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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采中學(教育評議會主辦) 

學校報告：週年評估及基本數據(2010-2011) 
 

(一) 1)學校願景(School Vision) 

以教育專業及創新精神，凝聚家長及社會力量，建立一所不斷求進的學校，培養新

一代成為主動學習及具責任感的良好公民，充份發揮個人潛能，為社會和國家作出

貢獻； 

通過教育研究及實踐探索，為香港的教育模式提供新經驗、新突破。 

(To establish a progressive school in which our new generation can be brought 

up to become active learners and responsible citizens.) 

 

2)使命(Mission) 

1. 以“全人教育理念”培養學生，使他們在知識、智慧、技能、品格、情感、藝術、

體魄各方面全面發展。 

2. 開創愉快、溫暖、關愛、積極、進取及充滿創意的學習環境，培養學生的品格及

發揮學生的多元智能。 

3. 把學校建成學習組織、使校內每位成員(學生、教師、家長、行政人員)群策群力、

不斷學習、持續進步。 

4. 組織有使命感及高效能的校董會，堅持教育信念，開放包容，持續學習，勇於創

新，與時俱進。 

5. 營建高透明度、開放與問責的校政架構，容讓及鼓勵教師、家長、學生和社會人

士參與學校教育工作。 

6. 重視教師的專業發展，提供機會及資源，讓教師專業知識與技能不斷更新、成長。 

 

3)理念(Ideas) 

教育工作具有獨特的高尚情操。必須讓學生先安頓，再釋放，繼而確立自我，以及

多元發展。 

(Education is a career of unique and dignifies qualities, of which the success lies with 
stabilization as a foundation for liberation, self-actualisation and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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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學校資料 

  (1) 學校實際上課日數：190 日 

 

(2) 八個主要學習領域的課時 

 

中國語文教育 19% 科學教育 11% 

英國語文教育 20% 科技教育 5% 

數學教育 17% 藝術教育 9%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14% 體育 5% 

   

(3) 法團校董會組合 

辦學團體校董：余健倫(主席)、余憲民、余海虎、馮文正(校監)、蔡國光、鄒秉恩 

必然校董：曹啟樂(校長、秘書)  

教師校董：周鑑明 

家長校董：柯莫柏 

獨立校董：蘇鑰機、黃顯華、白威 

替代校董：何漢權 (老師)、王雲香 (家長) 

      

合共 14 人。 

 

(三) 學生資料： 

(1) 班級數目： 中一 5 班、中二 5 班、中三 5 班、中四 5 班、中五 5 班、中六 2 班、

中七 2班。 

 

(2) 學生出席率： 學生人數共 1109 人  

(中一：180、中二：205、中三：204、中四：204、中五：184、 

中六：66、中七：67)。 

出席率： 中一 98.9% 、 中二 98.5% 、 中三 98.1%、中四 98.3%、中五 97.9%、

中六 98.9%、中七 98.4% 

 

(3) 學生離校情況：退學/轉校共 8人  

(中一級 0人、中二級 2人、中三級 4人、中四級 0人、 

中五級 1人、中六級 1人、中七級 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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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師資料 

  (1) 教師資歷及教學經驗 

        本校校長及常規教師共有 59 人，學歷與經驗如下： 

學歷 教齡 

碩士 35 59% 0-2 年 1 11 年以上 37 

學士 59 100% 3-5 年 12 

  6-10 年 9 

 

 

        本校所有英文科(12 人)及普通話科老師(3 人)均符合語文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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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評估學校本學年關注事項的活動/工作成效 

1. 關注事項：營建對 2012 年中學文憑試的信心，培育高中學生的持續學習能力  

Nurturing students’ confidences in facing the 2012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Foster 

and sustain senior form students’ learning ability. 

 

策略／工作 (1) 建立學生成功的信心–讓成功建立在成功  

(2) 學生了解在不同學習階段的水平與中學文憑試的關係 

(3) 推行拔尖保底措施 

(4) 學生規劃中六後的學習與就業  

 

成功準則 (1) 初步完善文憑試課程內容、教學及評核方法 

(2) 校本評核表現達到考評局的要求 

(3) 建立科本試題庫  

(4) 與考評局水平參照匯報相符的評估 

評估方法 (1) 學生掌握中學文憑試各科等級水平 

(2) 學生對應考中學文憑試具正面的態度 

(3) 學生有信心在中學文憑試獲取良好成績 

(4) 學生初步作出未來的生涯規劃 

時間表 2010 年 9 月至 2011 年 8 月 

負責人 副校長（有效學習）、學務主任、教務主任及各科科主任、班主任、

任教新高中老師、輔導老師 

所需資源 (1) 各學科的學習資源–參考書 

(2) 情意及社交套件有關自學能力及學習動機問卷 

(3) 圖書館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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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注事項：回應微調方案下中一學生的學習，培育學生的雙語學習能力，關注因方案所帶

來的學習差異，鞏固初中學生的學習基礎  

Response to EDB fine tuning policy on Medium of Instruction. Nurture students’ bilingual 

ability. Pay attention to the learning diversity resulted from the fine tuning policy and 

consolidated the knowledge foundation of junior students.  

 

策略／工作 (1) 以英文為主要教授語言的科目製訂合適的課程、教學法及評

估方式 

(2) 關注在學生在不同的學習時期（上下學期）的學習表現 

(3) 關注學生在不同班別的學習差異 

(4) 因應學生表現，調整教學方法及/或評估方法 

(5) 關注學生在不同階段，編班公布、上學期測考等的情緒及表

現 

成功準則 (1)   中一學生在英語班及雙語班均能取得滿意的成績 

(2)   鞏固中一學生在學科上的基礎 

(3)   中一學生有良好的適應 

評估方法 (1)   學生的測考成績 

(2)   學生在情意及社交套件的調查的表現良好 

時間表 2010 年 9 月至 2011 年 8 月 

負責人 副校長（有效學習）、有效學習委員會（學務）、科主任及班主任 

中一級會、家長教師會 

所需資源 (1) 學校提供的資源以協助完成教材及評估工具 

(2) 家長教育工作坊–與家教會及社工合作 

(3) 情意及社交套件 

(4) 教育局的校本支援（學習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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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一及二檢討 

 

一．營建對 2012 年中學文憑試的信心，培育高中學生持續學習能力 

 

策略／工作 (6) 建立學生成功的信心–讓成功建立在成功上  

(7) 學生了解在不同學習階段的水平與中學文憑試的關係 

(8) 推行拔尖保底措施 

(9) 學生規劃中六後的學習與就業  

 

成功準則 (5) 初步完善文憑試課程內容、教學及評核方法 

(6) 校本評核表現達到考評局的要求 

(7) 建立科本試題庫  

(8) 與考評局水平參照匯報相符的評估 

 

    2010 年 9 月開始，學務組密切關注學生情況，適時進行個別及小組會面，了解學生學習

上的需要並提供支援 

    於 2011 年 3 月 8 日至 2011 年 6 月 2 日開展中五課後留校溫習班及中央課輔班。 

   目標 

 讓未達標的學生能提升水平，能有資格進入大學 

 讓成績最弱的學生也能 保有 2222+22 以上的成績 

 

為了讓學生規劃中六後的學習與就業，學務組與生涯輔導組合作由 2010 年 11 月 11日至 2011

年 6 月 23 日舉辦周會及工作坊 

   目標 

 

 讓學生認識自己並對未來的出路有充份了解。 

 級統籌及班主任持續關顧學生，對個別學生作出適切的指導，讓學生能保持有序的校

園生活 

 各科能運用資源因應學生情況，於課堂及課後作出學習輔導 

 

學校亦於 2010 年 11 月 20 日及 2011 年 4 月 9 日舉辦 2次家長講座，分別為 

   2010 年 11 月 20 日的主題為–與子女同行－如何協助孩子規劃將來 

  探討家長在子女面對新高中下的角色與責任、跨代價值觀－價值延承好與壞及 視野與眼界

－共拓美好新境界 

 

  2011 年 4 月 9 日主題講座： 

• 家長與子女如何共同面對新高中 

• 引起學生對升學與選擇前路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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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凝聚老師對中五同學輔導的共識，學校分別於 2010 年 11 月 1 日及 2011 年 3 月

29 日舉行 2次工作坊。主要希望全校老師認識老師對學生升學支援的重要性及身教、

言教與學生立志的關係。 

 

學校亦設計了中五級學習進度報告，讓學生規劃個人學習的方向。 

 

    學校亦在 12-07 至 16-07 舉辦台灣高雄、台中大學校園體驗學習團以了解海外升學的情

況。 

 

    各學科亦在本科的計劃上因應關注項目 

(1) 初步完善文憑試課程內容、教學及評核方法 

(2) 校本評核表現達到考評局的要求 

(3) 建立科本試題庫  

(4) 與考評局水平參照匯報相符的評估 

    提出相關的計劃，並已完成有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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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注事項：承傳「品學共融」的學校優良傳統，讓全體學生以讀書向上，立志求學﹐作鹽

作光，並樹立以「風采人」為榮的學風，建構「忍耐的藝術」為全年的價值教育主題，增

強智性與感性的涵養，師生凝造共識，樂觀面對語文微調方案，新舊學制雙軌並行等教學

活動。 

Building on the tradition of ‘Moral and Academic Education’, to nurture students, capacity to 

aim at higher education, to be proud of being an ‘Elegantian’ and learn the ‘Art of 

Patience’. Thus can cope with new challenges enthusiatiscally. 

 

策略／工作 (1) 學生成長委員會內各組別，就關注事項訂立準則和實行措施、級

聯絡定期做好聯繫及促進發展工作 

(2) 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回應「忍耐的藝術」年度主題 

(3) 鞏固及發展學生會、校友會、師友計劃等工作，承傳「風采人」

的優良傳統。 

成功準則 (4) 學生課堂內外以及校外行為集體及個人的表現 

(5) 學生操守、服務、學業與聯課活動參與並行的狀況 

(6) 學生日常出席的考勤紀錄 

(7) 校園改體建設的使用與折舊 

評估方法 (3) 學生積優與積缺行為紀錄 

(4) 早會、週會，早讀、週三教師早講等時段，學生的參與狀況紀錄

(5) 家長日家長意見回饋 

(6) 學生、老師和家長問卷 

(7) 外界人士對本校學生之觀察與評價 

時間表 2010 年 9 月至 2011 年 8 月  

負責人 副校長（學生成長）、學生成長委員會（訓導、輔導、德育、聯課、學

生會、家長、校友會）、各級聯絡人及雙班主任 

所需資源 (5) 校外支援（教師工作坊） 

(6) 學生成長的全面關顧與獎勵 

(7) 學生成長委員會組內的資源調配 

(8) 班主任的支援 

(9) 校務處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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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闊學生視野，激發學習熱情，提升自治能力，發展良好德性，鼓勵學生參與及發表意見，凝造師生共識，共同為學校在新高中的未

來發展作出承擔 

(A) 關注事項三 

年終檢討報告 

各項活動評估 
(I)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主題：忍耐的藝術 
 

策略/工作計劃 工作重點 日期/時間 成功指標 評估方法 成效 負責人/
部門 

全方位學習：利用星期三最後兩節課，培育學生德性的發展和正確的價值觀 
1. 由香港賽馬會慈善

信託基金提供「共創成

長路」的全人教育課程

 

a. 為中一、二及三級同學

分別提供 16、14、12 個

單元既獨立又具備連貫

性的課程 
b. 利用備課節，教師共同

努力，優化教學內容 
c. 提高教師說理技巧的能

力 
d. 為學生打下正確人生價

值觀的基礎 
 

10/10-5/11 a. 學生投入及積極參與

有關活動 
b. 學生透過文字表達對

課程的正面意見 
c. 教師熱心教授和解說

有關課堂內容 
d. 達 70%或以上認同課

程內容的價值和意義 

a. 課堂上的觀察

b. 工作紙的評核

c. 收集班主任/
班務主任的意

見 
d. 意見調查 

a. 教師一致認為，計劃提供

良好的師生交流的平

台，藉著教授和分享有關

課程內容，老師與學生能

共同建立良好師生關係

b. 老師大多反映，課程設 
計全面、豐富及切合學

生需要 
c. 課程內容資料較強，有 

效提升學生認知的層 
面，加上班主任真情流 
露的分享，觸動學生的

情感 
d. 學生能用心完成工作紙 
e. 教師認真、積極、主動 

備課，有效提高教學質量

f.  中三級學生表現稍遜，有

待進一步了解原因 
g. 問卷調查有待跟進 
 

德育組/班/
班務主任 

2. I Can 全人發展課程 a. 「ICAN」是黃重光生根

據精神科醫學和心理

學，多年臨牀工作及培

3-4/11 a. 學生投入及積極參與有

關活動 
b. 學生透過文字表達對

a. 課堂上的觀察

b. 工作紙的評核

c. 收集班主任/班

a.  3/3/11 開始 ICAN 的第一

課，全級中四級同學齊集

禮堂，認識 ICAN 模式的

德育組/班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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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醫學、教育和工商界

等專業所得經驗而創

立的實踐心理學模

式。它是一個以科學為

本，價值為基礎的實踐

心理學模式，目的是要

協助中四同學發揮更

大的心理力量，使他們

生活得「成功」、「進步」

和「快樂」 

課程的正面意見 
c. 教師熱心教授和解說有

關課堂內容 
d. 達70%或以上認同課程

內容的價值和意義 

務主任的意見

d. 問卷調查 
四大心理功能---「觀 
察」、「自我價值」、「情

緒」、「行為」，班主任觀

察同學均投入活動，並能

掌握四大心理功能的概

念 
b. 學生問卷調查結果如下：

80%以上學生同意「課程

的整體評價很高」 
80%以上同意「很喜歡這

個課程」 
90%以上同意「對老師的

整體表現有正面的評價」

c.  教師問卷調查顯示對課

程掌握較困難，部分教材

內容不適合本校學生 
d.  達 90%教師認為課程能

幫助學生反思生命 
3. 服務學習計劃 a. 與高中同學探討 

「其他學習經驗」的

議題，藉此鞏固珍惜

生命、善待生命的基

礎 
b. 借助社會的資源回應

生命議題 
c. 深化學生品格的培養

10/10-4/11 a. 投入及積極參與有關

活動 
b. 透過文字/語言解說有

關課堂內容 
c. 達 70%或以上認同有

關內容的價值和意義 

a. 課堂上及出外

服務的觀察 
b. 收集班主任/

老師的意見 
 

a. 中四級服務學習計劃早

於 9/12/2010 完成，學生

對整體活動的滿意度達

70-90%，只是安排次數/
時間不足 

b. 中五級服務學習計劃於

下學期 3/3 開始，延伸去

年中四級服務學習的計

劃 
c. 問卷調查發現學生從探

訪智障兒童及老人得著

新的思維與啟發 
d. 約 70%教師認同計劃內

容及有效提升學生為社

會弱勢服務的技巧，例

如：與老人溝通的技

巧、與智障兒童交朋友

等，只是學生投入服務

德育組/ 
香港基督

教信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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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不足 
4.品德教育—忍耐的藝

術 
 a. 響應香港大學中國教育

小組為內地山區貧窮學

童籌募的活動，透過「清

淡的一餐」節省午膳費

用，將款項捐出，以支持

一位貧苦學生未來三年

的學費，協助他/她圓大學

夢 

b. 透過小組成員籌募過程的

經驗分享，讓同學認識世

界貧富懸殊的真實概況，

反思自己生活上的富足，

並好好珍惜所擁有的一切

c. 透過參與體驗性的活動，

鼓勵同學作出行動，願意

為世界的需要、學習忍耐

的藝術 

13-14/10 a. 成功為內地山區一位貧

苦學生籌得未來三年高

中的學費，協助他/她圓

大學夢 

b. 學生參與有關活動的 
投入及積極程度 

a. 捐款數字 
b. 觀察學生參與

活動的表現 

a. 學生參與活動投入，從

「清淡的一餐」中體會內

地山區貧窮學童食不飽

的實況 
b. 是次活動由德育先鋒為

全體同學籌辦富體驗性

的活動，藉此加強同學

體會內地山區學童的貧

窮 
c. 捐款數字達$16738.5，可

成功資助 2 位貧苦學生 

德育組主

辦 

5. 由衛生署提供「性在

有愛」、「避無可避」、

「寧缺勿濫」的性教育

課程 

a. 由衛生署派護士到 
校，教授學生性知識

b. 讓學生認識「性」與

「愛」的關係，並學習

處理「性」衝動的方法

c. 讓學生認識使用避孕

的方法及其局限  
d. 帶出安全性行為的觀

念 
 

10/10-12/11 
 

a. 投入及積極參與有關

活動 
b. 透過文字/語言解說有

關課堂內容 
a. 達 70%或以上認同課

程內容的價值和意義 

a. 活動參與時的

學習態度 
b. 收集班主任的

意見 
c. 意見調查 
 

a. 同學參與活動時，態度

十分投入、積極，從分

組討論、角色扮演等活

動中，進一步認識正確

的性知識 
b. 學生對導師的教學及學

習的內容一致好評，並

認為課程能有效糾正學

生錯誤的性觀念 
c. 班主任均認同是次活動

的價值和意義 
d. 有待衛生署發放問卷調

查結果  

衛生署護

士/德育組/
班主任 

6.價值教育(一)  a. 從 10A 狀元施俊輝先生

求學之路到踏足職場的體

驗，去探討人生價值 
 

28/10 a. 學生參與有關活動的 
投入及積極程度 

a. 觀察學生參與

活動的表現 
b. Q&A 的氣氛 

a. 講者分享生動，內容切合

學生思考、探討 
b. 學生參與積極，Q&A 的

氣氛踴躍 

德育組/中
六級聯絡 

7. 價值教育(二) a. 李子揚先生(音樂名人)與
中六同學探討「青年人

7/4 a. 學生參與有關活動的 
投入及積極程度 

a. 觀察學生參與

活動的表現 
a. 李先生帶同家人及朋友

一同分享，場面感人，分

德育組/校
長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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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面人生價值」 b. Q&A 的氣氛 享內容及詩歌亦能觸動

人心 
b.  學生表現投入，整體氣

氛令人滿意 
8.價值教育(三)  
   

a. 資深律師方兆光到校分

享 
14/4 a. 學生參與有關活動的 

投入及積極程度 
a. 觀察學生參與

活動的表現 
b. Q&A 的氣氛 

a. 方律師從專業角度與學

生探討網絡法律責任及

陷阱，透過真實案例，啟

發學生對網絡責任的新

思維 
b. 學生投入、互動  

德育組/ 

        

跨學科活動：通過不同學科，推行有關德育及公民教育的活動，加強學生公民責任和正確價值觀的理解和實踐 
1. 由德育組及中文科

主辦「忍耐的藝術」為

題的語文創作 

a. 中文科作文一則，主題：

「忍耐的藝術」 
b. 透過作文一則，讓學生更

深入思考本年度德育主

題，藉此加入其認知與

體會 

4-5/11 a. 達 70%或以上認真創

作 
 

a. 語文創作內容

的評估 
b. 語文科老師的

意見 
c. 獲得獎項 

a.  透過展版及學校網頁，

展示獲獎學生的作品 
b.  利用早會分享成果 
 
 

德育組/中
文科 

2. 為雲南及日本籌募 a. 喚醒同學對日本大地震

後的關注，並學習為當 

地災民送上關懷與祝福 

b. 讓同學就是次災難，好

好整理和反思有關生

命、貧窮、天災等議題

c. 從日本國民面對天災的

冷靜態度去反思我國的

民俗教育 

23-25/3/11 a. 學生參與有關活動的 
投入及積極程度 

b. 每名學生/家長平均捐

出$60 以上 

a. 觀察學生參與

活動時的表現

b. 捐款數字 

a.    為雲南：$26480 
為日本：$35903.1 
總善款：$62383.10 

b.  家長對是次籌募活動十

分支持，值得鼓舞 

德育組/學

生會 

 

3. 全校壁報設計 a. 營造全校德育主題氛圍

b. 為學生提供藝術創意教

育的機會 

1/9/10-1/12/11 a. 師生均感受到校園德

育主題的氛圍 
b. 學生積極參與有關活

動及比賽 

a. 觀察校園氣氛

b. 學生參與活動

的情況 

a. 德育主題「忍耐的藝術」

處處可見，師生明確體

會「忍耐」的重要 
b. 24 班以「忍耐的藝術」

作為本班壁報設計主題

德育組/視

覺藝術科 

4. 鄧萃雯小姐分享會 a. 透過社會上知名人士的

現身說法，讓同學重整人

生價值 

21/1/11 a. 學生被鄧小姐的分享觸

動 
a. 學生參與講座

時的態度 
b. 學生的反思 

a. 學生用心聆聽分享，被講

員觸動了 
b. 學生反思回應正面 

德育組/团

契 

獨立的主題活動計劃：專題式的德育及公民教育活動，加深學生對特定專題的認識及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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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題：「九一八事變」

活動 
a. 早會主題式分享(魯迅

的故事) 
b. 早讀完成主題式互動工

作紙 
c. 展板 

9/2010 a. 用心聆聽「九一八事

變」早講分享 
b. 認真完成「九一八事

變」早讀工作紙 

a. 觀察早講時的

態度 
b. 工作紙的評核

a. 早講時學生的態度一如

以往，良好、專注 
b. 用心完成工作紙 

德育組/中
國歷史科/
歷史科 

2. 由學友社舉辦「全年

十大新聞選舉」活動 
a. 從本校自選三十條候選

新聞中，選出風采十大

b. 由學友社訂定三十條候

選新聞中，選出全港十大

新聞 
 

10-12/2010 a. 獲最佳參與獎 
b. 全校參與率達 90%或

以上 

a. 計算參與率 
b. 獲得最踴躍參

與獎 

a. 新聞初選及總選全校參

與率達 100% 
b. 參與新聞評述比賽(高中

組) 
c. 參與專題特寫比賽(高中

組) 

德育組/通
識課/學友

社 

3. 年廿八洗邋遢 a. 動員全校師生，清潔校園

b. 每班分為三個組別，分別

清潔班房、洗手間及特別

室 

28/1/2011 a. 認真及積極參與活動 
b. 清潔後，一塵不染 

a. 觀察活動時，

同學的態度 
b. 校長、副校

長、工友等作

出評審的結果

a. 全校上下一心清潔校園

b. 校長、副校長、工友等

作出高度評價 

德育組/校
園發展組 

4. 愛心利是日 a. 呼籲同學分別為香四

川及海地的災民捐

出利是一封 

9-11/2/2011 a. 參與率達 80%或以上 
b. 每名學生平均捐出$8

或以上 

a. 計算參與率 
b. 計算捐款 

a. 参與率達 97%  
b. 捐款達$14627.4，平均每

名師生捐出$14.1，超過

成功指標，令人鼓舞 

德育組 

5. 辛亥革命百周年 a. 探討過去香港對辛亥革

命及中國發展曾發揮的

作用 

 

b. 思考今天的風采學生在

國家未來發展的定位、

如何裝備好自己，面對

挑戰 

9/2010-3/2011 a. 認真及積極學習和參 
與活動 

b. 認真完成工作紙 
 

a. 觀察學生參與

活動時的表現

b. 收集班主任的

意見 
c. 工作紙的評核

a. 早講、早讀、展板 
b. 辛亥革命百周年繪畫比

賽 
c. 周會以短劇回顧先烈的

事跡，勉勵學生立志 

d.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及認

真完成工作紙 

德育組/歷
史科/中史 

6. 護苗性教育課程 
(中二級) 

a.  讓中二學生全面認識 
「性」 

23-24/5/2011 a.  認真學習有關課程 
 

觀察學生學習的

表現和態度 
收集教師的意見 

a. 學生學習態度良好、投

入 
b. 是次課程教師一致好評

德育組/護
苗教育基

金 

潛在的課程：把德育及公民教育滲透在校園的生活、學校的組織、課外活動校風及人際關係中，讓學生在潛移默化的環境下 
培養正面的價值觀、態度及待人處事的能力 

1. 沒有鐘聲的早會 a. 每日早會自行集隊 8/2010- 
7/2011 

a. 能守時集會 
b. 能專心聆聽 

a. 觀察集會時的

表現 
a. 大部份學生能守時集會

b. 大部份學生專心聆聽早

副校長/德
育組/訓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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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組 
2. 星期三早讀節 a. 安排有關品德教育的文

章分享 
b. 設計工作紙，對時事作出

即時的回應 
c. 配合其他科組的閱讀資

料 

8/2010- 
7/2011 

a. 認真閱讀 
b. 閱讀風氣提升 
c. 借書量增加 
d. 師生互動工作紙回應 

a. 觀察學生閱讀

的態度 
b. 收集班主任意

見 
c. 計算借書量 

a.  本年度早讀資料由多個

科組提供，內容更多元

化 
b.  同一日有多於一科組提

供早讀資料，引起混 
亂，宜加協調 

德育組及

各科組 

3. 星期三德育早講 a. 全體老師輪流負責德育

早講 
 

9/2010- 
6/2011 

a. 早講受學生歡迎達

70%或以上 
b. 能專心聆聽 

a. 問卷調查 
b. 觀察早講時學

生的反應 

a.  調查顯示，80%以上學

生表示認同 
b.  早講內容除回應該年德

育主題，也可回應其餘

六個核心價值 

德育組/全
體教職員 

4. 午間活動 a. 德育先鋒分組進行多元

化活動，包括探討不同

議題、團隊建立、分享

等。 

8/2010- 
7/2011 

a. 提供安靜舒適環境培

育德育先鋒的心靈發

展 
b. 提升先鋒團隊的歸屬

感 
c. 培育先鋒領導才能及

服務學校/社群的精神 

a. 先鋒當值表現

b. 負責老師的觀

察及回應 

a. 先鋒彼此交流及培育心

靈發展的好去處 
b. 作為先鋒基地、有助提

升工作表現及加強團隊

的歸屬感 
c. 負責老師及先鋒們對本

年度先鋒的成長表示滿

意 

德育組/德
育先鋒 

5. 德育先鋒培訓 a. 健康力量，身體力行推

廣品德教育 
b. 協助德育組推行活動 
e. 領袖培訓營 
f. 領袖培訓日 

8/2010-7/2011 a.  能身體力行，積極推廣 
品德教育 

b.  有效協助德育組推行 
活動 

c.  先鋒團隊及協作能力 
不斷提升，凝聚健康 
力量 

d.  培育先鋒領導才能及

服務學校/社群的精

神 

a. 從平日觀察先

鋒之品格 
b. 先鋒協助活動

之成效及表現

c. 營會的參與及

表現 

a.  各德育先鋒協助推行德

育組全年活動，表現積

極,效果理想 
b.  先鋒建立良好品格的形

象 
c.  團隊及協作能力不斷提

升，團隊的成熟度日漸

進步 
d.   於先後兩次領袖培訓

營，先鋒們大多表示

獲益良多及增加了彼

此更深且闊的友誼 
e.   負責老師均認為同學

透過本年度的活動成

長了 

德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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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訓導組 
 

策略／工作 對象 工作重點 日期 成功指標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周五早會 全校學生 營造整體安頓氣氛，

並對學生適時作出提

點 

10 年 9 月

至 
11 年 7 月

1. 留心及投入活動 
2. 吸收並實踐有關的

內容 

觀察學生表現 
與學生面談 

有成效 
學生能實踐有關

的內容，對不當行

為作出改善 
 

2. 入 課 室 講

解校規 
中一學生 進入班房與學生近距

離接觸細說校規背後

意義 

10 年 9 月 1. 留心及投入活動 
2. 吸收有關的內容 

觀察學生表現 
與學生面談 

成效良好 
學生投入，師生有

良好互動，學生亦

勇於發表意見 
3. 齊交功課

比賽 
中一至中七

學生 
鼓勵全體參與，喚醒

同學「盡責」價值的

重要性，重新培養交

齊功課的習慣 

10 年 11 月

及 
11 年 3 月

1. 投入參與活動 
2. 欠交功課情況改善

 觀察學生表現 
 參考活動期間 

的欠交數據 

成效良好 
a) 下學期欠交數

字較上學期理

想，反映欠交

情況有改善 
b) 學生及班主任

投入比賽當

中，氣氛良好 
c) 班長盡責，有

助比賽進行 
策略／工作 對象 工作重點 日期 成功指標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4. 警方短講 全校學生 學校聯絡主任到校向

學生主題式講解及提

點 

10 年 12 月

(早會) 
主題： 
毒品問題 

及 
11 年 4 月

(早會) 
主題： 

1. 留心及投入活動 
2. 吸收有關的內容 

觀察學生表現 
與學生面談 

成效一般 
內容頗零碎，重點

不清晰；另可能不

是學生最貼身的

問題，故反應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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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詐騙 
5. 領袖生招 

募及培訓 
領袖生 培訓及提升領袖生的

素質 
1. 培訓日：9-10-10 
           及 
          12-2-11 
2. 培訓營：5/11 – 

6/11 
3. 由總/副領袖生負

責兩次的培訓日，

增加學生參與機

會，培訓學生領袖

才能 

10 年 10 月

至 
11 年 7 月

1. 留心及投入活動 
2. 吸收並實踐有關的

內容 

觀察領袖生執勤

表現 
觀察領袖生對團

隊的投入程度 
與學生面談 

1. 成效良好 
a) 由中五至中七

的領袖生負責

設計遊戲，帶領

活動，增加學生

主導機會 
b) 活動令新隊員

認識領袖生工

作，隊員間彼此

認識，效果良好

2. 成效良好 
  營內活動頗有 

 
 
 
 
(III) 輔導組 
 

策略/工作計劃 工作重點 日期/時間 成功指標 評估方法 成效 負責人/
部門 

德性價值觀灌輸，學習對校園及社會人士的不同的體諒精神 
一. 朋輩天使領袖培訓

1. 朋輩天使訓練營

2. 小天使培訓日 
 
  
 

e. 透過培訓，建立德性的

價值觀 
f. 學習人與人之間的互助

精神 
g. 體會體諒精神 
 

 
5/11-6/11 

17/12 
 

e. 小天使投入及積極參

與有關活動 
f. 今年加入「我要做

model」的環節，具創

意，小天使也投入及

開心 
g. 義工幫忙帶領的 warm 

up 活動很好，有解難

的元素 
h. 教師、義工熱心教授

和解說培訓內容 

e. 活動上的觀察

f. 收集小天使的

意見 

a. 教師、義工一致認為活動

提供良好的師生交流的

平台，藉著活動內容，老

師與學生能 
共同建立良好師生關係

b. 小天使大多反映，培訓內

容豐富及切合學生需要

c. 培訓內容有效提升學生

的互助精神和體諒精神

d. 學生能用心投入活動 
e. 組內的分享較少，下年可

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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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達 70%或以上認同培

訓內容的價值和意義 
加強。 

二. 精神健康輔導講座 a. 讓同學認識精神健康是

什麼 
b.著同學接納包容精神健康

不好的人士 

9/12 a. 學生投入及積極參與有

關活動 
b. 講者講解清晰 
 

a. 學生參與講座

時的態度 
b. 收集班主任/班
務主任的意見 

e. 教師和同學對精神健康

都少了一分歧視，多了

一分了解 

輔導組/班
主任 

塑造和諧氛圍，鼓勵互相欣賞的文化 
一. 學兄學姊有辦法 1. 
1. 執書包 
2. 中一打 Tie 活動 

a. 朋輩向學長學習，加強互

助互勵，互相欣賞的文

化 
b. 塑造一片和諧氣氛 

 
27/9-7/10 

29/11-30/11 

d. 學生投入及積極參與

有關活動 
e. 學兄學姊認真講解 
f. 達 70%或以上認真學

習 
g. 達 98%的小天使認同

已初步認識要看顧的

同學 

a. 觀察學生參與

活動時的表現

b. 意見調查 

a. 因場地關係，改在課堂進

行，而且有整節的時間。

效果很好，因為可以有更

多時間接觸中一的同學。

f. 小天使除了教他們執書

包之外，亦有與他們玩

遊戲，加強趣味及互動。

 
 

輔導組/朋
輩愛心小

天使 

二. 午間中一知己知彼

活動 
a. 與執書包一同進行 
b. 了解班中的同學 
c. 懂得照顧有需要的同學

27/9-7/10 a. 學生投入及積極參與有

關活動 
b. 達88%的小天使認同已

與班中的同學建立了

一定的關係 

a. 觀察學生參與

活動時的表現

b. 意見調查 

a. 時間雖緊逼，但氣氛不

俗。 
b. 小天使多與同學打成一

片，帶動和諧氣氛 

輔導組/朋
輩愛心小 

天使 

 

三. 朋輩天使星語心願

活動 
a. 透過祝福強化互相正面

鼓勵文化，常存盼望 

12 月 a. 學生投入及積極參與有

關活動 
b. 達70%或以上認同活動

內容的價值和意義 

a. 觀察學生參與

活動時的表現

b. 意見調查 

a. 學生回應正面 
b. 下年可嘗試把部分回覆

公開張貼，但要經同學同

意 
 

輔導組/朋
輩愛心小

天使 

四. 點唱站 
1. 陸運會篇 
2. 中七高考加油篇 
3. 關心家庭篇 
4. 大考篇 
  

a. 正面的競爭，帶出運動員

之間的勉勵和精神 

b. 學長朋輩間互相支持 

c. 家人之間的溝通 

d. 師生之間的鼓勵 

 
23-24/11 

26/1 
17/2 

30/5-31/5 

a. 同學及老師也十分踴躍

參與 
b. 點唱內容正面、積極 
c. 點唱是學生最愛的朋輩

愛心小天使活動 

a. 觀察學生參與

活動時的表現

b. 點唱紙數據 
c. 意見調查 

a. 教師和學生認同，活動提

供良好的師生和同儕間

的互相鼓勵平台，老師與

學生能藉此建立共同的

良好師生關係及同儕關

係 
b. 學生大多反映老師電波

中真誠意切的鼓勵，觸動

學生的情感 

輔導組/朋
輩愛心小

天使 

五. 敬師周活動    a. 學生投入及積極參與有 a. 觀察學生預備 a. 老師和學生一致認同今 輔導組/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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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敬師卡製作 
2. 師生廚房 
3. 師生互動周會 

a. 透過師生互動，營造和諧

氣氛 
4 月 關活動 

b. 達70%或以上學生透過

投票選出最喜愛菜式 
c. 師生廚房和師生互動周

會是學生最愛的兩項

輔導周活動 
d. 達70%或以上認同活動

內容的價值和意義 

活動時的表現

b. 觀察學生參與

活動時的表現

c. 意見調查 

年的氣氛仍然很好 
b. 小天使親自製作的敬師

卡很有心思 
c. 今年加上校園佈置，更有

氣氛 

輩愛心小

天使 

六. 和諧大使 
1. 《和諧齊參與》選舉

2. “Secret Angel”計劃 

a. 向同學介紹「和諧計劃」

之目的，讓中三級同學

建立更和諧、互相關愛

的校園文化 

4 月-5 月 a. 學生投入及積極參與有

關活動 
b. 小天使認真講解遊戲

規則 
c. 達 70%或以上小天使滿

意自己帶領活動的技

巧 
d. 達70%或以上認同活動

內容的價值和意義 

a. 觀察學生預備

活動時的表現

b. 觀察學生參與

活動時的表現

c. 意見調查 

a. 學生掌握活動內容，積極

參與活動 
b. 學生感受到和諧活動的

氣氛 
c. 小天使能提升帶領活動

技巧 

社工文姑

娘/輔導組/
朋輩愛心

小天使 

七. 朋輩功課輔導班 a. 學生互相提點溫習 
b. 學生進入考試狀態 

5 月 a. 學生投入及積極參與有

關活動 
b. 學生回應積極，認同有

幫助。 

a. 觀察學生參與

活動時的表現

b. 意見調查 

a. 學生掌握活動內容，積極

參與活動 
b. 學生感受到和諧活動的

氣氛 

輔導組/朋
輩愛心小

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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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財務摘要： 
 風采中學 
 財政報告總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建校費收支簡報表  

 承上轉下        9,260.87 

 支出      

  建校費－標準傢俱  -   

         - - 

 盈餘          9,260.87 

         

 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一零/一一  
 津貼項目 承上轉下 一零/一一 一零/一一 一零/一一一 總結餘  支出  總支出

   收入 總支出 結餘  百分比 百分比

  (a) (b) (c ) (d) = (b) - (c ) (e) = (d) + (a) 

政府津貼總數 
 

1,455,312.88 
 

6,252,394.44 6,027,761.30 224,633.14 
 

1,679,946.02 96.41 78.20 

         

 非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一零/一一  

 津貼項目 承上轉下 一零/一一 一零/一一 一零/一一 總結餘 支出  總支出

   收入 總支出 結餘  百分比 百分比

  (a) (b) (c ) (d) = (b) - (c ) (e) = (d) + (a) 

政府津貼總數 
 

1,431,499.88 
 

36,400,350.35 35,533,964.40 866,385.95 
 

2,297,885.83 97.62 93.93 

         

 學校賬        

      一零/一一  

 津貼項目 承上轉下 一零/一一 一零/一一 一零/一一 總結餘 支出  總支出

   收入 總支出 結餘  百分比 百分比

  (a) (b) (c ) (d) = (b) - (c ) (e) = (d) + (a) 

學校收入總數 
 

1,643,250.72 
 

4,935,435.39 4,786,366.99 149,068.40 
 

1,792,319.12 96.98 72.76 

         

         

  總數 
 

4,530,063.48 
 

47,588,180.18 46,348,092.69 1,240,087.49 
 

5,770,150.97 97.39 8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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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學生表現： 

 
(一) 2011 年的高考成績如下： 

 
1. 全校共 67 人參加高考，總體合格達 98.1%，優異率達 43.5% 

 

2. 合格率達 100%的科目共 13 科，而優異率達 50%或以上科目達 10 科 
 

3. 考獲進入本港大學學位課程資格學生共 92.3%（全港 47.1%） 
 

4. 最佳成績為 3A2B（劉立榮及張煒軒） 
 

5. 摘 A 共 27 人次，達 8.7%（全港 2.8%） 
 

6. 詳情如下： 
 英語運用合格率：本校 94%（全港 69.7%） 
 中國語文及文化科合格率：本校 100%（全港 93.5%） 
 所有應考科目（共 16 科）均高於全港合格率 
 藍色為本校合格率達 100%科目，綠色為全港%：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76.30% 74.40%

93.50%

74.20%

85.70%

73.00% 74.30% 75.80% 74.90%

61.00%

78.60% 81.00%

8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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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色為本校優異率達 50%以上科目達 10 科，綠色為全港%： 

50.70%

93.80%

78.60%

90.00%

100.00% 100.00%

50.00% 52.60% 53.80%

66.70%

25.10% 26.40%

3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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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活動獲獎紀錄 
活動 

類別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奬項 

其他 紅十字會北區急救比賽 香港紅十字會 冠軍 

服務 無國界醫生學生大使 無國界醫生 無國界醫生學生大使 

服務 旺角區賣旗日 香港青年旅舍 賣旗義工 

學術 記劉曉波被判（作者：5A 顧曼翹） 經濟日報校園中文 文章刊載 

學術 《健康人生 Y 世代》徵文比賽 香港戒毒會香港城北扶輪社 入圍獎 

藝術 2010 步操樂團交流音樂會 香港步操管樂協會 中學組最佳表演獎 

藝術 2010 步操樂團交流音樂會 香港步操管樂協會 中學組最佳進步獎 

藝術 英文音樂劇六級考試 英國聖三一音樂學院 展示最高榮譽大獎（中國區） 

體育 「跳繩強心」校際花式跳繩比賽 2010 香港心臟專科院 中學組優異獎 

服務 傳心、美食、長幼情的義工計劃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和禧天地 義工服務 

服務 義賣愛心券活動 香港宣教會白普理上水家庭中心 義工服務 

服務 環保創意攤位 宣教會白普理上水家庭中心 義工服務 

服務 聯和墟六十週年嘉年華 香港宣教會白普理上水家庭中心 義工服務 

服務 紅十字會青年團 香港紅十字會 新界東傑出青年團冠軍 

服務 紅十字會青年團 香港紅十字會 服務盾冠軍 

服務 紅十字會青年團 香港紅十字會 訓練盾冠軍 

服務 基督教女少年軍賣旗籌款 香港基督女少年軍 義工服務 

學術 全港學界「最佳進步獎」 獅球教育基金 最佳進步獎 

學術 香港建造商會獎學金 香港建造商會 獎學金 

學術 蓬瀛仙館獎學金 蓬瀛仙館 獎學金 

學術 口腔健康標語創作及設計比賽 明報及香港牙醫學會 高中組最積極參與學校大獎 

學術 口腔健康標語創作及設計比賽 明報及香港牙醫學會 初中組冠軍 

學術 楳氣「潮」營學生懷舊小炒明火烹飪比賽 本地漁農美食迎春嘉年華籌委會 中學組季軍 

學術 學苑盃全港中學生《真情》作文大賽 園玄學院及知識月刊 高中組一等獎 

學術 書香滿北區故事創作比賽 北區區議會 優異 

學術 書香滿北區故事創作比賽 北區區議會 季軍 

學術 2010-2011 北區優秀學生選舉 北區青年協會、北區中學校長會及北區小學校長會 初中組卓越戰略獎 

學術 2010-2011 北區優秀學生選舉 北區青年協會、北區中學校長會及北區小學校長會 高中組高效戰略團隊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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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 新界區粵語辯論比賽 2011 第八屆傑生盃（初賽） 屯門傑出學生會 最佳辯論員 

學術 聯校兒童權利辯論比賽（初賽） 聯合國兒童基金委員會青年使者 最佳辯論員 

藝術 香港國際學生視覺藝術創比賽暨展覽 2010 教育局及保良局 嘉許獎 

藝術 2010 北區青少年暑期活動繪畫比賽 北區民政事務處 季軍 

藝術 2010 北區青少年暑期活動繪畫比賽 北區民政事務處 優異獎 

藝術 2010 北區青少年暑期活動繪畫比賽 北區民政事務處 冠軍 

藝術 2010 北區青少年暑期活動繪畫比賽 北區民政事務處 亞軍 

藝術 第四屆全港學界書畫大賽 國際青年文化交流中心香港學界書畫協會 優異獎 

藝術 香港業餘管弦樂團週年音樂會 香港業餘管弦樂團 大提琴手演出 

藝術 徐悲鴻盃國際青少年兒童美術比賽 中國人民大學徐悲鴻藝術研究院 中學組團體金獎 

藝術 徐悲鴻盃國際青少年兒童美術比賽 中國人民大學徐悲鴻藝術研究院 二等獎 

藝術 徐悲鴻盃國際青少年兒童美術比賽 中國人民大學徐悲鴻藝術研究院 優異獎 

藝術 無伴奏合唱中學領袖訓練營 2010 香港青年協會 無伴奏合唱小組領袖及音樂大使 

藝術 亞洲星光大道三歌唱比賽 亞洲電視 季軍 

藝術 蒲窩 Teen Power 青少年樂隊比賽 2010（學生組） 和富社會企業及教育局 出席 

藝術 

第七屆德藝雙馨中國文藝展示活動香港區選拔賽（樂器

比賽） 
中國藝術家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秘書處 西樂合奏（少年 B 組）優秀銀獎 

藝術 北區區節－全城起動社區共融同樂日 北區區議會 表演及開幕典禮嘉賓 

藝術 沙田節第十屆超新聲歌唱大賽（大合唱組） 沙田文藝協會 出席 

藝術 接受明報訪問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音樂事務處 出席 

藝術 「二」口同聲口琴音樂會 香港口琴音樂中心 表演嘉賓 

藝術 TVB「文化新領域」節目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表演嘉賓 

藝術 2010 無伴奏合唱音樂比賽 香港青年協會 中學組銅獎 

藝術 2010 無伴奏合唱音樂比賽 香港青年協會 公開組銅獎 

藝術 北區青少年潮藝發展計劃 Vocal Star 歌唱比賽決賽 北區撲滅罪行委員會 第四名 

藝術 2010 香港步操管樂節（鼓樂對戰比賽） 香港步操管樂協會 鼓樂對戰金獎 

藝術 2010 香港步操管樂節比賽 香港步操管樂協會 中學組金獎 

藝術 2010 香港步操管樂節比賽 香港步操管樂協會 中學組最佳步操花式獎 

藝術 2010 香港步操管樂節比賽 香港步操管樂協會 中學組最佳聲樂獎 

藝術 2010 香港步操管樂節比賽 香港步操管樂協會 中學組最佳個人獨奏獎 

藝術 摘星之夜 2011 全港青少年禁毒唱作大賽舊曲新詞創作 香港青少年文化藝術發展協會及油尖旺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組合創作組季軍（青少年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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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 

藝術 

摘星之夜 2011 全港青少年禁毒唱作大賽舊曲新詞創作

比賽 
香港青少年文化藝術發展協會及油尖旺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組合創作組優異獎（青少年組） 

藝術 迪士尼樂園奇妙音樂日 香港迪士尼樂園 出席 

藝術 第一屆中華傳統文化創意大賽 香港紫荊青年會 團體組亞軍 

藝術 第一屆中華傳統文化創意大賽 香港紫荊青年會 青年組銅獎 

藝術 第一屆中華傳統文化創意大賽 香港紫荊青年會 公開組優異獎 

藝術 2011 第二屆妙法盃健康人生繪畫比賽 教育局及妙法寺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全港中學高級組金獎 

藝術 2011 第二屆妙法盃健康人生繪畫比賽 教育局及妙法寺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全港中學高級組銅獎 

藝術 2011 第二屆妙法盃健康人生繪畫比賽 教育局及妙法寺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全港中學高級組入選 

藝術 2010 國際生物多樣性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保良局 世界賽二等獎 

藝術 2010 國際生物多樣性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保良局 香港賽三等獎 

藝術 2010 國際生物多樣性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保良局 香港賽二等獎 

藝術 2010 國際生物多樣性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保良局 世界賽三等獎 

藝術 沙頭角生態推廣計劃攝影比賽 沙頭角區鄉事委員會 冠軍 

藝術 沙頭角生態推廣計劃攝影比賽 沙頭角區鄉事委員會 亞軍 

藝術 沙頭角生態推廣計劃攝影比賽 沙頭角區鄉事委員會 季軍 

藝術 沙頭角生態推廣計劃攝影比賽 沙頭角區鄉事委員會 優異獎 

藝術 渣打馬拉松 101 打氣大行動唱作比賽 渣打銀行 初中組優異獎 

藝術 渣打馬拉松 101 打氣大行動唱作比賽 渣打銀行 初中組亞軍 

藝術 全港學界原創音樂大賽 音樂原住民 冠軍 

藝術 全港青少年禁毒唱作大賽 摘星之夜賽委會 季軍 

藝術 全港青少年禁毒唱作大賽 摘星之夜賽委會 優異獎 

藝術 蒲窩繽紛馬拉松音樂會（Band Fun Marathon） 香港灣仔大道蒲窩青少年中心 表演嘉賓 

藝術 全港中學校際歌唱大賽 2011 香港專業進修學院 出席 

藝術 香港藝術節駐節藝術家計劃文化中心公演 香港藝術節協會 出席 

藝術 漫遊民族音樂學校聯演比賽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實力音樂表演大獎 

藝術 摘星之夜 2011 全港青少年禁毒唱作大演繹比賽 香港青少年文化藝術發展協會及油尖旺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演繹組青少年組季軍 

藝術 摘星之夜 2011 全港青少年禁毒唱作大演繹比賽 香港青少年文化藝術發展協會及油尖旺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青少年組優異獎 

藝術 摘星之夜 2011 全港青少年禁毒唱作大演繹比賽 香港青少年文化藝術發展協會及油尖旺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公開組優異獎 

藝術 第六十三屆校際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3 歲或以下女聲中文獨唱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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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 第六十三屆校際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3 歲或以下女聲中文獨唱季軍 

藝術 第六十三屆校際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3 歲或以下女聲中文獨唱良好證書 

藝術 第六十三屆校際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3 歲或以下女聲中文獨唱亞軍 

藝術 第六十三屆校際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9 歲以下女聲英文二重唱優良證書 

藝術 第六十三屆校際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古箏獨奏中級組冠軍 

藝術 第六十三屆校際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口琴二重奏優良證書 

藝術 第六十三屆校際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六級鋼琴比賽獨奏優良證書 

藝術 第六十三屆校際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七級鋼琴比賽獨奏良好證書 

藝術 第六十三屆校際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3 歲或以下女聲外文歌曲獨唱良好證書 

藝術 第六十三屆校際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5 歲或以下女聲外文歌曲獨唱優良證書 

藝術 健康城巿在北區之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健康城巿小組及北區區議會 冠軍（中學組） 

藝術 健康城巿在北區之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健康城巿小組及北區區議會 亞軍（中學組） 

藝術 健康城巿在北區之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健康城巿小組及北區區議會 優異獎（中學組） 

藝術 第六十三屆校際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3 歲或以下外語合唱組（第一組別）良好證書 

學術 健康城巿在北區慳家有「營」賽 健康城巿小組及北區區議會 青少年組冠軍 

藝術 第六十三屆校際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3 歲或以下女子外語獨唱優良證書 

藝術 第六十三屆校際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七級鋼琴比賽獨奏優良證書 

藝術 第六十三屆校際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3 歲或以下女聲中文歌曲獨唱冠軍 

藝術 第六十三屆校際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3 歲或以下女聲中文歌曲獨唱良好證書 

藝術 第六十三屆校際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5 歲或以下女聲中文歌曲獨唱良好證書 

體育 HSBC China Junior Golf Open 2010 香港高爾夫球總會 Boys 15-18 Division Winner 

體育 Hong Kong Close Amateur Golf Championship 香港高爾夫球總會 Winner 

體育 第四屆全國體育大會 香港高爾夫球總會 團體一等獎 

體育 新加坡國際賽艇錦標賽亞洲盃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 雙人雙槳 1000 米第一名 

體育 新加坡國際賽艇錦標賽亞洲盃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 單人雙槳 1000 米第四名 

體育 新加坡國際賽艇錦標賽亞洲盃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 雙人雙槳 2000 米第二名 

體育 全國少年劍擊錦標賽 香港劍擊總會 個人佩劍第三名 

體育 全國少年劍擊錦標賽 香港劍擊總會 團體第一名（香港佩劍青少年代表） 

體育 第 16 屆亞洲青少年賽艇錦標賽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 雙人雙槳 2000 米第五名 

體育 青少年分齡賽 2010（全年）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 第一站第一名 

體育 青少年分齡賽 2010（全年）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 第二站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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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青少年分齡賽 2010（全年）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 第三站第二名 

體育 2010 香港青少年室內賽艇錦標賽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 學校 20 分鐘長途接力賽季軍 

體育 2010 香港青少年室內賽艇錦標賽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 男子 16 歲或以下 4x500 米接力第四名 

體育 2010 香港青少年室內賽艇錦標賽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 男子 16 歲或以下個人 1000 米第四名 

體育 2010 Aquathon Series-race 3 (Female Elite Junior) 香港三項鐵人總會 季軍 

體育 城門河長途賽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 女子公開雙人雙槳 2000 米季軍 

體育 2010 錦田陸上兩項鐵人賽 香港三項鐵人總會 亞軍 

體育 青少年分齡賽 2010（全年）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 第四站第二名 

體育 翠河賽（第四站）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 男子八人單槳第三名 

體育 2010 青少年分齡賽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 1994 年組別全年第二名 

體育 2010 全港中小學劍擊精英爭霸戰 香港劍擊總會 中學組男子佩劍亞軍 

體育 2010 全港中小學劍擊精英爭霸戰 香港劍擊總會 中學組女子佩劍季軍 

體育 2010 全國鐵人三項錦標賽 香港三項鐵人總會 個人第四名 

體育 2010 全國鐵人三項錦標賽 香港三項鐵人總會 國體冠軍（香港隊代表） 

體育 屈臣氏周年大賽 屈臣氏田徑會 三級跳季軍（12.99m） 

體育 屈臣氏周年大賽 屈臣氏田徑會 跳遠第四名 

體育 2010 Aquathon Series-race 4 香港三項鐵人總會 冠軍 

體育 Hong Kong Open Amateur Golf Championship 香港高爾夫球總會 Open Division Winner 

體育 

2010 宜蘭國華人壽盃 ITU 國際鐵人三項洲際盃暨全國錦

標賽 
宜蘭縣政府、中華民國鐵人三項運動協會 冠軍 

體育 翠河賽（第五站）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 男子四人雙槳第二名 

體育 2010 香港分齡田徑賽（第二回合） 香港田徑總會 男青跳遠冠軍（6.64m） 

體育 2010-2011 學界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女丙 100 米背泳季軍 

體育 2010-2011 學界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女丙 200 米個人四式亞軍 

體育 2010-2011 學界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女丙 4x50 米四式接力亞軍 

體育 2010-2011 學界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女丙 50 米背泳季軍 

體育 2010-2011 學界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女乙 50 米蝶泳冠軍 

體育 2010-2011 學界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女乙 50 米蝶泳季軍 

體育 2010-2011 學界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女乙 4x50 米自由接力冠軍 

體育 2010-2011 學界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女乙 200 米自由泳季軍 

體育 2010-2011 學界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女乙 200 米個人四式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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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2010-2011 學界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女乙 50 米胸泳季軍 

體育 2010-2011 學界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女乙 100 米胸泳季軍 

體育 2010-2011 學界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女甲 50 米背泳亞軍 

體育 2010-2011 學界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女甲 4x50 米自由接力季軍 

體育 Faldo Series Asia 香港高爾夫球總會 男子組冠軍 

體育 第三十二屆香港賽艇錦標賽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 女子雙人雙槳 2000 米第二名 

體育 第三十二屆香港賽艇錦標賽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 女子四人雙槳 2000 米第一名 

體育 2010-2011 全港學界英越野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殿軍 

體育 2010 Aquathon Series-race 5 Course A (Female Elite Junior) 香港三項鐵人總會 亞軍 

體育 青少年分齡賽 2010（全年）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 第五站第一名 

體育 青少年分齡賽 2010（全年）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 第六站第一名 

體育 北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0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及北區體育會 女子乙組 1500 米冠軍 

體育 2010-2011 校際越野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女子甲組亞軍 

體育 2010-2011 校際劍擊比賽（個人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乙佩劍第五名 

體育 2010-2011 校際劍擊比賽（個人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女乙佩劍第三名 

體育 2010-2011 校際劍擊比賽（個人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甲重劍第五名 

體育 2010-2011 校際劍擊比賽（個人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甲佩劍第三名 

體育 2010-2011 校際劍擊比賽（個人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女甲佩劍第三名 

體育 Hong Kong Youth Rowing Championships 2010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 女子 18 歲或以下單人雙槳 2000 米冠軍 

體育 Hong Kong Youth Rowing Championships 2010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 女子雙人雙槳 18 歲以下第一名 

體育 2010-2011 校際劍擊比賽（團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女佩劍團體第三名 

體育 2010-2011 校際劍擊比賽（團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佩劍團體第三名 

體育 2010-2011 港粵澳閩學界埠際越野跑錦標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季軍 

體育 澳門業餘公開賽 澳門威斯汀高爾夫球會 冠軍 

體育 第十七屆海華盃十公里跑 2010 海華服務基金有限公司 冠軍 

體育 建造業議會訓練學院室內划艇機邀請賽 建造業議會訓練學院 中學男子組 4×500 接力冠軍 

體育 建造業議會訓練學院室內划艇機邀請賽 建造業議會訓練學院 中學女子組 4×500 接力亞軍 

體育 2011 Duathlon Race 2 香港三項鐵人總會 第一名 

體育 2011 Duathlon Race 1 香港三項鐵人總會 第二名 

體育 2010-2011 校際田徑比賽（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乙鉛球亞軍 

體育 2010-2011 校際田徑比賽（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女甲 800 米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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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2010-2011 校際田徑比賽（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女甲 1500 米亞軍 

體育 2010-2011 校際田徑比賽（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甲三級跳亞軍 

體育 2010-2011 校際田徑比賽（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甲跳遠季軍 

體育 2010-2011 校際田徑比賽（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甲組全場優異獎（團體獎） 

體育 香港青少年分齡田徑賽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 男子跳遠亞軍 

體育 城門河長途賽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 女子公開雙人雙槳冠軍 

體育 青少年分齡賽 2010（全年）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 女子 17 歲或以下全年總冠軍 

體育 青少年分齡賽 2010（全年）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 本年度最佳青少年女運動員 

體育 2011 香港渣打馬拉松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 十公里青少年挑戰組冠軍 

體育 第二十五屆新界區際田徑運動大會 北區體育會 出席 

體育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4×100 米友校邀請賽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男子組冠軍 

體育 2011 年全港技巧體操分齡賽 中國香港體操總會 中級組(8-17 歲)女子三人項目第二名 

體育 2011 台北 K-Swiss 十公里路跑賽 台北路跑會 19 歲以下青年組冠軍 

體育 亞洲青少年劍擊錦標賽 香港劍擊總會 男子少年組佩劍團體冠軍 

體育 亞洲青少年劍擊錦標賽 香港劍擊總會 男子少年組佩劍個人第六名 

體育 費度亞洲盃賽 Faldo Series - Asia Grand Final 尼克費度爵士 亞軍 

學術 中學校際科學常識問答比賽 2011 香港科學館 團體季軍 

學術 聯校兒童權利辯論比賽 聯合國兒童基金委員會青年使者 冠軍 

藝術 第六十三屆校際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口琴合奏中學組良好證書 

藝術 第六十三屆校際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3 歲或以下女聲外語獨唱亞軍 

藝術 第六十三屆校際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費明儀女士女聲獨唱總決賽總冠軍及獎學金 

藝術 第六十三屆校際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7 歲或以下女聲英文歌曲獨唱冠軍 

藝術 第六十三屆校際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7 歲或以下女聲英文歌曲獨唱優良證書 

藝術 第六十三屆校際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7 歲或以下女聲英文歌曲獨唱亞軍 

藝術 第六十三屆校際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3 歲或以下女子中文組獨唱良好證書 

藝術 第六十三屆校際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口琴合奏中級組優良證書 

藝術 第六十三屆校際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口琴獨奏中級組良好證書 

藝術 第六十三屆校際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口琴獨奏高級組良好證書 

藝術 第六十三屆校際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3 歲或以下女子中文獨唱優良證書 

藝術 第六十三屆校際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3 歲或以下女子中文獨唱良好證書 

藝術 第六十三屆校際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9 歲或以下女低音中學獨唱組（獎學金）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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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 第六十三屆校際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4 歲或以下女聲中文初級合唱組（第一組別）優良證書 

學術 全港中學中國歷史研習獎勵計劃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同學會 初級組三等獎 

學術 全港中學中國歷史研習獎勵計劃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同學會 高級組一等獎 

藝術 牽情間中秋嘉年華晚會 牽情間業主立案法團 表演嘉賓 

藝術 河上鄉「洪聖寶誕盆菜宴」 上水鄉事委員會 表演嘉賓 

藝術 「舞．藝．社區」計劃 北區區議會 表演嘉賓 

體育 Hong Kong School Team Championship 2011 Hong Kong Golf Association 男子 13-14 歲第十三名 

體育 Hong Kong School Team Championship 2011 Hong Kong Golf Association 女子 15-18 歲第七名 

體育 Hong Kong School Team Championship 2011 Hong Kong Golf Association 女子 13-14 歲季軍 

體育 Hong Kong School Team Championship 2011 Hong Kong Golf Association 男子 15-18 歲第五名 

體育 Hong Kong School Team Championship 2011 Hong Kong Golf Association 團體第八名 

體育 2010-2011 校際足球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甲組第五名 

體育 2010-2011 校際足球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乙組殿軍 

學術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獎學金計劃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學術 粉嶺區村落尋根探究歷史遊踪行導賞培訓及實習 粉嶺區鄉事委員會及北區區議會 導賞員課程嘉許證書 

其他 南島中學獎學金 南島中學(South Island School) 獎學金 

服務 公益少年團北區周年頒獎禮 公益少年團 橙章 

服務 公益少年團北區周年頒獎禮 公益少年團 傑出團員 

服務 「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 公益少年團 良好獎 

藝術 全港青年標語及海報設計比賽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及香港公共關係學會 冠軍 

藝術 全港青年標語及海報設計比賽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及香港公共關係學會 優異獎 

學術 「青年資訊科技大使獎勵計劃」學生領袖訓練營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獲選參加 

體育 城門河賽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 女子雙人雙槳 2000 米第一名 

體育 城門河賽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 女子八人雙槳 2000 米第一名 

體育 香港劍擊分齡賽 香港劍擊總會 20 歲以下組別男子佩劍第二名 

體育 2011 年「華御資本杯」第六屆全國青少年劍擊錦標賽 中國大學生體育會劍擊分會 女子佩劍第二名 

體育 亞洲陸上兩項鐵人錦標賽 ASTC 第一名 

體育 亞洲三項鐵人巡迴賽泰國站 ITU 第二名 

體育 2011 Duathlon Race 3 香港三項鐵人總會 第二名 

藝術 第四十七屆學校舞蹈節 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有限公司 甲等獎（中國舞－獨舞） 

藝術 第四十七屆學校舞蹈節 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有限公司 甲等獎（意大利雙人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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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 第二屆國際古箏比賽香港區選拔賽 香港中外藝術交流協會 亞軍 

藝術 學校動感聲藝展比賽 教育局及英翹創意 演藝組最佳演出獎（銅獎） 

體育 2011 校園室內賽艇大桃戰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 男子甲組接力 4×500 米殿軍 

體育 2011 校園室內賽艇大桃戰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 男子甲組個人 1000 米殿軍 

體育 2011 校園室內賽艇大桃戰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 女子甲組個人 1000 米冠軍 

學術 

Mathematics Project Competition for Secondary School 

2010/2011 
Hong Kong Education Bureau Good Performance (Project: 線性規劃) 

學術 

Mathematics Project Competition for Secondary School 

2010/2011 
Hong Kong Education Bureau Good Performance (Project: 一筆畫) 

學術 

Mathematics Project Competition for Secondary School 

2010/2011 
Hong Kong Education Bureau Good Performance (Project: 梯子問題) 

學術 

Mathematics Book Report Competition for Secondary School 

2010/2011 
Hong Kong Education Bureau First Class Prize (Book: 數學小魔女) 

學術 

Mathematics Book Report Competition for Secondary School 

2010/2011 
Hong Kong Education Bureau First Class Prize (Book: 心中有數) 

學術 第六屆大學文學獎 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 少年作家獎 

藝術 第五屆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 T-Shirt 設計比賽（初中） 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及教育局 季軍 

藝術 第五屆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 T-Shirt 設計比賽（初中） 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及教育局 優異獎 

學術 第六十二屆校際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中一、二女子普通話散文優異 

學術 第六十二屆校際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中一、二女子普通話詩詞優異 

學術 第六十二屆校際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中一、二女子普通話散文季軍 

學術 第六十二屆校際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中一、二女子普通話散文良好 

學術 第六十二屆校際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中一、二女子普通話詩詞亞軍 

學術 第六十二屆校際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中三、四女子普通話詩詞冠軍 

學術 第六十二屆校際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中三、四女子普通話散文優異 

學術 

第三十六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全港青年普通話朗誦比賽

[公民教育]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及葵青獅子會 高中組優異獎 

學術 第十三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2011 新巿鎮文化教育協會 最佳口才獎 

學術 第十三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2011(初賽) 新巿鎮文化教育協會 優異星獎 

學術 第十三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2011(初賽) 新巿鎮文化教育協會 良好 

學術 2011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and Assessments for Schools UNSW Global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High Distinction (The Highest Scores in Hong Kong) 

體育 新加坡國際賽艇錦標賽亞洲盃 新加坡賽艇協會 青少年組女子單人 2000 米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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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新加坡國際賽艇錦標賽亞洲盃 新加坡賽艇協會 公開組女子單人 2000 米季軍 

學術 

第二十六屆中學生閱讀報告比賽中文主題閱讀組「譜出

生命樂章」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及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初級組優異獎 

學術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mpetition 2011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Proficiency (Physics) 

學術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mpetition 2011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Proficiency (Biology) 

學術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mpetition 2011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Participation (Biology) 

學術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mpetition 2011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Participation (Physics) 

學術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mpetition 2011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igh Distinction (Physics) 

學術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mpetition 2011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igh Distinction (Biology) 

學術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mpetition 2011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Distinction (Physics) 

學術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mpetition 2011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Distinction (Mathematics) 

學術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mpetition 2011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Distinction (Biology) 

學術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mpetition 2011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Credit (Physics) 

學術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mpetition 2011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Credit (Mathematics) 

學術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mpetition 2011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Credit (Biology) 

學術 香港創意戲劇 2011 匯演 香港浸會大學全人教育教與學中心及文化地圖 大專及高中組榮譽獎 

學術 香港創意戲劇 2011 匯演 香港浸會大學全人教育教與學中心及文化地圖 初中組團體亞軍 

體育 2011 全公開新秀武術錦標賽 香港武術聯會 女子中學組初級劍術第五名 

體育 2010 年養生太極及武術大賽 2010 年養生太極及武術大賽組織委員會 女子國際槍術（二）冠軍 

體育 2010 年養生太極及武術大賽 2010 年養生太極及武術大賽組織委員會 女子國際劍術（二）冠軍 

體育 2010 年養生太極及武術大賽 2010 年養生太極及武術大賽組織委員會 女子國際長拳（二）冠軍 

學術 香港青年領袖論壇 2011 香港青年協會及青年領袖發展中心 參與 

服務 20 hours to volunteering for the Forum HKFYG, The Hong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 Recognition Letter 

學術 Harvard Book Prize 2011 The Harvard Club of Hong Kong Second Place Prize 

學術 Harvard Book Prize 2011 The Harvard Club of Hong Kong Third Place Prize 

學術 Harvard Book Prize 2011 The Harvard Club of Hong Kong First Place Prize 

學術 北區閱讀節 北區中學校長會 閱讀之星 

藝術 香港學校戲劇節 教育局 傑出整體演出獎 

藝術 香港學校戲劇節 教育局 傑出整體合作獎 

藝術 香港學校戲劇節 教育局 傑出演員獎 

藝術 香港學校戲劇節 教育局 傑出導演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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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售旗籌款 宣美語及聽覺訓練中心 服務嘉許狀 

服務 333 小老師培訓計劃義務導師助理 幼五幼慈善基金 333 小老師培訓中心 嘉許狀 

體育 香港青年協會 50 周年慈善步行 香港青年協會 完成狀 

體育 

2011 年「華御資本(典當)杯」第六屆全國青少年撀劍錦

標賽 
中國大學生體育協會擊劍分會 少年乙組男子佩劍團體第五名 

其他 新界東總部北區青年急救比賽 2010 香港紅十字會青年及義工事務部 參與 

學術 English Summer Camps on Campus Dramatic English Certificate 

藝術 開幕典禮 第三屆全港運動會 啦啦隊表演 

學術 Maximizing Learning Program Inter Cultural Education Certificate of Completion 

學術 黃埔新天地「小棋聖盃」全港學界棋藝大賽 中國香港棋院 參與狀 

服務 賣旗日 天梯使團 服務 

學術 「筆可能教育計劃」初階寫作坊 何鴻毅家族基金 完成證書 

學術 國民教育課程 國民教育中心 證書(兩個半小時課程) 

藝術 Grade 8 Piano The Associated Board of the Royal Schools of Music Examined and Passed 

藝術 Grade 5 Theory of Music The Associated Board of the Royal Schools of Music Examined and Passed 

學術 2010-2011 年度北區優秀學生選舉 北區青年協會、北區中學校長會及北區小學校長會 嘉許狀 

學術 Joint School ICE Programme Inter Cultural Education Best Team Spirit 

藝術 第四屆香港學界口琴比賽 香港口琴音樂中心 中級二重奏良好 

藝術 第四屆香港學界口琴比賽 香港口琴音樂中心 中級獨奏良好 

學術 國民教育課程 國民教育中心 傑出領袖獎(兩個半小時課程) 

學術 2010-2011 年度北區優秀學生選舉 北區青年協會、北區中學校長會及北區小學校長會 嘉許狀(中學組初中級別優秀學生選舉決賽資格) 

服務 常識尖子計劃義務導師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感謝狀(共服務七小時) 

體育 2010 年全港十八區健美體操分齡賽 中國香港體操總會 參與證書 

體育 2010 年香港普及體操節暨第三屆亞洲普及體操節 中國香港體操總會 最合拍大獎金獎 

體育 2010 年香港普及體操節暨第三屆亞洲普及體操節 中國香港體操總會 最佳創意獎優異獎 

體育 International Invitational Gymnastics Competition 19th Annual Prime Gymnastics Invition 2010 Certificate of Participation 

體育 2011 年香港普及體操節 中國香港體操總會 公開組評判嘉許大獎 

體育 2011 年香港普及體操節 中國香港體操總會 最具表演獎金獎 

體育 北區第二十五屆水運會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及北區體育會 女子青少年 H 組 100 米蝶泳季軍 

體育 北區第二十五屆水運會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及北區體育會 女子青少年公開組 4×50 米捷泳接力冠軍 

體育 2010 年度「傑出泳員獎勵計劃」 全方位體育會 優秀泳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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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 數學科「超越學年」目標 公文式樂天教育中心(牽晴間) 超越學年證書 

學術 第十一屆深圳讀書月深港中學生讀書隨筆寫作比賽 深圳讀書月 初中組嘉許獎 

學術 第十一屆深圳讀書月深港中學生讀書隨筆寫作比賽 深圳讀書月 初中組三等獎 

學術 第十一屆深圳讀書月深港中學生讀書隨筆寫作比賽 深圳讀書月 初中組優秀獎 

學術 第十一屆深圳讀書月深港中學生讀書隨筆寫作比賽 深圳讀書月 初中組二等獎 

學術 第十一屆深圳讀書月深港中學生讀書隨筆寫作比賽 深圳讀書月 初中組一等獎 

學術 第十一屆深圳讀書月深港中學生讀書隨筆寫作比賽 深圳讀書月 高級組二等獎 

學術 第十一屆深圳讀書月深港中學生讀書隨筆寫作比賽 深圳讀書月 高級組嘉許獎 

學術 2011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and Assessments for Schools UNSW Global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Distinction (Science in Chinese) 

學術 2011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and Assessments for Schools UNSW Global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Credit (Science in Chinese) 

學術 2011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and Assessments for Schools UNSW Global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Participation (Science in Chinese) 

學術 2011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and Assessments for Schools UNSW Global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High Distinction (Science in Chinese) 

學術 第十四屆明報校園記者計劃全港專題報道比賽 明報 初中組冠軍 

學術 全港學界心經書法比賽 東蓮覺苑 中學硬筆書法組初賽表現優異獎 

學術 北區學聲 北區區議會 文章刊發 

學術 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第五期) 香港藝術發展局 文章刊載 

學術 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第四期) 香港藝術發展局 文章刊載 

學術 知識（2011 年 6 月號） 知識月刊 文章刊載 

學術 《新潮》（第 8 期） 《80s Renaissance》編輯委員會 文章刊載 

學術 第六十二屆校際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散文集誦亞軍 

學術 第六十二屆校際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散文獨誦良好獎狀 

學術 第六十二屆校際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散文獨誦季軍 

學術 第六十二屆校際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散文獨誦優良獎狀 

學術 第六十二屆校際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詩詞集誦季軍 

學術 第六十二屆校際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詩詞獨誦良好獎狀 

學術 第六十二屆校際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詩詞獨誦亞軍 

學術 第六十二屆校際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學術 2011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and Assessments for Schools UNSW Global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High Distinction  

學術 62n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English Speech)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學術 62n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English Speech)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Certificate of Merit 

學術 62n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English Speech)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Certificate of Merit (First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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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 62n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English Speech)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Certificate of Merit (Second Place) 

學術 Golobal Perspectives: An Adventure in Liberal Studies Hong Kong Disnyland Presented 

學術 World Class Tests World Class Arena Problem Solving (Secondary) Distinction 

學術 World Class Tests World Class Arena Mathematics (Secondary) Merit 

學術 

Winter Program for The Gifted & Talented 2010 Funny 

Laboratory of Earth Science 2 
Program for the Gifted and Talented, Faculty of Education, CUHK Certificate of Participation 

藝術 橫崗杯 2010 年深圳巿首屆青少年體育舞蹈錦標賽 深圳巿體育舞蹈協會深圳巿龍崗區文體局 龍崗區體育舞蹈公開賽女子單人 B 組亞軍 

藝術 橫崗杯 2010 年深圳巿首屆青少年體育舞蹈錦標賽 深圳巿體育舞蹈協會深圳巿龍崗區文體局 龍崗區體育舞蹈公開賽女子單人 C 組冠軍 

藝術 第二屆「勝匯杯」省港澳體育舞蹈(國際舞)公開賽 深圳巿體育舞蹈協會 公開青年女子單人組拉打第一名 

藝術 第二屆「勝匯杯」省港澳體育舞蹈(國際舞)公開賽 深圳巿體育舞蹈協會 公開青年女子單人單項倫巴第一名 

藝術 第二屆「勝匯杯」省港澳體育舞蹈(國際舞)公開賽 深圳巿體育舞蹈協會 公開青年女子單人單項恰恰第三名 

藝術 2010 中國深圳第五屆雙鋼琴、四手聯彈表演賽 中共深圳巿福田區委宣傳部及深圳巿福田文化局 四手聯彈青年一組二等獎 

體育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京士柏百周年紀念中心網球比賽 2011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京士柏百周年紀念中心 16 歲或以下男子單打冠軍 

體育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京士柏百周年紀念中心網球比賽 2011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京士柏百周年紀念中心 16 歲或以下男子單打亞軍 

體育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京士柏百周年紀念中心網球比賽 2011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京士柏百周年紀念中心 16 歲或以下男子單打亞軍 

其他 第八屆「總領袖生訓練證書課程 香港青年協會及青年領袖發展中心 修業證書 

服務 Volunteer Training Scheme 2010 Community Youth Club Senior Members Service Group Certificate of Appreciation 

藝術 第三屆校園藝術大使 香港藝術發展局 嘉許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