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肇堅維多利亞官立中學
二零零七至二零零八年度
校務報告

我們的抱負

盡展潛能，追求卓越，
行己有恥，自我完善。

我們的使命
為學生締造愉快和充實的校園生活，讓他們接受均衡
的教育，從而培育完整的人格和勇於接受挑戰的精神。

學校簡史
1933 年建校，定名為「初級工業學校」
。創校初期借用加路連山道「維
多利亞英童學校」的校舍。1947 年，本校遷往活道，附設在「工業學院」，
俗稱「紅磚屋」。1957 年，本校與「工業學院」分家，命名為「維多利亞
工業學校」。1979 年遷到現址，為紀念鄧肇堅爵士慷慨捐助，易名為「鄧
肇堅維多利亞工業學校」，成為一間男女校。1997 年再易名為「鄧肇堅維
多利亞官立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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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管理委員會
學校管理委員會於 1998 年成立，成員包括︰
主席︰ 霍李娛馨女士(教育統籌局首席教育主任)
成員︰ 伍小冰女士 (校長)
張錦標先生(社區代表)
張達昌先生(社區代表)
陳華偉先生(校友代表)
蘇樹輝先生(校友代表)
陳何慕貞女士(家長教師會代表)
關徐鳳群女士(家長教師會代表)
麥存志先生(教師代表)
潘燦光先生(教師代表)

教職員名單
1.

2.

學校編制
校長
教師人數
教職員名單
校長
副校長
教師
陳琼珠
陳穎文
馮安兒
郭貺豫
林郭麗嬋
羅文佳
李裕威
麥存志
吳宇飛
岑婉嫺
徐慶剛
楊嘉璧
JENKINS HP

︰
︰

1
63

︰ 伍小冰
︰ 梁世祺
︰
陳麗華
張儲薇
禤志恆
郭麗瑩
林詩慧
李欣欣
廖秀雲
麥巧明
魏孝威
譚桂芬
崔逸興
楊敏儀

曹志卿
陳淑君
蔡偉雄
何佩儀
郭奕元
林若穎
李文哲
陸金華
麥燕珊
彭榮福
唐婉芬
王龍根
楊偉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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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雪怡
周海宏
高麗霞
頼漢聲
劉明惠
利耀明
陸穎珊
莫秀娥
潘燦光
曾志浩
黄思敏
姚李小玉

陳慧琪
傅子傑
鄺美瑛
林國傑
劉小佩
李恩典
馬肇偉
伍達滿
謝妙玲
謝兆紅
黃慧玲
翁翠華

駐校社工
實驗室技術人員
文職人員

︰ 林亦雯
︰ 溫梁綺桃
︰ 霍啓良
甄修瑜

離校教職員︰
趙淑芬
鄒婉貞
梁昶禮
梁文霞
苗若琳
柯秀珍
3.

岑德冠
陳婉紅
吳榮基

馮敏貞
梁保賢
曾慶耀

張銘昌
鄭志明

葉瑞蘭
李宛謄
余英豪

教師獲得的最高學歷
持有碩士或以上學歷的教師百分比
持有學士學位的教師百分比
持有本地專上非學位學歷的教師百分比

教師的專業資格
本校英文科及普通話科老師已 100%達到語文基準的要求。

5.

教師教學經驗
具有 0 至 2 年教學經驗的教師的百分比
具有 3 至 5 年教學經驗的教師的百分比
具有 6 至 10 年教學經驗的教師的百分比
具有 10 年或以上教學經驗的教師的百分比

︰
︰
︰
︰

教師專業發展
教師參與持續專業發展的平均時數
校長參與持續專業發展的時數

︰ 64.3
︰ 80.7

7.

葉思妍
廖慧敏
甘玉連

︰ 24.4%
︰ 73.2%
︰ 2.4%

4.

6.

麥婉雯

7.9%
15.9%
4.8%
71.4%

教師發展日
本校於二零零七年十一月十六日在校內舉行了教師發展日，主題為「校本學習
導向評估」「School-based Learning Oriented Assessment」，由香港教育學院莫慕
貞教授主講及舉辦工作坊。她教授 Rasch 量度 (Rasch Measurement)，安排老師
分組學習使用 WINSTEPS 統計軟件，以提升老師評估學生的技巧，使教與學的
成效更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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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主要活動項目
二零零七年九月
星光大道開學禮
第一天的課 – 眾裏尋他/她
「航天培訓團」重聚
中六領袖訓練營
國慶升旗禮及國旗下的講話
廣泛閱讀計劃（全年）
傑出畢業生預科及大學生活分享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 領袖訓練班
中一家長晚會
「我的 1919」國情教育電影欣賞及反思
傑出學生培訓活動（全年）
全方位培訓計劃 – 校慶紀念活動(全年)
「花木蘭」音樂劇台前幕後工作人員宣誓
「小財大用」班會活動（全年）
大學聯招選科輔導活動（全年）

二零零七年十月
國慶慶祝活動
肇堅盃（全年）
陸運會
水運會
中六領袖訓練營 ─ 尖子培訓（全年）
航天科普講座 – 「飛行講座」
小六生開放日（扮鬼扮馬天空之城）
英語音樂劇 “The legend of O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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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聖節派對
「關愛地球」環保閱讀雙周
參觀香港大學開放日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 誓師儀式及迎新會
「積極投入、愛我維官」班際壁報設計比賽
學生會選舉日

二零零七年十一月
第一次學生全人發展日
家長教師會周年會員大會暨聚餐
紅十字會捐血日
科學學會觀星活動
中一級生命教育活動
「葛福臨佈導會」
會考備戰講座
防火常識問答比賽
從不同宗教角度看生命之基督教
校友工作經驗分享會
參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青衣分校）開放日
午間展覽（海外升學）
家長教師會-「古蹟生態之旅」秋季大旅行
「衣舊回收為環保」

二零零七年十二月
七十五周年畢業頒獎典禮暨校慶開幕
花木蘭音樂劇表演
參觀蘇樹輝博士書法展覽
學校攝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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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旅行
領袖生訪京團啟動禮
聖誕大笪地
便服日
班際盆栽種植比賽
中五畢業生出路講座
好書龍虎榜投票
二零零八年一月
校友會「學生全人發展基金」籌款晚宴
校友會周年會員大會暨聚餐
2007 特區政府施政十件大事評選
中國雪災籌款活動
舊曲新詞創作比賽
環保可持續發展及愛心（浸會愛群）探訪長者服務
親子閱讀比賽
輕輕鬆鬆話維官
大哥哥大姐姐活動「我們是一家人」
「擴闊視野」環保為公德行動
環保為公益 2008 慈善清潔運動
奧運倒數 200 日
黃桂林先生「說和話，口才自學法」專題培訓活動
敬師日
中文大學 CRATE 成立典禮
家長日 － 給爸爸媽媽的信

二零零八年二月
航空探知館「多媒體通識工作坊」暨學生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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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利是」籌款
盆菜宴
擇業常識問答比賽
「家校大比拼」競賽活動
家長教師會十五周年會慶
英文科情人節攤位遊戲
參觀「奧運珍藏品香港區巡禮」
慎思、慎言、慎行 – 「藝人不雅照片」事件反思會

二零零八年三月
第二次學生發展日
中七級結業禮
中五級結業禮
出版「閱讀多樂趣」
中三選科講座
香港七人欖球比賽
家長教育講座：如何避免子女接觸網上不良資訊講座
中三家長晚會
中一拔尖保底課程(三月至八月)
中文大學機械及自動化工程學系「機械人教育中心」成立典禮聯校科展
總有你鼓勵大行動
大學以外其他升學途徑講座
2008 北京航天科普修學團
二零零八年四月
中一、二級家長教育講座 – 美麗前程家長晚會
航天科普之傑生訪問 – 無線電視台到訪
維官悅讀大本營 － 響應世界閱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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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閱讀比賽
家長學生齊敬師
深圳生活科技博覽會暨長城杯電腦機械人大賽
IRIS 工作坊
全國互聯網機械人 2008 分區比賽
「奧運倒數 100 日」
愛心之旅(春の約)長者服務
環保大旅行
全港公益少年團象棋比賽
班際英文歌唱比賽 (English Songs to Break the Silence)
「開心果」日

二零零八年五月
中一至中三級美麗前程 – 由你開始講座
午間歡聚 – 甜在心頭
午間歡聚 – 不一樣的運動 – 草地滾球
午間歡聚 – 駕樂無窮汽車知識
午間歡聚 – 愛心無限 – 寵物飼養
中國古代書畫文物藝術周
「五四青年節」升旗禮及國旗下的講話
維青盃
英語週
香港學生健康食譜及廚藝比賽「水果賀壽七十五、健康美味添 fun fun」
2007/2008 年度灣仔區公益少年團週年頒獎典禮
四川大地震賑災活動
抗震救災須知講座及籌款活動
家教會 IT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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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哥大姐姐活動「温故知新問答比賽」
環保大旅行
傑生訪問 – 亞洲電視到訪

二零零八年六月
校友管弦樂團錄音
校史館啟用
「花木蘭」演員試妝
塔門海下灣環保之旅
試後活動
出版「閱讀多樂趣」
音樂日
出版「維窗」
舊校服回收計劃
出版「家教會會訊」

二零零八年七月
七十五周年校慶音樂劇 – 花木蘭(公演三場)
花木蘭音樂劇之教師分享工作坊「亦師亦友」專場
初中思辨技巧訓練課程
舊書買賣
科學園計劃
社區心肺復甦證書課程
加拿大多倫多英語修學團
中一新生家長迎新會
結業禮

13

二零零八年八月
中一迎新日
中六迎新日
會考放榜講座
中一、中二英語增潤課程
中四英語增潤課程
小六升中一英語銜接課程
中五升中六英語學習銜接增潤課程(八月至九月)
新任教職員研修日
傑生系列 - 「航空探知館」之暑期義工活動
共慶奧運開幕活動及常識問答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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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回顧
1. 學校課程
本校除提供一般學術科目外，課程兼及其他實用科目，以發展學生多方面的潛
能，使學生能適應日新月異、迅速變化的社會環境。
本校學生在初中階段會接受一般核心課程，高中階段可選讀理科班或商科班。
本校預科班分為數學科班、生物科班及商科班，讓學生奠定升讀大學的基礎。
2. 八個學習領域的課時
學習領域 (中一至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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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教育
科技教育
藝術教育
體育

百分比
19.00 %
21.00 %
15.00 %
12.00 %
8.00 %
17.00 %
4.00 %
4.00 %

3. 學生資料
3.1 學校實際上課日數
二零零七至二零零八年度實際上課日數 ︰ 155 天
二零零七至二零零八年度活動日數
︰ 36 天
二零零七至二零零八年度總數
： 191 天
3.2

班級及學生比例
二零零七年九月入讀本校學生共有 1059，分作 29 班，各班比例如下：
年級
科目
班別數目
學生人數
4
158
中一
一般學科
4
159
中二
一般學科
5
192
中三
一般學科
2
80
中四
理科
3
105
商科
2
79
中五
理科
3
112
商科
1
29
中六
生物科
1
28
數學科
1
30
商科
1
28
中七
生物科
1
31
數學科
1
28
商科
29
1059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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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學生出席率

100.00%
95.00%
90.00%
85.00%
80.00%

3.4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六

中七

離校百分比
提早離校
學生的
百分比

4.

校外考試
4.1 中三級全港性系統評估
中文、英文及數學三科已達基本水平的學生百分率均為 80%或以上，且
均較全港為高，其中英文科更高於全港 11%。
4.2 倫敦商會初級簿記考試
2 名中五同學參加倫敦商會初級簿記考試，獲 1 優 1 良，及格率為 100%。
4.3 香港中學會考
去年有 176 位學生參加中學會考，共考獲 128 個優或良，以李璟宜同學、
周家煒同學、吳倩琳及李楚梵同學等表現最佳。各科目中有八科的成績
高於全港的及格率，其中以電腦與資訊科技科及普通話科的表現更佳。
4.4 香港高級程度會考
去年共有 87 位學生參加香港高級程度會考，獲 81 個優或良，以吳思
樺同學、羅銘焯同學及何樂平同學成績最佳。本校有六科的及格率高於
全港，其中以中國語文及文化科、英國語文科及化學科的表現更佳。升
讀本地大學及大專院校的同學有 65 人，往海外進修的有 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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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獎學金及獎項
為鼓勵同學在學行方面尋求更卓越的發展，本校設有以下獎學金及獎項以作嘉
許：
’64 畢業生獎學金
’99 畢業生獎學金
呂保羅紀念獎學金
香港中華廠商聯合會獎學金（廠商會獎學金及梁廣泉校友獎學金）
仁濟獎勵計劃
獅球教育基金會最佳進步獎
劉國禎獎學金
譚國榮獎學金
Griffiths Prizes
家長教師會學業進步獎
學業成績優異獎
服務獎
最佳男女運動員獎
公開考試成績優異獎
6. 學生升學及就業統計
6.1 中七畢業生

海外升學

其他

全職就業

本地全日制
專上/職業訓練
課程

中七課程

本地大學課程

6.2

中五畢業生

全職就業
海外升學

本地全日制
專上/職業訓練
課程

其他

中五課程

中六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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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學校增值指標
在中學會考中，電腦與資訊科技科和地理科有明顯進步，而生物科、化學科及
旅遊與旅遊業科亦平穩發展。在高級程度會考中，英國語文科、中國語文及文化科
和化學科表現良佳，而其他科目絕大部份表現平穩，反映了本校在學與教方面
有所進展，「拔尖」和「保底」工作日見成效。
8. 香港中學生情意及社交範疇表現指標問卷調查
是次調查於本年七月中旬進行，對象是中二、中三級全體學生。若以本校學生
平均數與「香港常模數據」及「香港常模數據（根據學校類型）
」比較，結果如下：
本校中二級、中三級學生在八個調查範疇都表現理想，每一個範疇的「本校學
生平均數」
、「男生平均數」及「女生平均數」都較「香港常模數據」及「香港
常模數據（根據學校類型）」為高，其中以「社群關係」
、
「機會」及「師生關係」
的平均數較高，反映本校初中學生能健康成長，且對學校、對生活和對個人都
持積極而正面的態度。
調查結果亦顯示，本校對初中學生所推行的全人發展教育是非常有效的。本學
年，全人發展的主題是「積極投入，愛我維官」
。在全人發展組的統籌下，各工
作小組包括輔導組、訓育組、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健康及性教育組、環保教育
組、社會服務團及學生會等，為學生推行全方位系列培訓，學生全年服務時數
超過 100 小時。以校慶音樂劇 – 花木蘭為例，透過無數次的排演和三次分開演
出，學生的自信心、社群關係、
「機會」及「師生關係」等都有所提升。推行全
方位系列培訓，其他活動有「躍進計劃」
、
「國情教育活動」
、
「2008 北京航天科
普修學團」
、不同的參觀活動、工作坊、比賽和講座等，更特別為中二、中三學
生籌辦社際問答比賽：「愛國、愛港、愛維官」
、「創造積極人生」講座、「理財
計劃」講座等活動，讓學生關注個人發展之餘，亦能兼顧群育發展，共建和諧
的環境。不同的科組還特別為中二級學生舉辦「國民教育中心日營」 (生命教
育科) 、參觀「航空探知館」（設計與科技科）及「生命中的大石頭」工作坊（輔
導組）；而特別為中三級學生舉辦的活動有護苗「性教育」工作坊(健康及性教
育組)、家計會講座：「講愛情」 (健康及性教育組)及廉政公署德育劇場（德育
及公民教育組）等，讓學生有機會通過參與不同種類型的活動，擴濶個人的經
歷和視野，增強自信心，建立對人、對事的正面價值觀。加上學校推行雙班主
任、訓輔合一、和「大哥哥、大姐姐」計劃，又有來自家長教師會及校友會的
人力和財務上的支援，對學生全面關愛，充份發揮「關愛同行」的精神。初中
學生在理想的環境下學習，又與老師和同學融洽相處，建立積極的人生態度，，
對學校亦有強烈歸屬感。這些成效，和過去兩年一樣，都在問卷調查結果中反
映出來。
至於特別跟進中三級學生在八個範疇的表現與上學年比較，兩學年的數據相
若。最多亦只是相差 0.13，情況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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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跟進改善中二級學生全人發展方面，下學年本校全人發展的主題是：
「擴濶視
野，關心社群」
。全人發展組將舉辦全方位活動，以增強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這樣安排對提升該級學生在「師生關係」和「對學校態度」的表現有正面的作
用。全人發展組亦針對該級學生的情況和需要，舉辦適切的活動，增加他們的
參與「機會」
，以人為本地提升學生的素質，培養他們的公民責任和世界視野。
9.

學校財政
收入

科目及課程整筆津貼
營運開支撥款
校本管理基金
課外活動費
捐款

支出
行政開支
綜合傢具及設備
燃料費及電費
圖書及雜誌
課外活動
正規及非正規課程
校本管理基金
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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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學校大型活動
10.1 水運會
本校的水運會，於二零零七年十月三十日在鼓掌和歡呼聲中圓滿結束。參
與當天盛事的除該校師生、主禮嘉賓偉高建設顧問有限公司董事暨校友陳
華偉先生致辭及頒獎外，更獲得前任校長趙淑芬女士頒獎，足見維官同寅
對學校有著強烈的歸屬感。「維官一家親」實名不虛傳。
奏過國歌、校歌，與及運動員代表宣誓後，水運會在上午九時開始。同學
在比賽中全力爭勝，獲勝的不矜不驕，落敗的不卑不餒，充分體現校訓「貫
徹始終」的精神。全日最矚目的賽事就是由老師、家長、學生及校友自由
組隊參與的賽事——「維官一家親」
。由於各隊的實力接近，故彼此爭持十
分激烈，構成一幕幕動人心弦的比賽，亦掀動同學的情緒；他們高聲吶喊
為健兒打氣，
「努力、加油」之聲不絕於耳；然而競爭歸競爭，卻絲毫不損
同學的感情，最後各社來一個大團結，合作玩起人浪來，只見人潮有秩序
的起伏，校訓「貫徹始終」的叫喊聲響遏雲霄，這刻全場的氣氛達到沸騰。
賽事結束後，頒獎禮亦隨之展開。首先是伍小冰校長致辭。她表示對同學
在比賽中有出色的表現甚感欣慰，並勉勵同學要多做運動，因為有強健的
體魄，方能接受挑戰。她又感謝主禮嘉賓陳華偉先生百忙中撥冗光臨，可
見他對母校的的感情何等深厚。陳華偉先生則在致辭中鼓勵同學除學習課
本知識外，盡量發展天賦的潛能，不斷尋求突破。
耀眼的陽光照射池水，燦爛閃爍，映照著維官同學自信愉悅的神情，構成
一幅醉人的圖畫。
當天成績如下﹕
全場社際總冠軍：
黃社
全場啦啦隊總冠軍：
紅社
個人冠軍：
男子甲組 黃晉謙 4C1
男子乙組 孔顥程 3B
男子丙組 蔣嘉軒 1C
女子甲組 蘇詠詩 7M
女子乙組 何穎彤 4S2
女子丙組 莫凱汶 1C
個人全場總冠軍：
男子組
蔣嘉軒 1C
女子組
莫凱汶 1C
2B
班際總冠軍：
10.2 陸運會
二零零七年十月九日及十日，本校假灣仔運動場舉行周年陸運會。決賽當
天，除由該校校友伍耀榮先生任主禮嘉賓外，到場參與的還有家長和校友，
可謂濟濟一堂，場面非常熱鬧。
無論陸運會的初賽及決賽日，運動場內清風送爽，令人精神為之一振。天
公既有成人的美意，維官同學自然在比賽中竭盡所能，以致迭創佳績﹕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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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駱展文在男乙 400 公尺、沙葦樂在女丙 100 公尺均刷新紀錄；田賽方面，
劉俊鋒亦在男甲跳遠締造新猷。此外，最振奮人心的莫如由家長、教師，
校友及同學組隊參加的維官一家親──4X100 公尺接力賽了，從參賽的隊
伍多達二十餘隊，反應熱烈，足見維官師生以致家長都對該校有強烈的歸
屬感。
至於各社的啦啦隊戮力表演，極具視聽之娛，深受觀眾擊節讚賞：他們穿
上整齊的制服，在強勁的旋律襯托下表演著優美的舞姿。健兒們受到鼓舞，
自然更全力以赴，務求為社爭光。
賽事結束後，隨即舉行頒獎典禮。首先由伍小冰校長致辭。伍校長多謝伍
耀榮先生蒞臨及主禮，又以天文望遠鏡仰望天空為喻──在白日之下星光
仍然存在，那正好比校友們、家長們一直默默支持學校每一項活動、每一
位同學，祈望維官同寅能以學校為榮，秉承維官貫徹始終，自強不息的精
神。接着，由主禮嘉賓伍耀榮先生頒獎和致辭。他表示十分榮幸能參與母
校的運動會，亦希望所有同學能夠享受這次活動。
最後，由家長教師會主席關徐鳳群女士代表致送紀念品予伍耀榮先生及有
關機構代表，以表謝意，大會亦在歡樂的氣氛下結束。
當天比賽成績如下：
全場社際總冠軍：
黃社
全場啦啦隊總冠軍：
黃社
個人冠軍：
男子甲組 周駿謙 5S2
男子乙組 駱展文 4S2 沙世鈿 3B
男子丙組 陳進謙 2B
女子甲組 林凱琪 5S1 王佩鈞 5S2
女子乙組 阮善敏 4C2
女子丙組 沙葦樂 1C
個人全場總冠軍：
男子組
駱展文 4S2 沙世鈿 3B
女子組
沙葦樂 1C
2B
班際總冠軍：
10.3 學校旅行
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二十日為本校一年一度的學校旅行日。當天各級學生到
不同地點旅行：
級別
旅行地點
中一級
曹公潭戶外康樂中心
中二級
清水灣郊野公園
中三級
大尾篤郊野公園
中四級
北潭涌郊野公園
中五級
新娘潭
中六、七級
流水晌郊野公園

21

旅行日不但能讓師生舒展身心、增加對學校的歸屬感，更是體驗全方位學
習、豐富其他學習經歷的好機會。在旅行日當天，師生放下平日繁忙的工
作及功課，大家一起投入活動，盡興而返。
10.4 家長日
家長日在二零零八年一月二十六日舉行。當天，同學陪同家長到校領取上
學期成績表，並與班主任及副班主任老師會談，加強家校合作，促進同學
的全人發展。為配合是項活動，輔導組舉辦了「給爸爸媽媽的信」活動，
讓同學先行寫下要對爸媽說出的心底話，於當天經老師交給爸媽，藉此增
進親子的溝通和了解。
11. 校本管理及關注事項
11.1 提升學生學業成績
本校去年其中一個關注事項是提升學生的學業成績。除常設的獎學金、學
業進步獎、功課卓越獎、功課輔導班、功課留堂班、學術活動日等多項獎
懲並重的措施外，更因應中一同學的學習差異而推行中、英、數三科的拔
尖保底課程，逢星期六早上回校參加增潤補課班；而下學期更特別為中一
至中四同學舉辦各項英文及數學補習及增潤課程，在各家長大力支持及鼓
勵下，同學們都能積極參加，成績有所進步。除常設的補課班，本組老師
亦安排多項短期課程供同學報讀，以提升他們在多方面的能力；整個學年
共為學生開辦了 90 多項的補習及增潤課程。我們希望透過各種不同的學
習活動，能讓同學的學習更有成效，從而提升學業成績。
另一方面，透過推行「全校閱讀計劃」，每星期安排三天的「晨讀時間」
以提高同學的閱讀興趣和語文水平，更設有不同的閱讀專題，如「英文閱
讀月」
、
「藝術雙週」等等；此外亦鼓勵同學分享閱讀心得，安排同學每週
在班內及早會上分享讀後感想。而中英文科亦推行「網上閱讀計劃」，擴
闊閱讀範疇，提高校園內的閱讀氣氛，以提升同學們的閱讀興趣。
在各老師的努力下，上述各項工作都能順利推展，為同學營造了一個良好
的學習環境和提升學習興趣。
11.2

推行全人發展
去年學生全人發展組以「積極投入、愛我維官」為主題，以推動學生積極
投入校園生活、發展個人潛能、培養學生成為身心健康、具有積極人生目
標的年青人。適逢七十五周年校慶，該組更舉辦一系列「全方位培訓計劃—
校慶紀念活動」，而學生則積極參與其中。
該組舉辦的活動包括講座、工作坊、領袖訓練活動、比賽和服務計劃等，
使同學在五育方面得到均衡發展。去年的學生發展日非常成功，同學在兩
天的活動中，表現積極。該組繼續推行「躍進計劃」，讓同學透過不斷反
思，學習積極面對挑戰，亦利用「學生學習檔案」，列載他們在整個中學
生活的學業及非學業成就，肯定同學的成就和增強他們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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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該組在復活節期間舉辦了「2008 北京航天科普修學團」，讓學生進
行全方位學習，擴濶他們的視野及鞏固校本「航天科普」課程所學。參加
修學團的同學須於出發前接受普通話、專題研習及航天科技知識的培訓。
結果三十一名中一同學在充足的準備下出發到北京修學，獲益良多，且成
績美滿。
12. 家長教師會
本年二月四日，該會圓滿地舉辦了「家校情濃十五載 樂在其中 Fun Fun Fun」
十五周年會慶日。當天參與人數眾多，歷屆主席、校友、前任校長及嘉賓光臨指
導，濟濟一堂，熱鬧非常。活動中的「家校大比拼」環節最令人回味，節目內容
恰當，莊諧並重，且場面温馨。至於義賣活動，售賣的首飾和布藝小手工等精品
都是由學生或家長親手製造，精巧別緻，深受歡迎；義賣的食品亦烹調得宜，美
味可口。在家長義工及委員的努力下，籌款成績美滿。活動不但成功地促進家庭
與學校的溝通，更提高了家長、學生及老師對學校的歸屬感。
此外，該會在主席關徐鳳群女士的領導和各熱心委員的支持下，順利舉辦了各項
多元化的活動，凝聚家長力量及增進家長與老師的感情：十一月四日舉行的秋季
大旅行，參加者暢遊屏山文物徑、鄧族文物館及大埔海濱公園。當天出席人數達
二百五十人，場面熱鬧、温馨，參加者盡興而回；十一月十七日舉辦的會員大會
暨周年聚餐及家校傳情座談會，讓家長會員們聚首一堂，暢談近況之餘又對校政
提出建議。至於舉辦的學習活動，如首飾工藝興趣班及普通話班等；家長教育講
座則有三月六日的「如何避免子女接觸網上不良資訊」講座，當天邀得影視處的
專家出席主講，與家長分享不良資訊的處理心得，解答了不少家長關於教導子女
處理資訊的困惑。又於五月十日及十七日舉辦了兩節「家長 IT 工作坊」
，由本校
學生作小導師，教導家長電腦軟件的使用法。家長與學生互動學習，長幼共融，
温情洋溢。於七月十二日舉辦的「社區心肺復甦證書課程」，承蒙香港消防處高
級救護主任馮兆權校友作導師，負責示範及講解。出席者多於二百人，場面極為
壯觀。總括而言，該會於本年度的各個活動及講座均獲好評，參與者多讚賞活動
安排得宜，具實用價值。為使學生獲得全方位學習的經驗，該會多年來均鼓勵及
贊助家長協助帶領學生參加本校舉辦的各項交流及修學活動。去年九月十七至十
九日，該會委員為中三至中五學生舉辦的「學習英語新竅門」三日課程，更資助
學生與導師的茶點。該會於三月二十至二十三日贊助五位家長陪同學生參加
「2008 北京修學團」
。各家長除一同參與學習外，亦隨團照顧和指導學生，貢獻
良多。為使學生得到全人的教育，該會一直以來均設立多個獎學金，以推動學生
學習及表揚品學有明顯進步的同學，以及贊助中文學會的親子閱讀比賽，以鼓勵
學生廣泛閱讀，增進知識。該會對學校所舉辦的活動鼎力支持，各委員多次參與
維官大家庭的愉快學習活動，充分展現出家長對本校所舉辦的活動的質素的肯
定。
家長教師會積極與校內的學生活動團體合作，並建立了良好的溝通渠道，例如，
該會於一月十日與學生會合辦「家長學生齊敬師」活動。家長委員除了參與籌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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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外，副主席梁廖文娟女士及委員袁劉冠霞女士更出任當日活動的司儀，兩位
委員與學生代表配搭合宜，全場更頌唱由學生填詞的敬師歌曲，場面温馨。在家
校合作委員會舉辦的「家長學生齊敬師」活動中，全校老師收到敬師卡共 2532
張；家長委員亦繕寫了六十五張「家長也敬師感謝狀」予本校教師。由此可見，
家長對於老師的工作熱誠與能力，是十分欣賞及支持的。
在過去一年，家長教師會主動參與校方籌劃的活動：去年九月十六日，該會委員
出席本校全人發展組籌辦的「中六領袖訓練營」
，鼓勵及支持學生透過協作解難
等活動來建立自信及領導能力。於十月二十七日本校主辦的「扮鬼扮馬、天空之
城—小六學生開放日」活動中，該會委員負責接待工作，又努力向來賓推介本校
的七十五周年紀念袋，及介紹本校的校園生活，令他們對本校的歷史及發展有更
深入的了解，可謂勞苦功高。一月十九日，家長與學生義工齊集愛群中心參加「春
之約–可持續發展日」長者服務，深獲好評。一月十六日，家長委員參與由科學
學會及生物學會舉辦的「切割水仙活動」，與學生一起愉快學習。四月五日，家
長義工隊暨本校公益少年團參加由灣仔聖雅各福群會主辦的「春之約」長者活
動。當日，家長更負責表演唱歌及禮物包裝。此活動不單廣為到會長者所稱譽，
更獲得本年度公益少年團灣仔區「主題活動比賽」冠軍，可見家長義工隊的貢獻
很大。六月二十一日，部分家長委員出席由環保教育組舉辦的「塔門、海下灣環
保之旅」，與學生一起感受本港漁村風情及欣賞濕地海岸環境的生態美。七月五
日，家長委員出席本校七十五周年校慶音樂劇——花木蘭的首演，給予全校員生
極大的支持及鼓舞。凡此種種均表現出家長積極參與本校的全方位學習活動，與
師生一同享受愉快融洽的校園生活。家長義工隊積極投入社區服務工作，更為子
女樹立良好榜樣。家校積極合作，共同為學生提供優質的全方位教育。
家長委員也積極參與校園活動，例如她們為了減輕老師的非教學工作，主動出任
義工，協助收集家長通告回條和各項活動的款項；為加强家校的溝通和合作，她
們於暑假期間舉行的中一新生迎新日，協助接待中一學生的家長，與他們分享自
己的寶貴經驗，並為他們解答疑難；同時，家長委員亦組織家長聯絡網，藉以聯
絡各級家長，向他們推介會務及校政，貫徹家校合作的精神。
總括來說，家長教師會凝聚家長的力量，積極參與校務工作，不僅令家長對學校
的運作有更深入的了解，也顯示他們對學校的支持和歸屬感。
13. 校友會
過去一年，各校友都積極參與校內各項活動，與母校建立了良好的夥伴關係，近
數年的水運會、陸運會、畢業及頒獎典禮等大型活動的主禮嘉賓均是畢業校友，
而在學校管理委員會中更有三名成員是本校校友，計有：蘇樹輝校友(69)、張錦
標校友(69)及陳華偉校友(71)，對推展校務、制定校政方向等，起了積極的作用。
此外，校友會亦繼續與母校協辦不同的修學團及考察團，除贊助經費外，更協助
老師帶領同學往國內外考察，照顧及指導學弟學妹們進行全方位學習。剛於 08
年的暑假，校友會「學生全人發展基金」便資助 20 位初中同學遠赴加拿大多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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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參加英語修學團，而在多倫多的校友更在百忙中抽時間指導同學認識加拿大的
風土文化。另外，透過『亦師亦友』計劃，各校友除與校內學弟學妹分享社會工
作經驗及心得，幫助同學們面對升學及就業的問題外，亦舉辦講座，講解不同行
業的工作需求，使同學能及早得知各個行業的最新資訊；而為令同學能親身體驗
工作的苦與樂，該會更積極聯絡各校友在他們的公司安排一些臨時職位，在暑假
期間推行「工作實習體驗計劃」，讓校內的學弟學妹能有機會到校友們的公司實
習及體驗工作。另一方面，各校友亦繼續積極支持籌募「學生全人發展基金」的
經費，贊助校內同學參加各項全方位學習活動，特別是資助同學參加國內外的修
學團及安排參觀校友在國內開設的廠房，希望能使學弟學妹們擴濶視野、增廣見
聞。
校友會亦透過各種不同活動，例如：周年會員大會暨聚餐、傑生重聚日及各項球
類比賽等來團結不同屆別的校友，凝聚力量，希望能籌辦多元化的活動，團結更
多的校友，回饋母校。
14. 學業關注組
成員包括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和閱讀小組，致力提升全校學生的學業成績。
14.1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全年的目標是協助同學認識自己，了解自己的能力、潛
質、志向、興趣和明白就業環境，為升學、接受職業訓練和擇業作出適當
的準備配套。該組本年的工作包括：升學及就業的資料經常更新、定期張
貼海報及剪報、安排學業輔導、講座、參觀、工作坊、統計調查和展覽，
並協助同學辦理離校手續和預備成績紀錄表、學歷證明書和推薦信，更推
行「前程由我創計劃」，指導每位學生在學期初訂立未來的發展目標，繼
而搜集有關的升學及就業資料，並在家長的協助和鼓勵下向目標邁進。
為協助學生擴闊視野、訂立事業發展意向，及計劃升學之路，該組於全校
推行「前程計劃」，共舉辦三十多項相關的活動，包括:
大學聯招選科輔導系列(預科班)
大學聯招資訊日參觀
校友聯招選科心得分享會
聯招個別輔導
午間大學聯招入學要求展板及查詢
大學聯招校長推蔫計劃
大學聯招講座／工作坊
大學以外其他升學途徑系列（高中）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HKU SPACE 課程介紹講座
香港中文大學-東華三院社區書院 CUHK PLK Community College 課程講座
參觀 2008 教育及職業博覽
香港專上教育學會證書文憑升大學之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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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考試系列（高中）
備戰會考資訊分享
備戰高考資訊分享
放榜講座/輔導
其他
拔尖活動 - 大學校園巡禮 （中大、科大）及校友交流活動
參觀優質教育基金計劃滙展
2008-2007 年度中五、中七 傑出畢業生預科及大學生活分享會
美麗前程 – 由你開始學生講座（新高中最新發展：課程／應用學習／升學）
中三學生選科講座
就業
職前準備系列（事業性向測試／求職信／履歷表／面試）
求職信／履歷表工作坊
面試的衣著打扮講座
職業訓練局課程講座
參觀職業訓練局柴灣分校
參觀職業訓練局摩利臣山分校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校長推薦計劃
參觀國際扶輪社 3450 職業博覽 2008
職業介紹：市場推廣講座
事業性向測試講座（香港理工大學附屬香港專上學院）
說話技巧講座(口才培訓專家黄桂林先生)
心智習性 (Habits of Mind) 工作坊
學生家長會
中一家長會: 家長與班主任座談會，協助子女適應中學生活
中一、中二家長會: 美麗前程 -由家校合作開始（新高中最新發展）
中三家長會: 中四選科
本組透過舉辦上述各項活動，鼓勵同學多接觸最新的升學及就業資訊，計
劃升學之路，為未來的事業發展作好準備。
14.2 閱讀小組
閱讀能力是學習語文的重要環節，它包含認讀能力、理解能力、鑑賞能力、
記憶能力等。本校推行「全校閱讀計劃」，已踏入第二階段，重點除了提
升學生的鑑賞力外，亦希望使學生透過閱讀，擴闊知識的領域，達到終身
學習的目的。
「全校閱讀計劃」安排學生在星期一、三及五的晨讀時段閱讀十五分鐘，
學生漸養成每天閱讀的習慣。為了深化學生閱讀的習慣，該組多次舉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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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校內及校外書展、「閱讀嘉年華」和「愛書人日營」、「中學生好書龍
虎榜推薦書籍及選舉最喜愛作家」等，以推廣閱讀風氣，從參加的人數可
見成效不錯。
為了提升學生的鑑賞力和鼓勵學生作閱讀交流，逢星期一學生在閱讀後，
同學會作班內的閱讀分享和報告；逢星期三晨讀時段後，各班亦會派代表
輪值在中央廣播作閱讀分享，總結同學的反映。無論班內和全校的閱讀分
享，既拓展了學生閱讀的興趣，亦提升了學生演說的能力和技巧。
為了擴闊學生閱讀的興趣和視野，和配合學校全人發展教育，本學年「全
校閱讀計劃」工作小組安排了「關愛環境」
、
「英文閱讀月」
、
「藝術雙周」、
「中國文化及歷史雙周」
、
「世界閱讀日」
、
「科學雙周」等作為晨讀的主題，
使同學在閱讀的廣度有所提升。
編印刊物方面，該組於上、下學期各編印了一期「閱讀多樂趣」通訊，內
容廣泛，計有科學知識、語文遊戲、閱讀資訊等，並讓學生在晨讀時段閱
讀，從班主任老師的觀察及反映，學生閱讀時都表現出濃厚的興趣。
15. 全人發展組
成員包括輔導組、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健康及性教育組、環保教育組、訓育組、
學生會、學校社會工作、社會服務團和課外活動組，致力推動全人發展，灌輸學
生積極投入的人生觀，和培養他們對學校的歸屬感。
15.1 輔導組
輔導組配合「全人教育」發展的大方向，以「積極投入，愛我維官」為工
作目標，透過個別輔導和班際活動，鼓勵學生積極進取，珍愛生命，以自
我完善為人生終極目標。
輔導組個別輔導工作主要由駐校社工林亦雯姑娘負責。林姑娘對工作充滿
熱誠，專業知識豐富，深得老師和同學的信任和尊重，許多個案都得到適
切的跟進，成效令人鼓舞。
為更有效照顧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輔導組去年在組內正式成立「融合
教育」小組，由家長、學校社工、班主任、科任老師以及教育局教育心理
學家組成，共同努力，使有關學生得到適切的評估、針對性的學習訓練以
及跟進工作。本校於下學期成功獲得教育局撥款聘請特殊教育教學助理，
協助老師及學校社工照顧有特別教育需要的同學，減輕老師的工作負擔，
讓學生有學習生活技能，讓學生得到更適切的照顧，從而令校園生活更和
諧，學習果效更理想，達到融合教育的目的。
該組的級聯絡人會定期與班主任及訓育組級聯絡老師會面，了解該級同學
的情况，共同訂定有效訓導及輔導跟進的工作。
輔導組去年舉辦的活動計有：續辦「大哥哥大姐姐」計劃，反應一貫理想，
共有七十四位中一同學參加成為小弟妹；另有約六十位高年級同學報名擔
任「大哥哥大姐姐」，經甄選程序後，共挑選了三十八位中四同學擔任大
哥姐。這個計劃幫助中一同學盡快適應中學生活，亦讓他們體驗關愛同行
的意義；而高年級同學則有機會回饋學校，達到助人助己的目的。去年，
大哥哥大姐姐表現出色，對中一同學照顧有加，對學校服務不遺餘力。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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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十三日，大哥哥大姐姐在早會獻唱歌曲『愛我維官』，充份表達了同學
對學校深厚的感情；另「大哥哥大姐姐活動日」中，大哥哥大姐姐和小弟
弟小妹妹共同參與歷奇活動「我們一家人」，發揮團隊精神，提升解難能
力。
輔導組老師因應中一至中三同學的需要，適切的在兩次的學生發展日安排
了「積極人生」講座及「生命鬥士」分享會。透過講座，讓學生認識「傷
「積極樂
殘人士」的經歷、生活、需要及面對的問題，建立「永不放棄」
、
觀」的人生態度。
為加強同學對學校的歸屬感，該組特別於開學禮營造温馨喜慶色彩，於九
月三日舉行「星光大道開學禮」，先贈送新同學及新老師歡迎咭，又安排
校長、老師、中一及中六同學踏上「星光大道」，接受同學的掌聲歡迎。
由校長所啓動的開學禮儀式更為全校師生帶來驚喜，同學以鮮花及奧運吉
祥物迎接班主任，以開展一段親密的師生關係，為七十五周年開學日帶來
美好的回憶。又舉辦「總有你鼓勵大行動」，鼓勵中一至中四學生為參加
公開考試的學兄學長撰寫短訊，由老師選出優秀的作品，並於中五及中七
學生温習期間，由學校代發已選出的短訊，為同學打氣。
老師和家長的配合，對學生的成長和學習都非常重要，因此該組於一年一
度的「家長日」中，為家長預備了同學親自書寫的「給爸爸媽媽的信」，
加強親子之間的溝通。
15.2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該組全面配合全人發展組的總方向 — 「積極投入、愛我維官」，除了培
養同學對學校的歸屬感外，更在校園全方位推行國民教育。透過以「2008
北京奥運」為主題的活動，加強同學對祖國的認識、培養國民身份的認同
感。該組先後舉辦及協辦多個校內外不同類型的活動，包括「迎奧運、賀
國慶」展板及有獎問答攤位遊戲、
「愛國愛港愛維官」社際問答比賽、
「北
京奥運」早會國民教育短講、
「奧運國情常識問答比賽」等，亦於「國慶」
及「五四青年節」舉行升國旗儀式及「國旗下的講話」、參與文匯報舉辦
的「2007 特區政府施政十件大事評選」，鼓勵同學多關注時事，以培養同
學的公民意識，加深對中國及香港的認知。又與中國歷史科合辦「我的
1919」國情教育電影欣賞，鼓勵全校學生對 1919 巴黎和會及五四運動進
行反思。又於下學期與社會服務團合辦「中國雪災籌款活動」
、
「四川大地
震賑災籌款活動」，透過展板、早會短講、默哀反思、填寫心意咭及設立
捐款箱等活動，鼓勵同學伸出援手，抗震救災，全校共籌得款項港幣十萬
一千九百元，成績斐然。
該組亦積極推廣公民教育，安排全級中四同學參加「香港學生大使」講座
系列—「如何做一個新的香港人」，又推薦及資助六位中四及中六同學參
加「青年立法會—議政訓練證書課程」，增加同學對香港特區立法會的認
識，提升分析社會政策能力及公民意識。亦安排同學參加第八屆「基本法」
網上問答比賽，其中 4S1 周世儲同學進入總決賽(公開組)，獲得優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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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馮嘉琪同學進入總決賽(初中組)，另外 23 位同學獲初賽傑出獎。該組
又著重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舉辦多項活動，如為中一級而設的「維官
互動論壇」
，培養堅毅精神；為中三級舉辦「廉署德育劇場—錯版羅賓漢」
，
增加同學對防賄條例的認識，教導同學明辨是非；亦與全人發展組合辦慎
思、慎言、慎行—「藝人不雅照片」事件反思會，透過短講，强調正確的
性觀念、尊重自己、尊重別人私隱等核心價值，並擬定反思問題，延伸閱
讀篇章及「我的承諾」，幫助同學深化核心價值，效果良好。
此外，該組亦配合全人發展組的總方向 — 「積極投入、愛我維官」，舉
行「小財大用」班會活動，以確立學生正確的理財態度及概念，凝聚班內
歸屬感，豐富學生的學習經歷。每班獲撥款港幣五百元津貼班會活動，學
生須撰寫班會活動計劃書及自選三項班會活動進行比賽。高級組冠軍 4C2
及初級組冠軍 3A 分別獲維工校友會贊助免費遊覽香港廸士尼樂園及香港
海洋公園。為加深學生對社及對學校的歸屬感，該組於下學期舉行「積極
投入、愛我維官」社際攝影比賽，讓學生透過攝影，捕捉校園生活片段，
發揮創意與藝術潛能。亦跨科組與英文學會合辦中一級社際短講比賽，為
配合七十五周年校慶，以”My Beloved School”為題，學生表現甚佳。
總括來說，該組通過全方位及多元化的學習經歷，培養同學對祖國的歸屬
感，令他們更關注祖國的發展，同時在培養同學正面的價值觀及對學校的
歸屬感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效。
15.3 健康及性教育組
為配合「全人教育」發展，該組要求學生對自己的健康和行為負責，內容
包括：注意飲食健康、預防疾病、認識正確的性知識、建立良好的人際關
係，使學生擁有強壯的身體、良好的精神狀況、愜意的社交生活，從而有
充實美滿的人生。
在照顧同學的健康方面，該組去年提供多項服務和舉辦一連串活動，包括
安排同學參加衞生署舉辦的學生健康服務計劃；邀請流動衞生教育巴士向
同學傳遞預防登革熱的訊息；響應衞生署、教育局及多間機構主辦的全港
性活動－「開心果日」；參與香港心臟專科學院主辦的「世界心臟日」王
定一繪畫比賽；與及在早會為同學作預防禽流感演講。該組又與其他科組
合作，如與家政學會合辦「水果賀壽七十五、健康美味添 Fun Fun 食譜及
廚藝大比併」；與家長教師會合辦「社區心肺復甦法證書課程」等活動，
都能促進同學的身心發展。
在性教育方面，該組為中一、中三及中四級同學安排「講愛情」講座，讓
同學認識和適應在成長期中生理及心理的轉變；在學生發展日邀請「護苗
基金」工作人員到校，為中三同學進行「性侵犯」工作坊；邀請衞生署職
員於學期初舉辦「性在有愛」及於試後活動期間舉辦「避無可避」工作坊，
目的是幫助中四同學養成健康、開明而又負責的性態度。另外，該組與生
命教育科合作，聯絡衞生署為中一、中二及中三同學舉辦「成長新動力」
一系列的課程，指導同學如何面對成長期常遇到的問題。同學積極投入課
堂活動，並在學生問卷中反映他們於課程中獲益良多，可見課程成效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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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組更於本年二月全人發展組所統籌的慎思、慎言、慎行—「藝人不雅照
片」事件反思會中，主講專題「知情識性」，並就「藝人不雅照片」事件
向同學灌輸正確的性知識，讓他們明白不適當的性行為會帶來的後果及法
律責任。
該組更與生物科進行跨學科的活動，如安排兩位中三同學及一位中六同學
參加浸會大學有機資源中心主辦的「有機大使義工」計劃。這些同學有機
會了解有機耕作及有機生活、進行義工服務及試用有機產品，並從中更了
解有機生活的意義及其對身體與環境的好處，得益良多。
15.4 環保教育組
環保教育組希望透過各類活動，使同學愛護環境，了解「可持續發展」對
人類的重要性。該組透過推動學生參與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的「中學生環
境保護大使計劃」和選舉環保大使領袖生，提高同學的環保意識，曾舉辦
的活動包括可持續發展講座、班際盆栽設計、種植比賽、重修校園小花園、
關愛地球—環保閱讀雙周、廢棄電池回收活動、濕地公園講座、「愛國愛
港愛維官」社際問答比賽、愛心之旅—可持續發展長者交流日、環保為公
益 2008－慈善清潔運動及「環保旅行：塔門海下灣環保生態之旅」及「濕
地公園之旅」，令同學體驗及感受自然生命的美，啟發他們關愛環境及珍
惜生命。
該組亦積極響應社區各綠色團體的活動，鼓勵同學積極參與，例如發動學
生、老師及家長回應由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未來空氣 今日靠你」的小
冊子、環保觸覺「減少賀年花紙」活動、長春社「衣舊回收為環保」活動。
透過參與校外的各種活動，同學不但能拓闊視野，提升了溝通和組織能
力，更提升了自我形象和責任感。
該組亦定期於壁報板張貼與環保訊息有關的海報，又於早會作專題演講，
以加深同學的環保意識，鞏固他們的環保信念。
15.5 訓育組
為維持良好校風，培養同學正確的紀律意識，有使命感、分析能力、解難
能力和世界觀等領袖素質，負責該組的九位老師及五十餘位領袖生，在「家
校合作」及「全校參與」的原則下，協助同學於校內、校外保持良好秩序
及紀律，令校園生活更添和諧。
該組於年中舉辦了多項活動，如交通安全講座、認識欺凌工作坊，安排不
同機構和講者到校演講及舉辦工作坊，令同學對時下青少年所面對的問題
有更深入的認識和作出反思。另外，該組亦為領袖生舉辦了不同的培訓領
袖課程及工作坊，以提升學生的領袖素質及使命感。
該組老師亦於本年內積極參與由教育局、警務處及其他機構主辦的講座及
工作坊等，以掌握最新青少年所面對的各種挑戰與困難的資訊，從而更適
切地為同學服務。
除了執行懲處規則之外，該組亦常設表揚榜及優良行為獎狀，表揚在學行
方面有優秀表現的同學。

30

15.6 學生會
學生會是校方與同學溝通的重要橋樑。該會致力舉辦活動，以加强同學對
學校的歸屬感，並且積極為同學謀求福利；讓同學透過舉辦不同的活動，
發展各方面的才能。
去年，該會在會長 6M 鄭智陽同學和各幹事的努力下，會務得以穩步發展。
在促進校方與同學的溝通方面：該會提供了不少反映意見的渠道，包括逢
週五的「維官電台」、一年一度的「輕輕鬆鬆話維官」座談會及出版學生
會會報《維窗》。學生會鼓勵同學代表在電台及座談會上積極發言提問，
撰文或投稿反映意見，讓校方及家長對學生的需要和感受有更深的了解。
在加强同學對學校的歸屬感方面，該會舉辦了一連串活動：包括萬聖節大
派對，透過迷宮及鬼屋，讓同學從中感受西方節日的氣氛；其他如聖誕大
笪地、「家校大比拼」、中五及中七學生競技日、「愛國、愛港、愛維官」
常識問答比賽、中五及中七英語會話工作坊等等，均廣受同學歡迎。該會
與家長教師會合辦的「家長學生齊敬師」活動，非常成功。學生幹事特別
為校長、老師及職員預備的心意包，極具紀念意義；又透過舊曲新詞比賽，
讓學生透過比賽向老師表達謝意。多位家長和同學在接受訪問表達了敬師
之情，畢業生代表和校友的分享，也一再强調「師恩永記」，充分表現了
維官濃得化不開的人情味。該活動辦得有聲有色，是一次成功的德育實踐
活動，大大增進了老師、同學和家長的情誼。
在學生福利方面，該會為同學提供非牟利的文具、影印卡及舊書售賣服
務，大大減輕了同學的經濟負擔；該會亦參加了由多所中學組成的「學生
福利聯盟」，讓同學享有更多、更全面的店舖優惠。
15.7 學校社會工作
駐校社工林姑娘來自聖雅各福群會，服務本校三年，表現優異，對學生的
需要和發展情況充分了解，並與老師保持緊密的聯繫，為學生提供個人輔
導，又協助不同組別（如輔導組、訓育組、課外活動組、全人發展組）籌
辦團隊活動或教育活動等，如「生命中的大石頭」、小組活動、講座及大
型活動等，甚至引入跨專業的支援及運用社區資源，以期適切地回應同學
的需要。她在培育本校尖子方面也貢獻良多。此外，駐校社工所舉辦的活
動亦漸趨多元化，兼具培育和預防的教育意義，能協助學生確立自我形
象，並培養個人的責任感。
15.8 社會服務團
社會服務團在去年舉辦了三個大型活動，包括「捐血日」
、
「便服日」及「環
保為公益清潔日」
，同學積極參與，反應十分熱烈。舉辦籌款的活動，計有﹕
「育苗助學計劃」
、
「七十五周年校慶便服日」
、
「香港學界賑災大行動」
、
「家
教會五十周年籌款活動」及「環保為公益」
，共籌得五萬七千一百八十元，
成績非常理想。本校同學在「環保為公益」及「衣舊回收」之籌募活動中，
表現積極投入，充分反映他們有「助人為快樂之本」的良好品德。其次，
在賣旗活動當中，由五十多人參加，可見同學服務社會的積極性和勇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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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的責任感也大幅度提升。在校外活動方面，同學都能積極參與「公益少
年團」計劃，更獲取灣仔區社區服務獎冠軍及象棋比賽高級組亞軍。對外
服務方面，同學參與了兩次長者探訪活動。在持續發展之環保課題上，同
學給長者傳遞了重要的環保訊息，而且每次探訪，同學都送出豐富的禮物
包，以表達對長者的關懷和愛心。同學參與服務時，態度積極，充滿熱誠，
由此可見，同學透過參與不同的活動，已養成了關愛弱勢社群的精神，並
樂於學習，且為建立一個和諧共融的社會作出努力，實在是非常難得的人
生經歷。
15.9 課外活動組
課外活動是均衡教育中重要的一環，它能培養學生良好的品格，令他們健
康成長、增加知識、啟發潛能，更使師生關係和諧，締造良好的校園氣氛，
可謂極具教育意義，故本校老師都積極推動課外活動。
本校學生於入學時已被分配入紅、黃、藍、綠四社。每學年各社均進行社
際比賽，爭奪最高獎項─肇堅盃，學生透過參加社際活動，增加對社及學
校的歸屬感。該組為配合去年本校的兩大關注事項「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及
成效」及「積極投入、愛我維官」
，在肇堅盃的項目及各學會的活動類型均
較往年更多元化。此外，課外活動組亦積極鼓勵同學參加校內和校外的領
袖培訓活動、傑出學生選舉、國情教育課程及學術、文化交流營等等，以
達致擴闊學生視野，加深對祖國和自我認識及發展同學在多方面的才能的
目的。同學積極參與，且表現良好。
去年本校設有十九個學會，可歸納為四大類：學術、制服團隊及服務、興
趣及宗教和體育，學生可就其興趣自由選擇參與。各學會透過舉辦不同性
質的活動，包括社際、班際比賽、球類比賽、辯論比賽、戲劇比賽、問答
比賽、講座、參觀及音樂表演等，讓學生擴闊視野、發展潛能、培養興趣，
使他們更有成功感，課餘生活更充實。此外，課外活動更是體驗全方位學
習、豐富學生其他學習經歷的好機會。本校同學參加校外比賽的種類十分
廣泛，包括學術、藝術、興趣及體育等類別，獲得相當理想的成績。此外，
在試後活動期間，各學會為不同級別的同學舉辦了很多精彩的活動，學生
得以紓緩考試時的緊張心情。
15.9.1 學術組別
視覺藝術學會
該會以提高同學對藝術的興趣和欣賞能力為目標，去年主辦的活
動，計有各類興趣班：同心結製作坊、漫畫製作及匙扣製作班等；
至於提升學生欣賞能力的活動：帶領同學參觀不同類型的展覽，如
包括「漫畫工地」計劃閉幕展覽、香港藝術學院畢業導賞、聯校視
覺藝術展 2008、
「My Visual Blog」
；另舉辦大小不同的校內展覽及
義賣活動：
「LOVE OF ARTS」藝術作品展、
「家校情濃十五載、樂
在其中 Fun Fun Fun 」製作及義賣活動。該會亦鼓勵學生參加校外
比賽，多與外界交流，例如參與優質教育基金吉祥物設計比賽、
「2007 國際海豚年」美術設計創作比賽等，以擴闊學生的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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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活動不單提高了學生對視覺藝術科的興趣，更使他們透過藝術
活動，擴闊視野。
English Society
Our objective is to create an English-rich environment which provides
more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use the language actively. This year,
we continued to focus on activities which allowed students to apply the
language in daily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The Halloween Activity Days co-organised with SA and the Talent
Educational Services was again the fruit of the effort and talent of our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it brought great fun and excitement for
students and teachers alike. Because of the fervent participation of its
gifted members, Yellow House snatched the title of the Inter-house
Public Speaking Competitions (S1–S3) after furious battles in 3 junior
levels. Game stalls were set up on Thursday lunchtime to arouse the
interest of students in English learning and strengthen their oral skills.
An English book exhibition was held on the covered playground so
that teachers and students would be able to buy English books for SBA
readings or for their leisure extensive reading.
We did not hesitate to face new challenges. A new-face English
Speaking Day was co-organized with the English Department.
Students had heated conversations on the topic “Beijing Olympic
Games” on the school playground where Chinese traditional snacks
were served. Students were monitored, praised and rewarded by being
awarded stamps by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team formed of S4 and
S6 students. Class 2A obtained 1882 stamps and was crowned the
victor in this activity.
中文及普通話學會
中文學會以推廣中國文化為全年方向，透過一系列活動，如屏山文
物徑考察、中國古代書畫文物藝術週、燈謎會等讓學生認識我國的
傳統建築風格，以至人民的生活風貌 ; 欣賞書畫之美，提升審美
能力與及生活品味；參與猜謎之樂，從中細味古人的文字智慧，參
與同學都表現積極投入。此外，為配合學科提升口語溝通能力的方
向，該會亦舉辦了下列活動，讓同學切磋觀摩，如四社辯論比賽、
普通話講故事比賽、普通話天氣報告、早會專題短講，以及推薦同
學參加第一屆「我愛香港」德育演講比賽，從而提升同學的自信。
為了擴濶學生的眼界，該會導師安排同學參加校外活動，如香港經
濟日報「《校園中文》全能校記大挑戰」
、文滙報徵文比賽、香港公
共圖書館︰「新媒體與當代文學」講座系列。此外，中三及中四全
級參加了一項有趣而富語文創意的活動︰香港公共圖書館及香港
藝術發展局合辦的「圖片命名比賽」。該會舉辦的活動多元化，提
升了學生對中國語文及文化的欣賞能力，達到推動學生主動學習中
國語文及普通話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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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學會
學會舉辦了多項活動，其中以中英文混合打字比賽反應最好，獲獎
者的成績亦有進步。此外，該會又舉辦了電腦常識問答比賽，同學
們透過參加是次比賽，進一步增加對電腦的認識及興趣。學會舉辦
了 Autocad 設計軟件教學班，以增進同學對 Autocad 軟件的認識。
學會還舉辦了短片製作及網頁設計班，提升同學設計網頁的興趣。
設計與科技暨航天學會
該會會員積極參與學校小六開放日的攤位活動工作，且組織嚴謹，
為學會籌辦了四個攤位遊戲，讓參觀的小學生透過輕鬆的活動，認
識科技和航天知識。會員亦透過此活動的籌備工作，提升了個人的
共通能力。該會亦於當日成立「維官航空公司」，會員穿上雄糾糾
的機長和典雅的空中小姐制服，招待參觀的來賓。
該會會員曾參與香港國際機場航空探知館多媒體通識工作坊的教
材編寫工作，將本科的知識學以致用，為該館編訂了「飛行與動力」
單元的教材和工作紙，並擔當義務講解員的工作，向公眾人士介紹
航空知識。
該會亦參與香港中文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舉行的「全國互聯
網機械人大賽」的協辦工作，為灣仔、中/西及離島區舉辦分區比
賽及工作坊。本校會員在其他分區比賽中獲得雙季軍。高級組會員
在決賽中獲得外形比賽的全場季軍。該會定期為初中會員舉辦活
動，如雷射雕刻機鎖匙扣製作班和機械車製作班等等，反應俱佳。
數學學會
數學學會除了常規性活動之外，更為中三以下的同學加插一些午間活
動，包括在圖書館舉行的「數獨遊戲」
、
「扭計骰工作坊」及定時在壁
報板張貼不同類別的趣味數學活動，鼓勵同學參加，從而提升同學對
數學的興趣。該組經常鼓勵同學參加校外比賽，以擴闊視野，如三位
中一同學參加培正數學邀請賽後，均表示在活動中得到很大的滿足感
和建立很好的團隊精神，另兩位中三級同學參加「香港數學奧林匹克
協會」舉辦的「港澳盃公開賽」，均獲取新秀優良獎；另一位中四級
同學參與「香港數學奧林匹克選拔賽」獲三等獎成績，其他同學亦有
參加「香港青年精英選拔賽」等活動。校內活動方面，該會舉辦了社
際「數學鬥一番」和班際「心算之王」比賽，從同學的踴躍反應和獲
獎紀錄，可見該會透過校內外的活動，為同學提供了足夠發揮數學潛
能的機會和提升同學對數學的興趣。
科學學會
該會去年舉辦了多項活動，又參加了多項校外比賽，以提高學生學
習科學的興趣。所舉辦的活動包括﹕校內活動包括觀察月亮天文活
動、雕切水仙花、科學週和科學園活動等，又組織同學參與天文台
主辦的「香港物候觀鳥獎勵計劃」、參觀發電廠等。至於校外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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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計有：香港科學比賽、物理奧林匹克、濕地公園研習比賽、
飲管飛行比賽、科學鐵人賽等。無論是活動或是比賽，同學都踴躍
參與，可見該會透過舉辦多元化的活動，確能讓同學得到科學知
識，擴闊知識領域，提高自信心和合作精神。
15.9.2 興趣及宗教組別
舞蹈學會
該會共有六十名成員。去年，該會為同學舉辦了共十節的 Jazz 爵
士舞基本課程。在舞蹈老師悉心指導和示範下，同學都積極學習，
盡展潛能，在校際舞蹈比賽中榮獲奬項。該會亦培訓本校中一至中
七級四十多位學生參加由教育局舉辦的「奧運倒數 100 日」舞蹈表
演，深受好評，可見該會在支持北京奧運方面亦作出貢獻。
在聖誕節聯歡會中，同學的舞蹈表演獲得全場的熱烈掌聲。另外，
同學憑著自己精心設計及編排的舞蹈，在本年度的學校舞蹈節中表
現出色，榮獲甲級奬。
至於舞蹈欣賞方面，老師帶領二十名成員到荃灣大會堂觀賞由香港
芭蕾舞團主辦的舞蹈表演「芭蕾進化論」，讓同學了解芭蕾舞藝術
的演變歷程，從而擴闊他們的藝術視野。
戲劇學會
去年，學會繼續為同學提供多元化的戲劇活動，包括戲劇欣賞，演
技及後台作坊，所舉辦的萬聖節化裝大賽及特別為招待小六生而演
出的英語音樂劇「綠野仙踪」，均取得空前成功。
學會為本年度畢業暨頒獎典禮作壓軸演出，內容為「花木蘭」折子
戲，同學演出維肖維妙，大受好評。
在校際朗誦節英文戲劇二人對話比賽中，同學表現卓越，榮獲中五
至中七級兩組亞軍；英文戲劇團體比賽方面，成績亦十分驕人，中
五至中七級取得榮譽獎狀及冠軍。中三至中四級亦取得亞軍殊榮。
至於戲劇欣賞方面，為配合校本評核語文活動，同學有機會觀賞多
齣極具水準的劇目，包括「梨花夢」及英語話劇「相約星期二」
。透
過活動，同學不但對劇中人物有深刻的認識，亦提高了對戲劇欣賞
及閱讀文學作品的興趣。
為了慶祝學校 75 周年校慶，學會全年重點籌演大型音樂劇「花木
蘭」，台前幕後總動員達百人之多。本校生（中一至中七）與「戲
劇維生」(校友組成的話劇團)傾力演出，得到戲劇界、音樂界、學
界等專業人士及公眾一致讚賞。
科技與生活學會
該會為提高學生對烹飪的興趣，訓練他們在生活上的應用技能，並
透過學會的活動培養學生良好及健康的飲食習慣。
去年活動包括舉辦小六開放日、畢業禮茶會、講座、多次的烹飪實
習班及烹飪比賽，又鼓勵同學參與校外活動，以擴闊視野，建立自
35

信。該會組織同學參加了兩項校外烹飪比賽，反應熱烈，共有50
人參與。該會又邀請了長春社到校，為中一學生舉辦「環保飲食」
講座，提供最新的環保飲食資訊，學生反應熱烈。「水果賀壽七十
五、健康美味添Fun Fun」健康食譜及厨藝大比拼中，由全校學生
及教職員投票選出10隊進入決賽的隊伍、
「最具健康價值獎」及「最
佳名稱獎」
，學生反應踴躍，是次活動除了學生，還有2位家長及多
位教師參與，作品菜式質素優良，獲得評判和嘉賓高度的評價。從
學生的問卷調查中，約95%的學生認為學會令學生對健康飲食有正
面的認識。証明健康的訊息已融入學生的生活中，而該會所舉辦的
活動亦深受學生喜歡。
興趣學會
該會定期舉行各樣富創意的活動，讓學生可以多元化發展。首先是
「園藝小組」參加了由康樂及文化事務署所資助的「二零零七年綠
化校園工程獎」
，並聯同環保學會主辦「全校綠化種植比賽」
，不但
讓全校師生體驗到種植盆栽的樂趣，更重要的是讓同學領悟育苗成
長的真諦。至於「外語小組」，透過舉辦德語基礎班，除了讓同學
發揮語言天份及溝通能力外，還提升校內兩文多語的學習氣氛。
另外，「棋藝小組」舉辦了多項比賽，透過個人、班際及社際等不
同層面的比試，同學們經歷了成敗轉折的磨練，提升了在策劃、組
織，甚至是情緒管理和抗逆的能力。至於參加校外比賽的同學，則
更能體會「強中自有強中手」的意義，有助個人胸襟的舒展。在灣
仔區公益少年團象棋大賽中，4C2 梁恩浩同學奪得中學組季軍。
「骨牌小組」讓同學從陣列佈局的組合過程中，培養出秩序感和創
造力。「數獨小組」提供的 4×4、6×6 及 9×9 的拼砌數字遊戲，讓
同學從中培養出敏銳的直覺、推理能力及邏輯判斷力。
「拼圖小組」
透過平面砌圖、立體動物砌圖及七巧板等活動，深化了同學在探
索、推斷，以致於耐力等各方面的鍛鍊。
「紙藝小組」所安排的「3—
紙模型製作」，充分開發同學掌握平面與立體空間的思維及想像
力，不同款式的造型設計大大豐富了同學們在圖像傳意的表達力。
「UNO 小組」為同學提供一個另類的集體學習環境，參與者從中
體會到作出決策及把握時機的要訣。至於「攝影小組」所舉辦的攝
影講座，大大提升了同學的攝影技術與審美眼光，也為校內各項活
動提供技術支援和服務。為了讓同學更能把理論與踐實互相印證，
該小組又舉辦了分別以「聖誕燈飾話香江」及「香港花卉展覽」為
題的戶外實習，讓同學藉著節日的景象，從另一個角度去欣賞香
港。此外，「集郵小組」的最新通訊，使同學認識到即使是小小的
一枚郵票，本身也有其極高的鑑賞價值和歷史元素。總括而言，上
述各項學習體驗，完全配合本校「全人發展」的大方向，充分達到
「全方位學習」的精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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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樂學會
去年是音樂學會豐盛的一年：為慶祝七十五周年校慶，學會舉辦了
多項大型音樂活動，包括出版七十五周年校慶音樂光碟『美麗前
程』
、演奏音樂劇『花木蘭』
、出版『花木蘭』音樂專輯，以及舉辦
不同類型的音樂表演和比賽。
七十五周年校慶音樂光碟『美麗前程』內容豐富，共收錄了十多首
樂曲，全由本校同學及校友演出，把在校師生和不同年代校友的心
靈連結起來，其內容包括校歌、合唱團在校際音樂節的得獎作品、
中樂團多首合奏及獨奏曲、校友管弦樂團演奏、及校友鋼琴獨奏。
該會為了恭賀學校校慶，特別創作了校慶主題曲『美麗前程』，並
由合唱團演唱，以表達同學對學校無限的祝福，更充份體現同學「積
極參與，愛我維官」的精神。
音樂劇『花木蘭』是校慶的主要項目，於本年七月五日及六日在葵
青劇院演出了三場。劇中音樂全由校友創作及編曲，並由本校同學
作現場伴奏。同學們演出精彩，大獲好評。音樂劇演出後，更灌錄
『花木蘭』音樂專輯，以表揚同學的藝術成就。
除了校慶活動外，中樂團亦積極參與各項比賽。於十二月中樂團參
加了「2007 香港青年音樂匯演中樂團比賽」，並獲優異獎。
基督徒團契
團契去年曾舉辦多項活動：除了逢星期一的聚會外，上學期，導師
與同學一起午間聚會，增加彼此的認識和了解；此外，還舉辦一系
列的主題聚會，讓同學更認識主耶穌。又透過一連串電影欣賞，體
會到生命的意義和上帝的信實。參加同學都得到啟發，學會珍惜生
命和追求有意義的人生。團契導師鼓勵同學多讀經及禱告，建立一
個美好的靈修生活，從而有足夠力量去面對每一天的挑戰。團契今
年更聯合生命教育科，一同參與「葛福臨佈道大會」。當天，由團
契主席、職員及中四中六義工隊，帶領中二全級同學參與，場面非
常偉大，既擴闊了同學的視野，加深了他們對不同宗教的認識，更
給予他們一個反思生命價值的機會，實在是非常難得的學習經歷。
整體來說，團契今年能夠達到建立同學積極面對生命的目標，幫助
同學勇敢而自信地面對困難和接受未來的挑戰。
15.9.3 團體及服務組別
圖書館學會
圖書館學會是由一班熱心服務和喜愛閱讀的同學所組成。去年，該
會共有三十多名成員。他們在主席、副主席及各組長的帶領下處理
館內日常事務，於小息、午膳及放學後在圖書館當值，負責借還圖
書、維持圖書館秩序、執拾書架及統計借書率等。此外，他們還會
協助老師舉辦活動，例如：閱讀獎勵計劃、書籍展覽、好書推介及
好書龍虎榜投票等。圖書館學會亦有舉辦旅行、參觀書展及與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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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面等活動，以擴闊同學的視野。同學的工作雖然忙碌，但十分有
意義，他們從活動中不但能吸收工作經驗，還可以培養服務大眾的
精神及擴闊生活圈子。
香港紅十字會青年團（第二百四十六團）
團隊成立至今六年，運作亦愈見成熟。九月初開始招募新隊員，使
團隊人數達到三十多人。
新隊員經過隊長的積極訓練，包括步操、基本急救課程、友誼活動
及校內服務，於學期末亦達到認知章的階段。舊隊員方面，大多已
達實踐章階段，並晉升成為各級隊長，參與團隊的管理。
團隊的運作主要分為服務及訓練兩部分。校內服務包括水、陸運會
急救服務，畢業禮儀仗，學生發展日急救服務，捐血日及早會當值；
校外服務包括整年到醫院圖書館當值，和參與港島總部「新團隊指
導服務」等等。全年服務超逾 200 小時。
該團亦邀請了青年團訓練員到校內協辦課程，以便更多隊員參與有
關活動，隊員們均表現積極投入。
該團成員榮膺本校的升旗隊。隊員經過嚴謹的升國旗訓練後，於九
月下旬為學校執行升國旗的儀式，於四月拍攝升國旗典禮，並於稍
後孫中山紀念日及七月一日回歸紀念日前夕播放。
在四川大地震後，該團積極參與抗震救災活動，除鼓勵隊員參與香
港紅十字會的各項賑災活動外，亦在校內拍攝下半旗儀式，於早會
期間播放及進行追思會，讓全校師生對死者表達深切的哀悼。
團隊活動方面，參與的項目包括「定向追蹤」
、
「青少年義工」及「急
救比賽」等等，並在「紅十字運動」中獲得第二名，成績令人鼓舞。
過去一年，該團上下一心，隊長勇於承擔，隊員亦積極參與，成績
令人滿意。
香港航空青年團第一零三中隊
香港航空青年團是一個知名的紀律團隊，該團的活動內容包括：傳
授航空知識的基本理論課程、講求紀律的步操訓練、鍛煉體格及意
志力的體能及野外訓練、以及培養領導才能及團隊精神的各類集體
遊戲。該團成員來自中一及中二級同學，過去一年，學員們積極參
與的活動，計有﹕港島大隊週年會操、見習學員畢業典禮、見習學
員訓練營、復活節訓練營、輪式動力飛行傘飛行體驗、直昇機飛行
體驗、2008 國際學員交流計劃步行籌款活動及野外戰術訓練、初
級士官訓練課程及政府飛行服務隊開放日等。學員透過嚴格的紀律
訓練、本地及海外交流活動以及社會服務，增加自信心、責任心及
對香港的歸屬感，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得到均衡的發展，
發揮成為優秀領袖及公民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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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童軍
本校男童軍擁有悠久的歷史，成立至今共四十九年。該團領袖一直
透過富挑戰性和持續性的訓練和活動，促進青少年德、智、體、群、
美五育的發展。
男童軍於每個星期六下午集會，去年共集會二十六次。童軍採用獨
特的訓練方法，激勵青少年自我學習和啟發，培訓他們成為一個有
自立能力、樂於助人、有責任感及勇於承擔的人。活動形式多元化，
包括繩結、急救、露營知識、先鋒工程等，團員均須為所有活動作
準備以及自我檢討，如自己設計遠足路線和製作紀錄簿。
戶外活動方面，去年舉辦了一次遠足，暑期又舉辦露營。該團膺
2007-2008「優秀旅團」，以表揚其在過去一年內的貢獻。
女童軍
本校女童軍團成立四年，至今共有成員三十位。本著女童軍運動目
標，本團所有活動主題均圍繞「發展潛能、從實踐中學習」。為了
幫助女童軍履行誓詞，女童軍訓練定了四大目標和八項綱領，領袖
可以透過這些綱領安排不同的訓練和活動，讓團員得到平衡和全面
的發展。為幫助女童軍發展，該會兩位領導老師已完成領袖訓練課
程。
女童軍隔週集會（星期一），去年集會共十四次。女童軍領袖安排
各式各樣富於啟發性的活動，鼓勵女同學參加。另外，也安排很多
挑戰活動，鼓勵女同學盡最大的努力爭取自己或者是團體的成功。
去年該團舉辦了一次遠足，讓同學享受戶外樂趣。為令成員增添團
隊精神，該團經常派出團員參加總會以及區辦活動，如獎券銷售、
步操比賽、興趣章課程、儀式典禮等。
獎項方面，該團隊員 4C2 丘奕華同學獲選為「隊伍優秀女童軍」，
以表揚其女童軍知識以及領導才能。同時該旅團亦為 2007-2008「優
秀隊伍」，以表揚隊伍在過去一年內，在行政、活動、訓練等各方
面有相當水準。
15.9.4 體育組別
體育學會
該會著重推動學校的體育發展，使更多同學有機會參與各項運動，
同時配合本校推行五育的理念。同學們透過本會舉辦的各類活動，
增強與運動有關的知識，明白到運動的重要性，提高對運動的興
趣，同時也能讓他們學懂怎樣與人合作和溝通。
該會去年舉辦的活動包括：班際籃球賽、班際足球賽、班際排球賽、
社際乒乓球比賽、社際羽毛球賽、畢業盃足球及籃球賽、維青盃足
球及籃球賽等，亦與學生會合辦競技日。這些活動都很成功，全賴
同學的支持及踴躍參與。該會負責老師有感一般學界比賽都只讓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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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隊的隊員參加，故此該會所舉辦的比賽特意讓所有同學或盡展所
長，或置身其中，以親身感受比賽的緊張氣氛。
保齡球隊在去年度學界比賽中表現優異，4S1 鄧禮和同學獲得個人
賽冠軍。3E 仇俊晞同學在學校體育推廣計劃 — — 運動攀登挑戰
賽獲得亞軍；2A 關幗媛同學在第五十一屆體育節學界高爾夫球練
習場比賽獲得亞軍；校際游泳錦標賽女子丙組獲得團體第四名，成
績令人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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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際比賽及獎項
(A) 香港學校音樂節、朗誦節及戲劇節
(1) 香港學校音樂節
(i)
琵琶初級組
季軍
良好獎狀
(ii)
琵琶初級組
良好獎狀
(iii)
二胡中級組
優良獎狀
(iv)
古箏初級組
良好獎狀
古箏中級組
良好獎狀
(v)
鋼琴
良好獎狀
(vi)
四級小提琴
優良獎狀
(vii)
單簧管
良好獎狀
（viii） 長號
優良獎狀

陳曉鋒 2B

洪妮娜 3A

郭蘊嫻 1A

方振東 4C2
姜皓嚴 2A

梁佩瑩 2A

林紫淇 2A
林子筠 2B
林聖竣 3B
林子焜 3A
黎海俐 1A

(2) 香港學校朗誦節
(i)
中文組（普通話）
優良獎狀 何志軒 3B
(ii)

中文組（粵語）
冠軍
雷子興
季軍
黃子昌
優良獎狀 林梓雋
張天培
梁樂鈞
良好獎狀 鍾慧明
梁傲斐
張永星

吳煒忠 3C

3A
4C2
1A
2A
4S1
1A
1C
2D

沙葦樂
譚翱陽
林穎瑜
梁韵芝
余泳潔
陳鑫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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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3B
6M
1A
1D
2D

劉仲恩
馬慧珊
陳偉麟
馮樂儀
張天培
李傲軒

1C
4S1
7B
1A
2A
4S1

(iii)

英文組
冠軍
亞軍
亞軍
亞軍
亞軍
亞軍
優良獎狀

中五至中七英文戲劇表演
中三至中四英文戲劇表演
黃雯澧 1B
梁樂鈞 4S1
陳偉麟 7B
關震希
馮嘉欣 7B
賴偉豪
劉倚彤 1B
余泳潔
關俊軒 1B
梁傲斐
張正楓 3A
林靖怡
彭翊禮 3A
何志軒
李傲軒 4S1
馬慧珊
許冬昕 6B
良好獎狀 林子焜 3A
郭汶杰
黎嘉晉 4C3

5C3
7B
1D
1C
3A
3B
4S1

張天培
田倬行
雷子興
孔嘉希
林凱琪

3B

黎志榮 3B

(B) 其他
(1) 校際游泳錦標賽
第四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一名
第一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二名
第二名
第四名
第四名

女丙團體
女丙 4X50 米自
男丙 4X50 米自
女丙 100 蛙
女丙 50 蛙
男甲 50 蝶
男丙 50 蝶
女甲 100 自
女甲 50 蝶
女丙 50 自
男丙 100 自

羅穎琪
羅穎琪
黃晉謙
蔣嘉朗
蘇穎詩
蘇穎詩
莫凱汶
蔣嘉軒

1D
1D
4C1
1D
7M
7M
1C
1C

(2) 校際田徑錦標賽
第二名
第一名
第一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四名
第四名
第四名

女丙 4X100 米
女丙 100 米
男乙 400 米
女丙跳遠
女丙 100 米
女丙 200 米
女乙 1500 米
男甲三級跳

沙葦樂
駱展文
梅嘉慧
梅嘉慧
沙葦樂
陳卓絲
劉俊鋒

1C
4S2
1D
1D
1C
4S2
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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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2A
3A
3B
5S1

(3)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運動攀登挑戰賽 2008
亞軍
仇俊晞 3E
(4)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駱展文 4S2
(5) 灣仔區聯校活力迎奧運
第一名
男子 4x100 米
第四名
女子 4x100 米
(6) 中學校際保齡球錦標賽
個人賽冠軍
鄧禮和 4S1
(7) 中銀香港第五十一屆體育節學界高爾夫球練習場比賽
亞軍
14-17 歲女子組
關幗媛 2A
(8)

(9)

2008 港澳數林匹克公開賽
三級榮譽軍
初賽
優良獎
港澳盃新秀賽
優良獎
港澳盃新秀賽

歐佰威 4S1
黃天政 3A
吳浩鍔 3B

聯校創意旅遊企業訓練計劃--路線設計比賽
優異獎
4C3

(10) 「香港讀書月」2007『閱讀馬拉松』--全港中小學生閱讀報告寫作比賽
優異獎
周世儲 4S1
(11) 第六屆全港微型小說創作大賽
優異獎
鄭詠怡 3B
(12) 公益少年團
中學組冠軍
季軍
優秀團員奬
(13) 粵語正音推廣協會
嘉許狀

灣仔區主題活動比賽
2007/2008 年度中國象棋比賽
2007/2008 年度灣仔區

黎綺婷
王天恩
梁進生
潘元直
余婉婷

何寶瑤
何加悅
李永雄
尹錦添
陳卓翹

4C3
4C3
4S1
4S1
4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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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3
4S1
4S1
4S1
4S1

梁恩浩 4C2
王敏兒 4C2

林曉敏
洪偉成
魏楚橋
黃東盛
陳灝銘

4C3
4S1
4S1
4S1
4S1

陳嘉麗
羅碧林
梁樂鈞
徐梓樂

張 駿
梁志偉
馬慧珊
尹世泓

4S1
4S1
4S1
4S1

4S1
4S1
4S1
4S1

何子聰 4S1
李傲軒 4S1
戴健進 4S1

(14) 香港聯校地理學會 2007-2008 市區重建-設計.故事.感想比賽
冠軍
陳彩虹 4C2
馮 明 4C2
何碧珊 4C2
鄺嘉汶 4C2
李越芙 4C2
黃宇昕 4C2
季軍
陳子聰 4C2
陳子傑 4C2
陳尉俊 4C2
符啓楊 4C2
劉子傑 4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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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至二零零八年學校發展計劃
1.
2.

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及成效
推行學生全人發展

二零零七至二零零八年度關注事項
1.
2.

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及成效
推行全人發展
－ 積極投入、愛我維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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