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楓瑤同學  香港科技大學  理學B組（榮譽）理學士學位

侯中重視品德教育  啟發我們的潛能 
六年的侯中生活，可謂多姿多彩，學校藉著各種社區服務與考察交流，讓我們關心社
會，放眼世界；更為我們舉辦各種領袖訓練營，務求讓我們鍛鍊出堅毅不屈的心志；還
推行「一人一體藝」計劃，薰陶我們性情，強化自信。這些美好的回憶如走馬燈般流淌
而過，謝謝母校為我們提供了優越的學習環境，使我們完成了人生最美的蛻變。

不離不棄亦師亦友  老師是我們的守護者
謝謝侯中老師的默默陪伴，對我們不離不棄，讓我們由懵懂小孩蛻變成獨立穩重的成年
人。在此，我衷心感謝侯中每一位老師的無私大愛，鍥而不捨地發掘每位同學的獨特之
處，引領我們積極奮勇地開拓自己的人生。

侯中教會我們自強不息  力爭上遊 
自考入科技大學後，我跟所有侯中同學一樣時刻謹遵母校的教誨，無論是學業成績或是
將來的就業發展，我都會力求進步，並明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每天也會虛心
學習，以不負老師所望。我保證我們每一位畢業生都會大放異彩，成為母校的驕傲。

青松侯寶垣中學
「聖人常善教人，故無棄人」（見《道德經‧二十七章》）

我們堅信每一位學生皆有無限的潛能，學校的責任就是去發掘、去引導，故侯中永不言棄任何一位學生。

辦學團體：道教香港青松觀  校監：周和來校監  地址：新界屯門恆富街二十一號 

學校類別：津貼男女子中學  校長：鄭鍾榮校長  電話：2457 7154  網址：www.cchpwss.edu.hk

師生合繪壁畫  學校增設畫廊
為使視覺藝術融於生活，本校讓學生參與美化校舍的藝術
創作，藉此提升學生的繪畫技巧，並發掘其創意，以培養
良好的創作態度，一眾視覺藝術科師生於一樓的走廊，合
力繪製了一幅美輪美奐、寄意深遠的壁畫，讓校園增添美
意色彩。同時，本校更將二樓走廊改裝成畫廊，讓學生有
更多的空間展示優秀作品，提升校園的藝術氣氛。

百萬「校本音樂劇培訓計劃」如火如荼  敬請賜候
本校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港幣近一百一十萬元，推動「校
本音樂劇培訓」計劃，培養學生的藝術才能。參與該計劃
的學生，將由專業導師指導，進一步接受歌、舞、演和創
作的密集式訓練。音樂劇將於本年度的結業禮首演，敬請
賜候！

此外，為配合音樂劇的演出，本校於禮堂安裝LED大屏
幕，並購置全新的燈光與音響系統等，務求將變化多端的
音樂及舞蹈，順利展現觀眾眼前。

泰坦跑道竣工  以科技掌跑績  
鼓勵學生跑出健康快樂人生
本校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港幣逾八十三萬，推行「跑出健
康快樂人生」計劃，於籃球場周邊以泰坦物料鋪設全新跑
道，亦同時添置跑步心率錶，讓同學對自己的運動量與心
肺的關係有進一步的認識。

另外，本校購置了區位體組成分析儀，讓同學在啟動計劃
前，先對自己的身體肌肉脂肪分佈有充份了解，從而為自
己訂立更清晰的鍛鍊目標。

此外，為配合STEAM教育發展，在該計劃的資助下，本校
為全部學生配置晶片手帶，並配以校本研發內聯系統，記
錄全校同學的長跑資料，可進一步掌握自己的表現，以推
動全校師生參與持續跑步訓練，讓他們隨時隨地只要透過
內聯網就能掌握到自己的步頻、速度及往績，鼓勵他們跟
自己的最好紀錄進行競爭，跑出健康快樂人生。

最新消息

Ching Chung Hau Po Woon Secondary School

2021年畢業生代表心聲

「校本音樂劇培訓計劃」讓同學在專業導師
指導下，進一步接受歌、舞、演和創作的

密集式訓練

設有區位體組成分析儀、跑步心率錶及RFID
晶片手帶，讓同學制定個人化的鍛鍊目標

於禮堂安裝LED大屏幕

校園璧畫讓學生發揮創意及潛能

購置全新的燈光與音響系統

籃球場鋪設泰坦跑道，配合校本研發內聯系
統，推動全校學生參與持續跑步訓練

二樓畫廊設有電子屏幕展示學生的優秀作品別具匠心、色彩斑爛的壁畫，讓校園煥然一新



視學報告（重點視學）獲高度讚譽

於2019年4月，教育局官員到校進行以「評估素養」為核心的重點視學，這正好提供一個難得的機會，透過外間的專業團隊，檢視現行的架
構，令本校獲益良多，其報告所給予的讚譽，對本校來說無異是一支強心針，今後自當繼續努力，精益求精，盼使校務發展更臻完善，內容
重點如下：

政策清晰  有助提升學習效能　
根據《重點視學報告》所示，在政策規劃層面上，本校「重視
發展評估素養，在整體規劃和行政支援方面，著力推動相關工
作」，且「課堂有序落實促進學習的評估，而『學習循環』有
助提升課堂學習效能，尤其在展示和討論環節，適切增加學生參
與。」教育局官員認為本校的政策清晰，著力推動，強調理念，
臚列要求，有助檢視。

有序落實  激發持續學習動力　
其次，在促進學習的評估層面上：「『每月解難』活動有助學生
連繫學科所學、開拓思維、培養探究精神，為促進『作為學習的
評估』奠定基礎」，而「學科延展學習計劃能發揮評估促進學習
的效能」，且本校又「運用不同平台展示學生在學業和非學業的
優異和進步表現，課室張貼該班學生各科的課業佳作，又設班際
成績獎勵計劃等，有助營造班本學習氣氛，亦為不同能力學生製
造成功經驗，激發持續學習的動力。」

評估全面  有效照顧學習差異
此外，本校「在穩健的自評系統下，能為各科提供豐富而多樣化
的評估數據」，依此「配合有系統的自評工作，能運用評估數據
促進學生的學習，照顧不同學生的需要」。

講解清晰  課業設計靈巧用心
另外，本校教師整體表現理想，實有賴「安排不同層次的專業發
展活動，均有助教師提升評估素養」，且「教師講解清晰，用心
設計教學材料，內容生活化，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而「學
生上課專注，對學習感興趣，樂於參與課堂活動，亦能清晰匯報
討論結果和發表意見」。

根據上述的報告摘要，可見教育局官員對本校的學教規劃，乃至
其整體效能，皆予以非常正面的評價，這可謂充份肯定整個教學
團隊所付出的努力。

（有關本校的《校外評核報告》已上載本校網頁
http://www.cchpwss.edu.hk/，歡迎瀏覽！）

中一迎新營及中一課程銜接班讓新生更快融入校園，
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並提升其抗逆力

學生從各種訓練營中學習團隊合作及嚴守紀律的精神

鼓勵學生參加各類野外定向、遠足夜行等露營活動，以學習野外求生知識，鍛鍊體魄

透過歷奇活動，提高學生的自信心及解難能力

每級每月都設有多元化的班團活動，
以加強學生的團隊協作能力

定期舉辦親子活動，助建立親密互信的親子關係，
並促進家校合作。

培養學生的環境保育意識，以實踐綠色生活，建立保育觀念。圖為舊書回收重用活動

舉辦急救課程，讓學生助人自助



設備完善得地靈  師資優良出人傑

★	師資優良，全體教師皆已取得學士學位，當中更有63%持有碩士或以上學歷，至
於英文及普通話教師的語文基準已100%達標。

★	 融合教育受訓老師比例遠超教育局「推行融合教育的教師專業發展架構」所訂的
要求。

★	多位教師出任公開試評卷員及口試主考員，有助掌握最新教改資訊及考評動向。

★	 積極爭取外間資源，如教育局撥款、優質教育基金、香港賽馬會基金及公私營機
構資助等，以構建優越學習環境及推動多元學習計劃。

★	 建立無牆教室，並透過「Wifi900」計劃、電子教學計劃，以及電子白板、掌上
型電腦、電子教學平台及多媒體教學資源庫等設施，進行無線互動學習。

★	 構建健康綠化校園，而相關設施有空中花園、溫室、中草藥棚、環保教育資源中心、大型熱帶魚缸、風力及太陽能光伏板照明系
統、室內賽艇訓練中心、健身室及健康站等，並獲港台多次到訪拍攝，被譽為模範學校。

★	 推動STEAM教育及電子學習，強化學生的科學、科技、藝術及數學教育，以培養其協作、解難及創新思維。

★	 推行自主學習，全力推展「預習─展示─討論─回饋」的學習循環，以持續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	 高中除必修科外，開設十二個選修科（物理、化學、生物、數學延伸單元一、中國歷史、歷史、地理、經濟、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
資訊及通訊科技、視覺藝術），使學生有靈活的選科組合，以銜接大學課程。

★	 特設生物科技中心及電子化學實驗室，內置生物工程儀器、攝錄器及電子數據收集器，緊貼新高中課程的發展。

★	 每年定期舉辦公開課，與各界人士、友校同工及家長，分享自主學習、STEAM及電子學習的教學成果，並透過觀摩與研討，提升本校教
師的專業。

★	連續九年榮獲「最佳閱讀風氣學校」大獎。

★	 由21科科主任合力製作跨科閱讀教材及指定讀物閱讀工作紙，務求增加學生的閱讀量，擴闊閱讀面，提升語文水平與閱讀質素。

★	 設網上分享閱讀平台，讓師生交流閱讀心得，以分享閱讀意趣。

多元課程展潛能  書香校園重閱讀

優化學校禮堂、加裝大型電子屏幕、添置樂器及影音器材，
讓禮堂成為學生展示學習成果的華麗舞台

設有空中花園、中草藥棚、大型熱帶魚缸、溫室及風力發電系統等設施，讓學生的校園生活融入保育自然的概念

電腦科、綜合科學科及設計與科技科
跨科合作推動STEAM教育

定期舉辦公開課，與學界分享自主學習、
STEAM教育及電子學習的成果，

圖為二維碼植物自學活動

重視創造力的培育，鼓勵學生發揮
創意，圖為「Peer KOL課程」，

讓學生學習短片製作的各項流程，
如計劃、劇本、演說、拍攝及剪輯等

在電子學習上，每科均以Kahoot、Popplet Lite及
Nearpod作三大主要應用系統，以加強課堂的趣味及

互動性

設有健身室及室內賽艇訓練中心，鼓勵學生多運動，以保持身心的健康3D打印電腦室演講室（備有遠程教育系統）



默默耕耘化春風  纍纍碩果證進步（歷年部份獎項嘉許舉隅）

Hong	 Kong	 Primary	 &	 Secondary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Junior	Secondary	Division–Best	Writer	Gold	Award	Winner

Oxford	English	Writing	Compeition–Merit	prize

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一等獎

全國青少年現場作文決賽一等獎

國際徵文比賽一等獎

「紅牆花蹤─饒宗頤文化館攝影比賽」學生組冠軍

「攜手邁步‧健康同路」

全港座檯月曆圖片設計比賽（初中組）冠軍

“Art	In	Your	Life”「主動繪出藝術人生」

青少年設計比賽（亞太區）最佳設計獎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屯門區委員會主辦

「赤子服務獻關懷	溫馨和諧建社群」主題活動攝影比賽中學組冠軍

「消毒機械人」設計比賽一等獎及最佳創意獎

Race	to	the	Line	micro:bit英國模型火箭車比賽香港站一等獎

Trumptech	(Hong	Kong)	Ltd.	World	Class	Arena合辦

micro:bit英國模型火箭車香港站總決賽最佳火箭車設計獎

香港科技園公司主辦全港	STEM	機械車創意解難大賽金獎

全港普通話演講比賽優異星獎

多次取得香港學校朗誦節女子英文詩歌集誦及男子中文詩詞集誦粵
語組冠軍

《新聲盃》中樂合奏比賽中學中級組冠軍

學界音樂大賽演奏組結他冠軍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主辦聯校音樂大賽中學聲樂獨唱中級組金獎

香港國際音樂節藝韻盃流行樂隊組比賽一等獎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學界比賽新界地域中學校際室內賽艇比賽冠軍

何福堂盃射箭比賽男子高中組團體冠軍

本校舞蹈組獲多個公開比賽共十多項的金獎及甲等獎

香港中國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學生展覽及表演活動全場總冠軍

香港化學奧林匹克比賽最高表揚獎

AIMO港澳盃數學比賽銅獎

教育局資優教育組及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扶輪社合辦

香港中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銅獎

香港歷史文化考察報告比賽初級組亞軍

多位同學在歷屆國際聯校學科評估比賽的數學科、科學科中取得優
異成績

社會褔利署義工服務嘉許團體金嘉許狀

學校社會責任獎

2018起年獲邀成為唯一一所「先導聯網中學」

連續九年「最佳閱讀風氣學校」大獎

全球國際啟發潛能教育學校終身成就大獎

全港ICAN學校中學組金獎

全港卓越關愛校園獎及連續十六年榮譽大獎

全港傑出安健學校獎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可持續發展教育(ESD)項目實驗學校

全港綠化校園工程大園圃種植（中學組）冠軍

全港可持續發展學校獎勵計劃金獎

全港健康學校獎勵計劃銅獎

全港優質評核管理認證

視像中國項目示範學校獎

中英並重求躍進  照顧差異設調適

★	 推行母語教學，各科（中國語文科、中國歷史科及普通話科除外）均會進行英語延展教學活動。

★	 逢週三定為普通話日，而週五則為英文日，鼓勵學生日常運用此等語言溝通。

★	 定期出版學生文集，包括中國語文科的《懿文》及英國語文科的Golden	Glimpses，以肯定學生表現及促進互相觀摩。

★	 設有及早識別、轉介及調班調組機制；按入學試成績編班，並推行「分組」教學或「協作」教學。

★	 推行多元化的課業，製作「分層」模式的校本教材，祈使有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均能持續獲得成功經驗。

★	 提供考評的調適，使學生能更有效地發揮自身應有的水平。

★	 及早識別特殊學習需要，與駐校言語治療師或教育局言語及聽覺服務組攜手合作，為該學生開啟〈學生支援紀錄冊〉，並聘有導師輔導
具讀寫和語言障礙的學生，以便跟進。

★	 善用教育局的相關撥款，如課後學習及支援、多元學習或新來港兒童津貼等，為學生提供抽離式的針對性課程。

★	 為有特殊需要的學生提供考試特別安排，如延長時間、放大試卷、豁免部分考試。

逢週五為英文日，
圖為英語攤位遊戲

逢週三為普通話日，圖為普通話戲劇表演 善用午膳時間，以提供多元化的課外活動：製作天燈（左圖）、氣球班（中圖）、英語點唱廣播（右圖）



★	 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港幣110餘萬，推展「校本音樂劇培訓
計劃」，除為學生提供相關的創作與表演培訓外，更會添置
樂器、影音器材和禮堂大型電子屏幕，以作學生展現學習成
果的舞台。

★	 邀得香港新愛樂交響樂團音樂總監石信之博士擔任樂團總
監，並每年均舉辦綜合藝術匯演，以展示學生的多元才能。

課程規劃與時進   拔尖補底支援足

「一人一體藝」計劃   屢創佳績培素養

★	 每年耗資近100萬，外聘專業導師，與本校老師攜手合作，設課後支援計劃，並安排以學科主導的增潤課程，如按能力將學生分作拔尖
班、提升班及補底班，於課後及週末設補課，有關課程根據校本的教學進度設計，以輔助學生改善學業成績。

★	 本校重視資優培訓，特設資優教育小組，以發掘及培育學生潛質，更設有課後精英訓練班，推薦學生參與校外資優拔尖課程，透過抽離
式的重點培訓，發揮所長。

★	 全校中英數科目設有分組教學，中英口語課則進行小組教學，其餘學科也按學生分組補課，甚或製作不同深淺程度筆記，配合所需。

★	 中一新生設中、英、數銜接課程，讓同學盡早訂立學習目標，適應中學課程。

★	 特設多媒體電子音樂室，讓學生創作樂曲，並備有近百萬元的中西樂樂器，推動「一人一體
藝」計劃，透過音樂陶冶學生的性情，協助建立具規律的課餘生活。

★	 設有西樂團、中樂團、話劇團、舞蹈團、步操樂團及魔術團等，除屢獲殊榮外，更多次獲外間
團體邀請在本區及區外演出，好評如潮。

★	 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的撥款，以推展「跑出健康快樂人生計劃」，籌建校園跑道，旨在培養
學生對運動的興趣。

★	 設有籃球、排球、足球、手球、羽毛球、乒乓球、越野長跑、花式跳繩及空手道等校隊，屢獲
佳績，讓學生鍛練體魄，建立健康的生活習慣。

★	 定期出版學生藝術作品集《藝粹》，以推動創作風氣。

羽毛球隊在區際比賽取得優異成績

西樂團總監石信之博士

花式跳繩隊曾多次獲邀作公開表演

籃球隊勇奪學界四強

「消毒機械人」設計比賽榮獲一等獎及
最佳創意獎

中樂團連續四年獲《新聲盃》亞軍

學界音樂大賽演奏組結他（冠軍）

步操樂團多年來獲獎無數，
先後獲邀到國內、馬來西亞、新加坡、

台灣等地作巡迴演出

在學界泳賽屢獲殊榮

舞蹈團歷年累積逾十多項的甲等獎及
金獎等殊榮

Race to the Line microbit英國模型
火箭車比賽香港站一等獎

空手道校隊多次取得學界獎項 箭藝隊在公開賽中創出佳績話劇團曾多次獲公開獎項



力闢外地升學路   規劃生涯定志向

★	大力資助學習交流活動，即使基層學生也能放眼世界，足跡已遍及美國、英國、荷
蘭、日本、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台灣及內地多個省市。

★	 為開啟台灣升學之門，本校師生遠赴台灣，分別與明道大學、義守大學、國立東華
大學、南台科技大學、弘光科技大學等簽定合作協議書，又與上海市北中學、西安
第八十五中學及惠州華羅庚中學等結成姊妹學校，以帶動互訪文化交流，拓展學習
視野。

★	 設有遠程視像教室，不時讓學生與美國、中國、馬來西亞及本地其他學校的學生進
行網上視像交流或辯論。

★	 每年特設生涯規劃日及各類生涯工作坊，邀請業界精英為學生簡介職業資訊。

沖繩歷史地理交流團 「敢創我夢」計劃之寵物美容工作坊教育局成都學習團

「敢創我夢」暑期實習學習多媒體製作及宣傳馬來西亞音樂滙演交流團 「友‧導向」計劃體驗不同的工種

台灣升學交流團 新加坡STEAM教育英語學習交流團生涯規劃日之參觀救護站

西安歷史文化交流團北京歷史文化交流團 上海歷史文化交流團



★	 設中一親子迎新日、中一訓練營、中一銜接課程、英語日營及輔
導日營，旨讓新生盡快適應中學生活。

★	 中四級設「成長訓練營」，以提升同學的自信心、責任感、團隊
精神和面對逆境的能力，以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

★	 每年舉辦領袖訓練營，從而提升學生的溝通技巧、解難能力和領
袖才能。

★	 本校在中一進行了「輔導領袖生」計劃，讓中四至中六級的學長
為中一級的同學籌辦一系列的班團活動及興趣小組，從而建立跨
級的朋輩支援網，提升對學校的歸屬感。

★	 推行「成長GPS」、「健康校園」、「好心情@學校」、「友‧
導向」、「上游之星」及「飛躍巔峰」等六大獎勵計劃，以多元
化的活動及興趣班，令學生身心均得健康發展，並提升抗逆能
力，發掘多元才能，營造關愛校園的氣氛。

★	 獲「健康校園計劃」撥款逾110萬，舉辦了一系列有益學生身心
的活動，旨讓同學建立積極正面的人生觀。

★	 推動「成長全接觸」計劃，以支援特殊學習需要的同學，提升他
們的溝通技巧及解難能力。

★	 開展「感動侯中」社會服務計劃，讓高中同學以班本形式參與社
會服務，如賣旗、清潔海灘及探訪老人院及幼稚園等，從而培養
樂於助人的品德。

立德樹人培領袖  育才宏道獻社區

捐血日

中一成長歷奇營

「好心情@學校」計劃之野戰活動

探訪長者

領袖訓練工作坊

中四成長營

動物義工

「成長GPS」計劃
之迪士尼一日遊



學生姓名 大學名稱／學系 曾就讀小學名稱

陳楓瑤 香港科技大學	理學B組（榮譽）理學士學位 海豐城小學

李家馨 香港中文大學	護理學（榮譽）學士學位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黃沛琪 香港城市大學	工商管理學（榮譽）學士學位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鍾雪琴 香港中文大學	工商管理綜合（榮譽）學士學位 興德小學

黃柏林 香港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榮譽）學士學位 高明區第一小學

于湘穎 香港中文大學	工商管理（榮譽）學士學位 河南鄭州三十四學校

陳穎嵐 香港中文大學	護理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謝國豪 香港教育大學	教育及英語（榮譽）雙學士學位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陳梓進 香港城市大學	會計（榮譽）工商管理學士學位 興德小學

張源亨 香港浸會大學	文學（榮譽）學士學位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

杜振宇 香港城市大學	建築學及土木工程（榮譽）學士學位 青山天主教小學

謝承志 香港大學	英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學位 屯門官立小學

鄺芷晴 香港公開大學	中國語文（榮譽）學士學位 新鄉學校

羅可瑤 香港公開大學	教育中文（榮譽）學士學位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黃奕榛 香港中文大學	建築（榮譽）學士學位 蓮城小學

張匯桁 香港嶺南大學	輔導及心理學（榮譽）社會科學學士學位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

李丞翀 台灣成功大學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榮譽）學士學位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周曉欣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文物資產維護學（榮譽）學士學位 道教青松小學

邢震宇 香港浸會大學	新媒體創意寫作（榮譽）學士學位 聖公會蒙恩小學

黃浩南 香港理工大學	生物科技（榮譽）學士學位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莊珮堯 香港城市大學	環球商業管理（榮譽）工商管理學士學位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黎家宏 香港教育大學	小學教育及數學（榮譽）學士學學位 聖公會蒙恩小學

鄧兆傑 香港浸會大學	應用生物環境科學（榮譽）	理學士學位 台山商會學校

林國俊 國立清華大學	物理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蘇子敬 大仁科技大學	寵物照護暨美容學（榮譽）學士學位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曾婉兒 台灣實踐大學	設計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道教青松小學

李受誠 東華學院	放射治療科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張子峰 義守大學	廚藝學系（榮譽）學士學位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鄭任安夫人千禧學校

黃諾兒 義守大學	生物科技（榮譽）學士學位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陳宗明 明道大學	休閒保健學（榮譽）學士學位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李翹穎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休閒管理（榮譽）學士學位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

吳穎欣 大仁科技大學	寵物美容學士（榮譽）學士學位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鄭任安夫人千禧學校

章馨月 樹仁大學	英文（榮譽）雙學士學位 廈門市同安區第二實驗小學

溫俊彥 樹德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榮譽）學士學位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陳映彤 香港公開大學	護理學普通科（榮譽）理學士學位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

莊嘉恩 香港理工大學	應用科學（榮譽）學士學位 興德小學

梁穎怡 景文科技大學	旅遊管理（榮譽）學士學位 聖公會蒙恩小學

馮家衡 恆商管理學院	工商管理（榮譽）學士學位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

任藹瑩 香港理工大學	語言、文化及傳意廣泛學科（榮譽）學士學位 佛教黃筱煒紀念小學

鄧健禧 香港教育大學	中學教育及通識（榮譽）學士學位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蘇綺裴 香港城市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院（榮譽）文學士學位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陳灝揚 香港教育大學	中學教育及中國語文（榮譽）學士學位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黃志良 香港教育大學	資訊通訊科技中學教育（榮譽）學士學位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鄭任安夫人千禧學校

李文馨 香港浸會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榮譽）學士學位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馮雪瑩 香港公開大學	社會服務（榮譽）學士學位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梁廸瑩 台灣景文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榮譽）學士學位 道教青松小學

黃聖儀 廣州中醫大學	中醫學（榮譽）學士學位 青山天主教小學

李家兆 台灣弘光科技大學	運動休閒（榮譽）學士學位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

鄭慧盈 台灣輔仁大學	歷史（榮譽）學士學位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林悅煦 香港城市大學	環境科學與管理（榮譽）理學士學位 保良局志豪小學

周嘉浩 香港浸會大學	傳理學電影電視社會科學（榮譽）學士學位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周曉彤 香港城市大學	機電學（榮譽）工學士學位 仁德天主教小學

霍峻賢 香港城市大學	創意媒體（榮譽）學士學位 道教青松小學

鄧穎嵐 香港科技大學	生物化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順德聯誼會何日東小學

吳巧兒 香港理工大學	測量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世界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

江紫楠 香港城市大學	資訊工程學（榮譽）工學士學位 鄭任安夫人小學

張志鈞 香港理工大學	測量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何壽基小學

梁青彤 珠海學院	工商管理（榮譽）學士學位 五邑鄒振猷學校

譚文靜 聯合大學（台灣）	公共事務（榮譽）學士學位 獅子會何德心小學

李烱烺 中文大學東華三院附屬學院	護士學位 佛教榮茵學校

楊家俊 暨南大學	工商管理（榮譽）學士學位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鄭任安夫人千禧學校

陳思嫣 暨南大學	財務管理（榮譽）學士學位 救世軍三聖邨劉伍英學校

魯曉光 理工大學	機械工程（榮譽）學士學位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蕭朗然 台灣義守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榮譽）學士學位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簡蔚姍 台灣淡江大學	俄國語文（榮譽）學士學位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鄭任安夫人千禧學校

學生姓名 大學名稱／學系 曾就讀小學名稱

何姍禧 台灣萬能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榮譽）學士學位 世界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

陳	 斌 台灣義守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榮譽）學士學位 救世軍三聖邨劉伍英學校

何顯瑋 台灣國立師範大學	應用電子科技（榮譽）學士學位 青山天主教小學

鄧承宛 台灣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學（榮譽）學士學位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黃	 鎮 中央音樂學院	民樂學（榮譽）學士學位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黃廣俊 廣州大學	中醫（榮譽）學士學位 世界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

施澤演 台灣大學	哲學（榮譽）學士學位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

陳愷迎 珠海學院	英語傳意（榮譽）學士學位 青山天主教小學

陳祖軒 台灣義守大學	廚藝（榮譽）學士學位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陳穎忠 珠海學院	會計（榮譽）學士學位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鄭任安夫人千禧學校

許號軒 台灣逢甲大學	財經（榮譽）學士學位 漢江小學（澳門）

胡學洋 台灣逢甲大學	土木工程（榮譽）學士學位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鄧浩然 台灣弘光科技大學	財經運動休閒（榮譽）學士學位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張漢森 南開大學	法學（榮譽）學士學位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曹鈞恒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演藝事業（榮譽）學士學位 香港路德會增城兆霖學校

盧寶羡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榮譽）學士學位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謝兆倫 東海大學	資訊工程數位創意（榮譽）學士學位 救世軍三聖村劉伍英學校

林秀宜 台灣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榮譽）學士學位 五邑鄒振猷學校

廖倩鈴 樹德科技大學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榮譽）學士學位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

黃希愉 香港城市大學	工商管理金融（榮譽）學士學位

鄧廸源 香港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學（榮譽）學士學位

蔡瑩姍 香港城市大學	計算機科學（榮譽）學士學位

林廣發 香港教育大學	小學教育及中國語文（榮譽）學士學位

布禮歌 香港理工大學	測繪及地理（榮譽）學士學位

鄧亦瑜 香港浸會大學	應用化學環境研究（榮譽）學士學位

潘梓康 香港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榮譽）學士學位

鄭安怡 香港城市大學	會計學（榮譽）文學士學位

賴焯標 香港教育大學	小學教育及中國語文（榮譽）學士學位

林靜而 香港城市大學	資訊科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鄧偉珊 香港教育大學	小學教育及數學（榮譽）學士學位

黃穎恆 香港教育大學	幼兒教育（榮譽）學士學位

陳蘊瑩 香港浸會大學BSc	電子計算（榮譽）理學士學位

吳倬宇 香港浸會大學	應用物理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鄧伊淋 香港城市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榮譽）理學士學位

陳偉傑 香港城市大學	資訊科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馮翠芝 香港城市大學	會計學（榮譽）文學士學位

林美婷 香港嶺南大學	哲學（榮譽）文學士學位

鄧銳龍 香港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榮譽）學士學位

陳寶珠 香港城市大學	工商管理資訊系統（榮譽）學士學位

顏雯靜 香港嶺南大學	社會科學（榮譽）學士學位

陶曼儀 香港理工大學	測量理學（榮譽）學士學位

曾美玲 香港城市大學	創意媒體（榮譽）文學士學位

陳子洋 香港理工大學	工商管理資訊系統（榮譽）學士學位

張展濤 香港城市大學	工商管理資訊系統（榮譽）學士學位

馮棨彥 香港城市大學	資訊科學（榮譽）理學士學士學位

何禮匡 香港大學	中學教育及英國語文（榮譽）學士學位

黎家耀 香港城市大學	工商管理資訊系統（榮譽）學士學位

葉	 祥 香港城市大學	工商管理（榮譽）學士學位

陳潔明 香港城市大學	資訊工程（榮譽）學士學位

王星朗 香港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學（榮譽）工學士學位

曾綺晴 香港城市大學	全質量安全監控工程學（榮譽）工學士學位

劉嘉俊 香港中文大學	中學教育及數學（榮譽）學士學位

陳欣怡 香港公開大學	英語教育及英語研究（榮譽）學士學位

李悅彤 香港浸會大學	工商管理（榮譽）學士學位

黃衍璁 香港浸會大學	計算機科學理（榮譽）學士學位

葉靜樺 香港科技大學	工商管理（榮譽）學士學位

陳詠兒 香港教育大學	小學教育及中國語文（榮譽）學士學位

熊兆文 香港教育大學	小學教育及數學（榮譽）學士學位

何芷瑩 香港浸會大學	傳理學電影電視社會科學（榮譽）學士學位

郭翠玲 香港理工大學	工商管理會計（榮譽）學士學位

羅麗洪 香港理工大學	專業中英語文（榮譽）文學士學位

吳寶珠 香港嶺南大學	社會科學（榮譽）學士學位

林章俊 西南政法大學	法律（榮譽）學士學位

適切學教規劃 健康校園生活

自主學習、STEAM教育、電子教學、
銜接課程、「分層」模式校本教材、
核心課程統整、閱讀獎勵計劃、
拔尖補底班、課後功課輔導班、
正向教育、按能力分組教學與協作教學

一人一體藝計劃、音樂劇培訓計劃、跑
出健康快樂人生計劃、歷奇活動、中一
迎新營、領袖培訓營、中四成長訓練
營、海外考察交流、生涯規劃活動、綜
合藝術匯演、制服團隊、朋輩輔導計
劃、「成長GPS」計劃、「健康校園」
計劃、「好心情@學校」微型計劃、
「友導向」計劃、「上游之星」及「飛
躍巔峰」獎勵計劃

升讀大學名單（節錄）

顧問：鄭鍾榮校長 編輯：李健文主任

為確保每一位中學生都能愉快地迎接升中生活，侯中一直刻意建立一個關愛共融的學習環境，透過適切的學教策略，配合全面調適，讓每一
位學生得到貼心的照顧及支援，並擁有愉快精彩的校園生活，具體規劃請見下表：

貼心‧以你為先  協力‧寓教於樂 

配合個別需要 關注社經地位

語音轉換文字軟件、電腦讀屏軟件、
駐校教育心理學家、駐校語言治療師、
測考調適、雙班主任制及級主任制

助學金、課後學習及支援津貼、
多元學習津貼、課外活動津貼、
特別交通資助及新來港學童津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