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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理及組織 
 

一、模擬選科及講座 

學生在完成三年初中及三年高中課程後，須參加一個公開考試，即香港中學文憑考試，達到一定水平後，便可入讀四年制

的大學學士學位課程或其他專上院校。現時就讀中三年級的同學，若符合升班準則，將會全數升讀中四。同學除了要修讀

四個核心科目外，還要在中四級選讀三個選修科目及參與「其他學習經歷」的活動；另一方面，中四升中五的同學，亦須

在升讀中五時，在已修讀的三項選修科中揀取其中兩項繼續進修。為此，學校分別在零九年十一月及一零年二月為中三、

中四同學安排了各一次的模擬選科活動，讓同學更熟習選科程序，避免錯選科目。 

另外，學校亦為家長舉行選科講座，讓家長更了解高中情況，協助同學作出適當選擇。 

 

二、本校在 28/11/09 參加了由東區校長聯會舉辦的「東區升學巡禮」，地點為柴灣聖米迦勒小學。當日到場的家長及學生

達三千人，反應踴躍。而在場負責攤位工作的老師、家長及同學亦積極回應即時的提問，將學校的教學情況跟他們分享，

令社會人士對學校有更全面的認識。 
 
三、本學年第二次教師發展日已於 15/01/09 下午舉行。是次活動邀請了東華三院社工為本校老師舉行危機處理工作坊，學

習如何面對校園內外發生之突發事件，內容包括：如何面對傳媒、如何協助同學處理情緒及壓力等。出席仝人，獲益良

多。 

 
 

教學及學習 
 

一、 

 

 

 

 

 

 

 

 

上學期期中考試結束，各級成績如下： 

 

 A B C D E 

中一級每班第一名 黃曉康 黎俊杰 潘永鋒 李璟謙  

中二級每班第一名 余俊浩 詹天朗 林延諾 陳煒健 李洛軒 

中三級每班第一名 林英傑 范倬華 徐嘉灝 黃俊杰 黃智穎 

中四級每班第一名 林志軒 賴冠初 楊國柱 王家傑 李偉浩 

中六級每班第一名 鄭芷晴 蔡子健 / / /  

三、 截至上學期，本校 eClass 電子教室共載有七十多個以科目或老師為單位的教室，供同學網上學習及溫習之用，歡迎同學

利用此平台自我學習。 

 

四、 本校自我管理小組的主要服務對象為中一至中三級學生，亦會透過講座、班主任推介及 e-class 電郵資料向中四至中七級

學生宣傳下列活動。十一月至二月的活動如下： 
日期 活動名稱及內容 
8/1 學生透過參予課外活動，例如旅行日，學習自我管理的能力。 
3/2-5/2 在鼓勵學生遵守紀律方面，本組選取了「法治之邦」教材，讓學生認織校規、學生守則等設立的原

意。 
27/11-1/2 在期中試及聖誕和農曆年假期前教導學生編寫個人時間表。  

  
 

   訓導組/ 輔導組/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一、 訓導組 

1. 12 月間，十個中三同學參與了「積極人生計劃」畢業典禮。同學在計劃中獲益良多。 

 

二、 

 

輔導組 

 1. 小組輔導 

   本校社工聯同外間服務機構，為本校同學提供了多個輔導小組，包括雜耍小組、社交小組、功課輔導小組及「Big 

Brother」計劃，從不同的角度，讓同學在各方面有較完善的發展。 

2. 性教育雙週 

   學生輔導組於 16/11/2009-30/11/2009 舉辦了性教育雙週活動。期間，學生輔導組安排了一連串活動，如講座、攤

位遊戲、資料閱讀、展板展覽及電影播放等。同學們都積極參與，氣氛熱鬧。 
衛生署港島區青少年健康服務計劃就「性在有愛」及「避無可避」兩個課題，在零九年十月至一零年二月之間，

為本校中四及中六兩級同學，提供合共四節的性教育課節，增加同學的性及避孕知識，向他們灌輸正確的性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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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 

3. 家長日講座 

時下青少年沉迷上網的情況十分普遍，本組於家長日舉辦有關講座，題目名為「如何避免子女上網成癮」，講者

為東華三院「不再迷『網』---預防青少年上網成癮服務計劃」之負責人，讓家長認識青少年沉迷上網的原因及學

習辨別子女是否沉迷上網，從而更容易協助子女建立健康上網的習慣，避免子女上網成癮。是日參與人數踴躍，

討論氣氛亦見熱烈。 
 

  三、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十一月至二月活動 

日期 級別 活動名稱及內容 

21/11 中三家長 曾副校長及本組主持中三選科講座 

2/12 中三學生 334 學制中三畢業生的出路講座  

12/1、

21/1 
中五 中五學生升學及就業講座：輔導老師教導學生填寫推薦書及應付會考的方法，並提醒

學生注意暑期工作安全。 
1/2 中五 專業教育學院 (IVE) 簡介會 
13/1 中七 講者略述中七學生的各類出路，例如是大學聯合招生 (JUPAS)、副學位、專業教育學院

及海外升學，並講述面試及暑期工作須知。  
 

校園活動 
  

一、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活動 

1、「學生大使計劃」 

本學年我校有十位同學參加了由教育局舉辦的「學生大使計劃」，成為本校的學生大使，參與連串相關活動。他們於十二

月至一月期間，接受由教育局特聘之話劇導師培訓，學習撰寫劇本及各種演出技巧等，並於一月十五日的校際戲劇日表演話

劇『凡毒 say no』，藉此宣揚禁毒信息。當日大使們演出投入，贏得師生一致好評，歡眾掌聲雷動。 

2、「學生大使 ─ 跳躍生命」計劃---學生大使培訓營 
23/10/09，本校老師聯同十位學生大使參與由教育局訓育及輔導組為「學生大使 ─ 跳躍生命」計劃舉辦的「團隊建立」培訓

營。負責是次活動的培訓機構為香港青少年服務處，名額為 10 間中學，本校是其中之一。當日師生聚首於西貢青年協會賽

馬會西貢戶外訓練營，老師參與有關處理衝突、建立團隊等工作坊；而學生則參與有關策劃活動、面對挫折等歷奇活動。

每位參與的師生在活動後均獲由教育局發出的聽講証書一張。透過講者的指導和參與者的分享，師生皆獲益良多。 
3、國情教育講座 
今年適逢六十周年國慶，為加強同學對祖國發展的認識，德育及公民教育組與「香港島校長聯會」合辦「名人到校工作

坊」，邀請了現任人大代表及前任教育局局長羅范椒芬太平紳士蒞臨本校主持國情教育講座。該講座已於 6/11 舉行，內容

包括：探討中國的政治體制和改革方向的成就等，與會者為本校中四及中六、中七年級同學，期間的分享令他們得益不

少。 
4、「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六十週年問答比賽」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在九月初參加了由國民教育中心舉辦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六十週年問答比賽」，目的為讓同學增加

一己對國民身份的認同及提升國民素質，並從中分享國慶的喜悅。是次比賽有十名同學獲得優異成績，名單如下： 
6A 胡俊豪、黃治立、劉月丹、車曉彤、鄧曉蓉；7A 李俊威、林俊榮、魏銘男、黃坤清。  
 

二、 學校旅行 

08/01/10 為本校一年一度的旅行日，地點是西貢北潭涌郊野公園。是日天朗氣清，全校師生共享郊遊樂趣。同學進行各類

有益身心的郊遊活動，下午時份，盡興而歸。 

 

三、 社際戲劇比賽 

一年一度的社際戲劇比賽已於 15/01/09 圓滿舉行，各社在宣傳、排演及編寫戲本方面均下了不少功。是次賽事由紅社以

《CHANGE》一劇，奪得全場總冠軍。另各項單項獎項的得獎名單如下： 

最佳宣宣傳獎：紅社        最佳舞台效果獎：綠社                             最佳劇本獎：紅社、 

最佳演員獎：6A 劉曉蘊(紅社)  6A 黃治立(黃社)                                      最佳導演獎：6A 王子謙(紅社) 
 

  

四、 歌唱比賽 

09–2010 歌唱比賽已於 10/2/2010 舉行，當日參加同學十分踴躍，並邀請了陳彥廷同學(5A)、周文傑老師及校友鄭苑瑛擔任

表演嘉賓。是次比賽的評判為周文傑老師及韋姵西老師。比賽結果如下： 

英文歌曲組：冠軍---鄭浩然 (4C) 、亞軍---丁乙芷、張紹廷 (6A、 7A) 
初級組獨唱：冠軍---鄭浩然 (4C) 、亞軍---嚴浩民(4A) 
高級組獨唱：冠軍---何煒謙 (6A)、亞軍--- 張紹廷 (7A)、季軍： 丁乙芷 (6A) 
高級組合唱：冠軍---張紹廷、魏銘男 (7A) 、亞軍---何煒謙、丁乙芷 (6A)、季軍---姚志鵬、劉月丹 (6A) 
最佳台風及全民公投 SMS 我最喜愛的歌手：王敏龍 (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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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視藝科活動 

「初象‧八」已於十一月廿一至廿七日假灣仔洛克道 301-307 號洛克中心三樓舉行。上述展覽由本校視藝科主辦，為學校一

年一度的盛事，目的是提供一個藝術交流平台與本校同學，以展示他們在視藝創作上的成就。 

另外，為配合新高中課程的「其他學習領域」( 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 )部份，本校視藝科在十一月十一日下午安排約八十

人名中四學生，前往太古坊及太古城觀賞兩地的藝術品擺設，以開拓他們的學習視野。 

六、 

 

英文科活動 
1、為提升同學對英語的學習興趣，英文組在十月開始逢星期五在校內舉辦「英文星期五」，活動內容包括：「英語急口

令」、「句子延伸」、「運動日英語訪問花絮」、「英語故事日」、「英語朗誦表演」、「英語購物角」及「舊曲新詞」

等。另外，在每個星期五的小息及午膳，同學與每位老師交談時亦必須使用英語，以期為同學製造英語環境，加強學習動

機。 
2、十一月廿一日（星期六）晚為家教會周年聚餐，英文科老師特安排百餘名中一級同學在禮堂進行「英文班際才藝表

演」，項目包括：英文集誦、英文戲劇表演及大合唱等，台下反應熱烈，讚賞不已。 

3、本校於一月十八日至一月二十二日舉行了英文週。期間包括尋寶、歌曲點唱、書法比賽及其他不同形式的活動，同學反

應踴躍，其中以英文科王偉倫老師及本校外籍老師 Mr. Mead 的歌聲最受歡迎，而陳彥廷同學(無線節目「超級巨聲」最後十

強之一)大唱英文歌曲更掀起高潮，使英文週在掌聲不斷下圓滿结束。 
  

七、 普通話週 

普通話學會於 26/1/2010-29/1/2010 舉辦了普通話週活動。在午飯時間，普通話學會安排了一連串活動，如午間點唱、攤位遊

戲、填字遊戲及電影播放等。同學們都踴躍參加，氣氛熱鬧。 
 

八、 數學科活動 

零九至二零一零年度「奧林匹克數學競賽」已於十一月九日至十一月十三日午膳時間假本校禮堂舉行，比賽結果如下： 
中一級：冠軍---1D；亞軍---1A； 

中二級：冠軍---2E；亞軍---2B； 

中三級：冠軍---3E；亞軍---3C； 

中四社際：冠軍---綠社；中五社際：冠軍---藍社；中四、五社際：總冠軍---綠社 

 

    九、 

 

圖書館活動 

1、時事常識問答比賽 

圖書館中一至中三班際事常識問答比賽已於零九年十一月份圓滿結束，各級得獎班別如下： 

中一級：冠軍---1A；亞軍---1C；季軍---1D 

中二級：冠軍---2A；亞軍---2E；季軍---2B 

中三級：冠軍---3E；亞軍---3D；季軍---3B 

2、圖書館於 16-17/11/09 兩天，假學生活動室舉行書展，協辦書商為書伴心願(香港)圖書出版社。希望能帶動校園的閱讀

氣氛，培養同學對閱讀的興趣。同學反應不俗，購入不少心愛的書籍。 

3、第二十一屆閱讀嘉年華於 21/11/09 在維多利亞公園中央草坪順利舉行。本活動的主辦單位為康樂及文化事務署以及香港

公立圖書館。本組派有圖書館管理員，擺設遊戲攤位，推廣閱讀訊息。是次活動市民反應十分熱烈，亦令各管理員之間互

相了解，加強默契，對圖書館日後的運作，裨益良多。 

4、04/12/09，本校共有 15 人參加假香港中央圖書館舉行的「高錕教授與光纖科技」公開講座，是次講座主要以輕鬆對話

的形式，介紹 09 年諾貝爾物理學獎得主高錕教授，以及分享他的軼事，並深入淺出地介紹光纖科技。 

 

    十、 地理學會科活動 

本校地理科於一月六日邀請了「生命工場」蒞臨本校進行了一次題為「可持續發展社區建設」的午間講座，同場亦舉行了

中一至中三班際問答比賽，比賽結果如下： 
中一級：冠軍---1D；亞軍---1B； 

中二級：冠軍---2E；亞軍---2C； 

中三級：冠軍---3B；亞軍---3E。 

 

十一、 環保教育小組活動 

11/09 至 01/10 本組舉行了「學生一人一花親子種植比賽」，目的是透過種植花朵，推動綠化意識，並培養學生對種植的興

趣及對社區多加關懷。 

1A：冠軍---姚俊傑；亞軍---李韋男；季軍---蔣霈禧； 

1B：冠軍---盧國峰；亞軍---黎致鍵；季軍---周柏生； 

1C：冠軍---譚俊浩；亞軍---盧俊賢；季軍---陳宥鎬； 

1D：冠軍---李展鵬；亞軍---何言聰；季軍---郭灝峯。 

 

家長活動 
一、 

 

 

   

為增加家長與教師間的聯誼機會，並為中三家長提供中三升中四的新高中選科輔導，本校家教會於 2009 年 11 月 21 日舉辦

「新高中選科講座暨聚餐」，前者主要對象為中三家長及同學，中一及二之家長及同學亦可參與，後者則歡迎全校家長、

同學及其家庭成員參與。是日下午四時至六時舉行講座，講座之後中三家長可與各班班主任會面，讓家長對新高中課程有

更深入清晰的了解。而於禮堂進行的聚餐，則由下午六時開始。是日參與家庭聚多，場面熱鬧。現場更有「中一級英文班

際才藝表演」及「卡拉 OK 比賽」，師生、家長同樂，盡興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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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課外活動 
 

零九年十一月至一零年二月份各小組舉辦的課外活動如下:  
屬會/小組 舉行日期 形式/內容 活動目的 

交通安全隊 03/02/10 CYC 週年大會操 
派出 15 位隊員協助 CYC 週年大會操，透過是次活動，

培養同學服務精神。 

08/11/09 香港區明愛賣物會 

本校在當日參予攤位遊戲的擺設，攤位名稱分別為「愛

心圈」及「傳遞愛心」，以輕鬆的模式教授宗教知識，

培養靈性。 天主教同學會 

11/09 至 

01/10 
每月聚會 

通過遊戲、讀經、分享，讓同學認識基督精神，鞏固同

學的信仰。 

社會服務團 27/02/10 奧比斯獎劵義賣 透過義賣活動，培養同學關心社會，服務社群的精神。

地理學會 10-02-10 參觀香港大學許士芬地質博物館 透過參觀活動，增廣見聞，開拓視野。 

 

學生的表現 
 
 

 

一 

 

 

 

本校畢業生成就： 

1.本校 05-06 年畢業生張施烈作品----「一個丹青」， 獲香港藝術學院頒發最佳作品獎。張校友在中五畢業後入讀

香港藝術學院，並已完成課程，成績優異。 

2.現已於香港浸會大學完成學士課程的呂文天同學，夥同兩位友人創立聯合創新意念公司，以潮流品味和對大專流行

文化的觸覺，為大專校園同學及屬會設計「系衣」，成功創業。 

 

二 

 

校外比賽獲獎／成就： 

1.本校同學在剛過去的十一月陸續參加了第六十一屆香港學校朗誦節各項詩詞獨誦比賽，成績令人鼓舞。 

中文獨誦方面，朱煒程(3E)獲中學三年級男子組詩詞獨誦冠軍；徐浩雲(4B)獲得中學四年級男子組詩詞獨誦亞軍；而林

志偉(3C)、黃智穎(3E)、簡禮勤(3E)、賴冠初(4B)、崔敬聰(5B)及李欣籽(6A)則分別獲得優良獎狀。 

英詩獨誦方面，李欣籽(6A)及朱煒程(3E)分別獲得中六女子組及中三男子組第二名。而蘇啟峰(1D)、吳俊延(1D)、伍俊

賢(1D)、黃智穎(3E)、簡禮勤(3E)、譚浩翹(3D)、麥皓鈞(4B)、陳俊樺(5B)、崔敬聰(5B)及羅博民(6A)、劉月丹(6A)、黃

嘉欣(6A)、胡佩瑩(6A)、林慧彥(6A)及鄧雪濤(6B)則分別獲得 優良獎狀。 

普通話方面，孟遲浩(2E)獲中二級男子普通話獨誦亞軍。 

 2.09-10 年度全港學界越野賽已於十一月二日假粉嶺哥爾夫球會舉行，本校獲得全場第七名，甲組團體第四名，成員

包括：徐志文(7A)、葉棹傑(7A)、余子傑(7A)、張浩維(6A)、歐文傑(5A)、葉啟鋒(5B)、羅啟為(5C)、魏漢樑(5D)；乙

組第十三名，丙組第八名，而丙組鄢諾曦同學(1B)獲得個人獎第十名。成績良好，可堪讚賞。希望明年成績有更佳表

現。 

3. 本校黃東祥(6B)同學於 2009 年 10 月 4 日參與全港空手道新星賽 2009，並勇奪成人男子搏擊亞軍，表現卓越。 
4.本校乒乓球隊在學界甲組初賽中以次名出線，並於 22/11 舉行的決賽與其他參賽學校爭奪冠軍。而乙組隊員李兆良

(4B)、徐嘉灝(3C)和周彥良(3E)在學界初賽以小組首名出線，繼而在決賽先後戰勝多名對手，最後取得乙組冠軍，成

績驕人，可喜可賀。 
5. 在 13/12/09 舉行的學界手球賽(港九區第三組)冠軍爭霸戰中，本校的手球隊表現出色，為校爭光，以 26:13 擊敗對手

伊利沙伯中學，奪得男子甲組冠軍，成績驕人。 

6. 由本校舉辦的 2009-2010 中小學校際劍擊邀請賽已於 12/02/10 假本校禮堂舉行。當日參賽的中小學共三十間，頒獎

嘉賓為本校校長。本校同學成績如下： 
男子花劍組---殿軍：陳永貴(4D)、重劍男女混合組---季軍：吳梓軒(4E)、佩劍女混合組---季軍：甘兆銘(3E)、殿軍：

陳永貴(4D)。 
另外，分別於 14/11/09 及 22/11/09 舉行的全港學界劍擊比賽，本校劍擊隊隊員吳梓軒(4E) 同學獲乙組花劍亞軍，甘

兆銘(3E) 獲乙組佩劍季軍。 
最後，在 20-12-09 假土瓜灣體育館舉行的全港劍擊分齡比賽中，本校劍擊隊隊員吳梓軒(4E) 同學獲花劍(12-14 歲組

別)亞軍。 
7. 本校男子甲組籃球隊在 10-12-09 舉行的學界籃球賽(港島區第一組)中，以 20:18 擊敗聖若瑟書院，獲得季軍。當日比

賽地點為香港仔黃竹坑室內運動場。參賽的球員拼勁十足，表現出色。 
 8. 本校紅十字會青年團第 59 團奪得於 21/02/10 舉行之 09-10 年度「港島總部青年護理比賽」亞軍，並將代表總部出席

香港紅十字會青年及義工事務部於 18/04/10 舉行之總決賽。是次比賽的目的是提高青年會員對家居護理訓練之興趣

和技術，促進團隊間交流及互相觀摩經驗，並積極推廣護理知識，在日常生活中學以致用。本團在比賽中取得優異

成績，可堪讚賞。 
9.本校交通安全隊同學於零九年十二月至一零年二月之間，參加交通安全會活動，考獲專章，成績可喜。得獎同學名

單如下： 
禁毒專章---3B 譚永志、2B 翁啟豐、道路語言專章---1B 鄭嘉浩、1D 呂岑洋、救傷專章---4A 張駿邦。 

 
 
編輯小組﹕顧問﹕李兆華校長、廖杏玲老師  
編委﹕對外關係組–李金霞老師、林國良老師、馮珮珊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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