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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們的學校 

辦學宗旨 

本著基督的仁愛精神，提供全人教育，為學生建立一個積極、健康的學習環境，使他們在德、
智、體、群、美、靈六育得到均衡的發展，從而服侍人群、關心社會，貢獻國家民族。 

校訓 

信、望、愛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林前 13:13） 

學校管理 

由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救恩堂開辦。救恩堂在香港已有一百六十二年歷史，辦學經驗豐富。法
團校董會成員匯聚各方專業，包括家長、教師、辦學團體代表等持份者及獨立人士，以基督
教的信念及開放、創新、專業的態度管理學校。 

學校設施 

本校所有課室及學科特別室皆為千禧多媒體教室，均裝設有電腦、投射器、實物投影機及錄
影機。除大、小禮堂外，還有兩個操場和兩間電腦室、電腦輔助學習教室、多媒體學習中心、
學生活動中心（舞蹈室）、多用途活動室、學生會室、遠程教室、圖書館、會議室等。為了配
合新高中課程的推行，近年更加建小組研習室、綜合藝術室，以配合教學和課程改革。 

教學人員（包括校長，共 66 人） 

     學歷 

年資 
教育文憑 (%) 學士 (%) 碩士 (%) 合共 (%) 

0-4 0.0  10.8   15.4   26.2  

5-9 0.0  4.6   16.9   21.5  

10-14 0.0  1.5   1.5   3.0  

≥15 1.5  21.6   26.2   49.3  

合共 (%) 1.5  38.5   60.0   100.0  

班級結構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總數 

班數 4  4  4  5  5      5  27  

男生人數 62  83  70  82  89     82 468  

女生人數 74  57  71  92  91  110 495  

學生總數 136  140  141  174  180  192 963  

 

http://www.ttm.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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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科目 

級別 教學語言 科目 

中
一
至
中
二 

中文 

中國語文、普通話、生活與社會（中一及中二）、通識教育（中三）、
中國歷史、歷史、設計與科技（中一及中二）、家政（中一及中二）、
視覺藝術、音樂、體育課、倫理/宗教教育 

英文 

英國語文、科學（中一及中二）、科學（化學、物理、生物）（中三）、
地理、*數學、*普通電腦 

（*按班別訂定教學語言：以英語為教學語言/以中文為教學語言，並輔
以英語延展教學活動） 

中
四
至
中
六 

中文 

必修科：中國語文、通識教育、倫理/宗教教育、藝術發展、體育課 

選修科：中國文學、中國歷史、歷史、科技與生活、資訊及通訊科技、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管理組）、視覺藝術 

英文 

必修科：英國語文、數學（必修部分） 

選修科：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一及二）、物理、化學、生物、 

組合科學、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會計組）、經濟、地理 

 

本學年關注事項 

1. 培養學生的責任感 

2. 透過「觀課」、「課堂學習研究」和「評課活動」來優化課堂教學 

3. 提升學生語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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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重點發展項目一：培養學生的責任感 

1. 使學生明白自己的責任及負責任的重要性。 

2. 培養學生自動自覺的學習態度及習慣 

3. 使學生愛護校園，並積極參與學校的服務。 

4. 提升學生的正面積極思維: 

5. 提升學生對愛己、愛人、愛家庭的價值觀及責任感。 

成就 

 在福音工作上，高中學生在團契盡心服事，周會站台領詩也大方得體。福音周、福音營

參與積極，尤以團長表現最佳，成為美好見證。中二、三團職表現也不錯，能承繼前人

風範。至於團友參與方面，值得一讚幾位中六團友，沒有錯失一次團契生活，令導師留

下難忘印象，也成為眾人榜樣。 

 在推動愛護校園工作方面，除了繼續聚焦推動學生愛護校園，積極參與學校服務外，透

過輔導委員會及家校合作委員會，傳達「愛家庭」的訊息，加强教育學生履行為人子女

的責任。80%以上學生已將心底話以書信形式寫給家長，已由班主任收集於家長日派發，

達到初步增强溝通期望。 

 設立「好人好事齊齊 like」壁報板，增設的平台可讓師生互動，提供更多機會肯定及表揚

好行為。初期學生較為被動，未能主動參與，經提醒及安排分階段於班主任時間派發讚

賞紙給每一位學生後，同學亦願意鼓勵他人，肯定及表揚好行為，亦能達致平均每月張

貼超過十張讚賞紙的目標。可列為恆常工作。 

 在初中領袖培訓工作上，「麻鷹」學員成功製作了電子版「麻鷹通訊」，於麻鷹重聚日播

放，其中提供機會給麻鷹一號、二號及傑出麻鷹在錄像中分享得着及感受，效果良好。「麻

鷹二號」三組的學員均順利完成自行策劃的校內服務，大部份學員表現盡責認真，投入

參與。 

 在公民教育的工作上，積極提升學生對己、對人的責任感。班際環保時裝展的反應都十

分正面，約 80%以上參與的老師及同學認為活動能有效傳遞環保的訊息及建立愛護環境

的責任。學生十分樂意參與清潔東坪洲計劃，亦可以實地考察海岸公園，有助他們對本

地生態的認識和愛護。同學熱心清潔服務，有助提高他們的公德心。 

 在推動同學對學校的責任感上，服務性組別隊伍的中一學生參加人數由上年度 24 人增加

至本年度 52 人，增加百分率為 117%；服務性組別隊伍的總參加人數由上年度 197 人增

加至本年度 209 人，增加百分率為 6%，達到預期目標。 

 在聯課的表現上，全校共 539 名學生在聯課活動的出席率達 80% (病假或事假當缺席論)，

人數比上年有所增加。此外共有 32 名聯課活動小組老師於年終推薦該組一名最有責任感

的組員成為責任之星，並於結業禮頒發證書以茲鼓勵，得獎人數比上年有所增加。此外，

本年共挑選了 20 名聯課活動幹事參加領袖訓練營，加強學生對幹事會的責任感。並舉辦

技巧工作坊，主題為「如何擔任成功的領袖」，教導同學如何有效管理學會及宣傳學會或

活動的技巧，並準備 8 月新鮮人學堂的聯課活動招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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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術上，為培養同學有良好的學習習慣，本年繼續進行 「勤學盡責計劃」，以班際比

賽的形式，鼓勵學生在課前預習；在課堂上帶齊書本及文具；更鼓勵學生上課時用心學

習。其中表現優異的班別更獲頒奬狀及生果籃。學校希望以關愛、鼓勵的方式營造正面

氛圍，讓學生感受到盡學生責任的重要性。推動帶齊課本計劃、培養中一同學執拾書包

等自我管理能力計劃成效顯著，全校各科一起推動，各科在檢討會議中均喜見學生在帶

齊課本的表現上有進步。 

反思 

 培養學生建立責任感是任重道遠的工作，經過兩年的工作後，在下一學年在責任感的培

育上可有更深的裝備。優異的團契事奉人員皆在教會有積極美好的服事，今日校園團契

服事，乃明日教會服事的基礎。鼓勵團職有願景，服事不在一時一地，而是隨時隨地傳

揚福音，作好見證，領人歸主。 

 建議「麻鷹」學員設計活動幫助推動校園正面文化，例如發掘身邊的好人好事等。 

 清潔活動能有效鼓勵學生清潔課室，得到良好的宣傳效果，唯獨只能維持一段短暫時間，

學生很快便故態復萌。由於活動後缺少了有效的跟進工作，學生因而未能培養出常規的

清潔習慣。 

 儘管參加服務性組別隊伍的中一學生人數有顯著增加，但高年班同學的參與率卻下降，

相信是因為他們忙於應付學業而較難出席課外活動。建議多鼓勵高中同學多參與課外活

動。 

 領袖訓練營與學校其他活動撞期，而且部分重點領袖已於上年或前年參加過學校舉辦的

訓練營，報名反應並不踴躍。建議下年度停辦一年，或考慮配合學校的公民教育領袖生

作訓練。 

 於新鮮人學堂進行聯課活動招募日，效果良好，一方面可讓高年班學生充當領袖角色作

宣傳該學會，另一方面可讓中一學生更了解該聯課活動及積極參與。 

 培養學生責任感並非在一兩年內有效推行，但經過經驗累積及培養學生習慣，在第三年

仍致力完善「勤學盡責計劃」，期望此計劃能深化，並建立同學盡責任感的態度。此外，

宜再加強安排老師、學生分享學習心得，期望能更具感染力，讓學生透過別人經驗加強

自己的學習習慣。 

 配合教育局高中教改方向，下學年加强推行生涯規劃，讓學生明白要對自己的未來負責，

為人生加强規劃。 

 根據 APASO 問卷數據顯示，普遍學生負面情緒仍略高，其中尤以中一學生為甚。中一學

生的成就感、整體滿足感、社群關係及負面情感均需改善，建議來年透過班級經營來提

升對學生的關顧，可增聘支援學生事務教學助理，協助社工看顧需抽離輔導的學生，並

釋放部份老師的空間來加强訓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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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發展項目二：透過「觀課」、「課堂學習研究」和「評課活動」來優化課堂教學 

1. 推動課堂研究，以數學科為先導學科（中二、中四兩級），提升老師教學素質及學生學
習的成效 

2. 深化推廣開放課堂，增加老師觀摩及交流教學的心得  

3. 推廣「評估促進學習」的理念，以加強老師在評估及學習相互的關係 

成就 

 在本學年，數學科同工率先響應「課堂學習研究」計劃，承接上年度進修的心得，

王凱盈老師及黎達強老師分別於中二級及中四級帶領級老師進行課堂研究，透過

共同分享教學經驗，進行前測，了解學生的學習困難、常犯錯處及錯誤觀念等，

從而定出教學目標，設計教案，以後進行試教和同儕觀課，討論後修訂教案和課

堂材料，然後再進行施教及後測等過程，各级老師也在其課堂中實踐。  

 本年度與宣道會陳朱素華中學作研究伙伴，雙方進行互相觀課，討論，分享經驗，

把教學材料集結成為有用的資源庫，可互相共享。本校老師亦藉此加深課堂研究

的理念及實踐，相信在未來會繼續採用，以提升教學效能。  

 本學期的「觀課」活動已經完結，計劃由同工自願參與，今年有中史、數學、化

學及視覺藝術科的同工參加。計劃由參與同工先擬訂教學主題，並設計課堂中的

教學活動及流程，然後再在課堂中實踐及進行觀課，最後再開檢討及分享會議。 

 此外，「觀課」活動有主修及非主修科同工進行觀課及評課，在課後檢討交流分

享會議中，非主修科同工能提出一些主修科同工未必能察覺到的教學盲點，化學

科老師認為藉此能促進彼此交流，提升教學效能。中史科同工亦反映「觀課」活

動有助營造教學交流文化，對個人教學的專業發展有幫助。  

反思 

 校內觀課活動深受老師歡迎，同工在過程中均感受到互相切磋的效能，若在校內

的觀課文化發展至自發性，不只限於三年的計劃，相信效能會更佳。  

 「課堂學習研究」展開，如何把課堂研究繼續在數學科發展及拓展至其他學科是

來年探討的方向。  

 「評課活動」是推動整個優化課堂教學的另一個重要項目，來年其中的一個關注

事項是推動「評課活動」，使老師更進深思考課堂教學的問題。  

 「評估促進學習」展開了，老師反應正面，繼續邀請莫慕貞教授到校為有興趣

的科目深入討論「評估促進學習」的專業發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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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發展項目三：提升學生語文能力 

1. 加強學生的語文能力，中、英文科舉辦更多提升語文氛圍的活動，以加強學生接觸語文
的機會 

2. 針對中三「全港系統性評估」及中六「中學文憑試」的公開試成績的弱項，舉辦適切課
程予中三、中六同學，以提升學生的語文成績 

3. 與圖書館及非語文科目合作，推動閱讀風氣，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 

成就 

 中國語文科今年舉辦了多項校內及校外的活動，提升中文學習的氣氛。本
學年特別加強口語能力訓練，為此在校內及校外共舉辦了五次大型口語能
力工作坊，其中一次更邀得教育局高級課程發展主任擔任主講嘉賓，講解
首輪發言及不同口語題型的處理方法，並即席邀請同學作示範討論，學生
表現投入用心。此外更有崇真會五間中學的聯校口語訓練活動，讓高中同
學有更多實戰經驗。本校更派出老師為香港語文教育研究會主辦的全港
「 2013 口語溝通模擬考試」擔任主考員，增加考評的經驗，希望從交流中
促進老師的專業發展。除了提升口語能力外，中文科亦致力加強文化氛圍，
因此今年與中文學會合辦 ”元宵 ”活動，其中包括：填字遊戲比賽、猜燈謎
和吃湯丸等，藉此提升同學對中國文化的興趣。  

 英國語文科參加了教育局的「優化提升英語水平計劃」，重點是跨學科的英
語學習及應用。英國語文科與科學、地理及數學等採用英語授課的科目進
行協作及提供跨學科英語增潤教學，以加強學生運用英語學習的信心及能
力。英國語文科亦與教育局的「英國語文學習支援組」合作，進行初中「跨
學科英語寫作計劃」，透過英國語文、科學及地理科的跨科協作教學，提升
學生的英語寫作能力，並鞏固及加強學生的英語綜合能力與字彙知識。同
時，教育局與本校更合作進行「英語會話圈計劃」，提升學生的英語會話能
力及技巧。除此之外，學校運用教育局語文藝術協作計劃的 STELLAR 

Phonics 教材，由外籍老師及英國語文科老師同時為所有初中班別進行協作
教學，以改善學生的英語讀音、拼寫、字彙發展及說話能力。  

反思 

 中、英文透過增加課後課堂活動協助初中（ TSA）及高中（DSE）的應試準
備，課堂能針對學生的學習需要作部署，效果良好，惟課後課堂令老師及
學生的工作量大增，宜探討協調方法，令人力資源及時間安排上有改善。  

 中、英文推動多元化的活動增強同學學習語文的氛圍，同時增強同學學習
語文的能力，成效顯著，但活動對學習語文的延續性裨益有待探討。  

 推動語文能力並非單力英文科之責任。如何令全校各科各組一起配合推動

是重要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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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的學與教 

課程規劃與發展 

3.1 因應大專院校收生要求的變化，學校每年都會檢討高中選修科目的數目及組合，並作

出調適。學校同時提供多元化的應用學習課程，以照顧不同興趣及能力學生的需要。 

3.2 學校上年度在初中增設「生活與社會」科，發展順利。有關科目與高中的通識教育科

緊密銜接，在增進學生的人文知識之餘，亦訓練學生掌握通識教育科的學習技巧。 

教師教學及專業發展 

3.3 學校在上學期將進修重點放在改善課堂學與教，以及照顧學生需要上。為此，學校再

次邀請香港教育學院的高寶玉博士及賴明珠博士，於 2013 年 9 月 19 日到校主持「課

堂研究進階」講座，引導同工從課堂組織、教學設計及教學評估三方面入手，全面提

升學與教的水平。在 2014 年 1 月 27 日的基督教香港崇真會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活動中，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校長何世敏博士應邀分享「自主學習」的心得，進一步擴展同工在

學與教方面的視野。同日，穎匙培訓顧問主講「與家長建立正面關係的溝通技巧」，令

同工獲益良多。此外，爲了加強照顧學生的個別需要，學校邀請香港教育學院的潘頌

兒先生，於 2014 年 3 月 10 日到校主講「對情緒有問題學生的溝通策略及行為管理」

講座，讓同工對有關事宜更為了解。 

3.4 學校近年積極推廣課堂研究，以改善教學質素，從而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本年度，

數學科同工率先響應。王凱盈老師及黎達強老師根據上年度出外進修的經驗及心得，

分別在中二級及中四級帶領級教師進行課堂研究。同工透過教學經驗分享及前測，了

解學生的學習困難、常犯錯處及錯誤觀念等，從而訂定教學目標，並設計教案，繼而

試教及邀請同儕觀課，再根據回饋修訂教案及課堂材料，最後正式施教，並進行後測，

以作跟進。學校又與宣道會陳朱素華中學結成研究夥伴，兩校教師互相觀課、進行討

論及分享經驗，更集結教學材料，建立共享的資源庫。凡此種種，不僅加深了同工的

課堂研究概念，而且加強了他們在有關方面的實踐。學校相信，未來雙方將會繼續合

作，促進教學。 

3.5 學校本年度推行「促進教與學」專業交流計劃，希望透過課堂觀摩及交流，促進同工

的專業發展。本年度的「開放課堂計劃」由校長邀請「數學教育」、「科學教育」、「個

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及「藝術教育」的教師就特定的教學焦點作示範教學，讓同工

觀摩，並作討論及回饋。計劃對促進同工的教學效能有莫大的幫助，而同工對計劃的

反應亦見熱烈。 

3.6 照顧教師的身心健康同樣重要。學校邀得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派出專家，在兩次考試

期間帶領同工進行毛巾健體操，藉此讓他們放下煩憂、釋放壓力，並凝聚團隊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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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學校本年度致力加強訓練學生的中文口語能力，為此在校內、外舉辦了共五次大型口

語能力工作坊，其中一次更邀得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組學校發展主任黎耀庭先生擔任

主講嘉賓，講解首輪發言及不同口語題型的處理方法，並即席邀請學生作示範討論，

其間學生表現投入、用心。此外，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屬下五間中學亦合辦口語訓練活

動，讓高中學生有更多實戰經驗。學校更派出同工為香港語文教育研究會主辦的全港

「2013 口語溝通模擬考試」擔任主考員，以增加考評經驗；又派出同工參與粉嶺救恩

書院的口語工作坊，希望同工的專業發展在交流中得到提升。除了加強口語能力外，

中國語文科亦致力加強文化氛圍，因此本年度與中文學會合辦猜燈謎、吃湯圓及填字

遊戲比賽等元宵活動，藉此提升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興趣。 

3.8 學校參加了教育局的「優化提升英語水平計劃」，重點是跨學科的英語學習及應用。英

國語文科與科學、地理及數學等採用英語授課的科目進行協作及提供跨學科英語增潤

教學，以加強學生運用英語學習的信心及能力。學校亦與教育局的英國語文學習支援

組合作，進行初中「跨學科英語寫作計劃」，透過英國語文、科學及地理科的跨科協作

教學，提升學生的英語寫作能力，並鞏固及加強學生的英語綜合能力與字彙知識。為

提升學生的英語會話能力及技巧，學校與教育局合作進行「英語會話圈計劃」，又安排

學生參加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屬校合辦的口語訓練活動。此外，學校運用教育局「語文

藝術協作計劃」的「STELLAR Phonics」教材，由外籍教師及英國語文科教師同時為

所有初中班別進行協作教學，以改善學生的英語讀音、拼寫、字彙發展及說話能力。 

3.9 為配合教學語言微調政策，學校推行跨學科英語學習，並特此舉辦了一系列跨學科學

習活動，包括「中一及中三全年跨學科英語閱讀計劃」、「英語活動日」及英語話劇訓

練。學校的聯課活動小組亦積極推動英語學習，例如英語學會舉辦了「英語活動日」

及「早會英語分享」；英語辯論學會舉辦了英語演講和辯論工作坊、參觀及講座，並參

加了由「香港中學英語辯論協會」舉辦的全港中學英語辯論比賽，藉此擴闊學生的視

野，增加他們對時事的認識，並讓他們活用英語；英語歌曲欣賞學會及由學生主持的

午間英語歌曲分享環節不僅讓學生欣賞動聽的英語樂曲，亦在全校濃厚的英語氛圍

下，將英語融入愉快的校園生活中。此外，學校的英語銜接課程及所灌錄的英語讀音

光碟，均成功提升學生採用英語學習及運用英語的效能。 

3.10 為檢視學校的校本教學語言安排，教育局人員於 2014 年 2 月 20 日、24 日、25 日及 3

月 4 日到訪學校，進行以英語為教學語言的重點視學。視學報告讚揚學校能有系統地

執行校本教學語言安排，更特別指出教師能關注學生的語言學習需要，學生亦能掌握

以英語講授的課堂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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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 

3.11 學校繼續舉辦「初中課後功課輔導計劃」，由高年級學生解答初中學生在功課上的疑

難。學校本年度繼續推行「自費初中課後功課輔導計劃」，目的為學生提供小組輔導，

改進成績。「功課加油站」乃協助學生解決功課疑難的計劃，學校聘請教學助理在課後

向個別學生提供功課輔導。此外，為善用閒暇時間，學校在星期六或假期開辦以中、

英、數三科為主的初中及高中補習班，以增強及鞏固學生的學科知識。 

3.12 學校一直致力發掘學生潛能，積極發展資優教育，以照顧不同學生的學習需要，在校

內樹立學生的學習榜樣。本年度，學校繼續推廣資優課程，並甄選出 7 位學生參加香

港科技大學資優教育發展中心的訓練課程，讓他們能更深入地學習，提升個人潛能。

為加強資優信息，學校將安排資優學生於完成課程後，在學校網頁上分享經歷。 

3.13 學校本年度繼續參與「Microsoft Student Select 中小學校園電腦軟件推廣計劃」，以協

助學生購買正版軟件，尊重版權。學校又向學生介紹校內的網上電子學習資源庫，鼓

勵學生進行網上自學。為擴闊學生對資訊科技的認知，學校鼓勵學生參加課餘活動及

工作坊，如校內的電腦小常識網上問答比賽及智恒軟件有限公司籌辦的

「PowerDirector：影片剪接技巧」工作坊等。學生亦參與連串校外比賽，例如香港城

市大學電腦科學系主辦的「Robocode Contest 2013」、聯校資訊科技學會主辦的「第一

屆微電影創作比賽」及「第三屆遠程教室常識問答比賽」、創意科技教育學會主辦的「創

協盃──創意科技機械人足球比賽」，以及青少年世界杯港澳賽組委會主辦的「青少年

機械人世界盃港澳區公開選拔賽」。學校希望透過有關比賽，提升學生的解難能力與邏

輯思維，以及促進團隊精神的建立。 

3.14 學校亦於本年度繼續進行「勤學盡責計劃」，透過班際比賽的形式，鼓勵學生進行課前

預習、帶齊書本及文具上課，以及在上課時用心學習，而其中表現優異的班別更獲頒

奬狀及生果籃。學校希望以關愛、鼓勵的方式營造正面氛圍，讓學生體會到善盡學生

責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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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4.1 2013 年 11 月 18 日至 22 日的福音周以「LIKE‧美」為題。學校透過詩歌敬拜、見證

分享及點歌站等不同活動，讓學生認識神的愛。福音周佈道會由吳翠群傳道分享見證，

聚會中有 49 位學生決志信主。本年度，團職在「繽 FUN 福樂大埔家」新春嘉年華活

動中，利用五色葡萄向過百位太和街坊傳講福音。復活節營會於 2014 年 4 月 16 日至

18 日假突破青年村舉行，主題為「別放棄，只因祢！」。學校希望藉此引導學生明白

上帝從來都不曾放棄我們，並靠著耶穌基督的恩典，竭力追求理想，得著豐盛的生命。

學校亦舉辦了班際詩歌歌唱比賽、班際經文背誦比賽及「KYC 祈禱會」等活動，讓學

生有更多欣賞詩歌及反思福音信息的機會。 

4.2 學校首度參加由香港基督教服務處、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及教育局合辦的「2013 年度關

愛校園獎勵計劃」，獲評審團肯定過往在推動關愛文化方面的特色工作及成果，成功被

評定為「關愛校園」。此外，為了鼓勵學生多欣賞身邊的人、事、物，以及培養學生建

立積極正面的人生觀，學校本年度特設「好人好事齊齊 like」便條紙。學生可在壁報

板上展示欣賞的好人好事，從而學習感恩，締造積極正面的校園文化。 

4.3 學校運用「健康校園計劃」的資助，為學生舉辦了多項多元化的活動，包括義工小組、

戒毒機構探訪、「無毒校園格仔箱展」、「中一抗逆訓練營」、射擊戰遊戲(War Game)、

「Go Goal 糕蛋糕班」、「氣球大師訓練班」及運動攀登學證書課程等，以協助學生

發展潛能，服務社群，提高自信，確立正確的人生價值觀。 

4.4 在性教育方面，學校本年度的主題為「你要保守你的心勝過保守一切」。除了聯同小

童群益會及家計會舉辦性教育講座和攤位，以及訓練性教育大使外，學校更針對中二

及中三級學生的成長需要，與護苗基金及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合辦性教育工作

坊，再配合教師的愛情觀分享，期望能引導學生謹慎交友，努力保守自己的心。 

4.5 學校持續發展「學兄學姊計劃」，以協助中一級新生適應學校生活及推廣校園關愛文

化。學校舉辦了一連串的朋輩輔導工作坊，讓學兄學姊掌握基本助人自助的理念。學

兄學姊亦透過組織「交友之道」、「讀書心得」及「午間飯聚」等活動，實踐關愛精

神及助人技巧。學校更感謝校友會本年度的參與，安排對學校有承擔的舊生出席分享

活動，有效體現關愛精神的薪火相傳。 

4.6 學校運用「中學學習支援津貼」的撥款外聘專業服務及增聘教學助理。外聘服務範疇

多樣化，如言語治療、專注力提升活動及按個別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興趣而度身訂

做的興趣小組等。學校希望透過有關服務，為校內具不同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訓

練。增聘教學助理亦有助落實推行「全校參與」融合教育模式，推廣校園共融文化。

本年度，學校與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合辦了「和諧校園」攤位，另外亦安排了中一級同

學參加「黑暗中的對話」體驗旅程及「寧靜的溝通」講座，藉此讓學生認識有特殊學

習需要學生的特徵，並體會他們在生活上的各種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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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本年度，學校再度參與由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推行的「校本教育心理服務」。校本教育

心理學家定期到校提供多項有關情緒健康、壓力處理及特殊學習需要的支援服務，包

括個別心理治療、學生讀寫困難評估與教師支援，以及就照顧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而

制定的政策和措施提供意見。 

4.8 在爭取外間資源方面，學校在學期初成功獲得「花旗集團成功在望獎勵計劃」的資助，

在學校推行「攝人力量」計劃，讓校內具攝影潛質的學生參加一連串的專業攝影課程，

並安排他們替老人院的長者拍攝生活照及「福相」。是項計劃不僅讓學生的才華得以發

揮，而且還提供機會讓他們將所學的技能回饋社會。參與的學生均表示獲益良多，並

對與長者相處有更正面的體會。 

4.9 有見「攝人力量」計劃的成功，學校決定延展該計劃，於是聯同小童群益會社工李文

龍先生及學校社工李嘉琳姑娘，編寫「攝人力量青年義工攝影隊」及「動起來進行曲」

兩項計劃建議，最後成功獲李嘉誠基金會的「愛心進行曲」計劃提供共 30 萬元的資助。

學校將運用有關撥款，購置更多攝影器材、電腦和皮革工具，以及籌辦默劇課程等。

在未來一年，學校將為學生舉辦更多有益身心的活動，期盼學生在當中獲得更多成功

經驗，從而邁向更積極的人生。 

4.10 學校在學期初邀請了「生活教育計劃」為初中學生舉辦「吸煙多面睇」、「無毒一樣 cool」

及「cool teen 有計」等工作坊，讓學生有足夠的自信及社交技巧去抗衡日常生活中所

遇到的誘惑，並遠離不當行為。此外，學校又舉辦了「領袖生訓練日」及「領袖生聯

歡日」，以培養領袖生團隊的管理能力及合作精神，好讓領袖生能在其工作崗位上有效

地執勤，為同學樹立一個良好的榜樣。 

4.11 學校一向致力向學生介紹不同的升學資訊，而有關資訊對高中學生尤為重要。學校為

高中學生舉辦了一系列講座，介紹聯招制度與選科策略、專上院校、學位與副學位課

程，以及內地與台灣的升學資訊等，好讓學生掌握充足的資訊，作出升學決定。此外，

學校設有「老師面談計劃」，指導中六級學生選科；又舉辦「模擬院校面試」，讓學

生為參與院校面試作好準備。學校亦會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放榜前舉辦「模擬放榜及

升學講座」及「中六家長晚會」，使學生及其家長更有信心迎接放榜的挑戰。 

4.12 學校繼續加強學生的生涯規劃教育，不僅在班主任課安排學生訂立及反思人生目標，

而且為中三級學生舉辦「中三選科講座」及「模擬高中選科」，使學生更有信心作出

選科的抉擇。 

4.13 學校本年度繼續參加青年企業家協會舉辦的「商校伙伴計劃」，由伙伴機構「城市汽

車集團有限公司」派出公司大使，為參與的中四級學生舉辦工作坊、模擬工作面試及

公司參觀，讓學生了解職場的要求，擴闊視野。 

4.14 本年度，學生參加的國民教育活動包括國慶升旗禮、國慶慶祝活動、「九一八」紀念活

動、「辛亥革命」紀念活動、「五四運動」紀念展覽、香港歷史古蹟遊覽、「學校文化日

計劃：三年零八個月的體驗」、香港歷史博物館主辦的「國采朝章——清代宮廷服飾」

展覽，以及教育局主辦之「肇慶的自然地貌及保育交流團」與「邁向世界自然遺產之

旅：中國丹霞山考察」。學校希望透過有關活動，增加學生對祖國的認識及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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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為了提升學生對社會事務的關注，學校舉辦「領袖訓練日營」，藉此訓練學生的主動

服務精神；又推動學生參加垃圾分類計劃、環保時裝展、「廉政互動劇場」、「全港中學

生十大新聞選舉」及「智慧鯨訓練班——海洋公園工作實錄」等活動，藉此培養學生

的領導才能及公民意識。 

4.16 學校著眼於社會服務，透過資助或與不同機構合作，舉辦講座、工作坊及探訪等活動，

讓學生加深對社會服務的認識及了解，從而投入服務。老人院探訪，以及基督教香港

崇真會、信義會、突破機構、屯門婦女聯會及自閉症人士福利促進會等不同組織的賣

旗籌款活動，不僅為學生提供了服務社群的機會，而且擴闊了學生的視野。 

4.17 聯課活動委員會統籌各科組的學習活動，將訓練課程、級際旅行、班際競賽、資訊講

座、社會服務、藝術發展及參觀考察等學習經歷統整，組成「其他學習經歷日」及「跨

課程學習日」，以充實及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學生會、四社及共 44 個聯課活動小組

分別舉辦多元化的活動讓學生參與，藉此培養學生的興趣，發掘他們的潛能及領袖才

能，並促進他們建立團隊精神。 

4.18 父母對青少年子女的成長有充分認識，往往對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有事半功倍之效。

學校本年度舉辦了多個講座及工作坊，例如「中一家長座談會」、「中六家長座談會」、

由家庭基建總監徐惠儀女士主持的「向家人表達愛」講座，以及「家長如何與子女融

洽相處」工作坊。在靈命培育方面，學校舉辦了「家長福音晚會」，並邀得基督教香港

崇真會旺角堂傅蓮玉傳道分享見證，富善堂洪開基傳道分享信息，家長和學生合演福

音話劇「給媽媽的信」。學校深信，有關活動對家長的成長及親職教育有一定的幫助。 

4.19 本年度，學校更換了中一級課室的桌椅及天幕廣場的淨水器，亦新增了一台自動體外

心臟去纖維性顫動器。為加強製作筆記、考卷和小冊子等文件的效果，學校購置了兩

台大型多功能速印機，以取代舊式油印機。 

4.20 暑假將至，學校獲教育局安排更換部分課室的黑板及壁佈板，以及將舊翼課室以外地

方（包括特別室、活動室、教員室及校務處等）的普通光管轉為節能光管。工程完成

後，學生的學習環境將獲得進一步的改善，亦更能附合能源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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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生表現 

5.1 公開考試成績 

 在 2014 年度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本校與考學生共 191 人，中、英文科及格率（2 級或

 以上）分別為 89.0%及 92.7%，各科平均及格率（2 級或以上）為 86.5%。30.0%學生
 取得報讀本地學士學位課程最低成績要求，有 15.4%學生經大學聯招獲得取錄。 

5.2 學業以外的表現 

體育 

主辦機構 項目 成績 參加學生 負責老師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 

2013-2014年度 

校際游泳比賽 

男子甲組50米蝶泳亞軍 5B方亦昇  葉錦有老師 

男子甲組100米背泳亞軍   

女子甲組50米背泳冠軍 5A霍明美  

女子甲組100米背泳季軍   

男子乙組50米自由泳季軍 3C蘇鈺誠  

女子丙組50米蛙泳冠軍 1D文曉琳  

女子丙組200米自由泳亞軍   

男子甲組4 x 50米四式接力 

季軍 

4E顏輔宏 5B方亦昇 

5D陳建和 5D胡子軒 

女子甲組4 x 50米四式接力 

季軍 

5A霍明美 5A麥艷敏 

5C范梓晴 5C鄧睿怡 

5C王靖彤  

男子甲組團體優異 游泳校隊  

男子乙組團體優異   

男子丙組團體優異   

女子甲組團體優異   

女子丙組團體優異   

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

2013-2014年度 

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丙組1500米季軍 2A李浩廉  

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 

2013-2014年度 

校際手球比賽 

男子甲組殿軍 5A詹振中 5A蘇梓文 吳秀芝老師 

5B林庭暉 5B廖凌峰 

5B曾志峰 5B曾志豪

  

5B王俊朗 5D何凱傑 

5E劉子聰 5F吳展熙 

男子乙組殿軍 2B夏嘉輝 3A江雨軒 

3A孫日正 3A王卓然 

3D張梓熙 3D李文煜 

3D吳浩霆 4E鄒偉賢 

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 

2013-2014年度 

校際羽毛球比賽 

男子丙組亞軍 1D周銳鏮 2A劉永傑 

2A劉裕聰 2A鄧浩霖 

2A丘昊達 2B張星朗 

2B黃澤佑  

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 

2013-2014年度 

校際越野比賽 

男子丙組團體優異 1A黎奕勤 1A梁洛垣 朱偉良老師 

2A趙瀚林 2A劉裕聰 

2A李浩廉 2A蘇梓仁 

2B汪志希 2C區駿朗 

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

2013-2014年度 

全年總錦標 

男子組十佳學校 救恩書院  吳秀芝老師 

葉錦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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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項目 成績 參加學生  負責老師 

中國香港合球總會 單區雙柱沙灘合球賽 青年組季軍 3A ,Zaheer Sekunder  葉錦有老師 

3A王曦朗 3C黎溢濠 

4A翟泳德 4C邱加怡 

5B鄒卓峯 6C梁卓姸 

6F黃盈如  

2013單區合球錦標賽 青年組冠軍 3A ,Zaheer Sekunder  

3A王曦朗 3C黎溢濠 

4A翟泳德 4C邱加怡 

5B鄒卓峯 6C梁卓姸 

6F黃盈如  

2014單區合球錦標賽 青年組冠軍 3A ,Zaheer Sekunder 

3C黎溢濠 4A翟泳德 

4C邱加怡 5B鄒卓峯 

6C梁卓姸  

中國香港合球總會 Samsung第57屆體育節 

會長盃合球邀請賽 

季軍 1A蘇智軒 1C孫麗玉 葉錦有老師 

3A王曦朗 3A王瑋琛 

3A Zaheer Sekunder 

3C黎溢濠 3C蘇鈺誠 

4A翟泳德 4A黎衍彤 

4C邱加怡 5B鄒卓峯 

5B古淇楠  

大埔體育會 大埔區陸運會2013-2014 男子C組鉛球冠軍 
男子C組標槍冠軍 

5B曾志峰  葉錦有老師 

女子D組鉛球季軍 4D麥彤安  

粉嶺救恩書院 
 

粉嶺救恩書院 
陸運會邀請賽 

男子4 x 100米季軍 3C戴文聰 3D陳永富 葉錦有老師 

4D鄧裕峰 4F楊嘉豪 

賽馬會體藝中學 賽馬會體藝中學 
合球邀請賽 

新秀組亞軍 1A蔡梓勤 1A江洛瑤 葉錦有老師 

1A梁洛垣 1A蘇智軒 

1D卓惠琪 3A王瑋琛 

路德會賽馬會 
富善綜合服務中心 
 

路德會賽馬會 
富善綜合服務中心 
2013-2014健康校園計劃 
禁毒盃 

冠軍 3A Zaheer Sekunder 黃俊明老師 

3C戴文聰 3D朱志豪 

4B蘇振霆 4C袁卓毅 

4F吳家榮 5B陳建鈞 

5B劉俊彥 5C李懷恩 

5C蘇焌傑 5F顧澤琛 

5F黃添樂  

 

藝術教育 

 視覺藝術 

主辦機構 項目 成績 參加學生 負責老師 

大埔區議會、 
大埔社團聯誼會 

大埔城鄉共融迎中秋2013

花燈設計比賽 
中學組季軍 5F翟彥君  簡李麗池老師 

中學組優異奬 5E柯美玲  

渣打銀行、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 

馬拉松101「跑出創意」大
行動——創意跑手服飾 
設計比賽 

跑手服飾設計入圍獎 4C李沚澄 4C駱芷珊 鄭映霞老師 

4C潘希琳 4D張悅心 

4D馮詩慧 4D吳思銳 

4D蘇曉筠 4E蔡詠詩 

4E潘寶穎 4E葉詠彤 

4E容泳君  

最Like跑手服飾設計大獎 4C張翰盈 4C楊碧君 

4E呂穎彤 4F黎詠欣 

4F顏倬嵐  

教育局、 
香港青年協會、 
香港科學館 

2014年香港學生 
科學比賽 

科學海報組入圍獎 4C李沚澄 4F黎詠欣 鄭映霞老師 

  

  

 
 音樂 

主辦機構 項目 成績 參加學生 負責老師 

大埔區文藝協進會 大埔區校際歌唱比賽 中學組銀獎 混聲合唱團（初級組） 李韻怡老師 

混聲合唱團（高級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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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誦 

主辦機構 項目 成績 參加學生 負責老師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 
協會 

第65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一、二級女子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1D梁斯晴 1D黃嘉婕 彭圞老師 

中一、二級女子 
普通話詩詞獨誦 
良好 

1B廖倚琳 1B楊巧君 
1D吳芷瑩  

中四級女子普通話散文獨誦 
優良 

4A 歐曉茵  

中一級女子粵語散文獨誦 
優良 

1C明朗  楊曉艷老師 

 
中四級女子粵語散文獨誦 
優良 

4A黃雅姿 4A游卓瑤 

4D何雅雯 4D陳雅盈 

中三、四級二人朗誦亞軍 4D陳雅盈 4D梁碧玉 

中三、四級二人朗誦季軍 4A歐曉茵 4C張翰盈 

中五、六級二人朗誦優良 5A曾梓鈴 5B羅嘉琳 

中五、六級二人朗誦良好 5A麥艷敏 5D吳麗婷 

女子英詩獨誦亞軍 3D盧紀樺  蔡愛玲老師 
女子英詩獨誦季軍 1A陳婉溶 3B李沁蔚 

 
 舞蹈 

主辦機構 項目 成績 參加學生 負責老師 

大埔區文藝協進會 大埔區第33屆 
校際舞蹈比賽 

中學組銀獎 1C 鄭欣如 1D 陳曉欣 陳曉茹老師 
1D 梁斯晴 1D 吳芷瑩 

1D 黃嘉婕 2A 黃詩雅 

2C 陳亭妤 3A 梁碩君 

3A 鄧可欣 4B 劉綽楠 

4C 何穗荇 5A 黃諾思 

5B 羅嘉琳 5E 黃家琪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沙田文藝協會 
 

第34屆沙田區 
舞蹈比賽 

公開組銀獎 1A 鄧方怡 1A 楊德歡 黃巧兒老師 
1B 何繛伶 1D 陳曉欣 

2C 陳亭妤 3A 禤梓晴 

3A 李頌思 3A 黃悅 

3B 朱美姚 3B 李沁蔚 

3C 梁烜維 3C 呂曉晴 

3C 吳映如 3D 郭芊慕 

4D 張悅心 5E 黃家琪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教育局 

第50屆學校舞蹈節 中學組現代舞（群舞） 
甲級獎 

1A鄧方怡 1A楊德歡 黃巧兒老師 
1B何繛伶 1D陳曉欣 

2C陳亭妤 3A禤梓晴 

3A李頌思 3A黃悅 

3B朱美姚 3B李沁蔚 

3C梁烜維 3C呂曉晴 

3C吳映如 3D郭芊慕 

4D張悅心 5E黃家琪 

中學組中國舞（群舞） 
小擺手（土家族） 
甲級獎 

1C鄭欣如 1D陳曉欣 陳曉茹老師 
1D梁斯晴 1D吳芷瑩 

1D黃嘉婕 2A黃詩雅 

2C陳亭妤 3A梁碩君 

3A鄧可欣 4B劉綽楠 

4C何穗荇 5A黃諾思 

5B羅嘉琳 5E黃家琪 

中學組中國舞（群舞） 
花季（古典） 
甲級獎 

1D梁斯晴 1D吳芷瑩 

2A黃詩雅 2C陳亭妤 

3A鄧可欣 4B劉綽楠 

4C何穗荇 5A黃諾思 

5E黃家琪  

中學組中國舞 
（獨/雙人/三人舞） 
臨水（漢族）（獨舞） 
乙級獎 

5E黃家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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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主辦機構 項目 成績 參加學生 負責老師 

澳洲皇家化學學院、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澳洲國家化學測試 

（香港區） 

卓越表現 5A高正浩  姚秀芳老師 

優異 6A洪卓寗  

香港理工大學 

 

高中數理學科比賽2014 化學及生物科獎章 5A高正浩  姚秀芳老師 

化學科高級榮譽 5C李澤權  

香港青年協會 科學逃脫競技賽 –  

「逃出科D世界」 

季軍 3A李家和 3A呂灝宏 姚秀芳老師 

3B陳灼均 5A高正浩 

5B石浩榮  

大埔青年協會、 

大埔區青年活動 

委員會、 

香港青少年領袖發展 

協會 

第2屆大埔區傑出青年 

選舉 

大埔區傑出青年 6F石曉彤  陳家維老師 

學友社 第22屆全港中學生 

十大新聞選舉 

最具新聞觸覺獎 4A歐曉茵 4A蘇凱琳 溫婉嫻老師 

4D葉芷珊 4D吳思銳 

5E李嘉螢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2014港澳數學奧林匹克 

公開賽（港澳盃） 

銀奬 2A余智滔 3A呂灝宏 鄧大偉老師 

4B陳靖 4B蔡婉盈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 

委員會、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區 

全港中學生「升呢」 

大行動 

升呢奬 5A高正浩  董淑儀老師 

青年企業家發展局 

 

商校家長計劃2013-2014 最佳商校伙伴 4A蔡清秀 4A郭俊樂 鍾偉順老師 

4A黎衍彤 4A吳楚詩 

4A蘇凱琳 4A黃雅姿 

4A黃梓鈞 4A游卓瑤 

4A余梓婷 4B蔡婉盈 

4B簡珮如 4B李俊謙 

4B李學欣 4B麥家喬 

4B蘇曉怡 4B溫凱欣 

4B楊曉晴 4C李沚澄 

4D陳詠樂 4D馮詩慧 

4D何雅雯 4D葉芷珊 

4D羅君婷 4D吳思銳 

4D陳雅盈 4D徐卓琳 

4D楊美鈴 4E鄭穎瞳 

4E蔣仁杰 4E古浩程 

4E黎寶懿 4E羅嘉敏 

4E呂穎彤 4E岑靖桐 

4E黃嘉瑩  

環境運動委員會 2013/14年度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 

傑出學生 

環境保護大使金獎 

3A何嘉穎 3A江雨軒 朱益敏老師 

傑出學生 

環境保護大使銅獎 

3A劉欣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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