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Hong Kong Taoist Association Ching Chung Secondary School

4 Hiu Yuk Path, Sau Mau Ping, Kwun Tong, KLN, HK.

2018-2019

校監： 趙球大博士

班
數

校董： 辦學團體校董：張錦鴻先生 周和來先生
趙淑儀女士 莫小賢女士

中一

4

鄭康勤先生 潘淑雯女士

中二

4

蕭炳強先生

中三

4

家長校董：馬松仲先生 蔡麗華女士

中四

4

校友校董：劉寳雯女士

中五

4

中六

4

總數

24

獨立校董：葉秀妹博士

校長： 吳友強先生
學校類別： 資助文法男女校
辦學團體： 香港道教聯合會
創校年份： 1985
校訓： 明道立德
教師人數： 62
學校相關組織： 學生會、校友會、家長教師會
教師資歷： 博士及碩士(48%) 學士(52%)
教育文憑(100%)
包括以英語為母語外籍教師一位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科目
中國語文 English* 中國歷史
數學# 歷史 電腦# 綜合科學
通識教育 普通話 設計與科技
家政 視覺藝術 宗教倫理
音樂 體育 Life and Learning*
必修科目：
中國語文 English* 通識教育
數學 體育 宗教倫理 藝術發展
選修科目：
中國歷史 歷史 物理 化學
生物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資訊及通訊科技 地理 經濟
中國文學 室内設計 視覺藝術
旅遊與款待
* 以英文為教學語言
# 設英文增潤課程

近年本校生源質素不斷提升，每年均獲滿額派位，主
要為第二及第三組別學生。新生入學問卷調查結果顯
示，選擇本校為升中第一志願者共 41%，而首三志願
者逾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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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中學於年前接受教育局校外評核。
「外評報告」高度讚揚本校在行政管理、
香港傑出少年選舉 2018
6A 黎耀朗

校園氣氛、教學策略、學生培育及特色項目等範疇的出色表現外，更讚揚學校
所有持分者信念一致、自評機制完善、學生的整體表現持續進步及享受校園生
活。
報告重點包括：
1) 學校基礎穩固，各持分者積極支持學校，教師團隊信念一致，學生學行表
現持續進步。
2) 領導出色，管理有效，學校具反思求進的動力，能善用電子科技在學校行
政及教學上。
3) 課程提供豐富學習經歷，體藝發展突出；妥善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4) 訓輔工作有效，培養朋輩互助及關愛文化的措施多樣。
5) 生涯規劃教育規劃適切，拓寬多元出路，成果豐富。
6) 學生純良受教，自律守規，學業表現不俗，體藝表現出色。

海峽兩岸文化交流營
學生會選舉

純樸關愛的校園

陸運會師生競賽

有關教師及學生整體表現的總結：
「學校有一支和諧、合作、充滿愛心的教師團隊。他
們循循善誘，悉心關顧學生成長；勤懇認真，為學校
的發展及學生的福祉盡力貢獻所長。學生在純樸、關
愛的校園氣氛中成長，品行及學業均見持續進步。」
領袖訓練營

松中學重視學生學習效能，近年學生表現及成
績有持續的提升。本校重視優化英語學習環境，除
英國語文科之外，更開設以英語教授的校本課程
「Life ＆ Learning」
，同時在數學和電腦科加入英

English Fun Day

語增潤活動，以營造更佳的英語學習氣氛。STEM

Life and Learning
Sky100 Visiting

教育和資訊科技教學也是本校重點關注項目，除設
置 STEM 室和 STEM 研發小組外，更嘗試在數學
科的課堂應用 AI 教學模式，照顧學習多樣化的需
要。

電話：2727 4315

Debating Competition
Champ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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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本校新生入學水平有所提升，除中一新生持續多年獲
滿額派位外，入讀中一學生更有逾九成屬首三志願。學校為

幼師工作體驗

協助學生全面規劃成長歷程，致力推行「生涯規劃」輔導計
劃，由中一級開始引入生涯規劃課程，讓學生從初中就已清
楚掌握個人成長目標，並為自己未來制定合適的發展方向。

多元升學出路——參觀本地大專學院

此同時，青松中學更為高中級別的同
學廣開多元化升學途徑，已成功與多所本

畢業班便服日大合照

港及海外大學簽署協作同意書，為同學們
爭取優先入學優惠，成效顯著。每年舉辦
海外升學交流考察及升學簡介會，給予學
生在海外、內地和台灣升學的最新資訊，
讓他們掌握理想的升學目標。學校已多次
獲教育局邀請與學界分享本校推行「生涯
規劃」的理念及心得。
考察台灣逢甲大學

校課程寬廣，配合「學術體藝，多元發展」
的目標，本校致力為學生設計多元化而豐富的聯
課活動，包括培養學生藝術才華的「創藝活動」
、
實踐環保概念和科學理論的「風力及環保發電系
統」及寓商業理論於生活的「青年企業家實踐計
劃」，各項活動深具創意，成功結合學科知識、
生活體驗和遊戲活動，寓學習於娛樂，多年來獲

青松觀轄屬中學
聯校畢業禮

全港青少年手球分齡賽
U16&U14 冠軍

各大傳媒報道多逾二十項。
校環保及創藝活動已成學界的特色項目，近
年更開拓 STEM 教育及電子學習，期望進一步
提升學生學習的主動性。我校學生連續多年在
Robofest 機械人世界大賽中獲獎。同學們透過課
程和比賽提升解難能力，從中掌握學習策略，使
能在多元出路之下，具備終身學習的能力。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校際舞蹈節中國舞優等獎 (最高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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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nt School Oral Practice

校素來著重學生學業表現，同學通過自身努力和師長的策勵，不
少畢業生能成功升讀本地及海外學位課程。以過往兩個學年為例，
本校共約 80 名畢業同學獲本地及境外著名大學取錄，成績穩站全港
中學前列。中學文憑試成績理想，大部分應考科目合格率持續進步，
多門科目能長期維持高及格率，部分科目及格率更達 100%或優良率
高於全港。2018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6A 湯苑楠同學更以最佳六
科達 35 分的佳績獲香港大學理學(計量金融)取錄，有多位同學透過
大學聯招獲本港大學取錄。教育局統計報告亦印證本校學生的學習

足球機械人比賽

進步成果。

數學日

貴州文化及自然探索之旅
黃果樹瀑布前留影

迪士尼物理世界

南沙前海交流

松中學通過多樣化的「創藝活動」
，致力培養學生
對藝術的興趣，以期培育學生成為有修養，懂得珍惜
和欣賞美好事物的年青人。本校「創藝坊」多年在學
校音樂創藝展表現出色，廣獲好評，獲獎數量為全港
之冠。同時，在 2017-2018 香港學校戲劇節得評審委
員欣賞，獲頒「傑出劇本獎」、「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及「傑出整體演出獎」
。年前欣逢本
校建校三十周年，本校藝術團隊攜手創作，在柴灣青
年廣場公演大型原創音樂劇，名為《心靈幻彩》
，吸
引三十多所中小學師生觀賞，演出大獲好評。本校在
2008 及 2016 年兩度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藝術教
育獎」
，為師生多年來在藝術道路上的努力，給予專
業的肯定。

17-18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整體演出獎」

社際歌唱比賽

社區藝術探索

第七屆世界兒童繪畫大賽 2018
亞軍 中二級 謝沛樺

過師生不斷努力，本校的體育發展也成績美滿，
馬嘉俊老師和余志恆老師喜獲 2018 年行政長官卓越
教學獎(體育領域)。老師們因應學校和學生的需要，
設計了多元化及新穎的體育課程。透過體育運動發
掘學生的優點並加以發展，以提昇學生的自信心，學
2018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體育領域)
馬嘉俊老師和余志恆老師

電話：2727 4315

傳真：2347 7376

校整體的正能量增加不少，學生在學界比賽的成績
也持續提升。
電郵：info@ccs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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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獲取獎項包括「校際舞蹈
節中國舞最高榮譽優等獎」
、
「中學校際籃球比
賽九龍區第二組男子團體總冠軍」
、
「第三屆全
港學界跳繩比賽 14 歲或以下男子組冠軍」、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第 61
屆體育節少年組 66 公斤級別賽硬舉總冠軍」
、
「柔道總會 47 週年香港柔道錦標賽少年男子
60 公斤以下組別冠軍」
、「全港青少年手球分

中學校際籃球比賽
男子團體總冠軍

中學校際越野比賽
男甲季軍

齡賽 U16 及 U14-冠軍」
、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手球賽男子第一組別團體季
軍」等。本校學生對學校有強烈歸屬感，投入校園生活，積極參與聯課活
動和校隊訓練，青松手球隊亦獲香港手球總會推選為香港學界代表隊，曾
遠赴瑞典、意大利、捷克、新加坡、中國內地及台灣等地參與國際賽事。

全港青少年手球分齡賽
U16&U14 冠軍

校獲環保署委任為「綠化校園計劃」的先導學
校，更撥款四十一萬元，資助本校在禮堂天台興建
空中花園，令學生享有更理想的校園環境。本校更
與香港天文台和理工大學合作，於空中花園加設校
園氣象站，除了提供即時天氣數據外，還配合科學、
物理、地理和資訊科技等科目發展校本課程，讓學
生體驗學科知識在生活的應用。本校也是首所於校
園試驗以「渦輪風車」發電的學校。由於本校的「環
保教育平台」完全符合安全守則及維修保養得宜，
又深具創意及教育意義，近年廣獲傳媒追訪報導，
環保教育平台

再生能源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南華早報更稱譽青松中學為推動環保教育的先驅。

校園小花園

無線電視專訪校園風力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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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校園的正能量，我們推行「同學，謝謝你！」
、
「良好班選舉」
、
「自我實踐獎勵計劃」等獎勵性措施，
適時勉勵同學，讓學生從讚賞中獲得自信。本校更藉
著「全方位學習日」
、
「師生競技賽」及「午間互勵音
樂會」等師生共同參與之多元化活動，培養學生推己
及人、感恩惜福的美德、達致師生融和，共建和諧健
康校園。
松中學積極參與社區服務，鼓勵同學貢獻社會。
本校連續多年在學校開辦「長者學苑」，推廣持續學
習的訊息，協助長者掌握新事物和新技能。活動內容

積極參與社區服務

包括健康講座、科技產品應用及數碼攝影等，讓長者
保持身心健康及體會終身學習的精神。本校學生亦透
過不同的義工服務，例如探訪獨居長者、帶領兒童活
動、社區服務工作等，培養敬老美德，發揚關愛精神，
提昇青年人社區參與和回饋社會的意識。以 20172018 年度為例，青松中學連續 11 年獲香港青年協會
頒發《有心學校》及通過義工運動委員會獲發義務工
作嘉許狀《銅狀》的美譽。

長者學苑結業禮

匯豐香港社區節

義工服務日

2017-2018 關愛老師獎 黃煒棋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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