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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辦學宗旨  
 
本校秉承東華三院一貫的辦學精神，為社會作育英才，使學生成長後能盡展所長，回

饋社會。本校致力為學生進行「全人教育」，提供優良的學習環境，使能發揮個人的

潛能，日後成為具備知識技能、有獨立思考能力、勇於承擔責任和關注社會事務的良

好公民，亦積極培育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觀，並以校訓「勤儉忠信」

為進德修業的依歸，勉勵他們拓展豐盛而有意義的人生。 

 

(二 )我們的學校  

 

1. 學校簡介  
 
學校歷史 

 

東華三院吳祥川紀念中學創立於 1984 年。它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內一所政府津貼的男女

普通文法中學。本校由東華三院負責管理。東華三院是一個在醫療、教育及社會服務

三方面為香港社區服務的著名慈善機構。 

 

2011-2012 年度，本校向學生提供六年制的中學課程及二年制的預科課程，中七學生應

考最後一屆香港高級程度會考，而中六學生則應考新高中課程第一屆香港中學文憑試 

(2012)。 
 

學校語言政策 

本校以培養學生兩文三語及中英兼擅為語文教育方向，一向重視英語教學，藉教育局

教學語言微調的機遇，在初中實施「跨學科語文提升」計劃，中一、二級主要科目如

綜合人文科（結合歷史、地理、社會及通識教育各科）及科學科（包括物理、化學、

生物科及科學科）均以英語授課，並加入跨學科英語延展課程，增加學生學習英語的

機會、提升學生英語的能力及信心；讓學生能在高中以全英語學習，在十六科高中必

修及選修科中，除中國語文、中國文學、中國歷史及通識教育四科以中文教授，其他

科目均以英文為教學語言。而中二及中三級課程則加強跨學科語文銜接。 

學校設施 

 

本校為政府興建的標準型中學，創校初期設有 24 間課室及 12 間特別室，計有英語學

習中心、設計與工藝室、音樂室、美術室、家政室、地理室、電腦室及物理、化學、

生物、綜合科學實驗室等。此外，尚有禮堂及圖書館各一。運動場地則有籃球場、排

球場、手球場及雨天操場等。 

 

東華三院於 1998 年暑假撥款為全校課室及特別室安裝冷氣設備，更把其中一個課室改

裝成語言實驗室，以加強對學生語文的訓練。2002 年本校的多媒體學習中心落成，為

同學提供一個設備更先進的學習環境。 

 

本校獲政府撥款 4,043 萬元興建校舍新翼，並於 2005 年完成。新翼設施包括兩個課室、

三個小組學習室、一個語言實驗室、一個多用途資源室及學生活動中心等。為使新翼

大樓的設備更趨完善，吳仲燦夫人慷慨捐款 68 萬元，以增設樓內各項設施。另外，    
本校更把露天操場側的兩個課室改建為資源室及會議室，以配合學校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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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校管理  
 
本校自 1996 年開始推行校本管理，在校董會下設立校政諮詢議會，以諮詢及監察學校

運作。因應＜2004 年教育(修訂)條例＞的實施，本校於 2006 年 2 月 1 日成立法團校董

會，進一步落實校本管理。法團校董會成員包括辦學團體代表、校長、教師、家長、

校友及獨立人士。法團校董會每年召開三次會議，共同釐訂學校的發展項目，審批財

政預算、人事安排及檢討工作成效，透過各主要持份者參與決策，提高學校管理的透

明度及問責性，以促進學校的持續發展。 

 

 

法團校董會成員組合 

 
校董類別及數目 

 

辦學團體

校董 

替代辦學

團體校董 

校長校董 教員校董 替代教員

校董 

家長校董 替代家長

校董 

校友校董 獨立校董 

5 1 1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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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資料 
 
班級組織 

 

班別數目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中七 總數 

班數 4 4 4 4 4 4 2 26 

 
學生人數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中七 總數 

男生人數 72 83 76 85 71 61 38 486 

女生人數 72 61 76 75 81 73 28 466 

學生人數 144 144 152 160 152 134 66 952 
 
 
 
專業發展 
 
在 2011 至 2012 年度，本校 56 名教師共接受 2614.9 小時的培訓，每位教

師持續專業發展的平均時數為 47 小時，當中包括參加本地 /境外舉行的會

議、座談會、工作坊、交流會及各學科的培訓課程。而校長參與持續專業

發展活動亦有 1246 小時。本校希望透過不同類型的進修活動，讓教師在

教學上更能與時並進，提升教學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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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重點發展項目一：培養學生自學能力達至有效學習 

 

成就 

 老師在建立有系統的學習方法及佈置有策略的課堂常規方面均有明顯進步，例如 

每節課堂均會清晰講解授課重點，最後亦會為課堂作簡單總結，成功令學生掌握  

課堂的學習目標，自學能力亦有所提升。 

 學校為有需要的學生安排中、英、數課後增潤課程及以英語為教學語言的加強班，

且會定期檢討成效，適時改動學與教模式，從而有效照顧不同學習需要。 

反思 

 學校只有在一個月內編排了共同備課節，略嫌不足，宜把有關安排常規化，從而   

優化課程規劃和教學設計。 

 老師對優質課業的設計概念未夠清晰，宜就此多舉辦教師發展活動，以提升學與教

的效能。 

 
 
重點發展項目二： 優化跨學科課程以提升學生英語能力 
  
成就 

 大致能夠於校內營造豐富的英語語境，例如早會時間以英語宣佈、學校典禮及大型

活動均以英語主持及分佈於校園不同位置的壁報板都會有英語的描述。 

 有明確的現象顯示學生在沒有大困難下能以英語參與或主持不同的活動，如早會宣

佈、典禮司儀及英語戲劇表演等等。 

 大致能夠於校內營造豐富的英語語境，例如早會時間以英語宣佈、學校典禮及大型

活動均以英語主持及分佈於校園不同位置的壁報板都會有英語的描述。 

反思 

 在學生層面已漸見豐富的英語語境，而在學校層面亦需反映這種情況，例如會議  

紀錄、通告及電郵等校方文件須以英語撰寫。 

 鼓勵及吸引更多學生參與如英語日、英語茶座等不同的英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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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發展項目三： 教訓輔共同規劃 – 培養學生個人素質，推動國民教育 
 
成就 

教訓輔共同規劃  
 設立聯席會議，由學生成長支援部統籌，各部門組派員出席，共同商討每年的計劃，

因各部門清楚該年度的目標，有一致的方向，在設計活動時會更聚焦。 

 可加強各部門的溝通，了解各部門的工作情況，改善了各自為政的弊病。 

 經過統籌後，把性教育、生涯規劃、班際比賽等元素放進 Day 7 最後兩節的班主任

課中，除灌輸知識外，又可加強班主任與學生的溝通。 

培養學生個人素質，推動國民教育  
 各部門都能依第一階段：愛惜自己，愛惜校園；第二階段：發揮潛能，服務校園；

第三階段：追求卓越，貢獻社會，設計活動。各部門所設計的活動，均照顧各個階

段的學生，讓學生在各方面都得以發揮。 

 學生在服務校園及貢獻社會方面均有很好的表現，如本校中四同學全體都參與「長

者學苑」的活動，從籌辦到任教都由學生負責，加強他們的服務精神。 

 設定全年各級的班主任課，加強師生、同學間的溝通，凝聚同學對自己班及學校的

歸屬感。 

 增加課外活動堂的次數及改變報名機制，可讓學生一年可參加兩個課外活動，認識

更多類型的活動，從而發掘自己的興趣。 

 學校開設了多元化的課外活動，本來計劃舉行半年，但很多學生都想延續自已的興

趣，最後是全年舉辨。 

 校隊的數目增加不少，而且獲獎無數，尤以拉丁舞組為甚。 

反思 

教訓輔共同規劃  
 因聯席會議牽涉人數眾多，儼如開教職員會議，難以約齊開會，加上沒有行政上的

安排，如預早訂定開會日期，所以全年只開了一次。 

 可減少會議成員每組只需派兩名代表出席即可，提高開會的效率。 

 開會只重點討論共同關注的問題，無需每個部門，每項活動討論。 

培養學生個人素質，推動國民教育  
 未能真正達到學生一人一職的目標。雖然班主任在學期初已選出了不同職務的同

學，但真正做到的卻不多，如膳長未有發揮其職能，來年可為各職能發出工作指引

及職責，以提高同學的責任感及服務精神。 

 只有訓導處設有兩層架構的領袖訓練，其他部門則未有。有些部門人數較少，故未

有設特別訓練。為提升同學的領導能力，幫助他們揀選適合自己的部門，所以本年

在試後活動期間，舉辦了中三升中四領袖訓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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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們的學與教 
 

提升英語能力 

 

本校學與教其中的一個重要目標是致力提升學生的英語水平。為配合教學語言微調政

策的推行，本校選擇化時為科的方案，中一、二級的科學科及綜合人文科均以英語授

課，並推出多項措施加強學生的英語學習。中一新生須於開學前參與學校舉辦的英語

銜接課程，讓同學逐漸適應以英語為學習語言。校方亦推出跨學科英語提升計劃，如

英文科教授詞彙讀音以配合學生學習該兩科的詞彙，並由外籍教師錄製讀音上載於校

網讓學生自學及溫習，及各科張貼詞彙以加強英語學習的氣氛。同時，為營造更佳的

英語語境，學校安排了三位外籍交流生到校上課及額外增聘兩位外籍英語老師教授學

生，藉此讓學生有更多機會與外籍人士對談以提升英語會話能力，並擴闊同學的視野。 
 

培養學生自學能力 

 

學生的學習可以是被動接收知識，也可以是主動吸收知識。學生若能主動進行學習，

成效將會事半功倍。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能有助學生提高自學的興趣和效率，因此我

們著力培養學生建立課堂學習的常規，如帶備學習所需的書本與工具、記錄每科的學

習重點、摘錄筆記及上課前進行備課等。這些工作能讓學生有足夠資料在課後進行溫

習、發掘問題及備課，以培養自學生的習慣及能力。 

 
強化同儕觀課，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本校教師積極參與教學工作，在教育專業上各展所長。為使教師間能互相觀摩，參考

及吸收他人的長處，以促進整體教師的專業發展。本校安排相關科目的教師參與共同

備課及互相觀課，以建立同儕專業交流的平台，提升教師的專業水平，並讓學生的課

堂學習更為活潑及具有效率。 
 

積極裝備學生應考中學文憑試 

 
學校積極協助同學預備應考中學文憑試。為了讓同學對新課程有更深入的了解，各科

均於課後或學校假期安排額外課節進行講解。同時，由於課程內容繁多，學校必須協

助同學鞏固所學的知識，因此學校於下學期每星期兩天課後進行溫習測驗，讓同學不

斷重溫課業，並提升學生應試的信心及士氣。學校亦關注同學所面對的壓力，需要時

作出適當的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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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前言 

 

2010/11 年度學生成長支援部正式成立，目的是統籌及協調訓導處、輔導處、升學及

擇業輔導處、生活教育處、其他學習經歷(OLE)等五個部門的工作及活動。經過了一

年的摸索、運作，到了2011/12年度，更加入了「級本導育」這一重要元素，希望強化

班主任的功能，又設級主任以輔助班主任處理學生的問題。希望在各方通力合作下，

有效幫助學生全人發展。 
 

學生成長支援的運作方法 

 

學生成長支援主要分兩部分：學生支援組及學生事務組。前者由黃麗芬老師(訓導主任)

及張秋帆老師(輔導主任)負責統籌及協調工作。每年整合、協調及審視各屬下部門的

工作及活動。後者由張偉正老師負責(課外活動主任)，主要是協調各課外活動、學生

會選舉、校友會及家長教師會的活動。 

 

每週一次的學校改進組工作例會中，如有涉及學生支援的工作，均會在會議中討論，

因為除升學及擇業輔導處主任外，其他各部門的主任均為SIT的成員。如需討論升學擇

業輔導處的問題，會邀請有關同事出席共同商討。 

 

此外，每年會召開各部門聯席會議，讓所有成員清楚學校正在或將會舉辦的活動內容，

除收集思廣益之效，又可提高各部門的透明度。 

 

級本導育組每年均根據該年的關注事項及各級的特性設定該年的班主任課及週會課，

以滲透方式向學生灌輸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又或透過活動把一些重要的訊息傳遞

給學生。 

 

校長、學校改進組成員與各部門及各級學生代表的「家庭會議」 

 

「家庭會議」能直接聽取學生的意見，又可即時釐清他們對學校政策的誤解，並把會

議結果向同班或同級同學匯報。與會代表便成為了學生會以外另一道與學校溝通的橋

樑。因此，本年仍繼續舉行「家庭會議」，以收集學生的意見，並就着他們合理的訴

求，作出相應的調整、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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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門的工作總結 

 

本校各部門的計劃多元化，涵蓋預防性、發展性及補救性的策略，希望能做到防範於

未然，讓學生能盡展潛能。此外，萬一學生行為稍有偏差，老師會盡力訓輔導育他們，

幫助他們建立正確的價值觀。至於情緒或心理有問題的學生，老師會為他們提供適當

的輔導。 

 

(一) 預防性的活動：目的是及早發現問題，及時向學生提供資訊。 

 

我校參加由教育局及社會福利署協辦的「共創成長路」賽馬會青少年培育計劃，並把

計劃融入初中的通識科，以幫助學生個人成長、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此外，為輔助中一同學及早適應本校的中學生活，輔導處舉辦了友群互勉計劃      

(即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由中三及中四級的同學為中一同學進行朋輩輔導。本年更為

新學年 2012/13 年度中一新生舉辦了「中一先鋒領袖及紀律步操訓練」活動，一連    

五天的訓練，除透過步操加強學生的紀律性，更通過活動提高他們的紀律、自信心及

生活技能。 
 

培養學生德育及公民責任的工作是由本校德育、公民教育及國民教育組負責。該組以

主題活動及全校參與模式推行不同的活動提升同學的品德及公民意識，如時事常識問

答比賽、週會活動、到國內及台灣參加交流活動等。 

 

訓導處邀請警民關係組學校聯絡主任到校舉辦滅罪講座，旨在警惕同學，以免誤入   

歧途。開學初，訓導處向全體學生重點地說明學校的規則，又經常利用早會訓育學生，

向學生傳遞正確的價值觀念。 

 

(二) 發展性的活動：目的是發掘學生的潛能，讓學生一展所長 

 

輔導處亦舉辦不同類型的社會服務，如探訪獨居長者、邀請老人中心的長者到校參加

老幼慶新春燈謎活動、為小學生補習、親子義工及幼兒服務等等，以增加同學對社會

不同階層的認識，擴闊同學的眼界。本校更與本院王李名珍荃灣長者鄰舍中心合作，

成立了荃青長者學苑，讓區內的長者們可以到本校修讀不同課程，亦為本校學生提供

更多學習長幼共融的機會。今年本校更讓中四同學負責籌劃活動，並分組教導長者不

同的活動，以提高他們的服務精神及策劃的能力。 

 

訓導處設立「校園服務隊」，目的是培養中一及中二級同學服務校園的精神。另外又

與社區中心合辦「少年領袖訓練計劃」，旨在讓學生在初中有機會學習組織活動，接

觸不同階層的人，培養服務社會的精神。 

 

升學及擇業輔導組每年會舉辦不同的講座及參觀活動，指導學生為升學及就業作好準

備，更會安排教師以小組形式指導中六及中七同學計劃自己的未來，了解升讀大學及

就業的問題。本年更為中六及中七舉辦多次升學講座及家長晚會，為中六及中七同學

及其家長提供新最新的資訊及升學就業的出路，又為中三級同學及家長解說高中選科

的策略。 

 

課外活動處為各級舉辦班際競技比賽，提高各班的團結精神。另每年設八節課外活動

堂，每半年四節，每位同學上下學期參加各一個學會，讓學生接觸不同的活動，以培

養及發展學生的個人專長。全校共設有三十多個學會供同學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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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同學更可擔任不同部門的領袖生，學習與人相處、籌辦活動的技巧及提升領導   

才能。此外，本校亦會積極鼓勵同學參加校外學術及體育比賽或其他計劃。 

 

過去一年，本校的同學獲獎無數，拉丁舞組、體育、學術、傑出學生選舉、義務工作

等。 

 

(三) 補救性的活動：目的是幫助行為偏差的同學改過或為有需要同學作出輔導。 

 

訓導處負責維持校內紀律及訓育學生。而輔導組的牧養小組，會接受教師轉介有輔導

需要的學生，給予個別輔導，協助他們解決問題。此外，本校亦成立了學生支援小組，

負責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支援，照顧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 

 

本校另聘有特殊需要學生的教學助理，以支援有特殊需要的學生。本院更提供教育   

心理服務，為有需要的學生進行學習方面的評估，並設計跟進計劃。此外，駐校社工

亦會協助校方推行各類型的學生輔導工作。 

 

反思 
 
(一) 班級經營：本年加強了班主任課的功能，每週 Day7 增設了一個連堂的班主任

課，增加了學生與班主任相處的時間。不過大部分的班主任課需要班主任傳遞一些   
公民意識、生涯規劃的訊息，所以師生交談的機會亦不多。再者，公民教育的安排     
未夠周詳，班主任未能掌握好內容，影響成效。 
 
此外，最後十分鐘的班主任課原意是讓班主任與學生整理一下當天的事項，派發電話、

抄寫功課及檢查手冊。初中的班級都能做到效果，但高中的班級未能發揮作用，很多

學生在十分鐘班主任課都去廁所或等放學。 
 
雙周記也發揮了了解學生的作用，老師認為值得保留。 
建議高中班主任善用班主任堂。 
 
(二) 善用週會堂：本年的週會堂根據關注事項來設計，但主要是學生成長支援的    
活動，沒有包含學與教部分。 
 
建議可考慮加入與全年關注事項為題的活動，加深同學對學校所定的目標，共同努力

邁向目標。 
 
(三) 加強同學的服務精神：本年在各班加設不同的職務，讓更多同學有服務的機會。 
建議可鼓勵更多同學參加，尤其初中，不應集中在某些同學，讓更多同學有機會接觸

社會，認識社會。 
 
相信在各方努力之下，能造就我們的學生，讓學生得到發揮潛能的機會，將來有機會

成為社會的領袖，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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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學生表現 
 
1. 學生在學業以外的表現 
 
在國際和校際活動中獲得的獎項  
 
(2011 年 9 月 1 日 --- 2012 年 8 月 31 日) 
 

類 别 比 賽   /   組 織 名 稱 獎 項 詳 情 

舞蹈 第 4 屆香江盃藝術大賽 團體金獎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十五周年第 40 屆全港

公開舞蹈比賽 
團體銀獎 

國際舞蹈日 2012 香港集體舞創作比賽 團體銅獎 

第 25 屆葵青舞蹈比賽 團體甲級獎 

荃灣區舞蹈藝術推廣之舞蹈大賽中國舞

組 
團體甲級獎 

第四十八屆學校舞蹈節比賽獲 團體甲等獎 

體育舞蹈 中港青少年及兒童標準舞及拉丁舞  
大賽 

4 項冠軍、5 項亞軍、3 項季軍、 
5 項殿軍、3 項第五名、 
2 項第六名 

回歸 15 週年盃環球舞蹈邀請賽 4 項冠軍(全能獎)及 4 項亞軍 

全港置叻 kids 大比拼高級組 亞軍：廖海茵 

第一屆香港青少年及兒童舞蹈精英  
大賽 

2 項冠軍: 廖海茵 

第八屆麗豪盃暨全港標準舞及拉丁舞

排名賽 

亞軍：盧淑婷 

第十二屆青少年及兒童標準舞及拉丁

舞大賽暨全港標準舞及拉丁舞公開  
大賽 

3 項冠軍、5 項亞軍、6 項季軍 

香港標準舞總會舉辦的《第十二屆區際

校際標準及拉丁舞大賽》暨《全港區際

校際舞蹈藝術家大賽 

21 項優勝獎、8 項最傑出獎、 
3 項優等級獎、3 項甲等級獎 

第五屆 Donnie Burns Cup國際標準舞及

拉丁舞大賽國際級別青年組公開比賽 
第四名: 張晴國 、盧淑婷 
第五名：張晴國 、盧淑婷 
第六名：張晴國 、盧淑婷 

第八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中學女子組全場總冠軍 
中學隊際賽全場總亞軍 
中學男女子組全場總季軍 
全港學校體育舞蹈推廣銅獎 
16 項一等金獎 
17 項一等銀獎 
14 項一等銅獎 
67 項二等獎 
57 項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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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區舞蹈藝術推廣之舞蹈大賽》 
在拉丁舞及西方舞組 

1 項最優異獎、 
2 項甲級獎 
4 項乙級獎 

第一屆屯門標準舞及拉丁舞公開賽 7 項冠軍，6 項亞軍、2 項季軍 

第十二屆區際校際標準舞及拉丁舞  
大賽初級組 

全體總冠軍，合共獲 50 項大獎 
 

第十二屆區際校際標準舞及拉丁舞  
大賽初級組 

高級組花步 C 組第一名及第二名、 
高級組花步 A 組第三名、 
高級組花步 B 組第三名： 
2C 盧淑婷 

香港校際舞蹈藝術家獎 15 項最傑出表現獎、15 項優秀獎、

15 項一等獎。 

全港體育舞蹈公開賽，12-13 歲組別 3 項賽事冠軍、超級挑戰賽 5 項  
亞軍：張晴國 

香港拉丁舞比賽及錦標賽 
 

2 項亞軍、2 項季軍、1 項殿軍、   
1 項五等獎 

第十二屆區際校際標準舞及拉丁舞  
大賽 
 

丙組冠軍、 
甲、乙、丙組亞軍：盧淑婷 

香港最傑出的青年舞蹈家藝術獎 榮譽金獎：盧淑婷 
 
學術 啟慧中文及英文網上閱讀計劃 

 
全年度聰穎電子學習世紀之星 
 

啟慧中文及英文網上閱讀計劃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Awards 
in English Learning Programme:  
廖希晴 、莫凱傑  
 

啟慧中文及英文網上閱讀計劃 
 

全年度聰穎電子學習世紀之 
星獎 : 黃紫晴 、莫佩然  

基本法網上問答比賽 
 
 

優良獎 

葵青區熱心家長及飛躍進步學生嘉許禮 飛躍進步獎：何柏鋒 
第五屆全港學生公開朗誦比賽 優異獎 
第十四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金獎 S.4B 章愛玲同學 

優異星獎：劉彤云同學 
優異獎：S.3A 陳麗萍同學、 

杜靜同學 
東華三院聯校辯論比賽  團體亞軍 
青苗學界進步獎 進步獎 

正字大行動 積極參與獎：最佳表現獎 
何子延、莊美賢、符淑儀 

老師嘉許獎。 
澳洲全國科學化學比賽 12 項高等優異獎、6 項優異獎、    

7 項榮譽獎 
香港教育城 TVNews Awards 
荃葵青區比賽 

冠軍：梁冠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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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 一項冠軍、 4 項亞軍、5 項季軍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一項冠軍、3 項亞軍、4 項季軍 
香港青年設計才俊大獎  銀獎 

 
體育 聯校足球比賽 團體冠軍 

康文署 SportAct 獎勵計劃 活力校園獎 
新界中學校際七人欖球男子乙組碗賽組 團體冠軍 
「運動獎勵計劃」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教育局協辦 

320 位同學獲頒發金、銀、銅獎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青學界排球女子乙

組比賽 
團體冠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青區學界排球女子

丙組比賽 
團體冠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校際體操比賽女子中

級組 
跳馬季軍： 鄧愷婷 

中銀香港第五十五屆體育節–奧運計時

賽 II 
亞軍：郭家輝 

南華體育會―全港中小學生劍擊邀請賽

2012 男女子花劍混合組新秀賽。 
亞軍：趙偉成 
季軍：劉韋其 

葵青分齡網球比賽男子青少年組 亞軍：麥卓楠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青區學界乒乓球 
女子乙組比賽 

團體殿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青區中學校際田徑

賽 
3 項冠軍、7 項亞軍、2 項季軍、 
5 項殿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青區學界羽毛球 
女子丙組比賽 

團體亞軍 

特步香港青少年分齡田徑賽 女子丙組標槍冠軍：李佩雯 
女子丙組鐵餅季軍：李佩雯 
男子甲一組 2000 米步行季軍： 

陳煒皓 
全港學界跆拳道比賽 女子色帶鯺量級季軍： 周領瑤  

女子色帶羽量級季軍： 李健美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校際投球比賽 團體季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青區校際羽毛球比

賽男子甲組獎。 
團體季軍 

南華體育會第六十五屆全港學界田徑運

動會獲 
 

女子甲組鉛球、女子甲組標槍及  
女子甲組鐵餅 3 項亞軍：莫兆彤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郭家輝 
短池週年團體游泳錦標賽 1 項冠軍、1 項亞軍、1 項季軍：   

郭家輝 
陸上兩項鐵人聯賽 亞軍：鄭伊婷 
第二十六屆新界區際水運大會 3 項冠軍、1 項亞軍、2 項季軍 
葵青區學界校際游泳錦標賽 男子甲組團體季軍 

男子乙組團體季軍 
葵青區學界校際游泳錦標賽 7 項冠軍、1 項亞軍、3 項季軍 
東華三院中學聯校田徑運動會 3 項冠軍、2 項季軍、2 項殿軍 
第九屆吳祥川盃排球邀請賽 團體冠軍  
第九屆吳祥川盃籃球邀請賽 團體冠軍 
第九屆吳祥川盃足球邀請賽 團體亞軍 

 
 
 
 



 

      第  13  頁 

藝術 教與學推廣計劃 － 學生優秀作品展 
 

攝影組「最佳學生作品獎」: 
徐蒨珩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整體演出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劇本獎 
傑出男演員 : 葉梓墩 
傑出女演員獎  : 黃珮詩 

視藝創作展共」比賽 初中組大獎: 錢曉彤  
初中組優異獎: 陳珊珊 、陳靜兒 、

楊采知 、黎綺君  
全港數學海報設計比賽 十大最佳海報設計獎 :  

中三級林嬋儀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西洋畫 - 中學組)  優異獎：陳珊珊 
第四屆校園藝術大使 
 

藝術大使：林愛恩、杜靜 

國際性「地球村」繪畫比賽 7 項殊榮–一等獎 1 名、二等獎 1 名、

三等獎 4 名及優異獎 1 名 
 
音樂 第五屆香港青少年及幼兒藝術節 

〔樂器組〕比賽 
1 項冠軍、3 項亞軍 
及 1 項季軍 

第五屆香港青少年及幼兒藝術節比賽 冠軍及亞軍 
第六十四屆校際音樂節 26 項優異獎 

5 項良好獎 
第六十四屆校際音樂節合唱組比賽 團體優異獎 
全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2012 3 項銅獎：陳葦殷、 陳嘉敏、黃施藍 
香港步操樂團公開賽 團體銀獎 
荃葵青區聯校歌唱比賽及才藝表演 季軍 

 
 
服務 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獎狀 175 位同學獲金、銀、銅獎狀 

香港交通安全隊義務工作嘉許獎狀 莫佩然、劉卓怡  
青少年動感人•人感動大獎 最積極參與學校大獎 
十大《2012 青少年動感人•人感動大獎》 莊明欣 
青少年動感人•人感動大獎嘉許獎 杜靜、劉健宇 

 
資優教育 2012 香港解難奧林匹克 銀獎 : 中二級鄭曉斌 

銅獎 : 周嘉瑩 
銅獎 : 紀暢柔 

第十四屆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 三等榮譽獎：黃振業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主辦港澳盃  
 

銀獎：黃振業 
銅獎：吳俊濠 
銅獎：蔡澤民 

香港資優教育學院資優學生選拔 領導才能資優學生 :  
賴穎欣、鄭伊婷、 蕭慧珊 
數學資優學生： 
莫佩然、范學霖、鄺智培 
人文學科資優學生：林嬋儀 
科學科資優學生：鄺智培 

商校家長計劃 「卓越表現獎」及「最佳商校   
夥伴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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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才能 荃葵青優秀學生選舉 「高中組優勝獎」: 林詩嫻 

「初中組優異獎」: 陳靜兒  

賴穎欣  東華三院年度學生獎  
東華三院年度學生課外活動獎 郭家輝  
香港女童軍總會「隊伍優秀女童軍獎」 蕭慧珊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銅章：葉梓喬  
荃葵青區傑出學生選舉 優異學生獎：賴穎欣 
傑出青年協會及教育局主辦之第一屆

「明日領袖獎」 
劉健宇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銀獎： 吳景生 
  林正泰 
  黃卓然 
  趙創鋒 
  楊曉霖 
  李麗芳 
  利詠儀 
  王恩祐 

 
獎學金 香港交通安全隊獎學金 莫佩然 、 劉卓怡  

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獎學金 
 (非學術範疇)。 

盧淑婷   
李嘉浩   
郭家輝 

畢業生傑出學業表現獎 鍾達興、許海鑫 
吳祥川中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林萬維 
謝婉雯醫生紀念獎學金。 林萬維、吳恩奇 
東華三院林家聲獎學金 盧淑婷 
頒東華三院潘應祥獎學金。 梁昭華 
東華三院吳祥川獎學金。 葉日東 
東華三院鄭植之獎學金 周嘉瑩 

莫佩然 
陳嘉樂 

東華三院吳祥川獎學金 周嘉瑩 
莫佩然 
陳嘉樂 
鄺智培 
林萬維 
梁冠榮 

東華三院 KMO 獎金 利詠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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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1至2012年度，本校56名教師共接受2614.9小時的培訓，每位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平均時數為47小時，當中包括參加本地/境外舉行的會議、座談會、工作坊、交流會及各學科的培訓課程。而校長參與持續專業發展活動亦有1246小時。本校希望透過不同類型的進修活動，讓教師在教學上更能與時並進，提升教學質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