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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辦學宗旨  

 

本校秉承東華三院一貫的辦學精神，為社會作育英才，使學生能盡展所長，回饋社會。本校致

力為學生進行「全人教育」，提供優良的學習環境，使能發揮個人的潛能，日後成為具備知識、

技能、有獨立思考能力、勇於承擔責任和關注社會事務的良好公民，亦積極培育學生建立正確

的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觀，並以校訓「勤儉忠信」為進德修業的依歸，勉勵他們拓展豐盛而有

意義的人生。 

 

(二 ) 我們的學校  

 

1. 學校簡介 

學校歷史 

本校於1994年創校，命名為「東華三院實用中學」，為東華三院轄下的第17間政府津貼全日制

男女中學。承蒙馬振玉慈善基金慨捐鉅款，作為購置本校設備費用，本校於1997年1月改名為

「東華三院馬振玉慈善基金實用學校」。隨著教育改革的大趨勢，本校於2001年9月再改名為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並於2002年9月正式轉型為一所主流中學，開辦中一至中五的

課程，並於2005年9月開辦中六課程。學校藉著具特色的課程及老師的專業教學，提升學生學

習興趣；並配合教育改革及社會需要，提供全人教育，培養學生回饋社會的服務精神。 

 

學校設施 

本校位於新界元朗坳頭，佔地約 6200 平方米，現有課室 24 間，特別室 9 間，包括商科工場、

膳宿工場、實驗室、視覺藝術室、成衣工場、髮型工場、音樂室、電腦輔助學習室、語言學習

室；此外，本校還備有操場、有蓋操場、籃球場、排球場、禮堂、圖書館、多媒體教學室及 3

間電腦室供學生使用。課室、特別室及宿舍均裝置冷氣。另外，還設有教職員休息室、副校長

室、訓導主任室、升學及就業輔導主任室和社工室等。 

 

本校提供宿舍服務，為學生提供 120 個宿位，主要為照顧子女有困難的家庭，或希望培養自立

能力的學生而設。除提供一個舒適的住宿環境外，宿舍更設有多項具目標及才藝發展的培訓課

程，以擴闊宿生的學習視野和發展空間。 

 

2. 學校管理 

本校自 1997 年開始推行校本管理，在校董會下設立校政諮詢議會，以諮詢及監察學校運作。

因應《2004 年教育(修訂)條例》的實施，本校於 2006 年 2 月 1 日成立法團校董會，進一步落

實校本管理。法團校董會成員包括辦學團體代表、校長、教師、家長、校友及獨立人士。法團

校董會每年召開三次會議，共同釐訂學校的發展項目，審批財政預算、人事安排及檢討工作成

效，透過各主要持份者參與決策，提高學校管理的透明度及問責性，以促進學校的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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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團校董會成員組合 

 

校董類別及數目 

辦學團體

校董 

替代辦學

團體校董 

校長校董 教員校董 替代教員

校董 

家長校董 替代家長

校董 

校友校董 獨立校董 

6 1 1 1 1 1 1 1 1 

 

 

3. 學生資料 

班級組織 

班別數目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中七 總數 

班數 3 3 4 4 4 4 1 23 
 

 

學生人數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中七 總數 

男生人數 39 45 56 53 50 29 15 287 

女生人數 22 22 21 44 37 32 13 191 

學生人數 61 67 77 97 87 61 28 478 

 

 

畢業生出路 

中六畢業生的出路 

 本地大學

課程 

中六課程 本地全日制 

專上/職業訓練課程 

海外升學 全職就業 其他 

百分比 20.8 7.5 50.9 5.7 9.4 5.7 

 

中七畢業生的出路 

 本地大學

課程 

本地全日制 

專上/職業訓練課程 

海外升學 全職就業 其他 

百分比 35.7 42.9 3.6 7.1 10.7 

 

 

 

 

 



 4 

4. 教師資料 

教師數目(包括核准編制內及編制外的教師) 

 

 校長 本地教師 外籍英語教師 總人數 

數目 1 49 1 51 

 

教師資歷 

教師獲得的最高學歷 

 碩士學位或以上 學士學位 專上非學位 

百分比 35 61 4 

 

已接受專業訓練的教師 

 已接受專業訓練的教師 

百分比 92.2 

 

已接受專科訓練的教師 

 中文科教師 英文科教師 數學科教師 

百分比 100 100 100 

 

教學經驗 

教師教學年資 

 0至2年 3至5年 6至10年 超過10年 

百分比 21.6 13.7 5.9 58.8 

 

 

 

 

專業發展 

 

本年度共舉辦了六次的教師專業培訓，每次均有接近八成的老師滿意培訓的內容及安排。本

年度全校老師的進修時數達到 4118 小時，平均每位老師 77.8 小時。為了鞏固新高中學制第

三年工作，優化學習支援。本學年分別在第一及第三學期舉辦全校性觀課活動。另外亦安排

了一次深圳龍崗中學探訪活動。此外，為配合延伸英語學習環境，提升學與教的效能的目標，

與英文科合作舉辦了三次校內非語文教師進行英語教學的教師培訓日活動。至於新入職教師

培訓，本年度進行了三次的新入職教師培訓，透過同儕制度，讓經驗老師帶領新入職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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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重點發展項目一：鞏 固 新 高 中 學 制 第 三 年 工 作 ， 優 化 學 習 支 援 。  

成就  

 本學年學校正式踏入新高中學制的第三年，重點之一在於加強各科課時的規劃，重新規劃

「OLE」課程，以確保各科有足夠課時以應付新高中課程所需，並確保學生學習得以鞏固。 

 新高中學制重視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及通識教育四大核心科目發展。學校透過集體

備課，加強教師交流，與及分享教學經驗的機會。各個核心科目亦按各科之情況，採用不

同的形式及方法，例如舉辦聯校口語訓練，外聘導師加強學生在專項之表現，舉辦公開考

試講座，靈活運用時間表編排，以實施獨立專題研習等。 

 學校鼓勵教師積極參加新高中課程培訓、講座及工作坊，力求全方位了解新高中課程內容

及等級描述。該等研究及交流活動對教師在新高中課程掌握上有正面、積極之作用。 

 隨着新高中學制之開展，學習差異的情況日趨明顯。本學年學校銳意加強學習支援的工

作。學校舉辦多項補習班，其中以英、數為主，集中於中四以上之級別。其中以中六及七

級公開考試班別需求及效果最為明顯。 

 此外，學校亦能善用外界資源以協助校內推行補底之工作。本年度透過區本計劃及校本學

習支援計劃推行之初中課後補習合共 21 班，整體出席率達 80%，成效大致理想。 

 至於照顧特殊學習需要方面，本年度學校將服務範圍擴展至言語治療服務，受惠學生達

14 人，對相關學生語音發展有積極的幫助。 

 

反思  

 為了提升學生語文素質的訓練，除了加強本科教學之成效之外，必須採取「全校語文政

策」，例如各科上課抄筆記及每班週記，方能較全面地提升學生在中、英文科的水平。 

 本年度本校在公開考試之整體成績為歷屆之冠，然而入讀大學及專上院校之人數仍須加以

提升。建議下年度課程發展方向仍須加強四大核心科目之訓練，其中以英國語文科之基礎

訓練最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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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發展項目二︰ 延伸英語學習環境， 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Achievements:  

 Creating an English environment beyond the classroom has been a key area of development. 

‘English Speaking Wednesday’ has continued this year. The English morning assemblies allow the 

students to have a greater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the script they write will at least be interesting 

for them. It becomes a good tradition and practice to let students be in charge of the English morning 

assemblies because it makes the announcements “for students, by students”.  

 An English Corner and an English Speaking Zone were set up to provide a base for English 

Ambassadors to run English related activities. Regular project display, class-based performance, 

presentation and peer assessment were held in the English Corner. It provided a nice platform for 

students to share their English work. It also facilitated the atmosphere that teachers of other subjects 

and other schoolmates could show their appreciations to their efforts in English work. 

 With the support of REES fund, S1 Drama Course, S1-2 cross-subject curriculum and language 

extended activities on Catering Services and the S4-5 Young Reporters’ Programme were conducted 

to provid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learning English.  

 S1 drama training workshop worked well with the elite class as the learning attitude of students was 

very positive. Around 20 S1 students took part in the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and they 

got 3 awards in the competition. 

 The two theme days hosted by 1A and 2A on Catering Services during English Week were well-run 

with good attendance. It is an excellent idea as it allows the students to see that English has many 

(important) applications in everyday life and keeps their interest high. Teaching packages for 

Catering services were developed and will be available to refine and adopt for the coming years.  

 Students are exposed to different presentation of a magazine in the Young Reporters’ Programme. 

Most of them thought that the course helped them overcome the fear of writing in English and 

increased their ability to writing different kinds of articles in English. With the prompts of the 

instructor, students can have more creative ideas about their magazine.  

 The changes to the English curriculum have had a positive effect, with work becoming more 

student-centered and more opportunity for creativity and collaboration, for example, through group 

work. The S5 magazines produced for the ‘Social Issues’ as part of the curriculum are generally 

good and have provided plenty of material for ‘Aloha’. The more able students seem to have 

benefited a lot from making their own magazines. 

 A “Reading Aloud” programme was implemented for S.1s this year, with moderate success.  It is a 

good idea because it allows the English teacher to give more individual attention to each student and 

allows the students to read aloud and work on both reading and speaking skills. 

Reflection: 

 In morning assemblies, senior form students willingly contributed, while junior form students were 

mostly unwilling and found it a chore, often not knowing when their week for speaking was. For 

junior forms,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each classroom should have a list of when they will be 

conducting the morning assembly, and that they should write up some ideas and find their English 

teacher to help them. Both senior and junior forms need preparation and training. 

 It was noted by some teachers that some reluctant learners were more interested in the rewards (e.g. 

a snack) than learning the language. English activities need to be constructed so that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use English, also activities do not always have to result in a reward. 

 While student attitudes to learning English are enhanced by interesting learning experiences, 

students need to work on keeping up self-motivation beyond just passing exams. Both low and high 

achievers need to be suitably challenged. English Self Access Learning Certre (ELsac) will be 

established to promote and cultivate students’ self- learning ability. 

 A structured Read Aloud programme will be integrated into S1 to S3 English curriculum. Two 

lessons will be allocated to run the programme so as to enhance students’ reading and speaking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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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發展項目三：建構關愛校園， 重視學生的關顧工作。 

成就  

 本年度學校強調「關愛文化」，並從「訓育輔導」、「學生活動」、「領袖訓練」、「家校合作」並「教

與學」五個度向，務求以全方位的模式，令學生提升學業成績之餘，身、心都能健康地發展。 

 學校制度方面，本校設雙班主任、三班主任和班本輔導制，除了每年進行班本旅行，學校更為所

有學生設立個人檔案，讓老師和宿舍導師在需要時查閱，更會每天更新學生行為紀錄和課室日

誌，讓班主任和課任老師都能隨時緊貼學生情況。 

 校方亦搭建不同的平台讓學生表達意見，並與學生一起討論校政和校規，學生會更負責主持會

議，並作為校方與學生代表之間的重要橋樑。輔導組亦會與不同組別合作，提昇學生的行為表現，

促進與學生之間的溝通，例如舉行師生座談，班際清潔和守時比賽、朋輩輔導、義工服務等。 

 每天早會時段均鼓勵學生報告或分享，以增加其自信心，如德育及公民教育的議題分享、學生會

的會務及活動宣傳、圖書館組及各科的分享等，並結合每週一次的老師短講分享，主題均環繞個

人成長、經歷分享等，務求以不同形式將關愛的訊息傳播給學生。 

 除了訓育輔導的關顧外，學生事務組更致力改善學生膳食。本校於雨天操場增加桌椅等設施，方

便同學休息和午膳、又修剪草木以減少蚊患等等。教務組亦積極推行融合教育，除了提供課後補

課活動，亦鼓勵老師進修，為有需要的同學提供更完善、更合適的學習支援。 

 縱然校園樹木林立，但為確保能充份利用校園的花園，令學生得以在優雅的環境中學習，以提高

學習的氣氛，往年校園美化工程亦選取了一花園，興建魚池石林，命名為「臻善園」，期間重鋪

小路及草地，為學生締造一個更清幽的綠化環境。 

 為關心新來港學生的適應，分別與「卓思傑教育中心」及「中華基督教會周宋主愛青年中心」舉

辦了兩系列的課程：英語課程方面，除為新學港學生提供數學科的課後補習外，更特別為他們提

供不同程度，小組為本的英語補習課程，老師更能提供更緊密的關顧，並能按個別學生的進度給

予適切的指導，學生普遍皆能表現進步。適應課程方面，以活動為主，輔以義工、老師及社工的

協助，一方面增加新移民彼此認識、分享和鼓勵，讓小組成員感受到安全感及被接納。 

 為進一步建立家校一家人、鞏固愛與歸屬感的觀念，我們更舉辦不同活動，例如敬師週、中一家

長晚會及與校長茶聚等活動。敬師週定於每年十二月至翌年二月期間舉行，讓參加公開試的一群

中六生都能參與其中，透過一系列的活動宣揚敬師愛生的信息，包括學生自製心意裝飾送給每位

老師，師生籃球、足球及划艇比賽、點唱活動，師生齊參與「切燒豬」、由學生會帶領全校學生

唱出「真的愛你」，以表敬意，家教會泡製甜品小食宴請老師及學生代表等等，亦會定期邀請家

長或校友一起旅行、舉行晚會和聯誼派對。 

反思  

  朋輩輔導計劃經過數年的發展，現在已能組織一支較有規模的團隊，參與的學生亦

能透過一系列的訓練與自我認識課程，了解推己及人觀念，與及以大哥哥大姐姐的

身份嘗試在功課、人際關係及校園適應幾方面幫助低年級的學生。  

  校園班際比賽確能做到團結班內氣氛、互相激勵的效果。班主任在其中的角色極其

重要，計劃的成功與否實有賴班主任的推動與支持。  

  各項活動均期望學生能有更多參與及支持，以致能從中有所得著，但礙於高年級的

同學功課較繁重，影響參予及投入，在薪火承傳方面仍有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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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我們的學與教  

畢業生升學情況 

 本年度香港高級程度會考之整體及格率為 75.00%，其中 39.3%符合報讀本地學位課程最低

入學要求。最後合共 7 位學生獲取錄學士學位課程，分別入讀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樹仁大學、東華學院、恒生管理學院、珠海書院、及暨南大學國際學院。 

 至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方面，整體及格率為 79.66%，其中 7.6%符合報讀本地學位課程最

低入學要求，並合共有 9 位學生獲東華學院取錄學士學位課程。 

 

公開考試成績 

 本年度本校在公開考試之成績增幅最為明顯。在香港高級程度會考中，其中中國語文及文

化，與英國語文運用，及格率分別超逾九成及接近七成。通識教育科，與數學及統計科及格率

達 100%。至於企業概論、經濟學及應用數學成績均高於全港水平。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方面，所有選修科目及格率均高於全港水平。核心科目如通識教育科、

數學科、中國語文科及英文科及格率分別是 92.5%，75.5%，71.7%及 54.7%。綜合科學科，資訊

及通訊科技科均獲 100%及格率，學生表現令人欣喜。 

 

課程銜接 

 在小六升中一方面，本校在暑假期間舉辦為期兩星期之中一軍事訓練營，中一銜接課程及

迎新日等，協助小六學生適應升中後的校園生活。至於中三升中四方面，學校利用暑假籌辦一

項為期兩日一夜之訓練營，以期整固學生之學習態度，積極面對新高中之挑戰。 

 

提升教學質素 

 為增加教師教學質素，提升教學效能，除了透過集體備課會，讓教師交流心得之外，學校

亦積極鼓勵教師參予觀課活動。本年度科本觀課活動合共 40 場次，成效顯著。 

 此外，本校本年度邀請得「Hong Kong Schools Self-evaluation Network」總監 Mr McGlynn

到校觀課，並舉辦教學研習講座，為老師提供專業上的意見。 

 本年度教育局學校質素保證組到校，就科技教育範疇中之電腦及資訊科技科、基本商業、

科技與生活（食品/服裝）等進行重點視學，當中亦提出不少寶貴意見。 

 

四大關鍵項目 

 本年度繼續鞏固「四大關鍵項目」的發展，內容包括如下︰ 

 

從閱讀中學習 

 圖書館舉辦「閱讀嘉年華」活動，透過攤位遊戲，作家講座/簽名會，老師

閱讀心得及贈書活動等，有效推廣校園閱讀風氣。 

 舉辦班際閱讀龍虎榜，鼓勵學生閱讀。 

 本年度全校借書量達 6407 本，當中包括初中 4054 本，高中 2353 本。現存

館藏量則有 12647 本，其中中文書籍共 9146 本，英文書籍則有 3501 本。 

專題研習 
 本校承接過去兩年與香港教育學院之經驗，透過校本設計中三級舉辦專題

研習。學生以小組形式進行，並須匯報學習成果。 

資訊科技互動學習 

 本年度中四級在資訊及通訊科技科課堂教學上推行電子書試行計劃，學生

在課堂上使用觸控式手提電腦作為課本，並透過無線網絡進行即時的網上

資料搜尋，提升學生學習能力及興趣。 

德育及公民教育 

 優化服務學習獎勵計劃，鼓勵學生積極參予地區性義務工作。 

 推行環保教育。透過德育及公民教育周，推動廢物循環再用，與及節約儉

樸的生活。 

 重視國情教育。透過各項考察及交流活動，增進學生對國家的認識，提升

學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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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1. 每星期於早會時段將會邀請新入職老師及部份科主任進行短講，題目均圍繞學生的個人成

長、秩序及守規、並近期學生所推行有關的訓輔活動的內容等，目的希望令學生能在早會

時有所得著及提醒。 

 

2. 輔導組朋輩輔導計劃「Stand by You」，於四月至五月期間對初中學生進行功課輔導及生活

輔導，逢星期二、五均有學長於小息時入班房為初中學生進行功課輔導，以改善其學業，

更可藉此訓練輔導學生能有作大哥哥大姐姐並協助學弟學妹的精神。三月三十一日更進行

了一次野戰訓練，以培養其領袖及團隊精神，五月十二日更於西貢浪茄戒毒村進行了一次

領袖訓練日營，並參觀該戒毒村設施及與村友進行採訪，並將會於六月進行嘉許禮。 

 

3. 舉辦班際比賽及傑出學生選舉。「傑出學生選舉」活動於第二及第三學期繼續舉辦班際的比

賽，如清潔及秩序比賽，同時計算個人於班內的表現，期望透過班際的獎勵活動，能令班

內學生更團結，並營造建立良好校園氣氛的活動。本年度加入的領袖服務元素亦期望能增

強學生的領袖服務意識，而各項的班際比賽已完滿結束，各班的秩序亦有進步。最後，能

通過各項條件成為傑出學生的數目亦高達 60 位同學，值得嘉許。 

 

4. 與「中華基督教會周宋主愛青年中心」及「卓思傑教育中心」合辦新移民學童英語基礎課

程及新移民適應課程，以供本校合資格的新移民學童進修，活動由十月份開始，於每星期

六回校進行，共十六次，並於 2/6 完成了各項的補課及小組活動。 

 

5. 訓育委員會與通識科合辦，並邀請衛生署青少年服務中心「成長新動力」為中一、中二及

中三同學入班進行性教育工作坊。中三中二級分別於十二月及二月份進行，而中一級則已

於五月份完成。 

 

6. 為提昇學生對老師的尊重及對學校的歸屬感，於二月中舉行了為期一個星期的敬師週活

動，內容包括：早會學生及家長分享、師生球類比賽及競技比賽、心意卡及心意點唱、美

食分享、更有切燒豬的儀式，達致師生同樂。 

 

7. 駐校社工分別將於三月至四月舉辦名為「螢亮生命」及「攜手同心迎挑戰」的活動，分別

會帶中六學生往別校交流，並往天水圍明愛學校探訪弱能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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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學生表現  

1. 學業表現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 

取得報讀本地學位課程最低入學要求的學生百分比 

 
2012 

學校 全港學校 

百分比 7.5 37.6 

 

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成績 

取得報讀本地學位課程最低入學要求的學生百分比 

 
2010 2011 2012 

學校 全港日校 學校 全港日校 學校 全港日校 

百分比 33.3 57.6 31.0 57.7 39.3 58.3 

 

2. 學生在學業以外的表現 

在國際和校際活動中獲得的獎項 

類別 比賽 / 組織名稱 獎項詳情 

體育 伯特利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友校接力 4X100 米季軍 

5A 陳嘉暉 

5A 李志峰 

5B 楊嘉俊 

5D 孫偉星 

與工

作有

關的

經驗 

羅氏慈善基金「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 

頒獎典禮暨分享會」 
高中應用學校獎學金 

6A 鄭燕鴻 

6A 朱靜婷 

6B 黃英洋 

藝術

發展 

The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11/2012 

傑出女演員 1A 何素琛 

傑出男演員 1A 莫世予 

傑出男演員 1C 熊裔庭 

德育

及公

民教

育 

「愛己愛人知感恩 關懷共融惠社群」 

簡報設計比賽 

「愛己愛人知感恩 關懷共融 

惠社群」簡報設計比賽優異獎 

4A 陳綺琪 

4A 王芍焮 

4B 黃月妍 

4D 翁倩倩 

明日領袖獎計劃 2012 明日領袖獎 5A 蔡溥泰 

社會

服務 

星星幫 Love Hong Kong 閉幕嘉許禮  

暨  

嘉年華會 

「星星幫 18 區」及「十項全能」 

獎勵計劃優異嘉許獎狀 

1A 羅納 

1B 陳芷仟 

1B 林振東 

1C 蔡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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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許竣燁 

1C 林嘉毅 

1C 吳駱然 

1C 黃程蔚 

2B 高彩玉 

2C 倪稜鈞 

3B 劉美婷 

3B 李梓軒 

3B 黃丞滔 

3D 梁曉慧 

3D 阮倩怡 

3D 謝思慧 

4A 周楚琳 

4A 鄭明月 

4B 陳嘉儀 

4B 梁慧琳 

4C 蔡曉欣 

4C 高彩玲 

4C 吳紹盈 

4C 鄧曉嵐 

5A 陳怡麗 

5A 葉海倫 

5A 李苗翠 

5A 彭思萍 

5B 余慧茵 

5C 周穎琪 

5C 賴巧儀 

元朗區傑出義工選舉 2011 團體嘉許狀 

1A 羅納 

1B 陳芷仟 

1B 林振東 

1C 蔡曉婷 

1C 許竣燁 

1C 林嘉毅 

1C 吳駱然 

1C 黃程蔚 

2B 高彩玉 

2C 倪稜鈞 

3B 劉美婷 

3B 廖美婷 

3B 黃芷潼 

3D 阮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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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謝思慧 

4A 周楚琳 

4A 鄭明月 

4B 陳嘉儀 

4B 梁慧琳 

4C 蔡曉欣 

4C 高彩玲 

4C 吳紹盈 

4C 鄧曉嵐 

5A 陳怡麗 

5A 葉海倫 

5A 李苗翠 

5A 彭思萍 

5B 余慧茵 

5C 周穎琪 

5C 賴巧儀 

其他 

第六屆善言巧論 : 全港學生口語 

溝通大賽 

中學文憑組小組討論小組 

優異獎 
6A 陳杏珍 

 預科組即席演講項目小組優異獎 7A 陳家怡 

第七屆全港經典故事、小品、詩歌比賽 
普通話詩文獨誦中學組冠軍, 

普通話詩文對誦中學組優異獎 
2A 隋褘文 

第七屆全港經典故事、小品、詩歌比賽 普通話詩文對誦中學組優異獎 3A 蔡鈴 

第七屆全港經典故事、小品、詩歌比賽 
中學組綜藝盃銀獎, 

普通話歌曲獨唱中學組優異獎 
4A 余偉華 

第七屆全港經典故事、小品、詩歌比賽 

普通話詩文獨誦中學組亞軍, 

普通話詩文對誦中學組優異獎, 

普通話詩文對誦中學組優異獎 

4A 鄭明月 

第七屆全港經典故事、小品、詩歌比賽 

普通話古詩獨誦中學組亞軍,普通話

故事中學組季軍,中學組綜藝盃銀獎,

普通話詩文對誦中學組優異獎 

4A 庄宏宇 

香港首座零碳建築公開講座暨命名比賽 

頒獎典禮 
學生組中文命名-入圍獎 4B 蔡婷婷 

第七屆全港經典故事、小品、詩歌比賽 

普通話歌曲合唱中學組冠軍, 

普通話故事中學組亞軍, 

普通話古詩獨誦中學組亞軍, 

普通話歌曲獨唱中學組季軍, 

普通話詩文對誦中學組季軍 

5A 莊素霞 

香港首座零碳建築公開講座暨命名比賽 

頒獎典禮 
學生組中文命名-優異獎 5A 劉雪兒 

第七屆全港經典故事、小品、詩歌比賽 

普通話歌曲合唱中學組冠軍, 

普通話歌曲獨唱中學組亞軍, 

普通話詩文對誦中學組季軍 

5A 凌小義 

第七屆全港經典故事、小品、詩歌比賽 
中學組綜藝盃銀獎, 

普通話歌曲獨唱中學組優異獎 
5A 王堃晉 

香港首座零碳建築公開講座暨命名比賽 

頒獎典禮 
學生組中文命名-入圍獎 5B 楊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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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屆閱讀嘉年華 
第二十三屆閱讀嘉年華遊戲攤位之

最具吸引力攤位獎 - 亞軍(中學組) 

1A 羅納 

1B 梁曉玲 

2A 鄧惠兒 

2A 王喜 

2A 汪順豪 

3A 蔡鈴 

3A 吳嘉琪 

3C 李嘉怡 

3D 阮倩怡 

3D 謝思慧 

4A 關君賢 

4A 王芍焮 

4A 鄭明月 

4B 陳菲菲 

4D 湯俊麗 

5A 陳嘉暉 

5A 鄭燕彬 

5A 周佩瑩 

5A 郭桂嫦 

5A 郭桂婷 

5A 梁詩敏 

5A 彭思萍 

5B 余慧茵 

5C 林廸勇 

5C 連潤萍 

5D 劉頌熙 

 

 

課外活動的參與 

 

本校透過「馬振玉慈善基金」成立「愛樹木，譜人生」之樹藝訓練課程。攀樹隊於暑假參

加了新加坡交流團，部份隨團代表更代表本校參加在新加坡舉行的國際攀樹比賽。學生不但在

技術上與外國學生進行交流, 並且開拓了學生眼界。 

箭藝隊在暑假期間校隊成員積極備戰，準備參加下年度舉行之北區體育會青少年室外射箭

公開賽及心誠盃室內射箭分齡賽，增加學生參賽機會，讓技術上更上一層樓。 

柔力球隊以學會形式進行，體育科老師已於體育課全面教授柔力球，大部份學生能掌握基

本的套路及對打技術，有潛質及對柔力球有濃厚興趣的同學將於學會中定期接受訓練，由於香

港尚未有正式公開比賽，學生主要練習套路一式及對打作好準備，或有機會到外地交流。 

本年度本校開辦了二十七個學會，六個領袖團隊，三個制服團隊，期望學生有更多機會擔

任領袖角色，發揮團隊精神，透過親身的實踐，為同學服務，從中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