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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博大精深，本學年中國語文科大力推

動文化活動，包括「全方位學習日──嶺南文

化巡禮」、「親親皮影戲」、「木偶粵劇」、

「西九茶館劇場」、「中國茶文化推廣」等

等，活動形式新穎互動，讓學生大開眼界。另

外，本學年學生參與朗誦、演講、辯論比賽，

成績理想。朗誦演講方面，中二級學生參加第

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奪散文獨誦季軍，又於

「文協盃朗誦比賽2019」得初中組粵語三等

獎，再於第44屆全港青年演講比賽，獲優異

獎項。辯論方面，中二級學生於「第五屆中華

傳統文化精粹演講盃」獲初中組殿軍殊榮，實

屬難得；又中三級學生參與「基本法盃」辯論

賽分組外圍賽，中二級學生參與「華辯盃」辯

論賽、第34屆全港校際辯論比賽均獲最佳辯

論員榮譽，成績令人鼓舞；高中同學表現亦不

遑多讓，中五級同學在新界東辯論邀請賽、新

界聯校辯論賽多場賽事中，均獲頒「最佳辯論

員」，表現令人欣悅。

2019年中學文憑試，核心科及選修

科共12科2級合格率高於全港水平，

而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中國歷

史、旅遊與款待及視覺藝術四科更

達100%合格率。其中，張曉琳同

學考獲通識教育5* 中國語文5 數學

4 英國語文3 生物4，入讀香港大學

護理系；樊淑怡同學考獲數學5 通

識5 地理5* 中國語文3 英國語文

4，入讀理工大學屋宇設備工程學；

陶少怡同學考獲通識教育5 旅遊與

款待5* 中國語文4 數學4 英國語文

3，入讀中文大學幼兒教育學；鄧潤

芝同學考獲數學5 企會財5 通識教

育4 中國語文3 英國語文3，入讀浸

會大學工商管理（會計），實令人鼓

舞 。今屆同學的奮鬥故事與過去考獲

中大藥劑系及科技大學工程學系的同

學們均成為師弟妹的好榜樣。

（詳見P.17）
由西貢文化中心社區發展基金會、西

貢區校長會及西貢文化青年會合辦第

十八屆西貢區傑出學生選舉，本校

初中組曹家誠、高中組李嘉豪、施為

城及謝翱駿同學囊括四個優勝盃，是

歷屆表現之冠。由於曹家誠及李嘉豪

表現卓越，名列前茅，被邀請參加新

界區傑出學生選舉。上述四位同學不

但學業成績優秀，品行良好，樂於助

人，在校外比賽獲獎無數，李嘉豪同

學不但是本年學生會主席，擅長辯論

及演講，曹家誠及謝翱駿同學醉心數

學、科學及STEM創科探究，謝同學

更於「第七屆2018正能量青年選舉」

的少年組獲金獎，施為城同學擅長創

意寫作。他們一同獲獎，師生與有榮

焉。

為增強學生在創意、協作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本校積極讓鄭中學生參與不同類型的STEM活

動和比賽，以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本年度，鄭中學生和本校在STEM領域上均獲

得優良的成果。中四級學生陳穎遙、林泳彤、

劉梓俊和翁佩茗在「2018-19全港學界STEM

環保種植設施設計比賽」中勇奪亞軍。中二級

學生李梓鵬、周啟堯和林俊承在香港高等教

育科技學院主辦之「手工模型飛機飛行比賽

2019」勇奪季軍。中四級學生陳子燊、莫皓

希、鄺梓棋組、中三級黃煒燊、楊朝凱、黎浩

鋒組及中二級李梓鵬、林俊承、陳朗組在「模

型飛船創作大賽2019」中分別榮獲高中障礙

賽、初中速度賽及環保設計賽優異獎。此外，

本校在「第21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總

評中榮獲優秀STEM學校嘉許狀，藉此表揚本

校在推動STEM教育方面的努力，令人鼓舞！

02 師生共證
本校四名傑出學生的誕生

04 承傳燦爛中華文化
展現朗誦演辯才情

01 師生努力耕耘
中學文憑試成績見成果 03 無限創意展潛能

動手動腦STEM精神

2018-2019學校大事記 2018-2019學校大事記

2018-19全港學界STEM環保種植設施設計比
賽亞軍

手工模型飛機飛行比賽
季軍

優秀STEM學校嘉許狀

「文協盃朗誦比賽2019」
初中組粵語三等獎木偶粵劇

中三全方位學習日

高中障礙賽、初中速度賽和環保設計賽優異
獎

「文協盃朗誦比賽2019」「文協盃朗誦比賽2019」

中三全方位學習日中三全方位學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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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全人發展 盡展潛能

10 『閱讀校園』書香飄
腹有詩書氣自華

學校重視培育學生多元發展，發掘學生不同潛能，鼓勵同學跳出校

園，豐富多元學習經歷。本校鄭裕彤混合見習之隊，於香港聖約翰

救傷隊新界少青團2018年隊際比賽家居護理比賽A組獲得季軍及制服

檢閱季軍。另外，本校期望學生透過有益身心的活動，建立健康生

活模式，領袖生參與由觀塘警區警民關係組舉辦「無毒人人愛 –問

答比賽及電子聖誕咭設計比賽」，分別獲得團體亞軍及個人冠軍。

本校課外活動多元化，中國舞及爵士舞參加第55屆校際舞蹈比賽，

分別在群舞及三人舞榮獲甲級獎項，同時，中國舞亦參加第47屆全

港舞蹈比賽獲得銀獎，增加學生成功經驗，提升自信心。再者，本

校參與由教育局和香港消防處合辦的「多元智能躍進計劃」，透過

一連串的紀律、體能活動及領導才能訓練，讓學生從經驗中學習，

培養他們成為自律、自信、合群和具抗逆力的青年人，並將學習的

成果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學校一向鼓勵學生「從閱讀中學習」，以達致終身學習和

全人發展。本學年學務組推動多元活潑的閱讀活動，包

括閱讀《晨光閱讀手冊》、組織彤伴讀書會、舉辦廣泛

閱讀獎勵計劃、閱讀嘉年華、「我與校長有個約會」閱書

分享會、好書介紹攤位、跨班閱讀交流等活動，旨在吸引

學生親炙圖書，從中吸收養份，增廣見聞。本年首辦「高

中悅書樂」，鼓勵中四、中五兩級同學之間互相分享閱讀

體悟，從而豐富知識，擴闊視野，師生投入，氣氛歡愉，

成果良佳。又圖書館翻新後，各科均在館內舉行聯班閱讀

活動，加上各項電子化設備，都能吸引學生樂於到館內閱

讀、瀏覽。

08 體育校隊 成績彪炳
健兒堅毅 永不言敗

07 深入社區了解社會文化
人文素養探究創造新知

本年度鄭裕彤中學校隊算得上是豐收的一年：中銀香港青苗盃男女

校亞軍、中五級黃詠詩同學榮獲女子排球-中銀香港紫荊盃中銀香

港傑出運動員獎、中二級林賀徨同學奪得田徑(第二組)-中銀香港青

苗盃中銀香港卓越青苗運動員獎。另外，在各項運動項目的比賽獲

獎無數：

第七屆全港運動會排球項目冠軍及全港排球團體季軍、全港學界女

子排球精英賽季軍、港島及九龍地域分會女子排球第一組別團體總

冠軍(甲組冠軍、乙組季軍、丙組冠軍)、女子沙灘排球第一組別團

體總亞軍(甲組亞軍、乙丙組亞軍)、男子籃球奪得港島及九龍地域

分會男子籃球第三組別團體總冠軍、男子羽毛球奪得港島及九龍地

域分會男子羽毛球第二組別甲組冠軍、閃避球隊在2018-19全港學

界閃避球分區挑戰賽奪得殿軍、跳繩隊在全港精英跳繩比賽中奪得

殿軍、男子棍網球於全港中學校際棍網球比賽2018-19奪得全港冠

軍、田徑隊賽事仍然相當激烈，男子組在第二組表現穩步上揚，女

子組於第三組賽事中取得團體總亞軍(女丙冠軍)。越野隊1E陳妙美

及2E許家晞分別在女子及男子丙組取得季軍及第八名的佳績。

通識教育科重視多角度思考及正反資料蒐集，因此大力推

動同學深入社區，了解香港社會各個範疇的現況；又要多

方面了解不同持份者的意見，參與香港未來的發展。本科

更鼓勵同學多參與比賽，以人文素養進行探究，從中創造

出新思維、新知識。本校學生有幸能參加香港教育城（教

城）與Microsoft合辦「Master Code 編程大賽 2018」比

賽，並榮獲初中組亞軍；亦在「第二十屆消費文化考察報

告獎」中得初級組嘉許作品獎。另外，我校高中同學入圍

香港貿發局舉辦「一帶一路一狀元」學界問答比賽準決賽

得亞軍殊榮，亦在「青teen講場2018—童行有法模擬立法

會辯論」中得到傑出表現獎。最後，本校榮獲「保障私隱

學生大使．學校夥伴嘉許計劃2018」保障私隱學校夥伴鑽

石章和學友社「第二十七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全

情投入學校金獎，而初高中多位同學亦得新聞評述比賽入

圍獎。

06 數學精英展潛能
屢創佳績耀光芒

本校數學科一向鼓勵學生參加不同比賽，從而擴闊視野，

發揮潛能。本校數學校隊隊員出類拔萃，全年共榮獲70多

個獎項，獲獎比賽包括教育局中學數學專題習作比賽、香

港理工大學高中數理比賽、胡兆熾中學Super 24邀請賽、

華夏杯、港澳盃、環亞太杯、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晉級

賽、香港數學遊戲公開賽及全港青少年數學挑戰賽。學生

在老師的悉心指導下，透過練習、反思、重溫，培養出良

好的思考能力及演算能力，進而在不同比賽中贏得多個獎

項，此等佳績能鼓勵學生主動發掘學習數學的趣味。

此外，本校數學科的創新和卓越教學，持續獲得各界的肯

定與嘉許。周禮深老師榮獲香港大學頒發「國際傑出電子

教學獎」，以表揚我們有效應用電子學習和創新教學，營

造豐富的學習環境，提升學與教的成效。

05 樂在鄭中學英語 為了讓同學有更多運用英語的機會，本校特意營造良好的

英語學習環境，舉辦多元化的英語活動，包括境外學習體

驗、英語週、跨科英語問答比賽、英語校園遊蹤、暑期英

語日營、初中英文拔尖計劃及課後溫習班、高中英語精研

課程等，旨在提升學習動力，並於不同領域學以致用，以

英語與人溝通，增強運用英語的信心。

此外，本校設有英語自學角，於午膳時間和放學後為同學

提供不同的英語學習活動，寓學習於遊戲，增加學習英語

樂趣。在濃厚的英語學習氛圍下，本校同學在香港中學文

憑考試英文科合格率高於全港平均水平，期望同學和老師

之間彼此互勵互勉，承傳延續「樂在鄭中學英語」文化。

2018-2019學校大事記 2018-2019學校大事記

MI Young Writers英文寫作比賽 國際文化節活動

澳洲英語境外學習體驗 英文朗誦節比賽

獲胡兆熾中學Super 
24邀請賽團體獎

學生在不同奧數比賽中屢創佳績

女排精英賽季軍

多元智能挑戰營畢業禮

無毒人人愛問答比賽亞軍 
電子聖誕咭設計比賽 冠軍

彤伴讀書會

高中悅書樂

我與校長有個
約會

第55屆校際舞蹈比賽中國舞
甲級獎

聖約翰救傷隊獲獎

跳繩隊在全港精英比賽獲殿軍

學界男子羽毛球甲組冠軍

女排學界團體總冠軍

周禮深老師榮獲香港大學頒發
「國際傑出電子教學獎」

Master Code
小公民 大世界

一帶一路一狀元比賽青teen講場

新媒體素養短劇拍攝比賽

獲教育局中學數學專題習作
比賽表現良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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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資訊急速發展及社會多元而複雜的
變化，為配合社會發展的需要，教育改革對
學校是無可避免的挑戰。為裝備教師對教育
改革多元發展的需求，學校為教師提供了一
連串多元而持續的專業發展及培訓活動。

本年度學校參加了由香港中文

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 『自主

學習試驗計劃』，透過主題講座、

工作坊，並在中二級進行了為期一

年的『自主學習』行動計劃，並為

中、英、通識及綜合科學科四科的

任教老師透過自主學習的元素,包

括課程剪裁、設計自學提綱及全年

持續性進行公開課等活動檢視行動

計劃的成效。從師生問卷數據反

映，包含『自主學習』元素的學習

能有助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師生

間在課堂上的互動。

本校注重發展教師個人專長，樂見

學校多位老師與同工互相交流、觀摩及

切磋，以提升專業水平。包括：

1. 數學科周禮深老師榮獲第十二屆「行

政長官卓越教學獎」至今，為粵港澳

三地中學分享教學心得，數目超過二

十所中學；周禮深老師本年度獲香港

大學頒發「國際傑出電子教學獎。

2. 李浩璋老師參加由香港青年協會媒體

輔導中心舉辦「青協Project NET-新

媒體素養教案比賽」，經過多輪評審

後，脫穎而出，勇奪銀獎殊榮。

3. 學校參加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主辦

第21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榮獲中學組「優秀STEM學校」嘉許

狀。

4. 陳紹璣老師被教育局體育組邀請參

與制訂「發展活躍及健康的中學校

園計劃」，並分享體育科課後延伸

的校本經驗(分層評核示例和Google 

classroom的應用)。

5. 劉麗嫻副校長被教育局邀請分享「多

元智能躍進計劃」參與的準備及計劃

成效。

6. 陳家明老師被教育局邀請就主題「促

進學習的評估」針對旅遊科論述題進

行分享。

本會與中聯辦教科部舉辦『大灣區教育交流團』，重點了解大灣

區教育的融合發展，特別是教育對高科技產業鏈的支援，行程如下：

第一天：參觀深圳大彊公司、前海展示廳及前海深港青年夢工

廠，與港籍創業青年交流，聽取有關專家介紹。

第二天：訪問廣州市天河區體育西路小學及廣州市天河區猎德幼

兒園，並訪問國家超級計算廣州中心。

第三天：訪問佛山科學技術學院（新校區），結合STEM教育，

開展座談交流及校園參觀，並探訪佛山市第二中學，瞭解佛山市教育

概況及STEM教育情況。

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教師專業成就

老師   團隊

自主學習試驗計劃

香港大學國際傑出電子教學獎

參觀深圳大彊公司

李 浩 璋 老 師 於 「 青 協

Project NET-新媒體素

養教案比賽」勇奪銀獎

殊榮

在2019年4月舉辦的教師發展日中邀請了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

可譽小學的麥敏潮校長及其教師團隊蒞臨本校，就如何在校內推動自

主學習、推行上面對的困難及師生在計劃推行前後學生學習模式的改

變向本校教師作經驗分享。本校教師對是次工作坊的反應積極正面，

認為具『自主學習』元素的課堂能有助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本校除著重學業成

績外，亦關顧學生的品

德培育。本校按同學在

成長中的不同階段定下

相應的培育重點，透過

校本班級經營計劃，讓

我們的同學在德、智、

體、群、美均得以全面

均衡的發展。為增強老

師在班主任的角色上的

培訓，學校邀請了教育

局訓育輔導組到校分享

心得。

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教育局訓育輔導組分享

自主學習分享

自主學習課堂

中文科 自主學習課堂

數學科

班級經營

教育局訓育及輔導組同工

蒞臨作主題講座

班級經營活動

可譽中學麥校長及其教師團隊

自主學習分享

班級經營策略 

參觀廣州國家超級計算中心參觀佛山科學技術學院

大灣區教育交流團

專業

優秀STEM學校

促進自主學習的教學設計分享和總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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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二○一五年《施政報告》首次提出推動STEM教育，本校已成立推動STEM教育組和舉行不同類型的STEM

相關學習活動。我們推動STEM教育有三個目標：

一、學生通過STEM相關學習活動，增強了綜合和應用跨學科的知識與技能的能力，以解決真實問題。

二、學生的創造、協作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得以提升，創新方面的潛能亦得以發揮。

三、培育出一群具備不同能力、不同知識和技能水平的人才，以滿足當今世界經濟、科學和科技發展的需要。

鄭中校內STEM活動

鄭裕彤圖書館 啟用

多元化 閱讀活動

校外STEM比賽和獲獎消息

校外STEM推廣

加入鄭中STEM校隊

本校的STEM室設於115B，

內 設 有 雷 射 切 割 機 、 3 D 打 印

機、3D掃描器、手提電腦、平

板電腦、編程感應器及各種工

具。如想了解更多本校的STEM

概況，可加入鄭中STEM校隊。

學與教領域

閱讀校園

本校翻新的圖書館於二零一

八年九月三日正式啟用，目的讓

同學在更理想的環境中學習。為

答謝周大福慈善基金對本校的支

持，學校邀請基金會鄭家成主席

以家族人士命名新的圖書館，最

後，鄭主席決定以「鄭裕彤圖書

館」命名，紀念鄭博士對本校的

貢獻，並樂意額外捐贈二十萬元

以優化圖書館設施及推動電子教

學。

學校一向鼓勵學生「從閱讀中學習」，以達致終

身學習和全人發展。本學年學務組推動多元活潑的

閱讀活動，包括閱讀《晨光閱讀手冊》、組織彤伴讀

書會、舉辦廣泛閱讀獎勵計劃、閱讀嘉年華、「我與

校長有個約會」閱書分享會、好書介紹攤位、跨班閱

讀交流等活動，旨在吸引學生親炙圖書，從中吸收養

份，增廣見聞。本年首辦「高中悅書樂」，鼓勵中

四、中五兩級同學之間互相分享閱讀體悟，從而豐富

知識，擴闊視野，師生投入，氣氛歡愉，成果良佳。

STEM教育

教師在STEM學習領域的培訓

姜冬梅博士與內地教師到本校進行STEM交流

STEM週問答比賽

模型飛船創作大賽高中障礙賽、初中速度賽和環保設計賽優異獎

第21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優秀STEM學校嘉許狀

圖書館新貌

鄭裕彤圖書館開幕禮

小學生齊來當
小小建築師

小學生到訪本校製作全息
投影器

區內小學生在鄭中開放日
體驗空氣炮的威力

區內小學生在鄭中開放日
試玩遙控氣墊船

主禮人鄭志謙先生參觀圖書館內之
裕書閣，與校監留影

中三數學圖書館課
閱讀分享會

高中悅書樂

中文科eBook介紹
圖書館與中史科聯課活動

鄭中老師到廣州進行「創意機械人」培訓

參與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計劃(具效能的STEM學習社群的
建構及推展)鄭中老師與香港三所中學

鄭中老師與全港
老師舉行STEM
成果分享會

2018-19全港學界STEM
環保種植設施設計比賽亞軍

Mbot足球競技

中一學生學習Arduino編程

超聲波感應器編程

竹籤建橋
棉花糖意粉塔

肺呼吸模型製作

水晶膠DIY

「Master Code 編程大賽 2018」
比賽初中組亞軍

手工模型飛機飛行比賽
2019季軍

「繽FUN創意」建築比賽決賽
十五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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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驗方法驗證

水質污染情況

公開考試成績優秀學科介紹

視覺藝術科

地理科

多元化的學習經歷，生活化的教學題材，緊貼時代脈搏的

教學策略，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豐富學生的學習體驗，開

拓學生的文化視野，是現今教育界學與教

的必然趨勢，也是本校視覺

藝術教育的一貫方針。

除課堂學習外，本科經常帶領學生出外參觀展

覽，參加校外藝術活動，並安排不同的藝術工作

坊，讓學生在課餘也能就個人興趣和專長，增進藝術知識和拓展藝術視野，逐

漸建立個人的藝術觀點和風格，定立人生目標，並積極地朝著目標前進。

坊，讓學生在課餘也能就個人興趣和專長，增進藝術知識和拓展藝術視野，逐

教學策略，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豐富學生的學習體驗，開

拓學生的文化視野，是現今教育界學與教

時裝工作坊

香港花卉展覽

學童繪畫比賽

2019

渣打藝趣嘉年華

學生工作坊及幫小朋友畫花臉

4C余易珊同學

得獎作品

以實驗方法驗證

水質污染情況

探討香港有機農業

的發展情況

運用考察工具量度海灘坡度變化

嘉許禮

運用考察工具量度波浪能量
香港地質公園考察活動

運用風速計分貝

計量度環境質素

學生成長支援領域
本校提倡全人教育，除了注重學生學業成績外，亦非

常關注學生品德修養，期望他們能夠建立正確價值觀。學

校重視培育學生多元發展，發掘學生不同潛能，鼓勵學習

跳出校園，獲得豐富多元學習經歷。

學校舉辦德育周配合『關愛』主題，舉行不同活動，

中一級「貧富宴」，學習珍惜食物，關懷他人，中二級

「一個也不能少」班際競技比賽，領略合作是美，學習包

容，中三級「解讀人生 真人圖書館」，透過與不同類型和

背景的傷殘人士面談，讓學生反思如何面對逆境，學習彼

此尊重與關懷。

活動時間表

營前活動

多元智能
躍進挑戰營

19/11-
23/11/2018

消防及
救護學院

營後活動

活動內容 活動日期 活動內容 活動日期

招募宣傳活動 18/9/2018 營後分享交流會 28/11/2018

簡介會 2/10/2018 日營歷奇訓練 9/3/2019

生涯規劃講座及
工作坊

8/10/2018 野戰射擊活動 6/4/2019

體能測試訓練
(1) & (2)

15/10/2018
5/11/2018

生命體驗戰區90 
「人道教育中心」

11/5/2019

步操體驗訓練 29/10/2018 嘉許禮(校內) 24/5/2019

立約篇 31/10/2018 義工服務 25/5/2019

營前家長簡介會及
誓師大會

2/11/2018
多元智能躍進計劃

嘉許禮(全港)
13/7/2019

多元智能挑戰營感想

「多元智能躍進計劃」目的，希望提升學生的自律、自信、團隊精神

及抗逆力，透過訓練活動，提升學生堅毅奮進精神，做人處事，不輕言放

棄，堅持到底。

參觀灣仔北帝

廟，了解香港城

市發展的情況

中二
李子軒

我完成這個挑戰營，我非常難忘又感到開
心，但依依不捨，我認為我自己營前營
後有所改變，例如：現在起床會把床舖整
理，學會自律行為，每朝都會準時回校，
我的目標要做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中二
陳景豪

挑戰營訓練我們的團隊精神，例如：
步操及整理營房等，我將來目標要勤
力讀書，同學之間互相幫助，長大後
要做一個有為的年青人。

中二
黃冠皓

我會緊記教官的金句，「尊重別人，別
人才會尊重你」多謝各位教官教導我如
何充實每一天的生活，如何每日都要感
恩，對人要有禮貌，謝謝各位教官。

中二
潘浩天

我最深刻的是每日早上，教官檢查制服，要
站得端正，需要很大的耐力才能堅持下去，
我學會了遇到難題時，盡力想方法解決，不
會再逃避，一定要做一個守紀律的人。

中二
黃海峰

經過教官的鼓勵，同學不斷為我打氣，增強我的信
心，最後能完成沿繩下降挑戰活動。挑戰營令我改
變，自信心增強，抗逆力亦提升，個人自理能力亦
都提升，我更希望改善自己社交溝通能力。

營後活動

多元智能躍進計劃

德育周

的必然趨勢，也是本校視覺

藝術教育的一貫方針。

除課堂學習外，本科經常帶領學生出外參觀展

覽，參加校外藝術活動，並安排不同的藝術工作

坊，讓學生在課餘也能就個人興趣和專長，增進藝術知識和拓展藝術視野，逐

的必然趨勢，也是本校視覺的必然趨勢，也是本校視覺

藝術教育的一貫方針。

除課堂學習外，本科經常帶領學生出外參觀展

覽，參加校外藝術活動，並安排不同的藝術工作

本校高中課程除中英數通四科外，共有11科選修科提供學生選擇，本年介紹地理及視覺

藝術科，近三年，學生在這兩科成績無論是2級合格率及5級優良率大部分高於全港水

平。
考獲2級或以上 考獲3級或以上 考獲4級或以上 考獲5級或以上

2019年 本校 全港 本校 全港 本校 全港 本校 全港
地理 95.5% 87.6% 86.4% 64.1% 50% 38.5% 22.7% 12.3%

視覺藝術 100% 87.2% 71.4% 55.6% 35.7% 26.7% 7.1% 7.7%
2018年 本校 全港 本校 全港 本校 全港 本校 全港

地理 100% 88.1% 60.0% 65.5% 20.0% 37.6% 0% 11.4%
視覺藝術 100% 85.5% 53.4% 51.2% 6.7% 22.7% 0% 6.0%
2017年 本校 全港 本校 全港 本校 全港 本校 全港

地理 100% 87.1% 91.3% 64.9% 65.2% 38.7% 17.4% 11.9%
視覺藝術 100% 86.7% 88.2% 56.0% 52.9% 26.6% 11.8% 7.1%

多元化的學習經歷，透過探究活動，讓學生

發展解決問題的能力，並鼓勵及幫助學生發展邏

輯思維，獨立思考的能力。本科每年均舉辦不同

的戶外考察活動、導賞工作坊和參觀活動，運用

生活化的教學題材，加強學生對於不同的地理概

念及技巧之理解並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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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小學義教

姊妹學校交流計劃

學生感言

復活節假外出集訓於排球隊算得是平常事，但本年

度以發展田徑隊為目標，老師在學期初承諾會帶田徑隊

離港集訓一次。最終我們前往惠州體校進行本學年的校

隊集訓。雖算不上是海外，由鄭裕彤中學前往惠州體校

大概三個半小時車程，點到點的交通安排，算得上是方

便舒適。

來到惠州體校感受內地運動專業生的生活習慣：

惠州體校生 香港鄭中學生 活動內容

0545-0645 早課晨操 跟著內地生集訓 體能及專項重覆性技巧

0700-0730 早餐

0830-1200 上課 上午集訓 體校生上課，鄭中生訓練

1230-1300 午膳

1300-1420 午睡(午膳及休息) 體能課

1500-1800 下午集訓 技能、組合

1830-1930 晚餐

1930-2200 晚課 休息 拉筋、鬆弛

難得有集訓機會，香港學生好好把握，田徑運動員水平甚高，香港學生

花很大的氣力才可以跟上。但給予香港鄭中同學一個學習、觀摩的對象，令

大家對香港及內地的集訓有更顯注對比，更深明白自己的不足之處。

第三日早上，旅行社安排鄭中學生遊西湖，參觀一個國家五A級景點。

有專人為我們引路、講解歷史及介紹景觀。雖然一行七十人未必每一位都能

仔細聆聽，但大家的感受是深刻的。

經歷過不一樣的訓練，學生更了解自己的不足，在訓練量、質素，還有

很多可以提升的空間。只要保持不放棄的態度，點滴累積，進步定能可見。

既然要贏過別人，就要先贏自己。田徑場及球場都有一個公平的平台，誰願

意付出，收獲自然多，到最後勝敗也能笑著面對，因為對得起自己。

珍惜六年校園生活，期盼畢業同學能夠懷�

珍惜及感恩的心踏出校園，迎接人生的挑戰。

畢業，一聲珍重，來日相聚。

祝願你們  追尋夢想  生活燦爛幸福。

到訪順德鄭裕彤中學 

體驗國內課堂學習 

中四 何心儀
順鄭交流是本次活動最重要的一環，

聆聽和觀看順德鄭裕彤中學的課堂，也令
我感受良多，他們上課大多比較專注聽
課，而且會自主摘抄筆記，並且積極回答
老師問題，而且他們大多在課前已預習，
能快速及清晰地回答老師的提問；另外，
他們的課堂互動也比較多，有小組討論，
也有老師和學生的互問互答，而且老師和
學生也能從不同角度去分析課題，學生們
學到的知識更加全面。讓我認識到主動學
習才能獲得更多的知識。以上便是我在這
次順鄭交流之中所獲益的地方。

整體感言

中四 陳穎遙
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是位

於深圳的一個發展中地區，吸引
外商及青年到那裡創業及投資。在這個夢工場裡面，我們透過詳
細的講解，了解到前海的發展空間無限，亦可思考我們的生涯規
劃。若果我們未來想創意的話，不妨可以考慮到前海，除了認識
前海的發展空間外，更令我認識中國為了追上世界發展的步伐，
在不同方面也有不同大型的發展。

兩地排球友誼賽

中三 林芷靖
這次非常有幸可以去順德進行交流，在交流的過程我也十分享

受，可以跟內地的學校交流，知道他們學校的運動模式，例如有一
些特色的校隊「踢毽子校隊」。

我們與順鄭排球隊打了一場友誼賽，戰況非常
激烈，是一場非常棒的友誼賽。而
且與香港不同的是，他們的學生知
道自己的同學比賽都會到場支持，
但香港如果沒有打到四強是沒有人
會來看的，所以我十分欣賞他們同
學和同學之間的友誼！

到訪本原小學—英文義教

中四 周嘉敏
義教當日，我深深體會到，平日老師對著吵鬧的孩子們的無奈及疲憊。雖然如此，但

我堅定不會放棄成為一個教師的夢想。另外，義教真的可以獲得很多全新的體驗，所以我
在未來會爭取更多機會到不同的地方義教，除了讓自己更接近夢想，更是可以增值自己，
擴闊自己的視野，讓自己不再像一隻井底之蛙一般。因此我會帶著我這次旅程學到的所有
東西，在學業上及運動上繼續努力，並爭取更多到其他地方或國家學習其他文化的機會。

惠州田徑及排球隊集訓
多元化內地姊妹學校交流

中六畢業禮

地點：順德鄭裕彤中學

交流活動目的︰

1. 讓學生體驗國內課堂學習模式及感

受當地學生的學習態度。

2. 體驗國內運動校隊訓練模式，了解

當地運動文化。

3. 促進兩地學生互相觀摩學習。

時間 姊妹學校交流活動內容

上
午

升旗禮

體驗國內課堂
學習

本校學生與順鄭
學生進行配對，
進入班房上課

體驗國內運動校
隊訓練模式 

(排球)
本校運動校隊隊
員參加順鄭校隊

訓練  

兩校學生練習中國美文詩歌朗誦

港鄭學生留在校園與順鄭學生 
共進午膳

下
午

運動項目交流體驗 – 閃避球
港鄭學生介紹及示範， 

兩地學生一同參與

兩地排球友誼賽

英文課堂

致送感謝

順港兩地排球友誼比賽順港兩地體育課交流

體育課堂

粵港姊妹學校中華
經典美文誦讀比賽

勇奪亞軍殊榮

體驗國內課堂學習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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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局長合影
They interview some tourists in 
Stanley Market to learn about 
their opinions on Hong Kong.

學生發展領域 多元學習經歷  發展學生潛能

學校致力協助學生訂立生涯規劃的方向　

升學輔導組在校內各級舉辦多項全級性大型生活體驗式活動，讓同學認識生涯規劃的重要性，以及體驗生命中各種重要的

歷程，及早學習計劃自己的人生。本年度重點推動『師友計劃』，是屆中六同學成功參與『2018師友計劃  我與局長同行』。

行政長官於施政報告中提及希望青年人對政府有更深的認識，要與青年人同行。「與局長同行2018」計劃，就是讓中學

生跟著特區不同部門的司長工作一日，加深學生對政府的了解，為有志加入政府的年青人提供難得契機。本校學生楊若彤有幸

在千位報名者中脫穎而出，跟從公務員事務局羅智光局長「工作」一天，讓我們分享楊同學的喜悅：

2018師友計劃  我與局長同行

全方位學習日

放眼世界學英語

中一全方位學習日 赤柱遊
F 1 Life-wide Learning – A visit to Stanley

中二級全方位學習日
綜合科學科

中三全方位學習日
中文 中史科

中五級全方位學習日 – 「生涯起動日」

中四全方位學習日
社區服務

學校一向鼓勵學生學習要走出課室，多參與體驗式的學習活動，讓學生獲得更豐富的學習經
歷，拓寬視野，促進全人發展。本年度首次舉辦全校性『全方位學習日』，內容如下：

「於工作當天的早上，我參與局內的內部會

議，了解平日部門內如何分配工作。其後便一同參

加政府暑期實習計劃的學生茶敘，當中更有殘疾的

學生參加計劃，雖然他們身體上有缺陷，但亦積極

克服，他們的工作能力與常人無異，同時亦了解到

政府為多元工作環境，歡迎所有人士加入。下午，

我亦陪同局長落區去了解地區發展，當中包括明愛

樂務綜合職業訓練中心。該中心主要培訓殘障人

士，讓他們學習到不同工作技能，有助他們將來投

身社會找到自己方向。

與局長工作一天後，最大的得著是對政府行政

工作有更深的了解，更發現不論是局長還是局內其

他職員，每天都公務繁重，整張桌子都放滿文件，

還須落區了解社會發展，並不是平日於媒體上看到

的官員模樣。他們真的是每天用心為市民服務。記

得當天局長與我有說有笑，分享其人生經歷，局長

曾說過「每一天都是學習」，使我深深明白到「一

分耕耘一分收穫，學習並非一朝一夕，而是一點一

點累積」的道理。做「影子」不單使我獲取珍貴的

友誼，更使我多了不同的人生導師，豐富了我的人

生經歷，認清了自己的個人目標，我會更努力去裝

備自己，向理想進發！」

楊若彤同學摘錄

級別 活動內容 負責科/組

中一級 遊歷赤柱主要景點包括赤柱大街、市集、赤柱廣場、美利樓等，並進行搜集資料、用英語訪問遊

客及製作赤柱一天遊的專題報告。

英文科

中二級 參觀香港濕地公園的戶外保護區，並認識不同種類的濕地生態和動植物，讓學生進一步認識濕地

生態和濕地與人類的關係。

綜合科學科

中三級 第一天（嶺南文化巡禮）：前往廣州參觀嶺南印象園、石灣公仔街。

第二天（中國近代戰爭及歷史）：前往虎門參觀戰爭遺址，包括威遠砲台、鴉片戰爭博物館。

中文、中史科

中四級 探訪社區長者、基層勞工、幼兒，了解服務對象的需要，從而提升同學對社會的承擔感及互相幫

助的精神。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中五級 透過參觀加深對行業資訊的掌握，包括貓頭鷹照相館、奧雅納工程顧問公司、德寵開心天地、超

凡網絡有限公司、香港航空、帝京酒店及Viu TV電視台。

升學輔導組

On 12 April 2019, all Secondary 1 
students went on a trip to Stanley. They 
explored Stanley, one of the most fascinating 
and renowned tourist spots in Hong Kong. 
They visited different attractions including 
Stanley Market, Murray House and Blake 
Pier. It was a remarkable experience for 
students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tourists in 
real contexts and their exposure to English 
was enhanced.

中二級同學前往香港濕

地公園，參加由公園提供的

導賞活動，內容包括參觀多

個戶外保護區，認識不同種

類的濕地生境，近距離欣賞

各式各樣的動植物。

此 外 ， 部 分 同 學 利 用

EduVenture應用程式，在公

園進行「自主學習」及「電

子學習」，讓同學更有趣味

地學習大自然的生態知識。

本學年中國語文科與中史科首次合作，率領全

級中三級同學進行兩日一夜跨境全方位學習日，中

文科主題是「嶺南文化巡禮」。期望同學透過參觀

嶺南印象園、陳家祠、佛山公仔街各處景點，了解

嶺南文化的內涵和特色，親炙中國文化，印證課堂

所學；也藉此培養觀察力，吸收文化養份，提升寫

作技能。中史科主題為『考察中國近代戰爭及歷

史』，前往虎門參觀戰爭遺址，包括威遠砲台、鴉

片戰爭博物館等，參觀路線的內容緊扣中史課程。本校積極推動義工服務，鼓勵學生持續

參與社會服務，藉此培養學生樂於服務的品

格、對社會的承擔感及互相幫助的精神。

升學輔導組為了令學生對職涯規劃有更多的了解，特

意與聖雅各福群會聯合舉辦了「生涯起動日」。讓全級中

五同學透過分組的體驗式學習，了解不同職場上的技能及

其重要性。學生在七個不同的職業場所中選擇一個進行實

地參觀考察(Viu TV電視台、貓頭鷹照相館、奧雅納工程

顧問公司、德寵開心天地、超凡網絡有限公司、帝京酒

店、香港航空)。是次活動令同學對不同行業的工作環境、

工作種類、工作性質和入職條件等都有深入而立體的認

識，有利他們更好地裝備自己，日後投身心水行業。

為了讓同學有更

多運用英語的機會，

本校特意營造良好的

英語學習環境，舉辦

多元化的英語活動，

包括境外學習體驗，

於二○一九年四月舉

行境外遊學活動，廿

名中五級學生前往悉

尼進行遊學活動，旨

在提升英語學習的機

會，學生寄住當地家

庭住宿，增加學生的

學習經歷，從中加深

對不同國家文化的了

解。

Students learn the history of Murray 

House, a historical building in Hong 

Kong.

They enjoy having the 

interview with the tourists 

in Stanley Plaza and get 

some useful information 

from them.

到明愛樂務綜合職業訓練中心參觀

張建宗司長頒發證書

聖誕派對合影

於局長辦公室中留影

完成悉尼英語課程

探訪悉尼歌劇院

探訪澳洲悉尼大學

與悉尼當地寄宿家庭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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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本校合格率 全港合格率
中國語文 89.70% 87.30%

英國語文 78.50% 79.00%

數學 93.90% 81.30%

通識教育 95.70% 91.40%

中國歷史 100.00% 91.90%

旅遊與款待 100.00% 77.70%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100.00% 91.40%

視覺藝術 100.00% 87.20%

地理 95.50% 87.60%

經濟 95.80% 86.70%

化學 90.90% 88.10%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93.90% 82.50%

資訊及通訊科技 88.90% 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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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繫鄭中人 學生成果 公開試成績

校內成績

姓名：	 鄧宇晴
曾就讀的小學：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鄭中畢業年份：	 2017年
現就讀大專院校：	香港城市大學
現就讀課程：	 工商管理
	 （主修：數據分析）
最想向母校說的一句：

感謝鄭中的人與事、培育和教導。

姓名：	 盧子鍵
曾就讀的小學：	 保良局馮晴紀念小學
鄭中畢業年份：	 2017年
現就讀大專院校：	香港中文大學
現就讀課程：	 藥劑學
最想向母校說的一句：

鄭中情，永不忘！

姓名：	 姚恩澤
曾就讀的小學：	 新界婦孺福利會
	 梁省德小學
鄭中畢業年份：	 2012年
現就讀大專院校：	香港理工大學
現就讀課程：	

BA(Hons)	Soci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最想向母校說的一句：

感謝母校當年對我們第一屆DSE同學的栽培

和教導，讓我堅持大學夢，直到現在成功圓

夢。希望母校邁向更好的將來！

姓名：	 魏軍豪
鄭中畢業年份：	 2014年
現就讀大專院校：	香港中文大學
曾修讀學科：	 工程學士
現就讀課程：	 電子工程學系博士/	導師

姓名：	 王芷茵
曾修讀學科：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
鄭中畢業年份：	 2012年
現就讀課程：	 北京清華大學
	 中文系研究生
最想向母校說的一句：

忘不了在母校成長的日子，感謝母校栽培和老

師的悉心教導，讓我們能成為更好的自己。

姓名：	 鍾嘉曼
鄭中畢業年份：	 2018年
現就讀大專院校：	香港浸會大學
現就讀課程：	 工商管理學士	
	 （人力資源管理學專修）
最想向母校說的一句：

感謝母校對我的栽培，希望母校越辦越好，

桃李滿園！

姓名：	 余佩詩
曾就讀的小學：	 梁潔華小學
鄭中畢業年份：	 2016年
現就讀大專院校：	香港理工大學
現就讀課程：	 建築工程及管理
最想向母校說的一句：

鄭中生活多姿多彩 在這裡我找到最適合自己的

發展方向和摯友 感謝各位老師的細心教導 這六

年是我畢生難忘的回憶

姓名：	 周志揚
曾就讀的小學：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鄭中畢業年份：	 2018年
現就讀大專院校：	香港理工大學
現就讀課程：	 土木工程
最想向母校說的一句：

時刻想回到的地方

姓名：	 林詩穎
曾就讀的小學：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
鄭中畢業年份：	 2015年
現就讀大專院校：	義守大學	I-Shou	university	（台灣）
現就讀課程：	 職業治療
最想向母校說的一句：

感謝所有曾經教過我的老師，沒有你們的教導，

便沒有今天的我。

很感謝各老師能夠因才施教和尊重學生的決定。

老師願意犧牲假日，為我們補學，讓我十分感

動。我覺得因為有你們這群有教學熱誠的老師，

才讓這所學校有所成長，請好好珍惜他們。

姓名：	 羅嘉慧
曾就讀的小學：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鄭中畢業年份：	 2018年
現就讀大專院校：	香港浸會大學
現就讀課程：	 工商管理
最想向母校說的一句：

鄭中的學生不比其他學校的 

學生差，只要不放棄，一定能成功。

姓名：	 王子妍
曾就讀的小學：	 順德聯誼總會梁潔華小學
鄭中畢業年份：	 2014年
曾就讀大專院校：	香港公開大學
就讀課程：	 動畫及視覺特效
最想向母校說的一句：

就是喜歡鄭中歡愉的學習氣氣和人情

味，是青春不可或缺的回憶，謝謝鄭

中！

2019年第八屆中學文憑試各科成績高於全港水平

2019年中學文憑試考獲較佳成績學生(舉隅)

2019年鄭中學業成績龍虎榜

核心科 成績 選修科 成績 入讀院校 課 程（獲大學聯招JUPAS取錄）
張曉琳 中文 5 英文 3 數學 4 通識 5* 生物 4 化學 4 香港大學 護理學學士

徐范有 中文 3 英文 3 數學 5 通識 4 化學 4 物理 4 香港中文大學 工程學

陶少怡 中文 4 英文 3 數學 4 通識 5 旅遊 5* 地理 5 香港中文大學 教育學士（幼兒教育）

鄧潤芝 中文 3 英文 3 數學 5 通識 4 企會財 5 化學 4 香港浸會大學 工商管理學士（會計學）

樊淑怡 中文 3 英文 4 數學 5 通識 5 地理 5* 化學 4 香港理工大學 屋宇設備工程學（榮譽）工學士

朱格林 中文 4 英文 3 數學 4 通識 5 生物 5 化學 4 香港理工大學 精神健康護理學（榮譽）理學士

梁家軒 中文 3 英文 3 數學 4 通識 4 化學 4 物理 4 香港城市大學 能源及環境學院工學士

謝珈珈 中文 4 英文 3 數學 3 通識 4 旅遊 5* 生物 3 香港公開大學 護理學榮譽學士（普通科）

吳泳欣 中文 4 英文 3 數學 3 通識 4 健社 5 生物 3 香港公開大學 護理學榮譽學士（精神科）

何詩慧 中文 3 英文 3 數學 3 通識 5 經濟 4 生物 4 香港公開大學 護理學榮譽學士（普通科）

張穎希 中文 5 英文 3 數學 4 通識 5 中史 4 經濟 3 香港公開大學 國際款待及景區管理榮譽學士

文愛恩 中文 3 英文 3 數學 4 通識 4 經濟 4 地理 4 �生大學 精算及保險（榮譽）理學士

麥芷晴 中文 4 英文 4 數學 2 通識 4 生物 3 化學 2 香港公開大學 創意寫作與電影藝術榮譽文學士

馮建齡 中文 3 英文 3 數學 4 通識 4 地理 3 視藝 3 香港公開大學 產品設計（榮譽）文學士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第九名 第十名

中一級 1A 林熙僮 1B 莊斐斐 1B莊浚希 1A 黃卓妍 1B 王昭森
1A 王邦源 
 1B 陳素琪

/ 1A 許進濤 1B 林欣欣 1B 袁俊熙

中二級 2A 廖詠恩 2A 林詠駿 2A 陳綺彤 2A 黎樂軒 2A 黃家佳 2A 吳子汧 2A 李芷菱 2A 潘嘉穎 2A盧汶沾 2A 陳浩維

中三級 3A 黎澤朗 3A 曹家誠 3A 姚沅彤 3A 盧思妍 3A 文愛晴 3A 鄉濼貽 3A 呂其昌 3A 李焌華 3A 楊安妮 3A 方德瑩

中四級 4A 利永康 4A 周恩如 4A 葉俊佑 4A 劉銳圻 4A 莫  希 4A 盧曉琦 4A郭旻恩
4A 周嘉敏 
4A 梁蔚汶

/
4A 何心儀 
4A陳子燊

中五級 5A 謝翱駿 5A陳楚瑩 5A 李嘉豪 5A 施為城 5A 符子傑 5A 李永樂 5A 麥禧彤 5A 蔡雪瑤 5A 陳冠熙 5A 胡浩彥

中六級 6A 楊若彤 6A 樊淑怡 6A 鄧潤芝 6A 朱格林 6A張曉琳 6A 文愛恩 6A徐范有 6A 陳德希
6A 吳泳欣 
6A 陶少怡

/

傑出學生 成績進步獎 服務獎
中一級傑出學生 1A 林熙僮

中二級傑出學生 2A 廖詠恩

中三級傑出學生 3A 曹家誠

中四級傑出學生 4A 周恩如

中五級傑出學生 5A 謝翱駿

中六級傑出學生 6A 陶少怡

全校傑出學生 5A 謝翱駿

中一級 鄺俊曈 梁浩綸 翁子晴 盧俊曦 王耀謙

中二級 歐陽尚志 黃海峰 黃樂晴 林俊承 何詠詩

中三級 李樂彤 陳顥霖 蔡耀華 吳伊琳

中四級 劉美慧 陳少琪 葉海盈 張立樺

中五級 黃茂峰 陳進彬 陳子揚 林宥潤

中一級 黃卓妍 王昭森 謝芯妤 陳欣霞 葉浠怡

中二級 黃家佳 林柵柵 林俊承 溫芷萱 梁芷慧

中三級 林淑儀 鍾浩倫 藍俊豪 鄭禮賢

中四級 劉銳圻 馬詠心 馬錦超 張立樺

中五級 謝翱駿 彭芷欣 廖紫瑩 陳進彬

中六級 楊若彤 符芳娜 丁浩謙 黃君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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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獎項(由2018年8月至2019年6月)(舉隅)
活動/比賽名稱 獎項 得獎

甲、全人發展

2019「第十八屆西貢區傑出學生」
初中組優勝盃
高中組優勝盃

3A曹家誠
5A李嘉豪、5A施為城及5A謝翱駿

社會福利署黃大仙及西貢區福利辦事處及「將軍澳南小社區協作網絡」
合辦之第六屆「好人好事」表揚計劃

經遴選後成為得獎者 2E霍遠橋、2D黃易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舉辦之2018「第七屆正能量青年選舉」
少年組金獎
十大正能量青年

5A 謝翱駿
1A廖詠恩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新界少青團2018年隊際比賽 家居護理比賽A組 季軍及制服檢閱季軍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 高中學生獎 6A陶少怡、6A楊若彤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3A曹家誠、5A謝翱駿及5B陳俊軒

乙、學術成就
第44屆全港青年演講比賽 優異獎 5A范淑珍及2B柳凱桐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國際聯青社及東南亞地域香港地區合辦之 
全港青年演講比賽

普通話中學組優異獎 2B柳凱桐

民政事務總署、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及國際聯青社．東南亞地域．
香港地區合辦之第五屆中華傳統文化精粹演講盃

初中組殿軍 2A廖詠恩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葵青獅子會主辦之普通話朗誦比賽 初中組優良證書 2A區卓藍、3C嚴啟月

中國文化協會主辦的「文協盃朗誦比賽2019」 初中組粵語三等獎 2C王愛瑜

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主辦之「基本法盃」辯論賽
分組外圍賽：最佳辯論員
初賽：最佳辯論員

3A鄉濼貽
5A李嘉豪

《星島日報》、《英文虎報》及教育局合辦之 
星島第三十四屆全港校際辯論比賽(第二回合初賽)

最佳辯論員 2A廖詠恩

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主辦之第二十屆基本法多面體─ 
「全港大專生辯論賽」辯題設計比賽

優異獎 5A李嘉豪、5A李明汕及5C高佳蕾

香港華語辯論會主辦之「華辯盃」辯論賽 最佳辯論員 5A李明汕

新界聯校辯論學會主辦之新界聯校辯論賽 最佳辯論員 3A鄉濼貽、5A施為城

新界聯校辯論學會主辦之新界東聯校辯論賽 最佳辯論員 2C區婉倪

香港青年培育協會主辦之一國兩制與基本法標語創作比賽 優異獎 1D余寶渝、2C林俊承、2C張凱庭及2D潘浩天

第十五屆《基本法》大使培訓計劃 政策報告書比賽中獲得冠軍 4C馬錦超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八周年學生徵文比賽 初中組優異獎 3A曹家誠

東華三院主辦之好人好事：英文寫作比賽 中級組銀獎 2A李文貞

Magazines International 主辦之英文寫作比賽2019 初中組亞軍 2A李文貞

香港政府教育局主辦之全港中學數學專題習作比賽 良好獎 3A黎澤朗、3A李明軒、3A曹家誠及3A呂其昌

香港青年旅舍協會主辦之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 –  
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計劃」2018-19徵文比賽

初中組 優異獎
高中組 優異獎

3A陳煦彤
5A陳楚瑩、5A麥禧彤、施靖5A儀、5A胡浩彥、5B謝穎思、5B湯華恩、5B黃柏樺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聯合會主辦之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香港賽區)暨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

港澳杯晉級賽：銀獎 2A陳綺彤、4A林毅信

胡兆熾中學舉辦之2017數學Super 24 邀請賽
團體賽 季軍
個人賽一等獎
個人賽二等獎

2A陳子軒、陳浩維、陳溢豪、吳子汧、3A黎澤朗
2A吳子汧
2A陳子軒、陳浩維、陳溢豪

中國數學教育研究會、華夏盃組委會主辦，以及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
會、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慈善基金會合辦之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
克邀請賽2018

華夏杯初賽：二等獎
華夏杯初賽：三等獎
華夏杯晉級賽：三等獎

2A陳綺彤、2A陳浩維、3A曹家誠、3A黎澤朗、4A利永康
2A盧汶沾、2A吳子汧、3A李明軒
2A陳浩維、2A吳子汧

香港建造學院主辦之意粉塔大挑戰 團體優異獎 2A陳綺彤、2A林詠駿及1D翁子晴

全港青少年數學挑戰賽委員會主辦，以及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
學、左右腦力數學中心、中外學術交流協進會、香港大專青年協會協
辦之2018全港青少年數學挑戰賽

銀獎
銅獎

林梓俊(2018畢業生)
2A陳綺彤、2A陳浩維、2A盧汶沾、3A黎澤朗、3B何鎮熹、3B林進華、 
4A利永康、5A陳楚瑩、5A王可莉及5A謝翱駿

香港資優教育學會主辦之2019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
一等獎
二等獎
三等獎

3A黎澤朗
2A陳綺彤、2A陳子軒、3A曹家誠
9位同學獲獎

香港科技協進會主辦之2018善德關愛科研青年發展計劃─ 
「我是發明家大獎」

入選
發明品：魚鱗捕鉛濾水器
發明品：服藥提示器

5A李嘉豪、5A符子傑、5A陳冠熙
5A謝翱駿、5A黃茂峰、5B陳俊軒、5A鄭子泓、5A李永樂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聯合會及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合辦之 
2019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初賽 - 金獎
初賽 - 銀獎
初賽 - 銅獎
晉級賽 - 銀獎
晉級賽 - 銅獎

5A陳楚瑩
4A利永康、5A鄧凱文
12位同學獲獎
1A鄺俊曈
1A林熙僮、5A鄧凱文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主辦之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9
初賽

一等獎
二等獎
三等獎

3A黎澤朗
1A林熙僮、2A陳綺彤、2A陳子軒、3A李明軒
11位同學獲獎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聯合會及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主辦之 
2019香港數學遊戲公開賽

瞭望塔項目一枝獨秀獎、數連項
目一枝獨秀獎及總成績金獎

3A曹家誠

香港理工大學主辦的高中數理比賽(數學) High Distinction 5A陳楚瑩

修讀應用學習「電影及錄像」期間表現出色，更取得A級成績(最高等級)
獲羅氏慈善基金頒發應用學習
獎學金

6B張梓澧

警民關係組主辦之「無毒人人愛 - 禁毒活動」問答比賽 亞軍

「一帶一路一狀元」學界問答比賽 亞軍 6D黃澤俊、5A謝翱駿、5A黎家維

學友社舉辦之第二十七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
全情投入學校金獎
入圍獎 2A陳民森、3A周婉琪及6A吳泳欣

香港建造學院主辦之繽FUN創意建築比賽 決賽入圍獎 3A曹家誠、3B黃煒燊、3B楊朝凱、3D黎浩鋒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主辦之手工模型飛機飛行比賽 季軍 2C李梓鵬、2C周啟堯、2C林俊承

香港理工大學電子計算系及香港電腦教育學會主辦之電腦應用程式編
程比賽CAP TEST計算思維評測

優良獎
優異獎

5A陳楚瑩、5A王瑋竣、5A黃茂峰
5A鄧凱文、5A符子傑、5A鄭子泓、5A胡浩彥、5A謝翱駿、5A陳冠熙

香港青年協會舉辦的「新媒體素養短片拍攝比賽」
初中組冠軍
高中組優異獎

1C陳怡豪、1C洪晟晉、1C周啟舜、1C王耀禧
4A劉銳圻、4A陳穎遙、4A周恩如、4A梁詠心、4A黃懿晴、4A林嘉盈

綠綠蕪穹主辦之2018-2019全港學界STEM環保種植設施設計比賽 亞軍 4B劉梓俊、4B林泳彤、4A陳穎遙、4C翁佩茗

丙、文化藝術

警民關係組主辦之「無毒人人愛 - 禁毒活動」電子聖誕咭設計比賽
冠軍
優異獎

5C柯曉嵐
4A周恩如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主辦之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中國舞(群舞)比賽 甲級獎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主辦之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中國舞(三人舞)比賽 甲級獎 4A周恩如、5B陳茁欣及5C蔡心怡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的二零一八年香港花卉展覽（花展） 
賽馬會學童繪畫比賽

優異獎 4C余易珊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主辦之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比賽
JAZZ(群舞) –甲級獎
JAZZ(三人舞) – 甲級獎

丁、體育活動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主辦之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排球邀請賽
2018

女子組隊際 - 冠軍
男子組隊際 – 亞軍

德明體育會主辦之戊戌年(2018)孫德明紀念盃排球邀請賽 隊際冠軍

學界體育聯會主辦之2018/19中學校際沙灘排球比賽
男子甲組 – 殿軍
女子甲組 – 亞軍

6B卓子杰、6B郭承豐、6B譚頌祺
6B黃卓君、5C黃詠詩

學界體育聯會主辦之2018/19中學校際排球比賽 女子甲組冠軍

學界體育聯會主辦之2018/19全港中學精英排球聯賽 隊際季軍

SVB球會主辦之Super Volleyball Buddies Charity Cup 隊際殿軍

國際女子排球會主辦之國際女子排球邀請賽2019 隊際冠軍

2019年全國青年U15沙灘排球錦標賽(青運會預賽海口站)
第五名
第九名

3A鍾瑜蘭、3A侯佳慧
1A彭琛怡、1C黃韻媛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之中學校際沙灘排球比賽
隊際亞軍
團體總亞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之中學校際排球比賽(Division 1)
女子丙組隊際冠軍及團體總冠軍
女子乙組隊際季軍及團體總冠軍
女子甲組隊際冠軍及團體總冠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之中銀香港紫荊盃
中銀香港傑出運動員獎 -  
女子排球

5C黃詠詩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之2018/19全港學界精英羽毛球精英賽 殿軍 5D莫祥靄

學界體育聯會主辦之2018/19中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男子甲組冠軍 4D鄧凱誠、5A古浩權、5B高振錕、5B布庭輝、5C林宥潤、5D莫祥靄、6A林顯聰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陳端喜紀念中學主辦之4X100米友校接力賽 隊際第三名 2B石文慧、2C馬莎菲、2E何詠詩及4C歐陽子晴

協青社主辦之少年毅戰賽2018(男子青少年組) 亞軍 6D胡樹勳、6D吳瀚麒及6C許嘉皓

學界體育聯會主辦之中學校際越野比賽(港島及九龍地域第三組三區)
男子組季軍
女子組第八名

2E許家晞
1E陳妙美

學界體育聯會主辦之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組 – 亞軍
女子丙組 – 冠軍
女子丙組跳高 – 殿軍
女子丙組鉛球 – 季軍
女子丙組鐵餅 – 亞軍
女子丙組4X100米接力 - 冠軍
女子乙組鉛球 - 冠軍
女子乙組鉛球 - 季軍
女子乙組鐵餅 –冠軍
女子乙組鐵餅 –季軍

2D溫芷萱
1A彭琛怡
1A彭琛怡
1A吳海琳、2A陳妙蘭、2B石文慧、2C馬莎菲
4C林芷靖
3C何俞霏
4C林芷靖
3C何俞霏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主辦之二十周年校慶4x50米游泳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隊際 - 冠軍
女子組隊際 – 季軍

5A馮晉麒、6B王子劻、6C溫智浩、6C莫鈞堯
2C馬莎菲、3A何巧霖、3C何俞霏、4C沈紫敏

觀塘游泳會主辦之第四十二週年水運會隊際邀請賽 隊際冠軍 5A馮晉麒、6B王子劻、6C溫智浩及6C莫鈞堯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之中學校際游泳比賽

男子甲組 – 隊際冠軍 5A馮晉麒、6B王子劻、6C溫智浩、6C莫鈞堯

四乘五十自由接力 – 隊際冠軍 5A馮晉麒、6B王子劻、6C溫智浩、6C莫鈞堯

男甲個人四式 – 亞軍 6C溫智浩

男甲二百米自由式 – 冠軍 5A馮晉麒

男甲一百米自由式 – 冠軍 6C溫智浩

男甲一百米自由式 – 亞軍 5A馮晉麒

香港棍網球總會主辦之全港中學校際棍網球比賽2018
男子組 – 隊際冠軍

女子組 – 隊際殿軍

5A林宥潤、5A古浩權、5C陳俊偉、 5C莊林浩、5D譚泳暉、5D蕭炫豪、 
4B顏展、2E黃景培、1C王耀僖
4B陳熙茵、4B葉海盈

學界體育聯會主辦之2018/19中學校際籃球比賽(第二組) 男子甲組亞軍
5B郭俊言、5B黃柏樺、5C王駿僖、6C方雨笙、6C莫鈞堯、6C梅志軒、 
6C施少豪、6C甄頌康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主辦之2018-19全港學界閃避球挑戰賽 隊際殿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之中學校際籃球比賽 隊際冠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之中學校際籃球比賽(Division 3)
男子丙組隊際冠軍及團體總冠軍
男子乙組團體總冠軍
男子甲組隊際亞軍及團體總冠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之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100米 – 冠軍
男子甲組200米 – 冠軍
男子甲組110米跨欄 – 亞軍
男子甲組標槍 – 季軍
男子丙組800米 – 季軍
男子丙組100米跨欄 – 亞軍
男子丙組跳高 –冠軍

5C莊林浩
5C莊林浩
5A符子傑
5D莫祥靄
2E許家晞
2D林賀徨
2D林賀徨

全國跆拳道聯合會主辦之跆拳道搏擊，品勢及破擊賽2019 冠軍 4B劉梓俊

香港跆拳道協會主辦之第二十三屆亞洲城巿跆拳道錦標賽 季軍 2A區卓藍

中國香港單車總會有限公司主辦之全港公路單車賽(少年11-13歲組別) 亞軍 1E郭偉信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主辦之全港跳繩學界賽2019
45秒個人花式 – 隊際亞軍
1分鐘6人大繩 – 隊際殿軍

5B謝穎思、3C馬棹謙
3B陳鳴珮、2E何子謙、4B林泳彤、1C周啟堯、4A郭旻恩、1B饒穎詩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之中銀香港青苗盃
團體亞軍
中銀香港卓越青苗運動員獎 
(第二組)

2D林賀徨

香港排球總會及康文署主辦之第七屆全港運動會 隊際冠軍 5A施靖儀、5C鄭秀雯、5C黃詠詩、4C林芷靖、3A鍾瑜蘭、3A侯佳慧



公共交通
巴士： 98D

專線小巴： 10M、17號

港鐵： 寶琳站C出口

地址： 將軍澳學林里9號

聯絡方法
傳真： 2191 0290

電話： 2191 0291

電子郵箱： info@cyt.edu.hk

網址： www.cytss.edu.hk

Sir	Edward	Youde	
Memorial	Prizes	2018-19

中銀紫荊盃2019

Visiting	Blue	Mountains

教育大學講師「宇宙大設計」
講座

學生科學比賽

與局長談大灣區發展

Open	Class	for	Shun	Tak	
sister	school

地址： 將軍澳學林里9號

多元智能挑戰營畢業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