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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仁書院 

QUEEN’S COLLEGE 
香港銅鑼灣高士威道120號 

120 Causeway Road, Causeway Bay, Hong Kong. 

 

2017 年 4 月份通訊 

電話 Tel： 852-25761992 

傳真 Fax： 852-28824546 

E-mail： qc1@qc.edu.hk 

網址 Website： www.qc.edu.hk 

本期要目 活動預告 

國際 STEM教育交流雙周 

日期：二零一七年四月二日至十四日 

澳洲墨爾本中學到訪  

(2/4/2017 ~ 14/4/2017) 

韓國蔚山高中到訪  

(6/4/2017 ~ 10/4/2017) 

參加者：25位中三至中五學生接待來訪學生

於家中生活 

 

阿根廷訪問團到訪 

日期：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一日 

 

皇仁書院一百五十五周年校慶及皇仁舊生會

中學三十周年校慶聯校美術展 2017 (第二

期) 

日期：二零一七年四月廿五日至四月廿七日

地點：荃灣大會堂展覽館 

歡迎學生及家長參觀 

 

中三級全港性系統評估 (說話能力評估) 

日期: 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及二十六日 

 

第三次教師發展日 

日期：二零一七年五月二日 

學生無需回校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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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五十五周年校慶名人講座(三) 

日期：二零一七年五月九日 

主講嘉賓﹕沈旭暉教授 

 

中六畢業典禮 

日期：二零一七年六月二日  

地點：本校禮堂 

時間：下午三時正 

歡迎中六學生及家長出席。 

 

年終試     

日期：二零一七年六月七至十九日及二十二至二十三日 (中三) 

日期：二零一七年六月九日至二十三日(中一、二、四、五) 

 

中三級全港性系統評估 (紙筆評估) 

日期: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日及二十一日 

 

校務及學務消息 

         關注項目最新發展 

(一)促進自主學習 

1透過電子媒介及延伸學習活動，培育同學自主學習能力，讓他們能夠終生學習。 

中一通識科老師教導同學訂立題目及專題研習的各種技巧，幫助他們學習使用不同的工具，完成專題

研習，將成果在開放日與來賓分享。 

中五通識科透過獨立專題探究，培養同學建立終身和獨立學習的能力及誇學科思考技能，讓同學學會

自主學習。同學已呈交研究題目，進行探究。 

為了讓同學有機會認識不同的文化、地理環境、歷史及教育制度，學校在三月份舉辦了日本東京考察

團，四月份有北京 101中學考察團。 

四月份韓國蔚山高中及澳洲墨爾高中會到訪本校，並住宿同學家中，透過日常及學校生活，促進文化

交流。 

一組中三同學利用廚房百潔布，一組中四同學利用膠水瓶，發揮創意思維，並應用物理、化學、再生

能源概念與機械運作的原理，動手設計及搭建機關組件，參加《香港機關王競賽》。 

一組中二同學創作從觀察中學習的機械人，一組中四同學則只利用飛機木及膠水設計有最高承載力的

結構，參加香港創意思維活動競賽。 

邀請舊生替高中同學準備通識科教材，解說中學文憑試歷屆試題及拍攝視頻，上載到學習平台，供同

學使用。 
 

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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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訓老師使用電子學習工具，促進自主學習的推行。 

老師參加教育局及其他機構舉辦的課程、研討會及工作坊，學習使用電子學習工具，促進自主學習的

推行。 

在科務會議及同儕觀課分享推行自主學習的經驗。同事間交流使用學習管理系統、電子白板、翻轉課

堂及互動投票機的經驗。 

 

(二)職業及生涯規劃組 

1. 為了開拓同學們的眼界，且促進師兄弟間的交流，本組連同皇仁舊生會合辦了「2017年學長計劃」

(Mentorship Programme)，並於二月二十二日晚上舉行迎新，讓各行各業的傑出舊生與一班中五同

學聚首一堂，分享升學及就業心得。 

2. 為了擴闊同學在職業領域的視野，本組於三月至四月期間，安排不同類別的職場參觀予中二及中

三同學，涵蓋範疇廣泛，當中包括香港金融管理局、機電工程處、北角消防局、紫雲間沁怡護養

院、北角海逸酒店、北角海關總部大樓。 

3. 於三月十一日，本組安排廿三位中三、中四同學參予由教育局舉辦的「專業發展分享日 2017」暨

「生涯現劃教育區域發展網絡啟動禮」，同學們藉此機會與四大範疇(商業、醫療、法律、規劃及

發展)的專業人士接觸，聆聽他們分享有關職業生涯的苦樂，可謂獲益良多。 

4. 在三月九日至十三日，本組與公民教育組合辦東京升學及公民教育文化考察團，首先參觀早稻田

大學校園，聆聽教授講解環球政治經濟理念，並與當地高中學生進行討論，繼而乘車前往參觀

TWINS 實驗研究中心。除了探訪大學外，同學亦有參觀一些歷史文化古蹟，如明治神宮、鎌倉大

佛、防災所、茶道文化館和不同類別的科學館 (科學技術館、未來科學館) 等。 

5. 生涯規劃組於三月十七、二十、二十八及二十九日借用通識科節課，安排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的

導師向中一級同學進行【自我認識】及【職業性向測試】工作坊。 

6. 在三月至四月期間，本組老師協助中六級同學處理大學聯招申請，包括準備學生學習概覽 (SLP)、

核對其他學歷 (語文及音樂考試)的資料等，並向他們提供選科及升學輔導。 

7. 本組協助中四至中六同學申請各院校舉辦的參與計劃 (Engagement Programmes)，當中包括 CUHK 

School of Accountancy、CUHK Academic Planning Day/Day Camp、  The Hong Kong Aviation 

Management Programme  organized by PolyU and New South Wales University、Hong Kong 

Education University Undergraduate Programme Nominations Scheme 及 PolyU Engineering Summer 

Porgramme (From Physics and ICT to Engineering)。 

8. 生涯規劃組輔導員利用四月十日及二十六日的全方位學習課，向中三級同學介紹高中各科課程內

容、評核模式、選科心得及各大學收生的計分法，加深同學對選科與大學入學關係的了解。 

9. 本組協助中四至中六同學處理報讀英國及美國大學課程申請。 

10.本組為中三至中五同學報名參加由本港各大院校於七、八月暑假期間舉行的夏令營及暑期進修課

程。 

11.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會於本年度五月中向我校數名中五同學頒發 Harvard Book Prizes，得獎同學為

袁瑋謙 (5A)、江祐榮 (5D) 及何溢文 (5A)。 

12.為了協助中六同學預備聯招面試，本校與皇仁舊生會於五月初合辦多次模擬面試。此外，傑出校

友黎慶寧先生及蔡熾昌先生亦會邀請十多名曾任或現任大型企業、政府機構高層行政人員或現任

大學教授的舊生為同學指導並練習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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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五五校慶 

萬衆期待的皇仁書院一百五十五周年校慶開幕典禮已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上午假學校大禮堂

舉行。當天本校有幸邀請了香港大學名譽教授黎慶寧太平紳士、曉陽慈善基金會主席林健忠名譽教授、

霍英東集團副總裁霍啟文先生、學校管理委員會主席黃廖笑容女士、舊生會會長于鎮康先生、家長教

師會主席華陳正容女士，以及皇仁書院榮休校長--江紹忠校長、李家鴻校長和李樂然校長為典禮的主

禮嘉賓。陣容鼎盛，熱鬧非凡。首先，同學們高唱校歌，為典禮揭開序幕。李瑞華校長、黎教授及學

生會主席先後致辭，寄語同學應以傳承我校傳統為己任。接著，一眾嘉賓們為「皇者仁風校史館」進

行揭幕儀式。我校歷史館獲林健忠教授資助興建，並命名為「皇者仁風校史館」，想必有助同學與外

界了解我校的悠久歷史。然後便是啟動校慶活動的環節。在司儀指示下，嘉賓把七個印有一百五十五

週年字樣的氣球傳到台下，再由同學互相傳送環繞會場，同學們皆雀躍不已。此活動象徵著希望同學

能把皇仁優良傳統及核心價值傳承下去，繼往開來。 

 

當天另一重頭戲為黎慶寧教授及樹仁大學客席副教授何冠環博士主講的名人講座。黎教授講解我們應

如何看待歷史，何博士則介紹皇仁書院早年的傑出校友，二人的分享饒有趣味，同學受益匪淺。 

 

精彩的開幕典禮結束後不到兩個月，就是「皇仁書院一百五十五周年校慶及皇仁舊生會中學三十周年

校慶聯校美術展 2017」。美術展假銅鑼灣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於三月一日舉行開幕禮。當天，皇仁

舊生會會長于鎮康先生在本校校長李瑞華女士及皇仁舊生會中學校長許湧鐘太平紳士的陪同下主持

開幕儀式。在美術展中，兩校同學充份展現才藝，反映了同學「德智體群美」中「美」的成長。同學

的作品風格多變、鮮活跳脫、情感深邃，實非筆墨所能形容；參觀人士均駐足良久，或沉思、或細賞，

無不讚嘆同學的創造及表達力。美術展的作品亦將於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假荃灣大會堂展覽館再

度展出。 

 

在聯校美術展開幕兩日後，緊接著的便是「皇仁書院一百五十五周年校慶開放日」。這日正正是「皇

仁仔」展現個人及團隊成就的絕佳機會。開放日的第一天(三月三日)早上，主禮嘉賓香港肝癌及腸胃

癌基金會主席潘冬平教授在校長李瑞華女士、家長教師會主席華陳正容女士、皇仁舊生會會長于鎮康

先生及眾師生陪同下主持了簡單而隆重的開幕禮。開放日期間，各學會及單位在學生會統領下百家爭

鳴、星月爭輝，參觀者絡繹不絕，人次接近萬人；其中參觀重點「皇者仁風校史館」內更是肩摩轂擊，

舊生街坊們無不被珍貴的文物深深吸引。開放日閉幕禮亦於三月四日黃昏舉行，千計學生舊生嘉賓共

聚於我校禮堂，男兒不分長幼高唱校歌，一個降 E大調主音和弦結束了全曲，煞科時的三歡呼氣勢更

是最為攝人，震撼之聲響片整間校舍。校慶開放日圓滿結束，雖曲終人散，兄弟師生間卻情永在。 

 

本校冀望一系列之校慶活動能提升眾皇仁仔的歸屬感，並把優良的特質好好的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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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1. 圖書館於今年五月中閉館，以方便進行盤點工作。 

 

2. 全方位學習課:為了提升同學對寫作的興趣，本館邀請了著名作家黎志偉先生，於四月二十六日

蒞臨本校，為中四及中五同學分享他寫作的心路歷程。 

 

           喜訊 

方慧珍老師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喜獲麟兒何仲揚。在此謹祝小寶寶健康活潑，快高長大。 

 

 

輔導組 

朋輩輔導計劃 

三月至四月，中一及中二朋輩輔導計劃均舉行了四次成長小組聚會，學長主要跟進學弟如何將成長體

驗應用於日常生活。本年度，學長更全面引導中一及中二同學，運用正向心理學的「性格強項」學習

彼此欣賞，以配合「學生發展」主題。 

 

教養錦囊(二) 

中一家長講座已於三月下旬舉行，為了有更好的準備，輔導組在三月舉行一系列午間訓練，以豐富輔

導領袖生的演說內容，與及提升朋輩輔導員與家長面談的技巧。當晚，八位輔導領袖生/朋輩輔導員

以話劇形式跟家長分享如何以「互動的要素」明白孩子的需要和能力，老師和社工則分享如何透過「平

衡定律」管教孩子，希望藉此讓家長明白如何有效激發孩子的進取心，使孩子全面發展潛能。輔導組

亦再次邀請舊生余堃先生，以在學經驗及物理治療專業的知識，分享課外活動如何在學業成績和個人

成長兩方面帶來正面影響。 

 

全方位學習課 

輔導組於三月下旬為中二級舉行情緒管理講座；四月於中五級舉行「行在愛中」系列的第二節，與同

學探討愛的定義和如何在不同的關係中實踐。 

 

 

訓導組 

1. 領袖生工作坊: 訓導組暫定於六月三十日(星期五)舉行領袖生工作坊(地點待定)，所有中四領袖

生必須出席是次活動。 

 

2. 新學年領袖生招募事宜: 訓導組將於四月初進行領袖生招募，新學年中三、中四及中五領袖生分

別於六月及七月初公佈，至於總領袖生甄選工作，將於七月連同校長一起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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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教育組 

1.中二級書籤設計比賽 

經視藝科老師評審後，中二級書籤設計比賽的冠軍為陳頌銘(二丙)、亞軍為袁銘禧(二乙)、季軍

為陳耀星(二甲)及陳文樅(二丙)、優異獎為鄭鈺樑(二乙)、劉駿熙(二乙)、楊智行(二乙)及張崇

徽(二丁)，冠軍作品已印製並於開放日派發予各來賓。 

 

2.開放日 

在本年度的開放日，本組特別製作了五塊展板，其中三塊展板以「感恩」為主題，探討社會上的感

恩文化和感恩的意義，另兩塊展板介紹本組於本年度所舉辦的主要活動。本組亦派發書籤(「中二

級書籤設計比賽」的冠軍作品)、公文夾及刊物《明德》予來賓作紀念。 

 

3.悅讀閱德計劃 

本組的幹事於閱讀時段跟中一級同學分享文章《缺一顆螺絲釘》及《誠信漂流記》，討論「負責任」

和「誠信」這兩個核心價值，跟中二級同學分享短片，帶出「微小的行動已能讓世界變得不一樣」

此訊息，希望同學能多關懷身旁的人，並給予及時的幫助。各班設立兩個獎項以作鼓勵，包括尚

德獎(品行良好)（兩位）及尚學獎(積極參與及勇於發問)（兩位）。 

 

4.早會分享 

本組於二月十六日邀請了舊生黃偉業醫生就「感謝母校」作分享，他提及過去在皇仁讀書時的生活

點滴，感謝母校對他的悉心培育，並提及在中一時一位學兄跟他說過的一句話：「你今天佩戴著皇

仁校章，皇仁的將來便靠你了。」他把這話銘記於心，並以此勉勵學弟要做好自己，承傳皇仁的優

良傳統及承擔著皇仁的未來。此外，本組幹事亦於二月十七日在閱讀時段舉行中一級特別早會，就

「感謝師長、同學和學校」此主題作深入的分享，讓同學反思在日常生活中值得他們感恩的人和事

實在不少，他們必須常存感恩之心，並加以珍惜。 

 

5.全方位學習課 

中三級的「如果愛」教育講座及中四級的廉政互動劇場已分別於二月二十日及三月九日順利舉行，

同學投入參與，反應熱烈。 

 

 

公民教育組 

一年一度的開放日於三月三日至三月四日順利舉行，本組於禮堂設計一系列展板介紹本地及國際大

事，提升同學的政治參與。另外，本期《前驅》於一五五校慶開放日出版，內容深入分析社會上不同

議題，希望同學能提升公民意識，明辨是非，對社會大事有更深入的認識。 

 

另外，本組於三月九日至三月十三日舉辦東京升學及公民教育文化考察團，藉此擴闊同學的眼界，增

加他們對世界各地的教育制度與風土人情的認識。 除此之外，本組今年將繼續舉辦「時事論壇」，

邀請嘉賓與同學就社會時事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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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 

              課外活動 

校外比賽成績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至一七年三月) 

月份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一六年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2016/2017 香港中學生物奧林匹克比賽實驗部份  

十二月十七日 個人賽 
   

  

  一等獎 莊竣皓 6B 關汝傑 6B 

    蔡維澤 6B 羅梓豐 6B 

    朱尚哲 6B 李倬賢 6B 

    武爾厚 5A 麥梓聰 6B 

一六年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香港教育局 2016/17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  

十二月十七日 初級組 
   

  

  銅獎 伍恩力 5A     

一七年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花卉展覽展品比賽    

三月十一日 組別 
   

  

  仙人掌類植物冠軍 鄭卓言 4D 
 

  

  賞葉植物冠軍 鄭卓言 4D     

 

 

學生會 

今年的開放日已於三月三日及四日順利舉行，參觀人數高達八千三百九十人，較往年高。今年有幸邀

請到潘冬平教授於百忙中抽空出席，為我校開放日主持開幕典禮，同時亦要感謝舊生會及家長教師會

鼎力支持，當然更少不了各位同學的努力，令今年的開放日大放異彩。 

 

本年度開放日的主題為「尋夢」，旨在鼓勵同學們勇於尋覓夢想，共同為目標努力，體現我校「追求

卓越」的精神。 

 

今年適逢一百五十五週年校慶，剛建成的校史館於開放日開放予公眾參觀，反應非常熱烈。另外，開

放日期間，本校亦與皇仁舊生會中學合辦聯校美術展覽，展品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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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組 

早會宣傳：本組幹事於二月七日早會宣傳「舊利是封回收計劃」，又於三月廿三日宣傳 「地球一小

時」 及「環保週」 活動，希望喚醒同學從日常生活中，實踐源頭減廢、重用和節約能源，珍惜現有

的資源。 

 

舊利是封回收計劃: 本組於二月七日至二月十五日期間於學校門口設置一回收箱，在師生和家長鼎力

支持下，今年共收到約 1320封舊利是封，由本組老師親身交往環保組織 「綠嶺行動」回收站。 

 

環保講座：於三月十一日(星期六) ，本組老師帶領學生環境保護大使出席由環保促進會所舉辧的環

保講座工作坊，本校學生與其他中學的學生進行分組活動和分享。 

 

地質考察：於三月十八日(星期六) ，為加強學生對海岸保育及進一步加強對地質的認識，本組老師

帶領學生環境保護大使出席由香港地貌岩石保育協會舉辦的培訓，前往赤門海峽、鴨洲及吉澳進行「基

礎環保章」考察，同學獲益不少。 

 

全球大型環保活動：本校已參與由世界自然基金會舉辦的「地球一小時」活動，今年以「熄出再生力

量，攜手延續未來」為主題。本組於三月初派發家長信邀請家長響應，共同參與是項甚具意義的節能

活動。「地球一小時」是全球最大型的集體環保行動，超過 175個國家參與，參與者需在指定的時間(三

月廿五日星期六下午八時半至九時半)一同關燈一小時。本校有超過 89%家庭同意參加。雖然只是一

小時的熄燈行動，卻意義重大，提醒我們只要在生活上作出一點點改變，便能實踐節能低碳生活，共

創美好的未來。 

 

環保週：本組將於三月廿八日至四月一日舉辧環保週，今年主題為「珍惜資源獻愛心」 ，內容環繞

減少廢物和循環再用資源，包括將二手文具捐獻予救世軍、班際廢紙回收比賽、漁護處生物多樣性講

座、保育展覽及遊戲、能源效益講座等，環保幹事與拔萃女書院的同學亦共同策劃聯校城市遊蹤活動。 

 

 

 

健康及性教育組 

1. 本組於三月下旬聯同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在學校舉辦「至 smart 多面睇」活動。同學在午飯時

透過參與各種互動遊戲，觀看並學習雜耍技巧，認識毒品的禍害，從而堅定同學遠離毒品的決心。 

2. 全方位學習課：中五級的「性行為的抉擇」性教育工作坊及中三級的「講愛情」分別於三月三十

日及四月二十六日舉行。本組聯同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於三月三十日及四月十日舉辦「Capture 

Your Dream」工作坊。 

3. 本組為了讓同學認識水果的好處，於四月七日午飯時間舉辦有獎問答遊戲。 

4. 本組將於四月下旬進行一次集會分享，向同學介紹吃水果的好處。除此之外，亦就水果日之活動

作出宣傳。 

5. 本組將於四月下旬響應衛生署推行的開心果月，舉辦了本學年的開心果日，在午膳及放學後，向

全校師生派發每人一份水果，藉此提醒師生們要養成多吃水果的良好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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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 

皇仁衛理長者學苑 

由皇仁書院及循道衛理灣仔長者服務中心成立的「皇仁衛理長者學苑」，下學期舉辦了麵粉花製作、

樹脂黏土製作、生活小景製作、長青夏威夷結他及伸展運動課程，並於三月十四日一同參觀可口可樂

廠，長者及同學都樂在其中。 

 

全方位學習課 

社會服務組於二月十日全方位學習課帶領五十位中二學生，參加由「黑暗中對話」舉辦的「無聲體驗」

樂趣戲劇工作坊。由聽障及語障導師以默劇形式，演繹殘疾人士的故事。學生透過欣賞及互動，能親

身體驗殘疾人士的藝術才華，以及體會《殘疾人權利公約》的重要。 

本校中四級同學的全方位學習課則聯同「香港家庭福利會」參與義工服務，往安老院探訪，活動已順

利完成，同學藉此得到珍貴的經驗。 

 

公益少年團 

公益少年團於二零一七年二月舉行了曲奇義賣活動，是次活動獲得家長和同學熱烈支持，共有 262

人捐款，善款$18550將捐贈公益金，感謝大家慷慨解囊。 

 

 

 

資優教育 

為了讓資優的同學在寬廣的學習範疇中發揮潛能，本校資優教育組在一月至四月期間，提名同學參與

多項由各大專院校、專業機構、教育局及香港資優教育學院舉辦的資優計劃及活動。 

 

一月 －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舉辦的「2016-17資優天使—服務學習比賽」，本校已躋身三強，並會在

三至八月期間實踐計劃。 

 

二月 － 第十四屆國際資優解難大賽決賽已於一月下旬順利完成，頒獎禮亦於二月二十五日舉行。

本校中二及中三組別獲校際冠軍，中一組別獲亞軍。中一級施嘉垣及蕭琛然，中二級陳善

祺，中三級吳浩渝獲得全港金獎；中二級洪灝庭及林翔洋，中三級周上仁獲得全港銀獎；

中二級巢銘楠及余鎮泓獲得全港銅獎。 

 

三月 － 小小發明家活動已於三月三日順利舉行。本校學生與各小學參加者合作創作七份創意發明，

並將經驗及感想整理成小冊子，以作分享及日後檢討之用。 

 

四月 － 本校參加了由青年會書院舉辦的創意思維活動，兩個組別的參賽同學於四月一日進行比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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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支援組 

本年二月二十五日，本校與元朗匡智學校參與由志願機構親切舉辦的社區探索共融日。三十名中二至

中五同學夥拍十五名匡智學校同學在皇仁書院及深水埗進行一連串團隊活動，藉此為我校同學提供一

次發展溝通技巧，了解及接納不同能力人士的機會。 

 

駐校社工於三月十一日及十二日帶領本校三十位中一同學於長洲鮑思高青年中心舉行「再創高峰」兩

天體驗營。同學由專業導師指導，進行戶外團隊訓練活動，冀提升同學的協作能力及自我管理的技巧。 

 

 

家長教師會 

活動匯報 

1. 2017 「 愛．回校 」之周年晚宴暨「與您同行」啟動儀式 

為賀一百五十五周年校慶，同時增進老師、家長及學生之間的溝通及聯繫，本會於二零一七年二月二

十五日於學校禮堂舉行「愛．回校」周年晚宴。當天晚上本會特別安排元朗屏山傳統盆菜「九缽」(九

大簋)供大家品嚐。於開席前，本會先進行了「與您同行」籌款活動的啟動儀式，鼓勵家長與學生建

立健康生活習慣，同時慷慨捐助，以改善校內的教學設備。之後，席間除分別有校長及本會主席到台

上獻唱外，也有家長及學生的各樣精彩表演和遊戲，還安排了抽獎活動，氣氛熱烈，亦讓家長、同學

與老師一起聚首一堂，共享歡樂。 

 

2. 「如何做父母 新一代」家長講座 

健康、快樂及和諧的家庭，給孩子成長帶來最強大的支持力量。然而隨著社會進步、時代變遷，我們

的孩子往往在初中階段已經需要面對將來升學、未來前途發展等問題。本會有見及此，遂於二零一七

年三月十日舉辦了「如何做父母 新一代」家長講座，主講員為「永不放棄同學會」創辦人、著名廣

播節目主持人麥潤壽先生(B B S, M H)。通過是次講座，家長都認識到家人之間，能彼此信任、互相

欣賞的重要，這既可提升學生的抗逆能力及行為規範，又能幫助建立正確的自我價值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