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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藝文化生活教育 

    本校著重培養學生多元發展，尤其是「體育發展」和「藝術發展」，所以

隨著藝術發展局提倡「一生一藝術」，本校亦於1996-97年度推行「一生一體

藝」計劃。除了初中的正規體藝課程外，「一生一體藝」開辦多項活動，讓學

生在課餘時間，因應自己的興趣，從體育及藝術範疇中尋找適合的活動，持續

學習，成為終生興趣。

    在體育方面，學校除了透過「一生一體藝」進行普及發展，亦悉心培訓有

傑出表現的同學，甚至推薦一些尖子運動員到體育學院或總會受訓，有的已成

為全職運動員及代表香港參加國際比賽，例如：仁川亞運會的胡樂雋校友(單

車)、羅卓謙校友(羽毛球)和張浚裕校友(水球)；天津東亞運動會的廖啓森與

廖雲軒兄妹(體育舞蹈)；新加坡首屆青年奧運會的羅亮添校友(三項鐵人)。此

外，曾代表本港到多國比賽的曾茜琦校友(壁球)，與及於首屆「賽馬會青少年

精英訓練營」被推薦到英國曼聯球會受訓及現職太陽飛馬足球隊隊員的陳柏熹

校友。至於本校就讀的港隊代表，包括：沈弘彥同學(草地滾球)、張俊軒同學

(足球)及陳芍瑤同學(跆拳道)。各項校隊於校際比賽表現出色，其中舞蹈、游

泳、壁球、籃球、草地滾球及羽毛球等尤其優異，屢獲殊榮。

    在藝術方面，本校近年在初中施行跨科目專題學習活動，中二同學分組製作

音樂短片或微電影，中三同學進行「時裝設計」，另定期舉辦綜合欣賞會。而

新高中「其他學習經歷」更成為本校推廣「藝術發展」的契機，本校把「藝術

發展」納入高中正規課程，重新統整課程，將初中的藝術文化課程伸延到新高

中課程，讓學生將初中所學到的延續、深化及提昇。本校重視中國傳統文化，

故將「藝術發展」命名為「文化藝術科」，滲入傳統藝術的元素，讓學生選修

陶藝、舞蹈、音樂、時裝設計、戲劇及電腦動畫，擴闊同學視野。

    此外，本校每年組織同學參加各項比賽及表演，如校際舞蹈節、音樂節及

戲劇節等，同學表現出色，摘冠無數。學校每年推薦兩位表現傑出的同學為「

校園藝術大使」；近年更舉辦「台北文化藝術科技之旅」，為舞蹈、視覺藝術

及資訊科技的資優學生提供珍貴的體驗學習機會。

    本冊子除了表揚本校在體育與藝術有傑出表現的同學，旨在鼓勵全校學生以

這些精英運動員作為學習榜樣，發揮個人潛能，追求卓越。同時，亦讓大家進

一步瞭解本校貫徹培養學生多元發展，透過多元的藝術活動及有系統的課程，

讓學生持續接觸藝術，學習藝術和參與藝術，從而培養學生的創意思維，以及

推動追求卓越學風的辦學理念。

劉秀明老師

p.3



仁川亞運會香港
單車隊代表 
胡樂雋校友

2015亞錦賽男子1公里
計時賽亞軍

男子團體追逐賽(左起)
胡樂雋-梁峻榮-張敬樂-
張敬煒-亞錦賽亞軍

哈薩克斯坦 第34屆亞洲單車
錦標賽暨第21屆亞洲青少年單
車錦標賽男子團體追逐賽銀牌

香港三項鐵人代表
羅亮添校友 

屈臣氏傑出學生運動員獎
(2007，2008，2009)

香港體育學院傑出青年運動員

2013 亞洲三項鐵人錦標賽
混合接力第 3名

2010 新加坡
青年奧運會
參賽資格p.4

全港校際BMX單車競速
賽中學組男乙冠軍



體
仁川亞運會香港
水球隊代表
張浚裕校友

仁川亞運會香港
羽毛球代表  
羅卓謙校友

香港 Panasonic 
第16屆亞太區水球賽

男子水球冠軍

香港 2012中銀香港全
港羽毛球錦標賽  

中級組 男子雙打冠軍

2012中銀香港
全港青少年
羽毛球錦標賽 
 93 -96年組 
混合雙打
冠軍

2012-03-05 舞林小兄妹
狂掃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
標賽 10 金

香港體育舞蹈代表 廖啓森與廖雲軒兄妹 2014 香港
體育舞蹈
五項全能
排名賽
標準舞
專業組 
金牌

2012 WDSF 亞洲體育舞
蹈錦標賽暨澳門 WDSF 體
育舞蹈公開賽 WDSF 公
開賽 標準舞（青年公開
組）金牌 p.5



香港足球隊代表 (U21)

陳柏熹校友

曾代表本港到汶

萊、泰國、台灣、

北京及上海參加

國際比賽，屢獲

殊榮。

於首屆「賽馬會青少年精

英訓練營」被推薦到英國

曼聯足球學校受訓

香港足球隊代表 (U18) 張俊軒同學曾代表香港到星加坡、北京、澳門及深圳比賽，

並在 2012 年到英國車路士足球學校受訓。

香港跆拳道代表 (U14) 陳芍瑤同學p.6



本校壁球隊於2005年至 2015年連續十屆於全港隊際外展壁球比賽分別奪得高中組總冠軍與初中組總冠軍，

另於校際壁球隊際比賽榮獲多屆女子組及男子組亞軍及季軍。

體育

香 港 草 地 滾 球 隊 代 表

(U17) 沈弘彥同學，榮獲

全港草地滚球三人賽及雙

人賽冠軍

羅頌勤同學榮獲青少年

草地滾球新秀賽冠軍

譚泳翠同學榮獲草地滚球

三人隊際賽季軍

曾偉聰同學兩度榮獲

草地滚球三人隊際賽

冠軍

本校籃球隊曾代表屯門區參加男子組及女子組全港籃球精英賽，

並於校際籃球比賽榮獲男子組團體總冠軍兩次和女子甲組冠軍。 p.7

香港壁球隊代表（U17） 

曾茜琦校友

曾茜琦校友榮獲日本青

少年壁球公開賽 2011 

亞軍



本校足毽隊隊員麥綽寧、黃寶兒與林婉萍

榮獲全港外展足毽比賽女子組亞軍

本校射箭隊隊員梁健朗及彭世曜於北區青少年射箭

比賽分別榮獲冠軍及季軍

體

本校游泳隊於 2005 年至 2015 年十屆校際游泳比賽分別榮獲 :

- 女子甲組冠軍六次

-男子甲組冠軍五次

-女子乙組冠軍三次

-女子丙組冠軍一次

本校游泳隊隊員羅裕霖囊括

男子乙組 50 米背泳及

100 米背泳金牌

p.8 

本校劍擊隊於全港外展隊際劍擊

(花劍 )比賽曾榮獲

男子高級組和初級組冠軍及季軍

本校劍擊隊與仁愛堂每年皆合辦

全港中小學劍擊邀請賽

射箭隊並榮獲譚伯羽

盃射箭邀請賽隊際

甲組亞軍及羅桂祥盃

射箭邀請賽隊際季軍



本校羽毛球校隊於校際羽毛球比賽曾榮獲：

- 男子組團體總冠軍

- 男子甲組冠軍

- 男子乙組冠軍

- 男子丙組亞軍

- 女子甲組亞軍

- 女子乙組冠軍

- 女子丙組冠軍

排球隊隊長劉希雯榮獲青苗

排球培訓計劃突出球員表現獎 本校排球校隊於校際排球比賽曾榮獲女子

甲組和乙組亞軍

育

p.9

女子丙組排球隊於校際排球比賽榮獲冠軍



音
北京慈善展演-

中樂及管樂小組到京作籌款演出

管樂團迪士尼演出

音樂集訓營練習

學校一直鼓勵音樂科的發
展，在籌辦各樂器班及音樂活
動上給予莫大的支持。本校設
有十多個中西樂器班，去年更
增設豎琴班，為同學提供多元
化的樂器選擇。除此之外，我
們設有中樂團及管弦樂團，讓
學生從合奏中體驗音樂帶來的
樂趣，亦透過不同的旋律抒發
情感，從音樂裡獲得快樂和滿
足。他們不但參與校內演出，
還出外參賽及與內地進行交流
擴闊視野，例如本校樂團曾前
往北京演出及比賽，而中樂團
更被獲邀在中央電視台的春晚
節目演出。楊照曾說:「很多人
沒有準備好自己的眼睛，就算
到羅浮宮，也裝不進任何東西
到自己的生命裡。很多人沒有
準備好自己的耳朵，在音樂廳
聽同樣的音樂會，也不會有感
動愉悅，亦不會有音樂衝擊出
來的體驗。很多人沒有準備好
自己的心，也就無法感染別人
的痛苦、別人的興奮、別人的
快樂……」本校希望通過音樂
藝術教育打開學生的一雙眼，
開放一雙耳，擴闊他們的心思
意念，以欣賞體味的態度，迎
接不同的事物，發掘更多不同
的可能性。

p.10

駱靜怡老師



北京慈善展演-

中樂及管樂小組到京作籌款演出

樂
管樂團及中樂團於中華文化藝術節全年總決賽榮獲金獎

本校中樂團榮獲北京全國科學與藝術大會比賽

國星獎

p.11



不同年級同學在本地

進行參觀，學習欣賞

藝術 。

高中同學參觀本地

藝術學校

視 覺藝術科是

一門重視藝術創作和藝術

評賞的科目。本校於初中

及高中均設有視藝科，透

過創作不同形式的視覺藝

術作品，旨在培養學生的

審美觀及批判思考能力。

高中視覺藝術科課程，在

初中的基礎上加強研習

藝術的廣度與深度，在視

覺藝術評賞、視覺藝術創

作和視覺藝術知識三個學

習範疇，拓寬並深化學生

的藝術學習經歷，培養學

生的鑒賞能力，提昇個人

的生活品味，更為有意為

在藝術或創意工業發展的

同學，建立穩固的基礎。

另外，高中「其他學習經

歷」（OLE）亦設有「愛玩

泥」課程，讓學生接觸陶

藝，提升其藝術的趣味，

擴闊其藝術學習經驗。

本校藝術教育著重培養學生的「欣賞」與

「創造」能力，提供豐富多元的藝術體

驗。我們希望無論是創作者本身，或是觀

賞者也能藉著創作與觀賞，同樣得到一份

藝術體驗。故此，本校學生除了在常規藝

術課堂中學習藝術外，也會舉辦不同的藝

術比賽及展覽，讓對藝術創作有興趣的同

學有更多發表作品的機會，同時觀者又能

藉著欣賞藝術而參與其中，透過「創造─

展示─觀賞」的過程，建立藝術的氛圍，

更達至身心調適。

p.12

林素貞老師



校園藝術大使於

 「再造理想城市」拼布創作

比賽中榮獲專業評審大獎

高中同學參加了由校園藝術大使計劃舉

辦的《社區藝術地圖》計劃。同學互相

合作，以自己學校所屬的社區，製作一

幅社區地圖「山景好聲音」。 社區地圖「山景好聲音」

藝

隨著香港學制的轉變，學生的校園生活都很緊張、忙碌。非正規的藝術

經驗，如Art Jamming、寫生活動等皆是一個很好的平台，讓學生將藝術融入

生活之中，釋放壓力，達至身

心調適。此外，我們亦會舉辦

藝術家訪談、校外參觀、到異

地進行文化交流等活動，讓同

學接觸更多的藝術，體驗不同

地方的文化，豐富其經驗，開

拓視野。

p.13



每年學校開放日，視藝室都會展示不同年級同學的藝術作品。

同學擔任小老師教授興趣班同學為來賓作導賞 學生會室

同學於校內進行藝術創作，既能學習，又可以美化校園。

追風逐夢 Dare to dream

校內作品展覽 II校內作品展覽 Ip.14

藝



      劇教育
本校的戲劇教育包括正規與非正規課程。正規課程透過每循環週兩節

的「戲劇教室」課節，讓中四、中五學生參與劇場遊戲、排練演出、

戲劇欣賞。非正規課程則包括：舉辦「戲劇訓練班」、參與「香港校

際戲劇節」及「香港創意戲劇節」演出、中英文科的「戲劇欣賞」活

動，達至跨科的全方位學習。

本校戲劇教育旨在：

• 提供創作及實踐的機會，令學生重新發現自己；

• 讓學生透過實踐認識藝術，擴闊眼界和拓寬思想領域；

• 藉著排演戲劇的機會，提高學生的語文能力；

• 培養學生的多元能力、合作及團隊精神。

香港學校戲劇節2015《奪標》台前幕後同學與評判合照 p.15

戲
黃萬安老師



戲
香港學校戲劇節2015《奪標》劇照

香港學校戲劇節2014《一片兵心》台前幕後
同學與評判合照

香港學校戲劇節2014《一片兵心》劇照
p.16

劇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2《困》劇照

香港學校戲劇節2011
《車。傷》劇照

香港學校戲劇節2013
《砒商》

屯門大會堂演出劇照

p.17

本校劇社於2012-15年度

香港學校戲劇節榮獲：

- 評判推介演出獎
- 傑出合作獎
- 傑出舞台效果奬
- 傑出劇本奬
- 傑出導演奬
- 傑出演員奬
- 傑出整體演出獎

2014-15 香港創意戲劇節榮獲：

- 中學組團體亞軍
- 傑出獎 (高中組) 
- 榮譽獎 (高中組)



舞
蹈發展

本校舞蹈發展多元化，包括：爵士舞、體育舞蹈、中國

舞、K-pop及今年新增的 Hip Hop。我們希望藉著不同的

舞種，讓平時少接觸舞蹈的學生，強化其音樂節奏感，

讓學生享受跳舞的樂趣，提升其美學鑒賞能力及藝術表演的水平。另外，

本校於「其他學習經歷」增設了街舞，學生可透過自編舞蹈，展現個人風

格，表達對美學的所思所感，提升創作能力。此外，學生在探索及追求不

同舞蹈技巧的過程中，可鍛煉堅毅及認真的態度。

本校體育舞蹈組於2011年至2014年連續三屆

榮獲全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中學組男女

混合組團體總冠軍p.18

張翼詠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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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多元發展外，學校於個別範疇

的舞蹈發展亦有卓越成就。本校爵士

舞隊連續多年於校際舞蹈節獲得最高

殊榮的優等獎及編舞獎。爵士舞隊發

展成熟，隊員會自行組織參與坊間的

舞蹈公開賽，同學對舞蹈的投入及熱

情可見一斑。隊員每年均會籌辦校內

舞蹈比賽，為同學提供適當的平台一

展所長。去年校內舞蹈比賽更邀請到

本土地著名街舞舞者Popping Lok擔任

評判及表演嘉賓，無論是參賽者或觀

眾皆樂在其中。除爵士舞隊外，本校

體育舞蹈隊亦十分卓越，有多位是港

隊成員，在本地賽事及海外大賽也屢

獲殊榮。雖然主要成員於去年畢業，

但新隊員早已積極備戰，冀盼他們能

盡己所能，再創佳績。此外，中國舞

隊發展表現不俗，於多個舞蹈賽事亦

能發揮水準，為校爭光，而且參與的

同學甚為進取，會參與公開的舞蹈水

評試，成績優異。

本校體育舞蹈組於2009年至2015年

連續六屆榮獲校際舞蹈節

牛仔舞、查查及華爾滋優等獎

p.1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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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ll I Collapse” 於第五十一屆學校蹈節

榮獲優等獎及編舞獎

“Party People”於第五十屆學校舞蹈節 

榮獲優等獎及編舞獎

“Things get worse”於第四十九屆學校舞蹈節

榮獲優等獎及編舞獎

“Things get worse”成員

與評判合照

“補補補” 於第四十八屆學校際舞蹈節

榮獲優等獎

“Keep your Head down”

為歷屆最具霸氣的舞蹈

“Summer is coming”於第四十四屆學校舞蹈

節榮獲優等獎及編舞獎

爵士舞組員於畢業禮與榮休戴希立校長

表演大型舞蹈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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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gs get worse”成員

與評判合照

《苗妞兒》榮獲第48屆校際舞蹈節
甲級獎

《焱》榮獲第49屆校際舞蹈節
甲級獎及屯門區第27屆舞蹈

比賽金獎

《傣 . 尚傘》榮獲屯門區
第28屆舞蹈比賽金獎 。

《咚咚拉里》榮獲荃灣區舞蹈比賽
銀獎和卓越服裝獎及第42屆全港

公開舞蹈比賽銀獎
p.21

中
國
舞 



台
灣

之
旅

2014-15年度終期試後，本

校首次舉辦了──台灣文化舞蹈之

旅。本團專為對視覺藝術科及舞蹈

有濃厚興趣的同學而設，由三位老

師帶領九位爵士舞班及十七位視覺

藝術組同學，一起到台灣作文化

藝術考察及跳舞學習體驗。行程除

了遊覽一般當地景點外，特地參觀

當地藝術館，如朱銘美術館、鶯歌

陶瓷博物館、台北市立美術館、玻

璃工藝博物館及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等，擴闊同學視野，讓他們感受當

地的文化藝術氣息。舞蹈組的學員

晚上到台北有名街舞學校Dance Soul 

Studio 學習不同類型的街舞，如

Hip Hop, Top Rock, House, Breaking, 

Waacking, Lyrical jazz等等，讓熱衷跳

舞的同學，透過密集式訓練，掌握

不同舞蹈的技巧，激發創意，培養

舞蹈藝術的觸覺及鑒賞能力。

2015年6月爵士舞班中堅成員到台北著名

街舞學校Dance Soul Studio學習街舞 

2015年台北升學及文化交流團於

實踐大學留影

2014年台北文化

舞蹈之旅p.22

張翼詠老師



除關愛基金津貼外，學校亦在

其他途徑為學生提供經濟資助，讓

家境清貧的同學亦能衝出香港，有

機會到外地學習，開拓視野，藝術

發展更上一層樓。

2015-16年度再辦的台北升學及文化

交流團，增添科技及升學元素，除

舞蹈及視藝科同學外，更加入ICT組

同學，繼遊覽台北的藝術及創意園

區、風景名勝及晚間學習街舞外，

亦參觀當地科技展覽，更參訪了國

立台北藝術大學及實踐大學，讓學

生從多方面了解台灣升學的資訊，

早日規劃升學及就業出路。

台灣朱銘美術館

2014年於Dance Soul Studio跟

AYA老師學習Breaking

同學在朱銘美術館與藝術作品合照

p.23同學在研究最新電子產品

大學多媒體學科介紹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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