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2018-2019 年度 

 

周年校務報告 

 

 

 



 
 

 
目錄 

 
 頁數 

1. 我們的學校  

 抱負  1 

 使命  1 

 簡史  1 

 學校管理委員會  2 

   

2. 我們的學生  

 班級組織  3 

 出席率  3 

 離校百分比  3 

   

3. 我們的教師  

 教師人數  4 

 教師學歷  4 

 教學經驗  4 

 達語文能力要求的教師  4 

   

4. 周年學校計劃的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一：培養良好學習習慣，創設多元學習機會   5 

 關注事項二：培養正向思維，加強朋輩互助，延續關愛文化  6 

   

5. 我們的學與教  

 課程  7 

 八個學習領域的課時  7 

 上課日數  7 

 課程特色  

 Drama in Education  8 

 STEM 教育  10 

 跨學科閱讀  12 

 藝術教育  13 

   

   

   



 
 

 
 頁數 

6.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14 

 訓育組  15 

 輔導組  16 

 公民教育組  17 

 德育組  17 

 環保教育組  18 

 健康及性教育組  18 

 聯課活動組  19 

   

7. 學生表現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21 

 中六畢業生升學及就業統計  21 

 校外比賽及獎項  22 

   

8. 反思及跟進  

 學與教  35 

 學生成長  37 



1 

 

我們的學校 

 

抱負 

盡展潛能，追求卓越， 

行己有恥，自我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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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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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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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是年開始招收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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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鄺英偉先生 （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幼稚園教育）） 任期至 2019 年 5 月 13 日 

 鄺關秀菁女士 （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幼稚園教育）） 任期由 2019 年 5 月 14 日起 

成員︰ 陳欽麒先生（校長）  

 黃超文先生（獨立成員）   

 楊良河博士（獨立成員）   

 張詠嘉女士（校友成員）   

 李耀文先生（校友成員）   

 何靜儀女士（家長成員）   

 林麗嫦女士（家長成員）   

 何佩儀女士（教員成員）   

 楊偉良先生（教員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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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生 

班級組織    

  2018 年 9 月入讀本校的學生共 642 人，分作 26 班，詳情如下： 

年級 科目 班別數目 學生人數 
中一 一般學科 5 116 

中二 一般學科 5 114 

中三 一般學科 4 107 

中四 高中科目 4 104 

中五 高中科目 4 101 

中六 高中科目 4 100 

總計： 26 642 

 

出席率 

 

 

 

 

 

 

 

 

 

 

 

 

離校百分比 

 

 
提早離校學

生1.9%

在校學生

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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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教師 

 

教師人數 

校長    ：     1 

教師    ：    61 

 

教師學歷 

教師獲得的最高學歷 2018-2019 

持有碩士或以上學歷的教師 48% 

持有學士學位的教師 52% 

 

教學經驗 

 2018-2019 

具有 0 至 4 年教學經驗的教師 6 % 

具有 5 至 9 年教學經驗的教師 13% 

具有 10 年或以上教學經驗的教師 81% 

 

達語文能力要求的教師 

本校英文科及普通話科教師已 100% 達到語文能力評核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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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學校計劃的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一：培養良好學習習慣，創設多元學習機會 

本關注事項的第一個目標是幫助學生建立良好的學習環境。各科組為學生設計了

不同類型的備課工作紙，學生於課堂前完成，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習慣；又安排

不同形式的分層作業給不同能力的學生，以照顧學習差異，提升學習效能，能力

較佳的學生能了解較高層次的概念，能力稍遜的學生亦能掌握基本知識。學生積

極參與分組學習活動，通過同儕互助，發展溝通和協作能力。此外，跨學科閱讀

小組透過多元化閱讀活動如《晨讀小品》、晨讀分享、漂書活動、讀書會、親子閱

讀計劃，以及中、英文科的廣泛閱讀計劃、網上閱讀計劃等，培養學生閱讀的興

趣。各科組亦配合教學內容，為學生推介與學科相關的閱讀材料，安排合適的閱

讀活動例如小測、閱讀報告、口述分享等，鼓勵學生從閱讀中學習。 

  

第二個目標是為學生提供課堂以外的學習機會及體驗。各科組安排及推薦學生參

加不同的活動或比賽，當中不少活動是由不同科組協辦的，例如體育科及視覺藝

術科配合「Nike Project」而舉辦籃球活動及 T 恤設計工作坊；中文科與通識科安

排中一及中五級學生參觀大館，分別參與「古跡教育劇場」及「文化保育」活動；

地理科及環保教育組安排中二級學生到濕地公園進行「水資源管理」戶外考察，

另安排中五級學生到龍虎山進行環保考察活動。此外，超過 20 個科組於為期三星

期的學術周安排了多元化的活動，包括英文科互動遊戲、中文及普通話科攤位遊

戲、工作坊、讀書會、常識問答比賽及展覽等。學生反應熱烈，各項活動都豐富

了學生的學習體驗。 

 

本校推動學科配合 STEM 教育，創設多元學習機會。40 名學生參與由通識科、數

學科、設計與科技科及香港大學工程學院合辦的 Arduino 課程，掌握了物聯網及

各類感應器的應用，完成無線室内空氣監測儀的原型製作。物理科、設計與科技

科、科學科及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合辦「雞蛋撞地球」比賽，為中二級學生

安排相關學科知識講座，將活動內容融入課堂。而 STEM 組安排學生組隊參加太

陽能車設計比賽，學生學習了太陽能及電動車的原理後，把理論加以實踐；又安

排 4 名修讀 DAT 及 ICT 的中四級學生參加「AI Robot 中級程度比賽」，學生學習

製作 AI 機械人，認識機械原理。此外，地理科與 STEM 組協作舉辦了五天的「STEM 

Week」，内容涵蓋極端氣候變化、香港地質、VR、STEM 學習活動分享、火箭車

示範及太陽能車原理等等。其他 STEM 活動包括：東莞規劃與科技發展考察團、

參觀創科博覽及出席科普講座、參觀 HKU 工程學院 Dream Lab、火箭車設計比賽、

汽車工業工作坊、模型飛船大賽等。學生從活動中學習新知識，感受到無窮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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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培養正向思維，加強朋輩互助，延續關愛文化 

本校第二個關注事項是「培養正向思維，加強朋輩互助，延續關愛文化」，並以三

個目標為主：第一，加強品德教育，提升正向能力；第二，營造健康身心，力行

博愛精神；第三，締造多元體驗學習，規劃人生。 

 

第一個目標是「加強品德教育，提升正向能力」，德育組及輔導組去年舉辦多項提

升正向能力的活動，計有課室壁報設計比賽、講座、早會分享及校內外比賽等。

課室壁報設計比賽能讓學生透過搜集資料、構思主題，掌握正向思維的觀念。德

育組以「堅毅」為主題，透過德育課及早會分享，培養學生堅毅的性格，建立良

好的價值觀。中文科與德育組合辦作文比賽、標語創作比賽及中文講故事比賽都

以「夢想」為主題，鼓勵學生建立目標，追求理想，提升正向能力；此外，8 名德

育大使參加「好心情@學校計劃」，透過小組活動，於中六畢業禮上送花給畢業生，

祝福他們考試成功，增進學生的關係，共建和諧校園。另外，小組亦培養學生關

心社區，透過社區探訪，增加學生與社區的聯繫，為學生建立正向思維。此外，

透過舉辦讚賞學生行為的「好人好事」計劃，公開嘉許學生，讓學生懂得勇於為

善，樂於助人，建立正面的人生觀，營造良好的校風。 

 

第二個目標是「營造健康身心，力行博愛精神」健康及性教育組透過衛生署的「成

長新動力」課程，鞏固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及提升社交技巧；透過「正向輔導員」

支援小組，讓學生掌握基本正向教育的理念，提升對正確情緒管理的認識及管理

自己情緒的能力；各小組亦透過多項義工計劃，如「關懷社區—明日領袖培訓」

計劃、「藝術天使」義工服務及長者探訪活動，培養學生服務精神。 

 

第三個目標是「締造多元體驗學習，規劃人生」，聯課活動組透過各學會活動、學

界體育比賽、校際朗誦及音樂比賽、聯校戲劇比賽等，讓學生發揮各方面才能。

學生參與踴躍，在各項比賽中表現出色；亦透過多個領袖訓練活動，如中三及中

四領袖訓練日營、「正向領袖培訓工作坊」、「校園健康大使」等，活動內容充實，

具挑戰性，有助提升學生的正向能力及發掘他們的領袖潛能，增強學生自信。總

括而言，學生能透過參與不同的活動，培養自律，體驗正向思維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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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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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生奠定良好的基礎。 

 

本校於中一至中三級開設一般學術科目；中四至中六級為高中課程，除四個核

心科目外，亦開設十個選修科目；除英國語文科外，當中有六科設有以英語授

課的組別；學生可修讀其中兩個科目。 

 

八個學習領域的課時 

學習領域（中一至中三） 百分比 
中國語文教育 18.2 % 

英國語文教育 19.7 % 

數學教育 14.4 % 

科學教育 10.6 %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13.6 % 

科技教育 12.1 % 

藝術教育 6.8 % 

體育 4.6 % 
 

 

上課日數  

學校實際上課日數  

2018 至 2019 年度實際上課日數 ︰  173 天 

2018 至 2019 年度活動日數  ︰   17 天 

2018 至 2019 年度上課及活動總日數  ：  19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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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特色 

Drama in Education  

Drama in Education has been one of the highlights in the junior curriculum. Drama 

lessons a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junior-form timetable once a week, in which students 

are given a chance to understand world-renowned literary texts through make-believe 

plays, role-playing and acting of imaginary scenarios. Since drama is a holistic activity, 

it is difficult to separate the content, attitudes, cognitive skills and language skills that 

students acquire through the lesson activities. It is also difficult to outline what 

emphasis is placed on in a single drama lesson as it may serve various objectives. 

Although the following sections explain what a drama lesson may cover, it is 

noteworthy that they are not separate elements but closely connected to the skills and 

knowledge necessary to excel in the English curriculum.   

 

1. Content  

One focus of the Drama in Education curriculum is to enabl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literary texts through intensive reading and/or the viewing of films. Classical stories 

such as Oliver Twist (S.1), A Christmas Carol (S.2) and Narnia (S.3) are chosen as the 

selected texts for the junior students because the language and context are suitable for 

junior form students and can easily pique their interest in reading. 

 

Besides reading, students are able to learn some language features through these texts. 

In S.1 and S.2, the focus of the drama lessons is on reading and speaking. Teachers go 

through the literary texts or scripts with students and guide the students to analyze the 

theme and characterization. Students also learn how to make use of stress and intonation 

to get their meaning across in their drama performances. Building on these language 

skills, S.3 students further explore the writing styles and tactics used by the writer.  

 

2. Moral Education through Drama  

The above literary contexts are chosen because of the moral values and life issues 

embedded in the stories.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explore the themes drawn from 

these stories through dramatization. This kind of drama or make-believe activities helps 

students to test their hypotheses about what the world is like, and how they can solve 

problems in similar situations. At times, they also develop empathy with and an 

understanding of others by putting themselves in the shoes of the characters.  

 

3. Attitudes 

Honing and shaping drama scenes require communication and problem-solving skills, 

as well as creativity, teamwork, research, perseverance, patience and toleranc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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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develop concern, curiosity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increasingly sophisticated 

patterns that comprises drama content such as conflict and moral dilemmas. Through 

discussion and co-operation, they also experience and create an atmosphere where ideas, 

feelings and experiences are expressed in a harmonious manner and where conflict can 

be handled positively and honestly. In the end, they will also develop personal 

adaptability, self-confidence and spontaneity through the drama activities.  

 

In conclusion, the Drama in Education curriculum does not dwell on the display 

element of drama but rather emphasizes the benefits to be gained from the process of all 

the lesson activities mentioned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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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教育 

本校 STEM 教育小組不時舉辦跨科課程及跨年級課外學習活動，加強學生應用不

同 STEM 學科知識與技能的能力，培養他們的創造力、協作和解決問題能力，期

望學生能更自信地駕御及迎接未來的科技世界。 

 

本組組織過百名學生參加團結香港基金在會展舉行的第二屆創科博覽會，學生參

觀展品之餘，更參與三場科普專題講座及創客示範分享會。本學年小組推行了

STEM 教育跨科學習活動：中二級「雞蛋撞地球」正規課程及班際比賽，參與學科

包括物理科、綜合科學科、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科及設計與科技科。決賽在學

校操場舉行，場面非常熱鬧，比賽設多個獎項，包括最佳外型設計獎、最具成本

效益獎等，讓學生可在不同範疇發揮所長，最後其中一隊學生製作的雞蛋保護裝

置成功從校舍五樓墜下而雞蛋完好無缺，因而勇奪 STEM 最強設計大獎殊榮。獲

獎的學生更獲邀參觀香港大學校園，包括陸佑堂、孫中山先生銅像、Dream@lab

及許士芬地質博物館等，令同學大開眼界。 

 

本組透過「大學與學校支援計劃」繼續與香港大學合作，舉辦 Arduino 培訓班。培

訓班有 20 名中一至中五學生參加，學習進階的電腦思維技巧、傳感器的應用和物

聯網技術，部份同學已掌握相關技巧，製作無線室內空氣監測儀原型。 

 

在學術周期間，地理科及 STEM 小組與土木拓展署合作，舉辦了一個為期五日的

活動展覽，內容包括介紹土壤變化、認識岩石、展示「可載人太陽能車」、解構車

內設備及內部運作原理、分享內地創新科技探索之旅相片及遊歷、分享跨科創新

體驗學習活動—「雞蛋撞地球」、示範英國模型火箭車等……展覽期間還加設了網

上互動遊戲，讓學生回答相關問題，進一步認識學科以外的知識。 

 

本校副校長及兩名 STEM 負責老師於五月期間，參加了由教育局主辦的「香港官

立學校教師廣西交流考察計劃」，與國內的優秀教師團隊，交流創客教育及 STEM

教育的最新課程規劃及教學知識；並透過觀課、評課、研討等活動汲取實踐經驗，

從而優化往後在學校推行的 STEM 教育；並向全體教師分享了考察活動的見聞及

反思。 

 

本小組獲香港大學電子學習發展實驗室邀請投稿，分享 STEM 學習教案，2 月初

在《STEM 學習．新世代 》刋出，題為「Eggs crash into the Earth (Enhanced 

Version)」。 

 

本組在試後活動期間安排了中二級學生進行了 STEM 英國模型火箭車比賽，讓學

生認識火箭車比賽的目標及規則，從中學習設計火箭車時相關的數理知識，活動

期間學生以小組形式分組比賽，透過所學的知識及使用適當的工具來製作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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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並親自測試火箭車和運用 micro:bit 來量度及收集數據，從而改良設計，活動

期間學生都十分投入。 

 

試後活動期間，青衣專業教育學院邀請本校學生參加由香港賽馬會資助的工作

坊，名為「QF 帶你進入汽車業—透視鏡」。在為期兩天的工作坊裡，30 多名修讀

高中物理科和設計與應用科技科的學生，參觀本地著名的汽車維修廠，學習跟汽

車相關的課程。  

 

暑假期間，香港大學電子學習中心邀請本校向 20 間參加了優質教育基金網絡的

中、小學進行分享，本校老師以輕鬆的手法分享校本跨科 STEM 教育活動的規劃、

推行和資源管理，內容充實和參考性高，現場反應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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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學科閱讀 

本組透過晨讀讓學生閱讀不同學習領域的書籍及文章，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逢

星期一中一至中四級閱讀本組編訂的《晨讀小品》，每級各一冊，讓學生閱讀中英

文美文之餘，亦參與「班際晨讀大比拼」競賽，在上、下學期結束時由校長和家

長教師會委員頒發獎品予各級冠軍，以資鼓勵。星期三及星期五，全校各級按每

月主題閱讀中、英文書籍及報章。 

 

閱讀分享是學生們互相了解及學習的途徑，亦可讓學生練習公開演說的技巧。中

一至中四級學生逢星期一在班內進行閱讀分享。逢星期三的全校閱讀分享活動，

各班閱讀大使透過中央廣播分享閱讀心得。 

 

本學年的「讀書會」以不同的文章風格及表達手法為主題，由老師指導學生閱讀

的技巧及介紹當代作家的寫作風格及手法。上學期以「武俠小說---金庸的繼往開

來」為題，向學生介紹香港武俠小說的發展，及讓學生認識金庸先生作品的特色

及其創新的寫作技巧。下學期以民國舊夢為題，向學生介紹民國的趣事及不同類

型的作品。 

 

本組亦出版了《閱讀多樂趣》，上學期以「電影與文學」為題，介紹本港導演王家

衛如何從本港文學家劉以鬯的作品中吸收養分及靈感拍攝《花樣年華》及《2046》

兩部電影；以至二十世紀出色數學家拉馬努金的奮鬥歷程，讓學生擴展閱讀的視

野。為使學生深化對小說創作的認識及欣賞不同類型的文學創作，馬浩偉老師帶

領共 40 名中四及中五級學生出席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講座；由洪肇平教授主

講「詩詞欣賞與創作」，由何嘉俊博士主講「科幻小說與動漫畫」。學生沐浴於兩

位教授的講座中，獲益良多。 

  

下學期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為題，由崑曲的歷史及傳承、香港的節日慶祝、民

間技藝，以致廣東人愛喝涼茶，讓學生珍視本地豐富的歷史及文化特色。 

 

本學年繼續推行「漂書」活動，全校教職員及學生捐出圖書與他人分享。教職員

及學生可自由從指定的圖書車內拿取圖書作閱讀，一起分享閱讀的樂趣。另外，

製作展板介紹中國古典文學與西方小說中的妖怪作比較，引起學生的閱讀興趣。 

 

為鼓勵學生從不同媒介閱讀，本學年圖書館添置近三千本電子書。四分三學生借

閱一本或以上的電子書。同時，本組與家長教師會合辦親子閱讀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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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教育 

視覺藝術科不斷因應學生的特質而調整課程內容。在高年級加入設計思維 (Design 

Thinking) 教學法，透過引起學生的同理心，進行「以人為本」的設計，為生活上

的難題尋求創新的解決方案，以至創造更多可能性。教學步驟包括「建立同理心」、

「定義需求」、「創意動腦」、「製作原型」、「實際測試」。此教學法能有效喚起學生

對社會的關注，以設計幫助社會人士改善生活。在解難為本的設計過程中，不但

能夠令他們動腦筋，而且能迅速地發展意念，有助提升學習效能，激發創意及具

原創性的設計。本校多位視藝科畢業生最近在大專院校獲設計獎項或獎學金，證

明培育設計創意人才乃本科一個重要而長遠的發展方向。 

 

為了配合 21 世紀的教育發展，視覺藝術學會舉辦 3D 筆工作坊，由專業培訓員帶

領 30 位學生進行創作活動，部分學生亦在開放日中成為小導師，教導嘉賓使用 3D

筆。此外，本校安排 9 位學生透過拔尖計劃參加 3D 打印初階及高級課程，期望為

社會孕育更多創意科技人才。本科在試後活動期間曾舉辦 STEM 工作坊，由聲音

藝術家趙朗天先生 (Alain Chiu) 引導 30多位中四及中五級學生設計發聲的藝術裝

置。在學校的支持下，這兩年間本科已添置 3D 打印機、雷射切割機及雕塑機，部

分高年級學生已運用於個人創作。來年視覺藝術科亦會繼續增加 STEM 元素，使

之成為校本 STEAM 視藝課程。 

 

本科亦一如既往帶領學生參觀不同的展覽及參與各種工作坊。於五月參觀荃灣六

廠 (The Mills) 活動後，該機構以電郵稱讚本校學生是該機構開館以來表現最優秀

的學生，實在令人鼓舞。藝術天使義工於七月為長洲新生精神康復會安泰軒進行

義工服務，參與的長洲街坊皆表示學生教導他們創作羊毛畫，帶來治癒效果；而

且學生態度非常好，令他們渡過了一個開心的上午。 

 

視覺藝術科與體育科的跨科合作計劃「Nike Project」，為學生安排明星籃球員在午

膳期間作示範，透過籃球活動讓學生提升自信，激發團體合作精神。當天體育主

播伍家謙先生作嘉賓，分享專業球員生涯規劃。此外，平面設計師教導高中視藝

科學生設計球衣。學生皆投入活動，表現積極，而籃球球衣設計優秀，亦獲得該

機構讚賞。 

 

HK Walls 在校園外牆繪畫繽紛的壁畫，為學校增添藝術氣息。其中一位外藉藝術

家更到校帶領中四級視藝科學生進行十字繡工作坊，並在籃球場鐵絲網編織十字

繡錦鯉，美化校園。 

 

最後，有多位學生在公開繪畫比賽及動畫設計比賽中獲得獎項，足證學生具有卓

越的藝術及創意潛質，盼望在課程規劃及教學法持續優化下，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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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學生的成長支援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本組的工作目標是協助學生探索自己的潛能與志向、發展事業興趣及認識就業環

境。工作內容包括定期更新升學和就業資訊、張貼海報、安排參觀、講座和工作

坊、統計畢業生出路及協助學生申領離校證明書和推薦信。 

 

生涯規劃方面，中二及中五級學生在班主任課分別使用《尋找生命的色彩》及《生

涯地圖》生涯規劃教材，中一、中三、中四及中六級則採用校本編制「生涯規劃

師」教材套，讓各級學生為自己的前途作初步規劃。 

 

本組透過安排「大學聯招選科」及「E-APP」報名講座，參觀大專院校資訊日，讓

中六學生對畢業後的多元出路有更深入的認識。本組更在第一次學生發展日舉辦

「Career Expo」，邀請專上院校代表到校作課程講座，協助學生為將來就業和繼續

升學作好準備。18 年 11 及 12 月，亦與職業發展處及聖雅各福群會合辦模擬面試

工作坊，讓中六學生為升學及就業作好備。 

 

本組亦為中三級學生舉辦「高中選科」講座、編印高中選科小冊子、介紹本校選

科程序及安排，與及各選修科目的內容；而本組老師、班主任及各學習領域的統

籌老師在「中三家長晚會」與家長進行分組面談，講解本校的選科程序及協助家

長指導學生選科，為家長提供支援和輔導。 

 

此外，本組亦安排不同類型的活動予其他級別的學生，包括大坑青年中心「模擬

社會遊戲」生涯規劃活動、「鯉魚門公園生涯規劃日營」、「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參

觀」、「多元出路資訊 SHOW 參觀」等，讓學生預早訂立目標，規劃人生，為將來

升學及就業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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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育組 

培養學生律己愛人的品德是訓育組的理念。為提升學生的自律性、自信心、團隊

精神及抗逆力，本組 12 位老師及 60 多名領袖生同心協力，使學生無論在校內、

校外都建立良好的紀律及行為。  

 

1.「乘風航」 

本組與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協作，於 11 月 10 日舉辦了「乘風航」戶外領袖訓

練活動。本校領袖生共 55 人，在乘風航的訓練船「賽馬會歡號」上接受不同的訓

練，透過精心策劃和別具創意的海上歷奇活動，學生攜手合作，發展潛能，提升

創造力和解難能力，並培養欣賞事物的能力、關懷別人的態度和環保意識，增加

自信，養成獨立處事能力及團隊合作精神。  

 

2. 中一學生領袖培訓計劃 2018—步操紀律訓練和「創出 SUN 天」才藝培訓班 

為使中一學生及早培養「自律守規」的精神，本組聯同公民教育組於學期初推行

中一學生領袖培訓計劃 2018—步操紀律訓練。學生藉着上學期的步操紀律訓練，

把依法守規的觀念融入校園。再者，本組與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協作，為中二

及中三學生舉辦了「創出 SUN 天」才藝培訓班，讓他們發掘更多自己的才能，從

而懂得欣賞自己。 

 

3.「聯校領袖生訓練營」和「領袖訓練工作坊」 

本組參加了教育局官立中學訓育教師聯網於 5 月舉辦的「聯校領袖生訓練營」和

「領袖訓練工作坊」，與來自 3 間不同中學超過 60 位學生一齊參加。透過不同訓

練，學生攜手合作，完成任務，藉此培養團隊合作精神。當中透過分享，讓他們

認識自己的強項，提升領袖才能。對執行領袖生的工作有莫大裨益。 

 

4. 灣仔區滅罪先鋒啟導計劃 2018 

本校 10 位學生參加由灣仔警署協辦的「灣仔區滅罪先鋒啟導計劃 2018」，活動主

要讓學生能親身感受前線警員工作的挑戰和艱辛，認識懲教工作的特點和重要

性，同時了解一名囚犯在獄中的生活，由真實囚犯向學生分享個人經歷和心路歷

程，令學生反思凡事要三思而行，有助他們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及互相尊重的態度。 

 

5.青少年自強計劃及青峻計劃 

透過計劃，警察義工與學生共同參與各種活動，例如球類及競技活動、歷奇活動、

遠足夜行等，讓學生鍛鍊意志，增強信心，建立團隊精神和改善與人相處的技巧。

一眾警察義工與學生建立亦師亦友的關係，拉近彼此距離。 

 

此外，本組亦推行「自省計劃」，讓那些因多次輕微違規而被記缺點的學生，透過

本計劃反思己過，作出改善，獲得改過自新的機會。與此同時，本組繼續推行「表

揚榜」及「太陽計劃」，鼓勵學生自律守規及建立良好的課室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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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組 

為配合「全人教育」發展，輔導組以「建構健康校園，開展美好人生」為工作目

標。去年本組透過個別輔導、班級活動和講座，培養學生正面、積極的價值觀，

使他們樂於接受挑戰，為自己開展燦爛的人生。本組的個別輔導工作由駐校社工

和組內輔導老師負責，為有需要的學生舉辦預防及發展性的活動;亦定期舉行班主

任訓輔聯席會議，以了解各級及個別學生的情况，共同訂定有效的訓輔跟進工作。 

 

本着「關愛同行」的理念，輔導組續辦「大哥哥大姐姐朋輩輔導」、「功課輔導」

計劃和中一新生迎新日，不但幫助中一學生適應校園生活，還讓高年級學生回饋

學校，以達到助人助己的效果，並共同締造和諧校園。為加強和家長溝通交流之

機會，特意舉辦「中一家長晚會」、「家心學堂」、「正向說話：與青少年子女說說

話，談談情」家長講座、「與子女一起走過升中的日子」分享講座，向家長帶出正

面訊息。本組參加了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健康校園計劃」，學生透過「快樂由

我創」小組活動學習如何適當地抒發情緒及建立良好正面的生活態度。為讓學生

善用午飯後的閒餘時間，駐校社工舉辦多項午間鬆一鬆活動，如午間遊戲王、音

樂小組等活動。本組十分重視學生的精神健康，舉辦相關活動如「好心情@學校計

劃」，活動包括「心理健康你好嗎」問答比賽、「愛連繫」精神健康關注同樂日、「正

能量資訊站」展覽、「緊守防線」教師工作坊；及「正向青少年綜合服務計劃」，

包括「正向領袖訓練」、「正向教育學生講座」、「價值教育及情緒調節訓練日營」、

「啟迪營」、「正向教育在維官」教師講座、小組治療、個人心理治療及個案諮詢。

本組亦成立了讓學生發掘潛能，盡展所長的雜藝同學會、足球班、「綠田緣」和服

務露宿者的同理心義工隊。另外，駐校社工會在不同班級進行社工課，向學生灌

輸正確之價值觀。「You Maker 模擬未來世界體驗活動」、「營商體驗小組:年宵市場」

等為本組幫助學生進行生涯規劃而舉辦之活動。 

 

在照顧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方面，本校聘請專責老師、社工及教學助理，為有特

殊教育需要學生進行個別輔導、調適課程、安排具治療性質的專業訓練，更為全

校教師提供培訓，以全面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和家長。另外，教育局亦為

本校提供「校本教育心理服務」，讓學生在學業和心理上獲得教育心理學家的專業

支援，以助他們發揮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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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組   

過去一年，本組活動主要為早會分享、步操紀律訓練等藉此提升學生的品格及建

立正確的價值觀。 

 

其次，本組與校外機構安排一連串加強學生公民意識的活動，包括：邀請民政事

務署專員到校，舉行中四「選舉知多少？」講座，參與學友社舉辦的「第 25 屆全

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鼓勵學生多關注時事；亦安排學生參觀廉政公署及舉行

廉署午間遊戲活動，讓學生認識廉潔的重要性；參與公民教育委員會的「網上《基

本法》問答比賽」，讓學生認識特區的政制，本校更鼓勵中四中國歷史科學生參與

中國外交知識盃比賽，令學生了解中國外交政策和內涵。 

 

最後，本組先後舉辦及協辦多個校內外不同類型的活動，加強學生對祖國的認識

和歸屬感。此外升旗手參加恆常訓練，目的為舉行升國旗儀式，以及進行「國旗

下的講話」作好準備。本組更推薦學生參與軍事訓練營，加強認識我國軍事的發

展，令學生明白嚴守紀律的重要及成為出色的領袖條件。其次，本年有 4 位中三

學生參與「基本法」培訓計劃。他們都被安排參加港珠澳學習團，另 2 位再參加

「成都交流團」，體驗祖國在科技上的急速發展。 

 

總括來說，本組通過全方位及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培養學生律己愛人的品德和建

立正確的價值觀，引導學生關注香港及祖國的發展，進而加強對家國的歸屬感。 

 

德育組 

本年度德育組主題為「堅毅」，培養學生實踐「貫徹始終」的精神，積極進取，永

不言棄。為配合主題，本組舉行一系列活動，包括與中文科合辦不同類型的比賽，

如：書法、作文、講故事及標語創作比賽，並於各級推行德育課及早會分享，鼓

勵學生堅持夢想。 

 

為培養學生的關愛精神，服務社會，本組與不同組別合辦社區探訪。於新春的時

候，既與長者同樂，又帶給他們歡笑和溫暖，讓學生明白施比受更為有福的道理。

本組在班主任課時段，邀請宣明會人員到校主持講座，題目為「當科技遇上貧窮」，

介紹如何運用科技以解決貧窮問題，鼓勵學生幫助和關懷別人，並愛惜資源。 

 

本組亦推薦 8 名德育大使參加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舉辦的「好心情@CONNECT

計劃」，透過活動讓學生學習互相欣賞及關懷，效果良好。 

 

本組推出「好人好事計劃」，老師透過感謝咭，藉此嘉許勇於服務，樂於助人的學

生，反應不俗。本組期望學生建立良好的習慣，共建和諧校園。 

 

本組藉著不同類型的活動，幫助學生培養堅毅的性格，建立良好的價值觀，並鼓

勵學生互助互愛，融入和諧的校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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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教育組  

本組積極在校內推行環保活動，在早會宣傳環保資訊，將最新的環保資訊介紹給

全校學生。本組推行各項環保教育活動，包括學生委員在 10 月製作「源頭減廢行

動：自備水樽」壁報，並於早會向全校學生宣傳。11 月期間本組與科學學會合作，

進行早會短講，向全校學生講解「節約能源」的重要性。此外，本校推薦 7 位中

四學生參加由香港濕地公園、香港青年協會及漁農自然護理署合辦的「愛‧濕地」

短片創作比賽。參與學生在 12 月中前往香港島南岸大潭灣的紅樹林、潮間帶泥灘、

沙灘、沙坪和天然河溪等地拍攝，並了解多樣化的天然濕地如何有利不同生物同

存。2 月舉辦班際利是封回收比賽。4 月中二級全級學生前往香港濕地公園參觀，

透過導賞活動認識濕地的生態環境，明白自然水資源的價值；中五級亦前往龍虎

山環境教育中心參加城市生態、歷史、永續生活的導賞活動，了解城市永續生活

的現況。 

 

總括而言，學生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學會愛護環境，珍惜寶貴的資源。 

 

 

健康及性教育組 

「談情說性，知禮守法」為本組年度的總綱領。活動包括：早會短講、展板宣傳、

成長新動力課程、護苖講座，性教育 E-CLASS、水果日、健康生活體驗營、校園

反吸煙宣傳、健康資訊學生大使計劃、學生健康服務﹙體檢﹚、正向輔導員培訓計

劃、長者家居清潔活動、健康校園嘉許典禮、家校齊減壓運動、「高低鈉見」講座、

「食物中的天然毒素」講座、問卷調查、健康資訊學生大使計劃嘉許典禮等。 

 

2 名幹事會成員完成由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提供的 19 小時的校外培訓課

程，積極參加各類推廣健康使用互聯網的宣傳及公眾教育活動，包括教授家長基

本的電腦使用技巧，以及向學生介紹有關的法例，表現出色，在全港資訊科技大

使隊伍中脫穎而出，榮獲水晶球奬。 

 

其中健康大使張樂桐更因過去一年積極參加義務工作、服務社會，以及推廣健康

上網的訊息，獲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邀請擔任「第十屆健康資訊學生大

使計劃嘉許典禮」司儀一職。本校獲主辦機構發函致謝。 

 

本組支持校方關注事項 2「營造健康身心，力行博愛精神」的發展方向，加強健康

教育和社會服務；此外，本年度首度推出「提升家長及學童健康計劃」，支援家長

的情緒健康，並向家長發佈最新的健康資訊，加強家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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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課活動組  

聯課活動是均衡教育中的重要一環，它既能令學生健康成長、增進知識、啟發潛

能，更能使師生關係融洽，締造良好的校園氣氛。 

 

本校學生於入學時已被分配入紅、黃、藍、綠四社。每學年，各社均透過社際比

賽，爭奪最高獎項──肇堅盃。學生可在參加社際活動的過程中，增加對社及學校

的歸屬感。本年，本校設有二十多個學會，可歸納為四大類：學術、制服團隊及

社會服務、興趣及體育，學生可因應個人興趣，自由選擇參與。各學會亦舉辦不

同性質的活動，包括：球類比賽、辯論比賽、戲劇比賽、問答比賽、歌唱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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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課活動更是體驗全方位學習、豐富同學其他

學習經歷的好機會。本校學生參加校外比賽的種類廣泛，包括：學術、藝術、興

趣及體育等類別，成績理想。 

 

此外，聯課活動組為所有中四級學生舉辦領袖培訓日營。學生均積極投入，為他

們來年作為領袖生及學會幹事作好準備。 

 

最後，在 8 天的試後活動日，除了舉辦「聯課活動綜合表演」外，各組別與學會

為不同級別的學生舉辦多元化的活動，豐富學生的學科體驗，包括： 

 

 聯課活動組  

1. 「舞動生命」互動演出 

2. 宣明會「擁有甚麼」體驗工作坊 

3. 校友音樂表演 

4. 「夢想吶喊」學校巡迴音樂會 

5. 綜合表演 

（中文朗誦、普通話朗誦、合唱團、中樂團、笛子班、揚琴班、

古箏班、琵琶班、中國敲擊班、戲劇學會、舞蹈學會、雜藝同學

會、武術隊及醒獅組）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1. 中五青年就業互動劇場 

2. 中三生涯規劃日營 

3. 中四模擬社會遊戲 

 輔導組 

正向教育講座 

 中文科及中史科 

1. 嫁娶講座 

2. 中國文化工作坊 

 數學科 

中一數學比賽 

 物理科 

參觀九龍灣機電工程署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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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科及設計與科技科 

1. 參觀保時捷紅磡汽車廠及大眾荃灣汽車廠 

2. 參觀青衣 IVE 汽車工業工作坊 

3. 模型飛船創作大賽 

 通識科 

1. 參觀中文大學社會科學系 

2. 參觀屯門環保園 

 視藝科 

參觀 PMQ「香港智營設計大賞」 

 STEM 教育組 

STEM 英國模型火箭車比賽 

 舊生會 

參觀香港萬麗海景酒店 

 學業發展組 

區本計劃日營 

 學生會 

「維官一家親」社際問答比賽 

 圖書館學會 

小說作家分享講座 

 音樂科及學生會 

社際歌唱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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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表現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本校共有 99 位學生參加第八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共考獲 68 個 4 級或以上，而

成績達 2 級或以上的則有 419 個，成績理想；其中以劉品宏、陳澤銘、徐文杰、

余嘉裔、梁峻銘、任曉綠、唐穎晞、陳家傑及關風平 9 位學生的表現最為優秀。

此外，5D 班井川雪奈亦於此屆文憑試丙類科目日文考獲 a(a)級，相等於 5**級。

在 2019 年度，本校有 6 科的成績達 2 級以上的比率對比 2018 年度有所提升，包

括通識教育、中國歷史、物理、資訊與通訊科技、設計與應用科技和視覺藝術。

中國歷史、物理、設計與應用科技及視覺藝術成績達 2 級以上的比率均高於全港

常模數據。其中以中國歷史的表現最為突出，成績達 2 級以上的比率達 100%，高

於全港常模數據 8.9%。升讀本地大學及專上院校的學生有 82 人，經大學聯招辦法

獲取錄院校包括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

城市大學、香港公開大學及明愛專上學院等。相關課程包括有精算學、文學、電

子工程學、電機工程學、中藥學、計算數學、應用物理學、心理學和護理學等。

此外，往海外進修的有 11 人。 

 

 

中六畢業生升學及就業統計 

 

 

 

 

就業

6%

重讀/ 自修

1%
海外升學

11%

本地學位

課程

8%

本地全日制

專上/ 職業

訓練課程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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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比賽及獎項 

第七十屆香港校際朗誦節 

a. 中文組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歌詞朗誦 (粵語) 

冠軍 2E 井川龍一 

優良 2E 陳曉曦 

良好 1B 黃仲謙 

二人朗誦 (粵語) 

亞軍 6A 郭穎琳 6B 唐穎晞 

季軍 3D 楊昊蕊 4D 郭湛陶 

優良 
3D 譚慧研 4A 簡德亮 4D 張樂桐 

4D 何崧暘 

良好 1D 陳樂衡 1D 鄧永樂 

詩詞獨誦 (粵語) 

女子組 

優良 

1A 黃熙恩 2C 翁曉婷 3A 林希桐

3C 楊靜茹 3D 鍾嘉雯 3D 勞琬靖

3D 楊昊蕊 5D 馮永麗 5D 卓欣

5D 井川雪奈 

良好 5D 李慧頤 

詩詞獨誦 (粵語) 

男子組 

優良 
1E 鄧一朗 1E 曾浩軒 4C 麥敬昆

6D 李家禮 

良好 2C 蔡舜 

詩詞獨誦(普通話) 

女子組 
優良 1D 歐陽茵 5D 井川雪奈 

詩詞獨誦(普通話) 

男子組 
優良 

1D 陳慶華 1D 樊元傑 1D 侯亦楠 

2E 井川龍一 

散文獨誦 (粵語) 

男子組 
優良 1E 鄭弘朗 

 

b. 英文組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Dramatic Duologue 

Secondary 1 & 2 
Certificate of Merit 

2A Ologenio Joanna Marie Nillo 

2E Ikawa Ryuichi 

Dramatic Duologue 

Secondary 3 & 4 

1st place 
3D Yeung Ho Yui 

3D Moreno Ryan Jay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4D Cheung Lok Tung 

4D Ho Sung Y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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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英文組 (續)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3rd place 3D Moreno Ryan Jay 

Certificate of Merit 

1A Wong Hei Yan Hannah 

1D Chan Hing Wa 

1D Kung Man Lee 

1E Ding Wanni Vanessa 

2E Tang Kwok Kai 

4B Wong Hei Long Paul 

5A Lau Kwan Yuet Josiah 

5C Poon Shu Wa 

5D Tse Pok Hei 

6A Kwan Fung Ping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1D Fung Wing Ho 

3C Chan Cheuk Fung 

3D Lo Man Leong 

3D Leung Chun Hin 

3D Watt Pak Yu Dimitri 

 

灣仔區「友愛同行．共融社區」體驗活動標語創作比賽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高中組 
冠軍 4B 劉銳聰 

優異獎 4D 梁棹瑩 6B 黃浩文 

初中組 季軍 2D 郭沅喬 

 

2nd Inter-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s Drama Festival 2019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Tang Shiu Kin Victoria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 
Outstanding Stage Effect 

Commendable Overall Performance 

Outstanding Script 
3D Moreno Ryan Jay 

3D Tang Hoi Wai 

Outstanding Performer 3D Yeung Ho Yui 

Outstanding Director 4C Tsoi Chi 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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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th Inter-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 Debating Competition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CMI School 
2rd Runner-up 

3D Moreno Ryan Jay 

5D Kayna Pardines Ali 

5D Lam Chun Hei 

Best Debater 3D Moreno Ryan Jay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 

初賽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中三級 
二等奬 3D 劉漢揚 3D 梁卓憲 

三等奬 3D 楊昊蕊 

 

晉級賽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中三級 

一等奬 3D 劉漢揚 

二等奬 3D 梁卓憲 

三等奬 3D 楊昊蕊 

 

總決賽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中三級 二等奬 3D 劉漢揚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 2019（香港賽區） 

初賽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中二級 

二等奬 2D 鍾文軒 2E 巫卓謙 

三等奬 2D 黎俊浩 2D 李傲朗 2E 倫昌業 

優異奬 2E 余如辛尹 

中三級 二等奬 3D 劉漢揚 3D 楊昊蕊 

高中組 

二等奬 4D 袁鈺誠 4D 蘇藹琳 

三等奬 

4D 張樂桐 4D 何崧陽 4D 莫俊傑 

4D 王智樂 4D 黃佳文 5D 馮永麗 

5D 魏穎芊 5D 吳君琪 5D 黃家駿  

優異奬 4D 羅凱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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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拔賽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中二級 

二等奬 2D 鍾文軒 

三等奬 2E 巫卓謙 

優異奬 2D 黎俊浩 

中三級 

二等奬 3D 劉漢揚  

三等奬 3D 楊昊蕊 

三等奬 

4D 張樂桐 4D 何崧陽 4D 莫俊傑 

4D 袁鈺誠 4D 蘇藹琳 5D 馮永麗  

5D 魏穎芊 5D 吳君琪 5D 黃家駿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全國總決賽 2019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中二級 三等奬 2D 鍾文軒 2E 巫卓謙 

中三級 二等奬 3D 劉漢揚  

高中組  

二等奬 4D 袁鈺誠 

三等奬 
4D 張樂桐 5D 魏穎芊 5D 馮永麗  

5D 吳君琪 

 

第九屆全港中小學「T」字之謎大賽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中學組 
季軍 3D 梁卓憲 

二等獎 2E 倫昌業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 2019（香港賽區）(HKIMO) 

初賽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中二級 

銀奬 2E 巫卓謙 2E 倫昌業 

銅獎 
2D 鍾文軒 2D 黎俊浩 2E 甄賜 

2E 余如辛尹 

中三級 銅奬 3D 梁卓憲 

高中組  

銀奬 4D 袁鈺誠 

銅獎 
4D 張樂桐 4D 何崧暘 4D 黃佳文  

4D 蘇藹琳 5D 黃家駿 

 

晉級賽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中二級 銅獎 
2D 鍾文軒 2D 黎俊浩  2E 巫卓謙 

2E 倫昌業 2E 余如辛尹 2E 甄賜   

高中組 
銅獎 4D 張樂桐 4D 袁鈺誠 4D 黃佳文  

優異獎 4D 何崧暘 4D 蘇藹琳 5D 黃家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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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杯 HKMO)初賽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中一級 銅獎 1E 李譽軒 

中二級 
銀奬 2E 巫卓謙 

銅獎 2E 鄧國璣 2E 倫昌業 

中三級 
銀獎 3D 劉漢揚 3D 楊昊蕊 

銅奬 3D 梁卓憲 

中四級 銅獎 4D 張樂桐 4D 何崧暘 

中五級  銅獎 5D 魏穎芊 

 

2019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AIMO Open)晉級賽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中一級 銅獎 1E 李譽軒 

中二級 
銀獎 2E 巫卓謙 2E 倫昌業 

銅獎 2E 鄧國璣 

中三級 
銀獎 3D 劉漢揚 3D 梁卓憲 

銅奬 3D 楊昊蕊 

中五級  銅獎 5D 魏穎芊 

 

Hong Kong Biology Literacy Award Written Test (2018/2019)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Second Class Honour 6A 蘇俊安 

Merit 6A 陳家傑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科學及紡織學院中學數學及科學比賽 2019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生物 

Distinction  5D 謝博希 5D 余俊軒 

Credit 
5D Kayna Pardines Ali 

5D 趙政熙 5D 陳煒茵 

數學 
Distinction 5D 謝博希 

Credit 5D 余晉而 

化學 Proficiency  5D 余晉而 

物理 Proficiency  5D 陳俊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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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屆全港學界普通話傳藝比賽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初中組 

古詩組冠軍 

2E 井川龍一 
繞口令組亞軍 

歌唱組(獨唱組) 

冠軍 

高中組 古詩組冠軍 5D 井川雪奈 

 

第 13 屆新加坡中新國際音樂比賽中國賽區選拔賽聲樂 IV 組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童聲組 二等獎(新加坡) 
2E 井川龍一 

業餘組 四等獎(新加坡) 

 

第十五屆《德藝雙馨》香港區賽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初級組 獨唱亞軍 2E 井川龍一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2019–中樂合奏比賽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中樂團 銀獎 

2B 陳敬鋒 2C 翁曉婷  2D 章澄熙  

2E 徐希朗 2E 余如辛尹 2E 鄭嘉濼

3D 高嘉慈 4B 陳柏榮  4B 尹姸心  

4C 馬宏康 4D 張智朗  5C 葉超賢

5D 石家愉 

 

2018 國技院杯日本國際跆拳道大會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個人品勢賽  

(中學生女子) 
第一名 5D 井川雪奈 

個人品勢賽 

(中學生男子) 
第三名 

2E 井川龍一 
搏擊賽 

(中學生男子) 
第三名 

破擊賽 

(中學生男子) 
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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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KWON MITEC Taekwondo Invitation Championship 2018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搏擊賽 

(女子 15-17 歲- 

黑帶) 

第二名 

5D 井川雪奈 

三人品勢賽 

(女子 15-17 歲- 

黑帶) 

第二名 

個人品勢賽 

(女子 15-17 歲- 

黑帶) 

第三名 

搏擊賽 

(男子 12-14 歲- 

紅黑帶) 

第三名 

2E 井川龍一 三人品勢賽 

(男子 12-14 歲- 

紅黑帶) 

第二名 

 

香港仔跆拳道會套拳錦標賽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青少年黑帶組 第一名 

5D 井川雪奈 雙人組 L 組 第一名 

黑帶組 BBG 組 第一名 

品帶組 PIB 組 第一名 

2E 井川龍一 雙人組 E 組 第一名 

品帶組男品 MB 組 第二名 

 

Jeonju Open International Taekwondo Championships 2018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搏擊賽 

(女子 42-44 公斤-

黑帶) 

第二名 5D 井川雪奈 

 

香港跆拳道恊會第二十三屆亞洲城市跆拳道錦標賽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Junior Female 

Under 42KG 
第一名 5D 井川雪奈 

Cadet Under - 53 第二名 2B 童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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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Action Taekwondo Academy 

17th Japan WATA Open Intercontinential Taekwondo Championship 

2019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搏擊 Junior 

Female – 44KG 
第二名 

5D 井川雪奈 
個人品勢  

Junior Female 
第七名 

Cadet Under - 53 第二名 2B 童銳衡 

個人品勢  

Cadet Male 
第八名 2E 井川龍一 

 

香港男子跆拳道黑帶賽 2018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第三名 2B 童銳衡 

 

第六屆大道跆拳道錦標賽(新加坡)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第二名 2B 童銳衡 

 

香港跆拳道會國際邀請賽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個人女子品勢 
第一名 5B 謝銘欣 

雙人品勢 

 

亞洲城市跆拳道國際錦標賽 2019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個人女子品勢 第一名 5B 謝銘欣 

 

2018 年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跆拳道錦標賽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少年色帶組混雙 第二名 
3C 郭靜嵐 

女子少兒色帶組 第五名 

 

中學校際撃比賽男子乙佩劍 2018-2019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第三名 3C 鄭松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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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洲元旦長跑暨社區親子歡樂跑 2019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第一名 3D 鍾嘉雯 

 

LAMMA8 慈善越野賽 8 公里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初級組 第一名 3D 鍾嘉雯 

 

越野 Running Teens 挑戰賽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第一名 3D 鍾嘉雯 

 

MSIG Running Trail Series 寶馬山越野賽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女子組 16-24 歲 第二名 3D 鍾嘉雯 

 

野.拜日遠足及跑步賽 2019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女子少年組 第二名 3D 鍾嘉雯 

 

SEA TO SUMMIT Sea To Summit Race 2019 CHALLENGE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Junior Woman 

Category 
第一名 3D 鍾嘉雯 

 

第 13 屆薄扶林慈善挑戰盃暨家庭同樂日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女子青少年組 

10 公里 
第一名 3D 鍾嘉雯 

 

WAA Hong Kong N.E.45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Half Course (23km) 

Youth Women 
第一名 3D 鍾嘉雯 

 

Bonaqua Action X SPRINT Trail Series  

Sai Keung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Female, Junior 第一名 3D 鍾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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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luse Bay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14KM  

Female, Junior 
第一名 3D 鍾嘉雯 

14KM  

Male, Junior 
第三名 2E 許駿永 

 

Discovery Bay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Male, Junior 第二名 2E 許駿永 

 

Adventure Terra Race 極地越野挑戰賽 2019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男女混合青少年組 第一名 3D 鍾嘉雯 6B 許銘晉 

 

樂施毅行者 2018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完成全程 100 公里  

時間: 21 小時 1 分鐘 
6B 許銘晉 

 

TAILWIND 越野追逐賽 2018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最強賽 
第一名 6B 許銘晉 

第二名 6A 徐文杰 

 

藝術文化定向 2019﹕長衫跑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青少年組 
第一名 6B 許銘晉 6D 李家禮 

第二名 2E 許駿永 6C 李晉浩 6A 徐文杰 

 

元旦東北縱走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精英組青少年 

男子組 
第二名 6A 徐文杰 

 

2018 JBL 挑戰最強里程賽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完成 200KM 6A 徐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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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挑戰者 2018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第一名 6A 徐文杰 6D 李家禮 

 

香港海運週定向賽 2018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中學男子組 第一名 6A 徐文杰 6D 李家禮 

 

第八屆無界限運動會同樂日嗇色園定向盃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青少年男子雙人組 第一名 6A 徐文杰 6D 李家禮 

 

點滴是生命揹水一戰 2019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學界組 30KM 第三名 
6A 徐文杰 6A 羅頌澧 

6B 許銘晉 6D 李家禮 

 

ASTC 三項鐵人亞洲盃 Fun Distance Paratriathlon Relay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第一名 6D 李家禮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扶輪香港超級馬拉松 2019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50 公里新世代 

隊際接力賽 
第三名 6D 李家禮 

 

摩星嶺野外定向追踪 2018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學界組 第三名 4B 廖思豪 6D 李家禮 

 

毅力十二愛心跑精英長距離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中學組 第二名 5D 井川雪奈 

 

沙田節 2019 迎新春半馬拉松長跑賽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3KM 女子少年 

III 組 
第五名 5D 井川雪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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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總會東九龍地域射箭組比賽暨邀請賽 2019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A 組-A2 童軍組 第三名 1A 張浩均 

 

校際田徑比賽 (港島區第三組)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女乙 800 米 第一名 
3D 鍾嘉雯 

女乙 1500 米 第四名 

男甲三級跳 第四名 6C 姚文俊 

男丙 4 x 100 米 第一名 
1C 盧汶謙 1D 陳俊鋻 

2B 宋承澤 2E 戴耀威 

 

校際乒乓球比賽 (港島區第三組)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男子丙組 笫四名 
1C 梁鎮穎 1D 陳慶華 1D 李宇恆

1E 鄭鈞鴻 2E 倫昌業 

 

校際籃球比賽 (港島區第三組)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男子丙組 笫四名 

1A 鄧頌彥 1C 盧汶謙 1C 黃銘威 

1E 陳卓賢 1E 許浚軒 2B 吳子泳

2B 宋承澤 

 

第 22 屆日中青少年書畫音樂交流大會(港澳區)書畫作品選拔賽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佳作賞(特選品) 5C 謝卓躒 

 

   九龍倉全港中學繪畫比賽 2019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傑出表現獎 5C 謝卓躒 5C 何詩雅 5D 鍾雪盈 

 

「減塑地球保衛戰」短片創作比賽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優異奬 3D 勞琬靖 3D 孟治宇 3D 譚樂兒 

 

數碼媒體由我創 2019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電腦遊戲設計 

(中學組) 
季軍 6B 張俊賢 6B 霍銘謙 6B 曾肇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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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啟勵雜藝大賽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季軍 

1A 吳卓庭 1D 阮耀文 2C 翁曉婷  

3A 林希桐 3B 郭偉東 3C 楊靜茹 

4C 羅永麟 

 

青年資訊科技大使獎勵計劃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銅章 5B 張悉延 5B 楊家裕 

 

第三十八屆全港國術群英會 2019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十六歲以下 

團體組套拳 
優異獎 

2B 蔡釨傑 2E 倫昌業 3A 陳愷翔  

3A 潘卓言 3A 王智賢 3C 鄧鈞輝  

3C 鄧鈞煌 3C 莫穎熹 3D 陳衍佑  

3D 梁卓憲 3D 孟治宇 

 

第 47 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組別 獎項 獲獎者及班別 

公開組 銀獎 舞蹈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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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及跟進 

學與教 

2018/19學年是學校三年發展計劃的第一年，學業發展組的目標是提升學與教的效

能，學校鼓勵老師與時並進，不斷裝備自己以提升教學效能。另外，學校期望學

生能主動學習，為自己奠下良好的基礎。為達此目標，本周期第一個關注事項為

「培養良好學習習慣，創設多元學習機會」。各科組為學生設計了不同類型的備課

工作紙，藉以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習慣；又安排不同形式的分層作業給不同能力

的學生，以照顧學習差異，提升學習效能。此外，跨學科閱讀小組透過多元化閱

讀活動如《晨讀小品》、晨讀分享、漂書活動、讀書會、親子閱讀計劃，以及中、

英文科的廣泛閱讀計劃、網上閱讀計劃等，培養學生閱讀的興趣。 

 

至於為學生提供課堂以外的學習機會及體驗方面，各科組安排及推薦學生參加不

同活動或比賽，例如體育科及視覺藝術科配合「Nike Project」舉辦籃球活動及 T

恤設計工作坊；中文科與通識科安排中一及中五級學生參觀大館；地理科及環保

教育組安排中二級學生到濕地公園進行「水資源管理」戶外考察，安排中五級學

生到龍虎山進行環保考察活動等等。 

 

本校在推動學科配合 STEM教育上也不遺餘力，40名學生參與由通識科、數學科、

設計與科技科及香港大學工程學院合辦的 Arduino課程；物理科、設計與科技科、

科學科及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合辦的「雞蛋撞地球」比賽，而 STEM 組安排學

生組隊參加太陽能車設計比賽，又安排修讀 DAT及 ICT的中四級學生參加「AI Robot

中級程度比賽」。此外，地理科與 STEM 組協作安排了五天的「STEM Week」。其他

STEM 活動包括：東莞規劃與科技發展考察團、參觀創科博覽及出席科普講座、參

觀 HKU工程學院 Dream Lab、火箭車設計比賽、汽車工業工作坊、模型飛船大賽等。

學生從活動中學習新知識，感受到無窮樂趣。 

 

此外，學業提升組亦配合此目標安排相應活動，包括為中六學生編輯了一本 DSE

手冊，希望學生更有計劃地準備公開試。又安排中六補課、中一至中五各級拔尖

補底班、初中區本計劃功課輔導班、大哥姐功課班等，務求全方位給予學生學習

支援。另外，上學年亦舉辦了為期三星期的學術周，超過 20個科組安排多元化的

活動，包括英文科互動遊戲、中文及普通話科攤位遊戲、工作坊、讀書會、常識

問答比賽及展覽等。學生反應激烈，各項活動都有助豐富學生的學習體驗。資優

教育組亦安排有潛質的學生參加校外舞蹈及英語話劇比賽，學生均在比賽獲獎，

令人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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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周期第一年工作成果，學生在學習上仍較被動、課前預習亦有改善空間，各

科組將繼續以不同形式的活動推動學生主動學習，學業提升組今年將舉辦更多與

中、英、數有關的午間活動，以提升校內學習氛圍。另外，在學習支援方面，課

業調適將擴展至非特定 SEN 學生，即一般學生若需這方面支援也可獲協助。為了

優化課堂教學和提升老師的專業，本年度繼續積極推動同儕觀課計劃。至於多元

學習機會及體驗，各科組安排不同種類校內、外活動和比賽，讓學生盡展所長，

來年將繼續為學生物色及安排活動，好讓學生的才華得以盡顯，繼而提升自信及

強化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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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長 

2018至 2019年度，新一周期的學校發展計劃展開。學生發展組為推動發展計劃的

關注事項(二)「培養正向思維，加強朋輩互助，延續關愛文化」，積極統籌各組別

合作，規劃不同類型的活動，以加強品德教育，促進學生的正向思維，營造健康

身心，建立自信，讓學生好好規劃人生之餘，亦不忘回饋社會，培養博愛精神。 

 

過去一年，透過早會短講、壁報設計比賽、德育課及「好人好事」表揚計劃，學

生明白到培養良好品德的重要性。健康及性教育小組及輔導組舉辦的各種分享

會、工作坊及小組活動，讓學生學習用正面的態度面對困難和逆境。 

 

訓導組和聯課活動組籌辦各類型的領袖訓練計劃，讓學生更認識自己，並能提升

學生的協作、溝通和自我管理等共通能力。環保組的活動鼓勵學生身體力行去愛

護環境。升學及就業輔導組的生涯規劃課、師友計劃和朋輩輔導計劃，亦能協助

學生認清方向，為未來的人生作更完善的準備和規劃。 

 

除教導學生自立自強之外，學校亦十分注重培養學生關愛社群的精神。學校透過

不同的義工服務計劃及國民教育活動，提升學生對社會的歸屬感，並願意為社會

作出貢獻。 

 

下年度，學生發展組主題是「關愛」，首先由德育組以「全心、全意、傳關愛」為

題帶動全校推行關愛活動，包括早會分享、標語創作比賽、課室壁報設計比賽及

關愛大使漫畫設計比賽等，藉此加強校園關愛氣氛。其次，「好人好事」計劃進入

第二階段，下年度將推展至朋輩間互相讚賞，也會繼續鼓勵學生參與義工服務活

動，同時藉優化聯課活動，包括整合現存學會及優化聯課活動獎勵計劃，鼓勵學

生多參與課外活動，拓闊多元學習經歷。此外透過領袖培訓及歷奇訓練，加強學

生領袖才能，培養朋輩互助及團隊精神。 

 

學校將繼續致力協助學生培養律己愛人的情操，以正面積極的態度規劃人生和面

對逆境，並以校訓「貫徹始終」的精神努力向前，將來以自己的才能回饋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