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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們的學校 

 

1. 本校簡介 

  本校為順德聯誼總會於 1997 年 9 月 1 日創辦的一所文法津貼中學，以贊助人新世

界發展創辦人鄭裕彤博士命名。 

 

2. 校本管理 

  本校自 2005 年成立法團校董會，2021-22 年度校董會成員包括校監盧德光先生、

副校監杜半之先生、辦學團體校董廖漢輝博士、游永滿先生、蘇國明先生、潘樂陶博士、

李泓廣先生、林松威先生、伍惠秋女士及陳建業先生；獨立校董陳蔭昌先生、許宗盛先生；

教員校董徐偉基先生、陳紹璣先生；家長校董梁慧芳女士、梅偉明先生；校友校董陳穎輝

先生。 

 

3. 班級結構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班別數目 4 4 4 4 4 4 

 

4. 教師學歷及專業教育文憑 

教師學歷及專業教育文憑 佔全校教師人數 

教育文憑 96% 

學士 100% 

碩士、博士或以上 70% 

特殊教育培訓 38% 

 

5. 教學經驗 

年資 佔全校教師人數 

0-4 年 9% 

5-9 年 7% 

10 年或以上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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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校風 

  校風純樸，紀律嚴明。學校設生活教育科，推動價值觀教育，並透過領袖培訓、社區

服務、學會活動及校隊培訓，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培育學生的自信心。 

 

7. 贊助人家族及校董獎助學金 

  本校獲周大福慈善基金贊助，於校內成立鄭裕彤博士助學金及鄭敬詒獎學金，以支

援及獎勵學生。校董潘樂陶博士設立獎學金，資助及獎勵在港修讀工程學士學位課程的

學生。 

 

詳請瀏覽本校網站：https://www.cyt.edu.hk/  

  

https://www.cyt.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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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一）：營造積極學習風，提升學與教效能。 

 

A. 成就 

 

1. 提升學生的學習表現 

 

本校運用全班式、小組抽離式及校外培訓方式，提供多元化及富連貫性的拔尖活

動，有效照顧本校資優學生的需要及充分發揮他們的潛能。本校為各級不同能力的學

生規劃提升學習表現的課後課程，包括初中中英數補底班、初中中英數試前溫習班、

初中溫習小組、高中中英數提升班、高中課後中英提升班、高中各科課後精研課程、

高中溫習小組、非華語課後中文班等。因應疫情及面授課堂的安排，運用混合模式舉

行拔尖補底的課程及各類課後學習活動，令學生在疫情下仍可獲得各項學習上的支

援。大部分課程的出席率理想，參加學生態度積極，有效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本校大部分科目持續優化校本課程，在考試時間、題型、深淺比例等作跨級循序

漸進的規劃。大部分科目能因應學生的能力調適教學策略，包括：調適課業程度、給

予額外提示、設計分層題目、增設挑戰題等，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和信心。 

 

透過學生面談、家長講座、學校會議等，收集各持份者對高中課程架構的意見，

並參考了本年度模擬選科的數據，對 2022-23 年度中四級課程架構作修訂，本年度

中三升中四選科的滿意度是近五年最佳，能照顧學生的不同興趣、能力和抱負。 

 

本學年為中四級以英語修讀物理科及化學科的學生安排暑期銜接課程及中四適

應課程，支援學生以英語修讀相關科目。為營造英語學習環境及提高學生的英語能力，

以滿足未來升學及工作的需要，本學年已跟各持分者深入檢視學校語言政策，議定由

2022-23 學年開始，中三級綜合科學科物理部分及化學部分以英文作為教學語言。

由 2023-24 學年開始，中四級物理科、化學科、數學科延伸部分單元二以英文作為

教學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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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本校為中一級學生舉辦自主學習工作坊，指導學生摘錄筆記、利用組織圖、課前

預習等學習技巧。大多數學生認同工作坊能幫助他們掌握不同自主學習的方法，並

在各科中實踐。 

 

本校以混合模式舉行各級尖子聚會，並邀請畢業生與學生交流溫習方法和讀書計

劃。大部分學生均能從活動中反思自己的讀書方法，並了解更多不同的學習技巧及

溫習方法，有助尖子建立明確的目標及實踐不同的學習策略。 

 

為營造校園閱讀風氣，本校組織課堂內、外的閱讀活動，包括圖書館課、中英閱

讀課、彤伴讀書會、閱讀大使培訓、好書介紹攤位活動、主題閱讀齊參與、早會閱讀

分享、主題書展、書局行、跨校閱讀分享活動等。本學年續辦中一好書分享活動，有

助營造閱讀氣氛和文化外，亦能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思維能力、自學能力及共通能

力，效果不俗。本校老師指導中一學生閱讀策略相關的技巧，如 SQ4R、瀏覽方法、

找出重點句竅門等，有助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 

 

在推動跨課程閱讀方面，本學年以主題形式提供不同學科的文章，讓學生邊讀邊

學，提高學生對各科的興趣，並以學習里數獎勵作招徠，鼓勵學生閱讀，學生普遍樂

意參與，有效拓寬學生的閲讀層面。 

 

在中一級全面推行自攜裝置政策下，大部分科任老師能設計合適的學習活動，讓

學生善用自攜裝置進行課堂內、外學習。各持分者都給正面評價，認同政策有助提高

學生的學習動機、增加課堂互動、推動學生自主學習和提升教學效能。此外，政策有

助老師採用多元化評估方式，能即時檢視及回饋學生的表現，有效促進學生學習。大

部分老師均能設計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方式和教學法，各科能因應教學內容，設計善

用平板電腦和電子學習材料，以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學習效能。本學年亦已在各級

推行資訊素養的課程，有效教導學生有效及合乎道德地運用資訊及科技。 

 

大部分老師能設計「自學提綱」以促進學生自主學習的活動，亦能提問不同層次

的問題，有效提升學生的課堂參與度、思維能力及學習效能。在暫停面授課堂期間，

部分老師能善用 Google Meet 分組的功能，安排學生進行小組討論及匯報，有效推

動學生在網課期間主動參與課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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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透過 STEAM 教育，培養學生創意、協作、解決問題的能力，並促進創新精神 

 

本年度在中四級新設 STEAM 科，中四級先教授設計思維及 Arduino 編程等知

識，其後以專題研習形式進行課堂，有效培養學生的創意、協作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課堂運作及學生學習效果理想。該班學生隊伍在 World New Economy Council 

Smart School Proposal Competition 獲取總亞軍，另有學生入選教育局「資優教育

基金」校外進階學習課程的「資優生科技創業家培訓計劃」，可見本校學生有能力成

為 STEAM 教育的尖子。 

 

本校組織了多個隊伍參加 STEAM 比賽，包括香港學生科學比賽(AI 應用、系統

設計及科研元素)、Robofest 2022 (Parade & Bottle Summo、App 電子遊戲設計)、

香港青年協會創意編程大賽、香港國際科學競賽、工程師學會青年工程師體驗計劃、

大灣區學生科技大賽、零碳天地構建未來城市-北部都會的可持續發展 Minecraft 編

程創作比賽、World New Economy Council Smart School Proposal Competition 

等。在特別假期間，本校安排了各級 STEAM 課程（包括 AI 及 VR 課程），有效提升

學生對創新科技的認知和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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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反思 

1. 提升學生的學習表現 

 

為更有效照顧不同能力及需要的學生，下學年宜安排一位統籌老師處理各項課

後學習課程。本校應及早識別整體成績優秀但語文能力較弱的學生，為他們提供適

切的課後支援課程，提高他們入讀大學的機會。 

 

本學年定期舉辦英語日，惟活動未能推動大部分學生在課後運用英語溝通及提升

學生的口語能力及自信。新學年宜加大力度營造校園英語氛圍，推動全校學生參與，

例如學生全日在校運用英語溝通、在校園不同地方張貼名言警句及雙語字詞、以英文

展示校園海報、舉辦午間或課後英文電影放映活動等、聘請外籍老師增加初中級學生

使用英語的機會及鞏固學生的英語基礎、聘請英文成績卓越的導師教授後英文課後提

升班、增設網上英語學習平台、組織英文大使協辦活動等。 

 

新學年英國語文科將參與教育局校本支援服務，透過課程討論、共同備課、課堂

實踐、觀課議課，檢視和跟進等教研工作，完善及發展英文科校本課程。 

 

在校內不同會議中，宜安排部分科主任分享如何透過「學-教-評」的循環提升評

估促進學習的效能，從而提升老師的評估素養。 

 

2.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中一級學習技巧工作坊宜配合「自學提綱」所需的學習策略，以提升學生的自主

學習能力。新學年可把本校尖子學生或優秀畢業生的讀書方法之分享拍成影片及放上

網上平台，令更多學生受益。 

 

新學年宜加大力度推廣電子閱讀，與各科共同推動學生和老師於網上平台分享好

書，並在地下大堂展示閱讀成品及獎勵學生。此外，亦宜增設漂書架，讓學生閱讀書

籍後於書本末頁留言，把閱讀樂趣延續。本校將改建教室環境，提供一個舒適的閱讀

區，讓學生於課餘時在舒適的環境下閱讀和分享心得。 

 

推行自攜裝置計劃時，應舉辦與「自攜裝置」相關的家長講座，增加家長對電子

學習的認識，共同協助學生學生善用平板電腦進行學習。本校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在

新學年增購課室互動電子白板及設備，老師可運用新的課室設備進行即時互動、自評

及互評等活動，並記錄課堂的學習內容，以便在課後進行溫習和延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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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透過 STEAM 教育，培養學生創意、協作、解決問題的能力，並促進創新精神。 

 

為配合中學教育課程指引的主要更新重點，本校在新學年把中一級設計與科技科

升格為 STEAM 科，並採用專題研習形式，通過主題為本或問題為本的「動手」和

「動腦」活動，讓學生經歷由構思、研究、設計、製作、以至測試到展示作品及評估

整個過程，以提升學生的自我探索精神、主動解難和創意思維能力。 

 

初中普通電腦科將在下學年開始更新課程內容，在中一級加入利用 micro:bit、

麵包板和其他電子元件進行專題研習活動。中二級加入人工智能的課程。中三級加入

Python 教學。預期中三級在 2023-24 年度起，加入「人工智能之機器學習」課程，

內容包括「機器學習簡介」及「探索使用模型和數據集編寫 AI 應用程序」。本校學

生將在初中階段建立更穩固的科技教育基礎。 

 

為裝備學生更多科技知識及技能，新學年將安排中五級 STEAM 學生在課後修讀

IT 創新實驗室計劃書項目「數據分析及產品設計」的課程，並完成 Community IoT 

Health project。另外,為配合本校水耕場設備，將安排學生參加 AI in Hydroponic 

Plantation 及 IoT in Hydroponic plantation 的課程，並完成一些自動化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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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培養正向價值觀，增強學生成就感。 

 

A. 成就 

 

1. 加強價值觀教育，建立關愛校園，提升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本校指定的科目已在教學進度表標示有關課題所對應的《國家安全教育》範疇和學

習元素，並已在相關課題進行國家安全教育的教學，以促進學生正確地認識《香港國安

法》及國家安全所涵蓋的重要理念。 

 

本校安排不同行業講者在生活教育課、線上和實體職業和生涯分享會，分享在職業上

的喜與樂，鼓勵學生積極面對學業，有助培養學生正向價值和態度。本校持續以中三至中

五級青苗學長帶領中一學生適應校園生活，有效建立良好的朋輩關係。本校中四學生成功

獲選參加由警務處舉辦的「禁毒領袖學院」青少年禁毒領袖培訓計劃，學生完成一系列培

訓課程後成為禁毒領袖，在校園宣傳禁毒訊息，並策劃及推行禁毒活動。 

 

大紫荊勳賢曾鈺成先生到本校主講『如何在學校推行國家安全教育』，讓教師認識整

體規劃國安教育的重要性，有助教師專業成長。教育心理學家到校為老師主講預防性教育

活動，本校繼續獲批參加「醫教社同心協作計劃」，兩者均有助本校為有精神健康需要的

學生提供適切的支援。 

 

2. 發掘學生的潛能，增強學生的成就感。 

 

本校設領袖生、秩序班長、運動領袖、活動領袖生、青苗學長、升學輔導領袖等崗位，

讓學生發揮領導角色，並獲取成功感。 

 

本校加強推動升學及就業活動，讓不同能力的學生都能認識自我、發掘潛能、透過

親身體驗認識自己的長短處。透過參加不同證書課程和校外比賽，有助拓闊學生的眼

界。本校學生在本學年獲得傑出青年協會「明日領袖高峰論壇暨明日領袖獎」青年明日

領袖獎，有助增強學生的自信心及成就感。 

 

透過好學生書籤獎勵計劃及學習里數，表揚同學於學習上、課外活動及服務上的良好

表現。好人好事獎勵計劃表揚同學的責任感、樂於服務及積極正面的態度。本校亦在校網

首頁及校內外當眼處展示學生優秀學習成果。在疫情期間，老師積極培訓學生參加校外比

賽，獲得不少獎項（詳見第五點 - 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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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協助學生達成階段性人生目標。 

 

本校在各級生活教育課安排線上和實體的分享會及講座，以不同形式的生涯體驗活

動、參觀及工作坊和小組／個人升學及就業輔導，使中三學生在選科前、中四學生在報

讀應用學習前、中六學生報大學聯招前及文憑試放榜前，都有明確的目標，並洞悉需考

慮的因素，有助學生達成階段性人生目標。 

 

B. 反思 

 

 本年度因疫情關係，大部分原定的領袖培訓、跨境考察、全方位學習、各領袖

團隊訓練營等體驗式的學習活動均未能進行。至學期完結前，才能舉辦數次體

驗式活動，以增同學間朋輩互動的機會。 

 

 大部分科目都因疫情關係未能進行國家安全教育的參觀活動，惟不同科目已舉

辦學生比賽、課後講座、網上及自主學習活動等，以加強學生對國情和國家安

全的認識，並提升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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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們的學與教 
 

1. 全校語文政策 

  本校初中以母語為教學語言，也注重培養學生兩文三語的能力，普通話科透過「普通

話日」及參加不同類型的朗誦及演講比賽，鼓勵學生靈活運用普通話。學校為提升學生英

語能力，於非語文科目採用「英語延展教學活動」模式，各學科為學生安排英語延展教學

活動，以營造英語學習環境，提供機會讓學生運用英語。學校設有英語角、英文早會、升

中暑期英語銜接課程、英語音樂劇、英語提升班及不同類型的英文學會，以增加學生接觸

英語的機會。本校高中部分科目以英文為主要授課語言，有助學生銜接大學課程。 

 

2. 校本課程 

  在高中課程，本校除四個核心科外，亦提供數學科延伸部分單元二供學生選讀。本校

共提供十一個選修科目，包括生物、物理、化學、地理、經濟、中國歷史、旅遊與款待、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會計學習範疇及商業管理範疇）、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資訊及

通訊科技和視覺藝術。學生可按個人興趣修讀應用學習課程，讓同學更早認識與工作有關

的專業知識。 

 

3. 閱讀政策 

  學校向來指導學生「從閱讀中學習」，本年為營造校園閱讀風氣和培養學生的閱讀興

趣，進一步推動「邁向跨課程閱讀」。透過有目的、有意義的閱讀，教師可引導學生將文

本與各學習領域，以及已有知識和生活經驗連繫起來，繼而幫助他們作深度閱讀。本校現

正推動電子閱讀、舉辦課堂及課後閱讀及分享、跨課程閱讀、校外閱讀活動等，以豐富學

生的知識，並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及思維能力。 

 

4. STEAM 教育 

  本校已成立 STEAM 教育組，統籌科學、科技及數學學習領域推動 STEAM 教育。本

年度新設高中 STEAM 課堂，發掘具潛質的學生進入 STEAM 校隊，參加訓練及校外比

賽。本校在中一設 STEAM 課堂，並在初中各級設 STEAM 跨學科活動，讓學生透過活動

融會貫通知識。 

 

本校畢業生回校教授學生 STEAM 課程，以薪火相傳形式，將校外新的科技知識傳授

給學生，並引導學生充分發揮個人的創意潛能。本校運用資訊科技實驗室撥款，在課後為

初中學生安排多個編程、人工智能及無人機課程，以提升學生對 STEAM 教育的興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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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習差異的照顧 

  在分班政策上，除按學生能力編班外，本校安排老師為能力稍遜的初中學生安排課後

補底班，為棄修選修科的高中學生安排中英數提升班。本校聘請成績優異的畢業生在課後

教授各級拔尖補底班，務求提升學生的應試能力。 

 

  在課程設計上，老師設計不同能力的教材，在課堂上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在初中級

試卷上，老師按淺中深比例擬卷，以「易合格、難高分」為原則，使試卷更有效檢測學生

的能力，從而讓老師調整教學策略。 

 

6. 教師專業培訓及發展 

  學校積極鼓勵老師參加由教育局、考評局或其他機構舉辦之講座、研討會及工作坊

等，亦積極參與教育局的校本支援計劃，使老師更有效地掌握自主學習、STEAM 教育及

英國語文教育，以提升教師的專業發展。 

 

為加強推動自主學習，本校安排老師到校外交流，並以同儕觀課形式提升老師協作的

動力。在疫情期間，大部分老師主動參加網上教師研討論會／工作坊／講座，以提升教師

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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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本校價值導向的生活教育科課程和有系統的成長訓練，締造了本校具特色的關愛校園文

化，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的行為表現、生活態度和價值取向。 

 

  本校重視學生的紀律及德行，以雙班主任制加強對學生的關顧和支援，強調朋輩輔導，

如領袖生及青苗學長關懷及協助初中同學，透過正面的獎勵計劃，提升校園關愛的氣氛。 

 

  本校在不同級別舉辦成長訓練、歷奇學習活動及義工服務培養同學的正向思維，建立正

面的自我形象，提升同學的自律性。在融合教育上，本校有一名特殊教育需要統籌員及兩名

特殊教學需要教師。本校運用學習支援津貼聘請三名輔導員，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

外購專業服務，包括：讀寫訓練小組、社交小組、專注力訓練小組、言語治療服務等，為學

生提供全面支援。本校安排教師修讀有關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專業發展課程，並鼓勵

教師在學校作課後分享。小組輔導亦關注學生壓力的處理，培養同學正面思維，學生學習如

何舒緩壓力，亦從別人的經歷中學懂愛惜自己。 

 

  學校製訂學生成長藍圖，計劃學生六年培育重點。每級設總班主任，透過級會會議關注

學生的表現，與班主任共商處理方法。除安排學生個別及團體輔導外，亦會安排社工及班主

任進行家訪，深入了解學生的需要，並適時作出支援。 

 

  學校為加強表揚學生，增強學生自信心，在校園及校網設立榮譽榜表揚學生的成就及貢

獻。本校設有多項獎學金，以奬勵學生在學業、品行、服務及課外活動的卓越表現。 

 

  學校透過多元化活動，發掘他們的興趣及個人的潛能，以提升學生自律、自信、自強的

精神。本校設有升旗隊、聖約翰救傷隊、排球隊、籃球隊、羽毛球隊、乒乓球隊、越野田徑

隊、棍網球隊、中國舞隊、爵士舞隊、弦樂團、合唱團、手鐘隊、英語音樂劇隊、STEAM 校

隊、機械人校隊、數學校隊、英文校隊等，並設有不同性質的學會。 

 

  在領袖培訓方面，本校為領袖生、學生會幹事、社幹事、活動領袖生、青苗學長及運動

領袖安排訓練營及工作坊，以提升同學的領袖能力。上述領袖在陸運會、早會、中學巡禮、

學校大型比賽等活動上已擔當統籌工作，發揮其領袖才能。 

 

  學校重視培養學生社會服務的精神，本校設聖約翰救傷隊及義工隊以推動同學參與社區

義務工作外。本校亦設校本義工獎勵計劃，積極推動同學實踐服務精神。為增強學生對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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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認同，本校升旗隊在學校典禮及周會進行升旗儀式，本校合唱團帶領師生唱校歌。 

 

  為擴闊學生的視野，學校設全方位學習日，初中配合 STEAM 科、藝術學習領域及人文

學科，高中級進行服務學習及工作體驗活動。學校增撥資源安排跨境考察交流的機會，資助

學生參加多項考察交流活動，例如：英文科之澳洲之旅、人文學科境外考察等，以提升學生

對學習的興趣，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亦能讓學生更深入認識祖國的最新發展。 

 

  學校重視家校合作，家長教師會於一九九八年正式成立，旨在加強家長與教師的溝通，

共同為培育其子女而努力。家教會設立奬學金，以鼓勵品學進步、熱心服務及於中學文憑試

考獲傑出成績的同學。家教會更舉辦不同的親子活動，以凝聚健康的親子關係。本校透過家

長日、家教會、中一級家長迎新日及座談會等，與家長保持良好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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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生表現 

 

1. 中六畢業生出路統計 

  本屆畢業生升讀大學學士學位及大專課程比率分別為 17%及 43%，升學率保持 90%

以上。 

 

2. 學業以外表現（校外活動及比賽） 

  學校鼓勵學生在課餘多參與課外活動，以發展學生的潛能。本校中六級吳子汧在新界

區十大傑出學生選舉 2022 獲得高中組傑出學生獎，肯定同學在全人發展的方向及成就。 

 

  本校 STEAM 校隊在多個比賽中獲得獎項，包括香港國際科學競賽、2022 Smart 

School Proposal Competition、Robofest 2022（App 電子遊戲設計大賽、 

Bottle Sumo 機械人相撲比賽及 RoboParade 機械人巡遊比賽），本校更獲選為 2022 年

大灣區 STEM 卓越奬(香港區)十佳學校。 

 

  本校女子排球隊表現出色，全年獲得多個本地賽事冠軍，包括 U16 青少年排球錦標

賽、鄭裕彤盃排球賽及獅子會 U16 全港排球賽。 

 

  

學士學位, 

16人, 17%

副學士及高級文

憑, 40人, 43%

基礎文憑, 

19人, 21%

職專及職訓, 

5人, 5%

重讀及自修, 

0人, 0%

海外升學, 4, 4% 其他, 

9人, 10%

2022 中六畢業生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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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本校師生在不同領域上獲得多個獎項。得獎名單如下： 

 

學校獎項 

比賽名稱 主辦單位 獎項 

2022 年大灣區 STEM 卓越

奬（香港區） 

香港新興科技協會 十佳學校 

全港學界狀元爭霸戰 2022

（數學科） 

香港創科發展培育中心 傑出精英培育推動大獎、 

狀元學府大獎 

 

教師獎項 

比賽名稱 主辦單位 獲獎名單 獎項 

國際傑出電子教學獎 

2020/21 

香港大學電子學習

發展實驗室 

李浩彰老師 歷史及人文教育電

子教學應用銀獎 

全港學界狀元爭霸戰

2022 

香港創科發展培育

中心 

周禮深助理校長 

李沛成老師 

傑出導師大獎 

 

學生獎項 

比賽名稱 主辦單位 獲獎名單 獎項 

甲、全人發展 

新界傑出學生選舉

2022 

新界青年聯

會 

6A 吳子汧 新界區十大傑出學生

（高中組） 

青苗學界十大進步

獎 2020-21 

青苗基金 2B 李敬儀 青苗學界十大進步獎 

傑出青年協會「明

日領袖高峰論壇暨

明日領袖獎」2021 

傑出青年協

會 

5A 黎樂軒、5A 吳穎焮、

4A 王昭森、4A 黃卓妍、

4A 謝婉茹 

明日領袖卓越獎 

乙、學術成就 

星島第三十七屆全

港校際辯論比賽 

《星島日

報》、《英文

虎報》及 

教育局合辦 

5A 廖詠恩 

3A 陳凱楹 

最佳辯論員 

5D 區沛喬 最佳交互答問員 

「燕然盃」慶祝中

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2 周年學生徵文比

賽 

燕然基金會 

新界校長會 

3A 許諾 

4A 黃卓妍 

 

初中季軍 

高中優異獎 

第三屆《全港中學學

界辯論比賽》 

第一回合正賽 

香港學界辯

論聯會 

4A 謝婉茹 最佳辯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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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主辦單位 獲獎名單 獎項 

第五十四屆聯校中

文辯論比賽(常規賽) 

第五十四屆

聯校中文辯

論學會 

3A 陳凱楹 最佳辯論員 

第六屆聯校新秀辯

論賽 

聯校新秀辯

論賽籌委會 

4A 黃卓妍 最佳辯論員 

第 73 屆香港學校朗

誦節 

香港學校音

樂及朗誦協

會 

3A 許泓欣 英詩獨誦  

亞軍 

3B 洪燊貴 普通話散文獨誦季軍 

5B 區卓藍 普通話散文獨誦冠軍 

首屆全港高中生即

席演講大賽 

香港新一代

文化協會、

香港新一代

之友 

5B 柳凱桐 金獎 

5A 陳綺彤、5A 吳穎焮 銀獎 

5A 吳子汧、5A 梁啟聰 銅獎 

第三屆粵港澳大灣

區生命教育徵文比

賽 

香港教育大

學中國語言

學系 

5A 廖詠恩 三等獎 

2022「友．導向」

師友活動之食物環

境衛生署推廣廣告

創作比賽 

食物環境衛

生署 

3B 周苑、3B 余卓軒、 

3B 洪燊貴、3B 馮偉灝 

最佳配樂獎 

3B 許錦濠、3B 李鉦然、

4A 張詩韻、4C 鄭嘉琪 

最佳創意獎 

3B 李鉦然、3C 陳卓濰、

3D 練志杰、4B 陳怡豪 

最佳電腦效果獎 

「篇篇流螢」閱讀

獎勵計劃 

中國文化研

究院 

2A 吳雨瑾、2A 馮日羲 銀獎 

《歷史文化學堂- 

香港街道紀行》專

題成品製作比賽 

香港中華文

化發展聯合

會 

3A 黃頌婷、3A 林德源、 

3A 潘杰鋒、3C 許景渝 

中學組季軍 

TEENS 健腔獎勵計

劃 2021-22 

衞生署 5A 廖詠恩、5A 吳金芝、

5A 吳穎焮、5A 韋詩媛、

5A 葉心瑩、5B 林柵柵、

5B 黃慧瑩、5C 阮曉琳 

健腔宣傳大獎銅獎、

傑出表現獎金獎、 

健腔校園大獎 

5A 廖詠恩 傑出健腔先鋒 

丙、數理及 STEAM 獎項 

國際生物奧林匹克

－香港區比賽 

2021 

教育局及香

港資優教育

學院 

6A 黎澤朗 優異獎 

2021 世界數學團體

錦標賽 

香港數學奧

林匹克學校

及國際培育

基金會 

5A 陳浩維 高級組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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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主辦單位 獲獎名單 獎項 

香港國際科學競賽 奧冠教育中

心 

2A 呂嘉軒、2A 周昕榆 銀獎 

3A 劉千銘、3A 何宛澄、

4A 羅浚朗 

銅獎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

初賽 2021-2022 

泰國數學學

會 

4A 謝婉茹、4A 林熙僮、

4A 羅浚朗、4B 葉文聰 

銅獎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

競賽預選賽 2022 

(香港賽區) 

粵港澳大灣

區推廣協會 

2A 呂嘉軒 一等獎 

1B 袁梓淳、3A 盧浩樂、

5A 陳綺彤 

二等獎 

1A 吳明樾、1B 譚亦峻、 

2A 張志鎧、3A 陳彥宇、 

3A 劉千銘、3C 石熹朗、 

4A 謝婉茹、4A 林熙僮、 

4A 羅浚朗、4B 翁子羚、 

4B 羅浚銘、4B 葉文聰、 

5A 陳浩維、5A 盧汶沾、 

5A 吳子汧 

三等獎 

2022 Smart 

School Proposal 

Competition 

World New 

Economy 

Council 

4A 林熙僮、4A 林欣欣、

4A 謝婉茹、4A 鄭博禧、 

4B 陳怡豪 

First Runner Up 

Award 

Robofest2022(App 

電子遊戲設計大賽) 

美國勞倫斯

理工大學 

香港機械人

學院 

1A 郭叡熹 季軍 

1A 許凱楠 金獎 

Bottle Sumo 機械

人相撲比賽 

美國勞倫斯

理工大學 

香港機械人

學院 

3A 吳煒量、3A 潘杰鋒、

3A 謝錦賢 

銀奬 

2A 張志鎧、2A 伍時朗、

3A 柳中彥 

銅奬 

RoboParade 機械

人巡遊比賽 

美國勞倫斯

理工大學 

香港機械人

學院 

2A 張志鎧、2C 黃詠怡 亞軍 

3D 何鎮朗、3D 練志杰、

3A 黃煜灝、2B 鄭宇傑、 

2A 張子健、2C 廖海駿、 

2B 鄭雋銘、2A 呂嘉軒、 

2D 李銘源 

金奬 

丁、體藝活動 

公民青少年田徑錦

標賽 2021 

公民體育會 1A 鄭傑 

2D 李銘源 

男子丁組鉛球 冠軍 

男子丁組鉛球 季軍 

香港青少年田徑錦

標賽 2021 

香港業餘田

徑總會 

1A 鄭傑 

2D 李銘源 

男子 U14 鉛球冠軍

男子 U14 鐵餅季軍 

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香港學界體

育聯會 

1A 鄭傑 男子丙組鉛球-冠軍 

2A 駱天朗 男子丙組 100 米欄-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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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主辦單位 獲獎名單 獎項 

3C 蔡卓言 男子乙組 1500 米-

殿軍 

中學校際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

育聯會 

2D 陳卓軒 男子丙組 50 米-季軍

100 米蛙式-冠軍 

5B 李梓鵬 第二組亞軍 

第三屆芳濟盃聯校

單車機比賽 

聖芳濟各書

院 

3A 何宛澄、3A 吳煒量、

3B 陳潔芝、4C 葉澤昇 

殿軍 

Oakley 香港青少年

分齡田徑錦標賽

2022 

香港田徑總

會 

2C 周柏言 男子 U14 鉛球冠軍 

U16 青少年排球錦

標賽 

香港排球總

會 

2C 梁芷柔、2D 林啟榆、

2C 梁樂瑤、3A 丁嘉晴、

3A 黃頌婷、3B 李潔心、

3B 王綺君 

團體冠軍 

鄭裕彤盃排球賽 香港排球總

會 

2D 林啟榆、2C 梁樂瑤、

3A 丁嘉晴、3A 黃頌婷、

3B 陳潔芝、3B 李潔心、

3B 王綺君、4A 黃韻緩、

4A 黃韻靜、4A 吳海琳、

4A 鄭海晴、4B 黎淑怡、

4C 彭琛怡、4C 虞靜嵐、

4C 黃雍詠 

團體冠軍 

獅子會 U16 

全港排球賽 

獅子會 2A 任幸怡、2C 梁芷柔、

2D 林啟榆、2C 梁樂瑤、

3A 丁嘉晴、3A 黃頌婷、

3B 李潔心、3B 王綺君 

團體冠軍 

屈臣氏田徑會周年

大賽 2021 

香港田徑總

會 

4C 李樂軒 男子 U18 2000M 障

礙賽冠軍 

戊、其他 

第十八屆《基本

法》大使培訓計劃 

香港基本法

推介聯席會

議 

5B 林俊承 第一組冠軍 

青年暑期課程「未

來的會計師」 

香港都會大

學 

5D 林賀徨 表現嘉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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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財務報告 

  

      收入($)       支出($) 結餘($)

承上結餘 (政府資助及學校津貼) 12,509,785.71

I. 政府資助

(1) 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承上年度盈餘 : $6,968,241.54

擴大的營辦津貼的基線指標(EOEBG) 2,100,206.58 (2,100,996.16)    (789.58)

行政津貼(AG) 4,268,690.67 (3,837,891.16)    430,799.51

學校發展津貼(CEG) 663,350.44 (599,777.91)      63,572.53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CITG) 494,240.00 (552,659.32) (58,419.32)

空調設備津貼(ACG) 565,955.25 (222,825.16) 343,130.09

校本管理額外津貼(SBMTUG) 50,702.00 - 50,702.00

小結: 8,143,144.94 (7,314,149.71) 828,995.23

(2) 其他津貼

承上年度盈餘 : $3,652,960.18

發還差餉及地租津貼 436,000.00 (436,000.00)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的活動計劃津貼 25,780.00 (26,550.00)        (770.00)

薪金及公積金津貼 49,874,589.63 (49,874,589.63) 

僱主為非教學人員向強積金計劃供款帳 439,193.69 (439,585.63)      

以英語為母語英語教師加強計劃附帶福利津貼帳 212,418.39 (212,418.39)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SBASLSPG) 144,000.00 (164,226.88)      (20,226.88)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帳(TRG) 3,077,834.10 (2,444,964.31)    632,869.79

中學學習支援津貼(LSG) 1,241,478.00 (1,183,414.38)     58,063.62

教師特殊教育需要培訓津貼(適用於法團校董會學校)(TTG) - -

多元學習津貼 -- 應用學習課程(DLG) 351,630.00 (351,630.00)      

多元學習津貼 -- 其他課程(DLG-App) 93,600.00 (68,987.00)        24,613.00

小數位職位現金津貼 0.00

自願優化班級結構「減班」特別撥款

校本言語治療師行政津貼 8,112.00 - 8,112.00

姊妹學校計劃津貼(GSSS) 157,127.00 (143,350.00)      13,777.00

推廣閱讀津貼(PRG) 62,851.00 (26,726.50)        36,124.50

資訊科技人員支援津貼(ITSSG) 321,796.00 (309,021.77)      12,774.23

學校行政主任津貼(SEOG) 540,268.60 (654,981.25)      (114,712.65)

全方位學習津貼(LWLG) 1,174,267.00 (1,037,542.00)    136,725.00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SASG) 130,000.00 (114,137.00)        15,863.00

一筆過校本言語治療成立津貼 - (1,507.22)          (1,507.22)

加強支援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教額外(NCS) 151,050.00 (93,700.00)        57,350.00

德育及國民教育津貼(MNESG) - (29,506.00)        

支援推行高中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的一筆過津貼{OneoffCSG(2021)} 300,000.00 (10,989.00)        

開放學校設施以促進體育發展計劃(OUSF) 50,000.00 (29,550.00)        

小結: 58,791,995.41 (57,653,376.96) 1,138,618.45

(II) 學校津貼(一般津貼)

承上年度盈餘 : $1,888,583.99

學校經費 / 堂費收支帳 228,659.33 (64,642.12)        164,017.21

作特定用途的認可收費帳--優質校園設備 83,800.00 (21,755.92)        62,044.08

學生會會費 5,591.04 (16,062.60)        (10,471.56)

四社社費 14,920.00 (5,500.00) 9,420.00

小結: 332,970.37 (107,960.64) 225,009.73

學校年度總盈餘 67,268,110.72 (65,075,487.31) 2,192,623.41

學校年度終結總盈餘 14,702,409.12

2021-22年度財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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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回饋與跟進 

 

2021-22 學年是本校發展周期（2020-2023）的第二年，本校的兩個發展重點： 

營造積極學習風，提升學與教效能 

培養正向價值觀，增強學生成就感 

 

  在「營造積極學習風，提升學與教效能」方面，第一個目標是提升學生的學習表現，學

校會持續優化照顧學生多樣性的措施、優化校本課程並在各科進行課程調適及善用評估數據

提升學與教效能。第二個目標是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學校會指導學生運用適切的學習

策略、營造校園閱讀風氣、並以「自學提網」形式進行教學，並滲入電子學習及合作學習元

素。第三個目標是透過 STEAM 教育，培養學生創意、協作、解決問題的能力，並促進創新

神，學校會持續優化 STEAM 教育課程及設施，並為學生提供多種類課後 STEAM 活動。 

 

  在「培養正向價值觀，增強學生成就感」方面，第一個目標是培養學生正向價值觀和態

度，學校將重點培養學生的正向價值觀和態度、強化學生成長支援系統及推展國家安全教育。 

第二個目標是營造校園的正向氛圍、發掘學生的潛能、增強學生的成就感，學校將培訓及鼓

勵學生參與校外比賽以爭取佳績，發展學生的領袖素質及展示學生在不同範疇的優秀學習成

果。第三個目標是協助學生達成階段性人生目標，本校會協助學生設定不同成長階段的歷程

及目標，並加強體驗式的學習活動。 

 

  本年度因疫情關係，部分級別只能於上午回校上課，因此部分項目未能如期施行。下年

度將繼續完成本年度未能進行的項目，適時檢視項目的成效。 

 

  感謝本校校監、校董，教師、校友、家長等對學校表示支持和鼓勵。在周大福慈善基金

捐贈的獎助學金下，有需要的學生能夠獲得資助去參與不同的活動，對本校學生發展更添動

力。期望在各界人士的關懷和鼓勵下，學生在學業、運動、藝術和服務各方面繼續展現光華，

貫徹本校「全人發展」的辦學宗旨，培育學生成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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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附錄 
 

附件一  2021-22 加強支援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教額外撥款學校報告 

附件二  2021-22 多元學習津貼評估報告 

附件三  2021-22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活動報告表 

附件四  2021-22 運用推廣閱讀津貼報告書 

附件五  2021-22 全方位學習津貼運用報告 

附件六  2021-22 姊妹學校交流計劃運用報告 

附件六  2021-22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津貼運用報告 

附件七  2021-22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運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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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21-22 多元學習津貼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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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21-22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活動報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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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21-22 運用推廣閱讀津貼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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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2021-22 全方位學習津貼運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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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2021-22 姊妹學校計劃津貼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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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2021-22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津貼運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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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2021-22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運用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