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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廣閱讀增智慧
致力建立好品德

多元勤習文理藝
悉心培育領袖質



辦學團體及宗旨

校舍設施 新穎齊備

Sponsoring Body and School Mission

 School Facilities

本校於一九九八年九月創辦，為基督教中華聖潔會主辦的津貼中學。辦學團體
有五十多年辦學及二十多年社區服務經驗，致力提供優質全人教育。

我們堅信教育能提升生命的價值和尊嚴，期望在校園傳遞仁愛、尊重、勇敢、
責任、智慧、朝氣和理想，讓師生共同成長，達到愛人律己、欣悅生命、情智
德俱備。

我們一直本著聖經真理和基督仁愛的
精神辦學，盡力誘發學生的潛能，激
發他們求知、自學、創作和思考；促
進情意發展，開拓豐盛人生，建立他
們自信，培養他們的優良品德、正確
價值觀及積極的人生態度。

我們致力培育學生的品德，發展
他們的多元才能，讓他們成長成
熟，實踐聖經的教導，在世上發
揮鹽的調和、防腐的功用，並在
家庭、社會、國家及世界作美好
的見證及貢獻。

校訓：育德育才，作鹽作光
School Motto: Nurture Virtues and Nourish  
Talents; Be the Salt and Light of the World

設施齊備，包括多用途健身室、巨型攀石牆、英語
活動室、多媒體教學室、資訊科技特別室、舞蹈
室、融合教學室、家長資源中心、學生會會議室、
環保生態學習園，提供優質學習環境及設施。

全天候游泳訓練池於2007年正式啟用，全校同學皆
可於體育課學習游泳。

環境教育及有機種植園於2011年啟用，全校同學皆
可運用場地學習與環境有關的知識。

所有課室及特別室均設置空調、電腦、投影機、光
纖網絡及內聯網系統，並擁有充足軟硬件設備，以
支援多媒體教與學的推行。

為配合新高中學制需要，已加建多個課室並已投入
使用。

已發展各科網上學習平台，推動多元化學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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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建泳池 方便習泳

健康校園認證

環境教育及有機種植園
提升科學教育 綠化校園環境

環境寧靜 交通方便

 Well-equipped Swimming Pool

 The Healthy School Award Schem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Garden: 
facilitating science learning, 

greening school campus

 Tranquil Envrionment,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全天候游泳訓練池已正式啟用，讓全校同學皆可於體育課習泳，免卻舟車
勞頓之苦。

游泳既促進身心健康，又是重要的求生技能，理應為每位同學提供習泳機
會。校內泳池正方便體育老師為全校同學提供習泳課，納入正規課程。

池長25米，寬約8米。深度從0.8米至1.2米，適合習泳者。水溫可保持在
28℃-32℃，全年皆可進行水上活動。泳池設計美觀、環保、安全及實用。

泳池米白色的天幕及支架防曬防雨；柔和的色調配合校舍顏色並相配區內環
境，且善用天然光線；泳池磚以淺藍色為主，與天空及池水相近，感覺自然。

泳池與相連的獨立洗手間和淋浴間都設於室內，使用者踏進泳池入口便能
在溫暖的戶內進行各項活動，倍感方便。

設有傷殘人士專用的通道，方便有需要者使用，體現融合教育的精神。

位處恬靜的大埔棟樑里小山崗上，綠樹成蔭。

步行五分鐘即達富善及富亨巴士總站，交通配套完善。

往返區內區外極為方便 。

本校一直以來，除了實踐全人教育的理念，積極營造正面、彼此關愛的校園文
化，並非常重視學生及教職員的身心健康和成長，積極締造健康的校園環境，提
高各持分者的健康意識和態度。2011-2012年度本校參加香港中文大學健康教育
及促進健康中心推動的「香港健康促進學校認證」，並得到健康校園獎勵計劃銅
獎。2016-2017年度，我們再次參與健康促進學校認證，並於健康發展六大範疇
中得到4優2良佳績，榮獲最高榮譽金獎殊榮。這個獎項除表示我們在各健康範疇
中達到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外，認證結果亦給予我們優異的評價，引證和肯定本
校多年來的進步，當中的努力沒有白費，理念更得以實踐。

本校聯同大埔循道衛理小學及香港耀能協會賽馬會田綺玲學
校共同籌劃、佔地3000平方米的環境教育及有機耕種園已於
2011年落成，不單供本校同學進行有意義的學習，更會定期
開放給家長及公眾參觀，以提高校內師生家長以至區內各界
的環境保護意識。2014年更榮獲綠色學校小型工程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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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在關愛中茁壯成長

靈德並重  建立正確價值

宗教教育

 Nurture Students in a Caring Campus

學生發展
 Student Development

Foster spiritual and moral development   
Nurture students with correct values

Religious Studies

六育發展中，我們以靈、德為首。我們著重學
生的品德發展，透過宗教教育及訓輔合作，促
使學生健康均衡成長。

各級皆設正規聖經課程，讓學生認識真理，並
設分組查經課，讓學生交流分享。

初中著重以聖經人物故事、耶穌基督的生平教導及不同人物的生命故事，讓
學生認識基督教信仰。

高中著重信仰與倫理、價值及生活的關係。

與教會合作提供信仰小組、周五學校團契活動及周六教會團契。

讓同學參與團契職員、組長等事奉，學習承擔與分享。

以見證分享及佈道會介紹福音，設栽培小組鞏固信仰及鼓勵參加教會聚會。

「迎喚生命潛能，創建豐盛人生」，應用啟發潛能教育的理念架構，以信
任、尊重、樂觀的態度刻意營造各種富教育性的環境及歷程，以優化靈風
的積極正面彼此關愛的校園文化，讓學生在學術體藝活動發展所長，散發
光彩，並培養自治自決的領袖素質。

各級皆設德育及公民教育課，按發展階段提供品德教育、價值教育及生涯
規劃。

訓輔緊密協作：訓育著重建立純樸校風，維持全體學生的紀律，讓個別學
生自律、自尊、自信地成長；輔導關懷個別學生的需要，同時帶領學生從
違規中反思改過，達致明辨是非、正面成長的果效。特聘輔導員加強關顧
學生的心理健康、情意培育、發展潛能，幫助全人發展。

透過德育、通識、訓育、輔導、宗教及各學習領域的正規課程，並於早
會、周會、團契、課外活動、特別活動等跨組別全面推行。我們與家長緊
密合作，又善用社會資源，推行多樣化價值教育課程和活動，如創路雄
心、義路雄心、多元智能挑戰營、功課躍進計劃、義工體驗、每月之星
等，輔導學生品格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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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學生成長  師生關係融洽
 Harmonious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著重「班級經營」，高中及初中以「三年一貫」的方式，由正副班主任透
過建立班團，以建立學生為目標，進行不同的培育活動，陪伴及幫助學生
成長。

為促進學生整全的發展，推行學生發展檔案、學生校內外得獎記錄和高中
學生學習概覽以記錄學生在學術及非學術方面的發展歷程和成就、透過 
『靈風人獎勵計劃』及運用社區資源支持學生全人發展。

「學校秉持基督教教育辦學，重視培育學
生的品德，發展他們的多元才能，讓他們
在充滿愛心和關懷的環境下成長。學校能
實踐自評的精神，努力求進。面對近年種
種挑戰，學生學習差異擴大的情況，學校
積極面對，仔細檢視學生的需要，一方面
在課程、教學及評估方面嘗試開展不同措
施，另一方面引進校外不同機構的專業支
援，推動校內教師專業發展，使教學相
長。此外，學校善於調撥資源，增加教師
人手，優化校內設施，除了能適切照顧學
生學習和成長需要，也能為他們提供更多
發展潛能的機會，豐富學習經歷，達致全
人發展。學校宗教氣氛濃厚，師生關係融
洽，學生純樸有禮，守規受教，教師之間
互相支持，展現關愛的校園文化。」

教育局2014年校外評核報告的總結

優化教學 愉快學習

優化教學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Brings Out Joyful Learning

發展多元化課程
Diversified curriculum

初中的通識教育科、德育科、宗教科及基本商業科為校本設計的課程，老
師自編學習教材以發展學生全人教育，培養學生終身學習能力。而中文、
英文及普通話科也配合中央課程的要求，發展多元化的學與教策略及學習
材料，以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為配合學校發展學生多元才能的宗旨，本校與『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發展
大埔區小學及本校同學的資優教育。各科更舉辦課外抽離式的增潤班提供
多元化課程，以照顧學生的學習需要。

中、英、數、通、科學科會參與區內或大學的伙伴及支援計劃，發展和優
化課程，及教學設計，讓學生學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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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教師團隊
Our Teaching Team

學生發展副校長及數學科科主任分別榮獲「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嘉許狀)」。

前任教育局常任秘書長黃鴻超太平紳士及多位主管先後到訪本
校，讚賞學校有策略地進行全人教育及課程發展，積極協助學生
升學及做好生涯規劃，更盛讚老師的團隊精神及委身態度。

本港及海外學者、校長及教師到本校參觀、聽取本校課程發展及
分享提升教學的策略經驗。

優質教育基金計劃
Quality Education Fund

1998年至今，我們成功申請了16個優質教育基金
項目，以提高教學質素。

學生為本課程及教學策略
Students-oriented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英文科 English

本科致力發展校本課程，優化教與學。初中方面，英文科參與香港教育大
學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的《讀寫策略發展網絡計劃》
，成為核心學校。此計劃主要研究及撰寫初中英語閱讀及寫作教材，及配
合合適的教學方法和流程，以鞏固學生英語基礎。上學年我們到訪各核心
學校，參與觀課及討論，並於7月初，在教院的發佈會中，一同分享教學經
驗和成果。另外，本科也竭力優化初中課程，製訂校本自學材料，目的是
鼓勵學生自主學習及照顧學習差異。

高中方面，為協助同學準備應考中學文憑試，除設有拔尖補底班外，亦有
加強說話能力 (Speaking Skills) 的訓練，外籍老師聯同高中英文科老師，
在課堂及課後為同學進行小組討論的練習，以及高中學生參予聯校英語會
話訓練活動，讓他們掌握技巧和建立自信心。

為營造豐富英語語境，我們聘有一位外籍老師，加上英文科十多位老師，
定期舉辦各項活動，例如英語活動日、英語周 (English Fun Days) 、英語
茶座、英語話劇和攤位遊戲，並每年出版英語刊物LSC Voice，以加強推動
英語水平的力度。

設英語大使訓練計劃，全校約有80多位
英語大使，接受外籍老師訓練後，參與帶
領英語活動及款待外賓。每年舉辦海外
遊學團，到澳洲悉尼的夥伴學校Wycliffe  
Christian School，進行課堂內外的活動及
參觀，並在寄宿家庭 (Host Family) 中，接
觸和學習當地文化及語言。同時，我們亦
接待夥伴學校的學生到本校交流，藉此增
加同學們沉浸在英語環境中的機會，享受
英語學習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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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獲優質教育基金贊助，於初中全面推行「讀寫
聽說」語文能力活動課程，亦曾與教育局課程發
展「初中校本支援計劃」，優化初中寫作課程。

初中開設朗誦、演講及辯論等專題課程，提升學
生的演說技巧，實行「融說入教」。

初中設普通話課程及舉辦持續性課外活動，訓練
學生聽說能力，讓學生打好普通話基礎。

舉辦廣東話及普通話朗誦、演講和辯論比賽，讓
學生一展口才，歷年來亦獲獎無數，令學生得益
不少。

透過參與「趣味中文學會」及撰寫「校訊」文
稿，提升學生語文能力及拓展文學創作空間。

多位老師均為公開考試資深閱卷員，以專業知識
提昇同學公開考試成績及答題技巧。

為配合新高中學制，推行六年一貫的課程改革，
重塑學生於讀、寫、聽、講四個範疇的能力。

為初中所有融合生提供特別課程以鞏固其中文
水平。

透過中國文化週、課堂閱讀、書法活動及小小
文學家等趣味活動培養學生對中文的興趣。

重整初高中教材及統整課程，切合實際需要。

高中與其他學校合辦模擬考試，增加學生實戰
經驗。

增設境外遊及文學散步活動，提升學生對中文
的興趣。

中文科 Chinese

數學科 Mathematics

數學科科主任應邀擔任由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及教育
局協辦之高級學位教師課程中「如何照顧學生個別
差異」的演講嘉賓。

數學科科主任榮獲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在提升教
學效能上深獲教育專業人士的認同及肯定。

與融合教師發展組發展中一小組協作學習計劃提升
學生學習和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

不同年級利用本校數學評台網上進行預習及溫習，
以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及效能。

高年級老師利用本校數學評台進行反轉教室教學，
以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和課堂參與。

推動校本核心與非核心課程，提升學生學習能力。

推動中一中二代數訓練計劃和中三TSA訓練計劃，
強化學生自學習慣和數學能力，促進學生學習。

各級舉辦拔尖補底班，照顧學生個別差異。

舉辦資優培訓課程給本校20多位學生，提升學生的
解難和數學能力。

每年均舉辦校內奧數比賽、數理周、大自然之旅、數
學遊蹤全方位學習日、計數機大賽和閱讀課等校內活
動，藉此提升學生對數學的興趣及能力，同時提升整
間學校學習數學的氣氛。

帶領學生參加各項公開數學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與香港資優學院合辦小學資優培訓課程，提供香港資優
同學免費接受資優教育的機會；為推動香港的資優教育
出一分力。

舉辦十八區小學數學比賽，以推廣本校的數學教育理
念至整個大埔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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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科 Liberal Studies

特色校本課程 – 水母及蜜蜂飼養 
School-based curriculums - 
Raising Jellyfish and Bees

初中校本自編教材以配合學生的學習需要及銜接新高
中通識科課程。

重視思考能力及研習能力的培育，著力建立閱讀習慣
及時事觸覺。

在初中進行學習共同體的行動研究，以提升學生的多
元思考及協作能力。

與教育局合作發展通識科學與教策略，並與校外教師
分享教材設計及教學經驗。

本校著重透過生活應用、探究活動及親身體驗來提
升學生對科學的學習興趣和教學效能。本校於2015-
2016年於中三級生物科首先推出校本課程：『海洋
生物學』，學生透過在班房飼養水母來學習生物知
識和探究技巧。我們也透過『水母探究計劃』與社
區人士分享探究心得和推廣保育訊息。過去三年我
們曾被邀於科學館、海洋公園、多所中學、小學、
幼稚園及社區中心等分享。期間我們也分別受邀於
電視台、電台、雜誌、報章及網站訪問及報導。於
2017-2018年度，生物科及綜合科學科於中一級開設
校本課程：『蜜蜂生態學』，帶領中一級同學於天
台飼養蜜蜂，一起打理蜂箱，一起活學科學知識。

全方位學習
Life-wide Learning

各科均提供多元化的全方位學習活動，如專題研習﹑參加校外比賽如營
商活動﹑奧林匹克數學及機械人比賽﹑創意思維大賽﹑普通話演講比賽
及普通話日等，讓學生從實際體驗中學習，有助他們在不斷變化的社會
中，實現全人發展的目標和發展終身學習的能力。

透過跨學科戶外學習活動如本地大自然之旅﹑都會之旅﹑海外北京、澳
門、台灣和韓國等考活動察及海外遊學團活動等發展學生多項共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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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島日報校園傳真報導
本校跨學科的教學計劃   瑞興校長接受 

「學校之源」訪問

會計科主任受訪者 
談應考心得

中一新生適應計劃
S1 students Induction Scheme

融合教育  建立共融關愛
Integrated Education

舉辦新生及家長迎新活動及中一暑期學校、補習班、
班本輔導活動、家長晚會及講座等，讓新生適應中學
校園生活及建立學習常規。

今年與家長團契合作，舉辦一系列「家長教育」課
程，由資深社工、專業導師、校長、副校長和社會領
袖擔任講員，教導中一家長們如何明白他們的子女和
怎樣建立親密的親子關係，並傳授管教子女技巧，從
而提升他們管理子女的能力，讓他們更有效協助子女
健康成長。

引進大學支援，已透過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
劃，班級經營工作，致力建立班團發展，加強同學的
歸屬感。

設有融合教育計劃，以營造彼此接納、尊重和鼓勵的校園文化。

為有需要學生提供輔導及學習訓練，並調適課程及評估，提供學習支援，讓
畢業後學生能繼續升學。

傳媒報導有關本校教與學特色
Media Coverage

報張 Newspaper

《頭條日報》來訪
本校升學就業組

善用資源推行通識教育

SCHOOLNEEDS報導
本校環保園的推行成果

三校合作環保園

突破雜誌 
《Breakazine》訪問
本校學生對新高中學

制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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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協報「感賞校園」 
報導本校「靈山風華」的
社區公共藝術教學計劃

野外動向報導本校「靈山風華」的
社區公共藝術教學計劃

明報報導「靈山風華計劃」榮獲
「2016香港藝術發展獎」之

「藝術教育獎」(學校組)

支持香港欖球隊T-恤 
設計比賽工作坊

星島教育在「學與教博覽展」 
報導上，介紹本校的 

飼養水母計劃

星島教育報導本校的 
「天台養蜜蜂」計劃

香港青年協會讚好校園網站
介紹本校的 

「水母飼養計劃」

本校文翔老師、靖權老師及袁曉嵐同學與鄰校獲邀
到亞洲電視通識小學堂分享環保學習園的點滴

本校足毽隊獲亞洲電視本港
台通識小學堂邀請示範基本

足毽技巧

本校羅雅莉同學及陳礎翹同學及 
白小丹同學與文翔老師一同接受 

亞洲電視通識小學堂訪問， 
除分享朗誦的心得外更即場表演

本校音樂劇小組的同學接受亞洲
電視通識小學堂訪問及表演

本校德茵老師及趙芷瑩同學、 
 陳思薇及郭銘賢、岑超煌同學獲邀到亞洲電視 

通識小學堂分享大澳遊的經歷

本校李家宏老師、李家琪同學和 
徐雪玲同學亞洲電視通識小學堂訪問，分
享本校「校園+」計劃，以通識、地理及

視藝科作跨學科合作來討究社區議題

傳媒報導有關本校教與學特色
Media Coverage

報張 Newspaper

電子傳媒 E-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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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地理及生物科於3至4月期間合
辦為期五天的「馬來西亞沙巴熱帶雨
林考察之旅」，讓同學有機會認識東
南亞熱帶雨林景觀及參與實地進行考
察；並接受亞洲電視通識小學堂訪問

商業一台訪問本校視覺
藝術科師生

本校生物科師生接受電台訪問分享水母探究
及海洋保育信息

普通話科同學參與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通識新人類》

林敏卿同學接受電視廣播有限公司資訊文教
節目「文化新領域」訪問，分享於

教育局舉辦「國際視覺藝術比賽」之
得獎感受及對藝術的見解

校園水母飼養及研究計劃接受 
電視訪問

游繩隊電視訪問

無線電視翡翠台「別有動天」 
來訪問本校足毽隊

韓國文化學會接受電視廣播有限
公司「文化新領域」訪問

瑞興校長應邀出席港台第五台 
「 笑容從家開始」直播節目，暢談 

新高中中文科課程與考評

本校瑞興校長、文翔老師、澤明老師和校友柯
鈞鎬接受香港電台及學友社 聯合主持的「奮發
時刻 DSE」節目訪問，分享本校的教育理念、

學校的 未來發展及師生的感受

瑞興校長接受港台 
「笑容從家開始」的升中選校訪問

傳媒報導有關本校教與學特色
Media Coverage

電子傳媒 E-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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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學制
Senior Secondary Curriculum

提供多元化的新高中課程，讓學生的潛質在新學制下得到最大發揮。除核心
科目(中文、英文、數學及通識)外，本校開設12個選修科目及2個應用學習課
程，涵蓋文、理、社、工、商、體、藝以照顧學生的多元能力及學習興趣。

班級結構及課程架構
Class Structure and Curriculum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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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學位

推動廣泛閱讀   拓闊思考
Extensive Reading Scheme

師資優良  著重專業培訓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ff

每週設早讀課閱讀書籍、報章及專題篇章等，建立學
生多方面的閱讀習慣。除舉辦書展、漂書、早及午間
閱讀分享會等多元化的活動，亦重視跨科協作籌劃各
類閱讀活動，藉此建立良好閱讀文化。

中英文科設立廣泛閱讀計劃，以增加同學的讀書興
趣。人文學科、商科、科學科及宗教科均積極推動學
科閱讀，拓寬學生知識面。

定期安排學生於早會及班內分享閱讀經驗，交流閱讀
的心得。

本校師資優良，所有教師均曾接受不同程度的專業培訓︰

46% 擁有大學學位

其中有53%為
碩士以上程度

10年或以上69%

5-9年以下16%

0-4年以下
15%

學歷及教學經驗 教師平均教學年資

本校校長及老師積極參與不同類型的教育及課程 
專業發展會議，務求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教育局 Education Bureau

大學及其他專業機構 Universities and Other Institutions

重要教學獎項及成就 Important Teaching Awards and Achievements

教務副校長擔任應用學習委員會(服務)專責委員會委員、
生活與社會科課程檢討及修訂專責委員會主席。

教務副校長曾借調教育局校本支援組多年，並多次為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組、通識教育組、應用學習組及融合教育組主持工作坊。

通識教育科主任擔任大埔區「通識教育科專業交流網絡」計劃顧問老師。

數學科科主任榮獲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數學科)。

學生發展副校長榮獲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體育科)。

數學科科主任出任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客席講員。

中文科主任擔任漢語聖經協會聖經朗誦節籌委。

視覺藝術科科主任及老師榮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傑出藝術老師獎」。

視覺藝術科籌劃及撰寫計劃書、歷史科協作的「靈山風華─大埔歷史建築
公共藝術計劃」，榮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2016香港藝術發展獎」之 
「藝術教育獎」（學校組）。

體育科教師榮獲優秀教練獎。

校長現擔任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顧問委員、大埔區中學校長會執委、大
埔區學校聯絡委員會主席、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執行委員會執委及路德會
西門英才中學校董。
  
                                                學生發展副校長獲委任為中文大學教育研究所優質
學校改進計劃顧問及香港教育學院名譽教學顧問。

數學科科主任出任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教學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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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本校十分著重教師的專業發展，積極建構學習型組織的文化，鼓勵教師專
業發展，努力安排配合學校發展計劃的專業培訓活動，如新高中課程規
劃、如何照顧學習差異、激發學生學習動機、訓輔合一的理念質實踐、資
訊科技教學等。

全面推動觀課文化，藉此增進專業交流及提升教學技巧，同時重視新同工
的培訓，鞏固入職啟導工作，協助他們早日適應教學工作和校園生活。

建立教師專業發展架構，推動同工持續進修，並且協助各科組因應其需
要，策劃科本的專業培訓。

透過有系統地策劃教師發展日，回應學校發展和整體教師的需要；藉著不
同的講座和工作坊調教同工的培育理念，傳授有關技巧，共同合作，目標
及尺度一致地處理學生問題。

加強中層管理人員的培訓
及支援，透過資深退休校
長的幫助，發展他們的專
業領導視野知識和管理技
巧，以帶動科組發展。

多元發展  誘發潛能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特色及殊榮︰本校在學業、文化、視藝、
音樂、體育、服務等多元化活動表現出
色。

宗教方面，全校各級學生團契分為初中團
契及高中兩個團契；另設褔音DJ培育及領
袖訓練計劃，以栽培成長及事奉。

學術方面，設趣味英文學會、趣味中文學
會、數理天文學會、電腦學會、歷史學
會、時事常識學會、中英文朗誦、演講及
辯論隊。

藝術方面，設雅樂社、靈風合唱團、音樂劇小組、
樂器班、舞蹈學會、劇社、視藝學會、攝影學會及
中國書法班。

文化及興趣方面，設棋藝學會、橋牌學會、烹飪學
會、手工藝學會、環保地理學會、遠足學會、校園
記者及企業家園地等。

服務方面，設學生會、領袖生服務團、學術領袖
生、圖書館領袖生、靈風服務團、紅十字會青少年
團、公益少年團、康樂小組、健康大使、英語大
使、閱讀大使、影音領袖生及靈風大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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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校隊方面，設男女子籃球隊、男女子排球隊、足球隊、乒乓球
隊、羽毛球隊、足毽隊、手球隊、田徑隊、游泳隊、龍舟隊、越野賽
隊、健體訓練班及攀石訓練班等。

大型活動方面，包括全心傳情、積極人生日、表揚學生活動、英語多
樂趣(English Fun Days)、中國文化欣賞周、福音周、秩序、音樂及
數理周、「繽紛Show」、聖誕嘉年華會、視藝創作展、跨科跨境考
察、跨境義工、海外遊學、學術交流及環保教育活動等，讓學生學習
籌備活動，發揮領袖才能。

校外比賽方面，學生獲得優良成績，包括校際各項運動比賽、校際音
樂節、校際朗誦節、校際戲劇節、校際舞蹈節、聖經朗誦節、演講及
辯論比賽、視藝創作、全國毽球錦標賽等，更有學生代表香港隊參加
空手道、足毽、籃球、排球、體操及足球等國內及國際比賽。

夥伴協作  學術交流  
         提升學與教質素

Collaboration and Academic Exchange

面對全球一體化的大趨勢，教育亦必須放眼
世界。我們著重對外交流，與本地以及海外
的教育機構，積極發展夥伴關係，經常舉行
學術交流會議，拓展資源，把握時代脈搏，
提升學與教質素，亦安排同學出外遊學及接
待中國、日本及韓國學者與師生，促進跨越
語言及文化之交流，讓學生放眼世界，具備
國際視野。交流伙伴包括澳州、台灣、新加
坡、澳門及內地多間大學及中學。

新高中文憑試學生表現優良，超過80%學生繼續
升學，為本區前列學校之一。部份同學升讀熱門
大學課程，包括工商管理、建築、工程、物理治
療、設計、傳理及教育等。

學業成績  持續進步
Continual Improvement in Academic Perfo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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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健康成長，學校與家長均擔當十分重
要的角色。本校十分重視與家長的聯繫，
透過成立家長教師會，促進家校合作，全
面支援學生成長。

為使家長能共同參與制定學校政策，本校
家教會主席及副主席為法團校董會成員。

家教會每年舉辦不同的親子活動，讓家長
更了解學生在校的學習情況及促進家長教
師之關係。活動包括：

本校已開設家長團契及家長小組，讓家長認
識真理及互相支持。

家校合作  攜手支持成長
Home-School Co-operation

透過家長晚會、家長日、家訪、電話聯絡
等途徑與家長緊密聯繫，交流經驗。

舉辦「大埔區家長教育講座」、「田徑運
動會4x100米接力賽」、旅行、參觀「家
長也敬師」等活動。

出版「會訊」及「家長暖流」，讓家長更
了解學校，能與子女的感情更融洽。

邀請專家提供家長教育課程，提升家庭共
融的精神。

優質服務  貢獻社區
Community Service Gives Contribution to Society

著重與區內的聯繫，提供社區學堂課程、資優學生培訓中心、升中體
驗日、家長講座、升中講座簡介會及參與大埔區學校匯展等，加強中
小學及社區之聯繫。

每年舉辦大埔區小學數學比賽、數學老師工作坊、教師專業發展分享
會、面試技巧班及小學英語培訓班等，讓中小學校有更多交流分享，
藉以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參與區內小學活動，如陸運會、升中講座、早會及結業禮等，建立伙
伴關係。

帶領同學參與區內義工服務，藉服務老人、病患者等社群讓同學瞭解
別人的需要及建立貢獻社會的態度和習慣。

透過舉辦社區佈道會及培靈會等活動，於社區實踐福音使命，培養學
生成為信徒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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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與公開或
    校際活動之獎項與榮譽

School Awards
學術及領導才能 Academic and Leadership

比賽 / 活動

「連繫社區特色•
發揮學生所長」
校本課程設計

經驗分享

大埔及北區
中學生幼兒工作

體驗計劃

大埔好學生
獎勵計劃

香港教育局

香港賽馬會
慈善信託基金、

大埔及北區
幼兒教育校長會

大埔區議會

嘉許證書

優秀學生

學生導賞員

方毅誠 伍尚謙
何瑋縉 徐安妮

文穎儀 徐小紅

文穎儀 江偉麟
何瑋縉 呂建雅
呂素晶 李俊彥
李彩兒 李樂詩
杜美澄 杜嘉欣
周明皓 林靜欣
胡雪英 徐依琳
張家瑤 梁俊浩
郭鄭諾 陳奕瑤
陳美伶 陳詩迪
陳嘉晞 陳樂熙
曾憲淇 黃育文
黃泳維 黃知彥
黃穎晴 劉錦聰
樊豈湲 黎正男
賴文龍 龍嘉茵
謝澤倫 魏   宇
羅永希 羅梓盈
蘇冠絡 蘇逸津

徐安妮 楊永善

梁浩謙 陳珮旻
曾穎滔 趙珀賢
蘇焯琳

主辦單位 獎項 / 榮譽 得獎學生

學術及領導才能 Academic and Leadership

尹曉嵐 杜嘉欣
張子軒 楊凱澄
黎正男

李靜茹 姚俊熙
黃穎晴 黎善恩

羅倚汶譚皓軒

吳采兒 陳敏怡
傅永樂 程甘迪
蘇曉藍

吳紫婷 梁樂妍
曾憲淇 楊凱澄

鄺麗澄鄭幸兒

比賽 / 活動

大埔區
傑出學生選舉 大埔青年協會 大埔區傑出學生 周海燕 袁詠淇

尤德爵士
紀念基金獎學金

肌電機械臂工作坊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

香港理工大學

獎學金

最優秀表現獎

奪寶賽冠軍/
障礙賽冠軍

奪寶賽亞軍

障礙賽亞軍

吳智謙 徐月明
徐祉謙障礙賽季軍

鄭文聖

主辦單位 獎項 / 榮譽 得獎學生



32 33

學術及領導才能 Academic and Leadership

文浩天 文嘉銳
危康俊 余子將

范樂瑤 徐靜炆
黃偉瀚 董浩鋆

李振聲 沈東陽
徐月明 徐駿衡
梁法樑 梁紀盷
陳俊宇 陳   琳
陳譽庭 馮學弘

盧凱昭鄭之博
錢濼婷

比賽 / 活動

青苗學界進步獎 青苗基金 進步獎

珠海學院 優異獎

何瑋縉 吳紫婷
胡曉晴

校際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Certificate of Merit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主辦單位 獎項 / 榮譽 得獎學生

香港廣東社團
助學金 新界校長會

最佳商業
誠信研究比賽

香港紅十字會 榮譽章 陳灝軒漸進式活動計劃

全港各界
青少年活動委員會 感謝狀 莊文慧

五四青年節
金紫荊廣場
五四升旗禮
旗手選拔

香港警務處 模範學生行人醒目行人•
至叻學生活動

香港廣東社團
助學金 吳童瑤

羅祉盈

邱祖兒 楊永善
林定山

教育局 應用學習獎學金羅氏慈善基金 馬銘康 鄭文鳳
鄭曉瑩

朗誦及音樂 Speech Festival and Music

王彤彤 何嘉慧
張鎧琪 賴卓瑩
駱立妍 鍾其樂
蘇立基 蘇浩麟
李樂詩 張家僖
梁俊浩 劉恩澔
潘嘉晞 王昶嵐

李玉照石穎軒
周熙琳 馬佳玲
陳美伶 黃念晴
蘇逸津 張家瑤
李浩銘 周銳威
劉錦聰 黎天蔚
謝智康 莫柏熙
胡韻詩 羅毓霖
陳詩迪 香秉言

劉家仁黃育文
鄭偉雄 周明皓

比賽 / 活動

大埔區
校際歌唱比賽 大埔區文藝協進會 銅獎

主辦單位 獎項 / 榮譽 得獎學生

李樂詩 李玉照
袁詠欣大埔區校際

舞蹈比賽 大埔區文藝協進會

三人舞銅獎

黎天蔚 謝寶怡雙人舞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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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誦及音樂 Speech Festival and Music

徐浠林

比賽 / 活動

學校舞蹈節

愛麗絲盃標準舞
及拉丁舞排名大賽

第二十三屆
聖經朗誦節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香港標準舞總會

漢語聖經協會 初中集誦季軍

中國舞
獨舞優等獎

梁俊浩
單人倫巴冠軍/
單人森巴冠軍/
單人喳喳冠軍/

單人華爾茲冠軍

中學組爵士舞
(三人舞)銅獎

主辦單位 獎項 / 榮譽 得獎學生

李樂詩 李玉照
黎天蔚袁詠欣

謝寶怡

黎善恩 羅倚汶
李靜茹 石穎潼
陶瑋鈴 黃穎晴
袁詠欣 陳開進
蔡展傑 徐駿衡
夏偉豪 黎正男
黎浩賢 李世耀

莫梓謙羅穎森
譚皓輝 譚皓軒
鄧建明 鄧文諾
黃敬堯 姚俊熙
邱澤勝 陳玉森

劉晉奇
梁梓傑 謝澤倫
倫浩仁

藝術 Arts

伍嘉慧 馮鎧欣

比賽 / 活動

中學生
視覺藝術創作展

教育局
課程發展處
藝術教育組

全港青少年繪畫日 藝育菁英基金會 大埔區優異獎 馬慧舲

健康
四格漫畫創作大賽

電影、報刊及
物品管理辦事處 嘉許狀 彭穎嵐

將愛傳出去-
感恩祭

風箏設計比賽

學生健康軍團
獎勵計劃 中學組亞軍 杜嘉儀

入圍參展

廖詩琪嘉許狀

主辦單位 獎項 / 榮譽 得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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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Sports

劉彥麟 盧逸桐
林格誼 倫浩仁
蘇樂晞 石俊賢
李俊彥 李寶匯
黎紹洭 林俊緯
郭澤君 程民灝
蘇智霖 曾凱靖
黃偉翰

劉彥麟 盧逸桐
林格誼 倫浩仁
蘇樂晞 石俊賢
李俊彥 李寶匯
黎紹洭 林俊緯
郭澤君 程民灝
蘇智霖 曾凱靖
黃偉翰

比賽 / 活動

學界龍舟錦標賽

大埔區中學
龍舟邀請賽(禁毒盃)

中國香港龍舟總會

大埔區議會 季軍/
青年盃決賽亞軍

國際小龍
200米亞軍

主辦單位 獎項 / 榮譽 得獎學生

體育 Sports

樊豈湲 林進杰
徐梓浩 黃昆瑜

 蘇逸津 

王偉駿 石凱茵
石景瑜 李梓泓 
王俊宇 馬嘉寶
鄭幸兒 鄧特德
蘇焯琳

文浩天 張柏濠
張敦銘 霍彥希 

張敦銘 霍彥希 

邱善如 羅祉盈
袁詠欣 

比賽 / 活動

學界足毽邀請賽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
暨奧林匹克委員會

團體賽亞軍

團體賽季軍

團體賽優異獎

雙人賽冠軍

鄭幸兒單人賽冠軍

石景瑜控毽賽冠軍

張敦銘控毽賽亞軍

李梓泓控毽賽季軍

石景瑜
張敦銘

單人賽優異獎

 李梓泓 鄭幸兒

 邱善如 蘇焯琳
 文浩天 張柏濠

樊豈湲 石景瑜雙人賽亞軍

雙人賽優異獎

團體賽冠軍

主辦單位 獎項 / 榮譽 得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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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Sports

霍彥希

鄭幸兒

比賽 / 活動

足毽分齡賽 香港足毽總會

外展教練計劃比賽 香港足毽總會

高級組冠軍

霍彥希男子高級組
單打季軍

主辦單位 獎項 / 榮譽 得獎學生

初級組亞軍

男子高級組亞軍
樊豈湲 李梓泓
文浩天 張柏濠
 張敦銘 霍彥希

學界足毽邀請賽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
暨奧林匹克委員會

平推毽全港冠軍
 鄭幸兒 
張敦銘 霍彥希

體育 Sports

徐月明

比賽 / 活動

大埔及北區
校際田徑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乙跳高冠軍

主辦單位 獎項 / 榮譽 得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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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Sports

李懷臻

比賽 / 活動

大埔及北區
中學校際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女子甲組
50米蝶泳亞軍

李懷臻女子甲組
個人四式季軍

主辦單位 獎項 / 榮譽 得獎學生

體育 Sports

梁敏洛

比賽 / 活動

全港游繩挑戰
網陣邀請賽

中國香港
挑戰網陣協會

全港繩索技術賽 Training for Life

圓玄一中盃
劍擊比賽 香港道教聯合會

緣繩下降速度賽
女子青年組

冠軍/
緣繩下降難度賽

女子青年組
冠軍

趙珀賢
緣繩下降難度賽

男子青年組
季軍

黎俊華體驗組冠軍

趙珀賢體驗組亞軍

梁肇彤男子重劍季軍

主辦單位 獎項 / 榮譽 得獎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