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的抱負 

 

盡展潛能，追求卓越， 

行己有恥，自我完善。 

 

我們的使命 

 

為學生締造愉快和充實的校園生活，讓他們接受均衡 

的教育，從而培育完整的人格和勇於接受挑戰的精神。 

 

學校簡史 

 

1933 年建校，定名為「初級工業學校」。創校初期借用摩利臣山道「維多

利亞英童學校」的校舍。1947 年，本校遷往活道，附設在「工業學院」，俗稱

「紅磚屋」。1957 年，本校與「工業學院」分家，命名為「維多利亞工業學校」。

1979 年遷到現址，為紀念鄧肇堅爵士慷慨捐助，易名為「鄧肇堅維多利亞工

業學校」，成為一間男女校。1997 年再易名為「鄧肇堅維多利亞官立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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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至二零一零年關注事項 
 

1. 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及成效 
除常設的獎學金、學業進步獎、「勤有功」功課卓越獎、功課輔導班、學術活

動日等多項獎懲並重的措施外，更因應同學的學習差異而推行領袖訓練、拔

尖班、英語、數學及中文補習班；又為高年級同學提供多個增潤班供；更特

別安排數學尖子班提升同學的潛能。在家長的大力支持及鼓勵下，同學們都

能積極參與，成績不斷進步。此外，本校亦鼓勵同學參加校外公開比賽和各

項資優教育課程，希望透過各種學習活動，全面提升同學的能力及學業成績。 
 
本校積極推行「全校閱讀計劃」及「晨讀時間」，提高同學的閱讀興趣和語文

水平；透過不同的閱讀專題，如「英文閱讀月」、「藝術雙週」等，擴闊同學

的閱讀範圍及培養良好的閱讀習慣；此外，同學亦安排在班內及早會上分享

讀後感想。本校中英文科亦推行「網上閱讀計劃」，擴闊同學的閱讀範疇，提

升同學的閱讀興趣及校園內的閱讀氣氛。在各老師的努力下，上述各項工作

都順利推展，為同學營造了良好的學習環境，提升了他們的學習興趣和成效。 
 

2. 培養學生律己愛人的品德 
透過躍進計劃，全人發展組鼓勵同學訂定目標及反思，培養自律的精神，推

己及人，一同共建愉快健康的校園。 
為鼓勵同學自律，又設立「太陽計劃」，以鼓勵同學自律守規，先後共有 10
班獲得「優良獎」及「卓越進步獎」。本校同學參與「灣仔區青少抗毒年約章

啟動禮」及「無毒家庭你有 say」之「給爸媽的信」寫作比賽，分別獲得亞軍、

季軍及優異獎。 
另外，為教育同學「愛自己」，輔導組舉辦了不少活動，如「給自己的情書」

寫作及展覽、「星期一加油站」、「快樂其實很簡單」講座、自強不息講座、「大

哥哥大姐姐歷奇日營」等，同學們反應熱烈。 
透過「躍進計劃」，指導同學訂立全年計劃，紀錄個人在學業上及非學業上的

成就。根據班主任所填寫的「學生全人發展整體表現報告」，同學在「德、智、

體、群、美、自我管理」各方面俱有良好的表現。 
為培養同學的領袖才能，輔導組舉辦領袖訓練營、及歷奇活動，同學們均積

極參與，獲益良多。 
透過校內升旗活動、國旗下的講話、中國年度大事選舉、特區政府施政十件

大事評選及推介同學參加國情教育課程等，讓同學更加認識祖國，更認同中

國人的身份。此外，每學年兩天的「學生發展日」及高中「其他學習經歷課」

所安排的各項活動，都豐富了同學學習經歷，亦提升了他們的知識。 
網上報名（e-enrollment）及電子學習歷程檔案（i-portfolio），有系統紀錄同學

在不同範疇的活動的參與情況，如服務時數及所得獎項。輔導組更以「彩虹

計劃」，提高同學自我導向學習的動機，亦作為他們全人發展的佐證，全年超

過 200 位同學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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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管理委員會於 1998 年成立，成員包括︰ 
主席︰ 霍李娛馨女士（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  
成員︰ 梁文姬女士（校長） 
 張達昌先生（獨立成員） 
 黃錦輝先生（獨立成員） 
 陳華偉先生（校友成員） 
 張錦標先生（校友成員） 
 蒙志忠先生（家長成員） 
 葉詠燕女士（家長成員） 
 潘燦光先生（教員成員） 
 黃漢金先生（教員成員）  
 

教職員名單 
 

1. 學校編制 
校長 ︰ 1    
教師人數 ︰ 60    

 

2. 教職員名單 
校長 ︰ 梁文姬  
副校長 ︰ 葉瑞蘭 陳佩文 
教師 ︰   

陳琼珠 陳麗華 陳慧琪 張楚燕 張儲薇 

趙國聲 蔡偉雄 周海宏 傅子傑 侯傑文 

禤志恒 何佩儀 許秀文 高麗霞 高淑兒 

鄺美英 郭貺豫 郭麗瑩 鄺錫鋆 賴漢聲 

黎建勳 黎務愉 林郭麗嬋 林國傑 林敏傑 

林敏儀 林岳雲 林詩慧 林若穎 劉小佩 

羅文佳 李文哲 李裕威 廖秀雲 陸金華 

陸穎珊 馬肇偉 麥存志 麥燕珊 莫秀娥 

伍達滿 魏孝威 彭蔡淑芬 彭榮福 潘燦光 

潘舜嫻 岑婉嫺 徐慶剛 崔逸興 黃漢金 

黃思敏 黃慧玲 楊敏儀 楊偉良 姚李小玉 

翁翠華 余遠鴻 JENKINS HP   
    

駐校社工 ︰ 鍾慧蘭    

實驗室技術人員 ︰ 潘顯邦 溫梁綺桃 岑德冠 張銘昌 

文職人員 ︰ 霍啓良 朱淑基 陳婉紅 甄修瑜 

  宋婉妍 袁懷娟 郭素慈 關霈兒 

  吳榮基    

學校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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離校教職員︰ 
伍小冰校長 陳淑君 曹永強 劉明惠 李恩典 
林儒財 馬果 麥巧明 吳宇飛 王龍根 

黃永亮 楊嘉璧 容彩娥   
 
3. 教師獲得的最高學歷 
 持有碩士或以上學歷的教師百分比 ︰ 25% 
 持有學士學位的教師百分比 ︰ 72% 
 持有本地專上非學位學歷的教師百分比 ︰ 3% 
 
4. 教師的專業資格 
 本校英文科及普通話科老師已 100%達到語文基準的要求。 
 
5. 教師教學經驗 
 具有 0 至 2 年教學經驗的教師的百分比 ︰ 11.6% 
 具有 3 至 5 年教學經驗的教師的百分比 ︰ 6.7% 
 具有 6 至 10 年教學經驗的教師的百分比 ︰ 5.0% 
 具有 10 年或以上教學經驗的教師的百分比 ︰ 76.7% 
 
6. 教師專業發展 
 教師參與持續專業發展的平均時數 ︰ 42.32 小時 
 校長參與持續專業發展的時數 ︰  84.0 小時 
 
7. 教師發展日 

本校舉行的教師發展日，安排了「與家長溝通須知」工作坊。透過真實個案的

分享及互動廣場，加強全體教師與家長面談的技巧，進而加強家校溝通；並從

實踐中掌握調解方法的運用和技巧，有助開拓思維及與家長建立良好關係，。

另一部份是透過以「校外評核須知及準備」為題的講座及分享，加深老師們對

外評的認識，同時亦可減輕他們對外評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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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管理 
 

1. 學校課程 
本校除提供一般學術科目外，課程兼及其他實用科目，以發展學生多方面的潛
能，使學生能適應日新月異、迅速變化的社會環境。 
本校於中一至中三開設一般學術科目；中四為新高中課程，除四個核心科目外，
亦開設 11 科 15 組，供學生修讀其中 3 個科目；中五級分為理科及商科班；預科
班分為數學科班、生物科班及商科班，為學生奠定升讀大學的基礎。 

 

2. 八個學習領域的課時 
學習領域（中一至中三） 百分比 

中國語文教育 17.42 % 
英國語文教育 19.70 % 
數學教育 13.64 %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13.64 % 
科學教育 10.60 % 
科技教育 13.64 % 
藝術教育 6.82 % 
體育 4.54 % 

 

3. 學生資料 
 3.1 學校實際上課日數 
  二零零九至二零一零年度實際上課日數 ︰ 168 天 
  二零零九至二零一零年度活動日數 ︰  22 天 
  二零零九至二零一零年度總數 ： 190 天 
 

 3.2 班級結構及學生比例 
  二零零九年九月入讀本校學生共有 983 人，分作 27 班，詳情如下： 

年級 科目 班別數目 學生人數 
中一 一般學科 4 153 
中二 一般學科 4 152 
中三 一般學科 4 150 
中四 新高中科目 4 153 
中五 理科 

商科 
2 
3 

84 
111 

中六 生物科 
數學科 
商科 

1 
1 
1 

30 
34 
29 

中七 生物科 
數學科 
商科 

1 
1 
1 

28 
29 
30 

 總計： 27 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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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學生出席率 

80.00%

85.00%

90.00%

95.00%

100.00%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六 中七
 

3.4 離校百分比 

提早離校

學生的

百分比

4. 校外考試 
4.1 中三級全港性系統評估 
 中文、英文及數學三科已達基本水平的學生百分率均為 80%或以上，較

全港為高，其中英文科的水平更為突出。 
4.2 香港中學會考 
 去年有 195 位學生參加中學會考，共考獲 279 個優或良，成績較去年

進步；以程朗健同學、孔顥程同學、林聖竣同學及陳中正同學的表現最

為優秀。各科目中有 14 科的成績高於全港的及格率，其中以生物、化

學、物理、視覺藝術及附加數學科的表現更佳。 
4.3 香港高級程度會考 
 去年共有 87 位學生參加香港高級程度會考，共考獲 57 個優或良，成

績較去年進步；以陳毓健同學、盧智聰同學及譚文廸同學的表現最為卓

越。本校有 4 科的及格率高於全港，其中以中國語文及文化科、英語

運用科、會計學原理及化學科的表現較突出。升讀本地大學及大專院校

的同學有 78 人，往海外進修的有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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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獎學金及獎項 
 為鼓勵同學在學行方面尋求更卓越的發展，本校設有以下獎學金及獎項以作嘉許： 

’64 畢業生獎學金 
’99 畢業生獎學金 
呂保羅紀念獎學金 
香港中華廠商聯合會獎學金 
尤德爵士紀念獎學金 
獅球教育基金會最佳進步獎 
劉國禎獎學金 
譚國榮獎學金 
Griffiths Prizes 
家長教師會學業進步獎 
學業成績優異獎 
服務獎 
最佳男女運動員獎 
公開考試成績優異獎 

 

6. 學生升學及就業統計 
 6.1 中七畢業生 

 

 
 
6.2 中五畢業生 

本地全日制專上/

職業訓練課程 

 

全職就業 其他

中六課程

中五課程

海外升學

本地大學課程

本地全日制專上/
職業訓練課程

中七課程

不詳

全職就業

海外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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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學校增值指標 
在中學會考中，附加數學科、生物科、化學科和物理科有明顯進步，中國語文

科、英國語文科、數學科、電腦及訊科技科和會計學原理科亦平穩發展。在高

級程度會考中，經濟科和地理科表現突出，化學科有明顯進步，而中國語文及

文化科、英語運用科、生物科、物理科和會計學原理科亦平穩發展。 
 
8. 香港中學生情意及社交範疇表現指標問卷調查 

是次調查於本年三、四月期間進行，對象是中一至中四及中六級全體學生。若

以本校學生平均數與「香港常模數據」及「香港常模數據（根據學校類型）」比

較，結果如下：本校學生對學校的態度十分正面，各細項內容的平均數俱高於

香港常模，其中以「整體滿足感」、「成就感」及「經歷」的表現最為突出，比

常模高 0.25 或以上；在「負面情感」方面則低於香港常模，反映，本校學生有

較愉快的身心及校園生活。 
 

9. 學校財政 
 收入 
 

 支出 

行政開支

綜合傢具及設備

燃料費及電費

圖書及雜誌

課外活動

正規及非正規課程

校本管理基金

餘款

 

科目及課程整筆津貼

營運開支撥款

校本管理基金

課外活動費

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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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學校大型活動 
 10.1 水運會 

周年水運會於二零零九年十月十四日假維多利亞公園游泳池舉行。 
當天早上，天氣暖和，游泳池內的比賽健兒們戰意高昂、盡展所能，努力競

賽，在場的觀眾都被他們高超的游術、快速的時間及優美的泳姿深深地吸

引。在看台上，四社啦啦隊無分彼此，竭力為健兒們打氣、吶喊，展現高度

的體育精神。另一方面，在壓軸的班際接力賽上，同學們互相提點、互相協

助，充分體現維官的關愛文化。 
主禮嘉賓林創基先生，為本校一九七三年度校友，亦是東亞銀行信貸及風險

管理部經理和香港銀行華員會理事。他勉勵學弟學妹們要積極學習，並將知

識應用於日常生活。同學們都靜心聆聽，並將訓勉之言一一銘記。 
 

 10.2 陸運會 
周年陸運會於二零零九年九月二十九及三十日假灣仔運動場舉行。 
首天，天公不造美，清晨已下雨。賽事開始後，雨勢更不斷轉大，本校因應

實際情況，決定以學生的安全為大前提，於中午時分取消餘下的比賽。 
翌日，天氣穩定下來，運動場內人人精神抖擻，團體接力賽事一項接一項進

行，啦啦隊的叫喊聲此起彼落，令競賽氣氛愈來愈熾熱。至於邀請了多名家

長、舊生和老師參加的「維官一家親 4×100 公尺接力賽」更將氣氛推至高峰，

充分發揮「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精神。其後的社際啦啦隊比賽，又掀起

另一個高潮。結果，黃社以熱情奔放的舞姿贏得全場最多的掌聲及冠軍殊榮。 
本年度的主禮嘉賓是一九九四年度校友劉家怡小姐。她於致辭時感謝校友

會、家長教師會及歷任校長對學校所付出的努力和貢獻，並勉勵學弟、學

妹們學習面對逆境，努力完成人生的賽跑，實踐「貫徹始終」的本校精神。 
 

 10.3 開放日 
二零零九年十月三十一日(星期六)，是本校一年一度的開放日─「萬聖歡

騰在維官」及校友重聚日的大日子。當天的節目內容豐富，包括英語音樂

劇、模擬戰機及機械足球賽、中樂團表演、英語攤位遊戲、「魔幻鬼屋」及

由各個學習領域負責老師指導同學所設計的與新高中學習範疇有關的攤位

遊戲等。共派發了 500 多張入場券予 16 所小學。是日參觀者眾多，場面熱

鬧。又參觀者均認為各攤位的遊戲都非常吸引，展覽內容內容充實，活動

十分成功。 
 

 10.4 學校旅行 
二零零九年十二月十七日（星期四）為本校一年一度的學校旅行日。當天

各級學生到不同地點旅行：中一級馬鞍山郊野公園、中二級清水灣郊野公

園、中三級大尾篤郊野公園、中四級北潭涌郊野公園、中五級新娘潭、中

六及中七級流水響郊野公園。旅行日不但能讓師生舒展身心、增加對學校

的歸屬感，更是體驗全方位學習、豐富其他學習經歷的好機會。在旅行日

當天，師生放下平日繁忙的工作及功課，大家一起投入活動，盡興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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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家長日 
家長日在二零一零年二月二十七日舉行。當天，同學陪同家長回校領取上

學期的成績表，並與班主任、副班主任進行溝通。設立家長日的目的在於

加強家校合作，推動同學作全人發展。為配合是次活動，輔導組舉辦了「給

自己的情書」活動，讓同學檢討上學期自己在學業上及行為上的表現，自

我反思和鼓勵自己不斷進步。當日，為數不少的家長及同學均有閱讀同學

的作品，不少家長接受訪問時，都認為此項活動能加強了親子的溝通和了

解。另外，學業關注組亦在禮堂展出同學的優秀作品，邀請家長參觀，肯

定同學的努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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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報告 
 

1 訓育組 
「培養學生律己愛人的品德」是學校三年的發展目標，亦是訓育組同工的共

同理念，為提升學生的自律、自信心、團隊精神及抗逆力，本組九位老師及

六十多位領袖生同心協力，使學生無論在校內、校外都建立了良好的紀律意

識。 
建立一個健康校園，防止校園受到毒品的污染是該組責無旁貸的任務。該組

於年中舉辦了多項抗毒活動，宣揚禁毒訊息，如學期初先由警民關係組主講

「抗毒講座」，繼而讓全校學生參與「同心結力抗毒大行動」，學生除在校服

上扣上一個同心結外，學生家長亦在宣言咭上簽名，以示支持；該組再舉辦

標語創作比賽，表揚傳達優良抗毒訊息的同學。學生亦參與「灣仔區青少年

抗毒約章啟動禮」，簽署承諾書，支持政府的禁毒政策，協助身邊朋友遠離

毒害。學生於浸會愛群服務處、灣仔區議會、禁毒處主辦的「無毒家庭你有

say」之「給爸媽的信」寫作比賽中取得優異的成績，三位同學各分別獲得

亞軍、季軍及優異獎各一名。中三同學亦參與了由灣仔警區、灣仔區撲滅罪

行委員會主辦的「反毒仍需努力」網上問答比賽。 
本年，該組首次推出「太陽計劃」，目是的鼓勵學生培養守規自律的精神。

活動由 2009/10 – 2011/12 共分三個學年推行，每級設「優良獎」及「卓越

進步獎」兩個獎項，每學年評分及頒獎三次，本學年已分別於 2 月底、4 月

底及學期終進行頒獎禮。 
另外，該組為使同學對各類罪案及香港司法界加深認識，亦分別在兩次學生

發展日舉辦了「防止罪案」及「法治新一代」講座。 
另外，為提升同學的領袖素質及使命感，加強同學對祖國的認識，該組老師

帶領優良表現的領袖生參與「上海世博─滬港雙城文化及長江三角規劃與發

展之旅」，使同學得到全面的領袖培訓，更了解國情。 
為對時下青少年所面對的問題有更深入的認識，該組老師亦積極參與由教育

局舉辦的「學生校內犯規與違法行為研討會」及由香港教育學院協辦的「霸

凌行為與批判思考」問卷調查，以獲取青少年所面對的各種挑戰與困難的最

新資訊，為同學提供更好的教育。 
除了執行懲處規則之外，該組亦設立表揚榜及優良行為獎狀，表揚在學行方

面有優秀表現的學生。 
 

2 輔導組 
為配合「全人教育」發展，輔導組去年以「培養學生律己愛人的品德」為工

作目標，透過個別輔導和班別活動，鼓勵學生在自我完善的過程中，自強自

愛，建立自信心。 
該組的個別輔導工作主要由駐校社工鍾慧蘭姑娘負責。鍾姑娘工作踏實，專

業知識豐富，深得老師和同學的信任和尊重，該組所轉介的個案得到很大的

支援，而同學在品德及行為方面的改進亦令人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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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組亦設有級聯絡人，聯絡及協助老師或班主任，了解該級別同學的情况，

共同訂定有效的輔導跟進工作。 
本校繼續推行融合教育。由於老師不斷學習及獲得教育局撥款，令所推行的

政策更見規模。為支援前線老師，融合教育小組除向有關老師講解教導各類

融合生的方法外，更邀請專家為老師進行講座，增強老師在融合教育的信心

和認知。為締造和諧校園，小組亦為同學舉辦講座；為融合生提供外購服務，

例如讀寫輔導及言語訓練等；更聘請教師及教學助理各一位，專責照顧有關

學生。 
去年，該組續辦「大哥哥大姐姐計劃」，反應理想，共有 66 位中一同學參加

成為小弟妹； 33 位高年級同學報名擔任「大哥哥大姐姐」。這個計劃幫助

中一同學盡快適應中學生活，讓他們體驗關愛同行；高年級同學則有機會回

饋學校，達到助人助己的成效。 
該組在「第一次學生發展日」舉辦了「健康校園」講座，邀請社工及有關人

士分享他們的心路歷程。在「第二次學生發展日」，該組更邀請「香港新聲

會」無喉者進行名為「自強不息」的講座，以及為中二同學舉辦「自我管理」

工作坊，讓同學從不同角度學習「律己愛人」的積極人生觀。 
該組為同學舉辦「戀愛新態度」及「快樂其實很簡單」講座，並舉辦「歷奇」

日營，讓同學透過有趣的活動，提升他們的自尊感和逆境智商，及學習與人

相處之道。 
 

3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該組去年的目標是協助同學認識自己，了解自己的能力、潛質、志向、興趣

和就業環境，為升學、接受職業訓練和擇業作出適當的準備配套。該組的工

作包括：經常更新升學及就業的資料、定期張貼海報及剪報、安排學業輔導、

講座、參觀、工作坊、統計調查和展覽，並協助同學辦理離校手續和預備成

績紀錄表、學歷證明書和推薦信，更推行「生涯規劃」，指導每位同學在學

期初訂立未來的發展目標，繼而搜集有關的升學及就業資料，並在家長的協

助和鼓勵下向目標邁進。 
為協助學生擴闊視野、訂立事業發展意向及計劃升學之路，該組於九月已分

別派發《尋找生命的色彩：新高中科目選擇及個人抱負的探索》生涯規劃工

具書給中一至中三同學；《生涯地圖：高中事業發展學習工具》生涯規劃工

具書給及中四同學。透過班主任課，讓新學制下的各級學生能開始為自己的

前途作初步規劃。該組特別邀請聖雅各福群會青少年發展組的社工於試後活

動期間，為全級中四同學舉辦「生涯」起動工作坊，透過一連串互動形式的

遊戲、分組討論及回饋等活動，啓發同學為自已訂定短期、中期及長期的生

涯目標。 
此外，為協助中七同學進行大學聯招選科，該組於 10 月至 11 月期間邀請了

香港科技大學、城市大學、理工大學及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師生為中七同學介

紹各院校的特色、校園生活及選科策略。為使同學更了解香港就業市場現

况，該組邀請「Recruit」為中七同學介紹香港就業市場的現况，特別是同學

感興趣的會計和酒店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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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年度的中五同學將是最後一屆會考生，該組於 10 月 9 日舉行了主題為「中

五升學及就業出路」的講座，讓同學及家長及早掌握有關資訊。當晚出席者

約一百人，大部份出席人士均同意這次講座能加深他們對中五生升學及就業

出路方面的認識，亦能幫助他們放下心中的疑慮。此外，該組亦安排同學參

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柴灣院校及摩理臣山院校和教育及職業博覽

2010 展覽，了解不同院校開辦的課程。此外，該組亦於 7 月安排放榜工作

坊，為中五同學作好放榜的準備；亦推薦了三位中五同學參加暑期工作體驗

計劃 2010。其中 5C2 黃嘉琪同學獲甄選於 5 月至 7 月期間到聯合醫院及靈

實醫院實習。 
該組為中三同學舉行「高中選科學生講座」、編製高中選科小冊子，介紹選

科程序及由各選修科科目的科主任向同學介紹該科的學習內容和課程特

色；為中三家長舉行「中三家長晚會─高中選科講座及面談」，由該組老師、

各班班主任及各學習領域的統籌老師與家長進行分組面談，為家長提供有關

選科的資訊和輔導，例如本校的選科程序及協助子女選科的輔導技巧。 
該組亦為其他級別的同學安排不同活動，例如中六參觀香港大學校外進修部

保良局社區書院，了解該書院提供的課程及校園生活和設施；「成功在望─

工程師之路」講座，由香港工程師學會為中四级同學介紹有關工程師的工

作；為中一級舉辦「Rich Kids, Poor Kids」活動，由香港會計師工會教導基

本的理財技巧和正確的理財態度。 
該組亦與訓育組、地理科及環保教育組合作推行跨科組協作活動，包括「法

治新一代」講座──香港律師工會講座，向中六同學介紹有關律師的工作及

如何成為律師；「低碳城市──面對氣候改變的城市規劃」講座，邀請一位

現職為香港駐上海的城市規劃師的校友。向中六同學介紹有關城市規劃師的

工作，及如何成為城市規劃師。在下學期考試完結後，該組亦透過不同途徑，

例如播放港台電視節日「警訊」、派發勞工處的宣傳單張及早會短講，提醒

同學要找暑期工作時要提防求職陷阱。 
該組為配合於 3 月中的早會短講主題：「職業性向知多少」，特別製作職業性

向小測展板，於有蓋操場展出，吸引不同級別的同學在小息及午膳時間觀

看，激發同學對未來升學及就業前程的關注。 
 

4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去年，該組除了培養同學對學校的歸屬感外，更在校園積極推行國民教育，

以「建國六十周年」為主題，加強同學對祖國的認識和培養國民身份的認同

感，先後舉辦及協辦多個校內外不同類型的活動，包括「基本法網上問答比

賽」、「認識祖國、認識香港問答比賽」、「鑽禧繽紛賀國慶巡遊嘉年華」、「國

情教育─內地專家學者講座系列」、「香港領袖生奬勵計劃」、「關心祖國‧齊

迎上海世博會」國民教育活動系列之「走進世博‧認識中國」專家講座及「薪

火相傳：中華文化探索與承傳」國民教育交流計劃及有獎問答攤位遊戲、亦

於「國慶」和「五四青年節」舉行升國旗儀式及「國旗下的講話」、參予文

匯報舉辦的「2009 特區政府施政十件大事評選」，鼓勵同學多關注時事，以

培養同學的公民意識，並加深對中國及香港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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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組亦積極推行公民教育，安排全級中二同學參觀歷史博物館，推薦及資助

六位中四及中六同學參加「青年立法會─議政訓練證書課程」，增加同學對

香港特區立法會的認識，提昇社會政策分析能力及公民意識；安排第八屆「基

本法」網上問答比賽。該組又著重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舉辦多項活動，

如為中一級而設的「維官互動論壇」，培養堅毅精神；為中三級舉辦「廉署

德育劇場─廉價心魔」，強化同學對防賄條例的認識，教導同學明辨是非、

尊重自己、尊重別人私隱等核心價值，並擬定反思問題，閱讀「延伸閱讀篇

章」及「我的承諾」，從中滲透核心價值，效果良好。 
此外，該組亦為配合學生全人發展小組的總方向──「律己愛人」，舉辦「律

己愛人班際壁報比賽」班會活動，培養同學正確理財的態度及概念，凝聚班

內歸屬感，豐富同學的學習經歷。每班獲撥款港幣一百五十元津貼班會壁報

設計活動，又同學需撰寫班會活動計劃書及自選 3 項班會活動進行比賽。高

級組冠軍 4C2 及初級組冠軍 3A 分別獲維工校友會贊助免費遊覽香港廸士尼

樂園及香港海洋公園。 
總括來說，該組通過全方位及多元化的學習經歷，在培養同學對祖國的歸屬

感、關注祖國的發展、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及增加學校的歸屬感等方面均取得

一定的成效。 
 

5 環保教育組 
該組希望透過各類活動如舊衣回收，使同學懂得愛護地球，了解環境保護對

人類的影響和重要性。該組透過推動同學參與環保大使領袖生，組織及進行

各項環保活動，使同學明白物品可以循環再用，從而減少資源浪費的道理；

參與由機電工程轄下的能源效益事務處提供「探索能源效益」講座，使同學

瞭解節約能源的重要、有效地使用能源及再生能源等；同時透過「地質導賞

活動─赤門海峽地質環保考察」，令同學深深體驗及感受自然生命的美，啟

發他們關愛環境及珍惜生命的價值觀。此外，又於早會作專題演講及環保資

訊，加深同學對環保的意識及鞏固對環保的信念。 
 

6 健康及性教育組 
為使同學在「全人教育」得到良好的發展，該組去年的目的是提升學生對自

己的身心健康的了解和認識，活動主題內容包括：健康飲食、預防疾病、對

性建立正確的價值觀和建立良好的人際關係，使學生擁有強壯的身體、良好

的精神狀況和愜意的社交生活，從而擁有健康快樂的人生。在照顧同學的身

心健康方面，該組去年提供多項服務。在性教育方面，邀請衞生署職員為中

一及中二級同學舉辦「寧缺勿濫」及「避無可避」講座，讓同學認識和適應

在成長期中生理及心理的轉變，並幫助同學建立健康、開明又負責任的性態

度。該組更響應衛生署、教育局及多間機構舉辦的全港性活動──「開心果

日」；讓同學一起享用美味的水果，建立良好的飲用習慣。這些活動都能促

進同學的身心健康發展。另外，該組更參與由衞生署負責為中一同學舉辦的

學生健康檢查，為同學安排車輛、約見時間及檢查程序，增強同學的參與程

度及加強他們的保健意識，對日後健康發展有莫大裨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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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聯課活動組 
聯課活動是均衡教育中重要的一環。它能令同學增加知識、啟發潛能和提升

個人品格，更使師生關係和諧，締造良好的校園氣氛，極具教育意義，故本

校老師都積極推動聯課活動。 
本校同學於入學時已被分配入紅、黃、藍、綠四社。每學年各社均進行社際

比賽，爭奪最高獎項─肇堅盃，學生透過參加社際活動，增加對社及學校的

歸屬感。為配合去年本校的關注事項「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及成效」及「培養

學生律己愛人的品德」，肇堅盃的活動項目及各學會的活動更見多元化。另

外，該組亦積極鼓勵同學參加校內和校外的領袖培訓活動、傑出學生選舉、

國情教育課程及學術、文化交流營等等，令同學擴闊視野，加深對自我和祖

國的認識及發展同學多方面的才能。同學積極參與，表現良佳。 
去年，本校設有十八個學會，可歸納為四大類：學術、制服團隊及服務、興

趣及宗教和體育，學生可就其興趣自由選擇參與。各學會透過舉辦不同性質

的活動，包括社際比賽、班際比賽、球類比賽、辯論比賽、戲劇比賽、問答

比賽、講座、參觀及音樂表演等，讓同學擴闊視野、發展潛能、培養興趣，

使他們更有成功感，課餘生活更充實。另外，聯課活動更是體驗全方位學習、

豐富其他學習經歷的好機會。本校同學參加校外比賽的種類十分廣泛，包括

學術、藝術、興趣及體育等類別，獲得相當理想的成績。在試後活動期間，

各組別與學會亦為不同級別的同學舉辦了很多精彩的活動，讓同學得以紓緩

考試時的緊張心情。 
 

8 學生會 
學生會是校方與同學溝通的重要橋樑。該會致力舉辦活動，以加强同學對學

校的歸屬感，並且積極為同學謀求福利；讓同學透過舉辦不同的活動，發展

各方面的才能。 
去年，該會在會長 6B 鍾梓賢同學和各幹事的努力下，會務得以穩步發展。 
在加强同學對學校的歸屬感方面，該會舉辦了一連串活動：萬聖節大派對，

透過迷宮及鬼屋，讓同學從中感受西方節日的氣氛；其他如聖誕大派對、宣

傳禁毒演唱會、聯校歌唱比賽，均廣受同學歡迎。該會與家長教師會合辦的

「家長學生齊敬師」活動，非常成功。學生幹事特別為校長、老師及職員預

備心意包，希望透過此活動，讓同學對老師表達謝意，是一次成功的德育實

踐活動，大大增進了老師、同學和家長的情誼。在促進校方與同學的溝通方

面：該會提供了不少反映意見的渠道，例如每週五的「維官電台」及一年一

度的「輕輕鬆鬆話維官」座談會。學生會鼓勵同學代表在電台及座談會上積

極發言，反映意見，讓校方及家長對同學的需要和感受有更深的了解。 
在學生福利方面，該會為同學提供非牟利的文件夾、校簿及文具售賣、影印

服務等，大大減輕了同學的經濟負擔；該會亦參加了由多所中學組成的「學

生福利聯盟」，讓同學享有更多、更全面的店舖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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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閱讀小組 
閱讀能力是學習的重要環節，本校推行「全校閱讀計劃」，重點是希望使學

生通過閱讀擴闊知識領域，達到終身學習的目的。 
「全校閱讀計劃」安排同學在星期一、三、五的晨讀時段閱讀十五分鐘，同

學漸養成每天閱讀的習慣。為了加強鼓勵同學多閱讀，小組舉辦「中學生好

書龍虎榜最受歡迎十本好書及最喜愛作家選舉」投票活動，又於「4‧23 世

界閱讀日」當天，邀請了君比女士到校分享，安排了中一至中四級同學到禮

堂參與這個「其他學習經歷」的活動。君比女士除與同學分享寫作樂趣外，

還與同學談論當作家的基本條件。同學的反應良好，對講者提問的問題都能

夠正確而快速地回答。分享會後，部分同學更向君比女士索取簽名。 
為了提升同學的鑑賞力和鼓勵他們作閱讀交流，該組於逢星期一晨讀時段

後，安排同學作班內閱讀分享和報告；逢星期三晨讀時段後，各班派代表輪

流透過中央廣播，向全校同學作閱讀分享。同學們對此安排反應良好。班內

和全校的閱讀分享既拓展了同學的閱讀興趣，亦提升了他們的演說能力和技

巧。 
為了擴闊同學的閱讀興趣和視野，配合本校全人發展的教育理念，該組安排

了「地理及環境保護雙周」、「體育及及運動閱讀月」、「英文閱讀月」、「藝術

月」、「中國歷史及國情雙周」、「中文及勵志閱讀月」等作為晨讀的主題，使

同學的閱讀廣度有所提升。 
為了提升同學的閱讀興趣和推廣親子活動，本年的書展安排在二月廿六及廿

七日舉行，其中二月廿七日是本年度學校家長日，讓家長和子女們藉此機會

一起選書，加深彼此的了解。除此之外，小組更舉辦親子閱讀計劃，讓中一

級同學於農曆年假期和復活節假期間，與家長一起閱讀同一本書，然後各自

撰寫讀後感想，這對促進親子關係有一定的幫助。 
該組於上、下學期各編印了一期「閱讀多樂趣」通訊，內容廣泛，包括作家

介紹、語文遊戲、學習錦囊、同學佳作欣賞等，並讓同學在晨讀時段閱讀，

反應良好。 
 

10 社會服務團 
社會服務團在去年舉辦了兩個大型活動，包括「捐血日」及「便服日」，同

學積極參與，反應十分熱烈。籌款活動方面，全年為「青海地震」及「公益

金」，共籌得五萬九千三百多元，成績非常理想。本校同學在「青海地震」

之籌募活動中，亦充滿熱誠和愛心，反映他們有「助人為快樂之本」的良好

品德。其次，在賣旗活動當中，超過五十多人參加，可見同學服務社會的積

極性和對社會所承擔的責任也大幅度提升。在校外活動方面，同學都能積極

參加義工活動與「公益少年團」服務獎勵計劃，更獲取公益少年團灣仔區社

區服務嘉許獎狀。對外服務方面，同學們積極參與家長教師會舉辦的探訪長

者活動，設計不同的遊戲，務求長者有一個愉快的一個早上。除此之外，同

學更送出豐富禮物包，以表達對長者的關愛、尊敬和熱誠。由此可見，透過

參與不同活動，同學培養了關愛的精神，並體會到締造一個和諧共融的社會

的重要性，獲得非常寶貴的人生經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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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駐校社工 
聖雅各福群會學校社會工作在透過個案輔導、諮詢服務、小組及活動，為學

生、家庭及學校提供預防性、發展性及補救性的服務，協助學生處理個人情

緒困擾、行為問題、戀愛社交、家庭關係及學業的成長需要。 
老師在引導同學接受社工提供的服務方面發揮很大的動力。老師透過平日與

同學的接觸，對同學的需要有一定的了解，從而作出相應的轉介，令學校社

工得以適切地回應同學的需要。扶助同學適應校園生活，促進全人發展。 
駐學校社工亦與輔導組、訓育組、聯課活動組及學生全人發展組等合作，提

供滿足同學不同發展需要的各類型活動，令同學有充份機會透過活動確立自

我形象，並培養個人的責任感，而所舉辦的活動亦逐步從補救性走向預防性

方面，反映本校同學整體品行的表現均有所提升。 
 



 17  

 

學會報告 
 

1 English Society 
Our objective is to create an English-rich environment which provides more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use the language actively.  This year, we continued 
to focus on activities which allowed students to apply the language in daily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Also, the ‘English Fun Record Booklet’ was 
designed for students to log the progress they have made throughout the whole 
year.  At the end of the school year, prizes were presented to the 3 classes which 
had demonstrated excellent performance in all the programmes organized by us.  
Individual prizes were presented to the 3 students who had shown the most 
outstanding participation. 
The first programme we organized for students was ‘Space’.  Five game stalls 
were set up for students in the school hall to let them know more about the 
wonders and the fun of the universe. Students were therefore exposed to the 
fundamental knowledge of the earth, the universe and the planets, which 
enhanced students’ interest in the studies of Science. 
The ‘Halloween Activity Days’ co-organized with the Student Association were 
again the fruit of the effort and talent of our teachers and students bringing great 
fun and excitement to students and teachers alike.  Student helpers were trained 
to design and set up the game stalls, and to serve and entertain both the visitors 
and fellow schoolmates. Favourable comments on students’ preparation and 
performance were received after the event.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be more engaged in the hot topic around the city, the 
programme with the theme ‘East Asian Games 2009’ was launched by the 
English Society.  A slide show about the history and the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of the East Asian Games were prepared for students.  In particular, the famous 
athletes in Hong Kong and the events in which Hong Kong might possibly win 
medals were highlighted.  Finally, students were invited to talk about the ‘East 
Asian Games’ with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Students’ sense of belonging to 
Hong Kong and sense of current issue were therefore cultivated through the 
programme. 
The game stalls with the theme ‘Christmas Around the World’ were again a 
memorable part of the English programmes before Christmas.  Students were 
introduced to the knowledge about the different ways Christmas is celebrated in 
different countries over the world, the origin of Christmas, the birth of Jesus 
Christ and the important message behind the festival: ‘love’.  Consequently, 
apart from the usual Christmas party and Christmas shopping, students were 
encouraged to show care and love to everybody around themselves. 
The society launched a brand new programme: ‘S.1 Inter-class Quiz’.  With the 
help of the Department of English, the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the 
Department of Science, the Department of Technology & Living, numerous 
questions of different levels of difficulty were prepared for all the S.1 
participating students.  The S.1 classes participated keenly dur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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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on with S.1B winning the championship. 
The final programme of the school year was the ‘Inter-house Singing 
Competition’ co-organised with the Music Club.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teachers and the committee members of the Music Club,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successfully launched the programme. The concept of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Language Arts – English Songs’ was deeply rooted in students’ 
minds and as a consequenc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was boosted. 
The English Corner was set up 4 times a week, from Monday to Thursday, at 
lunch time for S.1 students to strengthen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ir English and to 
maximize their exposure to English outside classroom.  With the help of the 
Graduate English Language Tutor (GELT), the part-time NET teacher, activities 
on different themes were arranged for students and a full house was expected and 
realized almost every time.   
This year, we continued to include English Ambassadors Training twice every 
month after school.   The Graduate English Language Tutor (GELT) provided 
training in organizing events and coordinating work in English for all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of the English Society.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contribution 
was the highlight of all the activities this year. 

  
2 中文及普通話學會 

該會以推廣中國文化為全年方向，透過燈謎會、書展、參觀香港藝術館、午

間活動等一系列活動，讓同學認識我國的傳統藝術、文化精神，從而提升審

美能力與及生活品味。為配合學科提升口語溝通能力的方向，該會亦舉辦了

下列活動，讓同學切磋觀摩，如普通話天氣報告、早會專題短講，提升同學

的自信。此外，為推廣普通話的應用，該會於學校的「萬聖歡騰在維官」裡

舉辦以普通話為題材的攤位遊戲，亦於校內進行初中年級的普通話講故事比

賽，活動成功：參與者表現積極。為鼔勵同學關心時事，該會亦舉辦了新聞

評論作文比賽。總的來說，該會舉辦的活動達到了推動同學主動學習中國語

文及普通話的目標。 
 

3 數學學會 
該會除了常規性活動之外，更為中三以下的同學增設午間活動，包括在圖書

館舉行的「數學謎題」及定時舉行數學工作坊，舉辦不同類別的趣味數學活

動，鼓勵同學參加，從而提升同學對數學的興趣。除此之外，中三以上同學

更有很多參加校外數學比賽的機會，例如：「香港青年精英選拔賽」及「香

港數學奧林匹克公開賽」，同學反應非常熱烈。校外比賽成績方面，兩位中

一同學參加解難數學比賽，並在此活動中獲得優良成績，建立自信心。另外，

中一至中三級同學每班派出兩位同學參加該會舉辦的「心算之王」，同學均

獲得寶貴的經驗，體現數學也可以在日常生活發揮作用。其次，中四級同學

通過參加「香港數學奧林匹克選拔賽」，獲取參賽解難技巧和協作精神，發

揮同學的數學潛能。整體而言，數學學會在對外和對內活動中，提供了足夠

的機會讓同學盡展才華，亦引發他們對數學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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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科學學會 
該會在去年舉辦了多項活動，又參加了多項校外比賽，以提升同學對學習科

學的興趣。所舉辦的校內活動，包括觀察月亮天文活動、雕切水仙花、老鼠

解剖示範、製作肥皂及顯微鏡的工作坊，又組織同學參觀科學館、污水處理

廠及米埔自然保護區。至於校外比賽方面，計有科學比賽、濕地專題研習比

賽、飲管模型製作比賽和科學青苗計劃。無論是活動或是比賽，同學都反應

熱烈，可見該會舉辦的活動多元化，確能提升同學對自然科學的興趣和認

識，亦提高了他們的自信心和合作精神。 
 

5 電腦學會 
該會舉辦了多項活動，其中以中英文混合打字比賽反應最好，獲獎者的成績

亦有進步。此外，該會舉辦了 Microsoft Office 應用班，同學們透過參加這

個應用班，能進一步增加對 Microsoft Office 的認識。該會還舉辦了電腦三

角幾何教學班，以增進同學對電腦數學軟件的認識。 
 

6 設計與科技暨航天學會 
該會定期在星期三舉辦子彈車和四驅車活動，透過遊戲帶出機械知識和協作

精神，並邀請對子彈車既資深又愛好的中五級同學為學員示範高深的四驅車

和子彈車技術，令初中同學獲益良多。 
該會更培訓會員參加由香港機械奧委會和專業教育學院合辦的 Powertech 青

少年科技競賽之「蟲蟲機械」比賽項目。本校首次參加已取得入圍八強的成

績。四月份又帶領同學參加由專業教育學院及中華科技出版社舉辦的「青少

年科技習作比賽」，十位參賽同學均獲奬項：一位中二同學更獲得一等奬；

其餘同學分別獲得二等奬和三等奬。 
暑假期間，該會帶領九位中三及中四級同學參加由香港生產力促進局和專業

教育學院合辦的兩場工作坊，讓同學學習使用微處理器控制 LED 燈的概念，

加深新高中有關課程的了解。 
 

7 科技與生活學會 
該會成立的目標是為了提高學生對烹飪的興趣及訓練他們在生活上的技

能，並透過活動培養同學良好及健康的飲食習慣。去年，該會舉辦了多項多

元化的活動，包括舉辦多次烹飪實習班、開放日小食攤位、畢業禮茶會、參

觀港燈烹飪中心、煤氣明火大使訪校、女性健康講座及參與校外烹飪比賽

等；培訓了 4 隊同學參加由 SPARKLIFE 主辦的「新春有營魚」烹飪比賽，

其中有一隊更是由中一同學所組成。在參與比賽的過程中，他們獲得了很多

寶貴的經驗；安排同學參觀港燈烹飪中心，並出席了健康飲食烹飪示範班，

同學反應熱烈，且擴濶了眼界。另外，為了讓已離校的校友可重拾昔日在母

校上家政課時的美好回憶，該會與校友會合辦了兩次回歸母校烹飪實習班，

反應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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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體育學會 
該會著重推行學校的體育活動及發展，使更多同學有機會參與各項運動，並

配合本校推行五育均衡發展的理念。同學們透過該會所舉辦的各類活動，增

強運動的知識，明白到運動的重要性和提高對運動的興趣 ; 同時也能讓他

們學懂怎樣與人合作和溝通。  
去年，該會舉辦的活動包括班際籃球賽、班際足球賽、班際排球賽、畢業盃

足球及籃球賽、維青盃足球及三人籃球賽等，更加設班際啦啦隊比賽，得到

同學熱烈打氣及支持，令比賽氣氛更為熾熱。這些活動都能成功舉辦，全因

得到不少同學的支持。基於一般學界比賽都只有體育隊伍的隊員參加，故該

會舉辦各項比賽時，均讓所有同學盡展所長，或置身其中，感受比賽的緊張

氣氛。 
此外，游泳隊在學界比賽中表現優異：女子乙組奪得團體冠軍；校際田徑錦

標賽女子乙組獲得團體第二名； 3A 沙葦樂同學獲得香港運動員獎，成績令

人鼓舞。 
 

9 視藝學會 
該會以提高同學對藝術的興趣和欣賞能力為目標。去年主辦的活動有各類興

趣班：如吸管藝術班及漫畫創作班；帶領同學參觀不同類型的展覽，如「中

學生聯校創作展 2010」及「中學生視藝創作展」；大小不同的校內展覽：與

藝林美術用品公司合辦「創意無限視覺藝術展」，於藝林畫廊展覽各級優秀

的作品、「萬聖歡騰在維官」場地佈置及展覽；鼓勵同學參加校外比賽，多

與外界交流：如「做個不『賭』快活人」環保袋設計比賽、「第二十二屆和

平的力量」海報比賽及「少年警訊」吉祥物設計比賽等，以擴闊學生的眼界，

提升學生的欣賞能力。 
 

10 音樂學會 
該會舉辦了不同類型的音樂活動，如合唱訓練、中樂訓練及不同類型的音樂

表演及比賽，以培養學生對音樂的興趣、訓練學生自律、合群等精神及增強

學生的自信。 
同學在合唱訓練中，學習優美的歌曲，享受音樂的快樂，獲得喜悅和滿足，

在群體或獨立表演時能建立自信和增強表達能力，並讓他們獲得成功經驗。

去年，合唱團參與了不少演出及比賽，包括在開放日演出〝Stand by Me〞，
在學校音樂節〝中文歌曲─混聲合唱組─初級組〞比賽，以「杜宇」及「太

陽，熟透的蘋果」獲良好獎狀，團員亦參加了「教協普及閱讀獎勵計劃」及

「香港公共圖書館」聯合主辦的「第二十一屆閱讀嘉年華─民歌歌唱比賽」，

並獲優異獎。 
在中樂訓練方面，本校繼續聘請資深導師，為同學提供五個樂器訓練班，包

括笛子、揚琴、二胡、琵琶及古箏。團員參與了不少的演出及比賽，包括在

開放日演出「摘蘋果的時候」，在畢業典禮演出「漁歌」，亦參加了音樂事務

處舉辦的「青年中樂匯演」，並獲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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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試後活動期間，該會與英文學會合辦了「音樂日社際音樂比賽」，比賽項

目包括、大合唱、獨唱及二人合唱，超過一百位名同學參加，唱出多首中西

流行歌曲及民歌，反應熱烈。在決賽當日，更邀請到兩位老師作表演嘉賓，

讓同學與老師互相切磋，氣氛融合。 
 

11 戲劇學會 
去年，該會繼續為同學提供多元化的戲劇活動，包括戲劇欣賞、演技及後台

工作坊，於學校開放日演出校慶音樂劇《油脂》（英文版），觀眾反應熱烈；

畢業暨頒獎典禮再度演出音樂劇《油脂》（英文版），同學表演出色，大受好

評。 
在校際朗誦節英文戲劇二人對話比賽方面，參賽同學表現卓越，獲得中五至

中七級 1 組冠軍、１組亞軍、１組季軍；中三、中四級 1 組冠軍及 1 組亞軍。

在英文戲劇團體比賽方面，成績亦十分驕人，中五至中七級勇奪冠軍並取榮

譽獎狀，而中一、中二級則取得季軍。 
該會得到校友會提名 75 周年校慶音樂劇《花木蘭》參加由遊樂場協會及香

港電台第二台舉辦的青藝節之新秀新星獎項，《花木蘭》得到評委高度讚賞，

並得到優異獎。 
該會於校際戲劇節比賽勇奪七個大獎，包括傑出劇本獎（6C 陳子傑、蘇凌

司、黄笑驪及 3A 黃雯澧）、傑出導演獎（6C 丘奕華、譚梅兒、林文思、鄺

嘉雯及梁婉美）、傑出男演員獎（3B 關浚軒）、傑出女演員獎（6C 蘇凌司）、

傑出合作獎、傑出舞臺效果獎及整體演出優異獎。 
去年，該會首次與中文科進行跨組別活動，參加由濟川研究會主辦教育局及

教育評議會及多個團體協辦的第一屆中華文化演繹比試。以主題為「孝道」

的話劇參加比賽，同學們演出精彩，成績彪炳，奪取兩個大獎：包括最高榮

譽團體大獎─黃河獎及個人大獎─中三級傅天朗更獲最佳男角演繹大獎。 
該會主席 6C 丘奕華亦榮獲香港藝術發展局嘉許，成為校園藝術大使，並獲

得港幣伍佰元獎學金。 
至於戲劇欣賞方面，同學有機會觀賞多齣多元化劇目，包括《多媒體劇場》

及《聖誕頌》（英文版）等。透過演後討論，同學不但對劇中人物有深刻的

認識，亦能提高對戲劇欣賞及閱讀文學作品的興趣。 
 

12 舞蹈學會 
該會共有六十名成員。全年為同學舉辦了十二節的 Jazz 爵士舞基本課程及

短期的現代爵士舞課程。在舞蹈老師悉心指導和示範下，同學都積極學習，

盡展潛能。聖誕節聯歡會中，同學表演不同的舞蹈，獲得全場的熱烈掌聲。

另外，同學亦參與由青年廣場及香港舞蹈總會合辦的「國際舞蹈日 2010」
──「舞蹈全城」活動，體驗不同舞蹈的文化及氣氛。 
至於舞蹈欣賞方面，該會與其他學習經歷課程共同邀請 WILD FEAST 
DANCE PRODUCTION 合辦「舞蹈示範講座」，讓同學了解各類型的舞蹈及

演變歷程，從而擴闊他們的藝術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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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興趣學會 
該會定期舉行各樣富創意的活動，讓學生可以多元化發展。「園藝小組」參

加了由康樂及文化事務署所資助的「二零零九年綠化校園工程獎」，並聯同

環保學會主辦「全校綠化種植比賽」，讓全校師生體驗到種植盆栽的樂趣外，

更重要的是讓同學領悟育苗成長的真諦。「外語小組」，透過舉辦德語基礎

班，除了讓同學發揮語言天份及溝通能力外，還提升了校內兩文多語的學習

氣氛。「棋藝小組」舉辦了多次聚會，透過個人、班際及社際等不同層面的

比試，同學們經歷了成敗轉折的磨練，在策劃、組織，甚至是情緒管理和抗

逆等能力方面均有所提升。「骨牌小組」讓同學從陣列佈局的組合過程中，

培養出秩序感和創造力。「數獨小組」提供的 4×4、6×6 及 9×9 的拼砌數字遊

戲，讓同學從中培養出敏銳的直覺、推理能力及邏輯判斷力。「拼圖小組」

透過平面砌圖、立體動物砌圖及七巧板等活動，深化了同學在探索、推斷，

以致於耐力等各方面的鍛鍊。「紙藝小組」所安排的「3—紙模型製作」，充

分開發同學掌握平面與立體空間的思維及想像力，不同款式的造型設計，大

大豐富了同學們在圖像傳意方面的表達力。「UNO 小組」為同學提供一個另

類的集體學習環境，參與者從中體會到作出決策及把握時機的要訣。「攝影

小組」所舉辦的攝影講座，大大提升了同學的攝影技術與審美眼光，也為校

內各項活動提供技術支援和服務。為了讓同學能把理論與踐實互相印證，該

小組更和學生會合辦了以「香江特寫」為題的戶外實習，讓同學藉著市民的

日常生活景象，從另一個角度去欣賞香港。此外，「集郵小組」的最新通訊，

使同學認識到即使是小小的一枚郵票，本身也有其極高的鑑賞價值和歷史元

素。總括而言，該會所舉辦的各項活動均完全配合本校「全人發展」的大方

向，又能讓同學發揮多元智能，充分達到「全方位學習」的精神。 
 

14 基督徒團契 
基督徒團契是由一個由基督徒老師和教會傳道人負責的課外活動，希望透過

定期的聚會，讓同學有機會接觸和認識基督教。團契在每個星期五放學後，

都會有不同形式的聚會，例如小組討論、詩歌分享、遊戲、電影播放等，期

望能加強同學對團契的歸屬感和了解基督教。在過去的一年，團契更帶領中

一和中五的同學參觀了馬灣的挪亞方舟，觀看有關尋找方舟的展館，及了解

挪亞建造方舟的原因和過程。在未來的日子裏，該組一班基督徒老師期望會

有更多的同學參與團契。 
 

15 圖書館學會 
圖書館學會由一群熱心服務和喜愛閱讀的同學所組成。去年，該會共三十多

名成員，在主席、副主席及各組長的帶領下處理館內日常事務，於小息、午

膳及放學後在圖書館當值，負責借還圖書服務、維持圖書館秩序、執拾書架

及處理電腦借用服務等。此外，他們還協助老師舉辦活動，如書籍展覽、好

書龍虎榜投票、作家講座及書展等。圖書館學會亦舉辦聖誕聯歡會、好書分

享及旅行等內部活動，以擴闊同學的視野。同學的工作雖然忙碌，但十分有

意義，除可汲取工作經驗外，還培養服務大眾的精神及擴闊生活圈子，豐富

了他們的其他學習經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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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香港紅十字會青年團（第二百四十六團） 
團隊成立至今已有八年，運作愈見成熟。每年九月初開始招募新隊員，全團

人數達三十多人。 
新隊員經過隊長的積極訓練（包括步操、基本急救課程、友誼活動及校內服

務），於學期末已達到「認知章」的階段。舊隊員方面，大多已達「實踐章」

階段，並晉升成為各級隊長，參與團隊的管理。 
團隊的運作主要分為服務及訓練兩部分。校內服務包括水、陸運會及學生發

展日急救服務、畢業禮儀仗、捐血日及早會當值；校外服務包括整年到醫院

圖書館當值，和參與港島總部「新團隊指導服務」等等。全年服務超逾 200
小時。該團亦邀請了青年團訓練員到校內協辦課程，以便更多隊員參與有關

活動，隊員們均表現積極投入。 
該團成員榮膺本校的升旗隊。隊員經過嚴謹的升國旗訓練後，於十月的開放

日活動──「萬聖歡騰在維官」、十二月的「畢業暨頒獎典禮」及五月的「五

四青年節」早會時段，聯同本校航空青年團團員舉行升國旗儀式。團隊活動

方面，參與的項目包括「定向追蹤」、「青少年義工」及「急救比賽」等。 
過去一年，該團上下一心，隊長勇於承擔，隊員亦積極參與，表現令人滿意。 

 

17 香港航空青年團第一零三中隊 
香港航空青年團是一個知名的紀律團隊。該團的活動內容包括：傳授航空知

識的基本理論課程、講求紀律的步操訓練、鍛煉體格及意志力的體能和野外

訓練，以及培養領導才能和團隊精神的各類集體遊戲。該團成員來自中一至

中三級同學，過去一年，學員們積極參與的活動，計有﹕基本無線電通訊、

香港航空青年團週年大滙操、步操比賽總決賽 （103 中隊是唯一一隊能進

入決賽的港島隊伍）、野外烹飪、港島大隊週年大滙操及基本學員畢業典禮、

香港青年獎勵計劃中的野外訓練、體能訓練、港島大隊週年訓練營、2010
國際航空學員交流計劃步行籌款活動、社區服務（金紫荊廣場–升旗儀式、

公益金百萬行籌款活動）、直昇機飛行體驗、青年制服團隊龍舟賽、初級士

官訓練課程及政府飛行服務隊開放日等。學員透過嚴格的紀律訓練、本地和

海外交流活動及社會服務，增加自信心、責任心及對香港的歸屬感，在德、

智、體、群、美各方面得到均衡的發展，發揮成為優秀領袖及公民的潛能。 
 

18 男童軍 
本校男童軍擁有悠久的歷史，成立至今共五十一年，一直透過富挑戰性和持

續性的訓練和活動，促進青少年在德、智、體、群、美五育方面的發展。 
男童軍於每逢星期六下午集會，去年共集會二十四次。於 12 月舉行一年一

度宣誓慶典，是次活動十分成功。 
童軍採用獨特的訓練方法，激勵青少年自我學習和啟發潛能，培訓他們成為

一個有自立能力、樂於助人、有責任感及勇於承擔的人；活動形式多元化，

包括繩結、急救、露營知識、先鋒工程等。團員均須為所有活動作準備及進

行自我檢討，如自己設計遠足路線和製作紀錄冊。戶外活動方面，去年舉辦

了一次西貢遠足，訓練童軍的地圖閱讀和定向技巧，反應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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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女童軍 
本校女童軍團成立已五年，至今共有成員三十位。該團所有活動均圍繞「發

展潛能、從實踐中學習」主題而進行。為了幫助女童軍履行誓詞，訓練定了

四大目標和八項綱領，領袖可以透過這些綱領安排不同的訓練和活動，讓團

員得到平衡和全面的發展。為幫助女童軍團隊持續發展，該會兩位導師已完

成領袖訓練課程。 
女童軍隔週集會（星期五），去年集會共十四次。女童軍領袖安排各式各樣

富啟發性及挑戰性的活動，鼓勵女同學盡最大的努力，爭取自己和團隊的成

功。 
去年，該團舉辦了一次宿營訓練，讓同學享受戶外樂趣，該團經常派出團員

參加總會及各分區所舉辦的活動，如獎券銷售、步操比賽、興趣章課程、儀

式典禮等，提升成員的團隊精神。 
獎項方面，隊員 5C3 楊凱怡同學獲選為「隊伍優秀女童軍」，以表揚其女童

軍知識及領導才能。本團亦獲得 2009-2010 年度「優秀隊伍」的嘉許，以表

揚於各方面的出色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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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報告 
 

校友會於過去一年舉辦了多項活動，加強各屆校友與母校之間的聯繫。十月的

校友回歸日，校友們回校參觀學弟學妹的學習成果之餘，亦到校史館緬懷一番，

與不同年代的校友暢談當年趣事。十一月，近百位校友組隊回校爭奪一年一度

的「校友會盾西瓜波比賽」。當日校友們一家大小前來打氣，競爭雖然激烈，氣

氛卻十分熱鬧，樂也融融。四月舉行的西式美點烹飪班，多位年輕女校友約同

伴侶參加，畢業多年後能於學校家政室與伴侶一同下廚，優悠地享受為對方親

手製作的美點，場面溫馨。 
該會的本年度周年大會於二零一零年一月九日舉行。會上，除主席報告過去一

年的會務工作和校友們共商來年大計的環節外，亦選出了新一屆幹事會成員。

新成員的加入，為該會帶來更多新思維和意見，亦令該會能夠安排更多團結各

年代畢業的校友的活動，以凝聚力量。 
校友會秉承多年來積極回饋母校的傳統，協辦多項全人發展活動，如「2010 上

海世博暨南京歷史文化修學團」，又透過全人發展基金撥款資助學弟學妹參與各

項校外培訓，如中一級的「挑戰自我—自信心訓練日營」等，讓同學得以在課

堂以外汲取更多經驗和擴闊視野。此外，校友透過「亦師亦友」計劃，與校內

學弟學妹分享社會工作經驗和心得，也舉辦講座，講解不同行業的工作需求。

該會更在暑假期間推行「工作實習體驗計劃」，讓校內的學弟學妹能有機會到校

友們的公司實習及體驗工作。展望來年，校友會將繼續透過各種不同活動，團

結不同屆別的校友，凝聚力量，回饋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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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報告 
 

家長教師會於一九九三年成立。該會在二零零九年十一月開始，實行架構重整，

各個職位均同時由一位家長及一位老師合作出任。在主席葉詠燕女士的帶領和

各委員的積極參與下，會務持續發展。各項活動成功地促進家庭與學校的聯繫，

加強彼此的溝通，提高家長、學生及老師對學校的歸屬感。 
去年，該會於十月十八日舉行秋季大旅行，前往「珀麗高爾夫球會、中文大學

和塱原濕地農莊」，讓各同學及家長能體驗親子高球樂趣和增廣濕地生態見聞。

當日出席人數達 220 人，場面熱鬧，樂也融融。十一月二十一日的會員大會暨

周年聚餐，家長會員們聚首一堂，暢談近況及與校方討論教育子女的心得。該

會舉辦的學習活動有興趣班﹙包括首飾工藝班、編織班、「切割水仙活動」、賀

年利是掛飾班和旦糕裝飾班﹚及五月十五日的「做個至「NET」IT 家長工作坊」。

更與何東中學家長教師會聯合舉辦兩個家長教育講座，分別是三月二十日「與

子女談情說性」及四月十七日「網絡上的性危機」，實行踏出校園及加强社區協

作。總括而言，該會於去年所舉辦的各個活動及講座均獲好評，參與者多讚賞

活動安排得宜，具實用價值。 
為擴闊學生及家長的視野，增加全方位學習經驗，該會多年來均鼓勵及贊助家

長協助本校帶領各項交流活動及修學團，本年六月三十日至七月五日，該會便

資助了幹事參加「上海世博交流團」，於行程中協助學校照顧和指導學生，貢獻

良多。此外，該會一直以來均設立多個獎學金，以推動學生的學業發展及表揚

品學有明顯進步的同學。該會亦贊助中文學會的親子閱讀比賽，以鼓勵學生盡

展潛能，廣泛學習。該會各幹事對學校所舉辦的活動均鼎力支持，充分展現出

家長對本校所舉辦活動的肯定。 
該會積極與校內學生團體合作，彼此建立了良好的溝通渠道，如於五月十一日

與學生會合辦「家長學生齊敬師」活動。家長幹事除了參與籌劃工作外，更出

任當日活動的司儀，與各同學分享敬師心得及經驗，教導同學尊師重道的美德，

場面温馨。在家校合作委員會舉辦的「第十六屆家長學生齊敬師」活動中，全

校老師收到敬師卡共 2492 張；家長幹事亦填寫並致送了 63 張「家長也敬師感

謝狀」予本校教師。由此可見，家長對於老師的工作熱誠與能力，皆十分欣賞

和支持。 
在過去一年，家長幹事積極參與多個校方籌劃的活動：去年九月十日，該會主

席及幹事出席本校全人發展組籌辦的「中六領袖訓練營」，鼓勵及支持學生透過

協作解難等活動，建立自信及領導能力；十月三十一日家長幹事在「萬聖歡騰

在維官─維官開放日」活動中負責接待到訪的小學生，令他們感受到維官親切、

溫馨的一面，可謂勞苦功高；十一月六日家長幹事出席本校美術科舉辦的公開

展覽「創意無限」美術創作展，積極支持學校舉行的活動，鼓勵學生努力創作；

一月二十三日，家長義工隊暨本校公益少年團到浸會愛群中心舉行「愛心之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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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之約」長者探訪活動。當日，家長除協助照顧長者外，還負責禮物包裝和

派遞工作。此外，家長幹事亦積極響應本校號召的「海地地震賑災籌款活動」

和「青海地震賑災籌款活動」，到校協助監察及點算善款。凡此種種，均表現出

家長積極參與本校的全方位活動及學習，與本校師生一同享受愉快、融洽的校

園生活，並為同學提供優質的全方位學習機會。家長義工隊更為子女樹立良好

榜樣。 
為加强家校的溝通和合作，家長幹事於暑假舉行的中一家長迎新日，協助接待

中一新生的家長，與他們分享自己的寶貴經驗，並為他們解答疑難；同時，家

長幹事亦組織家長聯絡網，藉以聯絡各級家長，向他們推介會務及解釋學校的

措施，貫徹家校合作的精神。 
 
總括來說，家長教師會凝聚家長們的力量，積極參與協助推行校務的工作，令

家長對學校的運作有更深入的了解，也顯示了他們對學校的支持和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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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主要活動項目 
 

二零零九年九月 
四社迎新會 
躍進計劃（全年） 
中六領袖訓練營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六十周年壁報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六十周年問答比賽 
廣泛閱讀計劃（全年）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領袖培訓班 
中一家長晚會 
傑出學生培訓活動（全年） 
大學聯招選科輔導活動（全年） 
陸運會 
生涯規劃 
JUPAS 聯招─簡介 
本地大學資訊日 2009 介紹 
中七指南及資訊 
科學學會活動（全年） 
國情常識問答比賽 
英語攤位活動 
晨讀活動（全年） 
「勤有功」奬勵計劃（全年） 
資優課程（全年） 
 
二零零九年十月 
聯課活動學會會員招募 
參加全球華人慶祝建國 60 周年系列活動─「繽紛光影獻真情」校際比賽 
肇堅盃（全年） 
畢業盃足球賽 
水運會 
全校閱讀分享（全年） 
小六生開放日萬聖歡騰在維官 
「24 氣節」壁報展 
參觀沙田污水處理廠 
參加網上「認識祖國，認識香港」問答比賽 2009 
參加第八期國情教育─內地專家學者講座系列 
參加第十屆 <<基本法>> 網上問答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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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及地理閱讀雙周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誓師儀式及迎新會 
中一功課輔導班（全年） 
「律己愛人」班際壁報設計比賽 
學生會選舉日 
家長教師會旅行 
中五升學出路家長講座 
校友重聚日 
開放日升旗禮 
 
二零零九年十一月 
個人身心全方位發展講座 
初級組班際足球比賽 
第一次學生全人發展日 
家長教師會周年會員大會暨聚餐 
紅十字會捐血日 
出席中文大學「柳愛華紀念科學講座」 
中五參觀 IVE（柴灣）院校/中五參觀 IVE（摩利臣山）院校 
「吸煙及吸毒的禍害」壁報及問答遊戲 
「東亞運動會」英語攤位遊戲 
中五地理科「漂流教室」銀礦灣地理考察 
「衣舊回收為環保」 
教師發展日 
香港─新加坡學生交流計劃 
JUPAS 聯招學生輔導 
職場趨勢講座 
班際盆栽種植比賽 
給〈正能量爸爸〉的一封信徵文比賽 
國際獅子會第 22 屆和平海報設計比賽 
二零零八年全校綠化校園栽植比賽 
維工校友會盾足球比賽 
視藝科美術展（藝林畫廊） 
 
二零零九年十二月 
東亞運動會賽事觀摩 
學校攝影日 
學校旅行 
聖誕聯歡派對 
畢業盃籃球賽 
公益服飾日籌款 
中四及中六商科增潤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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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際盆栽種植比賽 
網上「中國年度大事選舉 2009」 
聖誕節英語攤位遊戲 
維工校友會周年會員大會 
中四批判思考工作坊 
 
二零一零年一月 
2009 特區政府施政十件大事評選 
社際羽毛球比賽 
中五會考課程增潤班 
女性健康講座 
媒氣公司明火大使訪校 
慶賀牛年齊團拜 
親子閱讀比賽（一） 
環保為公益 2009 慈善清潔運動 
海地地震壁報展覽 
愛心之旅（長者服務）─聖誕聯歡 
出版「閱讀多樂趣」 
舉辦從「設計思維」出發的工作坊及展覽（1─7 月） 
 
二零一零年二月 
輕輕鬆鬆話維官 
家長日 
高級組班際籃球比賽 
海地地震賑災籌款 
「給自己的情書」寫作及展覽 
中英文書展 
「元宵猜燈謎」活動 
公益少年團周年大會操義工服務 
閱讀奬勵計劃─閱讀報告徵文比賽 
校際朗誦節英文朗誦優勝者表演 
參觀教育及職業博覽 2010 
校友會周年大會 
「中學生最受歡迎十本好書」投票活動 
「成功在當一工程師之路」講座 
「做個不『賭』快活人」環保袋設計比賽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二零一零年三月 
「六頂思考帽子」思考系統證書課程 
中三級數學增潤班 



 31  

中四級數學增潤班 
第二次學生發展日 
中六級「地質導賞活動─赤門海峽」地理環保考察（三月份） 
中七級結業禮 
中五級結業禮 
中三選科家長晚會 
「I Mission」新高中廉潔大使「誠」計劃「心靈清泉寫作比賽」 
班際排球比賽 
「星期一加油站」（3─5 月） 
「戀愛新態度」講座 
「快樂原來很簡單」講座 
我國文化知多少─展板介紹 
參觀港燈烹飪中心及觀看烹飪示範 
英語戲劇欣賞 
中一至中三拔尖增潤班「拔尖保底課程」（三─五月） 
「理財講座中三四」 
我國藝術文化知多少 
第二屆香港官立中學 2009 航天及船舶培訓修學團 
中三選科講座 
VTC – IVE 校長推薦計劃 
中六級地理科長洲野外考察營 
中六級地理科專題講座：「低碳城巿─面對氣候改變的城巿規劃」 
聯校家長教育講座（一）：「與子女談情說性」 
校本尖子培訓計劃 
中三升中四理科英語增潤班 
演藝學院之旅 
四社辯論比賽 
大哥哥大姐姐歷奇日營 
香港會計師會理財講座/求職陷阱短講 
 
二零一零年四月 
「樂在音樂」音樂欣賞活動 
「職業性向」小測展板 
初級組班際籃球比賽 
高級組班際足球比賽 
班際啦啦隊比賽 
親子閱讀比賽（二） 
親炙作家講座─君比女士 
維工校友會烹飪班 
ICAC「心靈清泉」閱讀及寫作比賽 
青海地震壁報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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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果」日 
中三 TSA 口試工作坊 
中三英語增進課程 
中一英語增進課程 
聯校家長教育講座（二）：「網絡上的性危機」 
英語語文藝術活動─英語故事劇場 
紀念五四運動 91 周年壁報展覽 
塗鴉工作坊（4─5 月） 
 
二零一零年五月 
中二級地理增潤課程 
青少年科技習作比賽 2010 
「五四青年節」升旗禮及國旗下的講話 
維青盃 
2009/2010 年度灣仔區公益少年團週年頒獎典禮 
參加「2010 年香港學生科學比賽」 
家教會 IT 工作坊 
中四五區補選「模擬投票」活動 
家長學生齊敬師活動 
藝術蛋糕裝飾班 
Clipit 比賽 
普通話講故事比賽 
中六參觀港大保良局社區書院 
普通話猜謎語 
普通話講故事比賽 
聯招校長推薦計劃 
六四壁報展覽 
參加及參觀聯校視覺藝術展 2010 
 
二零一零年六月 
出版「閱讀多樂趣」 
出版「家教會會訊」 
高考放榜輔導 
維青盃三人籃球賽 
中一級「關愛同行─我做得到」日營 
中四級補課 
2010 上海世博暨南京歷史文化修學團 
 
二零一零年七月 
中一至中三「提防網絡陷阱」講座 
中四生涯起動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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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至中三 My Summer Dreams Proposal 
中四專題探究訂題工作坊 
中四傳媒工作坊 
中四地質公園考察 
暑期工作體驗計劃 
結業禮 
中一新生家長迎新會 
會考放榜講座 
會考放榜輔導 
中三級參觀「海防博物館」 
「2010 上海航天科技夏令營」 
升旗隊訓練 
中一至中三中文科試後活動─「電影與文字對讀欣賞」 
中四中文科中文電影欣賞 
 
二零一零年八月 
中一迎新日 
中六迎新日 
中四英語增潤課程 
小六升中一英語銜接課程 
中五升中六英語學習銜接增潤課程（八月至九月） 
中三理財講座 
英文科老師專業發展課程 
新任教職員研修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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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際比賽及獎項 
 
（1）香港學校朗誦節 

 (i)  英文組  
  冠軍 中五至中七級英文戲劇表演 
  第三名 中一、中二級英文戲劇表演 
  第一名 盧瑤    4B   
  第二名 劉晡照 3A 關幗媛 4A 余嘉欣 4B 
  第三名 蘇翠顏 1C 江耀民 3B 雷鳴遠 6B 
  優良獎狀 湯婉瑤 1B 鄧紫欣 1B 孫洛旻 1D 
   龐鳴丰 1D 李納恩 2A 陳建泓 2A 
   仇平    2B 何的珊 2B 張家璧 2C 
   冼廷錕 3A 鄺偉賢 3A 朱燕佳 3B 
   洪偉傑 3C 陳瑋軒 3C 傅天朗 3C 
   李珍珍 4B 翁清茹 4B 吳珮君 4C 
   曾詠詩 4D 孔嘉希 5C2 黎志榮 5C2 
   黃健熙 5S1 周世儲 6B 邱文康 6B 
   駱嘉昕 6B 駱曉彤 6B 馬慧珊 6M 
   陳慧茵 6M 楊榮泉 7M  
  良好獎狀 張健欣 1A 黃永琳 1A 鍾卓瑩 1A 
   陳靖鈞 1B 王芷琪 2B 譚以諾 2C 
   郭梓浩 3C 叢啟軒 3C 余泳潔 3D 
   梁耀生 4D 謝明翰 4D  
  中一、中二級英文二人戲劇   
  優良獎狀 仇国虹 1B 黃添欣 1B  
   孫子傑 1B 譚少堅 1B  
   林朗傑 2A 趙嘉希 2A  
  良好獎狀 伍劭行 1A 陳家榮 2A  
   周翰林 1B 譚竣堯 1B  
  中三、中四級英文二人戲劇   
  第一名 黃雯澧 3A 沙葦樂 3A  
  第二名 關俊軒 3B 傅天朗 3C  
  良好獎狀 勞羨珩 3B  黃煒琪 3A  
  中五至中七級英文二人戲劇   
  第一名 陳子傑 6C 吳煒忠 5C2  
  第二名 林文思 6C 蘇恩諾 7C  
  第三名 雷子興 5C2 沙世鈿 5S1  
  優良獎狀 孔嘉希 5C2 鄺嘉汶 6C  
   梁樂鈞 6C 關曉立 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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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學校戲劇節 

（3） 香港學校音樂節 

 

 (ii)  中文組（普通話）   
  季軍 伍劭行 1A   
  優良獎狀 許啟燊 1A 陳靖鈞 1B 鄧紫欣 1B 
   湯婉瑤 1B 黃添欣 1B 鍾慧明 3B 
   余卓隆 4C   
  良好獎狀 鍾卓瑩 1A 劉祖慧 1A 黃永琳 1A 
   廖信喬 2A 黃卓盈 2A 陳栢恒 2B 
   黃彩明 3A 梁靜儀 3C  
 (iii)  中文組（粵語）   
  冠軍 雷子興 5C2 吳煒忠 5C2 黃子昌 6C 
  亞軍 陳焯倫 4A 陳冠聲 4A 姜皓嚴 4A 
   潘俊賢 4A   
  季軍 伍劭行 1A   
  優良獎狀 梁業臻 1D 王詩清 3D 蔡瑋鋒 4A 
   胡耀生 4A 孔嘉希 5C2  鍾詠欣 5S1 
   周世儲 6B   
  良好獎狀 呂天茵 1C  錢圭璋 1C 張鎮昇 1D 
   連潔瑩 2C 李顯麟 3D 梁家熹 4A 
   林衍生 4A 張詠欣 4B 林子筠 4B 
   陳嘉俊 4C 張正溢 6M  

 (i)  傑出舞台效果獎  
 (ii)  傑出合作獎  
 (iii)  傑出整體演出獎  
 (iv)  傑出劇本獎 王笑鸝 6C       蘇淩司 6C 陳子傑 6C 
   黃雯澧 3A   
 (v)  傑出導演獎 丘奕華 6C       梁婉美 6C 鄺嘉汶 6C 
   林文思 6C 譚梅兒 6C  
 (vi)  傑出男演員獎 關俊軒 3B   
 (vii)  傑出女演員獎 蘇淩司 6C   

 (i)  琵琶深造組    
  第二名 陳曉鋒 4B   
 (ii)  長號初級組    
  第三名 黎海俐 3C   
 (iii)  二胡高級組    
  第三名 黃子昌 6C   
 (iv)  古箏高級組    
  優良獎狀 林紫淇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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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界游泳比賽（港島區第三組） 

（5） 學界田徑比賽（港九區第三組） 

 
 

 (v)  中國樂器獨奏獎    
  優良獎狀 張家欣 6C   
 (vi)  小提琴四級    
  良好獎狀 趙子聰 2D   
 (vii)  二胡高級組    
  良好獎狀 方振東 6C   
 (viii)  阮初級組    
  良好獎狀 袁樂瑤 2A 施卓男 2B  
 (ix)  高音木笛獨奏    
  良好獎狀 黎海俐 3C   
 (x)  中文歌曲-混聲合唱組─初級組   
  良好獎狀 合唱團   

 (i)  全場冠軍 女子乙組團體   
 (ii)  第一名 女子乙組 100 米蛙泳 羅穎琪 3A  
 (iii)  第一名 女子乙組 50 米蛙泳 羅穎琪 3A  
 (iv)  第一名 女子乙組 100 米自由泳 莫凱汶 3C  
 (v)  第一名 女子乙組 50 米自由泳 莫凱汶 3C  
 (vi)  第二名 女子乙組 50 米背泳 李皓妍 2A  
 (vii)  第三名 男子乙組 50 米自由泳 蔣嘉軒 3C  
 (viii)  第四名 男子乙組 100 米自由泳 蔣嘉軒 3C  
 (ix)  第一名 男子乙組 50 米蝶泳 蔣嘉朗 3C  
 (x)  第四名 男子丙組 50 米背泳 李朗逸 2A  
 (xi)  第一名 女子乙組 4X50 米自由泳 李皓妍 2A 陸詠欣 2A 
    羅穎琪 3A 莫凱汶 3C 
    袁樂怡 4B  
 (xii)  第三名 男子乙組 4X50 米自由泳 蔣嘉軒 3C 蔣嘉朗 3C 
    唐靖淇 3C 羅絡軒 4B 
 (xiii)  第一名 男子丙組 4X50 米自由泳 譚少堅 1B 李朗逸 2A 
    殷鍩言 2D 陳嘉俊 2D 

 (i)  全場第二名 女子乙組   
 (ii)  第二名 女子甲組跳高 鄭詠怡 5C2  
 (iii)  第一名 女子乙組 100 米 沙葦樂 3A  
 (iv)  第三名 女子乙組跳遠 沙葦樂 3A  
 (v)  第一名 女子乙組 200 米 梅嘉慧 3B  
 (vi)  第一名 女子乙組 400 米 梅嘉慧 3B  
 (vii)  第一名 女子乙組 4X100 米 江巧兒 3A 沙葦樂 3A 
    梅嘉慧 3B 羅詩韻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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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聖嘉勒女書院陸運會 

（7） 聖嘉勒女書院水運會 

（8） 何東中學陸運會 

（9）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中西區游泳分齡賽 

（10）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11）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地區分齡體育比賽（游泳）—中西區 

（12）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二零零九年度週年游泳團體錦標賽 

（13）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第三組短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一節 

（14）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第三組短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二節 

（15） 國際田徑總會─香港田徑公開賽─支持東亞運動會 2009 

（16）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特步香港青少年分齡田徑賽 

（17）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特步香港田徑聯賽─賽事一 

（18）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特步香港田徑聯賽─賽事二 

（19）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二零零九年第 2 組長池分齡游泳比賽（第 3 部） 

 
 

  第一名 4X100 米友校接力邀請賽 江巧兒 3A 沙葦樂 3A 
    梅嘉慧 3B 羅詩韻 3C 

  第二名 4X50 米友校接力邀請賽 羅穎琪 3A 莫凱汶 3C 
    陸詠欣 2A 李皓妍 2A 

  第一名 4X100 米友校接力邀請賽 江巧兒 3A 沙葦樂 3A 
    梅嘉慧 3B 羅詩韻 3C 

  第三名 4x50 米 譚少堅 1B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09-2010 沙葦樂 3A  

  第一名 50 米蛙泳（13-15 歲組） 羅穎琪 3A  
  第二名 100 米蛙泳（13-15 歲組） 羅穎琪 3A  

  第一名 50 米蛙泳 羅穎琪 3A  
  第一名 100 米蛙泳 羅穎琪 3A  
  第一名 200 米蛙泳 羅穎琪 3A  
  第一名 50 米蝶泳 羅穎琪 3A  

  第一名 50 米蛙泳 羅穎琪 3A  
  第一名 50 米蝶泳 羅穎琪 3A  

  第二名 100 米蛙泳 羅穎琪 3A  
  第二名 100 米自由泳 羅穎琪 3A  

  第二名 女子丙組 400 米欄 梅嘉慧 3B  

  第一名 女子乙組 400 米 梅嘉慧 3B  
  第二名 女子乙組 4X400 米   

  第三名 女子 400 米欄 梅嘉慧 3B  
  第一名 七項全能（青年組） 梅嘉慧 3B  

  第一名 女子 400 米欄 梅嘉慧 3B  

  第一名 女子乙組 100 米自由泳 莫凱汶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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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2009-2010 第 2 組短池分齡游泳比賽 （第 1 部） 

（21） 聰穎教育慈善基金  第三屆啟慧中國語文廣播創作暨演繹比賽 

（22） 公益少年團  

（23） 國民教育中心 

（24） 香港青年協進會 『認識祖國、認識香港』問答比賽 2009 

（25） 小童群益會「中國年度大事選舉 2009」 

（26） 第一屆香港中學數學創意解難比賽（初賽） 

（27） 青少年科技習作比賽 2010 

（28） 「English Builder」 

（29） 「無毒家庭你有 say」之「給爸媽的信」寫作比賽 

（30） 女童軍 

（31） 香港藝術發展局 

 

  第二名 女子乙組 500 米自由泳 莫凱汶 3C  
  第三名 女子乙組 200 米自由泳 莫凱汶 3C  

  亞軍 陳焯倫 4A 潘俊賢 4A 陳冠聲 4A 
   蔡瑋鋒 4A 羅啟晋 4A  

  09-10 優秀團員奬 江展喬 6M   
  「伊利沙伯體育館公益少年團周年大會操」活動楷模獎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六十週年問答比賽」優勝學校獎 
  嘉許狀 陳詠淇 3B 李沛東 3C 張梓峰 5C1 
   劉仙朮 5S1 黃健熙 5S1 鍾詠欣 5S2 
   周世傑 6B 方振東 6C 林文思 6C 
   梁文鳳 6C   
  「全球華人慶祝建國 60 週年」系列活動─國民教育系列之「繽紛光影獻

真情」校際比賽︰中學組 積極參與學校獎 
  「獻真情」中學組優異獎 馬慧珊 6M  

  優異獎 方振東 6C   

  愛心參與獎    

  銅獎    

  一等奬 陳卓犖 2B   
  二等奬 張子菱 2B 翟家葆 2B 彭裕軒 3A 
  三等奬 譚竣堯 1B 黃添欣 1B 袁泳聰 1B 
   冼廷錕 3A 蔡韵芝 3A 楊倩婷 3B 

  2010 年最有啓發力學校獎   

  亞軍 陳卓榆 6B   

  季軍 林衍慧 6M   

  優異獎 蘇靖琳 6B   

  2009─2010 年度「優秀隊伍」   

  「隊伍優秀女童軍」 楊凱怡 5C3  

  校園藝術大使 丘奕華 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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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青藝節 

（33） 音樂事務處「青年中樂匯演」 

（34） 第二十一屆閱讀嘉年華─民歌歌唱比賽 

 

  新秀新星獎 75 周年校慶音樂劇《花木蘭》  

  銅獎    

  優異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