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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果纍纍五五載 實斧實鑿創未來」是創校教師江紹忠校長贈與九工校慶的標語。
學校於十月十四日成功舉行五十五周年校慶啟動禮及校史文物館開幕日，在此謹向主禮嘉賓江紹忠校長、
眾校友、家長、老師、表演同學及各嘉賓致以萬分謝意。轉眼五十五年，九工真的是「碩果纍纍」，眾校友為籌
備校慶各項活動時所展現出的專業、幹勁和魄力，令我不難聯想出他們在八十年代香港經濟騰飛時，為香港
所作出的紥實貢獻。步入校史文物館，看到展出昔日已用舊的金工和木工工具、一絲不苟的物理實驗報告、
舊校刊所登載有關天文學和攝影技術篇章，隱約還見到昔日光芒的學會領袖徽章、微微泛黃的成績單……
可想像到昔日大多出身基層的眾師兄姊在九工刻苦學習、珍惜在學時光、奮發向上、「實斧實鑿」為自己未來
打造出路的日子。

         典禮過後，傑出校友鴻福堂主席謝寶達先生娓娓道出他的奮鬥歷程，言詞間點出只要有求進步之心
配合自己所長，積極行動，未能讀上大學也可以有光輝的人生路。中五及中六的同學聽得入耳，講座過了午
飯時間也未聽到有半點埋怨聲，值得一讚。謝師兄雖然已成功創業，但仍不敢自滿，雖近耳順之年仍遠赴英
倫學習行政管理課程，不斷自我增值，卻又值得我輩反思、學習。第一次傑出校友講座以豐富的自助午膳招
待同學及嘉賓結束，大快朵頤之餘又難得與校友、家長有輕鬆交流的機會。

         回望過去，九工將會秉承蔡崇機校長的關愛精神，為有需要同學給予適切支援，讓同學能在短短六年
的中學生涯中追上學業水平，認識並發展自己的潛能。站在前人肩膊，展望將來，九工將於未來數年間致力
發展科技教育。例如自中一開始，於電腦課堂引入機器人學，學習編程及控制技巧；於設計與科技課堂教導
同學嶄新3D列印技術、電子控制、電腦繪圖等；於科學課堂學習綠色能源及技術發展等。此外，校方亦積極
推動同學參加各項校外比賽以提升自信及校譽。凡此種種，冀望九龍工業學校在眾老師及各持份者齊心協
力下，能培育更多人才，以及培養同學對科技、科學及工程的興趣以應未來香港經濟發展所需。

黃國輝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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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得黃寬洋青少年進修奬勵計劃的奬項，我感到十分高興，並認為自己能
成為積極人生推廣大使是一項使命，讓我將自己的故事去鼓勵別人，使自己和
別人的生命均能發光發熱。
    這奬項激勵了我，令我清晰地知道「天生我才必有用」的道理，也肯定了我
和媽媽兩人的努力。此外，我明白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長處，只要有人給我們
機會，在旁鼓勵、支持我們，而自己不放棄，就可以跳出彩虹。我亦希望這個奬
項能鼓勵更多青少年去追夢，不要放棄，朝著標桿進發。                                                
                                                        5B 周諾瑤



                       零的開始──九龍工業學校的誕生
    現在的長沙灣道是市區的通衢大道，平日車水馬龍，繁忙喧鬧，但原來這片鬧市本來是一處海灣，

漁船櫛比鱗次，泊在岸邊。李鄭屋古墓証實東漢時已有人在此聚居。英國與清政府在1898年簽訂「展拓

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新界，深水埗是其中一部分。二十年代英軍在深水埗近今日東京街一帶建造軍營，

亦開拓長沙灣道，但到海旁便終止，那時長沙灣仍未開發。香港殖民地政府在戰後發展工業，在50年代

開始開辦工業中學，培育工業人才。為配合在九龍和新界開拓工廠，政府構思在九龍工業區建造一所具

有規模的工業中學，作為發展中等工業教育的重心。最後，政府選了在長沙灣道旁，近東京街的一處空

地建造這所中學，命名為「九龍工業學校」。教育署負責工業教育的高級官員Sidney Burt特別邀請具有

豐富工業教育經驗的劉國禎校長出任首任校長。在這之前，政府已在旁邊起了一所實驗性質的福華街

實用中學，後來這所學校合併入九龍工業學校內。由於這所新辦學校是參考初級工業學校的規模建造，

所以整體規格比一般中學為高，例如課室有講師台階。九龍工業學校就是從一片滄海中堆沙而成，培育

了千萬的各行各業人材。

                                                                             劉偉華博士

                                                                        

半世紀地標

六十年代長沙灣道至東京街方向已是海邊，中電和本校在軍營對面。

進入千禧年代，本校初中部與高中部連成一體。

七十年代初的長沙灣，仍見本校對面的軍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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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禮開展未來

用創新科技啟動儀式，以熱烈掌聲表達謝意。
左起：黃國輝校長（一）、江紹忠校長（二）、
     林嘉玲主席（三）、葉秋葵主席（四）。

「切燒豬儀式」是傳統習俗，
開啟逾半世紀九工科技教育的未來。

學生代表向禮堂的師兄姊、師生作出承諾：
積極走科技的路。

啟動禮上各人視線不同，心所繫都是九工。 五十五周年校慶啟動禮的高潮。

不同年代九工學生，面對鏡頭，目光一致。
左起：校友會葉秋葵主席（一）、

鴻福堂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主席謝寶達校友（二）。

校友黃河清博士為校史文物館題字。



校園生活

深圳廣州文化探索之旅(13-17/7/2016)

教師發展日(26/9/2016) 領袖生訓練營(26/9/2016)

學生會選舉(7/10/2016)

求職講座(14/10/2016)

模擬放榜(20/10/2016)

中國文化學會及圖書館學會活動
詩裡尋真(4/10/2016)

生涯規劃活動──
中四生命之旅模擬人生(7/10/2016) 學生理財講座(12/10/2016)

親親銀髮族探訪長者活動
(19/10/2016)

校友會傑出學生獎學金面試
(22/10/2016)

中一學長計劃啟動禮
(24/10/2016)

參觀香港理工大學(1/11/2016)

「青年襄舉中國夢•兩地共譜復興篇」
2016京港青少年交流活動(18-22/7/2016)

物理科組參觀機電工程署(29/9/2016)

香港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暨競技大賽
(5/11/2016)

The Winning KTS Mixed Form English Debate Team 
with Concordia Lutheran College(2/11/2016)

The Winning KTS Junior Debate Team with 
CCC Yenching College in HKPTU Debate Competition

(14/1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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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loon Tower

Eyes on the balloon!

You are great!

Don’t drop the ball!

Fly! Let it Fly!

Let’s talk

English Fun Day

Food Festival

Let’s cut the pumpkin

The winner is ...

Healthy Sushi Rolls

The Judging Panel

We are 
MasterChef KTS!

August 22 was the third day of the S1 Bridging 
Programme and the English Department organized 
a fun day of activities for the new KTS students, 
inviting teachers from outside to come and share in 
team building games to start the new academic year. 
The S1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ir class groups 
and each one enjoyed different team building 
exercises in the hall. The three most enjoyable 
seemed to be the parachute ball game, the ping pong 
letter game and, definitely the most popular, the 
“egg drop” game. This involved students being given 
an egg, along with toilet paper, plastic spoons and a 
balloon. They worked together to cocoon the egg so, 
when dropped from a height it would not break.  
Some protected the egg but most failed with very 
messy results! The main thing though was that the 
students enjoyed themselves before facing the 
serious stuff of the new school year.

July 4th, American Independence Day, saw the 
annual Healthy Cooking Competition at KTS and, 
for me, the first time to see such an event. It was 
great! The food was amazing and the time and effort 
put in by the students and the teachers was truly 
fantastic. Everyone did such a great job. It was very 
difficult for the judges to pick winners. I really loved 
the desserts, especially the waffles made by 
Ms. Wong’s group. Coupled with the fruit and ice 
cream on top, the waffles were truly spectacular. 
One thing that surprised me was the number of 
retired teachers who came back to be judges. There 
were also parents who came in and cooked with 
their children. The day taught me what a very good 
community spirit there is in KTS and that is 
something I will always remember.

                                                                by Mr. Peter Russ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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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辛亥革命考察

          辛亥革命精神永垂不朽──廣州、長沙、武漢革命史迹行
    在這次六天五夜的「辛亥革命」歷史教育交流團，本人有幸透過訪尋各大「辛亥革命」紀念地，包括「太
平古街」、「岳麓書院」、「黃花崗72烈士墓」 及「黃興墓」等。從而了解到更多有關「辛亥革命」的事跡以及各
位英雄烈士「為解救內外交困而捨身成仁」的壯志雄心。

    在整個行程中，拜祭「黃興墓」及「黃花崗72烈士墓」的環節讓我感觸最深。

    在拜祭黃興墓的那天，我們需從岳麓山腳步行至山頂。然而，當天雷雨交織，地面變得泥濘難行，登山
的難度大大增加。但我們沒有因而放棄，迎難而上，一邊忍受著雙腳的疲憊不堪及身體被大雨淋透的不適
感，一邊一步地互相扶持踏上階級，向上攀爬，為的只是能見上「辛亥革命」時舉足輕重的大人物──黃興
的陵墓一面。

    直到現在，當天登山時的辛酸及困難情景在我心裡仍歷歷在目。然而，一切皆是值得的，我望著「黃興
墓」前的照片，身體的疲累感覺早已煙消雲散。原來人們所說「人的眼睛是會說話」是真的，從黃興先生的照
片，我彷彿可看到一份「篤實」的品質，而黃興先生的面貌亦如我想像般厚實。此時，我腦海中浮起黃興先生
逝世後，章太炎寫下的挽聯：「無公則無民國，有史必有斯人」。然後，再聯想起黃興先生生前的種種事跡，發
現果真如此。

    在交流團的尾聲，我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用文字記下這次交流團的所得所想，令一切回憶長留心上。

    正如各位勇士犧牲時大無畏的激昂有史可尋，我相信朝代的興衰末落與當權者密不可分。腐朽的清政
府「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之舉令當時的人民失望。黃興先生的起義正是時勢所需，也是憂國憂民
的愛國抱負的實踐。我認為這些烈士均值得學習，幫助現時的青年重找方向，以己力撐國之重。他們教會了
我「祖國如有難，汝應作前鋒」的英雄氣概，我希望在以後的社會道路上，能像前輩們不忘初，犧牲小我，完
成大我的精神，使中華民族立於不敗之地，勿再像清末般，任人宰割而無還擊之力。
                                                                              6A 廖子煥

向黃興先賢致拜

與黃興長孫黃偉民先生合照
到訪湖南社會主義學院

黃花崗72烈士陵門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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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一向注重科技教育，積極鼓勵學生研習新科技及培養創新思維，去年
成立了STEM教育推廣小組，由黃校長帶領策劃，聯繫各科組老師及校友會成員，
在課程規劃、課外活動安排及校園環境上均增添了不少STEM元素。
    感謝校友香港大學機械工程系梁耀彰教授捐贈了兩部太陽能電池車，並提
供了許多寶貴意見。
    在六月份接收了太陽能電池車後，梁耀賓老師帶領學生小組於暑假期間，
進行了「太陽能電池車重置」工程。首先小組對電池車作了仔細檢測，把可運作
的零件卸下、維修，然後將車身油漆翻噴，並依照學生的體形如手長及腳長等
數據安裝座椅、製造腳踏。此外，小組改良了車的傳動系統及控速裝置，添置了
效能較佳的鋰電池及太陽能控制器，還有重新鋪設電線及加裝緊急掣等以加
強安全性能。九龍工業學校的第一部太陽電池車就這樣誕生了！九龍工業學校
的學生有更遠大的夢想空間了！

九龍工業學校第一代太陽能電池車的誕生

    獲得黃寬洋青少年進修奬勵計劃的奬項，我感到十分高興，並認為自己能
成為積極人生推廣大使是一項使命，讓我將自己的故事去鼓勵別人，使自己和
別人的生命均能發光發熱。
    這奬項激勵了我，令我清晰地知道「天生我才必有用」的道理，也肯定了我
和媽媽兩人的努力。此外，我明白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長處，只要有人給我們
機會，在旁鼓勵、支持我們，而自己不放棄，就可以跳出彩虹。我亦希望這個奬
項能鼓勵更多青少年去追夢，不要放棄，朝著標桿進發。                                                
                                                        5B 周諾瑤

學生感言

學生成就
2016「明日之星」計劃
鱷魚恤上游獎學金

3D 鄺雪莹 、 4D 尹家成 、 5A 廖子煥

香港潮人深水埗同鄉會有限公司──
2015-2016年度徐美琪助學金
3D 彭湘儿 、 5D 朱  薇

藝恆愛心行動獎學金計劃2016
1D 盧嘉偉 (進步獎)
2D 鍾逸鴻 (進步獎)
3D 余玉珠 (進步獎)
3E 向森森 (優秀獎)

 5D 蕭梓晴 (優秀獎) 

第十八屆基本法多面體──
全港大專生辯論賽辯題設計比賽獎項

5D 庾堅誠 、 4D 梁朝輝 

2016素質教育發展中心「身心健康孝順父母」
全港校際標語創作比賽優異獎

3E 李浩彬 、 5B 李卓智

2015-2016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香港賽區優異獎
初中組： 3D 彭湘兒
        3E 向森森
        3E 梁朝輝
高中組： 6A 叶國娣
        6B 李樂鋒
        6C 黃嘉敏

吐露港扶輪社「2016全港學生書法比賽」季軍
2E 李偉浚

周諾瑤的跳繩故事帶來獎項，
也感動別人。

2016香港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暨競技大賽一等獎
2E 朱希睿、 2E 梁嘉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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