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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徹「尊仁濟世」精神，提供優質全人教育，培育學生成為國家棟樑。

秉承「尊仁濟世」的辦學精神，為學生提供優質的全人教育，讓學生能：
積極學習、自律守規、盡責明分、明辨是非、尊重別人。

教師最高學歷
（包括校長）

使命(Mission)

抱負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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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於荃灣區興學育才逾三十六年之久。進入新時代，面臨新的機遇與挑戰，我們深信學生的內

在品質，仍是取得未來成就的關鍵。故此，在我校新的發展計劃中，期望培育每一個學生能具備以下三個特質：

「有目標」    有了目標，學生才知道該往哪個方向努力；有了目標，每天才能過得充實；有了目標，人生才有

前進的動力；有了目標，才能及早規劃人生、實現理想。故此「有目標」，便是讓學生邁向成功的第一步。

「自動自覺」    待人接物時，表現積極主動的人，往往備受重用。因為他們總是自動自覺去做，從不消極被

動，讓人感受到他們對人對事的熱忱。那麼，自動自覺的精神便成了燃燒熱忱的火花，學生追求成功的熱忱燃燒

得越旺盛，成功的機率便越大。

「具同理心」    同理心就是能推己及人，設身處地去感受、去體諒別人。只有具有同理心的人，才能去除自我

中心的無知，才能洞察他人的心理，並能增進彼此交流。同理心是有效溝通的基石，也是化解紛爭的良藥，更是

每個學生必須掌握的社交技巧。

此外，我們認為學習不限於課室內。為了讓學生能走出課室，面向世界，我校積極發展多元化學習活動、STEM

教育及各類交流計劃，讓學生拓闊視野、體驗不同文化、豐富人生閱歷，使學生的社交技能、國際公民意識也

得以提升。今年，我們很高興與大家分享我校的喜悅    本校劉世蒼副校長榮獲國家教育部及香港教育局頒發

「2018國家級教學成果獎」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優秀表現獎」。劉世蒼副校長在校服務多年，不但在校

園內積極推動創新科技教育，更帶領學生走出校園實踐所學，在不同的國際發明大賽中屢獲殊榮，提升學生對

創意發明的興趣與自信。近三年，本校學生獲取國際創意發明的獎項高達161個，其中包括16個金獎、26個銀

獎、32個銅獎，以及87個特別獎。這些來自外界對本校學生們的肯定，都為他們將來踏上更光輝的前途，奠下

基石。

「每一個孩子都能夠學習，每一個孩子都能夠成功」，未來，我們將致力培育孩子成為「有目標」、「自動自

覺」、「具同理心」的人，並熱切期盼著帶領孩子們踏上絢麗多彩、具成就感的學習旅程。

校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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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入讀大學百份比理想  : 近20%同學成功入讀大學修讀學位課程，包括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科技大學、香港城巿大學、香港公開大學、日本大學、國內大學及台灣大學。

ü 合格率高於80%的科目 : 包括中文、化學、通識、地理、BAFS（會計）、BAFS（商業）、

視覺藝術、數學M2。其中，BAFS（會計）、視覺藝術及數學M2的合格率更達100%。

ü 升讀學位或副學位課程 : 學生人數達56%，歷年之冠。

ü 整體合格率達74.8%，成績大有進步。

本校升學及擇業輔導委員會透過多元化的生涯規劃活動，加深學生對自己的興趣、性格、能

力、專長、職業志向等的了解，及對職場的認識，繼而訂立合適自己的升學及擇業目標，並

利用六年的中學生活及早裝備自己，以便他們能充分把握未來的機遇。活動內容如下：

升學方面
  設立「擇升閣」Life Planning Yard

  提供個別及小組生涯規劃輔導

  設立生涯規劃課

  舉辦「生涯規劃週」

  舉辦大專院校課程體驗日

  舉辦模擬放榜及模擬面試工作坊

  舉辦中三級選科工作坊

  舉辦台灣、內地、海外升學講座

  為學生及家長舉辦多元升學講座

擇業方面
  設立「工作實習計劃」

  舉辦「職業分享」講座

  舉辦「職業體驗」工作坊

  培訓本校「生涯規劃大使」

  參加「商校合作計劃」

  參加新創建集團「創建生涯路」計劃

訂立目標 裝備自我 把握機遇

本校2018年度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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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注重學生德才兼修，為了讓學生得到全人的教育，一直致力於制定及發展一系

列教育策略，不但協助學生從不同的層面獲得成功的經驗，更讓學生能於校內愉快

地成長。故此，我們的關注事項將同時兼顧「好學在百欣」、「做個A+百欣人」，

以及「百欣是我家」三大範疇。

目標：

  訓練學生做好目標管理

  培養學生同理心

策略：

²  讓學生認識自我，並協助他們訂立和推行個人的「計劃—執行—檢討」(PIE) 程式。

²  透過學生對職場的認識和擔當其他實務工作，實踐目標管理。

²  透過早會分享、文章欣賞和班主任課等活動，培養學生的同理心。

²  透過學科的知識和專題研習，讓學生了解社會、放眼世界。

²  透過校外義工服務或社區體驗計劃，提升學生對社會的關愛，並能服務社群。

本校關注事項

目標：

  促進學生自主學習

策略：

² 透過專業教育機構的協助，培養及

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態度和能力。

「好學在百欣」
目標：

  加強學生歸屬感

策略：

²  透過班級活動，加強師生及生生關係。

²  加強管理層與持分者的溝通。

「百欣是我家」

「做個A+百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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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英文及通識三科於中一至中三級的A、B班推行

「合作學習」教學模式，通過協作學習的模式提升學

生自主學習和學習效能。

合作學習  促進師生互動

透過學生自行搜集的資料，安排學生圍繞設定的問

題進行課堂討論，如各持分者的觀點、或代入不同

持分者作考慮等。透過討論、記錄、匯報等過程來

學習多元思維及溝通技巧。

於「閱讀」及「寫作」課程內，以「合作學習」模

式設計多元化的分組活動，學生於活動過程中互相

合作，刺激思考，提升學習效能。

「多聽、多講、多運用」，以不同能力的學生分

組，進行互動學習。領導者、協作者，各盡責任，

使學習過程變得更積極上進。

教與學策略

配合本校關注事項    「好學在百欣」，促進學生自主學習、追求卓越表現，並能建立良好學習習慣。我們將會

透過合適的課程內容，因應學生的不同能力，訓練不同的共通能力，為學生訂立不同的成功目標。本年度學校與

香港中文大學合作，透過中一級學生工作坊，班主任和學科老師工作坊、觀課及議課，優化學生摘錄筆記及溫習

策略，藉此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態度和能力。此外，本年度繼續秉承過往成功經驗，完善初中的「合作學習」及

「低、小、多、快」兩套教學策略。

英文科

中文科 通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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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是「自覺、主動、積極的學習」，是一種教育
與學習的方法，最終目的在使學生學懂學習。本學年開始，
本校與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合作，在中一級推動
「自主學習」，透過不同促進學生自主學習的策略及方法，
如設計有效的筆記、培養學生摘錄課堂筆記的習慣等，強化
學生的學習動機，提升學習效能。

自主學習  提升學習效能

隨著移動設備和無線網絡的發展，「移動學習」將成為全

世界教育界嶄新的教學模式。有效運用「移動學習」於

教學，不但能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及增加課堂的互動學

習，也能促進協作學習、延伸同學的第二課時和促進自

主學習。本校已在全校舖設wifi網絡，不少科目包括：英

文、中文、數學、通識、綜合科學、視覺藝術、BAFS(會

計)、普通話及經濟，均積極在課堂上推展此學習模式。

本校強調培訓一些於學術及非學術範疇有突出表現的精英學
生，希望通過教授高階思維的學習方法，以及增加學生參加
校外比賽和到外地遊學的機會，讓他們能增廣見聞，發揮內
在潛能。

透過有效的分班及分組政策，讓不同能力的學生編入合適的班別或組
別，配合因材施教，有效照顧學習多樣性。本校中文、英文及數學三
科大部份班別均推行小班教學，約20-30人一班。以中文科為例：

中一     四班分5組 中四     四班分5組
中二     四班分5組 中五     四班分5組
中三     四班分5組 中六     四班分5組

低小多快  累積成功經驗
延續過往成功經驗，中文、英文、數學三科在中

一至中三的C、D班推行「低起點、小步子、多活

動、快回饋」的教學方法，讓學生在學習中更容

易克服困難，獲得成功經驗，從而促進學生主動

追求學業成績。

移動學習  激發學習動機

小班教學  照顧學習差異

發掘尖子  加強精英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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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子培育計劃旨在讓在學術或非學術方面有出色

表現的尖子學生能得到充份發揮的機會，並於公

開試中考取卓越的成績。尖子培育計劃的工作範

疇包括積極推動尖子學生參與校外比賽、提供高

階思維訓練課程、培育新移民插班生等。

  推薦尖子學生加入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安排尖子學生前往韓國、泰國及台灣參加創新發明國際比賽

  安排表現優異的尖子學生參加珍藝文青上海夏令營

  安排尖子學生參加諾貝爾獎得主與青年峰會，與諾貝爾得主及來自不同地方的華人學者，共同探索中國未來的發展

路向

  提供尖子訓練課程予尖子學生，內容包括高階思維訓練、時間管理及培養閱讀習慣等

  設立啟導(Coaching)服務，定期由拔尖組老師接見中五及中六級尖子學生，了解他們的學習情況及跟進他們的學習

進度

  舉辦「CHAI」Talk，CHAI的意思是Curiosity、Habit、Ability和Intellectuality，擴闊學生對不同領域的知識及視野

  舉辦「尖子購書日」，送贈圖書予尖子學生，提升學生對閱讀的興趣

  舉辦「大學遊蹤」，安排校友帶領尖子學生參觀香港中文大學，激勵學生奮發向上，於公開試中考取卓越的成績

尖子培育計劃

經過一年的努力耕耘，本校尖子學生在校內外均獲

取卓越的成就，例如：

 在校際及國際性比賽中共有437人次獲獎

 共有6名尖子學生入選「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拔尖組老師與尖子學生登山遠足，鍛煉
同學的毅力及加強同儕之間的合作性

尖子學生獲贈心儀圖書，提升學生對閱讀的興趣校長、副校長及拔尖組老師為中六級尖子學生送上心
意咭，寄語學生突破自己，於文憑應試考獲5**佳績

校友帶領尖子學生參觀香港中文大學，激勵學生奮發
向上，於公開試中考取卓越的成績

尖子活動

尖子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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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推動STEM教育的重點在於發揮學生

的創意潛能，讓他們能應對現今世界的

挑戰。在推動  STEM 教育時，透過整體

的規劃，配合恰當的措施，以滿足學生

的興趣和需要，以助學生掌握二十一世

紀所需要的重要技能與素質。

本校有關STEM科目
科學(Science) 科技 (Technology)及 工程 (Engineering) 數學 (Mathematics)

科學科 (中一至中二)

生物科 (中三至中六)

化學科 (中三至中六)

物理科 (中三至中六)

電腦科 (中一至中二)

設計與科技科(中一至中三)

設計與應用科技 (中四至中六)

資訊及通訊科技 (中四至中六)

OLE創意創未來 (中四至中六)

創意學會 (中一至中六)

數學 (中一至中六)

1. 安排學生外出參觀、工作坊、體驗活動、校外比賽、校內比賽、校外培訓等，提升學生對STEM的興趣

和動機。

2. 為本校老師提供有關 STEM 的培訓，提升老師的專業能力，使學校能有效而全面地推行STEM教育。

3. 定期製作有關STEM的特刊/家長通訊，向各持分者宣傳STEM教育。

數理科技(STEM)教育

本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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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LPY, we are devoted to a passionate mission – 
enabling our students to thrive in English. To achieve 
this, we bring the following to life: 
•	 A	finely-tuned	school-based	curriculum	for	all	forms
•	 Curriculum-oriented	activities
•	 Classroom	e-learning	fun	programmes
•	 A	deeply	committed	teaching	staff	and	administration
•	 All	of	 this	makes	 for	an	optimal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We	take	great	pride	 in	our	 team	of	elite	students	who	show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out	 the	
year,	the	team	
•		conducted	four	interviews:	USS	Ronald	Reagan’s	Visit,	35th	School	Anniversary	Tsuen	Wan	Primary	Schools	
Spellathon	winners,	LPY	Alumni	Association	Chairperson	Jackie	Yeung	and	City	University	Vice	President	
Dr.	Ip	Ho	Shing

•		published	a	booklet	in	May	reporting	their	hard	work

All	English	teachers	have	been	making	every	endeavor	to	build	a	school-based	curriculum	featuring	the	following:
•		Students	aptly	face	the	challenge	of	public	examinations
•		Mobile	learning	applications
•		A	Cooperative	Learning	strategy
•		‘Low	Small	Frequent	Constant’	assessment	strategy
•		Student-centered,	interactive	and	activity-based	lessons
•		A	practical	and	supportive	atmosphere
•		A	focus	on	learning	diversity	and	individual	needs
•		Practical	NSS	electives	focusing	on	social	Issues,	Popular	Culture	and	Workplace	Communication
•		Elite	and	Remedial	supplementary	lessons	offered	after	school
•		An	environment	that	caters	to	all	students’	strengths,	needs,	and	learning	styles

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English Campus Reporting Team 

Activating the 
Able-minded 
for Awesome 
Achievements

Learning English at L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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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Big TV Game 中一大電視比賽

S2 Spellathon 中二串字比賽

S3 Public Speaking Contest 
中三演講比賽

Halloween Activity 萬聖節活動

English 

S4 Kahoot Game 中四班際問答比賽

S5 Individual Response Competition
中五個人演講比賽

Activities

English Fun Day 開心英語遊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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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良好學習習慣

為提升中一級同學自我管理及培

養其責任感，本校特設「中一級

自我管理計劃」，冀望同學培養

良好習慣，每天帶齊學習所需，

為學習作好準備。全年表現優秀

的同學，更可獲得「小禮物」以

作獎勵。此外，本校亦會舉辦不

同類型的活動，如班際清潔運

動、禮貌運動、守時運動等，提

升學生良好的態度，做個待人有

禮、守時守規、具公德心的人。

自我管理

校方為中一至中五級同學設「統整課」，課

堂延伸至下午三時四十五分。學生在班主任

悉心的指導下，有效地整理每天學習的成果

及培養學生妥善書寫手冊的習慣。

統整課

期考前一星期，校方會安排初中

學生放學後留校溫習，讓學生有

充足的準備，應付考試。

試前溫習

本校繼續推行「積極學習獎勵計

劃」，透過自編程式，老師可利

用互聯網的「網上蘋果」獎勵積

極學習的學生，表揚主動學習精

神。家長及學生均可在學校網頁

上獲悉老師所給予的讚許。計劃

深受歡迎，大大提高學生的學習

動機，成效顯著。

提升學習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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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積極閱讀風氣

與家教會合作設立獎勵項目，頒發

獎項給閱讀成績優異的同學，從而

增強同學的閱讀動機。

早上上課前有15分鐘的早讀時間，鼓勵同學閱讀自

己喜歡的書籍。本學年更加入<亞洲週刊>作指定閱

讀材料，主要配合學校關注事項，以培養同學世界視

野，認識和關注社會的需要。同時，亦邀請老師及同

學多分享閱讀心得，以建立同學推介書籍的習慣。

為增加學生閱讀的動機，將同學的優秀作品編製成文

集，以示嘉許，亦讓同學們可以互相觀摩「小作家」

的佳作。此外，在校園多處地方擺設書架及存放書

籍；亦在各班添置書籍及週刊，方便同學隨時隨地都

可閱讀。另一方面，舉行主題特色書展，推介不同主

題的圖書，以提升學生閱讀的興趣。

為增加學生閱讀的層面及提高閱讀量，

在初中不同範疇的學科推行普及閱讀計

劃，包括語文科目(中文、英文)、科學

科目(綜合科學)、人文學科科目(通識

教育)及體藝科目(體育)。要求學生每

年最少閱讀兩本與科目相關的課外書，

並完成工作紙，以達至廣泛閱讀之效。

營造學習氛圍

普及閱讀計劃

早上閱讀

設獎學金獎勵閱讀

上學年圖書館總借閱量為10840本，平

均每位同學借書15本，為鼓勵此風氣，

每班全年閱讀量最高的同學均獲贈書

券，並獲頒閱讀之星獎狀。

圖書館借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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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幫助中一同學適應中學生活，更妥善使用午膳時間，本

校所有中一學生均須留校午膳，並在午飯後進行各種有益

身心的活動，包括午間小敘、圖書館活動、電腦活動等。

午間小聚活動由高年級的學長帶領，透過集體遊戲、棋類

活動、學長盃球類比賽、協助中一包場活動等，協助中一

學生融入校園生活，營造關愛校園的文化。

為了幫助中一同學更快適應中學生活，鞏固同學

的語文能力，本校特別為中一同學安排「暑期中

英數銜接課程」，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能力，

此外，學校亦舉辦「團隊歷奇訓練」，透過步操

和歷奇遊戲，提昇同學的團隊合作及自律精神，

增強同學的自信心，勇於面對困難和逆境。

每年暑假開學前，學校都會舉辦中一家長會，讓家

長認識學校的辦學宗旨和關注事項，建立家校合作

的良好關係。家長也有機會與班主任會晤，解答家

長問題，並更多了解電子通告及不同的家校聯絡

渠道。最後家長也會參加學生團隊歷奇訓練結業典

禮，並與學生拍照留念，分享他們的喜悅。

學校在中一級推行「一人一體藝」，鼓勵初中

同學積極參與課外活動，提升歸屬感，本校要

求所有中一學生必須參與最少一個制服團隊、

服務團隊或體藝團隊，通過有系統的訓練，培

養自律及團隊精神，讓同學的多元智能得以培

養及發展，同學的視野得以擴闊。

暑期銜接課程

中一家長會

一人一體藝

中一留校午膳

學校十分重視培養學生德、智、體、群、美各方面的發

展，致力為學生們提供多元化的活動。我們期望每一位同

學能夠培養對體藝的興趣、學習不同的技能、提升同學的

欣賞能力、探索能力和溝通能力。

升中生活
體驗與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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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中課程架構表
本校通過課程發展計劃，積極為新高中課程作好準備，著重學生的學習進程，引入多元化的

持續性評估模式，以銜接新高中的校本評核。以下是本校2018-2019年度開辦之學科﹕ 

班別 4A 4B 4C 4D

核心科目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數學 + 數學M2（選修）

通識教育

選修科目
X

地理 ／ 中史 ／ 生物 ／ 物理 ／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管理）／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會計）

Y 經濟 ／ 化學 ／ 視覺藝術 ／ 資訊及通訊科技 ／ 設計與應用科技 ／ 旅遊與款待

其他學習經歷

體育

藝術教育

成長教育、社會服務、與工作有關經驗

備註：(1) 同學可在選修科目 X 及Y 的組別中修讀一科

  (2) 同學可選修數學 M2（代數與微積分）

  (3) 學生可於2019-2020中五時到校外機構修讀「應用學習」課程

學生課外活動傑出表現
本校學生積極參與不同的公開比賽，更獲得優秀的成績，受到一致好評。

「食物環境衛生署衛生校園宣傳短片創作比賽」季軍得主
1D班同學：范少謙  李汶軒  黃冠華  廖渝鏵  
 李世杰  鄭湘怡  陳菁暉  李憫晴

香港城市大學文康委員會第三屆中學生傑出作品展2018入圍獎
3A曾彥婷  3A劉思妙  3D邱俊睿  5D蘇茵琪

5C張卓禮與獲獎作品
「消失於眼前」合照

「我的澳洲聖誕卡設計比賽 2017」
優異獎得主5C陳誠禧同學

「教育局香港中學生視藝展2018」
平面繪圖組金獎5C張卓禮

14



多元境外遊學交流
本校歷年曾舉辦各類型之境外遊學團，目的地包括澳洲、波蘭、蘇

格蘭、緬甸、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台灣、北京、大連、四

川、河南、桂林、江西、湖南、廣州、珠海、清遠、肇慶和澳門

等。同學的反應都非常熱烈，而且成效昭著，同學不論在語文能

力、見聞閱歷及自信心各方面皆有明顯提升。

為鼓勵品學兼優學生及幫助家庭經濟有困難的同學，自2009年開

始，本校校董每年慷慨捐出10萬元，成立「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關愛基金」，資助同學參與境外遊學團，讓所有學生都擁有同等的

學習機會，促進學生個人健康愉快的成長，並使受獎助者能挑戰自

我，臻於完善。

一帶一路緬甸仰光旅學團

緬甸學生教大家說緬甸語
參觀一間由港商投資的手袋工廠

參觀緬甸傳統工藝品

 一眾同學與校長、老師在著名的大金塔下留影

師生與送機家長於出發前拍照留念

pas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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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樂園」是考察團的主題之一，我們當然要到「環球片場」體驗啦

乘遊覽車在「夜間動物園」與野生動物接觸

你在新生水廠發現甚麼 在SHATEC酒店旅遊學院享用美味的午餐

參觀北京航空公司

師生參觀故宮師生在長城留影

新加坡旅遊及款待業考察團相片

大家出發去北京了

北京領袖交流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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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距離接觸石灰巖

馬來西亞創新發明之旅團

本校和當地學生進行演奏交流

從大家的表演中體現了彼此文化的不同

一眾師生到訪從化區第六中學

參觀馬來西亞著名景點黑風洞

與馬來西亞學生交流

粵港姊妹學校締結計劃團

親身體驗美術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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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創新發明探索之旅

大連、瀋陽歷史和文化探索之旅

在波蘭卡托維玆市參觀市內古舊建築

參觀波蘭天文台

同學向波蘭評判講解作品

師生們在星海廣場著名景點拍照留念

大家在張學良元帥像前留影

與大連熱情的導遊拍照留念，感謝他幾天細心的照顧
師生們在旅順口一起保衛家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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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年度國際及校際比賽獎項
本校多年來一直致力推動學生參與不同的全港及國際性比賽以開拓視野，而無論在學術與非學術範疇

均表現出色，本年度更錄得超越五百人次獲得校外比賽的個人或團體的學術獎項，而非學術獎項亦超

過一百項，驕人成績備受外界肯定。

學科獎
中文科

比賽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主辦機構

第十二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初中組備稿演講項目（粵語）
表現特優

1C 劉柏賢 1C 張愛梅
1C 許伊樂 2B 林沐楗
3A 周暉娜 3A 鄭愛琳
3A 關芷昕 3A 黃佩君 理性溝通教育學會初中組備稿演講項目（粵語）

表現優良 3B 林昕彤

文憑組小組討論（粵語）
表現良好

5A 關穎瞳 5A 柯穎琳
5B 黃麗愉

英文科

比賽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主辦機構

第69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詩獨誦良好獎
1A 吳卓羲 1B 李偉彥
1B 胡卓羲 2A 張宛婷
2B 林沐楗 4B 林思荣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英詩集誦良好獎 團體

數學科

比賽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主辦機構

ICAS數學評估2018 榮譽證書 1A 陳圳曦 2A 林權梁 3B 李翔斌
3B 黃金燦 4B 楊國豪 ICAS香港辦事處

2017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 三等獎 1A 葉浚熙 1A 蘭賢偉 1B 梁智皓
2A 陳昌銘 2B 鄭各亨 3B 黃金燦 香港資優教育學會

2018華夏盃全國奧林匹克數學比賽
初賽

一等獎 3A 黃梓濱 3B 黃金燦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二等獎 1A 葉浚熙 2A 陳昌銘

三等獎 1A 郭俊軒 1A 蘭賢偉 1A 黃日朗 1A 李宜茵
1B 胡卓羲 2A 劉家安 2A 袁誦廷

2018華夏盃全國奧林匹克數學比賽
晉級賽

二等獎 3A 黃梓濱 3B 黃金燦
三等獎 1A 黃日朗 1A 李宜茵 1B 胡卓羲 2A 陳昌銘

2018華夏盃全國奧林匹克數學比賽
決賽

二等獎 3B 黃金燦
三等獎 3A 黃梓濱

2018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初賽

金獎 2A 陳昌銘 2A 林權梁 3A 黃梓濱 5B 戴煒燦
銀獎 4B 陳首憲 4B 陳基國 4B 楊國豪

銅獎
1A 葉浚熙 1A 蘭賢偉 1A 黃日朗 1B 胡卓羲
1B 廖紫姍 2B 鄭各亨 3B 黃金燦 4B 鄒任朝
4B 鄭 焮 4B 歐陽凱琳 5B 張光煒  5B 陳嘉玲
5B 張紫萱

2018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晉級賽

金獎 5B 戴煒燦
銀獎 2A 陳昌銘 3A 黃梓濱 3B 黃金燦 4B 楊國豪
銅獎 4B 陳基國 4B 歐陽凱琳

音樂科

比賽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主辦機構

聯校音樂大賽2018

敲擊樂銀獎
1A 陳劭濤 1A 王安祺
1B 林浩程 2A 陳昌銘
2A 陳希霖 2B 林沐楗
2B 莊舜欣 2C 趙晉燊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弦樂組銀獎

1B 田洛琳 2A 陳希霖
2A 沈穎琴 2B 林沐楗
2C 趙晉燊 3A 林曉彤
3B 祝蔚喬 3C 陳俊和
3D 嚴煒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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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與款待科

比賽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主辦機構

2017/2018可持續發展教育學程
（可持續旅遊）

「作品展述優秀獎」一等獎 5A 羅敬瑋
5A 鄒琸琳
5A 關穎瞳
5B 葉浩宏
5B 丁珮莎

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
「隊際專題書面報告優秀獎」二等獎

「可持續發展教育優秀獎」一等獎

「海報設計優秀獎」最佳海報設計獎

視覺藝術

比賽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主辦機構
中學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2017-18） 金獎 5C 張卓禮 教育局

我的澳洲聖誕卡設計比賽 2017 優異獎 5C 陳誠禧 澳洲駐香港總領事館
九龍倉全港中學生繪畫比賽2017-18年 首54名 5D 蘇茵琪 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

HKIPAF第五屆香港國際視覺藝術比賽2017 冠軍 4A 王婥汶 Art Tree
「樂在畫中」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2018 金獎 4A 王婥汶 Art Mix

香港環保電影展公開徵文比賽 榮譽獎 5C 張卓禮 香港視藝文化教育協會

體育科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比賽名稱 組別 獎項

2017-2018年度校際羽毛球比賽學界 女子乙組-羽毛球 團體季軍
女子甲組-羽毛球 團體殿軍

荃灣及離島區中學校際游泳比賽

女子丙組 團體殿軍
女子乙組 團體季軍

女子乙組4X50米自由泳接力 團體冠軍
女子乙組50米蝶泳 季軍（3A 區穎文）

女子乙組100米背泳 季軍（3A 區穎文）
女子丙組200米自由泳 亞軍（2A 張宛婷）
女子乙組200米自由泳 冠軍（3B 蘇寶珊）

女子丙組200米蛙泳 季軍（2C 張瑞尤）
女子乙組200米個人四式 冠軍（3B 蘇寶珊）

男子甲組50米蛙泳 亞軍（5D 鄒兆崧）
男子甲組200米蛙泳 季軍（5D 鄒兆崧）

荃灣及離島區中學校際越野賽
 

女子丙組 團體亞軍
女子甲組 團體亞軍

女子丙組 個人第五名（2C 林樂兒）
個人第十名（2A 李欣澂）

女子乙組 個人第五名（3B 蘇寶珊）
女子甲組 個人第七名（5B 鄭雅文）

荃灣及離島區中學校際籃球比賽 男子丙組 團體殿軍

課外活動

比賽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主辦機構
「創建生涯路」計劃之

「職場勇者挑戰賽」 團體亞軍 4A 馮穎錡 4B 戴塏桐 4C 周建葳
4C 鍾嘉偉 4C 高俊文 4D 黃暐霖

「保良局生涯規劃及理財教育中心」、
「新創建集團」

佳能攝影馬拉松2017香港站 學生組隊
際獎銀獎

3D 嚴煒鍵 5B 鍾孝延 5B 吳家煒
5B 林子婷 5C 陳誠禧 5C 張卓禮
5C 林祐賢 5D 許嘉維

佳能香港有限公司

衛生校園宣傳短片創作比賽 季軍
1D 范少謙 1D 李汶軒 1D 李世杰
1D 廖渝鏵 1D 黃冠華 1D 陳菁暉
1D 鄭湘怡 1D 李憫晴

食物環境衞生署轄下衞生教育展覽及
資料中心

《一帶一路‧與我何干》
綜合能力比賽校際高中組

（第二屆）
何干奬 5A 林靜雯 5A 莫可儀 5B 黃麗愉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新界社團聯會、
新界青年聯會、珠海學院、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澳門城市大學
荃灣CYC聯校領袖培訓計劃

2017-專題報告比賽 積極實踐獎 4A 李佩欣 4B 黃 琳
4B 林思荣 4B 張語嫣

本處賽馬會麗城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荃灣民政事務處、教育局公益少年團（荃灣區）

荃葵青區學生飛躍表現獎勵計劃
服務獎 金獎 3A 楊富莉 3B 黃啓楠 4A 陳 明

4D 俞浩明 4D 黃樂瑤 5D 嚴霈雯 玉清慈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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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8屆韓國網絡國際天才發明家博覽
舉行日期： 2017年11月10-13日
舉行地點：Convention Center at Chung Mu Art Hall, 387,  

Toegye-ro, Jung-gu, Seoul, Korea
主辦機構：Korea Invention News, Korea Invention Academy

姓名 作品名稱 獎項
5B 何芷君 多功能口罩 金獎、國際知識產權創新領導獎
5B 黃善泓 毛巾袋褲 金獎、韓國特別獎

舉行日期：2017年12月8-10日
舉行地點：高雄國際會議中心
主辦機構：World Inven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sociations

姓名 作品名稱 獎項

6A吳偉浚 蜜糖掃把
高雄國際發明設計博覽2017銀獎、

波蘭特別獎、韓國特別獎

6A黃偉禧 可調節切割器
高雄國際發明設計博覽2017銀獎、

馬來西亞特別獎、加拿大特別獎

6D柳為聰 多用途餐具
高雄國際發明設計博覽2017金獎、

印尼特別獎、澳門特別獎

3. 曼谷國際知識產權發明創新技術展2018 
舉行日期：2018年2月1至7日   
舉行地點：泰國曼谷國際展貿中心
主辦機構：泰國國家研究局

姓名 作品名稱 獎項
4B鄭江翔 Electric mop 銅獎、菲律賓特別獎4C陳浩正
5B張紫萱 Innovative Hair Dryer 銅獎、台灣特別獎、印尼特別獎
5C何躒桓 Adjustable Belts 銅獎、台灣特別獎
5D歐紫欣 Innovative Stationery 銅獎、台灣特別獎

4. 第29屆國際發明創新技術展暨世界青年發明家展
舉行日期：2018年5月9-13日
舉行地點：馬來西亞吉隆坡會議展覽中心
主辦機構：馬來西亞發明及設計協會

姓名 作品名稱 獎項
5A黃芷慧 滴水不漏 世界青年發明展銅獎、台灣特別獎

5C張婉善 包裹殺手
世界青年發明展銀獎、韓國特別獎、

台灣特別獎
5D陳夢凡 快乾毛巾袋 世界青年發明展銅獎、印尼特別獎

5. 第十六屆廣東省少年兒童發明獎
舉行日期： 2018年6月8-10日
舉行地點： 中國廣東科學中心 
主辦機構： 廣 東 發 明 協 會 、 廣 東 科 學 中 心 、 廣 東 省 知 識 產 權 研 究

會、廣東教育學會、廣東省少先隊工作學會、廣東省科
技館研究會

姓名 作品名稱 獎項
5D陳夢凡 快乾毛巾袋 第十六屆廣東省少年兒童發明獎一等獎
6A吳偉浚 蜜糖掃把 第十六屆廣東省少年兒童發明獎二等獎
4B黃頌衡 雙用上下水龍頭 第十六屆廣東省少年兒童發明獎三等獎
5B張紫萱 便攜式吹風梳 第十六屆廣東省少年兒童發明獎三等獎
5B何芷君 多功能口罩 第十六屆廣東省少年兒童發明獎三等獎

6. 波蘭國際創新發明展 INTARG 2018 
舉行日期：2018年6月19-22日
舉行地點：波蘭卡托維茲國際會議中心 
主辦機構：Eurobusiness- Haller

姓名 作品名稱 獎項

4B黃頌衡 雙用上下水龍頭
波蘭國際創新發明展 INTARG 2018金獎、

布加勒斯特理工大學特別獎

5B黃善泓 乾筆神器
波蘭國際創新發明展 INTARG 2018銀獎、

羅馬尼亞特別獎、 台灣特別獎

7. 第六屆澳門國際創新發明展2018
舉行日期：2018年7月13-16日
舉行地點：澳門科學館會議中心
主辦機構：澳門創新發明協會

姓名 作品名稱 獎項
5C何躒桓 方便攜帶 金獎、韓國特別獎
5D歐紫欣 創意文具桶 金獎、台灣特別獎
5C張婉善 包裹殺手 銀獎、台灣特別獎、韓國特別獎
5D陳夢凡 快乾毛巾袋 銀獎、台灣特別獎

創意發明獎項
 (2017-2018)

2. 高雄國際發明設計博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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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
(a) 學術表現獎學金

獎學金 頒發條件
中一 林建名獎學金 中一全級第一及第二名
中二 許添獎學金 中二全級第一及第二名
中二 仁濟獎學金 中二全級第三名
中三 廖烈正獎學金 中三全級第一名
中三 廖湯慧靄獎學金 中三全級第二名
中三 荃灣鄉事委員會獎學金 中三全級第三名

中四 吳禎貽獎學金 中四主修文科第一、第二及第三名
中四主修理科第一、第二及第三名

中五 香港半島獅子會獎學金 中五主修理科第一名及升讀本校中六
中五 荃灣鄉事委員會獎學金 中五主修理科第二、第三名及升讀本校中六
中五 羅定邦獎學金 中五主修文科第一名及升讀本校中六
中五 荃灣鄉事委員會獎學金 中五主修文科第二、第三名及升讀本校中六
中六 胡少甫紀念獎學金 中六主修文科第一名
中六 梁陳瓊枝紀念獎學金 中六主修理科第一名
中六 南九龍獅子會獎學金 中六主修文科第二、第三名
中六 荃灣鄉事委員會獎學金 中六主修理科第二、第三名
中六畢業生 林百欣獎學金 中六畢業生升讀大學學位課程而有經濟困難
注意：除中六外，各級同學須於本校繼續升學方符合獲獎資格

(b) 學業以外表現獎學金
名額 獎學金 頒發條件
初中及高中各一名 王子沐獎學金 傑出運動表現
初中及高中各一名 勵進獎學金 傑出服務表現
初中及高中各一名 勵進獎學金 傑出課外活動表現
初中及高中各一名 南九龍獅子會獎學金 傑出藝術表現
初中及高中各一名 南九龍獅子會獎學金 優秀品格表現

(a) 校友會學業進步獎學金
名額 頒發條件
每級兩名 學業成績最大進步

(b) 校友會非學術獎學金
名額 頒發條件

每獎項各兩名
（高中、初中 各一名）

卓越運動表現
卓越服務表現
卓越課外活動表現
卓越藝術表現
優異品格表現

III）校外獎學金 
獎學金 頒發條件
仁濟獎學金 學業、操行及課外活動皆表現出色的兩位同學
尤德爵士獎學金 中六全級品學兼優及積極參與課外活動或社會服務的同學
青苗學界進步獎 中一至中六每班一名同學在學年內在學業或操行方面有最明顯進步
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操行、學業成績、課外活動或義工服務有最明顯進步或在STEM發展上有顯著發展
多元卓越獎學金 中六體育、藝術或社會服務有卓越表現
荃葵青區飛躍表現獎勵計劃 操行、學業成績、義工服務或體藝活動方面有最明顯進步
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 中三至中五級逆境自強學生

仁濟學生卓越表現獎

（1）公開考試成績獎
 i，中學文憑試中任何科目獲取 5* 或 5** 或
 ii，4個核心科目加2個選修科目（數學延伸部分亦計算在內）考獲30分或以上
（2）非公開考試成績獎
 全港性活動或比賽中獲得冠軍或國際比賽獲獎，再由遴選委員會決定。

第一代大學生獎學金 父母及祖父母不是大學生及預期DSE成績能入讀本地政府資助學士學位
百欣慈善基金獎學金 在中文科、英文科、數學科、中史科或體育科有傑出表現
荃葵青區優秀學生獎學金 成績優異、品行優良、並在課餘活動有出色表現   

I）校內獎學金 

II）校友會獎學金 

（本校傑出學生獲校外機構頒予獎學金以玆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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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2019-2020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

10%

10%

20%30%

30%

1. 報名日期：二零一九年一月三日至二零一九年一月十七日

3. 所有申請者均須於二零一九年三月參加面試

a) 四年級下學期、五年級上及下學期、六年級上學期成績表影印本
b) 相片一張 （貼在申請表上）
c) 兒童身分證影印本（遞交時請帶備正本作核實個人資料之用）
d) 小六學生資料表影印本
e) 個人資料夾（如服務、課外活動、獎項等）
f) 回郵信封一個
g) 教育局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申請者無需提交小學推薦信】

2. 申請表必須連同以下文件，於二零一九年一月十七日或以前交回本校校務處：

[校友直屬子女：在所得分數以外另加5分]

課外活動 （包括獎項）

操行（及評語）教育局次第名單

校內成績面試

總分100%

申請須知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評分標準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地址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荃灣地鐵站

愉景新城

荃景花園

荃德花園

消防局

荃
威
花
園

巴
士
總
站

醫院

荃灣中心

青山道往屯門

荃灣荃景圍145-165號 www.ychlpyss.edu.hk 2493 72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