評。其餘的觀課及自評工作將在下學期繼續進行。
22. 為協助中一學生盡快適應中學生活，並建立歸屬感，本校舉辦了一連串中一
新生適應活動：2017 年 7 月 24 日，舉辦了中一迎新日，向學生介紹校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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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設施，並透過遊戲，讓學生認識老師和同學； 7 月 25 日舉行中一適應
班(自我管理、訂立目標及學習態度)，教導他們正確的學習態度和方法；7
月 28 日至 8 月 10 日，舉辦中一新生興趣班，內容包括音樂、視藝、電腦、
體育、龍獅、童軍、升旗隊及棋藝活動等，讓新生盡早熟悉校園生活，並善
用暑假培養興趣；8 月 14 至 17 日，為中一新生提供暑期適應班(科本學習方
法及態度)，設中、英、數課堂，幫助學生適應新環境，也讓老師在正式開
學前了解學生的性格及能力，以求能為同學規劃最合適的課程。另外，8 月
18 日也舉辦了中一家長資訊日及頒獎典禮，鼓勵學生努力學習，同時加強
與新生家長的溝通。
23. 本校於暑假期間，更換了全校課室內的電腦主機，以促進老師使用電腦進行
課堂教學。另外，也完成了第五期資訊科技計劃（Wifi 900）之工程，安裝
由伺服器至課室的光纖線路，改善校內電腦網絡。
24. 本校正更換校內的廣播系統，有關工程將於 10 月完成。
25. 為方便學生和老師取得飲用水，本校於暑假前在各層走廊及教員室、校務處
安裝飲水機。安裝飲水機前，學校聘請了政府認可實驗室對教員室、校務處
及學生洗手間的供水進行檢驗，11 項檢測項目均能夠符合水務署大廈優質
供水認可計劃──食水 (2.0 版)的水質指標。學校額外檢測退伍軍人症及霍
亂弧菌，供水亦未有發現該等細菌。另外，學生及教員室飲水機均設有能過
濾重金屬的濾芯及殺菌紫外光燈，所有飲水機濾芯均會每三個月更換一次，
以確保食水安全。

專業發展
1.

本學年我校參與教育局校本課程支援計劃，數學教育，教育局將定期派
員到校，為數學科老師提供支援及建議，發展課程，照顧學習多樣性。

2.

本學年我校參與教育局非華語支援計劃，教育局將定期派員到校，為任
教非華語學生中文科的老師提供支援及建議，協助老師更好地照顧非華
語學生的學習需要。

3.

本校今年將加強照顧學習多樣性，中一級中文、英文、數學將於課程規
劃、教材內容及測考安排作出檢討及修訂，務求能切合不同程度學生的
需要，從而提升學與教的效能。中二、中三汲取中一經驗後，也將開始
檢視工作。

4.

本校於 2016 年 9 月 8 日，為新入職老師舉行了訓練工作坊，以增加新入
職同事對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認識，讓他們能夠及早識別有關學生，並
提供適切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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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校全體老師於 2016 年 11 月 5 日出席由班主任研究會主辦的「優秀班
主任及優秀教學獎頒獎禮暨專題講座」。

6.

2017 年 1 月 19 日，本校邀請了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何世昌校長，以「課
室管理」為題，為全體老師進行講座。何校長的分享讓老師反思處理學
生問題時的方法及態度，對提升課室管理技巧甚具啟發作用。

7.

2017 年 1 月 12 日，校本教育心理學家以「照顧學習差異」為題，為全
體老師舉行工作坊，介紹如何調整課程及授課模式，照顧有不同學習需
要的學生，讓他們能學得更好。

8.

2017 年 1 月 17 日，兩位老師出席「港島東、灣仔及離島區照顧學習差
異學校支援網絡會議」，與區內老師交流照顧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經
驗。

9.

本校今年繼續參與由教育局主辦的 SEN 統籌主任試驗計劃，負責老師出
席一連串活動，學習如何更有效地處理有關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事宜。

10. 本校於 2016-2017 年度參加了「活出豐盛計劃 2016/17」。2017 年 3 月 7 日，
本校邀請了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余姑娘到校，為全體老師以「如何支援特殊
學習需要學生於生涯規劃上的需要」為題，進行講座。
11. 本校於 2016-2017 年度參加了「多元文化夢飛翔計劃」。2017 年 6 月 7 日，
本校邀請了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處黃姑娘及兩位非華語嘉賓到校，為全體
老師以「幫助非華語學生作生涯規劃」為題，進行講座。
12. 為研究如何促進學生的自主學習，從而提升學與教的質量，同時希望透過收
集同事意見，參考制定學校發展計劃及關注事項，本校全體老師於 2017 年
6 月 19 日假鯉魚門公園渡假村進行集思會，就「學生支援」、「學與教」及
「自主學習」等方面討論及分享。

學生支援
1.

本學年我校繼續運用教育局「校本課後學習支援津貼」部份撥款，向東
華三院樂展坊購買 SEN 學生支援服務。服務包括提供一位專門負責 SEN
的駐校社工、舉辦活動及講座等。

2.

為讓學生了解更多升學選擇，擴闊出路，本校將於 2016 年 10 月 13 或
14 日安排日本數字好萊塢大學之職員到校，向同學介紹日本升學之資
訊；另將組織學生參與 10 月 20 至 21 日舉行的台灣升學資訊展覽及於
11 月舉辦的國內升學資訊展覽，讓學生取得有關國內及台灣聯合招生的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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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校參與由扶貧委員會籌備的「『友‧導向』師友計劃」
，幫助同學拓闊視野，
積極規劃未來及訂立人生的發展目標，促進向上流動的能力。是次計劃將與
警隊合作，由警員擔任友師，並推行各種職志計劃活動。

4.

為了幫助非華語學生訂立目標，作出切實可行的生涯規劃，本年度我校
參加了由教育局委託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承辦的「多元文化夢飛翔計
劃」
。計劃包括為非華語學生提供校本培訓課程、工作體驗、為家長提供
個別輔導和為教師提供相關培訓,以加強支援學生。

5.

本校升學及就業組於 2016 年 9 月 30 日舉行了生涯規劃講座，輔導中四
及中五級的同學思考自己升學及就業的方向，訂立目標，為未來作準備。

6.

2016 年 10 月 14-15 日安排中一生活營，讓同學更好地適應中學生活。
又 10 月 26 日，為中一學生舉辦了上課學習技巧班，希望藉此提升學生
的學習效益。

7.

為了讓中六級學生了解更多升學選擇，擴闊出路，本校舉辦了一連串的
講座，包括 1.) 2016 年 10 月 12 日及 10 月 25 日，本校分別邀請了恒生
管理學院及香港專業進修學校為中六級學生舉行升學講座，讓學生了解
兩所學院的課程及報讀要求和程序；2017 年 11 月 7 日，本校邀請了海
華服務基金為中六級學生舉行台灣升學講座，介紹到台灣升學的資訊和
程序；2016 年 11 月 10 日，升學及就業輔導組為中六學生舉辦了 JUPAS
選科講座，為學生講解大學聯招報名的程序和報讀課程的策略；2016 年
12 月 7 日，本校邀請了香島專科學校羅永祥校長，為中六學生介紹內地
升學資訊，希望為同學提供本地升學以外的選擇。

8.

2016 年 12 月 14 日，本校參加了由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提供的模擬放榜活
動，讓中六學生熟習放榜的情況，並模擬報讀學院及進行面試，為學生
做好放榜的準備。

9.

為了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與就業相關的經歷，加強他們在升學及
就業方面的準備，本年度我校參加了由教育局委託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承辦
的「活出豐盛計劃」
。計劃包括 10 次小組活動、3 次職場走訪及 2 次職訓學
校學習，幫助學生發展升學和就業規劃的態度和技巧。

10. 為了加強非華語學生的學習動機，本校於 2016 年 11 月 10 日舉辦了非華
語學生學習升學講座，邀請融樂會向非華語學生及其家長講解學習中文的
重要，及介紹非華語學生的升學途徑，如 IGCSE、GCE 等，希望藉此讓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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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了解自己的方向，訂立目標。
11. 為讓同學體驗不同職業，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安排了由聖雅各福群會主辦的
「Career Live 職業體驗遊戲」。2016-2017 年度，全體中五及中四學生，分
別於 2017 年 4 月 6 日及 5 月 8 日到訪「聖雅各福群會 Career Sparkle 生涯規
劃服務」。

學生成就
1. 本校學生參加了「澳洲國家化學測試」。是次比賽全港共有 2007 名參賽
者，其中葉川鳴同學和李宛言同學取得(High Distinction)的成績為所有參
賽者的首 8%，而陳俊文同學和林漢華取得(Distinction)。另外，李智恒同
學取得(Credit)，成績令人鼓舞。
2.

林漢華同學參加由離島區傑出學生會舉辦的第十二屆離島區傑出學生選
舉，獲得高中組冠軍。其後獲離島區青年聯會推薦參加「新界區傑出學
生選舉 2016」，獲選為新界區優秀學生。

3.

本校體育校隊在學界比賽中戰績彪炳，令人鼓舞。其中，女子籃球隊以大比
數擊敗保良局姚連生中學，奪得本年度荃灣及離島區冠軍(見附件報導)；男
子足球隊獲男子甲組足球季軍；6C 曾偉旗獲得學界跳高冠軍；4D 梁曼琦獲
女子 1500 米賽跑季軍。另外，閃避球校隊獲得「中國香港閃避球聯會 2016
──全港閃避球國慶盃」混合組殿軍；五人足球隊獲得「香港扶幼會許仲繩
紀念學校健康人生盃 2016-2017──四人圍板足球邀請賽」殿軍、
「2016-2017
深水埗區青年盃──中學五人足球挑戰賽」初級組冠軍及高級組冠軍、
「2016-2017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外展訓練計劃──五人足球比賽」女子組殿
軍。

4.

6D 班文天諾於去年修讀「應用心理學」應用學習課程，於全港修讀學生
中排列首 10%，獲得提名角逐「應用學習獎學金（2015/16 學年）」
。經獎
學金督導小組審議後，文天諾成功獲頒獎學金。

5.

我校學生參加了由離島區議會旅遊漁農及環境衛生委員會舉辦的「離島
區環保海報創作及標誌設計比賽」，獲得不俗的成績。環保海報創作比賽
方面，2B 黎俊希獲亞軍、2B 霍家慧獲季軍、2C 翟浩廷獲優異獎；環保標誌
設計比賽方面，2B 霍家慧獲亞軍、1A 胡浩賢及 1A 劉皓蕓獲優異獎。

6.

本校學生參加由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CO1 設計學校
等舉辦的「2016 健康人生繪畫比賽(第七屆)」，獲得不俗的成績，5B 磚
樂怡獲高中組季軍，5E 王紀濤和 4D 范曉怡獲入圍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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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校學生參加了由勞工及福利局、安老事務委員會支持，長者學苑聯網
舉辦的「長者學苑敬老護老繪畫比賽」，3B 班梁芯妍及 3B 班丁詩媚獲得中
學手繪組優異獎。3A 崔穎詩及 3A 班陳虹霏獲得中學電腦組優異獎。

8.

3C 簡禮和獲得由紫荊杯雜誌社及香港美協舉辦的「我為香港畫名片──
2016 香港中小學生繪畫比賽」三等獎。

本校 11 位中三及中四級學生，與深圳田東中學的學生組隊參加「2017 年穗
港深青少年經典美文誦讀比賽」
，於香港區比賽獲銀獎，於深圳區獲一等獎。
10. 3A 陳凱悅於「香港品質保證局理想家園第十屆徵文比賽」取得初級組亞軍。
9.

11. 本校學生參加「2017 年第 33 屆武漢國際中小學生楚才作文競賽」
，1 位學生
獲一等獎、7 位學生獲二等獎、18 位學生獲三等獎。
12. 本校參加看漢教育服務有限公司主辦的「2017 NCS 學生中文硬筆書法比
賽」，2C 簡夏森獲冠軍，3C 蘇美亞獲亞軍，3C 夏建寧獲季軍，1B 簡漢山
獲優異獎。
13. 本校學生參加由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舉辦的「國際聯校學科評估(ICAS)」，
成績不俗：
英文科
Distinction 1B 余樂怡

Credit

／

數學科

科學科

1A 劉皓蕓

1C 汪瑋嘉

1B 張家銘

2A 張遠謀

3A 高豐
3B 蔡震宇

2A 李苑霖
3B 蔡震宇

1A 張家熙
2A 張遠謀

1A 劉皓蕓
1B 張家銘

2A 王嘉倩

2A 何孝慈

3A 蔡宜貝

2B 鄭為為

3A 廖紀賢

3A 高豐

3A 孫瑜璐

3A 廖可權
3A 廖紀賢
3A 叶俊駒

Merit

1A 黃慶杰
1B 古安裕

／

／

3A 高豐

14. 2B 崔偉豪獲「第七屆全港中小學 T 字之謎大賽」二等獎；3B 沈元晟獲三
等獎。
15. 4A 趙逸龍、4A 李志成、4A 李晉安和 4B 楊含杰參加香港大學工程學院、
7

香港天文台及香港氣象學會合辦的「地震探測器設計比賽」
，獲高級組 Merit
級別。
16. 本 校 學 生 參 加 「 香 港 理 工 大 學 高 中 數 理 比 賽 」， 5A 林 宇 航 獲 化 學 科
Distinction；5A 張晉亨獲物理科 Credit；5A 李藝朋獲生物科 Credit。
17. 3A 曾城黎獲「第 69 屆校際音樂節」16 歲或以下男聲獨唱組季軍。
18. 1C 潘曉琳獲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舉辦「中學校際游泳比賽」女子丙組個人五
十米蝶式季軍
19. 女子排球隊獲香港青年學院(屯門)主辦青年學院輕排邀請賽冠軍。
20. 男子足球隊獲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舉辦「中學校際足球比賽(荃灣及離島區)」
季軍及香港足球總會舉辦賽馬會五人足球盃殿軍。
21. 3A 蘇梓然獲土木工程拓展署發展署舉辦「發展及保育大嶼山標誌設計比賽」
學生組第三名。
22. 2A 張遠謀獲香港版權影印授權協會主辦「香港校際尊重版權創作比賽創意
攝影」中學組銀獎；另外，1A 陳俊熙、2A 符星陶、2A 李苑霖和 2A 王嘉
倩也獲得優異獎。
23. 3B 梁芯妍和 3D 鍾安妮獲香港觀鳥會主辦「發現香港城市自然生態暨全港
麻雀普查日」中學組海報設計比賽初中組優異獎。
24. 本校學生參加香港教育大學主辦第十一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
賽」，1A 劉皓雲獲 5*級；3A 孫瑜璐、3A 程嘉豪、4A 李靜文獲 5 級；3A
廖紀賢獲 4 級。
25. 2A 符星陶獲新知識文化學術研習社主辦「全港中學生演講比賽──夢想盃」
季軍。
26. 本校學生參加語常會及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合辦「第十九屆全港中小學演講
比賽」，1A 黃慶杰及 1A 劉皓蕓獲優異星獎；4A 李靜文獲優異獎。
27. 本校龍獅隊獲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舉辦「第二十三屆全港公開學界龍獅藝
錦標賽」殿軍。
28. 3A 王倩雪入選離島區青年聯會舉辦「第十三屆離島區傑出學生選舉」最後
十強，奪得優異獎。
29. 5A 卜詠琪、張晉亨、趙詠珊、吳錦萍及吳岸恩入選「《香港 200》領袖計劃」
。
30. 5A 王子豐獲選「卓越學生領袖選舉 2017」。
31. 4A 高俊、5A 林宇航及 5A 吳錦萍獲頒發｢明日之星｣計劃──上游獎學金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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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活動
重點活動：
1.

2016 年 9 月 29 日，校長及老師參與「香港教育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六十七周年國慶聯歡宴會」
。又 2016 年 9 月 9 日，我校慶祝敬師日，
全體教職員於舞蹈室聚餐，認識敬師節的來源及思考其意義。

2.

2016 年 10 月 5 日一位老師聯同五位中五同學出席「香港菁英會第九屆
執委會就職典禮」。

3.

本校於 2016 年 10 月 29 日舉行了家教會會員大會，選出第七屆常務委員
會。會後舉行了中一級懇親會，讓中一級學生的家長與科任老師會面，
增加彼此的了解，促進家校合作。

4.

校外會於 2016 年 11 月 4 日舉行燒烤聚會，又於 2017 年 1 月 13 日舉辦
盆菜宴，校友反應踴躍，出席者眾，場面熱鬧。另外，2017 年 1 月 5、6
日為我校陸運會，亦有不少校友抽空出席支持，甚至參與比賽，足見校
友對母校深具歸屬感。

5.

2016 年 11 月 4 日，本校邀請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蔡素玉女士，
為全體師生進行講座，以「國家環保與能源」為題，介紹我國保護環境
的策略及方向，以及能源開發的情況。蔡女士的分享內容豐富，見解獨
到，讓我們對國家有更深刻的了解。

6.

校長與兩位老師、中五學生近 40 人於 2016 年 11 月 30 日出席「2016 菁
英論壇」
，主題：如何推動社會創新、帶動一帶一路及香港未來發展，讓
同學擴闊視野，與會者均感獲益良多。

7.

校長與老師、學生近 40 人於 2016 年 12 月 2 日到深圳田東中學進行體育
交流活動。我校同學與國內學生切磋球技之餘，也透過分享交流，建立了深
厚的友誼。

8.

9.

得力於黃楚標校董的人脈網絡，本校一直和國泰航空公司合作，舉辦 English
On Air 活動，為同學提供訓練英文口語的機會。2016 年 12 月 12 日，我校中
六學生前往國泰城，進行 CX Mock Interview，由國泰的義工為同學進行英語
面試，並給予回饋，提升學生的面試技巧。參與學生皆表示受益匪淺。
為了鼓勵學生服務社區，促進家庭及社區和諧，本校於 2016 年 12 月 15 日、
2017 年 1 月 20 日舉辦了兩次區校同樂嘉年華，內容包括攤位遊戲、派發棉
花糖、爆谷及贈送愛心米。。街坊反應熱烈，紛紛感謝我們的關懷。4 月 7
日將舉辦本學年第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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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為了讓學生認識國內貧困山區的情況及體驗山區學童的日常上學和農村生
活，我校於 2016 年 12 月 18 日至 21 日舉辦了「關愛行動 2016——連南山
區義教之旅」，師生四十多人帶著預先在校內籌募的物資到連南山區探訪當
地學校。是次活動讓學生思考中國農村發展問題﹔同時亦讓同學從義教過程
中，體驗貧窮學童對求學的熱誠，從而作出反思。
11. 為了讓學生走出校園，通過實地考察印證所學，我校與荃灣聖芳濟中學、
天水圍香島中學、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於 2016 年
12 月 23 日至 27 日聯合舉辦「2016 京港青少年科教文化交流團」。我校
共有 18 名學生參加，到北京的文化、歷史景點參觀學習，了解祖國的歷
史和發展。
12. 本校 40 位同學於 2016 年 12 月 26 日至 30 日參加了由湛江青年交流促
進會舉辦的「湛港青年多元藝術交流」
，到湛江參觀、學習，並與當地音
樂學院學生進行聲樂交流。同學均表示是次活動讓他們拓闊了視野，增
加了他們對音樂藝術的興趣。
13. 校長與老師、曾參與「百仁基金」所舉辦活動的學生約 10 人於 2017 年
1 月 24 日出席「百仁基金」就職典禮，讓同學擴闊視野，提供多元學習
機會。
14. 2017 年 4 月 18 日至 23 日，我校舉辦了「蜀道古今——2017 四川史地
考察之旅」，師生 30 人前往汶川、九寨溝等地，觀賞秀麗山河之餘，也
了解大地震和災後建設的情況。
15. 本校於 2017 年 5 月 13 至 15 日，舉辦了「龍獅團國術獅藝文化交流團」
，
5 位龍師隊成員到廣州參觀考察，並與當地龍獅團體交流技術和心得。
16. 本校 2016-2017 年度試後進行全方位學習活動，中一至中五級的學生到
不同地點學習、考察：中一級參觀香港科學館（6 月 30 日）；中二級參
觀香港科學園（7 月 3 日）；中四及中五級參觀海洋公園（6 月 30 日）。
17. 為了讓學生通過實地考察，讓學生對中國歷史及文化有更深的認識和體會，
我校於 2017 年 7 月 6 日至 10 日舉辦「蘇杭文化考察之旅」
，師生 30 人前往
蘇州及杭州，參觀著名景點，認識江南文化及相關之歷史故事。
18. 為提升學生對科學的興趣，認識國家發展，本校參與由「香港學生活動委員
會」舉辦的「高校科學營」。11 位學生於 2017 年 7 月 10 日至 16 日前往大
連參觀交流，了解當地高校的科技教育資源，學習船舶等方面的科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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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為了鼓勵學生善用課餘時間學習英語，本校於 2017 年暑假參加了由和富社
會企業舉辦之「和富寰球青俊暑期英語營」。共 46 位同學參與是次活動。
20. 2017 年 7 月 30 至 8 月 4 日，我校 10 位學生參加由新家園協會主辦的「四
海一家．浙江青年交流團」，通過與各地青年的交流，加深對國家現況的了
解和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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