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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風純樸  全人發展

本校鄺啓德老師、譚兆庭老師及徐雅然老師經創意教育履

歷審核、面試、訪校查察、訪問校長等甄選程序後，於近

60所參選學校中脫穎而出，獲選為9所學校團隊其中之一，

成為「創新夥伴」。

該計劃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策劃及捐助，得到教育

局、社會福利署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支持，旨在培育教師

成為引領進步的先驅，嘗試推展創新項目，帶動學校的創

新文化。

本校教師參與「賽馬會教師創新力量」計劃
遠赴歐洲交流 引進創新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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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 On Commercial Association 
Wong Siu Ching Secondary School

二零一七年八月   總第 37 期  Issue no.37校訊

三位老師於本年六月遠赴歐洲參與兩星期的交

流，與其他國家的教育工作者互相認識、觀摩

和學習，從中匯聚不同經驗、知識，開拓視野，

革新思維，為構思創新教育意念及計劃藍本建

立基礎。而鄺啟德老師更須參與額外八星期的

培訓。完成訓練後他們須把創新意念化為具體

項目，運用分配自該計劃的種子基金落實、開

展相關活動。

鄺啓德老師表示已有初步構思，其項目方向是

透過視藝科與其他科組協作，把藝術和學術結

合，以跨科組力量提升學生的幸福感。譚兆庭

老師和徐雅然老師作為「創新夥伴」，也將全

力提供支援，計劃於新學年展開。

譚兆庭老師 ( 中 ) 與其餘兩位老
師與外國學者交流有關創意教育
的意見。

巧遇特首選舉候選人曾俊華先生

本校教師正介紹本校校訓

除交流考察外，教師也須經常作書面的
反思總結。

本校校長鍾佛成先生鼎力支持教師專業發
展。圖為該計劃啟動禮中鍾校長 ( 左二 ) 
與譚兆庭老師 ( 左一 )、鄺啟德老師 ( 右
二 ) 及徐雅然老師 ( 右一 ) 合照。

3D 相片模型製作是鄺啓德老師在本
校的視藝課程內容，他在交流期間利
用相同課堂設計教導外國學生，從中
對比兩地學生的表現及反應，以了解
「文化因素」如何影響創意教育的成
效。相中鄺老師正向其他創意教師分
享自己的觀察。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先生 ( 前排右三 ) 與多位創新教師探討創意教育理念。
多位創意教師正參與分組活動，探討學校不同持份者在推動校本創意教育氛圍擔當的角色。

上期《清音》應為「第 36 期」，卻誤刊為「第 35 期」，故今期應為「第 37 期」。



Mr. CHIU Chi Kin Andrew assumed office as our new School Supervisor 

on 6th January, 2017. Being enthusiastic about education and highly 

committed to serve our school, he has been a member of  the Incorporated 

Management Committee and the former School Management Committee 

for 16 years. Throughout the years, Mr. Chiu has been giving invaluable 

advice and showing great support to the development of  our school.Under 

the guidance of  Mr. Chiu, WSC will continue to strive for excellence and 

provide high quality education to our students.

New School Supervisor

Mr. Chiu conferred an award on an outstanding student at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Mr. Chiu proposed a toast 
to all teachers and staff for 
their hard work and great 
success at the year-end 
banquet.

Mr. Chiu signed the guest book 
at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Incorporated Management Committee Members (2016-17)

Why are we organizing this program?
The objectives are twofold. First, our students’ horizons can 
be widened through the program. They are given a precious 
opportunity to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of  other nationalities. 
Second,  the i r  Engl ish  language competence can be 
strengthened through authentic interaction with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What did students do during the trip?
In the morning, they all went to a language school in Greenwich. 
Not only did they learn English from the tutor, they also got ample 
opportunities to interact with other foreign students who are 
mainly Italians and Spaniards. In the afternoon, students visited 
different scenic spots includ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the British 
Museum, the Transport Museum, V&A Museum, Shakespeare’s 
Globe. They also watched the English Musical ‘Les Miserable’ at 
Piccadilly Circus in London. 

UK 
Study Trip

What are they discussing? Buying a new soccer player for Chelsea?

Do you know what they are 
learning in sports lessons?

Happy Birthday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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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y attentive in class!!

Kew Garden, one of the 
biggest parks in the world!!

Wow! They all look forward to the 
musical- Les Miserable!!

Cambridge - What a nice day with 
wonderful weather!

Congrats !! You made it!

Winners of Wanchai 
Rotary Club Scholarships
We never take the Wanchai 
Rotary Club Scholarships for 
granted. This year, Li Yuk Yu 
(4B), Kwok Suen Hei (5A), 
Wong Wing Yan (5D)  and 
Chan Ching Yee (5E) stood out 
from the crowd and received 
the award to head off  for an 
amazing experience in the UK 
over the Summer.  Good luck! 
Thank you once again for the 
patronage of  the Wan Chai 
Rotary Club.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
Students all enjoy EMAs. Some 
of  their performances are really 
hilarious. If  you want to watch 
them aga in ,  don’ t  m iss  our 
campus TV programmes in the 
new academic year!

Radio Siu Ching 
Our S4 students enjoy the radio show a lot and 
many students dedicate songs to their beloved 
teachers and friends during lunch time!!

Lunch Time Programme
We are having lots of  lunch time 
programmes for students like 
mentorship programmes, games 
and reading aloud. Students all 
find the activities exciting and 
inspiring!

Thank you for seeing us off at the 
airport, Mr. Chung!!

What challenges did students face on the trip?
Breaking the ice with strangers is by no means easy. The 
participating students had to find ways to communicate with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in school. They also had 
to stay with the host family where they ate, slept, interacted and 
breathed in a completely new environment. Some of  them even 
had difficulties in understanding the local English accent. Yet, 
it is a good immersive experience for them to familiarize with 
the unique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as well as to establish 
friendship with peopl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

In general, students have gained a lot from the trip and they all 
found the program inspiring and challenging. 

English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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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鄺啟德老師、禤家如老師及黃俊佑老師於香港藝
術發展局「2016 香港藝術發展獎」頒獎禮，憑〈被
遺忘的風景〉跨科協作計劃獲頒「藝術教育獎」，以
表揚他們在教育層面推動香港藝術發展的貢獻。
該計劃由「視覺藝術、中國語文及英語文學科」共同
協作推行，統合視覺藝術及語文科老師的專長，將關
心社區的精神融於文藝創作之中，鼓勵學生觀察、欣
賞及親身感受社區，藉此培養學生對身處社區的人文
情懷。

計劃參與團隊（由左至右）
程兆麒副校長、鍾佛成校長、黃俊佑老師、鄺啟德老師、
禤家如老師及謝穗芬副校長

同學學習五感觀察技巧後，實踐於街頭寫生，
並以其寫生街道—大壩街—為背景創作文章
《被遺忘的風景》。

中一級同學設計代表荃灣的特色圖案，
繪製於陶瓷杯碟上，提供給區內老字號
茶餐廳使用，讓街坊可以一邊享用早餐，
一邊了解荃灣區的歷史和文化特色。

「少清圖像藝術節」向來訪的多所中學校
長展示以超現實視覺效果呈現社區情景的
「立體錯視畫」。

中學體驗課及面試日

本校於三月十八日舉行了「中學體驗課及甄選面試」，旨在讓有意申
請入讀本校的小學生對本校有更深認識。
當天上午為體驗課，課堂包括科學、科技應用、電腦、工藝及藝術設
計等，課堂設計以「學生為本」，參與課堂的小學生都感到興味盎然。
同日下午為小六學生面試，評核考生中英語文能力、時事觸覺、儀容
品行。面試過程流暢，家長反應正面。

光學實驗
小組討論為其中一項面試環節 機械人指令編程

科學實驗
製作立體照片

製作魚菜共生設施

體驗使用切割器材

本校三位教師榮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藝術教育獎」

4



機械人指令編程

科技創新是現時世界各地的發展重點，科學知識及創新能力已成為
將來最基本的競爭力。本校與時並進，開展了一連串有關 STEM 的
教學活動，如「智能家居設計課程」、「魚菜共生工作坊」、「爬
山車比賽」，當中糅合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元素，培養學生活
用科學知識以達致升華創新的能力，讓他們能適應將來科技世紀帶
來的機遇與挑戰。

引入 STEM 課程
       燃亮創新光芒

同學四人一組，以最

快時間完成設置障礙

賽道者為勝。

所有中二級同學在禮堂參賽，陣容鼎盛。

除計時賽外，另設環保設計獎，鼓勵利用廢物製作、

包裝電動車車身。

同學在比賽前
已學習裝嵌電
動 車， 在 賽 前
繼續調整車輛
至最佳水平。

工作坊由生物科陳傑康老

師 ( 右 ) 策劃，他正從旁觀

察程序，適時指導同學。 同學正放置陶珠以分解魚的排泄物轉化為養分，提供給植物幼苗

在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 沙田 ) 應用科學系的老
師指導下，同學正嘗試改良之前所設立的魚
菜共生系統。

同學埋首設計產品，專心致志。
所有參加同學均獲發證書

捧著精心傑作，同學笑逐顏開。

爬山車比賽

魚菜共生工作坊

智能家居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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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全方位發展

        各領域奪獎逾百

本校羽毛球隊五連冠—成功衛冕荃灣

及離島區中學校際羽毛球比賽冠軍

「社區生活提案」比賽 5B 李海僖獲選為中學組的優勝者

3B 葉瑩瑩於第九屆經典翹楚榜之「經

典盃」書法比賽—獲硬筆初中組亞軍

本校女童軍於「百周年大會操暨嘉年華」中獲選為優秀隊伍，更 

獲頒隊伍服務最高時數獎

本校同學於「Amazing Teens 荃灣 CYC 聯校領袖培訓計劃 2016」中獲「專業報告大獎」、「評判大獎」和「我最喜愛大獎」

本校初級合唱團於本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獲得初級聖詩組 (14 歲或以下 ) 亞軍。

3A 袁凱瑩同學於「全港學生歌唱專才愛心慈善戰 2016」獲亞軍6



4A 何知穎及 4C 李詠恩於九龍倉全港中學生繪畫比賽獲
「荃灣區首兩名」，作品於海港城等商場作巡迴展覽。
圖為本校優異獎得主於展覽中與老師合影

5E 楊凌鈞 ( 左 )、5C 陳澤富 ( 右 ) 及 5D 徐民諾
因品學兼優獲本年度哈佛圖書獎

本校王少清護士見習支隊於聖約翰救傷隊新界總區少青團急救

及家居護理比賽中獲冠軍

本校聖約翰救護見習支隊參與制服檢閱及步操比

賽，在制服檢閱項目獲得亞軍，更協助新界西分區

獲取全場總冠軍。

本校五名中三同學參與了「義軍突起」義工體驗活動，並獲得
「傑出隊伍獎」。

本校管樂團於 2016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管樂團比賽奪銀獎

本校初級合唱團於本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獲得初級聖詩組 (14 歲或以下 ) 亞軍。

本校 8 名學生於香港理工大學及科學比賽中表現出類拔萃，力壓
全港其他 7000 名參賽者，獲一項金獎及 10 項高級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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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本校於本年 1 月 16 日至 18 日舉
辦了「其他學習體驗日 (OLE Days)」，全校師生空群而出，於境內境外參與多元化
課外活動，包括友校交流、歷奇訓練、訪問遊客、生命教育、職場體驗等。

其他學習經歷日 (OLE Days) 

本校同學與江門
八 中 於 English 
Board game 中 鬥
智鬥力。

學生在營中參與多項挑戰性高、講求
團隊合作的集體遊戲，煅煉心志和體
會互信的重要。

跨絕谷，過山澗，有勇有謀，培養
克服困境的信心和意志。

自己動手預備午餐，訓練自理能力。

江門八中學生與本校學生 ( 後 )
「交流武術」。

學生在尖沙
咀訪問外籍
遊客，煅煉
英語能力。

今次交流團的重點活動，到訪本校的姐妹學校—江門市第八中學，慶祝雙方
「締結良緣」。

結伴遠足，毅行致遠

學生於「耆樂人生體驗團」體會長者的生活狀況。

鍾校長接受江門市傳媒採
訪關於兩校結盟消息

三日兩夜教育營

紀律及德育訓練營

廣東江門交流團

其他境內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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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深化國民教育，了解國家最新發展，本校校
長於 5 月親自率領一群成績優異生參與「香港
百人學生『一帶一路』研習交流團（四）海上
絲綢之路傳文化」，遠赴海上絲路的起點—泉
州及廈門考察，加深了解對一帶一路及當地歷
史及文化的認識。是次參與單位還有本區何傳
耀紀念中學及梁省德中學。三所學校均由校長
親自「領軍」。

海上絲綢之路傳文化

「香港百人學生『一帶一路』研習交流團

鍾佛成校長及程兆麒副校長一同製
作土樓特產 -- 木捶酥

海上絲路、同舟共濟

同學在華安土樓二宜樓內品茗
本校同學參觀集美大學的「大型船舶操縱模擬器」

參觀泉州伊斯蘭文化陳列館

鍾校長於南安蔡氏古民居請同學吃冰淇淋

其他境內活動

欣賞泉州南少林國際學校的武術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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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學生成長經歷
  全面照顧發展需要 同學於渣打藝趣嘉年華中擺設攤位，令公眾

體會藝術的樂趣。

同學於荔枝角 D2 Place 的「織夢 ‧ 閃爍周末市集」

擺設檔攤，校長到場選購學生親手製作的手工藝品。

台灣佛光道場派出「雲水書車」蒞臨本校舉行書展，
並安排了義工為本校同學舉辦讀報技巧工作坊。本校
圖書館安排了約十班同學參與活動，反應熱烈。

本校聯同安柱中學、保祿六世書院連續數年合辦聯校口試訓練，讓中六同學感受考試氣氛。

多媒體學會 (MM Club) 成員參觀鳳凰衛視

鹿兒島大學師生及日本教育部官員到訪本校。圖中鹿兒島大學師
生穿上傳統服裝，示範民俗舞步，本校學生也隨之翩翩起舞。

全校參與校慶長跑，賽後全體師生於荃灣海濱廣場「航拍」大合照。

恆隆地產為本校安排的「大埔文化建築」導賞團，

深度遊走大埔多個歷史意味濃厚的景點，包括舊大

埔警署、舊北區理民府、文武二帝廟以及廣福橋。

同學參觀立法會，了解立法會組成、選舉及投票制度、立法會
發展歷史。當天田北辰議員接待本校師生，為學生主持模擬立
法會會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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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科鄺啟德老師帶領學生參觀巴塞爾藝術展 ( 第四屆 )，場
內共展出全球 35 個國家共 239 家世界頂尖級藝廊的藏品

本校致力推展生命教育， 輔導組為響應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一人一花」種植活動，

同學先在視藝科課堂製作陶瓷花盆，然後於設計與科技課堂製作盆栽架，最後由社工江姑

娘教導學生把花苗移植至花盆，並教導他們照顧盆栽的技巧，讓學生感受生命的可貴。

陸運會中，田徑場上，運動健兒賽後真情流露，

體會友情的珍貴。

廉政劇場由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安排，其演員與
同學互動，生動有趣。

警察銀樂隊造訪本校，與本校管樂團合奏表演。本校是荃灣

區唯一一所獲警察銀樂隊探訪的中學，並獲荃灣警區指揮官

親臨主禮，當日全體師生及家長均對是次表演擊節讚賞。

經濟科許善秀老師帶領高中學生參觀香港匯豐銀行總部。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為同學安排了理財講座，透過互動劇場形式讓同學建立正確的理財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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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是全人教育的核心部分。本校升學就業輔導組亦在生涯規劃教育上不遺餘力，

近年聯繫教育局及社會各界的資源，於了解自我、職場探索、開拓多元升學機會等範

疇，舉辦了大量活動，讓同學及早訂立目標，成就自我。

生涯規劃細輔導
指引學生覓前路

升學準備︰資訊、技能和心態

生涯規劃體驗遊戲

中六同學穿上西服參與模擬面試，展現自信一面 !

F6B 謝洛敏同學 ( 右三 ) 於模擬面試活動上獲
香港浸會大學教務處助理教務長梁慧兒女士
( 左一 ) 點評為表現優異。

中六選科—舊生分享會︰王少清中學舊生網絡強大，每年升輔組
均邀請師兄師姐以過來人身分，講解大專生活、學科選擇要點等。

中三及中六選科心理測驗︰為助同學選科，升輔組提供具科學
實證的心理測驗予中三及中六級同學，著他們利用 IPAD 了解
個人性向、能力及興趣，選擇更合適自我的課程。

聖雅各福群會 Career Live 職業體驗活
動︰中四同學穿上中醫袍並忙著按方
配藥，一嚐「懸壺濟世」的滋味。

築 夢 工 程 紙 牌 遊 戲 
(DreamCrafters) ︰ 中 二
同學從中認識「荷倫職
業代碼」，促進他們認
識各類工作的特質。

模 擬 人 生 遊 戲 (Soci-
Game) ︰中四級同學於
「其他學習經歷日」(OLE 
DAYS)，體驗模擬人生
過程，經歷放榜、選科、
擇業等不同階段，在活
動末段作反思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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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赴台升學機遇

職場參訪  生涯規劃

參觀政府部門—渠務署︰渠務署專業工程師帶
領同學走進跑馬地地下蓄洪計劃的儲水池，介
紹工程師在政府部門的工作。儲水池過去鮮有
開放予外界參觀，機會難得。

李崇正博士「生涯規
劃」講座︰講者為本
校 前 任 校 董， 他 以
「謀事在人，成事在
天」的座右銘訓勉同
學，並分享了招聘趣
事，讓同學了解現今
僱主對僱員及應徵者
的要求。

本校同學參加由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珠寶及寶石校
友會舉辦的「教育局商校合作計劃—原創珠寶品牌設
計工作坊」，認識行業概況並即席進行實習。

台灣大學生活體驗團︰旨在讓同學親身接觸台灣
大學校園及社區環境。在四日三夜體驗團中，同
學先後參訪了國立屏東大學、嘉南藥理大學、樹
德科技大學和明道大學。上圖為國立屏東大學教
職員教授同學焊接太陽能板的技巧。

本校升輔組老師與樹德科技大學教職員留影。

2016 台灣高等教育展︰徐笑珍老師與中六同
學在教育展上與台灣大學教職員合照。

國立勤益科技大
學 代 表 到 訪 本
校，鄧美貞教授
及宋孟遠博士接
受由鍾校長頒贈
的紀念錦旗。

李登偉教授生涯規劃講座︰講者為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幹細胞及再生醫學研
究中心總監，兩年多前更研發出全球首個迷你人造心臟。席間李教授分享了對
科學的理解、科技在未來社會的發展及其個人成功的心路歷程。

台灣建國科技大學代
表到訪本校，林資雄教
授與鍾校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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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一向致力為學生提供服務社群的學習機會，讓他們從中體會助人

之樂，提升公民意識，並在過程中訓練其溝通協作等共通能力。本年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女童軍、輔導組等均舉辦了多項活動，讓同學回

饋社區，服務社群之餘，更協助他們全人發展。

回饋社區社群

培育世界公民

本校女童軍出席「荃灣各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7 周年 ‧
荃灣區中學暨制服團體升旗禮暨大會操」，在莊嚴儀式下，體現
對國家及國民身份的認同。

「樂得耆所」計劃—生命紀念冊︰輔導組帶領學生分組與多名長者
認識交流，聆聽長者一生歷程，最後為長者製作了生命故事冊，並
致送予長者留念。

本校學生在輔導組老師帶領下響應
「全城關懷學生行動日」，以攤位
展示「三色不倒翁」，提示學生要
學習其永不言棄、一跌彈起的積極
人生態度，並邀請師生撰寫打氣字
句，拼發積極正能量。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帶領學生參與「無障行
者 2016」，讓他們體驗殘障人士生活，關
懷弱勢社群。

同學們都積極投入於農曆新年大掃除 , 一
絲不苟地努力工作。

學會領袖訓練︰由輔導組為高中
同學舉辦，透過集體活動培養他
們的領導才能。

輔導組舉辦「健康生活周」，設立了攤位遊戲讓學生了
解精神健康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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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齊力勉

   共創孩子好未來 二手教科書買賣︰由本校老師、家長義工及學生
一同籌辦，善用學習資源，體現環保經濟理念。

本校家長教師會與扶少團、經濟科、生物科等合作舉行有機耕作 (Going Green) 活動。

家長教師燒烤夜—程兆麒副校長 ( 中 ) 與

家長同享燒烤樂

家長教師會舉辦了親子版畫布袋 DIY 班

家長教師會冬季旅行︰一個個家庭樂也融融於郊外放風箏、賞風景。

本校家長教師會邀請了資深廣播節目主持人
麥潤壽先生為家長講解親子關係經營竅訣

陳梓盈校友於 2015 年中六畢業，曾經是本校女子欖球隊
隊長，帶領隊員衝鋒陷陣，獲得多個比賽獎項。她現時
於香港科技大學修讀「機械工程」二年級，亦是香港欖
球隊精英運動員。

她於本校畢業後一直有參與各種課外活動及比賽，最近
於 2016-17 年度「優秀青年嘉許計劃」中獲選為「十大
優秀青年」，並獲頒「閃耀成就獎」。該計劃由民政事
務局及青年事務委員會舉辦，旨在藉着嘉許積極參與建
設社區及投入參與社會服務的青年，樹立榜樣。陳梓盈
校友憑藉其豐富的社區服務經歷獲西貢區提名為候選人，
經過兩輪面試後，於公開組獲選為優秀青年，並憑藉其
傑出的體育成就獲頒閃耀成就獎，可喜可賀。

陳梓盈校友 (2015,6F)
榮獲「十大優秀青年」及「閃耀成就獎」

陳梓盈得獎後接受電視節目《東張西望 ,》主持訪問，分享她如何克服困難及逆境。 

陳梓盈回校分享得獎喜悅，於

清園與鍾校長 ( 右一 )、程兆麒

副校長 ( 右二 ) 及其家長合照。

家長教師會是家校協作溝通的重要橋樑，於

本年度一如以往舉辦了多項活動，增強家校

雙方的聯繫，加深了解，並透過學生和家長

的共同參與，增進他們彼此感情。另外，家

教會亦舉辦了親子關係講座及二手教科書買

賣活動等，廣受家長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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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憑試成績「星光燦爛」
重點簡述

1. 整體成績優異，考獲 5 級或以上成

績的數目遞增。本屆有 137 位同學

應考，共取得 5** 級 19 個、5* 級

43 個、5 級 103 個及 4 級 272 個。

2. 英國語文、中國語文、數學、中國

歷史、地理、世界歷史、企業會計

與財務概論 ( 共 7 個科目 ) 達 4 級

或以上的百份率，遠高於全港考生

水平。

3. 英國語文及中國語文考獲大學入

學 最 低 要 求 (3 級 ) 分 別 為 94.1%

及 79.6%，遠高於全港考生水平的

52.2% 及 55.8%。

4. 符合本地四年制學士學位課程基本

入學要求的學生共有100位(73%)，

而全港只得 40.9%。

5. 本校中六同學於聯招 (JUPAS) 首

輪學位取錄比率達 56.9%。於教

資會資助學士學位課程中，成功

獲三大 ( 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及香港科技大學 ) 取錄的比率更達

63.0%。

森達也考獲 5科 5** 級及 2科 5* 級

高耀華考獲 4科 5** 級及 2科 5* 級
學生 5** 5* 5 4 聯招獲派學位 就讀小學
森達也 5^ 2 0 0 港大內外全科醫學士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高耀華 4 2 0 0 港大經濟學 / 經濟金融學 中華基督會基慧小學

謝穎怡 3 2^ 1 1 港大理學士 ( 測量學 ) 聖公會主愛小學 ( 梨木樹 )

杜智邦 2 4 0 0
港大社會科學 ( 政治學與法學 ) 及

法學士 ( 雙學位課程 )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小學

馮曉恩 2 1^ 4 0 理大醫療化驗科學 ( 榮譽 ) 理學士學位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梁樂芯 2 0 3 2^ 中大專業會計學 荃灣官立小學

葉芷晴 1 1 3 1 港大理學士 ( 測量學 )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何穎儀 1 2 1 2 中大中國語言及文學 中華基督會基慧小學

陳巧怡 0 3 3^ 1 中大專業會計學 梨木樹天主教小學

黎佩汶 0 3 1 2 中大工商管理學士綜合課程 荃灣官立小學

鄭向彤 0 2 3 2 城大生物醫學系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李凱琳 0 2 3 1 中大中醫學 荃灣官立小學

^ 備註﹕包括數學 ( 延伸部分 )

成績優異生與校長合照。前排左二為高耀華，右二為森達也。

科目
2 級或以上 4 級或以上

本校考生 全港日校 本校考生 全港日校
英國語文 100.0% 77.0% 41.2% 27.5%

中國語文 98.5% 86.1% 49.6% 27.9%

數學 ( 必修部分 ) 98.5% 81.1% 67.2% 39.1%

數學 ( 延伸部分 ) 92.9% 91.1% 64.3% 59.1%

通識 99.3% 89.5% 54.0% 36.5%

中國文學 100.0% 89.7% 37.5% 33.9%

中國歷史 100.0% 90.3% 50.0% 36.1%

經濟 88.5% 86.4% 26.9% 46.6%

地理 100.0% 87.1% 79.2% 38.7%

世界歷史 100.0% 94.5% 60.0% 49.0%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100.0% 90.9% 65.5% 43.8%

生物 93.8% 90.1% 50.0% 46.2%

化學 95.9% 88.4% 61.2% 52.3%

物理 100.0% 89.7% 57.1% 50.8%

資訊及通訊科技 100.0% 80.6% 33.3% 27.1%

嶺南大學 4%

香港浸會大學 5%

香港城市大學 15%

香港理工大學 13%

香港科技大學 2%

香港中文大學 39%

香港大學 22%

中六畢業生升讀教資會學士學位
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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