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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沙田區傑出學生選舉頒獎典禮

花果飄香
（校外活動及獎項）

花果飄香
（校外活動及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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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兩位同學楊雅妍(4B)和譚悅瑤(6B)八月時出席沙田區傑出學生選舉頒獎典
禮。兩位同學於五月晉級第十三屆沙田區傑出學生選舉決賽，經過面試和分組討
論，譚悅瑤(6B)脫穎而出，獲選為高中組傑出學生，得傑出學生優勝盃。而楊雅
妍 (4B)則獲選為初中組優異學生。



第二屆全港學界跳繩比賽

隊員名單如下：
袁惠媚（2 B）馬國豪（2 B）  葉　豐（2 B）  馮翱齊（3 A）  吳子欣（3 C）
葉泳霖（3 D）黃皓延（4 A）  洪梓釗（5 B）  麥智軒（5 B）  余家諾（5 B）   
李國榮（5 C）蘇澤濤（5 C）  黃瀚萱（5 C）  李恩婷（5 C）  林昕曈（5 C）

   由中國香港跳繩體育聯會主辦之「第二屆全港學界跳繩比賽」於6月25日
舉行，合共48間學校，約900位運動員參與賽事。跳繩隊派出8名高中港隊隊
員角逐全港團體計分賽，終以3冠1亞、總積分1271分衛冕中學組全港總冠軍。
全隊24人共取得24面金、20面銀、9面銅、6面鐵，共59面獎牌，刷新畋園繩
隊獲獎的紀錄。



世界公開跳繩錦標賽 2017
(World Jump Rope Championship 2017)

亞洲及太平洋地區跳繩錦標賽2017 
(Asia and Pacific Jump Rope Championship 2017)

　　「世界公開跳繩錦標賽 2017」於 7 月 2 至 6 日在美國奧蘭多舉行，共有
三十多個國家派出代表參加，按年齡分組進行比賽。我校 5 名香港青少年跳繩代
表，聯同另外 8 名隊友，參加了 14 歲以下及 16 歲以下組別的多項花式及速度
比賽，最後 5 位畋園港隊代表共取得 5 面金牌及 11 面銀牌；並晉級最後一天的
總決賽，與多支成人隊伍較量，其中四項的花式賽事，均取得世界前 6 名的佳績。

隊員包括：
馮翱齊 (3A)  黃皓延 (4A)  洪梓釗 (5B)  余家諾 (5B)  黃瀚萱 (5C)

 

隊員包括：
馮翱齊 (3A)  黃皓延 (4A)  洪梓釗 (5B)  麥智軒 (5B)   
余家諾 (5B)  李恩婷 (5C)  黃瀚萱 (5C)

　　「亞太跳繩錦標賽2017」於8月18至20日在香港修頓室內場館舉行，共有
14個國家派出代表參加，按年齡分組進行比賽。我校7名香港青少年跳繩代表，
聯同另外12名隊友，參加了多個不同年齡組別的花式及速度比賽，最後7位畋
園港隊代表共取得6面金牌、7面銀牌及5面銅牌；並於最後一天的總決賽中，
與多支冠軍隊伍較量，取得2個銀獎及1個銅獎的佳績。



第十二屆「傳媒初體驗之種族融和」頒獎典禮
　　由香港電台主辦的第十二屆「傳媒初體驗之種族融和」頒獎典禮已於 2017
年 7 月 8 日假油塘社區會堂舉行，本校同學最後在芸芸參賽作品中榮獲種族融和
大獎（中小學組全場總冠軍）、中學組全場總冠軍、中學報刊組冠軍、中學報刊
組最佳版面設計、中學報刊組優異獎、中學錄像組季軍、中學錄像組最佳主播及
中學錄像組優異獎。

種族融和大獎（中小學組全場總冠軍）
中學組全場總冠軍

陳嘉豪(3B) 黃穎怡(3B) 邵浩軒(3D) 楊文靜(4C) 汪雨涵(5B) 陳宇森(5B) 
鄭　燕(5B) 林因格(5B) 吳坤雄(5B) 楊劉玲(5B) 黃　靜(5B) 王美琪(5B)
李國榮(5C) 楊雅茵(5C) 葉滿萍(5C) 葉影鴻(5C) 梁艾潼(5C) 余敏儀(5E) 
董思明(6B) 譚悅瑤(6B) 莫紫琪(6C) 陳嘉琪(6C) 

報刊組 B 組 《畋報Teen Daily》

成員: 董思明(6B) 陳宇森(5B) 鄭  燕(5B)
　　  林因格(5B) 吳坤雄(5B) 楊劉玲(5B)
獎項: 中學報刊組冠軍
　　　中學報刊組最佳版面設計

錄像組 B 組 〈小瑤聊天室〉

成員: 譚悅瑤(6B) 莫紫琪(6C) 王美琪(5B) 
　　　汪雨涵(5B) 余敏儀(5E) 邵浩軒(3D)
獎項: 中學錄像組季軍

錄像組 A 組 〈靜靜看時事〉

成員: 黃　靜(5B) 陳嘉琪(6C) 梁艾潼(5C)
　　　楊文靜(4C) 陳嘉豪(3B) 黃穎怡(3B)
獎項: 中學錄像組最佳主播 - 黃靜
　　  中學錄像組優異獎

報刊組 A 組 《融合日報》

成員: 李國榮(5C) 楊雅茵(5C)
　　  葉滿萍(5C) 葉影鴻(5C)
獎項: 中學報刊組優異獎



柔道總會 47 週年香港柔道錦標賽

維園「創科驅動·成就夢想」創新科技展覽

 

由中國香港柔道總會主辦的「柔道總會 47 週年香港柔道錦標賽」於九月圓
滿結束。本校柔道隊參與本地一級賽事，與不同柔道會的隊伍較勁，經過多場激
烈比賽，賽果如下：
周俊丞 (5E) 男子初級組 -50kg  冠軍

陳嘉琪 (6C) 女子初級組 -57kg  亞軍
符　鈺 (6D) 女子初級組 -52kg  冠軍

　　本校機械人製作隊應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的邀請，於六月參與維園「創科驅動·
成就夢想」創新科技展覽，展示同學結合金工木工和設計科技而製作的電動輪椅和運
輸工具，參觀者更可即場試坐。



創 意 思 維 世 界 賽 2017及ROBOFEST 機 械人國 際 賽2017
赴 美 參 賽 學 習 分 享 會

　　分享會上，先由校監寬運法師向各位嘉賓、善長致歡迎詞，後播放赴美參賽
的錄像片段，讓各位來賓了解同學們在美國參賽行程及情況。其後，再由兩隊同
學分享參賽經歷及得著，而分享會的高潮是同學們向嘉賓、善長致送紀念品，答
謝各位無私的奉獻、心意，燃亮他們的生命，成就不一樣的學習經歷。期望本校同
學勇於嘗試，敢於挑戰，誠於鍛鍊，無論在學業，在各個範疇上都有美滿的成績！

畋 園 剪 影
（校內活動）

　　本校創意思維學會、機械人製作隊分別榮獲三項香港區冠軍及成績優異，躋身世界
賽，成績令人鼓舞。荷蒙「俊和慈善基金」贊助，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一日(星期二)在
本校禮堂舉行「赴美參賽學習分享會」，讓參賽學生與各位善長分享學習成果。
　　嘉賓雲集，除了校監、校董、歷任校長、家長、友校校長及老師出席外，俊和發展
集團主席彭一庭先生、石鏡泉先生、雷賢達先生、鄺美雲女士更撥冗親臨「畋園」，與
參賽同學見面，不但令活動熠熠生輝，更鼓勵和肯定學生的努力付出，對他們學習成長
有莫大裨益。



創意媒體發展中心及演藝中心揭幕典禮

「友導向」-「友師夥伴」計劃結業禮

　　荷蒙「學校起動」計劃贊助，校園電視台於二零一六年擴建「創意媒體發展
中心」，不但擴闊電視台活動空間，而且添置拍攝及錄像器材，並提升至4K高清
數碼串流廣播技術，優化校園電視台廣播系統，把資訊科技、活動實踐與教學課
程融會貫通。創意媒體發展中心及演藝中心能夠讓學生發揮創意，進行各種學與
教活動，提升教育成效。演藝中心引入隔音技術，供鼓隊、器樂班、中樂團、爵
士樂班等組別的同學使用，為他們提供優良舒適的訓練場地，提升學習效能。

　　本校於六月為參加「友‧導向」-「友師夥伴」計劃的中六級同學舉行結業禮，
友師夥伴循循善誘，與同學分享升學、自身學習及工作的經驗。結業禮中，同學
感激友師夥伴在過去一年所付出的愛心及時間。



「學校起動」計劃 職場體驗計劃 2017 嘉許禮

起 動 飛 翔
（「學校起動」計劃）

起 動 飛 翔
（「學校起動」計劃）

　　本校兩位中五同學倪樂然(5D)和蘇曉忻(5D)獲挑選於暑假到香港空運貨站
擔任見習生，成功完成為期三星期的實習。兩位同學於2017年9月13日出席「學
校起動」計劃職場體驗計劃2017嘉許禮。

「學校起動」計劃 外展訓練課程
　　本校獲「學校起動」計劃贊助，參加為期三天兩夜的外展訓練課程。六月二十
九日至七月一日，本校十二位中四及中五同學與天主教南華中學的同學到西貢大網
仔進行外展訓練，期望透過跨校的訓練課程，提升同學的領導才能及抗逆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