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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們的學校  

1.1 辦學宗旨 

按聖經真理提供基督教全人教育，讓學生在德、智、體、群、美和靈命上，得

到全面優質栽培，以致學能得以提高，個人潛質得以確立和發揮，並且認識真

神，明白真道，建立優良品格，樹立律己精神，得以在信、望、愛中成長，長

大後能立身處世，關心國家和社會，榮神益人。 

 

1.2 學校簡介 

  本校於一九七九年由基督教興學會創辦，是一所政府津貼全日制中學，以英語

為主要授課語言。校內設備齊全，除一般教學設施外，全校均鋪設有線及無線

寬頻互聯網絡，圖書館亦提供平板電腦供同學借用，讓全校師生能有效地使用

資訊科技。本校校園寬廣，環境清幽，遍植花木，並有全天候籃球場三個、羽

毛球場、跑道、小型足球場及健身室等。 

 

1.3 學校管理 

本校已成立法團校董會，有辦學團體成員、獨立人士、教師、家長及校友代表

共同參與管理學校，定立發展方針和策略。我們按聖經路加福音 2:52 所強調

主耶穌在智慧、身量、神和人喜愛的心四方面都一齊增長，特設四個教師小組：

學務組、德育及訓育組、宗教活動組和課外活動組來推動四方面之發展。此外，

還設有輔導及獎勵計劃組以指引學生在該四方面均衡成長，並透過獎勵計劃

嘉許他們努力的成果。  

 

 1.4 教師(包括校長)資料 

總編制人數 全校教師總人數 
52 55 

學歷(佔全校教師人數百份比) 

教育文憑 98.2% 

學士 96.4% 

碩士、博士或以上 65.5% 

特殊教育培訓 29% 

年資(佔全校教師人數百分比） 

0 至 4 年 3.6% 5 至 9 年 3.6% 10 年或以上 92.7% 

    

  

1.5 語文政策 

本校一向均以英語教學，並兼顧學生兩文三語之發展。 

  

1.6 班級組織及人數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總數 

班數 4 4 4 4 4 4 24 

男生人數 57 56 51 40 53 68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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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人數 67 69 76 80 65 60 417 

學生總數 124 125 127 120 118 128 742 

  

1.7 本學年開設科目 

中一 

至 

中三 

以英文為教學語言 

英文、數學、電腦、科學、歷史、地理、生

活與社會（中一及中二）、經濟與商業（中

三） 

以中文為教學語言 
中文、中史、普通話、聖經、音樂、體育、

視覺藝術、家政、設計與科技 

中四 

至 

中六 

 

以英文為教學語言 

英文、數學、生物、化學、物理、資訊及通

訊科技、地理、歷史、經濟、「企業、會計

與財務概論」 

以中文為教學語言 中文、通識教育、中國文學、中史 

其他學習經歷及應

用學習 

與「其他學習經歷」相關的科目及活動：聖

經、音樂、體育、週會、早會、班主任課、

運動會、環校跑、音樂節、各類課外活動、

學會活動及其他服務等 

高中同學可參與「大埔區高中課程聯網計

劃」及報讀專上學院開設的應用學習課程。 

  

 

2.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2.1 重點發展項目一：透過推行「自主學習」教與學模式提升學習效能 

成就 

- 本年度 35 位老師出席最少一次與「自主學習」教學法相關的訓練課程，了

解如何透過分層課業去照顧班中的學習差異，誘發學習能力高或對某課題有

興趣的同學進一步對該課題的探究或完成涉及高階思維的問題，從而提昇

「自主學習」的學與教。 

- 透過科務會議及共同備課，分享如何推動及實踐自主學習。 

- 部份學科為中四至中六各班預備了 Google Classroom，在每堂前及結束後上

載各課的課堂筆記、練習及測驗答案，製作並上載影片解說個別較難的題目，

讓同學重溫。 

- 數學科和科學科合作舉辦了初中 STEM 週會活動，反應熱烈。亦藉此訓練了

同學參與不同種類的科學比賽，獲得滿意的成績。 

- 數學科每級均已將自主學習融入於 STEM 及 e-learning 的課程活動中，整體

反應理想。 

- 中一級推行 Math Reader 閱讀計劃，學生透過分組共同閱讀有關 STEM 主題

的書籍，並於課堂上分享內容，同學透過發問，互相切磋。 

- 開放日舉辦校慶數理遊蹤聯校比賽，共八間中學參加，反應熱烈。 

- 中史科安排中一級同學自選一本歷史課外書，完成閱書報告並於一節課堂上

分組進行分享。中二級同學專題研習，介紹古都歷史文化特色，並於課堂上

分享學習成果。 

- 化學科透過 Kahoot 進行課堂分組活動及課餘自主學習活動。 

- 科學科推行「平行課程模式」及「異質分組」，讓能力較佳的學生幫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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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遜的學生，共同協作。 

- 設計與科技科安排中三級以「創作集」這課題，推行「自主學習」。學生由

設定主題、資料搜集、繪畫草圖、構思作品形式到完成創作都是自行釐訂，

教師從旁給予指引，要求學生有高度的自主學習。 

- 同工們參加了 EDB 資優教學組學校網絡及教師網絡，了解如何藉推行不同

活動，照顧班中的學習差異。 

- 透過週會與學生分享如何確立學習目標，建立同學正面價值觀，學生反應正

面。 

- 學校參加了教育局舉辦的聯校資優計劃，特別針對 STEM 方面，進行了多次

交流，獲益良多。此外，我們持續地推行資優教育，對表現優秀的學生進行

特訓，於初中科學科進行分層課業教學及推薦學生參加資優訓練課程和比賽，

成績理想。 

-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6 月期間，師生於課堂借用平板電腦作電子教學用途

為 2775 架次，學生在課餘時借用平板電腦作電子學習用途為 4432 架次，反

應熱烈。 

- 電腦、數學、科學、音樂、物理、化學、生物、通識科已推行電子學習課程，

效果良好。 

- 圖書館裝修完成，成功為學生營造一個美輪美奐、舒適和理想的學習環境，

更增設了 18 個獨立自修角和 6 部多合一的新型電腦，亦將電腦室改裝成自

修室。此外，我們在圖書館外面走廊加添新的雜誌架、畫廊和沙發，打做成

休閒的閱讀廊。 

- 繼續推行「從閱讀中學習──邁向跨課程閱讀」，以提升學生閱讀能力。「開

卷樂」閱讀獎勵計劃加強跨科目合作，把科本閱讀活動整合於圖書館的閱讀

計劃之中，鼓勵同學培養良好的閱讀習慣。本年度各級的閱書數目較去年的

均有提高 (中一：+12.6%、中二：+4.2%、中三：+19.4%)。 

- 圖書館與不同科目合作，提升學生閱讀素養。本年度圖書館成功與中、英文

科、數學科及中史科合作，以鼓勵同學選擇自己喜歡的書籍閱讀。 

- 圖書館與中、英文科合作：支援中文廣泛閱讀計劃，中一至中四科中、英文

科老師帶同學到圖書館閱讀及即場借書。 

- 英語閱讀方面，今年繼續和英文科合作，特別購入一系列 Battle of the Books

的書籍，讓參賽同學借閱，以進一步加強閱讀英文書籍。在圖書館設專題書

展及製作壁報、並於校園電視宣傳 Battle of the Books 的書籍，鼓勵同學閱

讀有關書籍。 

 

反思 

- 透過應用「自主學習」的策畧，學生對課堂的投入程度提高，提升了學與教

的效能。惟使用策畧的前題是之前要有充足的準備工夫，因此不能在所有的

課題都採用相同的策畧去教授。 

- 老師對「自主學習」教與學模式需要時間適應，繼而實踐。 

- 老師需更多參與「自主學習」工作坊，深入了解教學策略。 

- 學生回饋及學習情況宜加強檢視及討論。 

- 對於新的教學法，同事們掌握需時。希望透過課程的整合編排，於下學年把

已調適之課題於課堂試行，再透過同儕觀課及學生回饋檢視成效。 

- 學生掌握學科知識是有所改善, 但老師需花大量時間作審修題目, 比較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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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做此活動。 

- 在彼此學習的過程中，學生更能加深解決困難的技巧外，對掌握解難能力更

有信心。 

- 課堂時間不足讓每科推行自主學習。 

- 透過網上平台、專題研習、課堂分組活動等加強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 藉科目協作、舉辦學術週、增加電腦科教授時數等措施來增加 STEM 的學習

元素。 

- 我們繼續把資優教育理念應用於 STEM 教育，盼學生的學習能力能有效提

升。 

- 用平板電腦進行電子學習時，需要多加控制課堂秩序，使用 MDM 軟件可監

控學生的平板電腦，增強教學效果。 

- 需要更多電子教學資源。 

 

 

2.2 重點發展項目二：推行全人教育 

成就 

- 全體同學在四十週年校慶開放日中皆有工作崗位。中二級 120 多位同學參加

砌字操，積極練習及演出成功。四社負責校慶攤位，深受小六學生及校友歡

迎。 

- 超過 300 同學參加校慶音樂會，演出十分成功。 

- 根據課外活動組發出的問卷：71.4%同學表示校慶活動能幫助他對學校更有

歸屬感，83.8%同學表示有積極參與校慶活動。 

- 今年適逢校慶，各學校組織總動員策劃校慶活動，學生盡展所長，努力投入，

大都能策劃有序，贏得校外人士稱許。 

- 上、下學期各舉行一次捐血救人活動，共 133 人參加，並再度獲頒賈占士夫

人盾及捐血人數最高獎盃。 

- 種族共融講座：老師同學反應熱烈，對不同文化及種族有很多認識，亦學會

互相包容及尊重。 

- 廉政德育話劇提升老師及同學廉潔與誠信意識。 

- 全年參與義工服務的同學人次增加，參與活動時亦表現積極投入。 

- 針對中一級同學相處的問題，安排全班同學及班主任放學後進行講座。 

- 透過不同週會，讓同學學習正確的價值觀。 

- 出版《正風》，並透過早會分享、問卷調查、問答遊戲，提升老師同學對社會

服務的關注。 

- 舉辦領袖訓練營，學生學會一些領導技巧，又可培養領導者應有的品格。共

98 位學生，12 位教師出席。學生反應良好。 

- 舉辦四社職員訓練班，全數職員出席，訓練內容對職員非常合適。 

- 陸運動參加人數 465，佔 75.7% (中六學生因考試不能參加) 。 

- 興趣小組共有 24 項，參加人次 752，同學非常投入小組活動。 

- 操行分極低同學數目有所減少，特別是個別屢欠功課、欠帶物品同學情況有

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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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教育展板、國民教育早會、國民教育週會及相關的有獎問題遊戲，提升

同學對祖國的認識、了解國家的發展並提升國民質素。 

- 成功推動與姊妹學校兩校師生互訪。姊妹學校領導及學生讚賞本校師生。本

校師生對姊妹學校印象良好，並表示探訪姊妹學校之行獲益良多。西安之行

令同學對內地發展現狀有更入了解。 

- 同學反思內地與香港課堂的相異，了解香港教育的優勢，並學會欣賞內地同

學上課的認真態度。 

- 中三級把《基本法》教育融入現代中史課程，透過教學簡報、閱讀文章、影

音、課堂討論介紹香港與內地關係。 

- 透過地理科，了解香港與中國在地理上，氣候上，城巿發展上緊密關係。 

- 安排了名為「大使命」的聚會，讓同學認識內地的信仰狀況。 

- 透過課堂上之音樂欣賞，同學學習國內及本地音樂之不同。 

- 中四及中五同學分別完成今日香港及現代中國的課題，深入了解國民身份認

同及中港矛盾的議題，例如「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同學認識中國在

經濟及科技領域的成就，評價正面。 

- 藉歷史事件引導同學反思內地的成功與不足。正面伸述香港與內地不可分割

的事實。 

- 本年舉行了 30 次團契聚會、春令會和畢業班夏令會。團契聚會出席學生中

位數為 110 人，春令會參加師生人數共 220 人，而畢業班夏令會師生參加人

數共 95 人。 

- 與社工合作舉行中三級生涯規劃班主任節、中五壓力處理班主任節。 

- 與教育局心理學家及社工合作，使用新南威爾斯大學的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s (DASS) 了解中三同學的情緒現況。舉行中三「處理壓力」課，

並為有明顯抑鬱、焦慮及壓力的同學提供輔導。 

- 有特殊需要學生獲適當的學習調適及評估。調適包括課室座位、試卷放大、

課後功課輔導班、申請公開考試豁免考核、個別試卷加時考核、個別學習輔

導，因應不同同學需要提供協助。 

- 教育心理學家本學年共 20 次駐校，共三個個案評估，另處理及跟進學生個

案，為同學及家長提供適當指導及跟進。 

- 本年度設喜伴同行計劃小組，讓中一及中二有需要的學生提供人際關係訓練，

效果理想。 

- 本學年開辦校本言語治療服務，為有需要同學評估及提供小組訓練服務，高

年級及低年級各一組。 

 

反思 

- 訓練同學有優良的品格是漫長過程，老師須要經常提醒同學。 

- 各委員會安排的活動能互補不足，令學生獲益良多。 

- 同學認真學習如何籌辦活動，借仍有部分同學不投入及不參加活動。 

- 應提供更多可讓學生發揮的機會，讓他們從失敗中成長。 

- 應思考如何改善個別同學經常欠帶物品及欠功課情況。 

- 可更有效運用香港及內地發生的事件，配合歷史事件加強同學對祖國的認同。 

- 與姊妹學校之互動可更多元化，除了學生，教師層面交流亦應加以探討。 

- 部份同學仍然存有對內地政府不信任的負面態度，不易改變他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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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出席宗教聚會均屬自願性質，從同學出席聚會的情況來看，人數尚算理

想，要為此感恩。 

- 今學年社工接觸的學生個案以情緒及健康問題為首位。學校申請「醫教社同

心協作計劃」以幫助有情緒問題的學生。 

- 明年繼續參與「喜伴同行計劃」，幫助特殊需要學生學習人際關係。 

- 明年繼續開辦校本言語治療服務，為有需要同學評估及提供小組訓練服務。 

 

 

3. 我們的學與教  

 本校老師盡心教學，同學亦努力學習，成績優良。為提高同學的學習興趣及自學

 精神，本校更經常在課堂內外舉行各類學術活動、專題研習和比賽等，並積極參

 與區內、全港、全國及國際性的學術比賽，藉此擴闊同學視野，與成績優異的同

 學砥礪切磋。按學術、德育及公民教育、宗教、文娛康體四大類別而設有約四十

多項課外活動。本校在多項比賽中屢獲佳績，在辯論方面，我們於"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2018-2019"中獲得 Term 1 New Territories 

East Division 1 Senior 1st runner up、Term 1 Kowloon and New Territories East Division 

1 Junior 1st runner up 及 Term 2 Kowloon and New Territories Senior Division 1 1st 

runner up；於「第八屆大埔區學界辯論比賽」獲得亞軍及「第十八屆《基本法》

多面體──全港中學生辯論賽」獲得新界東區(三組)亞軍。在科學及 STEM 比賽方

面，我們於"International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achine Competition 2018 "獲得

Bronze Medal、於"Hong Kong Faraday Challenge 2019"獲得 The First Place 並獲邀

到文萊參加總決賽、學生又於"SciPOP Science Demonstration Contest 2019" 獲得 

2nd Runner-Up，參賽學生獲全額資助到新加坡參與科學研習活動。在英語比賽方

面，我們於"Battles of the Books"獲得 Modified Secondary Category 冠軍。另外，一

位同學參加"Cathay Pacific I Can Fly"計劃勝出，獲全額資助到澳洲進行航空科技

交流。而歌詠團在香港七十一屆學校音樂節 (第二組別) 中獲全港最傑出合唱團、

全港最佳中學初級合唱團、全港最佳中學女子合唱團、其他項目共獲六冠一亞佳

績，香港青年音樂匯演比賽中樂團獲銅獎。體育方面，學界田徑比賽獲女乙團體

殿軍及三金一銀、羽毛球比賽女子初級組冠軍、游泳比賽獲女乙團體殿軍及一金

六銀三銅、越野比賽獲女丙個人殿軍及女乙個人第七名。 

 

 此外，各級均有適量的專題研習課業。我們鼓勵同學不但要在課堂上汲取知識，

還要增加其他學習經歷，以讓他們有更全面的發展。此外，為了讓學生認識中國

文化及歷史，推動公民教育，多位同學參加交流計劃，關懷國家，服務社群，更

有同學獲選公益少年團傑出團員。 

 

 

4.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我們透過講座、工作坊、生活營、成長小組和個別輔導，向同學傳達積極正面的

人生觀。又有學生輔導員計劃讓高班同學幫助中一同學，培養互助互愛的校園文

化。加上老師都本著基督精神，不吝嗇課堂以外的時間，關心學生個人成長，每

當同學遇有情緒、學習或家庭問題，都會主動提出協助，這種亦師亦友的關係，

殊為難得。還有，駐校社工及駐校心理學家亦經常幫助有需要的同學和家長。另

外，我們參與「喜伴同行計劃」，為特殊需要同學開設小組訓練，增強同學溝通技

巧，處理情緒問題，適應中學生活。駐校言語治療服務，有需要學生進行評估及

訓練服務，增強同學說話技巧能力。在考試調適方面，我們為有需要同學申請公

開考試調適，於校內亦作相應安排，協助有需要同學適應考試，發揮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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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生表現  

5.1 學生的學業表現 

 在 2019 中學文憑試中，本校中六同學考獲大學入學資格（33222）或以上者

佔 93.8%，獲大學聯招取錄者高達 95.3%。最終，76.6%升讀大學學位課程，

連同其他副學位課程，共有 98.5%中六同學升讀大專院校。 

 

5.2 學生在學業以外的表現 

我們一向為同學提供各類課外活動，又鼓勵同學參加校外及國際性比賽。同

學成績亦不斷有進步，獲取不少獎項，詳情可參閱附錄(一)：「本年度校外獲

獎名錄」及附錄(二)：「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活動記要」。 

 

 

6. 財務報告  

 

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 收入  ($)  支出  ($)  

I .   政府資助  

(1)  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甲 )   基線指標  
 

 

 

1,803,976.94 

 

 

2,610,916.58 

(乙 )   特殊範疇   
           行政津貼 

           空調設備津貼 

           學校發展津貼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3,721,296.00 

527,080.00 

613,766.00 

407,214.00 

 

3,943,031.52 

277,004.80 

1,036,408.74 

192,165.02 

小結： 7,073,332.90 8,059,526.66 

       本年度盈餘(赤字) :  (986,193.76)* 

II .   學校津貼  (一般津貼 )  

        堂費  

 

   

110,960.00 

 

 

21,150.00 

 

小結： 110,960.00   21,150.00 

本年度盈餘(赤字) :  89 ,810.00 

     *本年度的額外支出包括學校圖書館改建工程及聘請合約老師。 

  

 此財務報告未經核數師核實 

 

 

7. 回饋與跟進  

建議來年的周年計劃包括以下重點：  

1. 加強學生學習及教師教學的效能。 

2. 推行全人教育，使學生在關愛的環境中均衡成長。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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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 密 柏 雨 中 學  

二 零 一 八 至 二 零 一 九 年 度 活 動 記 要  

八月份 

 參加「建構中的歷史: Minecraft 創作比賽」並獲高級組季軍  

 中一英語、數學、科學銜接課程及新生輔導講座 

 升中六同學參加暑期模擬考試 

 2位同學獲選參加第十八屆「傲翔新世代」青年領袖訓練計劃之斯里蘭卡體驗服務之旅 

 為中一新生及其他同學舉辦暑期團契 

 開學前教職員退修會及會議 

 迎新日暨中一家長座談會 

九月份 

 開學典禮 

 40週年校慶誓師，主題：「良柏青青  恩雨盈盈」 

 43位同學完成香港教育城舉辦的「暑期閱讀約章」，11位同學獲「傑出表現學生獎」 

 舉辦悅讀派對──班際好書推介計劃，中一至中五每班推薦一本課外書籍 

 公益少年團會員大會，新團員124人，總數約194人 

 國民教育早會專題短講：「中美貿易戰」及國慶升旗禮 

 學生會選舉、四社社長選舉 

 學生輔導員為中一同學舉辦活動日 

 參與教育局「專業發展學校計劃」之「校本升學就業輔導師友計劃」 

 「職安健常識問答比賽 2018」學生組季軍 

 參與中大商學院與城中女性行政總裁舉辦之「與傑出領袖對話」活動 

 家長教師會活動：品味港島親子之旅，80位家長及師生參加 

 校友會會員大會暨校友會週年音樂會 

十月份 

 參加 "Hong Kong's Top Story 2018 比賽" 

 參加無線電視「一帶一路狀元問答比賽」並於決賽中勝出 

 參加"International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achine Competition 2018 "並獲Bronze Medal 

 約100位同學參加「普讀Party」 

 30位同學及老師參與「一人一花」花苗栽種計劃 

 舉辦「漂書活動」  

 27位師生參加生態遊松仔園大埔滘森林導賞 

 公益少年團職員交職典禮 

 參與大埔公益少年團週年會員大會 

 國慶郵票展及問題比賽 

 「捐血救人」運動（一）：69名師生參與捐血 

 迪士尼賞義工計畫2018-19：44名師生獲贈免費迪士尼門券 

 領袖生假賽馬會西貢戶外訓練營舉辦訓練營，參加師生共120人 

 新風紀隊員培訓日 

 參加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游泳比賽並獲女乙團體殿軍及一金六銀三銅牌 

 參加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排球、籃球、手球及足球比賽 

 參加香港文化博物館第十三屆「文化新人類」青年領袖獎勵計劃 

 級社旅行 

 福音雙週（一） 

 2位同學獲選大埔區十大傑出學生 

 風紀、學生輔導員、學生圖書館理員交職典禮 

 大學入學講座：香港教育大學科學與環境學系 

十一月份 

 40 週年校慶感恩崇拜暨開放日開幕禮 

 40 週年校慶開放日 

 全體教職員參加迦密聯校退修會 

 參加「第八屆大埔區學界辯論比賽」並獲亞軍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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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青 Teen 講場 2018──童行有法模擬立法會辯論」並獲傑出表現獎 

 參加 RTHK "The Speaker 2018" 並晉身半準決賽 

 參加由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主辦普及閱讀獎勵計劃並獲 70 青章、22 藍章及 11 紫章 

 26 位同學參加商界環保協會環保講座，題目為「社會企業責任」 

 「從《延禧攻略》看帝王歷史」書展、攤位遊戲及攝影活動 

 民政事務總署到校進行種族共融講座 

 公益少年團參與平等分享行動，將社會不被善用的資源轉贈予區內的弱勢社群 

 21位同學參加靈實協會「耆樂餅義賣」 

 參加香港青年音樂匯演比賽並獲中樂團銅獎 

 參加清潔灣區我的家 粵港澳海洋生物繪畫比賽2018 

 
參加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越野比賽並獲男甲第八名、男丙團體第六名、女丙團體 

第六名、女丙個人殿軍及女乙個人第七名 

 環校賽跑 

 真道研習班及生命研經班（一） 

 小學畢業生招待日：1900多位小六學生及家長出席並參與開放日活動 

 中一收生簡介會：約1100多位家長及學生出席 

 家長教師會活動：「愛  同行」中一路家長小組 

十二月份  

 參加「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並獲： 

二人朗誦──粵語中學三、四年級 冠軍 

Solo Verse Speaking - Secondary 4, Girls 冠軍 

詩詞集誦──粵語 中學一、二年級──合誦 亞軍 

散文獨誦──粵語 中學四年級──男子組 亞軍 

Public Speaking Solo - Secondary 3 and 4 亞軍 

Public Speaking Solo - Secondary 1 and 2 亞軍 

Solo Verse Speaking - Secondary 1, Girls 亞軍 

散文獨誦──普通話 中學三、四年級──男子組 季軍 

Public Speaking Solo - Secondary 4 and 5 季軍 

Solo Verse Speaking - Secondary 2, Boys 季軍 

Solo Verse Speaking - Secondary 2, Girls 季軍 

其他比賽項目 共獲21個優良 

參加「2018 大埔區校際公民常識問答比賽」並獲第四名  

參加「第十八屆《基本法》多面體──全港中學生辯論賽」並獲新界東區(三組)亞軍 

 公益少年團參加「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活動」，清潔林村河畔 

 全校師生參予「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活動」，為公益金籌得善款 $25,698 

 8位同學聯同太和信義會義工探訪區內劏房户 

 參加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田徑比賽並獲女乙團體殿軍、女丙團體第八名及三金一銀一銅 

 管弦樂團及手鈴隊獲邀參加樂韻童聲頌聖誕2018 

 參加第十一屆校園藝術大使 

 參加健康四格漫畫創作大賽並獲優異獎 

 CPU音樂節：班際歌唱比賽及其他個人小組音樂比賽 

 新加坡Victoria Junior College來校與合唱團交流 

 聖誕佈道會 

 1位同學獲屈臣氏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5位同學獲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獎學金 

 2位同學獲應用學習獎學金 

 學生會主辦敬師同樂日、班會聖誕聯歡及校友歡樂籃球友誼賽 

 家長教師會第二十二屆會員大會：常務委員會選舉暨家長教師研討晚會，約80位家長出席 

一月份 

 參加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ontest 2019"並獲 Certificate of District Finalists 

 
參加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2018-2019 " 並獲 New Territories East  

-     Division 1 Senior 1st Runner-up 及 Kowloon and New Territories East Division 1 Junior 1st Runner-up 

 參加 "2019 International Junior Science Olympiad"並獲 2nd Class Honor 及 3rd Class Honor 

 參加 "Hong Kong Biology Literacy Award (2018/2019)"並獲 1st Runner-up 及 Best Questioning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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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 "The Hong Kong Mathematics High Achievers Selection Contest"並獲 2nd Class Honor 及 3rd Class Honor 

 第四十屆陸運會 

 公益少年團到彭鴻彰老人中心進行新春探訪 

 公益少年團參與平等分享行動，將社會不被善用的資源轉贈予區內的弱勢社群 

 公益少年團到銘恩小學舉行愛籬笆行動──伴讀計畫(共十二次) 

 參與公益少年團中小學生領袖訓練計劃  

 職學週會：認識工作世界，中三升高中選科輔導 

 「減少歧視 和諧校園」週會 

 風紀、學生輔導員、學生圖書館理員歡送會 

 「彈．想．頭」社創科技比賽獲$18000獎金及$30000研究經費 

二月份 

 參加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ontest 2019"並獲 Certificate of District Finalists 

 參加 "MI Young Writers Award 2019" 

 30 多位同學參加「創科@大埔 2019」科學展 

 115 位同學完成「新春閱讀計劃大獎賞」 

 范建梅老師到校主領「享愛閱讀講座」 

 參加「長者安居服務協會」平安鐘籌款，籌得善款 $8,430 

 週會進行廉政互動劇場 

 參加「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音樂節」並獲：  

 全港最傑出合唱團 (第二組別) 費明儀合唱團盃 

 全港最佳中學女子合唱團 (第二組別) 香港兒童合唱團盃 

 全港最佳中學初級合唱團 (第二組別) 香港兒童合唱團盃 

 全港女聲合唱初級組中文歌曲(第二組別) 冠軍 

 全港女聲合唱高級組外文歌曲(第二組別 冠軍 

 全港混聲合唱初級組外文歌曲(第二組別) 冠軍 

 全港混聲合唱中級組外文歌曲(第二組別) 冠軍 

 全港男聲合唱中級組外文歌曲(第二組別) 冠軍 

 全港混聲合唱初級組外中文歌曲(第二組別) 冠軍 

 全港中樂隊中學中級組 亞軍 

 中樂團獲邀在立法會綜合大樓出席午間音樂表演  

 教職員退修會：「Find Us Faithful」 

 2位同學榮獲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學金 

 家長日 

三月份 

 40 週年校慶聚餐，筵開六十六席 

 教師發展日 

 基督教興學會舉辦五十五週年會慶標語及徽號創作比賽 

 18 位同學到立法會參觀 

 19 位同學到「東華義莊」作中國歷史及文化考察 

 參加「星島第三十四屆全港校際辯論比賽」並晉身十六強 

 參加 "The Thirty-Sixth Hong Kong Mathematics Olympiad"並獲 3rd Class Honor Certificate 

 

參加 "The 21st Hong Kong Youth Science &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mpetition"並獲 1st Class Honor 及

Emerson Award for Environmental Science (Senior Form), 3rd Place Grand Award (Junior), Honorable 

Mention (Senior) 

 參加「全國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邀請賽」 

 1 位同學入選首 100 名環保大使參加「仁愛堂第 8 大洲探索之旅 2019──馬達加斯加」環保訓練活動 

 3 位同學獲得哈佛圖書獎 

 舉行初級組班際秩序比賽 

 10 名同學參與仁愛耆義網舉行的愛在長青咖啡店服務，學習咖啡拉花(共 5 次) 

 參加2019公益少年團週年大會操，並獲頒積極團隊獎 

 1位同學參加紐西蘭北島文化藝術交流團 

 參加香港學校戲劇節並獲傑出劇本獎、傑出演員獎、傑出合作獎及傑出整體演出獎 

 參加徐悲鴻盃國際青少年兒童美術比賽 

 參加香港花卉展覽賽馬會學童繪畫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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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級輕黏土班課堂體驗 

 參加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羽毛球比賽並獲初級組冠軍 

 健康動畫劇本創作大賽工作坊 

 健康校園計劃之社際烹飪比賽 

 福音雙週（二） 

 性教育週會：「貞潔校園培訓」 

 舉辦師友計劃 

 參加大埔區好學生獎勵計劃，共有231位同學獲好學生獎，40位獲優秀學生獎及3位獲表現特出獎 

 為中三及中五級家長舉辦選科及升學講座 

 
教育心理學家及社工舉行中三「處理壓力」班課 

參與衛生署精神健康和公眾教育計劃的小組討論研究 

 入選港鐵「'TRAIN'出光輝每一程」計劃 

四月份 

 32 位同學到終審法院參觀 

 參加 "SciPOP Science Demonstration Contest 2019" 並獲 2nd Runner-up, 參賽學生獲全額資助到 

新加坡參與科學研習活動 

 參加 "Hong Kong Student Science Project Competition" 並獲 Honorable Mentions 

 參加 "Hong Kong Chemistry Olympiad for Secondary Schools" 並獲 Honorable Awards 

 參加「2018-19 扶輪校際辯論比賽（大灣區）」並晉身十六強 

 參加「第十八屆培正數學邀請賽 2019」並晉身決賽 

 10 名同學參與仁愛耆義網舉行的愛在長青咖啡店服務，學習製作甜品(共 5 次) 

 獲邀參加香港學校音樂節優勝者表演音樂會 

 真道研習班及生命研經班（二） 

 春令會於保良局賽馬會大棠度假營村舉行，主題為「使人有盼望的神」，參加師生共229人 

 家長教師會活動：家長工作坊──中二、三：「愛 動力」，中四、五：「正能量」 

五月份 

 第三十七屆畢業典禮 

 舉辦通識週及中文書展  

 圖書館翻新工程完工並舉行剪綵儀式 

 早會齊閱讀(全年共 4 次) 

 參加「第七屆法制先鋒問答比賽」並獲中學組殿軍 

 參加 "Battle of the Books" 並晉身總決賽 

 「捐血救人」運動（二）：81位師生參與 

 出版「正風」 

 為廣福「福康長者中心」長者進行「耆趣  樂繽紛」長者活動 

 公益少年團「喜喜樂樂兒童成長小組」為區內有需要兒童進行補習班(共 3 次) 

 參加全港中學校際體操比賽 

 23 位師生參加西安文化科技體驗之旅暨與西安市育才中學交流 

六月份 

 中六畢業同學謝師宴 

 畢業班夏令會於烏溪沙青年新村舉行，主題為「神的膀臂」，師生共約90人 

 參加中大社區外展健康服務 

七月份 

 40 週會校慶音樂晚會，假浸會大學大學會堂舉行 

 結業典禮 

 參加 "Hong Kong 4D Frame Maths & Science Creativity Competition" 

 參加「香港辯論超級聯賽 2019」 

 參加2019「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營」 

 參觀生命歷情體驗館 

 四社出版社刊及買賣舊書 

 生涯規劃活動：《天使愛芭蕾》電影放映 

 中學文憑試放榜前輔導  

 輔導及獎勵計劃組出版《分享激勵》第三十期 

 家長教師會出版第二十一期《家長教師會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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