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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培養中層

及課程領導

三年關注項目

校 長 獲

頒 授 榮

譽勳章

分享感受

亦師亦校友

登長城頂

的好漢子

校友會

本校創校已達52年，畢業校友
亦逾八千人，在各行業上表現出色。
不少成為各級議員、工商領袖、大學
講師、牧師、傳道、宣教士及專業人
士，貢獻社會。校友中從事教育者亦
不少，大學畢業後回母校服務者更包
括現任的校監、校長、老師及校牧等
廿多人，使學校之優良傳統可以薪火
相傳。校友會成立於一九九五年，關
心學校需要，更為同學設立『許廣北
校長獎助學基金』，獎勵及協助有需
要之同學。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 

2013年師生比賽獲獎概略(部份)

1. 群牽服務團於「今日公益 明日領袖」社會服務計劃連續四年獲

獎(本年獲頒傑出學生獎) ，另群牽主席王詩晴(5E)獲大會頒發

「傑出義工學生獎」；另本校於「永亨義人行學界義工計劃」

中，連續四屆獲頒發「超卓學校策劃獎」；

2. 馬曉虹、劉澤憲、徐庚慧及李翠婷等因出色社會服務在本年獲

頒「大埔區傑出服務公民獎」；本校在「長者友善措施致意行

動」中獲地區彩星獎;

3. 田徑隊在2013大埔及北區學界田徑賽中獲個人2冠1亞2季3殿14

優異，及獲4X100米接力1季及2優異成績；另獲女甲、男乙及

男丙團體優異獎項；田徑隊在2013北區學界田徑賽中獲個人3冠

3亞14季6殿10優異，另獲4X100米接力1亞1季及1優異佳績；在

大埔及北區校際越野錦標賽本校獲男甲團體優異,男乙團體亞軍

及男丙團體殿軍;另黃俊軒及陳偉聰分別獲男乙個人季軍及殿軍;

4. 在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六十四屆校際誦朗節2012-2013中

,S.5E錢依彤在中五、六年級女子詩詞獨誦(普通話)獲季軍； S.5C

雷翠晴在中五女子英文獨誦獲亞軍； S.2D甘威娜及余曼琪在中

二女子英文獨誦並獲季軍；在第64屆香港校際誦朗節，同學在

粵語詩文獨誦亦獲個人16優良及8良好獎狀; S.5E周紫蕙在第65屆

香港校際音樂節獲圓號初級獨奏季軍、另同學在其他音樂項目

亦獲11項優良及10項良好獎狀；

5. S.4D黎媛婉同學參加知識雜誌「回歸同齡人」作文比賽獲得季軍;

6. 本校少年警訊學校支會榮獎大埔區少年警訊學校支會獎勵計劃-

第四名，並獲得獎盃一座及書券；

7. S .5B徐素珊在香港明愛家庭服務和公教婚姻輔導會合辦之

「『你』想婚姻--持守甘苦與共、終身不渝的承諾」視藝創作

比賽中學組短片獲冠軍; 

8. 本校足球隊在小七龍少年足球邀請賽(U15組)中榮膺冠軍; S.4A林

瀚峰當選最佳前鋒，S.4E陳志軒當選最佳球員及神射手

9. S.5E黃韻娜(中國廣東省代表隊) 在第八屆台灣世界青少年台灣

金百合花獎比賽中以鋼琴《莫扎特奏鳴曲》獲大金獎及榮譽證

書，在千多位東南亞各國高中生代表中排名第二；

10. S.6E李靜儀在教育局及傑出青年協會主辦的第一屆明日領袖獎選

舉中獲頒明日領袖獎；

11. S.4E文俊權及陳煒文在「香港科學青苗獎 2012/13」中分別在科

學知識測驗獲一等及三等個人獎，本校更第四度入圍中學組半

準決賽；

12. 何詠琪、黃嘉欣及梁嘉麗分別在大埔及北區康復服務協調委員

會主辦之「傷健齊家凝動力」傷健共融社區教育計劃 「關愛無

疆界」繪畫比賽獲初中組冠軍及優異獎項; 

13. 余文浩同學因學業成績優異獲新家園社會服務中心頒發「新家

園跨境家庭兒童全人發展獎學金」二千圓正;另28位同學亦獲推

薦獲頒發「新家園獎助學金」各二千圓正;

14. 本校同學在大埔公益少年團周年頒獎禮中，200多同學獲頒發學

生獎勵計劃橙章，另在四格漫畫比賽中獲金銀銅及兩個優異獎

項；馮燕霞老師亦獲三年長期服務嘉許狀；S.5E盤子浩亦在「環

保為公益」中學組標語創作比賽獲亞軍(富士相機乙部); 

15. S.3E邱振霆在大埔青年協會2013大埔區傑出學生選舉獲初中組

大埔區傑出學生獎;

16. 本校在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2013年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

賽中於科學、數學及英文科共獲8項優秀及23項良好表現獎;

另S.3E陳勁匡及S.3B 胡樂軒在香港理工大學「初中科學比賽

2013」中獲優秀成績; 

17. 本校合唱團在大埔區校際歌唱比賽中獲中學組銀獎；銀樂隊

45位同學出席音樂事務處青年音樂匯演管樂團比賽獲銅獎；

18. 本校男子乙組足球隊在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校際足

球錦標賽獲亞軍；欖球隊亦在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中學學界欖

球比賽2012-2013獲丙組盃賽季軍；

19. 本校在4.22全城無綠不歡學校獎勵計劃銀獎;

20. S.5E蘇民傑及戴俊威在大埔區少年警訊會「網上罪行公園定

向比賽」分別獲高級組亞軍及季軍;S.2B黃碧峰及S.1B莊鈺賢亦

分別獲初級組亞軍及季軍;

21. S.5D林巧研在太和長者鄰舍中心「百靈鳥」長者生命教育計

劃-珍愛生命「名曲新詞」創作比賽中獲亞軍;

22. 第二屆大埔區學界辯論賽本校辯論隊獲殿軍，6E陳銘俊同學

4戰中3次取最得最佳辯論員;

23. 本校同學在香港青年獎勵計劃(AYP)中，12人獲銀章及7人獲

銅章; 

24. S.1C李澤謙在第二屆南寧-東盟國際自由式輪滑邀請賽速樁及

單人花樁比賽中獲季軍；李澤謙再在韓國輪滑體育聯會韓國

南原公開賽自由式輪滑大會獲最佳表現獎第五名；

25.  S.6A盧鎧銦在屈臣氐香港學生運動員獎2012-13選舉中獲獎,

獲頒證書及獎學金$500、並獲邀參加領袖才能工作場坊及國

內交流；

26. S.2B鄭皓婷在教育局舉辦八鄉消防訓練學校多元智能挑戰營

中獲選最佳學員獎,獲頒金斧頭, 另林祉揚及沈曉晴亦獲選最

佳進步獎,獲頒金頭盔；

27. 陳坤佳及林瀚峯在「薪火相〝全〞- 禁毐滅罪單車安全宣傳

大使」訓練中分別獲傑出單車安全大使亞軍及季軍；

28. 本校同學在路政署-主要工程管業處大埔繪晝2013比賽中獲冠

亞季軍及十二項優異獎;

29. 中四黎燕卿、劉偉文、廖綺華、蘇麗華及洗慧儀同學參與

2013大埔及北區中學生幼兒教育體驗，到竹園區神召會康樂

幼兒學校參與幼兒工作體驗80小時；

30. 本校龍舟隊參與大埔區議會中學校際龍舟邀請賽（禁毒盃）

獲第四名；

31. 本校同學參加由香港學生活動委員會主辦之遼寧大連「高校

科學營2013」優秀高中生獎勵計劃榮獲大連理工大學分營優

秀團隊

  

教學增值顯著

本校校風純樸，校規嚴謹，
同學亦能敦品勵學，自發學習。
本校採用母語教學，同學學習興
趣及成效得以大幅提升，思維亦
可全面發展，在艱深科目中每每
取得優異成績。本校教學效能增
值顯著，過去兩年所有應考15
科目皆獲正增值，其中歷史、生
物、化學、物理、組合科學(化
學/物理)、組合科學(化學/生物)
及企會財等7科獲全港最高9級增
值，位於大埔區之前列。多年來
更自資額外增聘多位經驗老師實
施小組教學，拔尖保底，幫助同
學更有效學習，亦在初中進行英

家長教師會

本校與家長聯繫密切，每年
出版刊物，向家長詳細報導校園
生活、校內外活動及成績。家長
教師會於一九九七年成立，經常
舉辦講座、訓練班、參觀、親子
旅行及參與學校舉辦之義工服務
活動，更設立獎學金，鼓勵全年
有顯著進步之同學。

語增潤及部份班級以化時為科方
式(增強英語訓練，讓同學純熟運
用「兩文三語」。

本校334新高中課程的科目架
構完備，老師亦已有完成各項必
要進修，不少同工更成為教育局
不同學習領域及學術委員會之成
員。本校亦推行校本資優計劃，
培育數理尖子，成效顯著，多名
同學在香港科學青苗比賽、奧林
匹克物理比賽、創意思維香港區
決賽等多項科學比賽獲獎。本校
亦部份時間借調科學及資訊科技
科老師與教育局支援其他友校。

郭志雄校長為本校畢
業生，1978年取得香港大
學理學士後回母校任教，
並先後進修教育文憑、工
商管理學碩士及基督教道學
碩士；1994年出任本校校長，教
學及行政經驗豐富，創新意念紛
陳，特別在推動宗教輔導、公民
教育及國情教育有出色表現。郭
校長熱心教育，社區關係網絡廣
闊，更善於引入外界資源協助教
育事工，曾先後出任不少公職，
團結大埔教育界，為學界屢創新
猶，1998年獲行政長官頒發社區
服務獎狀嘉許、2006年起獲國家
委任為深圳市鹽田區政協委員、
2013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榮譽勳
章，現仍擔任新界校長會主席及
香港大埔教育界文化交流協進會
主席等職務，為香港及國內教育
事工作出貢獻。

校長簡介 教育局局長
吳克儉太平
紳士頒發香
港青年獎勵
計劃銀章證
書及獎章予
本校11位學
生



學習領域 科目 初中 高中

中國語文教育 中國語文 ● ●

普通話 ●

英國語文教育 英國語文* ● ●

數學教育 數學# ● ●

數學延伸課程(M1) ●

通識及人文教育 初中通識
(生活與社會、歷史、地理) 

●

綜合人文* ●

中國歷史 ● ●

歷史 ●

地理 ●

通識教育 ●

科學教育 綜合科學Δ#(物理、化學、生物) ●

物理、化學、生物、組合科學、
綜合科學

●

商業及科技教育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

普通電腦# /資訊及通訊科技 ● ●

經濟 ●

旅遊與款待 ●

其他學習經歷 聖經、體育 ● ●

音樂、視覺藝術 ● ●

聯課 ●

應用學習 ●

 * 英語教學 Δ按班別組別訂定教學語言 # 初中英語增潤

神召會康樂中學創辦於1961
年，以基督教全人教育為辦學宗
旨，務使同學能在靈性及身心有均
衡發展。我們致力提供完善的學習
環境及多元經驗，培養同學擁有良
好國民的品格、知識和技能，從而
服侍人群，建設社會。

校園設施

本校座落於林村河畔，環境
清幽，位於港鐵太和火車站旁，
交通便利。學校佔地近七萬平方
呎，廣闊寬敞，校園遍植花木，倍
添生氣。本校教學設備完善，電腦
網絡遍及校園。全校已安裝各項資
訊科技影音設施，為同學提供優良
的學習環境，並在教學軟件及師資
培訓上大力投資，裝備同學適應社
會之發展需要。本校致力推動環保
節能，全校已更換一級能源效益空
調、節能光管及鋪設隔熱薄膜等。
禮堂亦獲教會慷慨斥資全面翻新，
提升音效燈光功能，成為同學們之
上佳表演及學習場地。

校      訓

信：我要信靠上帝，尊祂為聖

愛：我要盡心愛主，愛人如己

勤：我要殷勤事主，努力向學

篤：我要篤行主道，堅守不渝

教職員編制

本校教師優秀進取，63

位編制及5位自資聘請教師

全皆大學畢業，六成多具備

十年以上的教學經驗，內中

更有博士1人及碩士34人，

完成教師培訓亦達66人，另

所有英語及普通話老師亦已

取得認可語文基準資格。

教務工作

本校著重同學能獲得完整之基
礎教育，教師皆能循循善誘教導學
生，學校亦設有獎項鼓勵成績優異
及刻苦進取的同學。本校著重培養
讀書風氣，提高同學的學習效能。
除推行「中英文廣泛閱讀計劃」
外，每天早會中亦有閱讀、好書推
介、普通話聊天室及英語會話節
目，並於初中推行跨級跨科聯課活
動、除體藝活動及參觀外，亦包括
英語拼音、專題研習及學習技巧等
訓練。本校更為中一及中二同學提

班級結構及課程

本校為平衡班級結構，中一入
讀本校同學七成在自行收生及中央
派位時皆以本校為首選。來年班級
及科目結構如下：

班級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班數 4 4 4 4 5 5

公開試成績優異

本 校 同 學 在 2 0 1 3 年 文 憑 試 成 績 良
好，共有15科及格率超逾全港水平(8科達
100%)、最佳成績李翠婷28分(中大文學士-中
國語文及文學)、吳韋頤26分(港大理學士)、
徐庚慧24分(教院教育學士-通識)及鄧曉彤23
分(理大工程學學士-生物醫學工程)…升學率
達86.8%；徐庚慧同學因成績優異獲大埔育
才基金頒發獎學金伍萬元正、鄧曉彤同學則
獲邀代表香港參加2013年8月之日本茨城縣
筑波亞洲科學營……；

供課餘托補功課輔導。此外亦在
每天放學及假期為中英數保底進
行針對性小組訓練。

升中銜接

本校為升中同學暑假前進行
兩星期免費中英數銜接課程，更
為每一升中同學提供免費中西樂
器體驗訓練。輔導組亦會為升中
同學進行一連串的適應性訓練如
歷奇活動、成長新動力課程、學
長輔導及全級三天福音領袖紀律
營等。

參觀利物浦博物館

合唱團到台灣與實踐大學音樂系交流

We are the world -參觀

廣東省博物館

人生滿希望友伴同上路

創意大不同

合作學習

如鐵似鋼的血肉長城

辦學特色

1 .強化學生輔導

本校推行關愛文化，重視傳統價
值，師生關係融洽，亦師亦友；倡導
「訓輔合一」，設「學長功課輔導計
劃」、「生涯規劃」、「Top Teens 威
龍軍訓」、「傑出領袖訓練」及「成長
新動力」等學生成長計劃。本校更著重
靈育，協助同學明白福音真理，深信基
督的信仰能幫助同學立定方向，積極面
對人生挑戰，校內設立「福音使命團」
及師生晨更祈禱會，協助推動校內福音
工作，校內逾五成同學已決志歸主。竹
園區神召會大埔堂更在學校設立宗教部
及團契小組協助關顧。該堂會友逾六百
人，參加者大多為校友、學生、家長及
本校教職同工，為學校發展積極提供有
力支援。本校致力推展健康校園政策，
率先響應大埔校園測檢計劃(前稱自願
驗毒計劃)，本年度學生參與率達92%、
連續四年參與率為全港學校之冠。

2 .  強化義工參與

本校鼓勵學生「實踐愛心，推己
及人，服務社會」。校方鼓勵全校師生
每年進行不少於廿小時的義工服務，
去年服務總數近2萬小時；校內群牽服
務團每周皆派出同學服務區內長者及
智障學童，多年來人才輩出，為社區所
稱許。本校踴躍支持捐血活動，去年度

共有逾258人次師生家長成功捐血，
為全港捐血人數最多(及百份比十大
)之機構，第三度獲紅十字會頒發輸
血服務盃(及賈詹士夫人盾)。

3 .  強化國情教育

本校承諾為每一同學最少提
供一次機會到國內作交流及服務；
從實踐中認識祖國，開拓視野，培
養關心國事的態度，師生足迹已踏
遍祖國廿多個省、自治州及直轄
市，更在國內籌建了數所希望工程
學校。本校亦與多所省一級中學結
盟，安排師生交流學習。去年度本
校逾600多師生家長前赴國內北京、
江蘇、上海、湖南、遼寧、兩廣等
地作歷史文化考察:百多師生分兩
團參與韶關南雄自然遺產與文化探
索之旅; 200師生前赴南京上海參與
悼念南京大屠殺75周年紀念活動。
師生11人參與教育局「同行萬里」
「湖南張家界、衡山及株州自然風
貌與城鄉規劃之旅」;龍舟隊師生28
人到廣州參與國際邀請賽;師生40人
前赴南京及北京考察抗日戰爭歷史
及紀念七七蘆溝橋事變76周年，聆
聽抗戰老兵及戰爭受害人的親身經
歷;師生11人參與遼寧大連「高校
科學營」; 40師生參與深港我愛中
華夏令營，與鹽田同學前赴廣西考
察；為擴闊同學視野及了解異國文
化，年內亦組織多團分赴鄰近地區
學習： 50多位師生分兩團前赴南韓
首爾仁川作環保歷史考察及宗教體

驗；合唱團及藝術學會44人前赴
台灣進行藝術交流;師生37人前赴
英國利物蒲遊學，到大學學習英
語及寄住當地家庭; 周宇婷同學獲
選參加在北京舉辦的京港澳學生
交流夏令營;馬恩禧代表香港參加
在澳門舉辦的兩岸四地演說比賽
活動; S.5E李思穎及S.6E鄧曉彤獲
邀代表香港參加2013日本茨城縣
筑波亞洲科學營;本校亦於年內接
待不少海內外教育團體及學校師
生到訪。

4 .  強化課外活動 
本校重視同學發展創意潛

能，主動學習，並全面推動全校
同學參與少年警訊及公益少年團
活動，成績令人鼓舞，過去三年
獲提名得獎人數：黃章831人、綠
章717人、橙章519人、紫章254
人、三等榮譽級(藍星榮譽徽章
)168人、二等榮譽級 (白星榮譽徽
章)117人及一等榮譽級 (紅星榮譽
徽章)93人，獲獎人數為全港學校
之冠。

『學生會』下設有四社及
四十多個學會及活動小組。多年
來同學在運動、朗誦、音樂及公
民教育活動等均有出色之表現，
近年來每年皆有近千人次同學在
各項比賽中獲獎(請參閱本校網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