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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校務報告 

二零零四至二零零五年 

 

辦學宗旨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自一九八五年建校以來，即以「明道立德」為校訓，

標舉「道化教育」為辦學宗旨。本校的建立，乃為青少年提供優質的全人教育，

在教師的誘導下，學生在德、智、體、群、美五育有均衡的發展，為日後貢獻社

會作好準備。 

 

教職人員 

本校本年度教職員工共八十二人，計校長一人、教師五十六人、書記五人、

實驗室技術員二人、訓育導師一人、助理及技術員四人、工友十二人。 

 

班級結構 

本校本年度開設中一、中二、中三各五班、中四、中五各四班、中六、中七

各兩班，共二十七班，學生一千零七人。 

 

校務行政 

本校設校務議會，下隸教務、訓導、品德及公民教育、升學就業輔導、輔導、

課外活動及一般事務七個委員會，主責就各項有關政策及措施，進行諮詢、擬定、

實施、檢討等工作，下設資訊科技、教師發展、家長聯絡、校友聯絡、刊物出版、

圖書館發展、生活教育、學生會、危機管理等支援小組，各司其職，緊密配合中

央校務推行。 

 

校慶年 

 

本校創辦於一九八五年，今年踏入第二十個年頭，校慶日定於二零零五年一

月二十八日，當天舉行建校二十周年慶典，並於翌日舉辦開放日，開放校園，向

家長、校友、友校師生、社會人士展示學校建校二十年來的成果。 

二十周年慶典邀得教統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課程發展）陳嘉琪博士主禮，師生、

家長演出文藝節目。各展覽專室、攤位等皆充滿新意，水平出眾，深獲來賓好評。

同日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派員拍攝操場Hip Hop舞「活力動感在青松」（200

師生演出），已於5/3在該台專輯播出。是日，明報也對本校辦學特色作了全版

題為「古道新風．創意無窮」的專輯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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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校二十周年及「創藝校園」成果展覽開放日於一月廿九日舉行，不少本校

校友、坊眾及多所友校師生到場參觀，同日禮堂及操場舉行三場文藝匯演，座無

虛設，觀者好評如潮。 

 

校慶年的主題活動計有：慶典暨開放日、文化學術講座、友校球類邀請賽、

家長、師生合作壁畫繪製、教職員台北「生命教育」考察等。出版刊物計有：《3C

創藝校園成果集》、《創藝十年》（創藝坊特刊）、學生文集《欲言無聲》（中

七中國文學班詩文集）等。下學年計劃將教師文集校慶專號及校慶活動輯錄，出

版《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建校二十週年特刊》，讓校慶活動的成功及愉快體

驗延續下去。 

 

一系列主題活動固然能讓我們體味濃郁的多元校園文化氛圍，在整年的慶祝

活動中，體現了「青松」團結合作，上下一心的力量。然而，二十週歲的「校慶

年」實在有其更大的意義──自古以來，二十歲，是青少年邁向成年的里程碑，

在一所學校而言，在慶祝之餘，應乘時回顧前瞻，總結經驗，檢討得失，在原有

的穩固基礎上，為開拓未來而訂定方向，部署策略，唯其如此，我們的辦學才能

更對準新紀元的需要，切合教育改革、課程改革的新要求。 

 

行政、教育主題及重點關注事項 

 

本校每年由校務議會起草，校董會通過行政、教育主題及重點關注範疇，使

全校成員有明確的共同目標，作為學校發展的方向。二零零四至二零零五年度行

政、教育主題── 

學術體藝‧多元發展‧同心攜手‧邁向明天 

Towards Multiple Intelligence Towards Our Better Tomorrow 

 

具體關注範疇可分為跨年項目及重點關注項目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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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跨年項目 

本校上一年度推行的三個項目，初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由於屬跨年項目，

本年度仍須重點關注： 

 

1. 全方位閱讀活動── 
 

全校閱讀活動的宗旨為推動師生閱讀風氣，培養學生的良好閱讀興趣及習

慣，養成學生主動學習精神。上年度開始，每循環設三次早會閱讀課，全體師生

參與，並設立獎勵制度，對閱讀態度積極的同學獎予書券，以資鼓勵。 

本學年圖書館的配合方面，包括延長放學開放時間，統計學生喜愛書籍、雜

誌，圖書館配合購買；繼續與中、英文科合作，推行閱讀獎勵計劃，其中一次書

展安排在家長日進行，推動親子閱讀；與各科配合，安排不同班別，配合主題作

課堂閱讀；將過期期刊贈予各科或學生等。 

閱讀和寫作是語文教育的兩大支柱，本年度進一步利用網絡資源，在學校網

站上新闢「讀書樂」欄目，開展網上好書推介及寫作活動，以培養學生的閱讀及

寫作興趣。師生投入程度高，撰寫書介、文評等，交流無間，全校讀寫氛圍更形

活躍。訓導委員會亦利用課後教導時間，蒐羅報刊上益智文章，附設思考題目，

供學生閱讀思考，撰寫讀後感想，此舉既可提升閱讀能力，亦有助於遷善改過。 

 

2. 3C（Creative, Creating & Creations）創藝校園── 
 

上年度本校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225,000元正，啟動「3C創藝校園 

」計劃，刺激並提升教師和學生在教學及研習上的創意，從而發展各項共通能力，

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和態度；配合藝術教育課程發展，設計校本創意課程，為學生

提供多元化藝術學習經歷。透過多元化藝術活動，除創作成品外，更進行同儕及

自我評鑑，從而提高藝術水平和鑑賞能力。有關計劃在一年半內完成，與二十週

年慶典同時舉行成果展覽，邀請友校同工出席，共參其盛，並出版《3C創藝校

園成果集》，寄發全港中小學及圖書館，以廣交流。 

 

3. 學生社交情意表現調查── 
 

根據教育統籌局學校自評要求，由訓導委員會、德育委員會及資訊科技組合

作，評估學生社交及情意表現，評估範圍主要為非學業方面，包括：道德價值觀、

心理健康、人際關係、自我概念、對學校觀感等。所得資料與全港學校常模比較，

可更全面評估學校及學生表現。上年度本校進行了認真的操作，並整理了首冊詳

盡的報告，送交教育當局，以作交流。本年度在前次的基礎上，把數據的分析做

得更貼合實際需要，並整合成報告，於學年結束時，供各科組負責人總結工作得

失，作為對未來長遠規劃的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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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重點工作項目 

 

本年度工作計劃除各項恆常性工作外，尚有以下幾個重點項目，報告如下： 

 

1. 打好科目基礎，提升學業成績── 
 

本校由於較全港大部分中學提早實施母語教學，多年來均取得學業成績正增

值的成果，上一年度，高級程度會考成績與過去相若，中學會考部分科目成績略

見下降，出現高峰後的調整期，對此，校長和教師進行了認真的總結和思考，更

舉行跨科集思會議，以交流經驗及教學方法；本學年各科均加強基礎訓練，中文

科、英文科利用網上文集、閱讀、課程等，全方位提升學生的練習、觀摩機會，

數學科則增聘教學助理，課餘開設課程，讓學習稍遜的學生打好基礎，較好地銜

接高中課程。 

 

為了進一步實現對學生學習表現更準確的全面評核，本年度落實術科分數算

入學年總分，建立複修及補考制度，讓學生在考試取得不理想的成績後，能通過

再次努力，參加補課，達標升級，以改變過往部分學生的成績與達標有距離的情

況下仍能試升的局面。下學年擬討論是否以試前溫習形式代替試後複修計劃。 

 

本學年英文科校本課程設計擴展至中三級，科任教師透過每周多節共同備課

檢討教學，制訂工作紙及教材套，配合各類學生的興趣、能力和程度，效果頗為

理想。  

數學科推行拔尖保底課程，雖然學生成績方面沒有明顯的提升，但同學在問

卷中的回應卻非常正面而是積極，大部分同學都認同該課程的意義。明年會繼續

聘請數學科教學助理籌辦此計劃。詳情可參閱本學年「學校發展津貼評估報告」。 

 

2. 加強經驗交流，鞏固教學成果── 
 

本校教師團隊素重交流，多年來舉辦各種具規模的境內外交流活動，累積豐

富經驗。二零零三年原定於復活節假期教師組團前往台北考察「生命教育」，由

於「沙士」爆發，未能成行。本年度值建校二十週年，遂於復活節假期復辦有關

活動，組團赴台北，再續前緣，教職員一行約三十人參訪臺灣師範大學附中及靜

修女中，兩所學校均為當地名校，通過觀課、座談等活動，團員獲益良多，並計

劃於下學年初出版《松果集》（台灣行專號），延續教師隊伍樂於學習，善於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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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優良傳統。 

 

本年度香港道教聯合會學務部成立「屬校教學品質圈」，促進屬校交流，本

校也積極參與，除主辦「創藝活動」及「學校行政內聯網」分享會外，更積極參

加友校舉辦之交流會，冀通過廣泛接觸，重點學習，取長補短。 

 

此外，本校因辦學特色鮮明，廣為教統局及業界推重，本年度也接待了多批

境內外的教育界朋友到訪，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奇台一中、廣西音樂藝術教育代

表團、珠海市第三中學德育課題組等，都進行了認真的專業交流。 

 

本校教師發展統計數據顯示，本學年教師參與培訓課程、工作坊、教學交流

及研討會等教師發展活動總時數共達4840小時，平均每位教師約為86.4小時。 

校內教師積極觀課交流，己成為青松中學的固有特色，本學年除了恆常觀課外，

教務委員會於7/4及18/5籌辦了「音樂教育公開課」及「家政科公開課」活動，

約有20名外校教育工作者和本校老師參與，課後互相交流教學心德，氣氛融洽

愉快，反應良佳。 

 

3. 發展表現指標，完善教師評鑒── 
 

在二零零一年質素保證視學後，本校發展教師評鑑制度的工作已取得一定的

成果，上一年度，評鑑的框架已經全體教師會議通過，並獲校董會認可，本年度

首次付諸實行，在落實前，各科組透過認真商討，在上半年完成各項評鑒項目的

表現指標，更在三月間邀請具經驗的友校同工參與評鑑者培訓工作。 

 

本學年教師評鑑運作尚算暢順，最重要的是通過評鑑工作，教師能交流對教

學要求的理解，積極提升教學能力和教學效益，待下學年完成校本評鑑制度一個

循環後，教師會從實際情況出發，檢討進程，完善整個系統。 

 

多年來，本校將每學年三次教師發展活動的其中一次定為「校政檢討」，用

以檢討學校的整體效能，作為學校自評的依據，本年度「校政檢討」回顧二十年

的歷程，嘗試從總結中看清得失，明確方向，通過集體智慧，共謀繪畫發展方向

藍圖，訂定工作優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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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認真總結過去，積極展望未來── 
 

  「學術體藝，多元發展；攜手同心，邁向明天」是本校校慶年的行政教學主

題，青松中學的創藝教育具體而多元化，其成果是有目共睹的，這都端賴校董會

的領導和信任、全體員工的共識和持恆協作的努力，加上家長的積極支持、同學

的廣泛參與──在未來的日子裏，作為一所發展中的特色學校，我們必須更敏銳

地把握最新的教育發展形勢，在學生基本知識的培養和創作能力的激活之間作更

準確的調適，唯其如此，才能在新紀元培養出更具素質的主人翁。 

 

    明報校慶專輯《古道新風．創意無窮》中的導言這樣說： 

 

  「一個古老的傳統，一套純美的理念，一種創意的思維，一個出色的團隊，

一群幸福的同學──一幢平凡的校舍裏，有一所不一樣的學校！」 

 

    我們有信心讓秀茂坪峭壁上的青松在陽光風雨中成長得更挺拔，永遠延續那

道家太極圖所蘊含的周而復始、源源不絕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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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比賽/活動榮譽榜 
 

學生獎項 

1. 全港學界書畫大賽，中學西畫組優異獎5B劉寶璇 

 

2. 田徑隊參加蒙民偉書院陸運會友校接力邀請賽女子組冠軍 

 

3. 香港教育城及Lego主辦WRO國際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銅牌   

3D陳志明、3E霍肇恒、3E黎宜靄 

 

4. 「世界心臟日」王定一繪畫比賽2004高級組優異獎 

5A林煦焜、5D吳華鋒、3D伍潔顏 

 

5. 學界籃球賽（九龍第三區）女子乙組：殿軍 

 

6. 學界籃球賽（九龍第三區）女子丙組：殿軍 

 

7.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發放助人能量」金句創作活動嘉許狀（4C黃翠宜） 

 

8. 第五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文組） 

中六級女子詩詞獨誦  6A余穎欣 冠軍 

中五至七即席專題演講 7B何寶宜 亞軍 

      6A黃琬玲 季軍 

中學三四年級道教詩文 4B余欣欣 季軍 

中五至七即席專題演講 6B陳珍瑜 優良 

      6B林  星 優良 

      6B吳楚晴 優良 

      6B余俊鑫 優良 

      7A周卓軒 優良 

      7A黎曜銘 優良 

      7A梅慧婷 優良 

      7A蔡碧珊 優良 

      7A湛潔儀 優良 

      7B譚家欣 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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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B廖高萍 優良 

      7B吳祖貽 優良 

      7B周子傑 優良 

      6A王羨盈 良好 

      6A胡瑋怡 良好 

      6B關穗愉 良好 

中六級女子散文獨誦  6A陳麗瀅 優良 

中五級女子詩詞獨誦  5C吳慧文 優良 

5A吳曉君 良好 

中學三四年級道教詩文 3D陳嘉玲 優良 

中二級女子散文獨誦  2D蔡迎迎 優良 

中二級男子散文獨誦  2D黃國書 優良 

      2D陳嘉源 優良 

      2E謝志成 優良 

中學一二年級道教詩文 2E李樂文 優良 

      1B陳  磊 優良 

中學一二年級詩詞獨誦 1C張耀暉 良好 

1C陳宇峰 良好 

 

 （1冠，1亞，2季，22優良，6良好，共參賽41項） 

 

（英文組） 

中六七新聞朗讀   6A黃婉玲 亞軍 

      6B鄭可欣 季軍 

中二級英詩集誦   中二（43人）季軍 

中六七新聞朗讀   6A王羨盈 優良 

      6A何善群 優良 

      6A林珈甄 優良 

      6A陳麗瀅 優良 

      6A鄭家琪 優良 

      7B陸穎賢 優良 

      7B曾麗盈 優良 

      7B彭企儀 優良 

      6A張敏琪 良好 

      6A蕭進欣 良好 

      6A于啟邦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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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B蕭智豪 良好 

      6B劉浩光 良好 

      6B陳珍瑜 良好 

      7B吳祖貽 良好 

中六女子散文獨誦  6B許嘉恩 優良 

中四女子英詩獨誦  4A林安妮 優良 

中四男子英詩獨誦  4A張家豪 良好 

中三女子英詩獨誦  3D朱淑貞 優良 

      3D陳惠媚 優良 

      3E周婷敏 優良 

      3E李景琛 優良 

      3E朱嘉欣 優良 

3D梁慧萍 良好 

      3D黃淑君 良好 

      3D吳柏茵 良好 

      3E梁汝然 良好 

      3E陳靜雯 良好 

中三男子英詩獨誦  3B茹鈞霖 優良 

中三四公開演說   3D戚偉健 良好 

中二女子英詩獨誦  2E麥珮琪 優良 

中一女子英詩獨誦  1B葉綺華 優良 

1B鄭詩雯 良好 

中一男子英詩獨誦  1A梅錦添 優良 

      1E余子豪 優良 

      1E陳澤然 優良 

 

 （1亞，2季，21優良，15良好，共參賽41項） 

 

9. 四十一屆香港學校舞蹈節中學中國舞群舞 甲等獎 

 

10. 全港學界田徑錦標賽（九龍第一區第三組） 

男甲鉛球  4A佘盛祿 亞軍 

三級跳  4C林志坤 殿軍 

    跳遠  4C林志坤 殿軍 

女甲100米欄 6A羅展欣 季軍 

     200米  7A湛潔儀 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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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x100米  7A湛潔儀 亞軍 

     6A羅展欣 

     6A梁思樺 

     5C馮秀穎 

男丙200米  2A馬澤堅 季軍 

女丙800米  2B謝素娟 冠軍 

 

11. 2004-2005學校音樂創藝展，參與最後匯演，及獲得「最佳音樂演繹獎」 

 

12.香港青少年服務處主辦探索生命．色彩滿載10cc --『十』分抗毒大行動「生

命1cc全港禁毒四格漫畫創作比賽」最後階段入圍作品  5B洪霆鈞(戴鳳萍

老師) 

 

13. 公益少年團高級章  4C吳君儀 

 

14.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銀章    7B譚家欣  7B曾慧芝  7B黃嘉寶  7B葉春苗 

7A蔡志達  7A馬學文  7A溫麗東  7A李明曄 

6B余育榆  5A梁啟麟 

15. 第五十七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5C吳慧文（16歲以下英文歌曲女聲獨唱）  亞軍（榮譽） 

      （16歲以下中文歌曲女聲獨唱）  季軍 

1C黃玉碧（13歲以下中文歌曲女聲獨唱）  良好 

1E余子豪（13歲以下中文歌曲男聲獨唱）  良好 

1E陳澤然（13歲以下中文歌曲男聲獨唱）  良好 

合唱團（初級組） 良好 

1C朱曉晴（琵琶中級組）亞軍 

6B林  星（薩克管高級組）優良 

2E李樂文（四級鋼琴）良好 

 （共參賽11項，獲亞軍2項、季軍1項、優良1項、良好5項） 

 

16. 香港道教節「和諧人生」徵文比賽得獎同學 

7A周卓軒  6A余穎欣  3D陳志明  3E余澤倫  2E羅穎姿 

 

17. 觀塘區公益少年團二零零五年中文硬筆書法比賽高中組優異獎 6A黃琬玲 

 

 



 11

18. 道聯會屬校《道德經》暨道教詩文朗誦比賽 

3D陳嘉玲  高中組殿軍  

1B陳磊 2E李樂文 初中組季軍 

 

19. 二零零五年道教經典書法比賽 

初中毛筆組 季軍 3E梁汝然 

      優異獎 2D陳鎮洲 2D方嘉雯 

初中硬筆書法優異獎 3D陳志明 3E巫志宇 

高中硬筆書法優異獎 6A黃琬鈴 

 

20.「全國中小學生迎奧運作文大賽」港澳賽區 

6A余穎欣  一等獎，獲評委推薦往北京參加特等獎決賽，獲榮譽証書。並

代表港澳學生作獨誦表演。 

 

21. 楊慧娜獲選為「明天我要當冠軍」港澳學生團成員，參加於北京舉行，由國

家體育總局訓練局提供訓練的集訓。 

 

教師獎項 

1. 康一橋校長榮獲海華服務基金海華師鐸獎（第四屆） 
 

2. 王玉娟老師榮獲觀塘區羽毛球分齡賽女子單打季軍、工商盃乙組女子單打季
軍 

 

3. 鄭鍾榮老師榮獲觀塘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辦「校園剪影」攝影比賽2004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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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獎學金獲獎同學名單  
 

侯寶垣獎學金 （計算2003-2004年度公開試或學年成績） 

2003-2004 年度

級別 

獲獎同學 : 

 

每名金額   

（元） 

中一 黃偉超  羅穎姿  梁嘉欣 1500 

中二 李寶卿  戚偉健  陳志明 1500 

中三 陳鎮鋒  林育清  楊慧娜 1500 

中四 梁啟麟  伍尚謙  陳莉敏  馮漢樑 2000 

中六 周卓軒  曾麗盈 2500 

中七 古競豪  現在香港大學攻讀中文教育 

何振邦  現在香港理工大學攻讀電腦 

陳  迪  現在香港理工大學攻讀物理治療 

3500 

 

香港道教聯合會湯偉奇伉儷獎助學金  

(升讀大學學位課程之最佳成績同學兩名，每位HK$ 50,000) 

 

得獎同學 : 7A何振邦  7A古競豪  

 

香港道教聯合會獎助學金 

(中二及中三上學期全級第一名，中四每班上學期成績第一名。每位 600元) 

 

得獎同學 : 

2E 羅穎姿   3D 李寶卿   

4A 姚君怡  4B 溫育嫦  4C 蕭燕美 4D 楊慧娜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國材獎助學金 

(中一及中二上學期全級第二名 每位 280 元) 

 

得獎同學 : 1B 陳  磊  2D 黃偉超 

 

香港道教聯合會陳呂重德獎助學金 

(中三上學期全級第二名 每位 280 元) 

 

得獎同學 : 3D 戚偉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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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公獎助學金 

(中一上學期全級第一名 每位 400 元) 

 

得獎同學 : 1E 麥嘉惠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獎助學金 

(傑出風紀兩名 傑出學生導師一名  每位 420元) 

 

得獎同學 : 

傑出風紀     6B 鄭可欣   6B 余育榆 

傑出學生導師 4D 劉震榮 

 

香港道教聯合會湯國華奬助學金 

 (中五、中六及中七上學期每班成績第一名。每位 1000元) 

 

得獎同學 : 

5A 黎志聰  5B 林惠君 5C 馬佩婷 5D 崔以文 

6A 張加恩  6B 關穗愉 7A 周卓軒 7B 曾麗盈 

 

信善紫闕玄觀道教節獎學金 

(上學期考試中一至中三獲最多科目全級第一名；中四至中五獲最多科目全級第

一名；中六獲最多科目全級第一名；每位依次700元、900元、1200元) 

 

得獎同學 : 6B關穗愉  4D林育清 3D李寶卿 

 

仁濟最顯著進步獎 : 

學業成績最顯著進步中三或中四同學  (每位 600 元) 

 

得獎同學 :  3D 何國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