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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oi Tun was founded in 1974 by the Stewards, committed to providing 
holistic education and to guiding students to know and follow Jesus Christ. 
We lay emphasis on providing a rich learning environment, as well as fostering 
students' creativity and language proficiency. With our concerted endeavors, 
we have witnessed continuous advancement in the past years.

Introduction

創辦：香港神託會

創校：1974年

辦學理念：以基督精神辦學，貫徹全人關懷的教育理想，

引導學生認識真理，效法基督；培養學生良好

的品格，正確的價值觀，積極的人生觀，獨立

的思考能力，發展學生的潛能。

林佩儀校長與中一同學一起參與迎新活動

林佩儀校長

2 3



生命教育 學生成長支援

• 設立 L.E.D. 小組

 各班分成不同的生命小組，透過服務

學習，讓學生領略愛心 Loving、活力 

Energetic 及忠誠 Devoted 的生命要素 

• 生命教育屢獲獎項，備受肯定，包括：

 ․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 教育局及南聯教育基金合辦首屆 

品德教育傑出教學獎

自 2002年，本校推行生命

教育，藉反思生命價值，培

育學生的品格素養。

生命教育活動多元化， 
切合學生成長需要

獲遠東廣播邀請分享
生命教育的校本經驗

L.E.D. 大使協助推行不同的班本活動

同學參與基督徒大聚集
活動，藉信仰反思生命

班內同學群策群力，
學習團隊合作精神

與教會網絡合作，幫助 
初中同學適應校園生活

• 校本課程： 本校自行編寫宗教及生
命教育科課程，施教更符

合學生的真正成長需要 

• 班級經營： 在中一及中二級全面實施雙
班主任制；全校每班設學生

成長記錄，班主任定期與學生

面談，關心同學的成長需要 

• 家長溝通： 各級設不同的家長晚會，如中
一班聚，加強家長與教師溝通交

流，提升家校合作的成效，有助

學生成長需要 

• 升中銜接： 升中前設暑期新生適應活動，讓同
學順利銜接中學生活 

• 伙伴同行： 本校與母會神託會、伙伴教會讚頌之
園、黃大仙區教會網絡等合作，協助學

生建立屬靈生命

校園祭活動的感恩雪糕車，
師生樂也融融

L.E.D.小組舉辦不同活動，
讓同學學習認識自己

L.E.D.大使工作坊，
培訓溝通技巧

4 5



學業表現

• 黎穎芯同學考獲 5*,5,5,5,4,4,4

 入讀香港中文大學 –專業會計學

• 莊學勤同學考獲 5*,5*,5*,5,4,4

 入讀香港中文大學 –人工智能系統與科技

• 陳芷純同學考獲 5*,5*,5,5,4,4

 入讀香港大學 –生物醫學

• 林佩欣同學考獲 5,5,5,5,5,4,4

 入讀香港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及商學

近年畢業生升學舉隅

王敏楠同學

最佳 6科成績：36分

最佳 5科成績：31分

考獲 5**, 5**,5**,5*,5*,5,5
入讀香港中文大學

地球系統科學

鍾銀珍同學

最佳六科成績：34分

最佳五科成績：30分

考獲 5**,5**,5*,5,5,4
入讀香港中文大學  專業會計學

曾家軒同學

最佳六科成績：31分
入讀香港中文大學

社會工作學

黃芷君同學

最佳六科成績：26分
入讀香港大學

文學院

顏彩盈同學

最佳六科成績：26分
入讀香港中文大學

專業會計學

香港大學 文學院、理學院、工程學、英語教學、生物醫學 

香港中文大學 工商管理學、專業會計學、生物醫學、工程學、 

保險財務與精算學、地球系統科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 

歷史、宗教研究、建築學、社會工作、能源與環境工程學

香港科技大學 國際科研、生物科技及商學、理學、社會科學

香港理工大學 土木工程學、生物醫學工程、工商管理、放射學、 

電子及資訊工程學

香港城市大學 工商管理學、建築學及土木工程學、電機工程、應用物理

香港浸會大學 傳理、文學院、理學院、視覺藝術

嶺南大學 工商管理學、社會科學

香港教育大學 小學教育、幼兒教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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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課後支援

畢業生離開校園，仍不忘感謝老師和校友的耐心教導

陳菡獲黃大仙區傑出學生獎

1. 第十三屆九龍地域傑出學生選舉 ─ 優秀學生
 3D 陳菡

2. 第十四屆黃大仙區傑出學生選舉 ─ 初中組傑出學生
 3D 陳菡      

3. 第八屆「卓越今天，成就將來」(Pursuing Excellence 
and Beyond) 青少年領袖獎勵計劃 2021─ 
傑出學生獎學金

 5D 區詠恩

4. 香港會計師公會及香港商業教育學會「企會財」獎學金
 5A 呂綉宜

5. 2021明日之星 ─ 上游獎學金
 5D 周紹龍　6D 莊雅而　6D 曾嘉銘   

6. 2020成長希望獎學金
 5D 朱將弘      

7. 2020-21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 ─ 高中學生獎
 6A 曾家軒　6D 莫錦雯

8. 2020-21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 ─ 傑出學生 
（非學術範疇）

 4A 林柏怡      

9. 3450區網上扶輪社全人發展獎學金（社會服務）
 5A 余凱盈　5B 葉凱盈　5B 王雅婷　5D 區詠恩　5D 秦小芬

本校學生於品行及學業均表現優異，

屢獲獎項，詳列如下：

林校長頒發校長學術獎給成績優異的同學

成績優異的校友回母校 
分享讀書心得，回饋母校

同學在自修室專心溫習

本校重視高中學生的學術發展，

設不同拔尖班提升同學成績，又鼓勵同學

善用校內的自修室，營造濃厚的自主學習氣氛，

協助同學在公開試取得佳績。

• 專業導師　熱心教學：開辦不同的課程，邀請專業
導師作課後支援 

• 課餘開班　穩固根基：安排語文老師加設特選班，
促進同學的學習技巧；在週末和暑期，邀請教育機構在

各級開辦不同的補習班，穩固同學學習根基 

• 廣設獎學金　獎勵佳績：推行「摘星計劃」，公開試
成績優異的同學可獲發獎學金，表揚學生優秀學習表現 

• 暖暖自修室計劃：鼓勵學生到自修室自習，並由成績
優異的學兄學姐輔導，為學弟學妹建立模範，協助他們解

決學習上的困難

• 模擬考試：為提供更多機會讓同學適應公開試，本校與多間友校和機構建立網絡，
資助及安排同學參與不同的模擬考試，有助他們掌握應考公開試的技巧

李嘉銘獲黃大仙文志
獎學金最顯著進步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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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政策 Language Policy

清晨廣播設英語時段，塑造英語語境

獎勵閱讀報告出色的同學

以超級英雄為主題，
吸引同學投入英語活動

英語室進行不同活動

本校重視培育學生兩文三語的能力，

於中一及中二數理科全面使用英語教

學，其他人文學科

則以母語教授，以

訓練高階思維，提

升學習效能。

藉英語話劇增加同學運用英語的機會

• To strengthen students'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cultivate a language 

rich environment, English is used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for 

Science subjects. 

• Humanities subjects are conducted in Chinese to enhance high-order 

thinking and motivation.

英語週比賽，提升同學對英語的興趣

英語教學生動活潑
英文科教師用心教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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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學長維持學校的紀律，樹立良好校風

跨越學習

校園刊物《圕淵》編輯委員會親力親為，由學生肩負編輯的工作

晨讀時段，同學專心致志閱讀

每年舉行不同類型的書展，吸引同學閱讀

學生會交職典禮，表揚

高中學生擔當領袖

公民教育活動，學習東方文化精粹

• 多元學習

 全校設 Learning Beyond學習時

段，提供多元化學習體驗，包括

領袖培訓、品德教育和生涯規劃

等，裝備同學面對將來的挑戰。

• 建立習慣

 為建立學生的學習常規和習慣，
本校在初中設學會學習課，以

活動教學形式，教導學生抄寫

筆記、分門別類和各種學習共

通能力。

• 資優教育

 發掘同學的資優才能，與外間機
構合作，提供專門的培訓課程，

讓同學的潛能得到更大發揮。

• 善用晨讀
 全校師生在週五享受寧靜的閱讀時段， 

並在班主任節分享閱讀心得

• 各科書展
 全年舉辦不同科目如英語、科學和人文學科

書展，讓同學多接觸富趣味而有益的書籍

• 作家交流
 邀請作家分享寫作歷程和閱讀經驗，

增加同學對書籍的親切感

• 寫作園地
 出版校園刊物《圕淵》，

提供創作平台，提升寫作

動力，帶動閱讀

輔導活動，教導同學溝通技巧

校園閱讀刊物《圕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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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教學 兩文三語語境

VR體驗，寓學習於活動

螢火蟲生態教育廳，同學樂
在培育螢火蟲的趣味活動

45週年校慶英語音樂劇

同學利用平板電腦上課 同學朗誦抑揚頓挫

• 一人一機：全面推行自攜電子裝置計劃
（BYOD），提升電子教學效能 

• 網絡完善：每間課室均裝置實物投影機、
投影機、無線網絡、流動充電車及強化 

Wi-Fi 設備 

本校提倡電子教學，一方面促進同學

學習，另一方面掌握資訊科技的能力。 

• 嶄新設備：添置嶄新的科技產品包括無人機、M-BOT、鐳射雕刻機及 LEGO EV3機

器人 

• 培訓教師：全年舉辦多次經驗分享會、講座及試教計劃，培訓教師進行電子教學

• 家長工作坊：舉辦家長工作坊，讓家長掌握資訊科技的應用，跟進子女的學習情況

• 個別支援：本校與不同志願組織合作，借用平板電腦和 SIM咭等予有需要的同學，

確保所有同學能獲均等的網上學習機會

• 英語戲劇課

• 校園英語廣播節目

• 英文大使

• 英語會話日

• 英文週

• 校際英語話劇比賽

• 中文辯論學會

• 校際朗誦節

• 《圕淵》及《培風》 
學生創作園地

• 閱讀講座及書展

• 廣播劇創作

善用活潑生動的教學方式，
提升同學對英語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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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養校園領袖，營建關愛文化：校內設 L.E.D.先鋒、義工隊、
公益少年團和扶輪少年團，讓同學學習關心他人• 師友計劃，扶持成長：本校設培履高飛師友計劃，讓高中同學
以一對一形式與傑出的校友配成一組，亦師亦友，汲取學長學習的
成功之道

• 公民教育，服務社區：與民政事務處和不同社福機構合作舉辦
活動，如探訪長者、在囚人士等，實踐善待鄰舍的目標

從活動發掘科學趣味 同學進行校園壁畫活動，填上生命的色彩
與基華小學同學一起視
像探訪長者，關愛社區

大型活動校園祭，
同學親自設計攤位，發揮創意

一眾老師努力籌備《媽媽的神奇小子》
電影放映會，邀請家長攜同子女觀賞，

認識親子相處的方式
多元化活動，訓練多元智能

同學享受愉快的校園生活努力預備不同的關愛活動

活動 目標

班本活動
「我有我精彩」計劃：各班由師生自行策劃班本活動，提升學

生的組織能力，培養對班的歸屬感，並建立良好的朋輩關係

級本活動
L.E.D大使：透過不同形式的工作坊，提升與別人相處的技

巧，建立同理心

校本活動 生命教育日：一年一度全天的大型活動，反思生命意義

社區服務

服務學習：安排中四級全級同學參與服務學習，及與姐妹

學校聖道學校合作，透過關心別人、服務社會，反思生命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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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活動激發潛能

聯課活動多
元化，涵蓋

音樂、體育
、 

藝術、學術
和制服團隊

活動，校外
比賽

屢獲殊榮。 

• 全人發展記
錄：本校設

立「全人發
展記錄」

制度，將每
位學生參加

的活動編成
檔案，展示

學生的多元發
展

• 一人一職：
高中同學在

校內至少擔
當一個職

位，從學生領
袖經驗中，培

養責任感 

• 戶外學習：
設戶外學習

日及三五知
己學習時

段，透過個
人成長課、

工作體驗、
科學之旅等

活動，擴闊學
生視野

• 活動多元化
：設有 50多個聯課活

動團體，

由經驗豐富的
導師專責訓練

，發揮學生所
長

• 網上教學：
停課期間，部

分活動的導師
在網上

授課，盡力讓
學生得到多元

學習的機會

足球隊

手鈴隊

乒乓球隊

管弦樂團及
西洋樂器班

啦啦隊

由學生選舉產生的學生會內閣

壁畫

攀石

烹飪

藝術

制服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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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實時與德國柏林圖書館交流互動

韓國首爾電波
少年之旅

日本沖繩深度文化交流團

各地考察交流

• 設立「一杯涼水基金」，清貧學生

可獲資助，獲得均等境外學習機會

• 鼓勵同學增廣見聞，同學參與的遊

學團足跡遍及海內外，包括：

珠海澳門科技探索之旅

運動精英上海交流之旅探訪內地大型企業

疫情下網上實時

與韓國學生交流

疫下網上實時外國文化交流

德國柏林圖書館交流

了解現代德國對文化傳承的珍視

韓國學習交流

了解當地學生的學習生活，認識韓國文化

遊學團舉隅
交流團 目的 地點

日本沖繩深度文化交流團
獲當地旅遊局接待，考察日本的保育政策

和文化
日本

韓國首爾電波少年之旅 同學自行規劃行程，訓練獨立和自理 韓國

新加坡扶輪青年交流計劃 了解當地的社會發展狀況 新加坡

「同根同心」潮州之旅 了解潮州的歷史文化 內地

同齡同心學歷史計劃高鐵廣州行參觀中國歷史的古蹟文物 內地

珠海澳門科技探索之旅 了解大灣區企業和院校的科技發展 內地

通識及人文學科上海交流團 參觀校友企業和到訪姐妹學校 內地

黃榮楷校友

職業治療哲學博
士、

美國康復醫學會

Deborah L. Wilkerson  

青年學者獎得主

陳卓明校友 新旺餐飲集團董
事長 

感謝眾多校友多年來樂於回饋母校，不能盡錄。

鄧國榮校友

現任校友校董、

校友會主席

多年熱心回饋學
校。

參與多項培育師
弟妹

的義務工作

水中銀（國際）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

杜偉樑校友

兒科專科醫生

張釗平校友

陳子誠校友 大昌行副總經理

本年度榮譽校友 —  
香港華人會計師公會前主席、 
校友會創會主席

楊志偉

本年度榮譽校友 —
運輸署總運輸主任、
前校友會主席

蘇鎮存

本年度榮譽校友 —
香港及大灣區執業律師、前校友會主席

廖仲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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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中大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藉觀課和議課提升教學專業水平

 教師聚首一堂，參與
基督徒大聚集活動

教師專業交流，促進學與教的效能

教師參與中秋佳節
團契，互相守望

教師專業發展日，嘉賓分享 
以助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獲邀向業界分享生命教育的發展

• 本校教師團隊持續追求卓越，每年教師專業發

展活動逾 20小時及個人進修時數逾 50小時，

包括課室管理、電子教學、輔導工作及生涯規

劃等 

• 本校教師積極參與考評局及多項專業團體之 

職務，推動教育界發展包括香港中文大學高

級學位課程導師、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副主

席、香港輔導教師協會核心委員等

• 本校教師多次獲邀參與本地及海外的教育專業

分享，與各地同工分享寶貴教育經驗，包括中

國內地、日本及韓國等地

• 本校屢獲傳媒機構訪問，分享 STEM

及生命教育等成果，如香港電台、鳳

凰衛視和明報等

教職員學歷

59%41%

 碩士　  學士

• Teachers are committed to pursuing 
excellence completing 20 hours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nually. 
This ensures that the school is 
consistently introducing new ideas in classroom 
management, e-learning, counseling and life 
planning education. In addition, individual 
teachers spend over 50 hours each year 
attending a variety of seminars and workshops 
to keep abreast of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the education field. 

• Teachers take up professional roles in HKEAA 
and various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HKDSE Senior Examination Assistant 
Officer, Vice chairman of HKACMGM and 
core members of HKEAMA. 

• Principal and teachers are invited to share 
their professional experiences with teachers 
from mainland China, Singapore, Japan and 
South Korea. 

• The school's achievements are regularly 
featured by media such as RTHK, Phoenix 
Television and Ming P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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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M 創意教室

• 螢火蟲生態教育廳

• 英語活動室

• 語言實驗室

• 崇優閣

• 生涯規劃資源中心

• 圖書館

• 通識學習中心

• 學生活動中心

• 溫室

• 攀石牆

• STEM Innovative Laboratory 

• Firefly Eco-Education Centre

• English Activity Room

• Language Laboratory

• Quality Learning Hub

• Career Planning Resource Centre 

• Library 

• Liberal Studies Learning Centre

• Student Activity Centre

• Greenhouse 

• Climbing Wall

圖書館

螢火蟲生態教育廳

崇優閣—資優教育中心

攀石牆

籃球場

英語活動室

學生活動中心

24 25



• 本校共 24班，所有中一同學可直升至中六

• The school follows a symmetrical class 
structure with a total of 24 classes.

同學充分應用資訊科技知識， 
在 STEM比賽獲得佳績

優秀同學獲表揚

學習領域
KLA

開設科目
Subjects

中
一
中
二
中
三
中
四
中
五
中
六

中國語文教育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中國語文 Chinese 4 4 4 4 4 4

普通話 Putonghua 4 4

英語語文教育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英國語文 English 4 4 4 4 4 4

數學教育
Mathematics Education

數學Mathematics 4 4 4 4 4 4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Personal, Social and 
Humanities Education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Citizenship 
and Social Development

4

通識教育 Liberal Studies 4 4

生活與社會 Life and Society 4 4

中國歷史 Chinese History 4 4 4 4 4 4

世界歷史 History 4 4 4 4 4 4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BAFS 4 4 4 4

地理 Geography 4 4 4 4 4 4

經濟 Economics 4 4 4 4

宗教及生命教育 Religious 
Education & Life Education

4 4 4 4 4 4

科學教育
Science Education

物理 Physics 4 4 4 4

化學 Chemistry 4 4 4 4

生物 Biology 4 4 4 4

綜合科學 Integrated Science 4 4

藝術教育
Arts Education

視覺藝術 Visual Arts 4 4 4 4 4 4

音樂 Music 4 4 4

科技教育
Technology Education

資訊及通訊科技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4 4 4

科技 STEM 4 4 4

體育
Physical Education

體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4 4 4 4 4

教學語言
Medium of instruction

班級數目
Number of classes

中一 F.1 中 /英 Chinese/English 4

中二 F.2 中 /英 Chinese/English 4

中三 F.3 中 /英 Chinese/English 4

中四 F.4 中 /英 Chinese/English 4

中五 F.5 中 /英 Chinese/English 4

中六 F.6 中 /英 Chinese/English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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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獲獎誌
校 外 獎 項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組
詩詞獨誦冠軍 1B譚銘恩　　詩詞獨誦亞軍　2A黃凱謙　2C陳泳言
詩詞獨誦優異 1B譚銘恩  2A黃凱謙  2C劉心弦  4A何芷萱  4A陳倩童  4B周名慧  4B施沅蕎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組
詩詞獨誦季軍 3D陳菡       
詩詞獨誦優異 2A 黃凱謙　3C陳維浩　3C余燦鋒   

72n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Public Speaking (Solo)
1st runner-up 4A鄒凱全  
Merit 3D周滙軒　3D 蔡坤佑　4D陳子欣　5B劉思穎　5D李天悅

MI young writers award 2021- Writing Competition Top 50 Award
3D李芮衡        

Cross-curricular i-learner Programme Gold Award
3B卓海欣　3B梁詠貽　3C林晞汶　3C梁俊熙　3C黃卓偉　3C姚蔚旋

DSE i-learner Programme Gold Award
5D區詠恩　5D方鈺瀅      

2020香港數學奧林匹克港澳盃決賽 ─ 銅獎
3D陳菡　3D謝珊玉　3D黃婉樺

2021香港數學奧林匹克港澳盃總決賽 ─ 優異獎 
3D陳菡

2021香港學界音樂大賽
獨唱 S3組冠軍　3B林慧心　　獨唱 S2組季軍　2C陳泳言

第 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二級獨奏銅獎　2A鄭沁怡　　長笛獨奏銅獎　4B黃毅苗 
香港神託會六十周年誌慶口號設計比賽 ─ 亞軍
1D古春怡

「攝・寫・文人」推廣中文計劃學習後感寫作
季軍　3D陳菡　　優異　3D謝珊玉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聯校創業計劃書比賽」
亞軍　5A呂綉宜　5A李茵晴　　季軍　5D方鈺瀅　5D區珍婷

智愛中文平台網上閱讀
學校優秀學員獎 1D方梓杰　2A洪朗茵　3D陳菡
金獎 2D陳广源　3D陳菡　3D劉子聰

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兩代情』徵文比賽 ─ 優異獎
6D黃芷君

哈佛圖書獎 2021 ─ 第一名
5D王愷縈        
篇篇流螢網上閱讀計劃閱讀之星 ─ 銅獎
3D劉子聰

Google 和 AiTLE聯合舉辦的「HO JENG AR 好正啊！ @ Scratch 比賽」─ 銅獎
1D盧柏銘　2D李家勤      
第二屆全港旗袍設計比賽「旗袍“禮”遇＠愛回家」
初中組最具特色獎　4B李懿　　初中組優異獎　3D岑洛希    
教育局及香港大學 「初中歷史科電子閱讀獎勵計劃」─ 優異獎
3D謝珊玉　3D黃婉樺　3D黃婉瑩  
中國文化協會「印象台灣」徽章設計比賽高中組 ─ 一等獎
6A黎嘉迎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及黃大仙青年發展網絡 「居家隨拍攝影比賽」中學組 ─ 季軍
6D潘燕婷

*其他獎項請參閱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