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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理念  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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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motivated in learning）、
具良好語文能力（Fluent in English and Putonghua）、
有創意（Creative）及and
良好品格（Character-driven）的新一代。

校訓  School Motto

勤 Diligence 

廉 Integrity  

信 Trustworthiness  

慎 Pru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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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ficiency.

2021-2022學校口號  School Slogan 

力學求上進  堅毅迎挑戰
Strive for academic excellence

Rise to challenges with perseverance



健身室
Fitness Room

美術與設計室
Art and Design Room

學校設施
School Facilities

本校成功向優質教育基金申請140萬推行「創新科技訓練創意、協作和解難能
力」計劃，提升資訊科技設備，重新規劃林吳江平紀念室（設計與科技室），
又購買八塊電子白板，放置在不同的特別室，進一步推動電子教學。

We were granted HK$1,400,000 from the Quality Education Fund to 
upgrade our IT equipment, renovate Virginia Lam Memorial Room (the 
Design and Technology Room) and purchase eight electronic whiteboards 
to be placed in different special rooms for quality e-teaching.

本校成功向創新科技局申請100萬，把106室改建為「創新科技室」，更新
設計與科技的設備，以及重新規劃課程。

We were awarded HK$1,000,000 by the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Bureau to rebuild Room 106 as the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Room. 
The design and technology equipment will be upgraded. The Design and 
Technology curriculum will also be revi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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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學習中心
Multi-media Learning Centre

英語花園
English Garden

生涯規劃室
Life Planning Room

小食部
Tuck 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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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中一新生適應孫書生活
Assisting S1 Students to adapt to their New School Life at SFCC

兩星期暑期銜接班 (包括：中文、科學、數學、閱讀推廣、德育節等)
Two-week Summer Bridging Course (including Chinese, Science, 
Mathematics, Reading Promotion, Ethic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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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家長日
New Parents' Day

嘉許優異表現
Merit Awards for Students with Excellent Performances

迎新活動
Orientation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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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長活動
Mentors' Activities

朋輩輔導：讀寫計劃
Peer Counselling: Reading and Writing Programme

結領帶活動

Knot Tying Activity

教授寫手冊的方法

Guide to the Use of Student Hand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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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張雅雲

 在中一的課程裏，
我學到了很多以前不曾接
觸的科目和知識，讓我大開眼
界，例如綜合科學科教我們使用
本生燈、中國歷史科認識朝
代的演變，這些知識都
讓我受益無窮。

1A 韓成宏

 人們常說中學的生活與
小學的生活有翻天覆地的變
化，所以當我還沒走進孫方中書
院的大門前，我便一直擔心，擔心自
己適應不來，可是當我在這裏生活了幾天
後，擔心便消散了。這裏的老師既嚴厲
又親切，課上是老師，課下是朋友。
上了中學，我才真正體會到老師
的用心良苦，我一定要在這裏
好好學習來報答老師！

1A 王朗宇

 學校的設施應有盡有，
例如：籃球場、跑步徑、英
語花園、電腦室、圖書館等；
環境方面，學校背靠綠山，環境清
幽，十分寧靜宜人；活動方面，學校常
在午間舉辦一些活動，讓我們放鬆
心情，舒活筋骨，校園生活真是
多姿多彩啊！

1B 陳尉瑜

 時間過得真快，開學
已經兩個月了。我和班主
任、老師和同學都相處得非常
愉快。學校知道我們還未適應中學
生活，便為我們舉辦中一迎新活
動和暑期銜接班，讓我們更快
地熟悉學校的一切。

1B 梁泳棋

 在這兩個月裏，我已熟習學
校的設施和環境。學校建在四周都
沒有商店的半山上，空氣清新，周圍有
很多高大的樹木，要是你站在學校高的樓
層向外望，還可以看見海景呢！我在學校認識
了很多不同性格的同學，我們一起上學、一起放
學，我也認識了各科的老師，每位老師都平
易近人，會和同學們一起說說笑。我非
常期待未來六年的校園生活，遇見
更多不同的同學和老師。

1A 徐趯菀

 剛開學的時候，我對孫
書的校規還不太熟悉，幸好老
師和同學都很友善，時時提點我。
課外活動方面，學校安排得十分精
妙，在疫情下還能在滿滿的課節中加
插社工活動，讓同學互相認識、
減輕學習壓力，為校園生活帶
來一些樂趣！

學生感言
Student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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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羅椉任

 當我第一次來到孫方中
書院的時候，我被那無盡的山
景、活潑的野生動物和龐大的學校
建築所震攝了！成為中一新生後，我
對學校的環境不太熟悉，幸好學兄學姊都
非常熱情，主動帶我們認識校園和老
師。當我們有困難的時候，兩位班
主任任都會出手相助，我十分
感激他們！

1C 邱祉維

 不知不覺開學已經兩個多
月了，時間過得真快，我在孫方
中書院生活得十分開心。暑假的時
候，學校為我們新生舉辦了暑期銜接班，
我非常感激學校的用心，讓我們更加熟悉學
校的環境、老師和同學。能夠升讀孫方中
書院是我的福氣，我會努力做一個模範
生，給同學作一個好榜樣。

1B 徐敬汶

 小六時，我有點擔心自己適
應不了中學生活，但現在看來是
我想多了，現在我已慢慢適應，和老
師同學的關係也很好，有時候還會和新認
識的同學一起散步呢！如果問我最喜歡學校
哪個地方，我一定回答「圖書館」，因為圖書
館裏的所有書本都是活知識，它能讓我的學
習能力有所提升。我已成為學校的一份
子，為了盡一分力，我報名參加了
圖書館領袖生，協助老師管理書
籍，減輕他們的工作。

1C 何灝天

 在孫書，我感受到老師對我
們的關愛和同學的友善，也得到學
長的照顧。當我學習有困難或不懂做功
課時，老師會細心地教導我，並嘗試以小
組討論或活動形式來協助我們學習。當我不小
心丟失了物品時，同學會幫我一同尋找。學長們會
輔導我們較弱的科目，和我們溫習，為我們作詳
細解釋。在學長的幫助下，我減少了學習的煩
惱，明白了許多以前不懂的知識。我十分
感激老師和學長為我們準備這麼多認
識校園和與學習相關的活動，令我
更快適應孫書的校園生活。

1C 吳苑琳

 從「小學」到「中學」，
看起來只有兩個字的變化，但實
際上可說是千變萬化。孫書的科目
很多，從小學的中英數常四科增加至中
學的中文、英文、數學、中史、地理、歷史
等，作業也比以前增加了不少，要背誦的學習
內容更不用多說。以前的我滿腦子都是玩
耍，可是現在，小小的腦袋要裝滿數
學公式、英文單詞、課文內容……
看來我要開始努力溫習了！

1C 蘇肇朗

 在七月考編班試的時
候，第一次看見孫方中書院，
真的令我目瞪口呆，校舍真大啊！
在暑期銜接班裏，老師為我們安排小
學沒有的科目，使我們九月正式上課時減
少適應的問題。學校在午膳時更舉辦
很多活動讓我們參加，例如中秋
節猜燈謎活動，十分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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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梅菀櫻

 去深圳考場前的一天，我還擔
心會和同學相處不來，但到了考場才
發現他們都很健談、友善，和他們相處得
特別愉快，真的期待以後關係會更好。雖然
因為關口沒開去不了學校，但透過學校的介紹視
頻，我大概看到了學校的設施，最令我期待的是學
校的籃球埸和圖書館。從視頻裏看見籃球埸真的很大，
真想在那兒上體育課，我也特別想去圖書館看看有
甚麼類型的書籍。我還非常期待參與學校的活
動，例如中文朗誦、排球班等。希望快點到
下學期，因為我想上家政科啊！我希望
政府趕緊開關，讓我回學校親眼看
看自己的中學、老師、同學。

1D鄔肇熙

 我沒有因為在家裏上課而感到
孤獨，反而在網課時感受到老師和同
學的陪伴，尤其是星期五下午的周會，讓
我認識了很多朋友，還有參與各種各樣的團體
遊戲，例如：英文單詞接龍、記錄跑步公里比賽、
分享自己的興趣愛好等等，我們玩得不亦樂乎！另外，
我在teams做體育老師給我的起跑測試和體育知識測
驗，都讓我明白了不少體育知識。至於其他科目
的網課，老師都十分細心為我們解答各種問
題，也提醒我們抄錄筆記，不讓我們錯過
學習重點，我希望在考試可以取得好
成績！

1D曾雅妍 

 雖然我在網上上課，但即使
隔著螢幕也能感受到老師和同學
們的熱情。在上體育課的時候，老師
給我們看學校的設施和環境，孫書的設
施真的很完善呢！學校有很多活動，例如暑
假的時候舉辦暑期銜接班，讓我們能夠盡快適
應中一生活。學校還為了讓我們上網課也能
認識同學，每逢星期五都安排社工和老
師跟我們有互動的環節，真的特別
有趣，我發現同學們都挺可愛幽
默的，還非常健談呢！

1D尹美盛

 開學已接近兩個月，雖然
我們回不去學校，但我們卻利用
網絡溝通。我和同學第一次見面，
就是在深圳的測驗考場中，我們有許多
共通的話題，相處得很愉快！在剛開學的時
候，當我面對陌生的老師時都非常緊張，但
經過幾天的相處，原來他們都很幽默有
趣，我像是發現了新大陸似的。希望
我能早點回學校，看看我的同學
和老師，看看我的教室，看看
我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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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書校園生活
SFCC Campus Life

扭汽球興趣班
Balloon-Twisting Class

中秋節猜燈謎午間活動
Lunchtime Mid-Autumn Festival Games

話劇欣賞
Drama Show

班際問答比賽
Inter-class Quiz

才藝表演
Talent Show

射擊體驗活動
Shooting Experience Activities

精神健康工作坊
Mental Wellbeing Workshop

甜品製作班
Dessert-Making Class

學生會選舉答問環節、投票、就職典禮
Student Association Election Forum, Voting, Inauguration

電子閱讀
Electronics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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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及就業活動
─出外參觀

Further Studies and 
Career Activities ── 

Outings

就業技巧工作坊─模擬面試
Workshop on Interview Skills ─Mock Job Interviews

參與教育局商校合作─工作體驗計劃
Work Experience Programmes (WEPs) under the 
Business-School Partnership Programme (BSPP) 

launched by the Education Bureau.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Members Meeting

英文電子自學平台─ i-learner
English e-learning Platform─ i-learner

家教會親子工作坊─製作護膚品
PTA Parent-Child Workshop─Making Skincare Products

健康校園活動
Healthy Campus Activities

午間體育活動
Lunchtime Sports Activities

學長活動─推廣廉潔繞口令
 Mentors' Activities ── 

Tongue-twister: 
Promoting Integrity

國家安全講座
Talk on Nation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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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香港大學合辦「AI人工智能工作坊」，講解人工智能的

理念、設計元素、實際應用例子等。 

A.I. Workshop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xplaining the A.I. concept, design elements and real-life applications.

STEM：模型氣墊船比賽
STEM：micro: bit Model Hovercraft 

Competition

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校長和教師到訪本校，交流
在校內如何推動設計與科技的理念、分享讓學生掌握
自主學習的方法等。
The principal and teachers from Shun Tak Fraternal Association 
Tam Pak Yu College visited our school to exchange ideas on 
putting Design and Technology concepts into practice in schools 
and ways to achieve self-directed learning.

STEM：製作自動洗手液機
STEM：the Production of Automatic 

Soap Dispenser

STEM：火箭車設計選拔賽
STEM：‘Race for the Line micro: 
bit’ preliminary selection contest

外籍老師負責英語課堂
NETs teaching General English lessons

畢業生分享應試攻略
Alumni’s sharing on exam skills and techniques

功課輔導班
Tutorials

午間英語會話活動
Lunchtime English Speaking Activities

閱讀節播放書籍推介視頻
Book sharing channels during morning reading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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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學校的訪問與報導
School Interviews and News

大報第47期和第48期刊登有
關吳少祺校長的報導，分別
為「重視專業寧走遠路  」及
「在學校學知識學做人」。
Interviews with Principal Ng Siu-
ki were reported in Issues 47 
and 48 of T-Post.

Sport SoHo運動雜誌刊登體育課「競技疊杯課」的報導。
Our PE lesson on sport stacking training was reported on 
Sportsoho website.

6C麥熙華同學完成八和粵劇學院四年制培訓課程，於高山劇場
演出畢業作品並擔正角色，演出劇目為《狄青與雙陽公主之追
夫》，詳情已刊登於2021年3月10日香港文匯報副刊「少年粵劇
夢」及2020-2021第一期中文校報《芳踪》「台上一分鐘，台下
十年功」。
6C Mak Hei Wa completed his 
four-year training course in the 
Cantonese Opera Academy of 
Hong Kong. He played the lead in 
his graduation opera performance 
in Ko Shan Theatre. His interview 
was published on 10 March 2021 
in Wen Wei Po and our first issue 
of Sun Zone 2020-2021.

設計與科技科科主任蔣建榮老師及6A夏穎廉接受教育局
（科技教育學習領域）訪問，分享本校設計與科技科的成
功經驗，並探討設計與科技對學生未來的發展。
The panel head of Design and Technology and 6A Ha 
Wing Lim William were invited for an interview with the 
Education Bureau about “The Learning Domain of Technology 
Education”. They shared their successful experiences in the 
subject of Design and Technology and explored how the 
subject can influence student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12



香港廣東社團獎助學金計劃2021
中學組 香港廣東社團獎助學金 6A 陳港洪 　 　

羅氏慈善基金及教育局應用學習獎學金（2020/21）
中學組 獎學金 6B 陳曉彤 6D 李嘉琪

「中國航天夢」全港徵文比賽2021
高中組 亞軍 4A 蘇建庚 　 　

2020大埔區傑出學生選舉
高中組 大埔傑出學生 5A 梁珮晴 6A 歐希雯
初中組 大埔傑出學生 3A 冼曉愉 　 　

2020年度成長希望獎學金
初中組 成長希望獎學金 2B 古志聰 　 　

The HKFYG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ontest 2020
Junior Division Good Perforamnce 3A 黎卓臻 　 　

Award of Achievement 4A 曾倩瑤 　 　
2020數學奧林匹克AIMO港澳盃晉級賽

中學組

金獎 6A 陳祥銘 　 　
銀獎 3A 黃偉倫 5A 徐延睿

6A 楊欣怡 　 　

銅獎
3A 林煒培 3A 林嘉維
4A 林雪儿 4A 黃雪嵐
4A 翁敏婷 4A 郭恒瑋
4A 黃景泓 5B 施弈銘

2020數學奧林匹克AIMO港澳盃總決賽

中學組
銀獎 5A 徐延睿 　 　
銅獎 4A 郭恒瑋 　 　
銅獎 6A 陳祥銘 　 　

「楊自順、劉輝峰、徐志誠、陳沅余」獎學金

中學組 獎學金
2A 戴卓寰 3A 賴熙之
4A 林雪儿 5A 嚴紫瓊
6A 簡鉻瑤 　 　

第十九屆基本法多面睇全港中學生辯論賽(基本法盃)

普通話組 季軍 3A 蘇建庚 4A 曾倩瑤
6A 歐希雯 6B 杜亮亮

最佳辯論員 6B 杜亮亮 　 　
第二十三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2021

高中組 優異星獎 4A 林雪儿 　 　
良好 4A 曾倩瑤 4A 翁敏婷

第七十二屆香港校際朗誦節中文朗誦比賽

中學組

散文獨誦─季軍 1E 王蕊之 　 　
散文獨誦─優良 4A 林雪儿 4A 翁敏婷
散文獨誦─良好 5B 盧彥喬 　 　

詩詞獨誦─優良
2A 劉穎英 3D 郭靜怡
4A 曾倩瑤 4B 郭庭旖
5A 陳莉玉 　 　

詩詞獨誦─良好 3A 陳沁兒 　 　
第七十二屆香港校際朗誦節英文朗誦比賽

中學組

英文獨誦亞軍 4A 翁敏婷 　 　
英文獨誦季軍 4A 林雪儿 3A 江思穎

英文獨誦優良
1C 何思滺 1D 鄧芷臻
3A 黎卓臻 3A 施恩樂
4A 余沛芹 4B 周芷恩
5C 林芊悅 5C 羅雅賢

英文獨誦良好 1A 陳彥彤 1B 蘇依琳
RoboSTEAM Asian Friendly Competition 2021

Senior Division
Excellence Prize Award 2021 5B 歐陽月 5D 李嘉琪

5D 黃嘉欣 　 　
Participation Prize Award 2021 5A 陳達宜 5A 楊洋

6C 江銘燊 　 　
香港數獨王爭霸賽

中學組 優異獎 3A 林嘉維 3A 黃偉倫
6A 劉煜均 　 　

【大灣盃】粵港澳大灣盃區數學競賽  預選賽

中學組
一等獎 3A 林嘉維 　 　
三等獎 3A 黃偉倫 4A 邱佩然

4A 黃雪嵐 　 　

校外獎項
由於「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持續，2020/2021年度大部分學界比賽延期或取消。學術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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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盃】粵港澳大灣盃區數學競賽 選拔賽

中學組 二等獎 4A 邱佩然 　 　
三等獎 3A 林嘉維 3A 黃偉倫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 初賽

中學組 銀獎
1D 林朗鋒 3A 林嘉維
4A 邱佩然 4A 黃雪嵐
5A 徐延睿 5B 施弈銘
5B 黃友宏 　 　

銅獎 4A 黃景泓 5B 劉政谷
大埔區公民教育運動徵文比賽

中學組 優異獎 3A 施恩樂 　 　
2020-2021年度大埔區好學生獎勵計劃

中學組 大埔區好學生 ─  突出學生
4A 曾倩瑤 4A 翁敏婷
5A 朱佩琳 5A 嚴紫瓊
5A 李鉦聰 5A 譚江鋒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 晉級賽

中學組
銀獎 5A 徐延睿 5B 施弈銘

5B 黃友宏 　 　
銅獎 1D 林朗鋒 3A 林嘉維

4A 黃雪嵐 4A 黃景泓
優異獎 5B 劉政谷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資優培訓

中學組 資優生
3A 羅芷珊 3A 林煒培
3A 林嘉維 4A 邱佩然
4A 鄭浩鈞 　 　

運動獎項

藝術及其他獎項

2021-2022年度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 校際乒乓球比賽

女子甲組 季軍 3B 文倚林 5B 鄭凱琪
6C 李紀賢 　 　

香港公路單車錦標賽第一回合
全港公路繞圈賽 冠軍 5A 游秉璋 　 　

Shining Sport Taekwondo Championship 閃鏘跆拳道錦標賽2021
男子少年組 42kg以下搏擊冠軍 2C 黃海朗 　 　
男子個人組 品勢品段及黑帶組冠軍 2C 黃海朗 　 　
男子個人組 專業品勢高級組冠軍 2C 黃海朗 　 　
男子雙人組 品勢品段及黑帶組冠軍 2C 黃海朗 　 　

西貢區跆拳道分齡邀請賽2021/2022
男子12-14歲 FLY蠅量級32-35kg搏擊冠軍 2C 黃海朗 　 　
男子13-14歲 競速混合中級組殿軍 2C 黃海朗 　 　

2020-2021 高中iTeen領袖計劃

中學組 金獎

4A 鄭子熙 4A 高偉停
4A 賴珮莎 4A 王婉珊
4A 余沛芹 4A 翁敏婷
4A 郭恒瑋 4A 賴榮東
4A 梁純軒 4B 譚皓維

2020-21年度大埔區傑出服務公民獎
中學組 大埔區傑出服務公民獎 5A 陳穎慧 　 　

第三十九屆港島青年商展能學童獎學金
中學組 關懷融合學生獎 4A 翁敏婷 　 　
中學組 最佳融合教育學生獎 5A 鄺麗琦 　 　

大埔區學生飛躍表現獎勵計劃
中學組 大埔區學生飛躍表現獎（服務） 6B 梁珀菘 4A 賴珮莎

4A 賴榮東 　 　
中學組 大埔區學生飛躍表現獎（品格） 6A 歐希雯 4A 余沛芹
中學組 大埔區學生飛躍表現獎（體藝） 6A 吳雨藍 　 　

第四屆香港青少年書法大獎賽
中學硬筆組 優異 5B 盧彥喬 　 　

2019“文藝盃”硬筆．毛筆書法大賽
硬筆組 季軍 5A 謝欣霖 　 　
硬筆組 優異 5A 袁玉姍 　 　

第四屆「華文盃」全港書法大賽2021
中學高級組 硬筆書法銀獎 5B 盧彥喬 5A 袁玉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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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4年首辦開始，本校共38名學生榮獲大埔區十大傑出學生（高中組、初中組）。
38 SFCC students have been given the 'Tai Po District Outstanding Student Award' since 2004.

年份 初中 高中
2019-2020 3A 冼曉榆 5A 梁珮晴   6A 歐希雯
2018-2019 / 4A 賴珮晴   6A 劉寶兒   6A王彥雯*
2017-2018 3A 香卓言 5A 揭詠芯   5B 甘焯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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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得�者)

2004-2005
3A 潘穎心
(不設初高中級別，大埔區只有6名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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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
Hong Kong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Examination (HKDSE) Results

2021年第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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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為91.9%（全港平均數為 85.5%），平均科目優良率（4+）為34.7%（全
港平均數為36.4%）。16個學科的及格率皆高於全港平均及格率，其中10個學科的
及格率高達100%。下圖為各科的及格率與全港平均及格率的比較：

The general performance of 
our students was satisfactory 
in the tenth HKDSE in 2021. 
The average pass rate was 
91.9%,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e average pass rate of Hong 
Kong (85.5%). The average 
subject credit rate was 34.7%, 
which was similar to the overall 
average subject credit rate of 
Hong Kong. The pass rate of 
sixteen subjects in our school 
was far higher than the overall 
average rate and pass rate 
of Hong Kong, ten of which 
reached a 100% pass rate. The 
following diagram shows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pass 
rates of different subjects in our 
school compared to the Hong 
Kong average.

傑出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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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表現

大埔區學生飛躍表現獎勵計劃2021
飛躍表現獎（服務） 4A 賴珮莎   4A 賴榮東   6B梁珀菘
飛躍表現獎（品格） 4A 余沛芹   6A歐希雯
飛躍表現獎（體藝） 6A吳雨藍

尤德爵士基金獎學金
6A香卓言   6A馮俊熙

應用學習獎學金
6B黃倩儀   6D向智軒

第十九屆《基本法》多面體全港中學生辯論賽（普通話）
季軍

6A歐希雯   6B杜亮亮   4A曾倩瑤   3A蘇建庚
最佳辯論員
6B杜亮亮

大埔及北區中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女子甲組

季軍
5B鄭凱琪  6C李紀賢 3B文倚林   

2020-2021年度大埔區
傑出服務公民獎

5A陳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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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劉輝峰學金
2A戴卓寰   3A賴熙之   4A林雪儿   5A嚴紫瓊    6A簡鉻瑤

明報校園記者計劃
最佳採訪校記

6C黃加安

第三十九屆港島青商展能學童獎學金
最佳融合教育學生獎

5A鄺麗奇
關懷融合學生獎

4A翁敏婷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晉級賽
銀獎 5A徐延睿   5B施弈銘   5B黃友宏

銅獎 1D林朗鋒   3A林嘉維   4A黃雪嵐    4A黃景泓

2020港澳數學奧林匹克總決賽
銀獎 5A徐延睿

銅獎 6A陳祥銘   4A郭恒瑋
優異獎 3A黃偉倫   6A楊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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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盃」硬筆�毛筆書法比賽
季軍

5A袁玉珊

2020-2021高中iTeen領袖計劃
金獎

4A鄭子熙  4A高偉停  4A賴珮莎  4A王婉珊  4A余沛芹
4A翁敏婷  4A郭恒瑋  4A梁純軒  4A賴榮東  4B譚皓維

普通話獨誦季軍
2A王蕊之

新界校長會及香港廣東社團總會
獎助學金計劃2021

校友陳港洪

RoboSTEAM Asian Friendly Competition 2021
Excellence Prize Award

5B Au Yeung Yuet  5D Wong Ka Yan 5D Lee Ka Ki  

英文獨誦亞軍
4A翁敏婷

英文獨誦季軍
4A林雪儿   3A江思穎

第72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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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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方中書院
SUN FONG CHUNG COLLEGE

請貼相片

表格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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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專用

q 取錄
q	落選

q	後補（第         名）

負責老師：               

註：（一） 請於2022年1月17日（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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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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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2022-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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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3日（星期一）至2022年1月17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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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7日（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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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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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會以書面及電話通知所有申請者進行面試。

2. 學校於2022年3月31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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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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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越數學科培訓 
Gifted Training in Mathematics 

年份 獲獎學生
2017-2018 4A 鄭樂謙 4A 黃子健 4C 孫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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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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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018 4A 陳倩兒 4A 余玲瓏 4A 蔡紫芸 4B 劉寶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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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018 4A 李靄恩 4A 蘇俊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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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越領導才能培訓 
Gifted Training in Leadership

年份 獲獎學生
2017-2018 5B 吳漪蓁 5B 甘焯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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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屆資優學生   
Gifted Students Over the Past Years

自2004/05學年開始，本校共223名學生獲香港資優教育學
苑「資優培訓資格」。
Since 2004/2005, 223 SFCC students have been 
nominated to par t ic ipate in the g i f ted educat ion 
programmes at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Gifted 
Education.

(2018/19學年開始不分範疇) 
(Regardless of mult iple domains since 2018/2019)

2020-2021 3A 羅芷珊  3A 林煒培  3A 林嘉維
4A 邱佩然  4A 鄭浩鈞

2019-2020 (因「2019冠狀病毒病」取消)

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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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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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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達學校的公共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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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