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M 活動探索新知

Chiu Lut Sau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課堂外多元學習

創科博覽 2017

元朗圍村 - 古情、新貌 2017

9 月 26 及 27 日一連兩天，中一級學生參
觀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鑑古追今，開
創科博覽 2017」。透過參
創未來
觀「天」、「訊」、「海」三大主題展區、
「中科院互動展區」及「香港之光」展
區、參與科普講座以及觀賞電影，同學
們見識到中國和香港的重大科研成果。

本校 7 名中四及中五同學在 2017 年 11 月 19 日 ( 星期日 ) 參加了
古情、新貌 2017」活動。同學與
由元朗區議會贊助的「元朗圍村
元朗坊眾一同走訪錦田鄉重要古蹟如周王二公書院、便母橋、天后古
廟、樹屋、清樂鄧公祠等，介紹圍村經歷的滄桑變化，並以照片把圍
村獨有的文化風俗記錄下來，與其他人士分享，表達對古物古蹟的緬
懷之情。有關照片經參與導賞活動人士投票後，獲得攝影比賽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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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迎新日營
本校輔導組於 2017 年 8 月 29 日為中一同學舉辦
「中一新生適應日營」。透過以班為本的集體遊戲及
歷奇活動，滲入「守紀律」、「尊重」及「關愛」等
價值觀，培養及訓練學生之團隊精神及解難能力。除
中一新生外，26 位中四級「朋輩輔導員」也參與其中，
陪伴師弟妹完成各項挑戰，藉以加強彼此的聯繫，讓中一同
學更快適應中學生活。

「專業發展學校計劃」
我校參與了 STEM「專業發展學校計劃」，透過參與及
體驗各式各樣精彩的 STEM 活動探索新知。10 月 24 日，9 位
中一至中五同學到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參加
STEM 工作坊，一同組裝 VEX 機械人、
試坐個人太陽能充電車和體驗操控航拍
機，工作坊多元有趣，同學們樂在其中。
此外，6 位中四及中五同學於 12 月 1 日參
加了聯校 STEM 水質監察工作坊，親身到
虎地河上游和中下游抽取水樣本進行實驗，
一嘗當水質學家的滋味。

理工大學聯校 STEM 講座

校長

猶記得開學禮中同學精神抖擻，對新學年充滿期盼的神情、水運會上四社
隊員吶喊聲響徹元朗游泳池、學生會答問大會中各候選內閣唇槍舌劍、陸運會
上四社啦啦隊精彩絕倫的表演及畢業頒獎典禮中同學讓一眾嘉賓稱譽的表現，
一幕幕活動剪影在腦海中掠過，才驟然醒覺上學期已經在多姿多采的校園活動
中渡過。我喜見同學認真努力學習，積極參與活動，在學業及活動兩方面均表

領袖生及學生會就職典禮

現出色。

領袖生及學生會就職典禮分別於 2017 年 9 月 8 日
及 10 月 6 日舉行，本學年的領袖生長 5A 班招子裕同
學及學生會會長 5A 班尹瑋港同學均承諾將竭盡所能帶
領其團隊協助老師，為同學服務。

本學年學校格言是「關懷互愛，自尊滿載」，我們積極營造充滿關懷與愛
的校園，亦為同學提供發展潛能的機會，讓同學發揮所長，建立自尊，肯定自
我。期望同學能把握機會，努力學習，積極參與，奮發向上，力求進步。

「人在野」 ──

歷奇挑戰野營

最後，願同學謹記「學問勤中得」，成功關鍵在於勤奮，祝願中一至中五

本校輔導組及健康校園計劃於 2017 年 11 月 26 日
至 27 日舉辦「人在野」──歷奇挑戰野營。參與學生通
過不同的野外活動項目，如原野烹飪、解難遊戲、夜行、
星夜分享等，學習面對困難的方法及掌握解難的技巧。
學生在參與過程中表現積極投入，勇於接受挑戰。

同學在上學期考試獲得美滿成績，中六同學在模擬考試及中學文憑考試中均奪
取佳績。

交流團 切磋術業
2017 年 10 月 12 日，姊妹學校寧波市蛟
川書院共 20 名師生到訪本校，進行課堂體驗
及交流活動。他們除列席中三級的音樂科、
中國語文科、視覺藝術科及物理科的課堂外，
亦參觀了校園設施，並與本校同學分享交流。
當天下午，本校 12 名中三級交流大使更與姊
妹學校的師生到山頂杜莎夫人蠟像館參觀，
了解蠟像製作過程，大家還登上摩天台，鳥
瞰香港景致。是次交流活動給予同學難忘、
珍貴的體驗。

由學生會所舉辦的聖誕舞會
Sparkle Clash 於
12 月 21 日在聿修堂舉行。當晚禮堂佈滿不同的聖誕裝
飾，同學穿上紅、白及卡其色的盛裝赴會，在歡樂的
氣氛下載歌載舞，大家一同度過一個普天同慶的晚上。

「科技顯六藝」
2017

聖誕歌唱比賽 2017

12 月 16 日，8 位中一至中五同學參加了由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及香港科技教育學會聯合
舉辦的「科技顯六藝」2017 比賽。我校同學於工
程挑戰賽系列：手動自動賽中表現優異，成功晉
級，並於下學期到香港科學園參加香港區選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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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舞會 - Sparkle Clash

我校於 12 月 8 日借出場地，舉行了由香港理工大學主辦
的聯校 STEM 教育講座，主題為「啟迪思維－成就未來」，
本校 60 位師生聯同 11 間中學的同學一起參加了「天文」、「生
物」及「STEM」講座，講座內容非常精彩，同學們獲益良多。

校訊

6

音樂學會於 2017 年 12 月 21 日假聿修堂舉辦了聖
誕歌唱比賽。當天參賽者都施展渾身解數，力求取悅
評判及獲得台下同學們的熱烈掌聲。經過一番龍爭虎
鬥，6D 班勇奪班際比賽冠軍，亞軍及季軍分別是 6E 及
6B。獨唱組冠軍是 4C 黃卓怡，合唱組冠軍則為 6D 陳
穎欣、6D 曹均珮、6D 梁翠儀及 6D 蔡奕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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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陸運四社爭鳴
周年水運會 2017 － 18

校際賽盡顯才能
本校運動健兒於上學期參加了不少校際比賽，並獲得優異成績。
其中，乒乓球項目囊括了男甲和女甲的團體冠軍；游泳項目方面，女
甲、女乙及女丙於團體獎項均位列三甲。以下為各個項目的比賽成績：

本年度水運會於9 月28 日及29 日假元朗游泳池舉
行，兩天的賽事，超過100 位同學參加，各社健兒傾
力以赴，務求爭取佳績。決賽日的「家長、校友、師
生接力賽」將比賽氣氛推至高潮，吶喊助威之聲響遍
全場，最終由殷啓謙校友隊奪得冠軍。

項目
2017–2018 年度
元朗區學界乒乓球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元朗區中學分會
校際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元朗區中學分會
校際田徑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元朗區中學分會
校際越野比賽

本年度個人冠軍獎座分別由以下同學摘取
明
社丘晉灝（男甲）、誠社羅家樂 （男乙）、明社謝
暉 （男丙）、新社葉沛筠（女甲）、誠社林逸朗（女
乙）及明社羅明慧 （女丙）。此外，場地佈置獎及
最佳現場氣氛獎由明社奪得，而善社在各社員、健兒
的協力同心下，一展王者風範，榮膺全場總冠軍。

畢業禮收成碩果
本校第三十五屆畢業頒獎典禮已於 2017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六）假聿修堂舉行。隨著莊嚴的國歌
緩緩奏起，典禮隆重開始。
典禮先由江奕昌校長報告校務。江校長指出在 2016 –
2017 年度，同學除了在公開試取得優秀成績外，還積極參與校內外
體育、文化交流、音樂、戲劇等活動，屢獲殊榮，表現卓越。此等碩果，
實有賴老師的熱心教學及校管會、家長教師會和校友會的鼎力支持與
指導，為同學提供五育均衡發展的學習機會，江校長謹衷心致謝。
當天承蒙本校校友──李致和先生（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體育
運動科學系講師）擔任主禮嘉賓，頒發獎項及致訓辭，令典禮生色不
少。李校友先與同學分享在母校唸書時的難忘回憶，包括體育課如何
為他日後當上全職三項鐵人運動員奠定殷實基礎。其後，李校友詳細
介紹 4Cs 理論，希望學弟學妹無論在學業抑或生活上，除了能培養
「溝通」、「明辨和創造思考」等能力，還能建立「同理心」、「關
心社會」等正面態度。最後，李校友勉勵同學在人生不同階段均要秉
持上述 4Cs 能力和態度，以提升個人生產力和競爭力。相信同學聽
畢李校友的一席話，必定獲益良多。
在畢業典禮尾聲，由學生代表趙晨希向學校致謝辭。隨著本校舞
蹈組曼妙的舞姿及歌詠團悠揚的歌樂聲，畢業頒獎典禮徐徐落幕，圓
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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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
男甲團體冠軍、女甲團體冠軍
男甲團體亞軍、男乙團體優異獎
女甲團體季軍、女乙團體冠軍、
女丙團體季軍
女甲團體優異獎
3C 羅俊浩（男乙第八名）、
3B 林逸朗（女乙亞軍）、
1D 羅明慧（女丙殿軍）

周年陸運會 2017 － 18
本學年之陸運會，已於 2017 年 10 月 30 日及 31 日假元朗大球場順利完成。
天公造美，兩天的陸運會皆秋風送爽，使賽事得以順利舉行。一年一度之「家
長、師生及校友接力賽」把本已熾烈的陸運會氣氛推至高峰，各隊健兒全力以
赴，直奔終點，看台上的同學搖旗吶喊，歡呼聲不絕，最後由校友譚兆軒一隊
奪冠，而李楚鋒老師隊及職員溫志堅先生隊分別獲得亞軍及季軍。
本年度男子個人冠軍分別由善社吳均豪（甲組）、新社羅俊浩（乙組）及
善社周俊恩（丙組）奪得，而善社莫翠然（甲組）、誠社林逸朗（乙組）及明
社羅明慧（丙組）則分別勇奪女子各組個人冠軍，各位運動員成績驕人，甚為
可喜。除此之外，新社奪得最佳場地佈置獎，誠社奪得最佳啦啦隊獎。在各社
員、健兒的同心協力下，誠社榮膺全場總冠軍及女子組全場總冠軍，善社則奪
得男子組全場總冠軍。頒獎典禮承蒙本校前任老師（現任梁文燕紀念中學（沙
田）副校長）金趙鳳珠女士蒞臨主禮並致訓詞，金副校長分享她求學時參與體
育活動的愉快經歷，更勉勵同學即使在繁忙的學業生活中，亦要如她在工餘時
多做運動，如遠足、騎自行車等，以達至健康人生。本屆陸運會就在一片歡樂
的氣氛下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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