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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中一新生與家長進一步認識聖若瑟英文中學，本校舉辦一連
串的迎新活動，包括了兩次家長日、中一銜接課程及結業禮。
家長日當日潘永强校長、林君謙副校長及余藹盈副校長介紹了學
校的基本情況，另有家長講座協助中一新生及家長適應升中生活。
「中一銜接課程」內容包括英文、中文及數學預備課程，此外亦
加入德育元素，如生命教育、歷奇訓練、步操訓練，讓同學從學
習及活動中培養良好的品德，如團隊精神、堅毅、責任感及紀律
等。八月廿七日上午，逾百位家長懷著喜悅的心情，參加結業步
操典禮及家長日，欣賞子弟經過兩星期銜接課程訓練的成果。

中一迎新

中一銜接班師生大合照

中一銜接課程

歷奇活動

聖若瑟英文中學
St. Joseph's Anglo-Chinese School

中一家長講座

中一銜接班結業步操



2016-17 年度陸運會
本年度陸運會於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三日及二零一七年一月

廿四日假灣仔運動場舉行。兩天共有多項田賽及徑賽項目

供學生參加，當中 5B 班謝以軒同學及 3A 班胡承樂同學於

100 米及 800 米項目刷新了大會紀錄。本年度紅社取得全

場總冠軍。另外，甲乙丙組個人總冠軍分別為 6B 班高澔塱

同學、4C 班梁皓瑜同學及 2C 班李卓弦同學。

綠社獲得全場總冠軍

嘉賓頒發獎項予表現優異同學

比賽氣氛熾熱

閉幕禮邀請顧元禎校友分享運動員
精神及作頒獎嘉賓

2016-17 年度水運會
本年度水運會於九月十五日假觀塘游泳池舉行，5A班郭

峻瑋同學於 100 米蛙泳項目刷新紀錄。另外，綠社取得全埸

總冠軍，甲乙丙組個人總冠軍分別為 5A 班郭峻瑋同學、4A

班吳卓桁同學及 2C班李卓弦同學。

6B 班與老師合照

甲組個人總冠軍
6B 班高澔塱同學



工作坊及科學比賽
「聖若瑟科學推廣計劃」已舉辦了第八屆，也成為了本校一項別具特色的活

動。本校每年也會邀請區內外小學參與，今年共有十二間學校，共二十四隊來

自小五至小六的同學參與，出席師生家長逾一百人。

本年度的主題是「足球機械人」，同學要合作裝嵌一台機械人。各組的機械人

將參與一場小型足球賽，能先把小足球投進龍門者才得分。不論裝嵌機械人或

投球，同學均全情投入；透過小組合作，同學更發揮團隊精神，表現令人讚賞。

最後由樂華天主教小學榮獲冠軍，各校同學們也盡興而歸。

全體大合照

小
小

科
學
家

彩雲聖若瑟小學

聖若瑟英文小學

比賽氣氛熾熱

機械人製作中



小

小六升中模擬面試暨家長講座

本年度小六開放日於十一月及十二月舉行，共有八

間區內小學約三百名小六學生、家長及老師到本校參觀。

活動當日同學除參與制服團隊步操檢閱和參觀實驗室、

英語角、環保設施外，還可以參與攤位遊戲及攀石活動。

本年度小六升中模擬面試暨家長講座於十一月十二日假本校禮堂及
課室舉行。當日有一百五十位家長參與講座，另外有一百五十位小
六學生參加模擬面試工作坊。今年本校很榮幸邀請到資深電台節
目主持麥潤壽先生主講第一部份的家長講座。麥先生跟家長們分享
了他與子女溝通的寶貴經驗，相信可幫助家長更有效地與子女溝通。
潘永强校長則於第二部份為家長講解選校資訊與面試須知。家長講座主講嘉賓麥潤壽先生

六開放日

團隊進場

模擬面試工作坊情況

參觀實驗室

參加攀石活動

潘校長帶領嘉賓檢閱制服團隊



宗教週暨慈善攤位義賣活動
為配合十一月十三日九龍區明愛賣物會，本校宗教組於十一月七

日至十一日舉辦宗教週及慈善義賣活動。當中有老師自家製食品

攤位，包括各式美食、自製包點及曲奇餅。另外有文具及印水貼

紙義賣，還有現場音樂表演及道具攝影攤位，共籌得八千多元。



其
他
宗
教
活
動

為培育同學對天主教信仰的認識，本校為中一及中二級同學舉辦

「我是主的羊」講座暨問答遊戲。另外，本校為中三及中四級同

學舉辦服務學習活動，讓同學透過服務長者，明白社會上有不同

需要的人士急需我們幫助，希望藉此培養同學服務社會的精神。

中三服務學習工作坊

中四同學與長者一起玩集體遊戲

中四服務學習活動

中一二級講座暨問答遊戲

聖母岩於今年落成，將成為

本校重要的宗教標記。

宗教標記



紅十字會
本校紅十字會於香港紅十會青年急救

比賽中取得全港總冠軍。

鹿頸遠足活動

童軍
本校東九龍 200 旅童軍及深資童軍團，除了繩

結及野外技巧的恆常訓練外，也舉辦各項戶外

活動，包括遠足、露營、出海垂釣等；

同時曾為不同慈善團體協辦活動，包括長者

湯圓製作

團隊近況交通安全隊
本校交通安全隊於香港交通安全隊 ( 東九

龍總區 ) 周年檢閱禮步操比賽取得亞軍。

戶外活動推廣

宣誓營

戶外遠足露營

長者原野烹飪體驗

渣馬工作人員 2017

陸運會步操檢閱

原野烹飪體驗、渣打馬拉松

2017、及戶外活動推廣等，讓

學生盡展所長，經歷不一樣的

學習體驗。

青年急救比賽得獎相片

禁毒青年團
本校禁毒青年團經常舉辦不同種類，以培養

團員的紀律及對團體的歸屬感。

Wargame 訓練
參觀觀塘漁類批發巿場



中六同學與校長副校長合照

中六惜別會
學校為將參加公開試的中六同學舉行惜別會，由本校校友薛君浩神父主持。透過祈禱、讀經、同學
分享及神父講道，讓中六同學明白縱然面對考試壓力，他們也會得到天主的看顧，能更有力量面對
未來的挑戰。惜別會最後以燭光禮結束，由中六班主任燃點同學手中蠟燭，代表薪火相傳，並寄望
同學能成為世上的光，在社會中發光發熱，貢獻世界！

校友薛君浩神父主持惜別會 6A 班劉頌軒同學分享 6D 班林湛傑同學分享

中六班主任為同學燃點蠟燭

6D 班相
6C 班相

6A 班相 6B 班相



6B 班高澔塱
( 三級跳及跳遠 )

5B 班謝以軒 (100 米 )

6A 班鄺錦昌 ( 長跑 )

6C 班李瑜豐 ( 籃球 )4C 班梁皓瑜 ( 花式溜冰 )

為表揚同學於運動項目取得卓越成就，

本校特選出六位傑出運動員，以示嘉許。

5B 班劉子龍 ( 武術 )

精英運動員

熱烈祝賀
本校於學界田徑比賽第一組別勇奪第五名，當中 6B班

高澔塱同學於男子甲組三級跳以 14.82 米成績打破大

會紀錄並同時奪得金牌，另於男子甲組跳遠以 7.36 米

成績破紀錄奪金。

而 5B 班謝以軒同學及 3A班胡承樂同學分別於男子甲

組 100 米及男子乙組 800 米勇奪金牌。

本校甲組及乙組籃球隊勇奪中學校際籃球比賽第二組

別冠軍，而甲組籃球隊更於 2016 年度全港學界籃球

馬拉松勇奪季軍以及於 2016-17 年度 Nike 全港學界

精英籃球比賽中勇闖最後八強！

另外，6A 班丁旨鋒同學於 2016-17 年度

Nike 全港學界精英籃球比賽中表現出眾，

他的球技被主辦單位肯定，並入選全明星

隊 ( 男子組 )。

圖片來源：香港 01（陳寬攝）

圖片來源：體路

運動佳績



頒獎禮

本校邀請林凱輝校友 ( 消防隊長 ) 頒發獎狀予於 2016 年香港中學文憑試取得優異成績的同學。

2015-16 年度

一眾校董及嘉賓參與頒獎禮

參與 2016 年香港中學文憑試的應屆中六同學

家長教師會最大進步獎

孫保祿修士獎學金

聖若瑟英文中學獎學金

校友林凱輝消防隊長



本校注重學生多元發展，鼓勵同學參與各類型比賽，以擴闊眼界，增強自

信。無論校外和校內、學術或體藝，同學都積極參與，屢獲殊榮。獎項
比賽名稱 / 項目 主辦機構 / 組別 獎項 得獎學生名單

2015/2016 亞洲青少年花樣滑冰挑戰賽
中國深圳站

亞洲滑冰聯盟 亞軍 梁皓瑜 4C

多元智能躍進計劃 教育局

最佳學員 黎名翰 4D 
最佳進步獎 王冠喬 4D 
最佳進步獎 林文龍 3C
表現優異獎 蘇子龍 4C 

2016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AIMO Open)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初賽銀獎

郭梓軒 4A晉級賽銀獎
總決賽銅獎

全港學屆籃球馬拉忪 2016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季軍  

東九龍盃籃球比賽 童軍知友社
初級組及高級

組冠軍
藍球隊 

中傳花樣少年語言藝術大賽 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 銅獎 梁皓晴 3D 敖龍耀 2C

全國青少年語言藝術素質測評證書
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青少年

語言藝術素質測評中心
八級證書 梁皓晴 3D
七級證書 敖龍耀 2C

青年步操比賽 2016 
香港紅十字會青年及義工事務部  

東九龍總部紅十字
冠軍

吳智昊 3A 楊浚豪 3C
潘梓華 3B 吳洛熙 3D
譚貴金 3C 連玫琋 4C
梁皓瑜 3C 莫鈞棟 4D
梁逸明 3C 邱冠彬 4D

香港貿發局 50 週年
「飛躍．同行」創藝活動

香港貿發局 感謝狀

陳泳文 6A 李梓賢 4A
周家臻 6A 鄺啟明 4B
顏衍彬 6B 鄧臻康 4B
李毓浩 6B 梁智皓 4C
潘銘昊 5B 黃柏東 4C
蕭昊正 5D

中學校際籃球比賽（九龍區第二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冠軍

楊文軒 4C 范竣鳴 6B

李肇軒 5B 曾佳樂 6B
丁旨鋒 6A 李瑜豐 6C
陳頌義 6A 譚潤林 6C
鍾浩洋 6A 黃樂煒 6C
鄺錦昌 6A 區松濤 6D
黃冠源 6A 馬皓瑜 6D

二零一六年

比賽名稱 / 項目 主辦機構 / 組別 獎項 得獎學生名單

香港中學生物奧林匹克 2016 / 2017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Merit
陳錦津 6B 石梓洛 6B

余璟樑 6D
Third Class 

Honours
盧俊彥 5D

First Class 
Honours

鄭萃希 6D

觀塘區校際徵文比賽 觀塘區學校聯會 優異獎 陳凱銘 3D 陳朗軒 3D
應用學習獎學金 羅氏慈善基金 - 潘俊峰 6B
順德聯誼總會胡兆熾中學
第八屆 SUPER24 邀請賽

順德聯誼總會胡兆熾中學 三等獎 周健諾 2C 蘇錦倫 2E

2017 環亞太盃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 香港資優教育學會

二等獎 鄧浩然 1E 丁駿暘 3D

三等獎

鄭卓華 1E 霍俊鋒 3D
譚星耀 1E 方鈺麟 3D
鄧志燊 1E 古智傑 3D
甄泓量 1E

一人一紅絲帶行動 - 企劃比賽
香港紅十字會青年及義工事務

部東九龍總部
優異 紅十字青年團第十九團

第六屆全港中國國情知識比賽 教育局 團隊賽優異金獎
曾華健 6D 楊璨珉 6D
余煒樂 6D

二零一七年



為迎接二零一八年本校 60 週年校慶，本校將於二零一七年三

月舉行「鑽禧校慶啟動禮」，屆時將有一連串慶祝活動，希望

師生、家長、校友舊生及各界人士密切留意，並踴躍參與，一

起與聖若瑟英文中學踏入第六十個年頭！

學校未來
活動預告

鑽禧
校慶

中學校際游泳比賽 ( 第三組 ) 學界體育聯會

中學校際游泳比
賽 ( 第三組 )

男子甲組一百米
自由泳季軍

嚴昱鈞 4A

中學校際游泳比
賽 ( 第三組 )

男子甲組一百米
蛙泳季軍

郭峻瑋 5A

中學校際游泳比
賽 ( 第三組 )

男子乙組二百米
蛙泳季軍

男子乙組一百米
背泳殿軍

吳卓桁 4A

Solo Verse

HK Schools Music & Speech 
Association

Merit

周滙田 6C 李振名 6C
謝穎豪 5D 鄭子謙 5D
黃柏東 4D 鄭鈞戈 3D
梁皓晴 3D 鄧志燊 1E
楊煒楠 1E

Solo Verse 2nd Place

譚星耀 1E
Solo Verse Open N7 Merit
Solo Speaking (Prose) Merit 
Solo Prose Reading 1st Place
Shakespeare Monologue 2nd Place

Public Speaking Merit 
岑建澄 5D 周翰 4D
王冠喬 4D 黃雋軒 2E

Public Speaking 3rd Place 董銘浩 6D 溫柏麟 6D
200 米胸泳 (13 – 17 歲 )

西貢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6 亞軍

吳卓桁 4A

4×50 米四式接力賽 
50 米胸泳 ( 青少年組別 ) 黃大仙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6 季軍
100 米背泳 (15 – 17 歲 ) 南區水運會 2016 亞軍
50 米胸泳 ( 青少年組別 ) 

深水埗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6
冠軍

200 米胸泳 ( 青少年組別 ) 冠軍 ( 破大會紀錄 )

香港紅十會 青年急救比賽
香港紅十字會青年及

義工事務部 
全港總冠軍

連玟琋 4C 王耀銳 5D
馮嘉傑 5C 羅家昌 5D

勞聯會員子女學業成績獎勵計劃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特別優異獎 吳俊穎 4D
2016-17 年度 Nike 全港學界
精英籃球比賽

Nike 及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全明星隊 (男子組) 丁旨鋒 6A

香港交通安全隊 ( 東九龍總區 ) 周年檢
閱禮 步操比賽

香港交通安全隊 ( 東九龍總區 ) 亞軍

張揚曜 1A 姚俊軒 3A
陳展御 2A 梁逸熙 3A
周子諾 2A 陳嘉明 3B
王偉誠 2A 李冠恆 3B
鄭以諾 2C 麥富賢 3B
梁丹尼 2C 黃兆綸 3B
吳隆基 2C 梁健曦 3C
敖龍耀 2C 鄧俊鏗 3D
申皓銘 2D 蕭智浩 4C
蘇錦倫 2E 鄧浩君 5A

演講比賽2016 上游獎學金 多元智能躍進計劃
「金斧頭」獎

多元智能躍進計劃
學生訓練營

專頁：SJACS60AN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