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望當天，第一次踏入保良局朱敬文中學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
轉眼間，我們不再是小孩子，漸漸長大成為準備要踏入社會的成年
人。從小孩蛻變成為成年人是人生中一個重要的階段，過程會遇到很
多問題，慶幸我們這個階段是在朱敬文中學度過。在朱敬文中學我們
學會了將來所需的一切，而這一切全是有賴一群苦心栽培我們的老
師，是他們一直默默付出，才能成就今天的我們。
　　
　　在求學階段認識的同學和朋友，是最單純、最沒有機心的。因此
我很感謝各位同學，使我們彼此建構出珍貴的中學回憶。當初誰也想
不到我們會遇上彼此，在大家的青春歲月中留下足跡，我們一起走過
的路很多，這六年無疑為我們深厚的友誼打下了穩固的根基。雖然六
年的校園生活只是佔人生中很少時間，但學到的卻是畢生受用，我們
學會了如何堅持、如何團結合作度過難關，學會了不向困難低頭，成
為自己人生的領袖。

　　雖說畢業後同學都需投身社會面對各種煩惱、各種問題，但在最
困難的時刻，我們亦不是孤身一人，因為我們的家人會永遠在旁，一
直支持我們。或許殘酷冷漠、弱肉強食的社會令我們身心疲累，但家
人都會永遠支持我們，成為我們的動力。不論面對任何問題，家中永
遠是我們的庇護所，家人永遠都會為我們遮風擋雨，為我們分憂。希
望各位同學在接下來的人生不會忘記初衷，不會摒棄曾經如此天真的
我們，而且我深信懷着一顆堅定的心，我們定必能樂觀解決所有問
題。現時畢業只是短暫的離別，人生路漫長，深信我們將來必能重遇。

　　還記得那天我們行石澗的情景，我們要翻過一塊很高的大石，大
家面對大石都覺得沒可能，甚至第一次嘗試的時候，大家都你推我
讓，怕自己做不到。但當我們再次嘗試，大家都鼓起勇氣，在互相欣
賞、互相鼓勵下翻過大石，培養出面對困難的勇氣。其實學業生涯和
生活中很多時候都會碰到大石，大石比喻人生中種種困難，第一次碰
到，你會怯，會擔心自己跨越不到，但怯，你就輸一世！老套的說話
我們聽得多，但老套的說話，總是最真實，亦是大家的金石良言。但
不同的是，將來身邊再沒有老師提醒自己，所以我們要時刻警惕，遇
上挫敗時拾起當日那份堅持，繼續行我們人生的道路。
　　
　　此外，我們亦要多謝莫校長在高中兩年的教導，教導我們要嚴以
律己，做事不能馬虎茍且，不能掉以輕心。我們會帶著這份做事的態
度，成為社會未來的棟樑。而老師的循循善誘，除教導我們課本知識
外，也帶領我們尋找做人處事的方向，一步一步幫助我們、支持我們。
老師常常教導我們，知識是別人拿不走的，只要你肯努力，沒有人會
質疑你；只要你願意付出，上天一定會給你一個美好的人生。正所謂
「懶惰使人貧窮，勤勞使人富足」，多謝每位老師，教導我們重要的
人生道理，我們一定銘記於心，永誌不忘。

　　最後，「知恩、惜恩、感恩」是我們多謝家長、校長、老師、教
學助理、工友的總結。感謝你們在我們的中學生涯裡為我們伸出援
手，我們會飲水思源，記住你們每句話。願青春不會虛度，年華沖刷
不了那些年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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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屆的畢業禮在 5 月 19 日假座學校禮堂舉行，邀請到香港中文大學敬文書院

院長陳偉儀教授、朱敬文教育基金羅素珊女士、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虞周佳菁女

士、聖公會梁鉅鏐小學校監楊嘉駿牧師、鄧鴻生先生 (2015-16 家長校董 ) 和鍾淑

章女士 (2015-16 校友校董 ) 任主禮嘉賓。

　　對在學校生活了六年的同學來說，中學畢業標誌著一個階段的結束，但同時亦是

人生新一頁的開始。為了表示對畢業同學的尊重，工作團隊用心籌辦畢業禮，務求把

每個小節做好，讓同學留下美好回憶。

　　這次畢業禮也化身成為同學的「學習平台」，讓他們對家長和學校表示感恩之

情。陳偉儀教授贈言，勸勉同學緊記朱敬文博士回饋社會的「敬文精神」，是終生受

用的金石良言；畢業生代表的致辭，表達出對母校及老師的敬愛心意；其他學弟學妹

也透過歌聲為畢業同學送上祝福，齊心送別相處多年的學兄學姊。

　　典禮上最感人的場面，是畢業同學向父母獻上鮮花，感謝他們的養育之恩，瞬間

令會場變得溫馨、動人，部份在場人士不禁流下眼淚。父母和老師在他們成長過程中

扮演極重要的角色，以「關愛」培育，同學用「感恩」的心無償回饋。整個畢業禮就

在依依不捨的氣氛中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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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安隊歡迎賓客 嘉賓們陸續抵達 同學為鄧鴻生先生戴上襟花

莫校長感謝嘉賓們抽空出席 陳偉儀教授與接待同學合照 眾主禮嘉賓留影

同學細閱典禮特備刊物

司儀同學主持典禮 典禮莊重嚴肅 齊聲高唱校歌

學校友好祝賀畢業禮圓滿舉行 中六班主任為畢業同學錄製寄語



陳偉儀教授致辭 畢業班與嘉賓和班主任合照 獲獎同學得到肯定

羅素珊女士頒發獎項 虞周佳菁女士頒獎予優異同學 鍾淑章校董頒獎

畢業生代表感謝學校的裁培 莫瑞祺校長致謝辭 致送紀念品予陳偉儀教授

嘉賓合照留念 合唱團表演 家長們紛紛舉機拍照

畢業生表演 畢業生獻上謝意 學弟學妹送上祝福

向父母送上祝福 賓客顯得十分投入 場面溫馨感人

感激父母們的培育 與老師拍照留念 用光影記下珍貴時刻



《同享勤學天，共建幸福輪》《同享勤學天，共建幸福輪》

　　學校延續去年「齊心共建幸福城」的成功，本年的《共建幸福輪》

以「誠」為主題，鼓勵同學建立長遠的人生目標，激勵對知識追求的

熱情，不僅完成基本課業的要求，還懂得在課後持續研習，不斷進步。

　　所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在《共建幸福輪》理念海報上，

那位在鋼線上踏單輪車的男同學，絕對是突破自己「限制」的表現。

他成功的背後，除了艱苦的鍛鍊外，更重要的是他在旁有一班支持的

隊友。

　　能盡力履行其他人託付的生命素質，就是「誠」；要建立一個公

平和公義的社會，是要靠大家共同履行社會給我們的「託付」。

　　《共建幸福輪》的理念與學校校訓息息

相關，由「愛」作基石，「敬」是待人態度、

「勤」是律己精神和「誠」是履行他人託付，

有助培育同學的全人生命素質，下圖展示了

《共建幸福輪》與「愛敬勤誠」的緊密連繫。

《共建幸福輪》是由四個階段所構成

階段一目標 -「包容接納、分享共融」

「勤學天活動」協助同學認識自我、學懂承擔，包括：了解自己的性格、

學習風格、優缺點、理想和目標等。

階段二目標 -「刻苦長進、持定自律」

「『幸福珠』課業獎勵計劃」，鼓勵同學學習，改善考評表現外，也讓他

們在面對挑戰的成長路上，有賴守望相助的精神。

階段三目標 -「尊重生命、謙和順服」

透過認識社會的考察、交流團、義工服務等活動，讓他們踏出校園，認識

社會，履行託付，作出貢獻。

階段四目標 -「忠信廉潔、委身盡責」

「同享勤學天、齊織幸福輪」是連串活動的學期總結，象徵透過努力累積

成功，互相支援和欣賞，以達到「激發生命能量、活出積極人生」的學校

發展大方向。

成長因子 昨年 今年 正向變化

承擔 2.80 3.24 +16%

堅毅 2.63 3.01 +14%

社群關係 2.63 2.94 +12%

經歷 2.43 2.70 +11%

誠實 / 可靠 2.77 3.03 +9%

中一至中三級同學

初中同學在級本活動的薰陶下，他們「承擔 (+16%)」、「堅
毅 (+14%)」、「社群關係 (+12%)」及「誠實/可靠 (+9%)」
的個人素質有顯著的進步；他們亦認為學校安排的「學習經
歷 (+11%)」有助他們成長，這與所訂的焦點非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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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的進步  同學的進步

成長因子 昨年 今年 正向變化

支持 2.24 3.22 +22%

對國家的情感 2.17 2.29 +6%

努力 2.81 2.89 +3%

社群關係 2.90 2.94 +1%

整體滿足感 2.55 2.57 +1%

中四至中六級同學

高中同學傾向面向社會和國家層面的進步，如：「支持 
(+22%)」、「對國家的情感 (+6%)」 和「社群關係 (+1%)」；
而「努力 (+3%)」和「整體滿足感 (+1%)」等促進成功因
素也有進步，這與「誠」的培育方向配合。



  幸福珠換領

換珠總數 各班平均換珠 加油棒總數

中一 2,866 130.9 42

中二 3,312 130.6 348

中三 2,441 94.8 53

中四 1,211 58.4 70

中五 1,185 47.7 50

中六 323 16 115

整體 11,338 24.8 678

學校換出了 11,338 粒幸福珠，等同 34,014 份優良課業 (B+) 或 
11,338 份合格測驗卷，而同學平均展示他們有 74.3 份 ( 比往年 
+14 份 ) 優良課業或 25.9 份 ( 比往年 +5.8 份 ) 合格測驗卷；
每位同學平均也有 1.5 支加油棒，為其他同學支持打氣，成效令
人鼓舞。

中一級：

“透過一整年的活動，幫助同學建立學習習慣及基礎，見到他們的學習

自信提升了，展露出成功的笑容和信心。”

中二級：

“同學對一帶一路及港商在內地發展認識加深”、“對內地教育情況有

深刻印象，對促進學習有積極作用。”

中三級：

“大部份同學都是第一次接觸復康及老人服務，同學由無知及懼怕，到

熟悉及樂意服務，態度和背後的價值觀都有很大的轉變。”

中一
《勤學天》 中二

《走進珠三角交流團》 中三
《義工馬拉松》

中四

《探索社區發展》

中五

《少數族裔》

中六
《期盼未來》

中四級：

“同學透過天水圍的例子認識香港的發展，並能反思現今社會上的問題，思考改善生活素質的方法。”

中五級：

“同學對香港的少數族裔加深了認識，消除部份故有印象，能從宏觀角度了解他們建立身份認同的困難，

以更包容、尊重的態度，協助融入香港社會。”

中六級：

“同學建立積極面對難關的態度，在中六這個人生轉捩點，計劃及應付將來的挑戰，為未來

作打算”

老師心聲老師心聲



家長晚會

領袖生授章暨學生會

就職典禮

沙田區升中博覽

新生註冊

保良局賣旗日

開學禮
同「文」共濟夏令營．

展夢翱翔 全國人大常委
范徐麗泰女士分享

初試人聲 -無伴奏合唱
保良局歷史博物館

團隊訓練 新朋友系列 -
遊走社區

陸運會

愛無限．領犬義工
新加坡友校探訪

Halloween

逆風日備戰文憑試

勤學天歷奇活動

百仁齊心盃校際多角度辯論比賽 民安隊
地板冰壺體驗 閱讀嘉年華

環保校園 -飯盒回收

創意 DIY 工作坊

PLKCWC TimelinePLKCWC Timeline



中六祝福會

聖誕聯歡

沙田區升中博覽

環保校園 -飯盒回收

PLKCWC TimelinePLKCWC Timeline

歌唱比賽 Cupcake 製作班 班際籃球比賽
手球友誼賽

外籍英語課堂

走進珠三角 第一學期頒獎典禮
歷奇及原野烹飪

元宵搓湯圓比賽

認識大澳及探訪長者 趁墟做老闆展銷會

家長日

書展

長跑日
English Fun

 Day 寧波交流團
香港科技大學

吳庶忠教授分享

中六畢業典禮
前天文台助理台長梁榮武教授分享

社會服務 貧富午宴

Eldpathy-長者生活館

教育及職業博覽



得獎者及獎項 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冠軍 

( 大園圃種植─中學組 )

綠化校園工程獎 (2016/17)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亞軍 

( 小園圃種植─中學組 )

綠化校園工程獎 (2015/16)

獎勵學校 第 18, 19 屆仁濟醫院德育

及公民教育獎勵基金

仁濟醫院及教育局—

榮譽學校 

( 中學組 ) 

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2015, 2016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陸皓東（S6A） 亞軍 學界分區野外定向錦標賽

(2016/17)

香港野外定向總會

男子甲組

手球隊

亞軍 校際手球比賽 (2015/16)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足球校隊 亞軍 深水埗中學五人足球挑戰賽

 ( 初級組 )

深水埗區青年活動

委員會

野外定向學會 亞軍 新界學界野外定向錦標賽

( 男子甲組團體 )

香港定向總會

手球校隊 季軍 沙田及西貢區學界手球錦標賽

(2016/17)( 男子乙組 )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譚志恒（S6A） 優異 深水埗區青年盃——中學

五人足球挑戰賽 (2015/16)

深水埗體育會

譚志恒（S6A） 優異 NIKE 五人足球賽 (2015/16) NIKE, Inc.

張柏謙（S6C）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6/17)
屈臣氏集團

黃子健（S6A）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5/16)

伍彩虹（S3C）

李佳奇（S3C）

優異獎 香港花卉展覽 2017

賽馬會學童繪畫比賽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林曉昕（S5D） 世界賽二等獎 

( 組別五 )

2016 國際豆類年美術設計比賽
保良局

及 ELEGANT 三寶

葉佩兒（S4C）

陳諾晴（S4D）

世界賽一等獎 

( 組別五 )

香港賽一等獎

陳美伶（S6C） 優秀美術

設計創作獎

國際合作社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2015/16)

香港保良局

周燕妮（S6C） 美術二等獎 《中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作

品》（第 19 卷）暨 “夏華世紀之

星” 全國中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

攝影作品展 2016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

優異獎

( 西畫高中組 )

第五屆兩岸四地

中國青少年兒童書畫大賽

國際青年文化

交流中心（香港）

李佩柔（S6C） 亞軍
為地球發聲創作比賽

地球拯救隊、

香港家庭教育學院

李佩柔（S6C） 金獎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比賽 教育局

申智恩（S6C）

徐健璋 (S6B) 

伍鎂淇 (S6C) 

李回忠 (S6D)

傑出視藝

學生大獎

全港傑出視藝學

生創作獎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比賽 香港傳藝中心

鄧駿傑 (S6D) 優異獎 「尊重生命，杜絕虐待」

年度藝術大賽

enpha 心福慈善基金

得獎者及獎項 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李亦彤 (S5C)

曾潼 (S5C)

優異獎 HK Biology Olympiad For 

Secondary School (16/17)
香港學理學會

方俊鋮（S2A）

李卓軒（S2A）

優良

Proficiency

第 68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 中二級男生獨誦獎項 )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

協會   

陳朗瑜（S6C）

吳洛婷（S6C）

優良 

( 女聲 -中學 )

第 68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聲樂獨唱 - 中文 )

何祖輝（S6B）

陳仲銘（S6C）

蔡耀啟（S6D）

鍾灝堯（S6D）

優良

 ( 男聲 -中學 )

范衛倫（S1B）

陳耀文（S1B）

優良獎 香港朗誦節

( 普通話個人獨誦 )

陳智高 (S1A) 優異獎 第 67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 中一男生英詩獨誦組 )

盧福誠 (S1A) 良好獎 第 67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 中一男生英詩獨誦組 )

黎芷妍 (S2A) MERIT 第 68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Graded Piano Solo Grade Six)

黃曉彤 (S1B) PROFICIENCY 第 68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Graded Piano Solo Grade Four)

李佳奇 (S2A) PROFICIENCY 第 68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聲樂獨唱 - 中文 女聲 - 中學 )

吳洛婷 (S5C) 

林曉昕 (S4D) 

陳朗瑜 (S5C)

左薇薇 (S1A)

葉倩茵 (S2A)

優良
第 68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聲樂獨唱 - 中文 女聲 - 中學 )

鍾堄焯 (S4D)

鍾灝堯 (S5D)

陳仲銘 (S5C)

周俊賢 (S4A)

范鋒順 (S4A)

蔡耀啟 (S5D)

何祖輝 (S5B)

優良
第 68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聲樂獨唱 - 中文 男聲 - 中學 )

校園電視台 最佳導演

最佳創意

最佳演員

『創意起動』先導計劃

─微電影製作

香港青年協會

賽馬會媒體空間

優異獎 (中學組) EdV 獎勵計劃 (2015/16) 香港教育城

最佳攝影 第五屆數碼短片創作比賽 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

院

伍鎂淇 (S6C) 冠軍 「光影 ‧ 赤灣」生態攝影比賽

2016 微距照片─學生組

漁農自然護理署、生

態教育資源中心、

綠色力量及生態協會

郭可瑩（S4C） 女子組優異獎 香島盃第 30 屆

全港中學校際中國象棋賽

香港聯校象棋協會

鍾堄焯 (S4D) 冠軍

( 高中組個人計分

賽 ) 

沙田區校際「無人機」障礙賽 國際專業無人機學會

近兩年獲獎舉隅近兩年獲獎舉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