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書館領袖生榮獲 

「第十八屆閱讀嘉年華」攤位遊戲中學組季軍 

為了提高同學的閱讀技巧和對各範疇書籍的了解，本校圖書館領

袖生於 12 月 9 日(星期六)前往荃灣沙咀道遊樂場，參加由教協及康樂

文化事務署主辦、優質教育基金贊助的『第十八屆閱讀嘉年華』，同

學們透過參與介紹書籍的活動，攤位遊戲、欣賞「活現書中人」扮演、

書展、作家簽名會，深深體會到閱讀是一種文化，也是一種精神上的

必需品。大家都滿載而歸，獲益良多。 

而本校亦十分榮幸，在全港五十多間中學之中脫穎而出，獲得中

學組獎項的「最佳遊戲設計獎」季軍，肯定了本校圖書館領袖生對推

動閱讀風氣所付出的努力和熱誠，值得嘉許。 

得獎圖書館領袖生： 

1B 何訢榮  2A 梁洛瑋  2B 林嘉豪  2B 吳俊杰 

2C 余佩婷  2E 黃灝庭  3A 伍建新  4B 陳珊珊 

4B 陳丹丹  4B 劉俊楠  4B 吳寛佳  4B 吳欣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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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八十五週年紀慶「燈月爭輝耀仙祠」彩燈會 

彩燈製作比賽結果 

嗇色園於本年九月舉辦「燈月爭輝耀仙祠」彩燈製作比賽，本校設

計與科技科及視覺藝術科派出多位同學參加是次的比賽，並獲得以下獎

項： 
初中組 高中組 

冠 林永忠（3B） 冠 周佩儀（7A） 
亞 高發泉（3B） 亞 陳倩儀（7A） 
季 葉文達（3B） 季 陳憲華（7A） 
殿 林奕源（3B） 優 王淑敏（5C） 
優 梁榮峰（3B）   

 成敏姿（3B）   
 周家軒（3B）   
 周家駒（3B）   

 

  
 



嗇色園獎學金獲獎名單 2005/06 

嗇色園為表揚同學在德行、學業、及課外活動中有傑出的表現，

特設以下各項的獎學金，並已於 2006 年 12 月 14 日聯校畢業典禮中頒

發，下列為獲獎同學名單：  

1. 各級學業成績優異獎  

1A 張楚盈、2B 林奕源、3E 陳丹丹、4D 關燕平、5B 麥穎君、6A 黃瑋竣 

2. 各班學業成績優異獎 

1A 張楚盈、1B 張梓琼、1C 鄧嘉明、1D 吳俊杰、1E 梁浩文 

2A 陳鑫雄、2B 林奕源、2C 賴源培、2D 陳道豐、2E 黃耀龍 

3A 張家麒、3B 陳家健、3C 楊洛敏、3D 陳偉民、3E 陳丹丹 

4A 曾樂瑤、4B 吳  昊、4C 梁玉兒、4D 關燕平 

5A 蔡麗媛、5B 麥穎君、5C 湯嘉美、5D 何佩麗 

6A 黃瑋竣 

3. 中國語文科成績優異獎  

1A 駱嘉欣、2A 陳鑫雄、3E 陳丹丹、4B 吳  昊、5B 麥穎君、6A 何嘉欣 

4. 英國語文科成績優異獎  

1A 張楚盈、2B 葉文達、3B 陳家健、4D 關燕平、5D 何佩麗、6A 黃浩丞 

5. 數學科成績優異獎  

1B 鄭  龍、2B 林奕源、3E 吳寬佳、4B 劉德勇、5B 周偉健 

6. 普通話科成績優異獎  

1A 郭文婷、2B 李嘉明、3E 郭晓松 

7. 服務表現優異獎 

4C 郭俊浩(圖書館領袖生)、5D 蔡宏皞(領袖生)、6A 黃翠筠(學生會) 

8. 體、藝、活動表現優異獎 

6A 程文達(體育)、6A 周水嬌(藝術)、1A 梁洛瑋(音樂) 

9. 黃允畋紀念獎學金 – 傑出學生獎  

得獎名單：7A 羅世歡 

10. 高級程度會考成績優異獎 (升讀大專院校者) 

7A 黎偉欣、7A 李俊傑、7A 李廣城、7A 梁德儀、7A 鄧志豪、7A 溫燕青、

7A 黃澤星、7A 楊澄峰、7A 陳靜儀、7A 張智科、7A 戚耀仁、7A 許桂森、

7A 劉嘉寶、7A 羅世歡、7A 黃嘉堡、7A 楊芷筠 

 

 

 

 



圖書館領袖生陳珊珊接受香港電台訪問 

好書 60 回介紹 【等待香港–文化篇】 

在 1 月 21 日(星期日)，我很榮幸地獲香港電台邀請，參加一個名

為<青年同細味，好書推介的節目>。而今次我介紹的書籍就是林奕華

先生的作品--<等待香港 – 文化篇>。第一次去香港電台，對一切事

物都感好奇。起初我的心情是十分緊張的，幸得老師陪的同下，我就

放心下來，可以輕鬆地面對。 

    過程中，老師給了我很大的鼓勵。在錄音時，窗外的老師為我拍

照，漸漸地我便應付自如，錄音完了，我還跟主持人交談，他是個很

親切的人，最後就連緊張的心情也消失了。 

    這次活動的機會很難得，除了能與全港聽眾分享閱讀心得外，我

也學會了許多東西，而且參觀了香港電台，留下非常美好的回憶。 

圖書館領袖生陳珊珊（4B） 
 

 
 

可藝同學勇奪安裝超級電腦比賽〔冠軍〕 
 

由九龍工業學校主辦，香港教育城協辦的「超級電腦，你我可擁有」

活動-安裝超級電腦比賽已於 2006 年 11 月 18 日舉行，來自全港中學的十

五隊同學參加了比賽，競爭在最快時間內以 Rocks 4.1 工具將三部電腦安

裝成一部群集式超級電腦，本校的三位同學以大會最快時間 41 分 14 秒成

功安裝，勇奪冠軍。 

得獎同學名單：陳嘉熙 6A(24)、陳家輝 4B(02)、鍾昀早 4C(03)。 

另外，四位中二及中四同學參加了由 PCM 電腦廣場主辦的全港校際

網誌大獎，奪得學校隊際賽組別優異獎，得獎的網誌(blog)以校園生活為

題材，張貼了同學們的難忘及快樂的回憶。 

得獎同學名單：駱嘉欣 2A(28)、劉誥揚 4A(21)、謝曲桓 4A(34)、 

余棨堯 4C(42)。      

 



閱讀樂 滿校園 
班際好書齊齊睇比賽 

為了推動閱讀風氣，培養同學廣泛的閱讀興趣，圖書館與中文學

會於 1 月 12 日至 16 日舉辦初中班際好書齊齊睇比賽。比賽反應十分

熱烈，參賽同學都能把自選的書籍，推介給其他同學分享，體現了「齊

閱讀、勤閱讀、好學習、樂分享」。 

 

班級獎項 
 

班級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冠軍 1A 2A 3B 

亞軍 1D 2B 3C 

季軍 1C 2C 3D 

優異獎 1B,1E 2D,2E 3A,3E  
個人獎項 

班級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冠軍 1A 李洛祺 2B 張旭 3A 陳曉彤 

亞軍 1A 李小寧 2A 駱嘉欣 3C 許雅玲 

季軍 1A 李文龍 2C 黃惠珍 3B 林賢禮 

優異獎 1A 翁裕杰 

1B 薛立賢 

1C 林展禧 

1D 鄭翠怡 

1E 何祖怡 

2A 吳浩生 

2B 賴曉螢 

2C 黃樂雅 

2D 彭偉深  

2E 廖卓麒 

3A 郭南宏 

3B 吳躍填 

3C 曾煒 

3D 孫家俊 

3E 梁子健 
 

  

 

 

「設計營商周 2006－學生園地創意工作坊」 

本校視覺藝術科為加深同學對世界設計藝術的認識，參加由香港

設計中心主辦的「設計營商周 2006－學生園地創意工作坊」。同學分為

三組即場進行商品設計及推介的演說，發揮無限創意，氣氛輕鬆活潑。

同場更參觀世界各地獨特商品設計，大開眼界。 

   

 

「意式街頭粉筆畫」 
   本校視覺藝術科及圖象傳意科為提高學生的對藝術的興趣及認

識，參加了由香港青年藝術節主辦之「意式街頭粉筆畫」。當日一行十

多位中四同學在香港鰂魚涌太古坊糖廠街進行了十多個小時的街頭粉

筆畫的創作，雖然身心疲憊不堪，但是見到自己的作品被人讚賞，各

人都喜上眉梢，疲累盡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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