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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科技教育  獲傳媒訪問
Media Spot l ight
科學、科技教育  獲傳媒訪問
Media Spot l ight

拍攝教育特輯 電視訪問

• 無綫電視「優質教育創新天」(2008)

• 有線電視「環境局局長與學生
                 綠色對話」(2008)

• 無綫電視「課堂由我創」(2006)

• 有線電視「小發明大環保」訪問 (2008)

• 無綫電線「放學ICU」訪問 (2007)

• 無綫電視「都市閒情」訪問 (2007)

• 有線電視「教育新增點」訪問一 (2006)

• 有線電視「教育新增點」訪問二 (2006)

特首 曾蔭權先生 參觀本校於
「優質教育基金計劃匯展2008」的展覽攤位

有線電視拍攝「環境局局長與學生  綠色對話」(2008)

無綫電視拍攝「課堂由我創」(2006)有線電視「教育新增點」訪問二 (2006)

無綫電視拍攝「優質教育創新天」(2008) 無綫電視 「都市閒情」訪問 (2007)

無綫電線 「放學ICU」訪問 (2007)有線電視「教育新增點」訪問一 (2006)

有線電視「小發明大環保」訪問 (2008)

報章報道本校之科學教育及獲獎消息

• 南華早報 • 英文虎報 • 明報

• 星島日報 • 經濟日報 • 成報

• 文滙報 • 大公報 • 東方日報

• 太陽報 • 蘋果日報 • 都市日報

• 頭條日報 • 觀察日報

• 明報 (教得樂) • 星島日報 (S-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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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校園
Engl ish Learning in K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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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比賽
Science Compet i t ions

Excursion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English Ambassadors

Phonics Programme

活動/課程 內容

Language Arts Programme

語言藝術課程

English Drama Programme

英語話劇課程
培訓學生的想像力，並強化他們的英語表達能力

English Phonics Programme through

Language Arts

英語拼音課程

利用生動活潑的語言藝術教材，讓學生掌握英語拼音技巧

Enhancement Programme

拔尖保底課程

Public Exam Intensive Course

會考及高級程度會考溫習班
進一步提升學生英語的知識及應試技巧 

Junior Form Enhancement Course

初中補習班
鞏固學生的英語能力

Enrichment Course

英語增潤課程
建立學生對學習英語的自信，並掌握日後考試的要求

English Interest Course

英語興趣課程

International Phonetic Course

國際語音課程
在有趣的課堂中，增加學生對國際語音的認識及掌握

Summer English Course

暑期英語興趣班
以生動的教材，強化學生英語聽、說、讀、寫的能力

Students’Potential
Exploring Scheme

英語潛能盡展計畫

English Ambassadors

英語大使
英語大使在英語學習室進行英語活動

Reading Ambassadors

閱讀大使

中三至中六級閱讀大使在「英語閱讀時段」與中一同學一同閱讀英

文書籍

Excursion 跑出課室活動 學生在遊客景點進行實地訪問，提升他們的英語能力及自信心

English Week 英語週 在富趣味性的遊戲及英語歌曲點唱中輕鬆學習英語

Festival Celebration 節日慶祝活動 讓學生了解西方傳統及文化，培養他們學習英語的興趣

MC Training 司儀培訓 培訓學生擔當英語司儀，提升他們的演講能力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香港學校戲劇節 參加英語話劇比賽，以提升學生的說話能力及自信心

Speech Festival (English) 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參加朗誦比賽，培養學生的英語表達能力

歷年獲獎紀錄
年份 科學比賽名稱

全港

第1名

全港

第2名

全港

第3名

全港

一等獎

全港

二等獎

2009 趣味科學比賽-《過關斬將》    3 1

2008 趣味科學比賽-《準時88》 4  

港澳中學生飲管比賽 - 滾動全城 1 2

2007

趣味科學比賽-《雪泥輕渡》 2 2

港澳中學生飲管比賽- 翱翔天際 2 1 1  

2007香港學生科學比賽 1     

香港科學青苗獎─科學基礎知識 1 

全港中小學愛護校園樹木教育比賽 1

2006
趣味科學比賽-《輕意天羅》 2 2

全港中學生飲管羅馬炮架比賽 2 1 1

2005
趣味科學比賽-《一矢中的》 4

全港中學生飲管水車升物比賽 1 1 2

2004
趣味科學比賽-《或躍在淵》 4

全港中學生飲管機械臂設計比賽 1 1 2

2003
趣味科學比賽-《程牽一線》 4

全港中學生水上飲管建築設計比賽 2 1 1

2002

八十法環遊世界-

《香港挑戰之旅海陸空三棲創意大比拼)
2 1

全港中學生飲管運物比賽 1 1

全港水動火箭大賽 1

第一屆自製紙飛機飛行公開賽 1 1 1

總數 16 10 8 19 10

2009全港趣味科學比賽
「過關斬將」

高級電動組 (一等獎  2項) 
低級電動組 (一等獎、二等獎)

香港城市大學
「飲管科學比賽」

連續 7年 囊括  初級組  冠軍、亞軍

19項

全港一等獎

10項

全港二等獎

16項

全港冠軍

10項

全港亞軍

8項

全港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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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比賽
Technology Compet i t ions

7

抽離式資優課程
Gif ted Educat ion -  Pul l -out  Programmes

全港及區際花卉比賽
Flower & Plant  Compet i t ions

「機械人奧運會埠際賽2008」 季軍

本校學生連續6年
代表香港  

參加科技埠際賽共獲：

4項冠軍 19項冠軍

13項殿軍

15項優異獎

7項季軍
13項亞軍

2項殿軍

15項季軍

16項冠軍

10項亞軍

9項季軍

中學挑戰盃

本校 5年
共獲：

範疇 題目 內容

機械人

與

智能植物園

智能/自動化系統 智能植物園的自動化控制系統的設計及功能

機械人的思想 利用機械人模組學習機械人的編寫程式方法

機械手 機械手模組的操作方式

雷射與雷射切割 雷射的種類，雷射切割機的操按及運用原理

DNA

與

科技種植

植物與環境及有機種植 土壤，氣候，肥料對植物的影響及有機種植概念

種植植物的技巧 植物由種子到結果的過程及種植技巧

無土種植 無土種植室的儀器、操作方法及原理

生物科技 現代生物科技應用、細胞和DNA

複製生物技術 複製蘭花及椰菜花的技術

生態環保

與

水族生態

水質控制 氮循環

生態球 生態球製作

水質檢測 利用儀器檢測溪流的水質

葉脈書籤製作 用枯葉製作書籤

智能植物園

複製蘭花

 生態花園

蕨類植物 賞葉植物

吊籃植物

2008-2009年度獲得：

1. 「2009年香港花卉展覽新界區中

   學組盆栽種植/培植比賽」(維園)

    吊籃植物        冠軍

    蕨類植物        亞軍

    賞葉植物        亞軍

    非洲紫羅蘭     優異獎

    肉質植物        優異獎

    賞果植物        優異獎

2. 北區(2008)花鳥蟲魚展覽花卉比賽

    洋紫蘇           冠軍

    洋鳳仙           冠軍

    吊籃賞葉植物  亞軍

    吊花賞花植物  季軍

    番薯花           季軍

全港科技比賽
6年 共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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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考試成績
Publ ic  Examinat ion Achievements

新界區及元朗區優秀學生選舉
Outstanding Student

本校學生獲選為「新界區優秀學生」

本校學生獲選：

• 新界區傑出學生選舉2008

  初中組「新界區優秀學生」

• 第三屆元朗區優秀學生選舉2008

  初中組  季軍

• 元朗區學生獎學金

  傑出學生獎

2008中學會考

2008 高級程度會考

 科目合格率  超過 85%

 合格率超過全港水平之科目  11科

 合格率達100%之科目
 純粹數學、電腦應用、 

 經濟、歷史

 個人最佳成績  2優

 科目合格率  超過 90%

 合格率超過全港水平之科目  12科

 個人最佳成績  5優 3良 ( 包括英國語文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