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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日前從【香港商報網訊】看到中國首富馬雲在電台與年輕人探討青年從追夢到
創業的報導，內容十分有意義，讓我借用其中一位年輕人岑棓琛（「視野機器人有限
公司」創辦人）的成長經歷來談談學生的夢想。

岑先生說自己是個獨生子，經常只對着電腦及電視，十分寂寞。童年時他最喜歡
卡通人物『叮噹』，因為他有很多發明都對人類社會有貢獻。岑先生終於夢想成真
，他的發明「視野智能森林火險監控系統」在2014年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比賽中
獲得「最佳創新大獎」及「最佳科技創新金獎」，更憑此產品開拓了商機。此系統
的設計靈感正來自童年時所看「叮噹」的「個人人造衛星」。現時在內地已有數千
平方公里地方在用它，未來更會推展至其他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及東南亞等。這
一個由「叮噹」所觸發的奇想，可真是了不起！

本學年學校的主題是「力學邁向成功路；互讚互愛求進步」，主要是激勵同學
奮發向上，努力求進，實現夢想。學校現正加強策劃及推行生涯規劃，讓同學及早
規劃自己的路向，並且在互勉和互讚下，不斷努力，逐步邁向成功。

同學們須有夢想，沒有夢想則無事可成。而要實現夢想就要規劃人生，要從初中
開始，了解自己的性向、喜好和強項；並且不斷自我挑戰，力求進步。在高中階段
，要定立清晣的目標，並根據自己的選擇，努力向前，讓自已能發揮所長。在學校
方面，開辦多元化課程，積極推展「聯校課程」，提供寬而廣的科目，讓同學有
機會到區內聯網學校修讀適合自己興趣與能力的課程，進一步達成自己的夢想。

現今社會，中六畢業同學升學的出路十分多元化。除了入讀本港大學外，亦可
考慮升讀鄰近海外大學。學校安排同學到海外大學探訪交流，了解各地大學的清況
。同學可透過修讀文憑課程而達致升讀大學的目標。盼望同學現在藉著中學生活的
磨練，能在未來的逆境中堅毅不屈地解難脫困，祝願同學們「人生早規劃，夢想更
易達」。

校牧事工計劃

感恩                                                                                            李筱波宣教師

　　「並肩培育豐盛生命，攜手見證基督大愛」，是本會的辦學願景，也是校牧事工
的目的。廣福堂與馮梁結中學成立校牧事工已踏入第五年，起初是教會與學校並肩
攜手去培育生命，到今天我們看見許多家長也與我們同心同行，得到家長的支持，
校牧事工能更有力地推展，為此感謝愛我們天父上帝！

　　現在每逢星期六，教會都會舉行多元化的活動。上午分級補習，導師幫助學生
完成學校功課、溫習課本知識。同學們能一齊做功課和溫書，學習動力也大大增加。
補習班後，導師和學生一齊午膳，午膳時會一齊分享自己的喜好、理想等等，學習
表達自己、與人溝通之餘，也增進彼此的認識。

　　午膳後，按學生的喜好，分別參加不同活動，如手鈴隊，基督少年軍。另外設有
讀經唱詩訓練，安排學生於學校早會讀經，培養他們的自信和語言能力。最後是
自由活動，讓學生選擇各項球類和遊戲與導師一齊活動，導師也會個別與他們傾談
，關心他們學業、家庭生活、同學相處等各方面的需要，盼望他們身心靈都健康
成長。

　　看見學生星期六全日在教會享受充實而開心的一天，生命因而成長，令一班有
承擔的義務導師充滿感恩！得到眾多家長對校牧事工的肯定和支持，在此表示衷心
感謝！

基督少年軍集隊訓練 聖誕假期旅行

中一補習班，輔導學生完成功課及
溫習課本知識

教育主日獻詩



參觀MTL九號碼頭 參與理工大學生命教育活動

參觀香港理工大學 參觀連卡佛百貨公司(倉庫及物流部)

參觀海港城商場

學校起動計劃

「學校起動計劃」會議

出席「學校起動計劃」晚宴與嘉賓合照

參觀香港空運貨站

本校獲「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撥款約九十萬，於2014-16年度協助本校推動發展
計劃，計劃內容包括優化學習環境、增強學生學習語文的能力及興趣，推展多元化的
生涯規劃計劃、發掘學生潛能、培養學生創意思維及推動創意教育。

1. 優化圖書館設備
2. 推展電子學習計劃
3. 語文科推行戲劇教學
4. 成立校園電視台
5. 推展整全生涯規劃計劃
6. 延展「大埔及北區科學科技教育供應鏈中心」計劃
7. 建立多媒體教室
8. 推動多元潛能發展活動

發展項目發展項目

九倉起動計劃 - 「理有心‧齊起動」
與理工大學結成伙伴

校長、老師及學生一同出席「學校起動計劃」
晚會，並與嘉賓合照



學校起動計劃

為期三天的2015展銷會「趁墟做老闆」在2月8日晚上八時圓滿結束，對於本校學生
來說實在是一個難能可貴的機會。是次展銷會由十多位中三至中五級的同學共同籌辦，
由2014年11月開始撰寫營業計劃書，之後一個月間，同學學習如何採購貨品、製作部份貨品
(如潤唇膏、肥皂)、定價、製作推廣網頁、進行銷售技巧訓練，將課本學習的知識，實踐
在現實生活上。

三日的展銷活動，對本校學生在創意啟發、組織能力、團隊合作、體驗策劃、銷售
經驗及回饋社區等方面，帶來深刻的學習體驗，對他們在規劃未來的升學及就業、訂定
人生目標方面必定有所裨益。

在此更要感謝九倉集團及其他機構，為學生提供這次難得的機會，透過「尊重、
欣賞、關愛、信任」，讓學生們藉產品及服務，表達對顧客關懷體貼的專業態度。

展銷會2015「趁墟做老闆」展銷會2015「趁墟做老闆」

「 趁墟做老闆」2015

製作肥皂

專業交流

本地大專學位一向僧多粥少，新高中一眾莘莘學子在努力備戰文憑試期間，亦需為
出路多方籌謀。為此，大埔區校長會於一四年十二月舉辦了為期五天「台灣大學升學考察
交流團」，讓區內多所中學的校長與相關老師，到台灣與當地六間大學（國立台灣海洋
大學、龍華科技大學、崇右技術學院、景文科技大學、佛光大學、中原大學）交流及結
盟，為學生取得優先報讀資格。同月，本校亦為十多位有意到台升學同學組團探訪
當地大專院校（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朝陽科技大學、南臺科技大學、大仁科技大學、台灣
首府大學、明道大學），讓其親身體驗台灣校園生活，在未來抉擇升學前路時，路向更
清晰、選擇更多元。

台灣與香港只一岸之隔，從香港到台北航程一小時十五分鐘，交通便捷；氣候、
語言與港相若；學費、生活費等更較港便宜。此外，台灣的儒學傳统培養了人民的文質
學養，生於較功利主義的香港留學生亦多受薰陶，氣質得以變化。同學在獨自身處異邦
學習時，更可培養自主及自信性格。

全台一百六十多所大學各具特色，課程多元，學生可按各能力及興趣報讀。台方為
方便港方學生，接納香港的副學士和高級文憑課程，同學可透過這些課程升讀某些台灣
大學學位課程。學生亦可於完成香港高級文憑課程後，接讀大學的三年班和四年班。台
各院校課程多可銜接海外大學課程，尤以美國為最，學生在台取得學士資格後，再到
美國修讀碩士者，多不勝數。此外，部份台灣大學提供一些名為2+2課程，讓學生在台灣
完成首兩年課程後，可到與其有聯繫的美國或其他國家大學完成學位課程，畢業後可獲
頒雙學位。

至於回港繼續升學或就業者，只需到香港資歷評審委員會等機構取得認証即可。多
年來，台灣為港於各行各業培養了不少人材，學成後於教育、工商等各展所長者，不可
枚舉。

與我校結盟的這幾間大學，為我校於每所大學預留了兩個名額。是次探訪，促進了
雙方良好的關係，有利於未來的合作。最近我們在港便接待了好幾位台灣大學校長和教務
長。未來兩地學校將有更多交流、互訪，務求使同學得到更多及更新的資訊，在抉擇
升學時得到最大的益處。

台灣大學考察升學交流台灣大學考察升學交流

本校校長與台灣六間大學校長簽約結盟



生涯規劃日-認識生涯規劃及了解自我講座

生涯規劃
新高中課程的推行，讓學生由中學教育過渡至專上教育或就業的不同階段。

不論學生選擇怎樣的出路，均會面對與學校生活截然不同的環境，必須加強生涯
規劃及升學就業輔導的支援。

因此，本校在2014年6月成立了「生涯規劃統籌小組」，以全校參與模式，有
系統地策劃、推行校本生涯規劃教育及升學就業輔導服務，並適時作出評估，以
達致本校「藉基督教信仰建立價值觀及服務精神，建立自尊感，獨立思考能力及
批判能力和創造潛能，訓練語文能力，學習新科技，為升學就業奠定基礎」之教育
願景。

學校藉著正規課程(如通識教育科及宗教科等)及非正規課程(如班主任課及早會
等)培養學生堅韌、正面的價值觀、積極的工作態度及自我管理的能力，按需要在
生活中運用所學的知識、技能及態度。透過不同模式的活動，如講座、工作坊、
體驗活動及考察團，讓學生更了解自己的興趣、能力、職業/學業的意向，並認識
各行業的資訊，作出適合的升學及就業選擇；更期望學生完成中學課程後，能提升
其溝通、組織、策劃、解難及目標訂定等共通能力，有助克服升學、工作及生活上
遇到的困難。

以下是截至2015年4月曾舉行的生涯規劃的各項活動：

台灣升學考察團

生涯規劃日-認識生涯規劃及了解自我講座

生涯規劃日-選科及擇業工作坊 參觀香港空運貨站

模擬放榜活動 理工大學生命教育活動

參觀葵涌現代貨櫃碼頭



大埔高中課程聯網計劃
在2014-15學年，共有7間學校提供聯網課程，而來自18間中學修讀中四至中六課程

的同學則合共357名。參與計劃的學生、家長，學校及地區人士均對計劃表示歡迎。

1415年度開辦學校

1415年度參與學校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羅定邦中學
迦密柏雨中學                        救恩書院
王肇枝中學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粉嶺官立中學(區外學校－北區)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區外學校－葵青區)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區外學校－沙田區)
九龍塘德雅中學(區外學校－深水埗區)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恩主教書院                                      迦密聖道中學
神召會康樂中學

大埔區中學校長會校長與主禮嘉賓﹕關蕚英女士
「總學校發展主任(大埔)」、徐德明先生「高級學
校發展主任(大埔)」、張信屏先生「香港知專設計

學院時裝形象設計課程主任」

主禮嘉賓與學員大合照

問答分享環節 張信屏先生分享專業心得

大埔區高中課程聯網計劃小冊子

(甲類) 選修科目
1. 科技與生活       2. 體育   3. 視覺藝術   4. 旅遊與款待
5. 設計與應用科技   6. 音樂   7. 健康管理及社會關懷 

(乙類) 應用學習課程

1. 美容學基礎       2. 形象設計

高中畢業生的多元出路

本校在2014年6月成立「生涯規劃統籌小組」，以全校參與模式，有系統地
策劃、推行校本生涯規劃教育及升學就業輔導服務，並適時作出評估。

升學方面，本校邀請香港浸會大學、理工大學、樹仁大學、珠海書院、恆生
管理學院、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香港專業進修學院、建造業訓練局等機構來校舉行講座，解决中六學生在升學上
的疑難。對於打算畢業後投身社會的同學，「生涯規劃」課內的小組討論、參觀
都能令同學認識不同行業的知識、工作守則及學懂如何處理複雜的人際關係，
相信這樣能為學生消除就業的疑慮及加強面試時的自信心，對學生就業亦有重大
幫助。

本年度學校更積極加強與國內、海外大學的合作，推薦應屆表現優異的中六
學生前往當地修讀學士課程。本校學生於校內成績及面試表現優異，目前部分
應屆畢業生已獲以下大學優先取錄﹕

國內大學 學系

暨南大學

暨南大學

福建華僑大學

藥學院中藥學

物流學

工商管理

海外大學 學系

中原大學

樹德科技大學

崑山科技大學

應用華語文學系

生活產品設計

視覺傳達設計

臺北市立大學

南臺科技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陳啟邦—現就讀
香港教育學院
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

莫嘉慧—現就讀
香港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及
工程管理系

楊惠營—現就讀
香港中文大學
藝術系

賴詠茵—畢業於
香港浸會大學
藝術系
現修讀教育文憑課程

胡嘉麗—畢業於
香港理工大學
社會工作系
現為註冊社工

陳國威—畢業於
香港城市大學
會計系
現為註冊會計師

林方正—畢業於
英國
University of Loughborough

金融及管理學系
現就讀PhD課程

校友升學出路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陳曼雲紀念獎學金

中五、中六

中一至中六

陳曼雲紀念獎學金

中六

學業成績優異學生

各級學科成績首三名

考獲文憑試優異成績學生

中六 各級閱讀表現優異學生兩名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
獎助學金

中一至中六

中一至中六

中一至中六

中一至中六

中一至中六

中六

中文科全級首三名

英文科全級首三名

數學科全級首三名

通識科全級首三名

各學科全級首名

優異校本評核報告

獎學金

獎學金名稱 級別 頒發條件

本校每年頒發多項獎學金，以鼓勵表現優異的學生。

(A) 學業成績

王生巧雲紀念獎學金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中一至中六

義工服務表現出色

運動表現出色

(B) 全方位學習活動

初中(中一至中三)
高中(中四至中六)

青苗學界進步獎 中一至中五 在學業、操行方面有顯著進步

(G) 跨境學生支援

朱正廣老師紀念獎學金 中一至中六

(F) 加强英語學習

英語最佳表現學生

(E) 新生獎勵

王生巧雲紀念獎學金

初中(中一至中三)
高中(中四至中六)

獎學金名稱 級別 頒發條件
(B) 全方位學習活動

高中(中四至中六)

課外活動表現出色

領袖培訓表現出色

容楚真女士紀念獎學金

(C) 科藝表現

初中(中一至中三)
高中(中四至中六)

初中(中一至中三)
高中(中四至中六)

藝術範疇表現出色

科技範疇表現出色

「汪彼得牧師紀念基金」獎學金

中一至中六

家長教師會品德獎

大埔區好學生獎勵計劃

(D) 品德表現

中一

嘉許表現優異同學

守己律/責任感中一學生

品德優良學生中一至中五

中四至中六上游獎學金 嘉許在逆境中自強不息，努力上進的學生

新家園協會 中四至中六
於領袖培訓、學術成績、參與活動、義工服務方面

表現出色

「中華基督教會大埔廣福堂」
獎學金

各級新生 表現優異新生



中文科參與香港教育
學院舉辦的「讀寫策略
發展網絡計劃(初中)」

網絡計劃友校同工到訪本校進行觀課交流。中國語文科、英
國語文科亦會安排科任老師於4-5月到訪網絡友校觀課
本校教師會出席教材套分享會

已完成中四及中六之工作坊，內容有關時間管理策略，讓學生
有效運用時間

學習策略工作坊

為了加強學生應付上學期考試作好準備，特別安排「溫習月」
讓學生分組溫習，增強學習的氣氛
下學期溫習月會安排於5月至6月進行

上學期溫習月─
溫習小組

校外機構協辦課程，內容包括組長訓練及小組溫習
主要支援中文、英文、數學及綜合人文學科之溫習內容

「中一級組長訓練
及溫習小組課程」

透過以下活動讓學生提高學習動機並投入學習生活，如：
中四學生參與中文大學舉辦的「緣途有理」計劃，並出席
「傑出服務嘉許禮暨分享會」
為中一學生安排新詩工作坊，提升他們的中文能力
舉辦聯校升學及就業問答比賽

多元化活動提昇學生
的「自主學習」能力

項目 進度

聯校升學及就業問答比賽

中四學生出席「傑出服務嘉許禮暨分享會」
後於中大校園留映

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學與教

初中數學科與綜合人文學科完成第二次電子書試教

獲「起動計劃」資助成立「校園電視台」，初期集中訓練工作
人員，曾邀請商業電台記者馬小姐主持「校園電視台拍攝及
剪接班」

成立「校園電視台」

教育局外籍英語教師組到校教授中一級學生如何使用Photo 
Story 3軟件，結合聲音﹑影像與文字製作多媒體故事 

英 文 科 參 與 教 育 局
舉辦的「在初中英語
課堂發展學生處理多
媒體任務的能力」

獲「起動計劃」撥款購買電子白板及平板電腦，中一及中二班
房已裝置電子白板，而下學期進行「使用平板電腦計劃」，讓
不同級別及科目使用新添置之平板電腦

添 置 電 子 白 板 及
平板電腦

科主任出席《學與教博覽》後於科目會議與同事分享。下學年
考慮將《學與教博覽》列為其中一次教師發展日活動

出席《學與教博覽》

項目 進度

本校積極推動電子學習-
初中數學科參與「電子教科書市場開拓計劃」 在初中英語課堂發展學生處理多媒體任務的能力

第二期電子教科書
市場開拓計劃下的
「夥伴學校計劃」

成立校園電視台，並邀請立思顧問公司的導師教授
拍攝及剪接技巧

e-Learning推動電子教學e-Learning推動電子教學



本校十分重視語文教學，期望通過不同的途徑去推動學生全方位學習英語，以建立學生使
用英語作為學習媒介的信心為目標，故不斷營造運用英文及說英語的環境，藉此增加更多機會
讓學生接觸和運用英語，並對他們的語文能力不斷加以鞏固及強化。同時，本校亦以建立具備
以英語授課能力及信心的教學團隊為目標，加強學與教的效能。

Language teaching is our top priority. We use different means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learn 
English. We aim to build up students' confidence in using English as the medium of learning. Therefore, 
we strive to create an environment for using and speaking English where students not only have more 
chances of using English, but also strengthen and consolidate their language proficiency. Last but not 
least, we aim to build up a team of teachers who are qualified and confident in using English to teach 
their own subjects in order to raise the effectiveness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

本校本著因材施教的原則，為學生提供更多機會，創造更理想的環境，讓不同能力的學生
接觸和運用英語，從而加強學生以英語學習的能力。此舉特別對有志到海外升學的學生有利，
也可讓學生好好裝備自己，以便將來投身社會，發展自己的事業時，更易與世界接軌。

We teach according to students'ability. We provide more opportunities and create a more 
conductive environment which enables students to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to use English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ir English learning. This can facilitate students to further their study, especially those 
who would like to study overseas. Also, this can equip students with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required 
to develop a career and help them adapt to the everchanging world more effectively.

School-based English Policy

英文學會 -  籃球訓練

英文科種子計劃學生上課情況 英文科種子計劃老師工作坊

政策

英文學會 - 健身訓練

英語週



藝術教育
學校要為學生提供均衡的課程，讓他們得到全人教育。藝術教育是五育的重要

一環：「讓每個人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都有全面而具個性的發展，能夠
一生不斷自學、思考、探索、創新和應變。」此外，藝術教育可以促進學生「建立
健康的生活方式，並培養對體藝活動的興趣和鑑賞能力」。每個學生都應享有接受
藝術教育的權利，而藝術教育對學生的全人發展起重要的作用，它可幫助學生發展
創造力、想像力、靈活、審美能力等素質，並懂得評賞外界事物，建立正確的價值
觀和態度，並促進其他學習領域的學習效能。

本校推行藝術教育，除系統課堂外，亦定期舉辦「藝術周」及「才藝表演」，
目的是提高學生對多元化藝術的認識，使學生能參與藝術的創作及引發學生投身各種
藝術的發展。

本校戲劇學會於2015年大埔區中、小學戲劇比賽中
獲得「良好整體演出」

中四視藝學生譚夢兒參與大埔區議會贊助「2014
至2015年度大埔區學界道路及交通安全比賽暨宣

傳運動 – 中學宣傳海報設計比賽」榮獲亞軍

校園藝術大使5B班張蔚菲同學跟指導師長
張樹根老師合照

本校學生及聯校生合共一百四十二人製作「悲鴻
奔馬紙模」，參與「萬馬奔驣‧萬眾一心」裝置

藝術展，並申報成為健力士世界紀錄

校園藝術大使4B班吳浩鈞同學跟指導師長
梁慧瑩老師合照

校友會

莫嘉慧校友 香港科技大學工業工程及工程管理系學士學位 (4年級生)
陳國威校友 香港城市大學會計系學士學位，現職註冊會計師
胡嘉麗校友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工作系學士學位，現職註冊社工
陳啟邦校友 香港教育學院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學士學位 (4年級生)

2. 校友到校分享升學及求職經驗 2. 校友到校分享升學及求職經驗 

吳英傑校友於3月至5月期間，逢星期四放學後，擔任「校園電視台」義務
導師，負責教授學生拍攝、剪接及影片後期製作技巧。現階段已完成第二次課堂，
學生反應良好，收生名額已爆滿。

1. 校友到校為「校園電視台小組」擔任義務導師1. 校友到校為「校園電視台小組」擔任義務導師

同學即堂實踐拍攝理論

除了學習運用器材外, 更要訓練創意思維
校園電視台開播啦

於禮堂早會分享「拍攝及剪接班」學生作品

校友會邀請從事不同行業的校友，擔任「升學及求職講座」的嘉賓，跟學弟
妹分享選科、升學，面試及求職等經驗。

在此，鳴謝以下校友撥冗蒞臨及擔任講座嘉賓﹕



本校老師到上水宣道小學進行水火箭發射示範

本校為配合科學科技及創意教育的發展，與香港機械人學院於2010年4月合作申請「優質教育
基金」，並舉辦「大埔及北區科學科技教育供應鏈中心」計劃，成功為大埔及北區的中小學生
提供一個學習科學科技知識的區域平台。自2011年7月，本校已成功舉辦多次科學科技教育工作
坊，2011年更邀請「星之子」陳易希先生擔任主禮嘉賓分享科學科技研究的心得，並舉辦100枝
水火箭的發射活動。

2011-13年度，本校與「香港青年協會－創意科藝工程計劃」合作，向「優質教育基金」
申請撥款，建立「創意科技教育協作供應鏈中心」(大埔及北區) ，舉辦Scratch軟件製作工作坊，
培養小學及中學生進行創意科技產品製作。

未來本校會秉承在科技知識方面的探究精神，向「優質教育基金」申請「電子學習及創意
科技教育協作供應鏈中心(大埔及北區)」計劃，以進一步推動電子學習及創意科技的發展。

本校老師到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參與聖誕聯歡會，並教授小學生製作太陽能車

本校校長與毅恆教育有限公司導師，跟
參加3D打印工作坊得獎的中華基督教會

基法小學學生
學生們參加2014 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

暨競技大賽

本校師生跟參與科學科技工作坊的小學生大合照

本校老師教授大埔循道衞理小學學生製
作太陽能電動車

本校老師教授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學
生製作風能馬達船



關愛校園
本校秉承「全人教育」、「有教無類」的宗旨，推行「全校參與模式」的學生

支援計劃。我們深信神賜予每一個人都有天賦的才能；藉基督教信仰的薰陶，讓
學生能建立正面價值觀；在老師團隊悉心栽培及協助下，希望每一個同學都能盡
展所長，彼此尊重，互相包容，健康成長。

校方為貫徹關愛校園的精神，遂在組織、政策及活動等不同層面推行多項計劃：

1.  參加「關愛校園獎勵計劃」連續七年獲「關愛校園」榮譽
2. 推行「健康校園政策」
3. 推行「全校參與」支援模式
4. 營造「和諧校園」氣氛
5. 推展共融文化
6. 推行「新生趣」新來港學童適應計劃
7. 推行關顧跨境學生及家長計劃
8. 推行關顧插班生計劃

本校舉行中秋節猜燈謎活動

跑出正向人生 - 生命教育分享會

新生趣嘉許禮

傑出服務嘉許禮暨分享會

健康校園計劃簡介會

本校已於2010年成為教育局「健康校園政策」夥伴學校。本校的「健康校園政
策委員會」主要職責是統籌健康事務的管理與組織系統。目標是營造健康的校園環
境、建立身心健康之校園風氣、致力培養及發展學生健康生活習慣、強化正面人生
觀及優化生活技能。本校亦成立「健康大使」組織，培訓學生協助推動相關的政策
項目。

內容如下：

政策目標 政策項目

一.營造健康的校園環境

1.制定防疫工作：推行注射流感疫苗計劃
2.推行無毒校園「大埔校園檢測計劃」
3.推展共融文化
4.推行無煙校園，抗逆力小組
5.關注精神健康

二.發展學生的健康生活習慣
1.培養健康飲食習慣
2.推動貞潔校園文化
3.健康生活態度

三.辨識需要幫助的學生
     和建立相關轉介機制

1.制訂「個別學習計劃」
2.推行「全校參與」的關顧學生政策
3.參與「中學學習支援津貼」計劃
4.推動家長參與協作工作

四.統籌及規劃健康教育課程
1.推行全方位學習活動
2.籌辦宗教及德育早會及講座
3.統整各科健康教育課程

健康校園

感恩節早會

認識性騷擾劇場

推行全方位學習日



主辦機構

香港學界
體育聯會

大埔及北區中學
校際游泳比賽

2014年10月

比賽名稱 項目 姓名 日期
男子甲組100米背泳冠軍

男子甲組200米個人四式亞軍

吳瀚榮4B

吳瀚榮4B

男子丙組跳高季軍 方昭濠2B
大埔及北區中

學校際田徑比賽

德盛安聯、都市日報

德盛安聯少年足球挑戰盃2014男子U17碟賽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冠軍

2014年7月

獎項
日期

黃俊彥2A 楊嘉浩2A 呂嘉興4B 蘇澤鏗4C 楊學良4C 陳育華5B
張少榮5B 黎正邦5B 梁津杰5B 李克勤5B

姓名

大埔及北區中學校際足球比賽比賽名稱
男子甲組團體殿軍

2014年11月

獎項
日期

胡嘉穎4C 陳景豐2A 陳雄傑3C 吳嘉傑4A 陳志威4B 呂嘉興4B
楊學良4C 陳育華5B 張少榮5B 黎正邦5B 梁津杰5B 李克勤5B
蘇子豐5B 楊銘豪6B

姓名

(c)體育

出色表現

主辦機構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理事會
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
高中學生獎

2014年8月

比賽名稱 姓名 日期

賴凱靈5B

呂嘉興4B 馬家淇4B 吳浩鈞4B
陳志鑫5B 黃小環5B 陳志杰6B
范嘉珍6B 賴凱靈6B 劉潔文6B

2014年12月新家園協會

主辦機構

青苗基金 2014年7月

比賽名稱 姓名 日期

郭智彬1A 李藹琳1B 李耀麟1C 陳宗凱2A
周振先2B 李欣欣2C 鄭紫霞3A 陳安翹3B
萬子浩3C 許詠欣4A 黎正邦4B 張中正4C
張樂兒5A 蔡偉圖5B 鄧芷晴5C

青苗學屆進步獎

(b)進步獎

黃嘉雯6A 陳志杰6B 陳敏攸6B
張江祺6B 范嘉珍6B 賴凱靈6B
劉潔文6B 劉杏玲6B 余俊成6B
鄧芷晴6C 

香港航空
2014年12月

至2015年9月

(I)校外比賽及活動
(a)校外獎學金

2014-2015年度
「世茂新家園精英培養計劃」

傑出中學生

香港航空「飛越雲端•擁抱世界」
中小學生贊助計劃中六傑出表現學生

中三至中四級英語詩文集誦 (非母語)男女合誦

傅少河4A 何曉晴4A 黎日俊4A 劉郭湘4A 李思靜4A 梁梓楓4A
梁咏茵4A 柯佩盈4A 單仲謙4A 黃湘茹4A 王心怡4A 王瑋靖4A 
胡巧洋4A 余文安4A 鄒芷蘊4A 陳志威4B 陳安翹4B 鄭倩宜4B 
張雅汶4B 張倩怡4B 周彬彬4B 鄧艷洪4B 范可欣4B 馮詠琪4B 
何思穎4B 江日朗4B 郭嘉儀4B 劉基藝4B 雷    雪4B 梁志豪4B 
梁嘉玲4B 梁家樂4B 梁家欣4B 呂嘉興4B 雷樂然4B 馬家淇4B 
萬盡晴4B 莫慧珍4B 吳浩鈞4B 蘇雅文4B 蘇梓寧4B 杜志浩4B
曾子良4B 徐浩然4B 王酷緻4B 徐茹萍4B 鄭紫霞4B 李少華4C
胡嘉穎4C

優異

中學一、二年級-男女合誦-詩詞集誦-普通話

優良獎

項目
獎項

姓名

項目
獎項

沙田青少年龍舟邀請賽2014 比賽名稱
國際小龍200米公開組殿軍

2014年10月

獎項
日期

楊嘉浩2A 黃    俊2B 吳家豪3A 楊國賢3A 陳宗凱3B 張家瑋3B
彭巧陽3B 楊俊烙3B 葉文威3C 陳凱文4A 羅志煒4A 楊學良4C

姓名

(d)朗誦

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2014年11至12月

比賽名稱
日期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機構

中一至中二級英語詩文集誦 (非母語)男女合誦項目
良好獎項

陳洛軒2B 陳嘉芬2B 陳詩帆2B 周嘉怡2B 鍾焯浩2B 方昭濠2B
侯蔚民2B 胡力恒2B 黃燦偉2B 葉詠欣2B 郭智彬2B 李藹琳2B
李兆正2B 李煥婷2B 梁滿軒2B 梁倩欣2B 梁泳詩2B 劉浩欽2B
盧芷婷2B 吳國斌2B 吳成富2B 吳永楠2B 彭衍華2B 徐濼謙2B
黃    俊2B 黃寶珊2B 黃子瑋2B 黃瑋霖2B 楊嘉琳2B 余俊逸2B
阮雪瑤2B

姓名

英語詩詞獨誦 – 非母語女子組

鄒芷蘊4A 莫慧珍4B 徐茹萍4B

優異
項目
獎項

姓名

李思靜4A 4B郭嘉儀 4B吳浩鈞 4B蘇雅文4B姓名
良好獎項

區辰葦1B 曹禹卓1B 陳啟政1B 陳寶兒1B 陳景嫻1B 朱婷婷1B
丁嘉慧1B 韓樂駿1B 郭    雪1B 鄺芷蔚1B 林曉鋒1B 林嘉銘1B
林威佐1B 羅慧穎1B 梁展榛1B 梁庭熙1B 李麒英1B 李詩雅1B
林文鴻1B 劉琨琳1B 吳春燕1B 吳漪婷1B 黃嘉欣1B 黃思汝1B
王蘊詩1B 黃怡琴1B 楊博智1B 游煒俊1B 袁健旻1B 李睿怡1B
陳詩帆2B 黃燦偉2B 梁倩欣2B 盧芷婷2B 吳國斌2B

姓名

英語詩詞獨誦 –非母語男子組

優良
項目
獎項

梁家樂4B姓名

(c)體育

中學五、六年級-女子組 -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優良獎

項目
獎項



(e)科學及數學

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2014年11至12月

比賽名稱
日期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機構
(d)朗誦

中學三、四年級-女子組 -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優良獎

項目
獎項

劉郭湘4A 李思靜4A 胡巧洋4A 周彬彬4B姓名
中學一、二年級-女子組 -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優良獎

項目
獎項

陳景嫻1B 李  睿1B 陳詩帆2B姓名
良好獎獎項

朱婷婷1B 黃怡琴1B姓名

化學家在線

2013年9月至2014年8月

比賽名稱
日期

教育局、香港虛擬大學主辦機構

白金獎獎項
劉潔文6B 劉杏玲6B姓名

銅獎獎項
范嘉珍6B 賴凱靈6B姓名

2015趣味科學比賽落聚生輝

高年班「輕量級」、最佳工藝獎、最佳設計圖獎、二等獎

比賽名稱

香港科學館、香港學者協會、香港中學校長會、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主辦機構

2015年2月

陳志鑫5B 陳志杰6B姓名

日期
獎項

陳雅欣3B 李思靜4A 黃湘茹4A 王瑋靖4A 鄒芷蘊4A 周彬彬4B 
梁嘉玲4B 梁家樂4B 呂嘉興4B 馬家淇4B 蘇雅文4B 鄧國鋒4C 
王靜媛4C 胡嘉穎4C 蔡卓成5B 陳志鑫5B 何婉兒5B 關麗敏5B 
林章勇5B 楊嘉惠5B 楊    敏5B 余靖儀5B 張樂兒6A 鍾文靜6B 
范嘉珍6B 

(f)服務
社會福利署

義工運動

2014年度

義務工作嘉許金狀

鄧艷洪4B 劉嘉如6B 劉潔文6B 李燕華6B 劉杏玲6B

義務工作嘉許銀狀

柯佩盈4A 劉基藝4B 梁家欣4B 莫慧珍4B 吳浩鈞4B 曾子良4B
徐浩然4B 王酷致4B 徐茹萍4B 林德輝4C 賴凱靈6B 李惠適6B  

義務工作嘉許銅狀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日期
獎項
姓名
獎項

姓名

獎項

姓名

(h)其他

張家瑋3B 張小婷3B 張小瑩3B 周振先3B 梁家祿3B 彭巧陽3B
謝慧瑩3B 陳仲源5B 徐詠琳5B 傅美煌5B 馮雅琪5B 管子禎5B
黃小柔5B 黃小環5B 高麗萍5B 關麗敏5B 李奕濤5B 王芷晴5B
楊嘉惠5B 楊敏5B 余靖儀5B

新界校長會

「認識《基本法》——依法治港創繁榮」中學校際問答比賽

2015年3月

優異獎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日期
獎項

姓名

張家瑋3B 張小婷3B 張小瑩3B 周振先3B 
梁家祿3B 彭巧陽3B 謝慧瑩3B 張    毅3B

教育局專業發展

聯校升學及就業問答比賽

2015年3月

亞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日期
獎項

姓名

(g)視藝

呂玥婷5C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藝術教育組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2014/15)

2014年12月至2015年1月

入選參展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日期
獎項
姓名

李以諾3A  藍震鴻3B  葉淑敏3B  吳詠詩6A

香港青年協會

「悲鴻奔馬紙模」創作比賽

2015年4月

入圍「我最喜愛奔馬紙模」獎項
姓名

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呂玥婷5C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香港視覺藝術教育節2014」之教藝兩全師生視藝展2014 

入選參展

姓名
獎項
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2014年11月

譚夢兒4C

大埔區小學校長會

「2014至2015年度大埔區學界道路及交通安全比賽暨宣傳運動 – 中學宣傳海報設計比賽」

2015年1月

亞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日期
獎項
姓名

優異獎
王靜媛4C姓名

獎項



活動花絮

校董到校與本校全體教職員交流，並拍照留念

中四級通識科參觀美荷樓

校友會週年大會
參觀 Microsoft總部

家長教師會旅行2014

獎項 姓名 日期
陳志杰6B 陳敏攸6B 黃俊樺6B 賴凱靈6B
李惠適6B 劉杏玲6B 吳瑪莉6B 余俊成6B

2014年10月
至12月

黎高平紀念獎學金

(II)校內比賽及活動
(a) 校內獎學金

獎項

獎項 第二十七屆陸運會個人全場獎
男子組 女子組

甲組 乙組 丙組 甲組 乙組 丙組

呂嘉興4B
李紜鋒3C
馮梓熹4C

楊嘉浩2A 鄺可欣6B 霍可翹3B 黃寶珊2B

陳育華5B 黃康男3C 方昭濠2B 雷雪4B 陳詩帆2B 阮雪瑤2B
吳嘉傑4A 李皓然4C 李麒英1B 馮玉亭6B 胡巧洋4A 李慧怡1C

冠軍

亞軍
季軍

組別

活動名稱 姓名 日期

2014年12月第二十七屆陸運會

姓名
2X50米親子接力賽冠軍 梁庭熙1B

2X50米親子接力賽季軍 方昭濠2B
2X50米親子接力賽殿軍 雷    雪4B

2X50米親子接力賽亞軍 侯蔚民2B

(b) 體育

體育科頒獎禮

本校10位學生獲得新家園協會主辦
「世茂新家園精英培養計劃」傑出中學生獎 14位學生獲得在校內「閱讀之星獎項」

9位學生獲得「傑出領袖生」嘉許狀

蘇雅清同學獲得全港中學生
「升呢」大行動



與香港國際社社會服務社合辦跨境英語教室

本校參加「我要做立法會議員活動」

與香港國際社社會服務社合辦跨境英語教室，
由外藉老師親身教授

打鼓嶺嶺英小學老師及學生參觀本校

本校學生參觀立法會

升學及就業模擬工作坊

中一適應班
敬師日

學生支援組舉行迪士尼歷奇活動

教師專業發展日2015

新生家長晚會

香港教育學院小班教學中心同工到訪本校進行
中三級英國語文科及中二級數學科觀課交流



旅行日

聖誕聯歡會

學社交職禮

全方位學習日—中五級參觀香港3D奇幻世界 全方位學習日—中一級大澳一天遊

領袖生交職禮

本校學生參加「東華三院文物館導賞」

校長及圖書館主任與閱讀之星合照

預防犯罪教育劇場

中一級分組溫習及組長訓練



親子接力賽 四社啦啦隊合照

四社啦啦隊進場表演 四社啦啦隊表演

立人社與校長及社導師合照 律己社於陸運會中獲得啦啦隊冠軍

好學社與校長及社導師合照 明道社於陸運會中獲得全場總冠軍

小學友校接力賽

同學們在運動場上努力比賽

校友個人100米比賽

中一紀律訓練營~準備出營了

班級經營~我們的生日會

中一紀律訓練營~齊齊煮晚飯

我要做老板預備中 齊去迪士尼

新生趣日營 聖誕聯歡~吉祥物預備中



地址：新界大埔寶湖道22號
電話：26516033
傳真：26509629
網址：http://www.flk.edu.hk

顧　　問：余嘉蓮校長
統　　籌：朱文倩副校長、蒲穎男老師

資料搜集：高少英老師、梁慧瑩老師、馮杏玲老師
封面設計：郭嘉鴻老師        
內頁設計：鄔建業老師、謝艷蘭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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