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 Address	 ：	新界大埔大埔公路大埔滘段 4643 號	
														 	 4643	Tai	Po	Road,	Tai	Po	Kau,	Tai	Po,	N.T.
電話	Tel	 ：	2656	7123
傳真	Fax	 ：	2654	6886
網址	Website	 ：	http://www.sunfc.edu.hk
電郵 E-mail	 ：	info@sunfc.edu.hk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H.K. & Kln. Kaifong Women’s Association

Sun Fong Chung College

榮譽校監	Honorary	Supervisors：
孫方中博士 BBS	MBE 太平紳士
Dr	Sun	Fong	Chung	BBS,	MBE,	JP

丁毓珠院士 GBS 太平紳士：
Madam	Ting	Yuk	Chee	Christina	GBS,	JP

校監	Supervisor：
孔美琪博士 BBS 太平紳士
Dr	Koong	May	Kay	BBS,	JP

校長	Principal：
吳少祺先生 MH
Mr	Ng	Siu	Ki	MH,	B.Sc.(Hon),	Dip.	Ed.,	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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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學理念 
Mission

校訓
School Motto 信念

School B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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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 Diligence 
廉 Integrity  
信 Trustworthiness  
慎 Prudence  

篤志求學創新天
敦品奮進惟志堅

Perseverance and pursuit of studies for new horizons
Virtue and determination to forge ahead

2022-2023 學校口號 School Slogan 

1



學校設施
School Facilities

林吳江平紀念室 ( 設計與科技室 )
Virginia Lam Memorial Room (the Design and 
Technology Room)

美術與設計室
Art and Design Room

資訊科技學習中心
Multi-media Learning Centre

音樂室
Music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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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室
Life Planning Room

綜合科學實驗室
Integrated Science Laboratory

小食部
Tuck Shop

學生活動中心
Student Activity Centre

午膳安排
Lunch Arran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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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嘉年華
Academic Carnival

專題書展
Themed Book Fair

生物考察
Biology Field Study

中文午間活動：改正錯別字
Chinese Activity at Lunchtime – Correcting Chinese 
Spelling Errors

電繪工作坊
Digital Painting Workshop

社區導賞
Community Guided Tour

電子學習
E-learning

資優工作坊：血跡鑑證
Gifted Education Training Workshop – Bloodstain Pattern Analysis

舉辦學術活動
Academic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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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掘創新體驗
New Learning Experiences

中國文化日
Chinese Culture Day

新興運動體驗日
Newly Emerged Sports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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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書校園生活
School Life at SFCC

舞蹈學會表演
Dance Club performance

繞口令活動
Tongue Twister Activity

戶外學習日
Outdoor Learning Day

新運動服巡禮
Introduction of New Sports Uniform 

社際歌唱比賽
Inter-House Singing Contest

咖啡拉花體驗
Latte Art Workshop

學生會選舉及就職典禮
Student Association Election and Inaugural Ceremony

公益少年團：大埔文化新體驗宿營
Community Youth Club: Camping Trip in Tai Po 

「全校清潔」運動
School Cleaning Campa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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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糕製作班
Baking Workshop

有機花生糖工作坊
Organic Chinese Sesame Peanut Brittle Making Workshop

野戰體驗
War Game

戶外活動：打保齡
Bowling in a Bowling Centre

電影欣賞活動
Movie Watching 

紀律領袖生訓練日營
Discipline Prefects Training Day Camp

升旗訓練
Flag Raising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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銳意發展 STEM 教育
Promotion of STEM Education

潮汐魚菜共生系統
Flood and Drain Aquaponics

Minecraft 數碼藝術館
Minecraft Digital Art Museum 

  運用 Arduino 編程及監控鏡頭，把系統維持在最適宜的溫度、濕度及 TDS 值，
以培育小白菜幼苗及養殖羅非魚。
  The Arduino controlled system and monitoring cameras have been running 
to maintain optimal temperature, humidity and TDS value of the water while 
growing Pak Choi seedling and raising tilapia.

  利用 3D 打印技術製作塑膠支架及傳感器外殼等物件。
  3D printing has been applied to the manufacture of plastic brackets and 
sensor covers.

  結合 STEM 與藝術，學生在 Minecraft 平台中設計人物、製作場景動
作等，啟發創意思維。
  Combining STEM and arts, students have made custom characters 
in Minecraft and created the setting together with the moves to show 
their creativity.

  透過電腦繪圖繪畫出電腦作品，並通過 Minecraft 平台展示。
  Students could make and demonstrate their paintings in Minecraft 
using digital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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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O® SPIKE Prime 機械人
LEGO® SPIKE Prime Robots

智慧城市模型
Smart City Model

  與 LEGO® Education SPIKE™ Prime 合作，利用 LEGO
積木、馬達和傳感器來設計、製作、測試及改良機械人。
  We  have  coope ra ted  w i t h  LEGO® Educa t i on 
SPIKE™ Prime in the process of designing, making 
and testing robots as well as improving their functions 
based on the use of LEGO building elements, motor and 
sensors.

  利 用 SPIKE Prime 編 程 軟 件 的 操 作， 加 上 Scratch 圖
像化編程軟件來控制機械人，包括循線行走、自動定位和搬運物件等。
  With the drag-and-drop coding programme based on Scratch, SPIKE Prime 
enables students to control the robots in aspects like circular waypoints, automatic 
positioning and object lifting.

  使用人工智慧攝像頭模組，採用新一代 AI 晶片，內置機器學習技術，具有人臉識別、物體識別、顏色識別、物
體追蹤、巡線、二維碼標籤識別等功能。
  The adop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AI chip allows HuskyLens to have six built- in functions: face 
recognition, object recognition, colour recognition, object tracking, line tracking and QR code recognition.

  把傳感器（包括：溫度、濕度、距離、音量等）內的數據上傳到伺服器，進而做出相應處理。
  The data including temperature, humidity, distance and volume in the sensor has been transmitted to the 
server for further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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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科 @ 大埔 2022」由大埔民政事務處及大埔學校聯絡委員會合辦，於 11 月
20 日和 21 日在香港科學園舉行，當中「學界展區」匯萃區內 26 間中學和小學的創
科意念，展示同學的 STEAM 創作成果。本校是其中一所參展學校，展示四款創科製
成品，並向來賓講解作品設計及示範操作。
  We participated in the Inno Expo Tai Po 2022, which was co-launched 
by Tai Po District Office and the Tai Po School Liaison Committee in Hong 
Kong Science Park on 20-21 November, 2022. The exhibition showcased the innovative outcomes of STEAM 
education from 26 secondary and primary schools in the district. As one of the participating schools, we 
displayed four exhibits, explained their design and demonstrated the operating procedures to different guests.

  各界人士踴躍前來參觀創科作品和為本校同學打氣，來賓包括：教
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 課程支援 ) 謝婉貞女士、大埔學校聯絡委員會主
席張麗珠校長、大埔區中學校長會主席郭永強校長等，場面熱鬧。
  The guests have recognized our exhibits. They included Ms. 
Tse Yuen Ching, the Principal Assistant Secretary (Curriculum 
Support) from the Education Bureau; Ms. Cheung Lai Chu, the 
chairperson of the Tai Po School Liaison Committee; and Mr. Kwok 
Wing Keung, the chairperson of Association of Secondary School 
Heads, Tai Po District.

  經過兩日參展，由到場人士和各間學校的校長、老
師一人一票投選心目中最喜愛的展品。最後，本校參展
作品榮獲兩項大獎，包括：「我最喜愛 STEAM 作品」
中學組冠軍、網「樂」Minecraft STEM 工作室總冠軍，
成績令人鼓舞，也為本校的創科之路奠定穩固的基礎。
  During the two-day Expo, one of our exhibits 
was voted ‘The Most Popular Exhibi t ’  Award by 
the guests and participating parties. We were also 
granted the champion of the Most Popular STEAM 
Exhib i t  (Secondary School  St ream) Award and 
Minecraft STEM Workshop respectively. All these 
achievements have laid the foundations of our further 
development in relevant discipline.

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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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火箭車
Production of Rocket Buggies

設計多功能櫈
Designs of Multifunctional Chairs

製作發球機
Manufacture of Pitching Mach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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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銜接班
Summer Bridging Course

學長教授寫手冊方法
M e nt o r s ’  Gu i d e  t o  t h e  Us e  o f  S t u d e nt 
Handbook

嘉許優異表現
M e r i t  A w a r d s  f o r  S t u d e n t s  w i t h 
Excellent Performances

朋輩輔導計劃 ( 中文、英文 )
Peer Mentor Scheme in Chinese and English

班主任和學長教授結領帶技巧
Class teachers and mentors demonstrated how 
to tie a tie respectively

協助中一新生適應中學生活
Integrating S1 Students into SFCC Family

舉辦午間活動
Lunchtime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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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升學及家長活動
Further Studies Events and Parent Workshops

升學及就業活動：出外參觀
Further Studies and Careers Activities: Outings

家教會親子銀黏土製作班
PTA Family Course on Making Silver Clay Accessories

「正向思維」家長講座
Parenting Talk on ‘Positive Mindset’

「酒店服務營運」應用學習課程：
烘焙工作坊
Applied Learning (ApL) Course on ‘Hospitality 
Services in Practice’: Baking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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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畢業生分享學習心得及升學路徑
Alumni Sharing of Study Tips and Further Studies 
Path

校長分享會：勉勵中六學生
Principal Sharing for S6 Students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PTA)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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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親子銀黏土製作班
PTA Family Course on Making Silver Clay Accessories

「正向思維」家長講座
Parenting Talk on ‘Positive Mind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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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第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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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1%)，
其中 14 個學科的及格率高達 100%，平
均科目優良率 (4+) 為 35.8%( 全港平均數
為 36.1%)。左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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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venth HKDSE 
in 2022.  The average pass rate is 
91.9%, which is higher than the average 
pass rate of Hong Kong (85.1%). Our 
students attained 100% pass rate in 14 
subjects. The average subject credit rate 
is 35.8%, which is similar to that of Hong 
Kong (36.1%). The diagram on the left 
shows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pass 
rates of different subjects in our school 
and the Hong Kong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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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表現

大埔區傑出青年選舉
大埔區傑出青年 ( 中學組 )
星中之星
5A 蘇建庚
大埔區傑出青年 ( 中學組 )
優異獎
5A 黎卓臻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暨新界校長會
獎助學金計劃 2022
校友 徐延睿

2022 成長希望獎學金
6B 游秉章

VC Château-Gontier in La Roche Neuville(53)
Le Mans Sarthe Bike (Junior)
The Champion
全港場地單車賽捕捉賽
男子少年 11-16 歲冠軍
全港場地單車賽 1 公里個人計時賽
男子少年 11-16 歲冠軍
2022-2023 全港公路繞圈賽第一回合
Junior 17-18 冠軍
6B 游秉章

大埔民政事務處及大埔學校聯絡委員會合辦
創科 @ 大埔 2022
我最喜愛 STEAM 作品
中學組冠軍
網「樂」Minecraft STEM 工作室
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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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香港回歸 25 周年「感動一刻」攝影比賽
中學組季軍
4A 張靜欣
中學組優異獎
4A 林卓瑤 
4A 王嘉雯

《基本法》宣傳大使設計比賽 2022
銅獎
5A 梁綺泳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錄影模式比賽
中學組現代舞――群舞
中學組甲級獎
大埔區第 40 屆校際舞蹈比賽
中學組金奬

2022 全港青少年技能競賽
( 一 ) 數碼化建設比賽
高中組冠軍 4D 何濟冽
高中組亞軍 4C 譚籽延
初中組冠軍 3A 鄭 瑩
( 二 ) 餐飲服務比賽
高中組冠軍 4A 賴熙之
初中組亞軍 2D 吳雪瑩
初中組季軍 2C 黃凱鈴
( 三 ) 平面設計科技
高中組季軍 4A 江思穎
初中組亞軍 3B 李倩廷

2022 校際獨木舟比賽
女子 (13-15 歲 ) T1-200m 亞軍
女子 (13-15 歲 ) T1-500m 亞軍
4A 劉穎英

閃鏘跆拳道錦標賽 2022
男子 12-14 歲少年組
33-37KG 搏擊 冠軍
3C 黃海朗

「香港今昔故事：溫情人間」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5 周年創作大賽
初中組二等獎
3A 吳瑩琳
初中組二等獎
3A 蘇依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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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香港市民盃三人籃球賽
女子 U16 組
季軍

全港中學校際比賽――中銀香港虛擬室內賽
新界區女子甲組 300 米
亞軍

第十三屆魯迅青少年文學獎
書法比賽 ( 香港賽區 )
二等獎
6D 羅苗欣
三等獎
5A 李楚楠
優異獎
1D 陳洛均

慈幼杯排球邀請賽
男子排球比賽
冠軍

大埔及北區中學校際游泳比賽
男子丙組 100 米自由游泳冠軍
2A 梁誠樂

大埔各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5 周年紀念
拔河比賽
公開組亞軍
中學組殿軍

第十三屆全港拔河公開賽
女子 4 人 260 斤
亞軍
混合 4 人 280 斤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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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方中書院            表格編號：__________ 

SUN FONG CHUNG COLLEGE             
    

    2023-2024 年度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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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刪去不適用者 

 
註：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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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貼相片 

學校專用 

□ 取錄 

□ 落選 

□ 後補 (第     名) 

負責老師：_________________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2023-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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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 月 3 日（星期二）至 2023 年 1 月 17 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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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1 月 17 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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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透過「中一派位電子平台」繳交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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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3 月 31 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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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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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外獎項
學術獎項

運動獎項

大埔區傑出青年選舉
中學組 大埔區傑出青年 星中之星 5A 蘇建庚
中學組 大埔區傑出青年 5A 蘇建庚 5A 黎卓臻

「香港今昔故事：溫情人間」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5 周年創作大賽 2022
初中組 二等獎 3A 吳瑩琳
初中組 三等獎 3A 蘇依琳

「文協盃」徵文比賽 2022
初中組 優異獎 4A 戴卓寰

二零二二年教師節「全港高中生徵文比賽」
中學組 優異獎 5A 江 鵬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慈善基金 新界校長會合辦獎助學金計劃 2022
中學組 獎助學金 6A 徐延睿

齊來認識認知障礙症比賽

中學組 齊來認識認知障礙症比賽
( 比賽一：網上問答比賽 ) 3A 戴卓寰 4A 羅芷珊 4A 施恩樂 5B 賴榮東

2022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劉輝峰獎學金

中學組 劉輝峰獎學金 2A 林朗鋒 3A 鄭 莹 4A 陳鈺怡 5A 何俊軒 
6A 徐延睿

大埔區公民教育運動委員會宣傳活動徵文比賽
中學組 優異獎 4A 古思銳 5A 蘇洼兒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中學組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6A 朱佩琳 6B 張倩琳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比賽
英文獨誦 第二名 4A 楊穎欣 5B 何佳妮 
英文獨誦 第三名 1D 曾雅妍 5A 翁敏婷

英文獨誦 優良

1A 胡慧子 1A 王朗宇 1A 吳曄宇 1D 鄧心怡 
1D 王保歡 1D 尹美盛 
2A 謝曦蕾 2A 林朗鋒 3A 劉穎英 4A 陳鈺怡 
4A 江思穎 4A 黎卓臻 
4A 施恩樂 4A 王舒慧 5A 林雪儿 5A 余沛芹 
5B 周芷恩

英文獨誦 良好 3A 吳嘉宏 2B 黃蔚喬
資優教育計劃：海事歷史與策展

2021 最受歡迎展覽閣 金獎 5A 曾倩瑤
 DSE i-Learner Programmer (2021-2022 First Term)

SECONDARY Outstanding Student Award 2A 羅祉廷 2A 林朗鋒 2C 張 煜
Reading i-Learner Programme (2021-2022 First Term)

SECONDARY Outstanding Student Award 2A 羅祉廷 2A 林朗鋒 2C 張 煜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比賽

詩詞獨誦 亞軍 5A 林雪儿
詩詞獨誦 季軍 5B 郭庭旖

詩詞獨誦 優良 3A 劉穎英 4A 賴熙之 4A 黃嘉麗 4A 冼曉愉
4A 邱巧童 4A 楊慧欣 4C 郭靜怡 5A 賴珮莎

散文獨誦 優良 2A 蘇依琳 3A 張奕濤
2022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晉級賽《港澳盃 HKMO OPEN》

中學組 銀獎 2A 林朗鋒
中學組 銅獎 4A 林嘉維 5A 林雪兒 5A 黃景泓 5B 陳子雯

2021-2022 年度「篇篇流螢」網上閱讀計劃
個人卓越表現獎 金獎 4A 羅芷珊

首屆「中國航天夢」全港知識比賽

高中組 冠軍 4A 戴卓寰 
季軍 4A 陳建霆

第二屆「中國航天夢」全港徵文比賽 2022

高中組 優異獎 5A 楊倚堤
最傑出學校參與獎 孫方中書院

慈幼杯排球邀請賽

男子組 冠軍
2C 李嘉銘 2D 鍾兆永 3A 黃梓涵 3B 蘇卓霖 
3B 楊尚祐 3B 葉子聰 3C 梁嗚浚 3D 陳睎諾 
4C 陸品權 4C 蕭駿朗 4D 廖責全 5A 方超穎

大埔各界慶祝香港回歸 25 周年回歸盃拔河比賽
公開組 亞軍 3A 趙 霏 5A 楊慧欣 6A 蘇洼兒 6A 姚煒珊 

6B 周芷恩 6B 何佳妮 6D 郭景陞
公開組 殿軍 4A 夏子芮 4B 高如琪 4B 吳美潔 5A 王嘉雯 

5B 謝明寰 5C 林家茵 5D 唐安芝 6D 李衍澄

中學組 殿軍
3A 賴燕兒 5A 邱巧童 5A 楊慧欣 5B 劉祉希 
5C 郭寶君 5C 梁志森 6A 陳希汶 6A 姚煒珊 
6B 周芷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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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維港槳賽 2022
女子公開組 海洋獨木舟長途賽 第十一名 4A 劉穎英

全港中學校際比賽――中銀香港虛擬室內賽
全港 女子乙組 500 米 第十名 5D 唐安芝

新界區 女子甲組 300 米 亞軍 6D 呂雪昕
新界區 女子乙組 500 米 第四名 5D 唐安芝
新界區 男子甲組 300 米 第六名 6D 郭景陞
新界區 女子甲組 500 米 第十名 6A 蘇洼兒
新界區 女子乙組 500 米 第十名 4A 王嘉雯

第十三屆全港拔河公開賽
公開組 女子 4 人 260 斤 亞軍 3A 鄭田心 3A 賴 燕 3A 趙 霏 5A 邱巧童
公開組 混合 4 人 280 斤 季軍 5A 楊穎欣 5A 江 鵬 5C 梁志森 6B 周芷恩

2022 年香港市民盃三人籃球賽
女子 U16 組 季軍 4A 夏子芮 4A 王嘉雯 4B 吳美潔 5D 唐安芝

大埔及北區中學校際游泳比賽
男子丙組 100 米自游泳 冠軍 2A 梁誠樂

2022 年校際獨木舟比賽
女子 (13-15 歲 ) T1 200m 亞軍 4A 劉穎英
女子 (13-15 歲 ) T1 500m 亞軍 4A 劉穎英

香港電閃新手賽 2022
中學組 冠軍 2D 鄒柏霖

閃鏘跆拳道錦標賽 2022
男子 12-14 歲少年組 33-37KG 搏擊 冠軍 3C 黄海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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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鏘跆拳道錦標賽 2021
男子少年組 42KG 以下博擊冠軍

2C 黄海朗

個人品勢品段及黑帶組 冠軍
男子個人專業品勢高級組 冠軍

雙人品勢品段及黑帶組 冠軍
競速 2006-2009 年少年組 季軍

男子組 全場最佳男子運動員
西貢區跆拳道分齡邀請賽 2021/22

男子 12-14 歲 FLY 蠅量級 32-35KG 搏擊冠軍 2C 黄海朗競速 13-14 歲混合中級組 殿軍
港青山地車短途賽

男子少年 B14-17 歲 季軍 5A 游秉璋
全港公路繞圈賽第二回合

全港公路繞圈賽 YOUTH 14-16 季軍 5A 游秉璋
全港埸地單車賽

男子少年 11-16 歲 捕捉賽 冠軍 5A 游秉璋男子少年 11-16 歲 1 公里個人計時賽 冠軍
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 2021-2022 年度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 鉛球 冠軍 4D 唐安芝
男子丙組 400 米 亞軍 2C 梁柏熹
男子甲組 200 米 亞軍 5D 王斯濼
女子甲組 400 米 季軍 5B 黎曉程
男子甲組 跳高 季軍 5D 黃啟賢

發展活躍及健康校園網路 ( 中學 )2021-2022 年度虛擬線上投籃比賽
女子初中組 「 MVPA60 Free Throw 」殿軍 3B 吳美潔
女子初中組 「 MVPA60 Free Throw 」第八名 3A 王嘉雯
女子高中組 「 MVPA60 Free Throw 」殿軍 6C 許嘉文
女子高中組 「 MVPA60 Free Throw 」第九名 5C 王兆熙
女子初中組 「 MVPA60 Free Throw 」團體 季軍 3A 鄭 莹 3A 王嘉雯 3B 高如琪 3B 吳美潔 

4D 唐安芝
女子高中組 「 MVPA60 Free Throw 」團體 殿軍 5B 李衍澄 5D 呂雪昕 6B 陳曉彤 6C 許嘉文 

6C 賈凱寧
遠離毒害――新界區學生籃球聯賽

女子組 個人得分 亞軍 5B 黎曉程
2021-2022 全港公路繞圈賽第一回合

Junior17-18 冠軍 5A 游秉璋
新界喇沙中學手球錦標賽 男子青年草地七人手球賽

銀盃組 殿軍
2A 林朗鋒 2A 王子軒 2B 張君臨 2B 葉子聰 
2C 陳其勛 2C 周旻卓 2C 方栢翹 2C 劉樂軒 
2C 徐培熙 2C 黃海朗 2D 陳睎諾 2D 陳樂謙 
2D 張政宇 2D 李逸曦

2021 全港中小學學界閃避球錦標賽

男子高級組 杯賽殿軍
2B 蘇子洛 2B 張君臨 2B 楊尚祐 2C 陳其勛 
4B 劉祉希 4C 劉晉宇 4D 何濟冽 5B 方家恩 
5C 羅振然 5D 鄭匡佑 5D 張少熙 6D 梁國基

混合高級組 碟賽亞軍
2B 張君臨 4B 鄭煦南 4B 劉祉希 4C 劉晉宇
4D 詹祥樂 4D 何濟冽 5B 方家恩 5C 羅振然 
5D 呂雪昕 5D 鄭匡佑 5D 張少熙 6D 梁國基

女子組 碟賽殿軍
2A 羅祉廷 2A 梁康娛 2B 李道言 2B 馬卓嵐 
2C 蘇天恩 2C 葉嘉穎 2C 陳康瑤 2C 陳汶希 
2C 黃凱玲 4B 鄭煦南 5D 呂雪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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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宣傳大使設計比賽 2022
中學組 銅獎 5A 梁綺泳

2022 成長希望獎學金
中學組 成長希望獎學金 6B 游秉章

全港青少年書畫比賽
中學組 硬筆書法 優異獎 5A 江 鵬 5A 李楚楠
中學組 西畫 亞軍 6A 林雪儿
中學組 西畫 優異 6B 陳樂融 3A 馬穎彤

第十三屆魯迅青少年文學獎香港賽區書法比賽 ( 香港賽區 )
中學組 二等獎 6D 羅苗欣
中學組 三等獎 5A 李楚楠
中學組 優異獎 1D 陳洛均

香港品質保證局理想家園：第十五屆海報設計創作比賽
中學高級組 冠軍 6B 陳樂融
中學高級組 優異 6D 羅苗欣

創科 @ 大埔 2022

中學組 我最喜愛 STEAM 作品 冠軍

2A 鄧夕喣 3A 蘇慧欣 3A 蘇依琳 3A 趙 霏 
3A 鍾承叡 3A 古俊昇 3A 李晟毅 3A 梁英明 
3A 梁港權 3B 李道言 3C 陳康瑤 4A 陳建霆 
4A 張奕濤 4B 黃詩雅 4B 梁乾亨 4D 張俊軒 
5A 江思穎 5A 黎卓臻 5A 林嘉維 5A 施景瀚 
5A 黃偉倫

中學組 網「樂」Minecraft STEM 工作室 總冠軍

2A 鄧夕喣 3A 蘇慧欣 3A 蘇依琳 3A 趙 霏 
3A 鍾承叡 3A 古俊昇 3A 李晟毅 3A 梁英明 
3A 梁港權 3B 李道言 3C 陳康瑤 4A 陳建霆 
4A 張奕濤 4B 黃詩雅 4B 梁乾亨 4D 張俊軒 
5A 江思穎 5A 黎卓臻 5A 林嘉維 5A 施景瀚 
5A 黃偉倫

「賞心．樂事」身心靈健康計劃設計比賽
中學組 季軍 3A 王奕文 3A 蔡文軒 3A 戴卓寰 3A 吳嘉宏

2021 前海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大賽

中學組 優異獎 4A 黃嘉麗 4A 冼曉愉 4A 楊穎欣 5A 曾倩瑤 
5A 黃雪嵐

二零二一匯盈全港中樂大賽
二胡第五級 金獎 1A 韓成宏

理財及防騙短片創作比賽
中學組 優異獎 4A 陳鈺怡 4A 賴熙之

2022 全港青少年技能競賽
高中組 數碼化建設 冠軍 4D 何濟冽
高中組 數碼化建設 亞軍 4C 譚籽延
初中組 數碼化建設 冠軍 3A 鄭 莹
高中組 餐飲服務 冠軍 4A 賴熙之
初中組 餐飲服務 亞軍 2D 吳雪瑩
初中組 餐飲服務 季軍 2C 黃凱鈴
高中組 平面設計科技 季軍 4A 江思穎
初中組 平面設計科技 亞軍 3B 李倩廷

大埔區第 40 屆校際舞蹈比賽

中學組 金獎
1A 高梓瑩 1A 黃新惠 1A 劉宛靜 1B 許艷多 
1C 文煊詠 2A 周嘉殷 2A 林子喬 2C 曾洛瑤 
4A 施恩樂 4D 潘美怡 5B 周芷恩 5B 何佳妮 
5B 葉凱琪 5C 林 穎 5D 冼穎怡

香港卓越音樂家大賽 2022
初中組 小號一等獎 2B 蘇子洛

 高中 iTeen 領袖計劃
中學組 金獎 4A 梁綺泳 4A 李鍵汶 4A 羅芷珊 4A 施恩樂 

4A 王舒慧 4A 謝咏芯 4A 楊穎欣 4A 楊倚堤
第一香港華語辯論學界挑戰盃

中學組 季軍 1A 吳曄宇 3A 戴卓寰 4A 蘇建庚 4D 謝明寰 
5A 曾倩瑤

中學組 分組賽準決賽最佳辯論員 4D 謝明寰
香港品質保證局理想家園：第十五屆海報設計創作比賽

中學高中組 冠軍 5A 陳樂融
中學高中組 優異 5D 羅苗欣

慶祝香港回歸 25 周年「感動一刻」攝影比賽
中學組 季軍 3A 張靜欣
中學組 優異獎 3A 林卓瑤
中學組 優異獎 3A 王嘉雯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錄影模式比賽

中學組 現代舞――群舞 甲級獎

4A 施恩樂 4D 潘美怡
5B 周芷恩 5B 何佳妮
5B 葉凱琪 5C 林 穎
5D 冼穎怡

資訊素養「Netuber」短片拍攝比賽
中學組 優異獎 4A 李鍵汶

藝術及其他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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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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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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