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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的教學循環

陳玉燕校長
（文學士、教育文憑、教育碩士、文學碩士）

◆ 香港教師及校長專業發展委員會委員
◆ 香港公共圖書館諮詢委員會委員
◆ 課程發展議會 —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中國語文教育委員會委員

彭幼婷副校長
（學士、教育文憑、文學碩士）

◆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嘉許狀
◆ 香港教育大學教學顧問
◆ 統籌學生成長委員會

教學實踐圖

教學專業團隊簡歷（2020-2021年度）

張鎮邦助理校長

（學士、教育文憑、碩士）

統籌有效學習委員會

陳文頌助理校長

（學士、教育文憑、碩士）

統籌學生成長委員會

梁惠君助理校長

（學士、教育文憑、碩士）

統籌有效學習委員會

校長領導　專業團隊　鮮明教育理念　前瞻性思維

曾獲海華基金會師鐸獎獲獎者 4位
曾獲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獲獎者 6位

常額教師師訓比率 100%
英語及普通話達基率 100%

具學士或以上學位比率 100%
具碩士學位比率 93%



梁惠君助理校長

（學士、教育文憑、碩士）

統籌有效學習委員會

• 跨越大學門檻百分率遠超全港 — 中、英、數、通四個核心科目，另加一科選修
科達「3, 3, 2, 2, 2」百分率為 77.9%（全港為 37.3%）。

• 本校考獲最佳 5 科（包括核心科目取得「3, 3, 2, 2」，並於一個選修科目取得 2 
級或以上成績）達 18 分或以上百分率為 60.3%（全港為 30.4%，以應考最少
五科全體考生計算）。

• 本校考獲最佳 6 科（包括核心科目取得「3, 3, 2, 2」，並於兩個選修科目取得 3 
級或以上成績）達 22 分或以上百分率為 55.7%（全港為 30.4%，以應考最少
六科全體考生計算）。

• 共取得 168 個 5 至 5** 級，平均摘 5 或以上級別人次為 1.28 。

• 取得第 2 級或以上成績百分率為 99.4%（全港為 84.8%）；取得第 3 級或以
上成績百分率為 90.4%（全港為 61.0%）；取得第 4 級或以上成績百分率為 
60.1%（全港為 35.1%）。

• 取得 5 科第 2 級或以上成績百分率為 97.7%（全港為 75.7%）。

• 中、英、數、通四個核心科目考取第 3 級或以上者遠超全港，分別為：
 中文：90.1%（全港為 57.2%）； 英文：81.7%（全港為 53.7%）；
 數學：90.8%（全港為 58.3%）； 通識：94.7%（全港為 64.6%）。

第九屆文憑試 (2020)
「疫」境自強不息  師生齊創佳績

學生姓名 升讀大學

江澖 香港中文大學

李韵詩 香港大學

李嘉朗 香港科技大學

林華康 香港理工大學

孫家禧 香港中文大學

袁志澄 香港中文大學

袁思凱 香港大學

張嘉琳 香港大學

章晟 香港中文大學

陳志秋 香港中文大學

陳科駿 香港中大大學

陳展翹 香港科技大學

陳媛 香港大學

陳森亮 香港中文大學

傅熠熠 香港中文大學

雲皓楠 香港中文大學

黃瑞恩 香港大學

葉天睿 香港中文大學

蔡汶恩 香港大學

謝瑋聰 香港科技大學

謝瑋鴻 香港中文大學

嚴寶琪 香港中文大學

成績優異學生名錄 (部份 )

2020中學文憑試取得等級 4或以上超過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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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獲最佳六科達 28分或以上

• 按中文姓名筆劃排列



動靜皆宜　多元發展

聯校音樂大賽 2020榮獲多個獎項

歷史人物選舉五強

卓越商業大賽嘉許獎

徵文比賽獲獎

蓬瀛仙館公開試成績優異獎

青少年創業培訓計劃積極參與大獎

感創敢為 2.0銅獎

傑出生命教育教案設計獎

四格漫畫設計比賽獲獎

2020當代中學生繪畫比賽
亞軍ˋ特別榮譽獎ˋ最佳導師獎

福建希望工程獎學金

攝影比賽亞軍

青年繪畫比賽
亞軍、嘉許獎

校際朗誦節季軍

印度商會獎學金

香港青年史學家年獎

兩文三語大比拼優秀學校獎

美荷樓徵文比賽
高中冠軍



小型展覽

運動課

無伴奏合唱小組

開學禮 —  
線上學習傳承

中國文化基金會
「學生抗疫支援計劃」捐贈儀式

早上黃金半小時

疫情下的運動員生活

升中講座

同賀辛丑牛年 同慶中秋

校友會幹事會選舉

線上樂器班自主學習周會

歡迎回到校園
家教會減壓活動

新常態下的校園生活

聖誕感恩活動

明曦公益基
金會捐贈防
疫包予本校

成長活動

傑青分享

齊來挑戰 — 瑜珈小息休閒時間



Elegantian
Magic

School-wide extensive exposure to the English Language
HKEDB-approved EMI classes and the full use of English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for Junior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provide students with a holistic exposure to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all key learning areas.

Thoughtful streaming,

timely support, and

attention to details

Tailored classes that cater for diversity 

and technical readiness issues, along with 

specifically planned and executed English 

lessons plus after-school enhancement 

sessions in both face-to-face and online 

settings, all aim to do just one thing: 

helping students be their best.

Exciting English-rich 

Learning Environment, both 

on-campus and online

A highly-enriched English language 

environment is achieved through various 

on-campus and online activities including: 

English Drama, debates, storytelling 

competitions, public competitions, theme-

based English activities, student-run 

newsletter, student-hosted English morning 

assemblies, student-hosted live shows, etc.

Cutting-edge technology for 
21st century learning

Our newly-commissioned SAIL Zone 
provides students with future-proof 
equipment, up-to-date learning materials, 
information exchange platforms and 
immersive technical systems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efficient Language, LAC and 
STEM learning. 

A proactive reading culture
A tried-and-true English morning reading 
programme founded on the basis of an 
extensive selection of texts and e-reading 
resources as well as reading across the 
curriculum, provides students with both 
the initiative and opportunity to explore 
the vast wonders of written English.

Global awarenessStudents often enjoy access to unique activities that grant them a broadened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through practical us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overseas exchange tours to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 Global Week and Global Village - Elegantia Public Infotainment  Channel (EPIC)'s feature  program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