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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清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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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glish Department 

at WSC never rests. As 

usual there were several 

new initiatives this year 

as we headed towards 

the school’s Medium of 

Instruction inspection. 

Singapore Comes to HK!  

We were happy and proud to host Hong Kah 

Secondary School Singapore for a very successful 

day. We took them on a tour of HK after meeting, 

eating and playing ‘Getting to Know you’ games 

with them earlier at school. A great way for our 

students to use their English. 

Medium of Instruction Inspection 

The whole school was busy preparing 

for this important EDB assessment of 

how the school is going. Very positive 

comments filled the final ‘report card’! 

WWWhhhaaattt’’’sss   NNNeeewww   ttthhhiiisss   YYYeeeaaar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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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Outside the Classroom  

Enhancement Courses 

Learning doesn’t stop when the bell goes at WSC. Mrs 

Law and Mr Tong ran four Form 1 enhancement 

courses throughout the year and Miss Joe Chan and 

Mr Tong collaborated on two booster classes for 

Form 4. The upper 

forms didn’t miss out 

either. Miss Chan and 

Mr Tong ran an extension course for Form 5 and the Form 6 

worked with Miss Chan and Mr Kwan on a translation 

course. 

English Week 

English Week took a break last year amidst a timetable 

overflowing with extra activities 

but this year it was back. Bigger 

and better than ever! As luck had it, it coincided with the 

MOI inspection and was well received by the form one 

participants. Thanks to Mr Mark Knill and all Eng Soc 

members for their great energy. 

English Friday Morning Assembly (EMA) 

The EMA just kept growing during the year. More and more students 

and teachers took the chance to speak to the school in English. 

Form 3E introduced the ‘Idiom of the 

Week’ to the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 

which is also daily displayed at the  

entrance of the school. A special 

Thank You to Ms Armilyn La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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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Outside the Classroom 

Wan Chai Rotary Club 

Once again a big thank you goes to the Wan Chai 

Rotary Club for their generous sponsorship of a 

trip for Chu Hung Choi (4F) to visit the UK. 

There’s nothing like being in an English Speaking 

country to really motivate young learners to use 

everything they have learnt. THANK YOU!   

Debate! Debate! Debate! 

It seems that not a week goes by without 

Mr. Healey sending off another team to 

win a debating competition somewhere in 

Hong Kong! The teams have competed 

successfully in the NESTA debating and 

Sing Tao competitions. Well done! Their 

experience will stand them in good stead 

for answering the 

debating questions in 

the HKDSE exam and 

with any future public 

speaking. Thanks for 

the guidance of Mr Healey! 

Fun Games                       

Thanks to the English 

Society members 

for playing fun games 

with the form ones in the MPA.  

Monopoly! Upwords! Snakes and Ladders! 

Scategories!  All in English.  

Joint School Oral Practices 

Our students met others from St. Francis 

Xavier's School, Tsuen Wan and Pope Paul 

VI College which was to be an invaluable 

experience. They 

were not fazed by 

the completely 

alien environment 

in which strangers 

used different methods of approach to 

prepare for the English oral exercises. 

They continued to focus on the excellent 

training they had received from Mr. Mark 

Knill, Ms. Karen Chow, Ms. Joe Chan and 

Mr. Zachary Ng who had all selected this 

final test in preparation for anything that 

could be thrown at the students in the 

real ex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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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體藝藝精精英英  屢屢獲獲殊殊榮榮  
連
續
三
年
勇
奪
男
子
籃
球
總
冠
軍 

先拔頭籌﹗女子欖球冠軍 
全港中學七人欖球賽首次舉辦，本校女子欖球隊第

一次參加就獲得該賽事銀碟組冠軍，可喜可賀﹗ 

蟬聯女子團體乒乓冠軍 
本校女子乒乓球隊不但再奪學界女子乒乓

球女甲團體冠軍，更在全港學界乒乓球精英

賽中勇奪雙打亞軍及單打季軍。港青隊員 6B

吳穎祺更連續第三年獲選為學界體育聯會

新界區傑出乒乓球運動員。 

本校勇奪全年總錦標男子組亞軍 

學界羽毛球男乙團體亞軍及男丙團體冠軍 

學界籃球乙組—男子組冠軍、女子組季軍 

學界籃球丙組—男子組亞軍及女子組殿軍 

學界籃球男甲團體殿軍 

國慶盃三人籃球賽男子初級組冠軍及女子組亞軍 

學界手球男乙冠軍 

學界手球男甲亞軍 

學界手球男丙亞軍 

學界乒乓球女甲冠軍及男丙團體殿軍 

 

十四連霸﹗男子手球總冠軍 
本 校 手 球

隊 成 績 向

來彪炳，今

年 再 下 一

城，囊括男

乙冠軍、男

甲 及 男 丙

亞軍，已是

連 續 第 十

四 年 奪 得

男 子 手 球

總冠軍。 
勇勇勇奪奪奪學學學界界界男男男子子子組組組總總總錦錦錦標標標亞亞亞軍軍軍及及及女女女子子子組組組殿殿殿軍軍軍
校外比賽團體佳績節錄 (得獎數目太多，未能盡錄) 

 

▲ 6C 李楚翹(右)夥拍  6B 吳穎祺(左)奪雙打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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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4 屆音樂節得獎項目 
高級合唱團 

混聲(四部)合唱
N67 季 

Little Lamb/ 

The Glorious Music of Life 

初級合唱團 B隊

(女聲合唱) 
N63 季 

Benedictus/ 

Good Morning Creation 

初級合唱團 A隊

(童聲合唱)  
N69 優良

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Beautiful Rainy Day 

長笛獨奏: 

2B 何詠琛 
N412 季 

Arie des Tamino aus der 

Zauberflote - Mozart 

七級鋼琴獨奏:

2C 吳明欣 
W124 亞 

Sonata Kp.27 

-D Scarlatti 

體體藝藝精精英英  屢屢獲獲殊殊榮榮  

▲ 周玉冰老師要求嚴格， 

帶領學生獲得多項合唱獎項。 

同學於混聲合唱比賽後 

與評判合照。 

周玉冰老師訓練認真， 

同學均全情投入。 

音樂節 

其他校外比賽獎項 

4D 林 倩 冰 同 學 於

「90 後•我有我理想•

生活空間家居設計比

賽」擊敗約 1200 名參

賽者，奪得冠軍。 

梁可茵、朱鴻

城、王嘉韻、

朱俊杰及潘君

同學獲交通銀

行慈善基金中

學生獎學金。

    3E 譚嘉瑜同學在

ThinkSeries 領袖計劃

中獲優異表現獎。 

「荃灣區中小學金禧

活動比賽」 

中學組攝錄冠軍  6A 梁可茵、6F 曾海琪

6F 王嘉韻、6E周泳希

「荃灣區中小學金禧

活動比賽」  中學組攝影亞軍  6E  周泳希 

全港校際 IT精英問答

比賽  季軍 
4F  何嘉浚  4F  董柏延

4E  何培偉  4D施珮麟

第三屆全港中學生五

大貧窮要聞選舉暨要

聞感言寫作比賽 

最踴躍參與獎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新聞觸覺大獎 中二  陳施穎 

第八屆全港中學聯校

模型滑翔機飛行大賽  速度獎冠軍 
3A  盧葦  3B  張昭瑜

3E  伍麟謹 

「2012亞洲國際音樂

舞蹈藝術大獎」  最高獎 1C  葉芷晴 

「傑出人生」學生徵文

比賽  季軍 3E  梁紅珊 

敬師運動徵文比賽  優異獎 3D  王婉珊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男演員獎 4A  屈錦鴻 

傑出女演員獎 4A  方旭晶 

傑出合作獎 全體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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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體藝藝精精英英  屢屢獲獲殊殊榮榮  

第 64 屆校際朗誦節獨攬 20 獎 

聲情並茂    大放異彩    多項獨誦奪冠 

同學於原創英語劇中

的 服 裝 設 計 別 具 匠

心，打扮趣怪，演繹時

七情上面，聲情並茂，

難怪獲評判擊節讚賞。

中一、中二級英詩集誦冠軍 中一及中二同學

中一至中三級原創劇（英文）亞軍 中一至中三同學

中一、中二級英詩獨誦季軍 1C  潘耀朗 

中一、中二級英詩獨誦季軍 1C  宋珮怡 

中一、中二級英詩獨誦季軍 1C  葉芷晴 

中一、中二級英詩獨誦季軍 2A  玲    笙 

中三級英詩獨誦冠軍 3A  周鎧琳 

中三級英詩獨誦季軍 3E  譚嘉瑜 

中三級英詩獨誦亞軍 3E  陳浚紳 

中三級散文獨誦冠軍 3A  周鎧琳 

中四級英詩獨誦冠軍 4D  鍾天穎 

中四級英詩獨誦冠軍 4E  馮芷珊 

中四級英詩獨誦亞軍 4F  陳琬婷 

中四級英詩獨誦亞軍 4D 黃    嵐 

中四級英詩獨誦季軍 4B  林煒瑩 

莎士比亞作品獨白 (15歲以下) 冠軍 3E  譚嘉瑜 

捷報﹗本校於今屆校際朗誦節

成績斐然﹗本校在第六十四屆

朗誦節共奪得七冠六亞七季的

佳績，當中以獨誦成績尤佳，成

奪冠最多項目。英文原創劇亦奪

得亞軍，難能可貴。成績傑出，

固然可喜，但更重要是各位參賽

同學均全力以赴，從過程中獲得

寶貴的經驗。 

中一級  

普通話散文獨誦   冠軍  
1C  宋珮怡 

中一級  

普通話散文獨誦   亞軍 
1B  何穎儀 

中二級 

粵語散文獨誦 亞軍 
2E  葉琅彥 

中一級 

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1C  葉芷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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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老吾吾老老以以及及人人之之老老︰︰  
愛愛老老，，敬敬老老，，護護老老  

本學年本校以「關愛」為品德價值教育主題，

同學們以行動實踐，向區內長者傳達關愛。例

如中四級同學就曾與救世軍頤樂安居社區服

務隊，到青衣長亨邨探訪長者；又曾到妍景護

老院探訪「老友記」，一同玩集體遊戲，從融

洽的相處中，了解長者們的需要，並予以關心。

▲ 同學到長亨邨與長者對話，親身了解他們的生活所需。
▼ 同學到妍景護老院與長者玩 

遊戲，逗得長者笑逐顏開。 

愛愛人人‧‧愛愛己己‧‧知知感感恩恩  
公益少年團  (CYC)  舉辦了「推己

及人為環保」服務活動匯報及展板

比賽。從與不同社群接觸，同學不

但學會珍惜現在擁有的一切，而且

學會知足和感恩。 

展板記載了同學們歷來探訪 

的經歷和體驗，意義重大。 

踴躍參與賣旗籌款 
本校學生一向熱心公益，本年 5 月 12 日我校 49 位

同學及家長響應香港家庭福利會的賣旗籌款活動，

捐出善款讓社會上有需要的家庭得到幫助。是次活

動共籌得$9525，而所得善款將悉數用於發展多項先

導服務，包括家福傳愛創新服務、家庭退修中心、

和平校園、調解教育及護老者照顧服務。 

為善最樂，

難怪同學笑

容燦爛。 

服服務務社社區區 關關愛愛社社群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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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化化校校園園環環境境  體體現現同同學學愛愛校校情情  
去年暑假，林禮賢老師與一眾同學，於籃球場的牆壁繪畫了一幅以校訓「敬遜時敏」為主

題的壁畫。多日來，他們抵受著炎熱的天氣，才告完成。今年夏天，林老師再與原班人馬，

為停車場旁邊的「榕軒」進行美化工作，為校園加添繽紛色彩。 

▲ 同學齊心合力，為「榕軒」上色。 

榕軒內部亦須 

進行美化工作。 

在盛夏中繪畫壁

畫是艱辛工作， 

但同學都不辭勞

苦地堅持。 

▲ 林老師與各位同學，均曬得一身古胴膚色。

渣打藝趣嘉年華 2011 
本校多位中四同學在渣打藝趣嘉年華中擔任義

工，協助主辦單位—香港青年藝術協會推廣藝術

文化。是次活動包括免費的藝術攤位及巡遊等。 

▲ 同學於嘉年華的攤位中擔任義工。 

服服務務社社區區 關關愛愛社社群群  
聖約翰救傷隊 
本校救傷隊一向秉承救急扶危的宗旨

旨，除了為早會、陸運會和家長日當值，

亦參加隊際比賽及大會操等校外活動。 

▲  隊員穿著整齊制服，參加步操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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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 許峰同學於荃灣葵涌及青衣區校長會

第 23 屆傑出學生選舉獲「傑出學生

獎」，於 4 月到訪四川，考察當地的社會

服務、人文藝術、防震計劃及古蹟活化。

其他學習經歷 
學 校 舉 辦 多 元 化 的 學 習 活

動，讓學生走出課室，親身體

驗書本以外的真實世界，務求

使他們在德育、智育、群育等

各方面全面發展。 

 

《日佔香江‧再看 1941》古蹟互動劇場 

環繞博物館的鯉魚門砲台古蹟，化身為一個個舞台

場境，重現日佔時期中各色小人物的小故事。我校

學生也分飾一角，與劇中角色對話，甚至改變故事

發展，並從中

思考「甚麼是 
國家」、「國家 
與國民關係」 
等問題。 
 
 

○1 精．心．導遊  
 — 精神健康體驗計劃 
中四同學參與由新生精神康 
復會推行『精．心．導遊』 
精神健康體驗計劃，增加對 
精神病患者的了解。 

○2 參觀藝術巴士 
同學到保良局余李慕芬紀念學校 
參觀「藝術巴士」，除了觀賞該巴士的 
藝術設計外，還嘗試敲打非洲鼓。此外， 
同學又到大美督，進行戶外繪畫。 

 

 

 

 

 

 

拓拓多多元元學學習習經經歷歷 從從體體驗驗掌掌握握知知識識

「日軍將領」正向扮演 
中國人民的學生講述「 
大東亞共榮圈」的理念 

○3 參觀環保園 

中六同學到環保

園參觀，了解廢

物回收分類及循

環再造的過程，

從中學習減少製

造廢物的竅訣。 

○2  

○3  

○1  

2012 成都交流考察團 

許峰(後排右三)為本校副領

袖生長及聖約翰救傷隊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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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豐富富成成長長體體驗驗︰︰經經歷歷、、感感受受、、反反思思
本校一向著重全人發展，因此除了專注不

斷提升教學質素外，還舉辦了各式各樣的

考察、參觀或欣賞活動，讓學生走出課室，

獲取課堂以外的嶄新體驗，並擴闊視野。

“Science  Alive  –  CSI  for  Clowns  2011”

「小丑神探」鑑證互動劇場，把化學知識融

入戲劇，趣味甚濃。 

「舞我最正」舞台劇，讓學生體會人

生抉擇，弘揚積極人生價值觀。 

中三散石灣教育營中的各項

活動，能讓同學獨立自主及建立團隊精神，

提升同學解決問題能力，並培養他們以關愛

包容態度待人接物。 

 科 學 日 營 於 復 活 節 期 間 舉

行，中四及中五同學擔任小老師，帶領中一

同學參與有趣的科學遊戲，寓學習於娛樂。

1 

2 

3 

4 

6 
7 

8 

圖片說明︰ 
○1  

○2  

○3  ○4  ○5  

○6  ○7  ○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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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長跑 

本校於 1  1  月 2  6  日舉辦了升中講座暨校

園開放日。升中講座的對象為區內小五及

小六的學生及家長，由鍾佛成校長主講。

當天本校學生更擔任導賞員，為眾來賓介

紹本校，而老師則從旁解答參觀者的提問。

學校開放日 

為鼓勵同學多做運動，強健體魄，鍛鍊意志，本

校今年繼續舉辦校慶長跑。當天氣氛熱烈，同學

精神抖擻，與大家一起完成長跑。相信當天荃灣

西有很多地方都留下了本校同學的足跡。 

培培養養歸歸屬屬感感 增增強強凝凝聚聚力力  

陸運會 
本校於 11 月 10 日及 11 日舉辦陸運會，讓校內

各運動健兒一展身手。體育競技旨在參與，只要

享受其中就是贏家。 

音樂不但陶冶性情，而且能拉近人與

人之間的關係。師生在 Music Day 中

陶醉於音樂世界，在合唱中增強彼此

間的凝聚力。 

Music Day 

哨子聲一響，健兒們便拔足狂奔。 

趙懷信老師用心解答家長提問。 
鍾佛成校長於開放日向參觀者介紹本校。 

▲ 憑空一躍，跨越障礙。 

梁俊昌老師的歌聲牽動學生情緒。  ▼ 

同班同學並肩合唱，情同手足 

▼  整裝待發，心情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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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校校合合作作 支支援援學學生生  

家庭與學校，均是培育學生成

長的重要地方，因此兩者之間

的緊密溝通和合作，比只由一

方孤軍作戰，收效加倍。因此

本校舉辦了家長晚會、選科講

座、減壓講座等活動，與各位

家長一同為學生建構未來。 

中六家長晚會 

晚會向中六學生及家長提供升學

就業資訊，以便他們計劃將來。 

中三選科講座 

▲  中三選科對升學就業影響深遠，選科講座，座無虛席。 

減壓 gogogo 講座 

▲ 講者向學生講授減壓方法。 家長教師會燒烤日 

▲  校友、家長及學生參與燒烤，聯繫情誼。

家教會第十屆會員大會 

▲  家長教師會向家長義工致送紀念狀，以表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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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遊歷歷異異地地 擴擴闊闊視視野野 
河源及經濟、科技、環保考察團 

城隍廟這麼近，還不快快去求支好籤？ 

新加坡 Youth Volunteerism 交流團

5E 林向平及姚賴嫦同學

到當地了解當地義工團體

結構和政府對青少年、老

人等的支援和福利。 

▲ 林向平(左二)與其他團友，熱切期待當地國慶綵排。

雲南中國遠征軍追憶之旅

▲ 姚賴嫦  (右) 

訪問老兵。 

5F 盧婉雯參觀滇緬反攻戰的博物館及歷史遺跡。

▲ 盧婉雯參觀大啞口小學，了解內地學童的學習情況。

領袖生獎勵計劃︰國情教育課程 

本校領袖生長 5E 朱俊杰及楊日寧，到

人民大學進行交流，參觀天安門廣

場、故宮等地。 

▲ 趙懷信老師(右)與朱俊杰同學(左) 

參觀同學從中了解當地如何善用水力資源，以達可持績發展。

薪火相傳：中華文化探索與承傳 

▲ 譚兆庭老師  (左)  與一眾同

學在國立中山大學前合照。

同學從中欣賞上海的傳統建築藝術、園林藝

術、中西合壁的建築群及當地的經濟發展。 

▲  許雋良老師  (左)  與楊日寧同學 

▼ 同學參觀新豐江水庫

及水力發電站，學習

水力發電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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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交流流友友校校多多結結緣緣 創創新新意意念念如如湧湧泉泉

在全球化的衝擊下，社會急劇變化，學

校作為栽培人才的地方，也須與時並

進，不斷追求卓越，優化行政以至教學

策略。透過與友校互訪交流，互為參

考，本校能取補短，力求上進。 

參觀粉嶺救恩書院 

3 月 16 日的教師發展日，校長率領全體

教師到粉嶺救恩書院參觀。當天教師獲安排

到自己任教科目的課堂觀課，此後再與該校

科主任分享教學心得，並與學生交談。右圖

為全體教師於該校門合照。 

袁力康老師   (左圖 )

及何釗志副校長  (右

圖)  在該校下午的自

修時間，把握機會與

學生交談，了解他們

的學習情況。 

聯校校長英語教學分享會 新加坡豐嘉中學來訪 

考察廣雅中學 

        一眾校長親臨本校分

享英語教學心得，本校榮休

校長李民標先生也有出席。

來自新加坡豐嘉中學

學生到造訪本校，與本校學

生以英語交談，相處融洽。

是次考察主題是「中層管理

的角色與課程發展」，管理層

分享管理心得。各科老師參

觀課堂，與科長交流，分享

學科課程統籌、發展及教學

心得。 

▲ 兩校教師熱烈參與分享和討論。

鍾校長與眾教師於會後總結經驗。 



15 

 

 

 

 

 

 

 

 

 

 

 

 

 

團團隊隊緊緊密密高高效效 關關係係和和諧諧融融洽洽  

▲ 校長舉辦春茗，   

邀請全體教師一同到如心酒店享用自助午餐 ▲ 一眾老師吃得開懷，與校長合照留念

 

▼ 新春伊始，校長買了燒肉與大家慶祝。

 

▼ 譚兆庭老師︰「新年進步﹗」 

 

校校友友傑傑出出 引引以以自自豪豪
伍家駿校友獲國際作曲比賽獎項 

憑藉出色的作曲才華而屢獲獎學金及作曲比賽獎項的伍家駿

校友（2006，6A），最近再於一項國際作曲比賽  (Robert Avalon 

International Composers’  Competition)  中獲得冠軍，成績令

人鼓舞。早前，他又獲頒香港賽馬會音樂及舞蹈信託基金獎

學金，前往美國紐約大學修讀音樂作曲碩士課程。 

其他傑出校友最新動向 

 張曼婷校友獲香港城市大學頒發「傑出積極學習大獎金獎」 

 何敏婷校友獲香港城市大學頒發「傑出學生市場顧問獎」 

 多位校友於大專院校成績彪炳︰周小為、何詩穎、伍家瑩、廖曉君及梁蔚琦校友獲香港浸會

大學列入「學院成績優異榜」，林君文及林倩君校友除獲列入該榜外，更獲列入「校長榮譽

榜」，後者更獲「一級榮譽」﹗而梁正南校友也獲列入「校長榮譽榜」。 

伍家駿校友 

立琴當胸，意氣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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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年度高級程度會考成績 
 
 

科目 平均合格率 平均優良率 
本校 全港 

日校 
本校 全港 

日校 
英 語 運 用 100.0% 74.7% 17.7% 15.4% 

中國語文及文化 100.0% 96.0% 29.0% 26.3% 

中 國 文 學 80.0% 84.0% 60.0% 31.0% 

中 國 歷 史 85.0% 76.7% 30.0% 29.1% 

經      濟 72.2% 77.7% 27.8% 26.1% 

地      理 86.7% 77.2% 13.3% 25.7% 

世 界 歷 史 100.0% 85.8% 66.7% 35.8% 

生      物 100.0% 71.8% 23.1% 20.0% 

會計學原理 85.0% 76.1% 40.0% 25.2% 

化      學 97.0% 78.4% 45.5% 25.5% 

物      理 100.0% 78.3% 45.5% 26.3% 

純      數 100.0% 81.2% 61.1% 28.8% 

各科平均數 95.1% 81.6% 33.1% 23.8% 

說明: 
1. 本校整體成績優異，62 位同學應考，共取得 18A、26B 及 57C

成績。 

2. 各科總平均數、純數、世界歷史、中國文學、化學、物理、

會計學原理科優良率遠超全港考生水平。 

3. 英語運用、中國語文及文化、世界歷史、生物、物理、純數

合格率達 100%，而總平均合格率數更超於全港考生水平。 

4. 本屆考獲較佳成績的同學及其升學情況： 

文

科 

潘君  (2A 2B) 

→HKU BSC SURV 

曾綺欣  (1A 1B) 

→POLYU ACC 

司徒健  (1A 2C) 

→HKU BA 

葉倩岐  (2A)   

→HKU BA 

倫穎彤  (1A 3C) 

→CUHK LINGUISTICS 

理

科 

鄭博文  (3A 1C ) 

→CUHK QUANT FINANCE 

袁嘉彩  (1A 2B 2C) 

→CUHK MEDICINE 

張栢鋮  (2A 1B) 

→CUHK CHEMISTRY 

周智弘  (2A 1B) 

→CUHK RISK MGT SCI 

朱鴻城  (2A 1B) 

→CUHK INS, FIN & ACT ANA

李銘揚  (1A 2B 2C) 

→HKUST RMBI 

 

2012 年度文憑試成績 
 
 

科目 2 級或以上 4 級或以上
本校 全港 

日校 
本校 全港

日校
英 國 語 文 100.0% 79.2% 48.5% 23.7%

中 國 語 文 99.4% 79.3% 40.8% 26.8%

通 識 100.0% 90.8% 58.0% 35.7%

數學(必修部分) 98.8% 79.7% 65.1% 34.1%

數學(微積分及統計) 95.2% 86.9% 81.0% 43.4%

數學(微積分及代數) 93.3% 92.5% 53.3% 56.1%

中 國 文 學 88.0% 86.1% 8.0% 27.5%

中 國 歷 史 100.0% 87.7% 68.0% 33.4%

經 濟 75.0% 82.5% 42.9% 36.8%

地 理 100.0% 83.4% 59.4% 30.3%

世 界 歷 史 96.0% 91.9% 48.0% 38.7%

企業、會計、財務概論 100.0% 87.2% 62.5% 36.4%

生 物 92.5% 89.0% 22.5% 41.0%

化 學 97.0% 87.0% 50.0% 46.3%

物 理 92.6% 83.4% 57.4% 48.8%

資訊及通訊科技 94.7% 77.5% 26.3% 25.2%

各科平均數 97.7%  83.5%  50.8% 33.3%

說明: 
1. 本校整體成績優異，169 位同學應考，取得 5**級共 10 

個、5*級共 55 個、5 級共 120 個及 4 級共 552 個。 

2. 各科總平均數、英國語文、中國語文、通識、數學 、

中國歷史、地理、經濟、(企業、會計、財務概論) 及世

界歷史達 4 級或以上的百分率，遠超全港考生水平。 

3. 英國語文、通識、中國歷史、地理、(企業、會計、財務

概論) 合格率 (2 級) 達 100%，而總平均合格率數更超

於全港考生水平。 

4. 本校 72.8%的學生成績符合本地四年制學士學位課程的

基本入學要求，而全港只有 37.7%。 

5. 本年度入讀本地大學資助學位課程的 DSE 考生的百分

率為 43.8  

6. 本屆考獲較佳成績的同學名單： 

姓名 班別 5** 5* 5 4
梁可茵 (6A) 2 1 3  
王嘉韻  (6F) 1 3 1 1
陳家雯 (6E) 1 2 3 1
余嘉俊 (6E) 1 2 2 

 
黃智傑 (6F) 1 2 1 
林麗欣 (6E) 1 1 5 1
鄧旃文 (6D) 1 1 3 1
勞茬蘢 (6F) 1 1 1 1
鄭俊豪 (6F) 

 

4  3
曾海琪 (6F) 3 2 2
葉志輝 (6F) 2 2 3
邱天韋 (6D) 2 2 2
陳浩銘 (6F) 2 2 2
潘嘉渝 (6E) 2 2 4
石浚霖 (6F) 2 1 3

 
▲ 後排︰7A 司徒健、曾綺欣、葉倩岐 

   前排︰陳副校長、7A 潘君、倫穎彤、鍾校長 

▲ 後排︰何副校長、7B 鄭博文、李銘揚、周智弘 

   前排︰陳副校長、7B 朱鴻城、張栢鋮、袁嘉彩、鍾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