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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主要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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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職員隊伍 

1、教師學歷 

資歷 佔全校教師百分比 

已接受師資訓練 83% 

具學士學位 100% 

具碩士學位 44% 

 

2、教學經驗 

教學年資 0-4 年 5-9 年 10 年或以上 

百分比 42% 2% 56% 

 

三、課程結構 

1、語言政策 

語言政策根據學生不同的學習程度加以配合，學校課程設有中、英文班及依學科分中、

英文組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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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022 學年開設科目 

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科目 

中一

至中

三 

中國語文、數學、中國歷史、普通話、 

生活與社會、綜合科學、地理、歷史、 

資訊科技、音樂、視覺藝術、體育 

Subjects taught in English 

English Language, Mathematics, Life and Society, 

Integrated Science, Geography, Histor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usic, Visual Arts 

 

  2021/2022 學年開設科目 

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科目 
中四

至中

六 

中國語文、公民與社會發展(中四)、通識教育(中

五、中六)、中國歷史、音樂、體育 

按班別/組別訂定教學語言 

學生經考核，可以使用英語修讀以下科目 

英國語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歷史、

經濟、地理、旅遊與款待、企業、會計與財務

概論、資訊及通訊科技 

 

2、初中八大學習領域課時分佈 

學習領域 教育局建議的三年內總課時百分比 
 

一般學校 著重科技教育的學校 本校 

中國語文教育 17% - 21% 17% - 21% 19.5 

英國語文教育 17% - 21% 17% - 21% 17.2 

數學教育 12% - 15% 12% - 15% 14.8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15% - 20% 10% - 15% 19.7 

科學教育 10% - 15% 8% - 10% 9.8 

科技教育 8% - 15% 25% - 35% 6.6 

藝術教育 8% - 10% 8% - 10% 7.4 

體育 5% - 8% 5% - 8% 4.9 

 

四、行政工作 

1、教職員疫苗接種安排 

2 月 24 日開始，根據教育局要求落實「安心出行」措施，所有進出校園人士，均須探熱、

掃瞄「安心出行」二維碼，並向當值校工展示針卡紀錄 (本校學生或其他獲豁免人士除

外)。 

 

2、學生接種疫苗及復課安排 

中六級學生接種疫苗首先達致 70%要求，由 9 月 23 日開始恢復全日面授課。10 月 29 日，

全校學生完成接種疫苗比率逾 70%，獲教育局批出 11 月 15 日恢復全校全日授課許可，

除課外活動外，大部份教與學活動逐步恢復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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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育局宣佈提前放暑假及下學期復課安排 

因疫情形勢嚴峻，教育局於 2 月 28 日宣佈全港學校不遲於 3 月 17 日放暑假至復活節假

期後。本校學生 3 月 12 日至 4 月 28 日放暑假，4 月 29 日全校網課，5 月 4 日至 8 月 6

日進行半天面授課，復課前夕安排清潔公司全校消毒。 

 

教職員工和學生復課後，須按教育局要求每天回校前做一次檢測。學校在復課期間，亦

向全體師生分別派發社會友好人士/機構/教育局等捐贈/轉發的防疫物資。 

 

4、2020-2021 年度政府各項津貼計劃的運用 

復課後面臨時間緊湊或疫情持續等因素，學校根據不同專項津貼的要求，安排活動予學

生參加。 

 

本年度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獲教育局一筆過津貼 30 萬元，用作三個年度相關學科發展、推

廣及活動之用。 

 

姊妹學校交流計劃近兩年因疫情幾乎處於停頓狀態，本年度首次以網上交流形式與重慶

鳴鳳山中學進行教師專業交流，效果佳。 

 

5、政府各項抗疫基金津貼申請 

因疫情持續，政府陸續推出各項抗疫津貼供學校或課外活動導師申請。 

 

防疫特別津貼主要用來讓學校添置與防疫有關的物資，或購買與清潔校園有關的服務及

物資，支付與學生接種疫苗安排相關的開支。直資中小學按核准班級數目而定，11班或

以下可獲22,500元；12班至23班可獲30,000元；24班或以上可獲37,500元。 

 

提供一筆過紓困資助予學校餐飲供應點營辦商及飯盒供應商，協助小賣部向政府申請津

貼資助。 

 

為直接資助計劃學校及按位津貼學校提供通風檢測及優化措施的一筆過津貼，上限40

萬，以進行通風檢測及優化措施。學校參加直資學校組織的集體招標，以加快處理安裝

抽氣扇的安排。 

 

6、科學棟篤笑劇場 

學校STEM小組向西貢區青年活動委員會申請資助$25,000，推廣STEM教育。 

 

7、「我的行動承諾加強版」津貼申請 

學校向優質教育基金申請資助，以推行國民身份認同和辨別資訊真偽等主題活動，計劃

分兩年落實(5/2022 至 4/2024)。 

 

6、中學IT創新實驗室計劃 

學校向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申請「中學 IT 創新實驗室計劃」，以提升校內資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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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和設施，及舉辦與資訊科技相關的課外活動，培養學生對資訊科技的興趣，並在學

校營造學習資訊科技的氛圍。 

 

7、大規模修葺工程(第 II 期 – 2022/2023) 計劃 

項目主要包括更換冷氣系統、升降機改良、天台防漏、運動場及跑道修葺、男廁改裝等，

工程期約三年，現正進行相關招標工作。 

 

五、教師專業發展 

1、表揚教師頒獎禮 

獲獎老師：黃志暉、劉偉玲 
 

2、楊耀忠香島獎教基金 2021 

獲獎教職員：馮如金、顧靜芳 
 

3、優秀班主任暨優秀教學獎 

香港教育研究交流中心、班主任工作研究會主辦，獲獎老師為劉偉玲、劉傑龍。 
 

4、教師發展日 

5月20日舉行，與重慶鳳鳴山中學作線上交流，以班級經營(行政+班主任為主)、STEM(學

生為主)交流為主題，運作暢順。 

 

六、招生宣傳活動 

1、泓志盃小學數學邀請賽暨中一簡介會 

泓志盃小學數學邀請賽於 2021 年 12 月 4 日舉行，299 人報名。比賽分兩階段進行以

分流參賽者，賽果如下： 

團體賽獲獎學校： 

冠軍：聖保羅書院小學 

亞軍：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季軍：順德聯誼總會梁潔華小學 

個人賽賽果： 

年級 冠  軍 亞  軍 季  軍 

二 
李泓澔 

(左右腦力數學中心) 

陳洛漫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薛駿賢 

(聖公會青衣邨何澤芸小學) 

三 
林聰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陳立新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鄭梓諾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四 
陳承澤 

(聖保羅書院小學) 

葉迅彥 

(聖保羅書院小學) 

樊晉豪 

(鄭任安夫人小學) 

五 
鍾逸康 

(順德聯誼總會梁潔華小學) 

黃宏銘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馬天欣 

(順德聯誼總會梁潔華小學) 

六 余浩鉦 王小樂 黃子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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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角官立小學) (港大同學會小學) (順德聯誼總會梁潔華小學) 

 

2、迎 20 週年校慶系列活動比賽 

小學英語運用比賽(Online English Usage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chools)於 4 月 9 日舉

行，來自 8 校共 113 名小四至小六的學生報名參加。賽事分個人和團體獎項，獲團

體獎的學校包括： 

Participation Award：將軍澳天主教小學、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Performance Award：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小學、坪石天主教小

學、彩雲聖若瑟小學、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小學 STEM 線上問答比賽於 4 月 4 日至 8 日進行，來自坪石天主教小學、保良局陳

守仁小學、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小學、將軍澳天主教小學、彩雲聖若瑟小學、聖文

德天主教小學等學生參與並獲獎。 

 

3、回歸盃乒乓球邀請賽 2022-小學組賽事 

比賽獲民政事務總署贊助。來自 15 所小學的 52 名男女運動員參加，7 月 23 日舉行，

賽果如下： 

 

女子組單打：女子組單打：冠軍：溫子賢 （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亞軍：黃卓筠 （將

軍澳天主教小學）、季軍：耿悅（拔萃女小學）、殿軍：金子悅（浸信宣道會呂明才

小學）。 

 

男子組單打：冠軍：金恒樂（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亞軍：黃梓林（基督教宣道

會宣基小學）、季軍：利子霖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殿軍：林逸哲（仁愛堂田家炳

小學）團體賽方面，冠軍為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亞軍為將軍澳天主教小學，季

軍為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七、關注事項的落實 

關注事項一：提高學習動機，照顧學習多樣性，強化英語能力 

 

1、國家安全及國家教育相關措施 

因應國家安全教育工作的落實，成立國家安全教育工作委員會，由訓輔主任負責，下設

5 個小組跟進落實。 

 

教與學層面基本以教育局指引為主，各科組從不同層面滲入相關內容，教務負責行政和

主要學習領域負責老師會定期檢視教學資源的內容與質素，確保訂定的課程宗旨、目標

和內容符合教育局課程要求。 

 

加強對教職員工的培訓，組織員工參加校內外各種講座和活動；學生方面加強唱國歌、

升國旗的教育和管理；中四級根據教育局指引落實《公民與社會科》課程編排；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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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圖書館館藏指引」，完善藏書管理等。 

 

2、照顧學習多樣性 

分組教學能較好地照顧學習差異，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本年度繼續實施分班分組教學，

初中級中文、中三綜合科學、中三至中六數學科，按學生能力差異分組教學。 

 

除聘請導師加強補底工作外，亦調整校內策略，將師資重點放在拔尖方面，以提升學生

的學習效能和成績。 

 

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關顧方面，教學上因應能力差異推出增潤輔導班，微調考評調適、

功課等安排。同時加強與新入職老師及相關科任老師的溝通，以有效落實特殊學習需要

學生的教學策略、調適政策等安排。 

 

3、強化英語校本課程的落實 

英文科組開設校本英語課程，以強化英語校本課程效能，提升學生學習英文的興趣。 

 

4、TOEIC 測試 

分階段為學生安排托福測試(TOEIC TEST)，以更準確量度學生學習進度，科任老師根據

測試回饋對學生提供適切輔導。 

 

5、支援各級網上學習 

考慮到初中學生在上完網課後或有功課上的疑問，2月 15日開始，學校每日每級於 14:30–

15:30 安排網上實時功課輔導，由老師輪流當值，按時召開 zoom 會議，讓學生登入發問。

如能解答，直接解答；如未能解答，抄下學生資料轉給科任老師。當值老師亦可利用此

時段，主動邀請學生進行功課輔導或補做功課。 

 

6、特別假期視像講座 豐富學生假期生活 

為幫助同學留家抗疫，善用特別假期，學校安排學生參加三場視像講座。包括邀請 3 月

17 日曾鈺成先生主講的「香港學生英語發音常見問題」、3 月 25 日招祥麒校長主講的「高

中十二篇指定文言經典的核心價值和現代意義」、4 月 7 日鄧飛校長主講的「講歷史故事 推

國安教育」講座。學生觀看 YouTube 直播後，須完成相關科組設計的 Google form 問題。 

 

7、小結 

2022 年 DSE 整體成績表現尚可，不少科目的表現比去年進步，但個別科目有較大進步空

間；初中八大學習領域課時編排方面，科技教育、藝術教育課時編排低於教育局規定的課時

要求，新學年會調整課時編排；鼓勵學生修讀應用學習課程，將 M1 納入正規時間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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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增強自信，尊己及人，凝聚歸屬。 

1、開學禮 

2021 年 9 月 2 日舉行，全校學生先在地下操場舉行升旗禮及國旗下的講話，再移師禮堂。

因應疫情防疫要求，部份級別學生到禮堂，部份級別學生在課室觀看 zoom 直播，節目

包括校長頒發訓勉詞、薪火相傳儀式、頒發獎項等。禮堂部份的節目由學生司儀主持。 

 

2、敬師日 

9 月 10 日舉行，學生會主持，邀請家教會代表及身在美國耶魯大學進行科學研究的謝灝

賢校友分享敬師感受；學生會候選內閣亦製作敬師日短片，宣揚尊師重道的精神。 

 

3、國慶預祝會 

9 月 30 日上午舉行，節目包括地下操場舉行升旗禮、網上國家安全教育問答比賽、STEM

獲獎學生分享、候選學生會內閣拉票宣傳及全校分組競技遊戲等。 

 

4、學生會選舉 

2021 年 9 月 30 日國慶預祝會後舉行，學生會將負責組織如敬師日、歌唱比賽、慈善晚

宴等活動，以訓練學生領袖的組織、統籌能力和團體合作精神。 

 

5、奧運專題講座及運動員分享 

10 月 15 日舉行奧運專題講座及運動員分享，邀請有「包山后」之稱的香港女子運動攀登

選手及教練黃嘉欣小姐與學生分享奧林匹克精神。黃小姐以個人經歷為例，勉勵大家不

論面對什麼困難，都要堅持奧林匹克精神，勇於「挑戰自己、超越自己｣。 

 

6、中六級惜別週會  

畢業班學生於 2 月 18 日進行線上惜別週會。學生製作簡報，分享他們在學校的學習和生

活；班主任播放預先製作的影片，鼓勵學生應對文憑試挑戰。活動雖是線上進行，但場

面溫馨，非常有氣氛。 

 

7、升旗禮安排 

因應教育局要求，學校將每星期安排一次升旗禮，每月第一個星期舉行隆重的升旗禮儀

式，其餘各星期則作簡化。1 月份第一個升旗禮安排在 1 月 4 日早集舉行，特別日子會

舉行升旗儀式和國旗下的講話。 

 

8、歌唱比賽 

一年一度的歌唱比賽於 12 月 22 日順利完成，受疫情影響，本學年只設個人組和小組的

比賽項目，學生都踴躍參與，令疫情下的校園，增添難得的歡樂。 

 

9、家訪日 

分上下學期舉行，家訪目的是加強學校與家長、師生及家長之間的了解與溝通，有助班

主任及時掌握學生情況，提供更有效的輔導和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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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畢業典禮 

本年度畢業禮參考去年模式運作，學生和家長憑事前派發的入場券進校，確保學校禮堂

的參與人數符合防疫要求。 

 

典禮邀請立法會議員容海恩作主禮嘉賓，全體校董會成員、家教會代表、校友會代表出

席。學校特別感謝全體校董成員出席典禮，是對學校工作和全體員工的支持與肯定。 

 

11、課外部份活動安排 

疫情持續，今年預定的部份活動，包括捐血日、全校大旅行等活動相繼續取消。原定的

各校隊訓練、興趣性組別、學會等活動時間，亦因疫情嚴峻取消或延遲。 

 

5 月 4 日全校復課後，在符合疫苗通行證前提下，舉行各類別的校隊、活動組等訓練和

活動。同時安排學生外出活動或比賽，讓學生盡可能恢復正常的校園生活。 

 

6 月 30 日，舉行香港回歸祖國 25 週年預祝會，以認識和推廣中華文化為主題，學生通

過參與遊戲來體驗傳統文化的樂趣。 

 

12、學生部份獲獎項目 

1)、韓國科學及工程大賽 2021 銀獎 

6A 雷灝淳及 6B 黃露怡、曾琮皓憑科研作品「汽車黑盒」(Driver drowsiness detection 

system)參加 2022 年 1 月 14 日至 17 日舉行的「韓國科學及工程大賽 2021」(Korea 

Science & Engineering Fair 2021)，獲銀獎。 

 

2)、學生科研文章於海外科學雜誌發表 

6A 雷灝淳、田軒榮、6B 曾琮皓、黃振庭、黃露怡的科研作品「汽車黑盒」及 4B

楊昊天、4C 陳健泓、謝琇玕、張銘泰的科研作品「智能百子櫃系統」，在香港學生

科學比賽 2021 獲佳績，有關的科研成果在國際科學雜誌 STEM Fellowship Journal

發表(Volume 7, Issue 1)。 

 

13、生涯規劃摘錄 

1)、中三級 

舉行「認識高中學制」、「升高中選科講座」、「高中選修科介紹」等講座，讓學生和

家長清晰個人興趣/專長，從而作出適合的選修科選擇。 

 

2)、中四級 

舉行「畫出個未來」及OLE 課堂，讓學生逐步加深認識自己、了解自己、肯定自己，

並開始了解DSE後的出路選擇。 

 

3)、中五級 

推出「職品人生計劃」體驗活動，有10人參加，惜因疫情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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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六級 

舉辦「文憑試後出路簡介講座」、「JUPAS 講座及開設帳戶」、「怎樣選科分享及報

JUPAS 注意地方」、「非聯招出路講座」等講座，協助學生準備 DSE 選科及出路安排。 

 

5)、最近五年中六學生出路調查統計 

 升學擇業統計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1 學位 19 21.5 40.2 28.6 33 

2 副學位 39 38.7 25.6 24.5 27 

3 其他課程 39 37.6 30.5 40.8 40 

4 就業 3 2.2 3.7 6.1 0 

 

14、初中三自活動 

初中開展自律、自學、自尊教育，先後安排 4 次教育課： 

中一 向學生介紹自律教育，指導學生完成自律小冊子。 

中二 參加由將軍澳警區舉辦「將軍 O 的足跡 - 尋根之旅專題研習比

賽」，學生已完成訪談，有 4 個組別獲選入決賽作專題報告。 

中三 向學生介紹自尊教育，教導學生撰寫自傅的方法。 

 

15、學生學習支援計劃 

為學生提供考測支援：與考評組協調，為符合要求的學生提供考評調適。與教育心理學

家合作，及時為學生提供支援。 

 

功課或獎懲調適：因應不同學習支援需要的學生，各科任老師在功課量和查收方面作出

調適，同時訓輔老師緊密合作，視乎情況處理。 

 

為符合條件的學生舉辦功課輔導班、統測、考試溫習班。 

 

關愛校園共融計劃：為學生提供講座、攤位活動等活動，讓學生融入校園生活。 

 

社交小組：疫情嚴重的網課期間，以 ZOOM 形式組織學生參加社交小組活動，復課後轉

用實體形式進行，以擴闊學生的社交和溝通能力。 

 

多元活動學習日：舉辦多元化活動讓學生學會釋放壓力和抽離負面情緒。 

 

全校支援方面，班級工作組、訓輔工作組與學校社工跟進長期缺課學生及情緒受困擾學

生，提供適切支援及輔導。另外，透過班级工作组，班主任與家長及學生保持聯繫，如

為確診學生提供各項支援資訊，及時通知學校作特別調適等。 

 

16、學長計劃 

邀請畢業校友回校，以課外活動導師身份回饋母校，包括乒乓球校隊謝銘施、紅十字暨

升旗隊的王婉儀、莫超宇，數學拔尖增潤計劃潘衍誠等不同屆別畢業的校友，以導師身

份指導和訓練學弟、學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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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獎學金推薦計劃 

發掘不同專長的學生參加校內外各項獎學金計劃，以提升學生自信心和擴闊視野，同時

通過外界的肯定和獎勵，鼓勵學生奮發向上，爭取更好的表現。 

(1)、青苗學界進步獎：3A 林樂兒。 

(2)、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6A 潘永健、6B 黃露怡。 

(3)、江蘇企業愛心助學基金有 5 名學生獲推薦參加。 

 

(4)、暨南大學旭日獎學金 2021 

提名林采妮、黃沅盈、來昊程、楊佳鑫、李雅雯、任美琪等 6 位 2020-212 年度中六

畢業，現時就讀暨南大學的畢業生參加。 

 

(5)、招商內地升大獎學金 

現時在內地大學如北京大學、上海復旦大學、暨南大學等就讀的校友，包括王一鳴、

盧君諾、林采妮、黃沅盈、洪鈺達、李雅雯、來昊程獲學校推薦參加。 

 

18、社會服務團年度工作總結 

疫情下，學校盡量提供空間予學生在安全的環境下參與服務，以豐富學生校園生活。 

 

 

 

 

 

 

 

 

 

 

 

19、校友會贈送防疫物資 

3 月 22 日，校友會向學校贈送一批防疫物資，包括防護衣 100 件、快測包 400 盒、500ml 

搓手液 20 支。特別假期復課後，校友會再次向母校教職員工贈送抗疫物資，支持母校盡

快恢復教與學工作。 

 

20、家校會工作簡報 

1)、家教會製作敬師日禮物表心意 

9 月 2 日的開學禮及 9 月 10 日的敬師日活動，家教會理事代表都踴躍參加，一眾家

長理事更親自製作脆脆米作為敬師日活動獻禮，送給全校教工表心意。 

 

2)、家長校園生活體驗日 

一年一度的家長校園生活體驗日，停辦兩年後定於 12 月 1 日舉行，內容包括中一

至中四級家長觀課、參加專業社工主持的「心靈地圖」家長表達藝術工作坊等。本

 活動名稱 合作機構 參與情況 總時數 

1 心意卡送贈活動 青年協會 高中學生 30 

2 公益金便服日 公益金 初中及高中學生 330 

3 賣旗活動 公益金 初中及高中學生 90 

4 回歸盃乒乓球邀請賽 2022 民政事務總署 初中及高中學生 60 

5 區內小學創科嘉年華 
東華三院王余

家潔紀念小學 
初中及高中學生 100 

6 探訪獨居長者活動 青年協會 高中學生 33 

小結 64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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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因疫情關係取消午膳安排。活動受到家長歡迎，反應佳。 

 

3)、2021 優秀家長及老師嘉許禮暨周年會員大會 

學校推選林彩琼女士、何玉燕女士、杜亞美女士、簡銘芝女士、張思慧女士 及張

紅女士為優秀家長。另外，聯會設有「優秀家長教師會負責老師」，對協助家長工

作的老師表示認同，學校提名推薦劉偉玲、劉傑龍兩位老師。 

 

4)、雪花酥手作坊及家長日活動安排 

1 月 22 日家長教師會「雪花酥手作坊」，因疫情惡化被迫延期。2 月 28 日上午舉行

的全校家長日，亦以 zoom 形式舉行。 

 

5)、家教會顧問捐贈抗疫物資 

家教會顧問陳玉卿女士捐贈 N95 口罩予本校及天水圍香島中學教職員工，支援學校

抗疫。 

 

6)、第九屆家教會理事名單 

名譽顧問 蔡關潔玲女士   李歛囈女士   梁慧儀女士   梁艷霞女士 

            郭愛珠女士    朱麗琼女士   鍾艷芬女士    徐婷媚女士 

 

顧問  陳玉卿女士     黃惠敏女士     王智紅女士    林楚洲先生 

 

主席  劉馥君女士 

 

副主席  朱沐昕女士      黃愛英副校長 

 

秘書  李嘉慧女士  李翠薇老師 

 

司庫  陳海燕女士  劉偉玲老師 

 

康樂/公關   林彩琼女士  何玉燕女士   張思慧女士   

黃穎怡老師      許貴斌老師 

 

宣傳/出版 張紅女士     杜亞美女士       簡銘芝女士 

            忻律娃老師     

 

21、小結 

因疫情關係，本年度學生活動大部份被逼取消。特別假期過後，學校在符合教育局和疫

苗通行證要求下，盡量安排學生參加活動，以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新年度會動員各部門盡

量提供更多的校內外活動/比賽機會和平台予學生參加，建立自信，展現才能，為校爭光。 

 

要多引用量化和質化數據評估學生成長表現，而不是以主觀性意見(老師意見、同學意見)

作評估，如以活動反思、週記、口頭報告等模式評估；設立小功制度，對表現優秀的學生給

予特別的獎勵，成為其他學生學習的楷模。為適時肯定學生表現，在校園形成積極向上、勤

於學習的校園新風氣，下年度擬設立新的獎勵方法以及時肯定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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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附件 
1、學生表現 

1.1、校外比賽 

比賽項目 主辦機構 獎項 得獎學生 

青 苗 學 界 進 步 獎

2020-2021 

青苗基金及獅球

教育基金 

青苗學界進步

獎 2020-2021 

2A 黎海浩 2B 梁柏熙 2D 葉旭東 

3A 劉嘉惠 3B 黎靜萱 3D 吳汭橋 

4C 林樂兒 4C 陳子謙 4C 紀韋匡 

5A 林凱軒 5B 陳振星 5C 孔明慧 

6A 羅成鈞 6B 黃露怡 

歷史好知味」全港中學

生比賽 

長春社文化古蹟

資源中心及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

教育局聯合主辦 

網上閱讀問答

比賽 (挑戰版 )

優異獎 

4C 梁心如 

5A 鄧嘉雯 魏悅瑩 

6A 鄧俊希 陳嘉倫 張嘉欣 張沛淇

6B 張櫻琪 張純 柯家茵 

2021 全港學界精英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

會 

中學組女子單

打(第 8 名) 
6B 林婧彤  

2021 回歸盃乒乓球賽 香島中學校友會 

男單冠軍 3A 胡皓朗  

男單亞軍 3B 李子軒 

女單冠軍 6B 林婧彤 

女單亞軍 5C 劉穎詩 

女單季軍 5C 黃煒淇 

混雙冠軍 3A 胡皓朗 6B 林婧彤  

混雙亞軍 3B 李子軒 5C 黃煒淇  

2021 西貢區青少年分

齡乒乓球男子單打賽 
西貢區體育會 亞軍 3A 胡皓朗 

感創敢為 2.0 青年社會

創新服務獎 2020-2021  
香港小童群益會 金獎 

5A 朱芷瑩 胡志成 何啟睿 

5C 劉宇軒 

STEM-Up香港創新科技

大賽 
少年警訊 

最佳編程技能

獎 

4B 楊昊天  

4C 陳健泓 謝琇玕 張銘泰 

大灣區學生科技大賽 
天才教育協會、 

優才書院 

優異獎 6A 田軒榮 雷灝淳 

6B 曾琮皓 黃振庭 黃露怡 最具潛能獎 

中學智能創意比賽 2021 
香港中文大學工

程學院 
優異獎 4A 李凱晴 4C 周希銦 李恩倫 

2021 第十五屆創協杯創

意科技機械人大賽 

電子科技創新設計比賽 

創意科技教育協

會 

殿軍 4A 李凱晴  4C 周希銦 李恩倫 

季軍 
5A 張智凱 朱芷瑩 胡志成 何啟睿 

魏浩峻  5C 劉宇軒 

亞軍 3A 周子龍 羅雅澄 劉嘉慧 

全港青年 STEAM 比賽

設計獎 
香港明愛 季軍 

5A 張智凱 朱芷瑩 胡志成 何啟睿 

魏浩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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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青年 STEAM 比賽

成品獎 

5C 劉宇軒 

2021 前海粵港澳台青

年創新創業大賽 
前海管理局 

科大 GBA 青年

創新特等奬 

5A 張智凱 朱芷瑩 胡志成 何啟睿 

魏浩峻  5C 劉宇軒 

銅獎 4A 李凱晴 4C 周希銦 李恩倫 

優異獎 3A 周子龍 羅雅澄 劉嘉慧 

第十二屆全國青少年影

像節 

中國科協青少年

科技中心、中國

青少年科技輔導

員協會 

優秀作品獎 
6A 田軒榮 雷灝淳 

6B 曾琮皓 黃振庭 黃露怡 

AI Robotics Vision and 

Automation Technology 

Challenges Competition 

香港大學統計及

精算學系 
冠軍 

6A 田軒榮 雷灝淳 

6B 曾琮皓 黃振庭 黃露怡 

Korea Science & 

Engineering Fair  

(韓國科學及工程大賽) 

The Korea 

Science Service 

(韓國) 

 銀獎 
6A 雷灝淳 

6B 曾琮皓  黃露怡 

 

1. 2、獎學金 

獎項 得獎學生 

共享中國夢 ─ 交通銀行香港中學生獎學金

2021 
6B 林婧彤 

育才獎學金 

2A 丁世隆  2B 王聖珺  2D 梁皓為 

3A 劉清洵 劉嘉慧  胡皓朗 

4A 黃莉雯 4C 黃佳怡 謝琇玕 

5A 羅力荣  張智凱   5C 李智欣 

6A 陳嘉倫  潘永健  陳清清 

香島中學校友會傑出課外表現獎學金 

視藝  3A 張善淇  4C 李恩倫 

音樂  4A 梁紫畯  5A 楊燁輝 

體育  3B 李子軒  6B 林婧彤 

文學  6A 陳嘉倫  張煥彬 

創科  5A 朱芷瑩  6B 黃露怡 

服務  6A 雷灝淳 潘永健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6A 潘永健   6B 黃露怡 

 

 

1.3、校內比賽 

比賽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Book review 

competition 
 

1A Au Wing Nam        1D Wong Chak Tin Matthew 

2A Wong Ho Yin Edwin   2B Mak Yan Tung  

2D Chung Long 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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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Cheung Sin Kei 3B Chan Tsz Fung  Lai Chin Huen 

3D Mok Jing Ying 

Calligraphy 

competition  

Champion 3D Chung Yan Yu  6B Wong Lo Yi Tiffany 

First Runner-up 1A Au Wing Nam  4C Wong Kai Yi 

Second Runner-up 1A Lam Tse Ki  6B Lai Sum Yin 

Merit 

2D Ng Cheuk Kiu  3B Fong Tsz Yau   3B Li HIu Yan   

4C Ho Hiu Kwan   5A Cheung Shing Him 5A Chu Tsz 

Ying 

Read Out Loud 

Competition  

Champion  1D So Chyan Williane  2D Lo Perry Yinming 

First Runner-up 1A Wong Pak Hei Ziv  2A Tam Pui Ki 

Second Runner-up 1A Lau Dik On  2D Leung Ho Wai 

Merit 
1D Poon Cheuk Yin  2A Cheng Hiu Fung 

2B Chong Man Wai  2B Leung Pak Hei 

中文科四格漫

畫設計比賽 
優異獎 

1A 莊浩麟   王梓淇   歐詠嵐   1D 沙希瑤 

3A 謝嘉恒   3B 黎靜萱 

3D 莫晶滎   許恩悅  張恩瑜 

中文科初中硬

筆書法比賽 
優異獎 

1A 王梓淇  1D 羅珮慈 3A 王子璐  張善淇 3D 張

恩瑜 

中文科高中硬

筆書法比賽 

冠軍 6A 李柏阳 

亞軍 6A 陳嘉倫 

季軍 5A 周維亞 

優異獎 4C 陳蓉蓉  6A 羅成鈞 6B 黃露怡  6B 賴芯賢 

歌唱比賽  (獨
唱組 

冠軍 6B 余煒政 

亞軍 6B 吳潁希 

季軍 6A 李柏陽 

歌唱比賽  (合
唱組) 

冠軍 6A 謝欣彤  許梓晴  譚梓鈞 何芷欣 

亞軍 6B 吳潁希 林婧彤 劉臻霖 

季軍 4A 湯智深 吳奕熹  吳冠熹  梁紫畯 

歌唱比賽 最受歡迎獎 4C 劉柏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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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講話分享 

2022/6/13 國旗下的講話  學生會主席 5C 伍祉盈  

 

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大家好，我是學生會主席 5C 的伍祉盈。 

 

自從疫情有所改善，學校恢復面授，我們的校園生活回復正常，見到同學都很享受校園生活。。 

 

我記得，上星期學生會與體育學會合作，為同學舉辦嘅班際閃避球比賽，同學反應非常熱烈，

我哋係比賽當中見到同學非常投入，同認真。同時，我哋見到各班同學非常支持自己所屬的

班級，到場打氣，樂也融融。相信比賽過後，同學會更加團結，更加關注自己所屬班級的各

項事務。 

 

由這個活動，我亦看到一些我們香島的優良傳統，想同大家分享。這個閃避球比賽構思，其

實最初由學生會同學內部自發提出，感謝學生會老師，對我們的信任，雖然我們沒有組織球

類比賽的經驗，但學生會老師支持我們，信任我們，在學校讓我們一步一步實踐這個構思，

讓我們參與學校事務，同時服務同學。感謝老師對我們的信任。 

 

另一個香島的優良傳統，就是不怕辛苦，願意承擔。球賽需要很多工作人員，包括學生維持

秩序、兩位體育科老師擔任球證。我發現，無論是學生、或者老師，大家都願意一人行多一

步，不會計較，大家齊心做好比賽，我估這就是香島齊心的特質。 

 

一個人只有融入團隊才能擴大自己力量，帶來更大的動力及成就。我地將軍澳香島正正是一

個大團隊，所有教職員和同學都是重要的成員，時刻散發住正能量。 

 

好快就到 7 月 1 日，今年係香港特區成立二十五周年的大日子，為慶祝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

的大日子，學校將會於 6 月 30 日舉辦一連串慶祝活動，慶祝回歸二十五周年，同時讓同學認

識中華文化。大家記住當日要認真學習，好好享受半天的活動日。 

 

最後，希望各位同學可以係疫情期間，做好防疫措施，例如每日番學之前做好快速檢測，令

學校同社區更安全，讓我們一同努力！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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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媒體報導 

3.1、香港大學報導本校學生科研得獎作品 

香港大學統計及精算學系的通訊雜誌{HKU newsletter}，報導本校學生的得獎科研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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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國際科學期刊 {STEM Fellowship Journal Volume 7}刊登本校學生獲獎科創作品 

本校學生 6A 雷灝淳、6A 田軒榮、6B 曾琮皓、6B 黃振庭、6B 黃露怡的科研作品：汽

車黑盒，以及 4B 楊昊天、4C 陳健泓、4C 謝琇玕、4C 張銘泰的科研作品：智能百子櫃系

統，在香港學生科學比賽 2021 獲得佳績，其科研成果獲海外{STEM Fellowship Journal 

Volume 7}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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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2020-2021 年度收支摘要 

 

將軍澳香島中學 

2020-2021 年度財政收支摘要 

   

項目 政府撥款 非政府經費 

收  入  (佔全年總收入的百分比) 不適用 不適用 

直資津貼 (包括不計入直資學校單位成本的政府撥款) 71.17% 不適用 

學費收入 不適用 7.80% 

捐款收入 不適用 20.55% 

其他收入 不適用 0.48% 

合  計 71.17% 28.83% 

   

開  支  (佔全年總開支的百分比)   

教職員工薪酬福利 91.68% 

營運開支(包括教學，辦公，活動等) 5.27% 

折  舊 0.58% 

維修保養 0.60% 

學費減免  /  獎助學金# 1.87% 

合  計 100% 

     

本年度盈餘 全年開支的 0.25 個月 

     

學年完結時營運儲備的累積盈餘     

相當於全年總開支的月數 2.24 個月 

   

   

#  學費減免/獎助學金的開支百分比，是根據全年總開支計算。有關百分比與教育局要

求按學費收入計算學費減免的百分比(不得少於 10%)不同。 

  本校學費減免/獎助學金的開支為學費收入的 23%。  

   

 本校確認已按教育局要求，預留足夠的撥款作學費減免及獎助學金計劃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