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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青是一種生活態度

學韻
基督書院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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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青』是一種生活態度，與時並進。無論任何時候，文青總與紛擾、營役的世界保持一段距離，

因為他們深信有一種財產，不用金錢衡量，純粹來自觸踫心靈的體會。」

在基督書院待了七

年，這裡一直是我「心

的 家 鄉 」 ， 在 外 「 漂

泊」一段日子後又回來

了 。 操 場 上 青 澀 懵 懂 的

我、老師們教學的音容笑

貌……回憶不斷在腦海浮

現。告別母校多年，今次

希望以「文青老師」的身

份回歸。

原來你是基督書院舊生！原來你是左撇子！原來你經常

去書店SHOPPING！原來你已經結婚！我真佩服同學們的觀察

力和好奇心！中學時期的我只能算是「書蟲」，終日埋首在

書堆中，真是「宅」得可以！然而，沒有昨天的「書蟲」，

哪來今天的「文青」？「大家好，我是『藝文青』。」我在

上學期的「飄泊」週會這樣介紹自己，大家還記得吧？藝文

青平日除了逛書局和看書，還喜歡看電影、聽音樂；除了辦

讀書會，還希望有機會辦電影及音樂分享會；除了到「牧羊

少年」享受一個人的咖啡，還喜歡下廚炒幾碟小菜給家人和

朋友品嚐。某班同學曾經吃過我炒的苦瓜呢(教學需要)！

「 我 為 甚 麼 要 讀 書 ？ 」 在 學 的

你們常常會問這個問題。在《親愛

的安德烈》這本書中，安德烈也有這

疑問，他覺得自己很平庸(這應該是

多數年青人的想法吧)。他對媽媽龍

應台說：「我可能會變成一個很普

通的人，有很普通的學歷，很普通

的職業，不太有錢，也沒有名。一

個最最平庸的人。」媽媽的回應很有意思，希望以這段話寄

語同學們：「我要求你讀書用功，不是因為我要你跟別人比

成就，而是因為，我希望你將來擁有更多選擇的權利，選擇

有意義、有時間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謀生。」希望你們透過

讀書，找到自己的海闊天空。對我而言，即使生活的空間狹

小，心靈卻可以無限廣闊，閱讀使我在得意時能享受人生；

在失意時，能忍受人生。以下三本書是我今年的重點推介

書，當你面對逆境或迷失自我

時，相信這幾本書定能幫助你

解憂紓困，尋回自我。

千萬別忘記這句話：「人

唯有用心靈才看得真，要緊的

東西眼睛是看不見的。」人生

只能走這一趟，用心生活吧！

用心感受吧！你會在平凡之處發現不平凡，你會在冷漠之處播

下愛心的種子，你會在迷惘的路途上找到出路。

林藝娜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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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要解開一個疑團，這一年我常常被大家問及這個

問題：「你是否很疲倦？」每當我飄過走廊，總會收到不少關

心之情，謝謝大家讓我感受到這個家庭的溫暖。其實真相是，

我只要在不笑的狀態(一般在思考有深度的哲學問題)，天生樣

子比較呆滯，哈哈！雖然我的步伐緩慢，但內心一直是陽光小

子在轉圈跳舞，這一年的我每天都過得非常輕鬆愉快。

對比學業知識，學生似乎對另一個世紀之謎――老師年

齡――有更大的興趣。提示是我完成了視覺藝術碩士課程，

基督書院是我第三間任教的學校，不要妄圖計算了，就當作

是永遠的60 歲吧！曾在周會談過，我喜歡基督書院的環境與

學生，「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莊子》，無論多少歲，只要

學會「欣賞」，也能比無憂的小孩更快樂。

那我的快樂來自甚麼呢？除了每一個尋常日子外，我

喜歡動物、綠色、睡覺、美食、電玩，最愛旅行、閱讀與繪

畫。兒時的理想是做與藝術相關的工作，有點固執的我一直

向著夢想進發，由5歲到60歲未變，很幸運現在已是進行式。

所以除了視藝課，更希望能在校園�添藝術氣息，舉辦話劇欣

賞、展覽導賞與明信片活動等，請大家明年踴躍參與，一起

做一名懂得欣賞世界的藝文青。

那如何做到一名藝文青呢？當你愈明瞭世界之

大，便會愈明白自身的渺小，學會「謙卑」後自然

能發現更多。哲學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說：

「眼睛只能看到心願理解的事情。」當年哥倫布航

向新大陸的時候，印第安人只能看到海浪的奇異

律動，因為船隻遠超過印第安人的理解。我們每天面對世界，

總帶著心中各種情緒和偏見，只要你放下自我，欣賞與聆聽周

遭的世界，自然是一位出色的藝術家。

˙「創意所需要的智慧，是要能夠看到萬物之間的關係。其主

要的學習場域就是自己的人生。個人的喜好、我們是誰、我們

的人生觀、世界觀，這一切不是從藝術領域中學習的，而是在

平時生活中漸漸培養出來的。」

˙「因此，相對於培養技巧，創意人至少要用相等的時間與努

力培養自己的心。內心有多少「料」，畫布中、表演中，最多

也只能出現那麼多『料』。」

˙「最大的藝術是人生而不是藝術。」――《賴聲川的創意學》

周苑瑩老師

2



一如以往，學生

總會問我一條問題：

「老師，你為什麼可

以這麼高？」我並非

運動健將，亦不特別

愛好喝鮮奶，但身高

有177厘米，某一年

長高了10厘米，而高度於中四那年算是停止增長了。若果你

想知道我長得高的原因，我樂意向你解說一套「抗衡地心吸

力增高法」，反而我想在此分享自己兩個人生階段。

那些年，我的青蔥歲月

與每位同學一樣，我亦經歷了一段中學生涯。中學的

日子當然少不免要讀書考試， 亦忘不了曾經超過48小時沒

有睡覺，為了趕工完成視藝科呈分的校本評核；亦記得在

生物科考試前夕把相關圖書當作課本「溫習」，最後未溫

熟英文詞彙及答題（生物是以英文教學），考試不合格，但

現今還記得當晚發現原來昆蟲都有都有骨骼，稱為外骨骼

（exoskeleton）。

在學習路上，自己亦思考過想擁有怎樣的中學回憶，因而

不怕在各方面多作嘗試。記得中三暑假，有幸與朋友合伙做小

生意，於會展展覽販賣手繪物品，成為自己第一份工作。一連

五天，生意大賣，受雜誌傳媒邀請到廠房作定鏡攝影及採訪，

亦是第一次從大眾媒介看到自己的樣子。作為學生，其實一直

都有選擇的空間。你又希望擁有怎樣的青蔥歲月？

沒有智能科技的一年

中五那年，我在報章上留意到廉價的海外交換生計劃，

會考前已決定到美國新墨西哥州渡過一年高中生活，雖然會

考分數足以升上中六，但最後還是決定遠走。出發前，相關

機構聲明別攜帶手提電腦，我聽取勸喻，放下唯一可與香港

朋友通訊的電子產品（當時智能電話未興起，whatsapp更未誕

生），換了一本比電腦厚兩倍，A4大小的字典。

正因為�有趣味產物，生活反而更有樂趣。起初，真的會

與字典為伴，但人生若只停留在字典上，實在太浪費了。那一

年我作了新突破，體藝不精的我加入了壘球校隊，即使常被球

打至傷痕纍纍，甚至曾因長期肌肉拉傷在賽事中途動不了，走

路也有困難，但從未想過退出，內心的信念讓我堅持下去，絕

不希望帶著遺憾離開。那一年，我明白了世界之大，自己的渺

小，更體會到生命之美是要從放下執著開始。

人生的信念

人 生 路 並非康莊大道，總有高低起伏之時，我的人生

也如是。但假

如做不到就一

心 逃 避 ， 連

嘗 試 也 不 願

意 ， 那 麼 我

的 青 蔥 歲 月

便 不 會 那 麼

精采，今天我

更不能與大家分享這些經歷。人有選擇的自由，與其怨嘆自己

「做不到」，不如思考如何才能「做到」。

有時，人生所謂的「低谷」，往往是因為際遇不似預期，

當迷惘之時，要相信上帝會為人安排最好的道路，「最好」並

非指一切如願，而是人生路上所需要的一切。在人祈求以先，

上帝早已明暸每個人的真正需要。生命本是不完美，人所計算

的未必是最好的計劃，人生在世，不論是成功或失敗都是寶貴

的生命課。讓我們一起豐盛自己的生命故事吧！

韓俊苗老師

新墨西哥州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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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任教科學和化學科的高凱瑩老師。今年第

一年來到基督書院，很榮幸被邀請寫一篇自我介紹，讓各位

學生可以對我有更多認識。

踏入教學生涯第六個年頭，每一個學年，時間都過得很

充實，也很有意義。回想大學畢業後第一份工作，每天都是

對著沉悶的文書處理、影印等工作，重複又重複。心想這份

工作會是我的終生職業嗎？我不情願，也不甘心。

恰巧有一次體驗，令我人生出現轉機。我到一所中學

擔任星期六補習導師，除了教導學生外，課餘還會和學生談

天。從聊天得知，青少年在中學期間變化最大，由中一至中

六，每一年的想法和行為舉止都在改變。因此我心想：我有

機會見證他們的成長和改變嗎？我的路，主早已安排好了。

還記得在電影《五個小孩的校長》裡，校長的一句話：「要

以生命影響生命」。校長的言傳身教，喚醒了我對教學工作

的熱誠。我相信我的學生終有一天都能破繭而出，變成漂亮

的蝴蝶。

背負的使命重大，也要懂得適時放鬆一下，才能持之

以恆，有效率地工作。我喜愛遠足和打羽毛球，透過運動，

腦內會釋出胺多酚，可以令我愉快，消除壓力。不但運動，

我也喜愛攝影，能拍下最美的一刻，不知是否科學老師的緣

故，發現自己總會拍下和大自然有關的東西，很想和同學分

享以下照片。

高凱瑩老師

西貢東霸

另外，我認為既要讀萬卷書，也要行萬里路。旅行可以用

小眼睛看多采多姿的大世界，細看沿途的風景，感受當地的文

化，定會有更深的領受。

我有自己獨特的生命故事，你呢？你也要尋找屬於你自己

的道路啊！

下白泥的紅樹林

烏溪沙沙灘，請仔細欣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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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書院一個學年，相信不少同學都已經「認識」

我，不過在緊湊的課堂時間實在沒有機會跟大家聊天，以下

談談平日的我吧！

我養了一隻非洲刺蝟

我養了一隻刺蝟，叫「沾

沾」。不經不覺，牠與我相處了

4個月。很多人問我為甚麼會養

刺蝟，記得有一次在網上看見

了刺蝟變成球狀，樣子十分可

愛，於是不斷看有關刺蝟的資

訊，覺得自己跟刺蝟某些特性

很相似，例如易怒、自我、慢

熱，漸漸便喜歡上這動物了。刺蝟與貓、狗不一樣，牠們天性

孤僻，因此我花了不少時間陪伴沾沾，才使牠開始習慣與我相

處。

歡迎大家follow 沾沾的ig: hedgiejim

我愛聽樂隊音樂

中學時期，學校要求每個學生也要學習樂器，而我基

於 方 便 及 金 錢 的 考 慮 選 擇 了 學 鼓 ( 買 鼓 棒 便 可 以 學 了 ！ ) 。

那時開始接觸不同類型的樂隊音樂，Pink Floyd、Nirvana、

Radiohead、Blur、Travis、Coldplay，香港的My little airport、 

LMF等都是我讀書時愛聽的。近年則愛上了聽Folk，如Kings of 

Convenience。踏入大學及社會工

作後，看大大小小的live成為我

解壓的方法。

我愛行山

我 從 小 到 大 都 很 討 厭 運

動，兩年前突然愛上了行山。記

得去年暑假多次在30多度的酷

熱天氣下行山，雖然真的熱得難以形容，不過瘋狂流汗過後，

使人更珍惜眼前所見的美景！

我愛小品電影

我跟藝文青林老師一樣都很愛看電影，特別是小品。因

為討厭看電影時有人一直跟我討論情節，所以我特別愛一個人

看電影。最喜歡的電影是Once 和500 Days of summer。2015及

2016年最推介的電影是Intern、TS Spivet及Room。

鍾嘉琦老師

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黎建豪老師。

轉眼間，我加入基督書院這個大家庭快一年了。這段期間我們或多或少會在校園碰過

面，我相信即使不是被我任教的班別，也會對我有些印象。讓我說說一些有關我的事吧。

自小喜歡思考的我，在數理方面有較佳的成績。中大畢業後，我便成為了一位老師，先後

在幾間中學任教，輾轉來到基督書院。轉了校便要適應新環境，而這間學校給予我一種親切的

感覺，不論是老師或同學，都與我過往曾任教或就讀的學校有所不同。我相信各位同學將來離校

後，必定會慶幸自己曾是這個家庭的一份子。

興趣方面，我特別喜歡大自然。回想起求學時期，每年總會組織幾次行山團，走遍郊區，留下了不少汗水。而在野外紮營的晚

上，望著夜空的星光，追蹤著河邊的螢火蟲，聞著四周瀰漫著泥土的氣味，至今仍難以忘懷。可惜的是，踏入職場之後，能抽空回

歸大自然的機會越來越少。同學們，請好好珍惜在學的青蔥歲月啊！

黎建豪老師

在幾間中學任教，輾轉來到基督書院。轉了校便要適應新環境，而這間學校給予我一種親切的

感覺，不論是老師或同學，都與我過往曾任教或就讀的學校有所不同。我相信各位同學將來離校

後，必定會慶幸自己曾是這個家庭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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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本學年的英文助理教師—―吳紫珊老師。

時間過得真快，猶記得上學期在英文校報上介紹了自己，不

經不覺已到學期的尾聲，希望大家享受這學年的校園生活。

藉此校報，相信大家可能會更了解我呢！

我的家庭

除了父母和妹妹外，在小時候，我還和堂兄和堂姐住在

一起。我們一起吵鬧，一起成長。即使現在我們已分開生活

了，但仍經常聚首，有空更會結伴旅行。

我的學校

從小學到中學，我都在女校上課。有人可能會認為這樣

的校園生活很乏味，但對我而言，多年的女校生活是很獨特

和精彩的。當很多女生聚在一起時，什麼話題都會聊，亦無

需怕被男生聽見而感到尷尬。真的很懷念幾十位女生每天無

所顧忌「吱吱喳喳」的日子！

我的興趣

我最享受的時間就是宅在家中和媽媽發掘不同食譜，研

製不同美食。當中最成功的就是「班蘭椰汁糕」，有機會的

話真的很想帶回來和大家分享！

除 此 之 外 ， 我 還 很 喜 歡 閱 讀 有 關 北 韓 的

書籍，以下為一些很值得推薦給大家的書本:《我們最幸福：

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Nothing to Envy: Ordinary Lives in North 

Korea)和《最純潔的種族—―北韓人眼中的北韓人》。

吳紫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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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記得，我第一次踏入基督書院的感覺，大門口涼風習

習，樹影婆娑，為微熱的初夏曾添了幾分涼意。尤記得，第

一次步入課室的情景，同學們一雙雙好奇的眼睛，不時輕聲

細語的討論著，可愛的模樣就像牧場裡的小綿羊。那一刻，

我有點手足無措，該怎樣向同學們介紹自己呢？第一個印象

很重要喔！怎麼感覺好像初戀那樣呢？耳邊不期然響起了音

樂：如陽光伴我……（對不起，老師想多了！）

我覺得自己看起來應該像一位數學老師吧？不過，竟

然有同學一開始猜我是英文老師！同學，你太年輕了！你們

不知道「英文miss = 美女」這條定律嗎？所以，當我聽到這

個答案後，嘴角不爭氣地上揚了，心裡還暗爽！至於我的年

齡，為師要寄語你們一句：「真相是很殘酷的」，還是不要

再猜比較好。

同學們有甚麼夢想呢？為師的夢想就是環遊世界！這夢

想始於我求學的時候，在書本中我發現了世界之大，人類真

的很渺小，若能夠親身見識一下大千世界，這一生才不至於

枉過。為了實現這個夢想，我一直都非常努力，希望可以在

有生之年遊遍五大洋七大洲。

一直以為，自己已經身經百戰，見慣了世面，沒有甚麼

事會令我大驚小怪。然而，人生是多變的，這一年，就在這

裡……

第一次，有男同學不是因為我的責備而流下男兒淚。第

一次，我瞓身相信同學們會把我安全的接住，站穩後才想起自

己好像沒有買意外保險。第一次，體重在第二高峰的時候被同

學們拋到半空，應該有幾位同學的雙臂就這樣被廢了吧！第一

次，被女同學衝過來強吻面頰，當場「紅都面了」，但心裡卻

暗爽。第一次，看到眾多赤膊的男生毫無顧忌地展現一身肌

肉，一邊感嘆年輕真好，一邊害怕他們衝來給班主任抱抱。第

一次，有同學一臉誠懇地跟我說：「不如你向天父祈禱，天父

會應允你的。」為他們對信仰的虔誠而感動。第一次，收到女

生送的花和畫，還有男生對我說把數學當作女友……這一年，

就在這裡，我遇到了許多令我難忘的人，也發生了許多難忘的

事而我，選擇只記取開心和美好的回憶。那些不愉快的事，就

讓它像虛數一樣，不存在於我的時間軸上。

最後，我想跟同學們說，你們每一位都很可愛，每一位都

有自己獨特之處。作為你們的數理科老師，當然希望發掘同學

們在數理方面的潛能，所以在課堂中會給你們加添了壓力，有

種「恨鐵不成鋼」的感覺，希望同學們不要以為老師討厭你們

喔！我真的很喜歡基督書院的學生，謝謝你們給了我這樣不平

凡的一年。

吳淑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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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為何會從「科技界達人」搖身一變成
為「科技界文青」？

林：我在與女兒一起閱讀時，發現市面上的圖書內容較負

面，而且內涵不足，於是萌生給女兒製作一本圖書的念

頭。我發現所有孩子最愛的是自己，如果能讓他們成為

圖書中的主角，他們一定會看這本屬於自己的書。現今

的青少年享受視覺刺激，要引起他們的閱讀興趣，就要

把書變得合時宜。透過科技製作個人化圖書，是我推廣

閱讀的方法之一。

你除了出版個人化圖書，還創辦了「創意
讀書會」，可否簡單介紹一下這個讀書會？

林：創意讀書會

是 一 個 非

牟利組織，

我希望透過

多 元 化 的 活

動 和 比 賽 ，

推 廣 閱 讀 文

化 ， 激 發 同

學的創意，鼓勵同學主動閱讀。創意讀書會打算一年各

舉辦一個大型比賽及小型比賽。為創意讀書會揭開序幕

的就是「小王子的第八行星創作比賽」，它是第一個《小

王子》官方授權的活動。這次比賽的反應熱烈，約收到

2000份參賽作品，更打破了地域的界限，首次有澳門學校

參與。這次參賽的作品水平相當高，我計劃為今次比賽的

參賽者舉辦畫展及出書，也許能因此培育出很多未來的畫

家及作家，我覺得很有意義。

你對基督書院的同學有何勉勵的話？

林：我認為基督書院的同學其實很有創意。我會以一條「方

程式」勉勵同學追求創新：

觀察+理解+與眾不同=創新

生活中總會遇到一些不滿意的事情，鼓勵你們多觀察、

多思考，以與別不同的方式去創造改變。

校友校董林曉鋒博士

蛻變：從「科技界達人」

到「科技界文青」

林博士致力推動閱讀，提供充滿文藝氣息

的場地讓師弟妹舉辦小王子讀書會。

師兄回校與同學們分享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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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學會考察活動

社際足球比賽

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

溪流河道實地考察

福建「同行萬里」內地考察體

詩歌比賽

曼聯名宿白賴仁．笠臣訪校

福音周Jesus Cafe

廣州「同根同心」內地考察體

1516活動照片1516活動照片1516活動照片
小王子的第八行星

中一尋根之旅

Watoto生命交流活動

六四27特別分享會

「親切」共融之旅

社際足球比賽社際足球比賽社際足球比賽社際足球比賽

視藝科台北交流團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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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學生�/組別 項目 獎項/殊榮

學術 1D 王顯正
第�屆香港數學�天才錦標賽

優異�

學術 2D 廖進穎 季軍

學術

1B 林紹昌   梁�子安
1D 馬銘蔚   曾樂謙
2A 呂曦琳   王森茂

許曉峯　
2B 周文玲   張熙桐
2D 李嘉禧

香港科技園主辦智慧香港－
全城橋王挑戰賽

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學術 6A 林浩同   6D �高達文

香港數理學會2016年度
全港�物科奧林匹克比賽�

一�等榮譽獎

學術
6B 吳嘉慧   6D 楊博曦
6B 陳麗盈   6A 梁綽盈
6A 梁綽盈

二�等榮譽獎

學術
6A 李海琳   6C 李卓盈
6B 孫嘉晉

�三等榮譽獎

學術
6D 黎謙朗   5D 李穎諾
6A 朱國威   6A 關暉

優異獎

學術 中五歷史科學生
恆生 �- 饒宗頤文化館歷史

文化獎勵計劃2016
『模擬歷史場景』

表現優異

學術 2D 廖進穎
第�八屆「香港青少年

數學精英選拔賽」
�二等獎

學術 5D 謝懿婷   楊　靜

第67屆校際朗誦節

中學五、六年級
��朗誦（粵語）季軍

學術
6A Ringor Derrick 

Ishmael B
中學六年級個�獨誦

（英語）冠軍

學術 6E 馮楚燕
中學五、六年級散文

獨誦（粵語）冠軍

學術 6B 盧洛培
中學五、六年基督教
經文朗誦（粵語）冠軍

學術 6E 馮楚燕   張海珠
中學五、六年級��

朗誦（粵語）亞軍

學術 6B 孫嘉晉
中學五、六年級詩詞

獨誦（粵語）亞軍

學術 2D 梁領謙
中學�年級個�獨誦

（英語）亞軍

學術 6B 嚴熹曼   6E 劉漫淇
中學五、六年級

朗誦（粵語）季軍

學術 5B 張芝曉   鄧愛兒
中學五、六年級

朗誦（粵語）季軍

學術  2B 麥瑞琪
中學�年級散文獨誦

（粵語）季軍

學術 2D 林芯皚
中學�年級個�獨誦

（英語）季軍

學術
6A 林浩同

香港理��學舉辦「2015年度
中學數學及科學比賽」

化學科獎(Medal)

學術 ��生物科獎(Medal)

學術 6B 孫嘉晉
化學科獎

(High Distinction)

學術
6B 孫嘉晉   6D 楊博曦
6A 李海琳   6C 李卓盈

�生物科獎
(High Distinction)

學術 6E 方子衡
物理科獎

(High Distinction)

學術 6A 林浩同   6B 陳麗盈
數學科獎

(High Distinction)

學術 6E ��方子衡   6A 黃慧健 化學科獎(Distinction)

學術

6B 陳麗盈   6A 朱國威
6B 吳嘉慧   6C 陳浚鏗
6C 鄧樂晴   6C 王塱顯
6D 黎謙朗

�生物科獎(Distinction)

學術 6A 陳澤人 物理科獎(Distinction)

學術 6A 朱國威   6D 梁峻凱 數學科獎(Distinction)

學術
6D 楊博曦   6C 謝艾童
6A 梁綽盈   6C 洪偉傑

化學科獎(Credit)

學術

6A 袁鳳茵   6B 鄧穎詩
6C 鍾家雯   6C 湯明恩
6D 陳嘉蔚   6D 何明恩
6E 盧兆忠   6E 鄧天樂

�生物科獎(Credit)

2015-2016

學生�/組別 項目 獎項/殊榮

學術 
6A 黃慧健   6C 謝艾童
6D 梁峻凱 香港理��學舉辦「2015年度

中學數學及科學比賽」

物理科獎(Credit)

學術 6A 呂嘉欣 數學科獎(Credit)

體育 

1D 郭正杰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全港
跳繩精英賽暨香港代表隊

選拔賽2016

團體總成績季軍

體育 四人單人繩花式季軍

體育
四人單人繩速度跳

接力季軍

體育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全港
跳繩分齡賽2015

三分鐘單人速度
耐力跳亞軍

體育 男子個人總成績冠軍

體育 單人繩個人花式冠軍

體育 6A 黃啟江
學界體育聯會沙田及西貢區

「校際田徑錦標賽」
男子110米跨欄比賽

銅牌

藝術 4D 鄭海晴
香港教育城（教城）主辦

「EdV 獎勵計劃2015-2016」
中學組最佳演繹獎

藝術 2D 林芯皚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學校社會
工作服務紀念品設計比賽」

亞軍

藝術 2D 盧君悅 冠軍

藝術 5B 鄧愛兒

2015/16學校戲劇節

傑出演員獎

藝術 5D 梁源峰
傑出劇本獎、

傑出導演獎

藝術

中文話劇組

傑出合作獎

藝術 傑出舞台效果獎

藝術 傑出整體演出獎

藝術 合唱團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聯校音樂大賽」

金獎

藝術 3C 方俊康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14歲或以下高音木笛獨奏

亞軍

藝術 

1B 鄧曉瑩   謝潤藍
1C 馮幗薇   何卓盈

李盈怡   胡凱怡
2C 湯綺婷   黃寶儀
5B 鄧愛兒   5C 梅惠心   
5D 吳芷琳   楊　靜

第五十二屆學校舞蹈節
中學組爵士舞及街舞(群舞)

甲級獎

藝術  6B 伍詠霞
沙田區「防止網上罪行微電影

創作比賽(中級組) 」
季軍

藝術
5C 梁家瑜

第二屆香港青少年
鋼琴比賽2015

青少年B組第三名

藝術 蕭邦A組中榮獲第五名

藝術 6D 陳潔儀 第九屆青年視覺藝術展 傑出視藝學生優異獎

藝術 4B 王信蕙
教育局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銀獎

藝術 4D 夏禕琪 金獎

藝術 中文話劇組
第二十七屆「閱讀嘉年華」

話劇比賽（中學組）
亞軍

其他
5A 鄧偉峰   周子健

翁正楠 國際專業無人機協會沙田區
校際「無人機」障礙賽

團體高中組季軍、
團體計分賽
高中組季軍

其他
2B 謝名鈞   譚梓洋

馮智榮
團體計分賽
初中組亞軍

其他 6B 孫嘉晉
香港綠色建築議會『綠色空間

由我創造』綠色建築全港
中小學學生比賽2015

高中組冠軍

其他 6A 林浩同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 高中學生獎

其他 鄭曉盈 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獎學基金

其他
5B 楊旅秀   6B 鍾婉玲
6A 林浩同

2015明日之星 上游獎學金

其他 5A 何頌謙
第五屆沙田學生大使計劃

組內最優秀學生

其他 本校學生 最深刻體會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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