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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學校背景資料  
 

一、背    景  

本校為香港佛教聯合會主辦之首間政府津貼中學。佛曆二五零零年 (公曆一九

五六年)香港佛教聯合會得黃鳳翎居士慨捐鉅款，並獲當局撥地，開始籌辦一

所津貼中學。覺光法師、陳靜濤、黃允畋、馮公夏及林楞真諸居士參與建校

籌劃工作，歷時三載而成，佛教黃鳳翎中學於一九五九年九月正式開課。  
 

二、學校抱負  

以佛陀精神為辦學宗旨，秉承校訓「明智顯悲」，提供優質教育，致力培育學生終

身學習，全人發展。 
 

三、辦學使命  

透過佛化教育、多元化課程與活動，培養學生自學能力，使能發揮潛能，盡展所長，

成為「德、智、體、群、美、靈」六育兼備，積極自信的新一代。 
 

四、設     施  

本校位於港島東院道，地點適中，環境優美，是藏修遊憩的好地方。學校設備完善，

執意裝備學生迎接二十一世紀的挑戰。學校設有兩個禮堂及一個學生活動中心。除

多媒體教室及英語角外，亦有語言學習室及互動教學實驗室等。圖書館藏書豐富，

更設立自修室、閱讀室及升學資訊角。設有媒體創新中心，製作校園電視節目，作

品屢獲獎項。配合 STEM 教育，創立 STEM 資源中心及虛擬實境學習中心，讓學生

盡情發揮科技與創意；設立園藝角及有機耕種，讓同學們課餘時可體驗農耕樂趣，

親近大自然；創建禪修室--「禪靜軒」，提升學生身心靈健康。 
 

五、校董會組合  
 

組合成分   

辦    學  

團體校董  

校監演慈法師  

校董智   慧法師   校董衍   空法師   校董廣   琳法師          

校董崔常祥居士   校董楊駿業居士   校董徐傳順居士   

校董羅志恒先生(替代) 

校長校董  校董李偉盛校長  

教員校董  校董唐寶蓮老師   校董蔡崇界老師(替代) 

家長校董  校董陳惠霞女士    校董夏衍娜女士    (替代) 

獨立校董  遴選中  

校友校董  遴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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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初中八個主要學習領域所佔課時百分率   
 

學習領域  所佔課時百分率  

中國語文教育  19.0%  

英國語文教育  19.0% 

數學教育  13.7% 

科學教育  11.1% 

科技教育  6.0%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17.5% 

藝術教育  8.6% 

體育  5.1% 

 

 

七、上課日數  

本年度總上課日數：190 天  

本年度實際上課日數：188 天  (因強颱風「山竹」影響，教育局宣佈停課) 

 

八、師資  

學校教職員數目  

教師人數  54 

職員人數  43 

     

    教師持有最高學歷、專業資歷及達到語文能力要求的百分率 

學歷  百分率  語文能力要求  百分率  

碩士學位或以上  40.7% 已接受本科訓練百分率(中文) 100% 

學士學位  57.4% 已接受本科訓練百分率(英文) 100% 

大專(非學位) 1.9% 達到語文能力要求的英文科教師 100% 

  達到語文能力要求的普通話科教師 100% 

    老師專業資歷百分率為 94%，另有 26%的老師已接受特殊教育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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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教學經驗(年資)百分率： 

  

年資 百分率 年資 百分率 

0-2 年 7.4% 6-10 年 7.4% 

3-5 年 1.9% 10 年以上 83.3% 

      

 

教師專業發展： 

   教師平均受訓時數： 44.03 小時  

     校長專業受訓時數： 123.5 小時 

 

九、我們的學生  

 

班級結構  

班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總數  

班數  4 4 4 4 4 4 24 

男生人數  70 83 51 55 57 74 390 

女生人數  50 40 46 33 36 26 231 

學生總數  120 123 97 88 93 100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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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關注事項 (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建構「鳳翎精神」校園文化的可持續發展框架、推廣欣賞和感恩的文化和提高歸屬

感。 

 

成就 

目標一：繼續培養學生的自律守規、關愛有禮和熱心服務的精神，重點放在向新生作推廣，

並建構「鳳翎精神」校園文化的可持續發展框架 

 全年共安排 24 次早會短講、15 次週會和典禮、49 次包括公民教育課、生涯規劃講座或

工作坊、健康校園課及輔導課等全級性活動。全年各組共推介德育好書 12 本，分享與德

育有關的網上剪報共 20 篇，共有 13 個組別及 7 個科目參與，平均每篇剪報的瀏覽人次

為 240.3 及討論人次為 84.4；又安排班主任德育課，全年共 50 次。通過以上各項活動教

育學生「禮貌」及「自律守規」。學生在活動表現投入及有紀律，在「持份者問卷調查」

中，學生對「學生成長支援的觀感」平均分為 3.9，較全港 75 百分位數(2017-2018 年

度) 3.7 為高。 

 校內舉辦「領袖訓練營」、「大哥哥大姐姐計劃」、「中一級德育培訓營」、「好心情@學校

計劃」、「秩序及清潔比賽」、「主題壁報設計」、講座等不同活動，藉此進行品德教育，強

調「禮貌」及「常規」的重要。「全年的全校學生出席率」為 97.2%，「全校學生準時率」

為 99.1%，而「操行優異獎率」更達 19.5%，成功培養操行優異的鳳翎領袖。 

 本年度舉辦各種多元化宗教活動，約有 40 位學生參與「晨早禮佛」，展翎社全年舉辦 17

項活動，約 100 人參與親子蓮花燈製作班暨黃昏供佛祈福大會，131 人參與校內佛誕素食

自助午餐，推廣佛化品德教育。 

 早於升中一暑期銜接班和各項暑期活動推廣「鳳翎精神」，對新生推廣「鳳翎精神」的活

動共 5 項。學生問卷調查顯示 97.3%中一學生明白「鳳翎精神」、96.3%認同「鳳翎精神」

和 95.4%願意實踐「鳳翎精神」，成效理想。 

 各級均舉辦生涯規劃活動，全年舉辦與升學及就業有關的活動共 54 項，藉此提高學生對

前途的關注。 

 為加強學生領袖的使命感，藉此推廣「鳳翎精神」，學校在初中領袖訓練、高中領袖訓練

日和高中領袖訓練營使用統一的框架和各設校本重點，鼓勵自律守規和服務他人。又通

過「鳳翎大使」的培訓，讓學生參與推廣「鳳翎精神」。 

 為了加強使命感，鞏固及推廣自律、關愛及服務精神，做到薪火相傳，學生會、大哥哥

大姐姐、展翎社、領袖生、班長、中文朗誦隊、義工隊、英語大使和圖書館管理員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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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初舉行就職活動，又在下學期初舉行了「鳳翎領袖聚會」，肯定他們的貢獻，鞏固他們

的使命感。 

 本年度舉辦各類型活動，包括：迎新活動、領袖訓練、校本及區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新來港學生活動--「由『翎』開始」、「鳳翎茶聚」、「多元智能愉快學習小組」、「自律自

強計劃」及「助人自助計劃」等，讓學生在關愛和正面思維下成長，活動逾 94 項，受惠

的學生逾 3900 人次，又增加校本社工，加強對學生的輔導和關顧，在「APASO 人際關

係問卷調查」中，學生在「關愛」方面平均分為 3.15，高於全港常模 3.03。 

 學校鼓勵學生參與各種服務，校內服務包括「大哥哥大姐姐計劃」、圖書館服務生及領袖

生等；校外服務有「菩薩行」長者探訪、院舍探訪、賣旗、佛誕義工服務等；參與校外

服務人數達 244，他們來自不同年級，服務總時數達 2855.5 小時；參與校內服務的高中

學生人數達 255，他們來自不同年級，服務總時數達 8369.3 小時。 

 提供分享平台(校內和校外)，推廣關愛服務，加強學生對「鳳翎精神」的認同，學校通過

開學禮、頒獎禮、「班訪」短講、早會短講、教師專業發展日、校外分享、「細味人生」

活動計劃及頒獎禮和出版「展翎多姿采」等多項活動分享學校的關愛服務成果。 

 全年共舉行升國旗儀式 2 次，又舉辦了 4 次「國民時事多面睇」和一次慶祝國慶的視像

轉播，國內參觀或學習體驗活動共 5 次，參與人次達 249，讓學生從不同角度了解中國

現況。 

 本年度舉辦了「家長也敬師活動」、「校內電腦系統使用工作坊」、「蓮花燈工作坊」、「盆

栽工作坊」、「黃昏音樂樂逍遙」及家長講座等家校活動達 17 項，讓家長了解學校及關愛

師生，出席活動家長共 370 人次，在「持份者問卷調查」中，家長對學生成長支援的觀

感平均分為 4.0，較全港常模(2017-2018 年度) 3.9 為高。 

 全年舉辦十項全校參與的多元化大型活動、學術周或性教育雙周；在「學生對學校的態

度」問卷調查中「經歷」得分 2.6，較全港常模 2.5 高。「整體滿足感」2.5，「師生關係」

3.0，「成就感」2.5，與全港常模相若。 

 學校通過四次的會議，包括「學生成長與支援分級會議」和「德育工作統籌會議」，向老

師收集意見並製訂「鳳翎精神」校園文化的可持續發展框架初稿。又於「教師專業發展

日」作分組討論。通過校政委員會訂立了「鳳翎精神」的可持續發展框架，並於全體教

師會議報告進展。 

 

 

目標二：深化學生良好學習態度及興趣，語文能力及學習信心，使樂於學習 

 

 全年早會頒獎禮、學業成績及閱讀頒獎禮、「我做得到」計劃頒獎禮及分享會等累計16

次，平均每月1.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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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推行「第九節自習課」，連同5天早讀課教授學習態度、筆記技巧、記憶方法、時間

管理及考試技巧，中二「我做得到計劃」先於4/10周會向學生講解計劃，11/3周會進行

頒獎禮及學生分享，上學期能達1個目標人數76.5%，下學期有107人達到1個或以上的目

標，佔全級85.6%；中三「我做得到計劃」加進示例讓學生容易預計自己進步的分數，

上學期能達目標人數為24人，佔全級26.11%，下學期能達目標的人數則佔全級86.26%。 

 11 月學與教交流會分享本校電子教學的優秀課堂及科目的優秀課業，老師反應理想。 

 97%老師有參與個人優化課堂課研，超過80%老師同意配合同儕觀課的課研能提升對電

子教學的認識與專業交流。 

 中史科除了探討中國歷史科新課程外，亦發展非華語生中國歷史教材；教育局在1月，5

月及7月到校支援施教情況；數學科也在2A及5D分別進行STEM教學活動。兩科科主任

分別出席教育局分享會，向其他學校老師介紹本年度的工作。 

 全年各科舉行了145項跑出課室活動。 

 每名學生均有公開表演展示學習成果的機會，包括班本的早讀分享，初中跨領域專題研

習學生匯報，中二及中四級英文科操場進行的英語表演等恆常活動。 

 11 月 8-10 日戶外學習日安排 4 個班別(2A、3A、4A 及 4D)進行 3 天的松實姐妹中學師

生交流，11 月 19 日松實中學師生到本校進行課堂體驗課；另外，4 月時，東城初級中

學及東城第一中學到校完成姐妹學校簽約儀式，5 月 9 日松實中學到校與成長支援範疇

老師作工作交流，6 月 13 日到東城初級中學及東城第一中學進行老師交流。 

 本年度舉行的學習計劃包括英文數學班、英文科學班、非華語學生分班授課、中一拔尖

班、中一保底班；中二拔尖班、中三中英數TSA補習班、中三及中五數學隊、中四至中

六中英兼擅組、中六拔尖保底課後補習班、校本課後支援計劃：物理模型製作、中二拔

尖迪士尼之旅、中二拔尖資優解難培訓課程、中一拔尖海洋公園之旅、新移民英語及新

移民廣東話班共13項，達1119人次。 

 文憑試有37.5%學生同時取得中英3級成績，較去年52.2%為低，學生摘4級或以上佳績

達120人次，一半科目合格率高於全港，當中有五科更是100%合格率，最佳個人成績的

最佳6科為2科5**，兩科5*，兩科5，達36分。 

 在閱讀推廣方面，全年共舉行 2 個配合學術周的書展，1 個配合世界閱讀日的書展，1

次專題講座，1 次校內及 1 次與校外機構合辦的漂書活動，1 次校內午間閱讀嘉年華，2

次 AR/VR 多媒體製作增潤課程；1 次網上搜尋比賽，1 次中學生好書龍虎榜壁報設計比

賽，2 次應邀出席大型活動（深水埗科技節，科學館科學節），另有哈佛圖書獎，匯豐開

卷助人閱讀籌款計劃。 

 初中平均閱書量為35本，高中閱書19本，整體平均27本；借書量則稍低預期，平均16

項,較去年18項稍低。 

 閱讀之班的甄選標準是同時在早讀表現良好及每人每月平均借書量維持至少2本的班

別，今年得獎的班別為S1兩班（1A及1D）,S2兩班（2A及2D），S3兩班（3A及3B），高

中沒有達標班別。 

 有 12 科參與跨科英語早讀，包括體育，電腦，地理，數學，化學，科學，歷史，音樂，



 

12 

 

視藝，物理，綜人及生物科。 

 教師對學生學習觀感為2.9，低於全港常模3.0，學生對學生學習觀感為3.5，高於全港常

模3.4，家長對學生學習觀感為3.5，高於全港常模3.4。 

 

 

目標三：推廣欣賞和感恩的文化和提高歸屬感 

 推行中一級「欣賞卡和感恩卡」，優化「上學威龍」和「讚賞街」計劃，推廣關愛欣賞教

育。初步推行「喜樂同行 – 尊重生命、逆境同行」計劃，推廣感恩文化。96.5%的學生

獲 「上學威龍」獎勵印，全年共收到「讚賞紙」3423 張，成效優良。 

 通過舉辦如「校內頒獎禮」和星期四集隊時頒發校外獎項等活動，對學生正面行為和成

就多加讚賞與肯定，讓學生在欣賞的環境下成長。在校內頒發校外活動獲獎獎項全年共

40 個項目，讚賞和肯定學生的多元成就。 

 舉辦籃球、足球、排球及啦啦隊班際比賽共 4 項，又舉辦六十周年籌備校慶活動 4 項，

凝聚歸屬感。 

 

 

反思 

 學生問卷調查顯示 97.3% 中一學生明白「鳳翎精神」、96.3%認同「鳳翎精神」和 95.4%

願意實踐「鳳翎精神」，本年度對中一新生推廣「鳳翎精神」的措施正確，目標已達。來

年應繼有關的工作。 

 在本學年內，學校通過會議向老師收集意見並製訂了「鳳翎精神」校園文化的可持續發

展框架，順利完成了本發展周期第一年的工作。來年應多收集學生領袖的意見，優化「鳳

翎精神」校園文化的可持續發展框架，讓本發展周期完結時，「鳳翎精神」成為校園生活

和文化的一部份。 

 繼續通過不同的途徑和舉辦不同的活動，進行佛化品德教育，並繼續強調「自律守規」、

「關愛有禮」和「熱心服務」的素質，鼓勵學生實踐「鳳翎精神」。又會繼續推行中一

級「欣賞卡和感恩卡」計劃，「上學威龍」和「讚賞街」計劃，推廣關愛欣賞教育，全

面推行「喜樂同行–尊重生命、逆境同行 (QEF) 計劃」和「健康校園計劃」，推廣感恩文

化和讓學生在正面思維下成長。又再增加社工人手和言語治療師，加強對學生的輔導和

關顧。 

 繼續邀請家長參與學校舉辦多元化的宗教活動和向家長推擴「鳳翎精神」，讓家長了解佛

化品德教育，合力推動佛化德育及價值教育，並一同鼓勵學生實踐「鳳翎精神」。 

 各項學習計劃及學術和閱讀活動框架漸見穩固，建議繼續優化，焦點放在培養學生學習

策略及習慣，期望學生深化良好的學習習慣及掌握學習策略，使能樂於學習並逐步邁向

自主學習。 

 教學法策略的優化文化漸漸建立，來年進一步優化提升教學效能的措施，並透過持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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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科目共享教學資源的優化課堂教學科研計劃，鼓勵老師將翻轉課室式的展示預習及課

堂電子教學結合，提升學習成效。 

 善用社會資源能促進專業發展，來年中史科會繼續參與教育局課程發展處非華語中史學

習先導計劃，為製訂課程內容及學習模式提供發展方向。 

 持續發展 6 年一貫的全級性學習計劃能有效培養學生的學習策略，未來需深化學與教的

全級性重點工作，以協助學生培養自學習慣及策略：包括「中一自習課」，「中二中三測

考前溫習班」計劃，中二至中四「我做得到」計劃，「中四至中六筆記簿」計劃等。也需

加強中一自習課的應用與實踐元素與及測考前溫習班的執行細節，並系統性培養高中同

學摘錄課堂所學的筆記能力。 

 提升學生說話能力的措施既是重要的學習策略，建議繼續在試後活動日正規化初中專題

研習分享活動來加強同儕學習平台及增潤學生說話能力；透過早讀框架班主任評估及回

饋加強學生口語訓練；透過每班好書推介的平台，向同學提供面對鏡頭說話的機會，也

讓相關介紹來得有趣及多元化；除中英兩科的說話訓練外，其他科目也會在個別課業提

升就學生口頭匯報作出回饋的關注。 

 為照顧學生多樣性，各項相關措施會繼續優化，包括 STEM 教育科推展至中二外，進一

步發展「STEM」教學活動及 VR 學習中心的學習經歷；引進資源及跟進課程焦點，更對

焦新移民英語學習的支援政策，以提升學生的英文學習成效；進一步發展語言微調政策

化時為科的措施，包括英文數學組推展至中五及高中英文理科選科的教學在中四開展；

繼續完善非華語學生的高中課程及選科工作，包括非華語公開試中文課程及高中選科的

推行等；繼續調整中英兼擅的分組策略，參考 18%取 3322 的本校現實學生水平，中英

2 科會加強科本工作，以助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及學術成績；與及跟進與友校中學（慧因

法師紀念中學）協辦的第三個選修科(旅遊與款待)及遙距課程（歷史）的推行情況及質素

保證工作。 

 各項豐富學生學習經歷的計劃及措施成果理想，故會繼續優化，包括進一步發掘與內地

三所中學諦結關係的各類師生交流活動。 

 學校將踏入六十周年校慶年，將舉辦更多的校慶活動給校友和學生參與，凝聚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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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學校管理與策劃  

學校定期舉行策劃小組會議及校政會議，又就「學生成長及支援」範疇和「學與教」範疇進行

分級會議，藉此協調科組工作及作適切政策訂定及調整。學校通過內聯網向教職員發佈包括學

校概況、每月學校工作備忘及其他需關注事項。定期舉行教師專業發展日，收集老師對學校發

展的見解，製訂來年周年計劃和關注事項及/或下一個三年發展周期。 

 

一、 行政安排 

本年度多項較大型計劃均已順利落實推行，其中包括: 

 參與「良師香港」計劃； 

 參與九龍倉「學校起動計劃」； 

 參與「優質教育基金」之「好心情@學校」計劃；及 

 參與教育局校本支援計劃(中國歷史科)及 STEM 種籽計劃(數學科)。 

另有部份大型計劃仍在跟進，其中包括: 

 科組工作承傳； 

 籌備 60 周年校慶。 

 

二、 優良團隊 

 繼續沿用已優化的教職員考績制度。本年度觀課工作分為三個階段、查簿工作則分為五個階

段進行，並與相關老師作回饋。 

 教師專業發展組為協助老師檢視其教學效能、促進老師的自評意識及提升其教學質素，每年

均向學生派發《教學回饋表》問卷，並把結果交予老師參考。 

 

三、 專業啟導 

 參與會屬中學校長會 2019 年 2 月 16 日舉辦之教師專業發展日講座--「破解法律陷阱及學

校個案分享」； 

 參與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學校起動」計劃在 2019 年 2 月 22 日舉辦之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

講座--「有效教學的理念與策略—教師專業發展講座及工作坊」； 

 於 2019 年 3 月 29 日舉行教師專業發展日，探討「來年度學校發展重點」； 

 於 2019 年 7 月 2 日舉行教師專業發展日，主題為「六十周年校慶」安排；另安排到校「減

壓健體工作坊」予教職員。 

 

四、 對外聯繫 

 編印《學校通訊》、《學校概覽》、《English Bulletin》、《展翎姿彩》等刊物，並寄發予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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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加強交流。 

 舉辦多項大型活動，開放校園，讓校外人士更了解學校，包括：「中學學習體驗日」、「細味

人生」、「資訊日」等活動。 

 應區內外小學邀請，參與「升學講座」，為其學生及家長提供最新學校資訊。 

 加強與佛教黃焯菴小學等區內小學的聯繫，為小六升中學生舉辦「一條龍增益課程」等多項

活動，讓學生更快適應中學課程。 

 繼續為自行收生報讀本校的準中一學生舉辦「小學升中銜接課程」，讓學生更快適應本校中

學課程。 

 

五、 校舍建設 

 施行咸水沖廁系統； 

 建立「虛擬實境學習中心」； 

 更換全校閉路電視； 

 美化五樓天台花園； 

 更換四樓及五樓課室電燈風扇。 

 

IV.  學生學習與教學  

本年度關注事項為建構「鳳翎精神」校園文化的可持續發展框架、推廣欣賞和感恩的文化和提

高歸屬感。學與教方面的工作目標為：「深化學生良好學習態度及興趣，強化語文能力及學習

信心，使樂於學習」。全年共舉行四次科主任會議、一次學與教交流會議、四次分級會議及四

次領域統籌會議，藉各種專業分享，推動學與教工作。 

 

一、 學習態度 

 繼續於中一級推行「中一第九節自習計劃」、中二級至中四級推行「我做得到」計劃、「中二

中三舊試卷備試」計劃及「高中筆記簿」計劃，培養學生自律守規的學習態度。 

 透過課程統整，例如增加初中中史課時、重整綜合人文科、音樂科及視藝科等科目課時，成

立校本 STEM 教育科等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通過「優化課堂計劃」、「校本支援計劃（中史科）」、數學科 STEM 種籽計劃等提升學生學

習興趣、解難能力及學術成績。 

 透過舉辦多元化的學術活動，例如境外學習、街頭訪問、專題研習、全方位學習日等提供不

同學習/展示才能之平台及機會予學生，豐富學生學習經歷，提升學習興趣並強化自信心。 

 透過不同學習計劃，例如中二解難訓練、中三及中五數學隊、非華語學生中文學習檔案計劃

等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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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別於開學典禮、十一月及一月份舉行頒獎禮，表揚一批上學年及上學期考試學行表現優秀

的學生；測考後張貼「成績龍虎榜」，鼓勵學生學習；校長亦於家長日接見成績優異學生，

與家長會面，予以勉勵。 

 校長及教務正副主任到訪各班，鼓勵學生端正學態。 

 

二、 拔尖計劃 

 初中設立英文科學及英文數學組、中二級設立英文數學組並舉辦奧林匹克解難訓練及英文寫

作班、中三級設立數學隊，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及信心。 

 中三及中六級推行課後增潤計劃，由就讀大學的本校畢業生擔任導師，對同學作小組教授，

運作順暢，下年度繼續推行有關計劃。 

 透過申請教育局高中多元學習津貼推行高中資優課程，項目包括創意寫作班、中文口語溝通

拔尖班、寫作技巧拔尖班、朗誦訓練班、創意潛能發揮工作坊、創意媒體專業訓練及聲樂拔

尖班等，下年度將繼續推行有關計劃。 

 

三、 閱讀推廣 

 校長、副校長及助理校長到訪各班參與同學早讀分享。 

 舉辦「閱讀之星」、「閱讀之班」等獎勵計劃及推行網上閱讀；鼓勵同學培養閱讀習慣。本年

度共有 13 篇學科「網上談」、12 篇德育「網上談」。 

 邀請校外嘉賓包括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先生、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先生等到校分享閱讀；本

年度舉辦多次大型閱讀活動，包括配合學術周及世界閱讀日而舉辦的書展 3 次、漂書活動 2

次、校內閱讀嘉年華 1 次及 2 次 AR/VR 多媒體製作增潤課程。 

 參與「小母牛─滙豐」「開卷助人」閱讀籌款計劃，共有 24 人參加，為小母牛籌得港幣 3746

元。 

 

四、 英語學習 

 舉辦「暑期英語銜接班」，為中一級新生打好基礎。 

 推動跨科英語增潤計劃及跨科英語早讀計劃。 

 推動及資助學生進行兩文三語活動或比賽，鼓勵學生參與校內外英語活動，增加學習機會。 

 營造英語學習語境，繼續推行「NET Chat」、「English Show Time」、「Happy English 

Time」、「English Corner Express」，並出版英文刊物「BWFLC Bulletin」，又與公民教育組

合作，就德育壁佈比賽加入英語元素；在陸運會此項全校大型活動中加入英語元素，例如運

動員進行中、英雙語宣誓，場刊加入英文句式、詞彙及誓詞等。 

 安排中一至中三級進行街頭訪問，讓學生跑出課室，擴寛接觸英文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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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英文科與科學、數學及生物科進行合作，按彼此課程需要及相關性，實行跨科英文字

詞增潤學習。 

 

五、 語文活動 

 繼續培養學生良好學習態度及興趣，強化語文能力及學習信心，使樂於學習。 

 舉辦中國文化周活動，通過活動豐富學生中國文化知識。 

 印刷學校校訊及英語期刊，刊登學生成就及在學校網頁恆常展示優秀作品。 

 

六、 專題研習 

 初中三級推行跨領域專題研習，由全體老師分別指導各小組進行專題探究，各級主題如下：

中一級作藝術創作研習(《惡人谷》)，中二級探討社會消費文化，中三級進行 STEM 科學

探究(科技與環保)。 

 

七、 境外考察 

 2018 年 11 月 8 日至 10 日，師生往東莞進行為期三天的姊妹學校交流及東莞歷史佛教文

化考察。 

 社區聯絡組、課外活動組、中國語文科、中國歷史科及歷史科聯合於 3 月 30 日至 4 月 2

日舉辦「廣西南寧和德天的文化及地貌探索之旅」，讓同學深入了解中國歷史和文化。 

 4 月 13 日宗教事務組及經濟科聯合舉辦「澳門宗教文化及經濟體驗之旅」，探索澳門的宗

教文化與經濟發展。 

 4 月 25 日至 26 日，本校學生參加由教育局舉辦之「港珠澳學習團」，探索大灣區發展。 

 社區聯絡組、課外活動組、宗教事務組、升學及就業輔導組、中國語文科、通識教育科、

中國歷史科及歷史科聯合舉辦「福建省歷史文化及海上絲路考察之旅」於 6 月 26 日至 6

月 29 日對該地之歷史宗教文化進行考察交流。通過交流，掌握豐富的中國文化歷史及宗

教文化，以及加深對海上絲路的認識。 

 7 月 15 日至 19 日，本校學生參加由香港電腦教育學會主辦之「網龍 ARVR 體驗製作夏令

營」。 

 三名中五學生經校內推薦、校外面試及甄選後參與由萬德學會有限公司主辦、國際青年交

流資助之「澳洲墨爾本大都會文化交流服務團」。 

 

八、 資訊科技 

 繼續推行電子教學。 

 本校學生多次應邀參與 VexIQ 機械人比賽，其中在由「亞洲機器人聯盟」主辦於珠海國際

展覽中心舉行之「全港 mBot & Arduino 機械人挑戰賽 2019」榮獲三等獎，「VexIQ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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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標賽」則獲金獎及評判獎。 

 本年度共添置/更換了 2 台伺服器、28 台平板電腦、3 台手提電腦、1 台輕觸式屏幕、20

台智能電話、4 台實物投影機、6 台投影機及 1 台切紙機。 

 更新學校網絡設施，以提供更穏定的網絡連線。 

 更換內聯網伺服器，提升運作可靠性及效能。 

 設立「虛擬實境(VR)學習中心」，讓學生融入 1:1 的虛擬實境學習中。 

 每天定時開放電腦室供學生使用，增加學生接觸及使用資訊科技的機會。 

 

九、 校外成績 

 繼續於中三舉辦 TSA 增潤班，涵蓋中、英、數三科，主要對象為能力一般的學生。 

 2019 年中學文憑試整體合格率達 79.7%；學生考獲最高成績為 2 科「5**」、2 科「5*」及

2 科「5」；根據教育局學校增值資料顯示，學校的增值表現令人鼓舞， 4 個核心科目(中

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及通識教育)及 5 個最佳科目的增值得均達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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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之冠；其中 8 個科目為高增值水平，達

全港首 10%。 

 

V. 學生成長與支援 

本年度的德育工作關注事項為建構「鳳翎棈神」校園文化的可持續發展框架、推廣欣賞和感恩

的文化和提高歸屬感。德育工作重點為繼續培養學生的自律守規、關愛有禮和熱心服務的精神，

重點放在向新生作推廣，並建構「鳳翎精神」校園文化的可持續發展框架；推廣欣賞和感恩的

文化和提高歸屬感。全年共舉行三次學生成長與支援會議、三次分級會議、兩次德育工作統籌

會議，藉各種交流及統籌會議分享心得，推動學生成長與支援工作。 

 
 

一、 佛化推廣 

 舉行初中宗教集會及講座以加強學校的宗教氣氛。繼續鼓勵學生每日晨早禮佛。利用網上剪

報評論，提高學生對佛教的興趣及給予學生發表意見的機會。 

 展翎社通過定期聚會及所舉辦的活動，如：迎新會、茶禪班、參訪道場、齋點製作、大嶼山

供僧、禪修工作坊、佛寺遊蹤、蓮花燈製作暨新春祈福法會、供佛插花班、長者探訪等，宣

揚佛理。 

 舉行「菩薩行：關愛無親疏長者探訪」計劃，透過菩薩行關愛無親疏長者探訪簡介會、探訪

日及校內分享三大部份，讓學生體驗佛陀的慈悲精神。 

 舉辦「禪修講座」及「禪修班」，將佛家「禪」的生活智慧帶入學生的日常生活中，亦教導

學生如何處理及轉化不同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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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開放「禪靜軒」予全校師生及職工使用，進行坐禪或抄寫心經等活動。 

 每月於各班課室門外張貼佛教偈語及箴言，希望透過富啓發性及充滿人生智慧的佛偈，給學

生做人處事的啓示。 
 

二、 紀律培訓 

 在開學初進行「班訪」有助學生更快掌握學校的要求，亦有助「鳳翎精神」的推廣。 

 學生違規及欠交功課資料電腦化，方便查核、統計及分析。 

 繼續把「操行表現」分為「勤到」、「勤學」及「守規」三方面，「計分制」使評核變得公平

及公開。 

 繼續推行「遲到留堂」措施，加強培養學生之守時觀念。 

 通過視像廣播推廣勤學的重要，又向多次缺席的學生發家長信以表達學校的關懷與關注。 

 中三級公民教育課以「駐港解放軍軍事夏令營：自律欣賞」為題，邀請五位於去年參加軍事

夏令營之同學作經驗分享。 

 於 2018 年 11 月 8 日至 10 日為中一學生舉辦「德育培訓營」，加強學生的紀律訓練及自我

照顧能力，並於 11 月 16 日舉行分享會，讓學生作經驗回顧。 
 

三、 公民教育 

 配合本年度學校主題「繼續培養學生自律守規、關愛有禮和熱心服務的精神」，中一、中二、

中四及中六級以「息息相關基本法」為題，繼續深化認識基本法，讓學生了解更多中國的現

況及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實踐。 

 本學年視像轉播「國民時事多面睇」 — 「港人子女就讀內地港人子弟學校」、「中美貿易

戰升溫」，通過轉播引導學生建立積極學習、待人有禮的態度，並加強學生對祖國發展的興

趣和關注，加深了解祖國的現況。 

四、 正面文化 

 繼續舉辦「上學威龍獎勵計劃」，肯定學生正確行為及鼓勵學生挑戰自我，使學生投入校園

生活，追求卓越。 

 本年度舉行了 5 次全校性讚賞活動，並設讚賞街環節、中一級賽馬會青少年德育培訓營及

中六同學畢業活動，培養學生欣賞文化。 

 參加禁毒基金「參與體育、拒絕毒品」計劃，宣揚抗毒資訊。 

 舉辦「鳳翎茶聚」，加強同學們對學校的歸屬感。 

 以拒絕賭博為主題，「拒絕賭博我做得到」舉行「War Game」同樂日及師生西瓜波比賽，

宣傳反賭博意識，預防及緩減賭博帶來的問題。 

 獲教育局優質教育基金資助，參與「好心情@學校」計劃，希望通過「逆境同行」老師培

訓工作坊、「正面思維」開心快樂心理健康講座及開心快樂家長心理健康講座等一系列活動，

促進學生精神健康，及早識別高危學生，為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提供適切的照顧和支援。 

 為中六學生舉辦應試減壓工作坊，令應屆公開試考生學懂如何面對壓力，及學習舒緩壓力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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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領袖教育 

 配合鳳翎精神薪火相傳的理念，學校舉行了九個重要學生組職的就職活動 / 誓師大會 (包

括領袖生、學生會、展翎社、大哥哥大姐姐、義工隊、圖書館、中文朗誦隊、班長和英語大

使)，及在 3 月初為六個學生組職舉辦了「鳳翎領袖聚會 2019」，肯定他們的貢獻，表達學

校的欣賞和提升他們的使命感。 

 於暑假為升中四的部份學生舉辦「高中領袖訓練日營」。又為升中五的部份學生在暑期初舉

辦「高中領袖訓練宿營」，進一步提升他們的領袖才能。 

 本校獲 2018/2019 灣仔區公益少年團頒發周年主題活動比賽金獎(中學)，同時中五丁班洪

佳琳同學更獲選為「傑出團員日本交流團灣仔區代表」。 
 
 

六、 升學就業 

 編寫升學及職業巡禮系列，通過刊物介紹各種職業，讓學生對職場有更多認識，亦

通過舊生分享，協助學生思考升學方向。  

 通過參觀及參加工作影子計劃、工作實戰等活動，加強學生正面工作態度及 對工作

實況的認識。  

 於中一級舉辦「自我認識、適應」小組，協助學生認識自我、進行社交訓練及情緒管理；

中二及中三級與學生學習組及級務組合辦「我做得到」計劃，協助學生訂定目標；中四級

舉辦「應用學習課程簡介會」，向學生介紹應用學習課程及報讀流程；中五級舉辦「大學

之道」班主任課及「MBTI 職業性向測試工作坊」，通過活動協助學生測試個人性格類型及

了解個人職業發展取向，同時讓學生認識多元升學途徑及加強對升學的準備/計劃意識。 

 

七、 課外活動 

 為鼓勵學生善用餘暇及參加課外活動，共開設十九個學會/團體及十支代表隊，以照顧不同

學生的需要。鼓勵全人參與，每位學生（公開考試班級除外）最少參與一個學會。 

 舉辦「戶外學習日」、「才藝表演日」等，以增強學生的團結合作精神及對學校的歸屬感。 

 課外活動組轄下的「服務小組」負責「校外服務時數統計」、慈善獎券及賣旗服務之統籌工

作，以提高學生對社會服務的關注。 

 學生獲獎資料載於附頁。 
 

 

八、 學習支援 

 為家境清貧的學生舉辦「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文化薈萃之漫遊法國」，學生透過活

動了解法國文化，擴闊視野；又舉辦「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歷奇體驗之旅」，內容

包括「獨木舟訓練」及「VR 體驗旅程」。 



 

21 

 

 為新來港學童舉辦「由『翎』開始」活動，讓學生參與小組活動、參觀不同景點，加深對

香港的認識，擴寬社交圈子和加強對學校的歸屬感；二月份又舉辦頒獎禮，表揚學行優秀

的新來港同學。 

 為協助中一新生適應中學生活及建立校內互助互勉的精神，繼續推行「大哥哥大姐姐計

劃」。 

 提名學生申請助學金，包括「慈濟安心就學」計劃、葛量洪助學金、虞兆興獎學金、「原

來我得架」奬學金、「新來港學生升讀本地大學獎學金」、「進步之旅」嘉許計劃 2018-2020、

Student of The Year (Best Improvement)、上游獎學金、「明日領袖獎」及紹根長老慈善

基金。 

 參加教育局「樂融融學習計劃」，透過小組形式的課後功課輔導、午膳活動安排及暑期小

組等活動，協助非華語學生提升中文能力，融入學校生活。 

 為非華語學生提供中文學習支援，聘請非華語助理教師及教學助理協助活動，定期約見初

中非華語學生作功課輔導支援。 

 舉行「多元智能愉快學習」計劃，透過小組形式的課後功課輔導、家長會、暑期小組訓練

等活動，協助有學習困難的學生提升學習效能。 

九、 健康校園 

 舉辦初中級急救班，招募健康大使及以早會短講及視像轉播健康資訊，向學生灌輸健康知

識。 

 推行「初中留校午膳計劃」，以培養學生之歸屬感。 

 關注學生健康，每年更新學生病歷紀錄，處理「學童保健計劃」申請；安排書包測重；發

出有關傳染病之通告及監控感染情況，又發家長信提醒家長為學生量度體溫，並密切注意

學生健康情況。 

 為提高學生節約能源的意識，透過「環保大使計劃」，確保課室在無人使用狀態下關上所有

電源，達至節省能源的目的。 

 定期巡查小食部衞生情況及售賣食物，確保符合衞生及健康標準。 

 本年度成功申請由「禁毒基金支持計劃」之「參與運動、拒絕毒品」活動，並獲二萬元資

助舉辦活動。 

 本年度午膳供應商經投標後，由維他天地服務有限公司獲得供應權，唯其表現差強人意，

徵家長教師會同意，由 3 月 1 日起終止與其合作關係，並由投標時獲次選之「丹尼食品有

限公司」補上，為學校提供本學年餘下上課日之午膳，來年再作招標。 

 

十、 家校合作 

 開學前舉辦中一家長會，讓中一家長多了解學校。九月份舉辦中六學生家長會，介紹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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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後的不同升學選擇及大專院校的收生要求，讓家長及早了解不同的升學途徑，協助學

生預早計劃並努力學習；十月份舉辦中四家長會，為中四學生及家長介紹新高中學制及做

好學習準備；三月份舉辦中三家長會選科講座，讓家長了解新高中學制、選科原則及家長

角色。 

 班主任於學期初，透過電話或面談與班內每位家長聯絡，既可彼此認識，亦加深對學生在

家在校表現的了解，有助家校合作。 

 舉辦家長活動，照顧不同需要的家長，如八月至十一月中一家長及學生製作「期望卡與感

恩卡」、九月份舉辦校內電腦系統使用工作坊、陸運會比賽家長到場觀賽等。 

 通過定期召開家長教師常委會會議，加強家校合作。 

 透過「校園通訊」、「學校簡訊」、「校務簡報」及「校園動態」等刊物，讓家長掌握學校最

新發展。 

 家長教師會與音樂科合作舉辦「黃昏音樂樂逍遙」音樂晚會，邀請家長參與，增進親子感

情。 

 七月份家長教師會及升學就業輔導組舉辦「放榜前講座」，為應屆考生作試前輔導。 

 家長教師會每年調撥款項，支持不同的學校活動。本年資助項目達 16 項，款項約$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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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總結與前瞻  

 

1. 承上啟下，回顧 2015/16-2017/18 三年發展周期的關注事項，檢視發展計劃的成效，依據

「強、弱、危、機」分析後，學校在新一個發展周期，將繼續透過欣賞及鼓勵，推行各種

計劃，舉辦多元活動，締造機會讓學生發揮所長，塑造「鳳翎人」的素質 -- 「自律守規、

樂於學習、關愛有禮、熱心服務」，落實校訓「明智顯悲」。 

2018/19-2020/21 三年期的關注事項為配合「明智顯悲」的校訓，建構自律守規、樂於學

習、關愛有禮、熱心服務的「鳳翎精神」校園文化，期望每位佛教黃鳳翎中學的學生皆認

同自己為懂得欣賞，熱愛學校的「鳳翎人」，以實踐「鳳翎精神」為學習方向。 

 

2. 本年度學校關注事項為：建構「鳳翎精神」校園文化的可持續發展框架、推廣欣賞和感恩

的文化和提高歸屬感。目標有： 

(i) 繼續培養學生的自律守規、關愛有禮和熱心服務的精神，重點放在向新生作推廣，

並建構「鳳翎精神」校園文化的可持續發展框架； 

(ii) 深化學生良好學習態度及興趣，語文能力及學習信心，使樂於學習； 

(iii) 推廣欣賞和感恩的文化和提高歸屬感。 

 

3. 下年度學校關注事項為：優化「鳳翎精神」校園文化的可持續發展框架，推廣欣賞和感恩

的文化和提高歸屬感。目標有： 

(i) 繼續培養學生的自律守規，關愛有禮和熱心服務的精神，重點放在向新生作推廣，

並優化「鳳翎精神」校園文化的可持續發展框架； 

(ii) 發展學生學習策略，繼續深化學生語文能力及提升學習信心，使其樂於學習； 

(iii) 推廣欣賞和感恩的文化和提高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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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學生表現 
 
學生校外獲獎資料 
 

學術 

活動項目 獎項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 

中一級粵語女子詩詞獨誦 

 

冠    軍: 胡錦泳(1D) 

亞    軍: 胡施琪(1D) 

優良獎狀: 楊子娸(1A) 

中一級粵語男子詩詞獨誦 良好獎狀: 黃可多(1D) 

中二級粵語女子詩詞獨誦 冠軍兼榮譽獎狀: 陳幗烜(2B) 

亞    軍: 葉  悠(2D) 胡曉嵐(2D) 

季    軍: 胡芷嵐(2D) 

優良獎狀: 張媛琳(2B)  謝凱琦(2D) 

中二級粵語男子詩詞獨誦 冠    軍: 林小冬(2B) 

 優良獎狀: 林韋樂(2A) 

中三級粵語女子詩詞獨誦 季    軍: 陳曉雯(3A) 

 優良獎狀: 陳韻渝(3A) 

中三級粵語男子詩詞獨誦 季    軍: 馮嘉勤(3D) 

中四級粵語女子散文獨誦 冠    軍: 朱政駧(4A) 

中四級粵語女子詩詞獨誦 冠    軍: 郭瑋恩(4D) 

 亞    軍: 鄭茵婷(4A)  朱政駧(4A) 

 季    軍: 麥凱喬(4D) 

中四級粵語男子詩詞獨誦 冠    軍: 陳顥元(4D) 

 亞    軍: 梁筵浚(4C) 

中五、六級粵語女子詩詞獨誦 亞    軍: 陳楚瑩(5D) 

中五、六級粵語道教詩文獨誦 亞    軍: 梁浩楷(5C) 

中五、六級粵語男子詩詞獨誦 季    軍: 梁浩楷(5C) 

 優良獎狀: 關文杰(5D) 

中五、六級普通話女子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 譚  曦(5A)  周心荃(5A) 

          林睿鈴(5A) 

中五、六級普通話女子散文獨誦 優良獎狀: 陳梓慧(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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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中一級女子獨誦 亞   軍: Kaur Manmeet (1B) 

 
季   軍: Godakanda Kankamge Sithmi  

        Thihansa(1B) 

中一級男子獨誦 冠    軍:Charles Isaac Bartolome Mingoa (1B) 

 季    軍: Joshua Paul Maguigad Lucing (1B) 

中二級女子獨誦 冠    軍: Alcantara Angelene De Vero (2D) 

 季    軍: Buhia Samantha Reigne (2D) 

中一、二級英詩集誦 季    軍: 黎卓杰(1A) 陳嘉謙(1A) 許逸佳(1A) 

          易雍澤(1A) 郭常晞(1A) 陳俊唯(1A) 

          趙曉晴(1A) 張汶浚(1A) 陳禧瑤(1A) 

          范諾淮(1A) KAUR HARNEET(1B) 

          MAGUIGAD JOSHUA PAUL       

          LUCING(1B) THAPA SIDDHIK(1B)  

          YASHIKA(1B) 冼海琳(1C)  

          卓志霖(1D) 吳耀鴻(1D) 陳國熙(1D)    

          周漢傑(1D) 潘灝泓(1D) 何浚東(1D)    

          吳家明(1D) 彭俊仁(1D) 鄧迦璡(1D)  

          劉柏延(1D) 鍾寶艷(1D) 葉芷茵(1D)     

          譚詠琳(1D) 鄭唯重(1D) 關耀庭(1D)   

          溫朗皓(2A) 黃文靜(2A) 袁佳藝(2A)  

          和鼎淇(2A) 梁健朗(2A) 翁銘威(2A)  

          袁佳豪(2A) 勞澤邦(2C) 胡曉嵐(2D)  

          胡芷嵐(2D) 李智真(2D) 吳鴻飛(2D)  

          許思滔(2D) 

第 12 屆亞太區機械人錦標賽 香港分區蔡章閣盃 

機械人創新設計獎及聯賽金獎 朱宇恒(2A) 梁皓堯(2A) 勞澤邦(2C) 

2018 VexIQ 脈衝盃 

技巧賽 冠   軍: 陳俊唯(1A) 張汶浚(1A)  

         陳啟聰(1D) 詹韋晞(1D) 

亞   軍: 梁健朗(2A) 屈汝晉(2A)  

         梁皓堯(2A) 勞澤邦(2C) 

團隊聯賽 冠   軍:  陳俊唯(1A) 張汶浚(1A)  

陳啟聰(1D) 詹韋晞(1D) 

亞   軍:   梁健朗(2A) 屈汝晉(2A)  

梁皓堯(2A) 勞澤邦(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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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法盃「聯校時事評論 2018 比賽」 

高級組 亞    軍: 劉炳豪(5D) 

初級組 優 異 獎: 洪佳茵(4A) 

妙法盃「聯校時事評論 2019 比賽」 

高級組 

 

季    軍:  鄭  雍(5D) 

優 異 獎:  黃雅琳(5D) 

灣仔區議會社區建設及房屋事務委員會、香港傷殘青年協會合辦 

《灣仔區「友愛同行‧社區共融」體驗活動》 

初中組 

 

 

高中組 

 

冠    軍:  黃雅晴(1A) 

優 異 獎:  劉澤喬(1A) 胡錦泳(1D)   

鍾煜婷(2C) 洪嘉雯(3B) 

季    軍:  李麗桃(6C) 

優 異 獎:  黃諾琳(5A) 李康宏(6C)  

蔡澤興(6C) 

香港機械人學院主辦 

2019 Robofest 機械人大賽香港區選拔賽 Robo Parade 創意機械人巡遊活動 

高級組我最喜愛花車 冠   軍: 梁健朗(2A) 陳思伊(2A) 屈汝晉(2A)   

        何日喬(2D) 胡曉嵐(2D) 

亞洲機械人聯盟主辦 

2019 Vex IQ 香港錦標賽 

評判大賽──團隊合作獎  亞   軍: 梁健朗(2A) 屈汝晉(2A)  

         梁皓堯(2A) 勞澤邦(2C) 

香港大學文學院主辦 

第一屆全港非華語學生硬筆書法比賽 

初中組 

 

亞    軍:  Joy (2D) 

優 異 獎: 林逸珈 (3D) 

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專責委員會 

第一屆非華語學生中國歷史故事演繹比賽 

個人賽 

 

季    軍: 周天麗(2D) 

優 異 獎: 卡蜜汶(1B)  高芷珊(1B) 

Wall Street English: Have Your Voice Heard Video Shooting Competition 

Award of Proficiency Buddhist Wong Fung Ling College 

資優教育督導委員會‧國際教育科技聯會合辦第１６屆國際資優解難大賽 

校際 

 

個人 

優 異 獎: 關嘉瑤(2A) 王祥輝(2A)  

和鼎淇(2A) 譚珮瑩(2D) 

銅    獎:  和鼎淇(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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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佛教聯合會會屬中學第八屆中文科聯校活動──小組討論比賽 

表現卓越獎 胡慧盈(5D) 

 

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及語文中心合辦第十屆大學文學獎 2018-2019 

少年作家獎 容瑋筠(3B) 

 

長春社中華文化香港遊蹤攝影及散文比賽 

冠  軍 

優異獎 

董港興(3D) 

曾宇慧(3A) 蔡如意(3A) 

 

巧‧克‧力網上平台主辦 

第 46 期《晶文薈萃》網上優秀文章展廊 

十優文章 吳琦雯(5D) 陳利華(6D) 殷兆華(6D) 

第 49 期《晶文薈萃》網上優秀文章展廊 

十優文章 洪珊妮(4A)  莫濋嵐(4D)  

《晶文薈萃》網上優秀文章展廊 

各校最受歡迎文章獎 

 

十優文章 

 

 

優質學校寫作文化獎 

彭泓曦(2B)  連美婷(2B)  

謝凱琦(2D)  曾令航(5D) 

林敏樺(6A)  洪珊妮(4A)  

莫濋嵐(4D)  吳琦雯(5D)  

陳利華(6A)  殷兆華(6A) 

佛教黃鳳翎中學 

 

香港教育大學 教育局數學教育組第 36 屆香港數學競賽 

三等榮譽獎 曾令航(5D) 

 

第二十屆賽消費文化考察報告獎 

初級組特別嘉許選題獎 邱家棟(3A) 許錦鈺(3A) 万佳瑶(3B)  

陳煒鑫(3C) 黃峻鋒(3C) 

 

香港佛教聯合會青少年團比賽 2018-2019 佛教徵文比賽 

中學組優異獎 張穎(4A) 施恩祺(4D) 

 

孔聖堂中學主辦 Inter School Media & Speech Competion 2019 

Honourable Mention (Top 5) Kaur Manmeet(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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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科學技術協會主辦珠港澳青少年機械人橫琴邀請賽 

三等獎 陳嘉謙(1A) 陳啟聰(1D) 詹韋晞(1D) 

香港青年協會主辦 Project NET 新媒體素養短片拍攝比賽 

優異獎 郭瑋恩(4D) 鍾浣澄(4D) 胡曉嵐(2D)  

胡芷嵐(2D) 

香港佛教聯合會會屬中學第 33 屆香港佛教中學聯校數學比賽 

小組殿軍 

 

團體季軍 

許錦鈺(3A) 邱家棟(3A) 袁冠宸(3A)  

夏偉竣(3D) 洪遠岱(3D) 

許錦鈺(3A) 邱家棟(3A) 袁冠宸(3A)  

夏偉竣(3D) 洪遠岱(3D) 李樂賢(3A)  

丁采妮(3C) 黃鋆瑤(3C) 陳泓達(3D)  

生歷奇教育統籌有限公司主辦香港中小學生英文寫作比賽 

高中組 Best Writer 優異獎 張 穎(4A) 

 

體育 

活動項目 成績 

香港鄧鏡波書院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 

 

冠   軍: 王敦賜(4A) 梁錦杰(4B)  

區宜倫(5C) 陳競楷(5D)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中學校際沙灘排球比賽 

港島及九龍區第三組別女子甲組 季   軍: 陳凱琳(6A) 高海嵐(6C) 

香港學界體育聯中學校際籃球比賽 

港島第三組別男子甲組 殿   軍: 王柏超(3A) 陳令軒(4B)  

許澤誠(4C) 羅家俊(4D)  

周華亮(5A) 馮仕廉(5C)  

陳競楷(5D) 鄭天朗(6B)  

譚仁傑(6B) 賴卓賢(6D)  

朱博遠 6D) 黃文健(6D) 

香港佛教聯合會會屬中學聯校乒乓球比賽 

男子組 亞   軍: 陳家鴻(1A) 洪嘉銘(3A)  

李癸鋒(5B) 陳鈞揮(6D) 

李政(6D)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中學校際田徑比賽第三組別 

男子乙組三級跳遠 

女子乙組跳遠 

殿   軍: 趙俊賢(4B) 

季   軍: 陳楚翹(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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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甲組 4X400 公尺接力賽 

 

女子乙組 4X400 公尺接力賽 

 

女子甲組 100 公尺 

女子甲組團體總 

亞   軍: 倪智恩(4A) 吳佩盈(4B)  

庄霖珊(5A) 陳梓慧(5A) 

季   軍: 倪美恩(3A) Pranita(3D)  

劉金好(4A) 陳楚翹(4D) 

殿   軍: 吳佩盈(4B) 

殿   軍: 佛教黃鳳翎中學女子甲組 

顯理中學第四十屆陸運會 

4X100 公尺友校接力邀請賽男子組 季   軍: 王敦賜(4A) 梁錦杰(4B)  

趙俊賢(4B) 陳競楷(5D) 

屈臣氏集團、民政事務局及教育局合辦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8-2019 

獲獎生 朱博遠(6D) 

第四屆行出健康遠足比賽 

健行組(五公里二人組)  

優異獎(第 5 名) 

優異獎(第 8 名) 

   優異獎(第 10 名) 

 

古永安(1B) 王華鎰(5D) 

曾蓉蓉(3C) 洪佳琳(5D) 

紀思琪(5B) 關倩妍(5B) 

挑戰組(九公里二人組) 

優異獎(第 7 名)  

優異獎(第 10 名) 

 

朱泳雪老師 林意臻老師 

陳明欣(4D) 施恩祺(4D)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中學校際籃球比賽 

港島第三組別男子甲組 殿   軍: 王柏超(3A) 陳令軒(4B)  

許澤誠(4C) 羅家俊(4D) 

周華亮(5A) 馮仕廉(5C)  

陳競楷(5D) 鄭天朗(6B) 

譚仁傑(6B) 賴卓賢(6D)  

朱博遠(6D) 黃文健(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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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 

活動項目 成績 

灣仔社區聯會 2018 道路安全在灣仔填色比賽 

優異獎 古積天(2D)  丁采妮(3C) 

香港佛教聯合會青少年團 

2018-2019 年度佛誕卡設計比賽 

   中學電腦設計組 

 

中學手繪高級組 

亞    軍: 蔡佳鈺(5D) 

優 異 獎:  Gurung Ayushma(1B) 

優    異: 袁美君(5A) 

香港青年義工團主辦、公民教育委員會贊助     

2018-2019 年度十八區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有您真好」標誌設計比賽 

中學組 

 

冠    軍: 伍彩虹(5A) 

季    軍: 袁美君(5A) 

優 異 獎: 蔡佳鈺(5D) 

第八屆亞太區青少年鋼琴比賽 

少年專業組亞軍 

演奏級公開組優異獎 

李赫東(3D) 

李赫東(3D)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2019 聯校音樂大賽 

中樂小組合奏中學組銀獎 佛教黃鳳翎中樂隊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 71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笛子獨奏：初級組季軍 

中樂小組合奏──中學組優良獎狀 

中阮獨奏：初級組良好獎狀 

小號獨奏：中學初級組良好獎狀 

笙獨奏：高級組優良獎狀 

聲樂獨唱‧外文歌曲‧男聲(中學 14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聲樂獨唱‧外文歌曲‧女聲(中學 14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聲樂獨唱‧外文歌曲‧女聲(中學 14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梁浩楷(5C) 

佛教黃鳳翎中樂隊 

林晁賢(3A) 

馮曉輝(4D) 蔡永聰(4D) 

吳畢維(6A) 

 

黎卓杰(1A) 吳家明(1D) 

 

占小丫(1A) 洪佳瑩(1A) 

 

張媛琳(2B) 胡曉嵐(2D) 

香港藝術發展局第十一屆校園藝術大使 

音樂嘉許獎 

藝術嘉許獎 

李赫東(3D)  

麥美琦(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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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活動項目 成績 

2018 藍天綠地在香港  全港學界環保設計比賽 

園藝組、瓜果類組、香草類組冠軍及            

中學組總冠軍 

周容容(4A) 鄭茵婷(4A) 張  穎(4A)  

洪佳茵(4A) 莫彰妮(4A) 施曉欣(4A)  

潘樂泓(4C) 余得君(4C) 陳明欣(4D)  

陳焯鈴(4D) 

港鐵 Train 出光輝每一程計劃 2018 

最互動學習大獎 庄霖珊(5A) 

香港青年協會<有心計劃> 

「一小時義工運動」最積極參與獎銀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義工隊) 

醫院管理局＜同行有您＞  

嘉許證書 

袁佳藝(2A) 李志豪(2A) 黃文靜(2A)  

許思滔(2D) 蔣俊宇(3A) 施恩祺(4D) 

邵卓謙(4D) 陳明欣(4D) 紀思琪(5B) 

紀傳恩(5C) 洪佳琳(5D) 官子佑(5D) 

官子悅(5D) 吳文就(5D) 王華鎰(5D) 

鄭雍(5D) 

「第十屆健康資訊學生大使計劃」  

學生大使 陳景晞(2B) 鍾禮賢(4D) 關文杰(5D)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2019 香港花卉展覽中學組盆栽種植比賽 

賞果植物類、肉質植物類及吊籃植物類冠軍 

非洲紫羅蘭、賞花植物及賞葉植物類亞軍 

 

 

洪佳茵(4A） 莫彰妮(4A） 潘樂泓(4C） 余得君(4C） 

陳明欣(4D） 陳焯鈴(4D) 

願景基金會主辦 

十面埋「服」社會創新服務大賽 2019 

傑出服務嘉許獎($7000) 

傑出服務嘉許獎($5000) 

佛教黃鳳翎中學義工 A 隊 

佛教黃鳳翎中學義工 B 隊 

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義務工作嘉許狀 

金狀（＞２００小時） 

小組金狀（＞１０００小時） 

團體金狀（３８９０小時） 

胡曉嵐(2D) 

佛教黃鳳翎中學義工隊 

佛教黃鳳翎中學義工隊 

銀狀（＞１００小時） 蔣俊宇(3A) 張  穎(4A)  陳明欣(4D)  施恩祺(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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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佳琳(5D) 鄭  雍(5D)  陳利華(6A)  蔡衍宏(6B) 

莫子希(6B) 

銅狀（＞５０小時） 葉  悠(2D) 林嘉曦(3A)  邵卓謙(4D)  林睿鈴(5A)     

紀思琪(5B) 關倩妍(5B)  紀傳恩(5C)  官子佑(5D) 

官子悅(5D) 吳文就(5D)  王華鎰(5D)  鄭凱文(6B) 

何欣穎(校友) 

香港公益少年團主辦 2019 公益少年團周年大會操 

一等榮譽－－紅星榮譽徽章 

二等榮譽－－白星榮譽徽章 

三等榮譽－－藍星榮譽徽章 

高級紫色徽章 

洪佳琳(5D) 

洪佳琳(5D) 

洪佳琳(5D) 盧芷欣(6C) 

洪佳琳(5D) 官子佑(5D) 盧芷欣(6C) 陳利華(6A) 

公益少年團灣仔區主題活動比賽 

金獎 公益少年團 

公益少年團優秀團員 

優秀團員 洪佳茵 (4A) 

教育局主辦職影職有：我的事業探索路 

最佳男演員 邵卓謙(4D) 

和富社會企業主辦、公民教育委員會贊助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 2018-2019 

嘉許獎 張芷欣(5C)  紀傳恩(5C) 

禁毒基金支持計劃「參與體育  拒絕毒品」 

最優秀及富創意獎 羅家俊(4D) 庄霖珊(5A) 丁餘燕(5A) 袁美君(5A) 

周華亮(5A) 張梓豪(5B) 湯頌光(5B) 區宜倫(5C)  

馮仕廉(5C) 陳楚瑩(5D) 官子悅(5D)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主辦第十一屆健康資訊 

學生大使 梁健朗(2A) 梁皓堯(2A) 李煌崴(2A) 

教育局主辦 2019 京港澳學生交流夏令營 

獲選學生 林睿思(5A) 丁餘燕(5A) 錢嘉駿(5A) 張梓豪(5B) 

教育局主辦 2019 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營 

獲選學生 蔡如意(3A ) 余得君(4C) 謝天佑(4C) 

黃惠霖(4C) 梁志偉(4C ) 

教育局主辦領袖生內地交流計劃 

獲選學生 譚  曦(5A) 杜嘉俊(5A) 伍彩虹(5A) 

袁美君(5A) 庄霖珊(5A) 黃秋雪(5D) 

2019 年公益少年團  

傑出團員日本交流團灣仔區代表 洪佳琳(5D) 

優質圖書館嘉許計劃 2019 圖書館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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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校外機構頒發獎學金，嘉許為傑出學生領袖名單 

 

紹根長老慈善基金獎勵計劃    陳雅萍 (5D)  黃雅琳 (5D)  莫濋嵐 (4D) 

阿麗絲 (3D)  夏偉竣 (3D) 

 2018 明日領袖選舉 鍾浣澄 (4D)  陳楚翹 (4D) 譚  曦 (5A) 

區宜倫 (5C)  陳利華 (6A) 何卓蓓 (6A)  

明日領袖獎 林鍵㮾 (4A)  梁祐維 (4A)  朱政駧 (4A) 

陳明欣 (4D)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2018 第四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朱政駧 (4A)  林鍵㮾 (4A) 蔡永聰 (4D) 

灣仔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2018 灣仔區傑出青年獎 何俊霆 (6D) 

2019「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 施恩祺 (4D)  蔡永聰 (4D)  曾令航 (5D)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理事會 

Sir Edward Youde Memorial Prize 2018/2019 

何俊霆 (6D)  曲柏宇 

羅氏慈善基金應用學習獎學金 林靜南 (6A)  譚穎綽 (6A) 

香港佛教聯合會青少年中心「2019 國際交流活動」 

澳洲墨爾本交流考察團獲選學生 

陳焯鈴 (4D)  陳楚翹 (4D)  莫濋嵐 (4D) 

香港教育大學主辦體育專業培訓體驗營              獲選學生 周華亮(5A) 馮仕廉(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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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生文憑試成績及出路 

  

 文憑公開試成績  

考生人數 100 

學科整體合格率 79.7% 

 

 畢業學生出路  

出路 人數(人) 百分率 

本地學士學位課程 8 8% 

本地副學位課程 34 34% 

基礎文憑課程 19 19% 

毅進文憑課程 7 7% 

職專文憑課程 1 1% 

職業課程(例︰展翅) 1 1% 

重讀/自修中六 3 3% 

內地/台灣/海外學士學位課程 11 11% 

內地/台灣/海外專上課程/預備班 11 11% 

就業 4 4% 

未知悉學生的出路 1 1% 

總數 100 100% 

 

2018-2019年度中六學生出路調查

本地學士學位課程

本地副學位課程

基礎文憑課程

毅進文憑課程

職專文憑課程

職業課程(例︰展翅)

重讀/自修中六

內地/台灣/海外學士學位課程

內地/台灣/海外專上課程或預備班

就業

未知悉學生的出路

本地學士學位課程

本地副學位課程

基礎文憑課程

毅進文憑課程

職專文憑課程

職業課程(例︰展翅)

重讀/自修中六

內地/台灣/海外學士學位課程

內地/台灣/海外專上課程或預備班

就業

未知悉學生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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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18-2019 年度獲奬學金學生名單  
 
編號 獎學金名稱 獲獎資格 班別 獲奬學生 金額 

1 銀禧紀念獎學金 成績優異 (中五級第一名) 5D 洪佳琳 $300 

  
成績優異 (中四級第一名) 4A 洪佳茵 $300 

2 黎本立曾果成伉儷獎學金 
成績優異 (中三級第一名) 3D 洪遠岱 $300 

  
成績優異 (中二級第一名) 2A 袁佳藝 $300 

  
成績優異 (中一級第一名) 1A 占小丫 $300 

3 覺光法師獎學金 成績優異 (中五級第二名) 5D 官子佑 $200 

  
成績優異 (中四級第二名) 4D 劉世邁 $200 

  
成績優異 (中一級第二名) 1A 范諾淮 $200 

4 李梅裳獎學金 成績優異 (中五級第三名) 5D 曾令航 
$200 

  
成績優異 (中四級第三名) 4D 馬浩倫 

$200 

  

 
成績優異 (中三級第三名) 3C 丁采妮 

$200 

 成績優異 (中二級第三名) 2D 馬沙雯 
$200 

  
成績優異 (中一級第三名) 1A 趙曉晴 

$200 

5 李梅昭獎學金 中五級中、英文總分最高 5D 洪佳琳 
$200 

  
中四級中、英文總分最高 4D 莫濋嵐 

$200 

  中三級中、英文總分最高 3D 洪遠岱 
$200 

  中二級中、英文總分最高 2A 袁佳藝 
$200 

 
 

中一級中、英文總分最高 1A 范諾淮 
$200 

6 金禧紀念獎學金(金龍獎)  
成績、操行、課外活動及 

服務均有良好表現 

2A 袁佳藝 $500 

  4D 馮曉暉 $500 

7 黃允畋獎學金 操行優良 5D 曾令航 $200 

  
 3D 董港興 $200 

   5D 洪佳琳 $200 

   4A 洪佳茵 $200 

   5A 陳梓慧 $200 

   5D 歐陽嘉燕 $200 

   5D 劉炳豪 $200 

   4D 馮曉暉 $200 

8 李馮惠珍獎學金 操行優良 4D 麥凱喬 $200 

  
 4D 陳焯鈴 $200 

9 黃梓林獎學金 服務良好 5D 洪佳琳 $200 

  
 5D 鄭雍 $200 

   5D 胡慧盈 $200 

   5D 曾令航 $200 

   5D 黃雅琳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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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獎學金名稱 獲獎資格 班別 獲奬學生 金額 

9 黃梓林獎學金 服務良好 5D 勞楚瑜 $200 

   5D 何佳頤 $200 

   4D 郭瑋恩 $200 

   4D 馮曉暉 $200 

   5D 梁嘉晋 $200 

10 陳亨紀念獎學金 體育方面有卓越表現 6D 朱博遠 $200 

11 利國偉獎學金 體育方面有卓越表現 5A 庄霖珊 $200 

12 李楚珊馬禮遜伉儷 
藝術方面有卓越表現 5A 伍彩虹 $200 

 獎學金 
  4A 麥美琦 $200 

 
  1B 高芷珊 $200 

 
  1B 馬祖華 $200 

 
  1D 胡錦泳 $200 

   4D 陳顥元 $200 

 
  4D 郭瑋恩 $200 

 
  3D 李赫東 $200 

13 丘瑞昌獎學金 中學文憑試中國語文科考獲 5**級 6D 何俊霆 $200 

14 精進獎學金 中學文憑試英國語文科考獲 5 級 6A 何卓蓓 $200 

  中學文憑試英國語文科考獲 5 級 6A 莫嘉倫 $200 

15 郭亦璋獎學金 中學文憑試英國語文科考獲 5 級 6D 馬錦倫 $200 

16 李仰尼獎學金 中學文憑試數學科考獲 5**級 6D 何俊霆 $200 

  
中學文憑試數學科考獲 5*級 6D 朱博遠 $200 

  
中學文憑試數學科考獲 5 級 6A 葉倬昆 $200 

  
 6D 何錕暢 $200 

  
 6D 曲殷緯 $200 

  
 6D 劉嘉寶 $200 

  
 6D 劉子文 $200 

  中學文憑試數學科 M1 考獲 5*級 6D 馬錦倫 $200 

  
中學文憑試數學科 M1 考獲 5 級 6D 莫嘉倫 $200 

17 孫寶元獎學金 中學文憑試數學科 M2 考獲 5*級 6D 何俊霆 $200 

18 崔馮常寶獎學金 
中學文憑試通識科考獲 5 級 6D 朱博遠 $200 

  
 6D 何俊霆 $200 

   6D 許鎵琳 $200 

19 簡苑獎學金 中學文憑試生物科考獲 5 級 6D 梁梓軒 $200 

   6D 馬錦倫 $200 

20 李綺玲獎學金 中學文憑試經濟科考獲 5 級 6A 莫嘉倫 $200 

21 黃國芳獎學金 中學文憑試企會財考獲 5 級 6A 葉倬昆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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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獎學金名稱 獲獎資格 班別 獲奬學生 金額 

22 陳廷驊獎學金 中學文憑試物理科考獲 5*級 6D 何俊霆 $200 

  中學文憑試物理科考獲 5 級 6D 劉子文 $200 

23 梁倩兒獎學金 中學文憑試化學科考獲 5 級 6D 何俊霆 $200 

24 沈香林基金倫理與宗教科 中學文憑試倫理與宗教科(選修:佛教) 6A 何卓蓓 $300 

 (佛學)獎學金 獲 4 級(四級獎) 6A 林敏樺 $300 

   6A 譚穎綽 $300 

25 智林法師獎學金 佛學成績優異 5D 洪佳琳 $200 

 
  4A 洪佳茵 $200 

26 
香港佛教聯合會佛學獎 佛學成績優異 3A 洪遠岱 $200 

 
  2A 袁佳藝 $200 

 
  1D 鍾寶艷 $200 

27 沈香林基金學行獎學金 學行優良 (操行優異及全級第一名) 6D 何俊霆 $200 

 
  5D 洪佳琳 $200 

 
  4A 洪佳茵 $200 

28 

 
張妙願居士獎學金 學行優良 (操行優異及全級第一名) 3D 洪遠岱 $200 

   2A 袁佳藝 $200 

   1A 占小丫 $200 

29 何德心居士飛躍進步獎學金 學業成績進步幅度顯著 1C 施竣曦 $250 

   2A 翁銘威 $250 

   3A 羅祈嬴 $250 

   4C 黃惠霖 $250 

   5A 洪禧龍 $250 

   6D 陳鈞揮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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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聯課活動概況  
 

學習領域 活動名稱 舉辦日期/月份 對象/ 參加人數 

中國語文 1.  中秋花燈會 9/2018 全校 

2.  文化週——中文學會攤位展示 9-10/2018 全校 

3.  第十三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小組討論組） 

9-10/2018 中六 

4.  校際朗誦節 9-12/2018 朗誦隊成員 

5.  校際普通話朗誦比賽 9-12/2018 普通話朗誦隊 

6.  普通話一分鐘拍攝（4 集） 10/2018 全校 

7.  文化週 -- 大灣區專題講座（曾鈺成先生） 

 

10/2018 全校 

8.  文化週 -- 書展 10/2018 全校 

9.  文化週攤位遊戲 10/2018 中一級 

10.  環保時裝設計及展覽(中史及藝展科) 10/2018 中三級 

11.  文化週——班際小組討論比賽 10/2018 中五級 

12.  敬師運動委員會中文徵文比賽 10/2018 全校 

13.  巧克力網上學習平台  全年 全校 

14.  文化週——茶藝體驗活動 10/2018 中一至中三級 

15.  學友社香港模擬文憑試 2018/2019 10-11/2018 中六級 

16.  生活語文頻道 全年 全校 

17.  普通話歌唱比賽（公民教育組合辦） 11/2018 全校 

18.  普通話點唱站 11/2018 全校 

19.  灣仔區社區共融標語創作比賽 11/2018 全校 

20.  香港多元智能會模擬 DSE2019 11-2/2018 中六級 

21.  普通話社——午膳點歌 12/2018 全校 

22.  普通話早會短講（樂於學習） 24/1/2019 全校 

23.  我的香港夢「感激•敢動」 

徵文比賽初選投稿 

1/2019 全校 

24.  寫揮春（與普通話學會合辦） 1/2019 全校 

25.  第十屆大學文學獎 ──  

「少年作家獎」初選投稿 

2/2019 中三級 

26.  做湯圓（與普通話學會合辦） 2/2019 全校 

27.  小知識.粵普對譯 2 - 4/2019 全校 

28.  「香港我的家」 

2019 全港青少年徵文比賽 

2-3/2019 中一至中五級 

29.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中文寫作比賽 2-3/2019 中一至中五級 

30.  香港佛教聯合會會屬中學──第八屆中文科

聯校活動小組討論比賽 

4/2019 中五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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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中文創意寫作班 5/2019 中四級 

32.  中文口語訓練班 5-6/2019 中四級 

33.  第十五屆巧克力《仲夏夜之夢 Crossover》

2019 全港中小學暑期網上寫作計劃 

7-8/2019 全校 

34.  普通話水平測試（香港大學） 8/2019 中四級 

英國語文 1.  外藉老師有話說 9-12/2018 全校 

2.  網上校本閱讀計劃 10/2018-6/2019 全校 

3.  早晨跨學科閱讀計劃 – Morning Reading 

Task 

10-12/2018 中一至中三級 

4.  英文學會午間活動﹕ 10-12/2018 中一至中三級 

5.  活學英語工作坊 10-12/2018 全校 

6.  午間廣播-英語時段 

 

10-12/2018 中一至中三級 

7.  Wall Street English 英語學院 - 英文樂趣

日 

10/2018 全校 

8.  2019 城市自然挑戰 A. 10-11/2018 全校 

9.  英語大使早晨廣播 - English Corner 

Express 

23/10, 21/11, 4/12, 

12/12, 19/12 

全校 

10.  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11/2018 中六級 

11.  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 – 短故事閱讀

工作坊 

11/2018 中二及中三級 

12.  學友社香港模擬文憑試 (卷一及卷三) 11/2018 中六級 

13.  第 68 屆香港英文朗誦節 11-12/2018 中一至中五級 

14.  愛爾蘭駐港澳總領事館 – 2018-2019 年度

英語大使計劃迎新日 

11/2018 中二級 

15.  閱讀馬拉松 12/2018 中一至中二級 

16.  Rockhampton Management –  

English Rockers 

12/2018 中三級 

17.  午間才藝表演 12/2018-4/2019 全校 

18.  冬日嘉年華 12/2018 全校 

19.  英文大使小隊大搜尋遊戲 14/12 中一至中五級 

20.  中六聯校模擬口試 (文理書院) 1/2019 中六級 

21.  香港青年協會渣打香港 ─ 英語演講比賽 1/2019 中四至中五級 

22.  東華三院好人好事徵文比賽 28/2 S5 

23.  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 – 

話劇欣賞及工作坊 

3/2019 中一至中二級 

24.  環遊世界嘉年華 3/2019 全校 

25.  聯校英文演講比賽  4/2019 中一至中三級 

26.  Author Express (Edvenue) 4/2019 全校 

27.  學科好書推介 4/2019 全校 

28.  英語周 4/2019 全校 

29.  圖書館分享角 4/2019 全校 

30.  英語公開演說比賽 (香港浸會大學) 4/2019 中五級 

31.  英語話劇表演 4/2019 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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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學科網上談 4/2019 全校 

33.  香港中小學生英文寫作比賽 4/2019 中一至中四級 

34.  聯校英語口語訓練日 (佛教何南金中學) 5/2019 中五級 

35.  英語常識問答比賽 5-6/2019 中一至中五級 

36.  「學英語 • 寫我思」英文寫作比賽 (英文虎

報) 

5/2019 中一至中五級 

37.  英文大使檢討派對 6/2019 中一至中五級 

38.  沙田培英中學英文音樂劇 2019 7/2019 中一至中四級 

39.  English WeCan 英文課程 (香港中文大學) 7-8/2019 中二級 

數學、科學

及科技 

1.  中二級數學比賽 11/2018 中二級 

2.  數獨比賽 11/2018 全校 

3.  風力發電機模型製作(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

計劃) 

11/2018 中二至中五級 

4.  科學科中一級紙飛機大賽 11/2018 中一級 

5.  STEM 活動週 11/2018 全校 

6.  中一級參觀「香港科學館」 11/2018 中一級 

7.  物理科班際水火箭比賽 11/2018 中二級 

8.  香港會計師公會企會財科模擬試 12/2018 中六級 

9.  物趣 STEM 在城大 12/2018 中三級 

10.  康山學校氣球動力車製作比賽 1/2019 康山學校學生 

11.  物理科午間摺紙活動 1/2019 全校同學 

12.  培正數學邀請賽 1/2019 中三至中五級 

13.  漫步者走黑線車模型製作 2/2019 全校 

14.  數學科 HKMO 比賽 2/2019 中五級 

15.  科學科『太陽爐』製作比賽 3/2019 中三級 

16.  參觀 香港寬頻有限公司 3/2019 全校 

17.  香港大學｢數學博達通 III 及 IV｣ 4/2018 中四至中五級 

18.  STEM 種籽計劃  4-5/2019 中二及中五級 

19.  「校園理財教育課程 2018」 5/2019 中五級 

20.  參觀 香港數碼港 5/2019 全校 

21.  地理科梅窩淡水溪流考察及長洲陳震夏郊野

學園 

5/2019 中五級 

22.  無線定位尋寶比賽 5/2019 全校 

23.  中一數王爭霸戰 5/2019 中一級 

24.  科學新知問答比賽 5/2019 中一及中二級 

25.  小學增益課程 氣球動力車製作比賽 6/2019 中五級 

26.  科學科中一級遨翔天際飲管比賽 6/2019 中一級 

27.  佛教中學數學比賽 6/2019 中三級 

28.  參加「築．動職涯青年創業市集」 7/2019 中四及中五級 

29.  數學科試後活動 7/2019 中二級 

30.  善德關愛科研青年發展計劃 － 「2019 北

京、西安航天科技考察團」及「大灣區科技

研習營」 

7/2019 中四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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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社會

及人文 

1.  電影及地理電視特輯欣賞 9-12/2018 中六級 

2.  書展 10/2018 全校 

3.  鼓勵及協助中六學生參加校外機構舉辦之通

識教育模擬考試 

10/2018- 

2/2019 

中六級 

4.  通識科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專題比賽 10/2018-1/2019 中五級 

5.  通識科基本法大使 10/2018-7/2019 中二級 

6.  佛化科禪修工作坊 11-12/2018 全校 

7.  佛化科茶禪班 11/2018 中四及中五級 

8.  通識科學友社「十大新聞選舉 2018」 11/2018 全校 

9.  通識科學友社新聞評述比賽 2018 11/2018 中四至中六級 

10.  歷史科等合辦境外考察(姊妹計劃) 11/2018 中二至中四級 

11.  英語延展活動: 跨科英語早讀文章  11/2018 中三級 

12.  大嶼山供僧 12/2018 中四至中五級 

13.  通識科與地理科合辦考察活動: 香港新市鎮

發展、工業土地利用及有機耕作 

12/2018 中六級 

14.  灣仔區小記者體驗計劃 1-7/2019 中一及中二級 

15.  考察活動: 黃竹坑、灣仔及荃灣 - 香港工業

及城市土地利用考察 

1/2019 中六級 

16.  參訪法性講堂暨齋點製作班 2/2019 中四及中五級 

17.  菩薩行：探訪灣仔區獨居長者 2/3/2019 中四及中五級 

18.  全方位學習日 3/2019 全校 

19.  廣西南寧探索之旅 3-4/2019 中一至中三級 

20.  澳門宗教體驗 4/2019 中四級 

21.  參觀立法會 4/2019 中五級 

22.  探訪佛教菩提護理安老院、參觀西方寺及軍

人墳場 

4/2019 中五級 

23.  生死教育：考察軍人墳場 4/2019 下午 中四及中五級 

24.  TRAIN 出新天地領袖訓練 4-7/2019 中四級 

25.  澳門宗教文化及經濟體驗之旅 4/2019 中四及中五級 

26.  千人禪修 5/2019 中四級 

27.  倫宗科日本茶道初體驗 5/2019 中五級 

28.  佛寺遊蹤(二)：凌雲寺宗教體驗 5/2019 中四及中五級 

29.  香道工作坊：與圖書館合辦 5/2019 中五級 

30.  元朗有機農場及水耕種植考察 30/5/2019 中五級 

31.  長春社中華文化---攝影及散文比賽 5/2019 中一至中三級 

32.  Instagram 營銷工作坊 5/2019 中四及中五級 

33.  境外考察活動：中國福建 6/2019 中四至中六級 

34.  試後活動：話劇表演 7/2019 中四至中六級 

35.  青年創業市集 7/2019 中四及中五級 

36.  經濟企會財考察—大館 7/2019 中五級 

37.  壁報創作 全年 全校 

38.  NCS 認識香港活動午間活動 全年 中一及中二級 

39.  初中基本法全港校際問答比賽及網上校際問 全年 中一及中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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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比賽  

40.  高中基本法全港校際問答比賽及網上校際問

答比賽 

2-7/2019 中二至中五級 

41.  學科網上談 題目:非洲豬瘟 2-7/2019 全校 

42.  好書分享 《潮爆中國》 2-7/2019 全校 

43.  高中午飯看新聞 全年 中四至中六級 

44.  RTHK 徵文比賽 全年 中四至中六級 

45.  通識學會 全年 中一至中五級 

體育及藝術 1.  全港中學生時裝設計比賽 1/2018-7/2019 中四至五級 

2.  中一迎新日表演 8/2018 銀樂隊/中樂隊/合

唱團 

3.  籃球、足球及排球隊選拔 9/2018 全校 

4.  陸運會比賽美術設計 9/2018 全校 

5.  陸運會啦啦隊比賽 9/2018 全校 

6.  陸運會啦啦隊「鳳翎精神」班旗設計比賽(A4

單面單色設計) 

9/2018 中三級 

7.  學科網上評論 9/2018 全校 

8.  NET CHAT 9/2018 全校 

9.  「藝術由零開始」獎勵計劃 9/2018 全校 

10.  會員通訊及優惠券 9/2018 中一至中三級 

11.  資訊日視藝學生作品展導賞及「我的最愛」

投票 

10/2018 全校 

12.  鳳翎精神 POP ART 10/2018 中一級 

13.  性教育書籤設計 10/2018 中二級 

14.  「視藝評鑑」環保時裝展 10/2018 中一及中二級 

15.  戶外學習日攝影活動 10-12/2018 中三級 

16.  好心情計劃—黃昏音樂會(邀請卡設計) 10/2018 中四級 

17.  中三級環保時裝設計展覽----場地設計 10/2018 中四級 

18.  區本計劃「藝文青圖章」製作班 10-12/2018 全校 

19.  舉辦球類班際比賽 全年 全校 

20.  60 周年校慶標誌設計比賽 10/2018-1/2019 全校 

21.  跨科專題研習：「惡人谷」 10/2018-5/2019 中一級 

22.  中學資訊日表演 11/2018 銀樂隊/中樂隊 

23.  鳳翎盃小學籃球及排球邀請賽 11/2018 校隊 

24.  感恩卡設計 11/2018 中一級 

25.  澳洲聖誕卡設計比賽 11-12/2018 中四及中五級 

26.  「鐵道電影」電影講座 11/12/2018 中五級 

27.  「有您真好」義工標誌設計比賽 11-12/2018 中四級 

28.  才藝表演日 12/2018 銀樂隊/中樂隊/ 

合唱團 

29.  校園藝術大使 12/2018-7/2019 全校 

30.  【企業策劃】單元外出考察(維園—工展會) 12/2018 中六級 

31.  師生籃球、排球、足球比賽 12/2018-1/2019 中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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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藝術知識寶庫分組匯報 12/2018-1/2019 中五級 

33.  第 30 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班際壁報比賽 12/2018-2/2019 中一至中五級 

34.  鳳翎賀歲盃小學籃球邀請賽 1/2019 全校 

35.  灣仔區消防安全嘉年華 1/2019 中五級 

36.  道路交通安全填色比賽 1-3/2019 中一至中三級 

37.  專題研習 1/2019 - 5/2019 中一級 

38.  灣仔文康萬眾同心賀元宵 17/2/2019 銀樂隊 

39.  中五級漫畫插圖設計比賽 3-5/2019 中五級 

40.  第七十一屆校際音樂節 3/2019 中樂隊及十三個項

目 

41.  香港佛教聯合會青少年團 

2018-2019 佛誕卡計比賽 手繪創作組 

3/2019 中一至中五級 

42.  中五級「廉政互動劇場」 3/2019 中五級 

43.  運動大使訓練營 3/2019 各校隊成員 

44.  第七十一屆校際音樂節 3/2019 全校 

45.  公共藝術此中尋/「鳳翎此中尋」的 

實地考察及欣賞學校公共藝術作品 

評鑑 

3-6/2019 中三級 

46.  學科網上評論 4 月 全校學生 

47.  參與第十一屆校園藝術大使工作坊 4/2019 中四級 

48.  窩心陶瓷飾物盒 DIY 4/2019 全校 

49.  藝文青的一天：蠟印及西洋書法創作 4/2019 全校 

50.  區本計劃：光影塗鴉班及插花班 4-5/2019 全校 

51.  60 周年校慶普普藝術牆：鳳翎人 4-6/2019 中一級 

52.  60 周年校慶圖案設計(掛旗) 比賽 4-6/2019 中二級 

53.  60 周年校慶吉祥物設計比賽 4-6/2019 中三級 

54.  60 周年校慶感謝卡/海報/宣傳單張設計比

賽 

4-6/2019 中四至五級 

55.  南華早報舉辦的視藝升學講座 5/2019 中四至五級 

56.  籃球訓練營 6/2019 籃球校隊 

57.  屋宇署「活在劏廈、我繪我城」明信片設計

比賽 

6/2019 中四級 

58.  預防科技罪案--四格漫畫設計比賽 6/2019 中四級 

59.  第十一屆校園藝術大使嘉年華暨嘉許禮 7/2019 中四級 

60.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繪畫比賽 7/2019 中四級 

61.  迎 60 周年美化校園 全年 全校 

62.  第十一屆校園藝術大使 全年 中四級 

63.  參觀圖書館及完成視藝閱讀報告 全年 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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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財政概況 (未經審核) 

 
    收入 支出 

承上餘額(政府基金及學校基金) $8,289,627.90  — 

(I.) 政府基金     

1 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A) 學校特定津貼     

 行政津貼 3,870,636.00 3,231,231.80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473,894.00 559,236.32 

  校本新來港學童支援計劃 55,230.00 27,575.40 

  學校發展津貼 613,766.00 395,770.00 

 冷氣津貼 498,587.00 740,064.75 

 校本駐校教育心理學家津貼 104,550.00 74,775.30 

  小計 (A) $5,616,663.00 5,028,653.57 

(B) 非學校特定津貼 1,870,525.00  

  學校及班級津貼  458,947.96 

 中國語文科  4,818.00 

 普通話科  867.09 

 英國語文科  15,510.02 

 數學科  2,846.00 

 物理科  4,889.60 

 化學科  10,056.10  

 生物科  3,846.40 

 科學科  9,363.80 

 通識教育科及綜合人文科  5,565.50 

 佛學科、佛化德育及價值教育科及倫理與宗教科  5,778.74 

 中國歷史科  1,685.00 

  地理科  1,848.49 

  經濟科  500.00 

  電腦、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5,300.00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  1,447.80 

  體育科  62,890.03  

  視覺藝術科  27,120.72 

  音樂科  13,204.10 

  藝術發展科  6,89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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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規劃組  3,458.90 

  考試及評核組  3,607.00 

  語文推廣組  26,635.00 

  學生學習組  179.00 

 學與教小組  1,198.80 

  圖書館    16,277.49 

  訓育組  2,180.20 

 學生輔導組  4,458.60 

 級務組  6,576.65 

 公民教育組  8,978.70 

 宗教事務組  14,385.86 

 課外活動組  53,952.95 

 教師專業發展組  4,490.00 

 媒體創新組  36,094.90 

 校務組  28,270.38 

 社區聯絡組  19,361.34 

 升降機保養  67,600.00 

 綜合家具及設備津貼  940,268.80 

  小計 (B) $1,870,525.00 1,881,352.32 

  小計 (1)：(A) + (B) $7,487,188.00 $6,910,00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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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以外的津貼 

  收入 支出 

 生涯規劃津貼 -- 9,878.50 

 應用學習課程津貼 170,050.00 170,050.00 

 多元學習津貼 84,000.00 78,507.00 

 家長教師會資助費 5,474.00 6.50 

 家長教師會資助費活動津貼 10,000.00 9,350.00 

 中學學習支援津貼 1,446,522.00 1,668,200.53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津貼 64,400.00 81,840.10 

 校本非華語學生中文學習支援津貼 1,100,000.00 1,113,092.72 

 高中課程支援津貼 731,880.00 697,181.94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    4,440,786.00    3,023,123.17 

 資訊科技人員支援津貼 307,200.00 338,068.50 

  小計(2) 8,360,312.00 7,189,298.96 

  合計 (I)：(1)+(2) $15,847,500.00 $14,099,304.85 

(II.) 學校基金   

  堂費  89,600.00 534,477.57 

  合計(II) 89,600.00 $534,477.57 

 總計 (I) +(II) 15,937,100.00 14,633,782.42 

2018/19 學年盈餘： $1,303,317.58    

2018/19 學年總盈餘： $9,592,945.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