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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至二○○六年度校務概況 
 
校董會 
校董會成員共有八名，七名為註冊校董。主席為盧健明先生，校監為鍾嘉樂牧師。在各校董

關懷指導下，校務得以穩步進展。 
 
教職員 
本學年學校共二十七班。現共有教職員八十八人，除校長外，共有教員六十二人、實驗室技

術員三人、職員九人及工友十三人。 
 
校方根據各老師的專長，分配適當工作崗位。師資方面，甚為理想，其中擁有博士學位二

人，碩士十六人，學士四十四人，教育學院畢業生一人，當中超過百份之九十八已接受教育

專業訓練。教職員一向熱心進修，經常報讀各大學、專上學院及教統局所舉辦之課程、講座

和研討會等，以達「教學相長」之效。各科老師特別樂於參加與教學課程發展有關的工作坊，

期望能增加自己的教學效能及積極準備迎接新高中學制。他們熱心教育工作的精神，實在令

人鼓舞。 
 
本校的語文老師大多為語文專業，因而豁免語文能力評核。然而老師均積極求進，主動申請

接受評核。本校所有英文及普通話老師都已達到語文能力基準要求，並有六位老師分別在英

文及普通話語文能力評核中考獲四級或以上的水平(五級為最高)，實在令人驕傲。 
 
周年主題 
本學年為學生設立的目標為「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注重提高學生自信，並鼓勵學生作多

方面的嘗試，以取得成功經驗，從而突破自我，不斷成長。 
 

「你們學基督的，師傅雖有一萬，為父的卻是不多。」《聖經哥林多前書四章十五節》當中

明確指出，教育是建立生命的工作；當我們今年籌備十周年校慶時，這段經文提醒我們每天

進入校門的，不單是我們的學生，更是我們的孩子。我們不單要傳授知識，更要以父母的心

腸來關顧每個生命的成長。正因為此，我們十周年校慶的主題便訂定為「我們的學生，我們

的孩子」。在一連三天的開放日及綜合晚會中，學生展示了他們豐碩的成果，亦展現了他們

的潛質。我們的孩子雖然暫時不是一般人眼中的尖子，但他們同樣能超越個人的局限，充滿

自信地展現自己的才華。作為「父母」，我們被他們的成就所感動，「在信的人」確能「凡

事都能」，我們將薪火永傳，帥領學校邁向另一個十年。 
 
班級編制 
本學年學校共辦二十七班，學生總人數九百六十八人，其中男生五百二十三人，女生四百四

十五人。中一至中三平均每班約三十八人。 
班別 班級數目 班級類別 

中一、中二、中三 各五班 ------ 
中四、中五 各四班 文、商科兩班及理科兩班 
中六、中七 各兩班 文、商科班及理科班 
 共二十七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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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與學 
鼓勵多元化學習模式，將學科與生活結合，發展跨學科學習，培養學生積極學習的態度及發

揮個人潛能。 
 
英語學習 
本校除積極發揮母語教學的優勢外，更大力爭取資源，加強學生英語培訓。《明報周刊》及

《星島日報》分別就本校如何有效促進英語學習進行採訪及報導。本年度，楊鐵樑爵士繼續

為本校高年級學生開辦增潤課程，講解學習英語心得及西方禮儀。著名學者詹德隆先生擔任

本校中一級的英文課程顧問，不單與本校教師分享學習英語心得，更與本校老師一同建構一

個更有效學習英語課程。經過一年的實踐，老師們發現學生在學習英語的過程中顯得更有信

心，亦更掌握學習英語的方法。這些寶貴經驗能成為我們繼續發展校本英語學習計畫的基

石。 
 
在楊明倫副校長的統籌帶領下，本校成功舉辦了三個公開的英語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工作

坊除楊副校長分享外，亦邀得教統局專家、大學教授及對英語教育甚具經驗的友校校長及英

文科科主任主講。參與的東區中、小學英語教師經過深入交流，都獲得不少教授英語的心

得。 
 
學校努力建構學習英語的語境，除學校環境的佈置加入英語元素外，每星期五定為

「Language Friday」，鼓勵老師與同學於課堂以外用英語或普通話交談。學校亦鼓勵同學多
用英文寫作，並將同學的作品輯錄成書與友校分享。此舉能提供展示學生成果的機會，加強

「成功教育」及「啓發潛能教育」的果效。 
 
1. 公開試成績 

二零零六年之高級程度會考成績非常理想，英文科及格率為83.9%，較全港及格率高出
接近十個百份點。另外通識科、地理科、補充程度世界歷史科、補充程度化學科、補

充程度經濟科、補充程度應用數學科皆取得百份之一百及格率；整體科目及格率高達

86.3%。其中賴達里同學考獲二優一良、王玉珊同學一優三良、馮小鳳同學一優二良及
陳秀娟同學一優一良的佳績。 

 
二○○六年的會考成績亦頗令人滿意，當中不少同學考獲令人欣喜的成績，能返回本

校繼續預科的課程。其中理科班的張宗澤同學在最佳六科取得二十三分及譚頌安同學

十九分的佳績；文科班亦有郭曉虹同學及鄧曉雯同學獲得十七分，吳碧清同學取得十

六分的好成績。從教統局的資料顯示，本校學生持續六年於會考中、英、數及最佳六

科獲得正增值；二○○六年會考中、英、數三科整體增值指數為七級，與同區中學及

收生相約的中學比較皆有明顯的優勢。更值得高興的是二○○六年會考共有十四科獲

得正增值。本校師生將繼續努力，保持正增值的佳績。 
 
2. 分流教學 

為進一步提昇學生的語文能力，讓學生更有效地學習，本校過去一直在語文科推行課

程統整及分流教學。 
 

在中國語文科方面，摒除過往的輔導班形式，只著眼於降低師生比例，未能配合學生

的程度或需要分班。現以學生為本，針對學生的不同程度及能力分組，不但讓優異的

學生有更多機會學習，更可以讓成績稍遜的學生打穩基礎，從而加強教學成果。英文

科則根據學生入學試英語水平，將五班學生分成七組，於增潤組別及基礎組別，減少

學生人數。這既能破除班別間的界限，亦能拉近同學間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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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方面，中英文科為求達到拔尖補底之效，兩科均度身訂造一系列的「組別教材」，

務求做到因材施教。由於課程內容各有不同，因此考核方面亦突破傳統，各組別的學

生應考不同程度之試題。此舉除有效地反映學生的語文程度外，更可以提高成績稍遜

之學生的自信心，從而鼓勵他們繼續尋求突破。回顧過去數年的新嘗試，課程改革及

分流教學對學生起著積極及正面的作用，師生不但更投入課堂的教與學，亦能提高學

生的自信及學習興趣。累積了數年經驗，此方法已在其他科目中實踐，亦收到預期中

良好的效果。 
 

本年度在中二及中三級實行種籽班計劃，將學習能力及學習動機較強的學生集中教

導，期望學生能收互相砥勵的效果。種籽班的課程要求亦作適度的提高以激發學生奮

鬥求進的精神，效果相當顯著。 
 
3. 課堂研究 

本校於過去的日子，曾多次與香港教育學院合作，進行初中級的中文及數學科課堂研

究。並將所拍攝的課堂，透過香港教育學院與其他學校分享。大部份的老師已了解研

究課背後的精神，亦於集體備課時加以運用，效果甚為理想。 
 

本年度課堂研究組邀請綜合科學、生物、化學及物理科老師進行教學研究。透過多次

的觀課、深入的溝通、反復的商討、不斷的嘗試，促進各科的發展。有關研究，既能

加深同儕的了解、加強彼此的溝通，亦能在學科知識、教學方法上切磋琢磨、互相提

點。此外，我們以科為本，共同探討切合各科的教學方法，讓課堂教學更具效益，讓

學生學習更為豐碩。 
 
4. 中一通識科 

為配合教育改革的發展，本校從本學年開始，在中一級推行通識教育科，課程內容配

合將來高中的通識教育，以為學生作好準備。本校在本學年除繼續與衛生署合作，於

中二級推行「成長新動力」課程外，亦成為首批於中一級推行由中文大學編寫的「共創

成長路」課程的學校。 
 
5. 啓發潛能教育 

“啟發潛能教育”的信念是只要我們能提供一個能夠提昇他們學習興趣及學習能力的環
境和機會，每一個同學都有潛能，都可以學得好。本校今年起在中一推行“啟發潛能教
育”，無論是課室佈置、上課形式、師生關係和活動設計等都經過刻意經營，幫助學生
提升自信心，發揮他們的潛能，其中中一迎新日、全方位學習日、班際跳大繩比賽和

中一班風活動日等活動更取得理想的成效。汲取今年的經驗,本校會將啟發潛能教育的
理念繼續推展開去,明年起在全校推行。 

 
6. 閱讀課 - 從閱讀中學習 

本校學生已習慣在每天的閱讀課享受閱覽課外書籍的時間，學期初舉辦的書展和全年

進行的班中好書分享環節更成了彼此互通「書訊」的好機會。本學年，閱讀組邀請得著

名作家余非女士及袁兆昌先生在周會中與學生分享他們的閱讀及寫作心得，並帶領學

生作深層次的閱讀；而中六、七修讀中國文學科的同學更參加由袁兆昌先生主持的文

學閱讀及創作坊，讓同學近距離接觸作家與作品，並一嚐創作不同類型作品的滋味。 
 

閱讀活動方面，除恆常反應熱烈的「都市新聞精讀計劃」及各項讀書隨筆公開比賽之

外，本校舉辦了電影欣賞會，藉欣賞電影推介同學閱讀「魔幻王國」系列中英文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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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期終考試後舉行的「梁科慶作品演繹比賽」，同學維肖維妙的表演充分顯示他們對書

籍的興趣和了解，而梁科慶先生親自蒞臨評審及分享，加深了同學對其作品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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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彩虹計劃 
彩虹計劃旨在鼓勵學生交齊功課、帶齊課堂用具及保持良好的課堂秩序，使他們更能

有效地學習。本計劃於全學年分三階段進行。若學生表現出色，可獲表揚狀；但若學

生未能達到有關要求，學校會向該生派發警告信或缺點紙；中一學生若屢欠功課，須

出席功課輔導班，以加強學習效果。 
 
8. 資源運用 

本學年學校得到教統局資助一百多萬用作減輕教師的工作量及協助學生補底拔尖之

用。本校利用該筆資源於下列計劃： 
I. 聘用文員，協助教師處理文書工作 
II. 增聘教師，協助英文及中文科教學，以紓緩教師工作 
III. 資助學生交流活動以擴闊學生的視野 

 
9. 資訊科技教育 

多年來，本校一直致力發展資訊科技教育，以培育未來社會所需的人才。 
 

本校不斷投放資源，以完善教學設備。在本學年，本校增設了全新的電腦室及語言學

習室，現時全校的電腦學習室共有五間，供教授不同科目之用。同時，本校亦已在全

校的課室及特別室安裝投影設備，並計劃在各課室增設電腦，方便教師應用資訊科技

教學，提升教學效果。在新學年，本校更會在各中一課室及部份特別室安裝電子白

板，為課堂加入新元素，增加互動性。 
 

另外，本校已於本學年開始使用電子學習系統，學生可透過網上練習和測驗，鞏固於

課堂所學的知識。同時，本校亦十分重視培養學生的資訊科技能力，除透過電腦科教

授電腦知識外，亦會透過課外活動如班際中文輸入法比賽及電腦書展等，增強學生對

資訊科技的興趣和知識。 
 
 
10. 宗教組 

「霍金訪港」、「巴士阿叔」、「達文西密碼」、「獅子女巫魔衣櫃」、「香港世貿會

議」、「孔雀石綠」……這些議題你還有印象嗎?它們都是2005年9月至2006年6月香港
雅虎的熱門搜尋。李福慶中學的老師靈巧地將之化成週會的主題，帶出各種核心價值:
諸如「勇敢」、「正義」、「堅毅」、「悲憫」。這些都是博雅教育的終極目標。博雅

教育被植入考試的晶片，就變成2009新高中學制的通識教育了。 
 

有些教育工作者對潮流文化嗤之以鼻，覺得它們沒有永恆價值，甚或會教壞學生。所

以有些學校勒令學生不准講「未解決!」。「勒令學生不准講」本身就是「未解決!」高
明一點、多走一步，老師應該有能力善用這些熱門的時事話題，馭駕潮流文化。當你

這樣做的時候，從臺上向下望，你會看見一雙雙好奇、投入的眼睛，它們正告訴你:
「Tell Me More!」李福慶中學的學生沒有令我們失望，我們不需要勒令他們不准講這、
不准講那。 

 
香港曾經出過一位不用教科書的地理老師。他隨著全年的新聞時事教學。火山、海

嘯、地震、污染、能源、城市規劃無一或缺。配合自製講義，學期結束，課程授畢。

能夠做到這種境界，神人也!在現實中做得到的少之又少。但如果活在多姿多采(霍金
語:充滿活力)的香港都不利用這些素材，庸人也!可幸我們的教學團隊絕對有資格要求
學生要有時事觸覺、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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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大家都讀過、或至少知道有一本名為「心靈雞湯」的暢銷書。本校的基督徒老師孜

孜不倦，每天輪值透過中央廣播與同學分享感人故事。我們堅信，三五分鐘的心靈更

新是迎接上主所賜新的一天的最好回應。是的，上主透過大自然日夜四季運行的規

律，提醒我們，我主仍然掌管!是故本校亦按時令節慶所需，舉行全校崇拜。 
 

本校的宗教活動還包括每週五的學生團契以及今天下午出發的夏令營。基督昔日在世

傳道，顛沛流離三載之久，為信徒樹立了完美的榜樣。每逢力竭筋疲，基督徒都會想

起耶穌頭帶荊棘冠冕，背負沉重十架蹣跚而行的畫像。祂，就是我們學校力量的泉

源。 
 
 
11. 學生事務組 

學生事務組統籌輔導、訓導、全方位與通識學習、升學及職業輔導、課外活動、家長

事務及學生福利等工作，務求能全面關顧學生需要。 
訓導及輔導 
本校訓導組向以訓輔合一的精神，情理兼備地訓育學生，鼓勵學生自重自愛。領袖生

均會接受適切的培訓如「領袖訓練日營」，藉此加強他們的團隊精神，管理技巧及領袖

能力。領袖生在老師悉心帶領下，都能發揮領袖才能，有效地協助學校培養同學的自

律精神。特具潛質的領袖生更獲推薦及資助參加校外領袖訓練，例如由香港中文大學

社工系舉辦的「全日制中四至中七領袖訓練營」。此外，本校得東區警區、懲教署、香

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及香港遊樂場協會協助，於校內舉辦「東區積極人生計劃」、「康

健導航小組」等活動，教導同學判別是非，增強團隊精神及自信心。 
 

輔導工作一如以往，與聖公會教育心理學家及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駐校社工共同為學生

提供個人化的關顧服務，照顧學生在學業、家庭、社交、身心發展各方面的需要。本

年度設立了全校性三個主題：十至十一月份為「承擔責任」、二至三月份為「愛人如己」

及五月份的「力爭上游」，除以班主任課配合外，亦分別舉行相關的班際表演和活動，

如「天使行動」讓全校學生參與。 
 

中一級推行「個人獎勵計劃」，鼓勵同學在學業成績、品德及課外活動各方面得以全面

發展。此外，為增強學生的抗逆能力及讓學生愉快地健康成長，本校獲賽馬會資助及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協辦於中一級推行「共創成長路」計劃。除於課堂教授部份單元外，

全年舉行了訓練營、義工服務及學生小組等活動。 
 
 
全方位與通識學習 
為貫徹「我們的學生，我們的孩子」這信念及培育學生成為新世紀中的新人類，本校於

下學期全面推動全方位學習。學生以小組形式，在「認識社會」、「保護環境」、「服

務社群」、「運動與藝術」多個範疇，進行共四十五項活動，把課堂延伸至戶外，增加

學生多元學習經驗，成效得到師生認同。 
 

綠色學校組嘗試安排不同類型的活動以配合環保教育，當中包括「月餅盒回收」、「廢

物回收及分類計劃」、「舊衣回收為環保」、「舊書寄賣服務」、「餐具再用運動」、

「參觀垃圾堆填區」、「賣花為公益」、「一人一花種植比賽」、「班花班草選舉」等，

培養學生在生活中減少產生廢物，為學校建立一個更舒適的環境。此外，透過不同活

動如「海洋公園學生態」、「濕地公園及米埔考察」、「參觀海岸公園及清除薇甘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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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海觀豚」、「觀蝶訓練及觀鳥比賽」、「大阪名古屋世博學習之旅」、「小企鵝 大
長征」電影欣賞、講座如「極地探索」、「海洋生物奧祕」等，引發同學對自然生態保

育的興趣，並擴闊他們的綠色視野。本校亦響應香港電燈公司舉辦之「智惜用電計劃」

及地球之友舉辦之「知慳惜電節能運動」，藉此加強同學對節約資源的意識，體現環保

的精神。師生共同的努力奪得「第五屆香港綠色學校獎」，更於「學界環保大使獎勵計

劃」中獲頒「學校榮譽獎」，而負責老師及學生亦分別獲得「傑出環保教師獎」及「環

保大使優異獎」。 
 

本校中二及中三級的公民教育科，保留著題材多元化的特色，由個人成長、潮流文

化、社會問題以至香港和中國的發展及全球化現象等，目的在培養學生認識自己、關

心社會、放眼世界。此外，本校亦透過課堂以外的活動，如班際時事問答比賽、廉政

話劇及反賭博劇場與各週會活動如「國慶」、「世貿」及「紀念六四」等，帶領同學認

識及思考不同層面的問題。在「無煙校園校際壁報設計比賽」中，本校獲得港島區最佳

設計獎。而中六級的梁詠欣同學及陳麗珊同學，亦先後獲得香港賽馬會的資助，到北

京參加國情課程及考察活動，獲益良多。 
 
升學及就業輔導 
本組舉辦了多類型講座和活動以配合學生在不同階段的需要，詳情如下： 

 
 為中三同學編制選科指南及提供輔導；與社工合辦「職業取向」工作坊，讓學生在
選科時能作出適當的抉擇；此外，老師更帶領部份中三同學參觀職業訓練學校，讓

學生在選擇不同的升學途徑前能夠獲得充足的資訊和作出思考。 
 

 為了讓中四同學適應高中的課程，本組邀請高年級同學分享他們的讀書方法；亦與
會計科合作安排學生參加國際成就計劃香港部的個人理財課程，讓學生認識理財工

具及其有效管理，為未來的人生旅程播下完善理財的種。 
 

 除了為中五同學介紹升學途徑外，亦邀請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為同學講解其課程特色
及安排小型展覽。本組更與社工合辦模擬會考放榜，讓學生作好心理準備及加強認

識各種升學就業的出路和要求。 
 

 為了讓中六學生對商業運作及企業家精神有所認識，本組與會計科及經濟科合作參
加青年企業家發展局舉辦的「商校伙伴計劃」，並由路透香港有限公司作為本校的

公司大使。 
 

 為中七同學分析各大學和各學系過往收生的情況，提供聯招選科輔導。本年度邀請
了浸會大學的代表到校講解各課程特色和入學要求。推薦在學術以外如體育、藝

術、音樂、社會服務等有出色表現的學生參加大學聯招的校長推薦計劃，鼓勵學生

有多元才能。 
 

課外活動 
本著「學生為本，全人發展」的精神，本校特以「非會員」制度推行課外活動，以鼓勵

學生參加宗教、文化藝術、運動、學科、興趣、服務等多樣化的活動，促進均衡參

與，達致全人發展。此外，本校設立五個學社，由社主任及社長，帶領同學參加大型

活動，如陸運會、社際足球比賽等，藉以增加同學的歸屬感，以及經歷關愛的校園生

活。五個學社及三十多個學會和校隊於本學年舉行了各類型的活動近二百項，多達二

千人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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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培養學生的領導才能，讓同學在策劃及推行活動時能掌握各種技巧及思維方法，本

校推薦了學社社長參加「中學生領袖訓練證書課程」，更讓同學藉著籌辦各類型的活動

例如：籌款、比賽等以汲取經驗。  
 

此外，本校致力推動同學參與社區服務，體驗關懷及互愛之精神。本校五十多人的義

工隊定期探訪獨居老人，又到訪弱智人士學校及混合幼兒中心，年中更參加賣旗籌款

及聖約翰座堂步行籌款。而全校性的服務活動包括公益金便服日、捐血日、舊書買賣

服務、為向晴軒籌款的社際母親節康乃馨義賣、奧比斯曲奇義賣等。 
 

家長事務 
學校與家庭是教育路上的重要伙伴。本校每年透過各級家長日、班主任家長的聯絡及

學校家庭通訊，加強家長與學校的溝通，增加相互了解，讓家長了解子女的學校生活

及學習情況。處理學生問題上，本校經常與家長商討，尋求最適當及相輔相成的處理

方法。 
 

第四屆家長教師會於零五年十月廿九日舉行就職典禮，並邀請家長、教師及學生透過

角色扮演，討論「如何重建父母的權威？」。本學年感謝家教會主席傅彩燕女士及各委

員熱心參與會務，籌劃一連串活動，包括十一月份的「子女沉迷電腦怎麼辦？」及「網

上健康資訊」家長學生平行小組；二月份春意仍濃時，闔家作「親子樂悠遊」，除參觀

機場核心展覽館及屏山文物徑外，更享用豐富盆菜宴和欣賞廸士尼樂園煙花，近百名

參加者盡興而返；「家長教師太極班及功夫扇班」仍繼續開辦，家長在就職典禮中的表

演獲得一致讚賞；五月份舉行「母親節義賣康乃馨」及「父親節自製與義賣愛心曲奇」

活動，所得善款全數捐贈明愛向晴軒；全年出版三期家長教師會會訊，與家長及社會

人士分享多姿多采的學校生活。 
 
12. 運動方面 

本校積極推廣體育活動，深信學生透過運動鍛鍊，不單能強健體魄，更藉此培養合作

性、與人相處的技巧，從而增強自信心、堅毅力，以及對學校的歸屬感，讓各學生得

以全面發展，健康成長。為了令學生能接觸不同的運動項目，擴闊學生的眼界，本年

度邀請投球總會的教練到校向初中同學推廣投球運動，亦在高中課程中設有高爾夫球

課。在校隊方面，本校設有田徑隊、籃球隊、排球隊、乒乓球隊和羽毛球興趣小組，

此外更增設投球隊和拯溺隊。 
 
本年度體育組舉辦了多項的校內比賽，如陸運會、班際排球男女子混合賽、羽毛球

賽、籃球賽等，以及十週年校慶籃球、排球和乒乓球比賽，讓各同學可以一展身手；

其中，班際比賽更能發揮各班的團隊精神，提昇班的凝聚力。本校亦鼓勵學生參與籌

辦體育活動、擔任各項比賽的裁判工作，藉此訓練學生的領導、策劃活動和與人合作

的能力。 
 
在各體育組老師努力下，本校的運動氣候漸上軌道，在校際及區際的比賽中，尤以排

球、田徑和籃球的項目表現理想。在排球方面，獲港島區第二組別排球比賽女子丙組

季軍、男子團體殿軍；田徑方面，男、女子隊員共獲取20多個個人獎項；籃球方面，
獲東區少年警訊滅罪盃冠軍；初組成的投球隊亦在第四十九屆體育節中取得新秀賽的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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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培養學生「一人一運動」的習慣，建立本校的運動文化，單靠校內的資源是不足以

應付的，本校亦積極尋求運用校外的資源，如借用校外的體育場地，鼓勵學生多參與

校外體育團體所舉辦的訓練班，聘請教練到校訓練，期望在未來日子，本校的學生都

能做到「終身運動」的目標。 
 



 - 10 - 

13. 結語 
 

“All children are gifted.  Some just open their presents later than others.” 
Author Unknown 

「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照着祂的形象造男造女。」 
聖經創世記一章二十七節 

 
聖經清楚地告訴我們，每一個孩子都是按照着上帝的形象創造，都擁有上帝神性中的

尊貴及美善。因此，聖公會李福慶中學相信每一個同學都是可教的，都擁有無限的潛

質與天賦等待發掘。教育就是不斷地相信同學的可能性，並且透過課程設計、課堂策

略、紀律培養、情感支援、學生期望等等把他們學習的潛能誘發及培育，讓同學們真

正擁有及能夠發揮與生俱來的「禮物」。 
 

在二零零三年學校制訂三年發展計劃時，我們全體老師都認定以下的重要關注事項： 

I. 要建立一支高課堂效能的教師團隊。 

II. 要建立一支關顧學生成長需要的教師團隊。 

III. 要建立學生的整全人格及價值。 

IV. 要建立學生閱讀的興趣及習慣。 
 

學校為了達致上述的目標，在這三年內實踐的具體措施包括引入「成功教育」及「啓發

潛能教育」的核心元素、課程剪裁、課堂研究、同儕觀課、考績觀課、課室常規、紀律

培養、彩虹計劃、「Yes, I CAN」、「成長的天空」及「共創成長路」計劃、晨讀時間
等等。幾年下來，已取得一定成果。 
相信各位在閱覽這本校務報告時，必會發現同學在各方面的表現正印證了學校為達致

上述目標而作出的努力。事實上，教統局的資料顯示，本校學生持續六年於會考中、

英、數及最佳六科獲得正增值；二○○六年會考中、英、數三科整體增值指數為七

級，與同區中學及收生相約的中學比較皆有明顯的優勢。更值得高興的是二○○六年

會考共有十四科獲得正增值。二零零六年之高級程度會考成績非常理想，英文科及格

率為83.9%，比全港及格率高出接近十個百份點。另外通識科、地理科、補充程度世界
歷史科、補充程度化學科、補充程度經濟科、補充程度應用數學科皆取得百份之一百

及格率；整體科目及格率達到86.3%。這一切既是同學和老師的努力，也加強了我們的
信心，證明我們的方向正確；我們會繼續努力，讓本校同學繼續綻放他們生命的色

彩。 
 



- 11 - 

2005-2006年度得獎名單 
Recipients of Awards and Prizes 

 
1. 香港青年協會 3E 陳錫朝 4A 章賢陽 
 黃寛洋青少年進修奬勵計劃嘉許狀     
      
2. 東區學校聯絡委員會 4A 林文勝 4C 孫少豪 
 東區學生模範生獎 5C 張宗澤 7C 王玉珊 
      

3. 東區學校聯絡委員會 2B 向慶雲 3B 蔡芷韻 
 東區學校進步生獎 4C 楊遠雯   

4. 獅球教育基金會 2A 毛愛彩 2A 邱彬彬 
 全港學界最佳進步奬 2A 陳招洋 2D 郭詠新 
  3A 鄭明德 3B 蔡芷韻 
  3C 郭欣庭 3C 郭子傑 
  3E 潘奕龍 4A 張芷君 
  4C 陳傲然 4C 羅肇軒 
  4D 朱橞茵 4D 梁斯敏 
      
5. 散文獨誦 優良獎狀 1A 呂健旗 1A 黃國傑 
   1B 楊家豐 4A 張巧芳 
 

校際朗誦節 
(中文) 

  4A 余美嫦 4C 詹美華 
    4C 劉浚斌 5A 陳嘉文 
        
   良好獎狀 1A 郭靜恩 1A 張劭德 
    1A 麥卓鴻 1A 戴英漢 
    1C 施俊怡 1C 黃濬然 
    2B 賴月鈴   
        
  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 1C 黃展顥 2A 林祉晴 
    2A 黃詩敏 2C 梁仲賢 
    3A 張靜恩 3A 郭美玲 
    3B 區朗音 3B 陳曉彤 
    3C 區紫茹   
        
   良好獎狀 1C 盧詠棋 1C 蘇倩兒 
    4B 顏龍隆   
        



 - 12 - 

 
6. 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 4B 郭曉萍 4B 顏龍隆 
       
 

校際朗誦節 
(普通話) 

散文獨誦 良好獎狀 2B 雷偉傑 3A 張靜恩 
    3B 區朗音 3B 戴安妮 
    3D 王靜妮   
 詩詞集誦 良好獎狀 1A   
 

 
     

        
7. 獨誦 優良獎狀 1B 張信寧 1B 歐顯庭 
 
校際朗誦節 
(英文)  2A 李善怡 2A 黃嘉媛 

  
(Solo Verse 
Speaking)  4A 張芷君 4A 梁穎豪 

    4B 郭曉萍 4C 黎耀恩 
    4C 葉曉雯 5B 譚珮汶 
        
   良好獎狀 2B 呂洲林 4A 張巧芳 
    4A 梁子恩 4A 林文勝 
    4C 周敏婷 4C 張德駿 
    4C 黎宇文 4C 李融權 
    4C 孫少豪 4C 王智斌 
        
  聖經讀誦 亞軍 6C 梁詠欣   
       
  

(Bible Reading)
優良獎狀 5B 郭曉虹 6S 張淑賢 

    6S 莊錦龍 6S 郭詠儀 
    6S 黃家琦 6S 呂俊亮 
    6S 黃德彰   
        
   良好獎狀 6S 方如靜 6S 馮家杰 
    6S 羅偉聲   
        
  戲劇對話 優良獎狀 6C 陳韻明 6C 張嘉雯 
   6C 周詠賢 6C 石綺雯 
  

(Dramatic 
Duologue)  6S 區寶莉 6S 陳嘉莉 

    6S 鄭紀雯 6S 張曉楓 
    6S 何月玲 6S 李寶怡 
        
   良好獎狀 6S 張承可 6S 鄺嘉豪 
        



- 13 - 

 
8. 公開演說 優良獎狀              6S 梁景盈   
      
 

校際朗誦節 
(英文) (續) (Public Speaking 

Solo) 良好獎狀 6S 張銘謙 6S 唐嘉俊 
    6S 雲永偉 6S 黃啟耀 
    6S 余樂文   
        
  集誦  優良獎狀 3A   
       
  良好獎狀 2A   
  

(Choral 
Speaking: mixed
voice)   

9. 校際音樂節    
 中文歌曲獨唱 優良獎狀 3B 戴安妮   
 (Vocal Solo – Chinese)      
       
 外文歌曲獨唱 良好獎狀 4A 歐凱晴 4C 高詩韻 
 (Vocal Solo – Foreign Language)      
       
 鋼琴獨奏(五級) 優良獎狀 4A 蔡樂欣   
 鋼琴獨奏(三級) 良好獎狀 3A 張嘉妍 3A 許家樂 
 (Piano Solo)      
       
 小提琴獨奏 優良獎狀 2E 葉凱倫   
 (Violin Solo)      
       
10. 第四屆全港微型小說創作大賽初中組     
 嘉許狀   3A 周學沅   
      
11. 二零零五年至零六年度「色彩人生!」     
 中學生廣播劇大賽 第一階段出線隊伍 
      
12. Inter-School Mini-Oscar 2006     
 Good Performance Award F.2B & F.2C 
      
13. Inter-School English Debating Competition 6S 陳嘉莉 6S 黃家琦 
 (Hong Kong & Macau) drug abuse/ prevention 2006 6S 余樂文   

14. The New Zealand Student Ambassador Selection Programme 
 Certificate of Merit 7S 陳正清   

      
15. "港珠澳無煙校園:校際壁報設計比賽"  1D 吳偉江 1D 黃志富 
 港島區最佳設計比賽  1D 楊威龍 1D 楊遠釗 
       
16. 環保獎勵計劃學校榮譽獎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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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獅子會國際青年交流活動2006 環保徵文比賽 
 優異獎  6S 唐嘉俊   
       
18. 香港海洋公園學校 2005 - 2006     
 優異學生奬 2B 李穎芝   
      
19. 學界環境保護獎勵計劃學生環保大使     
 優異獎 (2004-2005)  4A 章賢陽 4A 周耀剛 
   5A 何靄怡 5A 謝美兒 
   5B 劉泳欣 5C 黃澤鴻 
   5D 黎匡喬 7C 洪偉倫 
   7C 宋玉玲 7C 黃漢驎 
   7S 陳正清 7S 張智滔 
   7S 蔡曉凌 7S 馮小鳳 
   7S 何嘉穎 7S 何永康 
   7S 許一彪 7S 劉德豪 
   7S 劉穎琪 7S 梁俊愷 
   7S 文仲賢 7S 謝駿鋒 
       
20. 海洋公園鯨豚保護基金 銀奬 2B 勞詩雅 2B 楊松恩 
    攜手愛護鯨豚獎勵計劃  2C 楊啟諾 3C 黃嘉意 
 (2004-2005)  3E 黃德賢 4D 劉永鏗 
   5A 何靄怡 5A 謝美兒 
   5B 劉泳欣 5C 李芷蔚 
 
 海洋公園鯨豚保護基金 銀奬 5D 黎匡喬 7S 何嘉穎 
 攜手愛護鯨豚獎勵計劃  7S 劉德豪 7S 梁俊愷 
 (2004-2005) (續)  7S 黃嘉芙   
       
  銅獎 2A 鄭旭彤 2B 冼翠萍 
      3E 林瑋茵 5D 許俊文 
   7C 宋玉玲 7C 黃漢驎 
   7S 陳正清 7S 張智滔 
   7S 蔡曉凌 7S 馮小鳳 
   7S 許一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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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社會福利署義務工作義工運動統籌課  
 義工運動督導委員會秘書處  
 義工服務嘉許金狀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社會服務組 
  7C 施敬諾 7C 王志強 
  7C 黃漢驎   
      
 義工服務嘉許銀狀 7S 何慧雯 7S 譚頌恩 
  7S 黃嘉芙   
      
 義工服務嘉許銅狀 5B 劉翠鈺 6C 梁詠欣 
  6C 石綺雯 6C 湯曉彤 
  7C 鄭有俊 7C 洪偉倫 
      
22. 2006年聯校滑浪風帆比賽公開組     
 亞軍 3A 鄧婉青   
      
23. 東區少年警訊滅盃  
 籃球比賽冠軍 男子籃球隊 
   
   
 
24. 學界排球比賽  
 男子團體第四名     
 男子丙組第五名     
 男子甲組第五名     
      
25. 學界排球比賽  
 女子丙組季軍 1A 崔欣媚 1C 梁家熒 
  1C 吳家欣 1C 施俊怡 

  1C 蘇倩兒 1D 林嘉妮 
  1D 鍾泳兒 1D 鄺麗萍 

  2A 林祉晴 2A 李美華 
  2B 洪倩鷺 2B 李采樺 
  2B 勞詩雅 2B 冼翠萍 

  2B 楊松恩 2C 曾寶恩 
  2E 黃麗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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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第49屆體育節投球新秀賽     
 亞軍 5A 羅家名 5A 黃敏婷 
  5B 歐陽思彤 5B 陳希雯 
  5B 陳嘉寶 5B 劉翠鈺 
  5B 伍素盈 5B 吳榕彬 
  5B 蘇惠玲 5B 黃安瑩 
      
27. 第49屆體育節投球新秀賽     
 殿軍     
      
28. 學界田徑比賽 男甲 鐵餅 冠軍 6S 雲永偉 

  跳遠 亞軍 6S 馮家杰 

 

 

 三級跳遠 季軍 6S 馮家杰 

       
 學界田徑比賽 (續) 男乙 100米跨欄 亞軍 3D 林展翔 

   200米 季軍 3A 温永昌 

   400米 季軍 2D 李子進 

       
  男丙 鐵餅 季軍 2A 陳招洋 

   100米跨欄 季軍 1D 張遠志 

       
  女乙 400米 亞軍 4A 梁子恩 

   800米 季軍 4A 梁子恩 

   跳遠 季軍 4A 余美嫦 

   1500米 第4名 3A 鄧婉青 
   4x400米 接力 第4名 3A 陳詩苑 
     3A 鄧婉青 
     4A 梁子恩 
     4A 余美嫦 
       
  女丙 400米 季軍 2E 林冬嬋 

   鉛球 季軍 2A 李美華 

   4x400米 接力 第4名 1D 鍾泳兒 
     2C 曾寶恩 
     2E 林冬嬋 
     2E 黃麗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