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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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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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年度關注事項 

 

 

1. 透過「自主學習」提升學生主動學習能力和學習成效 
 
  「自主學習」(Self-regulated Learning, SRL) 由本校學業提升組負責推行，目

的在於強化學生在學習方面的主動性，從而提升學習的成效。在2015-2016學年內，

校方嘗試在中一級中、英、數三科安排「自主學習」課堂，每科上下學期各一次，

每次兩個相連課節。本校老師亦於自主學習課堂中互相觀課，彼此分享。中二級

英文科的「Drama in Education」則全年使用「自主學習」模式授課。 

 

  為了增強各老師對「自主學習」課堂的了解和授課技巧，本校於教師發展日

安排了相關講座，並邀請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李雪英校長為主講嘉賓。李校長兼

任中學校長會主席，近年積極推行「自主學習」方式課堂，講座內容介紹了「自

主學習」教學的成功例子，啟發教師的教學思維。此外，本校老師亦多次外訪友

校，於友校參與「自主學習」課堂觀課和其後的議課，又出席聯校教師工作坊，

進行跨校交流。 

 

  按照西方認知發展理論，「自主學習」是強調學生在自我調適過程中的角色，

也就是學生如何主導學習、調適學習和反思學習。而本校則選用國內的成功例子 

─「還課堂給孩子」的模式來推行「自主學習」，在課堂內學生被分為四人一組，

而約 75%的上課時間為學生活動，包括小組活動、協作學習、相互提問，或擔任

小老師，向同學作出匯報和講解，最後更安排學生自評和互評等。因此，課前的

知識和技巧準備是必須的，「預習」就非常重要，要討論有質素，引導探究思考的

題目不可或缺，教師就需要預備「導學案」了，並且老師會在課堂中提點學生，

和作出評估。在配套方面，校方購置了多套小型白板，白板筆等文具，供各組展

示學習成果，各學生都表現出色。 

 

  當所有「自主學習」的課堂完成後，學年完結前，校方亦安排問卷調查，向

參與的學生和老師收集意見，用以優化來年「自主學習」的策略。總計全年共推

展二十多次「自主學習」課堂，學生反應因班和因科而有所落差，但大部分學生

都表示願意在未來積極參與小組學習。學業提升組希望透過改善和調適，「自主學

習」能提升學生主動學習的能力，並能享受學習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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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透過「生涯規劃」強化學生生命素質及確立其發展目標 
 

  本年度其中一項關注事項是透過「生涯規劃」強化學生生命素質及確立其目

標。本校的生涯規劃教育主力由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負責推行。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於本學期舉辦多項生涯規劃活動，計有講座、參觀、班主任生涯規劃教育課(生涯

規劃師)、「成長導航」師友計劃及體驗活動。透過各類型生涯規劃活動，加強學

生對自我的認識，從而建立正面的價值觀，並讓同學能充份掌握升學路向，及早

為踏出校園及升學作好準備。中二級活動包括「尋找生命的色彩」生涯規劃班主

任課、越峰成長中心「生涯規劃工作坊」，幫助學生探索職業與選科的路向。中三

級活動包括選科講座、家長晚會、網上事業興趣測驗、選科個人及小組面談，高

中科目體驗等活動，幫助同學認識選科策略。中四級活動包括「聯校職業博覽」、

「應用學習課程」講座、「應用學習課程」體驗活動、學生發展日參觀 Green Ladies、

聖雅各福群會社區中心、明愛專上學院酒店旅遊培訓學系、港大李嘉誠醫學院護

理系，Bridal Academy「婚禮統籌及婚嫁業」講座、HKTT 航空及旅遊業講座，讓

同學認識及體驗不同行業及培訓課程。中五級活動包括「生涯地圖」生涯規劃班

主任課，「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參觀、「浸會大學」參觀、朋輩輔導計劃講座，幫

助同學認識多元出路。中六級活動則有大學資訊日參觀、香島教育中心「內地升

學」講座、聯招升學個人及小組輔導。透過不同類型升學就業活動，幫助同學規

劃前程。 

 

  而其他科組亦協助推行本校生涯規劃教育。課程發展組舉辦中三「網上模擬

選科」及中四「應用學習課程」增修活動﹔全人發展組推行「躍進計劃」﹔訓導

組推行「閃亮計劃」﹔生活與社會科於初中教授「生命教育」課，中文科及圖書

館晨讀活動以「人物傳記」、「個人成長」及「勵志故事」為主題﹔語文科亦以「自

我裝備，探索前程」為閱讀報告及週記主題，讓同學透過活動和實踐，認識生涯

規劃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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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管理委員會於 1998 年成立，成員包括︰   

主席︰ 程淑儀女士      （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  （課程發展）） 任期至 2016 年 1 月 3 日 

 陳蕭淑芬女士 （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   （幼稚園教育）） 任期由 2016 年 1 月 4 日起 

成員︰ 陸施燕燕女士         （校長）  

 楊良河先生   （獨立成員）   

 黃超文先生   （獨立成員）   

 李耀文先生   （校友成員）   

 伍偉雄先生   （校友成員）   

 張寶榮先生   （家長成員）   

 林思睿先生   （家長成員）   

 侯傑文先生   （教員成員）   

 楊偉良先生   （教員成員）   
 
 
 

教職員名單  
 

1. 學校編制   

校長 ︰ 1    

教師人數 ︰ 58    
 

2. 教職員名單   

校長 ︰ 陸施燕燕  

副校長 ︰ 陳佩文 趙國聲  

教師 ︰   

歐俊龍 陳鍾培 陳琼珠 鄭佩瑜 張儲薇 

張國聰 趙倩影 蔡偉雄 周偉倫 齊巧娟 

侯傑文 何佩儀 高麗霞 高淑兒 高偉業 

季蕊 關呂佩玲 鄺錫鋆 黎鎮誠 黎慕賢 

林國傑 林敏儀 林詩慧 林婉菁 劉小佩 

羅凱欣 羅文佳 梁君權 梁保賢 梁穎怡 

李裕威 廖秀雲 陸金華 陸穎珊 馬景亮 

麥燕珊 莫秀娥 伍達滿 顏淑麗 彭蔡淑芬 

蒲天亮 潘燦光 蘇諾培 鄧潔儀 鄧秉翔 

杜滿堂 徐慶剛 黃香香 黃漢金 黃珏浩 

黃柏堅 黃思敏 楊偉良 葉國輝 余淑嫻 

JENKINS Huw-Prys     

教學助理 ︰ 林博康 李俊毅 嚴雪梅 吳家欣 

駐校社工 ︰ 杜藹慈 余仕聰 莫鵠謙  

實驗室技術人員 ︰ 林德榮 岑德冠 張銘昌  

      

學校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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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職人員 

 

︰ 

 

霍啓良 

 

朱淑基 

 

陳婉紅 

 

甄修瑜 

  袁懷娟 鄧詠恩 何穎恩 梁伊琪 

  吳榮基    

電腦技術員 ︰ 劉永鏗(至 2016 年 2 月 29 日) 李俊雄(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 

  岑自濠(由 2016 年 3 月 29 日起) 楊嘉俊(由 2016 年 4 月 1 日起) 

離校教職員 ︰ 陸施燕燕 陳佩文 陳鍾培 周偉倫 

  齊巧娟 黎鎮誠 劉小佩 羅凱欣 

  蘇諾培 黃珏浩 林博康 嚴雪梅 

  余仕聰 劉永鏗 李俊雄 甄修瑜 

  梁伊琪 JENKINS Huw-Pr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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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2 % 

 持有學士學位的教師百分比 ︰ 56 % 

 持有本地專上非學位學歷的教師百分比 ︰ 2 % 

 

4. 教師的專業資格   

 本校英文科及普通話科老師已 100%達到語文能力評核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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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具有 5 至 9 年教學經驗的教師的百分比 ︰ 5 % 

 具有 10 年或以上教學經驗的教師的百分比 ︰ 84 % 

 

6. 教師專業發展    

 教師參與持續專業發展的平均時數 ︰ 41.35 小時 

 校長參與持續專業發展的時數 ︰ 140 小時 

 

7. 教師發展日 

本年度，本校共舉辦了三次教師發展日，活動形式包括：分享會、講座、參觀、討
論和工作坊等，讓老師分享經驗，促進教師的交流，加強教師團隊精神，建立協作
文化，提升學與教的效能。第一次教師發展日的上午時段，本組邀請了可譽中學暨
可譽小學校長李雪英校長及麥敏潮副校長到本校分享他們在校推行「自主學習」的
方法和經驗。老師從他們的實踐經驗分享中獲益良多。下午時段，本校中文科、英
文科和數學科老師分別分享他們的實踐經驗。隨後，各科組進行共同備課，設計自
主學習的教案。全部同事都表示滿意當日各項活動的安排和是次發展日活動能夠配
合學校的發展及關注事項。第二次教師發展日是官立中學聯校教師發展日，主題是
「認識工作世界」，當日各行專業人士應邀主持職業導向講座；教師按分組被安排
到實地參觀，藉以配合校本推行的「生涯規劃」。大多數教師認為講者皆能就其專
業介紹行業特色，參觀活動亦提供深入的職業資訊。他們對是次活動的內容及安排
感到滿意。第三次教師發展日的上午時段，老師主要討論學校自評問卷調查結果和
就著學校的關注事項進行匯報(生涯規劃及自主學習)。另外，老師們通過分析，針
對需要，提出一些改善建議。下午時段，老師參觀「教育局中央資源中心」，進一
步認識中央資源中心提供的學與教資源及服務，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大多數同事
(超過 93%) 滿意是次發展日活動，支持學校的關注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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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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至中六級為新高中課程，除四個核心科目

外，亦開設十個選修科目；除英國語文科外，當中有六科設有以英語授課的組別；學

生可修讀其中兩個科目。高中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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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 

英國語文教育 19.7 % 

數學教育 14.4 % 

科學教育 10.6 %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13.6 % 

科技教育 12.1 % 

藝術教育 6.8 % 

體育 4.6 % 
 

3. 學生資料 

 3.1 學校實際上課日數 

  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度實際上課日數 ︰ 160 天 

  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度活動日數 ︰  30 天 

  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度總日數 ： 190 天 
 

 3.2 班級結構及學生比例    

  二零一五年九月入讀本校的學生共 724 人，分作 24 班，詳情如下： 

年級 科目 班別數目 學生人數 

中一 一般學科 4 125 

中二 一般學科 4 126 

中三 一般學科 4 127 

中四 新高中科目 4 127 

中五 新高中科目 4 107 

中六 新高中科目 4 112 

 總計： 24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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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學生出席率 

 
 

3.4 離校百分比  

   

 

4.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本校共有 112 位同學參加第五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共考獲 20 個 5 級或以上，而成
績達 2 級或以上的則有 477 個，成績理想；其中以鍾詠彤、傅俊杰、李美鈺、邵懿雯、
余中彥、何加雯、李淑盈、麥浩銘、孫承羲及黃天朗 10 位同學的表現最為卓越。本
校有 4 科的成績達 2 級以上的比率高於全港常模數據，當中包括英國語文、地理、資
訊及通訊科技及視覺藝術。升讀本地大學及大專院校的同學有 93 人，分別入讀香港
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教育大學、香港公開
大學、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等。而同學們修讀的課程包括有理學、商學、化學科技、視
覺藝術、翻譯及語言、中學教育(資訊及通訊科技)、工程學及屋宇裝備工程學等。此
外，往海外進修的有 5 人。 

  

96.10% 

97.60% 97.60% 
97.20% 

96.50% 
96.80% 

90.00%

92.00%

94.00%

96.00%

98.00%

100.00%

S1 S2 S3 S4 S5 S6

提早離校學生 

3% 

在校學生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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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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 校友獎學金 
1970 校友獎學金 
1999 校友獎學金 
呂保羅紀念獎學金 
中華廠商聯合會梁廣泉校友獎學金 
尤德爵士紀念獎學金 
「明日之星」計劃上游獎學金 
青苗學界進步獎 
劉國禎獎學金 
譚國榮獎學金    
Griffiths Prizes 
校友會公開考試成績優異獎 
余振華紀念獎學金 
蘇啟邦紀念獎學金 
家長教師會學業進步獎 
學業成績優異獎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優異獎 

優良及良好服務獎 
最佳男女運動員獎 
肇堅盃 

   
6. 中六畢業生升學及就業統計 

 

 
  

全職就業 

9% 
海外升學 

6% 

本地全日制專上

/職業訓練課程 

68% 

本地大學課程 

14% 

自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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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香港中學生情意及社交範疇表現指標問卷調查 

是次調查於二零一六年一月至二零一六年四月期間進行，對象是中一至中六級全體學

生。調查項目分別為「對學校的態度」及「學習能力」兩項。在分析數據後，得出了

以下的結果： 

 

(1)  在「對學校的態度」方面。高中學生的評分大致正面，在「成就感」、「經歷」、

「整體滿足感」、「社群關係」和「負面情感」五個細項的平均數比「香港常模

數據」分別高出 0.36、0.21、0.08、0.06 和 0.03，而「師生關係」和「機會」的

平均數分別低於「香港常模數據」0.1 和 0.05。初中學生的評分比高中學生稍遜，

五個細項平均數均低於「香港常模數據」。「師生關係」、「社群關係」、「負面情

感」、「整體滿足感」和「機會」分別比常模低 0.21、0.18、0.13、0.06 和 0.05。

反映出初中學生對愉快的校園生活，感到不滿足。而「成就感」和「經歷」則

分別高於「香港常模數據」0.15 和 0.07。 

(2) 在「學習能力」方面，本校學生對個人的學習能力表現正面。高中學生在全部

細項中的平均數皆高於「香港常模數據」0.07 或以上，反映高中學生對個人學

習能力充滿自信。初中學生在各個細項的平均數都高於「香港常模數據」0.03

或以上，初中學生對個人學習能力的評分亦見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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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學校大型活動 

 

8.1  水運會 

周年水運會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假香港中山紀念公園游泳池舉行。 

 

當天，同學熱情、投入，場面熱鬧。校長以三好概括當時的情況──天氣好、顏色

好和氣氛好。校長欣賞各社啦啦隊的落力、投入，打氣工具製作精美，社衫的顏色

尤其鮮豔奪目。由此可見，同學具備良好的團隊合作精神，對所屬的社具有濃厚的

歸屬感。 

 

本年度的主禮嘉賓是維官校友程愛祖先生。程學長現任國際足球總會助理裁判、香

港足球總會一級主裁判，更曾獲頒發最佳主裁判榮銜，在體育發展方面有傑出的成

就。在學時期，他全情投入校內服務工作，獲得全校師生的認同──中四那年，突

破常規，當選學生會主席。程學長勉勵同學，不論學業成績如何，努力做好自己，

找出自己在群體裏角色，一定能有一番作為。  

 

2015-16 年度周年水運會比賽成績如下： 

水運會各主要獎項得獎名單如下： 

1. 全場社際總冠軍：黃社 

2. 全場啦啦隊總冠軍：黃社 

3. 班際全場總冠軍: 2A 

4. 個人全場總冠軍﹕女子組---      5B 馮嘉怡(黃社) 

           3B 徐卓玲(黃社)   

           2D 余欣禧(紅社)                  

                       男子組--- 5A 胡俊浩(黃社) 

5. 個人冠軍      

男甲---5A 胡俊浩(黃社) 女甲---5B 馮嘉怡(黃社) 

男乙---4A 林璟宏(黃社)    女乙---3B 徐卓玲(黃社) 

男丙---2A 石家愉(綠社)   女丙---2D 余欣禧(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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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陸運會 

周年陸運會於二零一六年二月十六日和二月十七日假小西灣運動場舉行。 

 

賽事在乍暖還寒的新春期間舉行，同學的臉龐上除了掛滿朝氣之外，還喜氣洋溢。

本年度，女乙擲鐵餅和女乙跳高兩項賽事，刷新學校紀錄。 

 

頒獎禮上，校長表示欣賞老師、同學、家長的積極投入，接力賽事維官一家親，充

分體現了家校共融的感覺。來年，希望有更多同學邀請家長一同參與學校活動。校

長特別勉勵同學以正面思考去克服困難。 

 

本年度的主禮嘉賓是維官校友暨港青基信書院陳狄安校長。陳校長是九八年的畢業

生，畢業後持續不斷地進修，以正面積極的態度去面對挑戰，實踐維官貫徹始終，

做到最好的精神。他以跨欄為喻，指出無論是在欄杆一躍而過，或在欄杆底下爬過，

只要肯面對眼前的阻力，難題一定能迎刃而解。 

誠如陸施燕燕校長所言，陳狄安學長年青有為，既是學弟、學妹的榜樣，亦是維官

老師的成就。 

  

陸運會各主要獎項得獎名單如下： 

1. 全場社際總冠軍：紅社 

2. 全場啦啦隊總冠軍：紅社 

3. 班際全場總冠軍: 5B 

4. 個人全場總冠軍﹕女子組--- 5B     李倩婷(綠社) 

                       男子組--- 6C     許嘉俊(黃社);            5C    羅浩賢 (黃社);  

                      3D     姚文俊(黃社);   2D 李澤滔(黃社) 

5. 個人冠軍      

男甲---6C     許嘉俊(黃社) ; 

                                                 5C    羅浩賢(黃社) 

女甲---5C     李倩婷(綠社) 

男乙---3D   姚文俊(黃社) 女乙---3B     徐卓玲(黃社) 

男丙---2D     李澤滔 (黃社) 女丙---2B     井川雪奈(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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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開放日 

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日及三十一日(星期五及星期六），是本校一年一度的開放

日，本年度的主題為「生涯規劃•美好前程」，開放日開幕禮同時舉行「時光長

廊」(Time Gallery)啟用禮。開幕禮在十月三十日下午一時開始，先由校長陸施

燕燕女士致辭，接著是揭幕儀式，由主禮嘉賓(包括鄧日燊太平紳士、前任校長

梁文姬女士、校友會會長伍偉雄先生和校管會主席程淑儀女士)齊集台階前，一

同拉花炮象徵活動的開始。醒獅隊表演先為整個慶典揭開序幕，接著，嘉賓及校

長由醒獅陪同下移步至時光長廊，進行啟用禮儀式。開放日活動豐富：包括校園

導賞、音樂舞蹈表演、攤位遊戲、實驗示範等。操場上，中樂團奏出優美動人的

樂章，舞蹈學會表演節奏強勁的舞蹈。操場周邊的攤位匯集各學習領域的學科作

品展覽及攤位遊戲，展現了本校多年來學與教的成果。同時，生物、物理和化學

科的趣味實驗更設有豐富獎品，其樂無窮。此外，還有家長教師會的攤位遊戲和

校友會的展板等。開放日表演按時段在表演區及禮堂進行上演《莎翁名劇•樂音

共享》，令在座嘉賓以雷動的掌聲表示鼓勵和支持。開放日於十月三十一日下午

十二時三十分圓滿結束，兩天入場人數眾多，家長、校友、同區坊眾、友校師生、

各界人士慕名前來觀賞，開放日氣氛熱鬧，喜氣滿溢。 

 

8.4    學校旅行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一）為本校一年一度的學校旅行日。當天各級

同學到不同地點旅行：中一級馬鞍山郊野公園、中二級大坳門郊野公園、中三級

大美督郊野公園、中四級北潭涌郊野公園、中五級流水響郊野公園及中六級大帽

山郊野公園。 

旅行日不但能讓師生舒展身心、加強溝通、促進感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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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起投入活動，盡興而返。 
 

8.5   家長日 

家長日在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日舉行。家長日的目的在於加強家校合作，共同促

進同學的全人發展。當天，家長在同學的陪同下，回校領取上學期的成績表，並

與班主任、副班主任進行溝通，了解子女的學習情況和校園生活。此外，圖書館

學會準備了不同範疇的課外書籍，讓同學和家長選讀，以提升他們的閱讀興趣；

學業提升組展出同學的優秀課業以肯定他們努力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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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報告 
 

1. 訓育組 

培養學生律己愛人的品德是訓育組仝工的共同理念。為提升同學的自律、自信心、

團隊精神及抗逆力，本組十二位老師及六十多名領袖生同心協力，使同學無論在

校內、校外都建立了良好的紀律及行為。  

 

學期初，訓育組特別安排二十名中二級同學參加由香港少年領袖團及教育局訓育

及輔導組合辦的「多元智能躍進計劃」，目的是希望透過團體活動，建立同學的

團隊精神及領袖才能，提升他們的自律能力、自信心及抗逆力，從而培養他們對

學校的歸屬感和處事的責任感。同學於營中經歷各種不同的歷奇活動，面對逆境

自強、迎難而上等不同挑戰。在老師及專業導師的循循善誘的教導下，同學們回

校後，無論在自律及學行方面皆有明顯提升，建立了正面積極的人生觀。 

 

另外，為使中一同學及早培養「自律守規」的精神，本組聯同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於學期初推行中一德育成長發展計劃──「種籽行動」。同學藉着兩個月的軍訓

歷練，把遵守秩序、紀律融入日常的學校生活中。此外，為鞏固學生的自律基礎，

本組又與聖雅各福群會及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合作推行「閃亮計劃」，於中一

級特選十五名同學參加，進行共七節的成長訓練活動。他們透過此計劃建立了正

面的價值觀，無論自信心、自律能力、解難能力及情緒管理方面，都有所提升。 

 

為提升學生領袖的領導才能，本組與教育局訓育及輔導組協作，舉辦聯校領袖訓

練工作坊:將軍澳官立中學、屯門官立中學及觀塘功樂官立中學合辦的兩日一夜

「飛躍之旅聯校領袖訓練計劃」。此外，訓育組亦與長洲官立中學協作舉行領袖

生交流日。領袖生藉着與友校同學的互相交流，積極參與各項領導活動和分享，

既開拓視野，亦提升了領袖才能。同學均認為此次聯校活動很有意義，且對領袖

生的工作有很大的幫助。 

 

本組致力建立健康校園，防止校園受到毒品污染，除協助推行校園驗毒計劃外，

亦積極參與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的「健康 SUN 動力計劃」的活動。 

 

此外，本組亦推行「自省計劃」，讓那些因多次輕微違規而被記缺點的同學，透

過參加此計劃，反思己過，作出改善，獲得改過自新的機會。本組亦繼續推行「表

揚榜」及「太陽計劃」，以鼓勵同學自律守規及各班建立良好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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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輔導組 

為配合「全人教育」發展，去年輔導組以「建構健康校園，開展美好人生」為工

作目標，透過個別輔導、班級活動和講座，培養同學正面、積極的價值觀，使他

們樂於接受挑戰，為自己開展燦爛的人生。本組的個別輔導工作由駐校社工杜藹

慈姑娘及組內各老師負責，為有需要的同學舉辦預防及發展性的活動和工作坊;

亦設有級輔導老師，聯絡及協助老師或班主任，以了解個別學生的情况，共同訂

定有效的輔導跟進工作。 

 

本着關愛同行的理念，本組續辦「大哥哥、大姐姐」、「守護夭使」和「育苗功課

輔導」計劃，不但幫助中一同學適應校園生活，還讓高年級同學回饋學校，以達

到助人助己的效果，並共同締造和諧校園。本組為加強和家長溝通交流之機會，

特意舉辦「中一家長晚會」及舉辦優質講座，如「網絡時代講座」，向家長帶出

正面訊息。輔導組也與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合辦「健康校園活動」，包括「快

樂由我創」及「戲劇之王」劇場工作坊，同學透過活動學習如何適當地抒發情緒

及建立良好正面的生活態度。為讓同學善用午飯後的閒餘時間，駐校社工舉辦多

項活動，如音樂表演、手工藝班、羽毛球活動、飛標比賽和桌上棋盤遊戲。此外，

為了幫助同學處理壓力而舉辦「摘星無壓力」講座。「向上游－明日之星職場探

訪」是本組新增為幫助同學進行生涯規劃之活動。 

 

在特殊教育方面，本校聘請專責老師、社工及教學助理，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同學

進行個別輔導、安排具治療性質的專業訓練，更為全校教師提供培訓，以全面支

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和家長。另外，教育局仍為本校提供「校本教育心理服

務」，讓同學在學業和心理上獲得教育心理學家的專業支援，以助他們發揮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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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去年的工作目標是協助同學認識自己，讓同學了解自己的能力、

潛質、志向、興趣和所面對的就業環境，並讓高中同學認識升學及就業的多元出

路，為升學、接受職業訓練和擇業作出適當的準備。本組的工作內容包括：定期

更新升學和就業資料、張貼海報和剪報、安排參觀、講座、分享會和工作坊、統

計調查及協助同學辦理有關申請離校證明書和推薦信等事宜。 

 

本組安排中二及中五同學在班主任課分段完成《尋找生命的色彩》或《生涯地圖》

的內容，而中一、中三、中四及中六級亦採校本編制課程，讓新學制下的各級同

學能為自己的前途作初步規劃。 

 

本組為中六同學舉辦了一連串的講座和工作坊，協助他們處理「大學聯招選科」

及「E-APP」報名事宜，亦安排同學參加各大專院校的資訊日活動，讓他們對新

高中學制的多元出路有更深入的認識。本組在第一次學生發展日舉辦「Career 

Expo」，邀請專上院校代表到校作課程講座，協助同學為將來就業和繼續升學作

更好的準備。去年十一月及十二月，與青年協會及聖雅各福群會合辦面試預備工

作坊，為中六同學作好裝備，以便有效地應付面試，避免一般年青人面試時常犯

的毛病。 

 

本組同時也為中三同學舉辦「高中選科」講座、編製高中選科小冊子、介紹選科

程序，及安排各選修科目的科主任介紹科目的學習內容和特質；亦為中三家長舉

辦「中三家長晚會──高中選科講座及面談」，由本組負責老師、各班正、副班

主任及各學習領域的統籌老師與家長進行分組面談，講解本校的選科程序及協助

子女選科的輔導技巧，為家長提供支援和輔導。 

 

本組亦安排活動予其他級別，如安排中四級同學參加由聖雅各福群會主辦的「生

涯起動」的生涯規劃活動，和東華三院健康理財中心的「財智 Goal 飛」理財活

動，為中三同學舉辦「鯉魚門公園生涯規劃營」，讓同學為事業及人生訂立目標，

預早規劃其人生，亦為中五級同學安排「參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參觀職業訓

練局海事訓練學校」、「機師職業分享會」及「珠寶行業職業講座及工作坊」，讓

同學為升學就業作好準備。 

  



 15 

4.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過去一年，本組的活動主要分為兩個層面，分別是：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及國民

教育。在道德教育方面，透過每月一次「靜思語」的張貼、步操紀律訓練、基本

法比賽等活動，提醒同學禮貌、尊重、誠信和自律的重要，從而幫助同學建立正

確的待人處事態度。 

在公民教育方面，本組與校外各機構合作安排了一連串加強學生公民意識的活動，

包括：參與學友社舉辦的「第 22 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鼓勵同學多關注

時事，以培養同學的公民意識；安排同學參觀廉政公署及舉行廉署德育劇場活動，

讓同學及早認識廉潔社會的重要；參與公民教育委員會的「網上《基本法》問答

比賽」，讓同學認識特區的政制。 

最後，在國民教育方面，本組先後舉辦及協辦多個校內外不同類型的活動，加強

同學對祖國的認識和培養國民身分的認同，如參加恆常訓練，並組織校內升旗隊，

每年最少五次，分別為「國慶日」、「畢業暨頒獎典禮」、「學校開放日」、「五四青

年節」及「七一回歸日」等舉行升國旗儀式，以及進行「國旗下的講話」。本組

更在本年舉辦國內遊學團──南京及北京交流團，讓同學近距離接觸及感受祖國

的歷史文化，加深同學們對祖國的認識。 

總括來說，本組通過全方位及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培養同學律己愛人的品德，並

建立正確的價值觀，亦令同學更關注香港及祖國的發展及加強對家國的歸屬感。 
   
 5.  環保教育組 

本組舉辦了多元化的綠色活動，旨在加強同學們的環保意識，漸見成效。本組學

生幹事不遺餘力，經常以角色扮演的輕鬆手法在早會上深入淺出氣候變化的現狀

及宣傳節能意識。此外，每班一位綠色大使協助推動環保工作。學生幹事積極舉

辦班際利是封回收大賽，全校學生踴躍參與，兩天比賽回收利是封總數多達 2729

個。在開放日更首度聯同通識科一起舉辦攤位遊戲推動環保意識。在學生發展日

更舉辦「綠•識•新活循環線」環保導賞團給中二全級學生，參觀香港廢物回收

情況及管理設施，加深學生的環保知識，地點包括環保園訪客中心、仁愛堂塑膠

資源再生中心、聖雅各福群會綠色家電環保園、九龍灣回收物料轉運中心、綠在

東區。本組與社會服務團合作，在「愛＠維官」長者服務日中，學生示範製作環

保酵素，更即場派發數十樽由學生親手預先製造的環保酵素給長者試用，本組學

生亦親手製作獨一無二的猴年賀年掛飾贈予每位長者。本組亦與興趣小組合作舉

辦全校班際種植比賽，本組首次在操場使用垂直綠化方法栽種盆栽，不但美觀，

更可節省大量空間，而且方便同學欣賞及照料盆栽。本組別與聖雅各福群會導師

合作，舉辦兩次環保酵素工作坊，出席者除了學生以外，更有校友及家長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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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健康及性教育組 

過去一年，健康及性教育組的工作目標是提升同學對身心健康的了解。主題活動

包括：健康飲食、預防疾病、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和良好的人際關係，使同學擁有

強壯的身體、良好的精神狀況和融洽的社交生活，進而開展健康、快樂的人生。 

 

本組提供多項服務: 在照顧初中同學的身心健康方面，邀請「護苗教育」為中三

同學舉行講座和工作坊，鼓勵同學學會自制、發展自我、潔身自愛;同時，為加

強同學自愛意識，本組邀請香港世界和平統一家庭聯合會主辦「純潔宣言」講座，

灌輸正確的「性」觀念─「婚前純潔，婚後忠誠」的人格教育。此外，為女同學

舉辦「女性衞生」講座，讓女同學更了解自己的生理成長; 邀請衞生署職員為中

一及中四同學舉辦講座，過去一年，為中一同學舉辦了七次的成長新動力課程、

為中四同學舉辦了一次「寧缺勿濫」性教育工作坊，讓同學認識和適應在成長期

中的生理及心理轉變，幫助同學建立健康、開明及負責任的態度。針對部分中二

同學面對輕微超重的情況，本組舉辦講座，安排衞生署營養師為同學講解何謂良

好的飲食習慣; 響應衞生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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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良好的飲食習慣。此外，本組更參與衞

生署的學生健康檢查活動，並為中一同學安排交通前往檢查，以提高同學的參與

度及保健意識，從而促使同學更注重個人的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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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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既能令學生健康成長、增進知識、啟發潛

能，更能使師生關係融洽，締造良好的校園氣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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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社均透過社際比

賽，爭奪最高獎項──肇堅盃。學生可在參加社際活動的過程中，增加對社及學

校的歸屬感。本年，本校設有二十個學會，可歸納為四大類：學術、制服團隊及

服務、興趣及宗教、體育，同學可因應個人興趣，自由選擇參與。各學會亦舉辦

不同性質的活動，包括：球類比賽、辯論比賽、戲劇比賽、問答比賽、歌唱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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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聯課活動更是體驗全方位學習、豐富同學其他

學習經歷的好機會。本校同學參加校外比賽的種類廣泛，包括：學術、藝術、興

趣及體育等類別，成績理想。 

 

此外，聯課活動組為所有中四級同學舉辦領袖培訓日營。同學均積極投入，為他

們來年作為領袖生及學會幹事作好準備。 

最後，在十三日的試後活動期間，各組別與學會為不同級別的同學舉辦了以下多

元化的活動，讓學生舒緩考試時的緊張心情，包括：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伙伴計劃、事業選擇講座、放榜前講座 

 聯課活動組──領袖訓練日營、「踏上工程青雲路」講座、電影欣賞、參觀香

港歷史博物館、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 

 聯課活動組及英文科──欣賞《褔爾摩斯之花斑帶奇案》話劇演出暨討論、「維

官知多少」問答比賽、飲食文化導賞團 

 訓導組──聯校領袖訓練營 

 輔導組──教育短劇、預防賭博講座、「大哥哥大姐姐計劃」領袖生訓練營、

紀律部隊工作探索、「健康教室」講座、「戲劇之王」工作坊、職場準備、暑

期活動介紹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公民教育」校園探訪活動 

 非華語學生支援組──健身操、粵劇初探導賞活動、醒獅及武術表演、武林

大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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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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A 莊君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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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萬聖節鬼屋活動、聖誕

才藝表演派對、復活節設計及尋蛋活動、情人朱古力製作班、人肉飛行棋及結他

班等。活動除有助增加學生對校園的歸屬感外，亦為校園生活增添姿彩。另外去

年亦增加中一甜品日活動，會獎勵每月份遲到最少中一班級，該活動旨在鼓勵同

學守時習慣。該會與家長教師會合辦的「家長學生齊敬師」活動，亦非常成功。

學生會幹事更為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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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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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夠透過這些活動向校方反映對學校各方面的意見，

從而提升校園學習環境的質素。 

 

本年度與聯課活動組合辦的「維」才是用活動，主要目的是提供學生展示才華的

平台，讓學生多一些發揮自我的機會，由於反應理想，本學年舉辦了兩次，明年

亦會繼續。 

 

在學生福利方面，該會為同學提供文具買賣、借用兩傘及影印服務等，亦參加了

由多所中學組成的「學生福利聯盟」，讓同學享有更多的店舖優惠。 

 

9. 社會服務團 

該組於去年舉辦三個大型活動，包括捐血日、便服日及長者服務日。同學積極參

與，反應熱烈。籌款活動方面，該組全年為公益金籌得二萬二千多元，成績理想。

同學在各項活動中表現出樂於助人之心，值得讚許。在捐血日活動中，全校共八

十多位同學及老師參與，反映他們充滿熱誠和愛心，並具有樂善勇敢之良好品德。

同學們主動參與「健康校園」計劃之各項活動，亦踴躍參加少年警訊主辦的社區

服務活動，獲得社區人士的讚賞。除此之外，同學在公益少年團表現出色，共三

十四位同學獲基本章，九位初級章，二位中級章，一位獲三等榮譽章、二等榮譽

章及一等榮譽章；其中，一位中四同學獲頒發優秀團員，一位中六同學參選為傑

出團員，其中經驗實難能可貴。在對外比賽方面，公益少年團參加「灣仔區服務

獎勵計劃」，並榮獲優異獎。同學透過參與不同的活動，發揚關愛精神，學會如

何締造一個和諧共融的社會，獲得豐富的人生經歷。 

 

10. 駐校社工 

聖雅各福群會學校社工提供個案輔導、諮詢服務，並舉辦小組交流及活動，為同

學、家長及學校提供適切的輔導，提升同學的抗逆能力及與人相處的技巧，以切

合其個人成長的需要。 

此外，為配合學校的發展方向，駐校社工亦透過與學生全人發展組合作，舉辦班

制、級制及全校性的活動，藉此協助同學建立正面價值觀，成為具責任感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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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報告 
 
 

1.                     English Society 

 

Our objective is to create an English-rich environment to help students build a good 

level of English language competence. In the past year, we continued to focus on 

activities which allowed students to use the language in their communication with 

teachers and schoolmates. 

 

A whole year programme named English Corner was conducted 4 times a week at 

lunchtime for S1 students to strengthen their mastery of English. A wide range of 

interactive language activities was organized by the NET to give students regular 

exposure to the use of English. 30 English Ambassadors from the senior forms were 

trained to plan and organise English activities in school including the Chinese New 

Year Blessing Game, Open Day game stalls about 3 different plays by William 

Shakespeare and Valentine’s Day song dedication. Students of all levels benefited a lot 

and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was aroused.  

 

To provide extra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explore the fun of English,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were designed for the English Week with the theme of ‘Love and 

Care’. A proverb matching game, an interactive activity ‘The Food Lovers’, book 

sharing, an English presentation, a spelling game, a short story sharing, an inter-class 

speed reading competition, watching inspiring videos, writing love and goodwill 

messages, English song appreciation and vocabulary game booths were popular with 

our students.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were fully immersed in the joy and 

excitement within the week. 

 

To appreciate the effort of our students at the HK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prizewinners’ recitals were held on the second Student Development Day. The English 

Society also collaborated with other departments in holding the S1 Cross-curricular 

Inter-House Quiz. Students’ vocabulary was expanded and their general knowledge 

was enhanced grea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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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文及普通話學會 

本會以推廣中國文化與提高同學學習中文及普通話的興趣為全年的工作方向。透

過「兩文三語日」、午間「語文遊戲」、「四社辯論」比賽、全校猜燈謎等活動，

讓同學以不同方式學習中文。此外，為推廣普通話的應用，該會於開放日設計以

普通話為題材的攤位遊戲。校外方面，推薦學生參加教協中文書法比賽。總的來

說，本會舉辦的活動能夠達到提高同學學習中文及普通話的興趣。 

 

3.  數學學會 

數學學會定期舉行數學工作坊和不同類型的趣味數學活動，包括：「數學謎題」、

「數學迷宮」、「數獨」、「燈謎」及「魔力橋 (Rummikub)」等。透過不同的活動，

提升同學對數學的興趣。此外，學會成員於開放日及學術週期間舉辦與生涯規劃

有關的數學活動，從中獲取籌辦活動的經驗，培養解難技巧和協作精神，更有機

會發揮數學潛能。整體而言，數學學會在對外和對內活動中，提供不少機會，讓

同學盡展數學上的才華和引發同學對數學的興趣。 

 

4.  科學學會 

本會於去年舉辦了多項活動，又參加了多項校外比賽，從而提升同學對學習科學

的興趣，其中於學校開放日所舉辦的活動尤為重要。該活動由物理科和科學科主

辦、科學學會安排會員進行實驗示範和講解，深得友校、本校師生、家長和參觀

者的稱許。其他活動包括：科學電影欣賞、雕切水仙花頭工作坊、老鼠解剖工作

坊和參觀科學館。至於培訓學生參加校外比賽方面，本校學生參加了香港學生科

學比賽 2016 和生物奧林匹克比賽，並獲取佳績。同學對活動和比賽反應熱烈，

可見本組所舉辦的活動多元化，能提升同學對自然科學的興趣和認識，亦能提高

他們的自信心和合作精神。 
 

5. 電腦學會 

本學會舉辦了 Photoshop 教學班，同學透過參加這個教學班，進一步增加對

Photoshop 的認識及運用。學會還舉辦了 Solidwork 教學班和電腦組裝教學班，

以增進同學對設計軟件和電腦硬件的認識。 

 

6.  設計與科技暨航天學會  

本學會於星期五放學後舉行活動，例行活動包括製作不同模型飛機、立體掃描及

打印工作坊等等。在開放日，本學會使用氣動系統製造一個移動籃球架攤位遊戲,

眾嘉賓和同學們大玩投射遊戲，並設置電子自動計分板及射手英雄榜，氣氛相當

熱鬧。本學會會員跟隨香港工程師學會參觀南丫島風力發電廠導賞團，並學習天

然氣發電系統知識，獲益良多。今年學會為初中級會員增設四驅車項目，鼓勵會

員以 STEM的精神探索四驅車的電機及物理原理，頗受歡迎。中一及中二級學生

參加了全港學界四驅車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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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科技與生活學會 

科技與生活學會為提高同學對烹飪的興趣及訓練他們的生活技能，培養良好及健

康的飲食習慣，舉辦了多項多元化的活動，包括：籌辦多次烹飪實習班、開放日

小食攤位、畢業禮茶會、親子烹飪實習班等，參與的同學亦表現得十分投入。本

會更與家長教師會合作，在烹飪導師指導下，讓家長及學生一同製作蜂蜜半熟蛋

糕，學員均積極參與，一同享受親子烹飪的樂趣，整個活動洋溢著歡笑聲，大家

開開心心地度過一個愉快的下午；本會亦與學生會一同合辦了情人節朱古力米通

製作，同學反應熱烈，踴躍參加，更將製成品帶回家與家人分享。 

 

8. 體育學會 

該會著重推行學校的體育及發展，使更多同學有機會參與各項運動，同時配合本

校推行五育的理念。同學們透過本會舉辦的各類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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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時也能讓他們增加對學校及班的歸屬感。 

本會去年舉辦的活動包括班際籃球賽、班際足球賽、班際排球賽、維青盃足球賽、

社際羽毛球及社際乒乓球比賽等。本年度還加設社際拔河及社際閃避球比賽，同

學反應熱烈。這些活動都能成功舉辦，全因多年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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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該會舉辦的比賽能讓所有同學盡展

所長，或置身其中，感受比賽的緊張氣氛。 

去年，5A胡俊浩同學在校際游泳比賽(港島區第三組)，男甲 100 米蛙泳獲得第二

名及 200 米蛙獲得第三名，表現優異。去年校際田徑賽，4B余卓偉奪得男乙 400

第一名；3D 姚文俊奪得男乙三級跳第一名；3B 徐卓玲於女乙跳高則奪得第四名。

本校男子乙組足球隊亦奪得校際足球球比賽第三名；男子丙組籃球隊則奪得校際

籃球比賽第三名。 

跆拳道方面，去年成績斐然，5C 謝銘杰同學在第十四屆日本跆拳道國際邀請賽

2016個人品勢賽及隊際品勢賽均獲得第三名；2C謝銘欣同學則在搏擊賽(44公斤

以下)奪得第二名。2B 井川雪奈同學在香港學界跆拳道比賽 2015 女子色帶組奪得

季軍；香港學界跆拳道比賽 2016女子色帶組奪得亞軍；香港跆拳道品勢比賽 2015

女子色帶組奪得冠軍；第 50 屆工展會工展小大使 2015 選拔賽奪得高級組冠軍；

第二十三屆 IFT 跆拳道公開賽女子青少年紅黑/黑帶套拳(特別組)(13-15 歲) 奪

得冠軍；女子初級紅黑/黑帶搏擊(特別組)(13-15 歲) MICRO 奪得冠軍，成績獲

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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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去年主辦的活動及興趣班

包括：陶藝創作班、立體模型創作；導師亦帶領同學參觀不同類型的展覽，如「香

港巴塞爾藝術展 ART Basel HK 2016」、「微波國際新媒體藝術節 2015」及參觀 PMQ

元創方等。此外，該會邀請藝術家及公開大學媒體藝術系講師麥盛丰先生蒞臨本

校教導同學以手機拍攝動畫的技巧，及帶領同學作評賞；該會鼓勵同學參加校外

比賽和以藝術作義工服務，與外界多作交流。總括而言，該會舉辦的活動均能擴

闊同學的視野，提升他們對藝術的欣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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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音樂學會 

本會舉辦了不同類型的活動，培養同學對音樂的興趣，訓練同學自律，增強同學

自信。本會提供中樂訓練以及不同類型的音樂表演和比賽。在中樂訓練方面，本

校聘請資深導師，開設笛子、揚琴、二胡及琵琶，共四個樂器訓練班。中樂團更

參與第八屆香江盃藝術大賽，並獲金獎。在開放日，同學們亦展示他們的藝術才

華，其中有中國舞表演、中樂團演奏、鋼琴獨奏、流行樂隊表演，演奏出不同風

格的中西樂曲。在畢業典禮，合唱團以一曲”I will Follow You”，歌頌同學

及老師之間的友誼。在試後活動期間，本會舉辦了「社際音樂比賽」，同學踴躍

參與，反應熱烈，並在多個項目比試，包括：社際大合唱、中文及普通話歌曲獨

唱、英文歌曲獨唱及二人合唱等。參賽同學在比賽中演唱出多首中外流行歌曲及

民歌，台下觀眾亦投入其中；在社際大合唱中，各社社員發揮創意，編排大型歌

舞，競爭激烈。決賽當日，更有學校的流行樂隊表演及舞蹈組表演。同學亦於音

樂聲中建立自信及發揮合作精神。 
 

11.  戲劇學會 

本會於去年度繼續為同學提供多元化的戲劇活動，並於開放日演出莎士比亞名著，

觀眾反應熱烈，並讚賞同學演出維肖維妙。 

 
同學於去年校際朗誦節英文戲劇二人對話比賽中表現卓越，包括獲得中五至中六

級 3 組冠軍、1 組亞軍、2 組季軍；中三至中四級組別有 2 組亞軍、1 組季軍；中

一至中二級組別有 1 組冠軍。英文戲劇團體比賽方面，參賽同學的成績亦十分驕

人，於中五至中六級組別及中三至中四級分別勇奪冠軍及季軍，並獲邀於元朗劇

院進行公演。 

 
至於戲劇欣賞方面:本會特別帶領同學到沙田大會堂觀賞 7A 戲劇社製作的「趙氏

弧兒」。透過演後討論，同學不但對劇中人物有深刻的認識，亦能提高對戲劇的

欣賞能力。 
 

12.  舞蹈學會 

該會透過定期的舞蹈訓練、工作坊及表演，提高同學對舞蹈的興趣，訓練有潛質

的同學。去年，該會為同學舉辦了十一節街頭爵士舞蹈課程及排演班。在舞蹈老

師悉心指導下，會員都積極學習，不斷提升個人的舞蹈技巧，盡展潛能。於聖誕

節聯歡會中，會員表演街頭爵士舞蹈，獲得全場熱烈的掌聲。該會成員亦為音樂

學會舉辦的「音樂日」和「維才是用」才藝表演中擔任表演嘉賓，得到觀眾一致

好評。總括來說，會員對舞蹈的熱誠、投入及所發揮的團隊精神，均值得表揚。 

在未來的日子，該會希望為同學提供更多接觸舞蹈藝術及參加校外舞蹈比賽的機

會，讓同學吸取更多經驗，擴闊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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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興趣學會 

本會於放學後進行集會及各項活動，藉以培養同學不同的興趣，讓同學有多元發

展的機會。本會為會員提供各類益智的紙牌遊戲、桌上遊戲及棋類等，會員可自

由組隊比賽。透過參與各項遊戲及活動，除了可以鍛煉腦筋，培養冷靜思考及觀

察力外，更可提升學生創意及情緒管理的能力。會員可以舒緩學習壓力，亦可認

識不同級別的同學，擴闊社交圈子，增加對學校的歸屬感。另外，本會亦參加了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綠化校園資助計劃」，獲得資助進行校園綠化活動。其中，

興趣學會的「園藝小組」籌辦了全校種植比賽，讓師生一同體驗種植的樂趣。學

生以班際形式參加比賽，每班獲派一盆盆栽，由各班的種植大使負責栽種。在同

學的悉心照顧及「園藝小組」的協助下，花卉茁壯成長，同學亦感受到育苗的樂

趣。 

 

14.  基督徒團契 

基督徒團契是一個由基督徒老師和教會傳道人負責的課外活動，透過定期聚會，

讓同學有機會接觸和認識基督教。本年度團契主要在星期二午飯時段和星期五放

學後進行活動，平均每一至兩週聚會一次，形式各色各樣，例如：查考聖經、小

組討論、詩歌分享、電影播放、外出服務等，期望能加強同學對基督教信仰的認

識和對團契的歸屬感。本年內，團契共安排了 30 項活動讓同學參加，其中的「午

間小聚」、「電子飛鏢體驗」、「聖誕節報佳音」、「西貢郊遊」和「新娘潭郊遊」等

活動皆深受同學歡迎。此外，團契每年都會帶領同學參觀教會，於教會內舉行團

契活動，今年參觀的教會為播道會靈泉堂，參加者都投入參與，增廣見識。總括

而言，團契生活多姿多彩。在未來的日子裏，期望有更多同學參與團契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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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本會共有三十多名成員，在

主席、副主席及各組組長的帶領下，於小息、午膳及放學後在圖書館當值，負責

借還圖書服務、電腦借用服務、維持館內秩序、整理書架和報紙雜誌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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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推介及書展等。

本會透過舉辦「聖誕聯歡會」、「讀書報告比賽」、「追蹤活動遊戲日」等活動，加

強組員間的合作性和歸屬感。除了能讓他們吸取工作經驗和豐富「其他學習經歷」

外，還培養他們服務大眾的精神，並擴闊生活圈子。 

 

16.  香港紅十字會青年團（第二百四十六團） 

本團成立至今已踏入第十四年，亦須面對新的挑戰。本團透過校的「一生一團隊」

計劃，招募新隊員，全團人數約三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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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通過港島區總部步操及急救考試後，將取得正式隊員資格。已加入的隊員亦已

晉升成為各級隊長，參與團隊的管理工作。團隊的運作主要分為服務及訓練兩部

分。校內服務包括於陸運會提供急救服務、畢業禮儀仗及早會當值；校外服務則

包括參與港島總部「新團隊指導服務」等，全年服務逾 100小時。本團亦邀請青

年團訓練員到校內協辦課程，以便更多隊員可參與有關活動。本團上下一心，隊

長勇於承擔，隊員積極投入，表現令人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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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香港航空青年團第一零三中隊 

香港航空青年團是本港 13 個青少年制服團隊之一，本團活動內容包括：傳授航

空知識的基本理論、進行紀律步操訓練、舉辦鍛煉體格及意志力的體能及野外訓

練，以及培養領導才能及團隊精神的各類集體活動。本團成員來自中一至中六級

同學。本學年，團員們積極參與各項活動，包括：飛行原理課程、香港航空青年

團周年大會操、步操比賽總決賽、港島大隊周年大會操暨基本學員畢業典禮、港

島大隊復活節訓練營、港島大隊中央訓練日、初級士官訓練課程及薪火行動賣旗

日等。此外，本會更於航空英語演講比賽「總監盾」中勇奪亞軍和 2016 年港島

第 1 大隊見習學員步操大賽冠軍。學員透過嚴格的紀律訓練，參與本地及海外交

流活動及社會服務，增加了自信心、責任心及對香港的歸屬感，在德、智、體、

群、美五育方面得到均衡發展，從而促使他們成為優秀領袖及公民。 
 

18.  童軍 

本校童軍是一隊歷史悠久的制服團隊，成立至今接近六十年，透過富挑戰性的訓

練，促進團員在德、智、體、群、美方面的發展。童軍採用獨特的訓練方法，激

勵團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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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活動形式多元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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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設計遠足路線、預備專章

考核及製作紀錄冊等。 

本旅逢星期六下午集會，本學年共集會三十二次。本會舉辦了多項戶外活動，如

二零一六年六月舉辦原野烹飪、聯旅活動、二零一五年十二月舉辦露營活動等。

本會會針對較資深的團員進行額外的戶外活動及訓練，包括二零一六年三月的區

會大露營及二零一六年二月的短途遠足。  

另一方面，本旅深資童軍參加了香港童軍總會青少年活動署舉辦的有愛「童」在

共融挑戰盾比賽，在二零一六年五月的比賽中施展渾身解數，積極參與，為本旅

團贏取了和平優良盾。 

 

19.  女童軍 

本校女童軍共有二十六名成員，分為「洋紫荊」、「茶花」、「桔梗花」及「吊鐘」

四個小隊，領袖為她們安排不同的訓練和活動，藉以得到平衡和全面的發展，同

時幫助她們理解和履行誓詞。此外，本校女童軍具有團隊精神，本著「日行一善」

的精神熱心服務，在各個學校大型活動中都可以看到她們擔任工作人員，例如陸

運會計時員、開放日歡迎參加者、畢業禮接待嘉賓等；同時她們亦參與女童軍慈

善獎券銷售活動。女童軍透過各項學習活動或挑戰活動，逐步成長，培養出不同

的興趣及技能。領袖於每年學期末會依據女童軍各人的表現頒發八項綱領章，從

而對她們的學習成果作出肯定。 
 

20.  香港升旗隊第一六六隊 

香港升旗隊是本港其中一支青少年制服團隊，團隊活動包括：傳授國民教育的基

本知識、步操訓練和升旗訓練、鍛鍊體格及意志力，以及舉辦各類培養領導才能

和團隊精神的集體活動。隊伍成員來自中一至中五各級同學。同學透過嚴格的紀

律訓練，參與本地交流活動及義工服務，增加了自信心、責任感及對香港及祖國

的歸屬感，在德、智、體、群、美五育方面得到均衡發展，亦使他們成為優秀領

袖及公民的潛能得以充分發揮。今年更獲頒升旗手比賽亞軍，為本隊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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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報告 

 

  為配合學校關注學生「生涯規劃」的發展，校友會與母校合辦「成長導航–學長計

劃」。希望藉此機會，讓校友可向學弟學妹分享工作上的體會，與及不同行業的發展情況。

二零一六年二月的「校友會盾西瓜波比賽」，多年來獲眾多校友踴躍支持，由十隊八十年

代至最近畢業一屆的校友競逐獎項，校友們比賽時全力以赴，努力爭取盃賽、碟賽等奬

項。 

 

  去年，校友會「全人發展基金」繼續支持母校舉行多項全人發展活動，包括：「南沙

考察團」、領袖訓練計劃、閱讀獎勵計劃、德育及成長培訓及尖子培訓課程等。暑假期間，

校友會與校友會加拿大分會合作，安排兩名中五級學生，遠赴多倫多作兩星期的生活體

驗。期間參觀當地的博物館，科學中心，不同的大專院校及著名景點，行程相當豐富，

兩位學生獲益良多。此外，校友們均積極參與母校的發展和活動，如伍偉雄會長及李耀

文校友出任學校管理委員會成員，其他校友會幹事和校友亦為學校水運會、陸運會及畢

業禮作主禮嘉賓，與學弟學妹分享人生經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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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教師會在主席的帶領和全體幹事、家長和老師的積極參與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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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九月，家長教師會組成「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成員選舉選委會」，並進行

家長成員選舉。在提名期內收到一份符合資格的提名表格。根據本校家長代表選舉指引：

「如參選人數相等於空缺數目，則候選人自動當選。」結果由張寶榮先生當選為二零一

五至二零一七年度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成員。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會員大會上，主席報告過去一年的會務工作，亦選出

了新一屆幹事會成員，讓家長會員進一步擔任參與子女教育的角色。其後的周年聚餐更

讓家長與老師們聚首一堂，分享教育子女的心得，場面熱鬧。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家長教師會舉辦了沙頭角客家古村、元朗親子旅行。一

年一度的親子之旅讓家長和學生既能遠離煩囂，享受戶外郊遊樂趣外，亦促進了親子感

情。參加者在早上由學校乘車前往沙頭角欣賞美麗的風景，並於元朗著名酒家享用海鮮

宴，餐後參加者暢遊元朗大馬路，參觀壽桃牌製麵廠及自由購買手信，盡興而返。是次

活動可發揮家校合作、親子同樂的精神。 

 

  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家長教師會與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合作，舉辦「正向

家庭心理學」家長講座，由親子培訓顧問向家長介紹「正向心理學」理論，讓家長可以

清晰自己教養子女的目標，與子女建立互信，為子女建立新的良好習慣和行為。 

 

  為加強家校的溝通和合作，本學年舉辦了不同類型的興趣班，包括：雕切水仙花、

蜂蜜半熟蛋糕製作班及紮染頸巾工作坊等等。 

 

  此外，家長教師會一直以來設立多個獎學金及贊助中文學會的親子閱讀比賽，以推

動學生的學業發展及表揚品學有明顯進步的學生，鼓勵他們盡展潛能，廣泛學習。家長

幹事於暑假舉行的中一新生迎新日接待中一新生的家長，與他們分享自己的寶貴經驗，

並向他們推介會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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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參與校務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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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九月 

中一家長晚會 

中六聯招講座 

四社迎新會 

學生會選舉 

健康校園測檢計劃家長講座 

聯課活動學會會員招募 

躍進計劃（全年） 

「勤有功」奬勵計劃（全年） 

肇堅盃社際比賽（全年） 

廣泛閱讀計劃（全年） 

親子閱讀計劃（全年） 

太陽計劃（全年） 

彩虹計劃（全年） 

晨讀活動（全年） 

全校閱讀分享（全年） 

最新書籍展覽（全年） 

中一級功課輔導班（全年） 

 

二零一五年十月 

中一步操訓練 

中三學生「高中選科講座」I 

中三選舉知多少講座 

中六模擬面試活動 

中一及中四「生涯規畫師」 

「國慶」升旗禮及國旗下的講話 

班際壁報比賽 

晨曦計劃 

設計與應用科技校本評核設計作業展覽 2015 

開放日 

僱員再培訓局職業講座 

「開放日」升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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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十一月 

中一步操訓練比賽 

中六模擬面試工作坊 

「北京音樂文化探索之旅 2015內地交流計劃」 

第一次學生全人發展日 

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暨聚餐 

通識科長洲實地考察活動 

防罪微電影分享會及防罪講座 

參加中英文朗誦比賽 

「純潔宣言」性教育講座 

全校種植比賽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中一級成長新動力 

中一級班際步操及口號比賽 

中三級護苖講座及工作坊  

中三選科講座 

中六級家福會講座「摘星無壓力」 

中六級就業講座 

中六級模擬面試活動 

畢業暨頒獎典禮 

「畢業暨頒獎典禮」升旗禮 

初中學業成績優異獎頒獎典禮 

學校攝影日 

學校旅行日 

聖誕聯歡派對 

公益服飾日籌款 

升學講座 

捐血日 

 

二零一六年一月 

中一級「成長新動力」 

中二級「生涯規劃工作坊」 

中三學生「高中選科講座」II 

中四級「升學講座」 

出版《閱讀多樂趣》 

出版《校訊 – 一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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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二月 

中一級「成長新動力」 

中二生涯規劃課(二月至五月) 

中三級「事業興趣測驗」 

中五級「生涯地圖」 

中六級結業禮 

陸運會(初賽) 

陸運會(決賽) 

家長日 

圖書館與商務印書館合辦書展 

優質課業展覽 

班際利是封回收比賽 

情人節英文歌點唱活動 

元宵佳節猜燈謎 

 

 

二零一六年三月 

中三學生「高中選科講座」III 

中四職業講座「婚嫁行業」 

第二次學生全人發展日 

第二次教師發展日 

「維才是用」午間才藝表演 

「閃亮計劃」 

第 67 屆學校音樂節比賽 

開心「果」日 

English Week  

 

 

二零一六年四月 

中三級家長「高中選科講座」 

中四級及中五級作家講座(黃秀蓮女士) 

維才是用午間表演 

學術週 

輕輕鬆鬆話維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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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五月 

中四級通識科城市發展講座 

英語週 

「維才是用」午間才藝表演 

社際歌唱比賽初賽 

第三次教師發展日 

公益少年團頒獎典禮 

家長學生齊敬師 

「五四青年節」升旗禮及國旗下的講話 

 

 

二零一六年六月 

出版《家教會會訊》 

出版《閱讀多樂趣》 

 

試後活動： 

 聯課活動組 –中三領袖訓練初階日營、中四領袖訓練進階日營、 參觀屯門騎術學

校、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戲劇快遞」演出、無障礙生活體驗、積極人生音樂會、

參觀嘉道理農場、形體戲工作坊、中四城市定向、參觀西灣河救護站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參觀 VTC海事訓練學院、放榜前講座、「財智 Goal 飛」、中三

生涯規劃日營、中四職業模擬遊戲、參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參觀廉政公署、珠寶

行業概覽、珠寶設計工作坊 

 訓導組 – 聯校領袖訓練營、網路罪行講座 

 輔導組 –「戲裡人生」工作坊、恰當使用社交網路平台講座 

 非華語學生支援組 – 健身操、「維官知多少」問答比賽、 武林大匯演 

 特殊教育需要支援小組 – 「快樂由我創」 

 中文科及閱讀小組 –速讀比賽 

 英文科 –官校英文辯論比賽 

 生物科 - 林地考察活動 

 物理科/聯課活動組 – 參觀港燈發電廠 

 通識科 – 「我愛香港」電影欣賞、參觀 SKY100 、「移家」電影放映及分享會 

 經濟及地理科 – 「南沙、前海經濟發展和粵港合作探索之旅」境外考察活動 

 視藝科/戲劇學會/聯課活動組/學生會/長洲官中– 時裝表演 

 團契 – 戶外學習活動 

 圖書館學會 – 學習活動 

 女童軍/童軍/紅十字少年團 – 迪士尼探索之旅 

 音樂學會 –社際歌唱比賽 

 學生會 – 競技活動 

 家教會- 機師職業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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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七月 

中一級新生家長迎新會 

結業禮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升旗禮及國旗下的講話 

出版《校訊 – 七月號》 

 

二零一六年七月及八月 

中一中、英、數銜接課程       

中一學生迎新日 

高中各科増潤課程 

北京航天科學營 

英文科老師專業發展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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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詩獨誦  
  季軍 勞雪莉 4A     
  優良獎狀 趙胤鈞 1A 鍾嘉朗 1A Khan  1A 
       Ali  
       Qasim  
   梁雪羚 1A 孫子韜 1A 譚栢妍 1A 
   尹藝樺 1A 吳熹琳 1B 鄭文雅 1B 
   陳盈希 1C 黃禧朗 1C 鄺津而 1D 
   黃昊恩 1D 祝子津 2A 吳君琪 2B 
   關風平 3A 梁峻銘 3A 李沛軒 3B 
   吳紀彤 4A 張偉誠 5C   
  良好獎狀 梁釋尹 1A 黎銘熙 3A 王浩然 4A 
   李倩婷 5C     
         
  英文二人戲劇    
  中一至中二級英文二人戲劇    
  冠軍 孫子韜 1A 蔡芷晴 1A   
  優良獎狀 Khan  1A 吳嘉鎬 2A 梁嘉峻 2A 
   Ali      
   Qasim      
   袁麒傑 2A 鄭 羲 2A 戴國桓 2A 
   井川雪奈 2B KAYNA 2D   
     PARDINES    
     ALI    
  中三至中四級英文二人戲劇     
  亞軍 吳紀彤 4A 何穎曈 4A 曾思瀚 4A 
   崔漢霖 4A     
  季軍 勞雪莉 4A 羅穎茼 4A   
  優良獎狀 王靖霈 3A 李翠盈 3A   
  良好獎狀 沈卓瀅 3A 陳瑛琳 3A 黃曉澄 3A 
   余嘉裔 3A     
  中五至中六級英文二人戲劇     
  冠軍 馮鑫燊 5A 陳啓仁 6A 張俊皓 6A 
   劉偉聶 6A 傅俊杰 6A 吳偉聰 6B 
  亞軍 蔡逸彤 5A 駱建禧 5B   
  季軍 麥承傑 5A 黃惠榆 5A 邵懿雯 6A 
   梁嘉樺 6B     
  優良獎狀 王慧淇 5B 袁智健 5B 陳潔銀 6A 
   黃頴琪 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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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中文組（普通話） 
  

 詩詞獨誦   

 
冠軍 秦熙臨   2B   

 亞軍 吳君琪   2B   

 季軍 井川雪奈 2B   

 
優良獎狀 張嘉欣   2B 朱依雯   3B 姜詠鑫   3B 

 良好獎狀 潘誠俊   2A   

     

 
散文獨誦 

   
 優良獎狀 何崧暘   1A 林荊堯   1B 陳盈希   1C 

  陳煒茵   2A 楊禮聯   2A 麥穎欣   2B 

  任曉綠   3A 薛宏爍   4B 朱依晴   5A 

     

(iii) 中文組（粵語） 
   

 詩詞獨誦    

 季軍 薛宏爍   4B   

 
優良獎狀 陳偉竣   2D 郭穎琳   3A 唐穎晞   3B 

  李鈞杰   4B 楊愷迪   4B  

 良好獎狀 何偉祺   2C 楊曉惠   3B 謝芷彤   4B 

  袁培熙   4C 何子衡   4D 黃惠榆   5A 

  鄭嘉琪   5A   

     

 散文獨誦    

 亞軍 尹藝樺   1A   

 
優良獎狀 馬燕姍   1A 蔡芷晴   1A 關風平   3A 

  
丁景謙   3A   

 良好獎狀 簡德亮   1C 林博謙   1C 楊偉凌   3A 

     

 歌詞朗誦    

 優良獎狀 劉巧文   1B 羅凱喬   1B  

     

 二人朗誦    

 冠軍 崔漢霖   4A 余卓偉   4B  

 優良獎狀 呂曉穎   3B 湯子翹   3C 陳卓希   6B 

  陳家健   6C   

  英文集誦       
  季軍 中五至中六級英文集誦    
  良好獎狀 中一至中二級英文集誦    
         
  英文戲劇表演     
  冠軍 中五至中六級英文戲劇表演    
  季軍 中三至中四級英文戲劇表演    
  優良獎狀 中一至中二級英文戲劇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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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獎狀 梁俊怡   2D 羅家俊   2D 李淑盈   6A 

 
 夏佩詩   6C   

     

( 2 )  香港學校戲劇節 

 評判推介演出獎    

 傑出劇本獎 崔漢霖   4A 勞雪莉   4A 黃惠榆   5A 

  傅子健   5B   

 傑出導演獎 溫梓韜   5A 馮鑫燊   5A 麥承傑   5A 

  袁智健   5B   

 傑出演員獎 羅穎茼   4A 勞雪莉   4A 王慧淇   5B 

  駱建禧   5B   

 傑出舞台效果獎 陳子浩   2A 鄭 羲   2A 沈卓瀅   3A 

  董立鍵   5A 陳迅朗   5A 溫梓韜   5A 

  麥承傑   5A 王慧淇   5B 傅俊杰   6A 

  何晉賢   6D   

 傑出合作獎 陳子浩   2A 周俊亨   2A 吳嘉鎬   2A 

  周漢雲   3A 余嘉裔   3A 黃曉澄   3A 

  王靖霈   3A 曾思瀚   4A 何卓軒   4B 

  溫梓韜   5A 麥承傑   5A 王慧淇   5B 

 

( 3 )  7th Inter-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s English Debating Competition  

 2015-2016 

季軍 
 

勞雪莉   4A 

 
 

谷文浩   5A 

 
 

黃惠榆   5A 

 
 

邵懿雯   6A 

最佳辯論員  邵懿雯   6A 

   

（ 4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i) 分級鋼琴獨奏 - 二級 

良好獎狀 鍾嘉朗   1A 

 

 (ii) 分級鋼琴獨奏 - 五級  

優異獎狀 

 

王樂兒   1D 

(iii) 分級鋼琴獨奏 - 六級  

優異獎狀 

 

楊靜盈   2A 
 (iv) 分級鋼琴獨奏 - 七級  

良好獎狀 

 

陳睿軒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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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nglish Builder」英語網上自學平台 2015-2016 
School of the year award   
全港第一名 優異獎項—第一級 容鉦韜 1A 
全港第一名 優異獎項—第二級 李慧頤 2A 
全港第一名 優異獎項—第三級 李承禧 3B 

全港第一名 優異獎項—第四級 馮海昕 4A 

全港第一名 優異獎項—第五級 黎曉珊 5C 

全港第二名 優異獎項—第一級 孫子韜 1A 

全港第二名 優異獎項—第二級 溫卓華 2B 

全港第二名 優異獎項—第三級 徐文杰 3A 

全港第二名 優異獎項—第四級 吳紀彤 4A 

全港第二名 優異獎項—第五級 莊君熙 5A 

全港第三名 優異獎項—第一級 何滙賢 1D 

全港第三名 優異獎項—第二級 陳耀 2B 

全港第三名 優異獎項—第三級 馮贊謙 3C 

全港第三名 優異獎項—第四級 王浚 4A 

全港第三名 優異獎項—第五級 馮茄烙 5B 

全港第四名 優異獎項—第二級 謝博希 2B 

全港第四名 優異獎項—第三級 馮詩韻 3A 

全港第四名 優異獎項—第四級 謝芷彤 4B 

全港第四名 優異獎項—第五級 馮嘉怡 5B 

全港第五名 優異獎項—第二級 文俊良 2A 

全港第五名 優異獎項—第三級 羅頌澧 3A 

全港第五名 優異獎項—第四級 區嘉欣 4A 

全港第五名 優異獎項—第五級 傅子健 5B 

全港第六名 優異獎項—第二級 卓欣 2B 

全港第六名 優異獎項—第三級 周漢雲 3A 

全港第六名 優異獎項—第四級 蘇裕甡 4A 

全港第六名 優異獎項—第五級 黃惠榆 5A 

全港第七名 優異獎項—第二級 余晉而 2A 

全港第七名 優異獎項—第三級 劉品宏 3A 

全港第七名 優異獎項—第四級 麥卓維 4B 

全港第七名 優異獎項—第五級 袁智健 5B 

全港第八名 優異獎項—第三級 梁瀚中 3A 

全港第八名 優異獎項—第四級 黃朗曜 4A 

全港第八名 優異獎項—第五級 黎耀聰 5B 

全港第九名 優異獎項—第三級 陳澤銘 3A 

全港第九名 優異獎項—第四級 勞雪莉 4A 

全港第九名 優異獎項—第五級 周立峯 5A 

全港第十名 優異獎項—第三級 馬光耀 3A 

全港第十名 優異獎項—第五級 王慧淇 5B 

全港第十一名 優異獎項—第三級 陳瑛琳 3A 

全港第十一名 優異獎項—第五級 周澤謙 5A 

全港第十二名 優異獎項—第三級 李佩鴻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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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2016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暨 2016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 

         克公開賽初賽  

 

( 7 )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6 (香港賽區) 初賽  

一等獎 
 

劉品宏   3A 

三等獎  鄒淼森   1B 

  羅頌澧   3A 

 

( 8 )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6 (華南賽區) 晉級賽 

一等獎 
 

劉品宏   3A 

三等獎  鄒淼森   1B 

 

（ 9 ） 2015 年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全港第十二名 優異獎項—第五級 朱佩姍 5A 

全港第十三名 優異獎項—第三級 梁峻銘 3A 

全港第十三名 優異獎項—第五級 陳瑋怡 5A 

全港第十四名 優異獎項—第三級 朱黠佑 3B 

全港第十四名 優異獎項—第五級 麥麗怡 5A 

全港第十五名 優異獎項—第三級 任曉綠 3A 

全港第十五名 優異獎項—第五級 朱依晴 5A 

全港第十六名 優異獎項—第三級 楊駿亨 3B 

全港第十六名 優異獎項—第五級 鄧錫賢 5A 

全港第十七名 優異獎項—第五級 陳惠儀 5A 

全港第十八名 優異獎項—第五級 陳子謙 5B 

全港第十九名 優異獎項—第五級 谷文浩 5A 

全港第二十名 優異獎項—第五級 鄺劭慧 5A 

  金獎 劉品宏 3A 孫承羲 6A  
  銀獎 陳睿軒 1A 黃朗曜 4A  
  銅獎 張樂桐 1A 何崧暘 1A 麥永寶 1B 
   李子珊 4A 吳曉峯 4A 吳紀彤 4A 
   黃泰來 4A   

  初中組灣仔區優秀學生獎 井川雪奈 2B   
  高中組灣仔區優秀學生獎 余中彥   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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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公益少年團灣仔區主題服務計劃  

（ 11 ）青苗學界進步獎 

莫俊傑 1A  杜耀彬 1B  曾冠丰 1C  陳冠朗 1D 

余俊軒 2A  秦熙臨 2B  謝卓礫 2C  梁俊怡 2D 

陳家傑 3A  徐卓玲 3B  胡兆文 3C  李家禮 3D 

林璟宏 4A  孔勸誠 4B  胡政霆 4C  謝崇康 4D 

鄺邵慧 5A  鍾朗然 5B  梁家裕 5C  雷洛 5D 

 

( 12 ) 校際游泳比賽(港島區第三組) 

第二名 男子甲組 100米蛙泳 胡俊浩   5A 

第三名 男子甲組 200米蛙泳 胡俊浩   5A 

 

( 13 ) 離島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5 
 

 第一名 男子青少年 C1 組 50 胸泳 胡俊浩   5A 

 第一名 男子青少年 C1 組 100 胸泳 胡俊浩   5A 

 第一名 男子青少年 C1及 C2組 200胸

泳 
胡俊浩   5A 

    
( 14 ) 荃灣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5/16 男子青少年 F 組 

 

 
第四名 50米胸泳 胡俊浩   5A 

 第二名 100米胸泳 胡俊浩   5A 

 第二名 200米胸泳 胡俊浩   5A 

    
( 15 ) 大埔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5 男子青少年 F組 

 

 
第三名 50米胸泳 胡俊浩   5A 

 第三名 100米胸泳 胡俊浩   5A 

 第四名 200米胸泳 胡俊浩   5A 

    
( 16 ) 葵青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5 男子青少年 FG 組 

 

 
第六名 50米胸泳 胡俊浩   5A 

 第一名 100米胸泳 胡俊浩   5A 

 第四名 200米胸泳 胡俊浩   5A 

 

  優異獎    

  傑出團員 李大維 4D   

  傑出團員韓國交流團灣仔區代表 陳家健 6C   

  一等榮譽章 陳庚賀 6B   

  二等榮譽章 陳庚賀 6B   

  三等榮譽章 陳庚賀 6B   

  高級章團員 李大維 4D 温梓韜 5A 黃惠榆 5A 

   陳庚賀 6B 陳家健 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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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南區水運會 2015 

第三名 

 

男子青少年組(15-17歲)50胸

泳 

胡俊浩   5A 

 

第二名 

 

男子青少年組(15-17 歲)100

胸泳 

胡俊浩   5A 

 

第三名 

 

男子青少年公開組(13-17

歲)200胸泳 

胡俊浩   5A 

 

 

( 18 ) 2015 周年(短池)游泳團體錦標賽 

第三名 男甲 100 米蛙泳 胡俊浩   5A 

 

( 20 ) 第十四屆日本跆拳道國際邀請賽 2016 

第二名 搏擊賽(44公斤以下) 謝銘欣   2C 

第三名 個人品勢賽 謝銘杰   5B 

第三名 隊際品勢賽 謝銘杰   5B 

 

( 21 ) 香港跆拳道品勢比賽 2015 

冠軍 女子色帶組 井川雪奈 2B 

 

( 22 ) 香港跆拳道會國際邀請賽 2015 

第一名 個人品勢賽 謝銘欣   2C 

第一名 搏擊賽 謝銘欣   2C 

第三名 隊際品勢賽 謝銘欣   2C 

 

( 23 ) 全港品勢公開賽 2015 

冠軍 女子品段品勢雙人品段帶 井川雪奈 2B 

 F組  

冠軍 女子品段品勢個人品段帶 井川雪奈 2B 

 F組  

 

( 24 ) 香港學界跆拳道比賽 2015 

季軍 女子色帶組 井川雪奈 2B 

   

( 25 ) 香港學界跆拳道比賽 2016 

亞軍 女子色帶組 井川雪奈 2B 

 

( 26 ) 第二十三屆 IFT 跆拳道公開賽 

冠軍 

 

女子青少年紅黑/黑帶套拳

(特別組)(13-15 歲) 

井川雪奈 2B 

 

MICRO冠軍 

 

女子初級紅黑/黑帶搏擊(特

別組)(13-15歲) 

井川雪奈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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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 校際籃球比賽(港島區第三組) 

第三名 男子丙組 李顯駿   1C 

  鄺嘉政   1D 

  何寶鑫   2B 

  呂舜剛   2B 

  陳雋軒   2C 

  鍾松臻   2C 

  何偉祺   2C 

  李俊鏗   2C 

  郭志雄   2D 

 

 

( 28 ) 聯校官立中學足球比賽 

第四名 
 

郭浩倫   2D 

  陳子豐   3C 

  許銘晉   3D 

  楊仲賢   3D 

  姚文俊   3D 

  吳曉峯   4A 

  曾思瀚   4A 

  周俊揚   4B 

  薛宏爍   4B 

  余卓偉   4B 

 

( 29 ) 校際足球比賽(港島區第三組) 

第三名 男子乙組 郭浩倫   2D 

最具體育精神獎 李澤滔   2D 

  陳子豐   3C 

  郭嘉穎   3C 

  胡兆文   3C 

  甄柏洋   3C 

  許銘晉   3D 

  楊仲賢   3D 

  姚文俊   3D 

  吳曉峯   4A 

  曾思瀚   4A 

  周俊揚   4B 

  薛宏爍   4B 

  陳展霆   4B 

  余卓偉   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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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校際田徑比賽(港島區第三組) 

第一名 男子乙組 400米 余卓偉   4B 

第一名 男子乙組三級跳 姚文俊   3D 

第四名 女子乙組跳高 徐卓玲   3B 

 

( 31 ) 4X50 米友校接力邀請賽 

第三名 
 

石家愉   2A 

  甄柏洋   3C 

  林璟宏   4A 

  李晁陞   4C 

 

( 32 ) 4X100 米友校接力邀請賽 

第三名 
 

徐卓玲   3B 

  韓淑敏   4B 

  劉皓慧   5B 

  李倩婷   5C 

 

( 33 ) SEA TO SUMMIT 青少年男子挑戰組 32KM 

冠軍 
 

李大維   4D 

 

( 34 ) 斜路王挑戰賽—畢架山站 

第三名 
 

李大維   4D 

第四名  許銘晉   3D 

 

( 35 ) 斜路王挑戰賽—大帽山站 

第二名 
 

李大維   4D 

第三名  許銘晉   3D 

 

( 36 ) 新地公益垂直跑—勇闖 ICC 

第三名 
 

許銘晉   3D 

  余卓偉   4B 

  李大維   4D 

  羅浩賢   5C 

 

（ 37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5-2016 謝銘杰   5B  

 

（ 38 ）第 50 屆工展會工展小大使 2015 選拔賽 

 高級組冠軍 井川雪奈 2B  

 

（ 39 ）Think Big 大明星 

 冠軍 井川雪奈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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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 精神健康漫畫設計比賽 

優良獎 高中組 李美鈺   6A 

 

( 41 ) 「樓宇安全靠大家」漫畫創作比賽 2015 

優良獎 高中組 羅絡熙   6A 

 

( 42 ) 2015 回歸盃 香港藝術菁英繪畫大賽 

季軍 少年組 李美鈺   6A 

   

( 43 ) 香港理工大學全港立體美術字設計大賽 

銅獎 高中組 勞雪莉   4A 

  馮海昕   4A 

  麥卓維   4B 

 

( 44 ) 2015 全港禁毒時裝設計比賽 

冠軍 
 

林子晴   5A 

優秀表現獎  劉皓慧   5B 

  
郭詠恆   5B 

鄧養善   6B 

 

( 45 ) 長腿叔叔信箱—四格漫畫展深情比賽 

優異獎 初中組 曾焱     3B 
   

( 46 ) 香港傳藝中心第九屆青年視覺藝術展 2016 

傑出視藝學生優異獎 
 

羅絡熙   6A 

  李美鈺   6A 

傑出視藝學生創作獎  羅絡熙   6A 

  李美鈺   6A 

   

( 47 ) 香港藝術發展局第八屆校園藝術大使 

  羅絡熙   6A 

   

( 48 ) 「我的會展小伙伴」設計比賽 2016 

優異獎 
 

馮詩韻   3A 

  梁峻銘   3A 

   

( 49 ) 第一屆全港中學生珠寶設計比賽 

優異獎 
 

勞雪莉   4A 

   

( 50 ) 「感恩行動」中學生感恩短訊寫作比賽 

亞軍 
 

李凱婷   4C 

優異獎  梁晞琳   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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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 2015-2016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香港賽區) 

優異獎 
 

麥穎欣   2B 

  呂曉穎   3B 

  梁冰川   3B 

  鄭興邦   4B 

  羅卓宇   5A 

 

( 52 )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與你同行獎勵計劃 2016 

團體獎 
 

大哥哥大姐姐輔導組 

  家長教師會 

  輔導支援小組 

個人獎  姚宗富   1B 

  鄭文雅   1B 

  賴啓康   2C 

  梁展瑋   2D 

  馮詩韻   3A 

  李志堅   3A 

  何子衡   4D 

  吳汶津   4D 

  莊君熙   5A 

  黃子庭   5A 

  吳偉桉   6B 

  何澤鉅   6C 

 

( 53 ) 第六屆聰穎教育電子學習世紀之星 

 
 

姚宗富   1B 

  李慧頤   2A 

  溫卓華   2B 

  陳曉庭   3C 

 

( 54 ) 2015-2016聯校領袖生訓練營 

最佳學校獎   

最傑出男領袖生  陸家裕   5A 

 

( 55 ) 2015-2016香港升旗隊周年步操比賽 

亞軍 升旗手  

 

( 56 ) 2015-2016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基本法網上問答比賽 

最積極參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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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 「啟慧中國語文」網上閱讀計劃 2015-2016 

優秀學生閱讀獎 
 

張樂桐   1A 

  尹藝樺   1A 

  葉晶兒   1A 

  姚宗富   1B 

  劉巧文   1B 

  鄭文雅   1B 

  葉安妮   1B 

  黃禧朗   1C 

  何滙賢   1D 

  黃昊恩   1D 

  李慧頤   2A 

  祝子津   2A 

  石家愉   2A 

  溫卓華   2B 

  謝博希   2B 

  陳耀     2B 

  卓欣     2B 

  吳君琪   2B 

  張嘉欣   2B 

  朱昕皓   2C 

  陳澤銘   3A 

  邵泓暘   3A 

  徐文杰   3A 

  楊偉凌   3A 

  關風平   3A 

  梁佑銘   3B 

  朱依雯   3B 

  陳曉庭   3C 

  張淑芳   3D 

  黎雅寧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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