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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理念
MissionMissionMission
裝備學生面對未來的世界。
We strive to equip students with the ability to face the 
challenges of the ever-changing world.

孫方中書院(SFCC)致力培育學生成為能
SFCC is committed to nurturing our students to be:

主動學習、

具良好語文能力、

有創意及

良好品格的新一代。

主動學習、

具良好語文能力具良好語文能力、

有創意及

良好品格的新一代。的新一代。

Self-motivated in learning,

Fluent in English and Putonghua,

Creative and 

Character-driven.

信念
School Belief
• 每個學生都滿有求知熱誠，能貫徹終身學習。

Every student has a craving for knowledge and develops lifelong 
learning.

• 每個學生都具多元潛能，能透過不同的學習經歷得以發掘、強

化及拓展。
Every student’s multiple intelligences can be developed through 
various learning experiences.

• 每個學生都能從全面的普通話教學及英語培訓中，提升兩文三

語的能力。
Lessons are conducted in Putonghua and English, students can 
therefore enhance their bilingual profi 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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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智兼修　美善並求
Seek virtues and wisdom

Emphasize aesthetics and kindness

2017-2018年度口號
School Slo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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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特設綠色廚房、分發餐盒、

微波爐、蒸飯機、保溫車等設
施 ， 以 不 同 形 式 為 學 生 安 排
午膳。
Students can buy lunchboxes 
from our Green Kitchen or make 
use of our microwave ovens, 
steamer and thermal warming 
cart at lunchtime.

學校設施
School Facilities

午膳安排
Lunch Arrang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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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感受

1B 賴珮莎
在戶外學習日，我們去了香港濕地公園參觀，看見了很多不常見的動物，例如：鱷
魚、貝貝鳥、彈塗魚……還欣賞到很多不同種類的花朵。這次旅行，還加深了我對同
學和老師的了解呢！此外，學校早前舉辦班際籃球比賽，雖然我班輸了，但大家也盡
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應賽，希望下一次能再接再厲。

1D 賴祖恒
每天走進孫書，學兄學姐都站在校門前替我們檢查儀容，並說聲「早上好。」校園充
滿了溫暖的氣氛。早上閱讀課時，你不會聽到任何聲音，因為大家都在專心閱讀課外
書。小息時，紀律領袖生會幫忙維持秩序，即使在夏天非常炎熱的時候，他們都沒有
半句怨言。孫書的校園生活多姿多彩，希望未來六年可以開開心心地度過！

1C 鍾健敏
孫書校園乾淨整潔，綠樹成蔭；老師講課時富有活力，引人入勝；同學相處融洽，互
相幫助，這裏真是一個充滿愛的大家庭。學校在隔周的星期五會舉行課外活動，當中
有很多新穎的學會，例如：家政學會、魔術學會、花式跳繩班等，而我則參加了書法
學會，書法可以培養專注力，我還參加了Ukulele班，音樂使我的心情得以舒緩。孫書
是個美好的地方，很高興我能來到這裏。

1A 蘇洼兒
在剛開學的時候，學校舉辦了很多讓我們盡快適應校園生活的活動和講座，例如：知
心茶聚、社交工作坊、校長探訪、加強親子關係的講座等，讓我們增加對學校和老師
的了解，也可以改善人際關係。

1D 周芷恩
九月開學的時候，我對孫書的感覺很陌生，因為面對的全是新的面孔、新的地方。隨
着時間的過去，我慢慢適應孫書的環境，和同學有說有笑，很快便打成一片了！在
學校裏，我參加了合唱團、排球隊和普通話朗誦比賽，當中讓我學會了各種各樣的技
巧，同時豐富了我的校園生活。

1B 高愷䨤
學校環境優美，而且設備齊全，有科學實驗室、音樂室、視藝室、家政室等，還有兩
個我最喜愛的籃球場和一個大禮堂，校舍比小學大很多。這裏每個老師都很好，當我
有疑問時，他們會悉心教導我。我真的很享受現在的中學校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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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 許芳瑜
我最喜歡拔河隊的訓練，雖然很疲累，但卻可以感受濃濃的團隊精神，所以我非常喜
歡這種疲累帶來的快樂。除了拔河，我也喜歡逢星期二舉行的英語日，每周拿着不同
主題的英文文章去朗讀，一周接着一周，我的英文詞彙量不經不覺增加了不少。

1A 陳希汶
孫書的校園環境比小學大很多，設施也比小學完善，飯堂有更多的食物供我們選擇。
最重要的是，這裏課外活動的種類繁多，有很多我以前未接觸過的學會，而我加入了
我最喜歡的魔術學會，我一定會好好學習的。

1B 高偉停
Mr. Cotton是我班的外籍班主任，開始時我非常擔心我們之間有溝通障礙，上課不能
完全掌握教學內容，不過，原來他性格風趣幽默，當我們不理解某些艱深的英文字詞
時，他都會用較簡單的文字和生動的動作來表達意思，我現在不再擔心了，相信一切
問題也會迎刃而解。

1C 陳芸莉
學校為我們籌備不少多元化的活動，而我參加了朱古力拉花工作坊，導師每次都悉心
教導我們拉花的技巧，最先學習拉愛心，其後便拉出不同的花紋，令我有很大的成就
感。

1C 黎曉程
在孫書的校園生活裏，我參加了很多多姿多彩的活動，例如：籃球、長跑、話劇……
大部分都是團體活動。團體活動令我認識到很多朋友，籃球令我學會遵守球場的規
則，不能我行我素，而話劇則可以提升我的膽量，排練時一起同甘共苦的回憶最令我
印象難忘。

1A 鄭心平
成為孫書的學生已經兩個多月，中學的校園環境比小學大很多，初來乍到的我還差點
迷路呢！老師和學長都很熱心，樂於幫助我們適應中學生活，經常在課餘時間跟我們
談天，我很喜歡孫書這個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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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心茶聚
Tea Time Gathering

中一新生家長日
S.1 Parents’ Day

適應中學生活
Adapting to school life in SFCC

知心茶聚
Tea Time Gathering

迎新活動
Summer Orientation

朋輩輔導計劃
Peer Mentor Scheme

教導中一新生寫手冊
An Orientation for S.1 Students 
on the Use of Hand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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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定期召開會議和舉辦活動，促進家長、教師、學校及社區間的聯
繫，推展家長教育，鼓勵家長與子女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和輔助子女學習。

The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holds regular meetings and different activitie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home-school co-operation, community liaison and 
parental education. It also encourages parents to maintain good relationship 
with children and assist their learning.

家校合作及社區聯繫
Home-School Cooperation and Community Liaison

• 中一新生家長日 
 S.1 Parents’ Day

• 親子遊 
 We hosted a family trip for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 敬師日
 We celebrated the ‘Teachers’ Day’.

• 十五周年盆菜宴
 15th Anniversary Poon Choi Feast

• 「當子女說你好煩」家長講座 
 A talk was held for 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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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學習
E-learning
• 老師在調適課程及評估方法中滲入電子學習工

具，照顧不同能力的學生，提升整體學生的潛
質及能力。
Teachers make use of e-learning tools to 
modify the curriculum and assess students’ 
performances in the hope of catering for their 
learning diversity and developing students’ 
potential.

推行資優教育
Implementation of Gifted Education

• 跨學科英語默書
LAC Dictations

• 教育局校本支援組派員到校與相關教師進行備課、觀課及課後研討。STEM團
隊的表現備受教育局肯定，獲邀向其他中學分享教學經驗和心得。
The School-based Support Services Team from the Education Bureau (EDB) 
has given on-site support and conducted collaborative lesson planning, lesson 
observation and post-lesson discussion with our teachers. Our STEM team 
has been recognized by the EDB and invited to share our STEM teaching 
experiences with other secondary schools.

• 教育局校本支援組派員到校與相關教師進行備課、觀課及課後研討。STEM團
隊的表現備受教育局肯定，獲邀向其他中學分享教學經驗和心得。
The School-based Support Services Team from the Education Bureau (EDB) 
has given on-site support and conducted collaborative lesson planning, lesson 
observation and post-lesson discussion with our teachers. Our STEM team observation and post-lesson discussion with our teachers. Our STEM team 
has been recognized by the EDB and invited to share our STEM teaching 
experiences with other secondary schools.

STEM教育
STEM Education
• 於中一及中二級科學科、數學科、電腦科、設計與科技科實行

STEM計劃，強化科學、科技和數學教育，並在科學和科技範
疇培育具備不同層面和不同能力的多元人才。
To nurture our students to be high-calibr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ur subject panels (Integrated Science, 
Mathematics, Computer Literacy, Design and Technology) have 
led S.1 and S.2 students to join the STEM Pilot Scheme. 

跨學科英語課堂
LAC Lessons
• 於初中增設「跨學科英語課堂」，以英語教

授科學、電腦、歷史、地理及經濟科的學習
技巧，讓學生不斷擴展知識及眼界。
With an aim to extend students’ knowledge 
and horizons, the Language Across the 
Curriculum (LAC) lessons are taught in English 
and have been introduced in junior forms to 
equip students with the learning techniques 
in Integrated Science, Computer Literacy, 
History,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於初中增設「跨學科英語課堂」，以英語教

授科學、電腦、歷史、地理及經濟科的學習

With an aim to extend students’ knowledge 
and horizons, the Language Across the 
Curriculum (LAC) lessons are taught in English 
and have been introduced in junior forms to 
equip students with the learning techniques 
in Integrated Science, Computer Literacy, 

• 教師培訓
Teacher Training

電子學習
E-learning
•

本校一直重視資優培訓，除了優化一般課堂學習，為全體學生按能力及需要提供有效提高潛質的
教育活動外，我們還致力照顧資優生的學習需要，為他們提供發展及延展潛能的活動。

Having valued gifted training, we offer quality education and cater for students’ learning diversity 
through potential development activities. Meanwhile, potential development and extension 
programmes are provided for gifted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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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當主角
Let Students Take the Lead
在課堂以外進行增潤及延伸課程，為有潛質的同學提供學習及領導培訓的機會。

Enhancement and remedial classes are conducted after school to offer learning 
support and leadership training to more able students.

• 9大領袖組織：
9 Major School Organizations:

領袖生
Prefects

範疇
Aspects

組別
Committee

學術領袖生（中、英、數）
Academic Prefects (Chinese, English, Mathematics) 

學術
Academic

教務
Academic

紀律領袖生
Discipline Prefects

紀律
Discipline

訓導
Discipline

學長
Mentors

關顧
Counselling

輔導
Counselling

學生會
Student Union

活動組織
Events Organization

升學就業
Careers

社聯會
Inter-House Union

活動組織
Events Organization

課外活動
Extra-curricular

司儀隊
Masters of Ceremony

公開演說
Public Speeches

德育公民
Moral and Civic Education

推廣及接待領袖生
Promotion Prefects

社交
Socializing

家長社區
Parental and Community Liaison

圖書館領袖生
Librarians

服務
Services

閱讀
Reading

環保領袖生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efects

環境關注
Environmental Concern

德育公民
Moral and Civic Education

• 成立14支校隊，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比賽，藉此鍛煉信心及擴闊眼界。
14 school teams have been established to join inter-school competitions.

英語音樂劇訓練
English Musical
參與康文署的「反串熱辣音樂劇」英語音樂劇實踐計劃，培育英語資優的學生。

English high fl yers have joined the school-year-long musical theatre education project 
Musical Greatest Golden Tunes organized by the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安排校外資優活動
Outside Gifted Education Programmes
本校新增「資優發展小組」，安排特定範疇的校外延伸活動，照顧資優生的學習需要：

The Gifted Education Development Team has been established recently to cater for 
gifted students’ learning needs through extended learning activities outside school. It 
helps to:

• 推動學生參加香港資優學苑「網上學習課程」，包括香港經濟、古生物、天文及

數學等；
facilitate students’ enrollment in the online learning courses 
conducted by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Gifted Education 
(HKAGE), such as Hong Kong economics, 
paleontology, astronomy and mathematics;

• 提名學生參加香港資優學苑的培訓活動；
nominat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gifted training programmes offered by HKAGE; 
and

• 安排學生參加國際性的學術考試。
enroll students 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assessments.

• 英語音樂劇將於2018年7月中旬在屯門

大會堂進行公演。
The musical will be performed in Tuen 
Mun Town Hall in mid-Jul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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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4年開始，共199名學生獲香港資優教育學苑「資優培訓資格」。

Since 2004, 199 SFCC students have been nomina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gifted education programmes at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Gifted Education.

卓越數學科培訓 Gifted Training in Mathematics 
年份 獲獎學生

2016-2017 1B 徐延睿 3A 劉　睿 3A 袁凱晴 4A 姚晉熙 4B 何子豐 4B 吳天一 4B 肖　歡 4B 林峻民
4B 林峻民 4B 范俊杰 4C 鍾巧玟

2015-2016 3A 吳紀瑩 3A 蔡紹楷 4A 王雨歌 4A 張智灝 4A 劉銘豪 5A 王澤霖 5A 孫嘉俊 5A 譚映彤

2014-2015 5A 梁德俊 5B 龍倬偉

2013-2014 5A 陳卓耀

2012-2013 2A 勞珮怡 3A 許季玥 4A 焦雋彥 4A 周浚奇 4A 葉朗軒 4B 鄭存懿 4B 蘇定南 5A 楊詠朗

2011-2012 2A 徐紫瑜 2A 馮麗珊 2A 林濤 3A 李家樂 5B 陳祥斌 5B 郭浩泓

2010-2011 2B 潘樂燊 5A 孫卓賢 5B 李欣華

2009-2010 4A 張慧敏 4C 張瑋沛

2008-2009 4D 李杰燊 4D 翁慧炫 3A 梁桓爔 3A 歐淑君

2007-2008 6B 黃子立 4D 羅仲君

2006-2007 3A 陸子邦 4D 鍾啟鴻

2005-2006 4A 王　瀅 4D 鍾易俊

2004-2005 2C 黃俊淇 2C 翁政文 3C 葉堅浩

卓越人文學科培訓 Gifted Training in Humanities
年份 獲獎學生

2016-2017 4A 鍾峻軒 4B 范俊杰 4B 吳天一 5A 馬家曜

2015-2016 3B 何敬武 5A 陳重言 5A 鄧旨邦 5A 譚映彤 5B 鄧澤林

2014-2015 2A 陳　曦 3A 蕭佳琳 3A 劉智滔 3A 蘇潼溵

2012-2013 3A 勞珮怡 3A 何諾桐 3A 周嘉浩 4A 何沛姿 4A 鍾瑋澄
4A 朱穎嬈 4A 陳一勤 4A 鄧旨曦 5A 楊詠朗 5A 鍾穎珊

2011-2012 2A 林杏瑄 2A 林家俊 3A 廖柏廉 3A 雷穎君 3A 朱寶澄 3A 鍾禮筠 3A 譚曉榆
4A 麥麗盈 4A 陳紀文 4A 陳恩庭 4A 賴佩晴 4A 劉皓容 5A 李詠森

2010-2011 4A 郭　優 4A 羅穎聰 4A 張倩敏 4A 鍾展庭 4A 謝承忠 4A 毛穎僖 6A 謝諾淳

2009-2010 3A 馮蒨婷 3A 梁海文 4A 黃衛健 4A 文靜嫻 4A 朱偉霖
4B 張紹庭 6A 歐燕貞 6A 何寶儀 6A 楊智灃

2008-2009 3A 張若茹 3A 王建媚 3A 梁鳳婷 3A 蔡寶兒 4A 幸芫儀 4A 何瑞瑩 4A 余煒翹
4A 李深力 4B 陳翠雅 6B 伍梓榮

2007-2008 6A 陳世豪 4A 蕭頌欣 3A 顏　筠

2006-2007 3A 陳妍方 3A 廖穎聰 4A 徐鳳榮 4A 羅尹彤

2005-2006 4A 黃慧明

2004-2005 3A 陳倩妮 3A 梁嘉麗 3B 潘穎心

卓越科學科培訓 Gifted Training in Science
年份 獲獎學生

2016-2017 1B 徐延睿 2A 陳　娜 2A 夏穎廉 3A 劉　睿 3A 袁凱晴 4A 鍾峻軒 4A 姚熙晉 4B 何子豐
4B 林峻民 4B 肖　歡 4C 鍾巧玟 5A 馬家曜

2015-2016 3A 吳紀瑩 3A 蔡紹楷 4A 王雨歌 4A 張智灝 4A 劉銘豪5A 王澤霖

2014-2015 3A 李家輝 4A 謝采佃 5A 梁德俊 5A 朱少琪

2012-2013 2A 廖曉聰 2A 梁晉宜 2A 方學賢 3A 杜垣鋒 3A 許季玥 3A 文諾維 4A 朱穎嬈 4A 楊樂延
4A 朱朗宏 5A 鍾易軒 5A 黃汶健

2011-2012 2A 何弘諭 2A 溫仲欣 3B 蘇臻華 4A 許洛僮 4A 郭宣均 5A 李曉欣 5B 陳祥斌

2010-2011 4A 鍾展庭 5A 陳恩琳

2009-2010 6B 胡裕彬

2008-2009 4D 姚　雪 4D 何冠希

2007-2008 4D 賴正勤 4D 潘錦賢

2006-2007 4D 余冠勳

推行資優教育的成果
Our Learning Outcome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Gifte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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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領導才能培訓 Gifted Training in Leadership
年份 獲獎學生

2016-2017 2A 陳　娜 4B 范樂生

2015-2016 3A 吳芷盈 3B 林思燕 5B 詹綺華 5B 鄧澤林

2014-2015 3D 梁嘉寶

2013-2014 2A 柴　信 2A 鍾俊傑 4A 曾婉儀

2012-2013 3C 鄧善盈

2011-2012 4A 林熙霞 4A 陳沛綸 5A 秦梓豪

2010-2011 3A 康錦嘉

2009-2010 4A 龐梓彤 4A 林沅峰

2008-2009 3A 陳澤熹 4A 陳嘉朗

2007-2008 6A 洪麗紅 6A 蘇玉霞 4A 黎詠欣

2006-2007 3A 譚卓熙 4A 姚穎霖

2005-2006 4D 鄧慧心

自2004年首辦開始，共29名學生榮獲大埔區十大傑出學生(高中組、初中組)。

29 SFCC students have been given the ‘Tai Po District Outstanding Student Award’ since 2007.

年份 初中 高中

2016-2017 / 4A 黎心怡

2015-2016 3A 揭詠芯* 4A 鍾俊傑*

2014-2015 / 4A 廖曉聰*

2013-2014 2A 鍾俊傑* 4A 馮麗珊

2012-2013 1A 劉俊良　 2A溫仲欣 4A 朱寶澄　　5A 何浩暐

2011-2012 3A 朱寶澄* 4A 劉皓蓉　　5A 毛穎禧

2010-2011 3A 陳沛綸* 6A 何瑞瑩*

2009-2010 2A 康錦嘉* 4A 蔡寶兒　　4B 張紹廷*

2008-2009 3A 蔡寶兒* 4B 陳翠雅*  　4D 姚　雪

2007-2008 2A 陳澤熹　　3A 李嘉莉 /

2006-2007 2A 顏　筠 /

2005-2006 2B 黃海晴、3A 徐鳳榮、3A 梁嘉盈、4D 陳婧妮
(不設初高中級別，大埔區只有10名)

2004-2005 3A 潘穎心
(不設初高中級別，大埔區只有6名)

* 同學更代表大埔區參加「新界區傑出學生」的選拔，獲得「優秀學生」
的名銜。

2017「魅力維港耀全城」全港中學生3D打印設計比賽
金獎 5D 曾家偉

香港造節2017 Maker Faire─我是車手
公開組 人車合一獎 冠軍
公開組 設計演繹獎 冠軍
初級組 人車合一獎 亞軍
5D 曾家偉

2016大埔區校際「無人機」障礙賽
全場總冠軍　　高中組冠軍
團體高中組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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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營造閱讀氣氛
Promoting Reading Culture at School

強化學術政策
Strengthening Academic Policies

• 在小賣部設立「漂書架」，放置趣味性書籍，
增加學生閱讀的主動性。

 Mobile bookshelves have been installed 
near the tuck shop so as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s in reading.

• 逢周二和周三安排高中學生在禮堂集體閱讀，幫助學生建立閱讀習慣。
 Senior form students have Tuesday and Wednesday reading 

periods in the school hall.

• 閱讀工作坊
 Reading Workshop

• 英文閱讀分享會
 English Reading Sharing

• 校友分享學習心得
 Alumni Sharing

• 設立讀書會，帶動閱讀氣氛。
 Reading Team has been established to promote reading atmosphere.

• 舉辦學術周
 Academic Weeks

• 聘請大學生校友進行「中英數功課輔導班」
 Alumni were hired to teach Chinese, 

English and Mathematics remedial 
classes.

• 成立電子教學支援組，支援教師使用電子學習工具。
 E-learning Support Team has been established to 

support teachers’ use of e-learning tools.

學與教
Learning an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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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周二舉行英語日，按特定主題進行英語會話。
 The English Speaking Day is held on Tuesdays on which S.1-S.5 students 

have to speak English based on a particular theme.

• 中三學生分組與外籍老師說英語
 S.3 students join the ‘Morning Chat 

with NETs’ programme in groups.

• 中五學生在周一早會介紹英文詞彙
 S.5 students host the ‘A Word a Day’ session 

during Monday morning assemblies.

• 觀賞英語話劇
 English Drama

• 外籍英語老師擔任班主任職務
 NETs have been appointed as class teachers.

• 15周年校慶開放日設計英語攤位遊戲
 English game booths were set up on the 15th Anniversary Open Day.

逢周二舉行英語日，按特定主題進行英語會話。逢周二舉行英語日，按特定主題進行英語會話。

增撥資源創造英語學習環境
Improving Student’s English Proficiency with Additional Resources

 Anniversary Open Day. Anniversary Open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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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戰紀律訓練 
 Discipline Training through War Game

• 戶外攝影 
 Outdoor Photography

• 歌舞表演 
 Dance Performances

• 學生會競選活動 

 Student Union Electioneering

• 政治助理到校交流 

 School Visit by Political Assistant

• 萬聖節Cosplay活動 

 Halloween Cosplay Activity

• 德育節 

 Moral Education

• 書法學會
 Calligraphy Club

多元化學習經歷
Diversifi ed Learning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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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際辯論比賽 
 Inter-House Debate Competition

• 班際籃球比賽 
 Inter-Class Basketball Competition

• 羽毛球運動員到校分享及示範 
 Badminton Players’ 

School Visit and Skills 
Demonstration

韓國文化考察團
Cultural Tour to 
South Korea

大連海事大學「高校科學營」
‘Science Camp’ in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 心肺復甦訓練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CPR)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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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Remarks :
只有4,446科次派出5**級，佔全港總應考科次的1.3%。全港只有1,182人在最佳5科成績（滿分35）取得28分或以上，佔總考生的2.3%；而取得25分或以上則只
有2,321人，佔總考生的4.5%。

Only 4,446 level 5** were awarded, taking up 1.3% of the total. Only 1,182 candidates attained 28 points or above in their best five subjects (35 marks in total), 
taking up 2.3% of the whole. There were 2,321 candidates who scored 25 points or above, taking up 4.5% of the whole.

成績較為突出的同學包括 Students who obtained outstanding HKDSE results include:

班別
Class

同學
Students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
HKDSE Results

最佳5科總得分
Total scores of the best fi ve subjects

6A 勞珮怡
LO PUI YI

1科5* * 級、1科5* 級、3科5級
1 level 5**, 1 level 5*, 3 level 5 28

6A 廖曉聰
LIU HIU CHUNG

1科5* * 級、2科5* 級、2科4級
1 level 5**, 2 level 5*, 2 level 4 27

6A 陳婉儀
CHAN YUEN YI

2科5* 級、2科5級、1科4級
2 level 5*, 2 level 5, 1 level 4 26

6B 鄧澤林
TANG CHAK LAM

2科5* 級、3科4 級
2 level 5*, 3 level 4 24

6A 譚映彤
TAM YING TUNG

1科5* 級、2科5級、2科4級
1 level 5*, 2 level 5, 2 level 4 24

6A 王澤霖
WANG ZELIN

1科5* 級、2科5級、2科4級
1 level 5*, 2 level 5, 2 level 4 24

Subjects科目

本校科目及格率與全港平均值的比較
Pass rate of each subject compared with the Hong Kong average i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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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
Hong Kong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Examination (HKDSE) ResultsSecondary Education Examination (HKDSE) Results
2017年第六屆參加中學文憑考試，同學們的整體成績持續進步，平均科目及格率為 91.8% (全港平均數為 84.3%)。大部份

科目的及格率皆高於全港平均及格率，其中 6 個學科的及格率高達 100%。下表為各科的及格率與全港平均及格率的比較。

There was a steady improvement in our students’ performances in the sixth HKDSE in 2017. The average pass rate is 91.8%, 
which is higher than the average pass rate of Hong Kong (84.3%). The pass rates of most subjects in our school are higher 
than the Hong Kong average, with six of whom reaching 100%. The following diagram shows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pass rates of different subjects in our school and the Hong Kong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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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獎項
2017大埔區傑出學生選舉

大埔區十大傑出學生 高中組 4A 黎心怡

大埔區傑出學生 初中組 2A 陳　娜 2A 劉珮芝 
2A 夏穎廉

第三十六屆蜆殼/港島青商展能學童獎學金

最佳融合教育學生獎 獎學金 6B 鄺采瑩

大埔區公民教育運動委員會宣傳活動工作小組剪報比賽

中學組 優異獎 3B 劉寶兒 3B 蘇俊雄

第十六屆基本法多面體全港中學生辯論賽(基本法盃)

普通話組 亞軍 4A 陳　曦 4A 周兆泓 
5A 蕭佳琳 5A 曾卓琳
5A 楊穎琳 5A 鍾俊傑 
5A 劉智滔 5B 張珀穎
5B 王婉蓉 5C 馮天行

最佳辯論員 4A 陳　曦 5A 曾卓琳 
5A 劉智滔 5B 王婉蓉

第68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

英文獨誦 冠軍 1A 陳曉淇

季軍 3B 張澤霖

良好 1A 葉芯旻 1A 黃濼桃

優良 1A 林梓游 1A 羅雅賢 
1A 歐陽月 1A 連嘉匡
1B 曾思華 2A 劉正曦 
2B 林穎彤 3A 李靄恩
3B 張鎂渟 4B 黃曉晴 
5D 崔由信

第68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

普通話獨誦 季軍 5A 蕭佳琳

優良 2A 陳萍萍 2B 歐希雯 
2B 王曉琳 2B 邵安琪
3A 王彥雯 4A 周筱祺 
5A 王雨歌 5A 譚彬彬
5B 王婉蓉

普通話獨誦 及
廣東話獨誦

優良 3B 張澤霖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特別資優培訓學生2016-2017

數學科範疇 資優生 1B 徐延睿 3A 袁凱晴 
3A 劉　睿 4A 姚熙晉
4B 范俊杰 4B 何子豐 
4B 林峻民 4B 吳天一
4B 肖　歡 4C 鍾巧玟

科學範疇  資優生 1B 徐延睿 2A 陳　娜 
2A 夏穎廉 3A 袁凱晴
3A 劉　睿 4A 鍾峻軒 
4A 姚熙晉 4B 何子豐
4B 林峻民 4B 肖　歡 
4C 鍾巧玟 5A 馬家曜

人文學科範疇 資優生 4A 鍾峻軒 4B 范俊杰 
4B 吳天一 5A 馬家曜

領導才能範疇 資優生 2A 陳　娜 4B 范樂生

2017 AIMO (港澳盃) 初賽

中學組 銀獎 5A 鍾俊傑

銅獎 5A 李卓琪 5A 蘇裕晴

2017 AIMO(港澳盃)決賽

中學組 銀獎 5A 鍾俊傑

銅獎 5A 蘇裕晴

運動獎項
2017第十一屆全港拔河公開賽

青年組男子4人280公斤 冠軍 2B 馮俊煒 3D 何偉鴻 
6B 蘇文軒 6D 余漢龍

青年組男子8人560公斤 冠軍 2A 李鉦聰 2B 李象周 
3A 馮俊熙 3A 夏穎廉 
3D 李思進 4D 張浚樂 
5B 鍾宇軒 5D 范樂生

青年組女子8人480公斤 冠軍 2A 何美怡 3B 李天恩 
4B 江芍瑶 5D 袁雅詩 
6A 柯佩汶 6B 盧依琳 
6B 黃婉嵐 6C 何倬慧

青年組男子4人280公斤 亞軍 3A 馮俊熙 3A 夏穎廉 
5B 鍾宇軒 5D 范樂生

公開組男子4人300公斤 季軍 5D 范樂生 6B 馮天行 
6B 蘇文軒 6D 余漢龍

公開組男子8人600公斤 季軍 3A 夏穎廉 3A 馮俊熙 
3D 李思進 5B 鍾宇軒 
5D 范樂生 6D 馮天行 
6B 蘇文軒 6D 余漢龍

2017-2018年度中學校際游泳比賽

女子甲組50米蛙泳 亞軍 5B 甘焯茵

女子乙組50米蛙泳 亞軍 3C 盧姵希

女子乙組50米背泳 亞軍 3C 盧姵希

2016-2017大埔區好學生獎勵計劃

中學組 表現突出學生 4A 黎心怡 4A 吳芷盈 
4B 黃凱琪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 Science Competition 2017

Mathematics & Sci-
ence Competition

High Distinction 5A CHUNG CHUN KIT

Credit 5B CHAN KA WAI

第11屆弘揚孝道大會「分享我一次行孝的經驗」徵文比賽

香港高級組 季軍 4A 陳　曦

香港高級組 真情流露獎 4A 周筱祺

香港初級組 真情流露獎 3A 龐芷茵 2A 陳　娜

2016國際學科評估

科學科 高級榮譽證書
(Hing Distinction)

4B 何子豐

優異 (Credit) 1A 歐陽月 2C 馬卓揚

數學科 榮譽證書 (Dis-
tinction)

1B 馮俊煒 1B 徐延睿 
2A 香卓言 3A 梁銘康
4A 陳浩溢 4B 何子豐

優異 (Credit) 1A 葉芯旻 2A 簡鉻瑤 
3A 俞若詩 3B 杜亮亮
4B 肖　歡

英文科 優異 (Credit) 1A 陳曉淇 1A 葉芯旻 
1A 歐陽月 3A 李靄恩
3B 吳穎軒 5A 鮑暐凝

全港中學「兩文三語」菁英大比拼(第十三屆)

中學組 入圍複賽 4A 吳紀瑩

第十一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中學文憑組小組
討論項目(粵語)

優異獎 6A 陳曉嵐

初中組席演講項目
(普通話)

優異獎 2A 蔡玉婷

校外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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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年度大埔及北區區中學分會校際越野比賽

女子團體 總冠軍 1B 高愷䅿 1D 朱寶恩 
2A 陳倩怡 2A 觀雨彤 
2A 梁珮晴 2A 黃濼桃 
2B 張倩琳 2D 陳曉彤 
2D 陳傲婷 3C 盧姵希 
4A 陳潔明 4C 林子晴
5A 揭詠芯 5D 張曼琪 
5D 袁雅詩 6A 李依澄 
6B 郭新希

男子團體 第六名 1A 梁羿童 1A 游秉璋 
1C 林俊禧 2A 歐陽月 
2A 譚江鋒 2B 蘇政聲 
3A 李家傑 3A 黃俊銘 
4B 白宜靖 4C 連寶澤 
4D 郭世瑋 5A 梅朗然
5B 鄭庭傑 5B 林峻民 
5C 陳曉俊 6C 葉鉦耀

男子甲組團體 第七名 4B 白宜靖 5A 梅朗然 
5B 鄭庭傑 5B 林峻民 
5C 陳曉俊 6C 葉鉦耀

男子乙組團體 第六名 2A 譚江鋒 3A 李家傑 
3A 黃俊銘
4C 連寶澤 4D 郭世瑋

男子丙組團體 第六名 1A 梁羿童 1A 游秉璋 
1C 林俊禧 2A 歐陽月 
2B 蘇政聲

女子甲組團體 亞軍 5A 揭詠芯 5D 張曼琪 
5D 袁雅詩
6A 李依澄 6B 郭新希

女子乙組團體 殿軍 2A 觀雨彤 2A 黃濼桃 
2D 陳曉彤
3C 盧姵希 4A 陳潔明 
4C 林子晴

2017-2018年度大埔及北區區中學分會校際越野比賽

女子丙組團體 冠軍 1B 高愷䅿 1D 朱寶恩 
2A 陳倩怡 2A 梁珮晴 
2B 張倩琳 2D 陳傲婷

男子丙組 第九名 2A 歐陽月

女子甲組 亞軍 5D 袁雅詩

女子甲組 殿軍 5D 張曼琪

女子甲組 第六名 6B 郭新希

女子丙組 季軍 2A 陳倩怡

女子丙組 第八名 2D 陳傲婷

女子丙組 第九名 2B 張倩琳

中學校際七人欖球比賽 (盾牌賽)

女子組 冠軍 5A 李依澄 5A 盧依琳 
5B 周芷澄 5B 朱曉彤
5B 范芷晴 5B 何倬慧 
5B 鄺采瑩 5B 郭新希
5B 呂思雯 5C 譚詠童 
5D 冼影翹 5D 徐曉婷

粵港澳拔河公開賽及錦標賽

青年組560kg 亞軍 2A 馮俊熙 2A 夏穎廉 
2D 李思進 2D 馬景逸
3C 張浚樂 4A 姚熙晉 
4B 范樂生 4C 鍾宇軒
5B 蘇文軒 5B 余漢龍 
5C 馮天行

男子組 冠軍 5B 蘇文軒 5C 馮天行

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團體 殿軍 4A 何敬武 4B 盧俊熙 
5A 劉朗風 5B 鄭頴禧 
5B 李卓謙 5B 余漢龍 
5C 葉鉦耀 5D 羅展堂 
5D 梁震雄 5D 吳智謙 
6B 鄭栩研 6B 吳碩鏘
6C 賴志威 6C 梁晉宜 
6C 謝卓祺 6C 黃鉦量 
6C 黃庭曦

女子甲組團體 殿軍 3B 丁子程 5A 李依澄 
5A 盧依琳 5B 鄺采瑩 
5B 郭新希 5C 譚詠童 
5D 黃婉嵐 6A 譚映彤 
6B 陳安盈 6C 吳詠琳 
6C 曾婉婥 6C 黃美婷

男子丙組團體 季軍 1A 譚江鋒 1D 曾培山 
2A 冼樂軒 2A 黃俊銘 
2B 李樂希 2B 顏朝鏗 
2C 黃安堂

校際越野比賽

男子甲組 冠軍 4A 何敬武

第十三名 6C 梁晉宜

第十七名 5B 李卓謙

第二十三名 5C 葉鉦耀

男子乙組 第十八名 3B 郭世瑋

第二十六名 4A 莫子霆

男子丙組 第十七名 1C 徐洛賢

第十九名 1A 譚江鋒

女子甲組 季軍 5B 郭新希

第六名 5B 鄺采瑩

第十三名 4A 揭詠芯

第二十名 6C 黃美婷

第二十三名 6D 張嘉寶

女子乙組 亞軍 4D 袁雅詩

第五名 4A 郭善彤

第七名 3A 鄭詠恩

第十三名 4D 張曼琪

女子丙組 第七名 2C 盧姵希

第二十名 1A 陳倩怡

第二十五名 2B 張曼樂

男子團體 總冠軍 1A 歐陽月 1A 譚江鋒 
1C 徐洛賢 2A 黃俊銘 
2B 顏朝鏗 3B 郭世瑋 
3D 曾孝曦 4A 莫子霆 
4A 彭頌華 4B 陳曉俊 
4B 范俊杰 3A 白宜靖
4A 何敬武 4B 鄭庭傑 
5B 李卓謙 5C 葉鉦耀 
6C 梁晉宜

女子團體 總冠軍 1A 陳倩怡 1A 黃濼桃 
1B 劉洪嘉 2B 張曼樂
2B 徐濼暄 2C 盧姵希 
3A 陳潔明 3A 鄭詠恩
4A 郭善彤 4C 韓詩琦 
4D 張曼琪 4D 袁雅詩
4A 揭詠芯 5B 鄺采瑩 
5B 郭新希 6A 許珞珩
6C 黃美婷 6D 張嘉寶

男子甲組團體 亞軍 3A 白宜靖 4A 何敬武 
4B 鄭庭傑 5B 李卓謙
5C 葉鉦耀 6C 梁晉宜

男子團體

男子甲組團體

男子乙組團體

男子丙組團體

女子甲組團體

女子乙組團體

女子丙組團體

男子丙組

女子甲組

女子甲組

女子甲組

女子丙組

女子丙組

女子丙組

女子組

青年組560kg

男子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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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乙組團體 第五名 3B 郭世瑋 3D 曾孝曦 
4A 莫子霆 4A 彭頌華
4B 陳曉俊 4B 范俊杰

男子丙組團體 亞軍 1A 歐陽月 1A 譚江鋒 
1C 徐洛賢 2A 黃俊銘
2B 顏朝鏗

女子甲組團體 亞軍 4A 揭詠芯 5B 鄺采瑩 
5B 郭新希 6A 許珞珩
6C 黃美婷 6D 張嘉寶

女子乙組團體 冠軍 3A 陳潔明 3A 鄭詠恩 
4A 郭善彤 4C 韓詩琦
4D 張曼琪 4D 袁雅詩

女子丙組團體 第六名 1A 陳倩怡 1A 黃濼桃 
1B 劉洪嘉 2B 張曼樂
2B 徐濼暄 2C 盧姵希

中學學界閃避球錦標賽

中學女子組 亞軍 1B 陳婉瑩 1C 梁考瑩 
2D 李胤玲 2D 余泳瓏
3A 陳潔明 3A 蔡蒨琳 
3A 余玲瓏 3B 徐希雯
3B 江芍瑶 3B 黎藹翹 
3B 林臻宇 6B 石梓瀅

新界東初中男子組 殿軍 1A 邱兆衡 1B 蘇政聲 
3A 林淇曜 3B 張翰文
3B 江枳樂 3B 連寶澤 
3B 黃浚希 3B 葉海恒
3C 張浚樂 3D 黃啓進

新界地域中學校際室內賽艇比賽

女子丙組300米 冠軍 2D 李詠欣

女子丙組300米 第八名 2B 李樂儀

女子丙組團體 優異獎 1A 何美怡 1A 葉嘉琪 
2A 楊梓榆 2B 李樂儀
2B 徐濼暄 2D 李詠欣

女子甲組1000米 第四名 5A 盧依琳

女子甲組1000米 第八名 5C 譚詠童

女子甲組1500米 第十名 6B 黃嘉雯

女子甲組團體 優異獎 5A 盧依琳 5B 何倬慧 
5C 譚詠童 5D 陳焯瑩
6B 黃嘉雯

男子丙組4X500米 殿軍 1A 譚江鋒 2C 黃安堂 
1C 劉泊旻 1C 郭景陞

男子丙組1000米 亞軍 2C 黃安堂

男子丙組1000米 第五名 1A 譚江鋒

男子丙組團體 季軍 1A 譚江鋒 1C 郭景陞 
1C 劉泊旻 2B 梁珀菘
2C 張叡行 2C 黃安堂

Samsung第60屆體育節──第21屆學界足毽邀請賽

男子高級組 雙人賽 優異獎 5B 伍睿謙 5C 黃浩樑

女子初級組 雙人賽 優異獎 2A 陳　娜 2A 香卓言

女子初級組 單人賽 季軍 3A 袁凱晴

女子初級組 團體賽 季軍 3A 袁凱晴 2A 陳　娜 
2A 香卓言 2A 蘇凱嵐
2A 王天兒 2B 黃倩儀

大埔區學界欖球推廣計劃Y世代計劃：大埔區、北區、元朗區及
屯門區中學非撞式欖球比賽2017

女子高中組 季軍 4A 蘇紫晴 5A 馮凱欣 
5A 李依澄 5B 周芷澄
5B 朱曉彤 5B 郭新希 
5B 呂思雯 5C 譚詠童

男子高中組 殿軍 5B 鄭頴禧 5B 李卓謙 
5C 何文軒 5C 葉鉦耀
5C 郭　熙 5C 譚嘉橋 
5D 梁震雄 5D 吳家希
5D 吳文彥 5D 王展龍

Samsung第60屆體育節──拔河錦標賽

青年組男子4人280公斤級 冠軍 2A 馮俊熙 2A 夏穎廉 
4B 范樂生 4C 鍾宇軒

青年組男子4人280公斤級 亞軍 1B 馮俊煒 1B 李鉦聰 
1B 李象周 3C 馮裕東

青年組男子4人280公斤級 季軍 1A 劉駿燁 2D 何偉鴻 
2D 馬景逸 3C 張浚樂

女子組公開4人組260公斤 季軍 3A 方巧茵 2B 李天恩 
1A 嚴紫瓊 1A 黎穎姿

公開組混合8人560公斤級 季軍 1A 黎穎姿 1B 馮俊煒 
2A 馮俊熙 2A 夏穎廉
2B 李天恩 3A 方巧茵 
3A 袁凱晴 4B 范樂生

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2016-2017年度校際足球比賽

男子乙組 季軍 2D 黃文軒 3A 林淇曜 
3B 連寶澤 3B 蘇俊雄
3B 葉海恒 3D 張世桓 
3D 曾孝曦 3D 黃啟進
4A 張嘉耀 4A 梅朗然 
4A 丘志林 4B 林峻民
4B 李卓男 4C 廖令行 
4C 蘇展浩

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全年錦標賽

男子組 十佳學校

女子組 十佳學校

2016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丙組足球邀請賽

男子丙組 冠軍 1C 徐洛賢 2A 冼樂軒 
2B 朱朗峯 2B 李樂希
2B 顏朝鏗 2C 張力行 
2C 馬卓揚 2D 張萬城
2D 徐誠鋒 2D 黃文軒 
3B 蘇俊雄 3B 連寶澤
3D 張世桓 3D 曾孝曦 
3D 黃啓進

藝術及其他獎項
大埔區第36屆校際舞蹈比賽

中學組 銀獎 1A 陳曉淇 1A 朱佩琳 
1A 葉芯旻 1A 劉均兒 
1A 黃濼桃 1C 張倩琳 
4A 黎心怡 4C 韓詩琦 
4D 張曼琪 4D 蘇己游 
5B 朱曉彤 5B 呂思雯 
5C 梁嘉寶 5C 莫凱盈 
5D 冼影翹

「魅力維港耀全城」全港中學生3D打印設計比賽

初中組 金獎 5D 曾家偉

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

中學組爵士舞及街舞 甲等獎 1A 陳曉淇 1A 朱佩琳 
1A 葉芯旻 1A 劉均兒 
1A 黃濼桃 1C 張倩琳 
4A 黎心怡 4C 韓詩琦 
4D 張曼琪 4D 蘇己游 
5B 朱曉彤 5B 呂思雯 
5C 梁嘉寶 5C 莫凱盈 
5D 冼影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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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造節2017 Maker Faire──我是車手

公開組  人車合一獎 第一名 5D 曾家偉

公開組  設計演繹獎 第一名 5D 曾家偉

初級組  人車合一獎 第二名 3A 林淇曜 3A 劉　睿 
3A 羅孝賢 3A 白宜靖
3B 江芍瑶 3B 江枳樂

教協普及閱讀獎勵計劃

中學組 青章 2A 香卓言 3A 陳倩兒 
3A 鍾敏桐 3A 方巧茵 
3A 傅穎晴 3A 呂欹諺

藍章 1B 劉樂琳 1B 盧彥喬 
1B 葉嘉晴 3A 孔芷儀 
4A 黃頌渝 4B 林思燕 
4C 溫子琪

紫章 2A 陳　娜 2A 陳萍萍 
2A 蘇凱嵐 2A 王天兒 
3A 袁凱晴 3B 張鎂渟 
4B 何子豐

第二屆立體逐格動畫設計比賽

中學組 二等獎 5B 陳君怡 5B 鄺采瑩 
5B 廖家榮 5C 楊智雯 
5D 曾家偉

公益少年團中小學生領袖訓練計劃

中學組 卓越表現獎 2B 李凱彤

第69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粵劇比賽 季軍 2D 麥熙華

笛子比賽 優異獎 3B 張澤霖

鋼琴比賽 優異獎 3B 林書行

聲樂(中文)比賽 優異獎 4D 謝彩鈺

聲樂(外文)比賽 優異獎 4D 謝彩鈺

第十六屆基本法多面體全港中學生辯論賽 (基本法盃)
佛山辯論交流比賽

普通話組 亞軍 5A 蕭佳琳 5A 曾卓琳 
5A 劉智滔 5A 鍾俊傑 
5B 王婉蓉 5C 馮天行

2016/17年度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

傑出學生環境保護大使 金獎 5A 蘇潼溵

傑出學生環境保護大使 銀獎 5A 沈詠翹

傑出學生環境保護大使 銅獎 5A 楊穎琳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 優異獎 2B 歐希雯 3B 葉珮盈 
3C 馮裕東 4A 黎心怡 
4A 吳芷盈

全港抗賭魔術大賽

新秀組(中學) 季軍 5B 廖家榮

國慶盃賀辭寫作比賽

中學組 優異獎 3A 蔡紫芸 3A 呂欹諺

第十六屆「傲翔新世代」全方位青年領袖訓練計劃

優良表現獎 優良表現獎 4A 黃頌渝 4C 彭曉夫 
5A 沈詠翹 5A 蘇潼溵 
5A 鍾俊傑 6A 鄧戎茵 
6B 譚子臻

獲選為2016YMCA海外服務交流團

代表到柬埔寨交流 5A 鍾俊傑

2017大埔區傑出學生選舉
十大傑出學生 4A 黎心怡

傑出學生優異獎
2A 劉佩芝、2A 夏穎廉、2A 陳娜

孝情文化青年學生大會2017
第11屆孝道徵文比賽
高級組季軍
4A 陳曦

高級組真情流露獎
4A 周筱祺
初級組真情流露獎
2A 陳娜、3A 龐芷茵

中學組

中學組

粵劇比賽

笛子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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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H.K. & Kln. Kaifong Women’s Association
SUN FONG CHUNG COLLEGE

學生姓名：（中） 　（英） 

性別： 　　*香港身份證／出生證明書號碼： 

出生地點： 　　出生日期： 

學生編號 (STRN No.)： 　　聯絡電話： 

住址： 

　　　 

學業資料

現就讀小學名稱 (地區)：　　　　　　　　　　　　　　　　　　　　　　　 上午／下午／全日（　　 　　區）

小五全級名次/總人數(如有)：　　　　　／（　　人） 小六全級名次/總人數(如有)：　　　　　/（　 　人）

小五操行等級： 小六操行等級：

最近一次校內考試成績：中文：(　　 　)　　　普通話：(　　 　)　　　英文：(　　 　)　　　數學：(　　 　)

其他優異紀錄

年份 曾獲藝術、運動或服務等方面的優 異 紀錄（請附上有關文件副本，如有需要，可另紙書寫。）

家庭狀況

父親姓名： 職業： 聯絡電話：

母親姓名： 職業： 聯絡電話：

監護人姓名（若非父母）： 職業： 與申請人關係：

監護人地址： 聯絡電話：

現正就讀本校的兄或姊姓名（如適用者）

1﹒　　　　　　　　　　　　　　　（　　　　班）　　2﹒　　　　　　　　　　　　　　　（　　　　班）

表格編號： 

2018-2019年度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學校專用

 取錄

 落選

 後補（第　　　名）

負責老師：　　　　　　　　　　　　　　　

註： （一） 請於2018年1月17日(星期三)或以前將表格交回至孫方中書院（鹿茵山莊旁）或孫方中小學（富善邨）。

 （二） 有關個人資料（私隱）注意事項：

  在此表格中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將用於學位申請上。本校可能將收集所得的個人資料向教育局透露。倘所提供的資料有不足或失實

之處，本校將無法辦理閣下之申請。

申請人簽名： 

家長簽名： 

填表日期： 

* 請 刪 去 不 適 用 者

請貼相片

傑出學生優異獎
2A 劉佩芝、2A 夏穎廉、2A 陳娜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2018-2019年度中一自行分配學位

申請須知

申請日期及學額：

1. 接受申請日期：2018年1月2日（星期二）至2018年1月17日（星期三）

2. 中一自行分配學額數目：38。

3. 根據教育局「中學學位分配辦法概要」，學生最多可向兩 所 中學申請自行分配學位，否則將被取消「中一自行

分配學位」的申請資格。

申請辦法：

1. 請填妥申請表及貼上近照。

2. 將填妥之申請表及有關文件於2 0 1 8 年 1 月 1 7 日 （ 星 期 三 ） 或 以 前 交 回 下 列 地 點 之 一 ：

a. 孫方中小學校務處  地址：大埔富善邨第三期

b. 孫方中書院校務處  地址：大埔大埔公路大埔滘段4643 號(鹿茵山莊旁)

3. 交回申請表時，請一併交回以下文件：

a. 教育局派發予各小六學生的「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b. 小五上、下學期及小六上學期成績表副本。

c. 藝術、運動或服務等方面的優異紀錄証明文件副本。

甄選方法：

所 有 申 請 者 將獲邀請參加2018年3月至4月舉行的面試。面試後取錄與否，將於2018年7月連同中學統一派位時

公佈。本 校 並 不 會 個 別 通 知 取 錄 結 果 。

收生準則：

項目 比重

面試表現 20%

學業成績 20%

操行表現 20%

獎項（包括學術、體藝及服務） 20%

教育局所提供之名次 20%

***歡迎家長瀏覽本校網頁，了解本校的特色及各方面發展，

網址為http://www.sunfc.edu.hk，報名表亦可在本校網頁下載。***

查詢電話：2656 7123　　　　學校電郵地址：info@sunfc.edu.hk



長跑隊連續8年奪得中學校際越野賽
男子組全組總冠軍、連續10年奪得
女子組全場總冠軍

第十六屆基本法多面體全港中學生辯論賽(基本法盃)
亞軍

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全年總錦標
男子組十佳學校
女子組十佳學校

2016-2017大埔區好學生獎勵計劃
4B 黃凱琪、4A 吳芷盈、4A 黎心怡

第三十六屆蜆殼/港島青商展能學童獎學金
最佳融合教育學生獎
6B 鄺采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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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達學校之公共交通：
巴　　士： 72、72A、73A、74A 
專線小巴： 28K（大埔墟火車站←→學校←→火炭火車站←→沙田）

 28S（科學園←→學校←→火炭火車站←→沙田）
校　　車： 校方安排校車接送學生

Direct public transportation to School: 
Bus: 72, 72A, 73A, 74A 
Mini bus: 28K (Tai Po Market MTR station ←→ SFCC ←→ Fo Tan MTR station ←→ Shatin)
 28S (Science Park ←→ SFCC ←→ Fo Tan MTR station ←→ Shatin)
School bus: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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