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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宗旨及校訓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自一九八五年建校以來，即以「明道立德」為校訓，標舉「道

化教育」為辦學宗旨。本校的建立，乃為青少年提供優質的全人教育，在教師的誘導下，

學生在德、智、體、群、美五育有均衡的發展，為日後貢獻社會作好準備。 

 

教職人員 

本校本年度教職員工共八十七人，計校長一人、教師六十一人、訓育導師一人、教學助

理一人、實驗室技術員二人、資訊科技員三人、書記五人、工友十三人。 

 

班級結構 

本校本年度開設中一、中二、中三各五班、中四、中五各四班、中六、中七各兩班，共

二十七班，學生一千零三十人。 

 

校務行政 

本校設校務議會，下隸教務、訓導、品德及公民教育、升學就業輔導、輔導、課外活動

及一般事務七個委員會，主責就各項有關政策及措施，進行諮詢、擬定、實施、檢討等

工作，下設資訊科技、教師發展、家長聯絡、校友聯絡、刊物出版、圖書館、生活教育、

學生會、危機管理、宗教事務、形象推廣等支援小組，各司其職，緊密配合中央校務推

行。 

 

行政、教育主題及重點關注事項 

 

本校每年由校務議會起草，校董會通過行政、教育主題及重點關注範疇，使全校成

員有明確的共同目標，作為學校發展的方向。2006-2007年度教學、行政活動主題為： 

 

勤業尚智，弘愛惜福   LEARN TO BE LEARNED；LOVE TO BE LOVED 

 

具體關注範疇及成效報告如下：  

 

 

 

一. 學與教 



 

籌備新高中學制 

為配合新高中學制，本校於數年前已開展籌備工作，本學年在新高中學制的課程安

排及教師培訓方面已開展了一些重要步伐：在初中及高中開設校本通識教育科，以回應

教學範式的轉變；資訊科技組自行研究開發教師內聯網，以方便教師籌劃共同備課及個

人專業發展，效果良好；成立「新高中學制籌委會」，草擬未來數年本校人力資源計劃

及新高中課程與科目組合，訂定未來數年工作日程，為籌備新高中課程作充足準備。 

由於本校有關新高中學制的計劃務實周詳，得到教育統籌局官員的讚賞及認同，並

邀請本校成為「新高中學制中層管理人員工作坊」先導學校，吳友強校長更獲教育統籌

局邀請，多次於「新高中學制中層管理人員工作坊」分享本校有關新高中學制的籌備工

作、推行策略及中層管理人員的角色。該工作坊預計於未來兩年推行，邀請全港所有中

學參加。 

此外，有線電視、港台教育電視及明報等傳媒更於本校拍攝有關新高中課程的特備

節目；教育網站「教育城」亦到訪本校，拍攝及採訪本校初中通識教育的課程設計及教

學方式。有關報道已於「教育城」網站刊登。 

 

工作項目 成功準則 成效/改善建議 

統籌教師團隊參與

教統局培訓課程 

將擬任教新高中課程的教師

均能完成課程詮釋部份，並

掌握整體新課程的轉變和要

求。 

各科教師已積極參與與新高中相關

的培訓課程，全年達60人次。 

中層管理人員工作

坊 

超過25名中層管理人員參加

工作坊先導計劃；與會者能

加強對中層管理認知，並從

中互相交流心得。 

全校共26名科組主任參與該工作

坊，會上反應良好，各參與者對新

高中的認識均有提升。 

籌備「學生成長資料

冊」 

探討資料冊內容及施行進程 因教育局尚未發放WebSAMS內有關

「學生成長資料冊」的新增功能，

本項目工作將延至下學年繼續跟

進。 

組織友校品質圈交

流活動 

各品質圈成員已至少一次與

友校教師進行交流，吸取別

人成功經驗，自我完善。 

各組別皆與友校進行一至兩次的交

流會。 

中、英、數、通識：1次 

新高中、中史:2次 

策劃人力資源、科目

組合、時間表等工

作。 

初步落實2009年新高中人力

資源、科目組合及時間表工

作。 

已完成及公布初擬的新高中課時架

構及選修科安排 

 



推動閱讀風氣 

全校閱讀活動的宗旨為推動師生閱讀風氣，培養學生的良好閱讀興趣及習慣，養成

學生主動學習精神。透過每循環週三次早讀課及一些配合活動，例如網上好書推介、閱

讀獎勵計劃等，推動閱讀風氣，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及習慣，為主動學習奠下基石。 

本年度進一步利用網絡資源，在學校網站上闢「讀書樂」欄目，開展網上好書推介

及寫作活動，以培養學生的閱讀及寫作興趣。師生投入程度高，部分學生撰寫書介逾百

本，全校閱讀氛圍更形活躍。 

 

工作項目 成功準則 成效/改善建議 

推行早讀課及閱讀

獎勵計劃 

大部份學生能自攜書籍閱讀。

每月至少一名學生能獲書評

積點達30分以上。 

大部份學生能自律攜帶書籍閱讀。 

全年共17名學生獲書評積點達30分

或以上。 

網上平台配合發展 全校師生能通過內聯網平台

交流閱書心得，推動良好閱讀

風氣。 

學生好書推介達1522人次，表現較

預期更佳。 

安排公開課及同儕

觀課 

推行至少一次公開課，課後觀

課員能與任教同事交流心得。

已進行一次音樂科公開課，參與教師

課後交流時均認為有所進益。 

 

發展持續評估制度 

為配合課程改革的持續評估制度，中文、英文及數學科利用網上文集、閱讀計劃、

自學課程等，全方位提升學生的練習及觀摩機會。各科亦實行不同程度的校本評核制

度，以鼓勵學生不斷學習，不斷進步，見證評核促進學習的理念。 

資訊科技組自行研究開發校本「網上家課日誌」，教師輸入即日功課清單及評核備

忘，學生及家長可隨時查閱，令家長、學生及學校有更佳聯繫。 

 

工作項目 成功準則 成效/改善建議 

各科教師共同商討及

訂定持續評核制度。

制定的評估制度能銜接新

高中課程的要求。 

各科組已於科內加入持續評估部份，包

括日常表現、家課、專題研習、讀書報

告、網上自學課程等。 

網上家課日誌 教師能即日輸入功課清單 大部份教師於上半年均能及時輸入功

課，但下學期漏報的比例增加，下學年

仍需加緊提醒教師及同學該系統的重

要性。 

 

 

 

推動全方位學習活動 



教統局在本校全方位視學報告中，讚賞本校各科舉辦的聯課活動多采多姿，全年總

數超過二百項，能增進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強化學科知識，效能顯著。本學年為配合教育

改革，以促進、擴闊、延伸學生學習為目標，推行「全方位學習」活動日，活動效果理

想，為新高中學制推行「其他學習經歷」打下良好基礎。 

近年本校多次舉辦跨境考察活動，本年耶誕假期間，本校教師帶領多名同學到西安

作「宗教及文化考察」，實地感受「盛唐風貌」，知識和實踐並重，提高同學對研習歷史

文化的興趣，孕育熱愛中國文化的情意。 

本校學生在舞蹈、音樂、朗誦、球類、科普等校際比賽中均迭創新猷，創藝坊已連

續十二年晉身學校音樂創藝展最後匯演，獲獎數目雄視全港中學；男女子籃球隊表現出

色，盧曉芳同學更入選香港代表隊，獲籃球總會推選代表參加「全港傑出青少年運動員」

選舉，並憑全年傑出表現，獲學界體育協會選為「全年最佳女子籃球運動員」。郭紫瑩

同學在國際少年藝術展中國繪畫比賽，從三萬多名參賽者中，勇奪最佳技法獎，並代表

香港出席在上海舉行的頒獎禮。郭同學更獲教統局常任秘書長黃鴻超先生親函祝賀！ 

 

工作項目 成功準則 成效/改善建議 

制訂級際全方位學

習活動日的運作方

式 

定出級際全方位學習活動

日日期、建議時間表修改及

與其他科組尋求共識。 

訂定四次活動日期為小組/學會活動，

一次為級際活動。建議下學年繼續此運

作模式。 

負責老師進修有關

全方位活動的課程

及設計有關資料及

工作紙 

成功推行全方位活動，及

於班上壁報作匯報。 
完成後向老師和同學發出問卷調查，再

議定下年度的方向，簡述如下： 

a) 廣泛要求以班際形式進行，以拓展

更多活動地黠。 

b) 定出一天為全方位學習日，在早上

進行活動，下午進行討論、匯報及檢

討。 

c) 給予同事更充足的指引，使大家對

老師的角色更清晰。 

 

調適課程，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及探索新教學模式； 

 本學年開設初中及高中通識教育科，以掌握學科知識為基礎，發展校本專題研習能

力訓練；科內教師每周多節共同備課，檢討教學；並邀請教統局專家討論及交流，配合

本校學生的興趣、能力和程度，發展切合不同學生學習能力和需要的課程及教材套，效

果頗為理想。 

本校數年前已把「以專題習作逐步取代刻板練習」作為校本教學改革的一個努力方向，

經過一段時期的摸索嘗試，也參考了同道先進的經驗，各科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調適。 

 



工作項目 成功準則 成效/改善建議 

初中通識教育科由中

一級擴展至中二級，

開設高考通識教育科

課程。 

初中同學能掌握通識科獨

特要求，盡量裝備迎接新高

中課程需求。 

建議議題為本的初中通識課程，並透過

校外資源發展學生學習技能。下學年專

注發展學生技能，如思考能力，表達溝

通能力和自學能力。 

中文科、英文科及數

學科推行拔尖保底課

程/中一級英語、中文

及普通話科推行語音

訓練課程 

在中一級、中四級推行拔尖

保底課程，參加學生成績獲

提升。 

同學的成績有輕微改善，下學年仍會在

拔尖保底方面繼續投放資源。 

語文科重整各學習階

段學生應掌握的知識

完成各學習階段教材，學生

通過練習，能更佳地掌握語

文知識。 

已完成中一中二級補充教材，建議下學

年拓展至中三或高中階段。 

統籌初中專題研習 中一級及中二級由通識科

作統籌，並能與最少三科/

組聯合推行專題研習。 

初中通識科與視覺藝術科推行專題研

習，整體成效良好，唯下學年仍需關注

時間的配合。 

 

二. 校風及學生支援 

 

關注學生品德情意 

本學年本校進行學生的社交及情意表現調查，數據顯示本校學生在絕大部分的社交

及情意項目中，表現優於或相若於全港常模，結果令人鼓舞。 

輔導委員會、品德及公民教育委員會、升學及就業輔導委員會先後舉辦多項活動，

如「工作教育建構工程」、「商校伙伴計劃」、「歷奇輔導訓練營」、「學生導師訓練營」、「自

我實踐獎勵計劃」等，藉以訓練學生的工作紀律及態度，獨立處事才能及協作能力，培

養團隊意識。更推行「良好班選舉」、「同學，謝謝你」等活動，讓學生從讚賞中獲得自

信。 

本學年繼續獲「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撥款資助十餘萬，在學校推行「青苗計

劃」，以加強支援清貧學生，為缺乏家庭支援的初中清貧學生提供課後照顧服務，包括

課後功課輔導、心理健康及個人成長輔導等。 

 

工作項目 成功準則 成效/改善建議 

進行全面的全體學生

品德、 情意調查 

完成調查及報告，供各科

組作跟進活動之用。 

在本學年五月完成調查，並在教師發展

會議作重點報告，詳盡報告已交給校長

及各組別，供下學年計劃之參考。 

「同學謝謝您」活動 同學的良好行為得以肯定 每月及年終各選出一位獲老師讚賞最



及「良好班」選舉 並獲得獎勵。 

同學有持續改善自己的動

力。 

多的同學及一班「良好班」。並選出   

獲全年全班星星總數最高的一班，全予

以獎勵。 

推行朋輩支援網絡計

劃(青苗計劃) 

挑選共50位中四及中六級

品學兼優的同學為有需要

的低年級同學提供課後學

習和支援。讓同學們的品

學得以提升。 

本學年青苗計劃頗算成功，低年級同學

得到功課上的輔助，「小導師」們又可

温故知新，得到家長和老師們的肯定和

欣賞，增加成功感。下學年將會繼續向

教統局申請款項舉辦此項活動。 

 

擴闊學生生活體驗，培養感恩惜福美德 

 本年教學及行政主題為「勤業尚智  弘愛惜福」，本校除開辦多項拔尖保底課程

外，更以「珍惜」和「互愛」為主題，舉辦周會、德育課、義工服務和全方位學習等活

動，以提升學生的感恩情操。 

「青松義工小組」參加香港青年協會「有心計劃」嘉許禮，組織超過200名學生於一年

內為社會貢獻不少於2,000服務小時，每人最少10小時服務時數。該活動十分成功，

四月底前已順利達標。三位同學榮獲義務工作委員會頒發銀狀（100小時以上），1位同

學獲義務工作委員會頒發銅狀（50小時以上），而由家長、教師及校友共同參與之「青

松義工小組」則獲頒發銅狀（300小時以上）。 

  

工作項目 成功準則 成效/改善建議 

為學生及家長提供更

多服務社區的機會，

與志願組織合辦多項

義工服務。 

學生擴闊生活經驗、延伸

學習領域，培養推己及人

及感恩惜福的美德。 

學生及家長與社區之關係

得以建立及培養歸屬感。

 

參加者有學生、教師及家長。對象有區

內坊眾、長者及小學生。義工們表現積

極及投入，給獨居長者們送上關懷、為

區內坊眾及小朋友帶來不少歡樂。同學

從義工服務中學會互相關懷。自己與社

區之關係得以建立及培養歸屬感。 

   本年度本校組織學生為社會貢獻超

過2,000義工服務小時，獲頒「有心學

校」美譽。 

推行新鮮人：工作教

育建構工程 

為中四同學提供職業輔

導、生活技能及工作教育

訓練。提升學生解決問題

能力及增強自信心，讓他

們更積極地面對自己的將

來。 

 

包括兩次工作教育訓練（週會）、

歷奇輔導訓練營及工作體驗。營內加插

工作教育的知識，使活動更加充實。同

學積極參與各項活動，每位同學須完成

一篇活動後感，後感內容皆表示此活動

很有意義，能提高大家的團結精神和增

加自信心。 

於復活節假期成功安排「工作體

驗」，讓同學對於真實的工作世界有更



佳準備。 

由於學生反應甚佳，建議下學年繼續舉

辦此活動。 

舉辦「弘愛惜福」主

題活動 

  

學生積極參與，培養學生

推己及人及感恩惜福的美

德。 

 

舉辦感恩卡設計比賽、網上投票、「對

你愛不完」班際音樂劇比賽、「對你愛

不完」填詞比賽、班主任課：兩代之間

等活動。同學反應積極，效果良好，建

議下學年教學主題加入學生為自己學

習負責的概念。 

 

建構「資訊科技校園」 

資訊科技組本學年完成製作全新學校網頁，微調教室日誌程式，修改微笑學與教系

統及圖書館系統，測試無線網絡學習系統，順利建構「資訊科技校園」。 

本校連續多年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推行校本計劃，如建構「多媒體學習中心」，推

行「創藝校園」計劃，開設「科技學習中心」等。本年成功申請撥款推行「家校資訊頻

道」計劃，讓學生學習搜集資料、採訪新聞及編輯出版的技巧。本學年編輯小組共出版

五期「青松快訊」，以加強家長、學生及學校的相互溝通。 

 

工作項目 成功準則 成效/改善建議 

出版家校通訊 網上版不少於五期 

列印版不少於三期 

共印刷出版「青松快訊」五期，內容介

紹師生活動情況、獲獎紀錄，學校特色

項目等。讓學生及家長能充份了解學

校。建議下年由學校撥出經費繼續出

版。 

製作通識素材光碟 圖片集達100M 順利完成素材光碟並寄發全區小學，以

廣交流。 

 

二. 管理與組織 

 

籌備成立法團校董會 

 自從公營學校實施校本管理以來，教育局一直致力推動學校各主要伙伴參與學校的

管理和決策事宜。本校在本學年成立法團校董會，期望透過辦學團體、獨立人事、校長、

教師、家長及校友等主要伙伴加入法團校董會，在學校推行一個公開、具透明度和多方

共同參與的學校管治架構。本學年已完成編訂校團校董會章程的工作，下學年將以公開

選舉方式，選出教師、家長及校友等加入法團校董會，並做好過渡工作。 

 

工作項目 成功準則 成效/改善建議 



編訂法團校董會章程 校董會及辦學團體通過法

團校董會章程 

通過教師校董選舉方

式 

全體教師會議通過教師校

董選舉方式 

通過校友校董選舉方

式 

校友會週年大會上通過校

友校董選舉方式 

通過家長校董選舉方

式 

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會會

議通過家長校董選舉方式

成功獲教育局批准，於2007年8月

31日成立法團校董會，並已提名通過

辦學團體校董人選。 

校友會及家長教師會亦已完成修章，

可望於下學年選出教師校董、校友校

董及家長校董。 

 

 

完善學校自評機制，檢討教師考績系統。 

 

本校校董會、校長和教師組成的校務議會，定期檢討校政，訂定發展方略。學年終

結時評估實際情況，制定每學年的重點關注範疇，通過各科組的廣泛討論，落實具體教

學和行政工作。 

我們深信，良好的自我管理是一切有效行政管理的基礎。本校發展評鑑機制的思

路，堅持從本校實際情況出發，成立工作小組，群策群力，把行之有年的觀課、班級評

比、科組檢討等運作融入體制，同時借鑑他校的經驗，最終創設校本評鑑系統。本學年

自評系統運作暢順，為教師間之專業交流搭建穩健的平台。 

多年來，本校將每學年三次教師發展活動的其中一次定為「校政檢討」，用以檢討

學校的整體效能，作為學校自評的依據，通過集體智慧，共謀繪畫發展方向藍圖，訂定

工作優次。此外，本校每年皆舉行校政論壇，由學生會先就同學關心的校政議題作問卷

調查，會上邀請校長、副校長回應，再由同學現場提問，校方代表即席作答。同學反應

熱烈，提問得體，體現了校政開放，全校參與的精神。 

 

工作項目 成功準則 成效/改善建議 

檢討教師評鑑機制 能充分考慮各層面教師意

見，集思廣益，制定一套能

全面公正評鑑教師表現的校

本機制。 

教師普遍支持教師評鑑機制，只需

就日程略作修訂。 

成立「學校改善小組」定期聚會，審視學校現有機

制，提出改善意見。 

成立由委員會主任組成之「學校改

善小組」，每兩星期開會一次，與會

成員坦誠交流，為行政工作提出改

善建議，效果良好。 

建立多向溝通 --  

舉辦「家長校政說明

會」及「學生校政答

問大會」 

成功收回50%有效填妥教長

問卷，家長及學生能理解校

政的思路和精神，同時學校

管理層藉此蒐集意見。 

「學生校政答問大會」同學反應熱

烈，提問得體，體現了校政開放，

全校參與的精神。 

 



 

教育統籌局局長到訪 

 

本學年開學日，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教授及一眾官員蒞臨本校，本港各主要傳媒

的採訪隊伍均有前來報道，包括無線電視、亞洲電視、有線電視、香港電台、鳯凰衞視、

香港寛頻、星島日報、明報、南華早報、英文虎報、經濟日報、東方日報、蘋果日報、

文匯報、新報、大公報、香港商報及中國日報等，場面非常熱鬧。當天教統局除安排吳

友強校長向李國章局長及傳媒簡介校方為新學制所作的籌備工作外，李局長並與教師及

學生真情對話。李局長對本校籌劃新高中課程的工作表示讚賞，並感謝教師隊伍付出的

努力。李局長更在展板題上「為新學制作好準備，為未來教好下一代。」，作為對青松

中學全體師生的訓勉。 

本學年十一月，本校收到由教育統局出版之「家長專遞」，內文為李國章局長署名

文章，詳述9月1 日到訪本校的情況，李局長對本校發展方向、管理層、教師及學生

多方面表現作出讚許和認同。本校全體員生感到欣喜之餘，會繼續群策群力，以期學校

在良好的基礎上爭取更大的進步。 

 

師生獲獎紀錄 

 

獎學金獲獎名單 

侯寶垣獎學金 

級別 姓名   每名金額(元) 

中二 洪皓瑩   王凱玲   王慧妍  1,500  

中三 麥嘉惠   陳  磊   洪梓棋  1,500  

中四 羅穎姿   劉家豪   陳鎮洲      1,500  

中五 曾超榮   茹鈞霖   周婷敏   戚偉健    2,000  

中六 林育清   陳鎮鋒   楊慧娜   王利當    2,500  

中七 謝昭銳   廖家達                      2,500  

大學 張華菁   于啟邦   趙得祥    3,500  

 

湯偉奇伉儷獎助學金(大學) 

張華菁   于啟邦             50,000 

 

學生校外比賽獲獎名單 

1. 梁家傑議員辦事處主辦全港公開攝影比賽 「觀塘印象」 

7A 李德輝 中小學組季軍 

 

2. 香港天文台主辦「科學為民」作文比賽 



7A謝超銳  7B歐昌鑫 優異（300名參賽者其中12位） 

 

3. 香港道教聯合會主辦「羅天大醮徽號設計比賽」 

學生組  季軍 5B伍潔顏     

  優異 5D鄭  獻 

 

4. 國際少年兒童藝術展．中國繪畫比賽(三萬多人參加)  

   最佳技法獎 2E郭紫瑩 

 

5. 學界籃球賽(第三組九龍一區)女子甲組  冠軍 

 

6. 第五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朗誦： 

 公開演講  冠軍：6B朱啟淙       

    季軍：6B林熙瑜 

    優異：7A謝海勤  7A謝昭銳  7A馬佩婷 

       6A陳凱玲  6A黃偉鴻  6A黃浚霆 

       6A梁子瑛  6A董倩婷  6B林育清  

6B李君誼  6B李嘉慧  5D余澤倫 

 英詩集誦     優異：中一丁班 

詩詞獨誦     優異：3E陳欣樂 3E曾靜德3E許菁菁 

       3E葉綺華 2D陳樂施2D蔡家偉 

2D李偉恒 2D黃梓謙2D張啟翔 

1E吳嘉欣 1C周嘉麗 1C陳婉怡 

1D陳蔚琦 1D梁嘉敏 1D楊寶淇 

1B吳海桐 

 (共參賽48項，冠軍1名，季軍1名，優異29名，良好11名) 

  

 中文朗誦： 

 道教詩文朗誦   亞軍：5D余澤倫 

    季軍：6A余欣欣 

優異：6A黃偉鴻 3E劉少惠 2D林思思 

1D程瑤瑤 1B張梓傑 

詩詞獨誦      季軍：1D譚凱庭  

優良：4A譚淑儀 4D黃國書4C謝志成 

   2E陳凱憶 2D蔡家偉 

散文獨誦         優異：4D陳少琼 2E曾景輝2B黎國安 

    2D林思思 2D洪皓瑩2D張啟翔 



    1D葉凱恒 

 (共參賽31項，亞軍1名，季軍2名，優異17名，良好9名) 

 

7. 全港學界籃球精英賽(由全港各組冠軍隊伍作賽)：女子組季軍 

 

8. 創藝坊成功進入2006-2007香港學校創藝展最後匯演，並獲得「最具創作意念獎」 

 

9. 第四十三屆香港學校舞蹈節中學中國舞群舞，獲得甲等獎 

 

10. 學界籃球賽(第三組九龍一區)男子乙組殿軍 

 

11. English Channel徵文比賽高級組冠軍 

7A謝超銳  

 

12. 全港學界田徑錦標賽(第三組第一區) 

  女甲 團體  殿軍 

 800米  冠軍 5C盧曉芳 

 跳遠  季軍 5C盧曉芳 

 標槍  冠軍 6B余詠詩 

 4x400米 亞軍 6B余詠詩 5B張柏蕾 5C盧曉芳 5D李芷希 

 女乙 鉛球  冠軍 4D方嘉雯 

 跳高  亞軍 4D方嘉雯 

  

男乙 標槍  季軍 3A張德偉 

 

13. 香港籃球總會主辦「2006-07年度全港學生街頭無煙三人籃球賽」 

  5C盧曉芳及其隊友榮獲女子甲組冠軍，同時獲選為「最有價值球員」 

 

14.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銀章 

7A徐如蘭 

 

15. 公益少年團紫章 

7A徐如蘭 

 

16. 中華文化藝術節古箏少年B組銀獎 

6B黃婕瑩 

 

17. 國際獅子會青年交流獎學金英語徵文比賽 



榮譽 6A葉倩婷 

優良 6B林熙瑜 

 

18. 丁亥年香港道教節全港徵文及漫畫比賽 

漫畫高中組 冠軍 4C文靜 

    季軍 4C霍倩楠 

    優異 4B梁嘉寶 

    優異 4C詹秀茹 

徵文初中組 優異 1D黃韻玲 

    優異 2D何全秋 

    優異 3E嚴秀文 

 

19  觀塘區公益少年團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高中組  季軍 5D 陳志明 

  初中組  優異 6A 鄭燕宇   6B  陳嘉敏 

                     1D 程瑤瑤 

 

20. 第五十九屆學校音樂節 

 6B黃婕瑩  中國器樂獨奏-箏(深造組)  亞軍 

2E麥頌堯  女聲獨唱(13歲以下)   季軍 

 3D朱曉晴  古箏獨奏(初級組)   優良 

 5D黃健聰  中提琴獨奏(中級組)   優良 

 5D黃健聰  八級中提琴獨奏    優良 

 6A梁子瑛  高音木笛獨奏(18歲以下)  優良 

 

21.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二零零六年綠化校園工程獎 

 大園圃種植 – 中學組  優異獎 

 

22.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主辦「永隆文學之星-中學生作文大賽」金獎 

 2D鄧春花 

 

23. 香港道教聯合會會屬中小學道德經暨道教詩歌朗誦比賽 

初級組 冠軍 3A黃玉碧 

    亞軍 2D蔡家偉 

高級組 季軍 4C謝志誠 

     優異獎 4C羅穎姿 

  中學組全場總冠軍 

24. 香港中文大學主辦「The WrITE Project」作文比賽 



 優異 3E陳欣樂 

   3E黃家楊 

 

25. 普通話推廣基金會主辦「全港18區慶回歸普通話大賽」觀塘區中學組 

 優異獎 6A余欣欣 

 

26. 義工運動 

義務工作嘉許銀狀 7A蕭進欣 7A徐如蘭 7A雲斯斯 

義務工作嘉許銅狀 7A詹佩玉 青松義工小組 

 

27. 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會哈佛圖書獎 

入圍獎 6A余育璇 6B楊慧娜 

 

28. 香港學界體育協會「全港最佳女子籃球運動員」 

5C 盧曉芳  

 

29. 學界籃球馬拉松女子組全場冠軍 

 6B余詠詩  7B楊志欣 6A黃琪琪 6A黃曉彤 5A鍾嘉文 

 5B張柏蕾  5B葉幸筠 5B關凱珊 5C陳雅蓉 5C林君雯 

 5C盧曉芳  3D梁安琪 

 

5C盧曉芳 最有價值球員 

   最佳大前鋒 

6B余詠詩 最佳控球後衛 

   6A黃琪琪 最佳中鋒 

 

30. 青年觀塘主辦「第二屆觀塘區傑出學生」選舉 

    傑出學生 6B 楊慧娜   2D洪皓瑩 

    優秀學生    3D 林斯敏 

 

31. 觀塘區公益少年團 

    中級章      江芷彤、林智傑同學     

 

教師獲獎紀錄 

 

1. 香港道教聯合會主辦「羅天大醮徽號設計比賽」公開組 

   優異    戴鳳萍老師  

 



2. 青年觀塘主辦「魅力觀塘」攝影比賽公開組 

   冠軍    鄭鍾榮老師  

 

3. 第十二屆「現代盃」全港中、小學教師暨家校乒乓球賽 

   九龍區男校長單打公開賽冠軍  吳友強校長 

  

4. 香海正覺蓮社舉辦「樂在緣音」佛歌創作比賽 

   冠軍      廖月明老師 

 

5. 第十四屆全國定向錦標賽百米定向W30A組 

   冠軍         歐敏莊老師 

 

6. 第四屆亞洲學屆籃球錦標賽亞軍 (於越南舉行) 

   香港隊女子隊教練  呂尚雄老師 

 

7. 觀塘區公益少年團    

   良好服務獎   吳友強校長  

 

8.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廖月明老師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財政簡報 2006-2007  

  

營辦開支整筆津貼一般範疇  

收入     4,248,045.44 

支出  

學校及班級津貼       653,884.35 

行政津貼 (學校部)    2,332,501.58 

供增聘文書助理的行政津貼       102,449.89 

綜合科學         16,653.40 

視覺藝術         15,830.80 

家政         10,395.40 

設計與科技         40,088.40 

普通電腦科           2,535.00 

電腦/資訊科技科津貼           1,922.00 

英文科經常津貼         12,137.70 

普通話              491.30 

高級補充程度中國語文及文化              120.00 

高級補充程度英語運用           1,750.20 

高級補充程度電腦應用              746.00 

高級程度生物           2,966.70 

高級程度化學(教師評審制)           5,286.10 

為學業成績稍遜學生而設的行政津貼       102,000.00 

補充津貼       135,376.00 

培訓津貼           3,460.00 

德育及公民教育津貼         10,598.90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240,507.75 

     3,691,701.47 

盈餘 / 赤字        556,343.97 

 

 

 

 

 

 



營辦開支整筆津貼特殊範疇  

收入     1,123,308.00 

支出  

校本輔導方式的輔導訓育計劃經費津貼           4,369.30 

英文廣泛閱讀計劃              303.00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10,379.20 

校本學生輔導計劃         82,166.00 

為教師創造空間津貼    1,217,339.95 

  1,314,557.45 

盈餘 / 赤字  (191,249.45)

  

  

不納入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收入     1,181,668.94 

支出  

通識教育科           2,600.00 

家長教師會籌辦費 / 資助費 及活動         17,023.73 

代課教師         95,162.00 

綜合家具及設備津貼       425,372.40 

更換/提升部分電腦或資訊科技設施       298,732.00 

推展無線網絡技術計劃         84,062.00 

增設額外液晶顯示投影系統 

 

- 

推行有關資訊科技的家長教育活動 

 

- 

電子學習金計劃         10,433.40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116,447.51 

教師專業準備非經常津貼       307,489.00 

設立法團校董會的一筆過津貼帳         13,410.32 

 新高中課程過渡津貼  

 

- 

  1,370,732.36 

盈餘 / 赤字  (189,063.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