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希望學生可以在優良的學習環境

下，愉快有效地學習，他們能夠在這裡發展

獨特的專長和潛能，有終身的學習興趣和能

力；並且能夠具備智慧、知識與技能；也能

夠擁有良好的品格、成熟的思想、正確的價

值觀及健康的人生觀；對社會懷抱理想，將

來成為良好的公民，為社會及祖國作出貢獻。

    我們致力為學生提供優質的「全人教

育」，並本著校訓「博學篤志」的精神，培

訓及發展學生的學業、品德及潛能，深信藉

此學生可以健康成長。

    嚴而有愛、尊重、接納、關懷、鼓勵和

積極是我們致力建立的校園文化。我們相信

學生在老師和父母的適切指導和關愛之下，

會成為一個既愉快又懂得自尊、自愛及自律

的人。

    在校董會的帶領、家長的支持及師生的

努力下，學生成績不斷進步。

辦學團體：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有限公司

本校的教育抱負及使命

2021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整體取得 2級或以上
（合格率）

96%
（較全港高 10%）

四個核心科目中取得 2級或以上 92%

整體取得 3級或以上百分率 高於全港水平

於選修科取得 4級或以上百分率 高於全港水平

合格率達 100%的科目 8科

表現最佳學生
位列全港首 5%

考獲 5級或以上：5科

法團校董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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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25 年大事回顧

五周年

發展科學園

十周年 
新教學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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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禧校慶標誌的設計結合了簕杜鵑、蝴蝶和聖女果，以簕杜鵑盛開象徵堅定的意志，以飛舞的蝴蝶寓意承傳，以聖女果代
表碩果纍纍、開創未來，呼應校慶「承傳‧飛躍‧創未來」的主題。

    簕杜鵑開遍我校每個角落，校園內生機處處。簕杜鵑堅韌不拔、頑強奮進的性格，每天在勉勵學生堅定志向，正是我校校
訓「博學篤志」的象徵。

    蝴蝶展翅，為花朵傳播花粉，繁衍後代。蝴蝶微小的力量卻能改變大地，為世界添上繁縟的色彩，讓和風時刻送來陣陣花香，

就像師長不辭勞苦地向學生傳道、授業、解惑，循循善誘，扶掖他們茁壯成長，讓他們展翅高飛。

    果實纍纍的聖女果，則象徵學生在師長悉心的灌溉和滋養下，在學業、品德、體藝、技能等皆有所成，收穫美滿豐碩。

設計者：陳琸俐（2020 年畢業生，現就讀時裝設計文學士課程）

成立
學生會

十五周年
刷新健力士世界紀錄

再次刷新健力士
世界紀錄

二十周年
二十五周年

校慶標誌的寄意

十周年 
新教學大樓
啟用

成立
校友會

2008 2013 2017

2011 2016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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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就讀我校的學生都有一個「科學夢」。

    或許，他們是因為小六時曾參觀過我校的科學設備，在師兄師姐們的協助下完成一項又一項的小實

驗，初次感受到科學的趣味；又或許，是因為入讀我校之後，被我們的老師啟發以及完善的設備所吸引，

在心田裡種下第一顆屬於科學的種子。這一切，要追溯至2002年我校首次奪得全港科學比賽「自製紙飛機

飛行公開賽」冠軍。就是這一年，我校學生的潛能被發掘出來。當時，我們就想：既然我校學生有這方面

的天賦，何不好好栽培？就在這一年開始，我們決心要打造一所科學校園，讓每一個學生都可以在科學這

片廣闊的天空中飛翔。不負所望，由2004年開始，本校獲得教育局、校外機構及本校資助接近300萬建設

科學園，涵蓋6個範疇，先後共設20個學習點，為學生提供一個高質素的科學實體教育平台。

    我們的「科學夢」，就是這樣展開了。

二、我們的科學里程碑 ‧ 科學實體教育平台

水生生物研習室

進行各類研究，包括

水生生物及水質

生物污水處理系統

利用微生物及水生

植物淨化污水

環控水簾溫室

設有全自動的恆溫

及光控系統，配合

現代種植技術，栽

種蕨類植物

再生能源

透過不同的再生能源

裝置，推廣節約能源

的重要性

基因研究實驗室

利用先進的設備，

進行不同有關基因

研究的實驗

STEM+
科創中心

為學生提供研發創新

科技的空間，創製屬

於自己的科技產品

魚菜共生 2.0

讓學生認識水產養殖

與水耕栽培的互利共

生系統

研究及展示如

何於室外的自

然環境中，成

功栽種蘭花

蘭軒 蘭苑 智能植物園

研究及展示於室內種植

蘭花的技術

利用紅外線感

測系統控制霧

化設備，調節

智能植物園的

溫度和濕度

推廣各種自動化與

機械人的科技

2004 2005

2020 2018 2009 2007

科學
一、「科學夢」‧ 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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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先進的設備，

進行不同有關基因

研究的實驗

植物組織
培育室

在無菌的環境下，

進行組織培育與複

製研究

生態溪流

模擬溪流生境，展示

不同的水生生物

生態花園

建立大自然生態

系統，並為昆蟲

建立棲息地

有機果園 淡水生物
展示缸

以環保耕作概念，配

合現化科技種植果

樹及蔬菜

展示大自然淡水生

物的多樣性

機械人
實驗室

推廣各種自動化與

機械人的科技

瀕危物種
標本櫃

提高學生保護瀕

危物種的意識

濕地植物
展示閣

模擬濕地生境，

展示不同的濕地

生物

無土種植室

以營養液代替泥土，

培植不同種類的植物

海洋生物
展示缸

飼養珊瑚、海葵

等，讓學生認識

海洋生物

2005

20052006

英國及愛爾蘭大學學生到訪本校。

台灣大學代表參觀本校科學園，與校董、校長及老師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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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訓尖子 ‧ 共創夢想

    為了全方位培養學生對科學的興趣，本校除了建設優良的教育平台，亦積極成立科學園領袖生隊伍。

由 2004年起致力透過優良的教育平台和師資，發掘及栽培於科學方面具有潛力的學生，並透過舉辦領袖

培訓計劃、帶領學生參與本地及海外的科學比賽和交流團，擴闊他們的視野及提升對科學的興趣，達致

全方位學習，培養科學尖子。

資優尖子培訓計劃之結構模式

科學園資優尖子培訓計劃
第三層 ( 校外支援 )  科學園領袖生尖子對外交流活動

第二層 ( 抽離式 )     科學園領袖生培訓課程 科學園領袖生培訓計劃

第一層 ( 全班式 )     科學培訓課程

學生到訪科學園參加「基因改造偵探工作坊」。

學生到訪廣西參觀及交流。

十年蛻變 ‧ 成績斐然

    隨著十多年來師生們的努力，本校學生在科學各大範疇屢創佳績。不論是在文憑試、本港各大專院校的

比賽，還是在海內外的比賽中，我校學生的表現均持續穩步上揚，令人欣喜。

（1）本港各大專院校的比賽成績

香港理工大學高中數理比賽（2012-2018） 城大數理挑戰者計劃（2021）

卓越 高級榮譽證書 榮譽及優異證書 優良及良好證書 優 良 滿意

5 項 37 項 54 項 123 項 1 項 23 項 2 項

219 項 26 項

香港理工大學高中數理比賽 學生勇奪卓越成績

（2）海內外各大科學比賽成績

國際 /埠際 / 全港 科學比賽 (2002-2021)

最佳設計獎 最佳工藝獎
國際 /埠際

第 1 名
國際 /埠際

第 2 名
國際 /埠際

第 3 名
全港第 1 名
/一等獎

全港第 2 名 /
二等獎

全港第 3 名 /
三等獎

5 項 2 項 8 項 7 項 2 項 64 項 30 項 18 項

136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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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 2002 年參加

「自製紙飛機飛行公開賽」，

首次奪得全港科學比賽冠軍，造就零的突破。

2008 年參加

「滾動全城—港澳中學生飲管比賽」。
2011 年刷新健力士

「同時發射水動火箭」世界紀錄。

2013 年本校聯同本區小學再度刷新健力士

「同時發射水動火箭」世界紀錄。

2002-2013 參加全港中學生飲管比賽，

合共獲得超過 30 項埠際 / 全港 第 1 - 3 名。

學生參加 2019 趣味科學比賽勇奪 3 項一等獎，

累積獲得超過 40 多項一等獎。

學生運用科學知識設計水動力船，

參加 STEM WEEK 比賽。

科學園領袖生講解氣球不破之謎。

學生到台灣進行生態考察。學生到新加坡進行生態考察。

花卉比賽 （2002-2021）
優勝盃
展覽盃

挑戰盃 全港第 1 名 全港第 2 名 全港第 3 名 區際第 1 名 區際第 2 名 區際第 3 名

10 項 6 項 124 項 114 項 87 項 25 項 31 項 17 項

414 項

植物組織

培育室

溪流中的

微生物

水族飼養—

換水篇

一件創科比賽

作品的誕生

魚菜共生 2021 科學比賽

科學園學習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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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5 年：STEM 教學的先驅—機械人實驗室

計劃構思

2005年優質教育基金撥款 50萬元

先進設備

 LASER CUTTER

 KMK 自動化學習套件

 機械手

 仿生機械人

 SolidWorks

 CorelDRAW 

 LEGO Robotics Kits

 IBOX Robotics Kits

課程設計與理念

第 3 層
校外支援

推薦特殊科技資優學生參與校外培訓、本地及國際交流活動。

第 2 層
校本抽離式

挑選初中資優學生
參加增潤課程
協作學習：擔任班內小組組長

挑選全校資優學生
專題培訓
參加比賽
提升科技認知、解難能力、合作精神等

第 1 層
校本全班式

推行校本課程，內容包括：設計與解難、自動化與微電腦控制、機械人與機
械原理、CAD/CAM。

一般性增潤            專科 /特定範疇

科技

設立機械人實驗室

主題為自動化與機械人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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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構思及課程理念

二、2020 年：與時並進，推陳出新 ── STEM+ 科創中心

 優化課程，推動校本 STEM教育

 培育學生的創意、協作和解難能力

 推行跨學科活動

讓學生整合 STEM的知識及MAKER的文化

課程與設施

STEM    

ST
EM

M
AKER

跨學科

解難
創意

協作

MAKER
3D 打印研習班

無人機培訓班

Mbot 機械人程式編寫

Arduino 自動化控制系統課程

STEM Day 火箭車同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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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承傳飛躍 ── 學生的成就

敢於創新  成就佳績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國際性比賽 9 12 25 14

全港性比賽 54 54 52 33

    歷年來，學生踴躍參加全港及區際比賽，挑戰自我，創出佳績。

    本校學生曾到訪上海市、柳州市、崇明島、泰國曼谷、澳門、鞍山市、大連市等，參加國際比賽，

並創下驕人成績。

勇於嘗試  為校增光

衝出香港  與海外同儕切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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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與實踐 創科融於生活

學生參加「傷健共融殘疾人士輔助器材設計比賽」，獲得冠軍。

作品：無障礙巴士站

學生參加「內地與港澳青少年 STEAM創客挑戰賽」，獲得智能創客作品二等獎。

作品：智能充電寶

學生參加「智能都會創新能源比賽」，

獲得優異獎。

作品：節能空間

學生參加「香港學生科學比賽」，獲得優異獎。

作品：自動制動系統 (Automatic Brak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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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創造未來 ── 課程展望

目的

 配合社會發展的需要。

 配合社會對 STEM人材的需求。

構思

 在本校科學園的平台上，增設 IT創新實驗室。

 購買資訊科技設備。

 舉辦課後及參觀活動、IT課程。

 透過結合校內及課外課程，提升學生對資訊科技的興趣和創新思維能力，並營造科研的氛圍。

課外 IT

興趣課程

IT 創新課程及活動

IoT 植物園計劃 (IoT Garden) 

科學園

計劃

科學園 聯乘 IT 創新實驗室

1  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

2  大數據 Big Data

3  區塊鏈 Blockchain

4  雲端運算 Cloud Computing

5  編程 /演算法 Coding / Algorithm

6  運算思維 Computational Thinking

7  網絡安全 Cyber Security

  8  數碼遊戲設計與開發 Digital Gam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9  無人機編程 Drone Coding

10  物聯網編程 IoT Coding

11  流動應用程序開發 Mobile App Development

12  機械人編程 Robotics Coding

13  虛擬實境 /擴增實境 

  Virtual Reality (VR) / Augmented Reality (AR) 

課程包括：

 IoT 

 Micro:bit

 Arduino

 App Design

開拓眼界的

IT 活動

課內 IT

校本課程

新科學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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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DEPARTMENT

We seek to develop students'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help them become effective readers, writers, listeners 
and speakers. Through various experiences in and out of the 
English classroom, our students are challenged to be creative 
and critical thinkers.

Curriculum and Material 
Design Development

● QEF-funded project: English Enhancement Scheme
● QEF-funded project: Enhancing Students'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Experience
●  Bridging Courses for Junior Form Students
●  English Enrichment Lessons

Technology-Enhanced 
Learning

Student Training

English Ambassadors 
Emcees

  8  數碼遊戲設計與開發 Digital Gam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9  無人機編程 Drone Coding

10  物聯網編程 IoT Coding

11  流動應用程序開發 Mobile App Development

12  機械人編程 Robotics Coding

13  虛擬實境 /擴增實境 

  Virtual Reality (VR) / Augmented Reality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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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Presentations 
of Students

Recognition and Awards 
Received by Students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olo Speaking and Choral Speaking)

Cambridge English: KETfs and PETfs 
Merit Awards

Harvard Book Prize, Scholarship and 
Essay Award 2020

Excursions
English Week

Festival Celebrations
Game Booths

Book Exhibitions
Spelling Bee
English Cafe
Game Quiz 
Band Show

English Learning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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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傳道授業，陶冶性情

敬業專業，根基穩固           

 中文科團隊專科專教，定期

舉行集備，同儕交流，建立

穩健教學根基。

 2001-2005  提升整體成績、促進教師專業交流、舉辦活動

 2006-2010  完善初中及高中的課程銜接、優化校本課程、加強拔

尖保底

 2011-2015  優化自主學習、加強照顧學生學習差異、拓展多元化

活動、完善評估機制，回饋教學

 2016-2020  加強分卷應試策略（提高閱讀教學的成效、提升應考

寫作卷的能力）、創造語文學習環境

 2021-2022  完善 2024高中課程、加強各卷教學成效 

  與課程發展處合作，發展優秀教學課程及教學法

   「試行課程—共同發展學習材料」計劃（2001-2002）

   「協作研究及發展」種籽計劃（2002-2003）

    發展及應用「學習成果架構」種籽計劃（2003-2004）

   「創意思維寫作教學」種籽計劃（2003-2004）

 廣州教學交流（一課兩講）（2002）

 參加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與首都師範大學教

授及教育局中文組交流（2007）

 參加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中文教與學工作

坊（2007-2008）及科主任的觀課及議課技巧（2018）

 配合學生的潛能及興趣，中文科老師因

材施教，有計劃地栽培具潛質的學生成

為語文尖子，為他們提供在語言思維和

才能方面發芽和茁壯成長的合適土壤。

 先後舉辦的拔尖保底課程：思維寫作

班、網上寫作計劃、作家到校寫作班、

香港文學館閱讀及寫作工作坊、明報校

園小記者計劃、編輯及記者培訓、閱讀

心得分享培訓、辯論培訓、朗誦培訓、

說話訓練、小司儀訓練等。

 學生能自信地發展潛能，在不同語文領

域上一展所長，屢獲學界的肯定。

穩中求進，成績美滿
與時並進，目標明確

精益求精，優化教學 發掘尖子，培養精英

學生參加中文大學的 文學景點考察。 

學生參加明報校園小記者計劃。 中文學會猜燈謎活動。 學生初嘗粵劇的唱唸做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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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環境，引發興趣

讀、寫
 區際閱讀及演講比賽

 廣泛閱讀獎勵計劃

 「共同體」趣味閱讀獎勵計劃

 閱讀嘉年華

 香港中文大學

 —網上多讀多寫計劃

 作家講座

 好書分享

 書展

 齊齊來購書

 小作家網上培訓

 作家散文工作坊

校內及校外徵文比賽

 出版校內文集《益思集》

及《十八翰林》

 優秀文章作品展

聽、說

 辯論培訓及比賽

 午間論壇

 午間語文短講

 香港學校朗誦節

 早會主題分享

 公民教育論壇

 粵語正音講座

綜合能力
 北京文化考察

 文化影片欣賞

 香港中文大學—輕鬆散

步學中文

 參觀香港博物館

 中文週、中國文化攤位活動

 話劇創作及表演

 粵語舊曲新詞細賞

 中文故事創作比賽
用心耕耘，成果豐碩

讀、寫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 全港亞軍及優異獎

 世界華人作文大賽：銀獎及銅獎

 獲香港文學館文集刊登本校學生的優秀作品：

《雞蛋是我們的隱喻》、《家 有處可逃》、   

《旅行是沒有句號》

 獲《晶文薈萃網上優秀文章展廊》十優文章獎

及刊登本校學生文章（連續多年）

 獲《字花 別字》刊登本校學生的優秀作品

 獲《新少年雙月號》刊登本校學生的優秀作品

 其他徵文比賽及標語設計比賽：冠軍、亞軍、

季軍及優異獎接近 40項

聽、說

 香港學校朗誦節集誦比賽：冠軍及亞軍共 6次

 香港學校朗誦節獨誦比賽：超過 600項

 星島全港校際辯論比賽：最佳辯論員獎 7次及最
佳交互問答辯論員獎 5次；第一回合初賽勝方 5
次、第二回合初賽勝方 4次

 全港即席演講比賽：季軍

 全港演講比賽：最佳表現獎、優異獎

 公民教育論壇：屢獲傑出表現獎及優異表現獎

 口號／標語創作比賽：冠軍、亞軍及優異獎

緊守崗位，外界認同—

 作家天航到校與學生對談（2009）

 科主任分析 2018 文憑試應試技巧（2018）

 「我們都讀金庸」訪談（2018）

 「你的我的 重情意的中文課本」訪問（2018）

本校學生多次於全港作文大賽中獲獎。本校屢於星島全港校際辯論比賽中獲獎。

本校集誦隊曾 6 度取得區際冠軍及亞軍。

獲星島日報 S-File 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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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文化考察

 文化影片欣賞

 香港中文大學—輕鬆散

步學中文

 參觀香港博物館

 中文週、中國文化攤位活動

 話劇創作及表演

 粵語舊曲新詞細賞

 中文故事創作比賽

積極發展電子學習  建立網上學習平台 

促進學生自主學習  推動同儕專業交流 

    數學科多年來積極發展學與教，以配合教育的最新趨勢。近年，老師強調透過電子學習加強學與教效

能，促進自主學習和提升學生運用資訊科技學習數學的能力。

對焦需要，致力發展學與教

2001-2005 推行質素保證政策、功課政策及拔尖保底政策，提升學與教效能。

2006-2010 推行初中評估政策，推動學生學習；提升校內考測卷質素、培養學習數學的興趣。

2011-2015 開設數學英文班，推行政策，幫助學生以英語學習數學；配合新高中的發展，完善課程。                                                                                                      

2016-2022 發展 IT互動教學，促進自主學習；發展 STEM 教育。

建立網上學習平台，促進自主學習

 網上學習平台內儲存豐富的教學資源，包括筆記、分層練習、教學影片等，讓學生進行自主學習，亦方便

教師適切運用，提升學與教效能。

 利用 Microsoft 365 (Teams、OneNote、Stream) 有系統地存放學習資源，包括筆記、練習、影片等。平

台內已存放超過 650 段由本校教師拍攝的影片。學生可以利用平台豐富的學習資源，進行自主學習。

學生運用網上學習平台上課的情況。             

    學生進行分組拍攝

教學影片的情況：學生

既能運用課堂所學的數

學知識，亦能培養運用

資訊科技的能力及發揮

創意。

數學科

 本校數學科的網上學習平台，備有豐富的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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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科協作，發展 STEM 教育

    數學科與設計與科技科進行跨科協作，教授學生製作立體模型，以探究兩個相交平面的交角。

T: 運用電腦軟件，探究立體圖形兩面

之間的交角

E: 製作立體模型

M: 認識兩個相交平面的交角

學生的立體模型作品

推動同儕專業交流，集思廣益

    數學科定時進行教師分享、集備、觀課及評課，同儕集思廣

益，汲取優質教學的經驗，從中選取一些合適的教學模式，並在

課堂上應用。

    除此以外，數學科會在課堂內外舉辦不同種類的數學活動，

提升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數學科也關顧

不同學生的學習需要，除了舉辦拔尖補底課程外，亦鼓勵學生參加不同的校外比賽，發展潛能。

舉辦多元活動，提升學習數學興趣

 每年數學科均舉辦不同的數學活動，內容豐富，包括數學攤位、數學燈謎、書展、社際數學問答比賽等。

 學生投入活動，從中挑戰數學腦筋，欣賞數學之美。

 數學科為區內小學生舉辦「數學遊蹤」活動，由本校學生帶領小學生到本校的不同地點完成與數學有關的

任務。

    多年來，學生共獲得超過 180項數學比賽的獎項。
本校學生曾參加的比賽：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教育

評估中心）

 香港理工大學高中數理比賽

 中學數學專題習作比賽

 中學數學閱讀報告比賽 

 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

 培正數學邀請賽

小學數學遊蹤 (2011-2012)  數學攤位 (2019-2020)  數學日 (2010-2011)

數學隊 (2004-2005)

校外比賽，潛能盡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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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學科專題研習，促進學習

 中三級人文學科舉辦考察學習及專題研習活動。

 考察地點：灣仔、中環及油麻地。

 教授前備知識：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市區更新的策略、香港文物保育政策、考察地點的背景資料等。

 學生匯報優秀作品。

學生到不同地方考察及訪問居民，為專題研習搜集資料。

灣仔 ( 太源街 ) 灣仔 ( 利東街 ) 灣仔 ( 灣仔街市 )

中環(半山扶手電梯) 油麻地 ( 果欄 ) 油麻地 ( 廟街 )

跨科合作，培養學生共通力 

科目 課程及活動 共通能力

地理                             經濟

中國歷史                          歷史

通識教育                          生活與社會

公民與社會發展

課程統整

跨學科活動

協作能力

探索能力

運用資訊科技能力

創造力

社會及人文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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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學科活動，知識趣味共冶一爐

 由 2007年開始，舉辦初中人文學科常識問答比賽。

 中三級人文學科專題研習報告匯報：同學可投票選出「我最喜歡的報告組別」。

 與其他科目合作，豐富比賽的元素。疫情期間，以網上的形式，配合英文週的活動進行比賽。

尖子培訓  開拓視野  提升能力

目的

 培訓尖子學生的邏輯思維、答題技巧及寫作的能力。

 加強學生的自信心、解難能力、應變技巧及團隊合作精神。

 啟發學生從多角度思考公民責任、法治等概念，以強化他們的批判思考及道德判斷能力，培養正面積極的態度。

階段 年份 項目 教授人士 參與學生

1 2010-2016 邏輯思維及答題訓練工作坊 校外機構導師 中四、中五

2 2016-2018 高中寫作訓練班 校外機構導師 中四、中五

3 2018-2022 模擬法庭比賽 善導會及法律導師 ( 大律師 ) 中一至中五

模擬法庭計劃，展現學生思辯能力

學年 獎項 獲獎學生

2021-2022
最佳律師獎 佘詩淇

最佳證人獎 霍梓俊

最佳證人獎 黃雅茵

2019-2021 最佳律師獎 朱家淇

2018-2019
最佳律師獎 朱家淇

最佳證人獎 林芷晴

最佳證人獎 陳鈺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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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
目的

 發展學生的音樂潛能，為他們提供音樂培訓的機會。

 培養學生的責任感及團隊精神。

 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及成功感。

成果

 部分學生畢業後繼續在音樂界發展，成為樂器導師及樂團表演樂手，亦有畢業生繼續參與音樂事業活動。

管樂團 合唱團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全港） 管樂團 ( 初級組 ) 比賽 3銀獎   3 銅獎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 全港 ) 

合唱團 ( 初級組 ) 比賽 1金獎   1銀獎
聲樂比賽 ( 獨唱 ) 6金獎 7銀獎 2銅獎

器樂比賽 ( 獨奏 /合奏 ) 4金獎 5銀獎 3銅獎

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 ( 全港 )

合唱團比賽 亞軍

聲樂比賽 冠軍、亞軍、季軍
70多項優良獎狀

器樂比賽 2季軍
第四屆香港演藝精英盃音樂大賽 2019 

( 全港 ) 
鋼琴獨奏 ( 少年高級組 )  亞軍

管樂團比賽，屢獲獎項。 合唱團獲得金獎。

體藝

音樂比賽  美的享受 (近10年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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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活動  領域廣闊

    音樂科為了讓學生增加接觸音樂藝術的機會，除了正規課堂之外，還舉辦不少校內活動，如：

 賽馬會街頭音樂示範及講座

 中國皮影戲表演暨示範講座

 Joox音樂夢飛翔

 香港管弦樂團銅管樂小組、弦樂小組及室樂小組等表演

 無伴奏合唱校園工作坊

 青少年藝術之友學校巡迴表演

 聖誕歌唱比賽、班際歌唱比賽

舊曲新詞
    本校畢業生特別為母校 5周年、10周年
及 20周年典禮填寫舊曲新詞，以祝賀母校周
年紀念，當中更安排多達百人的大合唱表演。

校慶音樂劇
    適逢學校銀禧校慶，音樂科與英文科特別合

辦「英語音樂劇」，旨在透過一連串有系統的培

訓，提升學生的英語水平及音樂表演技巧。藉著

是次大型表演，期望可帶動校園的英語氛圍。

體育科

 校隊隊長具備領導能力，協助管理校隊。

 校隊的師兄師姐能將經驗及知識分享，並

在比賽中互相支持，建立承傳文化。

越野隊隊長張顥覺向隊員講解比賽的重要訊息 (2017-2018)。

運動員賽後大合照，展現出「比賽第二，友誼第一」的精神。

歌唱比賽

校隊隊長  委身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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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陸運會，萬眾期待

 體育科每年均舉辦陸運會，雖然遇到不少困難，但學生能從中有所得著及成長。

 啦啦隊比賽是每年陸運會的傳統活動，社長肩負傳承的使命，帶領師弟師妹進行訓練，讓他們

發揮團結及合作精神，希望為自己屬社爭取冠軍。

 發掘學生的專長和能力。

 培養學生合作、堅毅及不放棄的精神。

 隊長、隊員在成長過程中展現傳承文化及以態度影響態度的價值。

越野訓練 心智培育

游泳隊 (2017-2018) 男子越野隊 (2019-2020) 乒乓球隊 (2018-2019)

足球隊 (2013-2014) 手球隊 (2016-2017) 籃球隊 (2014-2015)

培養運動員的方向 提升設備．加強訓練
引領學生「練心」多於「練身」，鍛煉意志

鑽研跑步技巧

參加不同比賽，積累跑步經驗

運用跑步心率監測錶，提升學生長跑表現

第二十三屆陸運會，四社社長帶領社員進場(2019-2020)。

運動校隊  精英輩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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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科

1. 承傳個別藝術媒介教學

2. 開拓主題式學習

  融匯藝術歷史

  融匯著名藝術家的作品

  學生實踐及創作

3. 結合 IT與藝術創作

  展現學生的 IT及創作潛能

 學生透過參加比賽實踐個人構思，並與其他參賽者互相觀摩學習。

 學生曾參加不少校外比賽，表現令人鼓舞：

全港比賽 區際比賽
冠、亞、季軍、優異獎 ( 超過 60項 ) 冠、亞、季軍、優異獎 ( 超過 20項 )

 視覺藝術科舉辦多元化的藝術創作活動，讓學生認識多個藝術範疇和一展藝術才能。

由插畫師分享書籍插畫設計。 時裝設計比賽。

中五學生參加第十五屆鮮浪潮競賽精選作品放映及講座後，與短片導演傾談和拍照留念。

「未來的香港」繪畫比賽，本校學生奪全港冠軍。「國際稻米年美術設計比賽」，本校學生奪得世界三等獎及全港三等獎。

樂於轉變  變出新天地

踏上比賽平台，進行藝術交流

視覺藝術科活動，培養學生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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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透過參加比賽實踐個人構思，並與其他參賽者互相觀摩學習。

 學生曾參加不少校外比賽，表現令人鼓舞：

1. 舉辦聯課活動：四社會員大會、制服部隊訓練營、學生領袖就職典禮等。

2. 推行領袖培訓計劃：統整各項領袖培訓活動，發展學生潛能。

領袖由實踐開始

中六領袖訓練計劃 中六迎新營 中六領袖訓練計劃

領袖培訓課程 領袖培訓營 ── Kin-Ball 活動 領袖培訓營 ── 團隊活動

主持同學四社會員大會。 舉辦四社會員大會。

帶領中三級活動。 帶領STEM WEEK ── 十八鄉學是學非活動。

領袖培訓
循序漸進，奠定培訓領袖的基石

抱著「人人可以做領袖」的精神，本校致力培訓學生的領導才能。

領袖由培訓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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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執行．檢討

    自 2018-2019年開始推行 PIE模式，培訓領袖做好計劃、執行及檢討，提升學生辦事及籌劃
活動的能力。

Planning
計劃

Evaluation
檢討

Implementation
執行

 成立正向大使小組，培訓學生成為正向大使，帶領校內活動。

 協助建立堅毅及正向的校園文化。

正向小組帶領新興活動。 正向小組帶領同學參加午間復課活動。

正向小組成員與校長拍攝影片，為中六同學打氣。 正向小組訪問老師，為中六同學打氣。

正向教育，助己助人



銀
禧
校
慶

27

生命教育

1. 九大教育 　課程全面 　環環相扣

  全港第一所設立生命教育科的中學。

2. 結合正規及非正規課程

  設有「生命教育科」及「生命教育委員會」，科組結合互補。

  幫助學生建立積極的人生態度，了解豐盛生命的意義。

  協助學生成為一個具備自尊、自愛和自律的人。

3. 課程蛻變

  融合正向教育：課程內容取自《正向心理學》（馬丁．沙利文博士著）。正向心理學主題是「幸福」，

而幸福有五個可以測量的元素（PERMA），當中包括正向情緒、全情投入、人際關係、意義和成就感。
本科會教導學生認識有關概念，為學生的生命注入新的思考角度。

  滲入中國儒家思想：仁、禮、智、信、恕等。

  教導學生認識自己的品格強項，近三年的主題：    

2019-2020 感恩、關愛

2020-2021 喜愛學習、希望

2021-2022 立志、堅毅

 「服務學習」就是透過「服務」而獲得「學習」的果效。

 「服務學習」是一種學與教的理念與實踐方法，並將社會服務融入課程中，讓學生透過籌劃、執行、

反思和評估他們的服務經驗，從中學習及成長。

長者環保工作坊：由本校學生義工教授長者製作環保手作。 本校學生參與「老友慶聖誕」活動，老少同慶佳節，樂也融融。

課程全面．推陳出新

生命
教育

品德
教育 健康

教育

家庭
教育

性
教育

升學及
就業教育

群體
教育

感情
教育

公民
教育

環境
教育

推動「服務學習」．從實踐到自我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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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廉政公署總部認人室，認識廉政公署日常運作。
有關報道獲報章刊登。

從服務中學習．讓學生在嘉許中成長

近年生命教育委員會獲得之獎項及嘉許

元朗區公民教育委員會 元朗區公民教育大使  (2項 )

元朗區傑出義工選舉 2021 義工嘉許狀  (2項 )

善愿會 齊來認識認知障礙症比賽 最人氣獎 ( 學校獎項 )

香港青年協會 《有心學校》計劃 學校嘉許狀

香港青年協會 「好義配」義務工作嘉許
服務金獎、服務銅獎 ( 個人 )

服務銀獎 ( 團體 )

奧比斯 奧比斯學生大使

廉政公署  高中 iTeen領袖計劃
學校金獎 ( 學校獎項 )

學生金獎 (7項 )

團員獎勵計劃 團隊獎勵計劃 慈善花卉義賣 慈善清潔籌款
校本環保
清潔活動

傑出團員
中級、高級及榮譽級

獎章

傑出團隊獎、

積極團隊獎

殿軍、

優異獎
優異獎

冠軍、

亞軍、季軍

本校學生於班主任節製作心意卡，於疫情下表達對長者
的關懷與祝福。

廉政公署負責人頒發「廉署工作影子日」參與證書給本校學生。

公益少年團．屢獲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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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獎勵計劃 團隊獎勵計劃 慈善花卉義賣 慈善清潔籌款
校本環保
清潔活動

傑出團員
中級、高級及榮譽級

獎章

傑出團隊獎、

積極團隊獎

殿軍、

優異獎
優異獎

冠軍、

亞軍、季軍

以獎育人．以獎達人
 獎勵是育人工作的一項重要元素。

 獎勵能使學生在被欣賞、鼓勵、關懷及接納中成長，使學生在學業及行為上經歷良好的轉變，並

在成長中得到肯定。

 通過多項獎勵計劃，建立學生個人的成就感及群體的合作精神。

獎勵計劃
團體性的獎勵計劃 個人成長獎勵計劃 學業上的獎勵計劃

 配合學校關注項目的獎勵活動  飛躍獎勵計劃

 班中之星獎勵計劃

 禮貌生選舉

 進步生選舉

 傑出學生選舉

 獎分計劃

 學科獎勵計劃

班中之星與班主任合照

飛躍獎勵小冊子 老師為班中之星送上鼓勵

學生傑出表現頒獎典禮 結業禮上頒發傑出學生獎項

綿綿獎勵情
累計獲獎人次 學術 音樂 藝術 體育 獎學金 服務及其他

2005-2021 3721 1177 217 1180 380 1295 畢業生獲頒升讀大學獎學金

畢業生回校探望老師及學弟學妹

獎勵組

    這二十五年裏，校園內外變化

不少，但唯一不變的是師生仍舊抱

著正面積極的初心。我校不少舊生

已投身社會，為社會貢獻；社會成

為他們人生的頒獎台，他們在各行

業發光發亮，近來畢業生更相繼重

臨母校與學弟學妹分享成果。薪火

相傳，以生命影響生命，正是我們

堅持的以獎育人、以獎達人的宗旨。

綠樹成林．懷抱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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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是一個大家庭，班級經營活動能緊扣著班主任及學生的情誼。老師可善用機會引導學生培養正向

思維，讓學生學會互相接納及建立互補的關係。要拼出完整而美麗的拼圖，每位學生就像一幅砌圖中的每

一小塊，一個也不能少。

班級經營所舉行的活動：

培訓計劃 級活動 級會議 課室清潔比賽

「一人一職」計劃 畢業生惜別會 畢業生謝師宴 壁報設計比賽

聖誕禮物，人人有份。 聖誕班際歌唱比賽， 師生積極投入。

我們贏了比賽又重友誼。 我們的畢業禮物，物輕情意重。

並肩前行，一起成長。

戴著口罩，無阻我們的友情。

班級經營
師生情誼  點滴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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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中學生來說，中一是一個很重要的成長階段。學校舉辦以下活動，協助他們迎接新挑戰，建立往

後茁壯成長的信心。

目的 活動

1. 適應校園生活 中一迎新活動

2. 培養學生的歸屬感及發展學生的潛能 三日兩夜訓練營、級社就職典禮、班際比賽、遠足

3. 培育學生的守規精神 步操訓練、模擬集隊訓練、生命教育課、校規問答比賽

4. 培訓學生良好的學習態度及方法 準時交功課獎勵計劃、考試技巧分享、師兄師姐學習經驗分享、飛躍獎勵計劃、

考試溫習小組、常識問答比賽

級社名稱
入讀年份 級社名稱

21-22（中一） 立社

20-21（中一） 學社

19-20（中一） 展社

18-19（中一） 恩社

17-18（中一） 志社

16-17（中一）  樂社

15-16（中一） 忠社

14-15（中一） 宏社

13-14（中一） 誠社

12-13（中一） 力社

11-12（中一） 望社

10-11（中一） 仁社

09-10（中一） 信社

08-09（中一） 禮社

07-08（中一） 勤社

06-07（中一） 恆社

05-06（中一） 翹社

04-05（中一） 德社

03-04（中一） 毅社

02-03（中一） 行社

01-02（中一） 逸社

00-01（中一） 昊社

99-00（中一） 曦社

98-99（中一） 浩社

97-98（中一） 椽社

96-97（中一） 倩社

98-99（中四） 偲社

97-98（中四） 楹社

中一培訓計劃
適應與投入，建立多姿多彩校園生活的第一步

中一培訓營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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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一道同學與校方溝通的橋樑，為同學爭取及提供不同的校內

及校外福利，團結四社，聯繫各班，並協助老師舉辦多元化活動以豐

富同學的校園生活。

提升學生辦事能力

    培訓學生的領導才能，掌握籌辦活動過程中計劃、執行及檢討的技巧。

承傳學校文化

    每一屆學生會在老師及前屆學生會的師兄師姐協助下，為同學服務。

歷屆學生會主席

2008-2009 蕭嘉豪

2009-2010 劉子健

2010-2011 黃一仁

2011-2012 林會鋼

2012-2013 李國富

2013-2014 梁雪儀

2014-2015 譚善兒

2015-2016 于仕千

2016-2017 張顥覺

2017-2018 羅俊傑

2018-2019 貝芷彤

2019-2020 吳雪汶

2020-2021 葉子羿

2021-2022 周鈺娸

學生會候選內閣答問大會

學生會主辦班際音樂比賽

學生會選舉投票日

午間班際活動 與英文科合辦萬聖節慶祝活動

午間中一級班際活動

學生會與體育科合辦體育活動 主辦聖誕音樂比賽

學生會
提升學生自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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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聯絡會員間的感情。

2. 促進會員與母校師生的聯繫。

3. 協助母校推動教育工作，發揚校訓「博學篤志」之精神。

發展歷程

2017年 2月 公佈成立校友會籌備委員會

2017年 3月 成立校友會籌備委員會並召開第一次會議

2017年 6月 校友會第一屆執行委員會選舉

2017年 7月 校友會正式成立

2019年 9月 校友會第二屆執行委員會就職

2021年 9月 校友會第三屆執行委員會就職

校友會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名單

第一屆（2017 - 2019） 第二屆（2019 - 2021） 第三屆（2021 - 2023）

主席 霍佩盈 霍佩盈 陳嘉儀

副主席 陳嘉儀 陳嘉儀 霍佩盈

司庫 歐陽穎亭 歐陽穎亭 羅俊傑

秘書 張詠珊 張詠珊 張詠珊

聯絡 楊志培 羅俊傑 伍子晴

總務 張學明 袁曉欣 袁曉欣

校友活動  團結校友  凝聚力量

校友盆菜宴

盆菜晚宴當晚筵開四十席，校友們一面享用美味的盆菜，一面與老師暢談當年趣事。

校友會

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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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運動日

運動日當天舉辦足球比賽及閃避球比賽，校友落力作賽後拍照留念。 參與運動日的校友獲贈水晶獎牌

一面以作紀念。校友分享生涯規劃

校友黃倩霖（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Thei）助理講師及註冊物理治療師）
及陳琸俐（時裝設計文學士）回校分享學習心得及生涯規劃。

就讀香港中文大學的校友回校與學弟學妹交流 。

校友回校參與音樂比賽

校友回校觀看學弟學妹的音樂比賽，並擔任頒獎嘉賓。
校友馮嘉麟獲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回校與師生分享榮譽與喜悅 。

我來為你打打氣 2021

校友拍攝影片，為學弟學妹打氣加油。

校友分享成功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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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培養學生學術以外的興趣。

 發展學生多方面的潛能。

 提升學習動機，讓學生由興趣發展到技能，為未來投身社會提升競爭力。

 由 2014年開始，學校資助學生參加由學校舉辦的多元化興趣班。

 由學生投票選出舉辦的興趣班，務求真正讓學生發掘自己的興趣。

 提供機會讓學生表演所學，提升學生自信心。

話劇 魔術

中式雜耍 扭氣球

發展潛能與生涯規劃

趣味  知識

歷年發展潛能的興趣班

舞台表演

魔術表演入門課程

話劇課程

花式跳繩課程

BEAT BOX課程
無伴奏合唱課程

中式雜耍課程

食品製作及裝飾

中西甜品製作課程

咖啡拉花課程

Cup Cake裝飾課程
日韓美食製作課程

語文及文化

韓文初階班

韓國文化認識班

手工藝及美術

皮革用品製作課程

印章製作課程

羊毛氈公仔製作課程

3D畫筆課程
日本動漫人物繪畫班

扭扭汽球入門課程

剪出創意藝術坊

香薰蠟燭製作課程

霓虹燈招牌製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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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班、證書課程與生涯規劃

由 2020 年開始將計劃由興趣班課程發展至證書課程。

級別 內容 目的

  中四
1. 證書課程講座及工作坊

2. 投票選出證書課程
讓學生了解個人特長及相關工作。

  中五
1. 報讀認可證書課程

2. 獲取證書
由興趣發展到技能，獲取證書，從而提升競爭力。

專業證書課程

聖約翰救護基礎急救證書課程          Illustrator 商業平面設計證書課程

Photoshop商業圖像設計進階證書課程   醫護基礎認識證書課程

專業舞台化妝證書課程

漫畫

皮革製作日韓美食

中西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