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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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05年9月開辦

中六課程，並於2012年參加第一屆香港中學文憑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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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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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教學室供

學生使用。課室、特別室及宿舍均裝置冷氣。另外，還設有校長室、副校長室、訓導主任室、升學

及就業輔導主任室、校工工作室和社工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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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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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校董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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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3 18 
 

 

學生人數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總數 

男生人數 40 41 32 31 22 23 189 

女生人數 23 20 20 16 18 16 113 

學生人數 63 61 52 47 40 39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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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1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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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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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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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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6.7 13.3 66.7 

 

5. 教師專業發展 

 

學校配合關注事項製訂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的主題。每年分階段安排全校老師觀課。本年度第一階段

觀課，由級教務與同級本科老師成立課堂研究小組，共同研究教案；並為照顧各班的學習差異作出

教學上的調節，同時為全校老師開放課堂作示範教學，促進交流。其他階段的觀課則以預習、筆記、

電子學習平台、促進學生自主學習及照顧學習差異為主。教學交流的文化已漸漸在校內建立起來。 

為新入職的老師進行培訓，讓他們更了解本校校情，學生特質及教學上的挑戰，以提升新老師的心

理質素及教學技巧。 

安排全校教師參與不同的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包括「學校起動計劃」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及東華

三院聯校專業發展日，以擴闊教師視野，促進學術交流。 

此外，為提升教師對精神健康的關注，學校安排「抗毒及健康生活」健康校園教師日、「自我識別

及處理學生的情緒問題」講座和「鬆一鬆」教職員減壓工作坊。 

本年度教師發展活動次數共七次，全校觀課共三次。老師意見分析結果顯示，老師對參與的培訓活

動表示滿意，亦覺得大部分的活動都能配合學校的關注事項和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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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重點發展項目一：  照顧學習差異，建立學習常規  

成就  

 分層課業：本年度發展分層課業，各科就某一級或某一班設計分層課業，以照顧不同學生之學習需

要。 

 多元化評估方法：各科嘗試以多元化評估方法了解學生學習進度，例如口頭匯報、專題研習等。 

 建立學習常規：各科在課前要求學生先作預習，以便提升教與學效能。本年度繼續推行各級筆記，

學生已建立相關習慣，高中部分學生能製作個人化筆記以鞏固所學。透過不定期進展性評估，培養

學生養成溫習習慣。 

 透過學習資料庫，讓教師互相分享電子教學方法及教材，鞏固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學習常規小組」

的老師進行示範課，豐富觀課老師電子教學學習模式的經驗，並嘗試在教學時使用，促進教師專業

發展。 

 中國語文科：運用不同的電子教學工具軟件，如 eClass Powerlesson、Kahoot、Socrative，進行預習

及學習，老師亦能即時回饋，以評估及鞏固學生所學，提升學習動機，促進自主學習效能。 

 英國語文科：為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指導他們摘錄個人筆記鞏固所學，透過課前預習、分層習

作及多次小測評估學習進度，並回饋所學；利用在平板電腦的 Raz-Kids app，讓初中的學生學習英

文字的發音及閱讀文章，促進自主學習。 

 數學科：按課題需要，以不同教學軟件或即時回饋平台教授，老師和學生均能掌握電子學習的技巧。

學生已建立寫筆記的習慣，並能在分層習作中鞏固所學。本年度與中大「優質學校改進計劃」的導

師協作，在方程式、百分數和坐標課題上研討教學策略和製作教材。觀課後亦與相關老師進行檢討，

老師反映上述課題的教材值得沿用。 

 通識教育科：本科經常使用電子教學協助進行學生活動，並且將筆記、練習、歷屆試卷存放於 eClass

平台，讓學生下載溫習及操練題目。此外，高中亦製作校本筆記，學生於課堂前先進行預習。而初

中學生則依從老師的筆記基礎，再進一步製作成個人化筆記。此外，級統籌老師亦與任教老師就學

生能力而設計及進行分層作業，以配合學習，鞏固學業。 

 初中綜合科學：推展 STEAM 的學習活動，運用科學原理製作短片「香港機關王」，再以故事短講

形式製作影片，提高他們對科學和科技的興趣；培養他們的創造、解難能力及自主學習的探究精神。 

 生物科：利用 eClass 平台，發佈預習手冊，內有預習課題及實驗活動，大部份學生均能完成預習筆

記；利用電子網絡平台自行搜集資料，並進行專題研習及剪報搜集資料，以擴闊學生對科學或科技

的視野及提升科學探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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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電腦科：為了配合學校電子教學發展，電腦科規劃中一至中三課程全面引入雲端教學內容，現

在初中學生已掌握雲端技術，能與其他同學、老師溝通及共享文件；亦懂得同一時間多人共用及修

改同一份文件的技巧。舉辦多樣化的課外活動，如參觀 Mbot 機械人遊戲，LED 燈教學和智能家居，

增加學生認識 STEM 的應用，有助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和豐富學習經驗。 

反思  

 學生筆記仍著重抄寫，欠個人特色，建議來年加強教授學生製作個人化筆記技巧。 

 建議教師提醒學生善用筆記作溫習，評估及考核其筆記內容的質素，讓學生建立溫習筆記習慣。 

 建議教師定期檢查筆記，並表揚具個人特色及溫習效能的筆記，提升班本製作筆記技巧。 

  大部份學生對社會的關注度及敏感度仍有待加強，需加強閱報訓練及批判性思考能力，此外於課堂

加入新聞匯報環節，也能有助學生增加對社會的關注度。 

 學生預習習慣尚未養成，各科須加強執行預習的要求，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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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 of concern 2:  To strengthen whole-school collabor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Language 

Across Curriculum 

Achievements:  

Language across the Curriculum (LAC) 

 

 Collaboration is the key notion of the LAC curriculum with which students can apply and integrate 

content knowledge of various subjects in different learning tasks, e.g. the collaborative projects. 

 Group work and project-based learning approach could help promote collaboration among students and 

thus help encourage students to contribute at different levels according to their ability. 

 The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 and lunchtime activities on LAC Days promotes using English for the 

whole day greatly help form the English environment in the school.  

 LAC day morning assemblies and Lunchtime activities were held to provide more English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he LAC logbook included vocabulary from all subjects for S1-S3 which enhanced cross-subject 

collaboration and students’ exposure. 

 The school website is made bilingual where students are exposed to a greater variety of English 

language in different genres. 

 The English display around the school campus also added to students’ exposure to English language. 

 The bilingual parents’ letters further increase the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read English text and also 

boost the school’s positive image at the same time. 

 

Reflection: 

 Students’ English ability was proved to be crucial to the success of LAC. Class list and streaming 

according to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is necessary for LAC classes. 

 Topics and contents selected for LAC should be appropriate and easier for students to learn in English. 

 Teachers should keep revising the topics selected for projects to suit students’ abilities and diversity. 

 Some of the LAC lunchtime activities and gifts were not attractive to students. More types of activities 

and gifts are needed to trigger students’ interest.  

 The LAC activity and sharing working plan need to be handed in one week before the LAC day, as time 

is needed to prepare for the MC scripts and student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 use of vocabulary logbook, it was suggested it will be included in the English 

SOW to make use of the vocabulary items for exercises or games. 

 More preparation worksheets or visual aids should be deployed for each lesson to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English instructions and content knowledge.  

 LAC subject teachers should insist to use English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s so that students can be 

exposed to more authentic English conversation. 

 Teachers should have a better awareness to speak in English on LAC Days to maintain the English 

environment. 

 LAC Days duties can be regulated to avoid overburden to some colleagues. 

 LAC committee members and all other teachers should share the same responsibility and pay 

collaborative effort to enhance students’ English proficiency in a whole-school approach.  

 Large-scale LAC activities can be carried out during lunchtimes as signature programme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and to raise students’ awareness. 

 Emphasis can be on project-based learning for the coming years to further promote collaborative 

learning which in turn help enhance a number of generic skills, such as problem-solving, interpersonal 

skills, communication skill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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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發展項目三：發展多元潛能，建立積極人生 
 

成就  

 輔導委員會舉辦的活動均以擴闊視野，發展多元潛能，建立積極人生為活動的其中一項重要元素及

目標。個案輔導及諮詢服務有助學生面對成長的挑戰，於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建立正向及積極的人

生價值觀。不同類型的健康校園活動，有助同學建立正面思維，以積極、樂觀的態度面對挑戰。班

主任課因應不同年級的成長需要，訂立合適的主題活動，協助學生的個人成長，培養良好品德。新

來港學童支援計劃、義工組、區本計劃及生涯規劃活動則提供了不同的機會讓學生擴闊視野，如興

趣班、義工服務、職場參觀及工作實習等，協助學生尋找興趣，發掘潛能，關心及了解社會的議題，

塑造正向及積極的人生觀。 

 其他學習經歷委員會積極籌辦服務學習計劃，讓學生走進社區，服務區內人士，提升學生的服務意

識。本年度與聖公會聖馬提亞綜合服務合作，按不同年級學生的性質和能力，安排不同的班本服務

內容(如：探訪長者、探訪智障人士等)，從而培養學生服務社區、珍惜所有、關懷別人等精神。每次

活動前後均有簡介和檢討會，出席學生在活動中表現良好。 

 升學及就業輔導委員會為高中各級學生舉行講座，讓學生了解高中課程及有關選科事宜；舉行中三

家長晚會，提供選修科目資料及更多升學出路作參考，讓同學及家長作最合適的選擇；提供東華三

院 My Way 中學生生涯規劃課程，讓學生了解自己的性向和興趣，繼而訂立目標；舉辦國內升學考

察團，拓闊學生視野。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透過舉辦活動，令同學在參與過程中發掘個人的潛能，加強他們對學習的興趣與

及對學校的歸屬感，從中促進師生關係，建構關愛校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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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促進師生關係。 

 

反思 

 輔導組積極推行健康校園計劃，尤其著重預防性的工作，設立「每月之星」獎勵計劃及於長假期前

推行全校性的正面思維及健康生活等活動，建構校園關愛、正面及鼓勵性的氣氛，學生的情緒變得

可控制及穩定，故建議下年度亦須繼續恆常舉辦全校性的活動，繼續宣揚正面氣氛。此外，輔導組

建議來年的「每月之星」可增加收集學生意見的環節，設置意見箱或問卷，加强學生在該活動上的

參與程度。 

 班主任課對學生的個人成長方面成效正面，亦有助增進師生的交流，促進師生關係。本年度的班主

任課的節數已增加，建議繼續預留時間舉辦班主任課。 

 舉辦升學考察團令學生拓闊視野，並給他們提供更多升學資訊；升學輔導週所舉辦的講座及活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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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為高中學生提供升學資訊，並且能夠照顧初中學生的升學及就業的需要；「生涯知己計劃」(中四

至中六)則透過與同學傾談，讓老師盡早知悉同學面對升學、學習、精神狀況的困惑，以便提供適切

的支援。 

 組織德育及公民教育大使、環保大使及舉行相關訓練，以發掘學生的領袖才能，提升學生關心社會、

關懷社群、服務社會的意識；推動關愛校園文化、深化學生對校園的歸屬感；建立健康人生，並協

助學生了解自己，規劃人生。 

 

 

(四 ) 我們的學與教  

1. 為配合學校關注事項，本年度著力促進學生「自主學習」，培養他們的學習及自主學習能力。

教師運用互動教學軟件及多元電子學習平台，製作電子學習教材，進行互動教學，即時回饋

學習情況，促進學生自主學習。 

2. 「學習常規」工作小組推動各科進行課堂研習及示範教學，同儕互相觀摩，推行學生預習及

分層課業，提高學生學習動力，促進自主學習的能力。 

3. 培養學生正確及全面的學習方法，指引他們養成預習習慣、摘錄筆記及溫習技巧。 

4. 推動多元評估方法、各科分層課業，以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及提升他們的學習能力。 

5. 建立「STEAM」平台，透過電腦科、數學科、綜合科學科、視覺藝術科進行跨學科協作，

發揮學生的創意，以專題研習推動多元學習。 

6. 各科集體備課，透過課堂研究，設計教學方案，改善學生預習和溫習的能力，照顧學生的能

力差異，鞏固及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 

7. 為提升學與教質素，及關注學生學習差異問題，本校與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合辦

工作坊，在通識教育科透過商討『議題式教學』，鼓勵學生加深對時事及當今議題的認識，

並幫助學生提升討論及思考層次；數學科在中一課題(有向數、百分數)與老師研討教學策略

和提供教材，觀課後亦與相關老師檢討施行效果，提升學與教效能。 

8. 善用「學校起動計劃」的資源，按學生能力進行拔尖及鞏固基礎課後補課，提升學生的學習

能力。 

9. 建立「全校參與」之英語學習環境，配合英語延伸計劃，於中一至中二級科學科、數學科、

家政科及中一至三級電腦科推行英語跨科協作政策，提升學生英文語文能力。 

10. 推行中三專題研習計劃，以「社區歷史」為研習方向，提升協作能力及自主學習能力。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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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讀

課、閱讀獎勵計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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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考試成績 

本年度香港文憑考試整體及格率為 71.7%，其中 13.2% 符合報讀本地學位課程最低要求。 

 

畢業生升學情況 

約 85%畢業生入讀於本港及海外大專院校。 

 

四大關鍵項目 

四個關鍵

項目 
回應關注事項 

從閱讀中 

學習 

 與科組合作，為學生營造自主學習的空間。如：規劃晨讀課、完成閱讀記錄冊

及安排各班在早會分享圖書。 

 跨科協作，推動廣泛閱讀計劃︰規定中一、二學生在本學年須閱讀不同科目的

書籍及數量，並須呈交閱讀報告。 

 參與 LAC 的家政、電腦、科學及數學科，並鼓勵學生閱讀英文書籍。 

 安排圖書館領袖生參加東華三院聯校閱讀大使推廣計劃，推動閱讀氣氛。 

 

反思/建議 

 中一至中三級廣泛閱讀計劃能推動學生涉獵不同範疇的知識。 

 規劃晨讀時間，學生須在晨讀課後書寫讀後感，惟效果仍未理想，有待加強。 

 學生於每月第四個星期晨讀課閱讀英文書，若由英文科老師協助學生預先借

書，能避免學生忘記帶書的情況。 

專題研習 

 跨班分組能照顧不同學生學習需要，發揮各自專長。 

 學生在搜尋資料時，有機會接觸英語讀物，能提升學生閱讀英語能力。 

 學生按個人興趣選擇研習題目，部分組別會外出考察或進行訪問，擴闊學生視

野。 

 

反思/建議 

 同學能夠從過程中加深對專題研習的認識，提升不同學習能力。  

 學生能投入研習活動，建議增加小組匯報時間。 

 本年度以「社區歷史」為研習主題，能加深師生對課題的認識。 

 學生表示外出考察能加深對課題的認識及興趣。 

 指導老師建議增加與學生會面次數。 

科技進行

互動學習 

 善用 eClass I-Portfolio 系統製作學習概覽。 

 透過 eClass 網上教室，上載各科課業及學習材料，進行課前預習，培養學生自

主學習。 

 教師善用不同即時互動程式，能有效評估及回饋，有助學生掌握知識。 

 

反思/建議 

 建立電子學習資料庫，發展學生個人化學習平台，透過電子教學，加強其自主

學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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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學習平台進行教學，了解學生學習情況，教師作適當的回饋，提升學生之

學習能力。 

 透過電子平台/軟件，推廣課前預習，能加快教學進度。 

德育及公

民教育 

 培育德育及公民教育大使及環保大使，擴闊學生視野、以多元學習方式提升不

同能力學生的自主學習的能力。 

 積極籌辦各類型活動，並統籌各科、組與德育及公民教育相關的活動，以提升

學生的德育及公民意識與生活技能，從而建構關愛校園的精神。 

 透過舉辦活動，令同學在參與過程中發掘個人的潛能，加強他們對學習的興趣

和對學校的歸屬感，促進師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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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同學之正向思維，促進師生關係，進而提升

同學對班級及學校的歸屬感。 

 帶領學生到國內考察、參觀大學，拓寬學生的升學出路。 

 

反思/建議 

 積極參與「東華三院德育課程」的教學工作及舉辦相關的延伸活動，深化師生

對東華三院的認識，並促進學生的品德修養。 

 組織德育及公民教育大使、環保大使及舉行相關訓練，以發掘學生的領袖才

能；提升學生關心社會、關懷社群、服務社會的意識；推動關愛校園文化、深

化學生對校園的歸屬感；建立健康人生，並協助學生了解自己，規劃人生。 

 參與區本活動，學生與來自其他學校的同學組隊，於社工帶領下參加不同種類

的學習活動、探訪不同行業、策劃行業介紹的攤位，並嘗試實際營運。 

 

 

 

 (五 )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1. 本年度學校獲禁毒基金贊助，推行了一系列健康校園活動，如健康及禁毒資訊展覽、試前打

氣活動、才藝培訓班、戶外歷奇訓練、生涯規劃工作坊、情緒支援小組、家長展覽及家長皮

革工作坊等活動，參加者反應正面，各項活動的目標達成度均超過 90%。參加者從中可改善

情緒表達方法、提升個人自信心及解難能力、建立正面興趣、了解健康資訊及改善親子溝通

技巧等。  

2. 輔導組與校內不同組別合作，配合學校的行事曆及每月重點活動，推行全校性的「每月之星」

獎勵計劃：同學需達到輔導組每月所訂的目標，方可進行抽獎。此能鼓勵及強化同學良好的

行為、建立校園的正面讚賞文化，同學反應熱烈。 

3. 級輔導老師協助同學與老師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定期與學生會面，觀察其於個人成長、人

際關係、學業或家庭等各方面是否需要支援，從而協助他們解決困難，有助及早介入及預防，

促進學生健康成長。若遇較複雜及嚴重的個案，則會轉介學校社工跟進。 

4. 級輔導老師及社工跟進的輔導個案：主要為校內違規行為、個人情緒問題、商討升學就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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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及提升朋輩相處技巧等。輔導組積極與各班主任及訓導組合作，共同處理學生問題，例如

與學生及家長會面，有需要時亦會聯同班主任進行家訪。透過個案輔導工作，學生的行為普

遍有明顯的改善；若遇到危機個案，級輔導老師亦會即時轉介，讓社工可聯同其他專業人士

適切介入，減低出現危機。輔導組亦與升學輔導組配合，與同學商討升學就業方向，除輔導

中六學生選擇畢業後的升學就業出路外，還轉介部份同學報讀短期課程，以探討其興趣及前

路方向，同學從中可找到目標，選擇繼續留校升學或轉讀職業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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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本校 日校考生 全體考生 

百分比 15.9 40.9 35.7 

 

畢業生出路 

 
人數 佔全級百分比 

學士課程 4 10.0% 

副學士 5 12.5% 

文憑課程 12 30.0% 

重讀 0 0.0% 

境外升學 2 5.0% 

國內升學 11 27.5% 

就業 6 15.0% 

總數 4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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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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育及公

民教育 
東華三院賣旗大使嘉許禮 

東華三院賣旗大使嘉許禮： 

2018-2019 年度賣旗大使 

6A 陳曉瑩 

6A 伍家儀 

6B 陳柏匡 

體育發展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元朗區中學分會 

2018-2019 年度校際游泳比賽 
男子甲組 100 米自由泳 亞軍 4B 李子浩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元朗區中學分會 

2018-2019 年度校際越野比賽 
男子甲組 亞軍 4B 李子浩 

東華三院中學聯校際越野比賽 

2018 
男高個人 冠軍 4B 李子浩 

第七屆全港柔力球對打比賽 2019 

男子高級組 冠軍 6C 駱善恆 

男子初級組 冠軍 3B 毛嘉濤 

男子初級組 第五名 2B 張祖堯 

女子組 殿軍 4C 陳皓柔 

女子組 第六名 3C 葉幸怡 

友校接力邀請賽（佛教陳榮根紀念

學校男子） 
男子甲組接力邀請賽 冠軍 

6A 陳兆基 

6B 羅偉峰 

6B 李澤明 

6C 葉盛輝 

永隆盃中學射箭邀請賽 2019 男子團體初中組 第三名 團體 

智育發展 

全港青年演講比賽 優異獎 3A 馮紫韻 

2018/19 香港機關王競賽 最佳拍攝及剪接獎 

2B 梁芷萱 

2C 陳仲樂 

2C 謝玉恩 

2C 梁宇軒 

「識竹˙惜竹」舊竹重用競技日 童軍團 冠軍 團體 

藝術及文

化發展 

2018-2019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頒

獎禮 
優異獎 

3B 鍾敏瑜 

3C 廖夏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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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 周育華 

5A 謝俊杰 

6A 劉玉河 

6A 吳思晗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文朗誦) 

二人朗誦(粤語) - 優良 
1B 馮明欣 

1B 胡蔚晴 

二人朗誦(粵語) - 良好 

2C 陳詩琦 

2C 李思琪 

詩詞獨誦(普通話) - 良好 1C 鄒家諭 

散文獨誦(粵語) 中四級女子組 - 優良 4A 周熠映 

二人朗誦(粵語) 中三、四級 - 良好 

4A 周曉琳 

4A 黃卓珩 

詩詞獨誦(普通話) 中三、四級男子組-良好 4A 王溢健 

散文獨誦(普通話) 中四級女子組 - 優良 4A 王文佳 

詩詞獨誦(粵語) 中五、六級 

(女子組) - 良好 

5A 張麗琳 

5A 黃安愉 

5B 林沁妤 

詩詞獨誦(粵語)  中五、六級 

(女子組) - 優良 
6B 梁月柔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朗誦) 
獨誦中四級女子組 - 第三名 4A 周祿澴 

2018-2019 年度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女演員獎 3C 葉幸怡 

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 團體 

2018-2019 年度聯校音樂比賽 

流行樂隊 銅獎 

2C 李梓龍 

3B 陳朗軒 

3C 楊適遠 

4C 余芷穎 

無伴奏合唱 銀獎 

2C 游定邦 

3B 陳朗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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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 魏鈺豐 

3C 廖夏冰 

4A 周曉琳 

4A 廖寶兒 

5C 張嘉威 

合唱團 銅獎 團體 

第二十屆亞洲學校保齡球錦標賽兒

童繪畫比賽「保齡狂熱」 
優異獎 2A 王羽柔 

國際兒童及青少年視覺藝術獎

2018-2019 

藝術新星大獎 2A 王羽柔 

一等獎 2C 何詩穎 

二等獎 

1A 胡嘉銘 

2B 鄧家輝 

2B 易雅芝 

2C 司徒靜月 

2C 陳詩琦 

2C 周子榮 

2C 李思琪 

2C 翁旋杰 

社會服務 「義工運動」 「義工服務嘉許狀」銅狀 

3B 梁展維 

3B 李浩文 

4B 馮愷迪 

4C 余承謙 

5B 何龍添 

5C 張嘉威 

2C 陳仲樂 

3A 趙梓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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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的參與 

 

校方秉承過去致力提高學生參與不同課外活動的宗旨，注重發展學生的其他學習

經歷，提供多元的活動以供學生參與，以期透過不同的嘗試，讓學生發掘潛能，

並培養終身學習的能力。校方亦積極舉辦領袖訓練計劃，提升學生策劃學會活動

的能力，透過實踐為同學服務，亦從中獲益，亦希望學生領袖能薪火相傳，承傳

學校傳統。  

 

在過去一年，學生的成就顯著，在多個活動中獲得優異成績，增強學生自信，讓

他們在其他學習領域達致更高層次。本校重點發展的項目包括：流行樂隊、合唱

圑、童軍、升旗隊、箭藝隊、柔力球隊及攀樹隊，學生積極參與活動，從中獲益

良多。  

 

本年度本校開辦了二十三個學會、八個領袖團隊及兩個制服團隊。學生積極參加

學會活動，大部份學會活動均有恆常訓練，期望學生有更多機會擔任領袖角色，

發揮團隊精神，並透過實踐為同學服務，從中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