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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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參加香港第一屆中學文憑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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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英語自學中

心、家政室、科學實驗室、生物實驗室、視覺藝術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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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力球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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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為照顧居住地方遠離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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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數 

班數 3 3 3 4 4 4 21 
 

 

學生人數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總數 

男生人數 36 38 28 34 29 38 203 

女生人數 18 19 21 24 32 34 148 

學生人數 54 57 49 58 61 72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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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詳 

百分比 16.7 0 37.5 6.9 38.9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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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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1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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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六/七 中五或以下 

百分比 42 56 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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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5 21 60 

 

 

 

專業發展 

 

本年度共舉辦了三次校本教師專業發展培訓，主題分別關於「教學行動研究」、「校外評核分

享會」、及「自主學習」。為發展本校的自主學習領域，校長更帶領全體教職員到廣州白雲區

景泰中學作實地考察，與內地教師交流自主學習教學策略，提升學與教質素。另外，本校亦

甄選個別教師參與院本的教師專業座談會。除此以外，為配合延伸英語學習環境，提升英語

學習的效能，特為任教非語文科老師舉辦兩次英語教學工作坊。同時，本學年亦舉行二次全

校性觀課，並邀請二位教育專家到校觀課，並與教師討論並作教學交流。本年度全校老師的

進修時數達到 4445 小時，平均每位老師的進修時數為 90 小時。此外，為培訓新入職教師，

於本學年初舉行一次全面的教師培訓，鞏固新教師的教學策略和信心，並透過同儕制度，支

援新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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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重點發展項目一：優 化 課 室 教 與 學 質 素 。  

成就  

 學校致力提升學生的學習技巧及自學精神。各科要求學生撰寫筆記，整理學習重點。 

 本年度的教師專業發展培訓活動如期順利舉行，培訓內容配合本校訂定的關注事項，有助提升學與

教的效能。教學行動研究更有助優化課堂設計，提高學與教的效能。培訓本校任教非語文科老師以

英語授課的技巧，營造更豐富的英語學習環境。 

 校本學習支援組開辦不同類型的拔尖補底課程，讓學生能提升學業水平。特別是數學課程，由本校

老師任教，聘請校友作助教，課程能更了解本校學生需要。任教老師也表示參加補習班學生，在課

堂表現較以往專心，部份學生課堂行為表現亦得以改善。 

 學習支援小組除透過社工及專業人士，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服務。更統籌及協調教育

心理學家的工作，施行各項校內特殊學習需要的工作，包括言語治療、讀寫困難、自閉症工作，有

效協助學生學習，提升自信及學習動機。 

 各科製訂合適的評估政策。大部份科目均能按其科目性質，採用不同評估方式，讓學生展示學習成

果，如專題研習、閱讀報告、口頭匯報和觀察等。部份科目能恰當地使用進展性評來估評核學生平

日的學習態度及技能，藉以調整課堂教學，照顧學習差異。 

 學校重視培養學生的閱讀能力。透過圖書館推動廣泛閱讀風氣，措施包括舉辦全校大型書展、作家

講座，晨讀課、閱讀獎勵計劃等。整體而言，學生借書量增多，書展銷書額上升；而校園閱讀氛圍

有所加強。 

 學校透過學習獎勵計劃，促使各班爭取學業上進步，提升全校的學習氣氛。是次獎勵活動對學業上

有進步的學生作出肯定，亦對其他未能獲獎的同學有正面的推動作用，進一步認同學生在學習上所

付出努力，有效提升學生學習的氣氛。 

反思  

 為提高學生自學能力，各科必須透過不同活動及措施，推動全校閱讀風氣。 

 有特殊服務需耍的學生，如能及早安排服務，成效會更顯著。 

 透過各學科的特殊性，進行多元化的進展性評估，讓學生發展所長，投入學習。本年度中三級專題

研習嘗試橫跨二學期進行，讓同學在老師指導下，體驗專題研習製作過程。根據問卷調查數據所得，

大部分同學認同活動能加深對專題研習的認識，並能自主地進行專題研習。而在成果分享會中，同

學表示能夠從其他組別的分享中得到新知識。但在分組上建議每組人數 3-4 人，及可自行分組。 

 為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精神，仍須強化學生寫筆記的技巧及能力。 

 在校本學習支援方面，學生出席率達 80%或以上，只有內容較艱深的中六級 IELTS 課程出席率較

低。學校已即時調整課程，因此，中五級 IELTS 能保持理想出席率。第二學期報讀課後補課班的學

生人數未及開班的 15 人要求，結果未能如期開班，建議在新學年，有關課程設計必須更適合學生

需要，並可邀請英文科及數學科老師協助設計課程，提升對拔尖補底課程要求。 

 有特殊學習需要的高中學生缺乏照顧，來年須研究和落實高中支援工作。初中生須預早安排服務日

期，使成效更顯著。 

 學習獎勵活動的推行須探討如何提升學生內在動機，增加學生主動學習的能力。學校可考慮鼓勵各

班自訂班本的學習策略，持之以恆，建立學習的良好習慣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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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發展項目二︰提升學生英語學習的信心，豐富英語學習的環境。 
 

Achievements:  

 Mr McGlynn, from McGlynn-Ross Education, was invited to conduct a PD project on 

Enhancement of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Its aim is to support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an united way to bring about improvement in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and enhance the place of English in the schools ‘communities. 

 S1-S3 Read Aloud Programme was implemented smoothly with the help of the NETs and 

a wide variety of reading materials was prepared.The programme helps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decoding, pronunciation and speaking fluency and accuracy in the 

speaking exams. Teachers have observed that students’ word-attack skills have improved.  

 A modified curriculum of S1-S3 SEN classes, with the support of Pathways Project, has 

been developed and materials were adopted and used in the classrooms. It helped a lot in 

motivating students to learn. By adopting repetitive learning strategies, the students 

could make some achievements in the regular school assessments, which helped increase 

their confidence especially in speaking and reading. Students showed improvement in 

different areas, including decoding skills, basic reading skill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Students’ improvement was clearly shown in dictations and exams. 

 The JS curriculum was enriched by REES and EES plans. Teaching packages developed 

in the writing courses are practical as abundant input is provided to equip students to 

write for different genres. Teaching materials for Science S1 (Reproduction) and S2 

(Space) were developed for LAC which allowed our students to gain more exposure to 

English through other subjects. 

Reflection: 

 The JS school-based curriculum has to be reviewed with more emphasis on enriching the 

contents, including reading short stories, poem reading and creative writing. More 

student-centred classroom teaching will be emphasised and greater variety of teaching 

strategies will be develop to make lessons more fun and engaging as promoting 

self-learning strategies will be one of our area of concerns for the coming year. 

 The Read Aloud lessons were well received by both students and teachers. However, 

more careful design of materials with emphasis on building students’ speaking skills is 

needed. A variety of tasks need to be engaging and level-appropriate so as to cater for 

learner diversity. The post-reading worksheets can have more focus on post-reading 

tasks, i.e. rewriting story, extending story, imitation writing rather than reading 

comprehension questions. Reading progress can be more formally measured to help 

assess reading level and programme effectiveness. 

 A sustainable curriculum should be developed for the SEN students to help them advance 

their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prepare for futur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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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發展項目三：深化學生對校園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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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方面，本校以級主任為首，訓、輔、教務老師及社工的支援團隊，全方位照顧學生學習及身心

發展，達致全人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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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舉辦「校長點解？」及「師生座談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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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敬師週，班際清潔秩序和守時比賽、朋輩輔導勵進計劃、義工服務等活動，提升

學生的行為表現，促進與學生之間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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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星期三更設定為「英語日」，每班均有同學代表以英語

用專題形式分享或演說，創造更多語境的學習機會。 

 為關心新來港學生的適應，分別與「卓思傑教育中心」及「香港聖公會聖馬提亞綜合服務中心」舉

辦了兩系列的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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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遍表現進步。在適應課程方面，以「活在香港、樂在香港」為主題，輔以義工、老師及社工的協

助，並透過相同背景的新移民彼此認識、分享和鼓勵，讓小組成員感受到安全感及被接納。 

 透過班本服務活動、環保活動、校園清潔日、班際壁報比賽等活動，創設機會讓每班同學服務社區

及校園，強化同學正向思維，並在過程中提升同學對班級及學校的歸屬感，亦從中促進師生關係，

建構關愛校園，深化學生對校園歸屬感。 

 透過兩次學業獎勵活動，促使各班爭取學業上進步，提升全校的學習氣氛。是次獎勵活動對學業上

有好表現的學生作出肯定，亦對其他未能獲獎的同學有正面的影響，認同同學在學習上所付出努力，

有效提升學生學習的氣氛。透過家長、老師的參與，讓學生感受到學校各方的支持和肯定，有助提

升歸屬感。 

 為鞏固關愛與歸屬感的觀念，各組舉辦不同活動，例如班際比賽、中一家長晚會及與校長茶聚等活

動，以營造更多課堂以外的正面師生關係。敬師週透過一系列的活動宣揚敬師愛生的信息，包括師

生拔河、籃球及足球比賽、點唱活動，師生齊參與「切燒豬」、由家長向老師致感謝辭，家教會泡製

甜品小食宴請老師及學生代表等等。學校亦會定期邀請家長或校友一起旅行、舉行晚會和聯誼活動，

將關愛精神推及家長及校友。 

反思  

  義工組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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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亦能透過一系列的訓練與自我認識課程，了解推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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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學生人數不

多，在優化活動及善用資源的理念下，可嘗試將兩組合而為一，特別於訓練的環節，

以節省更多的資源。  

  班際比賽確能做到團結班內氣氛、互相激勵的效果，唯班主任在其中的角色卻舉足輕

重，計劃的成功與否實有賴班主任的推動與支持。往後可嘗試結合其他組別的班際比

賽以致可善用資源，學生亦能感到班際比賽的氣氛。  

  各項活動均期望學生能多參與及支持，期望能從中有所得著。但礙於高年級的同學功

課較繁重，故未能抽空參與，部份組別未必能找到合適承繼人，在承傳方面仍有待改

善。來年可探討提早移交職位給予較低年級學生，並提供培訓給有關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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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我們的學與教  

提升教學質素 

1. 為配合學校關注事項，優化課室教與學質素，特別邀請浸會大學教育學院高級講師，進行為

期五個月的教學行動研究及二次的工作坊，強化課室教學，提升教學效能。 

2. 本年度學校致力提升學與教質素，尤其關注課室教學的情況。除了繼續推動課室教學常規之

外，學校亦投放資源，集中鞏固學生的學習策略及技巧，例如做筆記的方法，善用學習工具

（字典，筆記簿），協助學生整理學習重點，成效顯著。 

3. 本年度學校參加「優質教學基金」--「中學生讀寫障礙課堂學習研究計劃」，從課程調適及教

學策略等方面入手，協助學生學習，提升學習的效能。相關計劃將會於下年度，加強教師之

培訓，營造「全校參予」之氣氛。 

4. 為了擴闊教師視野，鼓勵教學上的交流和分享，本年度藉着教師專業發展日的機會，校長帶

領教師到廣州景泰中學進行探訪，期間透過觀課及工作坊，讓教師對「自主學習」有進一步

之認識和了解，活化教學技巧，提升教學質素。 

5. 本年度學校善用資源，與校外機構合作，購買不同的服務，以支援「讀寫障礙」、「語言障礙」，

及「自閉症」等方面之服務，讓有需要的學生融入校園生活，發揮潛能，提升學習效能。 

6. 學校外評報告(定稿) 於 2013 年 7 月完成，並就學生個別差異的情況提出關注，一方面認同

學校在處理學生不同「特殊學習需要」作出的努力，一方面就教學技巧及範式轉移上，為學

校未來教學發展劃出方向，建議甚具參考價值，值得關注。 

 

公開考試成績 

本年度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選修科企業財務管理及科技與生活（紡織）及格率高於全港水

平。學生在四科核心科目及組合科學科考獲 5 等至 5**等級別，成績令人鼓舞。 

 

畢業生升學情況 

本年度香港文憑考試整體及格率為 66.6%，其中 7.5%符合報讀本地學位課程最低要求。六

成以上畢業生入讀於本港及海外大專院校，其中六位學生獲取錄學士學位課程，分別入讀香港

中文大學、香港教育學院、香港演藝學院、暨南大學及台灣義守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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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閱讀嘉年華」活動，內容多元化，活動由一月份延伸至三

月份，全校齊參與，推動閱讀氣氛，內容包括︰書展﹑漂書行動﹑作家講座﹑

攤位遊戲﹑製作老師好書推介小冊子及老師有禮(送書券)等活動。 

 加強中一圖書館課，鼓勵學生閱讀。 

 與科組合作舉辦主題閱讀活動，擴闊學生閱讀領域。 

 本年度全校借書量達 5029 本，當中包括初中 3326 本，高中 1703 本。現存

館藏量則有 12887 本，其中中文書籍共 9285 本，英文書籍則有 3602 本。 

專題研習 

 本校承接過往兩年舉辦專題研習的經驗，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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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各科加入專題研習，作為持續性評估部份評分項目。 

資訊科技互動學習 
 本年度中四級組合科學科在課堂上使用平版電腦作課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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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走進社區，服務區內人士，從而培養學生珍

惜所有、關懷別人、服務社區等精神。 

 透過德育及公民教育周，宣揚誠信美德，提升學生德育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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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五 )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1. 輔導組舉辦的義工服務為學生提供服務學習的平台，除了提供義工訓練課程給參與的學生

外，並於全港不同區域進行服務。過去一年，義工隊便曾經服務過錦田的元崗幼稚園、元

朗區的安老機構及荃灣區的居民。我們希望同學都能從這些經驗裡學懂分享，明白人與人

之間需要互相關顧的真諦。而我們的同學在過程中均表現出色，獲得嘉許。 

2. 朋輩輔導的學長為中一同學提供功課輔導服務，本學年共有 20 名中一同學曾接受學長的功

課輔導，部份同學奮進閣留堂數字減少。大部份中一同學認為學長的功課輔導可以幫助他

們養成完成功課的習慣。 

3. 為提升新來港學童的歸屬感，社工安排同學當過義工。同學在義工訓練初期顯得較為被動，

惟在經驗豐富的他校中學生義工帶領下，同學漸漸變得積極主動及投入服務，盡責地完成

義工服務。除充份身體力行實踐義工的工作外，活動亦能協助發揮其個人才華，同學因此

增強了對社會及學校的歸屬感。 

4. 初中同學參與「你我同行、樂學工程」計劃，透過訓練營的訓練及營後的校本跟進活動，

學長與學弟妹共同努力，完成「任務」。在教師的支援、學長的帶領、以及與學弟妹的互動

下，彼此扶持，跨越困難，有助提升他們的成就感、堅毅及團隊精神，從而增強他們學習

的動力。他們亦能從中反思個人的責任、建立自信心及校內的支援網絡，藉此促進他們積

極投入學校的生活。中四及中五級的學長亦能擔當領袖的角色，協助中一及中二級的同學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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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學校 全港學校 

百分比 7.5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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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港學界攀樹邀請賽 - 鳳溪盃 2012 
全港學界攀樹邀請賽 

全場總季軍 
3B 王梓恒 

第一屆全港柔力球對打比賽 2013 

雙打冠軍 1C 夏樹暉 

雙打冠軍 1C 劉晉庭 

雙打季軍 1C 謝光南 

雙打季軍 3B 王梓恒 

雙打亞軍 3B 王梓鑫 

雙打亞軍    3B 趙鎮環 

單打亞軍 6(1) 李志峰 

中學友校 4x100 米女子接力邀請賽 

亞軍 3A 戴伊瑩 

亞軍 3B 羅曉彤 

亞軍 4A 李宜霖 

亞軍 4B 謝思慧 



 10 

藝術

發展 

香港學校音樂節--獨唱和合唱組 

新界西區女子(14 歲或以下) 

外文獨唱組- 良好獎狀 
1C 沈旻靜 

新界西區男子(14 歲或以下) 

獨唱組- 冠軍 
1C 魏 仲 

新界西區女子(14 歲或以下) 

外文獨唱組- 良好獎狀 
2A 何素琛 

新界西區女子(14 歲或以下) 

外文獨唱組- 良好獎狀 
2A 黃心愉 

新界西區女子(14 歲或以下) 

外文獨唱組- 優良獎狀 
2B 陸恩桐 

新界西區古箏獨奏初級組- 

良好獎狀 
3A 鄧惠兒 

第四屆兩岸四地「中國青少年兒童 

書畫大賽」 
西畫初中組 － 一等獎 1C 謝羽萬 

2013 年全港學界精英歌唱大賽 

季軍 1B 周宇情 

季軍 1B 廖永南 

季軍 1B 黃天朗 

季軍 1B 黃鍵鏵 

季軍 1C 沈旻靜 

季軍 1C 曾宝華 

季軍 2A 何素琛 

季軍 2A 黃心愉 

季軍 2B 陸恩桐 
 

季軍 3A 鄧永詩 

德育

及公

民教

育 

東華三院中學聯校學生領袖培育計劃 

最佳演繹手法大獎 4A 許俊熙 

最佳演繹手法大獎 5A 吳嘉玲 

最佳演繹手法大獎 5B 陳菲菲 

元朗區學生大使 

優異獎、最佳表現獎、 

最全情投入獎 

4A 
陳偉杰 

 

優異獎、最全情投入獎 4A 陳揚威 

優異獎 4A 關慧琳 

優異獎 4A 吳嘉琪 

優異獎 4B 周楚鍵 

優異獎 5A 吳嘉玲 

學術 

第 64 屆學校朗誦節 

中五、六年級女子普通話散文

冠軍 
5A 鄭明月 

中五、六年級男子普通話詩詞

亞軍 
5A 庄宏宇 

中三、四年級男子普通話散文

亞軍 
3A 隋禕文 

「中華傳統德育與慈善文化」 

標語創作比賽 

中華傳統德育與慈善文化比

賽－ 初中組標語創作比賽優

異獎 

1C 呂逸婷 

「攜手關懷助更生」全港原子筆 

中文書法比賽 

攜手關懷助更生－全港原子

筆中文書法比賽總決賽 入

圍證明書 

5B 張楊帆 

屯門傑出學生會新界區粵語辯論比賽 

第十屆傑生盃 
最佳辯論員 1B 黃天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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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  

(香港賽區) 頒獎禮 
香港賽區銅獎 3A 王嘉宜 

 

新界區粵語辯論比賽 2013 

第十屆傑生盃決賽及頒獎禮 

新界區粵語辯論比賽 2013 － 

第十屆傑生盃初賽最佳辯論

員 

1B 黃天朗 

2012-2013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  

(香港賽區) 

優異獎 1C 呂逸婷 

銅獎 3A 王嘉宜 

優異獎 3B 趙鎮環 

優異獎 5A 陳曉茂 

優異獎 5A 周楚琳 

優異獎 5B 黃月妍 

2013 全港學生書法比賽(初賽) 

2013 全港學生書法比賽決賽 1C 朱  琪 
 

2013 全港學生書法比賽決賽 1C 謝羽萬 

2013 全港學生書法比賽決賽 1C 呂逸婷 

2013 全港學生書法比賽決賽 5B 張楊帆 

HK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12-13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2A 

何素琛 

林振東 

莫世予 

黃程蔚 

黃心愉 

2B 

蔡曉婷 

許彤鐘 

熊裔庭 

陸恩桐 

2C 

朱嘉意 

江啟星 

黎政毅 

黃可淨 

黃諾賢 

丘家浩 

黃浩賢 

Clipit Competition 2012: 

A Student-Created Film Competition--- 

Science film it 

3
rd

 place of Junior Secondary 2C 

夏樹暉 

鄺錦濤   

劉晉庭    

沈旻靜 

黃  妍     

朱  琪     

其他 
「卓越今日，成就將來」青少年領袖

獎勵計劃 (2012-13) 

青少年領袖獎勵計劃

(2012-2013) 
4A 許俊熙 

青少年領袖獎勵計劃

(2012-2013) 
4A 李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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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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愛樹木‧譜

人生」的贊助下，攀樹隊已有 12 名學員完成「中級攀樹技術基本訓練」，並於暑假期間完成「國

際攀樹協會康樂攀樹技術助教證書訓練課程」，成功考取康樂攀樹助教證書。在學界比賽上，5

名成員於 2012 年 12 月 16 日參與全港學界攀樹賽事，並由隊長王梓恒奪得全場總成績季軍佳績。 

箭藝隊今年度參加了心誠盃室內射箭分齡賽，本校湯俊麗同學奪得女子組季軍，來年將會

安排更多學生參賽機會，讓技術上更上一層樓。 

柔力球隊學會於今年三月舉辦了全港首個柔力球公開比賽為「第一屆全港柔力球對打比賽

2013」，我校李志峰同學奪得單打亞軍，現有約十二位具潛質及對柔力球有濃厚興趣的同學於學

會中定期接受訓練，來年會繼續邀請外界參加本校主辦的柔力球對打賽事。 

本年度本校開辦了二十九個學會，包括六個領袖團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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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