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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校  

    本校於一九六四年由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創辦。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設有學校教育部統籌和管理全

會的教育工作。以「按基督精神提供全人成長之教育，藉以服務社會，見證基督」為辦學宗旨，

為香港提供優質的教育。 

    本校以提供高質素的全人教育，幫助學生發展潛能，預備他們將來成為有知識、有才能、有正

確的社會和國家觀念，有創意，善於與人溝通，能獨立思考，能面對時代的挑戰，能服務社會，

為社會作出貢獻的優質公民。 

 

辦學宗旨 

    按基督精神提供全人成長之教育，藉以服務社會，見證基督。 

 

辦 學 目 標 

(1) 本著基督的愛心，推行優質全人教育。提供基督教之靈性培育，幫助學生建立正確的人

生價值觀。 

(2) 以德、智、體、群、美和靈育教導學生，協助他們發展多元智能。學校在品德、知識及

公民等教育都平衡兼顧。 

(3) 注重學生學業，使他們具備豐富的知識和技能，為將來升學就業奠定良好基礎。並協助

他們培養好學自學的精神，奠定終生學習的基礎。 

(4) 注重學生的品德修養，使學生建立有品德、負責任和勤奮向上的完美人格。 

(5) 注重公民教育，使學生將來成為良好公民，服務社會。 

(6) 建立優良的校風，使學生在學校生活中健康成長，培養自信和合群的精神。 

(7) 培養學生將來成為有獨立思考、有知識、技能、勇於探索和創新、具應變能力、有正確

的社會國家觀念，能自治守法，貢獻社會的優質公民。 

(8) 培養學生成為中英雙語兼優的人才，善於運用兩文三語和資訊科技。 

 

對學生的期望 

    我們對本校的學生有熱切及長遠的期望，希望他們透過教育，能培養和擁有對個人發展及創造

世界幸福有正面影響的特質。我們為此而努力，並以此為盼望。「短暫相處，寄望一生」代表着

我們辦學的態度。 

    我們希望學生在接受本校的教育後，能擁有以下特質： 

(1) 持守價值 

擁有並能持守基督教及普世共通的價值，如仁愛、良善、信實、和平、寬恕、平等、

真誠、行善、服務、同理心、憐憫、尊重自己、尊重別人、尊重生命神聖、人性尊

嚴、理性、守法、自由、民主、多元化、寬容、勇氣等。 

(2) 關愛他人 

以耶穌基督的憐憫和仁愛心腸作為榜樣，以同理心，關注別人的需要、感受和尊嚴。

樂於服務，為改善別人的生活與自然環境而努力。 

(3) 講求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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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客觀，和尊重的態度，努力地追求共融與和諧，但不輕易放棄原則。為人正直有

誠信，處事公平、公正，致力維護其他個體與社群的尊嚴，對自己的行為和工作負

責，並勇於承擔後果。 

(4) 尋求美善 

能認識並欣賞存在於宇宙間的真、善、美。懂得從自然界、人為創造、音樂藝術中

尋求美善，從而培育心靈，提高創造力。可以一生擁有優質的閒暇。 

(5) 思想開明 

以持平和開放的態度，認識和接納自身的成長和背景，與及本國的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和歷史。同時也能開放地認識並尊重別人及其他社羣、民族的價值、傳統

與及看事物的角度。能慣性地尋求與衡量多種意見和證據，並樂於從經驗中學習與

成長。 

(6) 精於探究 

擁有探究學問和作學術研究的各種技能。有獨立和主動的學習態度，喜愛和享受學

習，並使這些能力和態度終身持續。能夠主動培養和發展求知慾和好奇心，並對尋

求學問和新知識有熱切的渴求。有獨立建構知識的能力，也善於與人合作研究和探

討問題。 

(7) 學識豐富 

在學識方面，有深度兼有廣度。能於文、理、藝術、宗教、哲學、社會科學等學問，

有所涉獵。有興趣於探究本土及全球性的問題、概念與思潮，從而得到有深度的學

識和跨領域的視野。 

(8) 長於思考 

對於學問和資訊，有分析和辨別能力。能夠經常運用多角度思考，以批判及創意思

維去理解和面對困難。在解決問題時，能夠作出具理據和合乎法律與道德的決定。 

(9) 反省力強 

對於自身的學習經歷與成效，待人處事之得失，有適當及時常的檢視與反省。有能

力評估並明白自己的長處、弱點與限制，從而促進學習和個人發展。 

(10) 善於溝通 

具有良好的理解、演繹和說明資訊及概念的能力，能運用多種語言，不同媒介，自

信而有創意地與人有效溝通。有良好的辯論和公開演說能力。願意並有能力與人合

作。 

(11) 敢於冒險 

勇於面對挑戰與逆境。有創意，不墨守成規。持謹慎的態度，以勇氣和深思熟慮，

面對陌生環境和不確定或難以預料的處境。能獨立地，探索新的角色、意念、和策

略。敢於維護並能清晰地表達自己的信念。 

(12) 均衡生活 

明白到在知識、體格、情緒、精神健康、心靈豐足、家庭價值等方面均衡發展的重

要，從而為自己及別人創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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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管理 

        本校由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創辦和管理，有完善的管理架構。校董會由信義會學校教育部委任，

負責管理和監督學校的發展。校長由學校教育部委任，向學校教育部和校董會負責，帶領全校教

職員完成教育使命。 

    學校每年訂立周年校務計劃書，計劃全年工作，達成各項教育目標。學年結束後會對各項校務

作出評估和檢討，寫成校務報告，作為來年工作的指引和參考。  

        本校內部管理採取「統一領導、分層管理」的模式。由校長按照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及校董會

的辦學目標和指引，會同副校長及校務管理委員會，訂定「學校發展大綱」，並會同全體教師製

訂「三年發展計劃」及「周年校務計劃」。至於學校的領導、管理、發展和校務推行，則由校長

帶領副校長及校務管理委員會共同負責。 

        校務管理委員會由校長委派高中層管理人員組成，定期舉行會議，領導和監察學校的運作和

發展。 

        至於各層科務、校務及班務管理，學校以賦權展能的方向，讓負責的同工專業和積極地管理

及發展各層級及組別的工作。學校定期有不同層級及組別的會議，由各層級及組別的負責人，帶

領討論、籌劃、推行和檢討工作。校長、副校長及校務管理委員會的成員會經常與各科及組別負

責人作個別或小組交流，以期達至、支持和互相了解。 

        學校按著「統一領導、分層管理」的模式，就學校的長遠目標、短期發展計劃和日常工作的

推行和運作，由校長會同副校長及校務管理委員會，作統一領導和監察。 

 

(一) 課程 

本校於中一至中六級開設的科目包括： 

範疇 科目 中一至中三 中四至中六(中學文憑試課程) 

中國語文教育 中國語文   

 中國文學   

 普通話   

英國語文教育 英國語文   

 英語文學   

數學教育 數學   

 數學延伸單元 (I 及 II)   

個人、社會及人

文教育 

地理   

中國歷史 (中三)  

 歷史 (中三)  

 歷史與文化 (中一至中二)  

 綜合人文   

 宗教與倫理   

 經濟   

 旅遊與款待   

 通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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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育 科學 (中一至中二)  

 生物 (中三)  

 物理 (中三)  

 化學 (中三)  

 組合科學(生物+化學)   

 組合科學(物理+化學)   

科技教育 普通電腦   

 資訊及通訊科技   

 企業、會計及財務   

藝術教育 音樂   

 音樂 (文憑試)   

 視覺藝術   

 視覺藝術 (文憑試)   

體育 體育   

 體育(文憑試)   

 
 

(二) 學校設備 

    校舍由教學大樓(A 座)、樂福華堂(B 座)、校舍新翼(C 座)及新禮堂(D 座)四座建築物及花園

組成，彼此以有蓋通道連接。設備計有： 

(1) 課室及實驗室 

本校共有課室三十間，輔導學習室五間，生物、化學、物理實驗室各一間及科學實驗室

兩間。 

(2) 特別室及圖書館 

本校設有音樂室、美術室、體育室、地理室、電腦室、多媒體語言學習室、家政室、禮

堂、社工室、輔導室、會議室、及圖書館各一間。 

(3) 資訊科技器材 

所有課室、實驗室及特別室均設置多媒體器材，包括擴音機、揚聲器、電腦、液晶體投

映機、錄影機及光碟機，配合全校已鋪設的內聯網絡及影音網絡，全校任何地點均可作

上網、多媒體教學及活動轉播。 

此外，每位老師及職員均配備手提電腦或桌面電腦，以作備課、教學及工作之用。 

(4) 運動及休憩場地 

本校設有獨立之排球場、羽毛球場、籃球場、手球場、乒乓球練習場、室內多功能體育

館、六十米跑道及 200 米環型跑道，供學生作練習及比賽之用。 

本校於面積廣闊、遍植花木的花園中，設有桌椅及太陽傘，學生可於其中溫習、休息及

閒聚。 

(5) 校舍新翼 

本校新翼已於 2011-12 學年全面啟用。 

新翼高座 (共 6 層)及新翼低座 (共 4 層)各樓層均別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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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F：科學及藝術創作樓層，主要包括綜合科學實驗室及視覺藝術室 

 4/F：多媒體及語言學習樓層，主要包括多媒體學習室、電腦室及語言學習室 

 3/F：音樂及藝術表演樓層，主要包括音樂室、地理室及學生活動中心 

 2/F：圖書館樓層，主要包括圖書館、教師資源中心及家政室 

 1/F：學校管理樓層，主要包括校長室、副校長室、升學就業輔導主任室及可

容納全校老師的教員室 

本校新禮堂及有蓋操場面積比一般千禧校舍大約百分之四十，新禮堂的燈光，音響及投

影系統均由專業人士獨立設計, 達至專業表演水平。新禮堂可容納超過 1200 名師生，劇

院式禮堂樓座設有劇院式座椅， 可供逾 300 人欣賞表演。  

本校新禮堂亦是一個多用途禮堂，蓋上櫸木地板及標準籃球場設施，可供專業比賽之用。

有蓋操場設有特別取光及通風設計，使有蓋操場可更新環保及舒適。 

(6) 其他 

本校所有室內場地，均裝置有空調設備。此外，本校亦擁有廿八座位巴士一部，接載學

生參加課外活動。 

 

(三) 校董會組合 

  11/12 12/13 13/14 

辦學團體成員的數目 8 8 8 

校長 1 1 1 

教師的數目 1(列席) 1(列席) 1(列席) 

家長的數目 1(列席) 1(列席) 1(列席) 

校友的數目 1(列席) 1(列席) 1(列席) 

獨立人員的數目 0 0 0 

 

中一至中三實際上課日數   

    

學習階段 11/12 12/13 13/14 

整學年扣除測考及活動後正常課堂上課的日數 149 150 149 

為全校或全級學生安排學習活動日的數目 17 16 17 

 

 

八個學習領域的課時百分率   

學習領域 (中一至中三)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國語文教育 18.4 18.4 18.4 

英國語文教育 20.4 20.4 18.4 

數學教育 16.3 16.3 16.3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18.4 18.4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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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育 10.2 10.2 10.2 

科技教育 2 2 2 

藝術教育 4.1 4.1 4.1 

體育 4.1 4.1 4.1 

 

 
 

我們的學生 

 

班級組織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總數 

班數 5 5 5 5 5 5 30 

女生人數 90 84 98 107 91 112 582 

男生人數 110 115 97 100 99 99 620 

學生總數 200 199 195 207 190 211 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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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出席率  

年級 11/12 12/13 13/14 

中一 98.1 97.9 97.5 

中二 98.0 96.7 96.3 

中三 97.8 96.9 96.5 

中四 98.4 96.3 97.2 

中五 97.3 96.3 95.8 

中六 98.0 94.9 96.9 

 

 

 

我們的教師  

 

教師資歷  * 

 2013-14 年度，本校全職教師為 69 人。   

(1) 教師獲得的最高學歷  

持有碩士或以上學歷的教師百分比 40.6 

持有學士學位的教師百分比 58.0 

持有本地專上非學位學歷的教師百分比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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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的專業資格  

已接受專業訓練教師的百分比 95.0 

 
 

(3) 已接受專科訓練的三個核心科目教師的百分比  

已接受專科訓練的中文科教師的百分比 100 

已接受專科訓練的英文科教師的百分比 100 

已接受專科訓練的數學科教師的百分比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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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達到語文能力要求的教師    

達到英語語文能力要求教師的百分比 100 

達到普通話語文能力要求教師的百分比 100 

 

(5) 教師教學經驗  

具有 0 至 4 年教學經驗的教師的百分比 11.6 

具有 5 至 9 年教學經驗的教師的百分比 18.8 

具有 超過 10 年教學經驗的教師的百分比 69.6 

 
 

(6)教職員離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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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ing DSS Schools’ Annual Financial Position 
Financial Summary for the  2012 / 2013  School Year 

 

 
 

Government  
Funds  

Non-
Government 

Funds 

INCOME (in terms of percentages of the annual overall income) 

DSS Subsidy (including government grants not 
subsumed in the DSS unit rate payable to schools)  

90.68% N.A. 

School Fees N.A. 8.67% 

Donations, if any N.A. 0.00% 

Other Income, if any N.A. 0.65% 

Total  90.68% 9.32% 

 

EXPENDITURE (in terms of percentages of the annual overall expenditure) 

Staff Remuneration  87.89% 

Operational Expenses (including those for 
Learning and Teaching) 

 6.32% 

Fee Remission / Scholarship
1
  2.44% 

Repairs and Maintenance 0.63% 

Depreciation 2.10% 

Miscellaneous 0.62% 

Total  100% 

 

Surplus/Deficit for the School Year # 
0.16 months of the annual 

expenditure 

 

Accumulated Surplus/Deficit in the Operating 
Reserve as at the End of the School Year # 

7.08 months of the annual 
expenditure 

# in terms of equivalent months of annual overall expenditure 
 

 

 
 
 

                                            
1
 The % of expenditure on fee remission/scholarship is calculated on the basis of the annual overall expenditure of 

the school.  This %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fee remission/scholarship provision calculated on the basis of the 

school fee income as required by the Education Bureau, which must be no less than 10%.   
 


 
It is confirmed that our school has set aside sufficient provision for the fee remission / scholarship scheme 

according to Education Bureau’s requirements (Put a “” where appropr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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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表現 
 

2013-14 中六畢業同學出路 

 

 

 

 

 

 

學位課程 

33% 

副學士課程 

33% 

高級文憑課程 

0% 

毅進文憑課程 

0% 

基礎文憑課程 

12% 

重讀或其他課程 

11% 

自修 

4% 
全職工作 

6% 

待業 

1% 

中六畢業生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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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 

科目 本校合格率 % 全港合格率% 

生物 76.9 88.6 

企業、會計及財務導論 92.3 88.3 

化學 75.0 87.3 

中國歷史 96.4 86.8 

中國語文 85.6 79.9 

中國文學 80.0 86.0 

經濟 93.5 84.3 

英國語文 92.0 78.4 

地理 86.7 84.4 

歷史 94.4 92.1 

資訊及通訊科技 83.3 77.8 

通識教育 91.0 87.3 

數學(核心部份) 84.6 80.1 

數學 (微積分及統計)  100 87.4 

數學 (微積分及代數)  88.0 93.2 

音樂 100 94.2 

體育 61.1 65.1 

物理 72.7 90.5 

組合科學 (生物及化學) 66.7 74.6 

組合科學 (物理及化學) 50 72.5 

旅遊與款待 96.7 67.5 

視覺藝術 100 82.9 

 
 
 

學生參與校際比賽的情況 

中一至中三  79.2% 

中四至中六  37.1% 

 

學生參與制服團體和社區服務團體的情況 

 

中一至中三  14.3% 

中四至中六  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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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 年度 各項校外比賽成績 

     

1. 校際朗誦節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班別 姓名 組別 獎項 

2E 黃綽絃 詩詞獨誦─粵語 中學二年級─女子組 良好 

2E 謝君澤 詩詞獨誦─粵語 中學二年級─男子組 良好 

4C 李萍 散文獨誦─粵語 中學四年級─女子組 良好 

3A 胡樂怡 散文獨誦─粵語 中學三年級─女子組 良好 

5B 冼朗靖 詩詞獨誦─粵語 中學五年級─女子組 優良 

4A 謝嘉靖 詩詞獨誦─粵語 中學四年級─女子組 優良 

4B 江德怡 詩詞獨誦─粵語 中學四年級─男子組 季軍 

3B 練曦潼 詩詞獨誦─普通話 中學三、四年級─女子組 優良 

1A 李潔瑩 詩詞獨誦─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女子組 季軍 

1A 戴潁潼 詩詞獨誦─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女子組 優良 

1A 何澤晨 詩詞獨誦─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女子組 優良 

2E 賴令聞 詩詞獨誦─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女子組 季軍 

2E 陳曉唯 詩詞獨誦─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女子組 優良 

1B 蔡曉琳 詩詞獨誦─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女子組 亞軍 

1B 劉敏琪 詩詞獨誦─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女子組 優良 

1B 黃詩慧 詩詞獨誦─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女子組 優良 

5A 劉昱翔 詩詞獨誦─普通話 中學五、六年級─男子組 優良 

3B 李卓穎 詩詞獨誦─普通話 中學三、四年級─男子組 優良 

4E 湯健男 詩詞獨誦─普通話 中學三、四年級─男子組 優良 

3B 曾謙信 詩詞獨誦─普通話 中學三、四年級─男子組 優良 

1B 劉俊雄 詩詞獨誦─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男子組 優良 

1B 葛振宇 詩詞獨誦─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男子組 優良 

4D 許芷喬 散文獨誦─粵語 中學四年級─女子組 亞軍 

4B 葉浩斯 散文獨誦─普通話 中學三、四年級─女子組 優良 

4E 駱雅文 散文獨誦─普通話 中學三、四年級─女子組 優良 

3B 吳家琪 散文獨誦─普通話 中學三、四年級─女子組 優良 

3B 楊燕珊 散文獨誦─普通話 中學三、四年級─女子組 優良 

3B 陳樂童 散文獨誦─普通話 中學三、四年級─女子組 季軍 

3A 李情 散文獨誦─普通話 中學三、四年級─女子組 季軍 

2B 李凱晨 散文獨誦─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女子組 優良 

2A 黃凱兒 散文獨誦─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女子組 優良 

1C 王美娜 散文獨誦─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女子組 優良 

2B 袁沚琪 散文獨誦─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女子組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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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詩文集誦─粵語 

中學一、二年級─男子或女子或男女合誦 

優良 

2C  詩文集誦─粵語 

中學一、二年級─男子或女子或男女合誦 

優良 

2B  散文集誦─粵語 

中學一、二年級─男子或女子或男女合誦 

季軍 

2D  散文集誦─粵語 

中學一、二年級─男子或女子或男女合誦 

優良 

2E  散文集誦─粵語 

中學一、二年級─男子或女子或男女合誦 

優良 

4A Lam Yu Tung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Secondary 4 – Girls 

Proficiency 

4C Li Ping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Secondary 4 – Girls 

Proficiency 

4E Yu Sin Ying 

Kelly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Secondary 4 – Girls 

Proficiency 

4D Ming Nga Wing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Secondary 4 – Girls 

Proficiency 

5A Wong Kwan Ho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Secondary 5 – Boys 

Proficiency 

S1  Choral Speaking – Non-Open 

Secondary 1 – Girls 

Third 

S1  Choral Speaking – Non-Open 

Secondary 1 – Boys 

First 

S1  Choral Speaking – Non-Open 

Secondary 1 & 2 – Mixed Voice 

Merit 

S1  Choral Speaking – Non-Open 

Secondary 1 & 2 – Mixed Voice 

Merit 

3B Lee Abby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Secondary 3 – Girls 

Third 

3B Lin Hei Tung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Secondary 3 – Girls 

Merit 

3B Chan Lok Tung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Secondary 3 – Girls 

Merit 

3B Ng Lut Ying 

Dorothy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Secondary 3 – Girls 

Th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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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 Lo Pui Sang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Secondary 3 – Girls 

Merit 

3D Wu Rachel 

Long Ching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Secondary 3 – Girls 

Third 

4E Lam Ka Nam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Secondary 4 – Girls 

Merit 

4D Chan Ho Yin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Secondary 4 – Girls 

Merit 

4C Lam Nga Mei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Secondary 4 – Girls 

Second 

4A Lau Ho Yee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Secondary 4 – Girls 

Merit 

4E Chan Hiu Ying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Secondary 4 – Girls 

Merit 

4A Lee Ka Man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Secondary 4 – Girls 

Merit 

4B Ip Ho Sze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Secondary 4 – Girls 

Merit 

4C Cheng Ka Ying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Secondary 4 – Girls 

Merit 

4D Chan Ho Man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Secondary 4 – Girls 

Merit 

4D Ren Gan En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Secondary 4 – Girls 

Merit 

4D Lam Ka Yan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Secondary 4 – Girls 

Merit 

4D Hui Che Kiu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Secondary 4 – Girls 

Merit 

4C Lam Lok Yiu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Secondary 4 – Girls 

Third 

4E Luo Yawen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Secondary 4 – Girls 

Second 

4E Lum Tsz Yau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Secondary 4 – Girls 

First 

5C Fong Man 

Wing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Secondary 5 – Girls 

Merit 

5C Lam Wing Tung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M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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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ary 5 – Girls 

5D Lau Wing Yan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Secondary 5 – Girls 

Merit 

5D Hui Yan Tung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Secondary 5 – Girls 

Merit 

5E Shek Yuen Ying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Secondary 5 – Girls 

Merit 

5A Yau Lo Mung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Secondary 5 – Girls 

Merit 

3B Zeng Qianxin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Secondary 3 – Boys 

First 

4A Ho Terrence 

Sze Ming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Secondary 4 – Boys 

Merit 

5C Li Tze Hin Klaus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Secondary 5 – Boys 

Merit 

5C Lam Ka Wang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Secondary 5 – Boys 

Merit 

5A Chui Wai Tsun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Secondary 5 – Boys 

Merit 

5D Ko Chun Sum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Secondary 5 – Boys 

Merit 

5C Ho Hon Sing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Secondary 5 – Boys 

Merit 

 

2. 校際音樂節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班別 姓名 項目 獎項 

5B 
冼朗靖 Vocal Solo-Foreign Language-Soprano Age 19 or 

Under 
優良獎狀 

5B 冼朗靖 聲樂獨唱-中文-16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1B 蔡曉琳 聲樂獨唱-中文-14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2C 鄭灼童 Graded Piano Solo-Grade Three 優良獎狀 

1B 劉兆峰 Graded Piano Solo-Grade Five 良好獎狀 

4E 林芷浟 Graded Piano Solo-Grade Five 優良獎狀 

3A 曾蔚琛 Graded Piano Solo-Grade Five 優良獎狀 / 冠軍 

2A 鍾琇晴 Graded Piano Solo-Grade Six 優良獎狀 

5C 沈卓楠 Graded Piano Solo-Grade Six 優良獎狀 

4A 吳欣兒 Graded Piano Solo-Grade Seven 優良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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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藍詠瑜 Graded Piano Solo-Grade Seven 優良獎狀 

3B 劉洛夷 Graded Piano Solo-Grade Seven 優良獎狀 

3E 梁效康 Graded Piano Solo-Grade Seven 優良獎狀 

3B 練曦潼 Graded Piano Solo-Grade Seven 良好獎狀 

4E 霍韻如 Flute Solo-Junior-Secondary School 榮譽獎狀 

3D 龐緯瀚 Oboe Solo-Junior-Secondary School 優良獎狀 

5D 陸    彥 Clarinet Solo-Junior-Secondary School 優良獎狀 

3B 吳家琪 Clarinet Solo-Junior-Secondary School 良好獎狀 

4B 鍾詠軒 Clarinet Solo-Junior-Secondary School 優良獎狀 

1B 蔡豐楷 Alto Saxophone Solo-Junior-Secondary School 優良獎狀 

1B 蔡豐裕 Alto Saxophone Solo-Junior-Secondary School 優良獎狀 

4C 林洛遙 Trumpet Solo-Junior-Secondary School 榮譽獎狀/第二名 

1B 劉嘉莉 Female Voice Duet-Age 14 or under 優良獎狀 

1B 林芷茵 Female Voice Duet-Age 14 or under 優良獎狀 

1B 蔡曉琳 Female Voice Duet-Age 14 or under 優良獎狀 

2B 袁沚琪 Female Voice Duet-Age 14 or under 優良獎狀 

1B 高明蔚 Female Voice Duet-Age 14 or under 優良獎狀 

1B 黃詩慧 Female Voice Duet-Age 14 or under 優良獎狀 

3B 鄭廷昕 粵曲對唱-公開組 良好獎狀 

4A 陳頌霖 Female Voice Duet-Age 19 or under 優良獎狀 

5B 蘇婉程 Female Voice Duet-Age 19 or under 優良獎狀 

5A 容嘉璟 Female Voice Duet-Age 19 or under 優良獎狀 

5C 林潁桐 Female Voice Duet-Age 19 or under 優良獎狀 

4A 劉可兒 Female Voice Duet-Age 19 or under 優良獎狀 

4E 鄧紫迎 Female Voice Duet-Age 19 or under 優良獎狀 

3B 葉朗懷 Brass Ensemble-Secondary School 榮譽獎狀 / 第三名 

4C 林洛遙 Brass Ensemble-Secondary School 榮譽獎狀 / 第三名 

4E 鍾景熙 Brass Ensemble-Secondary School 榮譽獎狀 / 第三名 

5C 李原達 Brass Ensemble-Secondary School 榮譽獎狀 / 第三名 

5C 楊承祐 Brass Ensemble-Secondary School 榮譽獎狀 / 第三名 

5E 林嘉銳 Brass Ensemble-Secondary School 榮譽獎狀 / 第三名 

4A 
陳頌霖 Madrigal-Foreign Language-Mixed Voice-

Secondary School 
優良獎狀 / 第三名 

4A 
劉可兒 Madrigal-Foreign Language-Mixed Voice-

Secondary School 
優良獎狀 / 第三名 

4A 
吳欣兒 Madrigal-Foreign Language-Mixed Voice-

Secondary School 
優良獎狀 /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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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李浚琛 Madrigal-Foreign Language-Mixed Voice-

Secondary School 
優良獎狀 / 第三名 

4B 
丘德明 Madrigal-Foreign Language-Mixed Voice-

Secondary School 
優良獎狀 / 第三名 

4E 
鄧紫迎 Madrigal-Foreign Language-Mixed Voice-

Secondary School 
優良獎狀 / 第三名 

5A 
容嘉璟 Madrigal-Foreign Language-Mixed Voice-

Secondary School 
優良獎狀 / 第三名 

5B 
鍾梓楓 Madrigal-Foreign Language-Mixed Voice-

Secondary School 
優良獎狀 / 第三名 

5B 
蘇婉程 Madrigal-Foreign Language-Mixed Voice-

Secondary School 
優良獎狀 / 第三名 

5B 
譚希潼 Madrigal-Foreign Language-Mixed Voice-

Secondary School 
優良獎狀 / 第三名 

5C 
林潁桐 Madrigal-Foreign Language-Mixed Voice-

Secondary School 
優良獎狀 / 第三名 

 

3. 2013 - 2014 年度北區優秀學生選舉  

班別 姓名 獎項 

4D 林馨兒 高中組優異獎 

2E 賴令文 初中組亞軍 

3B 曾謙信 初中組高效團隊獎隊員 

3B 陳俊邦 初中組高效團隊獎隊員 

 

4. 第二十一屆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傑出學生選舉 

班別 姓名 獎項 

6D 梁穎懿 傑出學生 

5A 丘盧夢 傑出學生 

5A 劉昱翔 傑出學生 

4D 林馨兒 傑出學生 

6B 王潔常 優秀學生 

6D 常展程 優秀學生 

5A 文顯淇 優秀學生 

4C 林芷浟 優秀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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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十六屆全港普通話演講比賽 

班別 姓名 獎項 

5A 劉昱翔 新界區高中組金獎、 最具創意獎 

5A 丘盧夢 新界區高中組最佳口才獎 

4E 駱雅文 新界區高中組金獎  、 全港總亞軍 

2B 袁沚琪 新界區初中組良好獎 

3B 陳樂童 新界區初中組優異獎 

3B 曾謙信 新界區初中組優異獎 

5A 劉昱翔 新界區高中組優異星獎 

5A 丘盧夢 新界區高中組優異星獎 

4E 駱雅文 新界區高中組優異星獎 

 

6. 第十三屆「基本法」多面體----全港中學生辯論賽(基本法盃)  

班別 姓名 獎項 

5A 丘盧夢 普通話組總季軍 

5A 劉昱翔 

5A 郭藹盈 

4B 葉浩斯 

4D 林馨兒 

4E 駱雅文 

3B 黃健麗 

5A 丘盧夢 八強最佳辯論員 

4E 駱雅文 四強賽最佳辯論員 

 

7. 北區校長會 Inter-school English story- telling and Public Speaking Contest 2013 

班別 姓名 獎項 

3D 胡朗晴 冠軍 

 

8. 2014 禁毒時裝設計比賽     

班別 姓名 獎項 

4A 劉可兒 優秀設計圖獎 

4B 肖佳慧 優秀設計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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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兒童心臟基金會 二十周年 T-Shirt 設計比賽  

班別 姓名 獎項 

5B 譚伊南 高級組優異獎 

 

10. 我的澳洲聖誕卡設計比賽 

班別 姓名 獎項 

5B 賴卓瑩 精選作品獎 

 

11. 教育局 香港婚宴管理及形象設計學院 

班別 姓名 獎項 

4B 肖佳慧 「感激我遇見婚禮晚宴主題設計比賽」參與證書 

4A 劉可兒 

4C 何恩濃 

4A 彭詩晴 

 

12. 創意科技教育協會  2014 創協盃擂台比賽 

班別 姓名 獎項 

3A 黃梓瑋 季軍 

4E 陳曉瑩 

4D 明雅穎 

 

13.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北區委員會 

項目 獎項 

「環保為公益」慈善環保籌款 良好獎 

慈善花卉義賣籌款 殿軍 

 

14. 新地會「我的甜心家庭大募集」徵文比賽 

班別 姓名 獎項 

2D 張淑煢 初中組亞軍 

4B 藍詠瑜 高中組優異 

/ / 全心投入學校大獎亞軍 

 

15.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3/14 

班別 姓名 獎項 

3C 王銘賢 傑出演員獎 

2A 朱子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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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 彭穎妍 

/ / 傑出舞台效果獎 

/ / 傑出整體演出獎 

 

16. 射箭比賽 

i. 香港盾射箭比賽 

反曲弓組   

組別 班別 姓名 獎項 

反曲弓女子中級組  5A 練旖琦 亞軍 

 

ii. 2013 北區體育會青少年室外射箭公開賽  

組別 班別 姓名 獎項 

男子丙組 2B 明博謙 冠軍 

 

iii. 香港中文大學射箭公開邀請賽 2013 

組別 班別 姓名 獎項 

反曲弓女子高級組 6E 鄔思恩 冠軍 

反曲弓女子中級組 5A 練旖琦 亞軍 

反曲弓男子高級組 5D 楊杰 季軍 

複合弓女子中級組 4E 張雅婷 冠軍 

 

iv. 警察盃射箭公開賽 2013 

班別 姓名 獎項 

5D 楊杰 排位賽第一名 

6E 鄔思恩 

3C 羅君道 

 

v. 雙日單輪射箭比賽(星章賽)2013 

組別 班別 姓名 獎項 

反曲弓女子少年組 5A 練旖琦 總冠軍 

距離獎：60M 季軍 

        50M 冠軍 

        40M 冠軍 

        30M 季軍 

反曲弓男子少年組 5D 楊杰 總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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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獎：70M 亞軍  

        60M 季軍  

        50M 亞軍 

        30M 冠軍 

 

vi. 第三十一屆南區射箭比賽 

 組別 班別 姓名 獎項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2A 鍾琇晴 冠軍 

 

vii. 荃葵射箭會射箭錦標賽 

組別 班別 姓名 獎項 

女子反曲弓初級組 2B 余澂宜 亞軍 

 

viii. 香港青少年室外分齡射箭賽 

組別 班別 姓名 獎項 

反曲弓男子甲組   5E 黃兆聰 季軍 

5D 楊杰 殿軍 

反曲弓男子乙組    3C 羅君道 季軍 

4D 何嘉樂 第五名 

反曲弓男子丙組 3B 葉鈺鵬 第七名 

2B 練偉皓 第八名 

反曲弓男子丁組 1B 葛振宇 殿軍 

反曲弓女子甲組   6E 鄔思恩 亞軍 

反曲弓女子乙組   4A 練旖琦 冠軍 

4E 李林 第七名 

反曲弓女子丙組   1B 余澂宜 冠軍 

反曲弓女子丁組   1E 蔡兆盈 第六名 

1C 何焯琳 第八名 

複合弓男子乙組  3B 馮迪軒 第八名 

複合弓女子乙組  4E 張雅婷 第六名 

複合弓男子丙組 、丁組 3A 馮浩齊 殿軍 

複合弓女子丙組、丁組  3A 林穎淇 亞軍 

3E 羅潔妍 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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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香港青少年室內分齡射箭賽  

排位賽     

組別 班別 姓名 獎項 

反曲弓男子乙組  3C 羅君道 殿軍 

反曲弓男子丙組  2B 練偉皓 殿軍 

2B 明博謙 第六名 

反曲弓女子甲組   5A 練旖琦 殿軍 

反曲弓女子乙組 4E 李林 第五名 

3C 張天玥 第八名 

反曲弓女子丙組  1B 余澂宜 亞軍 

2A 鍾琇晴 第五名 

複合弓男子甲組   4E 陸家榮 第七名 

5E 彭浩庭 第八名 

複合弓男子乙組  3A 梁信謙 第六名 

3B 馮迪軒 第七名 

3A 馮浩齊 第八名 

複合弓女子乙組    3E 羅潔妍 季軍 

3A 林穎淇 殿軍 

 

淘汰賽 

組別 班別 姓名 獎項 

反曲弓女子組 5A 練旖琦 殿軍 

反曲弓   

 

3C 羅君道 隊際季軍 

5A 練旖琦 

3A 溫浩軒 

複合弓   3E 羅潔妍 隊際殿軍 

3A 林穎淇 

3A 馮浩齊 

 

x. 第十七屆屯門康樂體育中心射箭比賽 

 組別 班別 姓名 獎項 

女子反曲弓初級組 2B 余澂宜 亞軍 

男子反曲弓初級組 2A 練偉皓 亞軍 

男子反曲弓初級組 3B 陳俊邦 冠軍 

 

xi. 羅桂祥盃分齡射箭賽  

排位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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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 班別 姓名 獎項 

男子甲組個人獎  5D 楊杰 冠軍 

4C 何嘉樂 亞軍 

5E 黃兆聰 第五名 

男子甲組   5E 黃兆聰 團體冠軍 

5D 楊杰 

4C 何嘉樂 

男子乙組個人獎   3C 羅君道 冠軍 

3A 許家豪 亞軍 

4D 張駿庭 季軍 

3B 葉鈺鵬 殿軍 

3A 溫浩軒 第六名 

3E 余宗羲 第七名 

3B 陳俊邦 第八名 

男子乙組    3C 羅君道 團體冠軍 

3A 許家豪 

4D 張駿庭 

男子丙組個人獎    2B 練偉皓 季軍 

2B 明博謙 殿軍 

1B 葛振宇 第六名 

男子丙組    2B 明博謙 團體亞軍 

2B 練偉皓 

1B 葛振宇 

女子甲組個人獎     5A 練旖琦 亞軍 

4E 張雅婷 第六名 

女子甲組    5A 練旖琦 團體亞軍 

5A 陳穎文 

4E 張雅婷 

女子乙組個人獎  4E 李林 冠軍 

3C 張天玥 季軍 

3D 謝穎然 殿軍 

4C 馮靖藍 第八名 

女子乙組    3C 張天玥 團體冠軍 

4E 李林 

3D 謝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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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丙組個人獎 2B 余澂宜 冠軍 

2A 鍾琇晴 亞軍 

1C 李嘉欣 季軍 

2B 楊穎童 殿軍 

1D 林穎怡 第五名 

女子丙組   1C 李嘉欣 團體冠軍 

2B 余澂宜 

2A 鍾琇晴 

 

xii. 黃大仙射箭比賽 

 組別 班別 姓名 獎項 

女子複合弓初級組 3A 林穎淇 冠軍 

 

xiii. 鳳溪盃射箭賽 

 組別 班別 姓名 獎項 

男子反曲弓中級組  3B 葉鈺鵬 亞軍 

3E 余宗羲 殿軍 

男子反曲弓初級組  2B 明博謙 冠軍 

3A 許家豪 季軍 

女子反曲弓中級組   3C 張天玥 冠軍 

2B 余澂宜 亞軍 

女子反曲弓初級組   4E 李林 亞軍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1D 林穎怡 亞軍 

 4E 張雅婷 季軍 

 1C 李嘉欣 殿軍 

男子複合弓Ｃ１組 4E 陸家榮 季軍 

 

xiv. 中銀香港第五十六屆體育節射箭錦標賽 

 組別 班別 姓名 獎項 

女子反曲弓高級組 6E 鄔思恩 冠軍 

 

xv. 第 57 屆體育節青少年室外分齡射箭賽 

 組別 班別 姓名 獎項 

反曲弓男子甲組   

 

5D 楊杰 亞軍 

5E 黃兆聰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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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曲弓男子乙組   3C 羅君道 冠軍 

3A 溫浩軒 第五名 

反曲弓男子丙組   2B 明博謙 冠軍 

2B 練偉皓 亞軍 

反曲弓女子甲組   6E 鄔思恩 季軍 

5A 練旖琦 第五名 

反曲弓女子乙組  3C 張天玥 季軍 

反曲弓女子丙組  2B 余澂宜 亞軍 

1C 李嘉欣 殿軍 

複合弓男子甲組   4E 陸家榮 第六名 

複合弓男子乙組  3A 梁信謙 殿軍 

3A 馮浩齊 第八名 

複合弓女子乙組   3A 林穎淇 殿軍 

3E 羅潔妍 第七名 

 

xvi. 2013-2014 年度新界地域中學校際射箭比賽 

組別 班別 姓名 獎項 

男子甲組個人獎     5D 楊杰 冠軍 

5E 黃兆聰 季軍 

6D 龍紀樂 第六名 

4C 何嘉樂 第八名 

男子甲組   5E 黃兆聰 團體冠軍 

5D 楊杰 

6D 龍紀樂 

男子乙組個人獎    3C 羅君道 冠軍 

3A 溫浩軒 亞軍 

3B 葉鈺鵬 殿軍 

男子乙組   3C 羅君道 團體冠軍 

3A 溫浩軒 

3B 葉鈺鵬 

男子丙組個人獎  2B 明博謙 亞軍 

2B 練偉皓 季軍 

1B 葛振宇 第六名 

1E 陳俊希 第八名 

男子丙組   2B 明博謙 團體冠軍 

2B 練偉皓 

1B 葛振宇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13-14 年度週年報告                                                                                                     頁二六 

 

男子全場總錦標     冠軍 

女子甲組個人獎    6E 鄔思恩 亞軍 

5A 練旖琦 季軍 

5A 陳穎文 第六名 

女子甲組   6E 鄔思恩 團體亞軍 

5A 練旖琦 

5A 陳穎文 

女子乙組個人獎     3E 梁恩童 亞軍 

3C 張天玥 季軍 

4E 李林 殿軍 

3D 謝穎然 第五名 

4C 馮靖藍 第七名 

女子乙組    3E 梁恩童 團體冠軍 

3C 張天玥 

4E 李林 

女子丙組個人獎    

 

1C 李嘉欣 亞軍 

2B 余澂宜 季軍 

1D 林穎怡 第五名 

1D 蔡兆盈 第六名 

2A 鍾琇晴 第七名 

女子丙組    1C 李嘉欣 團體冠軍 

2B 余澂宜 

2A 鍾琇晴 

女子全場總錦標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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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手球比賽 

i. 駿源盃手球賽 

班別 姓名 獎項 

6B 陳樂恆 冠軍 

6D 陳嘉豪 

5C 沈卓楠 

5D 吳錫靈    蘇煒森   杜汶軒 

5E 黃浚軒      何翹偉 

4A 李嘉威 

4A 黃兆峰 

3A 陳偉灝 

4D 劉晉榮      萬庭軒 季軍 

4E 李煒善 

3A 鄭朗賢       張文傑       黃俊灝       楊烙銘 

3D 廖振杰 

3E 陳天朗 

2A 鄭朝日 

2C 李梓漷 

 

ii. 北區青少年手球賽 

 
 
 
 
 
 
 
 
 
 
 
 
 
 
 
 
 
 
 
 

 
 
 

班別 姓名 獎項 

6B 陳樂恆 男子組冠軍 

6D 陳嘉豪 

5C 沈卓楠 

5D 吳錫靈          蘇煒森         杜汶軒 

5E 黃浚軒          何翹偉  

4A 李嘉威          黃兆峰  

3A 陳偉灝  

4D 劉晉榮      萬庭軒 亞軍 

4E 李煒善 

3A 鄭朗賢         張文傑         黃俊灝        楊烙銘 

3D 廖振杰 

3E 陳天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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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013-2014 年度 大埔及北區分會比賽成績     

大埔及北區學界體育聯會 

項目 組別 獎項 

足球 男丙 亞軍 

籃球 男甲 亞軍 

男丙 冠軍 

女甲 季軍 

女乙 冠軍 

男子籃球單項  冠軍 

手球 

     

     

     

    

     

男甲  季軍 

男乙  季軍 

男丙  季軍 

女甲  亞軍 

女乙  冠軍 

女丙  冠軍 

單項女子組  冠軍 

精英賽  8 強 

乒乓球 男丙  亞軍 

網球(全新界)   男子組  季軍 

新界地域室內賽艇  男乙 500 米  4D 萬庭軒 冠軍 

 女乙 1000 米 4C 陳美靜 冠軍 

2A 鄭朝日  

2C 李梓漷 

6B 陳麗瑩 女子組亞軍 

6E 黎彥彤 

5A 蘇恩惠 

5B 周詠彤 

5C 盧敏兒       彭穎妍 

5D 陳芷欣      劉詠欣  

4E 卓樂琳  

4A 吳欣兒         潘翠玲 

4C 林雅美  

3C 李嘉琪 

3D 區霞齡 

2D  張淑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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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乙 4X500 米  

 

4C 陳美靜 4C 陳襄湘 

4E 梁翠娟 2D 張淑莹 

3A 鍾樂兒   季軍 

女丙 500 米  1E 陳美彥 冠軍 

壁球(全新界)(個人) 3D 黃頌程  季軍 

游泳賽團體獎項 男子甲組  團體亞軍 

男子丙組    團體冠軍  

女子甲組  團體優異 

女子乙組  團體優異 

女子丙組  團體季軍 

游泳賽個人獎項 

    

    

    

    

   

50 米背泳 

女乙 3C 丘翠雯 亞軍 

男丙 2A 楊君諾 冠軍 

男甲 5B 周梓聰 冠軍 

  50 米蝶泳  

男丙 2D 葉文迪 亞軍 

男丙 2D 陳俊謙 季軍 

男甲 4A 黃建朗     冠軍 

50 米蛙泳 

男丙 2D 葉文迪 冠軍 

  200 米蛙泳  

女丙 1A 陳凱盈 亞軍 

  100 米背泳  

男丙 2A 楊君諾 亞軍 

  50 米自由泳 

男丙 2C 鄭皓匡 亞軍  

男甲 5B 周梓聰 亞軍  

   100 米自由泳    

男丙 2D 陳俊謙 季軍 

 200 米自由泳   

女乙 4E 麥綽文 亞軍 

男甲 5E 馮逸滔 季軍  

男甲 4A 黃建朗 冠軍  

   200 米個人四式   

女甲 5B 譚伊南 季軍 

 4X50 四式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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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乙 

4E 麥綽文 

4B 藍詠瑜 

3C 丘翠雯 

4A 吳欣兒 

季軍 

 

女丙 

1B 葉卡琳 

1A 陳凱盈 

1E 袁樂瑤 

2A 馬雪兒 

季軍 

男丙 

2D 葉文迪 

2D 陳俊謙 

2C 鄭皓匡 

2A 楊君諾 

冠軍 

男甲 

4A 黃建朗 

5B 周梓聰 

5E 馮逸滔 

5D 盧子希 

冠軍 

拯溺  50m Manikin Carry 男甲 5B 周梓聰 亞軍 

越野團體獎項 男子甲組 季軍 

男子乙組 優異 

男子丙組 優異 

女子甲組    殿軍 

女子乙組    亞軍 

女子丙組    優異 

越野個人獎項 男甲 5E 馮逸滔 第二名 

女甲 6A 鄧紫鎣 第六名 

女甲 6B 林映姍 第七名 

女乙  3D 黃頌程 第四名 

女乙 3E 曾翠瑩 第五名 

女乙 4C 李泳琪 第九名 

田徑團體獎項 

    

    

男子甲組    亞軍 

男子乙組 冠軍 

男子丙組    亞軍 

女子甲組    冠軍 

女子乙組    冠軍 

女子丙組    季軍 

男子 團體冠軍 

女子 團體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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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徑個人獎項 

 

  

   

  

  

鐵餅 

 

男甲 黃皓廉 季軍 

女甲 梁穎懿 季軍 

女丙 陳美諺 亞軍 

標槍 男甲 郭俊浩 冠軍 

男乙 萬庭軒 冠軍 

鉛球 男丙 張曉培 冠軍 

女乙 鍾樂兒 季軍 

女丙 陳美諺 亞軍 

三級跳 男甲 黃志斌 冠軍 

梁海輝 亞軍 

100 米欄 男丙 陳進灝 亞軍 

女丙 朱茵晴 季軍 

400 米欄 男甲 黃志斌 亞軍 

跳遠 男甲 何柏揚 季軍 

男乙 黃禮嵐 冠軍 

男丙 李浩智 季軍 

女乙 周芷菁 亞軍 

100 米 

 

男乙 黃禮嵐 季軍 

男丙 黃泓廸 季軍 

女甲 楊陽 冠軍 

女乙 譚亦睎 亞軍 

200 米 男乙 鄧智健 亞軍 

男丙 白榮宗 季軍 

女甲 楊陽 冠軍 

女乙 鍾樂兒 亞軍 

梁翠娟 冠軍 

400 米 男甲 梁海輝 亞軍 

男乙 馮錦鴻 季軍 

男丙 陳冠曦 冠軍 

白榮宗 季軍 

女甲 廖藹明 季軍 

鍾寶欣 冠軍 

女乙 黃頌程 冠軍 

女丙 沈嵐 冠軍 

800 米 男丙 陳冠曦 冠軍 

女甲 林映姍 季軍 

女乙 黃頌程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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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乙 曾翠滢 季軍 

1500 米 女乙 曾翠滢 季軍 

5000 米 男甲 馮逸滔 冠軍 

4X100 米 女甲 5E 鄧子洛 

5E 楊陽  6C 

梁穎懿 4D 

廖藹明 

季軍 

女乙 3A 鍾樂兒 

3A 譚亦睎 

3A 周芷菁 

2D 葉嘉琳 

冠軍 

4X400 米 

 

 

 

男甲 5D 梁海輝 

5C 黃志斌 

5D 盧曉峰 

6C 丘德榮 

5B 何柏揚 

季軍 

男乙 4B 鄧智健 

2A 黃禮嵐 

3B 馮錦鴻 

3E 呂皓楊 

2C 郭曜庭 

冠軍 

男丙 1A 陳冠曦 

1B 黃泓廸 

2C 白榮宗 

2C 鄭皓匡 

冠軍 

(破大會紀錄) 

女甲 5D 鍾寳欣 

6A 鄧紫鎣 

6B 林映姍 

6E 江心怡 

冠軍 

女乙 4E 梁翠娟 4E 

李泳琪 

3E 曾翠滢 

3D 黃頌程 

冠軍 

女丙 2D 黃業欣 

2D 沈嵐   

2E 關加恩 

1E 袁樂瑤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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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及北區全能傑出運動員 

 

4E 梁翠娟 

新界地域單項傑出運動員(射箭) 5D 楊杰 6E 鄔思恩  

 全年總錦標男子組 亞軍 

 全年總錦標女子組 季軍 

     

八、2013-2014 年度 各項校內比賽成績 

1. FLSS Golden Jubilee Solgan Completition   

組別 班別 姓名 獎項 

中一 1E Yip Hau Wing 冠軍 

1C Lau Hoi Yan 亞軍 

1E Katie Wong Suet Hei 季軍 

1A Dorothy Yip Hiu Ching 優異 

1C Sung Mei Ching 優異 

1D Chan Chung Yu 優異 

1B Cherry Lin Tsz Yan 優異 

1D Law Yan Ho 優異 

中二 

 

2E Wong Hoi man 冠軍 

2B Sabrina Yuen Tsz Ki 亞軍 

2B Corby Wan Chun Yan 季軍 

2A Wong Chi man 優異 

2B Wong Ching Yan 優異 

2C Cheung man Hei 優異 

2E Kuan ka Yan 優異 

2D Pang Chi Yung 優異 

中三 

 

 

3B Yip Yuk Pang 冠軍 

3B Lo Pui Sang 亞軍 

3D Wu Rachel Laong Ching 季軍 

3A Nagi Wai Ting,          Cheung Man Kit 優異 

 3D Ng man Him 優異 

3C Cheung Kwok Chuen 優異 

3C Sin Tin Yan 優異 

中四 4E Christina Tang Tsz Ying 冠軍 

4D Lam Hing Yi 亞軍 

4B Wong Sui Fan 季軍 

4E Liu Yu Lam 優異 

4D Lau Chun Kit 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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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Chan Pui Mei,         Tam Kin Long 優異 

4A Ye Jie Yi 優異 

中五 5B Tsoi Ka Ngo 冠軍 

5B J. Po Yin D. Jr 亞軍 

5A Lee Po Lai 季軍 

5A Lo Shun Kwan ,       Kwok Oi Ying 優異 

5B Wu Ka Ho 優異 

5C Fong Man Wing 優異 

5E Mok Ki Wing 優異 

 

2. S1-5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組別 班別 姓名 獎項 

中一 1C Chan Sze Lok 冠軍 

1B Choi fung Yu 亞軍 

1B Choi fung Kai 季軍 

1B Joe Ho Yu Ho 優異 

1C Juliette Tam 優異 

1D Law Yan Ho,         Choy Siu Ying Zoe 優異 

1E Lam Nga Yuet 優異 

中二 

 

2B Heison Au 冠軍 

2E Chan Hiu Wai 亞軍 

2E Kwong Tse Ching 季軍 

2C Liu Pak Shun 優異 

2B Chiu Hing Man,      Wong Ching Yan 優異 

2E Clifford Tse 優異 

2D Wong Pui Wing 優異 

中三 3B Lo Pui Sang 冠軍 

3D Rachel Wu 亞軍 

3C Lee Ho Man 季軍 

3B Lin Hei Tung,     Chan Lok Tung 優異 

3B Lo Pui Sang 優異 

3A Fan Pui Man ,    Tam Yik Hei 優異 

中四 4A Ho Sze Ming 冠軍 

4C Cheung Chung Hin 亞軍 

4E Luo Yamen 季軍 

4B Man Ning Ling 優異 

4A Poon Chui Ling 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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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 Chu Wing tung,      Lam Nga Mei 優異 

4E Lum Tsz Yau 優異 

中五 5B Cheung Wai Yan 冠軍 

5A Yau Lo Mung 亞軍 

5B Tsoi Ka Ngo 季軍 

5C Fong man Wing,     Ho Hong Sing 優異 

 5A Lo Shun Kwan,         Ho Hung Hung 優異 

 5E Chan Sin 優異 

 

 

3. S1 Inter-class Choral Speaking Competition 

班別 獎項 

1D 冠軍 

 

4. S2 Inter-class Grammar Competition 

班別 獎項 

2D 冠軍 

 

5. S5 Annual Debate 

班別 獎項 

5A Lau Yuk Cheung,      Lo Shun Kwan 

5A Lam Ho Fung,          Ho Hung Hung 

5A Yau Lo Mung,          Man Hin Ki 

5B Tsoi Ka Ngo,            Cheung Wai Yan 

5C Cheung Kwok Tim 

冠軍 

5A Lau Yuk Cheung Annual Debate The Best Orator  

 

6. 2013-2014 初中中文朗誦比賽 

班別 姓名 獎項 

2B 李凱晨 冠軍 

1B 蔡曉琳 亞軍 

3B 陳樂童 季軍 

2D 張淑瑩 優異 

3A 李情 優異 

 

7. 2013-2014 高中中文演講比賽 

中四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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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姓名 獎項 

4E 劉宇林 冠軍 

4B 邵倩儀 亞軍 

4C 黃嘉欣 季軍 

 

中五級 

班別 姓名 獎項 

5E 鄧子洛 冠軍 

5B 蘇婉程 亞軍 

5A 林穎彤 季軍 

 

8. 象棋比賽 棋藝學會 

高級組 

班別 姓名 獎項 

4D 龍愷文 冠軍 

5A 杜建邦 亞軍 

5B 鄧柏熙 季軍 

 

低級組 

班別 姓名 獎項 

2E 陳述安 冠軍 

2A 何建成 亞軍 

1B 方志斌 季軍 

 

9. 班際層層疊比賽 棋藝學會 

班別 獎項 

4B 冠軍 

2B 亞軍 

 

10. 班際整潔比賽 

i. 「第一階段班際整潔比賽」  

初級組  

班別 獎項 

3B 冠軍 

3D 亞軍 

1E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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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組   

班別 獎項 

6D 冠軍 

5A 亞軍 

5D 季軍 

 

ii. 「第二階段班際整潔比賽」 

初級組   

班別 獎項 

3B 冠軍 

3D 亞軍 

1E 季軍 

 

高級組   

班別 獎項 

5A 冠軍 

5B 亞軍 

4E 季軍 

 

 

iii. 「第三階段班際整潔比賽」 

初級組 第三階段低年級組 

班別 獎項 

3B 冠軍 

3D 亞軍 

2E 季軍 

 

高級組    

班別 獎項 

5A 冠軍 

5D 亞軍 

5E 季軍 

 

iv. 「全年班際整潔比賽」 

初級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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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獎項 

3B 冠軍 

3D 亞軍 

1E 季軍 

 

高級組 

班別 獎項 

5A 冠軍 

5D 亞軍 

5B 季軍 

 

11. 電腦學會班際中文打字比賽 

初級組 

班別 姓名 獎項 

2A 黃錫倫 亞軍 

2B 邵偉祐 季軍 

2E 張國豪 冠軍 

 

高級組 

班別 姓名 獎項 

4A 李嘉敏 冠軍 

5B 甄紹淘 季軍 

5E 黃偉軒 亞軍 

 

12. 2013-2014 敬師卡設計比賽 (德育組與視藝科合辦) 

班別 姓名 獎項 

5B    陳采霖 冠軍 

3E    房芷婷 亞軍 

2D   張頌怡 季軍 

2A 萬俊賢 優異 

2D 張啟嵐 優異 

3E 李宗飴       蘇婷 優異 

5B 譚伊南 優異 

1E 陳巧妍 入圍 

2A 黃可瑩          賴葆瑩         雷巧琳 入圍 

2B 朱嘉嵐          李浩民         吳穎林 入圍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13-14 年度週年報告                                                                                                     頁三九 

 

2D 鍾欣恩         方茜宜 入圍 

2E 周苑昀         朱茵晴          關加恩       鄺梓晴 入圍 

2E 林麗盈         林詠樂          劉嘉穎       冼志洋 入圍 

3B 老睿騫         吳律盈          吳家琪 入圍 

3C 陳怡霖         梁恩慈          李嘉琪 入圍 

3D 劉曉濤 入圍 

3E 文芷彤         曾翠滢 入圍 

5B 賴卓瑩         文淨 入圍 

5E 何嘉威 入圍 

 

13. 2013-2014 年度「老師眼中的熱心助人學生」選舉     德育組 

 

班別 姓名 

1A 羅偉謙          區倩怡          唐晶晶 

1B 蔡豐裕          蔡曉琳          劉敏琪 

1C 鄭智鴻          朱晉亨          謝穎怡 

1D JENNIFER ANTONIA      鍾慧冰       黎珈鳴 

1E 王雪曦         陳美諺           

2A 黃可瑩         江嘉俊          馬雪兒 

2B          區凱熙          李凱晨 

2C 馮君菡         方奕朗          廖柏淳 

2D          鍾欣恩          林保元 

2E 黃綽絃        簡銘賢           謝君澤 

3A 張文傑        李  情             陸婉婷 

3B 陳樂童        練曦潼           吳律盈 

3C 陳怡霖        劉詩敏           丘翠雯 

3D 鄺紹嵐        杜俊諺           黃頌程 

3E 陳天朗        張靄靄           邱潁雪 

4A 李嘉威        潘翠玲           謝嘉靖 

4B 陳健瑩        李  雯             王心言 

4C 陳襄湘         鄭千蔚         鍾卓熹 

4D 朱潔嵐         李培熙         葉永恩 

4E 梁翠娟         鍾景熙         莫曉琳 

5A 何柏揚         劉子竣         文顯淇 

5B 周詠彤         石鎧瀠         鄧佩宜 

5C 黃志斌         何漢星         彭穎妍 

5D 許欣彤         許穎賢         吳旻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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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 鄧子洛         陳芷泓         唐碧珊 

6A 陳嘉俊         周嘉熹         黃苡彤 

6B 王潔常         丘子俊         丘瑩瑩 

6C 林鈞珮         楊明朗         袁鈴欣 

6D 歐陽詠汶     張頌婷         黃允鍶 

6E 江心怡         林逸曦         莫振謙 

 

 

14. 2013-2014 年度「同學眼中的熱心助人學生」選舉   德育組 

班別 姓名 

1A 陳洛浩 

1B 黃泓廸 

1C 譚悅兒 

1D 馬汶羲 

1E 林雅悅 

2A 黃可瑩       江嘉俊 

2B 王晴欣 

2C 梁啟賢 

2D 楊康平 

2E 簡銘賢 

3A 侯尚儒 

3B 盧佩生       曾謙信 

3C 李皓民 

3D 李浩洋 

3E 鍾琛兒 

4A 劉可兒 

4B 鄧天賜 

4C 鄭仲軒 

4D 朱潔嵐 

4E 林迦楠 

5A 劉子竣 

5B 吳平凡 

5C 杜嘉朗 

5D 盧子希 

5E 石婉盈 

 

15. 初中級科學比賽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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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級 

班別 組別 姓名 獎項 

1D Group 2 馬汶羲    鍾慧冰    陳樂陶    黃芷文    袁穎琳  冠軍 

1C Group 1 朱晉亨    葉志龍    陳梓謙    黃紫陽  亞軍 

1A Group 8 李兆駿    李梓軒    蔡國豪    何國驅     吳偉晴  季軍 

 

班別 組別 姓名 獎項 

1A Group 2 吳玟璇     何澤晨    李潔瑩    吳穎瑤    唐晶晶  最佳設計獎  

1B Group 8 葛振宇     何雨濠    陳洛然    黎浩宏    彭浩罡  最佳設計獎 

1C Group 8 王美娜     謝穎怡    鍾婉螢    徐 諾    陳詩濼  最佳設計獎 

1D Group 4 陳宗璵     杜欣潼     戴婉穎    王肖洒    黃睿玲  最佳設計獎 

1E Group 3 吳卓樂     彭彥喬     謝文迪     黃禮賢  最佳設計獎 

 

中二級 

班別 組別 姓名 獎項 

2B Group 7 余澂宜     黃海潼     朱嘉嵐     陳施宇                                             冠軍 

2B Group 5 張綽琳     鄒添芬     吳穎林     楊穎童 亞軍 

2B Group 2 張町程     練偉皓     廖雋拔     楊濮謙 季軍 

 

班別 組別 姓名 獎項 

2A Group 1 黃可瑩    鍾锈晴    陳春燕    陸好怡   張誌洭 最佳設計獎  

2B Group 2 張町程    練偉皓    廖雋拔    楊濮謙 最佳設計獎 

2C Group 2 侯 珈    高思惠    羅建榮    譚瑋       葉嘉琳 最佳設計獎 

2D Group 7 陳俊謙    羅益旻    蘇朗謙    葉文迪 最佳設計獎 

2E Group 5 陳官渝    馮雋夫    簡銘賢    姚國維 最佳設計獎 

 

 

 

 

16. 圖書館獎項 

i. 優秀閱讀大使 

班別 姓名 

1A 張婕  吳玟璇 

1B 高明蔚  葉卡琳 

1C 陳詩濼  謝穎怡 

1D 馮嘉儀  李蕊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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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 彭彥喬  黃澧賢 

2A 張凱晴  李樂琪 

2B 李凱晨  譚惠美 

2C 歐紫蕎  譚瑋 

2D 張啟嵐  沈嵐 

2E 陳述安  鄭諾行 

3A 侯凱倫  譚亦晞 

3B 李顯柏  黃展熙 

3C 馬薇雅  尹子澄 

3D 曾君善  謝穎然 

3E 潘嘉朗  曾翠瀅 

4A 何斯銘  謝嘉靖 

4B 陳健瑩  李芯怡 

4C 鍾卓熹  馮靖藍 

4D 劉晉榮  李培熙 

4E 麥綽文  曾鵲穎 

 

ii. 優秀圖書館領袖生 

班別 姓名 

1B 文皓晴 

1C 鍾婉瑩  李曉閔  謝穎怡   

1C 徐諾  王美娜 

2A 陳春燕  鍾琇晴  何樂謙  黃宇恒  阮紀瑩 

2A 黃可瑩  葉文龍  陸好怡  王志文  黃寶怡 

2A 萬俊賢   

2B 江曉盈  王慧瀅 

2C 歐宇揚  李咏詩  黃詠霖 

2E 黃頴欣 

4B 陳健瑩 

4C 伍詠嫻 

 

 

iii.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 

班別 姓名 

1A 區倩怡  李兆駿  梁思淇  李嘉樂  嚴凱桐 

1B 高明蔚  嚴家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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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鄭智鴻  梁凱鈞  梁家棋 

1D 廖浚言 

1E 李加琪  彭彥喬  黃卓嵐 

2A 江嘉俊 

2B 區凱熙  鄧諾怡  黃朗軒 

2C 辜子豐 

2D 楊康平  賴君朗  李宏基  蘇朗謙  曾銘津 

2D 黃業欣 

2E 陳曉唯  周苑昀  曾韋臻 

3B 陳子軒  李有智  麥樂賢  曾謙信 

3D 杜俊諺  黃芷澄 

3E 張靄靄  曾翠滢 

4A 劉可兒  李嘉敏  吳倩瑞 

4B 陳健瑩 

4C 林靜倪  黃嘉欣 

4D 林嘉茵 

 

iv.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班別 姓名 獎項 

1A 陳凱盈   張智朗   麥依翹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榜眼銀章 

1A 區倩怡   馮科冕   黃稼恒   葉昫澄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探花銅章 

1B 陳澤欣   蔡豐楷   周令捷   劉嘉莉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榜眼銀章 

1B 蔡豐裕   蔡曉琳   范安生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狀元金章 

1B 劉家欣   劉敏琪   羅凱頤   林芷茵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榜眼銀章 

1B 魏銘彤    宋嘉瑜    譚巧楠    鄧博文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榜眼銀章 

1B 黃詩慧    葉卡琳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榜眼銀章 

1C 陳詩濼    黎卓霖    麥景傑   宋美貞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榜眼銀章 

1C 梁凱鈞    李曉閔    李嘉欣    顏倩彤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探花銅章 

1C 徐諾        葉逸明    張子賢    鄭諾謙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探花銅章 

1D 蔡兆盈    杜欣潼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榜眼銀章 

1D 林穎怡    陳樂陶    Jennifer     馬汶羲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探花銅章 

1D 蘇雋皓     王肖洒     黃芷文     袁穎琳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探花銅章 

1E 陳美諺     施瑩瑩     葉巧穎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榜眼銀章 

1E 鄭程冰      高鵬晨     林雅悅     梁海彤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探花銅章 

1E 李加琪      尹潔龍     黃奕雅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探花銅章 

2A 陸好怡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榜眼銀章 

2A 馬雪兒     陳春燕     鍾琇晴      何建成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探花銅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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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吳晉銘     何樂謙     黃可瑩      江裕雅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探花銅章 

2A 王志文     黃凱兒     黃修文      黃錫倫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探花銅章 

2A 楊斯詠     阮紀瑩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探花銅章 

2B 區凱熙     趙卿妏     譚惠美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狀元金章 

2B 張綽琳     朱嘉嵐     李凱晨     廖雋拔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榜眼銀章 

2B 王慧瀅     羅錦宏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榜眼銀章 

2B 張町程    陳施宇    鄒添芬    程爾陞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探花銅章 

2B 劉玉華     練偉皓      邵偉祐    唐源鍵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探花銅章 

2B 蔡禧龍     王晴欣     黃海潼     楊濮謙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探花銅章 

2C 梁啟賢     譚瑋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探花銅章 

2E 陳曉唯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榜眼銀章 

2E 周苑昀     陳嘉韻     鄺梓晴     劉嘉穎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探花銅章 

2E 梁安琪     李欣宜     廖梓泓    冼志洋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探花銅章 

2E 謝君澤     王凱雯     楊誌衡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探花銅章 

3D 區霞齡     張峻琿     蔡泳詩     郭可恩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榜眼銀章 

3D 劉曉濤     李洛欣          吳文謙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榜眼銀章 

3D 李浩洋     廖振杰     彭毅燊     龐緯瀚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榜眼銀章 

3D 趙慧兒     崔倬僑     鍾子澄     鄺紹嵐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探花銅章 

3D 謝穎然     黃頌程     王梓權     胡朗晴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榜眼銀章 

3D 林曉彤     劉明賢     李昆燁     梁兆軒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探花銅章 

3D 文麗燊     彭行雲     吳珮淋     蘇曉峰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探花銅章 

3D 蘇靄伶     杜俊諺     湯寶麒     曾君善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榜眼銀章 

3D 黃芷澄     王煒竣     黃朗希     黎軒文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探花銅章 

3E 張倩婷     林淑賢      曾翠瀅      邱穎雪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狀元金章 

3E 劉進昇      蘇婷         歐瑋峯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榜眼銀章 

3E 羅潔妍      文芷彤     黃子銦    黃思源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探花銅章 

3E 張靄靄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探花銅章 

5A 陳倩樂     林穎彤     李寶麗     文顯琪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榜眼銀章 

5A 練旖琦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榜眼銀章 

5A 周思雅     何紅紅     林浩豐     溫雅婷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探花銅章 

5A 張盧夢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探花銅章 

5B 周詠彤     文淨         石鎧瀠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榜眼銀章 

5B 黃浩珏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探花銅章 

5C 譚彥彤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榜眼銀章 

5C 李欣祈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探花銅章 

5E 石婉盈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探花銅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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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個人借閱龍處榜 

班別 姓名 獎項 

1C 王美娜 個人借閱龍處榜─中一級冠軍(108) 

2A 黃修文 個人借閱龍虎榜---中二級冠軍(138) 

3C 冼天恩 個人借閱龍虎榜---中三級冠軍(82) 

4B 藍詠瑜 個人借閱龍虎榜---中四級冠軍(47) 

5A 郭譪盈 個人借閱龍虎榜---中五級冠軍(34) 

6D 蔡晉皓 個人借閱龍虎榜---中六級冠軍(38) 

 

vi. 跨校閱讀大使 

班別 姓名 

5A 陳穎文  劉昱翔 

5B 卓宜蔚  張蕙茵  黃浩珏  鄒浩洋  潘嘉琪 

5D 何杞彤  何家麒  何浩旻  吳錫靈  許欣彤 

5D 陳芷欣  楊杰  劉詠欣  鄭婉雯  顧曉敏 

 

vii)   2013-2014 班際借閱比賽 

級別 班別 人均借閱量 

中一級 S1B 29.56 

中二級 S2B 24.25 

中三級 S3E 15.4 

中四級 S4D 9.61 

中五級 S5B 6.95 

中六級 S6C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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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2013-2014 周年計劃評估報告 

關注事項 目標 推行策略 推行時間 成功準則 評估 跟進工作 自評分數 相關文件 

1. 照顧學生學

習差異 

1)優化老師於課

堂照顧學生學習

差異的技巧 

1. 各科、組須於周年計劃

內說明照顧學習差異的

計劃、推行方法及成效

評估。 

全學年 1. 完整文件紀錄 

2. 學生成績有所提升 
表現達標：各科、組均完

成周年計劃及評估報告 

下年度繼

續推行 

2.9 各科、組

報告  

2. 舉行全校性老師工作

坊，分級科務會議和老

師午餐交流會，並聚焦

分享有關照顧學習差異

的經驗及方法。 

 1. 最少八次交流會及一

次工作坊 

2. 負責舉行會議的組別

應有清楚文字記錄存

檔。 

表現達標：訓導組、輔導

組及教師發展組均有舉辦

相關工作坊、交流會及會

議 

下年度繼

續推行 

2.7 各組報告,  

 3. 每科、組應有計劃地為

老師安排培訓。 
 1. 至少一次數以科、組

為本的培訓 

2. 文件紀錄 

表現一般：並非每一科、

組均能安排相關培訓 

透過教務

組推動老

師參加 

2.4 各科、組

報告 

 4. 於教師發展日有計劃地

舉行相關培訓 
 1.已進行培訓 

2.有相關文件紀錄 
表現達標：於校內教師發

展日已舉辦 有關照 顧

SEN 學生的工作坊 

/ 2.8 教師發展

組報告 

  5. 各科、組應於集體備課

會議內加強並持續討論

相關的策略及檢視其成

效 

 1. 會議記錄 

2. 聚焦觀課紀錄 

3. 同儕觀課紀錄 

表現達標：各科均有在備

課會中討論相關安排 

下年度繼

續推行 

2.7 各科報告 

 2)優化全校常

規拔尖保底計

劃 

1. 各科、組於周年計劃內

說明有關拔尖保底計劃 
 1. 學生成績進步 

2. 拔尖保底班出席率 
表現理想：中、英、數均

已在初中推行拔尖保底計

劃。 

下年度繼

續推行 

3.0 各科報告 

  2. 持續發展及優化學勤計

劃 
 1. 學生成績的提升 

2. 評估報告 
表現一般：雖已持續推行

學勤計劃，但學生表現未

如理想，而缺乏適當導師

亦會構成障礙。 

繼續推

行，但需

注意學生

出席情況 

2.5 教務組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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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持續發展及優化暑期班

及中一新生導向營 
 1. 學生成績的提升 

2. 評估報告 
表現達標 下年度繼

續推行 

2.7 暑期班報

告 

  4. 持續發展及優化中三增

潤課程 
 1. 學生成績的提升 

2. 評估報告 
表現一般：釋放空間予老

師及學生，取消午間補課

時段。學生成績仍有待

TSA 結果公佈 

下年度停

止推行 

2.4  

  5. 持續發展及優化中六

DSE拔尖班 
 1. 學生成績的提升 

2. 評估報告 

3. 出席率上升 

表現達標：本年度改為分

享講座，原邀請約 50 人

參加，但每次均有接近

100 人出席。 

建議繼續

以此形式

推行 

2.5  

    總結： 總體來說，學校於此關注事項的表現只達一般水平，實際上仍

有改善的空間，下年度個別推行策略需按實際情況作出修訂 

評議會問

卷報告 

2. 優化學生學習

文化 

1)提升學生學習

動機 
1. 各科、組訂定優化學

生學習動機的策略 

 1. 會議紀錄有顯示相關

策略 

2. 周年計劃有顯示相關

策略 

3. 教案內有顯示促進學

生學習動機的教學

技巧、學生互動及

課後延伸學習的方

法 

4. 各科於級及班的平均

分有所提升 

5. 各科於學生課業檢查

中檢視學生能否準時

及認真完成習作 

6. 八成或以上學生於課

堂上有積極的學習

表現 

表現達標。所有科目均按

照既定政策訂定相關策

略，而學生於課堂表現亦

甚為積極，但個別班級的

學業表現仍屬強差人意，

尤以中三及中五級為甚。 

 

繼續推行 2.5 各科組報

告 

  2. 由全人教育推行組統

籌全校相關講座及工

作坊 

 1. 學生在講座及工作

坊的出席率達 90%

或以上。 

表現達標。學生於講座中

普遍表現令人滿意，亦能

對講者提問作出回應。 

繼續推行 2.5 全人教育

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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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在學習態度及

行為上較積極及有

明顯進步(樂於學習

及分享、敢於提

問)。 

3. 活勳中，很少出現

學生睡覺、閒話及

其他精神不集中的

舉動。 

4. 問卷調查的結果滿

意 

 2)建立學生間

的學習社群(分

享、隨時學習) 

1. 各科訂定建立推行學

生在課堂中或課堂外

分組學習策略 

 1. 會議紀錄有顯示相關

策略 

2. 周年計劃有顯示相關

策略 

3. 教案內有顯示促進學

生學習動機的教學

技巧、學生互動及

課後延伸學習的方

法 

4. 學生於課堂上有分組

學習的活動. 

表現達標。但施行次數/

程序仍可提高。 

繼續推行 2.5 各科報告 

  2. 各校務小組設計及講解

分組學習、討論、領導

才能等技巧 

 1. 會議紀錄有顯示相關

策略 

2. 周年計劃有顯示相關

策略 

表現一般。 集中於各

課外活動

小組推行 

2.2 相關科組

報告 

    3. 全校每年最少舉行

兩次有關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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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各科、組於早會、週

會及講座內增加學生

學習經驗的分享環節 

 1. 全校一年內最少有十

次分享 

2. 學生的分享能營造學

習氣氛 

表現達標。輔導組、中文

科、英文科、通識科等均

有學生代表作出分享。 

繼續推行 2.9 相關科組

報告 

  4. 營造全校優良學習環

境 

 1. 每年兩次勤學月 

2. 完善自修室的管理制

度 

表現一般。 繼續推

行，但須

加強自修

室的管理

及對學生

的支援 

2.3 相關科組

報告 

      總結： 總體來說，學校於此關注事項的表現亦只達一般水平，下年

度個別推行策略需按實際情況作出修訂 

評議會問

卷報告 

      

3. 提升學生的自

我期望 

1)協助學生建立

個人生涯規劃 
1) 全面推行有系統的生

涯規劃 

A. 成立「生涯規劃」

小組 

B. 制定全校各級生涯

規劃藍圖 

 1. 於本學年內成立

「生涯規劃」小組 

2. 完成各級之生涯規

劃藍圖 

表現未如理想。主要是因

為老師對生涯規劃的工作

認識不足，而小組的組成

及資訊發放亦欠完整。 

下年度須

增加小組

工作的透

明度 

1.8  

 2) 提升學生自

我管理能力 
1) 各科、組優化現行的

活動、課業設計或評

估方法，以加強學生

責任感及培訓生活技

能，並書於週年計劃

書內 

 1. 學生在思想、態度

及行為上較前有責

任感及自我管理能

力有改善 

2. 同學能善用家課紀

錄冊及能準時繳交

課業 

表現達標。 改善網上

家課資料

的發放，

並重新設

計 家 課

冊，以提

升學生的

使用程度 

2.5  

  2) 藉家校合作，舉行家

長日、講座、工作

坊、家長學堂、親子

活動、刊印家長通訊

 1. 出席率達全校家長

的 5% 

2. 舉行活動次數不少

於兩次 

表現達標。透過家長教師

會、輔導組、宗教組等舉

辦的家長座談會、親子活

動及工作坊，增加了家長

繼續推行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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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刊物等活動以協助

家長提升學生責任感

及培訓他們的生活技

能 

3. 家長滿意度高 

4. 家長刊物/通訊最少

每年一次 

與子女間的了解及溝通，

有助培養學生的生活技

能。 

    總結：生涯規劃教育於本校仍在成長階段，期望於下年度能有明顯進

步。 

評議會問

卷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