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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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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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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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浩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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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漢權 

家長校董：黃吉耀 

獨立校董：蘇鑰機、黃顯華、白威 

替代校董：周鑑明(老師)、陳少君 (家長) 

      

合共 14 人。 

 

(三) 學生資料： 

(1) 班級數目： 中一 4 班、中二 4 班、中三 4 班、中四 5 班、中五 5 班、中六 5 班。 

 

(2) 學生出席率： 學生人數共 978 人  

(中一：139、中二：146、中三：144、中四：180、中五：183、 

中六：186)。 

出席率： 中一 99.1% 、 中二 98.1% 、 中三 98.9%、中四 98.4%、中五 97.3%、

中六 98.4% 

 

(3) 學生離校情況：退學/轉校共 12 人  

(中一級 1人、中二級 0人、中三級 0人、中四級 2人、 

中五級 9人、中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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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人，學歷與經驗如下： 

學歷 教齡 

碩士 38 64% 0-2 年 0 11 年以上 41 

學士 60 100% 3-5 年 6 

 

  6-10 年 13 

 

        本校所有英文科(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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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注微調方案對高中課程及學習所帶來的影響。營建學生以英語學習的能力。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impact of the MOI policy on senior forms curriculum and learning. 

Foster students’ ability in learning in English. 

 

策略／工作 (1) 以英文為教學語言的科目應建構初中及高中學與教的策略。

(2) 建立科本雙語的學與教資源 

成功準則 (1) 初中學生在雙語班及英語班均能獲得理想的成績。 

(2) 雙語班同學的英文能力與英語班差距縮窄。 

(3) 科本的教學資源–筆記、測考卷 

 

評估方法 (1) 各科的測考成績 

(2) 持份者問卷 

 

時間表 2013 年 9 月至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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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課活動組 

所需資源 (1) 教育局及考試及評核局教學資源 

(2) 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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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一檢討 

 

學務組於今年特別關注中四學生的學習情況，個別或小組式約見學生，以掌握他們的學習困

難，並於學務會議內討論、與中四級級統籌保持聯繫，如有需要亦會於科主任會內提出意見。 

有關「關注事項」工作： 

1. 關注微調方案對高中課程及學習所帶來的影響。營建學生以英語學習的能力。 

 

策略 / 工作 成功指標 評估方法 成效與建議 

比較雙語組及英文組

試卷成績，檢視語文對

學習非語文科目的影

響，從而提出相關建

議。 

完成分析，並

提 出 相 關 建

議。 

檢視分析文

件，追蹤學

生成績。 

 已完成相關報告。 

 根據報告，可見由雙語班

轉讀英文班表現稍差，未

來尤須關注此類學生學習

情況。 

 

生物科 

 

F4C：英文組的同學學習認真，實力平均(SD=7.7)，分數由 40 至 70。雖全部皆合格，但三位

同學低於 50 分，需要力追。其中兩位同學實力頗強，持續有出色表現。但受制於英文能力下，

同學需要花很多時間背記生字和句子，並且閱卷也頗費時費力，答題也要求詞能達意。縱觀

整年學習情況，除了數位同學能保持狀態外，其餘都有跌勢，原因眾多，有些是活動太多以

致分心，有些力不從心，有些實無暇兼顧 3X 的學習量，有些則受英文能力所限，不能完全

發揮。故一位同學欲放棄第三個 X 的生物，及兩位同學希望轉為中文。另外，要鼓勵同學在

暑假中努力追上，透過額外的補充練習，多讀多寫及鞏固概念。 

 

F4BDE：今年中文組實力頗強，4D 班理科優秀者不少。受語文微調影響，去年雙語組同學都

偏向選 4D 班，而且多位英文組的同學不能進入 4C 班而編入次選的 4D 班，故能力高的同學

不少。中文組的考試表現差異極大(SD=11.5)，生物科第一名(77 分)至不到 25 分的也有，上課

氣氛不俗，有問有答，交功課情況尚算理想，但少部分同學全年持續欠交或遲交，測驗也不

見付出努力溫習，其中一位 4B 同學成績大退，失去動力，跌入「失重」狀態！4D 同學普遍

能力較高，但仍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幸好被生物科第一名奮發圖強的精神帶動下，尚算穩定。

4E 班的能力較弱，平日交功課情況也欠理想，測驗成績也不見理想，雖付出很大努力，但效

果欠佳，除一位表現突出外，其餘皆強差人意。本組同學須要認真學習，專心工作，定期梳

理概念，縮短學習周期，相信成績才能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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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三年文憑試的成績，是滿意的。由計劃準備文憑試的教學，到最後衝刺，有以下的經驗： 

 

1. 課程必須提早完成。寧願在往後日子不斷操練，務使學生能透過循環學習（spiral learning）

 漸漸將知識鞏固。 

2. 卷二選修單元 4——生物科技的題目，三年有兩年甚為偏深，其餘一年也不算淺。按照

本校生的能力，繼續以該課題為主打並不划算。故此課程務必提早完成，騰出時間多教

選修單元 2——人類與環境，讓學生各取所需。 

3. 增加練習題目多樣性，與學生共同分析題目，瞭解題目的真正要求，並教授思考方法，

答題技考。 

4. 讓生物概念靈活運用在現實生活當中，不要被書本所教授的場景所限制。 

5. 現實學生的自律性普遍不足，在課後的時間極其需要老師或者是其他補習老師督促指導。 

6. 倘若學生未瞭解其中的逼切性，仍未願意認真用功的話，一切都是事倍功半，鼓動他們    

信心，使他們看見其逼切性，是首要條件。 

 

 

 

化學科 

   

1 利用 REES 所設計的教材，在中三級教導學生如何描述實驗步驟。 

 於期終試內，有八成學生能成功取得傳意分。 

  期終試內有 87.5%能取後傳意分，大部份學生能以英語簡述實驗步驟，來年會沿用有關的

教材。 

   

 

2. 利用暑期接班及九月首兩星期時間，教導中四修讀中文組合科學（化學科）學生中三課程

內的中文化學專用語句及名詞。 

  學生在作答時無論解題或作答沒有明顯因語言問題影響，部份學生成績偏低，  

  主要原因是學習態度散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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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注事項： 

關注學生基本能力如語文、數學、研習及探究、思考能力，培育並發展學生自學的態度。

建構初中及高中各科的能力要求。 

Pay close attention to basic competence of students e.g. language, mathematics, research, 

enquiry and thinking skill, foster and develop students’ self-learning attitude. Construct the 

competence of students in junior and senior in all subjects.  

 

策略／工作 (1) 校本課程設計 

(2) 課堂教學 

 

成功準則 (1)  學生在公開試的成績高於全港水平 

(2)  學生校內成績的合格率不低於 70%。 

評估方法 (1) 公開考試成績 

(2) 持份者問卷 

(3) 校內成績 

(4)  

時間表 2013 年 9 月至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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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規劃組 

所需資源 (1) 教育局及考試及評核局教學資源 

(2) 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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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檢討 

 

教務組 
 

策略 / 工作 成功指標 評估方法 成效與建議 

提倡測考後自我檢視

是自學的一個環節，優

化原有自我檢討表，並

於合適時候提醒學生

自我檢視的重要性。 

學 生 能 完 成

自 我 檢 討

表，並能因此

而 調 節 學 習

策略，包括改

變 溫 習 習 慣

等。 

收集學生的

檢討表，並

隨機訪問學

生。 

 已於學生問卷調查內收集

學生使用檢討表的情況，

及對學生的影響。 

 未有訪問學生，或會於日

後再作訪問。 

 從問卷調查中，近八成學

生表示會改變溫習慣，將

較多時間投放於成績較落

後的科目。 

 學生雖表示會改變學習策

略，但未能表達出何種策

略。 

 來年度於檢討表內列出一

些改善成績的建議。 

 

科學科 
 

本屆中二學生對學習科學的興趣方面，有 89.7%學生同意對學習科學感到興趣，當中 2B 班更

接近 96.8%學生表示認同。至於對學習科學的自我效能感方面，大部份學生均認同自己有能

力學習科學。有 82%學生認為自己具備足夠的能力學習科學，而表示能夠理解課堂中教授的

科學原理的更佔 93.4%。以上數據均反映大部份同學覺得自己能力和興趣兼備，這正是我們

在教授科學上的良好契機，亦肯定了本校初中科學教育一定程度上能夠啟發其對科學的興

趣。但值得留意的是，雙語班同學在學習科學的自我效能感比英語班為低(認為自己具備足夠

的能力學習科學的百份比，英語班比雙語班高出 10%)，而學習語言和本身能力有關。 

 

在學習語言上，雖然整體有超過八成的學生同意能夠運用英語學習科學，但當中雙語班和英

語班呈現的差距甚為明顯。英語班中有 96.2%同學認為自己有能力運用英語學習科學，反之

雙語班只有 66.1%。由此可見，學習語言阻礙了部份雙語班同學學習科學。我們仍要檢討教

學語言微調下，如何加强對雙語班運用英語學習科學的支援，以建立他們的信心。但可喜的

是，不少雙語班學生雖然覺得自己運用英語學習科學有所不足，但對自己學習科學的興趣及

能力上仍抱正面態度，可見針對性地就學習語言提供支援，能夠有效解決這些學生面對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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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生學習科學的方法上，雖然有 78.4%同學認為自己學習及溫習科學的方法具效能，但問

卷調查結果卻反映仍然有部份同學在科學學習上不得其法，有機會累積了欠理想的學習經

歴。近半數同學(48.37%)曾經背誦一些不完全理解的書本內容以應付測考；超過四成(40.79%)

認為科學很抽象；認為自己能夠掌握課本的內容，但不懂得回答測考中的問題的同學比例更

超過六成(60.36%)。以上數字反映了有不少同學未能貫徹理解科學的原理，欠缺合適的學習

方法，尤其是審題及答題技巧不足，對他們測考上的表現構成障礙。老師需要就此作出更多

針對性的措施，包括在教學上如何讓學生學會如何學習科學的方法、加强系統化的科學學習

策略訓練、多運用工作紙或合作學習協助學生鞏固對科學原理的認知、提供更多不同類型題

目讓同學加强其轉移能力及答題技巧等。藉此避免累積欠理想的學習經歴，掌握學習方法，

打好基礎。 

 

在教學效能上，普遍同學對教師的教學抱正面態度。80.2%學生認為老師明白他們在學習科學

上的困難；87.24%學生認為老師在課堂中給予了足夠時間讓其理解及消化所學習的內容。可

是，有 37.7%學生指通常未能在無須老師重覆講解的情況下已能夠明白其中的內容。由此反

映班中仍存在明顯差異，老師在教學上需加以留意。此外，大部份學生均同意透過學習工具

及評估工具有助提升學習效能。93.6%同學均同意老師派發的科學筆記及工作紙對其學習科學

有所幫助。88.0%同學亦表示老師給予的功課能夠促進其學習。可見，繼續運用工作紙、筆記

及不同可持續評估方法能協助學生學習。 

 

最後，問卷亦顯示出同學在科學學習上對朋輩支援抱正面態度。超過八成的同學喜歡向同學

請教科學上的問題，亦樂意解答其他同學的問題，也認同同儕交流有助其學習。帶動同儕協

作乃照顧學習差異的有效策略，期望未來的朝這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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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 

 

（1） 關注學生基本能力如語文、數學、研習及探究、思考能力，培育並發展學生

自學的態度。建構初中及高中各科的能力要求。 

 
a. 檢視本科初中基本能力指標，檢討其適切性、可行性，並作出修訂。 
  
 己根據現況作出修訂。 
 
b. 檢視課程規劃，發展學生的自學能力。 
   

本科本年度重新組織全校閱讀教學課程及框架，除精讀、導讀篇章外，加

入自讀篇章，要求學生自習。初中撥入考核範圍，高中則以預習、閱讀隨

筆、續寫等方法，加強同學的自習能力，效果頗佳。另外，初中早讀計劃

中，部分班別要求學生分組探討文章，學生表現令人滿意。 
 
c.發展初高中校本讀寫能力指標。 

本科本年度理順了各級閱讀教學課程，重設各單元，經過一年的實踐，老

師均認同設計，並欣賞能制定校本課程，不受教科書牽制，來年度將持續

優化。 
 

中文科跨科合作計劃 

 

 

（a）與德育組合作 

配合本年度德育主題-----「你的感覺------我懂……」，設作文比賽，讓學生從不同角度反

思。各級題目如下： 

中一：我經歷了……我終於明白了。 

中二：試以「你的感覺我懂」作結，完成文章。 

中三：試講述某天發生的事情和感受，並用以下句子作結，完成一篇文章：「……  真

的，你的感受我終於懂了！」 

中四：「自私自利是的慢性毒藥；將心比己是養生補品。」試以「同理心」為題，寫

作文章一篇。 

中五：生活是我們的良師------在人與人的交往中，我們學會了理解；在胸中怒火中燒

時，我們學會了忍讓；在別人觸犯了自己時，我們學會了寬容；在別人遇到困

難時，我人學會了關心；在不利的環境中，我們學會了生存…… 

      請以「學會了同理心」為話題，寫一篇微小說。 

            另外本年度配合早講及早讀，讓學生分享得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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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與輔導組合作 

與輔導組合作，為中一同學設「給小學老師的感謝信」活動，此為每年傳統活動，已順

利完成。 

 

（c）與普通話科合作 

推動中國文化學會活動，通過午間活動，滲入普通話元素。 

 

（d）與圖書館合作 

  本科與圖書館緊密合作，推行閱讀計劃，訂購圖書等。 

 

（e）與學務組合作 

 本科與學務組合作，推薦學生參與校外尖子培訓計畫。 

 

 

專題研習科 
 

.  針對 2013-14 學校關注事項：「關注學生基本能力如語文、數學、研習及探究、思考能力，

培育並發展學生自學的態度。建構初中及高中各科的能力要求」，本科的工作策略是從新

檢視課程重點，修訂課程以加強學生在探究及多角度思考的能力，並透過不同的教學策略

提升學生的自學態度；如多引導學生在探究過程中作多角度思考、勇於解決困難，並鼓勵

學生在探究報告及口頭匯報中呈現群策與獨力的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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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注事項： 

以「你的感覺，我懂！---同理心」為全學年價值教育主題，透過認識和了解「同理心」

的含意，教導學生保持彈性，遠離偏見，以敞開的心和想法處理人際關係，讓本校的群體

生活更融洽，「風采人」的生命發展更趨成熟 

The third area of concern: “I know how you feel! – the magic of empathy” will be the theme of 

this year’s value education. With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meaning of empathy, students will 

remain open-minded and accommodating, stay away from prejudice when handling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With this, campus life is bound to be more harmonious and 

Elegantians are going to have a more fruitfu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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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早讀、早講、周會、全校展板設計、各科組活動，回應以「同

理心」為年度主題 

成功準則 (1) 師生均感受到校園「同理心」的氛圍 

(2) 學生課堂內外互動學習中的表現 

(3) 校園內外、集體及個人的活動中，學生能身體力行，將「同理心」

付諸行動 

(4) 學生操守、服務、學業表現良好及積極參與聯課活動 

(5) 學生日常出席的考勤紀錄 

評估方法 (1) 學生積優與積缺行為紀錄 

(2) 早會、週會，早讀、週三教師早講等時段，學生的參與狀況紀錄 

(3) 家長日家長意見回饋 

(4) 學生、老師和家長問卷調查 

(5) 外界人士對本校學生之觀察與評價 

時間表 2013 年 9 月至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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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校外支援（教師工作坊） 

(2) 學生成長的全面關顧與獎勵 

(3) 學生成長委員會組內的資源調配 

(4) 班主任的支援 

(5) 校務處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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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三 

年終檢討報告 

 

 

以「你的感覺，我懂！---同理心」為全學年價值教育主題，透過認識和了解「同理心」的含意，教導學生保持彈性，

遠離偏見，以敞開的心和想法處理人際關係，讓本校的群體生活更融洽，「風采人」的生命發展更趨成熟。 

 
各項活動評估 
(I)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主題：你的感覺，我懂！---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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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星期三下午課節，培育學生德性的發展和正確的價值觀 
1.首年全校「以終為始」

的德育課 
a. 採納史蒂芬‧柯維 

(Stenphen R Covey)七習

慣(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習慣三

「以終為始」，在新學年

開始，讓同學反思過去，

認清個人的方向和目 
標，重新立志，奮發向 
上。 

b. 展望成為每學年德育課

的第一課 

2/10/2013(初中)
3/10/2013(s4-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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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內容有效傳達 

a. 課堂上的觀察

b. 工作紙的評核

c. 班主任的意見

 

a. 課程規劃經多番修正 
後，教師能有效掌握和施

教順利 
b. 經教師多番指導，能引發

學生反思人生，只是深度

有待改善 

德育組/班主

任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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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8 個單元

既獨立又具備連貫性的

課程，藉此讓學生了解

自我，認識自己的價值

和潛能，懂得「自重」

和「尊重別人」 
b. 利用備課節，教師共同

10/2013-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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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集班主任的

意見 
d. 意見調查 

a. 三級「共創成長路」已順

利開展及發展中，本年度各

級絕大部份班主任均能同時

出席備課節，加上班主任積

極的參與，有利課程的檢視

與創新，有效提高教學質量

b. 問卷調查數據顯示： 
S1-S3：80%以上學生同意 

德育組/班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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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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課程的整體評價很高，75%
以上學生表示喜歡這課程，

75%以上學生認為課程有效

促進個人成長，85%以上學

生表示喜歡老師的教學，是

最受學生認同的項目，整體

而言，學生希望能增加課程

的次數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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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方面能增加

彼此之間的信任，有助營

建班風，又透過同學的分

享，老師對了解其對事物

的看法，能拉近老師與學

生之間的距離，促進師生

關係 
d. 老師認為，從活動及討論

中，讓同學明白抽象的觀念, 

從而培育正確的價值觀, 對他

們成長有幫助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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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的享，觸

動學生的情感 
3. I Can 全人發展課程 a. 本年度將嘗試結合 ICAN

及七習慣的課程，成為

校本 ICAN 全人發展課

備：(ICAN 是黃重光先

生根據精神科醫學和

心理學，是一個以科學

為本，價值為基礎的實

踐心理學模式；七習

10/2013-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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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集班主任的

意見 
d. 問卷調查 

a. 中五級現已進入課程規

劃及備課階段，並將 
於 1 月 23 日正式開展 

b. 問卷調查簡單分析如下：

  學生 
  (i)   65%同意及 29%有

點同意「對課程的整體評

價很高」 

德育組/班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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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目的是要協助中五

同學發揮更大的心理

力量，明白和了解自己

及體諒別人(發揮同理

心)，使他們生活得「成

功」、「進步」和「快樂」

  (ii)  整體而言，59%同意

及 34%有點同意「很喜歡

這個課程」 
  (iii)  88%同意及 11%有

點同意「對老師的整體表

現有正面的評價」 
  (iv)  在「增加我對自己的

認識」、「提高我的人生價

值」、「反思生命」、「達致

成功、進步、快樂」、「能

在日常生活中實踐相關理

論」等方面，接近 90%學

生認為有幫助  
  (v)   從學生的意見表達

中，大部份學生認為 ICAN
課程能有效幫助他們的情

緒管理、時間管理和提升

他們的逆境能力，他們最

欣賞的是老師的教學、同

學積極的參與和課程內容

的設計 
  教師 
  (i)   100%同意「課程目

標清楚」 
  (ii)   80%同意及 20%有

點同意「對課程的整體評

價高」 
  (iii)   課程理論性強，專

業又有系統，加上較生動

及生活化的例子、教材，

師生都能獲益 
 (iv) 課程理論架構顯得稍

為複雜或抽象，不容易理

解，幸得老師共同努力，

配上合適教材，讓課程順

利、完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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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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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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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3-4/2014 a. 學生投入及積極參與

活動 
b. 學生能夠透過文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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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問卷調查結果

 

a. 中四級服務學習計劃已

於 14/11/2013 開展，活

動積極進行中  
b. 從問卷調查中，可見學

生對整體活動的滿意度

頗高，30%「6」(最滿意

級數)及 60%「5」，學生

從中得著反思(珍惜擁

有)、啟廸(擴闊視野)、
突破、以致解決困難的

經歷，在幫助別人及令

別人得著快樂而心感滿

足(助人為快樂之本) 

德育組/ 香港

基督教信義會 

5. 品德教育日—你的

感覺，我懂！---生命/
心靈教育 

讓同學透過是日活動： 

a. 理解和實踐本年度德育主

題：你的感覺，我懂！----

同理心 

b. 認識貧困、受災害或戰亂

影響的地區，並將籌得之

捐款透過聯合國難民署 

(UNHCR)協助上述地區的

災民($5426可為 100名嚴重

營養不良的兒童提供即食

治療食物，含豐富蛋白質

的花生糊專門為兒童健康

增磅而設) 

c. 明白生命無常，要珍惜生

命和反思生存的意義和

價值 

  

7-8/12/2013 a.  投入及積極參與有關 
活動 

b.  參考學生回應表 
c.  達 70%或以上認同有 

關內容的價值和意義 

a. 參與活動的人

數及表現 
b. 工作紙的評核

c. 收集班主任的

意見 
 

a. 早讀：以真實短片，讓學

生走進今時今日因政局混

亂，而受內戰影響生活的敘

利亞人民的苦況 
b. 赤足行：自行抽籤，命中

註定，貧者即時除掉鞋襪，

赤足走到籃球場，進行競技

比賽，失敗的、貧餐 
c. 拼湊地圖：抽籤中，富者

在禮堂或課室為貧苦地方努

力建設家園，失敗者須赤足

走進禮堂吃貧餐  
d. 貧富宴：全校約 10%富

餐、90%貧餐 
e. 講座：查錫我先生的分享

感人，能觸動學生的心 
f. 學生踴躍參與活動，氣氛

十分良好 
g. 從學生反思工作紙中，學

生在早讀、赤足行、貧富宴、

講座等活動中，獲得不少啟

發，感受深遠 
 

德育組及大衛

城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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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陳可勇博士德育講

座 
a. 讓中六同學掌握： 
  (i) 命運由我創造－孔孟

之立志尚志學 
  (ii)喚醒心中的巨人  孔

孟之「心之自覺」學 
  (iii)舞出精彩人生 --- 孔

孟之行動學 

 
9/01/2014 

 
16/01/2014 

 
23/01/2014 

a. 學生參與有關活動的 
投入及積極程度 

b. 學生在互動學習中的

表現 

a. 觀察學生參與

活動的表現 
b. Q&A 的氣氛 

a. 學生能坦誠發問，師生互

動氣氛有突破性發展 
b. 從學生的分享中，可見他

們對陳博士及其分享留

下深刻的印象 
c. 問卷調查顯示，有 87%同

學表示認同這課程 
d. 未來一年有 QE Fund 能邀

請陳可勇博士向中四同

學分享，而其服務亦包括

了服務學習計劃，並有一

次共三日兩夜的營會 

德育組/IMA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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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中五級同學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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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出安全性行為的正

確觀念 

12/12/13 及

19/1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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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班主任對是次活動

有正面回應-----  
b. 問卷調查結果有待衛生

署發放 
c. 本校問卷調查顯示，有

90%以上同學認同這課

程 
 

衛生署護士/
德育組/班主

任 

8. 中六成長路 a. 讓同學珍惜 6 年師生共同

努力，面對和克服成長路上

無可避免的痛苦和挫折，共

創美好成長路 

b. 讓同學學習感念母校，營

建優良的校園文化 

c. 回顧及鞏固成長課中，承

載待人接物的知識、技

巧和智慧，讓同學勇敢

面對人生中種種的困難

和挑戰 

 

27/2/2014 a. 學生參與有關活動的 
投入及積極程度 

b. 學生在互動學習中的 
 表現 

a. 觀察學生參與

活動的表現 
b. 互動的氣氛 

a. 同學在回顧過去時，表

現投入，整體氣氛良

好、愉快 
b. 中六共創成長路的回顧

短片，讓焦點於 DSE 的

中六同學能同樣重視品

格成長。日後，若能與

啟航部分協調，將能減

少重複性 
c. 建議德育組需要另外相

片資料庫，以便日後找

照片或相關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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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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感覺，我

懂！----同理心」為題的

語文創作 

a. 中文科作文一則，主題：

「你的感覺，我懂！----
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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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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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會之早讀文章分享越

見成熟，及早預備的模

式成效更好，而 NWY

與 HYY 和 LEE 的合作

更見果效。能以深入的

角度回顧全年的德育

主題，使內容更全面，

深度亦見昇華。 

b. 令學生能夠從多角度去

認識、了解今年的德育

主題 

c. 學生能對主題作深入了解

及分析 

d. 頒獎禮後以中央廣播作

分享，由於得獎者為大

部份為女得獎，因此難

以分辨 

e. 德育先鋒能夠透過小組討

論，由老師引領他們更

了解本年主題 

f. 由於提早作準備，是次活

動工作時間充足，就算

期間出現阻滯，科組同

事也能互相補位，準時

完成 

德育組/中文

科 

2. 海報及壁報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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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3-1/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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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學共融」德育主題海

報 
a. 各樓層掛畫(學生作品) 
b. 心靈培育室及課室的壁

報 
c. 日後，其中一節早讀

節，可介紹設計海報同

學的背後創作意念和感

想。 
 

德育組/視覺

藝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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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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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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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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學生能善用空閒時間閱

覽「九一八事變」的易

拉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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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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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在十大新聞活動

中，開始加入資訊素養

教育，由德育先鋒作先

導，繼而於早會帶領全

校同學作深入分析，使

同學們能以不同的角度

分析新聞。建議日後能

再多加傳媒分析和教授

時事分析的技巧。 
b. 令同學有機會回顧每年

所發生的時事 

c. 引領同學作客觀分析，

能夠深入分享，提高資

訊素養 

d. 新聞資料能夠成為學生

準備高中文憑試的材料

與全港投票率相比，明白本

校學生所關注的社會

範疇 
e. 獲得獎項： 

i  全情投入獎 

    ii  最踴躍參與獎 

    iii 初中組新聞評述入

圍獎──吳芷蕎 

    iv 初中組新聞評述入圍

獎──陳雅烜 
 
 
 

德育組/通識

課/學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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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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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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副校長、工

友等作出高度評價 

b. 洗邋遢完畢，學校給人

煥然一新的感覺 

c. 問卷調查顯示，超過 90%

以上同學表示非常同意/

同意此項活動， 

d. 是各項全體活動之冠，

是本組優良傳統 
e. 年廿八活動中，可再檢

討全校需要清潔的地

方，及計分方法。 

德育組/校園

發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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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13- 
7/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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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c. 超過 85%學生同意/十

分同意沒有鐘聲的早會

副校長/德育組

/訓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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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製作每月「星期三德育早

讀回應」和重要歷史事件

展板 

8/2013- 
7/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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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學生都認真完成

早 讀 ， 反 思 深 刻 和 具

體，有不少可觀之處 
b. 不少學生能善用空閒時

間閱覽每月「星期三德

育早讀回應」展板 
c. 所收集的早讀資料可輯

錄一本優秀早讀回應文

集，可由 HYY 和 WYS

負責 
 

 

 

 

 

 

德育組及各科

組 



22 

3. 星期三德育早講 a. 全體老師輪流負責德育 
早講 
 

9/2013- 
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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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份學生能守時集會

b.  大部份學生專心聆聽早

會 
c.   調查顯示，約 80-90%

學生表示認同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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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13- 
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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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問卷調查先鋒

對本團隊的意

見 

a. 先鋒平均出席率達 80%
以上 

b. 調查顯示同學都欣賞師

生互相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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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08/2013 中一迎新日 
e. 08/2013 德育先鋒組長培

訓日 
f. 25-26/09/2013  學生成

長委員會週會_介紹先鋒

g. 9/2013 先鋒招募 
h. 19/10/2013 培訓日 
i. 29-30/03/2014 培育營 

8/2013-7/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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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籌備大型活動後，先鋒

對本團隊更有歸屬感 
b. 先鋒培訓營會效果良

好，可建議日後，校內

各領袖團隊經歷一次，

或安排一整級同學經歷

c. 組長於整年的培訓後明

顯於言談、領導等方面

成熟了 

德育組 

6. 禮儀大使 a.  8/2013 為開學禮作預備 
b.  09/2013 建立新團隊 

及方向 
c.  10-11/2013 為陸運會工 

作預備 
d.  12/2013- 4/2014 培育大使

擔當司儀的技巧 
e.  5-7/2014 籌備水運會、畢

業典禮及散學禮的工作 

8/2013-7/2014 a.  營建本校學生對禮儀 

重視的氛圍 

b.  為學校建立「風采人」 

的良好形象，展示本 

校學生重禮敬人的精 

神 

c. . 為學校典禮活動隨時 

擔當主持/司儀的角 

色，提供優質的服務 

 

a. 從平日觀察禮

儀大使之品格

b. 禮儀大使協助

活動之成效及

表現 
c. 獲校內/校外人

士讚許 
 

a. 全年大型典禮活動，學生

的表現均令嘉賓、校

監、校長、教師等高度

評價，亦能為同學樹立

良好的形象與榜樣 
b. 同學認真學習，準備充

足，能嚴肅對待每次所

擔當的任務，盡心盡力

為學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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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財務摘要： 

 

 

風采中學 

財政報告總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津貼項目 承上轉下 一三/一四 一三/一四 一三/一四 總結餘 一三/一四  總支出

收入 總支出 結餘  支出百分比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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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津貼總數 1,266,791.37 6,932,281.08 6,985,799.34 -53,518.26 1,213,273.11 100.77 85.20 

非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津貼項目 承上轉下 一三/一四 一三/一四 一三/一四 總結餘 一三/一四  總支出

收入 總支出 結餘  支出百分比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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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津貼總數 2,445,113.66 42,871,422.72 42,802,575.67 68,847.05 2,513,960.71 99.84 94.45 

學校賬 

津貼項目 承上轉下 一三/一四 一三/一四 一三/一四 總結餘 一三/一四  總支出

收入 總支出 結餘  支出百分比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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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收入總數 2,806,085.12 4,548,439.85 3,850,015.02 698,424.83 3,504,509.95 84.64 52.35 

 總數 6,517,990.15 54,352,143.65 53,638,390.03 713,753.62 7,231,743.77 98.69 8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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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學生表現： 
 

2014 年度的中學文憑試成績如下： 

 
本校創辦十二年，第三屆學生參加中學文憑試成績優良，足以印証本校「品學共融」       
辦學理念。 

 
 
 全校 186 人應考，取得第 2 級(即合格)以上成績達 99.7%(全港為 82.6%)，第 4 級以

上為 54.3% (全港為 33.2%)，均高於全港水平。 
 

 在應考的 15 科當中，共有 13 科取得 100%，，即全部合格(第 2 級或以上)的成績。 
 

 其中 6 科更取得 100%第 3 級成績，包括：經濟、企會財、中史、地理、歷史及數

學延伸部份(M2)。 
 

 共取得 191 個 5 至 5**級，平均摘 5 以上級別人次為 1.03 
 

 中、英、數學、通識四個核心科，另加一個選修科達「3,3,2,2,2」大學門檻者達 59.6% 
(全港：35.4%)，憑高中文憑試成績，獲取本港及海內外大學學位比率為 65.1% 
 

 最佳成績，以中、英、數、通識及兩個選修科計算，為： 
1. 三科 5**級，兩科 5*級，一科 4 級 (37 分) 
2. 三科 5**級，兩科 5*級，一科 4 級 (37 分) 
3. 兩科 5**級，一科 5*級，兩科 5 級，一科 4 級 (34 分) 
4. 一科 5**級，三科 5*級，一科 5 級，一科 4 級 (34 分) 
5. 兩科 5**級，三科 5 級，一科 4 級 (33 分) 
6. 兩科 5**級，一科 5*級﹐兩科 5 級，一科 3 級 (3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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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獲最佳成績，即以中、英、數、通及兩個選修科目計算，首 25 名學生： 
 

 
 

曾曉紅 5** 5** 5** 5* 5* 4 

黃嘉榮 5** 5** 5** 5* 5* 4 

樊凱盈 5** 5** 5* 5 5 3 

朱家希 5** 5** 5* 5 5 4 

林華欣 5** 5* 5* 5* 5 4 

梁正謙 5** 5** 5 5 5 4 

何靜湖 5** 5 5 5 5 4 

文中月 5** 5 5 5 4 3 

張展翹 5* 5* 5 5 4 4 

趙偉強 5* 5 5 5 5 3 

吳子璇 5* 5 5 5 5 4 

殷婉彤 5* 5 5 5 5 4 

陳映亘 5* 5 5 5 5 4 

林曉徠 5* 5* 5 4 4 4 

林嘉燁 5* 5* 4 3 5 4 

韋浩然 5* 5* 5 4 4 4 

羅淑芳 5* 5 4 3 5* 4 

左全 5** 5 4 4 4 4 

任偉賢 5* 5* 3 3 5 4 

李碧琪 5* 5* 4 4 4 4 

譚允怡 5* 5* 4 4 4 4 

黃仕鈞 5* 5* 4 4 4 3 

梁子悠 5* 5 5 4 4 4 

王旭祥 5* 5 5 4 4 3 

余家禧 5* 5 5 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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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獲最佳成績首 25 名學生升讀大學學位課程情況： 
 

  升讀大學 畢業小學 

曾曉紅 香港大學 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 

黃嘉榮 香港中文大學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樊凱盈 香港中文大學 東華三院港九電器商聯會小學 (下午校) 

朱家希 香港大學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林華欣 上海復旦大學醫學院 金錢村何東學校 

梁正謙 香港中文大學 李志達紀念學校 

何靜湖 香港大學   曾梅千禧小學 

文中月 香港大學   深圳市福華小學 

張展翹 香港中文大學 基督教粉嶺神召會小學 

趙偉強 香港中文大學 鳳溪廖潤琛紀念小學(上午校) 

吳子璇 香港中文大學 園嶺小學 

殷婉彤 香港大學  石湖墟公立小學 

陳映亘 香港中文大學 曾梅千禧小學 

林曉徠 香港理工大學 寶血會培靈學校 

林嘉燁 香港理工大學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韋浩然 香港中文大學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羅淑芳 香港中文大學 粉嶺公立學校 

左全 香港浸會大學 深圳市龍崗區春蕾小學 

任偉賢 香港中文大學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李碧琪 香港科技大學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譚允怡 香港浸會大學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黃仕鈞 香港中文大學 曾梅千禧小學 

梁子悠 香港理工大學  李志達紀念小學 

王旭祥 香港城市大學 元朗東莞學校 

余家禧 香港中文大學 聖公會嘉福榮真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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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學生活動獲獎紀錄 

活動
類別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獎項 

學術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mpetition 2013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Mathematics Participation 

學術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mpetition 2013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Mathematics Proficiency 

學術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mpetition 2013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Mathematics Credit 

學術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mpetition 2013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Mathematics Distinction 

學術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mpetition 2013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Mathematics High Distinction 

學術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mpetition 2013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Physics Participation 

學術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mpetition 2013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Physics Proficiency 

學術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mpetition 2013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Physics Credit 

學術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mpetition 2013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Physics Distinction 

學術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mpetition 2013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Physics High Distinction 

學術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mpetition 2013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Biology Participation 

學術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mpetition 2013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Biology Proficiency 

學術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mpetition 2013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Biology Credit 

學術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Biology Disti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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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獎項 

Competition 2013 

學術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mpetition 2013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Biology High Distinction 

學術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mpetition 2013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Biology Medal 

學術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mpetition 2013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Chemistry Participation 

學術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mpetition 2013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Chemistry Proficiency 

學術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mpetition 2013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Chemistry Credit 

學術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mpetition 2013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Chemistry Distinction 

學術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mpetition 2013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Chemistry High Distinction 

學術 
LCCI Level 2 Examination 

Londo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ter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orm EDI 
Pass with Merit 

學術 
LCCI Level 2 Examination 

Londo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ter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orm EDI 
Pass with Distinction 

學術 
LCCI Level 2 Examination 

Londo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ter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orm EDI 
Pass 

學術 
Examination in BAFS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s 

(HKICPA) 
PAPER 1 Distinction 

學術 
Examination in BAFS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s 

(HKICPA) 
PAPER 1 Credit 

學術 
Examination in BAFS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s 

(HKICPA) 

PAPER 1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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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獎項 

學術 
Examination in BAFS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s 

(HKICPA) 
PAPER 2  Distinction 

學術 
Examination in BAFS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s 

(HKICPA) 
PAPER 2  Credit 

學術 
Examination in BAFS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s 

(HKICPA) 
PAPER 2 Pass 

學術 Mathematics Project Competition for 
Secondy School(2013/14) 

Education Bureau (Mathematics Project 
Competition  Organising Committee) 

Good Performance Teams 

學術 Mathematics Book Report Competition 
for Secondary Schools(2013/14) 

Education Bureau (Mathematics Education 
Section) 

Second Class Prize 

學術 HKUST Business YoungStars Class of 
2013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Outstanding Participation Gold Award 

學術 Sharing Session Looking for yours…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Gifted Education Certificate of Attendance 
學術 Introductory course in Law and 

Citizenship: The Power, Danger, and 
Limitation of Law as an Agent fot Social 
Change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Gifted Education Certificate of Completion 

學術 2014 年度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ICAS) 

UNSW Global Pty Limited 中學一年級組別-最佳成績 

學術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4(香港賽區) 

中國數學教育研究會、華夏杯組委會、中國教
育學會教育機制研究分會、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中學一年級一等獎 

學術 香港學生科學比賽 2014 香港青年協會 參與獎 

學術 校際學術常識問答比賽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季軍 

學術 
第 29 屆中學生閱讀報告比賽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香港教育圖書公
司 

主題閱讀組高級組季軍 

學術 深港中學生讀書隨筆寫作比賽 深圳讀書月組委會辦公室 嘉許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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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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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 《基本法》與香港的政制發展徵文比

賽 

中西區區議會公民教育工作小組、香港島各界
聯合會中西區地區委員會、香港中西區各界協
會、香港中西區青年協會、香港教育工作者聯
會、中西區校長聯會 

中學高級組優異獎 

學術 第十六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 高中組-優異獎 

學術 第十六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 初中組-優異獎 

學術 第十六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 高中組-良好獎 

學術 第十六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 初中組-良好獎 

學術 第二十二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 學友社 中文組新聞評述比賽(初中組)入圍獎 

學術 
2013-2014 年度北區優秀學生選舉 

北區青年協會、北區中學校長會、北區小學校
長會 

高中級別冠軍 

學術 
2013-2014 年度北區優秀學生選舉 

北區青年協會、北區中學校長會、北區小學校
長會 

高效戰略團隊獎 

學術 
2013-2014 年度北區優秀學生選舉 

北區青年協會、北區中學校長會、北區小學校
長會 

嘉許狀 

學術 新界區粵語辯論比賽 2014-第十一屆
傑生盃 

屯門傑出學生會 季軍 

學術 新界區粵語辯論比賽 2014-第十一屆
傑生盃 

屯門傑出學生會 第二階段最佳辯論員 

學術 新界區粵語辯論比賽 2014-第十一屆
傑生盃 

屯門傑出學生會 第四階段最佳辯論員 

學術 新界區粵語辯論比賽 2014-第十一屆
傑生盃 

屯門傑出學生會 季軍賽最佳辯論員 

學術 青苗學界進步獎 青苗基金 進步獎 

學術 交通銀行中學生獎學金 交通銀行慈善基金 品學良好獎 



31 

活動
類別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獎項 

 
學術 文憑試獎學金 蓬瀛仙館 

公開考試優異成績獎學金(2012-2013 年度畢業生 
6A 黃紀文、伍慧珊、張潤德、6B 陳匡麒、彭榮浩、

朱峻瑋、王美愉) 
學術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獎學金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成績優異(2009-2010 年度畢業生 5D 葉建澧) 

學術 
莫葉瑞衡獎學金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莫葉瑞衡獎學金成績優異(2008-2009 年度畢業生 
5C 劉舒雅) 

學術 學術卓越獎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學術卓越獎(2008-2009 年度畢業生 5C 劉舒雅) 

學術 中國語文菁英計畫(2013/2014) 中國語文教育研究學會 中學組銅獎 

學術 第四屆全港中學中國歷史研習獎勵計
劃 

香港青年史學家年獎 初級組三等獎 

學術 第四屆全港中學中國歷史研習獎勵計
劃 

香港青年史學家年獎 高級組二等獎 

藝術 2013 世界步操表演樂團錦標賽 日本步操樂團事務所 世界巡遊比賽銀獎 

藝術 2013 世界步操表演樂團錦標賽 日本步操樂團事務所 世界花式比賽銅獎 

藝術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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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香港步操管樂節比賽 香港步操管樂協會 中學組金獎 

藝術 2013 香港步操管樂節比賽 香港步操管樂協會 最佳音樂演奏獎 

藝術 2013 香港步操管樂節比賽 香港步操管樂協會 最佳主題服裝獎 

藝術 2013 香港步操管樂節比賽 香港步操管樂協會 最佳美式樂旗獎 

藝術 2013 香港步操管樂節比賽 香港步操管樂協會 最佳特別效果獎 

藝術 2013 香港步操管樂節比賽 香港步操管樂協會 最佳舞蹈表演獎 

藝術 2013 香港步操管樂節比賽 香港步操管樂協會 最佳步操花式獎 

藝術 2013 香港步操管樂節比賽 香港步操管樂協會 最佳表演場景獎 

藝術 2013 香港步操管樂節比賽 香港步操管樂協會 Drum Battle 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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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 2013 香港步操管樂節比賽 香港步操管樂協會 巡遊比賽金獎 

藝術 冬季戲劇節 2013 之戲劇嘉年華 香港戲劇工程 開幕禮表演儀仗隊 

藝術 香港藝術節青少年之友計劃 香港藝術節協會 傑出青少年之友 

藝術 香港藝術節青少年之友計劃 香港藝術節協會 傑出學校獎 

藝術 超新聲歌唱大賽 2013 沙田文藝協會, 沙田民政處 香港賽馬會盃大合唱組冠軍 

藝術 博藝新聲歌唱大賽 2013 香港工會聯合會, 香港青年博藝坊 大合唱組冠軍 

藝術 博藝新聲歌唱大賽 2013 香港工會聯合會, 香港青年博藝坊 最佳指揮獎 

藝術 2013 年全港學界精英歌唱比賽 國際生命藝術發展協會 中學獨唱組冠軍 

藝術 2013 年全港學界精英歌唱比賽 國際生命藝術發展協會 中學合唱組冠軍 

藝術 全港中學校際歌唱大賽 2014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最後五強優異獎及獎金 500 元 

藝術 全港中學校際歌唱大賽 2014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最強啦啦隊大獎及獎金 1000 元 

藝術 音樂「正」能量學校聯演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音樂事務處 傑出表現獎 

藝術 英國聖三一音樂學院音樂劇考試 英國聖三一音樂學院 八級英文音樂劇考試優異成績 Distinction 

藝術 第 66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4 歲或以下女聲合唱組外文歌曲組」冠軍 

藝術 
第 66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4 歲或以下中學合唱隊教堂音樂中文歌曲組」 季
軍 

藝術 第 66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4 歲或以下中文混聲合唱組」良好獎狀 

藝術 第 66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9 歲或以下中學女聲二重唱(外語)」季軍 

藝術 第 66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4 歲或以下女聲二重唱」亞軍 

藝術 第 66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4 歲或以下女聲二重唱」季軍 

藝術 第 66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4 歲或以下女聲二重唱」優良獎狀 

藝術 第 66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6 歲或以下女聲中文獨唱」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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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 第 66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4 歲或以下女聲中文獨唱」亞軍 

藝術 第 66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4 歲或以下女聲中文獨唱」季軍 

藝術 第 66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4 歲或以下女聲中文獨唱」優良獎狀 

藝術 第 66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4 歲或以下女聲中文獨唱」良好獎狀 

藝術 第 66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6 歲或以下女聲外語獨唱」優良獎狀 

藝術 第 66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4 歲或以下女聲外語獨唱」季軍 

藝術 第 66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4 歲或以下女聲外語獨唱」優良獎狀 

藝術 第 66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4 歲或以下女聲外語獨唱」良好獎狀 

藝術 第 66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4 歲或以下男童聲中文獨唱」良好獎狀 

藝術 第 66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口琴中學合奏組優良獎狀 

藝術 第 66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口琴初級組獨奏優良獎狀 

藝術 第 66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口琴初級組獨奏良好獎狀 

藝術 第 66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古箏深造組獨奏冠軍 

藝術 第 66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六級鋼琴優良 

藝術 第 7屆香港學界口琴比賽 香港口琴音樂中心 高級二重奏冠軍 

藝術 2014 香港亞太青少年鋼琴比賽 香港音樂發展中心 四奴考試經第五名 

藝術 
2014 全港中小學音樂創作比賽 

香港國際音樂藝術協會、Takumi Works Ltd.、
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 

中學初中組冠軍 

藝術 
2014 全港中小學音樂創作比賽 

香港國際音樂藝術協會、Takumi Works Ltd.、
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 

中學初中組亞軍 

藝術 
2014 全港中小學音樂創作比賽 

香港國際音樂藝術協會、Takumi Works Ltd.、
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 

中學初中組季軍 

藝術 新加坡 Greenridge 合唱團師生音樂交
流會 

新加坡 Greenridge 中學 音樂親善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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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 惜食 MV 創作比賽 香港地球之友 優異獎及現金獎$800 

藝術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普通話詩詞獨誦中學一、二年級女子組優良獎狀 

藝術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普通話散文獨誦中學三、四年級女子組優良獎狀 

藝術 中國美術學院國際繪畫比賽 中國美術學院香港特別行政區辦事處 冠軍 

藝術 職安傳愛 25 年郵票設計比賽 職業安全健康局、新城知訊台 中學組冠軍 

藝術 兒童心臟基金會二十週年 T-Shirt 設
計比賽 

兒童心臟基金會 高級組季軍 

藝術 兒童心臟基金會二十週年 T-Shirt 設
計比賽 

兒童心臟基金會 高級組優異獎 

藝術 孔子杯首屆世界學生書畫大獎賽 青少年兒童書畫交流大賽組委會 繪畫金獎 

藝術 「世界心臟日」香港心臟基金會繪畫
比賽 

兒童心臟基金會 精英獎 

藝術 「世界心臟日」香港心臟基金會繪畫
比賽 

兒童心臟基金會 優異獎 

藝術 同聚北區顯力量之同是北區人力量卡
創作比賽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 優異獎 

藝術 第十八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
比賽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香港硬筆書法家協會
合辦 

中文硬筆書法中學組高級優異 

藝術 
第八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外交部駐香港特
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香港明天會更好基金 

T-Shirt 設計比賽優異獎 

藝術 2014 香港花卉展覽─賽馬會學童繪畫
比賽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初中組嘉許獎 

藝術 
中國美術學院國際繪畫比賽 

中國美術學院香港特別行政區辦事處及國際藝
術評審有限公司 

優異 

藝術 第十三屆「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美
術書法攝影大賽 

中國青少年研究會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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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類別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獎項 

藝術 第五屆「香江盃」藝術節 香江盃組委會 舞蹈大賽銀獎 

藝術 香港學校戲劇節 香港教育局 傑出整體演出獎 

藝術 香港學校戲劇節 香港教育局 傑出舞台效果獎 

藝術 香港學校戲劇節 香港教育局 傑出整體合作獎 

藝術 香港學校戲劇節 香港教育局 傑出演員獎 

藝術 66th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Festival 2014 Llangollen International Musical Eisteddfod in Wales Scholarship - Zheng Solo (Open Folk Solo) 

體育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3-2014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2-2013 籌委
會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體育 第 7屆亞洲跳繩錦標賽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 入選香港跳繩代表隊 

體育 全港學界跳繩比賽 香港跳繩學會 中學組(個人項目)混合組 45 秒個人花式亞軍 

體育 全港跳繩精英賽 香港跳繩總會 十四歲或以下女子組單人繩速度跳接力冠軍 

體育 全港跳繩精英賽 香港跳繩總會 十四歲或以下女子組團體四人交互繩花式冠軍 

體育 全港跳繩精英賽 香港跳繩總會 十四歲或以下女子組四人交互繩速度跳接力亞軍 

體育 全港跳繩精英賽 香港跳繩總會 十四歲或以下女子組團體四人單人繩花式季軍 

體育 第一屆香港個人全能花式跳繩錦標賽
2014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 17 歲男子組個人總成績冠軍 

體育 第一屆香港個人全能花式跳繩錦標賽
2014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 2 分鐘速度耐力跳冠軍 

體育 第一屆香港個人全能花式跳繩錦標賽
2014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 30 秒速度跳冠軍 

體育 第一屆香港個人全能花式跳繩錦標賽
2014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 45 秒個人花式亞軍 

體育 第一屆全港飛達新星田徑大賽 飛達田徑會 男子 98-00 年組 100 米第三名 

體育 第一屆全港飛達新星田徑大賽 飛達田徑會 男子 98-00 年組 4X100 米接力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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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類別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獎項 

體育 2013-2014 年度校際田徑比賽(大埔及
北區中學分會) 

香港學界田徑聯會 女子乙組標槍季軍 

體育 「青連盃 2014」北區中學三人籃球賽 北區青年協會 男子組冠軍 

體育 北區三人籃球比賽 北區體育會 中學男子組冠軍 

體育 大埔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2013-201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16-18 歲男子單打青少年組冠軍 

體育 北區第 28 屆分齡乒乓球比賽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18 歲或以下男子青少年組雙打冠軍 

體育 北區乒乓球隊際比賽 201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男子青年組亞軍 

體育 青苗排球技術挑戰賽 香港排球總會 扣球亞軍 

體育 青苗排球技術挑戰賽 香港排球總會 二傳冠軍 

體育 新界地域中學學界比賽校際劍擊比賽
2013-20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團體賽女子佩劍冠軍 

體育 新界地域中學學界比賽校際劍擊比賽
2013-20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團體賽女子重劍第五名 

體育 新界地域中學學界比賽校際劍擊比賽
2013-20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團體賽男子佩劍季軍 

體育 新界地域中學學界比賽校際劍擊比賽
2013-20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個人賽男子乙組佩劍季軍 

體育 新界地域中學學界比賽校際劍擊比賽
2013-20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個人賽女子甲組佩劍季軍 

體育 香港劍擊公開賽 香港劍擊總會 20 歲以下女子佩劍第三名 

體育 廣州市粵港澳劍擊公開賽 廣州市劍擊總會 女子佩劍團體亞軍 

體育 第七屆兒童暨新手賽 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 季軍 

體育 2013 全港公開青少年兒童武術分齡賽 香港武術聯會 女子少年組劍術金牌 

體育 幼童軍支部 香港童軍總會 金紫荊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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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類別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獎項 

體育 賀回歸國慶「定康盃」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公開組季軍 

體育 賀回歸國慶「定康盃」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青少年組季軍 

體育 2013-2014 年度校際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 女子甲組團體優異獎 

體育 2013-2014 年度校際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 女子乙組團體季軍 

體育 2013-2014 年度校際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 女子丙組團體優異獎 

體育 2013-2014 年度校際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 女子團體總季軍 

體育 2013-2014 年度校際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 男子丙組團體優異獎 

體育 2013-2014 年度校際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 女子甲組 50 米自由泳第二名 

體育 2013-2014 年度校際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 女子甲組 50 米蝶泳第二名 

體育 2013-2014 年度校際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 女子甲組 4X50 米自由泳第一名 

體育 2013-2014 年度校際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 女子乙組 100 米背泳第一名 

體育 2013-2014 年度校際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 女子乙組 200 米個人四式第二名 

體育 2013-2014 年度校際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 女子乙組 100 米背泳第二名 

體育 2013-2014 年度校際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 女子乙組 50 米背泳第一名 

體育 2013-2014 年度校際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 女子乙組 50 米蛙泳第一名 

體育 2013-2014 年度校際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 女子丙組 50 米自由泳第二名 

體育 2013-2014 年度校際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 女子丙組 50 米蝶泳第三名 

體育 2013-2014 年度校際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 女子丙組 4X50 米自由泳第一名 

體育 2013-2014 年度校際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 男子乙組 200 米個人四式第三名 

體育 2013-2014 年度校際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 男子丙組 200 米個人四式第一名 

體育 2013-2014 年度校際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 男子丙組 100 米自由泳第一名 

體育 2013-2014 年度校際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 男子丙組 100 米蛙泳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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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獎項 

體育 北區第二十八屆分齡游泳比賽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青少年組－男子 50 米自由泳第一名 

體育 北區第二十八屆分齡游泳比賽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青少年組－男子 100 米自由泳青少年組第一名 

體育 
北區第二十八屆分齡游泳比賽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青少年組－男子 200 米自由泳青少年組(破大會紀
錄)第一名 

體育 北區第二十八屆分齡游泳比賽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青少年組－男子 100 米蝶泳青少年組第三名 

體育 北區第二十八屆分齡游泳比賽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青少年組－男子 200 米蝶泳青少年組第三名 

體育 北區第二十八屆分齡游泳比賽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青少年組─女子 50 米自由泳第一名 

體育 北區第二十八屆分齡游泳比賽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青少年組─女子 50 米背泳第三名 

體育 北區第二十八屆分齡游泳比賽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青少年組─女子 100 米自由泳第一名 

體育 北區第二十八屆分齡游泳比賽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青少年組─女子 200 米自由泳(破大會紀錄)第一名 

體育 北區第二十八屆分齡游泳比賽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青少年組─女子 50 米蝶泳第三名 

體育 北區第二十八屆分齡游泳比賽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青少年組─女子 100 米背泳第三名 

體育 北區第二十八屆分齡游泳比賽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青少年組─女子 100 米背泳第二名 

體育 週年游泳錦標賽 2013 吐露港游泳訓練學會 女子 14 歲及以上 50 米持板打腿賽亞軍 

體育 週年游泳錦標賽 2013 吐露港游泳訓練學會 區際中學組(男、女混合) 4x50 米混合泳接力殿軍 

體育 週年游泳錦標賽 2013 吐露港游泳訓練學會 區際梯級女子組 4x50 米混合泳接力亞軍 

體育 北區第二十八屆分齡游泳比賽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北區體育會合辦 女子青少年 G組 100 米背泳亞軍 

體育 北區第二十八屆分齡游泳比賽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北區體育會合辦 女子青少年 FG 組 4x50 米四式接力亞軍 

體育 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校際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女子乙組 100 米背泳冠軍 

體育 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校際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女子乙組 200 米個人四式亞軍 

體育 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校際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女子乙組 4x50 米自由式接力 

體育 北區第二十八屆水運會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北區體育會合辦 男子 G組 100 米蝶泳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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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獎項 

體育 北區第二十八屆水運會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北區體育會合辦 男子 G組 200 米蝶泳第三名 

體育 2013-2014 第三組短池分齡游泳比賽
第三節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男子 13 及 14 歲組-50 米自由泳第三名 

體育 第十八屆新界區新春冬泳錦標賽 新界區體育總會 女子青少年組 A第十名 

體育 拯溺發展盃邀請賽 香港拯溺總會 沙灘跑接力賽冠軍 

體育 拯溺發展盃邀請賽 香港拯溺總會 救生浮標拯救賽 

體育 拯溺發展盃邀請賽 香港拯溺總會 海浪板拯救賽亞軍 

體育 拯溺發展盃邀請賽 香港拯溺總會 沙灘奪標賽亞軍 

體育 拯溺發展盃邀請賽 香港拯溺總會 女子 100 公尺穿蛙鞋拖帶假人賽第八名 

體育 拯溺發展盃邀請賽 香港拯溺總會 女子 100 公尺穿蛙鞋運送假人賽第四名 

體育 拯溺發展盃邀請賽 香港拯溺總會 女子 50 公尺運送假人賽第五名 

體育 拯溺發展盃邀請賽 香港拯溺總會 女子 4x50 公尺混合接力賽亞軍 

體育 拯溺發展盃邀請賽 香港拯溺總會 女子 4X50 公尺游泳障礙接力賽亞軍 

體育 拯溺發展盃邀請賽 香港拯溺總會 女子 4x25 公尺運送假人接力賽亞軍 

體育 拯溺發展盃邀請賽 香港拯溺總會 女子救生浮標拯救賽冠軍 

體育 拯溺發展盃邀請賽 香港拯溺總會 女子沙灘奪標賽亞軍 

體育 拯溺發展盃邀請賽 香港拯溺總會 女子海浪板拯救賽亞軍 

體育 拯溺發展盃邀請賽 香港拯溺總會 女子沙灘跑接力賽冠軍 

體育 Samsung 第 57 屆體育節 第 17 屆全港
拯溺隊沙灘大會操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 沙灘競技賽第三名 

體育 Samsung 第 57 屆體育節 第 17 屆全港
拯溺隊沙灘大會操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 女子沙灘跑接力賽第三名 

體育 2014 拯溺(海洋及沙灘)分齡賽 香港拯溺總會 青年甲 20 公尺沙灘奪標賽-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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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獎項 

體育 室內賽艇比賽 建造業議會上水訓練中心 亞軍 

體育 室內賽艇比賽 新界區中學聯會 第五名 

體育 室內賽艇 4x500 米接力 新界區中學聯會 亞軍 

體育 2013-2014 建造業室內賽艇邀請賽 香港建造業議會 女子中學組 4X500 米亞軍 

體育 城門河賽艇比賽(第三站)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 男子公開組 4人雙槳季軍 

體育 2013-2014 年度新界地域中學校際室
內賽艇比賽 

香港建造業議會 男子乙組團體優異獎 

體育 2013-2014 年度新界地域中學校際室
內賽艇比賽 

香港建造業議會 男子丙組團體優異獎 

體育 2013-2014 年度新界地域中學校際室
內賽艇比賽 

香港建造業議會 女子甲組團體季軍 

體育 2013-2014 年度新界地域中學校際室
內賽艇比賽 

香港建造業議會 女子乙組團體殿軍 

體育 2013-2014 年度新界地域中學校際室
內賽艇比賽 

香港建造業議會 女子丙組團體亞軍 

體育 2013-2014 年度新界地域中學校際室
內賽艇比賽 

香港建造業議會 女子甲組接力賽殿軍 

體育 2013-2014 年度新界地域中學校際室
內賽艇比賽 

香港建造業議會 女子丙組接力賽亞軍 

體育 2013-2014 年度新界地域中學校際室
內賽艇比賽 

香港建造業議會 女子甲組 2000 米第五名 

體育 2013-2014 年度新界地域中學校際室
內賽艇比賽 

香港建造業議會 男子甲組 1000 米第七名 

體育 2013-2014 年度新界地域中學校際室
內賽艇比賽 

香港建造業議會 女子甲組 1000 米第五名 

體育 2013-2014 年度新界地域中學校際室
內賽艇比賽 

香港建造業議會 女子乙組 2000 米第九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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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獎項 

體育 2013-2014 年度新界地域中學校際室
內賽艇比賽 

香港建造業議會 男子乙組 500 米第二名 

體育 2013-2014 年度新界地域中學校際室
內賽艇比賽 

香港建造業議會 女子乙組 500 米第八名 

體育 2013-2014 年度新界地域中學校際室
內賽艇比賽 

香港建造業議會 女子丙組 1000 米第五名 

體育 2013-2014 年度新界地域中學校際室
內賽艇比賽 

香港建造業議會 男子丙組 1000 米第三名 

體育 2013-2014 年度新界地域中學校際室
內賽艇比賽 

香港建造業議會 女子丙組 500 米第五名 

體育 2013-2014 年度新界地域中學校際室
內賽艇比賽 

香港建造業議會 女子乙組 1000 米第八名 

體育 2013-2014 年度新界地域中學校際室
內賽艇比賽 

香港建造業議會 女子乙組 1000 米第九名 

體育 大美督獨木舟長途賽 2013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大美督水上活動中心 女子青年組第三名 

體育 全港公開獨木舟短途及分齡賽 香港獨木舟總會 亞軍 

體育 全港獨木舟定向公開賽 香港獨木舟總會 亞軍 

體育 西貢斬竹灣繞標賽 香港獨木舟總會 女子少年乙組冠軍 

體育 獨木舟錦標賽 童軍賽船大會 公開女子組冠軍 

體育 創興少年水上活動比賽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女子獨木舟 B組季軍 

服務 長期服務(10 年) 社會福利署 長期服務嘉許狀(鄭重謙老師) 

服務 義工嘉許狀 社會福利署 義工嘉許狀金狀 

服務 義工嘉許狀 社會福利署 義工嘉許狀銀狀 

服務 義工嘉許狀 社會福利署 義工嘉許狀銅狀 

服務 紅十字會青少年頒獎禮 2014 香港紅十字會 傑出青年團比賽分區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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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類別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獎項 

服務 紅十字會青少年頒獎禮 2014 香港紅十字會 傑出青年團比賽嘉許獎 

服務 紅十字會青少年頒獎禮 2014 香港紅十字會 青年榮譽章 

服務 紅十字會青少年頒獎禮 2014 香港紅十字會 青年導師獎金獎(2012-2013 年度畢業生 6C 王詠琛) 

服務 公益少年團周年頒獎禮 公益少年團 二等榮譽章 

服務 公益少年團周年頒獎禮 公益少年團 紫章 

服務 
漸進式活動計劃深造章 香港紅十字會 

榮譽章(5E 蔡沚珊、6E 王碧霞、2012-2013 年度舊
生 5E 郭嘉如) 

服務 志願服務 香港紅十字會 金獎(服務社區達三百小時) 

服務 志願服務 香港紅十字會 銀獎(服務社區達二百小時) 

服務 志願服務 香港紅十字會 銅獎(服務社區達一百小時) 

服務 青年導師服務 香港紅十字會 銅獎 

服務 漸進式活動計劃深造章 香港紅十字會 榮譽章 

服務 Chief Executive's Award for 
Teaching Excellence (2013/2014)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Education Bureau 

Chief Executive's Award for Teaching Excellence 
(CEATE) (2013/14)   (Miss Lam Pui Yee) 

服務 義工服務 香港小童群益會 義工嘉許狀 

服務 義工服務 香港小童群益會 義工嘉許狀 

服務 青年執委會幹事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祥華青年空間 委任狀 

服務 公益少年團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 高級獎章 (紫色徵章) 

服務 暑期義工計劃 香港宣教會學校服務隊 嘉許狀 

服務 暑期義工計劃 香港宣教會學校服務隊 嘉許狀 

服務 暑期義工計劃 香港宣教會學校服務隊 嘉許狀 

服務 第十三屆「傲翔新世代」全方位青年
領袖訓練計劃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嘉許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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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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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售旗義工獎勵計劃 鄰舍輔導會 嘉許狀 

其他 2012-2013 年度榮譽榜 香港科技大學 大學獎學金(2011-2012 年度畢業生 6A 劉婷) 

其他 優異學生表揚典禮 2012-2013 嶺南大學社區學院 榮譽嘉許狀(2011-2012 年度畢業生 6A 顧曼翹) 

其他 傑出學術成就 香港教育學院 首年入學獎學金(2011-2012 年度畢業生 6D 莊筱朗) 

其他 傑出學術成就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傑出學術成就(2008-2009 年度畢業生 5A 盧詠儀) 

其他 
香港浸會大學學院成績優異榜
2012/2013 

香港浸會大學 
成績優異榜2012/2013(2009-2010年度畢業生7A鄭
穎嘉, 彭樂賢, 2010-2011 年度畢業生 7A 歐佾旯, 

林碧芬, 楊鯤泰, 7B 李婉冰, 姚詩敏) 
其他 

Admission Scholarship 香港中文大學 
Golden Jubilee Yau Ying Sum Admission 

Scholarship(2012-2013 年度畢業生 6A 張潤德) 
其他 Sir Edward Youde Memorial Fund Sir Edward Youde Memorial Fund Council Sir Edward Youde Memorial Prizes 
其他 全港中小學校園水耕種植比賽 漁農自然護理署 優異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