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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校概覽 

1. 辦學宗旨 

秉承基督犧牲愛人的精神，幫助學生認識上帝。 

建立愉快學習環境，提供優質教育。 

貫徹全人教育理念，德、智、體、群、美、靈六育兼備。 

課程與時並進，裝備學生回饋社會。 

2. 校舍設施 

本校於 1978年由聖公會興辦，是一所設備完善的政府津貼中學，座落於秀茂坪曉光街，

佔地 4200平方米，校舍樓高五層，設有課室 26 間，並設有物理實驗室、科學實驗室、

化學實驗室、運動科學研習室、音樂室、圖書館、自修室、社工室、宗教室、校史館、

學生活動室/校史室、電腦室 2間、視覺藝術室 2 間、校園 Café 、影視學習室、校園電

視台、English Room、資優閣、正向教育專室、生涯規劃專室、STEAM專室及中華文化

館等設施，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環境，配合學科教學、推動閱讀風氣及關顧學生成

長需要。 

 

 

 

 

 

 

 

 

 

 

 

 

 

 

 

 

 

 

 

 

 

 

 

 

同學在校園 café內的熱情款待 

中華文化館 

何明華歡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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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班級結構 

本校中一至中六級共 18 班，全校學生人數共 542 人，學生入學率達 93%，學位空缺率

佔 7%，各級人數如下：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總數 

班數 3 3 3 3 3 3 18 班 

學生人數 96 95 96 93 87 75 542 人 

 

4. 學校組織 

校政委員會為學校管理及發展的議事組織，由校長帶領，下設三個委員會：學務委員會、

學生事務委員會及校務委員會，帶領 10 個行政組別，分別是：課程發展組、教務組、升

學及事業輔導組、訓育組、課外活動組、校風發展組、宗教組、資訊科技組、校務組及

維修工程組。學校另設有危機管理組、學校自評與發展組、對外事務組及其他特殊職務

小組。另外還有家校會、校友會及學生會等組織。 

 

 

 

 

 

 

 

5. 教師團隊 

學校核准編制內教學人員共有 46 人，學校另增聘教師 8 人，共 54 人，包括校長。其中

100%具學士資歷，43%具碩士學位。96%教師具師資訓練，17 %教師曾受特殊教育訓練。

0-4 年年資的有 17%，5-9 年的有 15%，10 年或以上的有 68%。英文科教師及普通話科

教師皆達到語文基準。 

 

 

 

 

 

 

 

 

 

 

 

我校教師與 LOiLONOTE 株式會社首席營運官交流 

 

我校教師前往教育展，進行學術交流 

家教會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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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關注事項的成就及反思 
 

關注事項 1：課程持續更新，開拓學習經歷 

成就 

⚫ 學校多個學科如：中文、英文、通識、宗教、中史、旅遊、BAFS 及經濟，均安

排學科的閱讀計劃。 

⚫ 在初中及高中推動 MSSR 閱讀計劃，又配合 BYOD 班別推行電子閱讀計劃。 

⚫ 閱讀嘉年華有豐富的內容以推廣閱讀。 

⚫ 成功舉辦北京、天津閱讀歷史文化交流團。 

⚫ 中文科的學術周以「失傳中的中華文化」為主題，舉辦了多元化的文化教育活

動。 

⚫ 經濟科、BAFS 科則推動學生參加了「賽馬會浩觀青少年創業培訓計劃」、「趁墟

做老闆」展銷會及舉辦了大灣區考察之旅，推動開拓及創新精神。 

⚫ 通識科透過通識周，推廣基本法學習，而中史科則安排了基本法講座。 

⚫ 自多元學習廊啟用以來，不少科組的活動均在多元學習廊舉行，例如：英語活

動、視聽活動、校園電視台、生涯規劃、資優培訓及中華文化推廣等。學生多

喜愛在多元學習廊的學習活動，因具新鮮感，且能促進自主學習。 

反思 

⚫ 雖然增加了學生的閱讀量，但多數學生在閱讀方面的興趣和習慣仍未穏固。在

閱讀方面仍稍欠主動性。 

⚫ 學生的視野仍未開闊，較少能放眼在香港以外的地區，接觸世界。 

⚫ 學生的自理能力稍遜，學校可在課程上作出規劃，增加自理能力的培養。 

⚫ 學科教師可多配合教學，分享閱讀心得，推介讀物。 

 

 

 

 

 

 

 

 

 

 

關注事項 2：優化學習政策，推動自主學習 

成就 

⚫ 本年度開始部署下年度由六日循環周轉為兩星期制，能完成各項諮詢工作，制

定兩星期制的課程架構，並發展了初中生涯規課程。 

⚫ 成功在幾次學段考試前安排學習周，推動學生為校內考試做好準備，學科亦能

安排溫習重點，供學生溫習。 

⚫ 本年度修訂了試後補考的安排及升留班標準，以提升學生對學習的重視，補考

及升留班制度的執行均順暢。 

「趁墟做老闆」2019 書海翱翔 - 北京、天津文化交流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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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2：優化學習政策，推動自主學習 

成就 

⚫ 本年度推動學科定出支援 SEN 的學習政策，並加強執行，對發展 SEN 學習支援

有幫助。 

⚫ 在自主學習方面，不少學科都推動學生撰寫筆記，亦有幾個學科試行了導學案

的模式，至於用電子學習模式推動自主學習，不少學科均有發展。 

⚫ 學校亦大力推動「透過實作促進學習 Learning By Doing」，加強在課堂上的實踐

空間，減少教師單向講授。 

反思 

⚫ 雖然學校大力塑造校園學習氣氛，學生在應試時仍未見額外積極，校內成績未

符預期，還要在學生的應試態度上下功夫。 

⚫ 有幾個學科試行了導學案，效果理想，但仍有不少學科及教師未有試行導學案

的自主學習模式。 

⚫ 「Learning By Doing」仍需繼續推廣，以減少單向講授的情況，使學生增加自主

學習空間。 

 

關注事項 3：推動電子學習，發展 STEAM 教育 

成就 

⚫ 學校使用教育城 Canvas 作為電子教育平台，不少學科均已透過此平台進行電子

教學。 

⚫ BYOD 已在中一及 2C、3C 各班推行，效果良好，學校備有明確的管理措施，

學生亦能適應。 

⚫ 不少學科均有配合電子教學

的教學活動，在電子教學上

穩步發展。 

⚫ 成 功 舉 辦 了 本 校 首 屆

STEAM DAY，當天超過 40

間學校 700 多位學生及家長

出席了嘉年華。 

⚫ 學校亦能透過跨科協作活動

及課外活動推動 STEAM 教

育，為學生舉辦了不少活

動，參加了不少比賽，亦獲得不少獎

項。 

⚫ 學校支援了 6 間小學發展 STEAM 教育，一方面幫助了起步較慢的小學，另方

面亦加強了本校在 STEAM 教育方面的影響力。 

⚫ 學校榮獲教育局委任為「資訊科技卓越中心」，本校會派出教師就推行資訊科技

教育的教學法、技術及管理等向其他學校提供支援。 

反思 

⚫ 電子教學的培訓充足，可多加強學科之間的同儕觀課和經驗交流。 

⚫ BYOD 雖能提升學生學習的動機及方法，亦能發展新的學習模式，但學生慣於

使用屏幕，對人際關係的發展或有影響。 

⚫ 在 STEAM 的課外活動及跨科協作活動上，仍須不斷推陳出新，增加創新成份。 

 

STEAM DAY 全港迷你四驅車解難合作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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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4：推行正向教育，優化關愛文化 

成就 

⚫ 成功在全級中四推展 7 日 6 夜的外展訓練，將 Growth Mindset 元素「挑戰、策

略、鍛練」融入學生生活，提升堅毅精神。 

⚫ 在中一及中四級試行 Responsive Classroom Management 的 Morning Meeting 及

引入「感恩隨筆」，效果良好。 

⚫ 推行了多項“From Me to We”的關愛行動，讓學生實踐關愛，在愛中成長。 

⚫ 舉辦了「正向心靈豐盛旅程」澳洲生活體驗團，本校 15 名學生得以在澳洲與當

地人一起生活和學習，增廣學生見聞。 

⚫ 在初中精英班推行了正向教室，將正向關係元素結合教學策略的推動，使精英

班在學習上多元化。 

反思 

⚫ 正向教育已經紮根在學校文化之中，與關愛文化相結合。本年不少活動都可從

試驗階段落實到全校推行。 

⚫ 在正向教育的氛圍下，學校可進一步落實正面紀律，加強關愛與紀律的互動效

應，使校園秩序進步。 

⚫ 正向教育與學科教學的結合是另一個需發展的向度，除了精英班的學習外，在

英文科的學習上亦會加上更多正向元素。 

 

 

 

 

 

 

 

 

 

 

 

 

 

STEAM DAY 生物科技體驗 發射水火箭，一飛沖天 

「正向心靈 豐盛旅程」學生大使澳洲體驗 歷奇訓練，培養堅毅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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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與教及學生成長支援 

1. 課程結構 

本校初中至高中的課程結構，表列如下： 

程度 科目 

初中 
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通識教育、基本商業、綜合科學、中國歷史、地理、 

普通話、普通電腦、視覺藝術、音樂、體育、宗教及生活教育、創意價值教育課程 

高中 

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通識教育、生物、物理、化學、經濟、地理、 

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中國歷史、視覺藝術、資訊及通訊科技、旅遊與款待、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宗教及生活教育、體育、音樂、藝術發展、生涯規劃 

2. 八個學習領域的課時 

本校中一至中三級八個學習領域每循環週上課六日，每日六節至七節，每節 50 分鐘，中一

每個循環週共上課 37 節，中二 35 節，中三 37 節。中一至中三八個學習領域共上課 109 節。

各學習領域佔全部課時的百分比如下： 

 學習領域 中國語文教育 英國語文教育 數學教育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百分比 18.3% 16.5% 13.8% 22.0% 

 學習領域 科學教育 科技教育 藝術教育 體育教育 

百分比 8.3% 7.3% 8.3% 5.5% 

 

本校中四至中六級每循環週上課六日，每日七節，每節 50 分鐘，每個循環週共上 

課 42 節。中四至中六共上課 126 節，各學習領域佔全部課時的百分比如下： 

 學習領域 中國語文教育 英國語文教育 數學教育   通識教育 

百分比 17.1% 17.1% 17.1% 15.5% 

 學習領域 選修科 1 選修科 2 其他學習經歷  

百分比 12.7% 12.7% 7.9%  

 

 

 

 

 

 

 

 

 

 

大灣區考察及姊妹學校探訪 



9 

 

3. 實際上課日數 

本校整學年的上課日數共 190 天，詳情如下： 

全年總日數 365 日 

學校假期 90 日 

學校自行決定額外假期 1 日 

因舉辦教師發展日而學生毋須上課的日數 3 日 

不包括在學校假期內的星期六及星期日 81 日 

上課日數 = ( 365–90–1–3–81 ) 190 日 

4. 學生出席率 

本校中一至中六各級全年的出席率如下：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出席率 98.1% 97.7% 96.3% 96.4% 96.3% 97.6% 

5. 教師發展 

上年度教師參與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總時數達 5383小時，平均每位教師的發展時數達 94.4

小時。學校亦為教師舉辦了多次教師培訓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 事項／活動 

23/8/2018 正向教育(一) 

4/9/2018 正向教育(二) 

5/9/2018 電子教學︰Canvas 

10/9/2018 學童自殺危機講座 

10/9/2018 管理人員教師手冊分享會 

16/11/2018 教師發展活動︰適異教學 

17/12/2018 教師發展活動︰生涯規劃參觀機場 

22/2/2019 學校起動計劃聯校教師發展活動 

7/3/2019 學校自評工作坊(一) 

2/4/2019 學校自評工作坊(二) 

12/6/2019 教師身心健康工作坊 

 

 

 

 



10 

 

6. 學生成長支援工作 

本校為不同需要的學生提供不同的支援，簡述如下： 

不同需要的學生 支援工作重點 

中一新生的支援 

舉行為期八天的中一適應課程，以多元化活動(集體遊戲、學習體

驗、歷奇訓練等)協助新生們認識學校的人、事、物，達致認識、

合作、關愛、正向等目的，又設有暑期興趣班，幫助學生適應中

學生活，建立歸屬感。 

精英學生的支援 

成立精英同學會，安排定期聚會、成績追蹤、校內服務、校外比

賽、校外體驗活動、全年成績獎勵、申請校外獎學金及境外交流

團等，以豐富學生學習生活。 

 

 

 

 

 

 

 

 

 

 

 

 

 

 

 

不同需要的學生 支援工作重點 

資優學生的支援 
發展三層架構資優課程，推薦學生參加資優教育學院課程、參加

校外比賽及交流活動等，並舉辦校內拔尖課程。 

新移民學童的支援 
安排英文輔導班、功課輔導小組、聯誼會、小組課外活動、校園

BBQ、友伴計劃等。 

特殊教育需要學童的

支援 

教育心理學家評估、考試加時調適、語音轉換文字軟件訓練、言

語治療服務、生涯規劃活動、社交小組、家長講座、攝影技巧及

氣球裝置培訓及相關外出服務、抽離式課堂指導及學科課後補底

班等。 

 

 

 

中一新生適應課程圓滿舉行 

集體遊戲，培養團體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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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外間資源 

本校為推動學與教及學生成長支援的活動，經常與外間機構聯繫以增加資源，提供更多

元化的學習及成長服務的機會給學生，以下表列本年度學校參與的計劃︰ 

項目 經費來源 / 合作機構 內容 

「學校起動」計劃 

Project WeCan 

社會福利署攜手扶弱

基金、美聯集團 

為學習條件稍遜的中學生提供各種機

會，並透過適切的項目，培育他們，建

立其自信心，啟發他們規劃人生，為日

後升學及就業，作好準備 

賽馬會鼓掌‧創你程

計劃  

CLAP for Youth@JC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

基金、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香港小

童群益會 

透過跨界別協作，孕育支持的環境及提

供多元出路，讓學生探索及認清自己的

事業興趣，規劃前路 

賽馬會「正正得正」

教育計劃  

JC-PEAR Project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

基金、香港中文大學 

透過建立正向教育課程及實踐正向教

育，創立新穎的教育模式，促進學生的

學術發展和心理健康 

兒童發展基金 

第四至第六批校本

計劃 

Child Development 

Fund (CDF) 

兒童發展基金 透過「個人發展規劃」、「師友配對」和

「目標儲蓄」，為基層兒童提升資源管

理和規劃未來的能力，擴闊個人網絡，

並建立持續儲蓄的習慣 

優質教育基金主題

網絡計劃 

QEF Thematic 

Network (QTN) 

優質教育基金 透過與他校合作及提供支援，建立專業

發展網絡，共同備課、參與工作坊及比

賽等，以推展 STEAM教育 

賽馬會浩觀青少年

創業培訓計劃  

Jockey Club CoCoon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

基金、浩觀創業基金 

讓中四和中五的學生接觸創業家的生

態系統，發展創業技能及思維，並在初

創企業中獲得工作經驗 

 

 

 

 

 

 

 

 

 

 

 

 

 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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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經費來源 / 合作機構 內容 

中四級正向旅程培

育計劃 (OB) 

利希慎基金、香港外展

訓練學校、聖雅各福群

會 

推行正向課程，並結合外展訓練的高難

度挑戰，使學生在困難中發掘自己的優

點強項，進而把優點強項應用在義工服

務中，從而認識真正的快樂人生 

良師香港 Teach4HK 良師香港、陳廷驊基金

會 

透過項目老師計劃，啟發具不同才能、

出眾的大學生服務基層學校，回饋社會 

SEN學童培訓 溢達楊元龍教育基金 資助 SEN學童參與學生培訓及活動 

 

 

 

 

 

 

 

 

 

 

 

 

 

 

 

 

 

 

 

 

 

 

 

 

 

 

 

 

 

 

 

 

 

 

 

 

 

 

 

同學粉墨登場 落力演出 

《ImaGo 是祢》圓滿公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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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生活動 

1. 學生參加課外活動統計 

項目 2018-2019 

興趣小組項目總數 31 

興趣小組出席人數 435 

制服團體總人數 31 

外間比賽及校際比賽項目總數 42 

 

2. 興趣班及制服團體 
本校課外活動旨在發展學生在不同領域的多元智能，當中包括音樂與潮流文化、生

活應用、工藝及文化藝術、智能、電子與資訊科技和體藝活動等。 

本校設有多個興趣小組，本年度繼續與校外機構合辦多元化興趣班，當中包括︰管

弦樂班、小小科學家、小結他班、高爾夫球訓練計劃、健球齊齊玩、繪本閱讀工作坊、

西式甜品班、日韓大熱食品製作班、皮膚護理及化妝班、馬賽克工作坊、魔術入門、中

國象棋課程、認識日本文化及日本入門班、升級再做工作坊、街跑少年、沙畫進階班、

BOARDGAMES、羽毛球入門及仿真甜品飾物手作班等，同學參與率極高，反應正面。 

學校又透過社會服務活動，提高同學對社會的關懷，從而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

服務精神，並關心社會不同團體、階層、人士的需要。義工組本年度繼績提供不同種類，

多元化的社會服務，覆蓋的類型從幼兒、小學、長者、籌款、貧窮、中國國情等，讓學

生有不同的體驗，擴闊視野。 

學校設有海事青年團及女童軍，透過多元化團隊訓練活動，建立學生的責任感和自

信心。 

 

 

 

 

 

 

 

 

 

 

 

 

 

        制服團體進場 

陸運會升旗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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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科組多元化活動 

學校的科組多元化活動可包括以下類別︰學校舉辦比賽、校外主辦比賽、校內講座、走

出課室活動／參觀活動、遊學團、社會服務活動及其他等，各類別活動詳列如下︰ 
 

學校舉辦比賽 

組別 日期 活動名稱 對象 人數 

教務組 

9/2018-5/2019 書香狀元榜 全校 579 

26/3/2019 中二級圖書推介比賽 中二 96 

10/5/2019 
閱讀嘉年華：《超凡學生手記》班際閱讀

分享比賽 
中一 96 

10/5/2019 
閱讀嘉年華：選擇劇場「同守無欺」問

答比賽 
中二 96 

10/5/2019 閱讀嘉年華：文化歷史閱讀問答比賽 中三四 192 

10/5/2019 閱讀嘉年華：中英文閱讀分享比賽 中五 96 

資訊科技組 31/5/2019 新媒體素養短片比賽  5 

中文科 

10/2018 查字典比賽 中一 96 

12/2018-1/2019 閱讀寫作比賽 中一及中三 192 

4/2019 故事擴寫/改寫/續寫比賽 中二 95 

5/2019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中一二 192 

普通話科 

11/2018 廣普對譯比賽 中一二 192 

5/2019 漢語拼音填字比賽 中一二 192 

6/2019 小小演說家比賽 中一二 13 

數學科 
10/4/2019 班際謎題比賽 中三四 24 

10/4/2019 班際魔力橋比賽 中一二 24 

通識教育科 5/11/2018 基本法問答比賽 中二 96 

綜合科學科 
25/2/2019 水火箭比賽 中二三 28 

3/7/2019 紙飛機比賽 中一 84 

中國歷史 
12/2018-3/2019 閱讀報告比賽 中二 96 

10/5/2019 文化歷史閱讀問答比賽 中三四 192 

商科領域 3/5/2019 經濟短片一分鐘比賽 中三 96 

音樂科 31/1/2019 歌唱比賽 全校 600 

體育科 

2-3/10/2018 班際三人籃球比賽 中六 72 

15-16/10/2018 班際閃避球比賽 中二 36 

3-4/12/2018 陸運會 全校 650 

11-12/12/2018 班際三人籃球比賽 中五 20 

29-30/12/2018 社際五人籃球比賽(男子公開組) 全校 48 

14-16/1/2019 社際師生排球賽 全校 96 

25-26/2/2019 班際排球比賽 中三 20 

9-10/4/2019 班際三人籃球比賽 中四 20 

11-12/4/2019 班際閃避球比賽 中一 20 

訓育組 
26/3-12/4/2019 班際清潔比賽 全校 579 

2-29/5/2019 班際青蜂節能計劃比賽 中一二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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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講座 

組別 日期 活動名稱 對象 人數 

教務組 

15/2/2019 親炙作家講座(唐啟灃) 中二 95 

2/5/2019 
粵劇欣賞―《花木蘭》演前示範及導賞

工作坊 
中四五 50 

9/5/2019 親炙作家講座(傅蕊雯) 中二三 190 

10/5/2019 
閱讀嘉年華：《超凡學生手記》生命教育

閱讀工作坊及講座 
中一 96 

10/5/2019 
閱讀嘉年華：選擇劇場「同守無欺」演

後座談會 
中二 96 

10/5/2019 
閱讀嘉年華：新閱會名人閱讀分享講座

《快樂可以很簡單》 
中三至中五 300 

升 學 及 事

業輔導組 

5/11/2018 中四應用學習簡介會 中四 93 

23/11/2018 生涯規劃商科講座︰創業精神培訓 中四 93 

7/12/2018 認識棚屋傳承文化講座 中四 20 

12/12/2018 中六模擬放榜與人生講座 中六 75 

中國歷史 29/5/2019 基本法講座 中二 96 

地理科 24/1/2019 世界綠色組織氣候變化講座 中二三 167 

視 覺 藝 術

科 

30/4/2019 展能藝術家講座 中二 90 

6/5-8/5/2019 班本藝術生涯分享會 中三 70 

體育科 
20-25/9/2018 舞蹈示範 中五六 180 

23-30/4/2019 劍擊示範 中二至中四 180 

訓育組 

19/9/2018 預防青少年罪行講座 中二 96 

28/9/2018 土壤與生命講座 中二 96 

9/10/2018 廢物收費及減費講座 中二三 192 

15,23/10/2018 初中護苗教育講座 中一 96 

29/1/2019 地球之友講座：智能電網 中一 27 

19/2/2019 兒童發展基金︰「陪著你走」理財講座 中一 52 

16/3/2019 垃圾徵費講座 家教會成員 15 

「閲讀嘉年華」圓滿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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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日期 活動名稱 對象 人數 

訓育組 

9/4/2019 性教育課：寧缺勿濫 中三 96 

12/4/2019 禁毒工作坊 中二 96 

15/4/2019 性教育課：避無可避 中三 96 

21/5/2019 生命教育講座 中二三 192 

24/6,4/7/2019 廚餘機資助先導計劃工作坊 中一 96 

5/7/2019 性教育講座 中一至中三 288 

 

 

 

 

 

 

 

 

 

 

 

 

校外主辦比賽 

組別 日期 活動名稱 對象 人數 

教務組 

9/2018-3/2019 
教協普及閱讀獎勵計劃 

第 30 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 
全校 579 

9/2018 
中華文化總會第一屆微電影創作比賽︰

傳統節慶新搞作 
中一至中五 5 

12/2018 新閱會「我的喜閱片段」手機短片比賽 全校 1 

1/2019 教育局喜「閱」學校嘉許計劃 全校 2 

5/5/19 HK ROV Challenge 中二至中五 8 

26/5/19 
第十九屆「飛向北京 飛向太空」水火箭

定點射擊選拔賽-香港區 
中二至中五 4 

資 訊 科 技

組 

30/9/2018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第一屆微電影創作大

賽「中國傳統節日 2018」(學生組) 
全校 5 

31/1/2019 

沙龍文化產業研究所  主辦“The Next 

Influencers”數碼傳訊比賽 —「點止救火

咁簡單」 

全校 4 

中文科 30/4/2019 
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計劃︰「兩代情」

徵文比賽 
中五 2 

普通話科 

11-12/2018 第 70 屆香港校際朗誦節 中一至中四 9 

2-4/2019 
第 20 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2019 
中一及中四 4 

英文科 

11-12/2018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English Classes) 
中一至中五 13 

11/2018-3/2019 Odyssey of the Mind 2019 中四至中五 16 

3-4/2019 HSBC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ontest 中三至中五 6 

閱讀嘉年華 陳奐仁先生到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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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日期 活動名稱 對象 人數 

數學科 

14/10/2018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 2018(香港賽區) 全校 7 

5/1/2019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香港賽區)中一至中三初賽 
中一至中三 12 

24/2/2019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華南賽區)中一至中三晉級賽 
中一至中三 

9 

7/4/2019 2019 奧海盃數學競賽初賽 中一至中三 3 

28/4/2019 香港數學遊戲公開賽 2019 中一至中三 4 

29/6/2019 全港靑少年數學挑戰賽 2019 全校 10 

通 識 教 育

科 
4/2019 「大灣區知識爭霸戰」中學賽 全校 567 

化學科 
31/1/2019 化學品安全宣傳品平面設計比賽 中三 16 

4/4/2019 HKU Chemistry T- Shirt Design Contest 中四 3 

綜 合 科 學

科 
18-5-2019 全國北飛水火箭比賽--香港區選拔賽 中二三五 5 

中國歷史 12/2018-5/2019 「中華文化．香港遊蹤」比賽 中五 7 

旅 遊 與 款

待科 
2-7/2019 

明愛專上學院「香港四天遊」行程設計

比賽 
中四五 24 

電 腦 科 / 

STEAM 教

育 

3-31/10/2018 第一屆青少年 STEM 知識競賽 中一二三五 92 

21/10/2018 Hado World Cup 2018 香港電競選拔賽 中一二 4 

26-30/11/2018 
教育城 Master code 編程大賽 2019 AI

大比拼 – 天氣預測 
中三四 4 

15/12/2018 
2018 香港工程師學會資訊科技分部創

科比賽 
中四 4 

9/3/2019 學習如此多紛 2019 中一三四 12 

22/3/2019 
Microsoft Technology Associate 認證比

賽 
中六 6 

6/4/2019 Microsoft Girlspark Infinite Program 2019 中一 4 

7/4/2019 2019 RoboSteam 香港區公開賽 中一 4 

24/4/2019 思科創意解難挑戰賽 2019 中四 4 

6/5/2019 教育局智慧城市專題研習計劃 2019 中一四 8 

17-19/5/2019 第三屆深港創客馬拉松 中三 10 

4/7/2019 2019 無人機編程比賽 中一三 3 

6/7/2019 
第二屆聖公會中學 3D 打印機械人對抗

賽「奪寶奇兵」 
中一 4 

24/8/2019 Universal Robotics Challenge 2019 中一 3 

視 覺 藝 術

科 

20/10/2018 十坊環保產品創意設計比賽 中四. 4 

30/6/2019 活在當廈明信片繪畫比賽 中一 4 

10/7/2019 無冷氣夜 2019 – 涼浸浸紙扇繪畫比賽 中五 11 

體育科 

9/2018,1/2019 王華湘中學禁毒盃手球賽 中一二四 28 

10/2018-5/2019 學界男子手球賽 全校 26 

10/2018-4/2019 學界男子籃球賽 全校 36 

10/2018-1/2019 學界女子手球賽 中三四 10 

11/2018-4/2019 學界女子排球賽 中一至中四 12 

24-30/12/2018 U16 瑞典青少年手球賽 2018 中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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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日期 活動名稱 對象 人數 

體育科 
22,25,30/1/2019 學界女子第三組田徑錦標賽 中一至中四 18 

22,25,30/1/2019 學界男子第三組田徑錦標賽 全校 55 

訓育組 
11/2018-3/2019   恆常垃圾審核分析及模擬賬單比賽 全校 579 

30/9/2018 兒童發展基金︰地壺比賽 中二 11 

 

走出課室活動／參觀活動 

組別 日期 活動名稱 對象 人數 

教務組 

30/9/2018 欣賞粵劇―毛澤東之虛雲三夢 中三四六  16 

26/10/2018 港式奶茶工作坊 中四五 10 

5/12/2018 
粵劇折子戲欣賞―狄青之追夫、獅子

樓 
中三四 10 

4/1/2019 話劇欣賞―玻璃動物園 中四五 10 

20/2/2019 粵劇折子戲欣賞―武松打店、香夭 中四五 36 

23/2/2019 喜閱創造體驗日 中二三 25 

20/3/2019 西九龍劇曲中心茶館劇場學生專場 中四五 52 

4/4/2019 
話劇欣賞―福爾摩斯四圍騰之華生暴

走大狗查 

中 三 至 中

五 
30 

29/5/2019 粵劇欣賞―花木蘭 中四五 50 

15/7/2019 
精英 Summer Fun：米埔濕地保育全接

觸 
中一二 25 

25/7/2019 粵劇欣賞―聊齋驚夢 中四 11 

升學及事

業輔導組 

16-21/7/2018 
聖雅各工作影子計劃及聖雅各工作實

習計劃 
中五六 7  

8/2018 輔導教師協會暑期實習計劃 中五六 2 

6/10/2018 理工大學大學資訊日 中五六 20 

13/10/2018 浸會大學及城市大學資訊日 中五六 20 

20/10/2018 中文大學資訊日 中五六 20 

20/10/2018 香港中文大學中大遊 KOL 活動 中一二 96 

27/10/2018 美心集團中菜學廚計劃參觀 中六 1 

2/11/2018 台灣升學展 中六 14 

3/11/2018 東華學校開放日 中六 2 

10/11/2018 明愛專上學校開放日 中六 3 

24/11/2018 「學校起動計劃」- 生涯規劃日 中四 93 

1/12/2018 STEM for Girls Mentorship Programme 中四 4 

8/12/2018 
Youth 叻實踐基金元朗八鄉元崗太平

清醮民俗文化介紹 
中四 10 

22/2/2019 沙田馬場會所參觀 中五 20 

25/2/2019 參觀航空學院和機場 
中 三 至 中

五  
7 

8/3/2019 參觀職訓局青年學院 中四 2 

17/3/2019 跨代共融計劃︰當一天大學生 中三 18 

10/4/2019 學校起動計劃：參觀有線總部 中五 18 

25-16/4/2019 青少年職場體驗計劃 中五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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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日期 活動名稱 對象 人數 

升學及事

業輔導組 

30/4/2019 沙田職訓局開放日 中三四 41 

10/5/2019 
參 觀 港 鐵 學 院 ︰ STEM 4 Girls 

Mentorship Programme  
中四 3 

校風發展

組 
3/11/2018 風紀正向訓練日營 

中 二 至 中

五 
20 

宗教組 

7/10/2018 香港聖公會聖巴拿巴堂教育主日崇拜 中一 4 

20/10/2018 Enlighten 慈善籌款音樂會 中五 2 

21/10/2018 聖公會施洗聖約翰堂教育主日崇拜 中一 4 

11/2018-7/2019 突破機構 MineCity 中一二 5 

1/12/2018 安達嘉年華 
中 一 至 中

五 
30 

19/1/2019 教省教育日崇拜 中六 1 

11/2/2019 團契行山 
中 二 至 中

六 
10 

中文科 

31/10/2018 中大實景寫作活動- 尋找中文的足跡 中四 26 

1/2019 
西 貢 蕉 坑 獅 子 會 自 然 教 育 中 心

─iMovie 步移法寫作 
中二 24 

18/5/2019 
《獅子山下的筆跡．地景文學》北角

文學考察 
中二 7 

通識教育

科 

28/11/2018 參觀機電工程署總部教育徑 中一 96 

21/1,29/1/2019 參觀將軍澳堆填區 中五 90 

20/3,3/4/2019 參觀立法會大樓 中四 67 

29/3/2019 參觀香港高等法院 中四 26 

物理科 22/1/2019 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天文課程 中六 16 

生物科 
16/1/2019 米埔自然保護區 中四六 20 

17/1/2019 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 中五 18 

綜合科學

科 

28/9/2018 參觀科學館 中三 92 

24/11/2018 參觀科學館 中一 96 

15/2/2019 參觀太空館 中二 90 

地理科 

5/12/2018 長洲海岸考察 中六 15 

15/01/2019 梅窩農業考察 中五 13 

28/01/2019 機場考察 中四 18 

11/04/2019 大帽山考察 中五 13 

17/04/2019 將軍澳堆填區考察 中一 48 

健康管理

及社會關

懷科 

8/11/2018 參觀恆健坊 中六 15 

23/1/2019 探訪耆康會東區老人日間護理中心 中五 11 

旅遊與款

待科 

8/10/2018 酒店全接觸(YMCA) 中五 20 

26/10/2018 美荷樓巡遊 中四 20 

7/12/2018 餐桌禮儀及優質顧客服務態度課程 中六 14 

28/1/2019 香港國際機場參觀巡遊 中四五 30 

22/2/2019 馬會會所餐廳參觀活動 中五 20 

30/4/2019 海洋公園工作實錄工作坊 中四 20 



20 

 

組別 日期 活動名稱 對象 人數 

電腦科 

6/10/2018 保險業資訊科技應用及電競賽車體驗 中二 22 

23/3/2019 大數據體驗日 中四五 10 

26/3/2019 
「無界限」Oculus 虛擬實境教育實驗

計劃啟動典禮暨專業培訓工作坊 
中四 6 

10/4/2019 學校起動計劃企業參觀有線寬頻 中五 17 

5/7/2019 
香港中文大學 55 週年校慶人工智能工

程會議  
中四五 20 

6/7/2019 
「無界限」Oculus 虛擬實境教育實驗

計劃 VR360 微電影工作坊 
中四 5 

商科領域 

28/1/2019 參觀周堅如會計師行 中五 21 

22/3/2019 參觀｢趁墟做老闆｣展銷會 中三 96 

27/4/2019 參觀天比廣告有限公司 中四 18 

視覺藝術

科 
1/4/2019 中學生創作展 中四五 25 

音樂科 28-3-2019 
香港管弦樂團 2018/19 賽馬會音樂密

碼教育計劃 
中一 100 

訓育組 

8,9/9/2018 
環保工作︰港燈「綠得開心推廣大使」

巡迴展 
 300 

24/9/2018 中四外展訓練日營 中四 96 

20/10/2018 兒童發展基金︰參觀香港中文大學 
友 師 及 學

生 
54  

25/10,1/11/2018 領袖訓練︰高爾夫球訓練計劃 中一二 18 

17/2/2019 
兒童發展基金︰小組活動：海洋公園

一日遊 
中二 9 

18/2/2019 兒童發展基金︰八鄉少訊電競日 中二 6 

30/3/2019 兒童發展基金︰青豐少年日營 
中 二 及 友

師 
45 

6/4/2019 泥涌樹木研習徑 中四 7 

18/5/2019 秀才計劃︰War Game 中一 2 

4-6/2019 Teen Care Program 中一二 18 

29/6/2019 秀才計劃︰生命歷情體驗館 中一 6 

6/7/2019 秀才計劃︰保齡同樂日 中一 6 

6/7/2019 綠得開心推廣大使訓練 中四 2 

 

 

 

 

 

 

 

 

 

 

 

「學願 STEM@中草藥」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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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學團 

組別 日期 活動名稱 對象 人數 

教務組 3-7/7/2019 北京、天津閱讀、歷史文化交流團 中二至中三 20 

中國歷史 
22-28/4/2019  一生一師同心遊 中三級 1 

26-29/6/2019 高中中國歷史科台灣考察團 中五級 20 

地理科 /旅

遊 與 款 待

科 

7-12/7/2019 海上教室暨台中環保考察團 中四五 20 

商科領域 28-29/6/2019 大灣區考察之旅 中四 33 

視 覺 藝 術

科 
28/6-2/7/2019 青年匯聚 2019 青年交流團 中四五 9 

訓育組 
17-22/12/2018 廣西義工交流團 中三 47 

17-19/12/2018 深圳義工交流團 中三 46 

體育科 2/7-7/7/2019 日本福崗暑期手球訓導計劃 中二至中五 20 

對 外 事 務

組 /正向教

育組 

16-29/7/2019 「正向旅程豐盛心靈」澳洲生活體驗團 中三至中五 15 

對 外 事 務

組 /STEAM

教育小組 

10-13/4/2019 四校聯辦 STEM 創新科技首爾交流團 中四至中五 10 

 

 

 

 

 

 

 

 

 

 

 

 

社會服務活動 

組別 日期 活動名稱 對象 人數 

教務組 15/3/2019 喜閱創造社會服務(探訪老人院) 中二三 25 

升 學 及 事

業輔導組 

15/3/2019 
潛能拓展小組攝影小組︰安老院義務攝

影 
潛能小組 8 

30/3/2019 潛能拓展小組︰氣球牆和攝影 潛能小組 18 

1/5/2019 潛能拓展小組︰協作氣球布置 潛能小組 8 

宗教組 

10/2018-5/2019 安泰補習義工計劃 中二 14 

27/10/2018 聖約翰座堂 Michaelmas Fair 中一 7 

10/2018-3/2019 Servant Team 尼泊爾兒童事工 中二至中四 9 

中國歷史及台灣升學交流團 台中郵輪考察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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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日期 活動名稱 對象 人數 

宗教組 

13/12/2018 安達邨獨居長者探訪 中二 30 

25/6/2019 
「老友記眼中的香港 18 區」第二屆「長

幼樂 VR」計劃 
中二 4 

視 覺 藝 術

科 
27/11/2018 

保良局余李慕芬紀念學校協作計劃

2018—2019 共融友愛齊創作 
中四 12 

訓育組 

2/11/2018 Joyful Buddy 正向小組義工服務 中一 11 

3/11/2018 秀才計劃︰東九龍總區社區日 中一 10 

9-11/2018 「健康和諧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中三四 11 

15/12/2018 讓愛走動綠色聖誕嘉年華 中四 6 

20/1/2019 第十六屆環保嘉年華 中四 6 

22/6/2019 售旗義工服務 中二至四 32 

 

其他 

組別 日期 活動名稱 對象 人數 

教務組 
10/2018-3/2019 閱讀工作坊 中二三 25 

13/7/2019 飛躍理想精英計劃啟動禮 2019 中一 15 

升 學 及 事

業輔導組 

22/2/2019 中三選科啟動日營 中三 96 

8/5/2019 中三選科博覽會 中三 96 人 

17/5/2019 中三選科家長晚會 中三家長 55 人 

訓育組 

30/8/2018 新來港學童小組︰迎新聯誼會 新來港學生 10 

14/9/2018 中二至中五家長晚會 
中二至中五

家長 
100 

21/9/2018 中秋晚會 對外 1000 

19-20/9/2018 
機電工程署能源效益事務處學校展覽

18/19 
中一至中六 560 

28/9,12/10/201

8 
遊牧部落計劃︰自我認識工作坊 中四 13 

26/9–1/10/2018 環保工作︰升級再造工作坊 中一二 12 

2/10-6/11/2018 Joyful Buddy 正向小組︰正向小組 中一 11 

5/10/2018 新來港學童小組︰中秋晚會服務後聚餐 新來港學生 11 

10/10/2018 
環保工作︰秋祭漂書日 及「Re 乜 Re 物」

物品再生日 
中一至中六 560 

18/10/2018 Joyful Buddy 正向小組︰歷奇訓練 中一 11 

10-11/2018 正向家長小組 家長 13 

10-11/2018 桌遊社交小組 中一二 8 

26/10/2018 新來港學童小組︰校園 BBQ 新來港學生 10 

27/10/2018 Joyful Buddy 正向小組︰行山挑戰 中一 9 

10/2018-4/2019 環保工作︰綠化班房計劃 中一二 192 

10-12/2018 遊牧部落計劃︰敲擊音樂課 中三四 13 

5/1/2019 兒童發展基金︰「陪著你走」啟動禮 中一 52 

12,19/1/2019 兒童發展基金︰「青豐少年」師友活動 中二 50 

1-2/2019 遊牧部落計劃︰糊塗戲班戲劇訓練 中三四 9 

http://www.plkylmf.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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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日期 活動名稱 對象 人數 

訓育組 

16/2/2019 遊牧部落計劃︰觀塘匯演四校聯合綵排 中三四 7 

23/2/2019 
遊牧部落計劃︰觀塘海濱匯演 -Youth 

Arts Fiesta 
中三四 9 

1-3/2019 
兒童發展基金︰「陪著你走」興趣班及

成長小組 
中一 52 

13/4/2019 HKIE Engineering Day STEM 推廣活動 中三 5 

3-5/2019 環保工作︰大學生 STEM 創客計劃 中二 20 

3-6/2019 兒童發展基金︰隌著你走興趣班及小組 中一 52 

4–6/2019 
環保工作︰廚餘機資助先導計劃廚餘收

集及操作 
中一 18 

7-12/7/2019 環保工作︰舊書買賣 中一至中三 280 

對 外 事 務

組 
11,25/11/2018 中學巡禮 

區內小學學

生及家長 
800 

宗教組 

9/2018-6/2019 細胞小組 中二 14 

10/2018-5/2019 栽培小組 中二三 5 

10-11/2018 信仰小組 中四至中六 6 

26/10/2018 佈道會 中二三 190 

26/10/2018 愛筵 BBQ 中一至中六 60 

10/2018-5/2019 中一細胞小組 中一 7 

10/2018-6/2019 Bible Cafe 中四 7 

10-11/2018 中一 Alpha course 小組 中一 96 

28/11/2018 團契大型活動 中一至中六 20 

18/1/2019 From Me to We –捐血日打氣  22 

24/1/2019 From Me to We –齊齊寫揮春 中一至中六 30 

31/1/2019 團契團年飯 中一至中六 93 

1/3/2019 中六感恩分享會 中六 75 

18/4/2019 From Me to We –復活節祝福 中一至中六 550 

18/4/2019 復活節崇拜 中一至中五 190 

15/4/2019 扶輪少年服務團成立典禮 中二 100 

2-6/2019 詩歌小組 中一至中三 18 

20/6/2019 團契相交運動 中一至中三 8 

26/6/2019 From Me to We─感謝日 全校教職員 90 

中文科 

9/2019 中秋與花燈 / 中秋午間文化活動 中一至中六  

11/2018-6/2019 明報 2018/2019 小作家培訓計劃 中二 2 

10-14/12/2018 學術周：失傳中的中華文化 中一至中六 / 

23/3/2019 
「筆述我城他與她：初中學生文學景點

考察」2018/19 學年精讀創作工作坊 
中三 1 

普通話科 4/2019 齊看電影讀劇評 中一至中二 全級 

宗教科 9/2018-5/2019 正向旅程培育計劃 中四 96 

旅 遊 與 款

待科 

10,14/12/2018 「咖啡拉花入門工作坊」活動體驗 中四五 40 

4-5/2019 初階咖啡拉花工作坊 中四五 12 

5-7/2019 手沖咖啡及品嚐班 中四五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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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日期 活動名稱 對象 人數 

電腦科 

8/12/2018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Maker Faire 2018

展覽 
中一四 5 

21/12/2018 迦密梁省德小學開放日展覽 中一 2 

4-6/1/2019 
「創科繽 FUN 大灣區」粵港澳大灣區創

科 X STEM by Me 成果展 
中四 4 

3,10,17/4/2019 TELLO EDU 航拍機編程課程 中一四 8 

4/5/2019 Google CS First 嘉許禮 中二 4 

4/5/2019 Microsoft Education Forum 學校展覽 中一 3 

5/7/2019 
第四屆海峽兩岸 STEAM 嘉年華學校展

覽 
中一至中三 15 

商科領域 
24-26/8/2018 幫你做老闆 – 創業學習賽 中四至中六 9 

22-24/3/2019 ｢趁墟做老闆｣2019 展銷會 中四五 13 

音樂科 

1/12/2018 聖誕報佳音安達嘉年華 區內居民  

4/2019 音樂日 中一至中六 100 

16/4/2019 
賽馬會音樂密碼教育計劃 2018/19 室樂

小組到校表演 
中一至中三 300 

25/5/2019 畢業禮表演管弦樂班及 A CAPPELLA 中一至中六 600 

視覺藝術 
14/9/2018 「長幼樂 VR」計劃 中五 4 

9/7/2019 校園藝術大使 中四五 2 

 

 

 

 

 

 

 

 

 

 

 

 

 

 

 

 

 

 

 

 

 

 

 

 

 

 

 

 

 

 

參觀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 

參觀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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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生表現 

1. 學生體格發展 

本校學生於可接受重量範圍內的百分比 

年級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男生 32.2% 29.3% 37.7% 39.7% 49.3% 46.5% 

女生 39.4% 37.8% 51.2% 46.7% 63.2% 75.0% 

 

2. 離校學生出路 

本校中六學生在香港中學文憑取得報讀本地學位課程最低要求的學生百分率達 4.0%。其

升學及就業的出路統計如下： 

出路類別 百分比 

本地大學學士學位課程 4.00 

本地全日制副學位課程 20.00 

本地職業訓練及持續進修課程  54.67 

重讀 1.33 

香港以外地方升學 4.00 

就業 4.00 

其他 12.00 

 

3. 學業以外的表現 

學生參加校際比賽獎項繁多，教師亦獲得不少榮譽，列舉部份如下︰ 

 

STEM 教育方面： 

⚫ RoboSTEAM Hong Kong Open 2019初級組冠軍及最佳團體合作獎； 

⚫ HK ROV Challenge MATE Scout水底機械人比賽地區比賽季軍； 

⚫ 2019第三屆創客馬拉松一等獎、二等獎、最佳人氣獎及最佳科技獎； 

⚫ 香港工程師學會資訊科技分部創科比賽 2018——未來學校銅獎； 

⚫ 江港澳及海外華裔少年創客成果展創客文化傳播獎； 

⚫ 學習如此多紛 2019 iGeneration Hong Kong i-Code（程式設計）初中組亞軍；

Microsoft GirlSpark Infinitie Program 2019 最佳團隊獎。  

 

體育方面： 

⚫ 學校體適能獎勵計劃至 FIT校園銅獎及至 FIT 校園推動獎； 

⚫ 校際手球邀請賽「禁毒盃」乙組冠軍及丙組冠軍； 

⚫ 學界第三組田徑錦標賽甲組跳高冠軍、甲組跳遠亞軍、乙組鉛球亞軍、甲組 4×100

米接力亞軍及乙組 4×400米接力亞軍； 

⚫ 中學校際手球比賽團體總冠軍及丙組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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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比賽方面： 

⚫ 環境運動委員會第十六屆香港綠色學校獎金獎； 

⚫ 「大中華百分百香港名牌大獎」CSR香港卓越綠色學校大獎； 

⚫ 港燈綠得開心學校@智「惜」用電計劃 2018 年度三星級「綠得開心學校」； 

⚫ 港燈最傑出「綠得開心學校」大獎中學組冠軍； 

⚫ 港燈「綠色能源夢成真」2018季軍； 

⚫ 香港環境卓越大獎 2018中學組優異獎。 

 

文藝比賽方面︰ 

⚫ 香港教育城「e悅讀學校計劃獎勵計劃」傑出表現學生獎亞軍及季軍； 

⚫ 「I am unique， I am extraordinary 獨特而非凡的我」寫作比賽優異獎； 

⚫ 新閱會「我的喜閱片段」手機短片比賽季軍； 

⚫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第一屆微電影創作大賽中國傳統節日 2018 學生組冠軍； 

⚫ 「大灣區知識爭霸戰」中學賽最具人氣學校亞軍； 

⚫ 香港浸會大學第十屆大學文學獎少年作家獎。 

 

師生榮譽方面︰ 

⚫ 觀塘區優秀學生獎勵計劃優秀學生獎； 

⚫ 政賢力量「卓越學生領袖選舉」卓越學員奬； 

⚫ 2018年度關愛團隊及全方位關愛老師。 

 

詳情可參考本報告「學生獎項」一節。 

 

 

 

 

 

 

 

 

 

 

 

 

 

 

 

 

 

 

 

 

 

 

 

 

 

訓練後與日本教練合照 

全港 Rummikub 數學棋盤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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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2018-2019 年度財政報告 

  收入 ($) 支出 ($) 

I.  政府資助   

  (1)   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甲)   一般範疇     

1 擴大的營辦津貼(包括學校及班級, 家具及設備,培訓,增補,補充津貼) 1,862,277.92 2,078,729.43 

2 行政津貼 3,268,698.00 3,099,028.50 

3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465,013.00  355,716.14 

4 空調設備津貼 318,586.00 498,093.74 

 (I)甲： 5,914,574.92 6,031,567.81 

      

        (乙)  特殊範疇   

1 有關學生支援津貼 33,502.00 9,976.00   

 (包括為新來港學童而設的校本支援計劃)   

2 學校發展津貼 478,082.00 437,160.00   

 (I)乙： 511,584.00 447,136.00 

    

    

  小結： 6,426,158.92 6,478,703.81 

II.   學校津貼 (一般津貼)   

(1) 堂費 81,920.00 101,969.70   

(2) 捐款 359,655.21 325,033.48 

(3) 籌款 —   — 

(4) 具特定用途的收費 (包括空調電費) — — 

    

 小結： 441,575.21 427,003.18 

總結： 6,867,734.13 6,905,706.99 

2018/2019年度總盈餘/(赤字)  (37,972.86) 

 

 

 

 

 

 

 

 

 

 

 

 

 

家校會烹飪活動 

「悅」滿中秋照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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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跟進及發展 

在本期的三年學校發展計劃(2018/19-2020/21)，學校將以「課程更新‧因材施教」及「正

向心靈‧豐盛旅程」為發展主題，共有三大關注事項，表列如下： 

關注事項 策略大綱 

課程持續更新，開拓學習經

歷 

1. 以跨科協作推動開拓及創新精神 

2. 推動 STEAM教育及資訊科技教育 

3. 增設多元學習廊，安排新穎學習活動  

4. 推動基本法教育及國情教育 

5. 推動跨學科語文學習：學科家課及評估加入語文表達要求 

6. 推行跨課程閱讀活動，透過主題式探究，推動學生閱讀不同

學科書籍。 

7. 改革 6日循環周為兩星期循環周，增加校本課程 

照顧學習差異，推動自主學

習  

1. 經營初中精英班 

2. 推動個別跟進計劃及成績追踪工作 

3. 加強特殊學習需要學生支援 

4. 學科發展照顧差異的教學設計 

5. 優化精英計劃，繼續提供學術支援及發展學習經歷。 

6. 推動學科開拓課堂學習空間：「課堂結構：教學與實踐空間」、

「學生帶問題上課」、「教師提問技巧」，培養學生掌握不同學

習方法。 

7. 重新檢視功輔節作用，規劃學生做家課及備課工作，培養學

習態度。 

推行正向教育，優化紀律校

風 

1. 將 Outward Bound 元素「挑戰、策略、鍛練」，配合 Growth 

Mindset，轉化為校園生活及學習文化。 

2. 將 Responsive Classroom 元素引入班級經營。 

3. 推動正面紀律，在出勤及儀容問題上，加強班主任、級訓導、

家長之間的合作模式。 

4. 建立學生尊重與珍惜的文化，舉行校風活動及服務，內化學生

品德。 

5. 讓基督教信仰滲透校園，推展關愛文化，建立學生關愛團隊，

使用宗教科課堂作平台，接觸不同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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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學生榮譽榜 
 

一、 全年品學兼優獎 

級別 姓名 

中一 麥咏欣 

中二 劉奕琳 

中三 藍曦雯 

中四 陳樂津 

中五 梅浚賢 

中六 范德鎮 

 

二、 學業優異獎   

中一  中二  中三 

1A 馬志建  2A 胡瑋城  3A 黃嘉儀 

1B 徐倩婷  2B 李穎茵  3B 冼浩彬 

1C 招君灝  2C 楊樂曦  3C 藍曦雯 

1D 麥咏欣  2D 劉奕琳  3D 楊嘉鈺 

        

中四  中五  中六 

4A 張綺萍  5A 黃子俊  6A 羅振鳴 

4B 黃瑞鵬  5B 余建樂  6B 鄧力維 

4C 陳樂津  5C 梅浚賢  6C 范德鎮 

4D 黃潘穎  5D 龍銘進  6D 吳子豪 

 

三、 各級首 5名學生 

名次 中一 中二 中三 

第一名 1D 麥咏欣 2D 劉奕琳 3C 藍曦雯 

第二名 1C 招君灝 2C 楊樂曦 3C 張家穎 

第三名 1C 許自賢 2C 宋嘉寧 3C 邱愛琳 

第四名 1C 高欣怡 2C 楊嘉康 3D 楊嘉鈺 

第五名 1C 高欣怡 2C 馮子晴 3C 劉雨潔 

 

名次 中四 中五 中六 

第一名 4C 陳樂津 5C 梅浚賢 6C 范德鎮 

第二名 4C 陳思坍 5D 龍銘進 6C 楊珏希 

第三名 4C 何香誼 5C 程志翔 6C 方靖 

第四名 4C 鄧裕群 5C 朱嘉穎 6C 唐浩權 

第五名 4C 葉佳茵 5C 王華鵬 6C 溫芷茵 

 

中華文化手工藝，考驗細心與耐性 

米埔野外考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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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科第一名獎 

中一  中二 

1C 英國語文 招君灝  

2D 

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

通識教育、綜合科學、普通電

腦科、中國歷史、地理、普通

話、視覺藝術 

劉奕琳 

1D 

中國語文、數學、通識教

育、綜合科學、普通電腦

科、中國歷史、地理、普

通話 

麥咏欣  

1B 視覺藝術 林秀欣     

 

中三  中四 

3C 中國語文 邱愛琳  4C 中國語文、通識教育 陳思坍 

3D 數學 楊嘉鈺  4C 英國語文、數學延伸單元二 吳尚衡 

3D 普通電腦 何家俊  4D 數學、物理、化學 黃潘穎 

3C 
英國語文、通識教育、綜合科

學、地理 
藍曦雯  4C 生物 曹綽研 

3C 中國歷史、基本商業 劉雨潔  4C 中國歷史 林楨官 

3C 視覺藝術 鄧瑩棻  4C 地理 鄧裕群 

    4C 經濟、旅遊與款待 何香誼 

    4C 企業會計財務 葉佳茵 

    4D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黃詩銘 

    4C 資訊及通訊科技 黃成 

    4C 視覺藝術 鄭凱茵 

 

中五  中六 

5C 中國語文 朱嘉穎  6C 

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必

修部份、物理、化學、數學延

伸部份單元二 

范德鎮 

5D 英國語文 龍銘進  6C 通識教育、資訊及通訊科技 楊珏希 

5C 數學、通識教育、物理、化學 梅浚賢  6C 中國歷史、地理 陳國棟 

5C 生物 莫思藍  6B 視覺藝術、旅遊與款待 胡家豪 

5C 中國歷史 盧柱廷  6C 數學延伸部份單元一 鄒昌憲 

5C 地理 王華鵬  6C 生物 溫芷茵 

5A 經濟、企業會計財務 黃子俊  6D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吳雅儀 

5D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林心怡     

5D 資訊及通訊科技 鄧嘉穎     

5D 旅遊與款待 吳凱慧     

5C 視覺藝術 鄭穎聰     

5C 數學延伸單元二 黃弘恩     

 

五、 何明華成績進步獎勵計劃 

第一階段最佳進步學生：2B陳智勤、4C呂諾兒、1C 張浩然、2D蔡頌恩、2A李酆凝、2A林灝彥 

第二階段最佳進步學生：3D潘炫林、3A 周鳳洋、3D 鄭志鵬、3D鄭樂恩、3D張永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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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獎學金 

1. 施洗聖約翰堂宗教科獎學金 

2C 朱廣澎、3D甘海琳、5B何宇洋 

2. 馬煒文校友獎學金 

4C何香誼、4C葉佳茵、4C陳樂津、4C 盧澤成、4C吳尚衡、4C莊善棓、4C鄧裕群、 

4C陳思坍、4D黎浩然、4D黃潘穎、4D余舒穎、4D施錦桓、4D陳煒鈿、4D陳圓兒、 

4D馮智芊、5A譚家壕、5B梁嘉盈、5C莫思藍、5C徐智茵、5C楊仕凱、5C王華鵬、 

5C劉子鴻、5C蔣進彬、5C伍樂兒、5C張芯螢、5C朱嘉穎、5C梅浚賢、5D邵仲熙、 

5D鄧曉鋒、5D何浩繁、5D彭梓竣、5D許穎雯 

3. 周堅如會計師行會計科獎學金 

4C何香誼、4C陳思坍、4C 葉佳茵、4C 鄧裕群、5A黃子俊、5C伍樂兒、5D何浩繁、6C唐浩

權、6C羅藝力 

4. 黃澤楷校友獎學金 

3A黃嘉儀、3B李銘輝、3C劉雨潔、3D蔡家達 

 

七、 校內課外活動獎項 

1. 課外活動傑出表現獎 

風紀隊隊長：6B蔡略膨、6C鄒昌憲  

學生會會長、校內傑出運動員(田徑徑項)：6A林傲然 

 

2. 全年社際總冠軍—崇社(紅社) 

 

3. 班際壁報比賽 

中一、中二： 冠軍 2C  亞軍 2D  季軍 1D  殿軍 1A 

中三、中四： 冠軍 4B、4C       季軍 3D  殿軍 4A 

中五、中六： 冠軍 6A、亞軍 6D  季軍 5B  殿軍 5A 

 

4. 班際球賽 

中一班際閃避球比賽：冠軍:1B 亞軍:1A 季軍:1C 

中二班際閃避球比賽：冠軍:2D 亞軍:2A 季軍:2C 

中三班際三人籃球賽：冠軍:3C 亞軍:3B 季軍:3D 

中四級班際籃球比賽：冠軍:4B 亞軍:4A 

中五級班際籃球比賽：冠軍:5B 亞軍:5A 季軍:5D 

中六級班際籃球比賽：冠軍:6C 亞軍:6D 季軍:6B 

 

5. 社際球賽 

社際五人籃球比賽(男子公開組)： 冠軍:德社  亞軍:藝社  季軍:尚社 

社際師師生排球比賽(公開組)： 冠軍:崇社  亞軍:德社  季軍:藝社 

社際女子排球比賽： 冠軍:德社  亞軍:崇社  季軍:藝社 

 

揮動社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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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樂冠滿型歌唱比賽 

⚫ 合唱 

  冠軍：6B蔡略膨、6D徐錦偉、6D劉冠璣    

  亞軍：6C葉雨豪、6C黃泓諾、6D梁培輝、6D羅啟賢 

  季軍：1C王泳兒、1C關碧雯、1C朱海琳 

⚫ 獨唱 

  冠軍：6D 劉冠璣 

  亞軍：4C 吳尚衡 

  季軍：4C 鄧裕群 

 

7. 2018-2019 年度校內傑出運動員 

⚫ 男子組 

籃球：6B 胡家豪 

手球：5A 張俊傑 

田徑跳項:6D 吳兆熙 

田徑擲項:5B 李梓源 

田徑徑項:6A 林傲然 

九分鐘耐力跑(初中組)冠軍:3A 蔡榮捷 

九分鐘耐力跑(高中組)冠軍:6A 林傲然 

⚫ 女子組 

手球：3C毛淶 

排球：3B林晞瞳 

田徑跳項:2D 叶恩婕 

擲項:3C曹詠珊 

徑項:4D余舒穎 

九分鐘耐力跑(初中組)冠軍:3C毛淶 

九分鐘耐力跑(高中組)冠軍:4D陳圓兒  

 

八、 校外運動獎項 

1. 學界排球女子乙組賽 

殿軍：3B林晞瞳(代表) 

 

2. 學界籃球男子丙組賽 

殿軍：2B何東乘(代表) 

 

3. 學界手球賽 

男子甲組季軍：5A張俊傑(代表) 

男子乙組亞軍：4B 黃瑞鵬(代表) 

男子丙組冠軍：2D 李亮宏(代表) 

學界手球團體男子總冠軍：5A張俊傑(代表)、4B黃瑞鵬(代表)、2D李亮宏(代表) 

 

 

蓄勢待發 

 能量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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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男子學界第三組田徑錦標賽 

甲組跳高冠軍：6D吳兆熙 1.87米 

甲組跳遠亞軍：6D 吳兆熙 5.96米 

乙組鉛球亞軍：4B 王哲陽 10.91米 

甲組 400米殿軍：6D湯家勇 56.88 秒 

甲組跳遠殿軍：6A 莫家寶 5.56米 

乙組 200米殿軍：4B 張俊立 25.63 秒 

乙組 200米季軍：3D鄧宇健 25.49 秒 

甲組鉛球季軍：5B 李梓源 10.58米 

甲組三級跳殿軍：6C陳國棟 11.46 米 

甲組 4X100 米接力亞軍：6D湯家勇、6A張家源、6D吳兆熙、6A莫家寶 46.90 秒 

乙組 4×400 米接力亞軍：4D鄧頌鏮、4B黃瑞鵬、3D葉穗榮、3D鄧宇健、4B張俊立 3:58.18

秒 

個人/隊際獎項：1 冠軍 4亞軍 2季軍 4殿軍 

甲組團體成績--殿軍   

5. 女子學界第三組田徑錦標賽 

乙組 4X100 米接力殿軍：3D林嘉欣、3B 林晞曈、4D余舒穎、2D叶恩婕 57.44 秒  

個人/隊際獎項： 4 殿軍    

 

九、 公開比賽獎項 

1. 第三屆深港中學生創客馬拉松 

一等獎：3D 葉雅詩 

二等獎：3C 黃芷珊、3C呂家耀、3D李念慈、3D伍學華 

三等獎：3B 區栢賢、3C雷曉婷、3C施莹莹、3C徐思瑩、3C楊芷慧 

最佳人氣獎：3D李念慈 

最佳科技獎：3D葉雅詩 

 

2. 香港浸會大學第十屆大學文學獎 

少年作家獎：5C鄭朗 

 

3. 「觀塘區學生飛躍表現奬勵計劃」獎學金 

1C招君顥、1D麥咏欣、2C楊樂曦、2D 劉奕琳、3C藍曦雯、3C張家穎 

 

4. 建造業職安健海報設計比賽 2018 

中學組最踴躍參與獎 

中學組優異獎：5C 鄭穎聰 

 

5. 香港 STEM教育聯盟主辦第一屆青少年 STEM 知識競賽校際賽中學組最積極參與獎 

 

6. 學校體適能獎勵計劃至 FIT 校園銅獎及校園推動獎 

運動場上 一躍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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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二十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優異獎(2個)及良好獎(2個) 

 

8. 香港工程師學會資訊科技分部創科比賽 2018 銅獎 

 

9. 2017-2018 賽馬會樹仁社區建設計劃「人生由我創短片製作活動」中學組優異入圍獎 

 

10.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第一屆微電影創作大賽「中國傳統節日 2018」學生組冠軍 

 

11.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舉辦的「社會資本動力獎」嘉許計劃社會資本動力標誌獎 

 

12. 江門市青少年科技大賽暨江港澳及海外華裔少年創客成果展創客文化傳播獎 

 

13. 新閱會「我的喜閱片段」手機短片比賽季軍 

5C莫思藍 

 

14. 港燈智惜用電計劃 2018「綠色能源夢成真」季軍 

 

15. 百樂施教育基金會有限公司主辦第六屆「阿爸、阿媽，食飯喇！」校際烹飪比賽嘉許獎 

 

16. 禁毒基金支持計劃校際手球邀請賽「禁毒盃」乙組冠軍及丙組冠軍 

 

17. 最傑出「綠得開心學校」大獎 2018 

中學組冠軍 

 

18. 香港環境卓越大獎(2018) 

中學組優異獎 

 

19. 第十一屆晞望獎學金 

4C曹綽研 

 

20. 喜『閱』學校嘉許計劃頒發「喜『閱』學生」嘉許獎 

4C陳樂津、5C莫思藍 

 

21. 學習如此多紛 2019 iGeneration Hong Kong i-Code (程式設計) 初中組 亞軍 

1D張丹、1D賴昊天、1D林嘉洛 

 

22. “The Next Influencers”數碼傳訊比賽 —「點止救火咁簡單」優秀作品獎 

3C曹詠珊、3C鄧瑩棻、3C徐思瑩、2C 施兆豐 

 

23. RoboSTEAM Hong Kong Open 2019 香港區公開賽初級組冠軍、初級組最佳團隊合作獎 

1C招君灝、1C洪朝基、1C蔡慶餘、1C 黃俊越 

奔馳如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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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Microsoft GirlSpark Infinitie Program 2019 最佳團隊獎 

1B張家金、1B徐倩婷、1B林秀欣、1B 劉曉柔 

 

25. 「大灣區知識爭霸戰」香港中學賽最具人氣學校亞軍 

2D劉奕琳、4B冼文森、5D魏榮熙 

 

26. 2018-2019 青少年漫畫比賽優異獎 

2C關潤瑜 

 

27. 第二十一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2019 

九龍區高中組比賽優異星獎：4C何香誼 

九龍區高中組比賽優異獎：4D譚鳳儀、1D劉鎵欣、1D麥咏欣 

 

28. HK ROV Challenge MATE Scout水底機械人比賽 - 地區比賽季軍 

2C楊樂曦、3C呂家耀、4C陳樂津、4C 盧澤成、5D鄧曉鋒 

 

29. i-Learner 智愛閱讀中文計劃「學校優秀學員獎」 

2D劉奕琳 

 

30.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 2018(香港賽區)銅獎 

3D蔡家達 

 

31.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香港賽區)(中一至中三) 初賽 

二等獎：1D 麥咏欣、2C楊樂曦、3D楊嘉鈺、3D蔡嘉達 

三等獎：1D賴昊天、2D鄒文軒、2C盧卓宏、2D劉天翔、3C陳澔宏 

 

32.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華南賽區)(中一至中三) 晉級賽二等獎 

2C楊樂曦、3D楊嘉鈺、3D蔡嘉達 

 

33.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中一至中三) 全國總決賽二等獎 

2C楊樂曦 

 

34. 2019 奧海盃數學競賽 

二等獎：3C呂家耀 

優異獎：3D 楊嘉鈺、3D蔡嘉達 

 

35. 2019 香港數學遊戲公開賽 

金獎：2C楊樂曦、3D 楊嘉鈺 

銀獎：2D鄒文軒 

 

HK ROV Challenge MATE Sc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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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附件：2018-2019 年度特殊津貼財政報告 

 

 

 

 

 

 

 

 

 

 

項目 對象 主要用途 支出 成效 

賽 馬 會 全

方 位 學 習

基金 

全校約 300人 

綜援、低收入家

庭、學生資助計劃

(全額)學生  

交通費、活動

費、入場費、運

動項目費用、全

校旅行、校隊訓

練、樂器班、學

科大型活動、其

他學習經歷津貼 

$177,247.60 ⚫ 擴闊同學視野，尋找個人

興趣 

⚫ 加強同學紀律培訓 

⚫ 增加同學對國情的認識 

⚫ 培育學生承擔精神，發揮

領袖才能 

⚫ 透過不同參觀活動，幫助

同學學習 

校 本 課 後

學 習 及 支

援計劃 

全校約 350人 

綜援、低收入家

庭、學生資助計劃

(全額) 學生 

各級課餘活動、

班級經營、中

一、二生活營、

中一適應班 

$261,098.95 ⚫ 協助高中同學準備公開考

試 

⚫ 培養音樂方面興趣 

⚫ 協助有需要同學在英文科

方面學習 

⚫ 鼓勵班本班級經營活動，

提供群體活動平台 

⚫ 關愛校園活動，為中六同

學提升對升學及就業資訊

的掌握，加強讀書氣氛 

⚫ 在暑假期間，提供課外活

動及學習課本以外知識 

特 殊 學 習

支援津貼 

全校約 100人 

有特殊學習需要

學生 

聘請輔導員、支

援教師、言語治

療服務 

$1,463,043.54 ⚫ 開展抽離式課堂、生涯規

劃活動、個別學習計劃、

言語治療及小組跟進等活

動 

⚫ 外聘導師教授特殊教育需

要學童寫作 

⚫ 考試調適幫助特殊學習需

要學生應付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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