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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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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守規 樂於學習

關愛有禮 熱心服務

設計者：5A 余芷欣

設計者：5B 張梓煒

設計者：6B 潘智洪

設計者：5B 江雄渾

設計者：6D 施華蕾設計者：5A 陳琛焱 設計者：6A 李樂欣

設計者：6D 何健蕾



香港特別行政區前財政司司長、2017年香港特別行
政區特首候選人曾俊華先生於2017年2月23日到訪
本校，並接受學生訪問。 3

名人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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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核心四科的增值得分分布（2016）



5

學校最佳五科的增值得分分布（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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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中學文憑試成績

本校學生於2017應屆中學文憑試最佳六科成績為32分

唐 理
考獲 4科「5*」、2科「4」等級 6科共 32分的成績，
入讀香港大學工學院



7

2018中學文憑試成績

整體合格率83.7%
超過10個應考科目合格率高於全港合格率
考生考獲最高成績為3科「5」、3科「4」
有十一位同學透過聯招入讀本地大學學位課程 (尚未計
算升讀內地、海外及本地大專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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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核心四科的增值得分分布（2018）

增值表現理想，其中7科更達至高增值水平。4個核心科目(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
學及通識教育)及5個最佳科目增值表現卓越，增值位於全港首25%的高增值學校，表現
更是同區之冠。本校絕大部份同學均於入學後有明顯進步，老師及學生的努力備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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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最佳五科的增值得分分布（2018）

增值表現理想，其中7科更達至高增值水平。4個核心科目(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
學及通識教育)及5個最佳科目增值表現卓越，增值位於全港首25%的高增值學校，表現
更是同區之冠。本校絕大部份同學均於入學後有明顯進步，老師及學生的努力備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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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學文憑試成績

何俊霆
考獲兩科「5**」、兩科「5*」、兩科「5」

本校學生於2019應屆中學文憑試最佳六科成績為3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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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核心四科的增值得分分布（2019）

有賴老師及同學們的努力，增值數據令人鼓舞: 學校核心四科(中國語文、英國語文、
數學及通識教育)及最佳五科的增值得分均達九級，位於全港得分最高百分之五的學校，
表現為同區及相類收生學生之冠；其中8個科目為高增值水平，達全港首10%。總括而言，
學校屬高增值學校。

增
值
得
分

全部學校 相類收生學校 同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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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最佳五科的增值得分分布（2019）

有賴老師及同學們的努力，增值數據令人鼓舞: 學校核心四科(中國語文、英國語文、
數學及通識教育)及最佳五科的增值得分均達九級，位於全港得分最高百分之五的學校，
表現為同區及相類收生學生之冠；其中8個科目為高增值水平，達全港首10%。總括而言，
學校屬高增值學校。

同區學校相類收生學校全部學校

增
值
得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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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中學文憑試成績

整體合格率84%
超過9個應考科目合格率高於全港合格率
考生考獲最高成績為1科「5**」、4科「5」 1科「4」
有12位同學透過聯招入讀本地大學學位課程 (尚未計
算升讀內地、海外及本地大專院校)



總結而言，課堂上師生關係良好，教師講解用心，課堂以
外照顧學習多樣性策略豐富，成效不俗。總述而言，學生
有禮守規，熱心服務，成績令人鼓舞。

學生在區內及全港傑出學生及領袖選舉中獲多個獎項，成
績令人鼓舞。

學校在過去三年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表現良好。學生上課
時安靜守規，樂於接受教師教導及回答教師提問。

外評報告 (2015)

*學生表現



學校能善用既有機制，有系統地統籌和策劃支援學生在家
學習及發展的措施和復課後的跟進工作，並適時檢視和調
整各項措施，頗具自評精神。

學校能積極面對是次停課帶來的挑戰，借此契機引領教師
嘗試不同的網上學與教模式，從實踐中累積經驗和提升運
用資訊科技教學的信心和能力。

停課期間，學校除了繼續因應學生不同的發展需要提供支
援外，也逐步推展網上學與教，以保持學生的學習動機。

學校與家長保持緊密的聯繫和溝通，能藉此了解學生和家
長的需要，從而提升適切的協助。」

重點視學(2020)

*網上學習和學生支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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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外間機構頒授奬項、證書及表揚狀的統計資料

年度

項目 人次 平均次數 人數 佔全校的百分數

2018 – 2019 137 739 1.20 278 45.1%

2017 – 2018 150 813 1.30 304 48.6%

2016 – 2017 153 765 1.23 285 45.9%

項目

校外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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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學術方面 體育方面 藝術方面 其他及獎學金 總數

冠軍 14 4 1 8 27

亞軍 16 9 3 3 31

季軍 14 11 2 0 27

殿軍 1 15 0 0 16

其他 125 28 22 124 299

項目 85 10 15 27 137

人次 202 75 76 386 739

校外獎項 2018/19年度



姊妹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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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與東莞市松山湖實驗中學、

東城初級中學及東城第一中學

締結成姊妹學校



校舍設備

禮堂：羽毛球場

天 台 花 園

報恩堂：乒乓球場

禪 靜 軒
19

創客自修室

STEM 資源中心



九龍倉「學校起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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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結構

教學人員
教育局編制 ： 59人
編制外 ： 3人
助理教師 ： 1人
教學/行政助理 ： 17人

雙班主任制

小 班 教 學四 班 結 構

21



港台：教學有心人

教院：生命教育

專業團隊

22

報刊分享：明報、虎報

港台：非常人物生活雜誌



中國歷史科校本支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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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種籽計劃」



Science

English Class

Maths

Language Across Curriculum 25



Corn Express One Minute English 

重點視學(2013)
On the whole…… provide adequate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at different levels to participate in English 
activities and thus develop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learning and using English.

26

../AppData/Local/Temp/engcorn151014.wmv
../AppData/Local/Temp/英語一分鐘151005.wmv


BWFLC BULLETIN NET

English Ambassadors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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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2018/19年境外學習資料表

年份

項目

2012-
2013

2013-
2014

2014-
2015

2015-
2016

2016-
2017

2017-
2018

2018-
2019

境外團 (數量) 5 4 6 3 5 6 8
參與人數 215 206 274 241 242 275 276

境外學習



培育出色領袖

學生在2016香港青年協會黃寬洋
青少年進修獎勵計劃中獲獎

29

學生在「卓越今天，成就未來」青少年
領袖獎勵計劃2016獲獎，並獲選為
2016教育局公益少年團韓國交流團
「傑出團員獎」

學生多次在「和富傑出公民學生獎勵
計劃」中獲獎，2015及2018分別
得「和富香港學生十優公民大使獎」

過去5年共6名學生獲選為「灣仔區
傑出青年」



30

品德培育

 利己利他，備受肯定

學校義工隊參與願景基金有限公司舉
辦的「十面埋服」，獲得學界組冠軍」

過去5年總服務時數逾13013小時，總計有11人次獲社會福利署義工運
動義工小組金奬、43人次獲銀奬、52人次獲銅奬、9人獲長期服務嘉許
狀。本校義工隊獲「義工小組服務金狀」。



語文獎項
過去5年共獲奬項及表揚證書共659個，涉252項目，
834人次，包括74冠、56亞、74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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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屢獲殊榮

../AppData/Local/Temp/陳星宇朗誦.wmv


體育獎項

過去5年在各校際、區際和
社區邀請賽所獲冠亞季殿總
數283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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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女子排球隊獲港島區第二組 女子組
團體 總冠軍 (2018)

女子籃球隊獲中學校際籃球比賽 (港島區
第二組女子團體 總亞軍 （2018）

田徑隊在2018全港佛教中學田徑比賽中
獲得11冠、7亞、3季、1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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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獎項

中樂隊、合唱團及銀樂隊在聯校
音樂大賽在2018中獲得中樂組銀
獎，合唱團、銅管樂合奏銅獎；學
生在2018第五屆香港亞太青少年
鋼琴比賽獲文憑公開組季軍及貝多
芬奏鳴曲組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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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職場分享

梁偉強先生

浩霸金融集團董事

盧念和小姐

區雪瑩小姐

現職護士

現職老師

陳柱謙先生

現職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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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相傳

校友：徐玉娟太平紳士
總庫務會計師
前庫務署署長

前香港歷史博物館館長
丁新豹博士（左）到本
校校史室參觀

校友：譚廣濂先生
船東、經營航運業三十多年

校友：黃鎮南太平紳士
教育局優質教育基金督
導委員會主席
南華會副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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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龍多元增益課程

我手寫我心心動的單車

數學繽紛樂

 計劃由佛教黃鳳翎中學主辦，專為
佛教黃焯菴小學選取一條龍升學的
小六學生提供

 星期三 (3:45p.m.- 4:30p.m.），
共舉辦5次

http://www.bwflc.edu.hk/CustomPage/46/%E5%B0%8F%E5%85%AD%E5%8D%87%E4%B8%AD%E4%B8%80%E9%8A%9C%E6%8E%A5%E8%AA%B2%E7%A8%8B1516.pdf
../AppData/Local/Temp/1080p.mov
../AppData/Local/Temp/1080p.mov


入學前後適應課程

入學前

中一新生銜接班

暑期英語銜接班

手球班

暑期英語數學及

科學拔尖班

中一新生家長日

入學後

中一迎新活動

中一自習課

中一測考溫習班

拔尖保底計劃

一人一樂器計劃

中一新生德育培訓營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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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導賞團

如有興趣參加校園導賞團，歡迎填妥表格或致電本校報名。如有疑問，
歡迎致電2577 9485/ 9517 6294聯絡陶老師查詢。



經面試後，本校會按申請人的學業成績、操行表現、課外
活動及面試表現進行甄選，學業成績佔50%；操行表現、
課外活動、服務、獎項及面試表現共佔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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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表格

評分準則

中一入學申請表

http://www.bwflc.edu.hk/CustomPage/46/%E5%85%A5%E5%AD%B8%E7%94%B3%E8%AB%8B%E8%A1%A8%EF%BC%88%E8%87%AA%E8%A1%8C%E6%94%B6%E7%94%9F%EF%BC%89%202017-2018.pdf
http://www.bwflc.edu.hk/CustomPage/46/%E5%85%A5%E5%AD%B8%E7%94%B3%E8%AB%8B%E8%A1%A8%EF%BC%88%E8%87%AA%E8%A1%8C%E6%94%B6%E7%94%9F%EF%BC%89%202017-20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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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須知

1 15

佛教黃鳳翎中學

佛教黃鳳翎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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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wflc.edu.hk

../AppData/Local/Temp/學校概覽(詳盡).wmv
http://www.bwflc.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