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年計劃關注事項工作報告 

1 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1.1 人天生對事物存有好奇心，學習以滿足自己的需要是自然的事；只要不窒礙少

年人自然的學習機能，他們便會學得好。普遍有礙學生學習的因素有三：（1）
根基不好，力有不逮；（2）學習欠缺自信，沒有好好利用小挫折；及（3）學
習模式單一，枯燥乏味。 

1.2 本校重視同學的基礎教育，初中同學打好根基，進入高中時便可得心應手，將
來能飛得更高。 
1.2.1 學校全面檢視教學時數，今年度每循環周總教時較上年度多了 3.4 小

時，增幅約 8%，以加強初中主科及高中選修科教育效能。 
1.2.2 為支援以英文作為學習語言的數、理科，中一同學每星期放學後有兩

天須留校參與英文延伸課程，費用全免，藉此打好英文根基。 
1.2.3 中文科邀請了資深作家黃燕萍老師到校舉辦三個拔尖課程，涵蓋整個

文憑試筆試範圍，包括「閱讀提升課程」、「作文提升課程」及「聆

聽綜合提升課程」。 
1.3 學校重組課程，建立正面學習推動力。 

1.3.1 各科檢視及調適課程，使之更切合同學的興趣、能力及需要。我們加
設中二地理科，普及化 STEM課程並推至中二，重整初中生活與社會
科及設計與科技科，我們更重組中三科目，包括重編科學課程，以平

衡同學選科及學術能力建立的需要。 
1.3.2 12 月 16-18 日，學校首辦「中六溫習啟動日」（kick-start），旨在為同

學注入溫習的動量，使他們可於假期間維持學習的動力。 
1.3.3 學校成立閱讀推廣小組，協調圖書館及各科全方位推動同學按自己的

興趣閱讀。我們安排閱讀大使及嘉賓推介好書（尤其介紹各行各業），

更定期推出新書，舉辦專題書展，組織專題展覽活動（如建國七十周

年），以培養同學廣泛閱讀的習慣，享受箇中樂趣。校長尤其鼓勵同學

多讀傳記，以了解前人之成功絕不是靠僥倖，而是靠勇氣、毅力及個

人奮鬥的精神。推廣閱讀工作不可填滿學生的時間表，故此我們為學

生創造空間，特意在春節假期沒有安排閱讀以外的功課，鼓勵同學自

發閱讀課外書。 
1.4 本校實行「多元學習」理念，透過不同教學形式，組織多元化學習機會，讓同

學全面健康成長，亦同時照顧他們多方面的學習需要，以提升學習的興趣。 
1.4.1 學校結構化 STEM正規課程。普及課程已由中一級延伸至中二級，以

專題研習形式進行，激發創意，提升同學協作及解難的能力；設計及

科技科和電腦科加入「編程」教育元素，學生學習編寫程式以控制機

械人，提升解難能力。因疫情及停課緣故，原定的數理科技周（STEM 



week）在非不得已情況下取消，STEM課程亦稍有調整。 
1.4.2 逢星期六早上，學校實施「全方位學習課」，內容較去年有所增加，包

括各類型樂器班、西洋書法班、球隊及紅十字會，中一同學務必出席；

另有中文拔尖班、奧數課程，供其他同學參加。 
1.4.3 今年新成立英語話劇學會，由外籍老師Ms Andrew帶領，旨在提升同

學英語的表達能力；在二至四月停課期間，學會在網上依然繼續運作。 
1.4.4 學習不單是在課室中，我們也可突破教科書及課室圍牆的界限，走到

學校的操場、戶外大自然的環境，住在營舍，甚至往內地及世界各地

考察，讓同學透過探索和經驗去學習，擴闊視野，增廣見聞。本年度

「多元學習周」（XPLORE week）於 11月 20至 24日進行；唯受反修
例社會運動事件影響，活動項目稍作調整；下表中 16項活動能如期順
利進行，所有同學都安全完成學習。 

 日期 活動 
1 11月 21日 STEM工作坊 
2 11月 22日 模擬社會體驗活動 
3 11月 21日 參觀挪亞方舟 
4 11月 22日 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 
5 11月 21至 22日 香港傷健協會賽馬會傷健營 
6 11月 21至 22日 「伴我啟航」成長營 
7 11月 22日 參觀健康資訊天地 
8 11月 22日 城門歷史中藥尋 
9 11月 21至 22日 長洲宿營 
10 11月 21日 跨越難關（歷奇活動） 
11 11月 21日 林村河生態考察 
12 11月 22日 參觀香港大專院校 
13 11月 20至 24日 南韓濟洲地理及文化考察 
14 11月 20至 23日 Study Tour to Singapore 
15 11月 21至 24日 廣島科技及歷史文化考察 
16 11月 20至 23日 台灣升學及文化考察團 

 
2 建立學生自我規劃及管理能力 

2.1 自我規劃及管理能力是學生須建立的共通能力之一，對學業和將來工作的發
展尤是重要。 

2.2 學業發展方面 
2.2.1 為落實教育局「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本校的光纖網絡和無線

網絡已經覆蓋全校；本校更已制訂「自攜裝置」（BYOD）政策，配合
電子學習管理系統，容許同學攜帶平板電腦上學，輔助學習。校方明

白「自攜裝置」政策是「兩刃利劍」；唯電子學習除大勢所趨外，更可



激發創意，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及管理的能力。學校盼望能培育出有

資訊科技素養、媒體素養及有規劃、管理能力的新一代。 
2.2.2 我們重編學生手冊，配合加強班主任的牧養工作，以級會作支援，透

過班級經營培育同學管理學習的能力；同時，學校採用正增強策略

（positive reinforcement）制定「促進治學計劃」，調整獎罰制度，學生
成績表亦加設「治學評級」，引導同學建立責任心。 

2.3 提升事業發展及社會技能 
2.3.1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有完備的分級生涯規劃活動計劃，更與生活與社會

科發展了一套初中生涯規劃的正規課程，以全面照顧不同年級學生的

需要，幫助同學認識自己，發展職業志向。今年本校亦榮獲香港基督

教服務處頒發關愛校園榮譽，肯定我們推動生涯規劃教育的努力。 
2.3.2 本年度學校舉辦了多類型活動，包括：大學聯招、中三升中四選科及

多元升學講座、模擬放榜、模擬社會活動、台灣升學展參觀、大學及

職場參觀、外地考察，安排青年新世界模擬考試、工作實習等等；在

停課期間，老師在網上發放升學資訊，以協助同學規劃學涯及職涯。  
2.3.3 訓導組老師舉辦「領袖生訓練日營」，向學生提供領袖培訓。 
2.3.4 重組的學生議會由各學生團隊領袖組成，運作已踏入第二年，同學透

過此平台可參與校政，學習管理學校，強化其領袖的角色；課外活動

組將透過此組織與同學規劃學生活動，進一步發展有系統的領袖訓練

計劃。 
2.3.5 順帶一提，學生領袖的議政表現水平甚是理想，他們不謀私利，著眼

服務同學和學校，做到 3R’s－彼此尊重（Respect）、理性討論（Rational）
和負責任（Responsible），贏得老師的讚許。上年及今年度學生議會向
校方提交的四份學校改善議案，學校行政會議原則上已全部通過。 

 
3 培養學生正面人生態度 

3.1 今年度培育主題是「合神心意的人－喜樂、良善、節制」，我們建立平台，宣
揚正面人生態度，舉辦針對性及全校活動，更借助外力，擴闊活動層面。 

3.2 建立推動平台 
3.2.1 我們藉周、早會、電視早會、午膳時段活動、新增設的社交平台

（Instagram）、崇真家書等媒體及平台，建立同學正面的人生態度。學
校銳意建立正向教導文化，以「訓示」的方法達至「導引」的目標，

培養學生從小明辨是非，擇善而行。「崇真電視台」之定位，由過往向

同學提供「技術訓練」逐漸轉為「媒體教育」，藉電視早會、instagram
及比賽等宣揚正面人生價值，受眾亦慢慢多元化。 

3.2.2 訓導組安排「模範班」全年獎勵計劃，旨在培養同學「公德」、「守規」、
「勤學」及「服務」的精神，並建立他們責任心。在家政及健懷課堂，

老師引入健康人生的課程，內容涵蓋健康飲食、營養知識、禁毒禁煙、



疾病預防及治理等，並安排同學與唐氏綜合人士進行活動，增加他們

關注弱勢社群的意識。 
3.3 舉辦針對性的活動 

3.3.1 朋輩輔導計劃旨在訓練高年班同學幫助低年班的學弟學妹，助人自助。
此外，老師亦舉辦了「善待別人，關愛校園」及「人際壓力處理」講

座，傳遞正面人生訊息。同學透過服務別人，可明白「助人為快樂之

本」。學生輔導組組織不同的朋輩服務活動，今年更增設關愛之星，幫

助中一新生盡快融入校園生活。 
3.3.2 為幫助有需要的同學了解網絡遊戲對身心發展的影響，輔導老師與社

工合作，成立「我們的網絡」小組，幫助同學進行反思，並透過正面

的課外活動，如桌上遊戲和社區義工服務等，把同學的行為模式正面

轉移。 
3.3.3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與科學科合作舉辦「回收膠樽行動」，倡導同學支

持環保，引導他們過綠色的生活。 
3.3.4 下半年，疫情爆發，讓全港及全世界明白健康教育之可貴。作為「健

康學校」，我們籌備興建「健康廊」，藉此向校內師生、家長及校外人

士宣揚「健康人生」的概念及提供實用資訊，我們期望有關建設能於

七十周年校慶開幕，十一月底藉開放日供校內、外人士參觀。 
3.4 與外間機構合作 

3.4.1 學校首次參加了香港大學主辦的青少年精神健康預報系統及早期介入
計劃，每班挑選兩位同學作健康大使，訓練他們認識情緒，接受訓練

後，輔導老師帶領他們設計一些以班為本的活動，在班內建立及宣揚

關愛文化，從而發揮守護者的角色。 
3.4.2 隨著「一校兩社工」計劃的第二位社工朱 sir到任，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與香港青年協會合作，成立「義工達人」隊伍，帶領同學參加義工訓

練，走進社區，學習服務別人，並學習如何策劃、執行及檢討工作。 
3.4.3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亦與宗教組合作，在大興社區分享詩歌和信息，讓

同學依聖經真理實踐社會關懷，見証基督愛的真諦；惟由於停課關係，

暫時只能舉行一次。 
3.4.4 年青人有上網的習慣，並活躍於社交平台，網上學習亦日見普及，提

升同學資訊科技素養顯得相當重要。學習技能科與香港青年協會媒體

輔導中心合作，培養同學使用新媒體應有的素養和操守。 
3.5 建立基督教信仰的價值觀 

3.5.1 我們透過周、早會及電視早會，宣講聖經真理；安排同學閱讀《蒲公

英》，反思生命。宗教組組織各級各班的信仰小組，全面以啟發課程

（Alpha Course）運作中一團契，透過言教身教，潛移默化，向同學傳

遞聖經的價值觀。 
3.5.2 今年「福音周」於十一月份期間舉行，共有 135同學表示信主，信主



同學以初中為主，參與福音栽培的同學約有 80人。截至一月份，全校

信主人數共 272人；其中參與教會的人數有 236人。 
3.5.3 宗教組更成立「基督精兵」，教導他們在校內及校外作服侍，包括在周、

早會領禱，分享見証，參與初中團契，協助導師領組，並在午間時段

分享詩歌及見証，傳揚福音的美善。 
3.5.4 自 17/18年起，學校和駐校教會成立合作平台 – 堂校合作事工委員會，

共同策劃宗教活動。堂校雙方有共同心志，彼此合作愉快，互相配合

及補足。今年已召開了三次會議，與會者包括副校長、助理校長、宗

教主任、牧師、教會執事及青少年部長；合作項目有：中一橋樑課程、

午膳活動、中一團契、福音周及跟進、資訊日、試後活動（堂校籃球

盃賽）及校慶七十周年感恩崇拜等。 
3.5.5 因疫情的緣故，實體的復活節崇拜無法舉行，宗教組老師於是在受苦

節當天早上舉行網上復活節崇拜，內容包括敬拜和講道信息，讓聖經

的教導可透過科技傳遞至師生、家長，甚至校友。 
  



學校其他工作報告 

1 教務工作 
1.1 本年度，學校就教育局的「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循序漸進發展校本的電

子學習方案。我們利用 schoology作網上學習的平台，向同學提供學習材料、

練習和讀物，同學亦可透過此平台盡快了解老師的回饋及自己的學習情況。在

二至五月停課期間，系統發揮了學與教的關鍵作用，使同學可於家中繼續有效

學習。透過問卷和會議得悉，學習效能不俗；所謂「危中有機」，我們正在總

結這「寶貴」的經驗，日後適當地把網上學習注入正規教育之中，揭開學與教

模式新的一頁。 
1.2 國際經合組織（OECD）提倡「技能 2030」（skills for 2030），其中包括高階認

知能力。今年起，學校於中一增設學習技能課，提供共通學術技能訓練，包括

記憶、做筆記、反思、閱讀及溫習方法，以提升學會學習所需的認知及玄認知

技能。在停課期間，老師亦提供支援，教導全體同學如何製作個人筆記，總結

網上所學。 
1.3 為配合課堂教學，各科也組織了多元化的聯課活動，讓同學多角度理解所學，

例如： 
1.3.1 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加深了解中國粵劇文化、中國武術及金庸的武

俠小說； 
1.3.2 配合通識科的課程，本校邀請了 In War Music 到校舉辦了「夢想吶喊」

音樂會，主題為「訂立目標，勇於追夢」； 
1.3.3 參觀西灣軍人墳場及跑馬地華人墳場，加深同學對二戰時香港淪陷一

段歷史的認識； 
1.3.4 組織中、英語朗誦、辯論、話劇及徵文活動和比賽；以普通話朗讀詩

詞，以成語故事或二十四孝故事等作合作學習小組報告內容，加強同

學語文運用的能力； 
1.3.5 分別安排同學於海下灣海岸公園、濕地公園、東平洲及塔門等地方實

地考察，了解生態概念，加深對海岸地貌及地質相關的知識； 
1.3.6 組織探究及展示活動，運用經濟理論研究中美貿易協議對中、美和其

他國家經濟的影響； 
1.3.7 參觀金融管理局，認識金融管理局的功能及用途； 
1.3.8 2019年暑假期間，本校高中學生參加由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及國家教育

部主辦的「高校科學營」，與大連理工大學與其他來自中國各省市的

中學生，一同進行各種科學探究活動； 
1.3.9 同時，本校亦聯同崇真會屬下四間中學共 30 名師生一起遠赴俄羅斯西

伯利亞薩哈共和國（Yakutia），參與當地國家科學院舉辦為期三星期的
「中學生國際科研會議」，在大學教授的指導下，同學就不同的科學及



文化議題進行考察學習及研究，最後撰寫論文及演講，活動讓他們獲

益良多； 
1.3.10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與家政科合作利用 「App Inventor 2」製作有關健康

生活的流動應用程式，包括 BMI計算機及食物標籤營養計算器，讓同

學把健康知識配合編程訓練，應用在實際生活中； 
1.3.11 為推行人工智能教育，本校不單於初中電腦科進行以機械人及編程為

主的課程改革，本學年更首度參與一個名為「AIEd人工智能教育試驗

計劃」，由商湯科技（SenseTime）和理工大學共同制訂人工智能課程

及培訓香港十所中學的學生，為香港中學人工智能教育奠下里程碑； 
1.3.12 本校與香港中文大學生命科學珊瑚學院（Coral Academy）合作，進行

一個名為「養育珊瑚校園計劃」。是次計劃讓同學透過親身體驗培植珊

瑚，認識海底世界，從而提升他們對香港珊瑚及保育的認識和關注，

並啟發他們用行動學習保衛我們的海洋；唯計劃因下學期停課關係無

可避免受到影響； 
1.3.13 其他 STEM校外活動及比賽，包括：科學鑑証與死因調查講座、腦電

波控制機械活動、利用橙皮自製環保洗潔精、2020 ROBOFEST機械人
大賽、全港中學生航拍大賽、水底機械人大賽、港鐵 STEM創未來挑

戰大賽等； 
1.3.14 老師亦舉辦了很多以應用學科知識為主的校內比賽，如：「非電力推

動的船」、「雪條棒製作的橋」、「理財達人桌上遊戲」、「年宵建議

書撰寫」比賽等； 
1.3.15 經濟科與校友會合作，推行「崇真師友計劃」，讓在各界別擔任管理職

位的校友與我們學生分享經驗，使同學對職場文化和經濟前景有更多

認識； 
1.3.16 學校舉辦了不少體育活動，如：班際划艇比賽、班際乒乓球比賽、班

際閃避球比賽、社際籃球比賽等等，讓學生多接觸運動，發展健康生

活。可惜，因疫情緣故，一些原定的運動比賽包括運動會在內，都迫

不得已取消。 
1.4 在二至五月停課期間，本著「停課不停學」的原則，本校實行系統性的網上教

學，以維持同學的學習。老師進行實時網上授課，自拍教學短片，透過學習管

理系統向每一位同學發放學習材料、習作和課外讀物，及收回課業、批改並給

予回饋，指導同學在家學習，並記錄和統計同學交功課的情況。 
1.5 五、六月復課後，學校按教育局指引實行半天上課，運作暢順，同學學習較以

往積極和專心，表現理想，老師皆從這數個月的擔憂中漸漸流露出欣慰。在停

課期間表現欠佳的同學，已一律受到訓導懲處，盼望同學可透過「鳳凰計劃」

浴火重生。為支援在停課期間在家學習表現不理想的同學，暑期「學習加強班」

於 7 月 17 日至 7 月 30 日開辦，費用全免，由校內老師教授，以幫助「有需

要」的同學重溫停課期間的課程，為他們的未來學習打好根基。 



 
2 學生培育工作 

2.1 媒體教育 
2.1.1 崇真電視台團隊負責逢周三主持及直播電視早會，主題以學術、課外

活動及宗教為主，節目內容包括：福音見證、英語會話、藝術快訊、

活動花絮、模範班成績公佈等等，每次電視早會均由同學主導進行。 
2.1.2 為更貼近同學，學校今年開設 instagram 帳戶（tsungtsincollege），釋

放正能量及健康人生的訊息，與同學在放學後繼續保持接觸；暫時「粉

絲」人數有 630人。 
2.2 融合教育 

2.2.1 為了改善校內的輔導及融合教育支援工作，今年學校新增設 309室為
輔導室及 A423 室為學習支援中心，以提供更佳環境支援校內有需要

的同學。 
2.2.2 於二至四月停課期間，融合教育小組繼續與家長保持聯絡，協助他們

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同學在家中的學習；老師亦密切與同學以電話

溝通，在有需要時提供輔導及支援。 
2.2.3 復活節後，融合教育組製作生涯規劃短片，讓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同學

在家中收看。 
2.3 學校致力建立學生團隊組織，以提升他們各方面技能及增潤興趣。 

2.3.1 本年度學生會選舉已於 2019 年 9 月 20 日完成。當天共有 471位同
學參與投票，投票率為 67%，結果候選內閣「PASIO」以 361 票勝出，

順利當選。由於下學期停課關係，學生會只能舉辦了音藝比賽及聖誕

聯歡活動，但活動質素及氣氛良好，師生皆樂在其中。 
2.3.2 學校服務團隊有：學生會、六社、領袖生、朋輩輔導員、圖書館管理

員、合唱團、樂團、電視台、崇真大使、健康大使、義工達人、基督

精兵、體適能中心、紅十字會青年團及 English Prefects。 
2.3.3 校隊有：中文及英文辯論隊、奧數隊、中藥隊、男子籃球隊、女子籃

球隊、乒乓球隊、排球隊、足球隊、羽毛球隊、舞蹈隊及游泳隊。 
2.3.4 學會有：普通話學會、地理及環保學會、創新科技學會、視藝學會、

崇真中藥隊、生物學會、DIY學會、戲劇學會及英語話劇學會。 
2.3.5 以上學生團隊領袖，組成學生議會，主席由「理想崇真人」金獎得主

擔任，循序漸進統領所有學生活動。 
 

3 校務工作 
3.1 學校除透過學生議會、校長飯局、家教會和家長飯局收集改善校政的意見，本

年更成立「教學研究及學校發展小組」，研究及提出符合校情及有效的教學方

案；並採集有用數據（包括：新高中選修科學生意向、學生成長需要、對課堂

及校園生活期望、學生成長需要、2020年停課期間學生網上學習等），提出改



善教學和校政的可行方案，以促進學校發展，自我完善。在這變化萬千的教學

環境中，研究與開發（R&D）尤見重要。 
3.2 教師專業發展方面，學校舉辦工作坊，幫助老師減壓，了解隨時代變遷的教學

法、最新的工作實務守則、青少年精神健康和領導理論；唯因社會事件影響，

有關青少年精神健康及領導理論的工作坊將順延明年舉行。 
3.3 學校行政逐步電子化，以提升效能。學校已開始使用電子付款服務，以便利家

長，亦減少學校行政成本；以今年中一學生為例，129人中有 111人使用支付
寶（香港）交費。 

3.4 校舍改善工程 
3.4.1 學校校舍將會有新景象。學校禮堂地面已重鋪成一個標準室內羽毛球

場；正門至跑道地面亦重鋪及上油。我們已以鐵絲網圍封整個伊甸園，

以防鼠患；也應同學建議，在天台體適能中心加設自動體外心臟去顫

器，及在籃球場中圈位置髹上校徽。學校已於校園各處增設驅蚊燈，

進一步加強控蚊成效；因保安的理由，在崇真伊甸園、一樓至三樓加

裝六組閉路電視鏡頭，又在伊甸園門口安裝五盞射燈。 
3.4.2 為 70周年校慶誌慶，側門花圃已增設「TTC70」立體大字及加裝了太

陽能射燈；伊甸園中央亦將加設「崇真」石字。 
3.4.3 學校將於新翼天台增設太陽能發電裝置，除環保外，所產生的電力亦

可對沖學校電費開支。我們現正清除地下羽毛球及籃球場旁邊的花槽，

加裝鋼櫃，一則控蚊，二則可增加空間放置體育設施。暑假期間，學

校會更換天台體適能中心四部冷氣機；圍封連接小食部的雨天有蓋操

場（食堂），使同學有更安舒的學習環境及進食空間；上年度，學校收

取的「特定用途收費」將用作支付安裝食堂的冷氣設施。除此之外，

學校外牆圍欄、禮堂及班房將會翻新；我們更會重新裝修三樓新翼走

廊，增添設施及改善照明，成為功課輔導場所。老師已與學生會商討

如何改建 A622 多用途室，成為同學另一學習及活動的地方。暑假期

間，老師將帶領同學一起美化新翼校舍，讓他們的作品於下學年遍佈

校園。以上大部份工程皆由政府資助，涉及金額 360 萬。 
3.4.4 本校更已申請優質教育基金，建設三樓「健康廊」，讓師生和家長多了

解健康資訊（尤其慢性疾病和傳染病），以提高學校持分者的健康意識；

另一個優質教育基金項目是一樓的創新科技研究所（TTC Innopod），
盼望同學可在一個促進思考的先進環境下學習。 

3.5 學校於 11月份邀請師生參與對飯盒質素、小食部服務及供應的問卷調查，結

果顯示 77%的受訪者對整體飯盒質素滿意，78%的受訪者對整體服務質素滿

意。由於學校食物部已停止運作四個月，生意大受影響，校方、家長教師會和

法團校董會一致認為，本著社會責任，議決減免食物部租金，以共渡時艱。 
3.6 本校與廢紙回收公司合作，定時把學校的廢紙及雜物讓有關公司回收，以支持

社會環保工作。 



 
4 外務工作 

4.1 原定於 11月 15日晚上舉行的「全校家長晚會暨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因

當時社會動盪延期至 11 月 27 日晚舉行；當晚共有 210 個家庭蒞臨，新一屆
家長教師會家長委員亦順利產生，任期兩年，馮德成先生當選第二十一屆常務

委員會委員主席。 
4.2 「崇真資訊日」於 12月 7日圓滿結束，當日參觀人次有 1,647人。感謝區內

家長對學校的支持，本校在 1月 16日「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階段完結後

共收到入學申請表 476份，較往年多 65份，上升 16%，創歷年新高。本校已
經完成所有自行分配學位申請的甄選工作（由於疫情肆虐，原定的面試安排取

消），於 4月 6日寄出正取生取錄信件，並於 4月 7日致電通知 40位正取生
家長有關結果。 

4.3 便服日於 12 月 20 日舉行，當天同學不論捐款金額，均可穿著便服回校進行

聖誕聯歡活動。本年度便服日，學校共籌得港幣 21,775 元，所籌款項將作學
校維修和建設之用。 

4.4 校友會亦已改選，第十屆校友會順利產生，任期由 2020年 9月 1日至 2022年
8月 31日，由王阮豪閣當選。 

4.5 為促進學校與家長和同學的溝通，直至六月中，校長於本年度撰寫了 13封《崇
真家書》，並上載於學校網頁，學校各持分者及校外人士可藉此感受校園的脈

搏，並了解校政背後的緣由。 
4.6 崇真書院於 1950 年在深水埗創校，由於區內人口老化，學校於 1992 年遷入

屯門，服務新社區的居民。踏入 2020年，崇真書院已成立了 70年，學校將於
2020/2021學年定為「校慶年」，舉辦一連串的慶祝活動，數算主恩及為同學創

造另類學習的機會。校慶主題為「崇揚主恩七十載，真理傳承育英才」，有關

活動簡略如下： 
• 2020年 11月 27日（五）：開幕典禮 
• 2020年 11月 27-28日（五、六）：開放日暨崇真資訊日 
• 2020年 11月 29日（日）早上：堂校聯合崇拜 
• 2020年 11月 29日（日）下午：深崇校友會活動 
• 2021年 5月 8日（暫定）：綜合晚會（暫定地點：屯門大會堂） 
• 70周年校慶晚宴（地點：聯邦郵輪宴會中心，日期待定） 
• 校友會籌款活動（日期、地點待定） 
• 售賣 70周年紀念特刊、外套及紀念品 
盼望各位家長和畢業同學屆時也一同參與上述活動，見證主恩，共聚情誼；有

關詳情，請密切留意學校網頁上的公佈。 

 
5 校長的話 

5.1 崇真書院乃一所基督教男女津貼中學，我們本著校訓「信、望、愛」之精神，



致力透過適切之課程、各類之活動、老師之言教與身教、教職員隊工及與家長

緊密之聯繫，為學生創造一個「嚴而有愛」的學習環境，培育他們全人發展，

健康快樂成長。本校的「三年計劃」及一切的工作正是針對這個目的而規劃和

行動，我們將會堅定及持續地向同學提供基督教教育，在「豐盛生命教育」這

條路走下去。 
5.2 學校是學生學習的地方，融和、安全、有序的校園環境和氣氛對學生的學習和

成長起了關鍵作用。在此，我感謝法團校董會、老師、職工、校友、家長和同

學們在過往社會政治運動期間，同心合力，竭力防止社會躁動不安的情緒進入

校園，以影響同學的學習氛圍。世界多變，但無論怎樣變，變成怎樣，我盼望

崇真書院各持份者皆一如既往，努力守護我們在學的莘莘學子。 
5.3 各位親愛的中六同學，你們是香港歷年來最特別的一群中學畢業生，所經歷的，

前人從來沒有經歷過：你們在社會氣氛最壞的時候完成中學課程，一月份一聲

不響的離開校園，在沒有同伴支持下獨自溫習，在沒有老師從旁幫助下面對公

開試，挑戰實屬史無前例。其實我和大家所面對的也是一樣，這是一種磨鍊，

也是一個考驗；地球仍然如常轉動，我們要學習「逆境圖強」，冷靜沉著應對

未來每一個的挑戰，好好的過每一天。 
5.4 2019/2020是特別的一年，也是動盪的一年，我感謝老師們謹守崗位，在極為

艱難的情況下，以愛和專業的精神，經過一個又一個的難關，循循善誘同學行

在正路中，並以學生的學習利益放在首位，願各位同工也得著主的稱讚為「良

善忠心的僕人」。面前的挑戰仍然是艱鉅，但我相信只要我們繼續行神眼中看

為正的事 ─ 傳道和教導，主耶穌必定會與我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
19-20）。 

  



學生表現 

1. 2019年中六畢業生公開試成績及出路 
1.1. 在 15個文憑試應考科目中，12科及格率高於全港水平，總及格率為 90.3%。 
1.2. 中六同學經大學聯招（JUPAS）考獲大學學位及高級文憑/副學位比率分別為

23.9%及 21.2%，兩者均較過往兩年為高；連同其他入學方法，共有 30 位同學
考獲大學學位，45位同學考獲高級文憑或副學士學位，另有 8位同學境外升學
（參下圖）。 

 

 
2. 學生操行表現 

2.1. 本校同學守規有禮，大部份同學在操行上均獲得優或良的評級（參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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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上半年全校 700人中，593位同學（約 84%）共獲得 1762優點和 37小功；562 
位同學（約 79%）沒有任何因違規而被懲處的缺點紀錄。 

2.3. 本校絕大部份同學能展示出準時上學的美德，上半年學生出席率及準時上課比

率分別為 98.1%和 99.5%。 
 

3. 學生比賽優異成績 
3.1. 因上學期反修例社會運動及下學期停課關係，大部份學校及學界的比賽取消。
同學在有限的賽事中獲獎成就如下： 

3.2. 學術方面 

獲獎活動/比賽名稱 主辦單位 獎項及學生名單 

第二屆香港中學華服徵

文比賽 
香港中華禮儀振興會 高中組優異獎：5D 盧湘詠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

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普通話詩詞獨誦組季軍： 

3D 董月霞 

2019 全港中小學普通話

演講比賽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語

常會 
初中組優異星獎：3D 劉俊廷 

2019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

匹克公開賽決賽(台灣舉

行)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聯

合會、亞洲國際數學奧林

匹克公開賽組委會 

七年級個人銅獎：2D 曾以琳 

九年級個人銅獎：4C 黃浩然 

2019 華夏盃台灣數學交

流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聯

會 
初中組 (三等獎)：2D 曾以琳 

2019 世界數學遊戲公開

賽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聯

合會、亞洲國際數學奧林

匹克公開賽組委會 

七年級個人銅獎：2D 曾以琳 

九年級個人銅獎：4C 黃浩然 

2020「華夏盃」全國數學

奧林匹克邀請賽初賽 

中國數學教育研究會、華

夏盃組委會 

一等獎： 

2D 王逸銘 

二等獎： 

1D 黃凱基、1D 尹裕邦、2D 衞卓楠、

2D 曾以琳、2D 溫澤恒、2D 霍駿源、

3A 陳家聰、3A 劉曜彰、3B 葉凱光、 

3D 張光明、3D 樊焯熙、3D 劉星鑫、

3D 李沛康 



三等獎： 

1C 黃蘊熙、1C 薛詠嵐、1D 盧慧恩、 

1D 李奇恩、1D 張聞軒、1D 王德堃、

1D 梁雅鈞、2A 董莫凡、2D 周佩瑩、

2D 鄧曉桐、2D 葉巧晴、3A 高樂宜、

3A 譚偉諾、3B 張國榆、3D 溫禮濤 

香港辯論超級聯賽 香港 01 

乙組亞軍： 

6D 李漢庭、6D 孫嘉怡、6D 溫浩揚、

6D 陸鵬丞、5D 邱青霞、5D 白子殷、

5D 陳志棚、4D 吳卓宜、3B 毛雅頌 

最佳辯論員： 

6D 李漢庭 (3 場)、5D 邱青霞 (2 場) 

 
3.3. 體、藝、服務方面 

獲獎活動/比賽名稱 主辦單位 獎項及學生名單 

傑出中學生選舉 香港崇真會 5D 白子殷 

Super Teen 好學生獎勵計

劃 2019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屯門青

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良好品格獎：3D 黃煒喬 

飛躍進步獎：3D 董月霞 

積極服務獎：3D 黃煒喬、3D 董月霞 

公益少年團獎勵計劃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 

二等榮譽級 (白星章)： 

6D 黎欣茹 

三等榮譽級 (藍星章)： 

6D 葉紀桐、6D 黎欣茹 

高級 (紫章)： 

6D 葉紀桐、6D 陳彥鋒、6D 黎欣茹 

中級 (橙章)： 

5D 朱芷萾、6D 黎欣茹、6D 楊鈺華 

初級 (綠章)： 

4A 廖可桐、4C 何知勳、6D 梁浩然、 

6D 陸鵬丞 

學界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50米蝶泳季軍：1C 劉靜渝 

200米自由泳第 4 名：1C 劉靜渝 



50米背泳冠軍：5A蘇錦俊 

100米背泳亞軍：5A蘇錦俊 

2019-2020 年度校際田徑

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

中學分會 
男子乙組 1500米季軍：3C 李韙希 

第一屆 GoSmart.Net 健康

短片大獎 

香港中文大學健康教育及

促進健康中心 

最佳劇本大獎： 

李銘熙（已畢業）、6D 梁天樂 

最佳創意大獎： 

李銘熙（已畢業）、6D 梁天樂、 

6D 溫浩揚、6A馮穎賢、6D 李漢庭 

最佳男演員：6D 李漢庭 

 

3.4. 在此恭喜上述同學，亦感謝老師們在極艱難的環境下帶領及培訓同學獲得優異

成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