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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外遊樂趣多 擴闊視野享成果


6C 梁美華同學於 7 月 27 日至 8 月 1 日，聯同超過 500 位來自世界各地
共 19 個國家地區的華裔青年聚首台灣，參加「龍情台灣行」活動，進行
為期六天的連串扶貧、考察及交流等活動，增加了對台灣的認識及瞭解當

暑期外遊樂趣多
擴闊視野享成果

地扶貧工作的發展。


2B 李梓敏同學入選香港青年協會青年交流部主辦的 Leadership Training
and Self-enhancement Program in Adelaide，於 8 月 13 至 23 日到澳
洲考察交流，獲益良多。

學生獎項多榮耀
祥光校園添歡笑

學生獎項多榮耀 祥光校園添歡笑


本校配合 2011 年人口普查宣傳活動而舉辦的普查約章簽署活動，獲政府
統計處頒發金獎嘉許狀。



新的學年多姿彩
感恩三十創未來

5E 班陳鈺瑜同學修讀香港資優教育學院創意及傳媒課程，表現傑出，獲頒
(Distinction)榮譽證書。



十名學生大使獲教育局訓育及輔導組的邀請，出席 7 月 8 日假香港專業教
育學院的「學生大使 – 跳躍生命計劃 (2010/11 年度)」嘉許禮，獲頒授學
生嘉許狀及紀念杯。他們包括：6A 周敏珊 (白金奬)、4E 曾卓汶、4A 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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薫、4A 呂愛思、4A 譚湘儀、4A 王倩琳、4E 陳梓晴、33B 吳栢軒、3A
何仲瀚、4E 周富堅和 4E 梁凱傑。


3C 黃曉盈、3B 文金星、3A 曾渤朗在參與消防訓練學校及教育局合辦的
「多元智能躍進計劃 (2010/11 年度)」中表現出色，獲邀出席 7 月 10 日
假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舉行的嘉許禮接受嘉許狀。



本校中一綜合科學科參加「教學資源奬勵計劃 2010/11」，獲評選為本屆
的榮譽大獎。我們在「學與教博覽 2011」頒獎禮中接受主禮嘉賓教育局
副局長 陳維安先生的表揚。本屆「教學資源獎勵計劃」反應非常踴躍，共
接獲 711 個組報名及 592 份參賽作品。



「敬師運動委員會」致力推動敬師運動，積極提升教師形象及加強社會人
士對「尊師重道」的理解，特舉辦「表揚教師計劃 2011」。本校通過推
選，提名方翠儀主任和劉韻琪主任參加。兩位老師獲邀出席 9 月 14 日(星
期三)下午於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舉行的「表揚狀」頒發典禮。恭賀她們之
餘亦感激兩位對教學及學校行政上的付出，其追求卓越之精神實可敬可
佩。



中文科寫作小組獲獎---6E 班朱麗華同學參加由陸陳漢語國際教育集團主
辦的「第十二屆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喜獲二等獎。張翠珊老師及李
業湘老師獲得優秀指導獎。

與我們聯絡
http://www.lck.edu.hk
lcksplu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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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學年多姿彩 感恩三十創未來


新一屆學生會 3 號候選內閣「呂主閣」於 9 月 12 日以高票當選。



中二級全體同學於 9 月 22 日參加了國民教育中心舉辦的國民教育日營，參
與學生增加了對祖國的認識及提升了國民素質，同時亦增強了國民身份認同

擴闊視野享成果

感。李寶紋、焦善衡、蒙天允、陳潤正、李澤翔、黃天蔚、梁嘉偉和梁杰輝
同學同獲優秀國民獎；温誌峰、何珮瑤、彭曉華和蕭怡婷同學則獲傑出領袖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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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阮建輝及 5E 賴嘉濠同學完成基本法推廣委員會主辦第八屆《基本法》大
使培訓計劃，表現優異。



本校 6 位中四同學於去年參加由消費者委員會及教育局合辦的第十二屆消費

新的學年多姿彩

文化考察報告獎 2010-2011。

感恩三十創未來

指導老師：黃文浩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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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格」命 － 從格仔舖看青少年消費文化》
組員：



4A

鄭怡青

4A 韓歡庭

4A 林可欣

4A

盧芷晴

4D 梁雅惠

4E 周曼斯

5E 莊海盈同學及鍾坤耀於暑假期間完成「TIC ACT 暑期通識計劃」，透過工
作坊與擂台挑戰，鍛煉學生的邏輯思維、加強創新思維及培養批判性思維的
習慣。

Enriching English Speaking Environment

與我們聯絡
http://www.lck.edu.hk
lcksplus@gmail.com



Seven Australians from Redeemer Lutheran College, Queensland visited
our school on 21 September. Our School Ambassadors: 4A Tsang Cheuk
Man, 4E Leung Hoi Kit, 5E Chan Yuk Yu, 5E Chan Suet Yi, 5E Cheng Tsz
Shun, 5E Wong Tsz Yin, 5E Ching Chi Man and 5E Wan Lai Wan took our
guests on a tour of the school campus, introducing our school to them.
Cultural exchange was greatly enhanced throughout the visit. The Head
of the Redeemer Middle School, Mrs. Judy Powell, appreciated the
warm welcome from us. We also learned a lot in the sharing time.



Once again, we had another wonderful International Interface Team
visiting us during the summer vacation, the Coufal Team, who were led
by Mr. and Mrs. Coufal, a very experienced teacher couple. Besides
sharing the words of God, they also helped us with our English
Enhancement Course. While working together with our visitors from
the USA, to accomplish missions given, our newly recruited F.1 students
joyfully performed at the school hall, singing, dancing, rapping and
performing puppet show, and at the same time, feeling more and more
confident in communicating through Engli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