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5/9  上午 10:10 

 
 
 
 
 
 
 
 
 
 
 
 
 
 
 
 
 
 
 
 
 
 
 
 
 
 
 
 
 

 
 
 
 
 

(Template) 

 

神召會康樂中學 
學校報告 

 

2010-2011 學校年度 



學校報告的主要內容  
 
我們的學校  • 

• 
• 
• 
• 
•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我們的學與教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學生表現  
回饋與跟進  

 
 
 
 
 
 
 
 
 

2010-11 學校報告 1



我們的學校  

• 簡述學校的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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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重點發展項目一：孕育新世代公民，心繫家國助社群 

 

成就 

提升學習兩文三語的興趣 

 中文科舉辦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如電影欣賞、話劇、參觀清明上河圖、廣州交流等，並
能持續配合廣泛閱讀和作家分享會等，增加學生在語文學習上的興趣；學生於早會負責

的文化短講及各科專題短講，增加學生在語文表達訓練；組織中文辯論學會及朗誦隊，

參加校內及校外比賽均有獲獎及羸取寶貴經驗。 
 普教中完成三年試教，初中已能達至 50%以普通話進試行課堂講授，並加入聊天室及普
通話周活動等，成果詳見普教中報告 

 英文科於午膳時間舉辦 Speaking for fun (SFF) 活動；英文學會舉辦了多場電影欣賞活動
 中、英文科共有過百名同學參與校際朗誦節 
 

優化閱讀風氣 

 各科周年計劃透過加入閱讀元素， 加強同學積極閱讀風氣。 
 中文部的三年閱讀策略，今年已進入第三年。本年達標項目包括： 
 網上閱讀:啟慧網各級完成不少於 70%，榮獲熱爆學校大獎 
 廣泛閱讀:各班已完成 4—7本書 
 每月訂閱「知識」雜誌，與通識科訂報每星期 3天，於早會閱讀。 
 高中學生在閱讀理解的評卷上展示考核能力。 

 中文科閱讀活動多元化，並配合圖書館閱讀計劃、文化短講及早會讀報等。本年度閱讀
薈萃日由中六級負責大型閱讀滙演，文科班演繹粵劇帝女花，理科班則以聊齋為本，改

篇成「金鸞帝女萬世歌」及「蘭若倩影幽夢緣」，大受歡迎，在籌備及演出過程，同學亦

能盡展潛能。 
 由圖書館主辦及協辦多項推廣閱讀活動。包括兩次書展、兩次作者講座(張潤衡及梁望
峰)、初中趣味遊戲比賽等，同學積極反應。 

 閱讀薈萃日增加了初中同學的參與，例如圖書角色扮演及一分鐘好書推介，同學反應熱
烈。 

 「書香伴我旁」長假期借閱圖書計劃已增加暑期借閱，主要針對高年級學生。 
 全學年增加在早會由各學科推介書籍的時間。 
 

提升科學及資訊科技素養 

 参與教育局綜合科學科校本協作計劃，推動科學及資訊科技素養； 
 舉辦科普講座，提升科學素養。 
 繼續使用 Web2.0 工具於學習及强化在資訊科技運用上的道德，提升資訊科技素養， 

 籌備成立康樂科學園及推動電子學習試驗計劃 

 

提升自學能力及學習興趣 

 透過學科問卷調查，多個學科已採用腦圖的運用。 
 課室日誌及手冊的使用較上家課記錄更有效和成熟，特別是初中班級，透過課室日誌的
記錄，能加强學生對安排及完成課業的意識、及保持良好上課學習態度的意識。大部份

同工亦對課室日誌的使用有正面評價。 
 不同學科舉辦的學科活動及比賽，已作適度調協及盡量列入校曆表。較大型之學術活動
如：「學術周」、「跨學科營商」等，負責活動的學生，能在不同領域發揮才能，而參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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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投入參與。 
 舉辦中三、中五、中六及中七境外學術考察團，學生踴躍參加，參加率是 78%至 100%。
從學生的問卷調查及感想中，反映出學生的多元化學習獲益，並所同學均贊同繼續舉行

此活動。 
 學務部安排的「走出課室」考察活動，在初中共六次、高中共五次，均為全級性學生參

與，並有相關課業跟進。活動能擴闊學生的學習空間，亦受學生歡迎。 

 

優化關愛的校園文化，讓學生樂於協助弱勢社群，並關心祖國的發展 

 透過「康樂門生」計劃，教師經常約見學生會談及一起午膳，增強校園關愛文化。 
 學生透過參與不同的義工服務，包括校內的班會幹事、領袖生、陸運會服務生及長者學
苑。校外義工服務包括賣旗籌款、植樹、探訪老人院、特殊(智障)學校、幼兒院，學生均

有機會在服務中學習，發揮同學樂於協助弱勢社群的精神。 

 配合適當的時節，於早會時由校長或教師作德育及宗教短講，增強了學生關心祖國的發
展。 

 鼓勵同學在校內外實踐基督的愛，相信同學參與學校的福音工作對學校福音的擴展有很
大幫助，我們在各級邀請一些良善忠心的同學組織成福音使命團，在上帝的幫助下，於

校內、校外散播福音種子，讓神的愛覆蓋整個校園，甚至整個社區。 

 鼓勵同學參加群牽服務團服務社群，走出課室，藉着學生參與社會服務，讓他們關心社

會，建立積極正面的價值觀。此外，我們也希望藉此幫助學生學習關懷別人，幫助他們

培養良好的品德，成為助人自助的好公民。全學年學生平均義工服務時數約為十八小時。

反思 

提升學習兩文三語的興趣 

 加強整體性規劃及安排，效果會更見進步。 
 推動老師的專業培訓，鼓勵參加教育局舉辦的有關講座或分享會，學習更多提升學習兩
文三語的興趣的教學策略 

 

優化閱讀風氣 

 中文科三年閱讀策略，須進一步作全校推廣閱讀。 
 除語文科的深化閱讀計劃外，更成立專責閱讀委員會，加強與其他科、組間的合作，並
深化閱讀，讓學生培養良好閱讀習慣。 

 優化全校閱讀時間及繼續舉辦其他受歡迎的閱讀活動，包括作者講座或專題講座。 
 廣泛推動網上閱讀，運用有關的閱讀及評估系統。 
 建議於早會，增設晨讀時段；午膳時間，增設英語電視新聞時段；中一及中二級引入英
文故事閱讀，同學須每年閱讀二十本故事書，並完成工作紙。 

 

提升科學及資訊科技素養 

 本年度參與由教育局中學校本課程發展組主辦的綜合科學科教師交流計劃，並 
透過觀課及定期教師交流分享活動，任教中四至中六級綜合科學科的老師能有效提升強

教與學效能。 
 本年度配合學校發展部的策略參與由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組所舉辦的「利用 Web 2.0 工

具以提升學與教效能推廣計劃」，透過生物科及其他科目參與計劃，本校榮獲「優異教材

設計」獎及於 2011 年 6 月 25 日的頒獎禮上與其他教育工作者分享該計劃內容。 

 

提升自學能力及學習興趣 

 運用腦圖的科目與渠道已是足夠。未來特別需要更多腦圖運用，提升高中學生面對解難
及發掘學習內容的能力，尤其是應付公開考試之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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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加強課室日誌的效度，下學年在各班委任專責學生記錄及監察，並培養學生查閱網上
家課記錄。 

 「走出課室」活動成效顯著，亦被學生接受。宜深化及加强考察或參觀的跟進學習。屬

跨科學習活動需要充足時間及人手籌備。 
 下學年傳統的「學術周」及高中跨境「學術團」活動因兩級要面對公開試而暫停舉辦。
未來需要考慮如何栽培中四級學生有足夠的裝備去接續傳統，承擔獨立創作及發揮探索

精神。 
 計劃在三月底學校外借的時段，舉辦多項各級的「走出課室」活動，並加強跨學科的學
習設計，使考察活動的效能更深化。 

 考慮有可能會在下學年底試後活動額外為中五級安排跨境學術考察團或閱讀話劇，按學
生的需要而定。 

 加強新高中各科應試技巧，深化學生審題及組織能力。 
 

優化關愛的校園文化，讓學生樂於協助弱勢社群，並關心祖國的發展 

 我們已建立校園關愛的文化，喜見很多同學在校內願意多做關顧別人的事工，如向同學

傳福音、帶同學返教會，以生命影響生命，效法耶穌基督，以行動走進人群，實踐基督

的愛。 

 我們藉着有目標去服務別人，發現同學不但在服務過程中能擴闊視野，享受助人自助的

樂趣，在活動中更建立自信，培養樂於承擔、無私奉獻的精神，貢獻社會。此外，我們

也發現大部分同學更會尊重別人、也加強自我管理能力，更願意承擔公民責任，相信此

服務令他們更具信心去迎接二十一世紀的挑戰。 

 部分基督徒因學業、太多活動難於兼顧校園福音事奉，我們仍須推動基督徒同學委身校

園福音工作，同心同行為主作見證。 

 學生樂意捐助國內貧困同胞的需要，學生亦關心中國的新聞大事，但對自己國民身份的

認同感仍不足，可以在早會多加有關國情教育的活動。 

 我們仍須在服務學習過程中加強學生對個人身份、公民身份和國民身份的認同，讓他們

更成為對社會有責任感和承擔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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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發展項目二：齊享健康綠校園，規劃豐盛樂人生 

 

成就 

 

培養對體藝活動的興趣和鑑賞能力 

 學生積極參與音樂活動，參與定期音樂活動約有200人(銀樂隊80人、中樂團及合唱團各
60人)；學生亦積極參與非定期音樂課外活動，如出席校內外音樂會、音樂比賽、境內外

交流活動，藉以提升對藝術的鑑賞能力。 

 適切調較課堂活動及教學器材，吸引同學對該活動項目的興趣； 
 體育科引入不同類型的運動項目，如：保齡球、欖球、高爾夫球、街舞等等；組織觀賞
大型比賽項目，如：深圳全國大學生運動會遊學團、香港七人欖球賽、大埔及北區學界

田徑賽等；邀請出色運動員到校內舉行講座分享、技術交流及表演，如中國體操隊運動

員楊威、前中國國家泳隊運動員羅雪娟、香港單車隊代表等 

 在適切的課堂及聯課中推介及鼓勵學生參與不同類別的視藝活動，包括陶藝、手工藝 、
漫畫等活動。更值校方於各級別舉行不同類型的海內外交流，同學們參觀不同類型的藝

術展覽、接觸不同的藝術文化，視野廣闊，鑑賞力便自然提升。 

 

培養健康的心理素質，迎接成長的挑戰 

 同學積極回應「大埔校園抗毒計劃」 
 成功推行各項成長輔導活動 (成長新動力課程、共創成長路、性教育活動) 以及舉辦更多
訓育講座 

 成功舉辦家長晚會及親子活動，宣揚愛的信息 
 推行全校事業興趣測驗活動，讓學生對自我性格有初步的認識，從而引發學生之學習動
機及建立升學之目標。 

 透過「尋找生命的色彩」課程及各項選科活動，中三學生在自我認知的意識增加，應用
在新高中選科上，有90%中三學生主動完成網上選科。 

 與信義會合作，順利完成「生涯地圖」、「夢。起動」輔導活動，有 179名中五學生參加，
從問卷數據反影學生對自己的人生規劃更了解。這個活動能引發學生對生涯規劃的關注

希望能進一步了解自己的生涯方向。 

 全部中六學生均參與「香港事業興趣測驗」，同學以認真的態度進行測試。57.9%學生認
為該活動能幫助他們了解未來生涯方向。51.6%學生認為此活動能對他們規劃未來升學或

就業方向有幫助。而88.9%的學生希望能進一步了解自己的生涯方向，獲得更多升學及就

業的資訊。 

 

培養靈育健康的成長 

 推動心靈教育，培養學生對神有敬畏、愛慕、順服及跟隨的心；教導學生能在主裏肯定
自己、愛惜自己及奉獻自己；鼓勵學生愛護、憐恤及幫助身邊的人。務求同學在對神、

對人、對己各方面都能有正面發展；不論在校內或離校以後都能活出豐盛的生命，榮神

益人。 

 鼓勵師生同心為學校祈禱，參加每個星期三早上 7時 15分於音樂室舉行的師生祈禱會，
同心為學校祈禱。 

 鼓勵老師彼此關顧、激發愛心，於日常繁忙的校園生活彼此關心，於教師發展日邀請嘉
賓作靈育分享，務求讓老師身心靈健壯，齊過健康校園生活。 

 推動家長教育講座，每年與家教會合辦多次家長會，如每年七月中一級新生家長日講座、
十二月家長會就職禮…..我們邀請校外嘉賓、就讀大學的學長、甚至學生家長及他們的孩
子一起分享感恩見證，分享天父如何介入他們的家庭、我們希望藉着不同的福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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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家長知道怎樣按照聖經真理教導子女，建立基督化健康的家庭，過一個豐盛快樂的人

生。 

 

建立綠色校園 

 透過成功申請政府的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推行繼去年的「冷氣環保計劃」, 本年度再次
成功申請該項基金並繼續推行 「環保節能在康樂」之項目, 本年度基金使用於推行全校

窗戶裝置隔熱膜，將課室溫度減低，從而減少電能消耗以達到節能目的。 

 本校繼續推行「校園綠化計劃」及「校園再生能源計劃」，於本校天台設立利用太陽能
自動灑水系統的小花園、苗圃、有機蔬菜耕作園及中藥園，並配合園藝學會、環保學會

及生物學會籌劃多項課外活動以供教育學生環保的重要性和提供實踐環保生活的機會。

 成功推行「環保餐具計劃」、「校園可持續發展計劃」；環保學會於學校天台種值盆栽，除
綠化校園外，還可降低頂層課室温度。 

 各科在適切的課堂上，與學生有效地討論與能源有關的環保的議題。 

反思 

 

培養對體藝活動的興趣和鑑賞能力 

 學生積極參與音樂活動，建議繼續推行計劃。 
 鼓勵學生走出學校，多參加地區性和境外的音樂比賽和交流活動，提升音樂造詣。 
 為能力稍遜的學生提供合適的教學器材，令學生能獲得很高的滿足感，如：軟式排球、
軟式網球、五號籃球。 

 課堂活動以遊戲及競技性為主，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學生透過觀賞大型及/或國際性賽事，令學生眼界大開，更了解不同水平運動員的技巧。
 同學在不同類別的視藝比賽活動雖獲得佳績，但參與的人數末理想， 宜積極鼓勵同學多

參與課外視藝活動，加強建立同學的自信心。 

 明年於聯課中多加不同類別的藝術創作活動如漫畫班,水墨畫班,手工班及舞台戲劇訓練

等。 

 

培養健康的心理素質，迎接成長的挑戰 

 「大埔校園抗毒計劃」加強學生遠離毒品的決心。 
 學生的心理成長需要長時間的關心及與家長合作，所以連續性的活動是有需要的。 
 親子活動成功，但參與人數比例不多，需多加推廣。 
 同學對事業興趣測驗很有興趣，能讓他們了解Holland的性格類型理論有初步的理解。 

 繼續中三級「尋找生命的色彩」課程。如有更多時間讓學生反思，效果更佳。 
 中五「生涯地圖」、「夢。起動」輔導活動，同學對生涯規劃感興趣，來年會繼續與信義
會合作，但建議在課內時間進行，以免課後留校太久，影響參與的興趣。 

 「香港事業興趣測驗」能讓學生更清楚認識自己，但使用任何評估工具都應該預留與學
生輔導的時間，讓他們更了解測驗的意義、分析及運用結果。建議明年預留較多時間跟

同學討論結果及解答他們的疑難，加强後期分析輔導工作。 

 

培養靈育健康的成長 

 我們喜見同學在學校已建立正面的人生觀與價值觀，學懂反思生命的意義，重視自己品
格的建立。 

 我們喜見大部分同學過精神健康的生活，學懂倚靠主常存一顆喜樂、不住禱告和凡事謝
恩的心，也知道如何訂立人生目標，生命處處充滿喜樂。 

 部分同學因學業、家庭…..太多憂慮，我們仍須鼓勵同學在任何環境常存喜樂，凡事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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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去面對挑戰，走上豐盛的人生路。 
 我們仍須鼓勵同學多做關顧別人的事工，如向同學傳福音、帶同學返教會，以生命影響
生命，齊過健康快樂的校園生活。 

 

建立綠色校園 

 本校已連續兩年成功申請政府的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推行「環保節能在康樂」之項目, 並
已經完成於全校安裝環保冷氣機和全校窗戶裝置隔熱膜，下年度應繼續跟進及計算全校

耗電量的減幅，另繼續推行「環保節能在康樂」之活動，教育學生環保知識，傳遞和示

範環保怎樣融入日常生活中。 

 本校應繼續推行「校園綠化計劃」及「校園再生能源計劃」，及配合園藝學會、環保學會
及生物學會籌劃多項課外活動以供教育學生環保的重要性和提供實踐環保生活的機會。

另外，更可以把活動計劃配合其他有關的學科，例如：通識科、生物科等。 

 綠色校園讓學生有機會瞭解人對地的破壞與人地和諧共處的重要性，從而懂得珍惜資
源，愛護地球。 

 同學享受環保學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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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發展項目三：培育校園小領袖，發掘學習小專家 

 

成就 

加强校本資優教育的發展 

 提名有興趣及具潛質學生參與教育局舉辦的網上學習課程，以延伸課堂學習及增潤課外
知識。學生己完成第一階段的天文或數學課程。 

 提名及資助具潛質學生參與教育局或各大專院校的資優課程，提供加速學習及與他校學
生的交流機會。共13名學生參與有關課程。 

 2位學生接受香港資優教育學院甄選，取得香港資優教育學院學員資格，可參與學院所舉
辦的課程。 

 提名及訓練資優學生參與校外比賽(包括香港青苗科學獎、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香港選
拔、聯校模型滑翔機飛行大賽、「創新能源項目」設計比賽2010/2011)，讓學生透過訓

練及比賽，加速學習。比賽中並能與他校學生進行交流，互相學習。 

 升學輔導組成立學生小組，參與及策劃籌備事業興趣測驗早會活動及制作不同展板，發
揮所長，從而建立作為領袖之素質。 

 

透過多元化的課外活動，培育校園小領袖 

 配合學生成長學部、學生會、體育枓的統籌，推動學生參與校內外的運動比賽及活動。
 學生參與課外活動人數越過全校學生的 60% 
 學會及學生會學生能有效地組織學會活動及學生會活動給予全校學生參與。 
 各校隊都能安排數位年資較長的學生運動員擔任隊內的助教及小導師。 
 群牽服務團成立已有 17年，多年來獲得多個社會服務獎項，同學在服務過程中深受社會
服務機構及長者欣賞，成績獲外間肯定。 

 

啟發學生潛能，提拔及嘉許校園小專家 

 「學習優異小獎狀」計劃運作比去年更順暢，反應更熱烈，反映同工及學生均認同此計
劃有助學生提升的對學習態度。 

 學生的學習成果，能透過不同渠道及平台作展示，如語文提升活動之改編話劇滙演、攤

位遊戲等。學生均有反應正面。 

 配合體育及學生成長學部的統籌，支援各校隊、課外活動等學生服務生參與社區或校內
運動活動的推廣及服務等。 

 各校隊都能推薦數位同學參與聯校運動領袖訓練計劃，並完成課程和取得證書 
 推動及鼓勵於該項運動項目有興趣及天份同學參與技巧改良課程、教練培訓班及裁判班
 科學各學科統籌和提拔學生代表學校參與校外的科學比賽，中四修讀物理、化學或生物
的同學須參與最少一項校外科學比賽。 

  
 

反思 

 

加强校本資優教育的發展 

 校本資優教育的發展主要集中於理科，唯其他科目 (如數學科) 均有資優教育的原素。
建議配合各科資優教育的發展，使學生得到更全面的學習機會。 

 學生的提名主要依賴科任教師及班主任推薦，可考慮使用其他方法收集學生的意向及評
估他們的潛質，發掘更多具潛質的學生。 

 建議擴展升學輔導學生小組，加入來自各級的代表，以更有效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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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多元化的課外活動，培育校園小領袖 

 部份學會領袖欠缺主動性，需要老師較多的支援。 
 部分同學參與社會服務被動，須加強同學的服務的心志、服務技巧。 
 

啟發學生潛能，提拔及嘉許校園小專家 

 總結今個學年的實際運作及統計結果，下年度的「學習優異小獎狀」計劃的目標和要求
可作調改，期望繼續提升學生的學習信心，亦引發學生自發學習的精神。 

 「學習優異小獎狀」計劃亦需要修訂簽發原則，避免濫發或與科本獎勵計劃重叠。 
 學生視每年的話劇滙演為一項學習傳統，需考慮如何培養更低年級可以承傳發展及

爭取適合的時間和空間。 

 受表揚的學生自信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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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與教 
 
四個關鍵項目 
 

本校各科均引入四個關鍵項目有關的內容外，並透過不同的安排，加强四個關鍵項目的推行。 

 
德育及公民教育 
 
學生成長部舉辦不同的德育及公民教育活動，並透過聖經科，加强同學從信仰體會德育及公

民教育的經歷。 
 
基督教教育 
全校同學須修讀聖經科，本年度在各項工作簡述如下： 
 
目標 策略 
推動學生禱告運動 繼續推行聖經課禱告習慣及推動週三清晨祈

禱會 

透過定期跟進進度、意見交流及更有系統地

整理資源庫的資料，提升同工交通及支持 

制定自我檢評的機制，清晰各課節的目標，

善用進度表作跟進 

深化學會學習，善用專題研習及經驗學習 加入專題研習及經驗學習的元素 

統一評估系統 統一各級評估系統：透過各任教老師的商

討，訂立及實行中一至中七級統一評分機制

推動學生靈修習慣 鼓勵基督徒學生讀經祈禱，並在課堂中分享

及領禱。 

將團契/小組形式帶入課堂 誠邀宗教部同工進入不同級別的課堂外，在

中一級引入團契模式，將學生細分九小組於

同一時間授課，期間更設有合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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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閱讀中學習 

 

學務部統籌各科目與圖書館的協作，提供同學從閱讀中學習的學習經歷，透過與閱讀相關的

活動，例如圖書館舉辦閱讀獎勵計劃、書展、作者分享會等活動，提升學生對閱讀的興趣，

並且有各科配合的閱讀計劃及中文網上閱讀計劃、通識閱報等，深化學生的語文基礎及廣泛

認知。 
 
專題研習 
 
透過初中「走出課室」的考察，於「聯課」時間內進行，增加各學科參與專題研習機會；組

織高中跨境及境內學術研習活動，更將專題研習學習技能深化，增加高中學生在學術研究上

的層次及自主性。科學科統籌中一、二級的科學探究研習，協調中三級的科學探究研習，科

學科、物理科、化學科及生物科之間的協作；中四修讀物理科、化學科或生物科的同學，須

參與最少一項校外科學比賽，科學教育組負責統籌。高中各科依照校本評核的安排，同學須

參與指定的專題研習。 
 
資訊科技互動學習 
 
電子學習 
 
本校與香港教育城及興倫信息有限公司，試驗高中電子學習，参與老師如下 

 
科目 参與老師 

生物科 黃寶玲老師 

陳君凌老師 

化學科 陳瑞光老師 

鄭國財老師 

黎育欣老師 

物理科 蔡瑋庭老師 

梁啟宇老師 

數學科 莫海瑋老師 

周桂汶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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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習 

 
本校積極推動全方位學習，促進同學的學習和成長，除各科舉辦的活動外，學務部亦統籌各

科的協作，舉辦全校性的全方位學習活動，詳情如下： 
 

 項目 內容 日期 成果 
1. 「學術
周」活動 

 組織全校「學術周」
活動 
 鼓勵不同科目參與 

12月-
2月 

 依計劃完成 

 主要項目包括： 

1) 中英語文話劇滙演； 
2) 跨科營商活動; 

3) 專題研習展覽。 

 參與學科：中文、英文、通識、經濟、商企、

會計、地理、中史、歷史、物理、生物及科學

等。 

2. 「高中學
術研習

營」 

 組織中六境外學術研
習營 
 7月舉行 

7月  學生反應熱烈，積極投入，達到多元學習目

的。詳見有關評估報告。 

 在學術周有專題展板展示成果。 

3. 跨學科
「營商活

動」 

 籌備及組織「營商攤
位活動」 

9月- 
 2月

 順利完成。 

 學生投入，並能在不同領域發揮才能。 

 明年應增設學生意見調查表。 

 
4. 中四學術
研習日 

 組織及安排研習活動 4月  順利完成。 
 安排船往茘枝窩、吉澳、鴨洲考察一天。 
 學生普遍積極參與。全級只有5名缺席。 
 由通識科跟進學習報告。 
 明年應增設學生意見調查表。 

5. 初中「走
出課室」

活動 

 組織及安排研習活動 10月-
5月 

 順利完成。 
 由學務部安排初中活動共8次。並協助相關老

師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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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 

 

 初中三年試行普教中順利完成，蔡毅宏老師、周淑玲老師、胡偉蓉老師，盡力而行，資
源庫的豐富、強化教學信心、學生在朗讀及聽說上裨益不少，且在開放課堂及校外方面

能有廣泛有效的交流。（詳見普通話相關報告） 

 初中課程單元教學工作已漸上軌道，但對中文的單元改革方向及評估的發展，尚有可改
善之空間。  

 高中334課程已進入第二年，老師尚待適應期，然師生均要加緊操練，暑期作補課。 
 優化校內外活動方面：中六閱讀滙演日、康樂盃辯論比賽、徵文比賽、朗誦及初中演講

比賽、文化短講專題活動等，中文學會電影活動、新春書法比賽等，中四五六文學粵劇

欣賞，另將於10／11月出版「康歌樂文2」，此等均能加強同學語文能力，務求達到學

寓樂於學習上。 

 教學及科務上趨向專業化及促進老師個人成長，及建立團体精神，效果不俗，初高中老
師交流加强會議交流，故有普通話教學進修及公開觀課、科目自評會議、平均分及為作

考卷試改等，另公開試的私下分享及TSA中三級會及分享心得等均已上軌。 

 教學交流方面：中文部於交流安排上，各級同儕交流增多，以中四五及文學科尤能每月
均有兩次會議，下學年亦已頻密（全年十多次）。交流包括：課程進度、資源交侯試後寫

作試改以求統一，文化科統一改卷，以及試後的檢視均已上軌。下學年老師長假時，兩

位科主任要求同工進行互相協助，代課及出卷以免影响進度，均反映團隊非常重視課程

進度。 
 教學評估方面：科主任三年及新老師均巳完成觀課，今年同儕觀課三年內一年亦有多位
老師完成。另普教中開放給校外交流，以及科主任兩次開放課堂給廣州、澳門老師團，

以及各老師 1次，科主任 5次給呂志強實習校友觀課均達到師徒共勉之果效。展望來年
更積極推展，並持績同儕觀課。 

 補底方面：初中留堂功課輔導（本科許嘉莉、彭榮鋒、陳秋霞、蘇詠榆均為訓導而負責
初中留堂），貼身跟進。中三 TSA三月下旬連接兩星期口語小組分班補課，由中三加上
校外教育學院小老師跟進。不達標有後備日跟進，效果不錯。已完成中四至中七同學均

於放學補口語，上下學年不少於一次，中五級、文學及預科均有課後及假期（新年、復

活及暑期 2星期不少於 9小時補課）。 
 新課程方面：今年中四、五級將由經驗老師教學，展望將由新老師試教；而高中文化科
老師任教初中。中三級亦將試行彈性及小步子課程改革，為配合新高中語文試鋪路（如：

文言文加強或綜合卷形式試做）而展望照顧學生差異，宜從校本及學生出發，因應各班

程度和評估方式等，而老師專業化相信也要配合校方政策。 

 中文學會、傳辯學會、粵普朗誦訓練小組、刊物文學小組，以及三三四的校本語文活動，
本科不違餘力。校內外活動方面：中六閱讀滙演日、康樂盃辯論比賽、徵文比賽、朗誦

及初中演演講比賽、文化短講專題活動等，中文學會電影活動、新春書法比賽等，中四

五六文學粵劇欣賞，中四金鎖記舞臺劇欣賞，另將於 10月出版「康歌樂文 2」，此等均
能加強同學語文能力，務求達到學寓樂於學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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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Language Key Learning Area英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 
 
English Year Plan aligned with the school’s major concerns 
 
1.   To enhance students’ English competency and capability to use English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speaking skills via the English Speech 
Festival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like the 
Speaking for Fun lunchtime activities and the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the ELTA, 
English Society and the Campus TV programmes. 

 To create an English rich environment that supports the students in their language 
learning.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a channel of self-access learning so that they can develop 
learner autonomy of life-long learning. 

 To organize tutorial classes for prospective candidates. 
 To prepare junior students for SBA & TSA. 

 
2  To promote the reading atmosphere among students, including fiction, newspaper 

and online reading. 
 To foster and sustain a reading culture at school 

 
3     To prepare teachers and students for the NSS curriculum 

 To integrate Language and Non-language Arts in the junior form curriculum 
 To enhance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r the NSS curriculum. 
 To tailor S.2 curriculum to cater for the learning diversity. 
 To produce NSS teaching packages. 

 
* For Evaluation – refer to the attachment. 
 

全方位學習(聯課、課外、學會活動； 校內外比賽) 
 
62n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2010-2011 
 
The students of Assembly of God Hebron Secondary School took part 62n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This year saw a high level of participation of 66 contestants taking part in the 
solo events and class 2E taking part in the group choral speaking secti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olo Speaking is reflected by both the grades attained and the level of 
reception from the students. The choral group was awarded a commendable Merit Certificate. 
For the solo competition, 33 students attained Merit Certificates with 33 students receiving 
Proficiency Certificates. The most notable achievement was TSANG SIU LAI for coming in 3rd 
in the Solo Verse Speaking for Secondary 6 Girls. 

2010-11 學校報告 16



數學教育學習領域 

 
透過數學學會及學科，舉辦不同的全方位學習活動，豐富同學在數學教育的學習經歷。本年

度數學的活動如下： 
 

 
項目名稱 

比賽/活動

日期 
性質 

主辦機

構 
參加對象

學生人數/

隊伍 
比賽學生 成果 

1. 合 24 比賽 2011/1/26 全校

性比

賽 

數 學 學

會 
全校學生 16 參看備註#1 冠軍﹕ 

徐珮雲(4B) 
李芷晴(4B) 
亞軍﹕ 
周智傑(5E) 
鍾晧暉(5E) 
季軍﹕ 
劉俊賢(3E) 
梁浩江(2E) 
殿軍﹕ 
林凱頤(3E) 
王詩晴(3E) 

2. 培正數學

邀請賽 
2011/1/29(
六) 

全港

性比

賽 

香港培

正中學

中一至 
中五學生 
 

 中一組： 
邱振霆(1E) 
謝樂輝(1E) 
中二組： 
梁浩江(2E) 
勞建樺(2E) 
譚俊海(2E) 
中三組： 
周亞軒(3E) 
錢依彤(3E) 
中四組： 
鄧曉彤(4E) 
吳韋頤(4E) 
高中組： 
鍾皓暉(5E) 
李靜儀(5E) 
周智傑(5E) 

 

3. 香港青少

年數學精

英選拔賽 

2011/1/29(
六) 

全港

性比

賽 

保良局

香港數

理教育

學會 

中三學生  盤子浩(3E) 
文健暉(3E) 
劉俊賢(3E) 
周紫蕙(3E) 
黃韻娜(3E) 

 

4. 香港數學

競賽 
2011/1/29(
六) 

全港

性比

賽 

香港教

育學院

教育局

中四學生  劉澤憲(4E) 
陳丹(4E) 
陳以恆(4E) 
朱旻鋒(4E) 

完成 

5. 香港中學 2011/3/12( 全港 教育局 中一至  邱振霆(1E) 初賽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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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 
創意解難

比賽 

六) 性比

賽 
資優教

育組 
中二學生 謝樂輝(1E) 

梁浩江(2E) 
勞建樺(2E) 

 

6.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
cs and 
Science 
Competitio
n(SSMSC)
數學組 

2011/4/23(
六) 

全港

性比

賽 

香港理

工大學

中五學生  第一組： 
周智傑(5E) 
郭浩鋒(5E) 
鍾晧暉(5E) 
第二組： 
黃咏詩(5E) 
黃子庭(5E) 
譚業平(5E) 
第三組： 
陳樂賢(5D) 
李靜儀(5E) 
譚艷蘭(5E) 

Distinction: 
陳樂賢(5D) 
黃咏詩(5E) 
黃子庭(5E) 
郭浩鋒(5E) 
鍾晧暉(5E) 
 

7. 合 24 比賽 2011/5/18 全校

性比

賽 

數學學

會 
初中學生 53 參看備註#2 冠軍﹕ 

梁浩江(2E) 
李健銘(2E) 
亞軍﹕ 
林凱頤(3E) 
王詩晴(3E) 
季軍﹕ 
盤子浩(3E) 
劉俊賢(3E) 
殿軍﹕ 
楊建程(1B) 
方進年(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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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 
 
透過學會及學科，舉辦不同的全方位學習活動，豐富同學在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的學習經

歷。本年度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的活動如下： 
 

 項目 內容 日期 成果 
1. 「學術
周」活動 

 組織全校「學術周」
活動 
 鼓勵不同科目參與 

12月-
2月 

 依計劃完成 

 主要項目包括： 

1) 中英語文話劇滙演； 
2) 跨科營商活動; 

3) 專題研習展覽。 

 參與學科：中文、英文、通識、經濟、商企、

會計、地理、中史、歷史、物理、生物及科學

等。 

2. 「高中學
術研習

營」 

 組織中六境外學術研
習營 
 7月舉行 

7月  學生反應熱烈，積極投入，達到多元學習目

的。詳見有關評估報告。 

 在學術周有專題展板展示成果。 

3. 跨學科
「營商活

動」 

 籌備及組織「營商攤
位活動」 

9月- 
 2月

 順利完成。 

 學生投入，並能在不同領域發揮才能。 

 明年應增設學生意見調查表。 

 
4. 中四學術
研習日 

 組織及安排研習活動 4月  順利完成。 
 安排船往茘枝窩、吉澳、鴨洲考察一天。 
 學生普遍積極參與。全級只有5名缺席。 
 由通識科跟進學習報告。 
 明年應增設學生意見調查表。 

5. 初中「走
出課室」

活動 

 組織及安排研習活動 10月-
5月 

 順利完成。 
 由學務部安排初中活動共8次。並協助相關老

師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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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育學習領域 

 
1. 發展校本科學學習領域課程，設計由初中至高中在科學教育的學習進程，培養及
促進學生的學習: 
 中一至中二：綜合科學科和資訊及通訊科技 
 中三：綜合科學科、物理科、化學科、生物科和資訊及通訊科技。 
 中四至中六：綜合科學科、物理科、化學科、生物科、組合科學科、科技與

生活科和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中三増設綜合科學科，重點發展科學探究訓練及銜接中三及中四課程。 

2. 配合教學語言微調政策(MOI)於中一級綜合科學科推行英語授課: 
 中一級能力較高的一班的綜合科學科運用英語授課，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並

切合學生及社會發展的需要。 
3. 因應學生的不同能力和需要，發展於高中階段提供靈活而多元化的科學課程；照
顧學生多樣性: 
 於高中階段提供多達 7 科與科學及科技有關的課程，亦容許學生於中四升中

五階段於物理科、化學科、生物科、組合科學科中調配或更改。 
 另外，未有修讀物理科、化學科、生物科或組合科學科的學生均可選修綜合

科學科或科技與生活科。 
4. 發展本部內各科新高中課程及校本評核(SBA) : 
 中四推行小班教學，每組修讀學生不超過 30 人，確保校本評核時的安全性及

評核準確，亦能較易照顧組內不同能力學生。 
 各科透過參與教育局有關校本評核的專業發展課程，積極籌備新高中課程及

設計適切的校本評核發展計劃。 
5. 提升教與學的成效，確保學生在中三及中四順利銜接: 
 教師因應學生能力，剪裁合適的課程及課業，以增加學生的自信及改善學生

的學習技能。 
 教師於課程中多加入實驗活動，以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 
 各科均透過小組專題習作和分組匯報，加強資料搜集的能力、協作能力、溝

通能力、創造力、批判性思考能力、解決問題能力和研習能力，也藉此增加
學生運用資訊科技和使用互聯網於學習上的機會。 

 每年科主任查閱學生習作最少一次，新任教老師至少二次。 
 每年科主任安排同儕觀課最少一次，新任教老師至少二次。 
 各科老師積極鼓勵同儕觀課及共同查閱學生習作，以交流教學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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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學部舉辦的活動：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科目 性質 活動地點 參加對

象 
當天帶隊 

老師 
負責 
老師 

1. 走出課室 28/9/3011(二) -初中

科學 
參觀 香港濕地

公園 
中三學

生 
鄭國財老師 
黎育欣老師 

鄭國財老師

黎育欣老師

2. 高中跨境 
學術研習營 

20/11/2010(五) 
至 
22/11/2010(一) 

-生物

-化學

-物理

考察

及教

育 

韶關 中六七

學生 
劉國良副校 

陳瑞光老師 
黃寶玲老師 

劉國良副校

陳瑞光老師

黃寶玲老師

3. 走出課室 4/3/2011(五) -生物

-化學

-物理

考察 大澳及沙

洲 
中五學

生 
鄭國財老師 
黎育欣老師 

黃寶玲老師 

鄭國財老師

黎育欣老師

黃寶玲老師

4. 走出課室 18/3/2011(五) -綜合

科學 
-生物

-化學

-物理

考察 塔門及深

涌 
中四學

生 
陳君凌老師 陳君凌老師

5. 走出課室 11/4/2011(一) -初中

科學 
參觀 香港科學

館 
中一學

生 
鄭國財老師 
黎育欣老師 

鄭國財老師

黎育欣老師

6. 迪士尼樂園 
青少年課程 

6/5/2011(五) -綜合

科學 
-生物

-化學

-物理

教育 香港迪士

尼樂園 
中四五

六修讀

科學科

學生 
共 162 名

學生 

本部所有老師 
(共 9 名) 

黃寶玲老師

7. 綜合科學學

生交流活動 
2/7/2011(六) -綜合

科學 
教育

及交

流 

教育局九

龍塘 
教育中心

中五修

讀綜合

科學科

學生 

陳君凌老師 

梁啟宇老師 
陳君凌老師

 

8. 太陽觀測 28-10-2010 物理 工作

坊 
可觀天文

中心 
中五修

讀 
物理科

學生 

蔡瑋庭老師 

梁啟宇老師 
蔡瑋庭老師

9. 參觀天文公
園 

26-3-2011 物理 參觀 西貢天文

公園 
中五六

修讀物

理科學

生 

蔡瑋庭老師 

梁啟宇老師 
蔡瑋庭老師

10. 紅樹林野外

考察 
29/8/2011(一) 生物 

-綜合
科學 

野外

考察 
大埔汀角

紅樹林 
中五六

修讀生

物科及 
綜合科

學科學

生 

陳君凌老師 

梁啟宇老師 
黃寶玲老師 

黃寶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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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學部同學参與的校際比賽活動： 

 

 項目名稱 比賽日期 主要 
合作機構 

參加 
對象 

成績 比賽當天 
帶隊老師 

負責老師 

1. 香港科學
青苗獎 

27/11/2010(
六) 
及 
12/3/2011(六) 

教育局 
資優教育

組 

中一至 
中三學生 
(5 名) 

進入半準決賽 
(陳曉玲及李思穎

同學榮獲三等獎)

陳君凌 陳君凌老師

蔡瑋庭老師

黎育欣老師

梁啟宇老師

2. 聯校模型
滑翔機飛

行大賽 

20/12/2010(
六) 

藝術與科

技教育中

心 

中四學生(3
名) 

 盧萬安先生 陳君凌老師

黎育欣老師

3. 國際初中
科學奧林

匹克— 
香港區選

拔 

12/3/2011(六)   三等獎 
劉浩正(S.2E) 

 陳君凌老師

蔡瑋庭老師

黎育欣老師

梁啟宇老師

4. 聯校飲管
比賽 

17/4/2011(日)  中四學生 
(16 名) 

 陳君凌老師 
黎育欣老師 

蔡瑋庭老師

5. 高中數理
學科比賽 
 

23/4/2011 
(六) 
公眾假期 

香港理工 
大學 

中五學生 
(18 名) 

物理: 
Distinction— 
周智傑及陳啟俊

Credit— 
陳樂賢及鍾晧輝

化學: 
Credit— 
王傲飛及簫嘉希

生物: 
Credit— 
陳啟俊及李靜儀

蔡瑋庭老師 
 

黃寶玲老師

6. 高中數理
學科比賽 
 

30/4/2011 
(六) 
學校假期 

香港理工

大學 
中五學生 
(18 名) 

 鄭國財老師 黃寶玲老師

14/5/2011(六) 7. 創新能源

項目 
設計比賽 

30/6/2011(六 
中華電力

有限公司

及 
香港工程

學會 

中四學生 
(4 名) 

優異獎 陳君凌老師 陳君凌老師

8. 香港學生
科學比賽 

14/5/2011 
(六) 

教育局 中四學生 
(40 名) 

 梁啟宇老師(上
午) 
黃寶玲老師(下
午) 

陳君凌老師

蔡瑋庭老師

黎育欣老師

梁啟宇老師

黃寶玲老師

11/5/2011 
(四) 

蔡瑋庭老師 9. 紙飛機飛

行大賽 
1/7/2011 (五) 
公眾假期 

 中四生 
(40 名) 

 

黃寶玲老師 

蔡瑋庭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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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教育學習領域 

 

透過學會及學科，舉辦不同的全方位學習活動，豐富同學在科技教育的學習經歷。 

 

 讓學生發展科技能力、科技理解和科技覺知 
 

 學生透過應用教城網誌及出版商的網上自學平台，發展應用資訊科技工具的能力。 
 學生透過參與學會活動中的機械人編程學習等課程以提升科技能力及認知。 
 鼓勵學生使用電腦軟件繪畫概念圖以發展學生科技能力。 
 鼓勵學生運用網上學習資源，提高自學習慣；運用資訊科技優化專題報告，並發展
科技能力。 

 
 讓學生掌握學科的基本知識、概念及應用 

 
 學生透過多元化課業，培養多方面的智能發展，並掌握學科的基本知識。 
 透過網上試題庫及作業，讓學生掌握學科的基本知識。 
 透過使用概念圖、分享同學之優異作品及概念圖，鼓勵同學互相學習。 
 加強課堂活動，如以角色扮演、課堂討讑、從閱讀中學習，讓學生掌握學科的基本

知識。 
 學生透過多元化課業，如實驗及課堂討論培養多方面的智能發展，並掌握學科的基
本知識。 

 透過不同的教學策略，如角色扮演、課堂討讑等強化學生的學科知識。 
 
 培養學生在多方面的共通能力，並可把有關能力運用和發揮在不同的學習領域中 

 
 透過舉辦跨學科營商活動，強化學生的解難能力、協作能力和正面的價值觀，以適
應瞬息萬變的新世代。 

 透過不同的教學策略，如角色扮演、課堂討讑等強化學生的解難能力、協作能力和

正面的價值觀 
 
 培養學生成為有責任的公民，並能擴闊眼界。 

 
 在課堂上閱讀一些與商企有關的時事議題，提升學生對社會的連繫。 
 透過課堂上齊閱讀報紙，把經濟科帶進生活，從而引發他們的學習興趣。 
 透過在課堂上分享時事，了解食物安全對社會的影響，培養學生成為有責任的公民。 
 透過課堂教授及多元化課業，讓學生接觸和了解各國飲食文化，擴闊視野。 
 建立學生對基本商業運作及營商環境的認知，讓學生能更早認識商業社會的操作。 

 

本年度科學的活動如下： 
 

 
項目名稱 

比賽/活動日

期 
性質 

主辦機

構 
參加對象 

學生人

數/隊伍 

比賽

學生 
成果 

1. 高中學術研

習營 
 跨境研習

營 
本校 6B 及 7B 全班 60 人 不適

用 
完成 

2. 「學術周」活
動 

 高中學術

研習營展

覽 

本校 6B 全班 33 人 不適

用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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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跨學科「營商
活動」 

 籌備及組

織「營商攤

位活動」

本校 中四全級、中六

修讀企業概論、

會計學原理及經

濟的同學 

 不適

用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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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教育 

 

部分學生在一個或多個學習範疇的表現較其他同學優異。部分科目(例如數學、科學)以抽離方

式在正規課堂以外進行增潤及延伸課程，以照顧他們的學習需要，並發掘和培育天賦優異的

學生。一些具潛質的學生會被提名參與由教育局、資優教育學院或大專院校所舉辦的課程，

提供與他校程度相若的學生一同學習的機會。 

 
應用學習 

 
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可修績由課程捉供者到校的應用學習-美容學課程。本年度更有兩名學

生獲提名並得列羅氏獎學金。此外，本校亦有參加大埔區應用學習聯綱計劃，擴大學生選擇

修績科目的範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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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夥伴協作教學計劃 
 
本校積極優化學與教的成效，透過與校外夥伴協作，促進教師發展，本年度參與校外夥伴主

辦的教學計劃如下： 
 
校外夥伴 項目 主要參與教師 

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

委員會 

神召會康樂中學“以普通話教中文”計劃 蔡毅宏老師、胡偉

蓉老師、周淑玲老

師 

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

委員會 

提升英語水平計劃 羅月娥老師 

雷瑞芳老師 

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組 

利用Web 2.0工具以提升學與教效能推廣計劃 黃寶玲老師(統籌) 

鄭志豪老師 

蔡潔雯老師 

陳秋霞老師 
教育局中學 
校本課程發展組 

綜合科學科教師交流計劃 陳君凌老師 
梁啟宇老師 

教育局中學 
校本課程發展組 

科學教育學習領域：同儕觀課及教學經驗交流活動 
 

鄭國財老師 
黃寶玲老師 

優質教育基金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康樂科學園計劃 黃寶玲老師 
陳君凌老師 
黎育欣老師 
蔡瑋庭老師 
梁啟宇老師 

生物科 黃寶玲老師 

陳君凌老師 

化學科 陳瑞光老師 

鄭國財老師 

黎育欣老師 

物理科 蔡瑋庭老師 

梁啟宇老師 

香港教育城 

興倫信息有限公司 

高中電子學習計劃 

數學科 莫海瑋老師 

周桂汶老師 

科學課程 

 

黃寶玲老師 

陳君凌老師 

黎育欣老師 

蔡瑋庭老師 

梁啟宇老師 

教育局 

課程發展處 

資優教育組 

 

承辦增益試驗課程 

機械人課程 鄭志豪老師 

莫海瑋老師 

周桂汶老師 

教育局 

中學校本課程發展組 

校本支援服務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鄭志豪老師 

吳美琪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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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分享 
 
本校教師積極發展學與教策略，本年度獲校外機構表揚如 下 ：  
 
主辦 獎項 日期 獲獎教師 
大埔區議會暨新界校

長會 
賀辭創作比賽公開組

（亞軍） 
23-10-2011 甄華輝老師 

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組 

利用Web 2.0工具以提
升學與教效能推廣計

劃「優異教材設計」獎

2010年 9月至 2011年
6月 
頒獎禮：2011年 6月
25日的 

黃寶玲老師 
鄭志豪老師 
蔡潔雯老師 
陳秋霞老師 

 
教師亦積極分享校本經驗，本年度的專業分享如下： 
 
主辦 主題 內容 日期 本校分享教師 
教育局 公開課 開放課堂 全年 蔡毅宏老師、胡偉

蓉老師、周淑玲老

師 
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組 

利用Web 2.0工具
以提升學與教效

能推廣計劃 

以資訊科技作為

照顧學生的多樣

性的工具本校榮

獲「優異教材設

計」獎及於 2011
年 6月 25日的頒
獎禮上與其他教

育工作者分享該

計劃內容。 
 

2010年 9月至
2011年 6月 

黃寶玲老師(統籌)
鄭志豪老師 
蔡潔雯老師 
陳秋霞老師 

教育局 
中學校本課程發

展組 
 

綜合科學科 
教師交流計劃 

透過觀課及定期

教師交流分享活

動能有效提升強

教與學效能。 

2010年 9月至 
2011年 7月 

陳君凌老師 
梁啟宇老師 

教育局 
中學校本課程發

展組 

科學教育學習領

域： 
同儕觀課及教學

經驗交流活動 
(中三綜合科學科
專題研討)  

學生能學習及實

踐如何設計進行

實驗及分析數據,
從中加深對科學

的概念和科學學

習的認識。 

2010年 11月至 
2011年 3月 

鄭國財老師 
黃寶玲老師 
 

教育局 
科學教育組 

科學教育學習領

域新任科主任研

習課程 

讓新任科主任了

解其角色及職

責，包括科組的管

理、課程策劃和實

驗室安全及管理

等。 

2010年 10月 21
日 

劉國良副校長 

教育局科學教育

組 
新高中課程的實

施和初步反思：多

本校教師分享校

本經驗。  
2010年 10月 24
日 

劉國良副校長 
黃寶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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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學習、各展所長

(第二部分：科學教
育學習領域) 

教育局課程 
發展處 
中國語文教育組 

中文科照顧學習

差異科主任研討

會 

分享照顧學習差

異施行概況 
2010年 12月 甄華輝老師 

教育局 
科學教育組 

中層管理人員研

討會系列──在新
學制下照顧學生

的多樣性 

本校教師分享校

本經驗。 
2010年 12月 6日 劉國良副校長 

黃寶玲老師 

香港教育學院 Prof. Svein Sjøberg
探訪本校 

Prof. Svein Sjøberg
透過觀課活動及

面談，指導科學教

育的發展 

2010年 12月 16
日 

劉國良副校長(統
籌) 

香港教育學院 Global Chinese 
Conference on 
Science Education 
2010 (GCCSE 
2010) 
第一屆全球華人

科學教育會議： 
開放課堂 

本校科學老師開

放課堂(物理、化
學、生物各一堂)，
透過觀課活動，本

校的老師能與其

他地區的教師交

流教育心得。 

2010年 12月 20
日至 21日 

劉國良副校長(統
籌) 

教育局 
課程發展處 
應用學習組 

新高中應用學習

課程詮釋 
 

分享校本經驗 2011年 1月 21日 劉國良副校長 

教育局 
中學校本課程發

展組 
 

中學校本課程發

展與學生學習— 
周年校本經驗分

享(2010/11) 

分享教授BAFS的
經驗 

2011年 3月 18日 鄭志豪老師 

教育局 
課程發展處 
數學教育組 

中層管理人員研

討會系列──新高
中課程及評估規

劃 (數學) 

關注 3年的課程及
評估規劃，希望達

到善用教學時間

及根據學生的能

力調整教學進度

的效果，並討論在

中四至中六不同

階段對評估的調

適，以促進學生學

習。  

2011年 4月 18日 杜偉基老師 
莫海瑋老師 
何進展老師 

教育局 
專業發展及培訓

分部 

促進教師專業成

長經驗分享 
分享校本經驗 2011年 4月 19日 劉國良副校長、 

鄭志豪、蔡瑋庭、

陳雯潔 
教育局資優教育

組 
Dr. Joyce 
VanTassel-Baska 
及 Dr. Kimberley 
Chandler探訪本校

Dr. Joyce 
VanTassel-Baska 
及 Dr. Kimberley 
Chandler透過觀課
活動及面談，指導

2011年 5月 13日 劉國良副校長(統
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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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科學資優教

育的發展 
香港教育城 善用學生為本電

子資源探究科學  
本校教師分享校

本電子資源探究

科學的經驗。 

2011年 6月 29日 劉國良副校長 
梁啟宇老師 

香港教育城 學與教博覽 2011：
開放課堂 

本校科學老師開

放課堂(物理、化
學、生物各一堂)，
透過觀課活動本

校的老師能與本

地及外地教師交

流教育心得。 

2011年 6月 30日 黃寶玲老師 
(統籌) 
陳君凌老師 
徐英銘老師 
鄭國財老師 
黎育欣老師 
蔡瑋庭老師 
梁啟宇老師 

教育局課程發展

處科技教育組 
新高中企業、會計

與財務概論課程

學教策略系列： 
(4) 有效運用學與
教資源 

採用不同的教學

策略以照顧學生

的不同學習需要 

2011年 7月 31日 鄭志豪老師 

香港教師中心 新教師研習課程：

物理科的教學與

評估 

分享物理科的 
教學與評估 

2011年 8月 11日 劉國良副校長 

香港教師中心 新教師研習課程：

卓越教學在教城 
與新教師分享 2011年 8月 12日 劉國良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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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褔音工作 

 鼓勵師生同心為學校祈禱 ~ 我們相信一切希望是從向天父祈禱開始，同心祈禱必蒙天
父垂聽及賜福。我們鼓勵老師與同學同心多為學校祈禱 ，如參加每個星期三早上7時

15分於音樂室舉行的師生祈禱會，同心為學校、老師、同學面對不同的困難如面對公開

考試、前路、行為偏差、家庭⋯⋯祈禱。 

 心靈教育 ~ 培養學生對神有敬畏、愛慕、順服及跟隨的心；教導學生能在主裏肯定自
己、愛惜自己及奉獻自己；鼓勵學生愛護、憐恤及幫助身邊的人。務求同學在對神、對

人、對己各方面都能有正面發展；不論在校內或離校以後都能活出豐盛的生命，榮神益

人。 

 建立基督教文化 ~ 鼓勵老師多為行為偏差的同學祈禱及帶領同學誦讀金句，藉福音改
變人心。教師發展日增加校牧分享、祈禱，家長會唱詩歌、祈禱等等。 

 鼓勵同學實踐基督的愛 ~ 我們相信同學信主後，應努力在四周見證基督，因此我們鼓
勵同學多做關顧別人的事工，如向同學傳福音、加入群牽服務團，讓同學效法耶穌基督，

以行動走進人群，實踐基督的愛，貢獻社會。 

 鼓勵堂校一體化 ~ 加強學校與教會的溝通及合作，同心舉辦家長佈道會、祈禱會及興
趣班，鼓勵堂校一體化。 

 加強師生的宗教聯繫 ~ 發展學校福音網頁，如將老師和同學的生命見證放在網頁，並
加入最新活動消息、活動相片、福音部活動⋯⋯ 

 生命影響生命 ~ 我們相信朋輩見證能幫助同學對信仰的反思，因此每年多次邀請於大
學就讀的學長回母校分享生命見證及其大學校園生活。此外，我們也會邀請群牽歷屆主

席、基督徒校友和高年級學長在學校分享見證。 

 成立學生福音使命團 ~ 我們相信同學參與學校的福音工作對學校福音的擴展有很大
幫助。我們在各級邀請一些良善忠心的同學組織成福音團隊，在上帝的幫助下，於校

內、校外散播福音種子，讓神的愛覆蓋整個校園，甚至整個社區。 

 發展家長教育/家長福音佈道會  ~ 每次家長會是一個向家長傳福音的大好機會，因此我

們會珍惜每一次家長會，如每年七月中一級新生家長日講座，可向近200多位家長傳揚

福音。每年十二月家長會就職禮，可向約700多位家長傳揚福音。由2006年度起，我們

每次邀請校牧張德明牧師分享基督教教育，也邀請嘉賓如文千歲夫婦、早年校友王淑華

學長及女兒何佩儀姊妹、電視藝員陳敏兒姊妹等。此外，我們更邀請就讀大學的學長、

甚至學生家長及他們的孩子一起分享感恩見證，分享天父如何介入他們的家庭、我們希

望藉着不同的福音活動，讓家長知道怎樣按照聖經真理教導子女，建立基督化家庭。 

 
訓導工作 
本校是一間基督教學校，我們按照聖經的原則推動訓輔工作，鼓勵全體同工參與基督教教育

的訓輔方法，因我們相信全體同工衷誠合作及關心同學，訓輔效果必定更佳。良好的校園生

活與課室秩序是同學學習成功的必要條件，但首先須得到全體同工(老師、書記、工友及宗教
部同工)的參與和支持。我們要按聖經真理管教學生，以基督的愛關懷學生。鼓勵學生常存感
恩、積極、有希望的思想，接納愛與被愛，幫助他們建立樂觀、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並

以我們的生命影響我們學生的生命。我們鼓勵老師為行為偏差學生祈禱代替責罵，讀聖經金

句、多做社會服務代替其它責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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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工作 
我們鼓勵老師要按聖經真理管教及輔導學生，以基督的愛關懷學生。鼓勵學生常存感恩、積

極、有希望的思想，接納愛與被愛，幫助他們建立樂觀、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並以我們

的生命影響生命我們的學生。 

 

家校合作 

與家教會合辦多個家教會講座，如每年七月中一級新生家長日講座、十二月家長會就職禮，.
我們邀請嘉賓、就讀大學的學長、甚至學生家長及他們的孩子一起分享感恩見證，分享天父

如何介入他們的家庭、我們希望藉着不同的福音活動，讓家長知道怎樣按照聖經真理教導子

女，建立基督化家庭。其他活動如下： 
 

 頒發學校學科及公開試成績優異獎 
 頒發中一至中六學生學業進步獎 
 舉辦午膳生果日，鼓勵學生「少肉多菜」的健康生活 
 合作舉辦聖誕耆英盆菜，與一眾老人享同豐盛人生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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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學習經歷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社會服務/服務學習 

 
學校透過舉辦不同活動，如早會課、週一的升旗禮、環保旅行日、捐血日、敬師活動、「環保

餐具計劃」及「冷氣環保計劃」，加強學生的德育及公民意識。學校亦為學生舉辦不同服務學

習活動，例如群牽服務團每星期恆常地探訪鄰近的長者中心、幼兒院及智障人士宿舍，公益

少年團的植樹活動及賣旗籌款活動。學校更與竹園區神召會社會服務部進行「服務學習協作

計劃」，安排中五全級學生三次探訪長者中心或庇護工場，讓學生從服務中學習。此等活動

能培養學生對個人、家庭、社會及國家的責任感，亦促成學生持續與全人的發展，即使學生

離校後，仍能積極主動參與各種社會活動。 
 
 派出中六學生參加「香港領袖生獎勵計劃：國情教育課程」(12月北京) 
 參加教育局主辦「同根同心」國內考察活動(11月潮州及12月陽江) 
 參加教育局主辦「薪火相傳：中華文化探索與承傳」活動(4月廣西栁州) 

 參加新界校長會主辦的「我愛中華：港深夏令營」活動(8月深圳) 
 參加新界校長會主辦的「我愛中華：河南國情學習團」活動(8月河南) 
 邀請港區人大代表費斐女士到校作國情教育講座(7月) 
 邀請國內奧運金牌體操運動員楊威到校分享個人成功講座(7月) 
 

資訊系統小組建立校本SLP平台，讓老師/學生記錄學生在其他學習經歷的表現，並提供空間

讓學生就三年的新高中課程中參與的其他學習經歷進行反思。 

 

升學輔導及與工作有關的經驗 

 

 升學輔導組參與『跨科營商活動』，提供實境經營及銷售機會，讓學生體驗與工作有關
的經驗。 

 升學輔導組與旅遊與款待科合作，參觀酒店行業 -九龍城富豪東方酒店，擴闊學生視野，
讓他們認識酒店行業的運作及入職要求，引發他們在求學時期定立目標。 

 升學輔導組與東華三院健康理財家庭輔導中心合作，舉行『理財有道』講座，灌輸正確
理財觀念、廣告與消費行為的關係、理財及金融工具的功能與陷阱之分析等，使學生在

日後投身社會時能妥善理財。 

 

體藝發展 

透過多元化的體藝活動，發展同學體藝方面的才能，成果見學生表現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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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表現 
 
學生在學業以外的表現 - 全人發展 
 

2011-08-10 大埔青年協會 
2011「大埔區傑出學生」 

班別 獲獎同學 組別 獎項  

S.6A 李樂姚 高中組 優異傑生  
 

2011-05-09 神召會康樂中學家長教師會 
2011家長教師會「學生表現進步獎」,每名伍佰圓正 
班別 獲獎同學  

S.1E 湯震鋒  

S.2E 洗慧儀  

S.3C 施錦威  

S.4A 徐庚慧  

S.5A 鍾詠兒  

S.5E 蘇曉雪  

S.6B 莫家樺  
 

2011-05-09 神召會康樂中學 
雷劍三長老紀念獎學金(上學期成績全級第一名),每名伍佰圓正 

班別 獲獎同學  

S.1B 魏綺冰  

S.2E 梁浩江  

S.3E 錢依彤  

S.4A 馬曉虹  

S.5E 詹敏儀  
 

2011-03-28 大埔區學校聯絡委員會 
2011年【大埔區好學生獎勵計劃】 

在 2011年【大埔區好學生獎勵計劃】中、本校共有 233位中一至中六同學被老師推薦獲好
學生嘉獎名單如下: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S.1A 陳頌嵐 吳芷瑩 蘇曉華 黃嘉欣 何冠樂 胡樂軒 陳靜文 S.1B 陳美宜  
朱凱晴 林婷如 林詠雯 魏綺冰 陳可耀 陳港成 吳浩霖 S.1C 韓玉瓊 古慧瑩  
吳皓軒 譚頌賢 杜志生 曾健強 S.1D 施晓宜 王佩珊 S.1E 陳苳蕾 陳嘉莉  
朱穎芯 郭靖妍 潘淑燕 蘇詠怡 沈卓霖 譚頌兒 陳勁匡 曹聖言 梁學韜 吳偉傑  
謝樂輝 邱振霆 S.2A 陳佩蘭 林巧欣 蘇敏婷 鄧知煒 楊采霖 梁偉漢 丘卓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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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恩澤 S.2B 朱慧筠 廖綺華 蘇麗華 蔡珊珊 朱子維 楊國賢 S.2C 李寶庭  
吳凱瑩 黃悅琳 歐東霖 陳煒文 何浚榆 李林釗 徐宇希 S.2D 何芷欣 黃曉柔  
李子安 S.2E 陳曉玲 周沛汶 阮秀昕 高俊誠 劉浩正 梁浩江 謝鈞豪 S.3A  
陳芷晴 蘇詠筠 黃安妮 陳坤佳 鍾振華 范文健 曾鈺鋮 S.3B 陳雅婷 鄭惠婷  

何芷霖 言午洛
銣 蘇樂儀 蘇惠敏 關樂軒 S.3C 陳安晴 蘇子晴 蘇詠欣 陳賢佳  

卓啟能 李文豐 袁景偉 S.3D 陳嘉欣 李樂婷 陳鍵揚 鍾栢豪 S.3E 林巧研  
林凱頤 李映瑤 李思穎 馬恩禧 蘇佩兒 曾梓恩 溫楚琪 王樂婷 王詩晴 黃韻娜  
胡芷瑩 周亞軒 周宇婷 陳俊鈞 李嘉豪 龍子穎 楊俊文 S.4A 朱翠玲 江穎芳  
李翠婷 馬曉虹 徐庚慧 徐博德 呂志堅 S.4B 周汶靖 朱嘉琦 關芷珊 李寶瑤  
李芷晴 廖倩而 曾寶樺 曾淑君 徐佩雲 鄭銳升 李治平 廖杰輝 楊誌廸 葉嘉明  
葉運發 S.4C 文嘉欣 吳渭敏 黃曉倩 楊家偉 S.4D 張嘉雯 林嘉欣 文嘉慧  
曾皓詩 陳德瑋 林文傑 梁偉文 文卓鋒 S.4E 陳凱淋 張菀洛 梁芷螢 丘淑娟  
畢詠賢 方浩賢 劉澤憲 李浩軒 梁家偉 鄧力豪 S.5A 張祖怡 徐庚汶 鍾詠兒  
劉億敏 石愷瑤 蘇嘉瑩 楊素慧 林柏通 鮑德志 黃政豪 虞興華 S.5B 鍾偉欣  
黎錦芳 李妙嫦 孫鈺燁 鄧凱婷 葉穎儀 陳勝鵬 蘇健明 黃燕航 S.5D 范文慧  
熊珊 蕭嘉希 庾愷庭 S.5E 張寶珊 張穎楠 詹敏儀 李詠欣 李靜儀 蕭斌英  
蘇曉雪 譚艷蘭 黃咏詩 袁麗君 陳俊杰 周智傑 鍾皓暉 彭瑋煒 王傲飛 S.6A  
陳翠玲 陳淑慧 陳羨婷 程詩敏 趙鳳珍 蔡慧姍 林少苗 林丹丹 李家寶 李樂姚  
李素君 馬頴彤 麥卓雅 蕭苑珊 曾小麗 曾芷晴 徐映琳 黃美倩 黃美怡 楊雅詩  
鄭宏軒 張松楷 張霆威 林俊毅 李家偉 李文洋 李騏佑 李耀南 杜卓衡 徐駿光  
溫志穎 黃仲軒 楊志賢 S.6B 鍾芷茵 陳家傑 陳霆剛 莫家樺 唐銘蔚  

獲推薦嘉言午的 233位好學生、當中有 54位更獲薦成為優秀學生、名單臚列如下以資鼓勵
表揚: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S.1A 黃嘉欣 S.1B 魏綺冰 S.1C 曾健強 S.1E 沈卓霖 S.2B 蔡珊珊  

S.2C 歐東霖 S.2E 劉浩正 S.3B 陳雅婷 S.3C 袁景偉 S.3D 陳鍵揚  

S.3E 李思穎 S.4A 李翠婷 S.4A 馬曉虹 S.4B 曾淑君 S.4D 文嘉慧  

S.4D 梁偉文 S.4E 丘淑娟 S.4E 梁家偉 S.5A 徐庚汶 S.5A 鮑德志  

S.5B 鍾偉欣 S.5B 黃燕航 S.5E 李靜儀 S.5E 鍾皓暉 S.6A 馬頴彤  

S.6A 楊雅詩 S.6B 鍾芷茵 S.6B 莫家樺     

其中 3位優秀同學更獲選為本校突出學生、名單如下: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S.5E 李靜儀 S.6A 馬頴彤、楊雅詩  
 

2011-01-04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校獲頒發 2009-2010可持續發展學校--銀獎; 
學生在學業以外的表現 - 中國語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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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7-07 民政事務總署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主辦 

第 36 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2010-2011) 
班別 獲獎同學 項目 成績  

S.4A 黃文軒 全港青年對聯比賽 優異獎  
 

2011-04-29 香港公益金 
2010/2011年度「環保為公益」標語創作比賽 

班別 獲獎同學 項目 組別 作品 獎項  

S.6A 馬穎彤 標語創作 中學組 
廢紙重覆用途多、鋁罐替身有好多 
膠樽減用做得妥、藍紙黃罐啡膠樽 

循環再造咪入錯 
冠軍  

 
2010-09-29 大埔各界慶祝國慶籌委會 主辦 大埔區議會 贊助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一周年紀念國慶盃比賽 

參賽名單 項目 組別 獎項  
甄華輝老師 國慶盃賀詞寫作比賽 公開組 亞軍  

S.6B簡昆洛同學 國慶盃中國象棋比賽 青年組 殿軍  
校牧張德明牧師 國慶盃中國象棋比賽 公開組 殿軍 

 
2010-10-18 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明報第 13屆畢業校園記者畢業 
班別 姓名  

S.7A 許嘉軒  

7S.B 譚艷儀  
 

2010-10-20 新界校長會主辦 

「祖國情．師生愛」系列活動之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1周年學生徵文比賽  
班別 獲獎同學 組別 獎項  

S.3E 李嘉豪 初中組 季軍  

S.3E 楊俊文 初中組 優異  

S.3E 黃韻娜 初中組 作品入選  

S.3C 馬佰幸 初中組 作品入選  

S.3B 鄭惠婷 初中組 作品入選  

S.6A 曾芷晴 高中組 作品入選  

S.6A 林少苗 高中組 作品入選  
 

2011-03-21 神召會康樂中學健康牙齒學會 
健康牙齒標語創作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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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獲獎同學 組別 獎項 作品  

S.3C 吳敏婷 低級組 冠軍 刷牙方法要到家、牙齒潔白沒有瑕、 
亮白牙齒人人誇、自信回來笑哈哈。  

S.2D 鄧曦彤 低級組 亞軍 護理牙齒很重要、牙線牙刷少不了、 
笑容變得更嬌俏。  

S.3C 李雪珍 低級組 季軍 早上刷牙無污垢、晚上刷牙無口臭、 
努力勤刷係時候、註牙搵牙科幫手。  

S.5A 黃政豪 高級組 冠軍 潔白護齒多方法、認認真真天天刷、 
纖纖牙線輕輕刷、陪伴一生應盡責。  

S.6B 李偉豪 高級組 亞軍 每天早晚勤刷牙、日常飲食忌酸麻、 
刷牙最少三分鐘、牙齒潔白一身鬆。  

S.4A 葉文添 高級組 季軍 
早晚有刷牙、一世沒蛀牙、 
每日一線牽、細菌不會沾。  

 
2011-01-24 社會福利署大埔及北區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協調委員會 

《家庭實況劇 一念之間》徵文比賽 
班別 參賽同學 組別 作品題目 獎項 獎品  

S.2E 陳曉玲 初中組 家之寶貴 第一名 獎狀+書券$1000 

S.2E 劉皓正 初中組 從小事顯包容 第二名 獎狀+書券$800 

S.2C 歐東霖 初中組 家庭暴力 第三名 獎狀+書券$500 

S.2C 鄭秋波 初中組 
我理想中的家庭相處

之道 
優異獎 獎狀  

S.2C 吳凱瑩 初中組 相處之道 優異獎 獎狀  

S.2E 梁浩江 初中組 家庭問題 優異獎 獎狀  
 

2011-01-24 大埔文藝協進會 辛卯年大埔萬家慶新春活動委員會 主辦 
辛卯年新春書法及對聯創作比賽 

班別 姓名 項目 組別 獎項  

S.6A 李耀南 對聯比賽 青少年組 優異獎  
 
 
 
 
 
 
 
 
 
 
 
 
 
學生在學業以外的表現 - 英國語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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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4-30 澳州新南威爾斯大學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2011 – 英語、英語寫作 
http://www.eaa.unsw.edu.au/  

http://www.hongkong.unsw.edu.au/ 

負責老師: 黎育欣老師 

獲獎同學 學科 獎項  
6B  許思嘉 英語 「優秀表現獎」 

1E  陳嘉莉 英語 「良好表現獎」 

1E  蘇詠怡 英語 「良好表現獎」 

4A  李翠婷 英語 「良好表現獎」 

5E  詹敏儀 英語 「良好表現獎」 

5E  楊文慧 英語 「良好表現獎」 

6B  陳霆剛 英語 「良好表現獎」 

5E  詹敏儀 英語寫作 「良好表現獎」 

5E  李翰鵬 英語寫作 「良好表現獎」 

 
2011-03-28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舉辦 

第六十二屆香港校際朗誦節(英詩) (10-11年度) 
班別 項目 證書 指導老師

2E S.2 Choral Speaking 優良 吳露莎 
班別 姓名 項目 證書 指導老師

6A 曾小麗 S.6 Poems: Girls--The Way Through the Woods 季軍 李潔雲 

6A 陳翠玲 S.6 Poems: Girls--The Way Through the Woods 優良 李潔雲 

6A 曾芷晴 S.6 Poems: Girls--The Way Through the Woods 良好 李潔雲 

6A 黃美怡 S.6 Poems: Girls--The Way Through the Woods 優良 張銳初 

6A 鄭宏軒 S.6 Poems:Boys--A Sense of History by Penny Kent 優良 張銳初 

6A 林俊毅 S.6 Poems:Boys--A Sense of History by Penny Kent 良好 張銳初 

6A 李家偉 S.6 Poems:Boys--A Sense of History by Penny Kent 良好 李潔雲 

6A 陳羨婷 S.6 Poems: Girls--The Way Through the Woods 優良 李潔雲 

6B 李偉豪 S.6 Poems:Boys--A Sense of History by Penny Kent 優良 梁韞璣 

6B 盧麗安 S.6 Poems: Girls--The Way Through the Woods 良好 張銳初 

6B 游卓珊 S.6 Poems: Girls--The Way Through the Woods 良好 張銳初 

5A 鄧志英 S.5Poems: Girls--Lost Magic by Brian Moses 優良 葉慧儀 

5A 楊素慧 S.5Poems: Girls--Lost Magic by Brian Moses 優良 葉慧儀 

5A 黃政豪 S.5Poems:Boys--A Feather from an Angel by Brian Moses 良好 葉慧儀 

5A 吳桂蘭 S.5Poems: Girls--Lost Magic by Brian Moses 優良 葉慧儀 

5A 蘇嘉瑩 S.5Poems: Girls--Lost Magic by Brian Moses 優良 葉慧儀 

2010-11 學校報告 37

http://www.eaa.unsw.edu.au/
http://www.hongkong.unsw.edu.au/
http://www.hebron.edu.hk/2010/news/20110621/cert/00048.jpg
http://www.hebron.edu.hk/2010/news/20110621/cert/00049.jpg
http://www.hebron.edu.hk/2010/news/20110621/cert/00050.jpg
http://www.hebron.edu.hk/2010/news/20110621/cert/00051.jpg
http://www.hebron.edu.hk/2010/news/20110621/cert/00052.jpg
http://www.hebron.edu.hk/2010/news/20110621/cert/00053.jpg
http://www.hebron.edu.hk/2010/news/20110621/cert/00054.jpg
http://www.hebron.edu.hk/2010/news/20110621/cert/00055.jpg
http://www.hebron.edu.hk/2010/news/20110621/cert/00056.jpg


5D 歐卓謙 S.5Poems:Boys--A Feather from an Angel by Brian Moses 良好 張銳初 

5D 范文慧 S.5Poems: Girls--Lost Magic by Brian Moses 優良 張銳初 

5E 譚艷蘭 S.5Poems: Girls--Lost Magic by Brian Moses 良好 羅月娥 

5E 溫美玲 S.5Poems: Girls--Lost Magic by Brian Moses 良好 羅月娥 

5E 陳國熙 S.5Poems:Boys--A Feather from an Angel by Brian Moses 優良 羅月娥 

5E 陳冠誠 S.5Poems:Boys--A Feather from an Angel by Brian Moses 良好 

5E 關俊軒 S.5Poems:Boys--A Feather from an Angel by Brian Moses 良好 羅月娥 

5E 譚業平 S.5Poems:Boys--A Feather from an Angel by Brian Moses 良好 羅月娥 

5E 黃啟銘 S.5Poems:Boys--A Feather from an Angel by Brian Moses 良好 羅月娥 

5E 詹敏儀 S.5Poems: Girls--Lost Magic by Brian Moses 優良 羅月娥 

5E 蕭斌英 S.5Poems: Girls--Lost Magic by Brian Moses 優良 羅月娥 

4B 江卓祺 S.4Poems: Boys--The Fear by Brian Moses 優良 吳露莎 

4B 廖倩而 S.4Poems:Girls--Digging by Edward Thomas 良好 吳露莎 

4C 李沛樺 S.4Poems: Boys--The Fear by Brian Moses 良好 雷瑞芳 

4C 文嘉欣 S.4Poems:Girls--Digging by Edward Thomas 優良 雷瑞芳 

4E 鄧曉彤 S.4Poems:Girls--Digging by Edward Thomas 優良 李潔雲 

4E 丘淑娟 S.4Poems:Girls--Digging by Edward Thomas 優良 李潔雲 

4E 吳韋頤 S.4Poems:Girls--Digging by Edward Thomas 優良 李潔雲 

3A 陳芷晴 S.3 Poems:The World with its Countries by John Cotton 良好 梁毓文 

3A 李嘉琪 S.3 Poems:The World with its Countries by John Cotton 良好 梁毓文 

3B 張己立 S.3 Poems: -The New House by Gareth Owen 良好 劉寶燕 

3B 甘俊達 S.3 Poems: -The New House by Gareth Owen 良好 劉寶燕 

3B 李子恆 S.3 Poems: -The New House by Gareth Owen 良好 劉寶燕 

3B 鄭惠婷 S.3 Poems:The World with its Countries by John Cotton 優良 劉寶燕 

3C 陳安晴 S.3 Poems:The World with its Countries by John Cotton 良好 姜敏華 

3C 葉曉婷 S.3 Poems:The World with its Countries by John Cotton 良好 姜敏華 

3C 蘇子晴 S.3 Poems:The World with its Countries by John Cotton 良好 姜敏華 

3D 梁安彤 S.3 Poems:The World with its Countries by John Cotton 良好 梁毓文 

3E 李思穎 S.3 Poems:The World with its Countries by John Cotton 優良 雷瑞芳 

3E 馬恩禧 S.3 Poems:The World with its Countries by John Cotton 優良 雷瑞芳 

3E 王詩晴 S.3 Poems:The World with its Countries by John Cotton 優良 雷瑞芳 

3E 林凱頤 S.3 Poems:The World with its Countries by John Cotton 優良 雷瑞芳 

2A 徐潔瑩 S.2Poems :And My Heart Soars by Chief Dan George 良好 姜敏華 

2B 姚瑞茵 S.2Poems :And My Heart Soars by Chief Dan George 良好 吳露莎 

2B 李竟民 S.2Poems: Wildlife by Peter Dixon 優良 吳露莎 

2B 李博賢 S.2Poems: Wildlife by Peter Dixon 優良 吳露莎 

2C 徐洛希 S.2Poems :And My Heart Soars by Chief Dan George 良好 葉慧儀 

羅月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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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 冼寶怡 S.2Poems :And My Heart Soars by Chief Dan George 良好 葉慧儀 

2E 林果霆 S.2Poems :And My Heart Soars by Chief Dan George 優良 吳露莎 

2E 唐梓澄 S.2Poems :And My Heart Soars by Chief Dan George 良好 吳露莎 

2E 劉浩正 S.2Poems: Wildlife by Peter Dixon 優良 吳露莎 

2E 詹燕妮 S.2Poems :And My Heart Soars by Chief Dan George 良好 吳露莎 

1A 鍾碧珊 S.1 Poems: My Pain by Ted Scheu 良好 梁毓文 

1A 賴衍丰 S.1 Poems: Birthday Bike by Ivan Jones 良好 梁毓文 

1B 陳靜文 S.1 Poems: My Pain by Ted Scheu 良好 劉寶燕 

1B 林詠雯 S.1 Poems: My Pain by Ted Scheu 優良 劉寶燕 

1C 鍾玉兒 S.1 Poems: My Pain by Ted Scheu 良好 梁韞璣 

1C 杜卓盈 S.1 Poems: My Pain by Ted Scheu 優良 梁韞璣 

1D 陳安妮 S.1 Poems: My Pain by Ted Scheu 優良 區綺蓮 

1E 譚頌兒 S.1 Poems: My Pain by Ted Scheu 優良 劉寶燕 

1E 談峻輝 S.1 Poems: Birthday Bike by Ivan Jones 優良 劉寶燕 

1E 邱振霆 S.1 Poems: Birthday Bike by Ivan Jones 良好 劉寶燕 

1E 郭敏晴 S.1 Poems: My Pain by Ted Scheu 優良 劉寶燕 
 
 
 
 
 
 
 
 
 
 
 
 
 
 
 
 
 
 
 
 
 
 
 
 
 
 
 
 

2010-11 學校報告 39



學生在學業以外的表現 - 數學教育 
 

2011-06-24 香港理工大學 
中學數學及科學比賽 2011 成績單 

班別 參賽同學 比賽科目 成績  

S.5D 陳樂賢 數學 優異 DISTINCTION  

S.5E 鍾皓暉 數學 優異 DISTINCTION  

S.5E 郭浩鋒 數學 優異 DISTINCTION  

S.5E 黃子庭 數學 優異 DISTINCTION  

S.5E 黃　詩 數學 優異 DISTINCTION  

S.5E 周智傑 數學 參與 PARTICIPATION  

S.5E 李靜儀 數學 參與 PARTICIPATION  

S.5E 譚艷蘭 數學 參與 PARTICIPATION  

S.5E 譚業平 數學 參與 PARTICIPATION  
 

2011-04-30 澳州新南威爾斯大學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2011 – 數學 

http://www.eaa.unsw.edu.au/  
http://www.hongkong.unsw.edu.au/ 

負責老師: 黎育欣老師 

獲獎同學 學科 獎項  
2E  梁浩江 數學 「優秀表現獎」 

3C  黃敬霖 數學 「優秀表現獎」 

4E  陳丹 數學 「優秀表現獎」 

1B  魏綺冰 數學 「良好表現獎」 

1E  吳偉傑 數學 「良好表現獎」 

1E  謝樂輝 數學 「良好表現獎」 

2A  曾恩澤 數學 「良好表現獎」 

2E  黃曉鋒 數學 「良好表現獎」 

3E  文健暉 數學 「良好表現獎」 

3E  盤子浩 數學 「良好表現獎」 

3E  錢依彤 數學 「良好表現獎」 

3E  周亞軒 數學 「良好表現獎」 

4E  朱旻鋒 數學 「良好表現獎」 

4E  陳以恆 數學 「良好表現獎」 

4E  梁家偉 數學 「良好表現獎」 

 
2011-03-23 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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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同學在第三屆香港中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初賽中獲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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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學業以外的表現 - 科學及科技教育 
 

2011-08-7 至 
2011-08-13 

Korean Physical Society (KPS),  
Korean Association of Basic Medical Scientists (KABMS),  
The Korean Chemical Society (KCS),  
Korean Society for 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logy (KSMCB) 
及2011年亞洲科學營籌委會合辦 

2011年亞洲科學營 (韓國大田) 

http://www.asc2011.kr/asc.html  

獲獎同學 負責老師 獎項  
S.6B陳家傑 劉國良副校長 銅獎 
S.6B陳霆剛 劉國良副校長 銅獎 

 

2011-06-24 香港理工大學 
中學數學及科學比賽 2011 成績單 

班別 參賽同學 比賽科目 成績  

S.7B 陳家駿 生物 優良 CREDIT  

S.5E 李靜儀 生物 優良 CREDIT  

S.5D 蕭嘉希 生物 良好 PROFICIENCY  

S.5E 王傲飛 生物 良好 PROFICIENCY  

S.5B 李妙嫦 生物 參與 PARTICIPATION  

S.5E 李詠欣 生物 參與 PARTICIPATION  

S.5E 詹敏儀 生物 參與 PARTICIPATION  

S.5E 蘇曉雪 生物 參與 PARTICIPATION  

S.5E 譚艷蘭 生物 參與 PARTICIPATION  

S.7B 陳家駿 物理 優異 DISTINCTION  

S.5E 周智傑 物理 優異 DISTINCTION  

S.5D 陳樂賢 物理 優良 CREDIT  

S.5E 鍾皓暉 物理 優良 CREDIT  

S.5D 陳彥夆 物理 參與 PARTICIPATION  

S.5E 郭浩鋒 物理 參與 PARTICIPATION  

S.5D 劉浩銓 物理 參與 PARTICIPATION  

S.5E 黃子庭 物理 參與 PARTICIPATION  

S.5E 黃　詩 物理 參與 PARTICIPATION  

S.5D 蕭嘉希 化學 優良 CREDIT  

S.5E 王傲飛 化學 優良 CREDIT  

S.5E 蘇曉雪 化學 良好 PROFICIENCY  

S.5D 陳樂賢 化學 參與 PARTICIPATION  

S.5D 范文慧 化學 參與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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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D 熊珊 化學 參與 PARTICIPATION  

S.5E 詹敏儀 化學 參與 PARTICIPATION  

S.5E 李詠欣 化學 參與 PARTICIPATION  

S.5E 黃偉奇 化學 參與 PARTICIPATION  
 

2011-06-29 中華電力公司 香港工程師學會電機工程部 
「創新能源項目」設計比賽 2010/2011 

班別 獲獎同學 項目 成績 獎項  

S.4E 梁家偉 

S.4E 朱旻鋒  

S.4E 陳以恆  

S.4E 吳斌麒  

「綠色家居由點滴做起」 進入總決賽 優異獎 
每位同學獲書券一仟圓 

 

2011-05-07 創意動力 
智能機械由我創大賽 RIDIY 2011 

班別 獲獎同學 獎項  

S.6B 何永鏗 一等獎  

S.6B 林俊傑 一等獎  

S.6B 雷澄峰 一等獎  

S.5D 趙振華 一等獎  
 

2011-04-30 澳州新南威爾斯大學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2011 –科學 

http://www.eaa.unsw.edu.au/  
http://www.hongkong.unsw.edu.au/ 

負責老師: 黎育欣老師 

 獲獎同學 獎項  
1B  黃承樂 科學 「優秀表現獎」 

4E  鄧曉彤 科學 「優秀表現獎」 

1A  沈曉晴 科學 「良好表現獎」 

1C  曾健強 科學 「良好表現獎」 

2C  黃悅琳 科學 「良好表現獎」 

2E  梁浩江 科學 「良好表現獎」 

3C  卓啟能 科學 「良好表現獎」 

3C  李文豐 科學 「良好表現獎」 

3E  李思穎 科學 「良好表現獎」 

4E  吳韋頤 科學 「良好表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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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4-01 香港資優教育學院 教育局資優教育組 
International Junior Science Olympiad-Hong Kong Screening 2010/11  
班別 獲獎同學 獎項  

S.2E 劉浩正 三等獎 
 

2011-03-12 教育局、香港數理教育學會、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校友會聯合主辦 

「2010-11香港科學青苗獎」科學知識測驗獲獎 
班別 姓名 比賽組別 獎項  

S.2E 陳曉玲 中學組 三等獎  

S.3E 李思穎 中學組 三等獎  

陳曉玲、張梓鋒、梁學韜、李思穎、楊俊文 
連續 3屆進入準決賽 
(72所中學參賽中只 12所進入準決賽)  

 

2010-10-04 香港海洋公園學院 

網上延展學習傑出作品 

班別 獲獎同學 項目 獎項 備註  

S.5E 張寶珊 網上延展習作 傑出作品 

S.5E 譚豔蘭 網上延展習作 傑出作品 
作品刊登於海洋公園學院網頁 
http://opahk.oceanpark.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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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學業以外的表現 - 通識及人文教育、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2011-08-26 香港教育學院 

大學新生活專題探究比賽 
班別 獲獎同學 獎項  指導老師 

4E 
江穎芳、馬曉虹、徐博德、鄧曉彤、

陳凱琳及劉澤憲 
報告「大學學習模式促進大學生

組織會社」獲優異 劉哲鋒 

 
2011-08-26 大埔區少年警訊 

「抗毒滅罪精英計劃 2011」 
班別 獲獎同學 獎項  

S.4C 廖杰輝 參與證書  

S.6A 石愷瑤 參與證書  

S.6A 蘇嘉瑩 參與證書  

S.6A 徐庚汶 參與證書  

S.6A 孔洺瀅 參與證書  

S.6A 楊素慧 參與證書  

S.6A 劉憶敏 參與證書  

S.6C 盧依勵 參與證書  

S.6C 劉穎珊 參與證書  

S.5C 鄭銳升 參與證書  

S.5B 葉浩廉 「模擬法庭審訊-最佳辯護律師」獎  

S.5D 張嘉雯 參與證書  

S.5D 梁偉文 參與證書  

S.5E 劉澤憲 參與證書  

S.5E 畢詠賢 參與證書  

S.5E 鄧力豪 參與證書  

S.5E 鄧曉彤 參與證書  

S.5E 吳瑞冰 參與證書  

S.5E 曾翠怡 參與證書  
 

2011-08-14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急救證書 

班別 參與同學 成績  

S.3E 李寶庭 合格  

S.5B 李嘉富 合格  

S.5C 鄭銳升 合格  

S.5D 梁偉文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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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D 黎卓昆 合格  

S.5D 彭健華 合格  

S.5E 吳瑞冰 合格  

S.5E 鄧曉彤 合格  

S.5E 畢詠賢 合格  

S.5E 鄧力豪 合格  

S.5E 鄒家華 合格  

S.5E 文浩光 合格  
 

2011-03-26 教育局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薪火相傳國民教育活動同根同心香港高小及初中內地交流計劃 

優秀學員及專題研習比賽 
班別 獲獎同學 獎項  

S.3E 王詩晴 優秀學員  

S.3E 黃韻娜 優秀學員  
班別 獲獎同學 組別 獎項  

S.3C 陳開盛、馬伯幸 專題研習比賽(短片
組) 優異獎  

 
2010-12-01 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 

2010-11年度第一次捐血日多謝師生,家長及友好支持,共 175位參加,謹此致謝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S.4A 林奕敏 S.4A 張宇敏 S.4A 鄒詠茵 S.4A 馬曉虹 S.4A 曾美欣 

S.4A 陳偉樂 S.4A 洪嘉豪 S.4A 李俊傑 S.4A 呂鎮鴻 S.4B 李瑗淇 

S.4B 鄭銳升 S.4B 谷博文 S.4B 蘇文禧 S.4B 葉運發 S.4C 陳行耀 

S.4C 羅雪雯 S.4D 鄭家祺 S.4D 梁稀俊 S.4D 鄧智龍 S.4D 蔡祖豪 

S.4D 任宏海 S.4E 陳嘉潤 S.4E 鄒家華 S.4E 李浩軒 S.4E 李偉光 

S.5A 鍾詠兒 S.5A 余詠湘 S.5A 陳進達 S.5A 陳景希 S.5A 張慧勇 

S.5A 賴錦華 S.5A 郭鷹揚 S.5A 樊文傑 S.5A 李志勤 S.5A 李嘉浩 

S.5A 吳炳華 S.5A 鮑德志 S.5A 曾嘉明 S.5A 黃政豪 S.5A 楊文樂 

S.5A 葉旭希 S.5A 葉旭泓 S.5A 虞興華 S.5A 袁子力 S.5A 阮偉賢 

S.5A 鄧志英 S.5A 蘇嘉榮 S.5A 劉億敏 S.5A 方愷瑤 S.5A 林勝忠 

S.5B 陳翠霞 S.5B 陳家欣 S.5B 張丹 S.5B 李凱翎 S.5B 劉雅來 

S.5B 李妙嫦 S.5B 盧凱瑜 S.5B 蘇芷僑 S.5B 葉穎儀 S.5B 周映聰 

S.5B 方偉賢 S.5B 李嘉杰 S.5B 蘇健明 S.5B 湯俊杰 S.5B 蘇頌暉 

S.5B 石子維 S.5B 黃燕航 S.5B 胡大為 S.5B 楊誌高 S.5B 余志衡 

S.5B 伍凱怡 S.5C 陳佩君 S.5C 林奕茹 S.5C 劉穎珊 S.5C 盧依勵 

S.5C 葉旖婷 S.5C 陳梓傑 S.5C 周浩賢 S.5C 林承茂 S.5C 盧家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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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C 蕭偉明 S.5C 蘇展程 S.5C 葉旭軍 S.5D 周敏兒 S.5D 鄭紫瑩 

S.5D 林穎梅 S.5D 文潔貞 S.5D 蕭嘉希 S.5D 阮梓瑩 S.5D 陳智皓 

S.5D 陳志尚 S.5D 陳彥夆 S.5D 陳樂賢 S.5D 鄒家強 S.5D 趙振華 

S.5D 蔡祈亨 S.5D 李在釗 S.5D 冼文迪 S.5D 鄧藶 S.5D 溫日森 

S.5D 黃嘉熙 S.5D 黃廣勝 S.5D 黃小果 S.5D 劉浩銓 S.5D 謝穎瑜 

S.5E 張寶珊 S.5E 詹敏儀 S.5E 蕭斌英 S.5E 黃咏詩 S.5E 楊文慧 

S.5E 陳冠誠 S.5E 郭浩鋒 S.5E 梁濼熹 S.5E 吳萬超 S.5E 彭瑋煒 

S.5E 杜銘謙 S.5E 謝顥源 S.6A 陳淑慧 S.6A 趙鳳珍 S.6A 林少苗 

S.6A 蔡慧姍 S.6A 徐映琳 S.6A 楊雅詩 S.6A 張松楷 S.6A 張霆威 

S.6A 李家偉 S.6A 徐駿光 S.6A 溫志穎 S.6A 楊志賢 S.6B 鍾芷茵 

S.6B 蘇曉君 S.6B 吳小圓 S.6B 陳霆剛 S.6B 鄒家順 S.6B 何永鏗 

S.6B 簡昆洛 S.6B 林俊傑 S.6B 李明建 S.6B 莫家樺 S.6B 唐銘蔚 

S.6B 蘇振熙 S.6B 黃錦煥 S.7A 陳小翠 S.7A 曾嘉群 S.7A 袁榆姿 

S.7A 李偉進 S.7A 李會軍 S.7A 盧彥瑋 S.7A 蘇頌明 S.7A 謝駿賢 

S.7B 譚艷儀 S.7B 謝穎楠 S.7B 鄭家齊 S.7B 莊裕源 S.7B 方宏藹 

S.7B 李澤文 S.7B 黃永晞 S.7B 黃健 S.7B 王廷鈞 S.7B 余嘉源 
教師 杜偉基 教師 劉潔雯 教師 楊本基 職員 徐生妹 教師 蔡瑋庭 
教師 謝志豪 家長 陳秀娟 職員 朱鳳霞 教師 劉哲鋒 教師 梁啟宇 
家長 Tsui Kin Man 家長 Lee Lai Ping  

 
 
 
 
 
 

2010-11 學校報告 47



學生在學業以外的表現 - 社會服務 

 

2011-06-22 永亨銀行 
永亨「義人行」學界義工計劃 2010/2011 

班別 獲獎同學 獎項  

S.6A 李樂姚 傑出義工學生  

獲獎單位 獎項  
群牽社會服務團 連續兩年獲頒「超卓學校策劃獎」  

 

2011-06-17 大埔青年協會 
2011大埔區傑出學生選舉 

班別 獲獎同學 組別 備註  

S.6A 李樂姚 高中組 得獎(參與領袖訓練營)
 

2011-05-27 明愛富亨苑 
群牽義工嘉許禮 

班別 獲獎同學 獎項  

S.6A 李樂姚 

S.5B 黎錦芳、劉雅來、孫鈺燁  

S.5D 庾愷庭、熊 珊  

S.4A 李翠婷、朱翠玲、黃文軒  

S.2E 姚本彬、黃海迪  

S.1A 吳芷瑩、呂仲淇、何詠琪、馬卓伶  

S.1B 戴貝娌、魏綺冰、陳靜文、蘇凱琳  

S.1E 譚頌兒  

<傑出義工證書>  

 
2011-05-27 匡智會松嶺二校 

群牽義工嘉言午禮 
班別 獲獎同學 獎項  

S.6A 楊雅詩、曾小麗、蕭苑珊 

S.5A 徐庚汶、孔洺瀅、石愷瑤、蘇嘉瑩  

S.5B 陳勝鵬  

S.5E 袁麗君  

S.4A 呂志堅  

S.4B 李瑗淇  

S.4E 劉澤憲、陳以桓、朱旻鋒、張展陶、羅家寶、梁家偉

<傑出義工證書>  

 
2011-05-27 聖公會太和長者鄰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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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牽義工嘉許禮 
班別 獲獎同學 獎項  

S.6A 
馬穎彤、楊雅詩、楊志賢、程詩敏、溫志穎 
黃美怡、陳羨婷、黃美倩、黃仲軒 

S.5A 劉億敏、曾嘉明  

S.5D 周敏兒、林穎梅  

S.5E 蘇曉雪、李靜儀、黃啟銘、張穎楠、譚仲暉、詹敏儀 

S.4A 馬曉虹、徐庚慧、戴欣霏  

S.4B 殷嘉穎、鄭銳升、廖杰輝、曾海峰、羅 傑  

S.4C 黃穎沁  

S.4D 鄧智龍  

S.4E 吳雪凌、張苑洛、馮寶兒、莫婷婷、吳瑞冰  

<傑出義工證書>  

S.3E 林巧研、王詩晴 

S.1B 陳美宜、林詠雯、黃嘉欣、吳浩霖  

S.1C 韓玉瓊、古慧瑩、羅慧珊、何佩霖、任洛文、杜卓盈 

S.1E 邱振霆  

<傑出義工證書>  

 

2011-05-25 教育局大埔區公益少年團 
2010-2011年度周年頒獎禮得獎名單 

班別 獲獎同學 獲獎項目 獎項  

S.3B 陳佩瑜 主題活動攝影比賽 金獎  
班別 獲獎同學 獎項  

S.7A 
陳小翠、周艷玲、林子文、李淑芬、羅嘉琳鄧、綺雯、姚嘉瑜、李會

軍、謝駿賢、蘇頌明 橙章  

S.6A 李樂姚、馬穎彤、楊雅詩 橙章  

S.6B 李智倫 橙章  

S.5A 

徐庚汶、劉億敏、石愷瑤、蘇嘉瑩、孔洺瀅、樊文傑、鍾詠兒、張祖

怡、莊淑玲、楊素慧、余詠湘、鍾　濤、葉旭希、吳桂蘭、鄧志英、

陳景希、郭鷹揚、賴錦華、林柏通、陳偉欽、曾嘉明、羅子偉、吳炳

華 

橙章  

S.5C 劉穎珊、盧依勵 橙章  

S.5D 陳翠玲、鄭紫瑩、蔣佩榕、文潔貞 橙章  

S.5E 
陳國熙、張穎楠、蕭斌英、李靜儀、袁麗君、詹敏儀、李詠欣、楊文

慧、鍾皓暉、譚業平、黃偉奇、蘇曉雪、周智傑、黃啟銘 橙章  

獲獎者 獎項  
郭志雄校長 優異服務獎  

 
2011-05-24 大埔區公益少年團 

本年「CYC獎勵計劃」獲提名得獎人數及名單(截止 2011/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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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獲獎同學/人數 獎章獎項  

S.6A 李樂姚、馬　彤、楊雅詩 

S.5A 徐庚汶、劉億敏、石愷瑤、蘇嘉瑩  

S.5C 劉穎珊、盧依勵  

S.5E 陳國熙、李靜儀、袁麗君、鍾皓暉、譚業平、黃偉奇  

一等榮譽級 
(紅星榮譽徽章) 

S.7A 李淑芬、蘇頌明、林子文 

S.6A 李樂姚、馬　彤、楊雅詩  

S.5A 徐庚汶、劉億敏、石愷瑤、蘇嘉瑩  

S.5C 劉穎珊、盧依勵  

S.5E 
陳國熙、張穎楠、蕭斌英、李靜儀、袁麗君、鍾皓暉、譚業平、黃

偉奇  

二等榮譽級 
(白星榮譽徽章) 

S.7A 陳小翠、李淑芬、羅嘉琳、鄧綺雯、蘇頌明、林子文 

S.6A 李樂姚、馬　彤、楊雅詩  

S.5A 徐庚汶、劉億敏、石愷瑤、蘇嘉瑩、孔洺瀅、莊淑玲、樊文傑  

S.5C 劉穎珊、盧依勵  

S.5E 
陳國熙、張穎楠、蕭斌英、李靜儀、袁麗君 
鍾皓暉、譚業平、黃偉奇、蘇曉雪  

三等榮譽級 
(藍星榮譽徽章) 

S.7A 陳小翠、周艷鈴、李淑芬、羅嘉琳、鄧綺雯、蘇頌明、林子文 

S.6A 李樂姚、馬　彤、楊雅詩  

S.5A 
徐庚汶、劉億敏、石愷瑤、蘇嘉瑩、孔洺瀅、樊文傑、鍾詠兒 
張祖怡、莊淑玲、楊素慧、余詠湘、鍾　濤、葉旭希  

S.5C 劉穎珊、盧依勵  

S.5D 陳翠玲  

S.5E 
陳國熙、張穎楠、蕭斌英、李靜儀、袁麗君、詹敏儀 
鍾皓暉、譚業平、黃偉奇、蘇曉雪  

高級級 
(紫色徽章)  

班別 獲獎同學/人數 獎章獎項  

S.5-S.7 57人 中級(橙色徽章)  

S.5-S.7 164人 初級(綠色徽章)  

S.5-S.7 301人 基本級(黃色徽章)  
 

2011-05-20 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 
2011周年捐血頒獎典禮(十一年內九次獲全港捐血最高百分比十大學校) 

獲獎機構 獲獎原因 獎項  
神召會康樂中學 全港捐血最高百分比十大學校 賈詹士夫人盾  
神召會康樂中學 全港捐血人數最踴躍十大學校 輸血服務盾  
 

2011-03-27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第十八屆傑出義工獎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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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團體 獎項 備註  
群牽服務團 「團體關懷獎」 長期服務聖公會太和長者鄰舍中心的長者 

 

2010-10-07 永亨銀行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合辦 
永亨「義人行」學界義工計劃 2009/2010 

獲獎單位 獎項  
群牽服務團 「超卓學校策劃獎」  

班別 獲獎同學 獎項 備註  

S.7A 蘇頌明 「傑出義工學生獎」 去屆群牽主席 

 

2011-01-24 大埔區公民教育運動委員會 

2010-2011大埔區傑出服務公民獎(中學組) 

班別 
獲獎同

學 
提名人 備註  

S.7A 蘇頌明 吳美琪老師 
長期籌劃及帶領同學參與 

明愛富亨苑的長者的長者社會服務活動  

S.7A 李淑芬 吳美琪老師 
長期籌劃及帶領同學參與 

聖公會太和長者鄰舍中心的長者社會服務活動  

S.7A 羅嘉霖 黎立仁老師 
長期籌劃及帶領同學參與 

聖公會太和長者鄰舍中心的長者社會服務活動  

S.5A 徐庚汶 黎立仁老師 
長期籌劃及帶領同學參與 

松嶺二校的智障孩子義工教育服務活動  
 

2011-03-12 社會福利署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 

「2010-11香港傑出青年義工計劃」 
獲獎同學 獎項 備註  
林子君 十位獲獎義工之一(16-19歲組別) 兩次面試、訓練及往四川交流  

 

2011-03-02 香港明愛 

「明愛出色義工獎」 

獲獎單位 獎項 備註  

群牽服務團 「明愛出色義工獎」銀色獎章
長期服務明愛富亨苑長者中心的長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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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學業以外的表現 - 體育發展 

 

2011-08-08 神召會康樂中學 
第一屆港澳少青埠際籃球比賽 

比賽隊伍 成績  
神召會康樂中學 亞軍  

 

2011-05-01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龍舟聯會 
首屆世界華人龍舟邀請賽測試賽 

獲獎成員 項目 組別 獎項 
導師: 梁啟宇老師、劉潔雯老師、張佰軒老師  
隊長: 李家偉、鼓手: 程詩敏、舵手: 蘇展程 
隊員: 張松楷、展霆威、徐駿光、李忠杰、張志堅 
鄭宏軒、楊志賢、蘇耀安、田啟東、楊誌迪、文卓鋒張鴻、李

沛明、鄺國偉、文浩光、梁稀俊、陳俊傑、楊健宏、葉浩廉、

杜文傑、李偉光、賴一輝、呂鎮鴻 

師生組 大埔中學啟
濤陽光碗賽 亞軍 

 

2011-04-25 公民體育會 
第九屆公民全港青少年田徑錦標賽 2011 

班別 獲獎同學 項目 組別 成績  

S.5D 方筱琰 擲鐵餅 女子甲組 亞軍  
 

2010-10-03 香港單車聯會 

全港公路單車賽第一回合 

班別 獲獎同學 組別 項目 獎項 時間  

S.6A 鄭宏軒 青少年組 15公里 5圈 冠軍 25:33  
S.4B 江卓祺 青少年組 15公里 5圈 第 12名 27:12  
S.2D 陳路加 Youth Age 11-13 18公里 6圈 第 11名 36:58  

 

2010-10-1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 

2010-2011年度校際游泳比賽 
班別 獲獎同學 組別 項目 獎項  

S.4D 徐梓聰 男甲 200m胸泳 亞軍  
 

2010-10-24 香港單車聯會 

全港公路單車賽第二回合 

班別 獲獎同學 組別 項目 獎項 時間  

S.6A 鄭宏軒 青少年組 45公里 3圈 冠軍 01:17:53.99 
S.4B 江卓祺 青少年組 45公里 3圈 第 11名 01:29:0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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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D 陳路加 Youth Age 11-13 15公里 1圈 季軍 29:03.78  
 

2010-11-21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 

2010年度特步香港青少年分齡田徑賽 - 賽事三 - 
班別 獲獎同學 組別 項目 名次 成績  

S.6B 麥潤良 甲一組男子徑項 5000m 冠軍 16分 33.4秒  
 

2010-11-21 大埔陸運會 

2010-2011田徑隊比賽成績紀錄 
班別 姓名 組別 項目 名次 成績  

S.5E 李靜儀 女子 F組 標槍 冠軍 19.18米  

S.5D 方筱琰 女子 F組 鐵餅 冠軍 21.45米  

S.4C 蘇鴻希 男子 B組 鉛球 冠軍 10.32米  

S.5B 張丹  女子 F組 鉛球 亞軍 8.31米  

S.5B 張丹  女子 F組 標槍 亞軍 18.79米  

S.4D 吳偉軒 男子 B組 1500米 亞軍 4分 52.84秒

S.5D 方筱琰 女子 F組 鉛球 季軍 7.88米  

S.4D 林文傑 男子 B組 鉛球 季軍 9.85米  

S.5E 楊文慧 女子 F組 鐵餅 季軍 19.05米  

S.4C 蘇鴻希 男子 B組 鐵餅 季軍 24米  

S.4D 林文傑 男子 B組 鐵餅 殿軍 23.9米  

S.5E 陳家怡 女子 F組 標槍 殿軍 17.14米  

S.5E 葉桐妃 女子 F組 跳高 殿軍 1.25米  

S.4E 李浩軒 男子 B組 標槍 殿軍 23.34米  

S.4A 梁嘉泉 男子 B組 100米 殿軍 58.52米  

S.5E 楊文慧 女子 F組 鉛球 第五名 7.43米  

S.5E 李靜儀 女子 F組 鐵餅 第六名 18.18米  

S.5E 陳家怡 女子 F組 跳遠 第六名 3.59米  

S.4E 林建成 男子 B組 標槍 第六名 21.408米 

S.5E 葉桐妃 女子 F組 鉛球 第七名 6.54米  

S.4E 李浩軒 男子 B組 鐵餅 第七名 19.46米  

S.4A 潘錦威 男子 B組 跳遠 第八名 5.08米  

S.4A 盧鎧銦 女子 F組 跳遠 第八名 3.41米  

S.4E 林建成 男子 B組 鉛球 第八名 --  

姓名 組別 項目 名次 成績  
潘錦威、陳偉樂、黃燕航、蘇迪康 男子 B組 4X100米接力 季軍 48.67秒  
楊健宏、吳偉軒、梁嘉泉、黃燕航 男子 B組 4X400米接力 第六名 4分 2.01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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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15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0-2011年度全港學界精英越野比賽 
班別 參賽同學 組別 名次 成績  

S.6B 麥潤良 男子組 第九名 26分 52.67秒 
 
 

2010-11-14 ASICS 香港 10公里挑戰賽 2010 
班別 獲獎同學 組別 名次 成績  

S.6B 麥潤良 男子青年組 冠軍 33分 47秒(破大會紀錄) 
 

2010-11-28 香港單車聯會 

全港公路單車賽第三回合 

班別 獲獎同學 組別 項目 獎項 時間  

S.2D 陳路加 
Youth Age 

11-13 2.9公里爬山賽 第五名 12:25.84  

 

2010-12-20 教育局 

屈臣氐集團香港生運動員獎 2010-2011 
班別 獲獎同學 獎項 備註  

S.6B 麥潤良 證書及獎學金$500 獲邀參與領袖才能工作坊  
 

2011-02-20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 

渣打馬拉松半程馬拉松比賽 

班別 獲獎同學 項目 組別 名次 成績  

S.6B 麥潤良 男子半程馬拉松 青年組(挑戰組) 冠軍 1:18:40  
 

2011-02-11 香港跆拳道協會主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贊助 
學界跆拳道比賽 2011 

班別 姓名 組別 級別 獎項  

S.5C 陳梓傑 男子組 雛量級 季軍  

S.2B 黃立灃 男子組 羽量級 季軍  
 
 

2011-02-11 大埔及北區學界田徑賽(2011年 1月 24, 25,28日) 
田徑隊比賽成績紀錄 

班別 姓名 項目 名次  

1C 傅頌恩 女子丙組 100米欄 第六名  

1E 蕭雪勤 男子丙組 1500米 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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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 鄭秋波 男子丙組 鉛球 第七名  

2C 鄭秋波 男子丙組 鐵餅 第七名  

2E 黃俊軒 男子丙組 1500米 冠軍  

2E 黃俊軒 男子丙組 800米 冠軍  

3A 陳佩瑜 女子乙組 鐵餅 殿軍  

3A 陳芷晴 女子乙組 1500米 季軍  

3A 陳芷晴 女子乙組 800米 季軍  

4A 盧鎧銦 女子乙組 100米欄 第六名  

4A 盧鎧銦 女子乙組 標槍 第八名  

4A 梁嘉泉 男子乙組 400米 第七名  

4C 蘇鴻希 男子甲組 鐵餅 第六名  
林文傑 男子乙組 鐵餅 第七名  

4E 林建成 男子乙組 鐵餅 第八名  

4E 林建成 男子乙組 標槍 第五名  

5B 張丹 女子甲組 標槍 第六名  

5D 方筱琰 女子甲組 鐵餅 季軍  

5E 陳家怡 女子甲組 標槍 殿軍  

5E 黃啟銘 男子甲組 800米 亞軍  

5E 黃啟銘 男子甲組 400米 第六名  

6B 麥潤良 男子甲組 5000米 亞軍  

6B 麥潤良 男子甲組 1500米 季軍  
接力賽 參加者 名次  

男甲 4X400米 黃啟銘、李卓鋒、麥潤良、徐梓聰、鄧藶 第七名  
男乙 4X100米 梁嘉泉、潘錦威、蘇迪康、張志峰 季軍  
男丙 4X400米 蕭雪勤、黃俊軒、伍銘楷、梁浩江、陳偉聰 第七名  

團體奬項 奬項  
男子甲組 第六名  
男子丙組 第六名  

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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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學業以外的表現 - 藝術發展 

 

2011-08-20 大埔文藝協進會 
2011暑期歌唱比賽 

級別 姓名 參賽歌曲 成績  
中一新生 賴俊希 夢伴 亞軍 

 

2011-03-28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舉辦 
第六十三屆香港校際音樂節 (10-11年度) 

班別 姓名 項目編

號 項目名稱 分數 獎狀  

S.2B 黃敏旋 E17 女子中文獨唱(13歲) 83 亞軍  

S.4E 吳韋頤 N502 古箏中級獨奏 83 亞軍  

S.4B 曾淑君 N507 琵琶初級獨奏 81 季軍  

S.3E 杜芷　 E16 女子中文獨唱(15歲) 81 優良獎狀  

S.3B 蘇惠敏 E16 女子中文獨唱(15歲) 80 優良獎狀  

S.3E 林凱頤 E16 女子中文獨唱(15歲) 80 優良獎狀  

S.3E 王詩晴 E16 女子中文獨唱(15歲) 80 優良獎狀  

S.3C 吳敏婷 E16 女子中文獨唱(15歲) 75 良好獎狀  

S.2C 黃悅琳 E17 女子中文獨唱(13歲) 78 良好獎狀  

S.2C 原鎂甜 E17 女子中文獨唱(13歲) 78 良好獎狀  

S.7B 潘旭康 N232 結他高級獨奏 79 良好獎狀  

S.4E 梁芷螢 N412 長笛初級獨奏 83 優良獎狀  

S.4A 黃文軒 N412 長笛初級獨奏 82 優良獎狀  

S.4A 李明駿 N442 小號初級獨奏 78 良好獎狀  

S.5A 李嘉浩 N442 小號初級獨奏 78 良好獎狀  

S.4E 鄧曉彤 N454 長號初級獨奏 78 良好獎狀  

S.2E 徐芷晴 N503 古箏初級獨奏 82 優良獎狀  

S.3E 錢依彤 N503 古箏初級獨奏 82 優良獎狀  

S.4D 文嘉慧 N506 琵琶中級獨奏 80 優良獎狀  

S.4B 曾寶樺 N509 柳琴高級獨奏 79 良好獎狀  

S.3B 江梓樂 N543 笛子初級獨奏 83 優良獎狀  

S.2C 歐東霖 N543 笛子初級獨奏 80 優良獎狀  

S.4E 文浩光 N424 單簧管初級獨奏 80 優良獎狀  
 

2010-09-15 香港大埔教育界文化交流協進會主辦 大埔區議會贊助 
大埔城鄉共融迎中秋花燈設計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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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獲獎同學 組別 獎項  

S.4D 黎卓昆 

S.3E 龍子穎  

S.3E 楊俊文  

中學組 亞軍  

 

2010-10-18 第十屆 "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美術三等獎 

班別 獲獎同學 獎項  

S.5D 方筱琰 美術三等獎  
 

2010-11-21 香港業餘圍棋協會 

第十屆香港業餘圍棋公開賽 

班別 獲獎同學 組別 名次  

S.2E 陳志軒 公開組 冠軍(有機會再一次代表香港參加世界大賽)  
 

2010-11-22 香港警務處新界北總區防止罪案辦公室 

銀橋計劃之青少年抗毒及反店鋪盜竊大行動-新界北總區滅罪橫額與書籤設計比賽 
班別 獲獎同學 組別 獎項  

S.2C 冼寶怡 初中組 優異獎  

S.4B 葉運發 高中組 優異獎  
 

2010-11-30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 

樂器考試 (2010) 
班別 姓名 樂器 考獲證書 等級  

S.4E 文浩光 單簧管 第三級樂器演奏證書 優異  

S.3E 同紫蕙 圓號 第三級樂器演奏證書 優良  

S.4B 江卓祺 小號 第三級樂器演奏證書 合格  

S.4B 廖倩而 敲擊樂 第五級樂器演奏證書 合格  

S.4D 張嘉雯 敲擊樂 第五級樂器演奏證書 優良  

S.5D 嚴振謙 敲擊樂 第五級樂器演奏證書 優良  
 

2011-03-09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音樂事務處 
漫遊民族音樂-學校聯演 

獲獎單位 表演項目 曲目 獎項  
神召會康樂中學 
中樂團精英小組 

彈撥合奏 戰台風 
潛質新星獎 主題演繹獎 

魅力舞台表演獎 實力音樂表演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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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大學成績優異獲獎 

 
2010-10-29 香港浸會大學 

校友大學成績優異獲獎 (2009-10) 
畢業年份 獲獎校友 獎項 學系  

2008 李珊珊校友 學院成績優異榜(第一學期) 工商管理學士(榮譽)--市場學  

2007 彭富榮校友 學院成績優異榜(第二學期) 工商管理學士(榮譽)--應用經濟  
 
 

2011-02-23 香港理工大學 

校友大學成績優異獲獎 (2009年 1月 1日-12月 31日) 
畢業年份 獲獎校友 學系 獎項  

2006 葉敏琪校友 電力工程學士(榮譽) 鄧永添紀念基金宿生獎學金  

2007 莫晉軒校友 電子及資訊工程高級文憑 最佳學期 GPA成績獎  

2008 蘇柏然校友 電子及資訊工程高級文憑 學院成績優異榜  
 

2011-03-18 香港浸會大學 

校友大學成績優異獲獎 

畢業年份 獲獎校友 獎項 學系  

2010 劉子華校友 學院成績優異榜 副文學士(專業中文)  

2010 徐愛銘校友 學院成績優異榜 副文學士(創意傳意)  

2010 劉子華校友 優異學業表現 副學士基礎課程(普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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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饋 與 跟 進  
 
關注事項1：孕育新世代公民，心繫家國助社群 
 

在提升學習兩文三語的興趣，宜加強整體性規劃及安排，效果會更見進步；推動老師的專業

培訓，鼓勵參加教育局舉辦的有關講座或分享會，學習更多提升學習兩文三語的興趣的教學

策略。在優化閱讀風氣，宜成立專責閱讀委員會，加強與其他科、組間的合作，並作更廣泛

的推廣。 
 
未來特別需要更多腦圖運用，以提升高中學生面對解難及發掘學習內容的能力，尤其是應付

公開考試之技巧，從而提升自學能力及學習興趣。下學年傳統的「學術周」及高中跨境「學

術團」活動因兩級要面對公開試而暫停舉辦。未來需要考慮如何栽培中四級學生有足夠的裝

備去接續傳統，承擔獨立創作及發揮探索精神。計劃在三月底學校外借的時段，舉辦多項各

級的「走出課室」活動，並加強跨學科的學習設計，使考察活動的效能更深化；考慮有可能

會在下學年底試後活動額外為中五級安排跨境學術考察團或閱讀話劇，按學生的需要而定。 
 
關注事項 2：齊享健康綠校園，規劃豐盛樂人生 
 
我們仍須推動基督徒同學委身校園福音工作，同心同行為主作見證。學生對自己國民身份的

認同感仍不足，可以在早會多加有關國情教育的活動。我們仍須在服務學習過程中加強學生

對個人身份、公民身份和國民身份的認同，讓他們更成為對社會有責任感和承擔感的人。 
 
繼續推行計劃各項音樂活動。同學在不同類別的視藝比賽活動雖獲得佳績，但參與的人數末

理想， 宜積極鼓勵同學多參與課外視藝活動，加強建立同學的自信心。明年於聯課中宜多

加不同類別的藝術創作活動如漫畫班,水墨畫班,手工班及舞台戲劇訓練等。 
 

如有更多時間讓學生在「尋找生命的色彩」課程中反思，效果更佳。中五「生涯地圖」、「夢。

起動」輔導活動，建議在課內時間進行，以免課後留校太久，影響參與的興趣。「香港事業

興趣測驗」使用任何評估工具都應該預留與學生輔導的時間，讓他們更了解測驗的意義、分

析及運用結果。建議明年預留較多時間跟同學討論結果及解答他們的疑難，加强後期分析輔

導工作。 

 

繼續推行「校園綠化計劃」及「校園再生能源計劃」，及配合園藝學會、環保學會及生物學

會籌劃多項課外活動以供教育學生環保的重要性和提供實踐環保生活的機會。另外，更可以

把活動計劃配合其他有關的學科，例如：通識科、生物科等。 

 
關注事項3：培育校園小領袖，發掘學習小專家 
 
校本資優教育的發展主要集中於數理科，建議配合各科資優教育的發展，使學生得到更全面

的學習機會。學生的提名主要依賴科任教師及班主任推薦，可考慮使用其他方法收集學生的

意向及評估他們的潛質，發掘更多具潛質的學生。建議擴展升學輔導學生小組，加入來自各

級的代表，以更有效推廣活動。 

 

部份學會領袖欠缺主動性，需要老師較多的支援。部分同學參與社會服務被動，須加強同學

的服務的心志、服務技巧。各部長宜加强對學會運作的指導。 
 

總結今個學年的實際運作及統計結果，下年度的「學習優異小獎狀」計劃的目標和要求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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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改，期望繼續提升學生的學習信心，亦引發學生自發學習的精神。「學習優異小獎狀」計劃

亦需要修訂簽發原則，避免濫發或與科本獎勵計劃重叠。學生視每年的話劇滙演為一項學習

傳統，需考慮如何培養更低年級可以承傳發展及爭取適合的時間和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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