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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利中學校訊
二零一八年二月十日

地址：新界元朗錦綉花園F段四街十一號

電話：2471 2622

網址：http://www.bethel.edu.hk

香港航海學校李漢標校長專訪
日
期：2018年1月26日
時
間：下午2：30 - 4：00
地
點：香港航海學校
訪問整理：4B 鄺永祺、4B 蘇志文、4B 何倩茹、
4B 徐佳欣、丘青峰老師、黃翠雯老師

香港航海學校校長戎

裝

投身教育，兢兢業業

李漢標校長是伯中校友，數十年來從事教育工作，

一直兢兢業業，為青少年傳道、授業、解惑。自擔任香
港航海學校校長以來，李校長每天24小時要留校服務，

除了帶領全校的教學工作，還要關顧學生的日常生活所
需，一身兼任師長與父母之責。

航校教育獨特多元，
規劃生涯各展所長

香港航海學校是政府資助的全日制中學，亦是全

港唯一開辦海事科課程的學校，所以全校教職員都要
穿上制服工作。學校提供寄宿服務，每名入讀的學生
都要寄宿。由於收生人數受宿位所限，現有學生大概
在250人左右。航校注重紀律訓練，學生要穿着整齊制

服，每天早上必須參加步操訓練，見到老師、舍監亦

須佇立行禮。2000年開始，該校為配合教育局對實用
中學主流化的政策，開辦中四及中五課程，但仍注重
職業教育，開設了家政、體育、 旅遊與款待、 視覺藝

術等科目，令學生嘗試向不同方面發展，從小做好生
涯規劃，將來步出社會就能有一技之長。因此，航校
不少學生畢業時已領有駕駛遊艇的牌照，可以立即投
身海事旅遊行業；或者憑著良好的體格和紀律，服務
警隊或其它紀律部隊。李校長指出該校特別注重水上
活動，每位學生中一入學時都會接受運動潛能測試，
李校長循循善誘、諄諄教導

學校根據學生在體育方面的天賦加以培訓，培養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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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運動健兒。初中生的必修科目包括帆船、滑浪風帆
和獨木舟，每天課後學校還會安排各類不同的水上活動
供學生選擇，高中的學生也要在課後選擇一項自己喜愛
的活動，因此航校為香港體育代表隊提供了不少新血，
培養出三位亞運代表。

同學向李校長提問成功之道

些與所訂目標有關的課程或講座等活動，以增進相關的
李校長向同學詳述航校水上運動訓練課程

立下決心闖難關，主動學習追理想

李校長出身於一般的基層家庭，父母都忙於工作。

雙親認為如果兒子讀不了書，中學畢業後可以跟他們一
起工作，加上他自小頑皮，從來沒有任何讀書壓力。直
到高中階段要面對公開考試，恍然領悟到學習的重要，
並思考自己的人生路向，開始努力學習。李校長明白自
己的學業基礎薄弱，下定決心要用功讀書，堅持每天都
要完成一本練習冊才肯讓自己睡覺。當時家裡經濟條件
並不富裕，家居空間不足，加上電視聲和家人交談聲匯
集在一起，令人難以集中精神，但李校長仍堅持下去，
甚至天冷時也要披著被子到樓下學習。李校長每天把練

習題目做完之後，會自己對答案，做錯了就自己嘗試
找出問題所在，實在不懂的就用筆
記下 來 ， 再 約 老 師 星 期 六 回 到
學校補課。老師沒有拒絕他
的請求，還請他一起吃個

知識和拓寬自己的視野。其次是不要限制自己的發展方
向。李校長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我們應加以
尊重，而不是限制他們的人生目標。」雖然航校是專門
訓練海事方面的人才，但航校的學生畢業後，有人做了
企業的創辦人，也有許多同學加入各種紀律部隊。大家
並不應該限制自己的自由發展空間，反而應該根據自己
的志願和個人興趣追尋理想，勇於突破現實環境的侷限
而努力學習，將來必能在社會上展翅高飛。

訂立目標，把握未來

李校長指出，青少年時期最重要的是要打好學業基

礎，如果錯過了基礎的訓練，就要更加努力去彌補自己
不足的地方。當年他面對會考的時候，了解自己的底子
不好，所以不眠不休的學習，經過刻苦的努力才得到回
報。李校長勉勵伯中的同學首先要訂立自己的目標，更
要主動努力學習，培養堅忍不拔的學習精神，才能把握
自己的將來，學有所成，服務社會。

熱騰騰的早餐呢！就這樣

李校長終於闖過了會考這一

關，順利升學就業，追求自
己的理想。

回憶往事，笑談未來

拓寬視野，展翅高飛

李校長認為同學要令自己夢想成真，首先需要具備

的條件是對自己有一定的認識。只有完全認識自己的目
標志向之後，才可以繼續走出下一步。李校長指出做人
做事都需要訂立短期、中期和長期目標，還應該參加一
2

李校長侃侃而談，勉勵學弟、學妹把握未來

靈命培育 蒙主帶領
感謝宣道會錦繡堂傳道人曾敏
姑娘、 陳 靜 娟 姑 娘 及 李 翠 姿 姑 娘
協 助 本 校 推 動福音事工。本年度
聯課活動時段及星期五課後時間共
開2組本地生團契及1組非華語生
團契，約有30多位同學參加。除
此之外，中一全級及中二至中四本
地班聖經課堂內全年分組舉行團契
活動；另宣道會錦繡堂逢星期六下
午在本校舉辦飛鷹成長計劃，活動
包括興趣班、英數補習班及團契，
歡迎本地學生參加。

聖誕節崇拜基督徒師生大合唱

福音攤位

本校中一學生參與由Rainbow Foundation
贊助舉辦的「挪亞方舟 愛與生命之旅」活動，
透過參與方舟生命教育館的「快樂團隊」學
習式活動，讓參加者從多元化的活動中親身
探索及體驗。

「挪亞方舟 愛與生命之旅」活動

基督大使團契活動

飛鷹成長計劃

10月23日至27日，本校舉行福音週，每天午
膳時間分別安排了福音大合唱、福音短片欣賞、
福音攤位、福音茶座、感恩讚美音樂會、詩歌點
唱及祈禱會等各項活動。在福音週內舉行的佈道
會邀請了影音使團分享電影 「最危險人物」，並
由葉家寶先生分享見證，共有37位學生決志信耶
穌及回轉跟從主耶穌。11月16日我們舉辦重聚日
慶賀決志同學，讓他們認識教會，有33位學生參 聖誕節崇拜森美先生分享
與。感謝主！
見證，校長頒發紀念旗

福音茶座

午間敬拜讚美會

12月1日香港福音盛會中學生佈道會共有119位學生參與，香港中文
大學校長沈祖堯教授分享見證、羅祖澄牧師證道。另有8位非華語學生亦
參與12月3日國際場佈道會。願神的福音成為學生的祝福。

香港福音盛會中學生佈道會
學生決志信主的一刻

非華語學生參與香港福
埸佈 道會

音盛會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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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動學習 發展學科
中秋•繽紛樂

非華語 中文科

非華語中文科於午膳時間舉行猜燈謎、
配對遊戲、燈籠製作活動，讓同學認識中秋
節的傳統習俗，一起分享節日歡樂。

硬筆書法比賽

非華語中文科舉辦硬筆書法比賽，讓學生透過活動學習中國文化。

通識教育科
通識教育科舉辦考察
活動，參觀香港有機資
源再生中心，學習有關廚
餘、有機耕作、魚菜共
生、水耕等課題。

高級組得獎者

初級組得獎者

音樂科

一人一樂器

本年度開設中一及中二樂器班，包括色士風、古箏、
非洲鼓、手鐘鈴、小結他及無伴奏合唱班，讓同學發掘音
樂潛能，實踐全人教育。

同學在學習非洲鼓

English WeCan

English Department

S.1 Bridging Course ‒ Fun Fun English

16 students enrolled in English
W e C a n , a n E n g l i s h p r o g ra m m e
conduct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under Project WeCan .
They received various awards including
the Perfect Attendance Award, the
Outstanding Improvement Award, the
Best Learning Attitude Award, the Most Students at the Grand Finale
Proactive in Speaking English Award with peers from other schools
and the Most Diligent Award.

New Form One
students joined our
S.1 Bridging Course in
the summer holiday
to learn English in an
interactive way.
1A students showcase their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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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giving their performance

Students on RTHK Radio 3 ‒ Teen Time

Kwong Wing Ki (4B), Faraz Sunnah (6A), Jasmeen-Kaur (6A)
and Gurung Manish (6A) talked about teenage suicide on Teen
Time, an English programme for teenagers to air their views on
various topics. They had an interesting and in-depth discussion
with Ms Alison Hau, the host of Teen Time, and gave some solid
advice on how to stay buoyant in difficult times. Check out this
website http://app3.rthk.hk/special/teentime/yourvoice.php to
revisit their sharing.

Students at RTHK studio

Students with Alison Hau

Speech Festival

A total of 22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69 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10 students were awarded
Certificates of Merit, 9 students received
Certiﬁcates of Proﬁciency.

Student with her adjudicator

English Week
4 December ‒ 8 December 2017

English Week has always been a fun and exciting time for
many students. Like last year, we had the One Minute Challenge, a
speech competition in which students give a one-minute speech
on a topic of their own choice. They were all cheered on and
received rounds of applause for their courage and talent!

Project WeCan

We offer Junior Form students 20 tutorial classes after
school every Tuesday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We have an
S1 Grammar Benchmark Class, an S2 Grammar Benchmark
Class, a Phonics Awareness Class, an Advanced Speaking
Class and a Budding Writers Program.

Students having their after-school speaking class

Students having their after-school writing class

S.6 Joint-School Oral Practice

10 students from Class 6A and Class 6B joined a joint-school
oral practice organised by Cumberland Presbyterian Church Yao
Dao Secondary School. They learned from their peers and benefited
from the teachers’ feedback.

S.6 students doing oral practice with peers from other schools

One Minute Challenge contestants

O n e M i n u te C h a l l e n ge J u n i o r
Form winners with Principal Ng

One Minute Challenge contestants and
judges ‒ Mr Murphy and Mr Lee

1 3 st u d e n ts p e r fo r m e d a
Mini Drama Performance on the
adaptation of The Three Little Pigs,
Cinderella and Little Red Riding
Hood . All the audience roared with
laughter at the hilarious lines and
the funny performance.

Our game booths were very
well received. We also had other
activities, like movie watching,
song dedication and an English
Calligraphy Competition. The
English Week finished with an
auction in which students bid
for their favourite gifts using the
stamps that they had earned.

Student helpers showing how to
play the game

One Minute Challenge
Senior Form winners
with Principal Ng

Three Little Pigs, Little Red Riding
Hood and Cinderella on the stage

Students playing at a game booth

O u r N E T tea c h e r, M r M u r p h y,
with students at a game bo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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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活動 擴闊視野
•
•
•
•

學校為元朗區公益少年團舉辦慈善花卉拍賣，為公益金籌款。
本校童軍出席香港童軍總會雙魚區嘉年華，為大會設計學習活動。
學生會舉辦年度全校歌唱比賽，同學踴躍參與，享受音樂及表演。
學生會舉辦班際時裝設計比賽，發揮同學的設計天份。
公益少年團慈善花卉拍賣

慈善花卉拍賣

歌唱比賽

少女特工組―野外反思營

由本校駐校社工策劃之「少女特工組―
野外反思營」於2017年12月15日至16日舉
行。活動旨在訓練學生的領導才能，學生透過
訂立個人目標，增加同學之間的合作和團隊精
神，以協助小組策劃隨後的義工服務。

公益少年團
童軍嘉年華

「愛與夢飛行計劃」原野烹飪活動

班際時裝設計比賽

音樂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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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間歌唱表演

本校非華語學生參加由「童軍知友社」舉辦的「愛與夢飛行計
劃」原野烹飪活動，學生透過活動學會尊重別人，與他人合作和提
升溝通技巧。

原野烹飪活動

關愛文化 健康校園
中一及中四級家長座談會

本校於2017年10月7日（星期六）舉行「中一及中四級家長座談會」，促
進學校與家庭的合作，向家長講解本校的辦學方針與管教措施，班主任及任教
老師與家長面談，促進家長與老師的相互了解，以期更有效教養我們的學生。

週會安排

本校與衛生署合作，舉辦「成長新動
力」課程，提供成長課予學生，關注他們
的德育發展。

成長新動力―成長課

家長講座― How to show and appreciate
the potential of children

家長講座―說話的藝術

老師向家長講解學生學習情況

老師與家長面談

一人一花種植活動

為鼓勵同學欣賞大自然及培養同學對
種植的興趣，健康校園發展組舉辦一人
一花種植活動，派發花苗種植翠蘆莉，並
設「班際最積極參與獎」及「花姿招展
獎」。報名參加的同學出席種植工作坊，
了解種植黃時鐘花的竅門。

一人一花種植活動―種植工作坊

「好人好事LIKE」活動

為配合學校發展計劃，健康校園發展組推出「好人好事LIKE」活
動，讚揚良好行為，共建關愛校園，對象包括全校師生、教職員、工
友。全年共舉辦兩期，收集學生、老師記錄的好人好事。凡讚賞者及
被讚賞的同學均可獲飛躍卡乙張作鼓勵。另每期選出具代表性的好人好
事，讓學生投票，最高票數者，可得「好人好事LIKE人氣獎」，並獲禮
物及獎狀以茲鼓勵。

學生參加工作坊學習種植黃時鐘花

點歌加油站2017

輔導組於午膳時間舉行歌曲點播活動，
同學透過點播活動，將關愛訊息傳遍校園。

學生讚賞工友
「好人好事LIKE人氣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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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畫 裝備未來
班主任課生涯規劃活動

班主任以活動形式帶領學生探索和認識自己，包括個人特質，
如興趣、價值觀和技能，以及了解升學及工作世界，包括夢想、
理想和目標。

導師以剪報的方式讓學生製作出夢想藍圖

班主任課

職場考察與體驗

安排企業參觀活動，讓同學對職場有更深刻的認識。

「海洋奇觀」工作坊

參觀民航處飛行教育徑

多元出路探索

參觀美甲店

參觀科技園

參觀金管局資訊中心

參觀消防訓練學校

鼓勵高中學生積極參與由大學舉辦的課程資訊日、講座、增潤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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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凡納藝術設計大學基礎設計工作坊

理大體驗日

職業技能訓練課程

讓同學掌握相關行業的基本技能及對該行業感興趣。

皮革班
咖啡班

美甲班

與校外機構合辦活動

與外間機構合作一系列的生涯規劃活動，藉着外間
機構的專業支援，豐富教師、家長及同學的生涯規劃
知識。

影子計劃

擴闊學生人生體驗，淺嚐職場滋味。

電腦回收中心

生涯規劃教師講座

職場影子計劃

事業興趣測驗

郵政總署

學生使用事業評估工具
客觀地探索自己的特質，從
而計劃發展方向。

職業性格導向攤位

鼓勵學習多元化

高中學生選修應用學習課程，其中6B班陳靖鑾
同學獲羅氏慈善基金及教育局合辦的「高中應用學習
獎學金」。

「愛與夢飛行計劃」生涯規劃活動日

6B陳靖鑾同學參加頒獎禮

2017年12月16日參加
由「童軍知友社」舉辦的
「愛與夢飛行計劃」生涯規
劃活動日，學生透過活動發
掘自己不同潛能，從中找尋
自己的興趣和職業抱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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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培養 正面積極
• 活動組舉辦本年度領袖生就職典禮，邀請半島旭日扶輪社謝鳳珍社長擔任
監誓嘉賓，參加的領袖生包括：學生會，風紀，四社，童軍，女童軍，升
旗隊等學生組織。

• 為培養同學建立人生目標及突破自我的精神，活動組獲熱心校友贊助參加
乘風航海上活動，5B班蘇志文同學在海上渡過兩天歷奇訓練。

「踏出人生路」青少年運動培訓計劃

本校中一級特色課程與「博愛醫院慧妍
雅 集 新 Te e n 地 」 合 作 推 行 「 踏 出 人 生 路 」
青少年運動培訓計劃。此計劃透過由專業教
練教授各類型極限運動 (花式滑板、直排滑
輪)，培養同學對運動的興趣，鍛鍊體能和心
智。計劃並提供職志發展和社區活動，幫助
青少年建立人生目標和正面的生活態度。

女童軍：「戶外訓練營」

本校女童軍於11月16日至17日於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
西貢戶外訓練營進行兩日一夜「戶外訓練營」。隊員透過製
作羅馬炮架、竹筏活動發揮團隊精神。隊員亦透過反思及分
享，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和社交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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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風航成員大合照

領袖生就職典禮

女童軍：「中二特色課」製作燈籠、
聖誕卡、聖誕樹

中二級女童軍隊員於特色
課製作燈籠、聖誕卡、聖誕樹
等等。她們將自製的特色聖誕
樹送給長者，表達關愛；從中
培養正確價值觀。

學習支援 共融校園

學生支援組

學習支援項目
不再孤「讀」朋輩伴讀、言語
治療服務計劃、個別學習計劃、「讀屏軟件」計劃、
語音轉換文字軟件計劃

關顧及其他學習經歷項目
中一級共融價值教育
課、關顧面談計劃、「相聚一刻」計劃、午膳聯誼活
動、「義勇群英」義工服務課程、生涯規劃課程
本校亦參與教育局的支援服務「校本教育心理
學家駐校計劃」，為有需要的同學進行評估及諮詢
服務。

非華語學生中文科：Fun in Chinese

本校參加由聖公會聖約瑟堂暨社會活動中心�ARISE II�
支援計劃舉辦的Fun in Chinese。學生透過參與不同活動，
增加對學習中文的興趣，提升聽、講、讀、寫能力。

午間聯誼及桌上遊戲活動

活力組提供適切的支
援，如學習及生活適應。
於關顧及其他學習經歷方
面，我們推出「朋輩關顧
計 劃 」 暨 ＜家•港•情 ＞
活動計劃（校本課程）。

活力組 (新來港學童支援組)

舉行 聖誕 派對 ，學 長與 學員 共渡

參與 元朗 大會 堂（ 內地
）新 來港 人
士服務計劃，到香港島一天
遊

朋輩關 顧計劃 學長接 受培訓 ，學習 與人相 處及溝 通
歡樂 時光 的技巧

同學到山頂3D展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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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利盃小學數學多元挑戰賽

關心社區 真誠回饋
足球同樂日

本校主辦的伯特利盃小學數學多元挑戰賽今年
已經踏入第十屆，本屆反應熱烈，共有32間小學，
64隊小學生，共256人參加，各參賽者聚首於本校
禮堂一展身手！

本校舉辦小學生足球
同樂日，區內十間小學到
校參加，競逐多個獎項，
場面熱鬧。

校長與 得獎者 合照

錦繡花園聖誕同樂日
錦繡花園管理處
舉辦聖誕同樂日，邀
請本校東方舞組為表
演嘉賓。

東方舞表演

聖公會聖約瑟堂暨社會活動中心：
《 友．錦．動 》

本校學生參加由聖公會聖約瑟堂暨社會活動中心舉辦的
《友．錦．動》市集活動，學生透過組織和管理攤位培養領導
才能和溝通技巧。活動促進跨文化共融、互相欣賞及尊重的正面
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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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區愛心滿鄉郊大行動2017開展禮

本校訓輔組參加了由社會福利署舉辦的元朗區「愛心滿鄉郊大行
動2017」，學生透過義工活動發揮潛能，從中學習與人相處，關心
社區和向長者表達關愛。

元朗區愛心滿鄉郊大行動2017

本校女童軍隊員到元朗壆圍村探訪村內長者，學生向
長者送上禮物及自己編織的頸巾，以表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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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導向 資源拓展
活動組

• 與扶輪社合作，成立扶輪少年團，舉辦社會服務活動。
• 獲半島旭日扶輪社贊助，合辦司儀訓練班。

• 與半島旭日扶輪社合辦講座，香港電台DJ紫龍，到校分享
擔任司儀心得。

香港電台DJ紫龍

扶輪社代表黎振鴻先生

扶輪少年團

司儀班畢業典禮

教師發展日―電子學習

透過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CoE）的到校支援服務，本校邀
請了崇真書院在12月22日的教師發展日就推行電子學習政策、電子學習
課程規劃和使用資訊科技優化行政及管理作經驗分享，以提升本校教師於
電子學習的專業領導與能力，持續發展及優化本校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該日下午由職業發展服務處派員到本校主持「如何協助學生生涯規
劃」講座，老師們均獲益良多。
司儀訓練班

「學校起動計劃」伙伴計劃

本校獲選為與香港理工大學協作的十間夥
伴學校之一。

校長致送紀念旗予崇真書院教師代表

「如何協助學生生涯規劃」

香港理工大學及本校師生於本年度在不同範疇進行緊密協作及交流，包括語文、科技教育學習領域、生涯規劃與義
工服務等，鼓勵學生積極計劃將來。

理大體驗日―模擬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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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話劇―綵排

多媒體工作坊―攝錄影片

理大體驗日―參觀校園

多媒體工作坊―剪接影片

英語話劇―練台詞

「學校起動計劃」獎學金
畢業同學張君釗榮獲
「學校起動計劃」獎學金，
每年可獲最高25,000港元獎
學金，修讀浸會大學4年制
學位課程。

「魅力維港耀全城」全港中學生
3D打印設計比賽 特別卓越設計大獎

3A劉志鍇、邵信杰及張雨琳同學獲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女士頒發獎狀及獎座

―

2017年「明日之星
上游獎學金」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獎學金

4B 李摯毅

學有所成 潛能盡顯

6B 洪浩馳

5B 梁皓浚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理事會主辦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2017/18

獲獎同學接受傳媒訪問

同學與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總裁麥
鄧 碧 儀 女 士（ 右 二 ）及 健 力 士 世
界 紀 錄 代 表 C h a r l e s W h a r to n
（右一）合照

同學與比賽評審鄧煒鴻先生（右一）合照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2017第三屆全港
青少年進步獎 優異獎

3A 劉志鍇

3A 張雨琳

3A 邵信杰

扶輪社最佳進步獎 獎學金

6A Faraz Sunnah

6B 黃芳

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2017-2018

5A Limbu Ujwal

元朗區公民教育委員會主辦
2017-2018年度 參觀元朗區議會後感想
徵文比賽

4B 蘇志文 - 冠軍

4B 徐佳欣 - 亞軍

5B 鄭晓懿 - 季軍

6C 廖錦鴻

香港電燈公司「綠得
開心學校三星級獎」

5B 張凱茵

廉政公署 iTeen 領袖計畫金獎

4B 黎梓揚
元朗區2017-2018校際
游泳賽 男子乙組100米背泳 季軍
元朗區第三十五屆水運會2017 男子青少年
F組100米背泳 季軍

6B 陳靖鑾
羅氏慈善基金、教育局合辦
應用學習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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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比賽得獎學生名單 2017/2018
組別／班別／學生姓名
伯特利中學
3A 劉志鍇
3A 邵信杰
3A 張雨琳
2016-17年度畢業生
2A

2B

黃露瑤

Gurung Rayan

3B

Jawad-Tahir

4A

Gurung Jessica

4C

梁浩勤

3C

4B

余安安安宜
鄭敏豪

Limbu Arshala

5C

余梃騫

蘇文君

6A

Pun Nikita

6C

何晞旻

6B
3A

3A

3A

6B

劉志鍇
邵信杰
張雨琳
陳靖鑾

李摯毅

6B

洪浩馳

梁皓浚

6A

Faraz Sunnah

5A

Limbu Ujwal

6B

黃 芳

4B

黎梓揚

4B

黎梓揚

4B

蘇志文

5B

鄭晓懿

4B

特別卓越設計大獎

張君釗

(2) 榮譽榜

榮獲「學校起動計劃」獎學金
修讀浸會大學四年制學位課程

獎學金

(3) 進步獎

青苗基金會之
2016-2017青苗學界進步獎

The Youth Arch Student Improvement Award 2016-17 organised by
Youth Arch Foundation

青苗學界進步獎

Youth Arch Student
Improvement Award

鍾美鳳

4B

5B

「魅力維港耀全城」2017
全港中學生3D打印設計比賽

吳穎思

5A

5B

獎 項

Limbu Nikita

2C
3A

參加項目

(1) 學校獲獎

徐佳欣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之
2017第三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4) 獎學金

羅氏慈善基金、教育局 合辦
應用學習獎學金 (2016/17學年)

優異獎

應用學習獎學金

上游獎學金」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獎學金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理事會主辦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2017/18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
高中學生獎

2017年「明日之星

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2017-2018

(5) 體育
元朗學界體育聯會
元朗區2017-2018校際游泳賽
男子乙組100米背泳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元朗區體育會合辦元朗區第三十五屆水運會2017
男子青少年F組100米背泳
(6) 徵文比賽

元朗區公民教育委員會主辦
2017-2018年度
參觀元朗區議會後感想徵文比賽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季軍
季軍
冠軍

亞軍

季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