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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崇真中學 

2014-2015 年度校務報告 

張文偉校長 

1 學校資料 

 

1.1 學校目標及宣言 

  

 我們沙崇人相信藉著基督的愛、老師的言教與身教、家長的緊密合作，能為學生提

供德、智、體、群、美、靈的培育。我們希望透過全人教育，培育沙崇人具備自律、為

人設想、可靠、主動及樂於服務的特質，與及良好的溝通、解難及自學能力，從而發揮

自己，服務社群。 
 
 學校在過往一年，繼續推行已訂定的三年計劃(2012-2015)，積極培育學生具備沙崇

人的特質。此外，我們更著眼於培育學生具備承擔的素質、僕人領袖的謙卑與才華，及

懂得運用思考能力以應對日常學習及日趨複雜的社會問題。 
 
1.2  學校近況 

 

1.2.1 教學與學習 

 

   今年，學務委員會繼續落實三年計劃中「學與教」所擬定的策略，在

教學上注重培養學生思考能力，故各科在課堂設計中，均以實踐解難思維、

批判思維及培養自學能力為目標。而教學法則強調師生及生生互動學習模

式，再配以由老師構思具思考性的學生備課導學，讓學生自主學習，建構

有效率、以學生參與為中心的課堂。我們期望學生做好「預習」，讓他們有

「準備」，帶著「問題」和「期望」進入課堂，從而提升學習成效。 
 
   此外，為配合二零一五年九月開始全面實施的校本小班教學，本年度

特於教師活動日邀請了前教育局校本專業支援組副計劃總監葉祖賢先生和

我們分享有關小班教學的經驗及執行策略。而三月份我們舉辦了由校長主

持的「小班教學」工作坊，討論不同科目的導學案，及分析其中的強弱關

鍵。此外，我們亦舉行由校內老師主持的研討會，並由資訊及通訊科技老

師分享如何在課堂中應用 e-class 以促進學習。 
 
    除課堂設計外，我們在課後延伸學習活動當中，亦強調思考能力的培

養。例如舉行中、英語演辯及朗誦培訓、通識教育專題研習、校政論壇、

名人講座等，我們希望有關活動能在課堂外，製造適切的環境，讓學生投

入參與其中，展現學生潛質，並發揮其解難、批判等思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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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學生培育 

 

今年，學生培育委員會繼續以沙崇人的特質：「自律、為人設想、可靠、

主動及樂於服務」作為基礎，延伸至培育學生具備「承擔」的精神和「僕人

領袖」的素質，期望學生兼具謙卑的態度與突出的才華。 
 
除透過早會分享、班主任課傳遞相關訊息外，亦在生命教育課中，有

系統地在不同級別，以不同課題帶出有關主題。此外，透過下列不同的活動，

讓學生學習及實踐有關特質。 
 

 中一生命教育營：除培養中一新生的歸屬感，讓同學學習彼此尊重和突

破自我外，並透過分組活動學習彼此合作的重要性。而參加歷奇活動則

培養學生的自信心及堅毅的特質。同時安排中四同學協助帶領小組活動，

讓他們學習承擔的精神。 
 外展訓練活動：安排中四同學透過五日四夜刻苦的外展訓練，既學習堅

毅、承擔及尊重他人，更體驗互相扶持、迎難而上的過程。 
 安排同學參加不同義工活動，包括賣旗、探訪、籌款活動等，另外安排

中三級全級學生參與社區服務，實踐關懷社會的理想。因此，本校連續

第七年榮獲社會福利義工運動頒發義務工作嘉許金狀，其中一位學生獲

頒個人義務工作嘉許銀狀，兩位獲銅狀。學校期望同學透過不同的服務，

學習成為一個「僕人領袖」。 
 安排於北京清華大學法律系畢業的校友主領講座，向同學分享其堅毅及

承擔精神。 
 安排學生參加「黑暗中的對話」活動，讓學生體驗視障人士的需要；另

外，安排中五學生參與信義會「生命故事計劃」，透過訪問長者，讓學

生了解長者的需要。而這種親身接觸的體驗，讓同學明白為人設想的重

要。 
 安排中四各班參與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少數族裔服務主辦之少

數族裔講座，認識少數族裔人士的需要，學習尊重其他族群。 
 安排學生參加農場體驗活動及野外定向等，培養學生堅毅及承擔的精

神。 
 為領袖生安排不同團隊、歷奇訓練，培養其團體合作的精神及堅毅的特

質。日常方面，安排領袖生參與學校不同大型活動的服務，讓同學學習

承擔的精神及實踐「僕人領袖」的特質。 
 與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沙田綜合服務中心合作，為初中 (40 人) 及高中 

(47 人)同學，提供三十小時及三十六小時的領袖培訓。 
 學校亦推薦學生參加校外領袖培訓，包括 「香港 200 領袖培訓」、「外

展訓練」、「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青年使者計劃」及「無煙青少年大使領袖

訓練計劃」等，讓沙崇的領袖明白「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道理。 
 透過宗教課，如耶穌生平事蹟、聖經人物的言行及基督教價值觀的討論

等，讓學生明白僕人領袖的真義。 
 



 3

 而其他培育方面，本年校方額外增聘社工以提供深入而全面的個人及

小組輔導工作，關顧全人發展。同時，校方亦積極提供多元機會，讓學生發

展所長，故各方面的成績亦見欣喜：體育方面，本校獲西沙區女子總成績排

名第三，男子排名第六(全區共 50 所中學)；音樂方面，中樂、管弦樂、合唱

團等均在學界比賽中有出色表現；而本年中、英文話劇，均能在地區獲獎；

舞蹈、藝術及辯論等亦表現不俗。詳見學生表現部份。 

 

回顧過往一年，內心滿是感恩，但卻有點疲累，就讓聖經的訓勉，鼓勵我們前進。「你

豈不曾知道麼、你豈不曾聽見麼、永在的神耶和華、創造地極的主、並不疲乏、也不困

倦，他的智慧無法測度。疲乏的、他賜能力，軟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

困倦、強壯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

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以賽亞書四十章 28 至 31 節) 

 

 

2 學生資料 

    一四至一五年度開設之班級及學生人數如下： 

班級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合計 

班數 5 5 5 5 6 5 31 

男生 70 81 79 73 76 69 448 

女生 95 87 98 96 97 100 573 

總數 165 169 177 169 173 169 1022 

 

3 教師資料 

有關本校教師的年資及經驗，詳見下表：     

學歷 人數 百分率 

具備學士學位 67 100% 

曾受正規師訓 65 97% 

具備碩士或以上學位 33 49.3% 

 

教學經驗 人數 百分率 

0 – 5 年 12 17.9% 

6 – 10 年 9 13.4% 

11 - 15 年 12 17.9% 

超過 15 年 34 50.7% 

 

語文基準 狀況 

英文 全數達標 

普通話 全數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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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校各部門關注事項及主要措施 

4.1  管理與策劃 

4.1.1 關注事項 

 舒緩老師壓力 

 檢視三年工作計劃 

 

4.1.2 為配合關注事項而推行的活動 / 計劃 

 近年老師工作量大增，工作壓力日益沉重，思考及發展空間不足。為改善這情況，

本校繼續於本學年聘請四位教育行政助理負責收回條、代課、課後當值及出任試

場主任的工作；邀請畢業同學負責監考；並聘請舞蹈、音樂、球類導師分擔老師

工作。此外，本校又聘請兼職老師進行拔尖補底工作；並額外聘請六位老師以分

擔同工的教學工作，以舒緩老師壓力。再者，校方更善用 e-class 系統，取代老師

點名及收費的工作。 

 本學年為沙崇三年計劃的第三年，發展重點為培育沙崇人由主動及樂於服務到敢

於承擔；同時，我們亦希望沙崇人是具備思考及有謙卑如僕人特質的領袖。我們

期望以聖經真理作基礎，藉着老師的身教(課堂內外的接觸)和言教(課堂、早會及

週會等)讓學生明白、內化相關的價值觀；同時透過實踐(服務同學及社群) 以達

至沙崇人的特質及才能。我們深信每一個沙崇人都會有所領悟。本年我們更開辦

多個信仰小組，傳揚福音及深化師生的相交，盼望更多的沙崇人能得聞福音並紮

根基督。 

 

4.1.3 其他措施 

 本校之法團校董會，成員共十二名(其中三人分別為家長、校友及老師代表)，他

們均為專業人士，分別來自教育、社會服務、法律、商業、醫療及宗教等不同界

別，為校董會提供適切而專業的意見。 

 校政諮議會由正、副校長、九名主任及四名民選代表組成，按時討論校政。 

 各委員會（如學務、學生培育、宗教、輔導等共十二個）落實執行德、智、體、

群、美、靈六育的發展，又在年終進行檢討，評估成效並提交來年的計劃書。 

 各學科科務由科主任監察，並透過科務會議制訂教學策略，因應需要修訂課程及

教學進度。同時，在年終進行檢討，評估成效並提交來年的計劃書。 

 每年舉行四次全體教職員會議，商討校務。 

 學務委員會就學科於公開試表現進行增值研究。 

 各科每年均進行課業審視及評鑑。 

 每年年終本校均會派發教育局質素保証組「持分者問卷」，供老師、學生及家長

填寫，以評估學校發展狀況。 

 舉辦「話校政」活動，讓家長及學生可與校政諮議會成員公開討論學校政策。 

 

4.2  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 

4.2.1 關注事項 

 優化教學(推動學生自主學習及預備小班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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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為配合關注事項而推行的活動 / 計劃 

 為優化教學及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本校今年邀請了前教育局校本專業支援組

副計劃總監葉祖賢先生和我們分享《小班教學的經驗及執行策略》及由校長主持

的「小班教學」工作坊，討論不同科目導學案的強項及可改善之處。 

 

4.2.3 其他活動 

 校長於本學年參與持續專業發展的時數為 73 小時，曾擔任多間小學講座及典禮

嘉賓，多次接受傳媒訪問，表達個人對教育改革的意見及分享沙崇的成功經驗。

校長曾到香港中文大學分享如何照顧新老師，及到友校分享不同教育議題。  

 本校的同工樂於與其他學校的教師交流意見，本校曾接待河南教育考察團、內地

台灣生命教育考察團及與友校交流。 

 同工亦積極參與各種不同的專業進修活動，平均每位教師進修時數為 66.8 小時。 

 

4.3  教學與學習 

4.3.1 關注事項 

 提高學生解難及自主學習能力 

 

4.3.2 為配合關注事項而推行的活動 / 計劃 

 為訓練學生解難及自學能力，各科在課程內容、教學方法、課業和考核方面均強

調思考能力的培養。本校於初中開設通識教育科，讓學生學習及實踐解難思維、

批判思維及自學能力。其他各科亦將學生需掌握的思維技能，融入各科的正規課

堂學習及課後學習活動當中。今學年，通識教育、英文和中文科均繼續提供時事

評論課業，並邀請校長和老師在早會時段評論時事。而各科亦加設課程延伸學習

活動，中、英文科更推動辯論課程，讓學生實踐解難思維。 

 課程上，生活藝術及通識教育科繼續在初中要求學生於課後自行整理及總結課堂

中的學習，查找學習重點及不明白的地方。而其他科目亦以學生「備課學習」，

即是老師於教授課題前，讓學生預先備課、尋索資料，從而提高學習效果。本校

的綜合科學、科技、生活藝術、通識教育科則要求學生在初中完成專題研習，以

培訓學生自主學習及實踐解難能力。 

 

4.3.3 課程 

 初中課程包括語文（中、英及普通話）、數理、人文科學、生活藝術、生命教育、

體育及基督教教育科。高中課程除設中、英、數及通識科外，本校提供多元選擇，

供學生按自己的興趣及能力各取所需，各展所長。 

 為發展學生潛能，學校積極拓展資優教育，包括數學拔尖班、沙崇奧數培訓班、

科學精英培訓班、英國劍橋大學國際普通中學教育文憑考試培訓班及中英文辯論

課程等。本校亦安排學生參加中文大學「冬季資優課程」、「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及教育局「網上學習課程」。同時本校亦鼓勵同學參加國際聯校學科評估、澳洲

數學競賽、恒隆數學獎、校際系統建模與優化競賽、機械人、電腦、物理、化學

及數學奧林匹克競賽等。 

 於初中部份班別及中五全級設小班教學，並於學期中設固本培元課程及綜合功課

輔導班，以照顧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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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升教學成效，本校推行協作教學，各科科任老師一起訂定課程框架，然後集

體備課及討論、修訂施教、彼此觀摩及檢討等。更設跨學科觀課，以擴闊同工視

野。施行至今已有十年，各科均能達至初擬的目標，效果良好。 

 為監察和評估學生學習，各科除在科務會議作定期檢討外，校方亦採用問卷、面

談等方法，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 

 為讓學生有均衡的校園生活，本校規定初中學生每日完成課業時間不多於二小時。

本年亦完成檢討初中學生考試前測考及默書次數。 

 全校學生均須參加教育局體適能計劃及長跑測試訓練。 

 

4.4  學生培育 

4.4.1 關注事項 

 培育「沙崇人」的特質，延伸至『承擔』的個人特質，同時兼具「僕人領袖」

的謙 卑與才能。 

 

4.4.2 為配合關注事項而推行的活動 / 計劃 

 透過全校性的社會服務計劃，培育學生謙卑與承擔。中一生命教育營、生命教

 育課、農場體驗活動等則幫助學生認識及學習承擔堅毅的精神。 

 透過初中及高中的領袖培訓課程及賦權學生領袖，均令學生掌握領袖應有的謙

 卑及才能，而「青年使者計劃」、「外展訓練」及「野外長征」等，讓沙崇的領 

 袖明白「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道理。而聖經課中耶穌生平的事蹟，進一步 

 讓學生明白僕人領袖的真意。同時，本校亦推薦共十七同學參與各類的校外領

 袖培訓，如「清華大學明日領袖培訓計劃」、「香港 200 領袖培訓」及「聯合國

 兒童基金青年使者計劃 2015」。 

 

4.5  學生輔導與訓育 

4.5.1 本學年關注事項 

 培育「沙崇人」的特質 

 

4.5.2 為配合關注事項而推行的活動 / 計劃 

 為培育「沙崇人」承擔的特質，本校特意安排同學參與社會服務，活動包括中

三級社會服務計劃、賣旗活動、探訪社區、參與義賣籌款等。學校亦因此連續

七年榮獲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頒發義務工作嘉許金狀，一位學生獲銀狀及兩位

獲銅狀。本校積極參與融合教育，並與教育局、香港理工大學等合作，積極支

援自閉症學生，發揮互助承擔的精神。  

 

4.5.3 其他活動 

 開展校本教育心理服務，支援學生全人發展。  

 建立學生支援資料庫，令老師更有效支援學生成長。 

 推行「勇闖高峰獎勵計劃」，提升學生自尊感，讓學生發展潛能。 

 透過「沙崇寄語」，讓學生積極表達對校政的意見。 

 舉辦輔導日及敬師活動，促進師生關係。 

 設立「學兄學姊輔導計劃」，協助中一學生適應中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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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成長小組」，關懷學生成長需要。 

 製訂融合教育政策，照顧有特別成長需要的學生。 

 為中三及中四學生舉行性教育活動，探討如何與異性相處。 

 針對佔領事件，邀請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先生主領講座 

 為中五學生舉辦減壓講座 

 由社工主領各類成長小組 

 為初中學生舉辦一系列「生涯規劃」活動，讓學生認識自己及職業性向。 

 邀請社會俊彥、校友及家長與學生分享工作經驗，擴闊學生視野。向初中

  學生介紹高中課程，為將來升學作好準備。 

 為高中學生提供選科及擇業輔導，讓學生能從容面對抉擇。 

 為中六學生提供公開考試放榜輔導。 

 為中六學生提供撰寫自薦信、履歷及面試訓練。 

 參觀工商業、政府、學術機構及職業博覽會，深化學生對升學就業資料的

  認識。 

 為學生提供海外及國內升學輔導。 

 透過各類紀律獎項，培育學生明辨是非，敢於承擔的優良品格。 

 推行「新分証計劃」，讓學生從服務中反思自己的行為。 

 推廣少年警訊活動，訓練學生敢於承擔的特質。  

 

4.6  課外活動 

4.6.1 關注事項 

 培育「沙崇人」的特質 

 

4.6.2 為配合關注事項而推行的活動 / 計劃 

 本校興趣小組、六社、陸運會、水運會等活動均由學生領袖負責策劃及執行。

而六社社長及水、陸運會籌委會成員均由學生自薦並透過選舉產生，學生從中

學習承擔的特質及僕人領袖的謙卑精神。 

 

4.6.3 其他活動 

 為推動學生參與課外活動，本校開設三十二個興趣小組及三十四項校隊訓練供

學生參加。 

 為培養學生的領袖才能及團隊精神，本校設有六社，定時舉辦不同的社際活動，

社際比賽設有體育盃及綜藝盃兩大範疇，並定期舉辦社際籃球比賽、運動會、

競技比賽、社際壁報設計比賽、棋藝比賽等，讓各社社員在不同項目發揮所長。 

 本校設有多項體育校隊，包括籃球、足球、手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田

徑、投球、室內賽艇等等，同學可積極參與各類型校際比賽，拓闊視野、增廣

見聞。 

 為培訓學生的領導才能，與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沙田綜合服務中心合辦「初中領

袖訓練」營會及工作坊，對象包括初中領袖生、社幹事、宗教組幹事、各興趣

小組幹事、班長及班會成員，主要培訓同學籌備、帶領活動的技巧，與及有效

的溝通、解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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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學生會 

 舉辦多元化活動，包括：學生會單行紙設計比賽(中一至六)、Campus Hunter(中

二及三)、班際閃避球(中一至六)、便服日(中一至六)、Run ACross(中一至五)、

Hunger Games(中四至五)、校政週(中一至五)、3 On 3 神射手(中一至五)、魔幻塔

(中一至二)、文具大特賣(共三次)，以及學生會日(中一至六)和歌唱比賽(中一至

六)。 

 提供福利及服務，包括：各類型售賣及借用服務、以低於市價售賣文具、校簿、

環保袋、學生會紙、蚊怕水、無比膏、退熱貼、口罩、紙巾、電腦光碟、鎖、

blu-tack、白板筆、圖釘、磁石、膠布等。其它服務包括影印服務、釘裝服務、

球類外借、棋類外借、雨傘外借、電話借用、於午膳延長學生會辦事處辦公時

間，亦曾於不同樓層提供文具買賣，以及提供二手物品交易平台。於文憑試放

榜日為本校應屆考生提供免費影印服務。 

 於三月校政週期間，學生會收集了不少同學對小食部的意見，意見收集後已向

小食部反映。為跟進小食部的改善情況，學生會於五月中旬進行問卷調查，向

各班班會主席及副主席派發問卷，收集同學對小食部的意見。結果顯示，普通

受訪同學認為三至五月期間，小食部的食物及服務質素已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惟仍有改善期間。學生會已聯同學生事務委員會，就問卷調查結果和小食部開

會檢討，小食部承諾會繼續跟進同學的意見，進一步提升小食部的服務質素。 

 鑑於教員室、教師資源室及圖書館的影印機過去三年已承擔校內龐大的影印量

(已過百萬張)，影印機問題漸多，故學生會首先於六月更換教員室 2 部影印機，

繼而於八月期間更換圖書館的影印機及八達通機。 

 本年便服日於 22/12 學校聖誕聯歡日舉行，共籌得善款$20231.8，全數撥捐兒童

癌病基金。另外，學生會於 6/5-7/5 期間為尼泊爾地震籌款，共得善款$3617.5，

已通過香港宣明會捐予尼泊爾災民。上述活動均展現學生會以至全校同學關懷

社區以至世界的特質。 

 透過校政週及問卷調查，收集全校老師及學生對學生會工作的意見，亦藉此檢

討學生會的工作成效。結果老師及同學均滿意本屆學生會的工作表現。 

 於內閣任期完結後，學生會整理全年財政報告，提高學生會財政透明度。 

 學生會統籌本年沙崇領袖訓練進深課程，為下學年學生會幹事、正副社長、領

袖生長及宗教組幹事等，主要學生領袖提供領袖技能培訓，並給予他們合作籌

辦活動的機會，累積經驗，為未來的領導工作做好準備。 

 

4.8 宗教活動 

4.8.1 關注事項 

 加強福音訊息的傳遞 

 培育「沙崇人」的特質 

 

4.8.2 為配合關注事項而推行的活動 

 本校特於早會及週會中分享福音訊息。而每年一度的福音週及高中福音營亦為

宣講及收割的良機。本校更開展福音體育事工，作福音鬆土的工作。同時亦設

立多個福音小組以廣傳福音。 

 透過宗教課(聖經人物的學習、耶穌生平的事蹟、福音影片的反思、基督教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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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的討論等)，從而幫助學生學習「沙崇人」的特質(尊重、堅毅、僕人領袖等)。 

 

4.8.3 其他活動 

 透過團契、領袖訓練及午間栽培小組等活動，培養基督徒學生的靈命。 

 透過同工退修及同工團契促進同工的靈命成長。 

 

4.9 學校與家庭溝通 

4.9.1 關注事項 

 配合學校發展，持續推展家長教育 

 

 4.9.2 為配合關注事項而推行的活動 / 計劃 

 因應家長的需要，家校合作委員會連同家長教師會，在學務委員會及升學及就

業輔導委員會的配合下，舉辦各類型的選科、放榜及大學聯招講座，以協助家

長瞭解教育改革的新趨勢，為子女作出適切的輔導。同時，配合高中學生升學

的需要，升學及就業輔導委員會特別邀請家長參與為中五學生而舉辦的「小小

職業博覽」，以協助學生作好生涯規劃。 

 親職教育方面，針對青少年的普遍現象，家長教師會及學校社工特別於學期初，

為中一新生家長舉辦「明明白白孩子心──上網成癮青少年的內心世界」家長

講座，並於日後參與「網開新一面」計劃，為初中家長舉辦「網絡沉『謎』」家

長工作坊，同時邀請學校社工主領「談情說理情緒教練學」家長小組，協助家

長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 

 透過學生培育委員會舉辦「說在紅燈未亮時」家長講座，讓中二級家長瞭解初

中學生面對的行為問題，再配合學期中邀請突破輔導中心主領「培養子女生命

素質──培養自信和責任感」家長講座、以及一年一度的「樂韻柔情溢心光」

親子社會服務，推動家長參與子女的品德教育。此外，家校合作委員會亦以不

同形式，向家長推介外間多項親職教育課程及講座。 

 家校合作方面，為提升家長配合子女學習目標的效能，校方為家長舉辦「如何

協助中一子女預備考試」家長講座，並透過「輕談淺說話校政」對談會，讓家

長瞭解本校邁向小班教學的全面發展策略。 

 

4.9.3 其他活動 

 除了上述項目外，家長教師會透過舉辦「喜氣『羊羊』盆菜宴」新春團拜、例

會及每月兩次的定期家長祈禱會，建立家長與學校間、家長與家長間的聯繫網

絡；而家長教師會以校方設有的 eClass 電子平台，增設「家長論壇」及「分享

園地」，配合一直沿用的電話(錄音)熱線及「家友 get mail」電子郵箱、以及於

本學年開拓的「家長 WhatsApp 群組」聯絡網等溝通渠道，提升家校溝通的效

能。 

 為更具體支持學校教育，家長教師會亦透過六項獎學金項目，獎勵四十多位學

業或非學業表現優異的學生；而透過「改善學生福利基金」的設立以照顧學生

不同方面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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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校友活動 

 已整理歷年校友會會員名冊，並上載至學校網頁供校友查詢。 

 出版電子校友通訊及更新校友事務委員會網頁，與校友分享學校最新消息及校

友近況，連繫校友與母校之關係。 

 推動中六畢業生積極加入校友會。 

 為聯繫及增進校友與老師間之情誼，本委員會與校友會合辦 2008-2009 年度中

五畢業生重聚晚會，是次晚會共吸引 61 位校友出席，當晚更安排播放當年各

班惜別會的片段。校友及出席同工對此活動反應正面，部份更即席與老師交換

聯絡方法。 

 校友會已於本學年舉行第十一屆校友會幹事選舉。根據點票結果，以下九名校

友為當選幹事(排名不分先後次序)，任期將由 2015 年 4 月 18 日起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止。 

當選幹事 畢業年份(班別) 職位 

陳德明 1998 (7S) 主席 

陳榮鋒 1998 (7S) 副主席 

包綺霞 2000 (7S) 文書 

林卓彥 1998 (7S) 財政 

姚詩雅 2003 (7S) 財政 

陳慧嫻 1994 (3D) 康樂 

蔡嘉明 1998 (7A) 康樂 

李志豪 2000 (7S) 康樂 

王澄晞 2011 (7S) 聯絡 

 
4.11 學生福利 

 設立校內獎學金，並積極安排學生申請校外之獎學金。 

 協助學生申請學習基金、貸款助學金、「學生身份」個人八達通咭、書簿津貼、

車船津貼、上網費津貼、健康檢查服務、活動意外保險及派發麵包糕點優惠咭。 

 篩選各項學術交流活動及傑出學生選舉提名人選。 

 安排廉價拍照服務、流感疫苗注射、飯盒供應、訂購書本服務、校服及體育服選

購及訂製服務。  

 成立食物部監察小組，收集校方、家長及學生意見，向食物部反映，以提升服務

及食物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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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生表現 

5.1 香港中學文憑試 

 本校二零一五年度之科目達二級或以上者為 99.6%，達四級或以上者為 65%。 

 

5.2 課外及公益活動 

 參加興趣小組活動(共五類：藝術、學術、趣味、體育、服務)並取得合格會員數

目達 391 人； 

 本校學生參與之主要校際比賽： 

 

校際比賽名稱 人數 百分比 

香港學校音樂節 266 26% 

香港學校朗誦節 122 11.9% 

香港學校戲劇節 40 3.9% 

香港學校舞蹈節 15 1.5%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校際運動項目 326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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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學生參與下列境外活動及資優課程： 

活動名稱 人數 

加拿大英文學習及文化體驗計劃 14  

加拿大領袖訓練營 4 

郵輪工作體驗計劃 11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柬埔寨考察團 1 

廣州體育訓練營 60  

同行萬里湖南考察團 50 

清華大學明日領袖培訓交流團 1 

香港外展訓練營 30  

香港中文大學資優課程 8 

香港資優教育學院 6 

教育局資優課程 64 

 

 本校學生參與下列公益活動： 

 

  
活動項目 參加人數 

探訪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安康幼兒學校 35 

探訪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沙田信義幼稚園 39 

探訪循理會白普理循理幼兒學校 40 

探訪新界婦孺福利會博康兒童樂園 24 

探訪東華三院廖恩德紀念幼稚園 34 

探訪騰達護老中心 53 

參加信義會生命故事集計劃 173 

為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售賣敬老護老愛心券 32 

為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社會服務部賣旗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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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校際比賽活動 

  

活動性質 
參加人數 

獎項 
全港性 區域性 

    32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田及西貢區中學分會 

      中學校際游泳比賽: 

         男子乙組 200 米自由泳冠軍 (3B 黃瀚賢) 

         女子甲組 200 米胸泳季軍 (6A 區詠堤) 

         男子乙組 100 米自由泳季軍 (3B 黃瀚賢) 

         女子乙組 50 米背泳季軍 (4E 羅穎琛) 

         女子甲組 50 米胸泳殿軍 

         女子乙組 50 米胸泳殿軍 

         女子乙組 200 米胸泳殿軍 

         男子甲組 50 米背泳殿軍 

         男子甲組 100 米背泳殿軍 

         女子乙組 100 米背泳殿軍 

         女子乙組全場殿軍 

體育   100 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 5000 米冠軍 (4C 楊卓文) 

         男子甲組 1500 米亞軍 (4C 楊卓文) 

         男子甲組 400 米欄亞軍 (5F 溫錫滔) 

         男子乙組 100 米亞軍 (3E 伍卓楠) 

         女子甲組 400 米季軍 (5D 樓帥靈) 

         女子丙組跳遠季軍 (1E 莫欣叡) 

         男子乙組標槍季軍 (4A 周逸知) 

      
   男子乙組 4x400 米接力季軍 (3B 李雲開、3C 張永約、 

      3E 章天恩、3E 呂焌皓、4C 馬展浩) 

         男子甲組跳遠殿軍 

         女子丙組 4x100 米接力殿軍 

         女子甲組 4x400 米接力殿軍 

         女子丙組 4x400 米接力殿軍 

         男子甲組 100 米優異獎一名 

         女子甲組 100 米欄優異獎兩名 

         男子乙組 200 米優異獎一名 

         女子甲組 200 米優異獎一名 

         女子丙組 200 米優異獎一名 

         女子乙組 400 米優異獎一名 

         男子甲組 400 米欄優異獎一名 

         男子乙組 800 米優異獎一名 

         女子丙組 800 米優異獎一名 

         女子乙組鐵餅優異獎一名 

         女子甲組標槍優異獎一名 

         女子乙組標槍優異獎一名 

         女子乙組跳遠優異獎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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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子丙組跳遠優異獎一名 

         男子丙組鉛球優異獎一名 

         男子丙組 4x400 米接力優異獎一名 

         女子乙組 4x400 米接力優異獎一名 

         男子甲組 4x100 米接力優異獎一名 

         男子乙組 4x100 米接力優異獎一名 

         男子甲組全場優異獎 

         男子乙組全場優異獎 

         女子甲組全場優異獎 

         女子丙組全場優異獎 

    61 中學校際越野賽: 

         男子乙組團體亞軍 

         男子甲組個人殿軍 

         女子丙組個人優異獎 

         女子甲組團體優異獎 

         女子乙組團體優異獎 

         女子丙組團體優異獎 

    36 中學校際長跑比賽: 

         男子甲組個人冠軍 (4C 楊卓文) 

         女子丙組團體季軍 

         女子丙組個人優異獎 

         男子甲組團體優異獎 

         男子丙組團體優異獎 

         女子甲組團體優異獎 

         女子乙組團體優異獎 

    32 中學校際室內賽艇錦標賽: 

         女子乙組 1000 米亞軍 (4E 郭加恩) 

         女子甲組 1000 米優異獎一名 

         女子乙組 1000 米優異獎一名 

         女子乙組 4x500 米優異獎 

    63 中學校際籃球比賽: 

         女子甲組(第一組別)冠軍 

         女子乙組(第一組別)冠軍 

         女子丙組(第一組別)冠軍 

         男子丙組(第二組別)冠軍 

         男子甲組(第二組別)亞軍 

    51 中學校際排球比賽: 

         男子丙組(第二組別)冠軍 

         男子甲組(第二組別)優異獎 

         男子乙組(第二組別)優異獎 

         女子乙組(第二組別)優異獎 

    18 中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男子乙組冠軍 

         女子丙組冠軍 

         女子甲組殿軍 

         女子乙組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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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丙組優異獎 

    14 中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男子甲組優異獎 

         男子丙組優異獎 

    47 中學校際手球比賽: 

         女子甲組亞軍 

         女子丙組亞軍 

         女子乙組殿軍 

         男子甲組優異獎 

         男子乙組優異獎 

         男子丙組優異獎 

    55 中學校際足球比賽: 

         男子乙組(第二組別)季軍 

         男子丙組(第二組別)優異獎 

  1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舉辦之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葛量洪學界傑出運動

員獎(乒乓球): 

         傑出運動員 (3B 林民熹) 

    1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之分齡游泳比賽: 

      荃灣區青少年 F 組 50 米蛙泳 

         亞軍 (5E 陳浚軒) 

      荃灣區青少年 F 組 100 米蛙泳 

         亞軍 (5E 陳浚軒) 

      葵青區青少年組 100 米蛙泳 

         季軍 (5E 陳浚軒) 

  1   愉園體育會舉辦之第十屆週年水運會: 

      男子 15 歲或以上組 50 米蛙泳 

         冠軍 (5E 陳浚軒) 

      男子 15 歲或以上組 50 米自由泳 

         冠軍 (5E 陳浚軒) 

  1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舉辦之 2014-15 年第三組短池分齡游泳比賽 

(13-14 歲 100 米蛙泳): 

         季軍 (3B 黃瀚賢) 

  1   康文署舉辦之第五屆全港運動會田徑比賽(男子 5000 米): 

         亞軍 (4C 楊卓文) 

  
1 

(國際性)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舉辦之第二屆亞洲中學生越野跑錦標賽: 

         優異獎一名 (4C 楊卓文) 

  1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 

      香港越野錦標賽 2015(男子青年組) 

         亞軍 (4C 楊卓文) 

  1   
三星第 58 屆體育節 IAAF 世界田徑日 2015 男子少年組(16-17) 

2000 米障礙賽 

      

   亞軍 (4C 楊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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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香港少年測試賽 2015: 

         季軍 (4C 楊卓文) 

  1   香港田徑錦標賽 2015(男子五千米) 

         季軍 (4C 楊卓文) 

  1   沙田體育會舉辦之沙田迎新春長跑 2015(男子少年 III 組三公里賽):

         冠軍 (4C 楊卓文) 

    1 
新界區體育總會舉辦之第二十九屆新界區際田徑運動大會 

(男子青年組 1500 米): 

         亞軍 (4C 楊卓文) 

  1   飛達田徑會舉辦之第十屆飛達新春慈善長跑 2015(男子十公里賽):

         冠軍 (4C 楊卓文) 

    1 
香港馬拉松推廣社舉辦之第二十六屆荃灣體育節開幕禮暨 

中興 10K 長跑 2015: 

         冠軍 (4C 楊卓文) 

  1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舉辦之 Bonaqua 全港學界精英乒乓球賽: 

      單打-中學組: 

         優異獎 

  1   
工聯康樂體育促進會舉辦之 2014 工聯盃(男子乒乓球單打 

錦標賽): 

         冠軍 (3B 林民熹) 

  1   
沙田區少年警訊舉辦之少年警訊反青少年吸食危害精神毒品 

乒乓球比賽 2014: 

         亞軍 (4A 董兆章) 

    1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之分齡乒乓球比賽 2014: 

      大埔區青少年 MG 組男單 

         冠軍 (3B 林民熹) 

      沙田區青少年 MH 組男單 

         亞軍 (3B 林民熹) 

  1   香港乒乓球總會舉辦之 2015 全港公開青少年乒乓球錦標賽: 

         季軍 (3B 林民熹) 

    1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之觀塘區分齡羽毛球比賽 2014: 

         殿軍 

  1   香港武術聯會舉辦之全港公開青少年兒童武術分齡賽: 

      全能: 

         亞軍 (5B 陳宇新) 

      長拳: 

         亞軍 (5B 陳宇新) 

      刀術: 

         亞軍 (5B 陳宇新) 

  1   
東亞空手道總會舉辦之第 4 屆東亞青少年空手道錦標賽 

(少年組女子組 47 公斤以下): 

         銅獎 (3A 馮浩盈) 

  122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舉辦之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本校共取得 7 冠、16 亞、16 季及 88 項優異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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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語 

      散文獨誦 

         冠軍一名 (3B 林可悅) 

         亞軍兩名 (2C 黃翠、2E 張卓瑩) 

         季軍一名 (2C 李曉欣) 

         優異獎十一名 

      詩詞獨誦 

         季軍一名 (2E 張卓瑩) 

學術        優異獎五名 

      二人朗誦 

      
   冠軍三名 (3D 鄒嘉怡、4E 陳詠心、6A 謝曉嵐、 

      6C 鍾翠儀、6D 潘雪芬、6E 彭可怡) 

         亞軍一名 (5A 林可恩、5D 樓帥靈) 

         季軍一名 (6C 朱家盈、6C 黃翠瑩) 

         優異獎六名 

      基督教經文朗誦 

         優異獎一名 

        

      普通話 

      散文獨誦 

         冠軍一名 (6E 李美婷) 

         亞軍兩名 (4C 江子慧、6C 陳潁澄) 

         季軍三名 (2C 陳陽、6D 陳潔昕、6E 王朗昕) 

         優異獎十二名 

      詩詞獨誦 

         季軍兩名 (1A 李煥芳、2C 許晶婷) 

         優異獎六名 
        

      英語 

      詩詞獨誦 

         冠軍兩名 (1E 陳君雪、6E 黃筱鈞) 

      
   亞軍六名 (1C 楊廷蔚、2C 何偲緯、3B 黃慧婷、 

      3E 蘇恩彤、5B 黃穎璇、6D 陳潔昕) 

      
   季軍五名 (1D 梁凱童、3C 利曉菁、3D 冼倬如、 

      4E 王廷浩、5B 葉紀攸) 

         優異獎三十二名 

      公開演講 

         亞軍兩名 (5B 張譽彤、5E 藍倩盈) 

         季軍一名 (5B 梁雋謙) 

         優異獎四名 

      二人朗誦 

         亞軍兩名 (1E 林明葆、1E 曾恩勺、4E 何泳頤、4E 呂欣怡) 

         季軍兩名 (1E 林卓鋒、1E 謝凱駿、2D 蔡潔怡、2E 盧沅蔚) 

      
   優異獎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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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經文朗誦 

         亞軍一名 (5B 葉紀攸) 

         優異獎一名 

  216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舉辦之二零一五年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 

比賽中，本校共取得高級優異證書十二名，優異證書八十五名 

、良好證書一百三十八名及優良證書二十二名: 

      英文科 

         高級優異證書二名 (2E 彭樂知、5B 李顯諾) 

         優異證書二十九名 

         良好證書七十名 

         優良證書十四名 

      數學科 

      

   高級優異證書八名 (2E 譚早言、3D 楊文彥、3E 鄺國喬、 

      3E 尹潤雯、4A 蕭梓鋒、4A 游子楓、4B 李俊熹、 

      4B 馬銘希) 

         優異證書四十二名 

         良好證書三十名 

         優良證書兩名 

      科學科 

         高級優異證書兩名 (4A 周逸知、4A 游子楓) 

         優異證書十四名 

         良好證書三十八名 

         優良證書六名 

  68   澳洲數學信託基金舉辦之二零一四年澳洲數學比賽: 

         特別表現獎證書(初級)一名 (2E 譚早言) 

         高級優異獎證書兩名 (6A 蘇詠勤、4A 蕭梓鋒) 

         優異證書十七名 

         良好證書二十七名 

  75   香港理工大學舉辦之高中數理學科比賽 2015: 

      
本校共取得獎牌兩名，高級優異證書十六名及優異證書 

二十名 

      數學科 

         獎牌一名 (5A 林浩然) 

      
   高級優異證書五名 (5A 何律恒、5A 林煥然、5A 梁雪凝、 

      5A 黃曉正、5A 黃偉浩) 

         優異證書十二名 

        

      化學科 

         獎牌一名 (5E 溫嘉穎) 

         高級優異證書三名 (5A 何勁暉、5A 何律恒、5D 梁詠恩) 

         優異證書三名 

        

      物理科 

         高級優異證書一名 (5A 林煥然) 

         優異證書兩名 
        



 19

      生物科 

      
   高級優異證書七名(5A 何律恒、5B 潘信霖、5D 周然、 

      5D 洪靜雯、5D 劉寶熙、5D 劉逸滔、5E 溫嘉穎) 

         優異證書三名 

  5   
香港數理學會及保良局舉辦之第十七屆香港青少年數學 

精英選拔賽: 

         二等獎三名 (3C 溫燿樺、3E 陳景揚、3E 尹潤雯) 

         三等獎兩名 (3D 鄧希龍、3E 鄺國喬) 

  14   培正中學舉辦之第十四屆培正數學邀請賽: 

         銅獎兩名 (2E 譚早言、4B 李俊熹) 

         優異獎五名 

  14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舉辦之【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 2015: 

      總決賽 

         二等獎一名 (2A 張區煌) 

         三等獎一名 (2D 張志鏗) 

      晉級賽: 

         二等獎兩名 (1D 林志洪、2A 張區煌) 

         三等獎兩名 (2C 陳沛樂、2D 張志鏗) 

      初賽: 

         一等獎兩名 (1D 林志洪、1E 王睿豐) 

      
   二等獎四名 (2A 張區煌、2D 朱贊綜、2D 尹舒煥、 

      2E 郭卓然) 

      

   三等獎八名 (1C 吳鈞濤、1C 黃灝軒、2C 陳沛樂、 

      2C 何沅錞、2D 張志鏗、2D 馮淦琨、2D 王樂濤、 

      2E 羅晉穎) 

  5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港委員會舉辦之 2014-15 香港初中數學奧林

匹克全國青少年數學論壇比賽之「數學解難技能展示比賽」: 

         三等獎三名 (2D 尹舒煥、2E 彭樂知、3D 鄧希龍) 

  2   香港統計學會舉辦之中學生統計創意寫作比賽: 

         優異獎一名 

         入圍獎一名 

  3   家庭學習協會舉辦之第 12 屆資優解難大賽: 

      個人 

         銀獎 (3E 尹潤雯) 

         銅獎 (3E 羅晉熙) 

      團體 

         優異獎一名 

  6   香港中文大學舉辦之第十屆校際系統建模與優化競賽: 

         冠軍及最佳報告獎 (6A 麥志軒﹑6A 蘇詠勤) 

  12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舉辦之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 

         銅獎 (6A 蘇詠勤) 

      

   入圍獎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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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西覓亞舉辦之世界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香港區選拔賽: 

      常規賽-初中組: 

         一等獎 (2D 陳皓然) 

      常規賽-高中組: 

         一等獎 (4B 郭俊軒﹑4B 馬銘希﹑4B 吳漢民) 

  3   
創意科技教育協會舉辦之 2014 第九屆「創協盃」創意科技 

機械人大賽: 

         二等獎一名 (4B 郭俊軒、4B 吳漢民、4B 裴証珩) 

  2   香港 IT 人協會舉辦之第五屆全港中小學中文輸入法比賽: 

         優異獎兩名 

  5   教育局資優教育學院組舉辦之香港科學青苗獎 2014/15: 

      團體 

      
   準決賽 (3E 歐政楠、3E 鄒雪霞、3E 章天恩、3E 羅晉熙、

      3E 蘇恩彤) 

      個人 

         一等獎兩名 (3E 鄒雪霞、3E 章天恩) 

         三等獎兩名 (3E 羅晉熙、3E 蘇恩彤) 

  3   新創建香港地貌行舉辦之「青年地質保育大使」培訓計劃: 

         入圍獎 

  1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舉辦之全港青年中文故事創作比賽 

(2013-14 年度)(初中組): 

         季軍 (2B 潘民麒) 

  1   明報報業舉辦之第 17 屆明報校園記者計劃「全年最佳寫作大獎」:

         優異獎一名 

  1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舉辦之「生命的情書」徵文比賽 

(學生組): 

         優異獎一名 

  2   
陳贊一博士教育基金舉辦之陳贊一博士聯校微型小說創作獎 

(2014-2015): 

      高級組 

         推薦獎一名 

      初級組 

         推薦獎一名 

  1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及香港公共圖書館舉辦之第 26 屆 

中學生好書龍虎榜-讀後感寫作比賽(初級組): 

         推薦獎一名 

  1   
香港教育城舉辦之 2014/15 年度創作獎勵計劃第一期中學組 

主題寫作: 

         亞軍 (6D 許樂程) 

  1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舉辦之第二十六屆全港學界律詩創作比賽 

(中學及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組): 

         特別獎一名 (5F 陳卓盈) 

  6   
香港青年旅舍舉辦之賽馬會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計劃「兩代情」

徵文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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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組 

         優異獎一名 

      初中組 

         優異獎五名 

  1   素質教育發展中心舉辦之身心健康策略標語創作比賽: 

         季軍 (2E 鄧學琳) 

  1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同學會舉辦之全港中學中國歷史

研習獎勵計劃(初級組): 

         二等獎一名 (3C 袁溥程) 

  6   星島日報舉辦之星島校際辯論比賽: 

      團體: 

      
   最後十六強 (4A 余詠詩、4B 彭奕竣、4C 譚兆彤、 

      4E 陳詠心、5D 江穎珩、5F 蔡浩強) 

      個人: 

         最佳辯論員(第二回合初賽) (4B 彭奕竣) 

         最佳辯論員(第三回合初賽) (5F 蔡浩強) 

         最佳辯論員(第四回合初賽) (5F 蔡浩強) 

         最佳交換問答辯論員(第三回合初賽) (5F 蔡浩強) 

         最佳交換問答辯論員(第四回合初賽) (5F 蔡浩強) 

         最佳交換問答辯論員(最後十六強) (5F 蔡浩強) 

  5   國際扶輪社 3450 舉辦之 2014-15 年度扶輪盃中學校際辯論比賽: 

      團體 

      
   最後八強 (4A 余詠詩、4B 彭奕竣、4C 譚兆彤、4E 陳詠心、

      5F 蔡浩強) 

      個人 

         最佳辯論員(半準決賽) (5F 蔡浩強) 

         最佳交換問答辯論員(第二回答初賽) (5F 蔡浩強) 

         最佳交換問答辯論員(第三回答初賽) (5F 蔡浩強) 

    6 
新界聯校辯論學會舉辦之第三十一屆新界聯校辯論比賽 

(複賽一): 

         最佳辯論員一名 (2C 火詠佳) 

    12 言論自由行 

      「拍住上」沙田區中小學辯論前奏賽: 

      全場: 

         最佳辯論員 (2C 劉杰榆) 

      第一節: 

         最佳合作獎 (2C 何婉清) 

      第二節 

         勝方 (1C 彭子健、2C 劉杰榆) 

         最佳辯論員 (2C 劉杰榆) 

         最佳問題獎 (1C 彭子健) 

         最佳回應獎 (2C 劉杰榆) 

      第三節 

      
   最佳問題獎 (1E 梁芷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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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節 

         最佳合作獎 (1E 莊悅) 

        

      「拍住上」沙田區中小學辯論比賽: 

      第四節 

         最佳問題獎 (1C 彭子健) 

         最佳回應獎 (1E 曾恩勺) 

  1   創世紀學會舉辦之第二屆辯論比賽: 

         季軍一名 (2C 關芷因) 

  7   
香港仔坊會舉辦之「優質生活 健康生活」扶輪社全港學生 

演講比賽: 

         冠軍 (1C 雷碧芯) 

         特別獎 (1E 林卓鋒) 

         優異獎兩名 

  3   
中華傳統文化精粹演講盃籌委會舉辦之中華傳統文化精粹 

演講盃: 

         亞軍 (2C 侯慧敏) 

  25   
香港教育學院舉辦之第九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 

大賽」: 

      高中組 

         表現優異四名 

         表現良好八名 

      初中組 

         表現優異四名 

         表現良好三名 

  5   新知識文化學術研究社舉辦之全港中學生演講比賽-夢想盃: 

      高級組 

         優異獎兩名 

        

      初級組 

         優異獎一名 

  1   新市鎮文化協會舉辦之第十七屆全港中小學生普通話演講比賽: 

         優異獎一名 

  265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舉辦之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本校共取得 4 亞、4 季及 67 項優良獎狀: 

      亞軍四項 

         分級鋼琴獨奏 (2E 張卓瑩) 

         女子獨唱(外文歌曲)一名 (5B 黃穎璇) 

藝術        二胡高級組 (2C 何偲緯) 

        

      季軍四項 

         分級鋼琴獨奏三名 (1C 廖穎彤、1E 盧巧恩、2E 李海綾) 

         二胡中級組 (2C 關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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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隊成績: 

         高級合唱團(中文歌曲) — 亞軍 

         初級合唱團(外文歌曲) — 優異獎 

         高級合唱團(外文歌曲) — 優異獎 

         銀樂隊中級組 — 優異獎 

         中樂隊高級組 — 優異獎 

         管弦樂隊中級組 — 優異獎 

  133   音樂事務處舉辦之 2014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中樂團比賽(46 - 90 人)銀獎 

         交響樂團比賽銀獎 

  18   
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有限公司舉辦之第五十一屆學校 

舞蹈節: 

      團體比賽 

         甲級獎 

  38   教育局舉辦之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演員獎 (4E 何君聖)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37   英文中學聯會舉辦之 2015 英文戲劇節: 

         傑出演員獎 (4E 何君聖) 

         傑出表現獎 

  7   教育局舉辦之 2014-15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嘉許狀一名 

         入圍獎一名 

  1   
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辦之「敦煌與現代生活之奇思妙想」海報設計

比賽(初中組): 

         亞軍 (3C 李皓晴) 

  1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之二零一五年水上安全海報設計比賽: 

         優異獎一名 

  1   屋宇署舉辦之「樓宇安全靠大家」漫畫創作比賽 2014: 

         金獎 (3C 李皓晴)  

         網上投票最受歡迎奬一名 (3C 李皓晴) 

  1   屋宇署舉辦之樓宇安全週 2015 T-shirt 創作比賽: 

         冠軍 (3C 李皓晴) 

  1   
艾斯爾國際文化交流(香港)舉辦之 2014「讓愛動起來」繪畫比賽

(亞太區): 

         三等獎 (6C 麥穎欣) 

  1   
艾斯爾國際文化交流(香港)舉辦之 2015 「奔向未來」繪畫比賽 

(亞太區賽事): 

         亞軍 (1B 莫子朗) 

  1   
香港青年協會舉辦之徐悲鴻盃國際青少年兒童美術比賽 

香港賽區高中組: 

      西畫組別 

      
   一等獎 (6C 麥穎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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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馬 

         優異獎一名 

  1   瓔珞講堂舉辦之保育海洋生物繪畫、設計比賽(初中組): 

         亞軍 (3D 黃鍵滔) 

  1   兒童點子舉辦之國際兒童創意繪畫大賽 2014: 

         亞軍 (5A 包靖) 

  2   中國文化協會舉辦之印象台灣-郵票設計比賽: 

         一等獎 (3C 李皓晴) 

         優異獎一名 

  1   
香港青少兒視覺藝術研究學會舉辦之第 7 屆中華濃情國際少兒 

美術匯展: 

         一等獎 (5A 包靖) 

  1   蘊涵美育研究協會舉辦之第一屆國際年度藝術競賽 2014: 

         優異獎一名 

  1   
中國少年兒童造型藝術學會舉辦之 2014 年全國中小學生幼兒 

優秀美術書法攝影作品大賽: 

      作品(北極熊的未來): 

         金獎 (5A 包靖煾) 

      作品(古典人物): 

         金獎 (5A 包靖煾) 

  1   心晴行動慈善基金舉辦之「笑面迎人‧以愛傳晴」攝影比賽: 

         優異獎一名 

  49   愛滋寧養服務協會舉辦之 2015 面具設計比賽: 

         優異獎一名 

         入圍獎三名 

    13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沙田區委員會舉辦之第十一屆公益少年團 

沙田區學界圍棋比賽: 

         冠軍 (1C 吳鈞濤) 

         殿軍 

         優異獎兩名 

  2   
香港象棋文化發展協會舉辦之第十屆國慶盃中國象棋比賽 

(初中組): 

      團體: 

         亞軍 (1C 陳弘望、1D 尹希朗) 

      個人: 

         冠軍 (1D 尹希朗) 

         優異獎一名 

  1   香港兒童棋園舉辦之第 12 屆香港兒童棋院盃圍棋公開賽: 

         冠軍 (1C 陳弘望) 

  3   和富社會企業舉辦之第十二屆香港校際圍棋大賽: 

         優異獎 

  2   新一代棋院舉辦之 2014 iChess 中國象棋聖誕盃: 

      個人 

         亞軍 (1D 尹希朗) 
         優異獎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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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 

         亞軍 (1C 陳弘望、1D 尹希朗) 

  1   中國香港棋院舉辦之第 6 屆「小棋聖盃」全港學界棋藝大賽: 

      個人 

         冠軍 (1D 尹希朗) 

      中國象棋團體精英獎 

         銅獎 

  1   香港中華文化藝術節組織委員會舉辦之國際音樂藝術大賽: 

         金獎 (2C 關芷因) 

  1   
香港青年表演藝術交流發展協會舉辦之香港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2014 (鋼琴、器樂及聲樂表演藝術精英賽): 

         亞軍一名 (3B 馮嘉寶) 

  1   香港古典音樂推廣中心舉辦之 2014 香港青少年鋼琴比賽: 

         亞軍 (3B 馮嘉寶) 

  1   元朗大會堂舉辦之 2015 全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銅獎 (5D 王秀妍) 

    1 沙田青年協會舉辦之沙田國慶盃歌唱比賽 2014: 

         冠軍 (6A 周嘉浩) 

  1   保良局動感青年天地舉辦之「聲動」歌唱比賽 2014: 

         亞軍 (6A 周嘉浩) 

  1   遵理學校有限公司舉辦之遵理聲戰: 

         季軍 (6A 周嘉浩) 

  2   
沙田區少年警訊舉辦之少年警訊滅罪共融 BBQ 迎新聖誕聯歡會

暨「JPC Got Talent」2014: 

         季軍 (4A 鄒培基、4A 董兆章) 

  1   
南 華 早 報 舉 辦 之 Student of the Year Award (Community 
Contributor): 

          優異獎 (5B 梁雋謙) 

    3 沙田青年協會舉辦之第十一屆沙田區傑出學生: 

其他     高中組 

         傑出學生獎一名 (5B 梁雋謙) 

      初中組 

         優異學生獎兩名 (3E 羅晉熙、3E 蘇恩彤) 

  3   社會福利署舉辦之義工運動: 

         銀獎一名 (4B 陳霈詩) 

         銅獎兩名 (4A 毛頌婷、6C 麥穎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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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宗教活動 

 決志信主人數 89 人 

 參加福音營人數 24 人 

 參加團契平均人數 38 人 

 

5.5 升學就業概況 

 中六 

入讀本地 

大學學位課程率 

入讀本地 

大專文憑率 

入讀 

非本地大學率 

其他 

(就業及重讀等) 

70.9% 23.8% 3.6% 1.8% 

 

 5.6 學生情意及社交表現指標   

項

目 

 

副量表 

 

14/15 年度 

本校初中 

平均 

全港初中

平均 

 

效應值 

 

13/14 年度 

本校初中平均 

 

1 整體滿足感 2.55 2.60 微 2.52 

2 負面情感 1.83 1.81 微 1.85 

3 師生關係 2.90 2.98 微 2.85 

4 社群關係 2.93 2.92 微 2.94 

5 成就感 2.41 2.55 小 2.45 

6 機會 2.93 2.97 微 2.92 

7 經歷 2.37 2.53 小 2.38 

 

項

目 

 

副量表 

 

14/15 年度 

本校高中 

平均 

全港高中

平均 

 

效應值 

 

13/14 年度 

本校高中平均 

 

1 整體滿足感 2.47 2.48 微 2.39 

2 負面情感 2.00 1.94 微 2.09 

3 師生關係 2.94 2.91 微 2.88 

4 社群關係 2.95 2.94 微 2.94 

5 成就感 2.46 2.42 微 2.40 

6 機會 2.84 2.77 微 2.76 

7 經歷 2.41 2.43 微 2.34 

     (備註：由 2011 年起，本校使用 APASO-2 處理數據，結果分初中及高中展示) 

 

 結果描述： 

 本校初中學生在成就感及經歷方面略低於香港常模數字，高中學生則與香港常

 模數字沒顯著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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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學生出席概況 

 

級別 缺席率(%) 出席率(%) 

中一 1.5% 98.5% 

中二 2.4% 97.6% 

中三 2.0% 98.0% 

中四 2.5% 97.5% 

中五 2.2% 97.8% 

中六 3.1% 96.9% 

 

 

6 總結及展望 

6.1 工作成果 

本校對本學年各方面的發展均感滿意。各科各組在本學年的工作目標均可順利完成，

顯示教師隊伍成熟而有幹勁。我們充滿信心迎接未來的挑戰──實踐新的三年發展計劃、

深化高中學制各相關措施及優化千禧校舍的設施。 

 

6.2 發展計劃：現況分析 

6.2.1 校內： 

 具備千禧校舍 

 行政架構完備 

 資訊科技設備完善 

 財政儲備不足 

 教師十分專業 

 學校提供足夠的支援及培訓以提升新同工的教學技巧 

 教師教學工作沉重，身心休息不足 

 學生品行和自我形象良好，勤學受教 

 學生仍可提升生命的質素 

 

6.3 來年發展方向 

6.3.1 管理與組織 

 增加人力資源以舒緩老師壓力 

 完善校舍設備 

 

6.3.2 教師專業發展 

 提升同工教學技巧，推動學生備課學習及互動學習，以配合小班教學 

 推行教學啟導計劃以協助資歷較淺的老師融入沙崇 

 

6.3.3 學務 

 培育「沙崇人」的才能 

 檢視高中課程組合 

 於全校推動小班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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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學生培育、訓、輔、宗教、課外活動 

 培育「沙崇人」的特質 

 加強福音訊息的傳遞 

 強化班級經營 

  

6.3.5 學生福利 

 建設校園，以配合小班教學 

 增加獎助學金 

 

6.3.6 家長聯繫 

 加強家長教育 

 

6.3.7 校友方面 

 擴大校友聯絡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