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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校                                                                   

辦學宗旨 

 本校在教育事工上的使命，是藉著基督化的教育，教導學生以基督為典範，建立個

人信仰及正確的人生觀，活出喜樂、豐盛和有意義的人生。致力建立以人為本的學校文

化，培育學生成為關愛眾生及有服務精神的人，實踐愛主愛人。提供優質教育，讓學生

們全面發展潛能。 

 

校訓 

「至誠至聖」 

 

教育目標 

 提供愉快及優質的學習環境，讓學生接受靈、徳、智、體、群、美的全人教育，從

而培養良好態度、激勵表現及發展潛能。 

 以基督的精神辦學，以學生為本理念辦學，培養學生自學能力及學習興趣，從而提

高學習果效，以迎接當代社會的挑戰。 

 培養學生的自律精神，建立紀律嚴謹而純樸的校風。 

 培養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及公民意識，加強他們對社會、國家及民族的認同和責任

感。 

 

校舍設施 

 本校於 1978 年建立，為政府津貼之全日制男女中學，座落於何文田孝民街，佔地

5,500 平方米，全校共有兩幢教學樓，設施包括 27 個標準課室、4 個實驗室、多媒體學

習中心、資訊科技學習中心、教學研習室、電腦化圖書館、英語角、學生活動中心、學

生儲物櫃、課室與禮堂均設有投射屏幕、實物投影機、音像投影機、小聖堂及其他附屬

設施（包括暢通易達升降機及洗手間供殘疾人士使用）。所有教室、特別室及禮堂均設空

調及資訊科技設施，並可無線接通互聯網，並設兩個有蓋操場及飯堂，為學子們提供理

想的學習環境。 

 

學校管理 

 本校已於 2014 年 8 月 30 日成立法團校董會。法團校董會成員包括辦學團體代

表、牧師、教授、律師、會計師、校長、教師、家長、校友及獨立人士。 

 2018-19 年度法團校董會成員包括：  

主席： 鄧慶年會吏長（校監） 至 2018.12.31 

李國權牧師（校監） 由 2019.1.1 

成員： 黃啟榮先生（副主席） 郭楚滿先生（義務司庫） 

 高俊鎮校長（校董） 楊健明教授（校董） 

 李潔儀女士（校董） 楊羅觀翠博士（校董） 

 姚集斌先生（校董） 徐子健律師（校董） 

 張嘉麟老師（教員校董） 黃麗珊副校長（替代教員校董） 

 陳鳳雯女士（家長校董） 陳向東先生（替代家長校董） 

 許勝超先生（校友校董） 陳倩君校長（義務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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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班級結構及學生資料                                   

班級結構 

 按教育局核准編制，本校共開設二十四班，包括中一至中六每級各四班。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全校 

班數 4 4 4 4 4 4 24 

 
學生人數（以 2018 年 9 月份計算）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總數 

男生人數 74 57 59 54 67 69 380 

女生人數 40 30 33 33 27 38 201 

學生總數 114 87 92 87 94 107 581 

 

實際上課日數 

 2018 至 2019 學年本校上課日數共 190 天，詳情如下： 

全年總日數 365 日 

學校假期 88 日 

學校自行決定額外假期 3 日 

因舉辦教師發展日而學生毋須上課日數 3 日 

不包括在學校假期內的星期六及星期日 81 日 

上課日數= 365 – (88 + 3) – 3 – 81 190 日 

 

八個學習領域的課時百分比 

 本校中一至中三級每週上課五日，每週 41 節，每節 40 分鐘。中一至中三級各學

習領域佔全部課時百分比如下： 

 中國

語文 

英國

語文 

數學

教育 

個人、社會

及人文教育 

科學

教育 

科技

教育 

藝術

教育 

體育

教育 

跨學習領域

及班主任課 

中一 20% 20% 15% 12% 9.8% 4.9% 7.3% 4.9% 7.3% 

中二 20% 20% 15% 9.8% 9.8% 7.3% 7.3% 4.9% 7.3% 

中三 20% 17% 12% 15% 9.8% 7.3% 7.3% 4.9% 7.3% 

 

 本校中四至中六級每週上課五日，每週 41 節，每節 40 分鐘。中四至中六級各學

習領域佔全部課時百分比如下： 

 中國

語文 

英國

語文 

數學

教育* 

個人、社會

及人文教育 

通識

教育 

選修

科 1 

選修

科 2 

藝術 體育 班主

任課 

中四 17% 17% 15% 2.4% 12% 12% 12% 4.9% 4.9% 2.4% 

中五 17% 17% 12% 2.4% 15% 13% 13% 2.4% 4.9% 2.4% 

中六 17% 17% 15% 2.4% 15% 12% 12% 2.4% 4.9% 2.4% 

*中四級下學期數 1（額外課時 4.9%）；中五中六級數 1（額外課時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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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教師                                                                                                                               

教師編制 

 核准編制內教學人員人數：56 

 核准編制外教學人員人數：4 

 教師總人數：60 

最高學歷 教育文憑 學士 碩士 博士 特殊教育培訓 

教師(SEN) 

 0 位 34 位 25 位 1 位 23 位 

比例(%) 0% 56.7% 41.7% 1.7% 41% 

  註：%數字四捨五入 

年資 0 至 4 年 5 至 9 年 10 年以上 

 8 位 11 位 41 位 

比例(%) 13.3% 18.3% 68.3% 

  註：%數字四捨五入 

補充資料 已接受師資培訓教師 

人數 59 位 

 

教師專業發展 

 為配合學校發展及教師需要，學校有系統規劃教師專業發展活動，讓教師團隊於視

野、理念、教學技巧等各個層面都能與時並進。本校教師在專業發展上不斷求進，全體

教師在 2018-2019 學年參與持續專業發展總時數達 2,832.6 小時（包括校長進修時數）。 

日期 事項 / 活動 

2018 年 8 月 23 日 「2018-2019 聖三一座堂聯校教師進修會」活動，座堂邀請了

陳謳明主教作專題演講，講題為「我們需要有甚麼質素的下一

代  從中美貿易戰說」。 

2018 年 10 月 25 日 教師發展日主題為正向教育，內容以工作坊、講座、遊戲等為

主。問卷數據顯示同事對活動反應良好積極。 

2019 年 1 月 7 日 教師發展日上午第一個環節邀請本校前教務主任馮耀祖老師

作「義工服務分享」。上午第二個環節邀請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

會科學系林立博士、黎翔博士講座分享：「寓教於愛：服務學

習經驗分享」。下午環節則為電影欣賞「我的破嗝 Miss」。問

卷數據顯示同事反應良好。 

2019 年 2 月 22 日 教師發展日為聯校教師發展，主題為「學校起動」計劃聯校教

師專業發展日。問卷數據顯示同事對兩節活動反應良好。 

2019 年 5 月 3 日 由陳倩君校長及黃麗珊副校長主持教師專業分享，內容為第一

次學校自評活動。問卷數據顯示同事對活動反應良好。 

2019 年 6 月 3 日 由陳倩君校長及黃麗珊副校長主持教師專業分享，內容為第二

次學校自評活動。另邀請註冊社工、Make Positive 創辦人、正

向教育工作者蔡舒琪小姐作專題講座：「認識正向教育，教出

正面新一代」。問卷數據顯示同事對活動反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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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學年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一) 建立正向學生社群，推動同學發展潛能從而成為自主學習者 

策略 1：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 

策略 2：連繫基督教價值觀，培養學生正向關係及情緒。 

成就  本年目標是提升學生自學能力。學校成立課程發展及自主學習小

組，在中一級開展自主學習課，要求學生課前預習建立自學習慣，

同學已掌握一定程度自學方法，增加學習動機，提升學習自信。

每班已成立學習小組，學習小組以強帶弱，效果理想。 

 學校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如清晨廣播、早會分享、感恩周等，

傳遞基督教信息，旨在培養學生正向情緒；校園三樓走廊作正向

信息的佈置，同時輔導組亦設立打氣區，營造正向校園氛圍。整

體學生表現投入，校園氣氛良好。 

反思  部份學科已將自主學習元素加入課題，學生較前用心完成習作，

下學年應以此作基礎，繼續讓同學鞏固自學習慣。中一自主學習

課已收集各科組意見，下學年建議加入電子學習元素，加強課堂

互動和提升同學課前預習的興趣。 

XXXXXXXX 

中一級自主學習課 
 

學習小組 

感恩周—同學在小木板上寫下祝福語 正向校園嘉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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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XXXXXXXX 

關注事項(二) 建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提升專業領導能力 

策略 1：鼓勵老師多接觸校外專業團體，參加各類進修課程，豐富知識，發揮專業領

導能力，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策略 2：優化教師發展活動，提升團隊凝聚力。                       

成就 1. 本年首次試行科主任/KLA 共備課節，共同研習課程、規劃課堂和交

流教學心得。更成功舉辦五天公開課，有 15 位本校老師開放課堂，

共有 44 間學校報名參加，校外觀課者達 137 位，而校內 37 位同事出

席是次觀課及議課活動。校外教育同工普遍欣賞學生課前預習及課堂

上的表現，十分讚賞本校老師的教學設計及分析框架。 

2. 本學年籌辦多元化的專業發展活動，如以「義工服務」為主題，邀請

舊同事到校分享及一同欣賞感人教育電影「我的破嗝 Miss」，以提升

團隊凝聚力；又參加 Project WeCan 與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

劃舉辦的大型教師發展日，讓同事透過多元化的主題增值。 

反思  期望下學年能鼓勵每位同事以不同模式參與校內或校外自主學習公

開課。（可包括觀課/議課/評課等） 

 

公開課老師交流 中文科公開課 

通識科公開課 

 

 

 

 

 

 

 

 

 

英文科公開課 

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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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XXXXXXXX 

關注事項(三) 慶祝校慶四十周年，連繫外界凝聚共力，協助學校持續發展 

策略 1：各科組從不同層面籌備校慶活動，展示上下一心、群策群力，共同承擔的精神。 

策略 2：與不同社區夥伴合作，發揮學生的多元潛能，增強學生的成就感。 

成就 1. 全校師生努力籌備四十周年校慶活動，在準備及進行活動過程中，透

過不同科組合作，能有效讓學生、家長、老師及社區一起參與學校慶

典，同頌主恩。 

2. 學校與不同社區夥伴合作，如 Project WeCan、Chatteris、教育局語文

教育組，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教育大學、香港明愛中

心等，為本校學生增加許多不同的學習機會，發揮學生的多元潛能，

增強學生的成就感。 

反思  四十周年校慶活動圓滿結束，感謝所有參與籌備各項校慶活動的師

生，感謝聖三一座堂、堂牧、校董、家教會、校友會的鼎力支持和參

與。感謝神祝福的恩典，所有活動都在歡笑聲圓滿落幕。 

 來年繼續尋找更多校外合作資源，凝聚共力，幫助學校發展。 

 

 

四十周年校慶開放日 
 

四十周年校慶社區傳情日 

四十周年校慶晚宴 
 

Project WeCan 趁墟做老闆 

 

「願主我們神的榮美歸於我們身上，願你堅立我們手所做的工 — 我們手所做的工，

願你堅立！」（詩篇 9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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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與教                                                                  

課程結構 

本校初中至高中的課程結構，表列如下： 

級別 科目 

中一至 

中三 

中國語文、中國文學、英國語文、數學、生活與社會、科學、中國歷史、

歷史、地理、校本科技、普通話、視覺藝術、音樂、體育、宗教（基督教） 

中四至 

中六 

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必修部分）、數學（單元一）、通識教育、物

理、化學、生物、中國歷史、歷史、地理、經濟、宗教（基督教）、倫理

與宗教、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資訊及通訊科技、視覺藝術、旅遊與款待、

體育、音樂 

 

語文政策 

 本校十分重視學生兩文三語能力，教學路向為「中文精、英語強」。本校學生於廣泛

閱讀、中國語文方面一直有出色表現，初中開設中國文學科以提高同學對中國文學的興

趣，及提升他們的中國語文能力。在英語學習方面，今年學校繼續投放額外資源，增聘

外籍英語老師至 4 名，在學校推行各類型英語活動，目的營造優良的英語環境，鼓勵學

生學習英語，並重點推行英語戲劇。 

 

2018-2019 學年兩文三語早會安排：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課室早會 操場早會 操場早會 操場早會 課室早會 

老師分享/ 

學生分享 

初中週會 

（隔週） 

兩文三語早會 

（隔週） 
/ 

晨讀（英語隔週；

母語每月一次） 

舉行日期﹕星期三操場早會(若天氣不佳，改為中央廣播) 

 

月份 日期(週三) 活動 負責學科/老師 

9 月 9 月 26 日 

（星期三） 

普通話早會 

（配合國慶） 

德育及公民教育小組 

湯悠悠老師祈禱 

10 月 10 月 10 日 英語祈禱 陳詠趣老師 

10 月 24 日 中文早會 陳  麒老師 

11 月 11 月 7 日 英語祈禱 陳建瓏老師 

11 月 28 日 中文早會 陳  麒老師 

12 月 12 月 12 日 英語祈禱 歐美珠老師 

1 月 1 月 30 日 中文早會 彭啟泰老師分享、陳麒老師領禱 

3 月 3 月 6 日 英語祈禱 陳倩君校長 

3 月 13 日 中文早會 楊海嬋老師分享、黃慧芬老師祈禱 

4 月 4 月 10 日 英語祈禱 蔡黎君老師 

5 月 5 月 8 日 英語祈禱 黃伶俐老師 

5 月 29 日 普通話早會 張珉聰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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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學生英語能力的教學策略及措施 

 中一至中六級各班英文課皆採用小班教學，每班人數不多於 30 人，令學習更有效。

對部分學習英語有困難的同學，更有特別小班教學。 

 提升教學質素及教師專業發展﹕ 

- 學校調動資源聘請額外的外籍英語教師協助舉辦英語活動，更重新編寫英語課

程，提升學生對英語的興趣。 

 英文科老師定期進行集體備課，以提升學與教質素。 

 學校投放額外資源聘請 4 位英語為母語的外籍英語教師，營造優良的英語語境，而

所有中一的同學均有以英語為母語的外籍英語教師任教，務求同學能有充足以英語

溝通的機會。 

 全校中一至中五級均採用自行編制的校本課程，更能切合學生的需要。 

 初中部份班別以英語教授數學科及科學科，讓學生能多讀、多聽、多寫、多講，從

而增強英語能力，有效提升學生語言能力及擴闊英語詞彙。 

 課餘為不同級別舉辦拔尖補底的課程，包括英文優材培育班、英文補習班、初中英

文科說話練習等。 

 舉辦多元化英語活動，推行語境教學，提升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拓闊視野，增強

運用英語的信心。校園四周建設英語情境，例如設立英語壁報和英語角、安排兩文

三語早會、舉辦英語周等等，豐富學生的英文詞彙，鼓勵學生以英語和別人溝通。 

 英語角每天午膳時間開放，由 Chatteris 外籍老師設計有趣又生活化的英語活動供學

生參與。每年舉辦 4-5 次大型午間英語活動(Theme-based activities)。英語周活動包

括 Song Dedication,S1Trinity Running Kids Competition, S2Trashion Show, S3 Actionary, 

Speaking English Sharing Lunch, English Café, Morning Reading, Cooking ABC。 

 假期時推行大型延展英語活動，拓展英語學習環境，營造更豐富多彩的學習經驗，

例如：中一英語銜接課程；中四升中五及中五升中六英語日營(CHATTERIS 主辦)；

暑期愛爾蘭英語遊學團 (19 天)；  

 學校今年繼續參與國際學生交流計劃，令本校學生有機會和同年齡的外籍學生朝夕

相處，進行文化交流，提升英語能力。去年俄羅斯女生 Polina 來港，和三一學生一

同學習，渡過了愉快的一年。 

 透過閱讀提升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和讀寫能力： 

- 全校所有學科參與小博士閱讀獎勵計劃； 

- 全校推行英文晨讀課，全年 6 次，為學生打造一個有利學習英語的情境。 

英語互動學習 English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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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中二級功課輔導班 

 為幫助同學建立良好的做功課及溫習習慣，今年繼續中一及中二的功課

輔導班，在老師、學長及導師的幫助下，同學每星期會留校兩天完成功

課及溫習。全學年共進行 51 次， 79%同學認同溫習小組有助解決學習

上問題。  

 

中三級學會學習課、學生溫習小組 

 為加強同學自主學習能力，中三級科任老師全學年逢星期四放學後為全體中

三級學生提供常規的學會學習課，以裝備同學迎接高中第四學習階段的

態度及能力。全學年共進行 24 次，學科問卷調查約六成學生認為學會學

習課能幫助他們的學習需要。而學生溫習小組利用全校溫習日時段，讓

同學共同溫習，互相解決學習上的疑問。  

 

培養學生共通能力，並發展互動及自主學習以提升學習效能 

 今年各學科致力以不同策略，加強課堂互動，並培養學生共通能力。初中生以分組

模式，透過課堂活動及大型專題學習，培養同學的協作能力。高中同學則透過學習

技巧方法課程、各學科的網上分享平台、學科舉辦的活動、早會晨讀分享社會議題

等，培養學生多角度、深層次的思考及相互交流討論，以提升同學的批判能力。 

 
照顧學習差異 

 除課堂上鼓勵小組學習以加強照顧學習差異外，學校調撥資源，聘請額

外人手支持各科於課後開辦不同的拔尖、補中及補底班，以達到支援不

同學生學習需要的目的。更透過資優小組及課後奮進班，進一步強化拔

尖及補底工作，加強照顧學習差異。  
 

整體學習和教學策略 

 提供愉快而優質的學習環境，強化圖書館成為自學及資訊中心，引入資

訊科技教學，培養學生學會學習。「推廣閱讀文化，從閱讀中學習」，孕

育校園閱讀文化，促使學生終身學習。  

 圖書館與教師結成「教學伙伴」，設計「資訊素養」教學的協作課程，教

導學生善用圖書館及各種資源，把「資訊」轉化為「知識」，培養學生的

共通及獨立學習能力。  

 透過通識教育科、班主任課、宗教課及其他非正規課程，培育學生的個

人成長、靈性生命、社會公民意識、責任感及服務精神。  

 初中採用中文授課，讓學生更有信心學習不同的學科，同時著力提升學

生中、英、數三科的能力。初中部分班別的數學科及科學科利用英語授

課。  

 學校特別著重培養英文科的能力，中一至中三英文科兩班分三組或三班

分四組上課，及進行有需要的抽離英語輔導課程，務使學生得到最佳的

照顧。對部分學習英語有困難的同學，更有特別小班教學。學校和非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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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團體 CHATTERIS 合作，本年度有 5 位駐校外籍英語老師，課餘舉辦

多樣化的英語活動和課餘增潤課程，配合豐富的圖書、影音及軟件館藏，

務求學生能活學活用英語。  

 中文科與普通話科統整為一科，於中一級加入普通話科的學習元素，透

過不同形式的閱讀、朗誦比賽等活動，致力落實兩文三語政策。  

 高中開設選修科目，初中推動校本或班本剪裁課程，中一及中二級推行

課程調適及分卷評核。繼續推行拔尖保底措施，積極提升學生的學習動

機及學業成就。  

 透過香港大學 Multilevel Leadership Network for SDL 

Innovation 計劃支援和發展本校的 STEM 和自主學習。

本年度中二級科學科、數學科及初中電腦科進行「跨學

科的專題研習」，對象中二級同學，並舉行 STEM 展示

會，主題智能家居，讓學生發揮創意，提升成就感。 

 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QSIP）支援本校數學

科在中一級推行自主學習，期望學生願意在課前多付出

一點，儘快投入課堂討論，提升自學能力。 

 

推廣閱讀文化，從閱讀中學習 

 學校多年來積極推行「從閱讀中學習」的校本策略。學務組與圖書館構思及發展出

具特色的校本閱讀計劃來配合初中及高中發展。「小博士閱讀獎勵計劃」是校本閱

讀計劃的重點，旨在透過不同學科參與，發展學科閱讀，讓學生建構更寛廣的知識

層面，除深化學科知識、培養學科學習興趣外，更鼓勵同學養成自主學習的習慣。 

 圖書館配合「推廣閱讀文化，從閱讀中學習」的目標工作。圖書館每年積極推行各

式各樣的閱讀活動，讓學生參與體驗，營造校園的閱讀氣氛，期望閱讀文化廣泛傳

播。活動包括：組織悅讀之友會、舉辦圖書展銷及讀書會、參與校外閱讀報告比賽

及參加講座等。 

 

運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 

 全校已完成覆蓋校園全光纖網絡(School Fibra to Classroom LAN)至課室，接聯到全

校網絡接點，包括禮堂、教員室、圖書館、教學研習室、多媒體學習中心(MMLC)、

資訊科技學習中心(ITLC)，並所有課室及

特別室。本校亦完成 Wifi900 工程，架設

覆蓋全校之無線網絡(Wireless LAN)，以支

援任何手提電腦及電子通訊儀器在校園任

何一個角落接連校園網絡及互聯網服務，

令學生、教師及家長均可突破課室的範圍，

利用資訊科技作為教與學的活動。 

 全校硬件設備：超過一百台桌面電腦／手

提電腦、40 台 iPad 平板電腦及 40 台 Chromebook、高速網絡多功能數碼影印打印

機、3D 打印機及其他多媒體學習設施；全校網絡接點均接聯 500Mbps 光纖寬頻專

線上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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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設【eClass 校園綜合平台】，提供全校師生在獨立的個人內聯網戶口。透過該系

統，師生的溝通不再局限於有限的上學時間內，甚至學生家長亦可透過 eParent apps

及 SMS 接收學校通告及訊息，又可利用電郵與老師及校長直接溝通，交流教養心

得。我們亦提供以八達通系統作為點名及繳費的服務，讓學生在校內體驗資訊科技

帶來的優質校園。 

 所有科目均有應用多媒體及資訊科技教學。全體老師均具備應用多媒體教材的能力。

並配合本校的關注項目，在各學習過程中不斷加入電子學習的元素，藉以提高學生

學習的動機及提升教學的效益。 

 推動學生使用網上資源學習。由初中做起，培養學習氣氛，打好基礎，迎接高中，

鼓勵中、英、數科任老師積極參與該網上評估練習；初中各級各班皆參與中、英、

數基本能力網上評估練習。 

 

專題研習 

 中二級數學科、科學科及初中電腦科協作，開設 STEM 專題研習，讓同學綜合不同

學科知識，發揮創意，展示所學成果。 

 中三級通識科，老師帶領全級學生分四條路線進行「紅磡社區考察研習活動」，並舉

行大型專題研習匯報展示會，邀請家長參與評分。還有中四級「東涌城市規劃」考

察和中五級「龍城文化之旅」考察，讓學生運用 EduVenture 電子軟件，一邊進行考

察一邊研習。 

 地理科及旅遊與款待科安排中四中五級同學進行「台灣探索可持續之旅」專題學習。 

 高中各學科皆為學生設計專題研習的功課。 
 

 
地理及旅遊與款待科《台灣探索可持續之旅》 STEM 專題研習展示會 

 
學生成長教育 

 學生成長教育組關注個別群體需要，發掘學生的潛能發展及提升高中學生的社交行

為表現。 

 學生成長教育組包括五個核心小組，德育及公民教育小組、性教育小組、環保教育

小組、服務學習小組、學生項目發展籌劃小組，每年提供有系統的性教育班主任課、

國民及公民、品德教育、環保教育等活動，培育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生活態

度，又舉辦生命體驗活動如山藝課、運動攀登、生命體驗計劃等，讓同學建立自信

發揮潛能，另透過社區服務，讓學生在服務體驗中，了解自己的特質和實踐關愛他

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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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學習差異                                                 

拔尖保底措施 

 設立多項獎學金、進步獎及學科優異獎；開辦優材培育班進行拔尖及補中計劃；並

提供保底措施，包括：初中輔導分組教學、課餘輔導教學小組、奮進班、各學科補

習班及功課輔導班等。 

 透過資優小組，照顧尖子學生，包括幫助學生作生涯規劃、參觀大學；提名學生加

入香港資優教育學苑、推薦學生參加校外比賽及大學舉辦課程及尖子閱讀等。 

 針對成績最弱及 SEN 同學，成長學習支援組為他們設計了「喜伴同行」計劃，期望

能培養他們的動機及對學習有正面的看法。 

 所有公開考試的科目都舉辦拔尖、補底班及模擬考試，希望能幫助同學應試 

 

照顧特殊學習需要及融合教育 

 本校共有 23 位接受特殊教育培訓的老師（符合教育局要求），增聘培育主任、輔導

員、表達藝術治療師及聖公會派駐本校的教育心理學家、社工等，協助有需要的同

學得到合適的輔導，輔導組、學習支援小組、校務組與各學科協作，為有需要學生

進行成長輔助訓練、學習障礙輔導、課餘功課輔導、考試調適等學習支援。 

 本校繼續與香港教育大學合作，透過「悅學協作伙伴計劃」，本校中、英、數、通老

師與大學專家共同備課，互相交流，一同研究適切的課程與教學法，以照顧不同能

力學生的學習需要。此外，本校亦向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學習、家課和測考調適；安

排言語治療服務改善學生的理解與溝通能力；另開辦自閉症小組增加學生的社交能

力和學習動機。 

 成長學習支援組已成功向教育局申請中學學習支援津貼，部份津貼用以聘請培育主

任，支援教師照顧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 

 對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學校建立了有系統的架構、辨識及轉介程序；輔導組協同教

育心理學家、社工、家長、班主任及科任老師為有需要的學生舉行個案會議；共同

協商，為個別學生於課程、行為各方面作出適切的支援。 

 使用學習支援津貼聘請相關的專家如言語治療師、專業社工等到校協助。再加上駐

校教育心理學家、社工、培育主任和輔導員、其他社會資源，配合全體老師盡心協

助有關同學適應學校生活，獲得平等接受教育的機會。 

 於九月開學前安排學習支援個案會議，讓所有科任老師清楚明白有關學生的問題和

需要的特別照顧。 

 使用學習支援津貼推行不同類型的融合教育活動，讓全體學生學習接納、包容，達

至成為和諧關愛校園。 

  

測考及學習調適措施 

 依據教育心理學家或專業醫護者的建議，為各種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同學提供個別調

適的評核措施。 

 初中推行班本課程調適，除核心課程外，就各班能力及性向編排選教課程，家長可

透過學校網頁或通告查閱測考範圍。個別科目採用分卷評核，以更全面評核及回饋

不同學習能力和於不同語言下學習的學生。 

 著重連續性評估（堂課、家課、專題研習），功課分數佔學科總分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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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全校參與培育學生成長 

 本校校風淳樸，師生關係融洽。我們非常重視學生全人發展，積極培育學生良好品

德及正向的價值觀，學校透過全校參與模式，各科各組互相配合，為學生之成長提

供全方位的支援。 

 

關愛滿校園 

 本校重視訓輔合一、獎罰分明，讓同學在嚴而有愛、融洽有序的環境中健康成長。

透過宗教及生命教育、雙班主任制、級主任制；功課輔導班、學會學習課、中一至

中三級留校午膳、校園輔導計劃、學行自新計劃、暑期砥礪自我計劃、Pilot 學長支

援計劃、正向教育活動、中一新生輔導、中一迎新家長日、多元智能獎項等，協助

學生融入校園生活及自我完善。本校連續多年獲得香港基督教服務處頒發「關愛校

園」榮譽，以表揚本校對推動關愛校園文化的投入、付出及成就。 

 

連續多年獲得「關愛校園」榮譽獎 

 

中一迎新家長日 

 

靈性及宗教教育 

 本校校牧、助理校牧、宗教教育組的成員、團契導師、堂校宣教幹事在主裏衷誠合

作，培育團友對團契的歸屬感。同時亦與聖三一座堂合辦宗教活動，帶領同學參與。

我們透過宗教科、早會、周會、學生團契、團契宿營、福音週、聯校校園福音事工，

提高校內的宗教氣氛，引導學生認識基督教信仰。 

 學生團契今年共舉辦了 26 次聚會（包括團契及午禱崇拜）平均每周約有 48 人參加。

2019 年 3 月舉辦了福音週，主題是「3140 - 0430」（三一聖靈聆聽心靈），期間舉

行了多項活動，包括清晨獻詩、佈道會、保羅盃（師生比賽）、愛筵、早會分享、團

契宿營等，又邀請了影音使團協辦佈道會，有 39 名學生決志，並跟進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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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 

 本校重視「生命教育」，按照學生在不同學習階段的成長需要，培育學生建立正面

的價值觀及態度，幫助同學提升抗逆能力，營造充滿正面能量和互助關愛的校園。

本校生命教育工作以宗教及生命教育組、班級經營組、聯課活動組、輔導組、訓導

組、學生成長教育組、升學及就業輔導組互相配合共同推展。 

 

 各級訂立的培育重點： 

- 中一級：認識自我，盡責守規；中二級：自愛自律，顧己及人； 

- 中三級：愛己愛人，關心社群；中四級：發揮潛能，服務他人； 

- 中五級：尋索理想，積極人生；中六級：心懷感恩，展翅高飛。 

 

 
中一級《認識自我》 中二級《自愛自律》 

 

中三級《關心社群》 

 

中四級《服務他人》 

 

中五級《尋索理想》 

 

中六級《心懷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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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經營活動 營造和諧校園                                                    
 透過班級經營及增加班本活動，提高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學習動機、自律、良好

習慣及態度，幫助他們學習如何走出逆境，引導學生思考生命的方向及過有意義的

人生。 

 每一級設不同的活動及工作重點，由級主任帶領各級班主任共議適合該班的學習策

略及班級經營活動。 

 透過各班主任群策群力，訂定及策劃適合本校學生的活動，讓學生明白學校的要求、

珍惜學習機會、做好紀律自理、提升學習興趣、建立團隊精神及與班主任增進感情。 

 

根據各級特點安排班主任課（2018-2019 學年） 

日期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11/9 班務 我創我出路 

18/9 時間囊 班務 班務 

2/10 My Interest 從心出發 訂立目標 班務 多元出路 
LiPace面試必

勝工作坊 

9/10 班務 My Path 社區服務 
拉闊興趣

體驗 
規劃未來 JUPAS 

23/10 My Interest 服務講座 訂立目標 班務 規劃未來 過來人過來語 

30/10 統測 

6/11 班務 My Path 班主任課 服務學習 規劃未來 班務 

20/11 吸煙多面睇 My Roles 訂立目標 服務學習 規劃未來 VTC 講座 

27/11 My Asset 從心出發 社區服務 班務 勞工處講座 Pre - Mock 

4/12 服務講座 My Roles 訂立目標 服務學習 服務講座 VTC 報名 

11/12 My Asset 從心出發 性教育 第九節 中四至中六級歌唱比賽綵排 

18/12 全校拍照日 

22/1 
性教育講座 

應用學習

課程 

多元出路/ 

事業咭 

浸大國際學院

講座 

19/2 性教育 性教育 VTC 講座 服務學習 服務講座 模擬放榜 

5/3 家長日及感恩卡活動 1/3 惜別活動 

12/3 性教育 性教育 高中選科講座 服務學習 扶康會服務  

2/4 性教育 性教育 過來人過來語 班務 班務  

9/4 性教育 性教育 班務 服務學習 班務  
30/4 星期五時間表  

7/5 班務 班務 性教育 班務 營前準備  

14/5 班務 班務 班務 班務 班務  

21/5 班務 班務 班務 班務 班務  

       

（上學期共 10 節，下學期共 10 節，全年 20 節） 

X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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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輔合作 培育學生全人發展                                                    

  

 訓導組關注學生課堂紀律及學習紀律，訂立明確、合理的校規及獎懲制度，藉週會、

早會及教師會議，向全體師生講解訓育要求，推動全校參與，建立良好紀律和校風。 

 為了加強班級經營的果效，訓導組與班主任共同協助同學訂立良好的班規，並透過

獎勵計劃，包括全期全勤、拾遺不昧、品行獎等，培養同學良好的品德及成為正面

榜樣，讓其他同學學效積極改善偏差行為。 

 為了協助學生自我完善，訓導組設立社區巡察計劃、學生遲到反思計劃、學行自新

計劃、暑期砥礪自我計劃。 

 訓導組 2018-19 年度工作重點包括﹕建立正向課堂紀律、建立正向校內校外紀律、

建立學生守時態度、推廣及表揚「感恩」的「正向」文化、培育「學生長」團隊，

建構學生成就。與輔導組合辦「初中學生支援計劃」訓練營，為學生長及輔導員提

供培訓活動，幫助情緒上需要支援的中一及中二級同學，及早獲得協助；又為中二

中三級同學提供基本法教育講座、中一級班主任課提供中學生控煙課程，幫助同學

對社會及自身的關注。 

 輔導組關注學生的健康情緒，推行發展性及預防性的活動，識別學生的潛在問題，

幫助學生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除了推行已有的發展性輔導活動、還提供即時及持

續的輔導服務、個案工作、轉介社工及教育心理學家跟進個案、個案會議等。 

 本年度輔導組設立級輔導老師，協助推行各級輔導工作、個案跟進，支援與學生成

長有關的計劃。 

 輔導組的學生輔導員計劃（Pilot 朋輩輔導），由高年級學生輔導員協助照顧中一新

生，協助他們解決學習上的困難，與他們一同參與活動，活動包括時間囊、樹洞、

歷奇遊戲、校內聚餐，挪亞方舟宿營及聯校活動，彼此建立友誼，作朋輩輔導支援。

此外，每年籌辦傑出少年領袖訓練營（TOP TEEN），透過不同的遊戲和練習，增強

同學的自信心，提升團隊精神。 

 輔導組又為女同學籌辦「鬆一 Zone」計劃，定期舉行各種時下流行、有趣好玩的活

動及興趣班，讓女同學於午飯、放學後等課餘時間有一個聚腳點、一個屬於自己的

小天地，從而增加對校園的歸屬感，及提供一個情緒支援的平台。 

 輔導組其他活動包括男生成長小組、女生成長小組、「陪着你」清晨廣播、義工訓練

及服務，以及為留班同學進行暑期輔導計劃。此外，為畢業班舉辦惜別會，讓中六

同學表達對師長的感謝，惜別校園之情，也讓同學感受到學校對他們的關愛及支持。 

 除了訓導組、輔導組的緊密合作，班級經營組特意為中二全級學生舉辦正向教育課

程，營造班內互愛、和諧的正向氛圍，讓學生了解自己，認識他人，幫助學生成長。

又舉辦家長晚會、中一家長迎新會，促進家校交流，討論學生學業及生活問題，讓

家長與學校擕手合作教導子女。 

 學校有系統處理學生缺席的程序，將學生的缺席情況及早通報家長和班主任，學生

如缺席多於十五天，有機會被考慮留班。培育主任與社工的輔導支援、課程調適的

改革、行政措施的配合，戳力令學生樂於回校。 

 我們期望全體老師在課堂內、課堂外、課外活動及班本活動上，都致力推行生命

教育，貫徹訓輔合作政策，營造一個充滿正面能量的安全環境、一個互助和關愛

的校園，讓學生學有進益，身心健康愉快地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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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習活動（包括課外活動、聯課活動等）                                                                    

 本校重視學生靈、德、智、體、群、美之均衡發展，除了恩、嘉、謙、信四社外，

還設立 40 多個不同的學會及興趣小組，培養學生多方面的興趣，發揮潛能。為配合高

中其他學習經歷的發展，全校推行「服務學習」計劃，讓同學在不同服務團隊中貢獻自

己，進入社區，提高服務精神。 

一、體育性活動： 田徑隊、籃球隊、足球隊、手球隊、羽毛球隊、跆拳道組、

保齡球組、泳隊/泳組、健身組、競技啦啦隊 

二、服務性活動： 童軍、女童軍、紅十字青年團、公益少年團、綠色大使 

三、藝術性活動： 音樂學會、合唱團、樂器班包括（手鐘隊、木笛隊、聲樂

班、長笛班、色士風班、銅管樂班、敲擊樂班）管樂團、戲

劇學會、電影欣賞學會 

四、興趣性活動： 創藝學會、觀鳥組、國畫班、承文學社、攝影學會、模型學

會、遙控車學會、機械人學會 

五、其他學生活動： 學生長、中文辯論隊、學生輔導員、學生團契、三一大使、

圖書館學生助理員、街跑少年、競技啦啦隊 

男子籃球隊 女子手球隊 

 紅十字青年團隊  管樂團 

 

承文學會 

 

學生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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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境外學習交流活動                                                         

    學校聯課活動包括遊學團及不同學科部門合辦的國內外交流活動，包括學術考察、

服務學習、英語學習、領袖生交流等，安排不同級別同學經歷境外學習生活，反思生活

態度及提升全方位學習能力，並透過體驗學習拓闊學生視野及生活經驗。 

 

 
中國歷史科《香港中學生四川體育、生態學習團》 

 
地理及旅遊與款待科《台灣探索可持續之旅》 

 
中二級「舊城新塑 LEGO 創變社區」 

青少年內地體驗學習 

 
中五級《廣州華南師範大學》交流體驗之旅 

 

 
輔導組《柬埔寨生命體驗團 2019》 

 
服務學習小組與香港理工大學合作 

《成都義工服務體驗之旅》（服務生領袖訓練） 

 
英文科《2019 愛爾蘭暑期英語遊學團》 

 
 
 

千里之行，

始於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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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就的表現                                                                     

公開試表現及畢業生升學情況 

 本校同學在公開考試成績優良，多個科目取得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歷來最佳的成績。 

 不少科目的及格或優良達標率高於全港平均，並持續進步中。本年度學生取得的

優良率比去年增幅高達一倍。其中 5 科 2 級或以上的達標率為 100%，遠高於全

港平均。 

 今年有畢業生進入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公開大學、

台灣及國內著名大學就讀，當中包括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系、香港理工大學護

理系、中國四川大學牙醫系、重慶大學傳理系等。 

 本校 98%畢業生繼續升學，包括大專課程，例如高級文憑課程及副學士課程，重

讀生或報讀職業訓練課程。 

 

本校老師和學生在學業以外的表現 

    有賴老師及同學的努力，今年學生在學術及體育的比賽都表現突出，也有不少新的

獎項，例如科研和各類球類比賽，表現同學的才華、毅力及不放棄的精神。 

國際獎項 

1.  學術成就 

 1.1 2019 極光盃科研創新比賽【金獎】 

    生物科於本年 4 月派出 8 名中

四同學，以 4 人一隊的形式，分別

名為「Explorer II」及「Sea Dweller」，

參加由香港極地研究中心舉辦的

「2019 極光盃科研創新比賽」，其中

前者勇奪金獎。比賽由前香港公開

大學科技學院院長何建宗教授主

持，其中近三十支參賽隊伍須要設計一項關於極地，並能對全人類作出貢獻

的科研計劃。本校兩支參賽隊伍在完成長時間的文獻回顧之後，各撰寫了一

份 2000 字的研究計劃書，呈交予由近十位大學教授及講師組成的評審委員

會審閱經過兩輪比賽之後，本校兩支隊伍均取得佳績。其中隊伍「Explorer 

II」隊員包括 4A 李穎怡、黃鈺珊、陳俊熹及黃嘉華，以研究題目「The Impact 

of Light Intensity on the Lipid Content in Arctic Chlorella」獲得金獎，成為唯一

獲得最高殊榮的隊伍，並得到研究獎金 10,000 元港幣；而該隊伍更有機會親

身前往北極進行考察。另一隊伍「Sea Dweller」，隊員包括 4A 劉瑋晴、葉菁、

黃鍵鏗及翁霆晉，以研究題目「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Lipid Content of 

Subitaneous Eggs and Diapause Eggs of Tempora Longicornis」獲得優異獎。 

   

 1.2 澳洲國家化學測試【榮譽獎及優異獎】 

    澳洲國家化學測試（Australian National Chemistry Quiz, ANCQ）是由澳

洲皇家化學學院（Royal Australian Chemical Institute）舉辦，每年有超過十二

萬名來自十五個國家和地區的參賽者在居住地參加比賽。本校 6A 陳家維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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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丁錦灃喜獲優異獎，為考獲香港最佳成績的 10%，而 5A 陳昭棟及 6B 蘇

殷楠獲頒榮譽獎。  

   

 1.3 深港澳中學生（香港區）讀書隨筆寫作比賽榮獲【高中組優秀獎】 

    5A 魏曉琳在本年初參加「第十九屆深圳讀書月—深港澳中學生讀書交

流活動之香港區讀書隨筆寫作比賽」，榮獲高中組優秀獎。 

  

2.  體育 

 2.1 女子手球隊 

  代表香港參加多項國際賽 

      本校多位女子手球員憑著出色的表現，入選香港女子手球代表隊，參加

多項國際賽。4B 李施穎、5B 梁藝、梁莉入選 U17 手球代表隊、6C 吳嘉妮

入選 U19 手球代表隊，隨隊前往台灣參加「捷克手球分齡賽 2018」。5B 梁

藝更於 6 月獲選參加第二屆全國青年運動會。 

   

 2.2 男子排球 

  代表香港出賽，榮獲「2018 粵港澳大灣區 U19 男子排球錦標賽」【冠軍】 

      6C 鍾竣熙入選 U19 香港男子排球代表隊正選，在「2018 粵海澳大灣區

U19 男子排球錦標賽」中，衝破重重難關，以 3:1 擊敗深圳隊，成功奪得 U19

粵港澳大灣區男子排球錦標賽冠軍，為港增光。 

   

全港性獎項 

1.  學術成就 

 1.1 寫作獎項 

  第九屆大學文學獎【少年作家獎】 

      6B 黃開怡參加由浸會大學文學院主辦，第九屆大學文學獎「少年作家獎」

比賽，以一篇《喜喪》在比賽中脫穎而出，榮獲「少年作家獎」。 

   

  「4‧23 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最高榮譽—優勝獎】 

      香港公共圖書館每年都會舉辦「4‧23 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目的是推廣

閱讀文化，並且獎勵具備良好閱讀興趣及創作能力的同學，是一份最具代表性

的學界閱讀成績表。3A 秦可心及陶樂彤於「初中中文組」獲頒「最高榮譽優
勝獎」。今年已是本校第十三年贏得這個獎項。 

   

  「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計劃『兩代情』徵文比賽」【優異獎】 

      4B 黎恩彤在香港青年旅舍協會主辦「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美荷樓香

港精神學習計劃『兩代情』徵文比賽」中，以《我日漸成長，你已步履蹣跚》

一文，獲得優異獎。 

   

  公益少年團最佳反思報告比賽【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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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 徐家慧參與教育局九龍城區「慧食工作坊」，獲得最佳活動反思報告季

軍。 

   

 1.2 朗誦 

  第 70 屆香港校際朗誦節【季軍】 

    4A 伍芷瑩及 4B 黎恩彤在本屆香港校際朗誦節二人朗誦奪得季軍。1A 

Bhalla Joshua Rishabh Malik 於英文獨誦中榮獲季軍。 

   

 1.3 辯論演講 

  「鳴辯盃」【亞軍】 

    辯論隊參加了第十二屆「鳴辯盃」中文辯論比賽，經過多個回合賽事，在

2018 年 9 月 23 日與聖馬可中學爭奪冠軍，辯題為「新加坡房屋政策模式能有

效解決香港房屋問題」，經過一番激辯後，我校取得亞軍。 

   

  「學思盃 2019」【冠軍】 

    辯論隊參加了「學思盃 2019」中文辯

論比賽，是次比賽共有全港 36 間中學參

與，當中學界強手林立，如拔萃女書院、

皇仁書院、英皇書院、聖保羅書院及聖馬

可中學等。經過多輪淘汰賽，於 6 月 30

日進行決賽，辯題為「兩韓統一對雙方最

為有利」，我校取得冠軍。同學於比賽中

表現出色，值得鼓勵。 

   

 1.4 數學 

  「希望盃」國際數學競賽【優異獎】 

    本校初中同學參加「希望盃」國際數學競賽，其中 2B 張瑩於初賽中奪得銅

獎，晉身決賽，並於決賽中榮獲優異獎。 

   

  第 21 屆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三等獎獎狀】 

    3B 龐俊軒參加由保良局及香港數理教育學會合辦的「第 21 屆香港青少年

數學精英選拔賽」，表現優異，獲大會頒發三等獎獎狀。 

   

 1.5 通識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的想像力大師班」理論短片比賽【冠軍】 

    本校通識科推薦了 6 位同學參加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的想像力大師班」

課程，讓同學透過分組工作坊學習，在中大社會學系教授及講師傳授社會學知

識。6A 魏嘉俊在隨後的理論短片比賽中榮獲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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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學科技獎項 

 2.1 科學 

  2018 科學評核測驗【鑽石獎及三金四銀六銅】 

    由香港數理教育學會主辦的「2018 科學評核測驗」為考核參賽同學的科學

能力及技巧，我校於評測中獲得佳績，榮獲鑽石獎及三金四銀六銅的成績。2A

黃澧剛榮獲鑽石獎，而 2B 龐俊軒、3A 梁文傑、3B 張乃丹及翁霆晉榮獲金獎，

另有 4 位同學獲得銀獎及 6 位同學獲得銅獎。 

   

  理工大學「高中數理比賽」【優異獎】 

    8 位中六同學今年參與由理工大學應用科學及紡織學院主辦的「高中數理

比賽」，獲多個優異獎。該比賽旨在提高中學生對數學、生物、化學及物理等學

科的興趣，最後他們在化學科獲得 3 項優異獎及在生物組獲得 5 項優良獎。 

   

 2.2 化學 

  「化學家在線」【十六鑽石獎及兩白金獎】 

    本校高中化學科同學參加由教育局科學教育組舉辦的「化學家在線」自學

獎勵計劃成績彪炳，共有 18 名同學獲得獎項，成績比去年優異。當中獲得難度

最高的鑽石獎同學有 16 位、白金獎的同學有 2 位。 

   

3. 優秀學生獎及獎學金 

 3.1 「九龍城區傑出學生選舉」傑出學生獎 

      由九龍城區校長聯會及九龍城民政事務處合辦的「九龍城區傑出學生選舉」

中，3A 秦可心及 5A 蘇偉怡榮獲優異獎。秦同學活潑好動，是校內手球隊要員，

成績名列前茅，各方面皆均衡發展。蘇同學品行優良，熱心助人，是校內領袖

生。 

   

 3.2 「2018 第四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舉行「2018 第四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對有顯著進步

的學生進行肯定嘉獎，鼓勵學生發揮潛能，貢獻社會。本校三位同學，4C 陳琬

羲、5B 曾毅然及 5C 黃芷茵，經評審後獲獎。 

   

 3.3 羅氏慈善基金—「應用學習獎學金（2017/18 學年）」 

    6A 葉梓蔚、6B 李樂麒在應用學習課程中學習態度正面和表現優秀，獲教

育局頒發「特別嘉許」獎狀及羅氏慈善基金頒發獎學金。 

   

 3.4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6A 羅可泰和 6B 黃開怡透過學校推薦，在本年獲頒「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

中學生獎」。獲獎資格必須要成績良好、品行優良並在課外活動及社會服務上表

現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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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黃廷方獎學金」 

    4A 何紫銘榮獲「黃廷方獎學金」。獲獎資格必須是學習勤奮，成績優異，

遵紀守法、誠實守信、品格端正，積極參與學校活動及熱心公益的學生。 

   

 3.6 「明日之星 — 上游獎學金」 

    6A 陳嘉維及羅可泰榮獲「明日之星 — 上游獎學金」。該獎學金獎勵在學

習或個人成長方面有顯著進步，及在面對逆境時具奮鬥精神及保持正面的價值

觀和生活態度的學生。 

  

4. 體育 

 4.1 女子手球隊 

  中學校際手球賽【女子組團體總亞軍】 

    本校女子手球隊在中學校際手球比賽（甲乙組）中，獲得連場勝利，進入

決賽，於決賽中僅以數分之微負於協恩中學，獲得亞軍。同時丙組亦獲得殿軍。

最後，本校女子手球隊榮獲女子組團體總亞軍。 

   

  第三十二屆兒童五人手球賽（中學組）【亞軍】 

    本校女子手球隊參加由中國香港手球總會主辦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資助的

第三十二屆兒童五人手球賽（中學組），榮獲亞軍。 

   

  全港學界精英手球比賽【殿軍】 

    本校女子手球隊（甲乙組）於學界比賽表現出色，獲得「全港學界精英手

球比賽」參賽資格。經過多場比賽，我校與拔萃女書院對賽，最終以 8 比 9 一

分之微獲得殿軍。 

   

  第 62 屆體育節手球賽【亞軍】 

    本校女子手球隊於 5 月份參加第 62 屆體育節手球賽，榮獲亞軍。 

   

 4.2 田徑隊及越野隊 

  學界田徑比賽【一冠四亞一季一殿】 

    本校田徑隊於早前參加學界田徑賽，共獲得一冠四亞一季一殿的成績，包

括男子乙組 100 米跨欄勇奪冠軍；男子甲組 400 米、800 米、女子甲組標槍及

男子 4x400 米接力均獲得亞軍；女子甲組鉛球獲得季軍；男子甲組標槍獲得殿

軍。整體於男子甲組團體獲得殿軍。 

   

  學界越野賽【男子甲組殿軍】 

    6B 季晉馳參加 2018 學界越野賽奪男子甲組殿軍。 

   

 4.3 男子籃球隊 

  「沙田區區際籃球比賽」【亞軍】 

    本校籃球隊奪得「沙田區區際籃球比賽」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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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沙灘排球 

  學界沙灘排球賽【男子組季軍】 

    6A 馮智浩及 6C 鍾峻熙代表本校參加 2018 學界男子沙灘排球，首次參賽，

奪得季軍。 

   

 4.5 游泳 

  學界游泳比賽【一冠兩亞一季】 

    本校在 2018 學界游泳比賽男子組榮獲多項獎項，包括 2A 梁溢臻於男子丙

組奪得 200 米個人四式冠軍及 50 米自由式亞軍。4D 蔡顯宗在男子甲組奪得 200

米個人四式亞軍及 50 米自由式季軍。 

   

 4.6 男子足球隊 

  「2018-2019 年度賽馬會五人足球盃（學校組）」九龍東分站【男子組冠軍】 

    本校足球隊於由香港足球總會主辦的「2018-2019 年度賽馬會五人足球盃

（學校組）」九龍東分站勇奪中學 15 歲以下男子組冠軍。 

   

 4.7 街跑少年隊 

  「2018 南區沙灘競跑」【亞軍】 

    3B 杜進匯參加「2018 南區沙灘競跑」，榮獲亞軍。 

   

5. 藝術 

 5.1 繪畫 

  「藝術眾樂樂」全港繪畫比賽【初中組別冠軍】 

    1A 周澤堯參與「藝術眾樂樂」全港繪畫比賽 2018，在 1130 件作品中脫穎

而出，奪得初中組別冠軍。 

   

 5.2 插畫設計 

  「健康工作間職安健插畫設計比賽 2018-19」【優異獎】 

    職安局屬下之物管、環境衛生及回收業、資訊及通訊業及醫護服務安全及

健康委員會合辦的「健康工作間職安健插畫設計比賽 2018-19」，5C 歐陽巧恩獲

得優異獎。 

   

 5.3 國畫組 

  「青年藝術節 2018」國畫比賽（中學高級組）【優異獎】 

    6B 陳藝峰參與「青年藝術節 2018」國畫比賽，與 260 名參賽者即席揮毫，

陳同學作品甚獲好評，奪得中學高級組優異獎。 

 5.4 合唱團 

  第六屆香港國際音樂節-藝韻盃【聲樂小組冠軍】 

    紮根香港的「香港國際音樂節」是一個融合古典、流行、現代、中西及各

類型音樂文化活動的大型音樂盛事。今年本校管樂團及合唱團參與「藝韻盃」，

以曲目 《You Raise Me Up》榮獲聲樂小組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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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中學合唱挑戰組）」【銀獎】 

    本校合唱團參加「香港聯校音樂大賽（中學合唱挑戰組）」奪得銀獎。 

   

6. 服務 

 6.1 香港紅十字會 

  2018 香港紅十字會西九龍總部【傑出青年

團會員】 

    6B 黃開怡當選香港紅十字會西九龍

總部「傑出青年團會員」。該計劃為表揚於

紅十字青年團內有超卓表現，並能於學校

活動、學業成績及家庭生活有均衡發展的

青年會員。這是本校首次獲得這項殊榮。     

   

  其他獎項 

    2018 年對聖三一堂中學紅十字會青年團（YU235）是令人振奮的一年。本

校首次獲得多項殊榮，包括「傑出青年團」分區冠軍、「訓練盾」及「義務工作

嘉許金狀」。此外，有 8 名團員獲頒「服務獎章」及「服務隊長嘉許狀」。有 1

位會員獲頒「達 300 小時志願服務獎狀」、2 位會員獲頒「達 200 小時志願服務

獎狀」及 4 位會員獲頒「達 100 小時志願服務獎狀」。 

   

 6.2 公益少年團 

    本校公益少年團因積極參與公益少年團區本及中央活動，表現優秀，獲頒

「2017/18 年度公益少年團優秀及積極團隊獎」及多項團員獎項，包括 5B 曾毅

然榮獲「二等榮譽級獎章」、5C 黃芷茵榮獲「三等榮譽級獎章（藍星榮譽徽章）」、

3B 譚志昌榮獲「高級獎章」及 6A 陳君豪、4A 何紫銘、4C 陳琬羲及 3C 王煜

邦榮獲「中級獎章（橙色徽章）」。 

   

 6.3 女童軍 

    4B 鄧靖童在每年一度的「隊伍優秀女童軍選舉」中，獲得「隊伍優秀女童

軍」。此獎項除著重該學員在女童軍活動的表現外，更重視其個人多元發展，例

如在品行、學業、課外活動及社會服務等多方面的優秀表現。 

  

7. 本校老師獲得嘉許 

 7.1 女童軍隊領袖「義工服務嘉許銀狀」與「最積極參與領袖獎」 

    本校女童軍隊領袖陳淑勤老師獲頒發「義工服務嘉許銀狀」，此嘉許獎狀為

表揚女童軍隊領袖在 2018 年度積極參與義務工作，服務社會達 100 小時，精神

可嘉，予以表揚。香港女童軍總會當日亦頒贈「最積極參與領袖」獎予她。 

   

 7.2 公益少年團導師嘉許狀 

    本校公益少年團導師彭啟泰老師獲公益少年團九龍城區委會頒發良好服務

獎，以獎勵老師多年來積極策劃校本或區本活動，並表現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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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國家化學測試【榮譽獎及優異獎】 化學在線自學計劃【十六鑽石獎兩白金獎】 

科學評核測驗【鑽石獎及三金四銀六銅】 2019 極光盃科研創新比賽【金獎】 

「希望盃」國際數學競賽銅獎及優異獎 第 21 屆數學精英選拔賽三等獎 

校際中文朗誦比賽 校際英文朗誦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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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閱讀日比賽頒獎 English Penmanship Competition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九龍城區傑出學生選舉」傑出學生獎 2018 第四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黃廷芳獎學金 

 
 
 
 
 
 
 
 
 

明日之星 — 上游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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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2 屆香港體育節手球亞軍 全港學界精英手球賽殿軍 

五人手球亞軍 沙田區籃球賽亞軍 

學界泳賽一冠二亞一季 學界沙灘排球賽亞軍 

學界越野賽男子甲組殿軍 學界田徑比賽【一冠四亞一季一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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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隊「嗚辯盃」亞軍 辯論隊「學思盃」冠軍 

 「青年藝術節 2018」國畫比賽獎項 「藝術眾樂樂」全港繪畫比賽初中組冠軍 

傑出紅十字會員頒獎 紅十字青年團志願服務獎狀 

公益少年團三等榮譽獎 公益少年團中級章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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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學習獎學金 聖三一保齡球大賽頒獎 

長者義工服務獎狀 三一大使嘉許狀 

銀狀義務工作嘉許狀 我最欣賞老師選舉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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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周年校慶活動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在 1978 年由教友籌款建立，至今蒙恩已有 40 年。為紀念「三

一 40‧感恩傳情」，我們籌備了下列的校慶活動，師生、家長與舊生一起慶祝上帝的恩

典。 

1. 2018 年 11 月 17 日（六） — 校慶開幕典禮暨開放日 

    當日有眾多嘉賓、校董、校友、學生出席開幕典禮，致辭及剪綵儀式後，特

別安排了以「三一人、三一情、三一事」為題的訪談環節，回味四十年歲月當中

的故事。最後是象徵繼往開來的植樹儀式，為四十周年校慶拉開序幕。該天有超

過 1000 人來校參與開放日的學科展示及攤位遊戲，同學們盡力招待來賓，展示所

學。 

校慶開幕禮 校慶植樹儀式  

校慶開放日 學科攤位遊戲 

2. 2018 年 12 月 8 日（六） — 校慶晚宴 

    當天晚宴筵開 48 席，鄺保羅大主教、聖三一座堂眾聖品、校董、校友、家長、

新舊教職員等超過 500 人出席，場面熱鬧溫馨。 

校慶晚宴場面溫馨 校慶晚宴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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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周年校慶活動                                                             

3. 2019 年 1 月 27 日（日） — 校慶長跑籌款 

    為提倡健康生活，全校師生、校友和家長在風和日麗的星期天早上，聚集於

觀塘啟德郵輪碼頭公園，參加全長四公里的長跑。學校也鼓勵同學自由參與籌款，

共籌得款項$23,965，將用於未來社區服務活動上。 

校慶長跑開步 師生、家長、校友齊齊出一分力 

 
4. 2019 年 4 月 12 日（五） — 校慶社區傳情日 

    學校多年前得以建成，乃因社會各方慷慨解囊、先賢篳路籃縷，為感念這一

份情，回饋社區，特別於當天設午宴款待來自不同社福機構的 100 名受眾，並準

備了多項活動，讓同學服侍社區，並從服務中學習。當天家教會也有參與，以手

作餃子宴請來賓，禮堂內洋溢溫情。 

學生以服務生角色接待受眾 受眾在禮堂享受午膳 

學生們親手做的禮物包和福袋送給幼

稚園小朋友和社區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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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周年校慶活動                                                             

5. 2019 年 5 月 24 日（五） — 校慶感恩崇拜 

    全校師生懷着感恩的心齊集聖三一座堂，在校詩《聖哉三一歌》的悠揚歌聲

中展開了感恩崇拜。我們敦請香港聖公會東九龍教區郭志丕主教主禮、香港聖公

會教省主教長鄺保羅大主教講道及祝福，並獻上代表上帝帶領下工作成果的「周

年報告」、代表未來在主恩引導下發展方向的「校務計劃書」、代表上主恩賜今天

校園生活的「學校概覽」、象徵四十年來老師學生教學成果的「學生成就相片集」，

感恩頌讚上主四十年來的眷顧。 

同心獻上 同頌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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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與跟進                                                                   

    我們根據學校報告內各重點發展項目的推行狀況進行反思，擬訂了學校未來發展計

劃的主要關注事項。 

 

(1)學與教 

學校首年全面在中一推行自主學習，個別班別及課堂反應不錯，但整體教學策略

仍需要時間調整。來年將會推行至中二，校方將作更佳規劃及為個別科組提供更適

切支援。 

本年超過 15 名教師參與公開課，可見專業分享的氛圍漸漸建立，教師自我效能逐

漸提高。 

所有中層科主任均利用每周一次的共備課對去年發表的《中學教育課程指》引作了

深入探討及交流，並檢視現有課程以配合「聚焦、深化、持續」的發展方向。 

 

(2) 學生成長 

學校推行正向教育，各成長組別有不同的配合活動，能整體提升同學的抵抗逆境

能力。本年學校增加表達藝術治療師人手，以幫助學生處理成長及情緒的各項挑戰，

成效不錯。 

 

  (3) 40 周年校慶 

配合學校 40 周年校慶，我們舉行了 6 項慶祝活動。其中較特別是邀請舊學生

及家長參與有益身心的全校長跑及社區全程服務活動，成功提升各持份者的歸屬感。 

 

未來一年挑戰：本年度中一入學及各級申請就讀本校人數大幅上升，學校將要

調撥更多資源進行小班教學，更優化教學質素。 

 
 
經過多次自評會議及討論後， 2019-2020 學年學校關注事項如下： 
關注事項(一)：推動正向學生社群，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及培養學生自學習慣 

關注事項(二)：鞏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提升教師專業領導能力及促進同儕間的交流

文化 

關注事項(三)：建構家長學習社群，增進社區夥伴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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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活動                                                                     

日期 活動名稱 負責部門 對象 人數 

2018/9/7 認識 SAI 繪畫軟件製作及繪畫技巧

加強班 

視覺藝術科 中五 

視藝同學 

7 

2018/9/18 中五級地理組考察一 地理科 中五 14 

2018/9/21 中六級地理組實地考察︰「工業位

置選點(大埔)」 

地理科 中六 11 

2018/10/23  2018 博鰲亞洲論壇青年會議(香港)-

-改革開放的中國與世界 

通識科、德育及公

民教育小組 

中四及中

六 

33 

2018/11/6 「東涌城市發展考察之旅」實地考

察活動 

通識科、旅遊與款

待科 

中四 87 

2018/11/6 「香港賽馬會四川持續發展項目」

香港中學生四川體育、生態學習團 

中國歷史科 中四中五 10 

2019/1/14 備戰文憑試--中國語文科 (卷四) 口

語溝通練習 

中文科 中六 87 

2019/1/14 地理及旅遊與款待科境外考察之

《台灣‧探索‧可持續之旅》 

地理科、旅遊與款

待科 

中五 34 

2019/1/16 中五思維技巧訓練班 通識科 中五 15 

2019/1/23 中三級通識科紅磡社區考察 通識科 中三 84 

2019/1/23 認識 SAI 繪畫軟件製作(進階班)及

繪畫技巧加強班 

視覺藝術科 中五 6 

2019/1/23 為中五同學製作作品集加強班 視覺藝術科 中五 6 

2019/1/23 英語周活動︰Cooking ABC 英文科  36 

2019/1/29 中六級地理科公開考試答題技巧訓

練 

地理科 中六 11 

2019/2/13 「從文本到舞臺」賽馬會前瞻劇場

教育計劃 2019 

英文科 中一 122 

2019/2/14 中四級通識科中西區考察(第 4 組) 通識科 中四 11 

2019/2/21 S6 Speaking Practice 英文科 中六 87 

2019/2/26 中五級中文科拔尖班 中文科 中五 個別       

2019/3/4 中五級地理組考察二 地理科 中五 14 

2019/3/4, 

4/4 

《極光盃》科研創新比賽--研究計劃

撰寫技巧工作坊 

生物科 中四       8       

2019/3/5 中四級通識科中西區考察(第 1 組) 通識科 中四 17 

2019/3/5 「欣賞宗教建築︰體驗學習中華文

化、人民素養與靈性」體驗課 

中史、世史、宗

教、電腦科 

3A 25 

2019/3/6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與青年談預算案 通識科 中五 24 

2019/3/18 海洋公園教育課程--海洋哺乳類動物

訓練及護理 

通識科 4C 18 

2019/3/26 「龍城文化之旅」實地考察活動 通識科 中五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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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8 Chatteris School Programme: Summer 

English Week 2019 

英文科 中四及中

五 

169 

2019/4/9 中一級中國語文科--何文田公園寫作

考察 

中文科 中一級 120 

2019/4/9, 

4/16 

中四級地理組實地考察︰「有機農

場體驗考察(新界元朗逢吉鄉)」 

地理科 中四 13 

2019/4/16 中五級內地大學交流體驗之旅 班級經營組 中五 83 

2019/4/16 中五級地理組考察三 地理科 中五 14 

2019/4/17 2019 愛蘭暑期英語遊學團 英文科 中一至中

五 

10 

2019/5/2 Enjoy the English Brunch 英文科 2A 英語

精英班 

26 

2019/5/8 中史科考察中山文物徑、參觀中環

「大館」 

中史科 中四 13 

2019/5/9 中四級通識教育科--獨立專題探究專

題工作坊 

通識科 中四 86 

2019/5/10 中五級生物科濕地公園紅樹林考察 生物科 中五 17 

2019/6/20 中三升中四級通識科創意思維及寫

作訓練班 

通識科 中三 25 

2019/6/24 Sponsored Chatteris English Reach 

Out Camp 2019 

英文科 中四中五 15 

      

升學及就業活動                                                               

日期 活動名稱 負責部門 對象 人數 

2018/9/19 2018 台灣高等教育展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中六 90 

2018/10/15 扶貧委員會「友。導向」-友師義工

隊 

企會財科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中四 9 

2018/10/31 Project WeCan 學校起動- 企業參觀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中四及

中五 

103 

2018/11/6 

2019/3/18 

馬莎零售業務工作體驗坊–學生工

作體驗計劃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中四 

中五 

5 

2018/11/6 南北行參茸葯材有限公司大型展銷

活動 (工展會) - 學生大使體驗計劃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中四 10 

2018/11/21 2018 內地高等教育展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中六 20 

2019/1/14 Project WeCan-「職」出前路我做得

到！「學校起動」計劃 生涯規劃日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中四 85 

2019/2/14 趁墟做老闆――營商計劃書匯報 企會財科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中四 5 

2019/2/28 2018-2019 年度中四級應用學習課程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中四 86 

2019/3/13 學校起動計劃︰趁墟做老闆展銷會 企會財科 中四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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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中五 

2019/3/18 商校合作計劃--學生工作體驗計劃

(中醫)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中五 個別 

2019/4/4 商校合作計劃-學生工作體驗計劃︰

QF 帶你進入汽車業-汽車透視鏡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中五 個別 

2019/5/24 學校起動計劃︰參觀香港禮賓府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個別 

2019/5/29 「友‧導向」師友計劃-「職場體驗」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中四 個別 

     

藝術活動                                                                     

日期 活動名稱 負責部門 對象 人數 

2018/9/3 中國書籍的起源及其裝幀形制的演

變 

承文學會及圖書館 全校 個別 

2018/9/3 明天你是否依然愛我 承文學會 中一 120 

2018/9/7 茶藝技巧學習班 承文學會 成員 20 

2018/10/9 音樂劇作夢想期限--tick,tick BOOM! 音樂科 3A, 3D 38 

2018/10/9 音樂劇作夢想期限--tick,tick BOOM! 音樂科 3B, 3C 46 

2018/11/6 Medialoque 導賞/藝術放映 視覺藝術科 高中視藝

同學 

24 

2018/11/14 《西遊記》中樂音樂會 音樂科 2A, 2C 56 

2018/11/14 《風之魔法師》管樂音樂會 音樂科 1A, 1C 59 

2018/11/15 粵劇魅力初體驗︰油麻地戲院粵劇

欣賞工作坊 

音樂科 中五級 83 

2018/11/16 俠影柔情︰李志清武俠水墨畫展 承文學會、國畫班

創藝學會 

成員 20 

2018/11/29 九龍城區青少年音樂演奏會 聯課活動組 合唱團 42 

2019/3/13 中國文學與文化講座系列︰詩詞欣

賞及創作 

承文學會 成員 個別 

     

服務學習活動                                                                     

日期 活動名稱 負責部門 對象 人數 

2018/8/28 「三一大使」培訓計劃 公關及傳訊組 全校 64 

2018/1016 扶康會-賣旗日 服務學習小組 全校 個別 

2018/10/4 中三級社區服務計劃 服務學習小組 中三級 84 

2018/10/24 中二級「舊城新塑 LEGO 創變社

區」青少年內地體驗學習 

遊學團小組、服務

學習小組 

2A 35 

2018/10/24 中二級外出義工服務――龍鼓灘海

岸清潔(2B、2D) 

服務學習小組 2B、2D 57 

2018/10/24 中二級外出義工服務――龍鼓灘海

岸清潔(2A、2C) 

服務學習小組 2A、2C 54 

2018/11/1 「聖基道 愛心」朱古力義賣 女童軍、CYC 女童軍、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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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C 

2018/11/1 2018-2019 年度服務計劃長者探訪 -

「備」之則吉 

紅十字青年團 

服務學習小組 

團員 18 

2018/11/6 中一級幼兒義工服務 服務學習小組 中一級 120 

2018/11/12 V Teen 義工小組--探訪長者中心 學校社工、V Teen

義工小組 

成員 25 

2018/11/21 中四級外出義工服務 服務學習小組 中四級 86 

2019/1/14 V Teen 義工小組--「歷耆者」體驗

活動 

學校社工、V Teen

義工小組 

成員 20 

2019/1/29 聖公會奉基小學田徑運動會義工服

務 

小學宣傳及社區活

動小組 

義工 19 

2019/2/11 V TEEN 義工小組--「粒粒皆辛館」

體驗活動 

學校社工、V Teen

義工小組 

成員 20 

2019/2/18 伸手助人協會曲奇義賣 女童軍、公益少年

團 

團友 40 

2019/2/19 裕華國貨《中國傳統手藝--花紐班》 輔導組、服務學習小

組 

女生小

組成員 

12 

2019/2/28 中五級外出義工服務-扶康會成人訓

練中心探訪(5A)  

服務學習小組 5A 26 

2019/2/28 中五級外出義工服務-扶康會成人訓

練中心探訪(5B) 

服務學習小組 5B 27 

2019/2/28 中五級外出義工服務-扶康會成人訓

練中心探訪(5C) 

服務學習小組 5C 19 

2019/2/28 中五級外出義工服務-扶康會成人訓

練中心探訪(5D) 

服務學習小組 5D 11 

2019/3/13 中四級外出義工服務 服務學習小組 中四級 86 

2019/3/15 成都義工服務體驗之旅學生訓練 服務學習小組 中四及

中五 

10 

2019/3/15 V Teen 義工小組--探訪安老院活動 學校社工、V Teen

義工小組 

成員 20 

2019/4/4 V Teen 義工小組--街巿食物回收體

驗活動 

學校社工、V Teen

義工小組 

成員 15 

2019/4/8 二零一九響應世界閱讀日「悅愛閱

讀、愈讀愈愛」義工服務 

圖書館及閱讀學習

委員會 

中一至

中五 

30 

2019/4/12 V Teen 義工小組--「愛滿全城」長

者盆菜宴 

學校社工、V Teen

義工小組 

成員 20 

2019/4/29 柬埔寨生命體驗團 2019 遊學團小組、輔導

組 

中五輔

導員 

16 

2019/5/8 香港紅十字會慈善賣旗日 紅十字青年團 成員 個別 

2019/6/26 通識大作戰小學活動義工服務 通識科 中二中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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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四 

2019/7/10 耆望種子︰手機 E 師計劃 學校社工 義工 10 

2019/6/28 至

7/7  

成都義工服務體驗之旅 

（十天九夜） 

服務學習小組與香

港理工大學 

中三至 

中五 

10 

     

學生成長教育活動：                                                                 

日期 活動名稱 負責部門 對象  人數 

2018/9/18 鬆一 ZONE 會員迎新日 輔導組 全校女

生 

40 

2018/9 至

2019/7 

早會分享環保資訊 

加強各班會「環保先鋒」角色 

環保教育小組 全校學

生 

各級 

2018/9/26 

2019/5/3 

早會短講之國旗下的講話 

早會短講之五四--青年節短講 

德育及公民教育小

組 

全校學

生 

各級 

2018/10/24 「中一中二級關懷網計劃」訓練營 訓導組、輔導組 學生長、

學 生 輔

導員 

32 

2018/10 至

2019/5 

三一農友計劃 環保教育小組 

 

中五地

理組及

綠色大

使 

個別 

2018/11/2 電影欣賞《非同凡響》及家長日服

務 

輔導組--鬆一 ZONE 會員 個別 

2018/11/22 我最欣賞老師選舉及 12 月頒獎 

 

德育及公民教育小

組 

全校學

生 

各級 

2018/12 綠色聖誕在三一 環保教育小組 全校 各級 

2018/12 至

2019/5 

中一至中三級性教育課 性教育小組 中一至

中三 

各班 

2019/1/15,  

22/21 

逆「風」同行大使計劃--逆「風」誓

師日營  

輔導組 計劃成

員 

20 

2019/1/22 「齊享資訊」短劇 性教育小組 初中 各級 

2019/2/14 中二級「從心出發」正向生命教育

課程日營 

班級經營組 中二 111 

2019/2/14 中二級「從心出發」親子晚會 班級經營組 中二 112 

2019/2/14 P.I.L.O.T.計劃――挪亞方舟宿營 輔導組 Pilot 成

員 

50 

2019/2/21 至

3/6 

清潔課室比賽 德育及公民教育小

組 

全校學

生 

各級 

2019/2/27 「齊享資訊」短劇 性教育小組 高中 各級 

2019/2/27 至

3/8 

感恩周（包括家長也敬師、製作心

意木板、記下我心情、樂韻傳情、

德育及公民教育小

組 

全校學

生 

各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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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日親子微笑合照） 

2019/2/27 親子技巧深造課程 班級經營組 中二 111 

2019/3/13 TopTeen 傑出少年領袖訓練營 輔導組 中三 個別 

2019/3/13 TopTeen 傑出少年領袖訓練營(組長) 輔導組 中五 個別 

2019/3/13 Xforce 生命體驗計劃之「3330 得生

命音樂見證奮興會」 

學生發展項目策劃

小組 

體驗計

劃成員 

個別 

2019/3/18 Xforce 生命體驗計劃之「一級山藝

證書課程」 

學生發展項目策劃

小組 

中三 個別 

2019/3/28 賽馬會掌創你程計劃〈職興探索及

體驗〉工作坊一 

成長學習支援組 4D 14 

2019/3/30 地球一小時 環保教育小組 全校 各級 

2019/4/10 男生小組(成長伴我行) 成長學習支援組 成員 12 

2019/4/12 社區傳情日開放農圃及分享收成 環保教育小組 三一農友、社區

受眾 

2019/5/2 賽馬會掌創你程計劃〈職興探索及

體驗〉工作坊二 

成長學習支援組 4C, 4D 33 

2019/5/10 Xforce 生命體驗計劃之「運動攀登

體驗」 

學生發展項目策劃

小組 

中三 15 

2019/5/14 防火先鋒訓練計劃 宗教及生命教育組 中二 20 

2019/5/15 賽馬會掌創你程計劃〈職興探索及

體驗〉工作坊三 

成長學習支援組 4C 

4D 

18 

14 

2019/5/29 Xforce 生命體驗計劃之「一級運動

攀登證書課程」 

學生發展項目策劃

小組 

中三 15 

2019/6/17 中一級 Project FLY 漁民生活體驗日 班級經營組 中一 120 

2019/6/13 逆「風」同行挑戰計劃--逆「風」成

長宿營 

輔導組 計劃成

員 

20 

2019/6/17 中二級 Project FLY 迪士尼生態學習

計劃日 

班級經營組 中二 111 

     

體育活動                                                                     

日期 活動名稱 負責部門 對象 人數 

2018/9/19 學界埠際越野跑比賽 2018-19--遴選賽 聯課活動組 田徑隊 4 

2018/9/24, 

11/14 

2018-2019 中學校際羽毛球賽-甲組 聯課活動組 羽毛球隊 5 

2018/9/24 甲組學界足球比賽 聯課活動組 足球隊 13 

2018/9/29 中學校際游泳賽 聯課活動組 游泳隊 5 

2018/9/29, 

11/10,11/21 

校際沙灘排球賽 體育科 中六 個別 

2018/9/29 中學校際籃球賽 聯課活動組 籃球隊 10 

2018/9/29 中學校際手球賽 聯課活動組 女子手球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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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2 隊 

2018/10/9 油尖旺區籃球賽 聯課活動組 籃球隊 12 

2018/10/9 觀塘區籃球賽 聯課活動組 籃球隊 12 

2018/10/15 

11/30 

乙組學界足球比賽 聯課活動組 足球隊 15 

2018/10/16 學界越野賽 2018 聯課活動組 田徑隊 18 

2019/1/2 2018-2019 中學校際羽毛球賽(丙組) 聯課活動組 羽毛球隊 5 

2019/1/3 香港手球聯賽 聯課活動組 女子手球

隊 

14 

2019/1/14 中學校際籃球賽(乙組) 聯課活動組 籃球隊 12 

2019/1/14, 

3/13,3/28,4/3

4/16,5/2 

中學校際手球賽(丙組) 聯課活動組 女子手球

隊 

16 

2019/1/14, 

2/19 

2018-2019 年度全港學界精英手球賽 聯課活動組 女子手球

隊 

16 

2019/1/14 第三十二屆兒童五人手球賽 聯課活動組 女子手球

隊 

6 

2019/1/14, 

3/27 

中學校際籃球賽(丙組) 聯課活動組 籃球隊 15 

2019/1/21, 

2/19,3/18 

丙組學界足球比賽 聯課活動組 足球隊 18 

2019/1/29 學界田徑賽 聯課活動組 田徑隊 30 

2019/2/19 外展教練計劃――中學籃球挑戰賽 聯課活動組 籃球隊 12 

2019/3/6, 

3/20 

2019 全港學界保齡球公開賽 聯課活動組 保齡球隊 8 

2019/3/6 健身小組練習 2018-2019 聯課活動組 健身小組 10 

2019/3/18, 

6/11 

學界 5 人足球比賽 

 

聯課活動組 足球隊 15 

2019/4/10 港島及九龍地域中學校際比賽--中銀

香港保齡球盃 

聯課活動組 保齡球隊 8 

2019/5/15 第 62 屆體育節--手球賽 聯課活動組 女子手球

隊 

16 

2019/6/11 喇沙盃足球比賽 聯課活動組 足球隊 12 

2019/6/19 全港學界籃球馬拉松 聯課活動組 籃球隊 12 

     

宗教及生命教育活動                                                                     

日期 活動名稱 負責部門 對象 人數 

2018/11/30 街跑少年服務「新創建勇跑地貌王

2018」 

宗教及生命教育組 街跑少年 6 

2018/12/6 2018 南區沙灘競跑比賽 宗教及生命教育組 街跑少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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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8 教育主日崇拜 宗教及生命教育組 團契職員 個別 

2019/3/22-23 福音周活動及學生團契宿營 宗教及生命教育組 團契職員 全校 

2019/4/10 第二屆裕華康樂棋爭霸戰之「風雲再

起」團體賽 

宗教及生命教育組 康樂棋隊

員 

5 

     

比賽活動                                                                         

日期 活動名稱 負責部門 對象 人數 

2018/9/11 WRO2018 世界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

香港區選拔賽 

電腦科、機械人組 組員 5 

2018/9/11 《Stop the Bleed! Save a Life》出血

創傷處理工作坊 

紅十字會 會員及各

球隊隊員 

60 

2018/9/19 創科博覽 2018 電腦科 ICT 組 36 

2018/10/10 STEM 科技體育小鐵人賽 電腦科 組員 20 

2018/10/15 Project We Can 籃球友誼賽 宗教及生命教育組 籃球隊 20 

2018/10/31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校際中文

朗誦比賽 

中文科 參加者 17 

2018/11/7 第 2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校際英文

朗誦比賽 

英文科 參加者 24 

2019/2/28, 

7/3 

學界遙控模型車賽 遙控車學會 會員 11 

2019/3/18 TWGHs-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2018-Good People, Good Deeds 

英文科 4A 1 

2019/4/29 2019 藝韻盃比賽 合唱團、管樂團 團員 60 

2019/5/29 聖公會奉基小學 4 x 100 米友校接力

賽 

田徑隊 隊員 8 

2019/6/14 WRO 2019 香港機械人挑戰賽 電腦科、機械人學

會 

中一至中

三 

6 

2019/6/21 智能機械由我創 2019 電腦科 中三 3 

     

參觀活動                                                                     

日期 活動名稱 負責部門 對象 人數 

2018/9/11 參觀九龍公共圖書館及借閱圖書活

動 

英文科 2A 

精英班 

24 

2018/9/11 參觀九龍公共圖書館及借閱圖書活

動 

英文科 1A 

精英班 

24 

2018/10/24 到訪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

何鴻燊社區書院 

旅款科 中六 18 

2018/10/26 商校合作計劃 2018/19 – 企業參觀

活動 (國泰城) 

旅款科 中五 20 

2019/7/9 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 歷史科 中五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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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6/27 參觀「表面以外」理大設計年展 2019 視藝科、女童軍、

創藝學會 

成員 15 

2018/9/19 創科博覽 2018 電腦科 ICT 組 36 

2019/1/24 參觀高中學生視覺藝術作品集 視藝科、創藝學

會 

成員 20 

2019/3/13 參觀稻鄉飲食文化博物館 旅款科 中五 20 

2019/3/13 參觀機場保安公司 旅款科 中四 18 

2019/3/21 參觀香港公開大學文化創意藝術工

作室 

視藝科 成員 22 

2019/4/30 參觀美荷樓生活館活動 英文科 1AB 英語

精英班 

48 

     

其他活動                                                                     

日期 活動名稱 負責部門 對象 人數 

2018/9/18 公益少年團九龍城區 2018 年周年頒

獎禮暨周年會員大會 

公益少年團 團員 5 

2018/10/18 街跑少年 BPS Global x Youth.ROC 

Contributor 義工服務跑 

宗教及生命教育

組 

街跑少年 10 

2018/10/19 聖三一「街跑少年」跑步訓練 宗教及生命教育

組 

街跑少年 20 

2018/11/8 「未來世界與中國科技發展」專題講

座 

學務組 5A 26 

2018/11/9 學界觀鳥比賽訓練-天水圍濕地公園

及尖鼻咀 

聯課活動組 觀鳥組 個別 

2018/12/10 POLYU STEM DAY 2018 學務組 中六 12 

2019/1/15 三一音樂營 合唱團、管樂團 團員 59 

2019/2/26 公益少年團--《飄零燕》電影欣賞 公益少年團 團員 20 

2019/3/13 慧食工作坊 公益少年團 團員 5 

2019/3/25 FilmLab Workshop 戲劇學會 會員 7 

2019/4/17 Project WeCan-綠色大使有機農耕體

驗 

環保教育小組、

綠色大使 

成員 個別 

2019/6/3 音樂學會暨國畫班海洋生態觀賞 合唱團、管樂團、

手鐘隊、木笛隊、

國畫班 

成員 100 

2019/6/4 九龍城區慶祝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

七十周年「創科夢啟航」機械人巡

禮 

電腦科 中一至中

三 

4  

2019/6/20 筆影翩翩――蝴蝶谷文學營 承文學會 會員 2 

2019/6/20 國際茶展 承文學會 會員 20 

2019/7/3 「龍城迎回歸廿二周年嘉年華」表演 競技啦啦隊 隊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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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活動                                                                     

日期 活動名稱 負責部門 對象/人數 

2018/9/11 敬師日家長早會分享 德育及公民教育小組、

家教會 

師生 

2018/9/21 家長學堂 – 冰皮月餅 家教會 家長、師生 

2018/10/12 中一家長聚餐 家教會 家長、師生 

2018/11/10 第十三屆家教會執委會及家長校董

選舉  

家教會 家長、老師 

2018/11/17 四十周年校慶開幕典禮暨開放日 –

擺設攤位「羽你同行」  

四十周年校慶籌委會、

家教會 

家長、師生、

社會人士 

2018/12/8 四十周年校慶聚餐 

（邀請家長出席校慶晚宴） 

四十周年校慶聚餐籌

委會、家教會 

家長、師生 

2019/1/22 印製及派發家教會利是封 家教會 家長、老師 

2019/1/27 四十周年校慶馬拉松籌款 

（邀請家長參與校慶長跑） 

四十周年校慶馬拉松

籌委會、家教會 

家長、師生 

2019/2/15 家長學堂 – 包水餃 / 賀年食品   家教會 家長、師生 

2019/2/27 感恩周早會 德育及公民教育小組、

家教會 

家長、師生 

2019/3/2 親子本地一日遊 家教會 家長、師生 

2019/3/8 家校交流會 家教會 家長 

2019/3/20 通識教育科中三級紅磡社區考察專

題滙報展示會（邀請家長擔任評判） 

通識教育科、家教會 師生 

2019/4/12 四十周年校慶社區傳情日 

（邀請家長包餃子送給受眾午膳） 

四十周年校慶社區傳

情日籌委會、家教會 

家長、師生、

社會人士 

2019/6/26 家長學堂 – 芋圓、咖哩魚蛋製作 家教會 家長、師生 

2019/5/24 四十周年校慶感恩崇拜 

（邀請家長出席感恩崇拜） 

四十周年校慶感恩崇

拜籌委會、家教會 

家長、師生 

2019/8/24 中一迎新家長會 

（邀請家長出席） 

中一級級任老師、輔導

組、家教會 

家長、師生 

 

家長包餃子 

 

家教會旅行 

 

 



General Domain School Specific Grants Other income Total
$ $ $ $

EOEBG Received 1,819,471.61    5,102,158.00           397,811.19             7,319,440.80  
 Actual expenditure 1,808,073.64-    4,297,746.44-           6,105,820.08-  
Surplus/(Deficit) for the period 11,397.97         804,411.56             1,213,620.72  

Surplus brought forward from previous year 2,147,642.51    -                          2,147,642.51  
EOEBG Surplus retained 2,159,040.48    804,411.56             3,361,263.23  

 

FINANCIAL SUMMARY AS AT 31 AUGUST 2018
THE IMC OF SHENG KUNG HUI HOLY TRINITY CHURCH SECOND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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