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0-9年

31.0%

10-19年

24.0%

20年以上

45.0%

0-9年 10-19年 20年以上

衞理中學 

17-18 校務報告 
--------------------------------------------------------------------------------------------- 

 辦學宗旨 

 

「本著基督精神，發展全人教育；藉宣講福音，培育學生活出豐盛生命。」 

 

 我們相信，教育是一個整體，靈、德、智、體、群、美各育，彼此環環緊扣，相輔相

成，而以基督為中心的教育，正提供予學生最佳之發展。 

 我們相信，學生如能認識基督，有利其肯定生命的意義及價值，建立正確的人生觀，進

而貢獻社會以榮神益人。 

 我們相信，教育是生命影響生命的過程，身教與言教同樣重要，故我們期望老師及家長

均能身體力行，以培養我們的下一代。 

 

 學校資料 

 

背 景 

 

衞理中學創立於一九七七年，乃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所主辦之政府津貼全日制男女中學，

一九九三年九月，本校由北角遷至現址。校舍坐落於柴灣小西灣，面向鯉魚門，環境清幽。 

 

師 資  

教學經驗 

 20 年以上 

45% 

 10-19 年 

24% 

 0-9 年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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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學歷 

 

 學士  32 人 (58%) 

 碩士或以上 23 人 (42%) 

 

學生資料 

 17-18 年度本校共開設 24 班，由中一至中六，班級結構為 4-4-4-4-4-4。全校共有男

生 413 人，女生 326 人。 

 共有 476 名小六學生申請本校 18-19 年度 38 個自行支配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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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施 

校舍樓高七層，佔地六萬多平方呎，設有標準課室 26 間，及多間特別室，包括： 

◆ 學生活動中心 

 ◆ 音樂室 

 ◆ 視藝室 

 ◆ 英語自學中心 

 ◆ 電腦室 

 ◆ 地理室 

 ◆ 理科實驗室 4 間 

 ◆ 家政室 

 ◆ 圖書館 

 ◆ 設計及科技室 

 ◆ 多媒體學習室 

 ◆   演講廳 

另設有醫療室、自修室、教學輔導室、社工室、宗教室、訓導室、校園電視台、教員休息室

及學生會辦公室等設施。禮堂及全校所有課室／特別室均設有空氣調節系統、電腦光纖網

絡、投影器及其他周邊設備。 

學士

58.0%

碩士或以上

42.0%

學士

碩士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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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 年工作重點 

1. 完善學校課程及配套措施 

2. 營造學習氣氛，重視學生英語水平，提升學與教成效 

3. 發揮學生專長，培育學生領袖，承傳衞理優良文化 

 

 重要措施 

管理與組織  

 本校校董會成員包括教育界、社福界、建築界、商界等專業人士及教牧人員，校董會內

常設「校董──教員諮議會委員會」、「人力資源統籌委員會」、「校長考績委員會」、

「新生遴選委員會」、「標書批核委員會」及「校本管理委員會」等小組以支援及監察

學校的運作。 

 為鼓勵持份者參與制訂學校目標，增加校政的透明度及對公眾的問責性，校董會內設有

家長及教師代表各 2 人，校友校董 1 人及獨立人士校董 2 人。 

 校內設有「行政小組」協助校長處理日常校務，各學科及功能小組定期召開會議，共策

推展校政。 

 

教師專業發展 

於教師專業發展方面，17-18 年度的情況如下： 

 本校設有教師發展組統籌教師培訓工作，亦設有啓導教師計劃幫助新同事融入學校的生

活。 

 17-18 年度每位教師平均進修時數為 54 小時。 

 本年度舉辦多次校本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包括「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卓越教學老師

分享」、「討論學校考績及教學語言政策」及「團隊建立」等。 

 為加強同事溝通、增加校政透明度及配合教師專業發展，本年度的教職員會議共有七次，

並於會議中，邀請同事作專業分享及靈修分享。專業分享環節中，教師們分享的主題包

括：「有關使用 iPad 教學的專業發展分享」、「如何提升對學生情緒的敏感度」及「中層

管理課程分享」。 

 全年共有 4 位準教師到校實習，由資深老師擔任實習老師的導師。 

 為加強校內專業交流，除推行同儕觀課外，亦於中文、英文、數學、通識 4 科部份級別 

推行「同級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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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與學 

 設有學術發展組、教務組、科主任聯席會議及各科務小組，共同計劃及推行教與學的政策。 

 設有多項獎學金鼓勵學生進德修業。 

 教務組推行學術領袖生計劃、初中功課輔導計劃及組織跨學科活動，以推動學生學習風

氣。 

 每位老師每學期邀請學生填寫學生課堂回應表，讓老師更了解學生學習情況，從而優化教

學效能。 

 設課後及假期英語學習班，以提升學生的英語水平。 

 設有英文自學中心(WE Lab)，為學生創造更佳之英語環境。 

 於初中各科推行英語延展課程。 

 2017-18 年度的英文節於 4 月中旬舉行。以四十週年校慶主題”Soar with Love and 

Dreams”舉辦多項班際比賽，當中包括 Captioning Writing(中一至中三 ) ，Story 

Writing(中四至中五)，Choral speaking (中一)，Mini Drama (中二)，Voice Over(中三)，

Commercial Time(中四)及 Short Play(中五) ，還有 Debate Show 和 English Fun Fair。

同學盡顯所長，樂在其中。 

 照顧學習差異 

- 今年共招募了 44 名學術領袖生，幫助學習有困難的中一學生。 

- 9 月開始有十科分別為 65 名及 42 名中六級及中五級同學開設課後摘星班，選拔各

科成績優異的同學進行小組及個別指導，以期公開試考取佳績。 

- 今學年老師們共推薦了 18 位於不同學習領域有潛能的學生加入卓越圈，以接受進

一步培訓。 

 推展經驗學習 

學校鼓勵學生多走出課室，進行生活體驗，以便從經驗中學習。17-18 年度同學們參與之

多元化學習活動主要包括： 

 

2017 / 2018 年度主要考察及參觀活動 

2017 / 2018 年度參觀及境外考察：   

27/10/17 「台灣高等教育展 2017」     

27/10/17 參觀立法會大樓     

27/10/17 參觀香港飛機工程有限公司活動     

28/10/17 參觀創新科技嘉年華 2017     

1/11/17 2017 古蹟周遊樂(1881 英語導賞團)   

10/11/17 參觀新世界第一渡輪服務有限公司    

10/11/17 參觀龍鼓灣發電廠    

10/11/17 參觀電影資料館    

12/12/17 參觀「中上環文物徑」   

23/12/17 「吾生．悟死」生死探索體驗活動     

9/1/18 海下灣海岸公園—考察及實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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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18 參觀賽馬會氣候變化博物館    

3/2/18 參觀「教育及職業博覽 2018」    

26/2/18 中五級「地理組」深井麗都灣海岸考察    

23/3/18 參觀香港花卉展覽 2018    

23/3/18 參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專題研習及科學探究課程    

23/3/18 參觀選舉資訊中心    

23/3/18 環境及樹木保育工作坊    

24-27/3/18 新加坡城市規劃及環境保育考察團     

26-20/3/18 台灣經商考察團    

13/4/18 中四級「地理組」海岸實地考察    

25/4/18 中五級「地理組」林村河、大埔工業邨及香港科學園考察    

5/5/2018 科學學會野外考察    

9/7/2018 海洋公園聰明八爪班    

     
 

德 育 

 17-18 年度本校以「勤學奮進 盡展潛能」為主題，鼓勵學生積極學習，發揮個人才華。 

 為中一學生舉行「祝福禮」、中四學生舉行「承傳禮」，於畢業禮中加強「成人禮」的元素，

鼓勵學生作鹽作光，回饋社群。 

 「學生剪影計劃」是以每一位學生為本位，推行全人教育，內容包括提升個人素質、身心

靈健康、服務精神及發揮個人才華。學生須完成當中的項目，以達至全人發展。 

 透過週會、早會、班主任課推行品德教育。 

 推行學生領袖制度以提高學生的領導及自治能力。 

 設立獎懲制度以賞善罰惡，同時推行輕微過犯註銷計劃，使學生可以藉著行為上的改進而

註銷過犯記錄。17-18 年度共有 130 名學生參加上述計劃，成功獲註銷過犯記錄比率為

83.1%。 

 實行初中留校午膳，並推行雙班主任制，以加強對學生的關顧。 

 設立「衞理中學資助學生活動基金」，資助清貧學生參與多元化的學習活動。 

 為各級安排不同營會，讓學生挑戰自我，發展潛能。 

 

17-18 主要營會安排如下︰ 

級別 日期 地點 內容 負責組別 協作機構 

衛理先鋒

訓練營 

13-14/10 賽馬會大棠渡假村 領袖訓練 課外活動組 YMCA 

中一級 9-10/11 
青協賽馬會西貢 
戶外訓練營 

中學生活營 
（生活、責任、
自律） 

輔導組、社工及 
級聯絡老師  

循道愛華村服務
中心 

中二級 9-10/11 烏溪沙青年新村 紀律訓練營 
訓導組及 
級聯絡老師 

YMCA 

中三級 9-10/11 浸會園 信仰營 
宗教組及級聯絡

老師 
禧恩堂、循道愛
華村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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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活動  

學生團契： 

 設有恆常學生團契聚會，透過查經、分享、遊戲等不同形式的活動，引導學生更深認識基

督信仰。 

 此外，本年學生團契聚焦讓團職能夠承傳以長侍幼的心志：包括多元化的小牧人活 

動、午間音樂會的見證分享、文字事工、宣傳小組及早禱分享等。 

 平均出席： 

 上學期 下學期 

初中 31 人 11 人 

高中 36 人 20 人 

合共 67 人 31 人 

全年平均出席為 43 人。 

營會、佈道及栽培： 

 17-18 各級基督徒人數統計： 

（資料源自 2017 年 9 月問卷統計）     

Class A B C D E Total 

比較  

16-17 

F.1 7 8 11 10 ／ 36 ／ 

F.2 5 9 7 10 ／ 31 -2 

F.3 9 15 12 6 ／ 42 3 

F.4 13 21 15 4 ／ 53 2 

F.5 8 8 1 10 ／ 27 -12 

F.6 7 10 3 6 2 28 -5 

      217 -14 

 於 14/8/17 至 15/8/17 舉行學生團契新舊職員交流及訓練營，讓舊職員總結過去一年之

事奉心得，認清作為職員身分的重要性。同時亦培養準團契職員燃起事奉的心志，並分享

對來年事奉的期望。 

 於 9/11/17－10/11/17 舉行中三級信仰營會，讓學生透過經歷耶穌的一生，從而反思自

己的生活態度，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具體實踐以愛回應身邊的人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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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佈道會：全校師生於 1/12/17 出席香港福音盛會。 

 為了讓初信者提供較堅實的栽培內容，本年將決志者或慕道者分組及配對導師，於

6/12/17 至 8/12/17 三天午膳時間栽培課程，再邀請決志者出席團契週會。 

 

其他宗教活動： 

 宗教週 

- 學生團契於 2/3/18 至 9/3/18 期間舉行宗教週，主題為「關懷你的鄰舍」。盼藉著多

元化的體驗及學習活動，能讓不同年級的同學增加同學對弱勢社群的了解。 

- 於 3 月份期間聯絡新生精神康復會心志牽（iREACH）同工，舉辦「認識自閉症人士

工作坊」，並於及後邀請心志牽學員到校參加燒烤活動，讓團職表達對自閉症青年人

的關心。 

 午間音樂會 

學生團契亦於 17-18 年度舉辦了兩次午間音樂會，由學生團契職員負責籌劃及主領，

以詩歌與同學分享生活見證，同學反應熱烈，音樂會平均出席為 78 人。 

 師生信仰分享見證集 

配合宗教週活動，於 4 月期間向全校學生派發“師生信仰分享見證集”，收集了老師

的信仰見證及同學「一件感恩的事」的分享。 

 

教師團契： 

 各教師細胞小組按照以往編排，並加入新同事，定期舉行聯誼或祈禱會，彼此關心。此外，

本學年亦嘗試下列各項，鼓勵同事彼此代禱及互相關心： 

a) 每月禱文 

- 根據校曆內容，每個月為學校活動及工作寫一篇禱文，並於內聯網公告。 

b) 收集代禱事項 

- 透過組長收集同事代禱事項，並邀請組長一同祈禱。 

c) 聚會 

- 每學期一次聚會，邀請校牧主持，並安排茶點等聯誼活動。 

- 日期：於第一次考試期間已舉行了第一次聚會，主題為「回顧顧感恩」，共有

16 位教師出席。 

d) 小心意或禮物 

- 於特別日子(待定)送小心意或禮物給同事 

- 如陸運會準備零食、家長日於茶水間準備茶包（如花茶、花旗參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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禧恩堂活動： 

 於 17/7/17 至 19/7/17 舉行 JCQ2017 中一福音營：「袮關我事」，藉遊戲、體驗活動及

福音晚會等，向學生宣揚福音。 

 本校宗教組與禧恩堂合作，推展「家長天地」活動，讓家長們一起分享信仰生活及教養子

女心得。 

日期 聚會主題 講員 / 負責人 

29/9/2017 我和校長有個約會 藍正思校長 

27/10/2017 秋日校園燒烤樂 林津牧師 

24/11/2017        講座：「訓導老師眼中的衞中學生」 廖善允老師 

26/1/2018 新春食品迎豐年 林津牧師 

23/3/2018 講座：「不再迷『網』」 陳姑娘 

27/4/2018 講座：「AQ 爆棚—提升孩子處理逆境的能力」 吳思源先生 

25/5/2018 講座：「說出我未來」 黃潔貞女士 

22/6/2018 講座：「做個有『營』人」 李潔怡女士 

 每月第二個星期三舉行家長祈禱會，由林津牧師主領。 

 於香港中學文憑試放榜前夕，舉行 DSE 放榜祈禱會，參加者同心為應屆考生禱告。 

社區聯繫 

 學生經常參加社區服務，如賣旗、清潔香港、公益金便服日、花卉義賣、探訪老人院及捐

血等活動。 

 與醫務衞生署協作，於初中推行生活教育課程。 

 與區內社會服務中心合作，推展義工培訓、成長小組、領袖訓練及各項興趣小組。 

 參加學校藝術培訓計劃，以提高學生於戲劇及舞蹈的水平與興趣。 

 

家校溝通 

 舉辦家長課程、專題講座及小組活動，讓學校社工、輔導老師及家長們一同分享教導子女

的經驗。 

 出版「衞橋」及「衞訊」，向家長及學生報導學校的近況。 

 家長經常參加學校活動，如水、陸運會、中一家長日、亦協助學校活動等。 

 家長教師會定期舉辦多元化活動，例如旅行、綜合晚會、家長講座、敬師活動、出版「衞

家通訊」及成立「家長義工小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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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17-18)活動一覽 

2017 年 9 月 「中一家長齊升呢」午餐聚會 

10 月 陸運會接力賽 

家長講座：「334?? 330??—高中升學」 

協助香港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舉辦之「升中講座」活動 

測試學生飯盒品質 

11 月 第十八屆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 

家長講座：「給孩子一張快樂的夢想地圖」 

12 月 協助小六學生中學生活體驗日 

家長義工燒烤聚會 

2018 年 1 月 出版《衞家通訊》第一期 

3 月 親子盆菜宴 

5 月 水運會觀賽 

敬師午宴 

6 月 出版《衞家通訊》第二期 

家長校董選舉 

7 月 40 周年校慶表演會—表演手語歌 

8 月 協助中一新生家長日 

中學文憑試成績 

 

  整體合格率達 98.6%。  

 優良率最佳三科：數學延展一 100%、數學延展二 84.6%及中史科 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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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 /活動小組成績：  

月/年 項目名稱 主辦機構 總成績 學生姓名 

7/17 第七屆青年研討會 生命教育基金

會 

最佳創意演繹獎 4B 關靄騏  4C 余潔盈 

4D 戴鈞浩  4D 朱英博

4D 蔡華浚 

表現優異獎 5C 楊曉怡 5C 莊佳玲 

5C 翁沛霆 5C 王思琪 

8/17 2016-17年度化學家在

線自學獎勵計劃 

香港教育局 銀獎 4A 黃澤琛 4D 李嘉謙 

4D 李恩頌 

銅獎 4A 陳影雪 4A 鄭慧瑜 

4A 鄉綽芝 4A 梁曉晴 

4A 田梓靖 4A 謝雨欣 

4A 黃心言 4A 黃庭慧 

4D 陳喬正 4D 袁詠芝 

2017-

18 

第十七屆「傲翔新世代」

全方位青年領袖訓練計

劃：『香港的共融文化』

專題研習計劃 

香港基督教青

年會 

冠軍 3C 易俊豪 4C 余潔盈 

4C 蕭厚為 4D 劉晧光 

4D 蔡華俊 4D 翁朗為 

4D 李恩頌 5B 吳芷穎 

10/17 英才盃 STEM 教育挑戰

賽 2017 

香港新一代文

化協會 

二等獎 3C 江永權 3C 黎信彥 

3C 林景恆 3C 黃梓晉 

4B 吳梓翌 4C 呂卓諾 

4D 施竣偉 4D 黃學智 

5D 劉晧光 5D 朱英博 

11/17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盃 香港華人基督

教聯會 

冠軍 5C 李嘉霖 

11-

12/17 

第 69 屆香港學校朗誦

節 

香港學校音樂

及朗誦協會 

宗教作品粵語朗誦冠軍 5C 李嘉霖 

二人朗誦（粵語）冠軍 4B 梁秀英 4B 盧佩茵 

粵語散文獨誦季軍 5B 胡詠喬 

普通話散文獨誦季軍 5C 李嘉霖 

普通話詩詞獨誦季軍 2D 姜明潼 

二人朗誦（粵語）季軍 5B 潘愛文 5A 潘詠琳 

5D 莫倩榕 5B 黃家晴 

Choral Speaking (Mixed 

Voice) 1st Runner-up 

S3 

Solo-Verse Speaking 2nd 

Runner-up 

5C 許逸芸 

Solo Prose Reading 2nd 

Runner-up 

5B 簡俐兒 

1/18 1718 Term 1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1st Runner Up 3C 李希樂 4A 羅健兒

5B 簡俐兒 

2/18 香港機械人工程挑戰賽

2017 

香港科技教育

學會及中文大

學 

高級組聯隊賽季軍 5B 陳俊諺 5B 黃俊軒 

5D 鄧皓揚 5D 朱英博 

初級組創新獎 3A 黃家杰 3A 劉健良 

3A 劉敏怡 

2/18 明在野野外挑戰賽

2018 

香港明愛青少

年及社區服務

大自然動力工

作小組 

中學生組冠軍 5A 黃浩樑 5B 曾子健 

5B 李昭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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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年 項目名稱 主辦機構 總成績 學生姓名 

3/18 全港 mBot 機械人挑戰

賽 2018 

資訊科技教育

聯盟 ITEA、卓

思出版社有限

公司及圓心科

技 有 限 公 司 

BTL 

二等奬 4D 官宏智 5C 嚴芷君 

3/18 'Speak Out - Act Up!' 

Improvised Drama 

Competition 2017/18 

Enhanced NET 

Scheme in 

Secondary 

Schools 

2nd Runner Up 4A 羅健兒 5B 簡俐兒 

5C 許逸芸 

Best Actress 5B 簡俐兒 

3/18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

賽（數學）2018 

ICAS 香港辦事

處 

高級榮譽證書 1A 黎浩宏 

榮譽證書 1A 蔡錦峰 1C 黃善行 

2A 林堃堯 3C 黃毅賢 

4D 黃冠文 5D 劉晧光 

優良證書 1D 何錦浩 1D 丁俊浩 

優異證書 1A 張逸峰 1B 梁詠軒 

1B 羅瀞嵐 1C 雷樂儀 

1D 劉力銘 1D 吳浩平 

2C 王真妙 3A 李嘉傑 

3B 張詠詩 3C 江永權 

3C 黎信彥 3C 林景恆 

4D 潘建維 4D 楊清華 

5D 何頌旻 6C 梁進一 

3/18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and 

Assessments for 

Schools (ICAS) 

English 

ICAS 香港辦事

處 

榮譽證書 4A 羅健兒 5B 陳寧 

5D 何頌旻 6E 張霈渝 

優良證書 5D 蘇耀麟 5D 黃瀚霆 

優異證書 1B 陳德俊 4D 余蔚琳 

5B 陳俊諺 5D 劉晧光 

6B 張允樂 6E 鍾建珊 

6A 阮天諾 

3/18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and 

Assessments for 

Schools (ICAS) 

Writing  

ICAS 香港辦事

處 

榮譽證書 2C 謝宏暄 

優良證書 6E 張霈渝 

優異證書 1B 張穎怡 2D 楊棨皓 

4A 羅健兒 

4/18 真老闆選拔賽 伙伴教育基金

會有限公司 

季軍 3A 莊佳雯 4B 蘇嘉雯 

4C 黎倩雯 4D 易俊豪 

5C 陳聰  5C 鄧英偉 

5C 黃俊聰 5C 梁曉靜 

5C 彭子晴 5C 余潔盈 

5/18 「科技顯六藝」創意比

賽 2018 

香港中文大學 「射」藝組冠軍 5B 黃俊軒 5D 劉晧光 

5D 鄧皓揚 5D 朱英博 

5B 陳俊諺  

3-

5/18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公開賽 

亞洲國際數學

奧林匹克聯合

會 

金獎 5D 劉晧光 

銀獎 1A 黎浩宏 3C 王俊日

5B 潘愛文 

銅獎 1B 劉睿豐  1C 陳慧怡 

1D 施進傑  2B 紀力泓

5C 陳  聰 

5/18 'Hands on Stage' 

Puppetry 

Enhanced NET 

Scheme in 

2nd Runner Up 3C 王祖亮 3C 李希樂

5B 簡俐兒  5D 何頌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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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年 項目名稱 主辦機構 總成績 學生姓名 

Competition 2017/18 Secondary 

Schools 

Audience Vote 3D 呂梓謙 3D 馮樂晴

4A 羅健兒  5C 許逸芸 

5/18 Hong Kong Battle of 

the Books (Modified 

Secondary) 2018 

Hong Kong 

Battle of the 

Books 

Champion 3C 王祖亮 3C 溫曉恩

3C 李希樂 3D 呂梓謙

3D 馮樂晴 4A 羅健兒

5B 簡俐兒 5C 許逸芸

5D 何頌旻 

6/18 1718 Term 2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1st Runner Up 3D 馮樂晴  5C 許逸芸

5D 何頌旻 

5-

7/18 

京港中學生地鐵列車模

型創意科技大賽 

北京市教育委

員會、北京市交

通委員會、北京

市人民政府港

澳事務辦公室、

北京京港地鐵

有限公司、香港

鐵路有限公司、

北京學生活動

管理中心 

操控列車模型組三等獎 3A 劉敏怡   3A 劉健良 

3A 黃家杰   4B 盧佩茵 

4D 李健禧 

7/18 2018 海峽兩岸暨港澳

機械人大賽 

香港教育工作

者聯會與香港

科技園及亞洲

機械人聯盟 

VEX 機械人工程挑戰賽組冠軍 1C 吳文樂   1D 湯家寶 

5B 陳俊諺   5B 黃俊軒

5D 朱英博   5D 鄧皓揚 

7/18 2017-18年度通識徵文

比賽 

香港電台 第二十二期「每月優秀作品」高

中組 

4B 賴綺瞳 

7/18 劍橋大學香港時事徵文

比賽 

香港教育局 優良獎 5A 黃澤琛  5D 劉晧光 

 

 

 

(A)  2017-18 體育比賽獎項： 

月/年 項目名稱 主辦機構 總成績 學生姓名 

5/17 2017 全國跳繩錦標賽

暨全國跳繩聯賽（台州

站） 

國家體育總局

社會體育指導

中心 

15 歲或以上男子組四人交互繩

花樣第一名 

5C 區祉熹 

7-

8/17 

柴浸盃籃球邀請賽及

MBL 三人籃球聯賽 

柴灣浸信會及

循道衛理聯合

教育 

季軍及 U19 冠軍 5D 黃瀚霆 5A 林倬均

5B 施曉豪 2A 柯澤誠

2B 王俊楠 6A 阮天樂

6C 林力行  6E 劉永富 

8/17 港島四區壁球比賽

2017 女子青少年組

(15-18) 

康文署 單打季軍 6E 張霈渝 

9/17 東區康體盃乒乓球比

賽 2017 

東區康樂體育

促進會 

兒童組男子單打冠軍 1D 葉銘軒 

9/17 全港分齡跳繩比賽

2017 

中國香港跳繩

總會 

15 歲或以上男子組團體總成績

冠軍 

6C 區祉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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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年 項目名稱 主辦機構 總成績 學生姓名 

四人單人繩速度跳接力冠軍 6C 區祉熹 

四人交互繩速度跳接力亞軍 6C 區祉熹 

二人單人繩花式冠軍 6C 區祉熹 

個人花式比賽冠軍 6C 區祉熹 

10/17 學界男女子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

聯會 

男丙 50 米自由式第二名 2B 梁倬榮 

男丙 200 米個人四式冠軍 2B 梁倬榮 

男甲 4x50 米自由式接力第三名 4B 蔣家銘  4C 譚永鏗

6D 林宇琛  6D 呂鈞陶 

11/17 香港特別行政區 20 週

年回歸盃射箭比賽 

香港射箭總會 第三名 1C 楊卓琛 

11/17 香港北區青少年室外

射箭公開比賽（反曲

弓） 

北區體育會有

限公司 

第一名 5C 伍綺彤 

第三名 1C 楊卓琛 

11/17 建造業議會上水訓練

中心開放日室內賽艇

機邀請賽 

建造業議會上

水訓練中心 

女高 4x500 米接力冠軍 2C 鄧倩虹  4B 林瀅 

5D 張海嵐  5D 羅芊莛 

男高個人 500 米冠軍 4A 李明羲 

女高個人 500 米冠軍 4B 林瀅 

12/17 東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7 

康文署 青年丙組鉛球冠軍 6E 張霈渝 

青年丙組鐵餅冠軍 6E 張霈渝 

12/17 「划出彩虹，社區共

融！」室內賽艇錦標賽 

觀塘警區 男丙個人 500 米第一名 2A 柯澤誠 

男丙 4x500 米接力第一名 1B 譚學隆  2A 柯澤誠 

2B 梁倬榮  2C 鄭力豪 

男丙個人 500 米第二名 2B 梁倬榮 

男乙個人 500 米第二名 4A 李明羲 

女丙個人 1000 米第三名 2D 薛燕芯 

女乙個人 500 米第三名 2D 姜明潼 

女甲個人 500 米第三名 4B 林瀅 

女甲個人 1000 米第三名 5D 羅芊莛 

男乙個人 500 米第三名 4C 王柏熹 

女丙 4x500 米接力第三名 1C 鄭樂瑤  2A 許潔瀅 

2D 吳靖楠  2D 薛燕芯 

女甲 4x500 米接力第三名 4B 林瀅   5B 簡俐兒 

5D 羅芊莛  5D 張海嵐 

12/17 2017/2018 香港速度

滾軸溜冰公開賽 

香港滾軸運動

總會 

男子第九組(11 歲及以下)接力

3X250 米第一名 

1B 梁詠軒 

男子第六組(11 歲及以下)1500

米第二名 

1B 梁詠軒 

1/18 維特健靈慈善單車馬

拉松 2018（單線滾軸

決戰單車精英接力賽） 

健靈慈善基金 季軍 1B 梁詠軒 

1/18 第十八屆康文盃籃球

錦標賽男子組 U12 

康文署 冠軍 1B 譚學隆 

1/18 獅子會百年慶全港學

生三人籃球賽男子組

U12 

獅子會 季軍 1B 譚學隆  1D 施進傑 

1/18 第六屆油尖旺區青年

三人籃球賽 

油尖旺區青年

活動委員會 

冠軍 1B 譚學隆  1D 施進傑 

1/18 中學校際田徑比賽第

三組別(A4) 

香港學界體育

聯會 

女子甲組跳遠第一名 5D 張海嵐 

男子甲組 4X100 米接力第二名 4A 蔡富麒  5A 關熙堯 

5A 湯承翰  5B 黎子彬 

3/18 劍樂會劍擊公開賽 劍樂會 15+男子重劍季軍 5A 陳家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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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年 項目名稱 主辦機構 總成績 學生姓名 

4/18 青年學院室內賽艇邀

請賽 2018 

青年學院 女子初級組 4x500 米接力第二

名 

2A 許潔瀅  2C 鄧倩虹 

2D 姜明潼  2D 薛燕芯 

女子高級組 4x500 米接力第二

名 

4B 林  瀅  4B 龎樂晴 

4C 何嘉欣  5D 羅芊莛 

女子初級組個人 300 米第二名 2C 鄧倩虹 

女子高級組個人 500 米第三名 4B 林  瀅 

男子初級組 4x500 米接力第三

名 

2A 柯澤誠  2B 林帥君 

2B 王俊楠  2C 呂應揚 

5/18 第七屆健康盃籃球錦

標賽 

香港籃球總會 冠軍 1B 譚學隆 

5/18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堂

恩典之家籃球比賽 

五旬節聖潔會

永光堂 

冠軍 1B 譚學隆   1D 施進傑 

5/18 港島及九龍地域中學

校際比賽—中銀香港

室內賽艇盃 

中銀香港 女甲 4x500 米接力第三名 2C 鄧倩虹   4B 林  瀅  

5B 簡俐兒   5D羅芊莛 

6/18 聯校飛鏢比賽暨嘉年

華  

The Darts 

Factory  

冠軍  4A 關漢禧  

 

(B) 2017-18 藝術比賽獎項： 

月/年 項目名稱 主辦機構 總成績 學生姓名 

10/17 第二十二屆聖西西利

亞國際音樂大賽 2017 

聖西西利亞音

樂學院 

鋼琴四手聯彈(中學組)冠軍 4D 施晴怡 

1/18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

節 

香港學界舞蹈

協會有限公司

及教育局體育

組 

中國舞（群舞）-優等獎 1A 洪煒童  1A 梁敏雪 

1B 黃悅宜  1C 雷樂儀 

2A 黃曉君  2C 呂悅盈 

2C 蕭而男  2D 劉嘉怡 

2D 魏婉瑩  3B 吳鈺媚 

3C 陳信恩  3D 陳然德 

3D 劉樂遙  4B 林樂兒 

4B 賴娜她莉亞 

5A 黃心言 

3/18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

及朗誦協會 

小號獨奏－高級組冠軍 1C 蘇德俊 

3/18 香 港 學 校 戲 劇 節

2017/18 

香港藝術學院 傑出合作獎 3A 林培軒  3A 何銳軒 

3A 吳鈞逸  3D 呂梓謙

3D 陳然德  3D 鄭凱東

4A 林偉熙  4B 鄺建偉 

4B 張可鋒  4C 陳頌濠 

4D 潘芍霖  5B 朱 明 

5B 陳俊諺  5B 鍾啟諾 

5D 曾寶穎  5D 張嘉儀

5D 李恩頌  5D 袁詠芝 

傑出演員獎 4D 潘芍霖  5B 朱 明

5D 張嘉儀 

傑出導演獎 羅民健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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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017-18 服務項目獎項： 

月/年 項目名稱 主辦機構 總成績 學生姓名 

2/18 2016-17 年度傑出青

年團比賽（東區一分

部） 

香港紅十字會 冠軍 2A 龔偉麟  2A 林堃堯  

2B 王芷晴  2C 郭庭朗  

2C 黃啟慧  2D 林文俊 

2D 孫楷堯  2D 李翠瑩 

3B 葉柏琪  3C 周皓文  

3C 林景恆  3C 莫偉誠  

4B 梁家洺  4B 林倩汶  

4B 徐芷晴  4C 陳俊朗  

4D 潘芍霖  5C 廖祉諺 

4/18 2017-18 年度友誼活

動創作比賽（港島總

部） 

香港紅十字會 亞軍 2A 龔偉麟  2A 林堃堯  

2C 黃啟慧   2D 林文俊 

4/18 2017-18 年度青年護

理比賽（東區一分部） 

香港紅十字會 最佳隊長 4D 潘芍霖 

 

 

 

 

 

 

本校常設約四十多項課外活動，讓學生展現才華，發揮潛能： 

體育/運動 足球學會、羽毛球校隊、籃球校隊、乒乓球校隊、排球校隊、游泳校隊、越野隊、體育學會、

田徑校隊及花式跳繩隊 

興趣小組 戲劇學會、舞蹈學會、攝影學會、日文學會、棋藝學會、合唱團、管樂隊、演辯隊、弦樂小組 

學術 科學學會、數學學會、中國文化學會、英文學會、電腦學會、地理學會、經濟學會、歷史學會、

家政學會、工藝學會、美術學會、音樂學會、中文集誦隊、普通話集誦隊及英文集誦隊 

服務 童軍、深資童軍、公益少年團、圖書館管理組、紅十字會 

領袖訓練 學生會、領袖生、學術領袖生、公民教育學生委員會、課外活動學生委員會、四社幹事會、學

會主席培訓、先鋒領袖訓練、團契職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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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 2018 年度學校財政狀況  

主要收入：       

 政府撥款 
 

    HK$51,040,164    
 學校發展津貼    599,381     

 資訊科技人員津貼及設備   697,670   

 校本管理收費津貼    215,700    

 中學學習支援津貼   811,118   

 新高中多元學習計劃    91,400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65,600   

 非華語學生校本支援津貼    50,000    

 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試辦計劃  120,000    

 ITE4-加強學校無線網絡(WiFi 900)特別津貼  66,740    

 中國歷史及文化津貼  150,000     

支出：    
   

 員工薪金及福利   
   HK$45,840,364  

 教學助理及輔導員薪金   
   1,753,196  

 資訊科技人員津貼及設備   
   716,558  

 訓輔導工作及教師培訓   
   17,919  

 中學學習支援津貼   
   308,666  

 新高中多元學習計劃-其他課程及應用課程   21,700 

 ITE4-加強學校無線網絡(WiFi 900)特
別津貼 

 
  

 66, 740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97,956 

 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試辦計劃    146,323 
 一筆過撥款電子學習   

   26,217  

 一筆過撥款 STEM 推動科學/科技/工程
/數學 

 
  76,236 

 加強學校行政津貼   
   109,951  

 圖書及教學資料   
   122,127  

 各科目支出    
  

 84,968  

 課外活動    
  

 586,498  
 課後輔導   

   51,600  
 文具及印刷   

   279,450  
 清潔用品及消耗品   

   169,281  

 傢俱及設備      724,020  
 維修及保養   

   1,136,823  
 水電及煤氣   

   667,675  
 雜項支出    

  
 225,755  

    
      53,977,773          53,212,023    

     本年度餘額：   
          765,750  

     
   

        HK$53,977,773     HK$53,977,773 

備註：餘額可撥入下一學年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