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一五至一六年校務報告                          張文偉校長 
 
  我們沙崇人相信藉著基督的愛、老師的言教與身教、家長的緊密合作，能為

學生提供德、智、體、群、美、靈的培育。我們希望透過全人教育，培育沙崇人

具備自律、為人設想、可靠、主動及樂於服務的特質，與及良好的溝通、解難及

自學能力，從而發揮自己，服務社群。 
 
  本學年是三年計劃(2015‐2018)的第一年，我們期望 i)善用小班教學的優勢，

加強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進一步提升學與教的成效；ii)強化在小班教學模式下

的班級經營，加強對學生的關顧，更有效地支援他們成長上的需要；iii)加強靈育

工作，帶領學生認識真理，鼓勵他們思考信仰與生命及生活的關係。 
 
甲.  教學與學習 
 

學務委員會落實三年計劃中首年「學與教」策略，重點在通過小班教學來強

化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及加強在課堂上的生生互動和師生互動，以建構一個有效

率及以學生參與為中心的課堂，從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本年校長、副校長及教

務主任已完成全校教師觀課，發現普遍課堂學生參與程度上升，備課學習亦有進

步。而每堂課後，觀課者均與授課同工會面，就是否能善用小班優勢和備課學習

材料、照顧學生學習差異及互動是否足夠等，進行交流分享。此外，我們於十二

月份舉辦了由校長主持的「小班教學」工作坊，分享科組善用小班教學優勢的策

略，與可能遇到的困難及解決方法等。期終老師及學生的問卷調查顯示效果良好。

而本年本校中學文憑試成績亦顯示經過了兩年小班教學的中六學生亦有得益，

詳見下表： 

          2016  2015 
中文達三級水平或以上  97.4%  89.3% 
英文達三級水平或以上  100%  98.2% 
數學達二級水平或以上  100%  100% 
通識達二級水平或以上  100%  99.4% 
達入大學基本要求  (核心科目級別達 

  3322  及一科選修科達二級水平)   
97.4%  87.6% 

各科整體達二級水平或以上的百份比  100%  99.6% 
各科整體達四級水平或以上的百份比  79.1%  65% 
各科整體達五級水平或以上的百份比  34.2%  23.2% 
入讀大學學位課程百份比  86.9%  74.5% 

 
除課堂設計外，我們在課後延伸學習活動當中，亦強調思考能力的培養。例

如舉行中、英語演辯及朗誦培訓、通識教育專題研習、校政論壇等，我們希望有

關活動能在課堂外，製造適切的環境，讓學生投入參與其中，發揮學生潛質，並

提高其解難、批判等思維能力。在資優教育培訓上，本年學生參與的課程包括香



港大學 Junior Science Institute Workshop、香港中文大學「冬季資優課程」、香港

資優教育學苑的課程、教育局「網上學習課程」等；校內提供的資優訓練則有中、

英、數、人文學科、體育科、科學與科技科及機械人比賽培訓班等。 
 
乙.  學生培育 
 
  本年學生培育委員會的工作重點為通過班級經營以培育學生，並透過教導學

生正確的人生價值觀，建構出「沙崇人」(自律、為人設想、可靠、主動及樂於

服務)的特質。 
  本學年班級經營主要策略包括：定期召開各級班主任會議，分享關顧的策略

及心得，與及該級學生面對的困難；而全年九次班主任主領的生命教育課，除了

深化學生品格陶造外，又能和學生建立雙向關係，加深了解；而初中的中一生命

教育營、中二的體驗學習活動日、中三社會服務日均有效地促進班主任與同學的

了解，從而建立良好的支援系統。而期終學生問卷顯示學生感覺被愛的指數由

3.5提升至 3.7。 
 
  此外，學校亦透過不同的活動，讓學生學習及實踐沙崇人的特質。 
 

 外展訓練活動：安排中四同學透過五日四夜刻苦的外展訓練，讓學生既

學習堅毅、承擔及為人設想外，更體驗互相扶持、迎難而上的過程。 
 安排同學參加不同義工活動，包括賣旗、探訪、籌款活動等。而本校連

續第八年榮獲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頒發義務工作嘉許狀，其中一位學生

獲頒個人義務工作嘉許銀狀。學校期望同學透過不同的服務，學習成為

一個樂於服務的「沙崇人」。 
 安排中一學生參加「黑暗中的對話」活動，讓學生體驗視障人士的需要；

安排中四各班參加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少數族裔服務主辦之少

數族裔講座，認識少數族裔人士的需要，學習尊重其他族群；另外，安

排中五學生參與信義會「生命故事計劃」，讓學生訪問長者，了解長者

的需要。這種親身接觸的體驗，有助學生明白為人設想的重要。 
 為領袖生安排不同團隊、歷奇訓練，培養其團體合作的精神及堅毅的素

質。日常方面，安排領袖生參與學校不同大型活動的服務，讓同學學習

承擔的精神及實踐「沙崇人」可靠的特質。 
 與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沙田綜合服務中心合作，為初中(約 35人)及高中

(約 50人)同學，提供三十小時及三十六小時的領袖培訓。學校亦推薦學

生參加校外領袖培訓，包括「無煙青少年大使領袖訓練計劃」及「沙田

聯校青年領袖培訓」等，讓沙崇的領袖明白「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

道理。 
 

而其他培育方面，本年校方額外增聘社工以提供深入全面的個人及小組輔導

工作，關顧全人發展。同時，校方亦積極提供多元機會，讓學生發展所長。



本校開設三十七個興趣小組及四十項校隊訓練供學生參加。參加興趣小組活

動及校隊成員合共 1197人次。而成績亦見欣喜：體育方面，本校獲西沙區

女子總成績排名第五，男子排名第七(全區共 50所中學)；音樂方面，中樂、

管弦樂、合唱團等均在學界比賽中有出色表現；而本年中文及英文話劇，均

能在地區獲獎；舞蹈、藝術及辯論等亦表現不俗(詳見附表  –  校際比賽活動

成績表)。最後，本校亦嘗試為學生提供擴闊視野的機會： 
項目  參與學生人數 

同行萬里  –  湖北考察團  69名 
北京文化體驗交流團  18名 
台灣體育訓練營  45名 
加拿大自然生態深度遊  15名 
加拿大英文學習及文化體驗計劃  14名 
加拿大西部大學女子學院領袖營  6名 
領袖生內地交流計劃 2015  3名 
北京、內蒙古歷史文化之旅  2名 
香港外展訓練營  36名 

 
丙.  福音事工 
   
  本年宗教事務委員會工作重點為加強靈育工作，主要透過早會經文或詩歌分

享等恆常活動分享福音訊息。而今年更因三十周年的緣故舉辦了六場的高低年級

佈道會及兩場的福音預工活動，決志信主人數為 71人。今年推行的全中一福音

營及畢業生福音營亦是宣講及收割的良機，參與福音營人數為 206人。同時，今

年中一級基督教教育科改以團契形式推行，使學生透過群體及分組活動更有效地

學習聖經的真理，從而接受福音。同時，基督徒老師更主理十多個栽培小組，服

侍約百位同學，透過緊密的關顧，讓學生了解信仰。而今年在傳福音的事工上得

到新翠崇真堂的通力合作，無論在中一團契、信仰栽培小組及中一福音營，新翠

堂同人均積極參與，沙崇同工深受鼓舞。 
 
  回顧過往一年，內心滿是感恩，適逢為創校三十周年，在感恩崇拜、校友聯

歡日中，回顧三十年的或順或逆，均標誌着神的恩典，就讓聖經的訓勉，鼓勵我

們前進。「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

困倦，行走卻不疲乏。」(以賽亞書四十章 3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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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性質 
參加人數 

獎項 
全港性 區域性 

體育  

  

2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田及西貢區中學分會 

中學校際游泳比賽: 

 男子甲組全場優異獎 

 女子甲組全場優異獎 

  93 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全場殿軍 

 女子乙組全場殿軍 

 女子丙組全場優異獎 

  55 中學校際越野賽: 

 女子乙組團體亞軍 

 女子丙組團體殿軍 

 男子甲組團體優異獎 

 男子乙組團體優異獎 

 女子甲組團體優異獎 

  36 中學校際長跑比賽: 

 男子丙組個人冠軍 (1F 葉駿翹) 

 男子甲組團體優異獎 

 男子丙組團體優異獎 

 女子甲組團體優異獎 

 女子乙組團體優異獎 

 女子丙組團體優異獎 

  33 中學校際室內賽艇錦標賽: 

 女子甲組全場優異獎 

  72 中學校際籃球比賽: 

 男子乙組(第一組別)冠軍 

 女子丙組(第一組別)冠軍 

 男子丙組(第一組別)殿軍 

 女子甲組(第一組別)殿軍 

 女子乙組(第一組別)殿軍 

 男子甲組(第一組別)優異獎 

  61 中學校際排球比賽: 

 男子丙組(第二組別)季軍 

 男子甲組(第二組別)殿軍 

 男子乙組(第二組別)殿軍 

  24 中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男子丙組冠軍 

 女子丙組冠軍 

 男子乙組季軍 

 女子乙組季軍 

  26 中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男子丙組優異獎 

  51 中學校際手球比賽: 

 男子丙組季軍 

 女子丙組優異獎 

  53 中學校際足球比賽: 

 男子丙組(第二組別)優異獎 

<2015‐2016  校際比賽成績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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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香港投球總會舉辦之投球新秀賽 2015-2016: 

 季軍 

 6  香港桌球總會舉辦之 2016 校際美式桌球比賽: 

 冠軍 (3A 黃仁、5A 彭碩暘) 

 1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舉辦之 2015-2016 年度全港中學校際體操比賽: 

男子初級組--個人全能 

 季軍 (4A 呂焌皓) 

學術 108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舉辦之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本校共取得 5

冠、7 亞、15 季及 67 項優異獎狀 

 185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舉辦之二零一六年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中，本校

共取得高級優異證書十四名，優異證書七十一名、良好證書一百一十五名

及優良證書十七名 

 72  香港理工大學舉辦之高中數理學科比賽 2016: 

本校共取得卓越證書四名，高級優異證書二十四名及優異證書十九名 

 4  香港數理學會及保良局舉辦之第十八屆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 

 一等獎一名 (3E 譚早言) 

 三等獎三名 (3E 彭樂知、3F 馮淦琨、3F 尹舒煥) 

 14  培正中學舉辦之第十五屆培正數學邀請賽: 

 銀獎一名 (3E 譚早言) 

 銅獎兩名 (2C 梁嘉榮、2E 梁嘉麟) 

 13 

(國際性)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舉辦之《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6: 

總決賽 

 二等獎一名 (1F 余謙誠) 

 三等獎兩名 (1A 蘇柏羲、3D 張區煌) 

 12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舉辦之 2016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決賽 

 金獎一名 (5C 李俊熹) 

 6  2015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暨 2015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

開賽初賽: 

 銀獎三名 (3F 尹舒煥、4A 尹潤雯、4B 鄧希龍) 

 銅獎一名 (4F 鄧海琪) 

 3  2016 兩岸菁英數學邀請賽初賽: 

 二等獎三名 (1A 蘇柏羲、1D 陳志勇、2E 梁嘉麟) 

 6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港委員會舉辦之 2015-16 香港初中數學奧林匹克全國青

少年數學論壇比賽: 

數學解難技能展示比賽 

 二等獎一名 (3F 羅晉穎) 

 三等獎一名 (3D 黃泳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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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綜合奧林匹克學術研究所(新加坡)舉辦之新加坡數學競賽 2015: 

 金獎一名 (4B 鄧希龍) 

 9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有限公司舉辦之香港中學生物奧林匹克比賽: 

 二等獎兩名 (4A 羅晉熙、5B 羅天晴) 

 4  教育局舉辦之第三十三屆香港數學競賽: 

決賽 

團體 

 優異獎一名 

 1  香港資優及才華發展學院舉辦之第二屆香港精算解難及創意挑戰賽: 

 金獎一名 (5A 游子楓) 

 4  儒蓮教科文機構及香港中文大學舉辦之第二屆國際數學建模挑戰賽中華賽

區: 

 特等入圍獎 (5A 郭俊軒、5A 彭碩暘、5A 游子楓、5C 李俊熹) 

 2  香港資優及才華發展學院舉辦之香港資優記憶挑戰賽 2015: 

團體 

 卓越及優秀學校大獎:沙田崇真中學 (3E 譚早言、5A 游子楓) 

個人(初中組) 

數字項目 

 金獎一名 (3E 譚早言) 

認人項目 

 銀獎一名 (3E 譚早言) 

個人(高中組) 

數字項目 

 金獎一名 (5A 游子楓) 

認人項目 

 金獎一名 (5A 游子楓) 

啤牌項目 

 銅獎一名 (5A 游子楓) 

 3  創意科技教育協會舉辦之 2015 第十屆「創協盃」創意科技機械人大賽: 

 一等獎三名 (4A 郭進彥、4A 鄺國喬、4A 羅晉熙) 

 4  青年學院舉辦之全港中學生辦公室軟件應用及商業常識比賽 2016: 

全場 

 冠軍 (4A 鄺國喬、5A 呂天佑) 

打字王 

 亞軍 (4A 鄺國喬) 

 5  教育局舉辦之香港科學青苗獎 2015/16(科學知識測驗): 

 一等獎三名 (3E 郭卓然、3F 羅晉穎、4A 羅晉熙) 

 3  香港世界和平統一家庭聯合會舉辦之「爸、媽，謝謝您讓我盡孝」徵文比

賽（初中組）: 

 真情抒發獎兩名 (1D 李樂、1F 江穎珈) 

 優異獎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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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陳贊一博士教育基金有限公司舉辦之陳贊一博士聯校微型小說創作獎

(2015-2016): 

初中組 

 亞軍 (2A 許慧琳) 

高中組 

 推薦獎一名 

 1  兩地一心舉辦之「Express 我的夢想」創作比賽 2015(初中組): 

 冠軍 (2E 盧巧恩) 

 1  香港房屋協會舉辦之第二屆「老有所居」全港高中學生徵文比賽(高中組): 

 入圍獎一名 

 1  香港青年旅舍協會舉辦之 2015-2016「兩代情」徵文比賽: 

 優異獎一名 

 1  商務印書館舉辦之第 31 屆中學生閱讀報告比賽(初級組): 

 優異獎一名 

 1  康文署及香港拯溺總會舉辦之 2016 年度水上安全標語創作比賽: 

 優異獎一名 

 1  香港華都獅子會舉辦之 2015 年「我的籍貫」中文徵文比賽: 

 優異獎一名 

 13  Roundtable 教育舉辦之世界和平研討日暨國際議題青年挑戰賽 2016: 

 優異獎一名 

  9 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舉辦之基本法盃辯論比賽(新界東區域): 

團體 

 最後八強 (2E 莊悅、2F 曾恩勺、3C 鍾雪敏、3C 火詠佳、3C 劉杰

榆、5B 余詠詩、5C 陳詠心、5E 彭奕竣、5E 譚兆彤) 

 6  香港學界模擬辯護及模擬法庭協會舉辦之模擬法庭比賽 2015/16: 

半準決賽 

 榮譽錄得獎者一名 (5C 陳詠心) 

  7 言論自由行舉辦之「拍住上」沙田區中小學辯論比賽(第二場): 

 勝方 (1F 江可晴、2F 郭睿翹) 

 最佳合作獎 (1F 江可晴、2F 郭睿翹) 

 3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 Debating 舉辦之 HKSSD 英文辯論比賽: 

 小組冠軍 (3C 關芷因、3E 盧沅蔚、4A 羅晉熙) 

 12  香港教育學院舉辦之第十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初中組 

 季軍 (1C 林語希) 

 優異獎兩名 

高中組 

 冠軍 (5C 陳詠心) 

 3  香港仔坊會舉辦之「關愛香港‧創建未來」全港學生演講比賽: 

 亞軍 (2C 雷碧芯) 

 季軍 (2F 林卓鋒) 

 優異獎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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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 236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舉辦之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本校共取得 2

冠、2 亞、5 季及 51 項優良獎狀 

 161  音樂事務處舉辦之 2015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中樂團比賽(46 - 90 人)銀獎 

 交響樂團比賽銀獎 

 管樂團比賽銀獎 

 1 

(國際性) 

 香港音樂及藝術發展協會舉辦之 2015 國際青年文化藝術節(中學組)(F4-F6

鋼琴自選組): 

 冠軍 (4E 馮嘉寶) 

 16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舉辦之第五十二屆學校舞蹈節: 

團體比賽 

 甲級獎 

 37  教育局舉辦之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演員獎、 傑出劇本獎、傑出導演獎、傑出整體演出奬、傑出舞台

效果獎、傑出合作獎 

 36  英文中學聯會舉辦之英文中學戲劇節 2016: 

 傑出導演獎 (5C 何君聖) 

 2  東區文藝協進會有限公司舉辦之第九屆青年視覺藝術展 2016: 

 傑出視藝學生大獎一名 (6D 謝承軒) 

 全港傑出視藝創作獎兩名 (6C 鄧伯陶、6D 謝承軒) 

 1 

(國際性) 

 中國少年兒童造型藝術學會舉辦之中國‧白銀第十五屆 PHE 國際青少年書

畫大賽: 

 一等獎一名 (2B 何竑樂) 

 1 

(國際性) 

 中國少年兒童造型藝術學會舉辦之全國第十三屆少兒美術杯年度藝術展評

(獨醉): 

 金獎一名 (3E 張卓瑩) 

 1  香港品質保證局舉辦之香港品質保證局「理想家園」第九屆海報設計比賽(初

中組): 

 冠軍 (3F 何頌朗) 

 1  高材生文藝發展中心舉辦之第七屆全港少兒繪畫、書法及攝影比賽(高中組):

 亞軍 (6C 陳光宇) 

 6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智權教育中心、香港微電影學會舉辦之全港中學

微電影創作大賽: 

 銀獎、最佳剪接及最「Like」Facebook 大獎  

(5A 溫國傑、5B 張蕙、5B 何泳頤、5B 呂欣怡、5B 吳卓恩、5C 徐

柏琛) 

 10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沙田區委員會舉辦之第十二屆公益少年團沙田區學界圍

棋比賽: 

 殿軍 

 3  香港象棋文化發展協會舉辦之第十一屆國慶盃中國象棋比賽(初中組)(團

體): 

 冠軍 (2C 陳弘望、2D 尹希朗、2D 任志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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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元朗大會堂舉辦之 2016 天藝盃中國象棋大賽: 

 冠軍 (2C 陳弘望、2D 尹希朗、5D 王昱然)  

 3  香島中學及香港聯校象棋協會舉辦之香島盃第二十九屆全港校際中國象棋

賽: 

 亞軍 (2C 陳弘望、2D 尹希朗、5D 王昱然) 

其他  2 沙田青年協會舉辦之第十二屆沙田區傑出學生: 

初中組 

 傑出學生獎一名 (3C 徐澤欣) 

 優異學生獎一名 (3C 劉諾文) 

 1  香港青年協會舉辦之香港青年大使計劃 2014/15: 

 傑出計劃年獎 (6A 歐陽澄) 

  1 藝恆愛心行動舉辦之藝恆愛心行動獎學金計劃 2015(中學組): 

 傑出獎第四名  

  5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舉辦之 2015-16 沙田區中學聯校領袖培育計劃: 

 卓越青年領袖大獎 (3C 黃子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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