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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宗旨
本校秉乘辦學團體 [嗇色園] 「普濟勸善」的精神，為學生提供
優質的教育。除了讓學生在學業上達致極高的水平外，更重視
學生的全面和均衡發展，俾其品格、思維、能力、體魄和氣質
風度均能兼善。

優良校園環境

學校資料
創校年份：

1974

學校類別：

津貼

學生性別：

男女

教學語言：

英文（中一至中六）

教師人數：

61名（包括校長）

教師培訓：

教育文憑93%
特殊教育培訓8.3%

離開繁雜的荃灣市區，鄰近城門水塘，環境清幽。

教師資歷：

大學學位52%
碩士以上48%

教學年資：

0-4年 – 23%
5-9年 – 16.4%
10年以上 – 60.6%

語文教師達標情況： 英文－100%
中文－100%
學校設施：

全校均有空調。所有課室設有投射器及
數碼影音設備。另有電腦室三個，語言
中心、學生活動中心及健身室各一間。

公共交通：

荃灣、葵涌、青衣、沙田、馬鞍山、上
水、大埔、西九龍均有巴士直達，另有
校巴服務。

2

3

班級結構

學校特色
教學語言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可風中學是以英語作為教學語言的中

班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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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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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絕大部分的學習和活動都是以英

名

額

140

152

152

180

200

200

語進行。多年來，本校均有收錄外籍
交換生，使學生在校園內有更多實際
使用英語的機會。至於推廣普通話方
面，本校近年除了參加校際朗誦節

開設科目

外，更經常安排普通話早會及舉辦普
通話週，鼓勵師生多以普通話發言。
此外，本校老師也經常帶學生到內地

中一至中二

生活與社會、電腦與科技、家政(科技與生活)、音樂

和外國交流學習，以提升學生使用普
通話和英語的能力。

英文、數學、地理、世界歷史、通識教育、經濟、

英
文

英文、數學、地理、世界歷史、綜合科學、

中三

物理、化學、生物、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授

電腦與科技、音樂

課

英文、數學、*通識教育、世界歷史、地理、經濟、
中四至中六

物理、化學、生物、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資訊及通訊科技、音樂

中
文
授
課

中一至中三

中四至中六

中文、中國歷史、普通話、德育、視覺藝術、體育
中文、*通識教育、中國歷史、中國文學、德育、
體育

*通識教育開設中文及英文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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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全人發展
可風中學校風純樸，學生動靜皆宜。

透過有系統

學校除了由訓導組和輔導組關注學生

的領袖培

的品格培養和性格發展外，更成立道

訓，讓學生

德及公民教育委員會，給予學生匡扶

掌握領導技

啟導，鼓勵他們誦讀聖賢經典，讓他

巧，是以各會社的運作均能以學生為

們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學校

主導。本校每年均舉辦不同種類的交

為了鼓勵學生在道德修業方面奮發上

流團及遊學團，近年曾到訪的地方包

進，徵得辦學團體嗇色園的支持，成

括紐西蘭、加拿大、台灣、澳門及內

立多項獎學金，頒發予品學俱備的優

地各省市等。此外，又鼓勵學生參與

秀學生。

社會服務，本校曾多次獲得義工運動
「團體金狀」及「個人金狀」，更有

(1) 聯課活動

不少學生獲得「香港傑出青年義工」

本校著重培養學生的多元智能，

或其他優秀義工獎項，足證本校學生

每年開辦中、西樂團及樂器班約

不只學業表現優秀，更能熱心服務，

三十項，學術、服務、藝術及興

貢獻社會。本校各項體藝訓練班及交

趣類學會二十餘個，並有十六支

流活動均得到辦學團體的慷慨津助，

運動校隊及六支制服隊伍。領袖

學生能以較相宜的費用得到優質訓練

培訓亦是聯課活動的關注重點，

及拓闊視野的機會。

(2) 學生體育運動發展

本校從2005年開始在初中的體育課程

本校一向重視學生的體育發展及

加入理論部分，讓同學掌握與生活息

發掘他們的運動潛能，課後會

息相關的體育及運動知識，並鼓勵同

提供各項球類、田徑、長跑等

學將所學的知識運用於日常生活及體

訓練，並積極參與體育比賽。多

育活動中，務求達到身心均衡發展的

年來在競爭激烈的學界比賽中均

目標；另一方面，亦令初中同學對高

取得優異的成績；除了多次奪得

中體育選修科有初步的認識和了解。

荃灣及離島區學界比賽女子組全

此外，本校在高中設有體育選修科，

年總錦標冠軍外，男子組亦每每

對體育有興趣及具潛質的同學能透過

名列前茅。運動員在賽事中獲取

修讀此科，在體育及運動科學的知識

獎項固然重要，同時，學校亦希

上打好基礎，好讓他們日後可繼續升

望透過長期及有系統的正規訓練

讀相關課程及從事有關行業。

鍛鍊學生的強健體魄，更重要的

體育設施方面，學校獲得「優質教育

是藉此培養正面、積極及刻苦耐

基金」的撥款，建設一個設備完善的

勞的人生態度，協助同學建立活

「體適能訓練及評估中心」。校方希

躍、健康的生活模式及促進學生

望同學透過使用不同類型的健體器

的身體健康，從而營造健康的校

材，以及有系統及

園生活。

適切的重量訓練，
再配合恆常的運動
習慣，令他們的體
適能水平得以改善及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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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思維比賽--(3) 藝術發展
藝術教育是五育中重要的一環，本校藝術教育著重培養學
生均衡的發展，並提供學生一個發揮個人所長的機會。
藝術教育並不局限於課堂，學生能透過參與不同活動，
從中得到成長。本校推行「一生一樂器計劃」。自2013
年起，所有中一新生均需要參加以下任何一項音樂活
動，包括各中西樂器班、銀樂隊、中樂團、合唱團或
弦樂小組。除了訓練學生演奏技巧外，學校更舉辦早會
音樂會及邀請嘉賓提供不定期音樂欣賞活動，以提
昇學生的審美能力。
此外，我們嘗試與不同單位合作，讓學生多接觸校外機構，擴闊眼光。
例如參與社區壁畫設計、邀請攝影師到校教攝影等。
為了讓學生得到多元發展，我校還於高中加入戲劇課程。中四學生跟據
個人喜好與專長，可選擇編、導、演、舞台創
作或音樂創作課程。透過為期一年的課程，學
生學會舞台表演的不同元素，最後來自不同課

我校相信，透過參與不同比賽，讓學
生挑戰自我，發揮潛能，當中不得不
提創意思維比賽（OM）。我校每年
都會參加香港創意思維比賽，一個7人
小組的比賽，學生從零開始，由解題
到寫劇本，到設計道具，製作活動布
景和排練一手包辦。過去我校曾得過
13次本港冠軍，並代表香港到美國參
賽，而且更於2000年奪得世界冠軍。
比賽中勝出當然是錦上添花，就算落
敗，我們亦教導學生懂得去欣賞自己
與組員的付出，體會自己參賽過程中
得到的成長。
藝術教育志在多參與，多嘗試，讓學
生發掘無限個人潛能。

程的學生，組成小組，於學期終作全校的表演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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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術表現 (文憑試成績)
2013年度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表現

學生學術及課外活動表現
百分比

本校學生除了積極參加校內活動外，

英國語文（3級或以上）

95.9%

在校外比賽方面亦有優異表現，上年

中國語文（3級或以上）

87.7%

度主要獲獎項目計有：

數學（必修部分）（2級或以上）

99.5%

通識（2級或以上）

97.9%

考獲五科第2級或以上成績

96.4%

各科累計考獲第2級或以上成績

98.5%

員（AAT）基礎考試「最佳學生

各科累計考獲五科第4級或以上成績

64.5%

獎」：卷二基礎財務和管理會計

符合本地學士學位課程基本入學要求（“33222”）

84.6%

（英文論文）

1.

2.

香港財務會計協會認可財務會計

中京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主辦

金獎：中五 黃駿宜

GAPSK普通話朗誦比賽，3C孔

銀獎：中五 陳國宏

耀霆獲中學組（中一至中三）冠

香港西區扶輪社、香港教育工作

軍

聯會主辦全港中學兩文三語菁英

3.

4.

5.

第64屆香港學校朗誦節，1C藍心

大比拼（第九屆），中三陳嘉欣

聰、5B林嘉裕榮獲亞軍（詩詞獨

榮獲季軍及最優秀英文文章

誦），3C孔耀霆榮獲冠軍（詩詞

香港大學計算機科學系主辦共融

獨誦 — 普通話）

科技方案設計比賽2013，6B馮耀
婷獲優異獎 第16屆「明報校園記
者計劃」，4E楊竣翔獲每月寫作
大獎（獲免費參加「明報校園記
者計劃 ──港澳學習交流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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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國語文菁英獎獎計劃，2D黃艷
梅榮獲中學組銅獎

7.

劃，4A劉杰紅獲優異獎（荃灣區

傑出學生選舉，5C陳國宏榮獲荃

代表）
比賽，本校榮獲最傑出參與學校

選舉，4E雲維德獲優勝獎（高級

及優異星獎
13. 社會福利署轄下推廣義工服務督

15. 中銀香港第五十六屆體育節 - 全

16.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2012-2013

組）

導委員會主辦2012-13香港傑出

港中學棒球精英賽2013，本校榮

年度新界地域中學校際網球比賽，

荃灣青年會主辦荃葵青優秀學生

青年義工計劃，5D王慈慈、6A林

獲女子初級組冠軍及女子組全場

本校獲女子組冠軍

選舉2013，S3岑子晴、黃欣欣、

紫櫻榮獲香港傑出青年義工

總冠軍

溫卉欣榮獲初中組「優勝獎」（共

14. 社會福利署轄下推廣義工服務督

1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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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第十五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

荃灣青年會主辦荃葵青優秀學生
組），4C黃永欣獲優異獎（高級

9.

11. 2 0 1 2 - 1 3 年 度 優 秀 青 年 嘉 許 計

荃葵青中學校長會主辦荃灣青區
葵青傑出學生

8.

妮、4A劉杰紅榮獲優異獎

導委員會主辦2013學生及青年義

17.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2012-13
年度新界地域中學壁球比賽，本
校獲女子組季軍

10. 公民教育委員會、香港中華文化

務工作分享會暨10,000小時義工

18. 香 港 學 界 體 育 聯 會 ， 本 校 榮 獲

發展聯合會主辦墨子行動——香

服務獎嘉許禮，本校榮獲團體金

2012-13年度全年總錦標女子組

港傑出學生義工選舉，5C 陳瑞

狀（累積時數超過10000小時）

總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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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長路
1. 迎新週

3. 拔尖保底

除了暑期

為了令學生適

英語活動

應英語教學，

班外，本

本校在中一級

校於八月

投放額外資

份舉行中一迎新週，內容包括領

源，推行英

袖訓練班及各類學習班。

語分組教學，
以提升學生的英語水平。到了中

2. 大哥哥、大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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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三級，為了切合不同能力

為協助中一同學迎接升中後各種

同學的需要，採用「能力分組教

挑戰，並鼓勵校內高、低年級同

學」，開設精英班及中、英輔導

學發揮朋輩互助的精神，本校學

班，並個別設計針對性的課程，

生輔導組特別為中一同學舉辦

運用不同形式的教學策略，以期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舉辦此

做到整體提升。

計劃的目的，在於讓高年級同

課餘，中一至中六不同科目均有

學，培養對學校的歸屬感，及

不同形式的拔尖保底班，照顧學

個人的責任心，並且憑著個人經

習差異。鑑於中一學生來自不同

驗的分享，以「過來人」的身

小學，差異較大，為了令能力較

份，協助中一同學適應升中後的

弱的學生打好基礎，解決學習上

轉變，和盡快投入愉快的中學生

的困難，特聘請教學助理於星期

活。活動內容包括小組聚會及義

六早上為中一新生設立「中、

務性質之功課輔導，

英、數、理」功課輔導班。又設

並由輔導員鼓勵及帶

立多元化的另類課程，例如領袖

領中一同學參加各類型

訓練、寫作、資優、思辯、戲劇

社會服務，以期建立一

等等，充分發揮學

種彼此關懷和互相支

生的才能。此外，

持的網絡，發揮朋輩

本校成立專責小組

互助的精神，促進校

照顧有特殊教育需

園融洽和諧的氣氛。

要的學生。

4. 拓闊視野 ( 國內外交流團 )
加拿大暑期遊學團──
學英語體驗課程及科學探索營
(2013年7月1日至14日)
為豐富同學的學習經歷，本校與加拿大亞
伯達大學（University of Alberta）於今年
合辦為期兩週的遊學團，讓同學善用考試
後餘暇，藉此體驗海外大學的學習生活，
開拓科學研習的領域，提昇英語水平，擴

大學校園合照

闊眼界。

短短兩週，同
英語能力及

學不但提升了

增進了科學
知
識，更與當地
導師及學生建
立了難能可貴
的友誼。

在加拿大冰川前合照
同學暢遊哥倫比亞冰原，萬般雀躍，更確切明白保護大自然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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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級內地交流活動－
肇慶的自然地貌及保育
2013年3月8至9日
本校希望藉著兩日一日夜的交流活
動，讓中二同學認識肇慶的歷史、文
化、天然資源及社會變遷；認識國家
自然地貌包括喀斯特地貌、自然保護
區的各項特色及當中的動植物生態；
認識國家自然保育政策、對自然地貌
地區的開發及其對當地經濟發展的影
響。

2013 高校科學營

本校代表與來自香港及內地不同中學
的學生聚首於上海有名的百年高校 –

時間：13 – 19/07/2013

同濟大學。此次科學營旨在激發學生

地點：上海同濟大學

對科學的興趣，鼓勵他們崇尚科學以

參加對象：嗇色園主辦可風中學二十

及培養他們的探究精神。除了有機會

位中四及中五級學生

接觸并了解大學的學院生活，我校的
同學更參觀了國家的重點科目–土木
工程和計算機，并身體力行地參與到
模型製作工作坊，小組討論及各項集
體活動。此外，主辦機構更安排了不
同的校外參觀，如參觀辰山植物國，
外灘，南京路步行街等，拓闊并豐富
了同學的眼界。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