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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on辦
學
理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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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f-motivated in learning,

Fluent in English and Putonghua,

Creative and 

Character-driven.

School Belief信
念

2019-2020 School Slogan學
校
口
號

篤志修德　毅力為學
Hold fast to your determination    Cultivate virtue    Persevere in  learning

Mission辦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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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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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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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BeliefSchool BeliefSchool BeliefSchool BeliefSchool BeliefSchool Belief

勤
Diligence

廉
Integrity

信
Trustworthiness

慎
Prudence

校訓
School
Mott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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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膳安排
Lunch Arrangement

School Bus Arrangement校
車
安
排

每天早上及放學時段，學校均安排校車接送學生往來大埔區各站。
We provide school bus service for students in Tai Po region to go 
to and from school.

供應商分發午飯
Lunch boxes distributed 
by service provider

保溫車
Thermal warming cart

微波爐
Microwave-
oven heating

綠色廚房
Green Kitchen

蒸飯機	
Steamer

雪櫃
Refrig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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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團
Exchange Tours

大灣區
Greater Bay
Area

俄羅斯
Russia

重慶 
Chongqing

北京
Beijing

紐西蘭
New 
Zea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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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高中同學參與教育局舉
辦的「商校合作―工作體驗計劃」，
到不同機構進行實習。
Senior Form students were assign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Business-School 
Partnership Programme launched by the 
EDB.

安排中三選科輔導活動、參與高中就業
體驗交流、參觀工作機構，並提供大學
聯招及非聯招資訊活動等，讓同學對升
學及就業有更深入的了解。
To enhance students’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further studies and careers, we 
organized various activities for S.3 and senior students, including electives selection 
guidance programme for S.3 students, employment experience exchange programme 
for the seniors, workplace visit, and JUPAS and Non-JUPAS information activities.

開辦「酒店服務營運」和「西式食品製作」應用學習
課程，讓學生體驗不同的學習經歷。
Applied Learning (ApL) Courses have been offered to 
Senior Form students, including ‘Western Cuisine’ and 
‘Hospitality Services in Practice’. 

優化中三至中五級生涯規劃課，提升學生對生涯規劃
的認知，並輔助學生進行不同職業性向的測試。
Life Planning lessons were refi ned to arouse students’ 
awareness of planning their lives and various vocational 
aptitude tests were conducted for S.3 to S.5 students.

為高中同學提供境外升學資訊，並為有需要的學生撰寫推薦書和證明書。
Overseas studies information was provided to senior students, and testimonials and 
academic certifi cates were prepared for students who needed them.

升學及就業輔導
Further Studies and Careers Counselling

家校活動
Family Involvement in
School Activities
學校與家長教師會聯合舉辦不同形式的活動，包括：中一迎新日、中一
家長晚會、「正向思維」講座及工作坊、新春團拜、敬師活動、大埔區
學校聯展、親子遊、舊書和舊校服回收運動等，以加強家校的聯繫。
We organized different events with the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PTA), 
including S.1 Orientation Day, S.1 Parents’ Evening, Parenting Talk and 
Workshop on ‘Pos itive Mindset’, New Year Gathering, Teachers’ Day, Tai 
Po School Works Exhibition, Family Trip, the Old Textbooks and Uniforms 
Donation Scheme with the purpose of strengthen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chool and parents.

大灣區
Greater Bay
Area

俄羅斯
Russia

重慶 
Chongqing

北京
Beijing

紐西蘭
New 
Zea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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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化尊重和關愛他人
Respecting and caring about others were bolstered 
among students.
 安排學生參加公益及社區活動。

Social and community services were arranged for students.

 舉辦捐血日。
Blood Donation Day

 參加「好心情@學校」和「醫教社同心協作先導計劃」，提升學生的抗逆能力及關愛
同儕的意識。
Joyful@School Campaign and the Student Mental Health Support Scheme enhanced 
students’ resilience and caring capacity.

 安排性教育周，舉辦護苗教育課程、午間攤位、德育節內的專題活動等。
End Child Sexual Abuse Activities, Sex Education Week, lunchtime booths, forums in 
Moral Education Week were staged throughout the year.

著重推廣德育及公民教育
Promotion of moral and civic 
education
• 加強培育學生的責任感和承擔精神	

To nurture stronger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mong students
 舉行「全校清潔」運動。

‘Clean School campaign’ was launched.

 推行能強化正面行為的「好人好事齊建樹」活動。
Students were encouraged to take part in ‘Good People Good 
Deeds’ activity to promote positive behavior.

 參加能提升學生奉公守法意識的「思囚之路」活動。
Students took part in ‘Reflective Path’ activity aiming at 
strengthening their law-abiding awareness.

 安排自律守規比賽和班際守時比賽。
‘Sel f-Discipl ine and Punctual i ty Inter-class 
competitions’ were conducted.

 每周進行儀容大檢。	
‘Uniform and appearance checking’ was weekly held.

 舉辦禁煙及禁毒周。
‘Anti-smoking and Anti-drug week’ was organ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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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學生英語水平
Enhancing students’ English profi ciency
為了提升英文學與教的效能，本校實行一系列英語政策，包括：不同級別按學生能
力採用不同的課程及評估制度、外籍老師擔任班主任及分組教授英語會話課等。
We have carried out different policie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English 
learning and teaching. Teaching materials and assessments were tailored made to 
support diversity in different classrooms. Besides being class teachers, the NETs 
are in charge of group-based oral lessons.

Creating diversifi ed learning environment—
academic activities
• 照顧學生學習需要

Catering for learning diversity
舉辦學術周，包括：中文、英文、數學、通識、科學、STEM等。

Subject Weeks were organized, including Chinese, English, Mathematics, Liberal 
Studies, Integrated Science and STEM.

在主科增加小組教學，減少師生比例，增強師生互動。
For core subjects in both Junior and Senior Forms, we have strived for 
more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in a small class teaching environment.

營
造
多
元
化
學
習
環
境—

學
術
活
動

邀請畢業生回校分享「摘5**心
得」，提升應試技巧。
Alumni were invited to share their 
learning strategies to attain Level 
5** as to prepare students for the 
HKDSE.

聘請大學生校友進行初高中「中英數功課輔導班」。
Alumni were hired to teach Chinese, English and Mathematics 
remedial classes.

安排同學參與不同的學科講座、參觀及考察活動，拓寬不同
領域的知識。
Students were arranged to take part in talks, visits and field 
trips to enrich their knowledge in various areas.

為了創造英語學習環境，本校定期舉辦英語活
動，包括：逢星期二和四以英語進行早會、外
籍老師在英語花園舉行英文活動、籌辦「學術
嘉年華」英語朗誦比賽、中三同學早上與外籍
老師對談英語等。
We have held English activities on a regular 
basis to create an English-learning atmosphere. 
Morning assemblies are conducted in English 
on Tuesdays and Thursdays. The NETs have 
conducted English weekly activities in the English 
Garden. An English solo-verse speaking contest 
was held at the Academic Carnival. S.3 students 
have joined the ‘Morning Chat with NETs’ 
programme.

「活字生香」漢字文化體驗展
‘The Vivid World of Chinese 
Characters: From the Origin to 
the Future’ Exhibition

通識科講座
Talk on Liberal Studies

長洲考察
Field Trip to Cheung Ch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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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多元化學習環境—閱讀氛圍
Creating diversifi ed learning environment—
intensifying reading atmosphere

舉辦大型書展
Large book fair

舉行讀書會午間聚會，師生彼此分享閱讀
心得。
The Reading Club organizes regular 
lunchtime gatherings for students and 
teachers to share their reading experiences.

參加香港教育城「e悅讀學校計劃」，並在圖書館設置
平板電腦供學生自主閱讀。
Laptops are installed in our school library for students 
to use multifunctional e-bookshelves to take part in 
‘eRead Scheme’ launched by HKEdCity.

參加青年閱讀講座
Youth Reading Talk

舉辦閱讀活動
Reading activities

舉辦閱讀講座
Reading talks

GLO travel 創辦人陳成軍先生主講
「一次閱讀的旅行」
Mr Rubio Chan, the founder of GLO 
Travel shares the importance of 
reading. 分享嘉賓為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教授、知名專欄作家陶傑先生

及作家王貽興先生
Talk delivered by Professor Jasper Tsang Yok-shing, the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Hong Kong, renowned 
columnist Mr Chip Tsao, and a local author Mr Ong Yi-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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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ng diversifi ed learning environment—
e-Learning

營
造
多
元
化
學
習
環
境—

電
子
元
素

使用平板電腦進行戶外考察
Laptops are used in a fi eld trip study

利用電子學習工具進行周會活動
e-learning tools are employed in 
a weekly assembly

為教師提供電子教學培訓
e-learning training courses are 
provided for teachers

開放電腦室
Computer rooms are open 
to students for use

讀書會使用電子書閱讀
The members of Reading 
Teams are reading e-books

• 參加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推行的「中學IT創新實驗室」計
劃，申請100萬元資助，以提升校內資訊科技設備和設施。
We took part in ‘IT Innovation Lab in Secondary Schools Initiative’ 
organized by the offi ce of the Government Chief Information Offi cer 
and the grant of 1,00,000 HK dollars was applied to upgrade our 
school IT facilities.

• 本年度新增「多元學習策略組」，統籌「閱讀推廣組」及「電子
學習委員會」，更有系統地推廣不同的電子教學方法，包括：
‘Diversity Learning Strategy Group’ was newly formed to coordinate 
‘Reading Promotion Committee’ and ‘e-Learning Committee’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various e-learning teaching strategies in a 
more systematic way. 

優化數學科電子考卷，將有關學生的評核資料建立數據庫，方
便分析學生的強弱項。
The Mathematics panel adopted the e-assessment system 
in order to devise appropriate teaching strategies based on 
students’ performances in the data base.

通識、生物和地理等科目以電子學習工具進行戶外考察。
e-learning tools were used in the field trips of Liberal Studies, 
Biology and Geography.

	地埋、視藝、科學、中史和歷史等科目試行以VR輔助教學。
VR was put into trial use in teaching Geography, Visual Arts, Science, Chinese History 
and History.

中文科使用「反轉教室」教學，讓學生在家中自行學習。
‘Flipped Classroom’ pedagogy was adopted in teaching Chinese Language. This 
strategy enabled students to learn on their own at home.

7



營造多元化學習環境—資優培訓
Creating diversifi ed learning environment—
cultivation of gifted students
• 設立資優及STEM教育委員會，有
系統地推廣及統籌校內外資優課
程、活動及比賽，幫助不同範疇的
資優學生發展，加強他們的信心及
成就感。
A committee of gifted education 
and STEM education was formed 
to promote and coordinat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chool gift education 
courses, activities and competitions 
in a systematic way. It was to 
enhance the development of gifted 
students in different areas and boost 
their confi dence and sense of achievement.

• 增聘STEM和資優教學助理，並向優質教育基
金申請撥款設立	STEM	室。
A teacher assistant for STEM and gifted 
education was employed. We applied for a 
grant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TEM room.

•	 優化初中跨科協作，提升學生的創意及解難
能力，發揮學生潛能。
‘Collaboration across the curriculum’ for junior 
students was refi ned to promote students’ creativity, improve their problem solving skills and 
further realize their potential.

• 儲存學生的成績、獎項及老師推薦等數據，逐步建立資優人才庫。
The storage of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s, prizes and 
awards, and teachers’ recommendations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data base of gifted students.

• 推薦資優學生參加各大專學院及資優培訓機構的資優課程。
Gifted students were recommended to join the gifted education 
courses organized by tertiary education institutes and the Academy 
for Gifted Education.

• 聘請專業導師為資優生提供課後拔尖班，包括：中文口語溝通、
英文寫作、奧數等。
Professional tutors were 
h i red  to  run  “Lear n ing 
Enrichment Classes” after 
school for gifted students, 
including Chinese verbal 
commun ica t i on  c l ass , 

English writing class 
and Mathematics 
Olympiad class.

高空降落傘
A parachute

意粉橋
Spaghetti bridge

椅子設計
Chair design

紙飛機設計
Paper aeroplanes

泡泡與矛的對決
Bubble and spear fi ght

遙控模型車
Remote-controlled model cars

h i red  to  run  “Lear n ing h i red  to  run  “Lear n ing h i red  to  run  “Lear n ing h i red  to  run  “Lear n ing h i red  to  run  “Lear n ing h i red  to  run  “Lear n ing 
Enrichment Classes” after Enrichment Classes” after Enrichment Classes” after Enrichment Classes” after Enrichment Classes” after Enrichment Classes” after Enrichment Classes” after Enrichment Classes” after Enrichment Classes” after Enrichment Classes” after 
school for gifted students, school for gifted students, school for gifted students, school for gifted students, school for gifted students, school for gifted students, school for gifted students, school for gifted students, school for gifted students, school for gifted students, 
including Chinese verbal including Chinese verbal including Chinese verbal including Chinese verbal including Chinese verbal including Chinese verbal including Chinese verbal including Chinese verbal 
commun ica t i on  c l ass , commun ica t i on  c l ass , commun ica t i on  c l ass , commun ica t i on  c l ass , commun ica t i on  c l ass , commun ica t i on  c l ass , commun ica t i on  c l ass , commun ica t i on  c l ass , 

English writing class English writing class 
and Mathematics and Mathematics and Mathematics 
Olympiad class.Olympiad class.

椅子設計椅子設計
Chair designChair design

本校學生於香港城巿大學舉行的「2019	
RoboSTEAM香港區公開賽」中榮獲公開
組(初級)總亞軍及最佳編程大獎，並於暑
假到日本大阪大學進行決賽。
We were awarded the first runner-up 
and the best programming team (Junior 
Secondary  Sect ion )  in  2019 Hong 
Kong RoboSTEAM Open. Our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will go to the fi nal in Osaka, 
Japan during the summer vacation. 

8



Creating diversifi ed learning environment—
Leadership Training

營
造
多
元
化
學
習
環
境—

領
袖
訓
練

•	 成立不同的學生組織，包括：學生會、社幹事、司儀
隊、學長、紀律領袖生、學術領袖生、推廣及接待領袖
生、圖書館領袖生、環保領袖生。	
We have established various student organizations to 
nurture student leaders. They play active roles as Student 
Association members, House committee members, masters 
of ceremonies, mentors, discipline prefects, academic 
prefects, promotion prefects, librarian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efects.

•	 周會舉行學生領袖組織宣誓
儀式，各領袖承諾肩負起服
務的奉獻精神。
Our school prefects took the 
oath at the weekly assembly 
to declare their wills to serve.

協助舉辦學科活動
Organizing activities 
of different subjects

學生會就職
Inauguration of  Student Union

接待來賓
Reception of guests

籌辦社際活動
Organization of Inter-House activities

紀律領袖生訓練
Discipline Prefects’ Training

•	 由學生主持早會、周會、陸運會、結業禮、畢業典禮和
校慶等活動，積極為學生創造「當主角」的機會。
We have provided abundant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take the lead by inviting them to host morning assemblies, 
weekly assemblies, Athletics Meeting, Prize-giving 
Ceremony, Speech 
Day and the School 
Anniver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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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多元化校園生活
Advocating diversifi ed school life

野戰紀律訓練
Discipline training through war game

學生會選舉
Student Association Election

急救技巧訓練
First-aid training course

辯論比賽
Debate competition

戶外學習日
Outdoor Learning Day

陸運會
Athletics Meet

小學生體驗日
Experience secondary school 
life by primary students

午間活動之甜心巧克力工作坊
Lunchtime activity: Chocolate 
making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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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際歌唱比賽
Inter-House Singing Contest

學期頒獎典禮
Prize-giving Ceremony

結領帶活動
Knot Tying activity

舞蹈表演
Dance performances

綠色生活工作坊
Green Life Workshop

才藝表演
Talent Show

班主任遊戲環節
Playing games in class 
teacher periods

知心友活動—足繪

Foot Painting—Peers Club activity

師生烹飪比賽
Teacher-student Cooking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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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八屆參加中學文憑考試，同學們的整體成績良好，平均科目及格率	91.3%	 (全港平均數為	83.7%)。表一為
各科的及格率與全港平均及格率的比較。

Our students’ general performances were satisfactory in the eighth HKDSE in 2019. The average pass rate is 91.3%, which 
is higher than the average pass rate of Hong Kong (83.7%). The following diagram shows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pass 
rates of different subjects in our school and the Hong Kong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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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佳彤	

XIE JIATONG
1科5**級、2科5*級、2科4級
1	level	5**,	2	level	5*,	2	level	4

27分points

6A
吳紀瑩

NG KEI YING IRIS
1科5**級、4科5級
1	level	5**,	4	level	5

27分points

6A
陳可慧

CHAN HO WAI
1科5**級、1科5*級、1科5級、1科4級
1	level	5**,	1	level	5*,	1	level	5,	1	level	4

25分points

6A
陳曦

CHAN HEI
1科5**級、1科5*級、3科4級
1	level	5**,	1	level	5*,	3	level	4

25分points

6A
吳詩佩

WU SHIPEI
2科5*級、1科5級、1科4級
2	level	5*,	1	level	5,	1	level	4

24分points

6A
蔡紹楷

CHOI SIU KAI
4科5級、1科4級
4	level	5,	1	level	4

24分points

註	Remarks：
只有4,310科次派出5**級，佔全港總應考科次的1.4%。全港只有4,247人在最佳5科成績（滿分35）取得25分或
以上，佔總考生的8.9%。

Only 4,310 level 5** were awarded, taking up 1.4% of the total. Only 4,247 candidates attained 25 points or above in 
their best fi ve subjects (35 marks in total), taking up 8.9% of the whole.

Subject科目

2019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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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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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獎項
學術獎項

2019大埔區傑出學生選舉

高中組 十大傑出學生 6A 王彥雯
高中組 優異傑出學生 6A 劉寶兒
初中組 優異傑出學生 4A 梁珮晴

2019新界區傑出學生選舉
高中組 新界區優秀學生 6A 王彥雯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學生徵文比賽
初中組 優異 3A 林雪儿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慈善基金獎助學金計劃2019
中學組 獎助學金 6A 謝佳彤

第70屆香港校際朗誦節英文朗誦比賽
中學組 英文獨誦季軍 2A 翁敏婷

英文獨誦優異 1A 江思穎 1A 黎卓臻 3A 陳曉淇 3B 羅雅賢 4A 黃雅群
5A 蔡鈺城 5B 羅孝賢

英文獨誦良好 3A 黃濼桃
第70屆香港校際朗誦節中文朗誦比賽

中學組 普通話散文獨誦季軍 4A 蔡玉婷
普通話詩詞獨誦季軍 4A 夏頴廉
普通話散文獨誦優良 1C 陳珮君 4A 吳雨藍 4B 黃暢穎 4B 梁彥彤
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 1D 郭靜怡 3A 鄧浩君 4A 陳娜 4A 陳萍萍 4A 楊欣怡

5A 蔡紫芸 5A 王彥雯
粵語散文獨誦優良 1C 陳珮君

第12屆亞太區機械人錦標賽香港分區賽蔡章閣盃
中學組 機械人聯賽金獎 1A 方超穎 1A 何濟冽

大埔區校際國民教育辯論比賽
中學組 亞軍 2A 曾倩瑤 2B 梁宇航 4A 歐希雯 4B 吳敏儀

複賽最佳辯論員 4A 歐希雯
「楊自順、黃逸泉、李欣、余毅、徐志誠、謝燕川、楊自然」獎學金

中學組 獎學金 2A 翁敏婷 3A 朱佩琳 4A 楊欣怡 5A 蔡鈺城 6A 吳紀瑩
應用學習獎學金

中學組 獎學金 6A 揭詠芯 6A 黎心怡 6C 甄煒樂 6C 梁卓藍
第五屆香港中學生文藝散文即席揮毫大賽(2019)

高中組 優異獎 5A 劉寶兒
2019 RoboSTEAM香港區公開賽

公開組(初級) 亞軍 1A 張文熙 1A 何濟冽
最佳編程大獎 1A 邱巧童 1A 施景瀚

第十三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中學組 優異 6A 謝采鈺 6A 黃頌渝

2019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初賽
中學組 銀獎 2A 翁敏婷 3A 徐延睿 4D 陳祥銘 5A 蘇焯丞

銅獎 2A 黃雪嵐 2A 郭恒瑋 2A 羅皓文 3A 陳婉瑩 3A 王媛榆
3A 袁玉姍 5A 劉睿

香港理工大學數理比賽
中學組 優異 5A 何潔

良好 5A 白法鑫 5A 蘇焯丞
優良 5A 黃子健

香港數學遊戲公開賽
中學組 金獎 3A 徐延睿

銀獎 3A 王媛榆
銅獎 3A 嚴紫瓊 3A 袁玉姍

2019港澳數學奧林匹克晉級賽
中學組 金獎 4D 陳祥銘

銀獎 2A 郭恒瑋 3A 徐延睿
銅獎 2A 黃雪嵐 2A 翁敏婷 2A 羅皓文 3A 王媛榆 3A 袁玉姍
禁毒教育 模擬法庭─公義教育計劃：模擬法庭比賽第一回合初賽

中學組 最佳證人 4A 蔡玉婷
第一回合初賽勝出 4A 歐希雯 4A 蔡玉婷 4A 陳俊霖 4B 何雪兒 5A 蔡紫芸

5A 王彥雯 5A 俞若詩 5A 蔡鈺城
禁毒教育 模擬法庭─公義教育計劃：模擬法庭比賽第二回合初賽

中學組 最佳證人 4A 夏頴廉
禁毒教育 模擬法庭─公義教育計劃：模擬法庭比賽第三回合初賽

中學組 最佳證人 4A 夏頴廉
最佳律師 5A 嚴子晴

第三回合初賽勝出 5A 王彥雯 4A 陳娜 4A 徐芷珊 4A 蔡玉婷 4A 香卓言
5A 劉寶兒 5A 王彥雯 5A 嚴子晴 5A 俞若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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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教育 模擬法庭─公義教育計劃：模擬法庭比賽「最佳公義智囊團」

中學組 禁毒教育	模擬法庭―公義教育計劃：
模擬法庭比賽「最佳公義智囊團」

4A 陳娜 4A 陳萍萍 4A 徐芷珊 4A 簡鉻瑤 4A 劉珮芝

4A 歐希雯 4A 蔡玉婷 4A 香卓言 4A 楊欣怡 4A 馮俊熙

4A 夏頴廉 4B 何雪兒 5A 蔡紫芸 5A 劉寶兒 5A 王彥雯

5A 嚴子晴 5A 俞若詩 5A 蔡鈺城 5C 杜亮亮

文協盃朗誦比賽2019

初中 國語組二等獎 2A 翁敏婷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資優培訓

中學組 資優生 4A 陳可欣 4A 簡鉻瑤 4A 劉珮芝 4A 廖康琳

4A 香卓言 4B 梁珀菘 5A 王彥雯 5A 白法鑫

2018-2019年全國青少年「菁英盃」語文知識大賽

現場作文初賽 一等獎 2A 翁敏婷

現場作文決賽 二等獎 2A 翁敏婷

現場作文總決賽 三等獎 2A 翁敏婷

大埔區校際普通話比賽

中學組 冠軍 4A 香卓言

亞軍 4A 吳雨藍

國際學科評估2019

Science Credit	of	Science	in	Chinese 3B 李健可

Merit	of	Science	in	Chinese 2A 賴榮東

English Credit	of	English 1A 江思穎 5A 吳穎軒 5B 羅孝賢 4B 左禮華

Distinction	of	Writing 1A 江思穎

Credit	of	Writing 4A 香卓言

Merit	of	Writing 4A 徐芷珊 4B 石芷賢 4B 趙敏

	Mathematics Distinction	of	Mathematics	in	Chinese 1A 翁廷楷 1B 李昆陶 2A 郭恒瑋 3A 袁玉姍

3A 徐延睿 3B 李志明 4A 劉煜均 4A 邱達偉

Credit	of	Mathematics	in	Chinese 1B 黃偉倫 1C 陳沁兒 1C 梁綺泳 2A 翁敏婷

3A 嚴紫瓊 3A 黃友宏 3B 李健可 4A 何渼欣

4A 劉珮芝 4A 香卓言 4A 楊欣怡 4B 陳港洪

4C 杜嘉瑩

Merit	of	Mathematics	in	Chinese 1B 羅芷珊 2A 王婉珊 4A 蔡玉婷

Credit	of	Mathematics	in	English 4A 劉正曦

運動獎項
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2019-2020年度校際游泳比賽

女子甲組 50米背泳亞軍 4B 盧姵希

50米蛙泳季軍 4B 盧姵希

全埸第七名 4B 盧姵希

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2019-2020年度校際越野比賽

男子組 總冠軍 1A 張國鋒 1B 林嘉銘 1D 邱錦華 2A 方超穎 2A 林煒培

2B 陳頌康 2C 陳煥熙 2D 梁志森 3C 林俊禧 4A 蘇政聲

4A 譚江鋒 4D 徐洛賢 6A 白宜靖 6B 林淇曜 6B 梅朗浩

6C 連寶澤 6D 郭世瑋

女子組 總冠軍 1A 何梓彤 1C 王奕文 1C 王嘉雯 2A 陳鈺怡 2C 張嘉晴

2D 陳傲藍 2D 李曉瑩 2D 吳洛澄 2D 黃溱淇 4A 朱佩琳

4A 觀雨彤 4A 梁珮晴 4A 黃濼桃 4B 陳倩怡 4B 張倩琳

4C 陳曉彤 6C 林子晴 6C 楊曉彤

男子甲組 團體第十名 4A 譚江鋒 6A 白宜靖 6B 林淇曜 6B 梅朗浩 6C 連寶澤

6D 郭世瑋

男子乙組 團體冠軍 2A 林煒培 2C 陳煥熙 3C 林俊禧 4A 蘇政聲 4D 徐洛賢

男子丙組 團體冠軍 1A 張國鋒 1B 林嘉銘 1D 邱錦華 2A 方超穎 2B 陳頌康

2D 梁志森

女子甲組 團體殿軍 1C 王奕文 4A 朱佩琳 4A 觀雨彤 4C 陳曉彤 6C 林子晴

6C 楊曉彤

女子乙組 團體亞軍 2D 陳傲藍 2D 吳洛澄 2D 李曉瑩 2D 黃溱淇 2A 陳鈺怡

1C 王嘉雯

男子甲組 個人亞軍 6D 郭世瑋

男子乙組 個人季軍 4A 蘇政聲

男子丙組 個人季軍 1A 張國鋒

個人第七名 2A 方超穎

個人第九名 2B 陳頌康

女子甲組 個人第七名 4A 觀雨彤

女子乙組 個人冠軍 4B 陳倩怡

女子丙組 個人第八名 2D 陳傲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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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全港拔河公開賽

女子8人520公斤 亞軍 2A 陳希汶 2A 陳芸莉 2A 蘇洼兒 2B 郭庭旖 2B 姚煒珊

2D 許芳瑜 3A 何美怡 4D 李天恩 2B 周芷恩

女子4人260公斤 季軍 2B 郭庭旖 2D 許芳瑜 3A 何美怡 4D 李天恩 4A 馮俊熙

混合8人560公斤 季軍 2A 蘇洼兒 2D 許芳瑜 3A 何美怡 3B 馮俊煒

4A 夏頴廉 4C 李思進 4D 李天恩

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2018-2019年度校際羽毛球比賽

男子甲組 殿軍 5A 林淇曜 5B 張翰文 5C 連寶澤 5C 曾海龍 6D 梁銘剛

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2018-2019年度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 1500米亞軍 6D 袁雅詩

800米亞軍 6D 袁雅詩

女子乙組 鐵餅季軍 4C 李詠欣

女子丙組 100米欄冠軍 2A 高愷䨤

400米冠軍 2D 朱寶恩

跳高亞軍 1C 林煒貽

鉛球亞軍 2B 余紫靖

男子甲組 5000米季軍 6C 陳曉俊

男子丙組 跳遠季軍 2B 梁羿童

跳高亞軍 2C 林俊禧

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2018-2019年度U19校際籃球比賽

女子高級組 冠軍 3D 劉洪嘉 4A 楊梓榆 4B 徐濼暄 4D 鄒綽盈 4D 許雅喬

5B 朱詠琳 5B 江芍瑶 5B 林臻宇 5B 丁子程 5B 王君婷

5D 王沛姿 6A 蘇紫晴 6D 袁雅詩

2018-2019年度【禁毒盃】大埔區中學校際足球邀請賽

男子組 冠軍 1C 林文樂 1D 梁柏然 2B 翟志傑 2B 梁羿童 2B 王斯濼

2D 郭嘉樂 3B 梁國基 3C 徐洛賢 4B 陳致傑 4B 朱朗峯

4B 李樂希 4B 冼樂軒 4C 張力行 4C 張萬城 4D 馬卓揚

4D 顏朝鏗 4D 徐誠鋒

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2018-2019年度校際足球比賽

男子高級組 冠軍 4B 李樂希 4B 冼樂軒 4C 張力行 4C 張萬城 4D 馬卓揚

4D 顏朝鏗 4D 徐誠鋒 5A 林淇曜 5B 蘇俊雄 5B 葉海恒

5C 張世桓 5C 詹朗祺 5C 連寶澤 5C 曾孝曦 5D 黃啓進

6B 孔樂天 6C 林峻民 6C 劉子健 6C 蘇展浩 6D 吳智謙

體藝三十周年校慶籃球邀請賽

女子組 亞軍 1C 唐安芝 2A 高愷䨤 2A 高愷䅿 2C 黎曉程 2D 朱寶恩

4B 徐濼暄 4D 鄒綽盈 4D 許雅喬 5B 江芍瑶 5B 王君婷

6A 蘇紫晴 6D 袁雅詩

2019香港室內賽艇錦標賽暨慈善長途接力賽

中學女子姐 4X500米冠軍 2A 蘇洼兒 3A 何美怡 3B 劉信孜 4C 李詠欣

粉嶺救恩書院友校接力賽

女子組 4X100米冠軍 2B 呂雪昕 2D 朱寶恩 3D 蘇俞嫚 5C 楊曉彤

男子組 4X100米亞軍 3A 譚江鋒 4B 李樂希 4C 張力行 5B 蘇俊雄

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2018-2019年度校際乒乓球比賽

女子乙組 亞軍 1A 袁晞藍 2B 鄭凱琪 3D 李紀賢 4A 劉珮芝

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2018-2019年度U15校際籃球比賽

女子U15組 冠軍 1B 鍾健玲 1B 林嘉茵 1C 唐安芝 2A 高愷䨤 2A 高愷䅿

2A 黃冬琳 2B 馮悅沂 2C 黎曉程 2D 朱寶恩 2D 李衍澄

3A 黃濼桃 3B 許嘉文 3D 陳曉彤

大埔區聯校籃球比賽

中學組 亞軍 4A 黃俊銘 4D 顏朝鏗 5B 徐朗喬 5B 葉海恒 5C 吳其洋

5C 王梓謙 5D 陳金保

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2018-2019年度最佳進步學校獎

男子組 最佳進步學校獎

女子組 最佳進步學校獎

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2018-2019年度全年總錦標

男子組 全年總錦標十佳學校

女子組 全年總錦標十佳學校

藝術及其他獎項
陞域坊聯盃象棋賽

中學組 殿軍 6D 郭俊彥

第十八屆「傲翔新世代」全方位青年

中學組 最佳舞台表演獎 4A 馮俊熙 4A 歐希雯 4A 夏頴廉 5A 劉寶兒 5A 王彥雯

5B 孫珊珊 5D 葉紀均 5D 劉天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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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高中組 優異 6D 郭俊彥

天藝中國象棋大賽

高中組 亞軍 6D 郭俊彥

第二屆香港青少年書法大獎 

中學組 三等獎 4C 黃偉鵬

中學組 優異獎 3A 謝欣霖 4A 吳雨藍 5A 蔡紫芸 6A 陳曦 6A 謝佳彤

大埔區第38屆校際舞蹈比賽

中學組 銀獎 1A 江思穎 1A 施恩樂 1A 甄芷媛 1B 鍾健玲 1C 徐詠欣

1C 楊媛 1D 潘美怡 2B 鄭筱南 2B 劉心怡 2B 葉凱琪

2D 李依祈 3A 陳曉淇 3A 林梓游 3B 劉均兒 3B 劉梓希

3C 何思影 4D 鍾卓琳 5B 鍾嘉汶 6A 黎心怡 6D 張曼琪

大埔區校際歌唱比賽2019

中學組 銅獎 1A 蔡樂怡 1A 方藝霖 1A 何語嫣 1A 黎卓臻 1A 蘇雯晞

1A 冼曉愉 1B 梁恩瑜 1B 丘倩婷 1B 楊倚堤 1B 葉曉晴

1C 梁雪晴 1C 梁綺泳 1C 唐安芝 1D 蔡嫦萍 2A 李羲澄

2A 李思銳 2B 周芷恩 2B 何珉熙 2B 蔣靄瑩 2C 鍾健敏

2C 蘇凱晴 2D 何詩情 2D 曾嘉程 3A 陳婉瑩 3A 朱詠欣

3A 李穎琪 3A 曾思華 3B 陳莉玉 3B 劉軒兒 3B 黃詩穎

3C 梁考瑩 3D 梁桓瑜 4A 歐希雯 4B 趙敏 4C 林凊潼

4C 林亭孜 4C 馬曜姿 4D 魏嘉棋 4D 黃卓怡 5B 朱詠琳

5B 林書行 5C 方頌妮 5C 黎藹翹 5C 嚴子詠 5D 陳俊蓉

5D 葉紀均 5D 劉天緣

2018「文藝盃」硬筆．毛筆書法大賽

中學組 硬筆書法季軍 4C 黃偉鵬

硬筆書法優異 3A 謝欣霖 3B 盧彥喬 4A 楊欣怡

硬筆書法優良 2C 羅苗欣

正體漢字全球書法比賽

中學組 優異獎 4C 黃偉鵬

第二十二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高中組 硬筆書法冠軍 4C 黃偉鵬

己亥年新春書法比賽

中學組 冠軍 4C 黃偉鵬

季軍 4A 楊欣怡

第五屆兩岸暨港澳青少年書畫大賽

中學組 優秀獎 4C 劉倩

第二屆元朗廈村象棋賽

中學組 冠軍 6D 郭俊彥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中學組 乙級獎 1A 江思穎 1A 施恩樂 1A 甄芷媛 1B 鍾健玲 1C 徐詠欣

1C 楊媛 1D 潘美怡 2B 鄭筱南 2B 劉心怡 2B 蘇婉婷

2B 葉凱琪 2D 李依祈 3A 陳曉淇 3A 林梓游 3B 劉均兒

3B 劉梓希 3C 何思影 4D 鍾卓琳 5B 鍾雅文 5D 葉巧嵐

第一屆「創科@大埔」展覽會

中學組 「我最喜愛的創科作品」第三名 1A 江思穎 1A 張文熙 1A 邱巧童 1A 何濟冽 1A 施景瀚

4B 黃加安 5A 袁凱晴 5B 江芍瑶 5B 王君婷 5B 張澤霖

5B 張翰文 5B 江枳樂

第三屆香港理工大學中國象棋比賽

中學組 冠軍 6D 郭俊彥

Uniform Power 「你想」校服大改造2019─夏季設計比賽

中學組 亞軍 4D 廖家華

全港校際尊重版權創作比賽

中學組 吉祥物3D概念設計優異獎 4A 夏頴廉

2019第一屆未來工程師大賽

初中組 優秀獎 1A 張文熙 1A 何濟冽 1A 邱巧童 1A 施景瀚

2019青藝節青少年藝術家年賞

中學組 十大青少年藝術家新星優異獎 6B 黃凱琪

手工模型飛機飛行比賽

落點準確 冠軍 4A 劉正曦 4B 左禮華

蠟燭‧肥皂‧循環再生創意比賽

中學組 優異獎 5B 陳漢宜 5B 黃靖嵐 5C 黎藹翹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 金獎 5B 葉珮盈

銀獎 5C 梁夢婷

銅獎 5B 黎康嫻

優異獎 4B 黃加安 4C 江銘燊 5C 石芷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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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大埔區傑出學生選舉
十大傑出學生(高中組)	6A	王彥雯

優異傑出學生(高中組)	6A	劉寶兒

優異傑出學生(初中組)	4A	賴珮晴

2019新界區傑出學生選舉
新界區優秀學生

6A	王彥雯

學體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2019-2020校際越野比賽
男子團體總冠軍	(本校已第11年勇奪男子團體總冠軍)

女子團體總冠軍 (本校已連續12年勇奪女子團體總冠軍)

公開組(初級)

總亞軍

1A	張文熙

1A	何濟冽

公開組(初級)

最佳編程大獎

1A	邱巧童

1A	施景瀚

2019國際學科評估
Distinction of Writing

1A	KONG	SZE	WING

數學Distinction

1A	翁廷楷　1B	李昆陶　2A	郭恒瑋　3A	袁玉姍

3A	徐延睿　3B	李志明　4A	劉煜均　4A	邱達偉

2019 RoboSTEAM香港區公開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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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大埔區校際普通話比賽
中學組冠軍	5A	香卓言

中學組亞軍	5A	吳雨藍

學體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

2018-2019全年總錦標
男子組十佳學校獎

男子組最佳進步獎

女子組十佳學校獎

女子組最佳進步獎

第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獨誦季軍

2019港澳數學奧林匹克晉級賽
銅獎

文協盃朗誦比賽2019
初中國語組二等獎

2018-2019全國青少年「菁英盃」語文知識大賽
現場作文總決賽三等獎

3A	翁敏婷

第五屆香港中學生文藝散文即席揮毫大賽2019
高中組優異獎

6A	劉寶兒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乙級獎

第三屆香港理工大學中國象棋比賽
中學組冠軍

第二屆元朗廈村象棋賽
中學組冠軍

6D	郭俊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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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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聯絡電話：

住址：

　　　 

學業資料：(請附上小五及小六成績表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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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附上有關文件副本，如有需要，可另紙書寫。)

年份 曾獲藝術、運動或服務等方面的 優 異 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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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非學生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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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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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6日（星期四）或以前將填妥之申請表格、兩個貼上郵票的回郵信封及相關文件的副本交回孫方中書院（鹿茵山莊旁）或 

孫方中小學（富善邨）。（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為9:00至17:00；星期六為9:00至12:00；星期日及公衆假期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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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2020-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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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日（星期四）至2020年1月16日（星期四）

2.	 中一自行分配學額：4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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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填妥之申請表格於2020年1月16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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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為9:00至17:00；星期六為9:00至12:00；星期日及公衆假期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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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遞交任何推薦信）

c.	 藝術、運動或服務等方面的優異紀錄証明文件副本。

d.	 兩個貼上郵票的回郵信封。

甄選及通知方法：

1.	 學校於2020年3月10日（星期二）或以前以書面及電話通知所 有 申 請 者進行面試。

2.	 學校於2020年3月31日（星期二）或以前以書面及電話通知所有正取學生家長其子女已獲學校納入自行分配學位

正取學生名單。有關的通知安排不包括備取學生，其申 請 結 果將於2020年7月連同中學統一派位時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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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屆「創科@大埔」展覽會
「我最喜愛的創科作品」第三名

大埔區校際國民教育辯論比賽
亞軍

複賽最佳辯論員

5A	歐希雯

第二十二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高中組冠軍

己亥年新春書法比賽
冠軍

「文藝盃」硬筆．毛筆書法大賽
硬筆書法中學組季軍

5B	黃偉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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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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