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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 2018 年10 月應教育局之邀請接待了特區政府之

貴賓 — 緬甸貧困教育基金會主席 Prof Nay Oke Tint，

向其介紹本校引導式教育及跨專業協作，並就香港特殊

教育特色及發展作交流與分享有關經驗。Prof Tint 讚賞

香港的特殊教育比緬甸先進，此行極具良好之借鑒作用。

緬甸
教育部長來訪

•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sharing

李靜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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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兩地校長
交流及協作計劃
本地及北京
校長蒞臨訪校       

去年李靜雯校長被教育局委派參與首屆「兩地校長交流及協

作計劃」。是次先導計劃由北京市教育委員會與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府教育局聯合舉辦，藉此加強京港兩地的基礎教育深

度交流，相互理解，彼此學習。通過京港兩地校長交流，開

展兩地校長合作平台，意義重大。

是次計劃通過兩地名校的現場學習，以豐富各校長的辦學經

驗及增進相關的知識。課程具體圍繞培訓需求，進行政策層

面、理論層面、實踐層面之設計，以提升各位學員的專業素

養及管理水準。實施方式以經驗交流、參觀學習及跟崗現場

學習為主。當中輔以專家課堂及對課題研究進行交流研討，

最後進行全面總結和展示學習成果。

本校學以致用、集思廣益，把所學運用於教育上，更把「同

儕互助」計劃優化，令薪火相傳之精神進一步提升。

“

”

參與是次計劃之兩地名校長蒞臨本校參觀，
作經驗交流。

北京市盲人學校張秋蘭副校長蒞臨本校跟崗交流

專業發展 
與交流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sharing



校 友 • 張 世 豪 開 發

輔助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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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 24 日『新時代的教育願景』

首屆兩地青年校長論壇於香港公開大學賽

馬會校園隆重舉行，參與的除了本地校

長，更有來自北京、上海、廣東、四川、

福建、遼寧等，讓論壇參與者更掌握兩地

教育的最新情況及特點。是次論壇也讓大

家探討教育及教學管理經驗，並對在新時

代如何加強師德、傳承中國文化及掌握新

知識之看法互相交流。

李靜雯校長獲得是次論文獎，並於當日 

「師德培養」分組討論環節中，帶領分享

本校團隊之專業及無私奉獻精神。

新時代的 
教育願景
首屆兩地青年校長論壇

“

”

本校2006年預科畢業生張世豪，即使身體有極大困難，肢體不受控制，

兼說話不清，但憑著堅毅意志，不斷進修，發揮「立己達人」的精神。

近年他修讀浸會大學高級信息系統理學碩士課程，研究身體弱能人士操

控電腦的方法。他與本校職業治療師一直交流意見，了解學弟學妹的需

要和現時坊間流行輔助軟件的實用性，努力編寫程式，開發了新系統

「CP2JOY」。透過新系統，同學只需用廉價的控制桿和麥克風，就可控

制滑鼠使用電腦。他已成立專屬社企，準備把系統推出市面。在職業治

療師協助下，有需要的同學在系統上市前率先試用，效果理想。部分同

學使用「CP2JOY」後，操作電腦的效率有顯著的提升。

職業治療師 張建新



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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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教育局特殊教育老師培訓，應香港教育大

學的邀請，本校於2019年3月特地安排一整天參

觀活動予40位老師學員。讓教育界同工對照顧

肢體傷殘學生有更深認識和體驗。活動包括有簡

介本校特色及特殊教育課程設計、觀課及參觀各

部門。參觀老師對本校教職員之工作熱誠及優良

的專業素質大表讃賞。

2019年3月15日及3月22日，香港中文大學語言

治療碩士33位學生到本校參與５小時的培訓課

程。中大同學被安排與本校非口語同學接觸，在

本校５位言語治療師帶領下進行互動學習，目的

是讓同學親身體驗身體弱能學生的「非口語輔助

溝通」以及他們的特殊輸入方式。課程更包含輔

助溝通工具介紹及工具設計工作坊，讓同學一嘗

如何為非口語學生「度身訂造」輔助溝通工具。

香港中文大學
語言治療碩士
學生到校探訪
言語治療師  吳子芯

老師培訓 
邱信義副校長



捐贈者Mr. Peter Van Zuiden來訪 
2018年11月，萬瑞庭慈善基金 (Van Zuiden Charity Trust) 信託人 Mr. Peter Van Zuiden 的到訪與 12 月

芬蘭航空及捷旅假期的探訪，為學校帶來了不少喜悅。Mr. Peter Van Zuiden 得悉學生需要，捐款本

校，為治療部及護士部裝置 3 套天花吊機及跑步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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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  • Visits

各
界
嘉
賓
同
業
來
訪

每年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會接待不同本地及外國機構、團體和政商界 

人士到校參觀，好讓各界瞭解香港特殊教育、本校運作及肢體殘障學童 

的需要等。本學年到訪參觀的重點主要有以下幾項：

教育局副局長來訪 
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博士素聞本校同工專業無私的奉獻精神，於2018年5月17日親臨本校

體察學校事宜。除了向副局長介紹學校服務、課程、學生學習需要及情況外，李校長亦抓

緊機會，為學校以至業界發聲，反映訴求，包括提升班師比例、保留過剩專業職系人員、

調整護士人手比例、提高前線員工薪酬福利、資助（包括宿舍）空調裝置及電費補貼等。

事後欣見蔡副局逐一回應各項訴求。

邱信義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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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 Events

上學期的英文日已於2018年12月11日完滿結束。當天以「冬天」為主

題，由英文科老師設計多元化的活動，包括攤位遊戲、冬日茶座、製作

冬日美食等，讓學生感受冬日氣氛之餘，亦輕鬆地學習英語。當中的活

動包含電子學習元素，學生須運用平板電腦進行解難任務。

當天活動能順利地進行，除了有賴各職員及高年班學生的協助外，亦感

激教育局外籍英語教師組的 Advisory Teacher Ms Sue Bowden 以及聖

保羅書院小學的學生主持部份活動，為學生們帶來一個愉快的下午。

The English Day was held on December 11, 2018. This year, 
the theme was ‘winter’. All the English teachers made 
their effort and designed a wide range of activities for 
students, including game booths, a winter café and cooking 
workshops. E-learning elements were also incorporated, in 
which students needed to complete some problem-solving 
tasks on iPads. Through the photos, you can see how much 
students are enjoying the activities and learning English in a 
fun and relaxing way.

Mr William Wong

「校本支援計劃」主要協助學校通過多元化的常識科學習活動，發展學生的共通能

力、思維能力和自學能力，並透過共同備課及教學，設計及推行小五及小六的常識科

主題式單元活動。除了豐富學生學習經驗外，校本常識科教材資源庫也得以逐步建立。

「種籽計劃」於英文科進行，主題是PuppeTech。中、小學各有一班同學運用布偶及

科技進行英文學習活動。在學習過程中，學生配合單元的學習內容，製作具個人特色

的布偶及進行角色扮演，加上平板軟件的輔助，學生對學習英文的興趣及其聽、說、

讀、寫能力均有所提升。

與
發展

黃考秀老師 本學年本校參與了由教育局舉辦的 
「校本支援計劃」及「種籽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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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rder to provide opportunities to the 

students to be exposed to the Western 

culture and build up their in
terests in 

learning English Language, ‘Halloween 

Fun Fun Fun’ party for all primary 

students was held on 31st October, 2018 

(Wednesday) at recess.  On that day, all 

partici
pating students and staff dressed 

up and had a parade.  Students also 

shared their T
REATS with one another. 

Para
deMiss Angela Wong

當天，G5、G7、G8三班的學生一起製作小型吸塵器和橡筋光碟車。

過程中，學生仔細聆聽導師的講解，學習空氣對流和能量轉換的科學知

識。然後，他們便開始製作自己的作品。當他們初步完成作品後，便進

行測試，再動腦筋改良，以達到最好的效果。

過程中，學生積極嘗試，花盡心思。當他們見到親手製作的吸塵器把紙

屑吸起時，都「嘩」的叫了起來，十分興奮。而在最後測試光碟車的行

駛距離時，同學都為自己的光碟車大聲打氣，表現投入。

科

學

日

徐偉良老師

本校在3月8日星
期五進行了一次
STEAM科技探
究活動日。



邱淑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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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 Events

本學年中文日與圖書館合辦，以茶座形式，結合新春元素，讓職員和學生在輕鬆的閱讀氣

氛下，寫揮春，製作紅包，品嘗應節食品……

大家在陽光下共享閱讀時光，不一樣的體驗，不一樣的互動，共同尋找閱讀的樂趣。

你可在活動攤位找到我們，我們在閱讀；你可在茶座找到我們，我們在閱讀；你可在地蓆

上找到我們，我們在閱讀；你可在不同的角落找到我們，我們在閱讀。無論站着的，坐着

的，躺着的，都在閱讀。

我們把閱讀帶到每一個角落，閱讀的種子在我們校園每一處。

黎慧修老師

本校自2015年起，積極推廣生命教育，上一個三年學

校發展計劃以「推展生命教育，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

觀」為重點項目，本年度學校亦踏入另一個三年學校發

展計劃，在學生成長及支援方面，我們更進一步推動生

涯規劃教育，促進學生學涯、職涯及休涯發展，而輔訓

組、德育及公民教育組、生命教育組及生涯規劃組更連

在一起，自發組成「大聯盟」，使有志推動學生成長及

支援的教職員走在一起，以凝聚力量，從多角度考慮有

特殊需要學生和家長的需要，以及推動學校的信念，讓

學生在正確的價值觀下成長，解決困難和障礙，而「誠

信」正是本校本年度生命教育的主題，除了常規的生命

教育課外，學校亦舉辦了不同的體驗活動供不同班別的

學生參加，如「好人好事獎勵計劃」、「更生先鋒計

劃 - 教育講座」、「更生先鋒計劃 - 參觀香港懲教博物

館」、「貧富宴之細味公平」、「華夏德育之正直誠信

話劇欣賞」、「香港廉政公署到校講座」等，都希望學

生能在常規及非常規的課程裡，透過多元化教學活動，

循序漸進地培養良好的品德素養。

在「大聯盟」及全校的努力下，邱淑莊老師、古凱寧老

師及葉彩依老師榮獲由教育局及南聯教育基金合辨的「

第三屆品德教育傑出教學獎」中學組的傑出獎。

推展生命教育  
培養正面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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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每年均舉辦校運會，地點於香港大學

何鴻桑運動場，由於颱風關係延至1月舉

行。校運會除了讓學生發揮各項田徑的潛

能及強身健體外，亦能透過四社的組織活

動，包括紅、黃、藍、綠四社，讓四社的

幹事學習組織社員參與不同的項目、培養

領袖才能。田徑項目包括短跑、接力賽、

跳遠及推鉛球、輪椅徑賽、電動輪椅障礙

賽、擲木球、豆袋擲準及豆袋擲遠比賽

等，讓不同能力的學生發揮所長。今年全

場總冠軍由藍社奪得，期望本校學生繼續

踴躍參與各項賽事。

Sports Day 蔡炳坤老師

校運會



黃浩賢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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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經不覺，本校與展能藝術會合作，為期三年的的《藝燃薪》藝術訓練

計劃已到最後的一年。 回顧這三年，同學們經過差不多每週兩小時的

密集式訓練，於繪畫技巧上、藝術視野、甚至個人管理及自信上都有

不同程度的進步。有同學由精神渙散變成專心創作，亦有同學由構思

時舉棋不定三心兩意，變成意志堅定目標清晰。這些同學的進步，都

教人感到欣喜。 

正所謂「有得必有失」，曾經有同學抱怨，有時

候連星期六也要回校創作或外出參觀，令他們少

了時間外出玩樂。但望著各人的成果，創作出一

幅又一幅令人滿意的作品，這些犧牲都是值

得的。 一如往年的七月初，本校同學都

會參與和其他幾間學校合辦的《藝

燃薪》年展，以展示過去一年

來的成果。在這裏預祝各

同學的展覽及各友

校的表演能取

得成功。

活動
• Events

展能藝術計劃年度展演



雲彩行動

世界腦癱日

雲彩行動與理工大學康復治療系在香港首次發起「世界腦癱

日」的倡導活動，盼望提高香港市民對腦癱患者的關注，

透過活動促進社會大眾對腦癱的認識，喚起大家對腦癱兒

童更多的關注和接納。本校輪椅舞組及藝燃薪組為響應她

們的「World CP Day 世界腦癱日」https://worldcpday.org  

10月6日），於2018年10月5日參與「世界腦癱日」的表演。

當日輪椅舞組及藝燃薪組的代表，與其中一間主流中學協作，

以漫畫創作及舞蹈演繹，去參與傷健藝術共融活動。一方面讓

一班容易被誤解的腦癱兒童有機會展現他們的能力，另一方面

促進傷健學生的交流。本校深信腦癱人士雖然肢體受限，但只

要得到適切的幫助，他們的潛力可以無限！

邱淑莊老師

11



接受挑戰

克服困難

攜手合作

團隊精神

增強自信

互相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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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 Events

古
凱
寧
老
師

領袖生訓練活動 結
伴
同
航

2018年12月，本校領袖生參加了乘風航舉辦的海上歷奇活動。領袖生在是次活動

與優才（楊殷有娣）書院的學生結為伙伴，在互相扶持的環境下攜手合作，接受挑

戰。他們一方面增加自信和發展社交技巧，另一方面在遊戲中發展群體合作，學習

如何解決問題及面對體能挑戰，從而加強積極的人生觀及信念。經過這次體驗，領

袖生有機會去學習克服困難，從中增強了自信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彼此間亦發揮團

隊合作的精神，學會互相接納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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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淑莊老師

自2015年
起，本校訂

定「感恩日
」，於每

年學期末舉
辦正向互動

的感恩週會
大型活

動。去年5
月舉行的感

恩日，內容
包括頒發

感謝狀予各
義工們；「

一人一家書
」: 家長

及教職員寫
家書給各位

學生，每位
學生最少

收到家書一
封。我們透

過文字及行
動向持分

者表達關愛
和尊重，讓

學生體會被
愛和愛

人。活動上
有不同的表

演項目，透
過舞蹈、

歌唱及朗誦
去表達「感

恩」和「謝
意」。是

次活動亦有
家書的朗讀

及互讀的環
節，學生

在最後環節
送上鮮花給

家長及教職
員，場面

感人，讓教
職員、家長

及學生以生
命影響生

命，互相鼓
勵。

學	校

捐血日

Hong Kong
Red Cross
May 2018

羅錦華社工

每年5月是紅十字會月，紀念紅十字會創辦人亨利杜南先生。學校作為紅十字會的一份

子，以保護生命為前題，每年5月都會舉辦「學校捐血日」。職員和家長身體力行地參

與捐血運動，以身作則，為學生作榜樣。

其實捐血活動的安排並不容易，一來是紅會對捐血活動的場地有嚴格的要求，須具備五

個條件：(一)學校的室內場地要提供空調系統；(二)符合職業安全條例；(三)具有優質

生產標準(GMP)；場地面積800呎或以上；(五)室內光線亦需充足。二來，學校需安排

至少50名符合捐血條件的人士參與，故我們早於去年底便呼籲家長及職員於5月10日參

與學校捐血活動，活動前的3至4個月暫時不要捐血，留待學校捐血日之用。

在此感謝家長們遠道而來，參與學校的捐血日；更多謝李校長每年都身先士卒，帶動我

校職員一同參與捐血運動。有些同事更是第一次捐血，事後表示如果不是在學校舉行，

她是不會參與，這次良好的經驗令她會繼續參與捐血運動。

血液是沒有代替品，家長及教職員的血能幫助到有需要的人士，亦能讓學生明白「施比

受更有益」的道理，能盡自己的一分力去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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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捷旅

集團有限公司及芬蘭航

空公司提供贊助，並在香港紅十字會

的安排下，芬蘭聖誕老人於十二月二十日的

上午，遠道而來到本校探訪員生，為這個聖誕節增

添不少節日氣氛。當日有不少支持本校的機構、團體一

同參與盛事，共度歡樂的聖誕節。其中九龍灣聖若翰天主

教小學的學生不但與本校學生進行共融活動，亦一起參與慶

祝活動。活動包括與聖誕老人交換禮物、創作長畫、合唱聖誕

歌等。學生能與芬蘭聖誕老人近距離接觸，一起拍照，共度佳

節，簡直是夢想成真，留下了難忘的美好回憶！下午的活動設有

感謝義工及長期服務的職員之環節，當然少不了學生及職員的

精彩表演，為這歡樂的場面畫上完美句號。

翌日舉行的聖誕節聯歡會亦為學生帶來快樂的回憶，在教

職員的通力合作下，分別為中小學安排了自助餐形式的

聯歡會，亦有卡拉OK及抽獎等環節。學生對此表現

踴躍，充滿新鮮感。當日山度士足球學校亦

親臨本校派發禮物給學生，令學生滿

載而歸。

邱淑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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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 Awards
Congratulations!  Some students of the senior primary and senior secondary 
sections won the Spirit of Filmit Awards 2018, which was organized by the 
Native-speaking English Teacher (NET) Sectio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stitute (CDI) and Education Bureau (EDB). The theme of the Filmit 
competition 2018 was “Europe through the Hong Kong Looking Glass”.  Two 
students joined the filming workshop as representatives to learn about some 
basic knowledge and skills. They then shared what they had learnt with other 
teammates and made the short films collaboratively.

2018

Spirit of 

M
iss. A

ngela W
ong

南區青年活動委員會一向致力推動

區內青年多元化發展，發掘個人才

能。上年度該會聯同南區民政事務

處舉辦第三屆「南區優秀青年嘉許

計劃」，共選出75位得獎者，以

本校的中五級陳詩晴同學榮獲。

陳美枝老師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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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本校學生參與了由 Sportsoho 舉辦的

2018 香港科學園 10 公里 （學校組別）， 

因為颱風關係，延至 2018 年 11 月 4 日 

舉行，項目包括：賽艇機、單車及跑步， 

讓學生一展所長，成績如下：

紅十字會學校個人組（三項鐵人）

冠軍：黃斌煒

亞軍：張運星

紅十字會學校接力1組（三項鐵人）

季軍：黃綽思、區駿彥

紅十字會學校接力2組（三項鐵人）

亞軍：林嘉恩、黃彥偉、葉錦文

季軍：施江滔、陳皓新、傅美滢

蔡
炳
坤
老
師

3
鐵
人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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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學年校本課後學習及 
支援計劃（區本計劃） 
傑出學生獎  何婷婷  李麗盈

香港殘疾人士乒乓球公開錦標賽2018
男子學生組 TT6-10 級單打賽（企立） 季軍 張運星

女子學生組 TT6-10 級單打賽（企立） 季軍 羅嘉晞

2018香港科學園10公里
紅十字會學校個人組（三項鐵人） 冠軍 黃斌煒

紅十字會學校個人組（三項鐵人） 亞軍 張運星

紅十字會學校接力1組（三項鐵人） 季軍 黃綽思  區駿彥

紅十字會學校接力2組（三項鐵人） 亞軍 林嘉恩  黃彥偉   
   葉錦文

紅十字會學校接力2組（三項鐵人） 季軍 施江滔  陳皓新   
   傅美滢

2019動感校園地壼球參與學校交流賽
優異獎   陳顥元  陳鎧淇   
   程俊豪

香港殘疾人士田徑錦標賽2018 
100米跑步   季軍  (T35MA T36MA 組別)  梁啟賢

100米跑步   季軍  (T35FA T36FA 組別) 賴怡君

100米跑步   亞軍  (T35MB T36MB 組別) 梁文博

100米跑步  冠軍  (T35FB T36FB 組別) 官嘉慧

100米跑步   冠軍  (T35FC T36FC 組別) 劉靖彤

100米跑步   亞軍  (T37MA T38MA 組別)  區駿彥

20米輪椅 冠軍  (T32MA T33MA 組別)  駱曉正

20米輪椅 季軍  (T32MC T33MC 組別) 曾啟軒

20米輪椅 冠軍  (MDMB MDFB組別)  李澤遠

20米輪椅  季軍  (MDMB MDFB 組別) 何佳洛

100米輪椅 冠軍  (T34MA 組別) 洪佳豪

100米輪椅 冠軍  (T34FB 組別) 何欣汶

60米跑步 冠軍  (T35FB T36FB 組別) 官嘉慧

60米跑步 冠軍  (T35FC T36FC 組別) 劉靖彤

60米跑步 季軍  (T35MB T36MB 組別) 梁文博

60米跑步 冠軍  (T37MA T38MA 組別) 區駿彥

60米跑步 冠軍  (T0FB T0MC 組別) 李麗盈

60米輪椅 亞軍  (T53MA T54MA 組別) 陳嘉宏

60 米輪椅 亞軍  (T53FB T54MB 組別) 陳敏俐

100米跑步 冠軍  (T0MA T0FA T0FB  
  T0MC 組別) 林依玲

100米跑步 亞軍  (T0MA T0FA T0FB  
  T0MC 組別) 李麗盈

100米跑步 亞軍  (T35MA T36MA 組別) 黃斌煒

100米跑步 季軍  (T35MB T36MB 組別) 梁文博

100米跑步  季軍  (T37MB T38MB 組別) 黃彥瑋

60米跑步 亞軍  (T35MA T36MA 組別) 黃斌煒

60米跑步 冠軍  (T35MB T36MB 組別) 葉錦文

100米跑步 季軍  (T37MB T38MB 組別) 黃彥瑋

乙組企立4x60m接力     亞軍 陳顥元  葉錦文

丙組企立4x60m接力     亞軍 練佩禧

甲組輪椅4x100m接力   冠軍 于駿賢

擲木球 冠軍  (F35FA F36FA 組別) 賴怡君

擲木球 冠軍  (F35MB F36MB 組別) 葉錦文

擲木球 亞軍  (F35MB F36MB 組別) 梁文博

擲木球 冠軍  (F35FB F36FB 組別) 官嘉慧

擲木球 季軍  (F37MB F38MB 組別) 黃彥瑋

擲木球 冠軍  (F34MA 組別) 洪佳豪

準確豆袋 冠軍  (F0FB F0MC 組別) 李麗盈

距離豆袋 亞軍  (MDMB MDFB 組別)  李澤遠

距離豆袋 季軍  (MDMB MDFB 組別)  何佳洛

體育 

獎項
• Awards

2017-2018學年校際活動得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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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確豆袋  季軍  (F32MA 組別) 范嘉駿

準確豆袋 亞軍  (F32MC F33MC  
   F34MC 組別) 曾啟軒

擲木球 亞軍  (F53MB F54MB  
   F54FB 組別) 陳敏俐

擲木球 季軍  (F56MA F57MA 組別) 陳嘉宏

準確豆袋 冠軍  (F35MC 組別) 馮善行

準確豆袋 冠軍  (F35FC F36FC 組別) 練佩禧

準確豆袋 亞軍  (F35FC F36FC 組別) 蔡芷晴

擲木球 亞軍  (F43MA F44MA 組別) 梁啟賢

100米跑步 季軍  (T35FC T36FC 組別) 練佩禧

100米輪椅 季軍  (T53MA T54MA 組別) 陳嘉宏

60米輪椅 亞軍  (T32MA T33MA 組別) 駱曉正

60米輪椅 亞軍  (T34MA 組別) 洪佳豪

60米輪椅 亞軍  (T34FB 組別) 何欣汶

香港殘疾人士硬地滾球錦標賽 
(學校及公開組)
BC1 - 個人賽 金牌  張家棟

BC4 - 個人賽 銅牌   何佳洛

BC1,2 - 團體賽 第四名  曾啟軒  何凱琳 
   張家棟

BC3- 雙人賽  第四名  楊樂天  彭綺莉

BC4 - 雙人賽 第三名  何佳洛  張浚鴻

語文
第七十屆香港校際朗誦節
小六女子詩詞朗誦 良好  李麗盈

中五女子英詩朗誦  良好  余穎鈞

小二男子散文獨誦 良好  張浚鴻

中三、四男子散文獨誦 優良  黃景寧

中五男子英詩朗誦 優良  梁啟賢

小六女子英詩朗誦 優良  劉靖彤

中三男子英詩朗誦 良好  肖杰威

小三男子英詩朗誦  良好  陳鵬生

小二男子散文獨誦 良好  蔡子軒

小一、二女子英詩朗誦 優良  陳康禔

中一女子英詩朗誦 優良  陳敏俐

中一男子英詩朗誦 優良  蔡梓培

小三男子英詩朗誦 良好  馮善行

學術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香港賽區初賽 / 華南賽區晉級賽
三等獎   嚴健濤

藝術
藝無疆：新晉展能藝術家大匯展2018
青少年組 優異獎 楊樂天

兒童組 入圍參展 葉錦文  黃彥瑋  李麗盈

學生組 入圍參展 陳敏俐  何子豊  黃綽思 
  莫皓鈞

第五十五屆香港學校舞蹈節比賽
甲等獎  沈健豐  黃綽思  洪佳豪   
  程俊豪  潘穎思  林嘉恩   
  陳嘉宏  林煥燃  黃鎮滔   
  施江滔

2018/19年度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演員獎  官嘉慧  傳美瀅  周浩樑   
  范嘉駿

其他獎項
2018年南區優秀青年嘉許計劃
南區優秀青年 (高中組)  陳詩晴

2018年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頒獎典禮
香港島優秀學生 (高中組) (南區) 林嘉恩

香港島優秀學生 (初中組) (南區) 黃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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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承蒙各界友好鼎力相助，特此鳴謝。
（捐贈日期由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

• Dr. Li Kwok Tung Donald 捐贈 $3,000 作為教職員發展用途。

• HandsOn Hong Kong Ltd 共捐贈 $15,000 贊助學童及同行宿舍職員外出參觀活動的支出。

• Ms. Ho Yuk Sim 捐贈 $202,000 作為學生獎勵及治療之用。

• Hong Kong Red Cross Red Square 網上籌款平台捐贈 $74,400 作為 2017/18 年度音樂治療計劃用途。

• Mr. Chow Ho Yuen 共捐贈 $64,500 作為學校一般用途。

• Mr. Nelson F.K. Leong 捐贈 $10,000 供有財政困難學生申請日常開支之用。

• Mr. Stephen Li 捐贈 $20,000 作為學校一般用途。

• Mr. Yip Ka Kay 捐贈 $3,000 作為學校一般用途。

• Mrs. Alice Lam 捐贈 $10,000 供有財政困難學生申請醫療開支之用。

• Ms. Christine Chuang 捐贈 $10,000 作為學校一般用途。

• Ms. Jennifer Tan 捐贈 $4,000 作為學校一般用途。

• Ms. Wong Lup Yue 捐贈 $5,000 作為教職員發展用途。

• Ms. Yun Lien Irene 捐贈 $1,500 作為教職員發展用途。

• The Lions Club of Mount Cameron Hong Kong Limited 捐贈 $3,000 作為 2017/18 年度最佳班別電獎。

• Torchbearer World Foundation Ltd 捐贈 $100,000 作為 2018/19 年度音樂治療計劃用途。

• Mr. Wong Lup Yue 捐贈 $5,000 作為 2017/18 學年模範宿生及宿房獎勵計劃用途。

• Zhong Lun Law Firm 捐贈 $300,000 作為招聘一名法律事務助理，以作支援法律相關的工作。

• 商業電台捐贈 $396.43 作為宿舍活動用途。

• Mr. Joe Lee 捐贈一批傢俬供有需要的部門及學生使用。

• 岑淑雅女士捐贈 19 個舊豆袋，供學生體育堂之用。

• Giochi Preziosi H.K. Ltd 捐贈 5 箱玩具，供宿舍/遊戲室/課室內使用及於聖誕聯歡會時送給學生。

• 屈臣氏蒸餾水捐贈 456 支蒸餾水供校運會之用。

• 李徐子淇女士捐贈一批禮物送給全體學生。

• 義工團體 HANDSON HK 捐贈 36 份玩具及 24 隻杯，贈予宿生及其家人。

• 義工 ALLAN SONG 捐贈玩具 22 份供康樂室供宿生使用。

• MM+f Bakery 捐贈 300 盒曲奇餅，給學校及家職會作新春禮物。

鳴謝合作機構
• 《Parco Advertising Company》合作編製校訊

• 《北角宣道會》協助團契活動

• 《香港花會》提供導師及資源推動花藝活動

• 《香港展能藝術會》籌辦《藝燃薪藝術培訓計劃》提供導師及資源推動藝術活動

• 《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全力支持《香港殘疾人士田徑錦標賽》

• 《浸信會愛群社服務處》協助籌辦園藝活動

• 《動感校園》與體育課堂協作教授足球、詠春和設計及帶領體適能活動

• 《精英運動員協會》與本校合作舉辦精英運動員同樂日

入班義工名單
傅太(陳玲珊)、Manuela Grawehr、馮向紅、李樂瑜 (Candy) 、陳顥元媽媽(呂寶娜)、蔡少娜(蔡梓培媽媽)、仇秀萍、

鄭潔儀(余穎鈞媽媽)、鄭姬詩(黃卓東媽媽)、陳丹菊(許若楠媽媽)、曾玉娟(楊樂天媽媽)、謝愛芹(譚文謙媽媽)

鳴謝  • Our gra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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