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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網頁

辦學理念 學校特色

班級結構

學校設施

語文政策

校本課程

課程
本校致力提供均衡的優質教育，使學生得以充分發展

個人潛能，達至五育並重；亦注重培養積極的學習態度、
多角度的創意思維及正面的人生觀，以面對各種挑戰，從
而邁向充實、有意義的人生，成為負責任，對社會、對國
家有貢獻的國民。

校管會主席：蔡浩斌先生     (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
校         長：梁呂琼女士     (文學士  教育文憑)
學 校 類 別：官立  男女校
學 校 面 積：4000平方米
辦 學 團 體：政府
宗         教：無
創 校 年 份：1960年
校         訓：達識應物

管理與組織

本校實行學校校本管

理，設有學校管理委員會，

成員包括教育局首席教育主

任、校長、家長代表、教師

代表、校友代表及獨立人

士。學校行政及工作策劃均

得到多方面的參與及意見。

另外，校方亦制定發展計

劃，定期檢討關注事項，繼

續拓展自評機制，務求不斷

自我完善及提升學校的效

能。

學與教

本校強調學生全人發展，重視學生的學業和紀律表

現，推行專題研習，培養自學及共通能力。各科因應學生

能力及需要而設計或調適課程，並設學業促進及事務組，

推廣學務。同時為提高學習風氣及兩文三語的水平，本校

推行「全校廣泛閱讀計劃」、「中文繽紛樂」、「普及閱

讀獎勵計劃」和全校設早讀時間。

本校設教職員發展及啟導組，每年舉辦三天教職員專

業發展日，透過工作坊、講座、主題演講及分組研討，以

提升專業水平；並透過手機程式發放教師專業發展資訊，

推動觀課文化，讓教師互相分享教學心得；亦成立新入職

老師啟導計劃，全面關顧老師。本校教師積極參加教育局

或其他教育機構舉辦的進修課程、工作坊及研討會。

中一至中六各設四班，共有二十四班。

學生人數：541
教師人數：58   (包括外籍英語教師)
教師資料：30%  碩士或以上
               63%  學士
               100% 教育證書/文憑
教學年資：0-4年 5%
               5-9年 31%
               10年以上 64%

課室、禮堂、圖書館、露天操場、多用途學生活動
室、多媒體學習中心、實驗室、資訊科技學習室、視覺藝
術室、音樂室、科技與生活室、設計與科技室、通識教育
室、中華文化書室、英語閣、社工室及學生會室。所有課
室已安裝空調及中央廣播系統。

按照中學教學語言微調政策，會為適應較快的學生開
設以英語授課之科目。另外，為培訓學生掌握兩文三語能
力，本校開設中英文輔導班及增潤班，並舉辦英文周、中
文周、閱讀獎勵計劃等活動。

本校因應學生的興趣和能力開設適切的科目，於新高
中課程加入美學教育；於初中加入通識教育校本課程、初
中英語微調課程、跨課程閱讀、課後輔導班和增潤班。

 校長梁呂琼女士

中一至中三開設科目

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中史、通識教育、電腦、設
計與科技、科技與生活、地理、科學(中一至中二)、物理
(中三)、化學(中三)、生物(中三)、音樂、體育、普通話、
視覺藝術

中四至中六開設科目

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通識教育、美學教育、生
物、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中史、化學、經濟、地理、
資訊及通訊科技、物理、旅遊與款待、視覺藝術、體育、
音樂、設計與應用科技 (往友校上課)

應用學習課程

本校學生可根據其興趣修讀由認可機構所提供的應用學習
課程，例如會計及金融、食品服務及管理、幼兒教育、美
容學基礎、中醫藥學基礎、航空學、雜誌編輯與製作。

其他語文

對其他語文感興趣的學生可修讀由認可機構開辦的法文、
日文課程。

領袖生就職典禮後合照領袖生就職典禮後合照 高中學生在全國作文比賽中獲獎 萬聖節派對

本校2018至2021年三年

發展計劃的關注事項為：

1. 勤勉自強，治學修業

2. 修德利群，立志厲行

跨科組合辦午間中秋賞燈會 與外籍老師齊做感恩節大餐

資訊科技教學
全校鋪設光纖網絡，教員室採

用無線網絡；圖書館引進數碼化系
統，並採用電腦條碼借書證；設立
內聯網系統，全校師生均可透過內
聯網互通訊息；另外，所有特別室
及課室已添置電腦及裝上液晶體顯
示屏投影機；兩間電腦教學室設備一應俱全。各科教師能
靈活運用資訊科技教學，增加教學成效。

同學用電腦完成專題研習

教師分組討論

學校發展計劃 / 關注事項



本校於1993年成立家長教師會，藉著家校合作活
動，建立更密切的夥伴關係，家長教師會為學校提供不少
支援，如設立獎學金，以幫助學生發展潛能，提升教育質
素。另外，家長教師會不時舉辦親子活動、講座、工作坊
及興趣班等，讓家長互相分享經驗，強化親子
教育，加強家長與子女的溝通。家長教師會更
組織親子義工隊，投入社區，服務社羣，發揚
「仁愛互助」的精神。

瞳心護眼，服務社區

管樂團在台灣演出

初中學生在消防營中接受體能訓練

高中學生到中醫診所
實習兩天

高中生涯規劃營

學校健康生活 交流團

學生獎項

家長教師會

本校校風純樸，紀律嚴明，
同學皆以承擔責任、律己敬人為
己任。各科組通力合作舉辦活動
如網上自學、訪問、交流、敬師
愛生及自律助人活動，營造關愛
文化，推動學生發揮自重重人精神，回饋社會，關愛社
羣，建立積極的人生觀，成為一個勇於拓展、敢於承擔的
良好公民。學校充滿和諧喜悅的氣氛，洋溢一片關愛友好
的歡欣之情。

為照顧學習多樣性，本校亦採行拔尖保底措施，提供
小班或小組教學，並設課後輔導班及增潤班。每學年共有
兩次統一測驗、兩次考試及各科持續性評估。

校園健康大使授章

東京 STEAM體驗考察之旅

航空青年團

參選內閣 UNIQUE

泳手積極爭勝

管樂團台灣音樂拔尖之旅

中三河源考察交流團

長幼共融齊分享

南韓拔尖考察交流學習之旅

 基督少年軍

參選內閣 SYZYGY

健兒場上展英姿

中山珠海專題研習交流

與姊妹學校北京人大附中翠微

中學師生同遊

中三師兄師姐選科分享會

午間遊戲中發揮團結精神

音樂日師生合唱

校風及學生支援

課外活動

學生會

合約飯商每天提供多款不同新鮮美食，照顧學生所需
營養。本校亦設體適能獎勵計劃，以提升學生健康水平，
並定期舉辦各種體育活動，積極鼓勵學生參與，強壯體
魄。同時，亦致力推廣健康校園生活，協助學生建立正確
價值觀，培養積極勤奮的學習態度。

為拓寬學生的視野、豐富成長閱歷，本校積極推廣
交流計劃，除了讓學生體驗內地生活及文化，深入與當地
師生交流，本校還鼓勵學生走出國門，擴寬視野。本校
2018-2019學年組織的交流團有「東京STEAM體驗考察之
旅」、「南韓拔尖考察交流學習之旅」、「管樂團台灣音
樂拔尖之旅」、「聯校中史廣州之旅」、「中山珠海專題
研習交流」和「中三河源考察交流團」。2019年6月，本
校還接待由北京來港到訪的姊妹學校師生，與他們度過愉
快而難忘的兩天。

本校學生積極參與校外活動，各方面都表現出色：

本校位於九龍中部，可乘港鐵
至九龍塘站，再步行約15分
鐘便可到達；亦可乘坐以下巴
士：2D、3C、7、7B、10、
22、81C、87D、271、182、
103、113、72X、270A、
12A、1A、6D、42、281A。 

本校課外活動分四類：1. 學術、2. 興趣、3. 制服團
隊、4. 服務。學生會、會社及功能組別亦會安排不同類
型的活動。本校鼓勵同學積極參與各類課外活動，特設班
際盃，以加強團體精神及發揮潛能。中一推行「一人一體
藝」計劃，鼓勵學生參加制服團隊或者學習樂器。

本校學生會成立於1968年。執行內閣以一人一票的
民主方式選出，致力為學生謀取福利，提供優質服務，並
定期舉辦各類型活動，包括聯校活動，以發展身心。學生
會亦開設平台，蒐集同學意見，向校方反映訴求，協助創
建和諧校園。

自行分配中一學位準則與比重

直達學校的公共交通

其他學習經歷
本校鼓勵學生參與五個範疇的「其他學習經歷」，包

括德育及公民教育、社會服務、與工作有關的經驗、藝術
發展和體育發展。

於社會服務方面，本校師生不遺餘力，回饋社群：制
服團隊如男女童軍、基督少年軍、航空青年團及社會服務
團不時參與大型活動，提供社會服務。

JCGSS App

面試表現
20%

學業成績
40%

操行及態度
30%

課外活動及其他
10%

SUPER 24 邀請賽 三等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 銅獎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 HKMO OPEN》2019 銅獎
第十屆香港中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 銅獎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
亞軍 1項
季軍 2項
優良 9項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優良 7項
2018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 管樂團比賽（中學初級組） 銀獎
2018–2019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香港賽區）高中組 銅獎
第十屆大學文學獎（2018-2019） 少年作家獎
2019 趣味科學比賽〈拾級而下〉 二級獎
Code2App 挑戰計劃 優異獎
「未來科學家──良師啟導計劃18-19」第 21屆青少年創新科技大賽 優異獎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優異獎
四十週年改革開放專題研習 入圍獎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mpetition 2019
Distinction in 
Chemistry & 
Physics

2019 Canadian English Writing Invitatioanl Contest Heat Event 
Bronze Award

Filmit 2019: Captain Sustainabl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st Actor 
Award

與北京姊妹學校師生交流音樂與舞蹈

文化周舞獅表演 舊生會晚會

四社揮春比賽

母親節康乃馨代售服務

青苗營合影

對象 活動
中一 迎新日、暑期銜接課程、家長分享會、青苗營

迎新 / 新生暑期活動

互相扶持走石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