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長的話

修讀音樂，從事教育，全因上帝的帶領

由小學開始，我已經學習小提琴及參加香港兒童
合唱團，音樂是自己從小的興趣。年青時處於反叛期
的我，曾斷言不會以教育為未來的職業﹔前往英國留
學時，法律才是最想修讀的學系。世事往往很奇妙，
因循姐姐在英國修讀音樂的經歷，加強了自己留學時
選修音樂的信心﹔學成歸來，原本想投身紀律部隊的
我，因遇上人生中的伯樂 —— 丘日謙校長，鞏固了
自己以教育為終身事業的決心。

音樂，在我快樂失意時、思索未來時、尋找自我
價值時，陪伴著我，這些微妙的際遇，全因上帝的帶
領。

為孩子培養不同的興趣，讓孩子經歷不同的體驗，
陪孩子訂立未來的目標

孩子的生涯規劃十分重要，擴闊他們的視野，發
展他們的潛能，家長和老師從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提供多元化的課程，一直是我校的特色，我們深信增
加孩子對社會不同的接觸，能誘發他們對世界的好奇
﹔為孩子提供不同學習的經驗，有助他們了解自己的
局限、不足﹔藉著家長和老師的鼓勵、督促，孩子積
極、勤奮、迎難而上，開創屬於自己的新天地。

未來，我們會繼續為孩子提供多元化的學習體驗
﹕生涯規劃活動日、選科講座、校友分享會、升學及
就業工作坊、國內及國外升學交流團、暑期試工計劃
等等，藉著不同的造就，在你我的陪伴下，讓孩子繪
畫專屬自己的人生藍圖，追尋心中的亮光﹗

音樂是造就我的工具、我的亮光

15-16年度聖誕聯歡會表演

15-16年度傑出領袖生



校牧事工計劃

成長點滴
校牧：李筱波牧師

 新年假期剛過去，校牧事工的活動已經展開。首先是年初五至初六，一班高中生在
導師的帶領下，夜行鳳凰山，基督少年軍的隊員是遠足章的實習。星期五晚出發前，教
會弟兄姊妹和部分家長一同來打氣支持，他們親手製作湯丸和雞蛋仔，讓一班學生在寒
冷的天氣中，享受食物的溫暖，更感受愛心的溫暖，懷著興奮的心情去面對嚴峻的挑戰。
上山的路上，同學互相幫助扶持，齊心克服困難，到達鳳凰山頂，雖然當天霧大，未能
看見日出的景象，但在山頂一同享受美麗的清晨以及熱辣辣的公仔麵，大家彼此看著清
晰又熟悉的面孔，心中仍浮現著夜行漆黑中一雙雙伸出來扶助的手，當時看不見對方的
樣貌，卻深感同行的寶貴。下山的路，在濕滑和陡峭的山路上，大家決定手牽手連成一
隊……終於平安回到學校，大家分享時都為在艱苦的困境中，能深深地感受到基督捨己
的愛在我們的群體中而充滿感恩！

年十三的星期六，我們安排基督少年軍的隊員參與匡智會的賣旗活動，為考獲服務
章累積時數。安排隊員考服務章，目的是希望透過香港基督少年軍總部及社區的義工服
務，讓學生學習關懷社會中有需要的人，同時更珍惜自己所擁有的一切，包括：健康、
家人、豐富的物質生活等。很多同學都是第一次賣旗，在導師的帶領下，願意嘗試突破
。當天有一位中一的同學，曾經七次從自己的袋中取出銀包，買了七支旗。他分享自己
第一次賣旗，在前往匡智會大元邨宿舍取旗袋時，看見中心身體軟弱的學員，體會他們
的痛苦，很想幫助他們，這次賣旗令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中學是人生很寶貴的成長階段，盼望在這個階段裏，學生的生命在基督的愛裏，在
導師和同學的幫助下，能健康、愉快地成長，活出上主創造他們的美好！



國內及國外交流團

本校共有36位中四、中五學生及老師參加，交流團為期八天，透過這個活動，讓同學能親身
感受祖國近年的發展及變化，了解國家「一帶一路」政策帶來的發展的機會。其中最難得是在北
京聯合大學出席阿里巴巴集團主席馬云的創業講座，他在講座中分享自己成功的經驗，特別提出
創業的秘訣是「要堅持，不要怕失敗」「做自己有興趣的」「還需要有好的團隊」，學生無不感
到獲益良多，對未來的升學及就業帶來裨益。

參觀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與大學生作即場的辯論及交流亦是難得的體會，此外，遊覽長
城、蘆溝橋、人民大會堂、上海東方明珠塔及黃埔江等名勝，讓學生了解中國的歷史事蹟及發展
。參觀北京的新發展區及上海城市規劃館等，亦讓學生認識到北京及上海的城市規劃，如何發展
新城市，大大擴闊了學生的視野，更可作香港新市填發展的借鏡。

香港青年創新創業交流團香港青年創新創業交流團

參觀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認識蘆溝橋事蹟

乘船夜遊黃埔江

上海城市規劃館城市模型

與大學生進行辯論比賽



教育局舉辦北京音樂文化探索之旅2015內地交流計劃，目的是配合課程，讓學生認識北京的
音樂文化和發展，與內地專修音樂的學生交流切磋，體驗他們的學習生活，以及了解北京的古今
藝術文化。交流計劃於2015年11月11日至15日在北京舉行，為期五天。 

我們曾到兩間院校交流，中國音樂學院及中央音樂學院附中，香港的學生為他們表演手鈴，
而他們也以最高超的器樂水平回應。

我們到大鐘寺古鐘博物館看歷代的古鐘、樂器一條街看不同樂器的展示、中國樂谷展示中心
試玩不同古今的樂器、北京華東樂器有限公司看如何製作提琴、參訪798藝術區朝拜最新藝術文
化、在故宮博物館認識中國古老的藝術源流；晚上欣賞『久石讓‧宮崎駿經典動漫作品視聽音樂
會管樂交響版』及『荀慧生大師誕辰115周年折子戲專場』，當然必定要到中國國家大劇院看一看
，了解四合院的建築風格，乘坐三輪車遊胡同及探訪王府井區。

北京音樂文化探索之旅2015
內地交流計劃

北京音樂文化探索之旅2015
內地交流計劃

中國國家大劇院

大鐘寺

在中國音樂學院交流及演唱
『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參觀中央音樂學院附屬中學

在中央音樂學院附屬中學表演

中國音樂學院交換紀念禮品



雲南義教雲南義教

福建交流團福建交流團

行了兩小時崎嶇山路，探訪當地居民

著名客家土樓懷遠樓 了解當地環境生態保育的情況

乘搭高鐵，
了解及體驗現時中國鐵路系統

參觀廈門大學

同學落力為山區兒童表演

為山區兒童帶來歡樂

準備出發到山區
為當地留守兒童提供義教服務

同學希望為山區兒童帶來不一樣
的體驗



台灣升學交流團台灣升學交流團

同學一起學習中國歷史文化

同學身處懷舊情調的黃埔灘，對岸是卻是上海
經濟中心，新、舊形成強烈的對比

遊覽臺南旗津市 實踐大學設計系教室

學生參加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電子
系的機械人工作坊

同學分成兩隊接受各樣領袖訓練挑戰 同學親身體驗上海磁浮列車的速度

上海交流團上海交流團

樹德科技大學圖書館學生試駕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研製
的太陽能電動自行車

樹德科技大學設計大樓前留影



大埔區高中課程聯網計劃

1516年度開辦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恩主教書院                                                        迦密聖道中學
神召會康樂中學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羅定邦中學

(乙類) 應用學習課程
1. 美容學基礎       2. 形象設計     3. 西式食品製作    4. 電機及能源工程

在2015-16學年，共有9間學校提供聯網課程，而來自19間中學修讀中四至中
六課程的同學則合共423名。參與計劃的學生、家長，學校及地區人士均對計劃
表示歡迎。

1516年度參與學校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救恩書院
迦密柏雨中學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王肇枝中學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粉嶺官立中學(區外學校－北區)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區外學校－沙田區)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區外學校－葵青區)  迦密中學(區外學校－何文田區)

(甲類)選修科目
1. 科技與生活       2. 體育   3. 視覺藝術   4. 旅遊與款待 5. 設計與應用科技   6. 音樂

(丙類)其他語言科目
1. 西班牙語



學與教
˙加強全校的無線網絡基礎設施，運用WiFi900資源建立課室高速
WiFi上網及提供流動學習設備

項目 進度

e-Learning推動電子教學e-Learning推動電子教學

完善流動學習環境之
建設

使用平板電腦

˙上學期觀課時使用平板電腦之次數明顯增加；下學期英文科透
過平板電腦讓學生於網上閱讀英文書籍
˙於非正規課程多使用電子學習，於全方位學習日參加「從大埔
走來—可持續發展的城市」，利用平板電腦及應用程式，進行實
地考察

˙初中電腦科與綜合人文學科採用電子教科書
˙試用『電子教科書市場開拓計劃』開發商編製之英文科及數學
科電子教科書

試用電子教科書

˙教育局外籍英語教師組到校教授中一級學生如何使用軟件將文
章轉化為多媒體電子學習寫作活動

英文科參與教育局舉
辦的「在初中英語課
堂發展學生處理多媒
體任務的能力」

中文科參與香港教育學
院舉辦的「讀寫策略發
展網絡計劃(初中)」

學習策略工作坊

上學期溫習月─
溫習小組

多元化活動提昇學生
的「自主學習」能力

項目

˙網絡友校同工會於4月15日到訪本校進行觀課交流。而中國語文
科，英國語文科亦會安排科任老師於4-5月到訪網絡友校觀課；
本校於7月出席分享會

˙已完成中一、中六級學習策略工作坊；老師會於教學中利用工
具(例如：圖形思考法)教導學生如何有效學習各科

˙為了加強學生應付上學期考試作好準備，特別安排「溫習月」
讓學生分組溫習，增強學習的氣氛；下學期溫習月會安排於5月3
日至31日進行；下學期安排應屆中六同學以小組形式為中一、二
的同學補習中、英、數科目

˙透過以下活動讓學生提高學習動機並投入學習生活﹕中二級學
生參加由中文大學舉行的「English We Can」活動﹔為中一級學生
安排新詩工作坊，提升中國語文能力﹔參加教育局「延伸英語學
習至非語文科目計劃」，透過科學科及英國語文科共同備課，增
加學生接觸英語的機會

進度

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



校友會

陳宇倫校友於第二期培訓班擔任義務導師，培訓班於11月至1月，逢星期二放
學後舉行，一連6堂，教授學生拍攝、剪接及影片後期製作技巧。特別鳴謝陳宇倫
校友為本校的付出，本會將於會員大會頒發「校友會服務證書」給陳宇倫校友。

1. 校友到校為「校園電視台小組」擔任義務導師1. 校友到校為「校園電視台小組」擔任義務導師

2. 感謝李景暘校董出席本校早會2. 感謝李景暘校董出席本校早會

感謝李景暘校董於2月4日出席校友會簡介早會，向同學們介紹校友會，並分
享在馮梁結紀念中學讀書時之點滴及個人生涯規劃的歷程。

3. 2015-16年度校友會會員大會及燒烤活動日3. 2015-16年度校友會會員大會及燒烤活動日
本會於2015年10月25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在本校舉行「2015-16年度

校友會會員大會」，內容為頒發「校友會服務證書」、通過行政事項及相討來年
活動，當天報名出席會員人數為33人(本年度會議法定人數為18人)。其後，本會舉
行燒烤活動，方便會員在會議後可互相交流及聯誼。



本校每年頒發多項獎學金，以鼓勵表現優異的學生。

(A) 學業成績

(B) 全方位學習活動

獎學金概覽

獎學金名稱 頒發條件

學業成績優異學生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各級學科成績首三名

考獲文憑試優異成績學生

各級閱讀表現優異學生兩名

陳曼雲女士紀念獎學金

各級閱讀表現優異學生二名

考獲文憑試優異成績學生
黎高平先生紀念獎學金

中文科全級首三名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英文科全級首三名

數學科全級首三名

通識科全級首三名

各學科全級首名

優異校本評核報告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
中學」獎學金/恩情進取學金

在學業、操行方面有顯著進步青苗學界進步獎

級別

中五、中六

中一至中六

中六

中六

中一至中六

中六

中一至中六

中一至中六

中一至中六

中一至中六

中一至中六

中六

中一至中五

余嘉蓮校長獎學金 中二至中六 在勤學、操行表現方面有顯著提升的學生

校友會獎學金 中六 成績優異學生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中一至中六 運動表現出色

王生巧雲女士紀念獎學金

初中(中一至中三)
高中(中四至中六)

義工服務表現出色

高中(中四至中六)

課外活動表現出色

領袖培訓表現出色

(C) 科藝表現

容楚真女士紀念獎學金
初中(中一至中三)
高中(中四至中六)

藝術範疇表現出色

科技範疇表現出色

(D) 品德表現
「汪彼得牧師紀念基金」獎學金 中一 守紀律及負責任的中一學生

大埔區好學生獎勵計劃 品德優良學生

中三至中六

嘉許表現優異同學

嘉許在逆境中自強不息，努力上進的學生

(E) 新生獎勵
「中華基督教會大埔廣福堂」獎學金 各級新生 表現優異新生

中一至中五

中一至中六家長教師會品德獎金

上游獎學金

(F) 加强英語學習
朱正廣老師紀念獎學金 中一至中六 英語最佳表現學生

(G) 跨境學生支援

新家園協會 中四至中六
於領袖培訓、學術成績、參與活動、

義工服務方面表現出色



主辦機構

香港學界
體育聯會

大埔及北區中學
校際游泳比賽

2015年10月

比賽名稱 項目 姓名 日期
男子甲組100米背泳冠軍

男子甲組200米個人四式亞軍

吳瀚榮5B

吳瀚榮5B

男子甲組跳高冠軍 吳嘉傑5A
大埔及北區中

學校際田徑比賽

(c)體育

出色表現

主辦機構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理事會
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2015年8月

比賽名稱 姓名 日期

陳志鑫5B

主辦機構

青苗基金 2014年7月

日期
(b)進步獎

(I)校外比賽及活動
(a)校外獎學金

管子楨6B 王子晴6B 2015年12月羅氏慈善基金、教育局 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2014-15學年)

馬啟鈞1A 吳春燕1B 張麗琪1C 楊嘉浩2A
侯蔚民2B 鄭賢炳2C鍾俊球3A鍾謙政3B
葉文威3C 張德進4A陳志威4B胡嘉穎4C
李兆恒5A 黃小柔5B蘇煒基5C

姓名比賽名稱

青苗學屆進步獎

2015年11月鄧艷洪5B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2015年12月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大埔及北區中學校際籃球比賽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男子甲組團體殿軍
2015年11月

獎項
日期

蘇勇軒3B 郭俊明4A 李皓然4A 趙靖文4A 梁健和4C 蔡誦恆5A
吳嘉傑5A 陳志威5B 何卓強5B 馮梓熹5C 潘玟希5C姓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大埔及北區中學校際足球比賽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男子甲組團體冠軍
2016年1月

獎項
日期

陳景豐3B 葉俊驛3C 陳雄傑4C 吳嘉傑5A 呂嘉興5B 潘玟希5C
楊學良5C 陳育華6B 張少榮6B 黎正邦6B 梁津杰6B 李克勤6B
蘇子豐6B

姓名

(d)多媒體創作
主辦機構

警務處 2015年11月

日期

陳景豐3B朱    玲6B
馮雅琪6B李克勤6B

姓名比賽名稱

防罪手機短片創作比賽

獎項

殿軍及最佳剪接獎



(e)朗誦及演講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2015年11至12月

比賽名稱
日期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機構

中學一、二年級-男女合誦-詩詞集誦-普通話項目
優良獎獎項

張嫚嘉1B 樊思立1B 郭  嬌1B 韓星宇1B 胡澤鈳1B 黃俊文1B
龔樂兒1B 黎俊樂1B 劉詠詩1B 劉煜均1B 羅梓綽1B 梁嘉雯1B
盧宗鉦1B 盧浩芃1B 雷嘉玉1B 吳碧怡1B 錢錦滇1B 蘇文綺1B
蘇毅朗1B 蘇詠珊1B 丁綺雯1B 王嘉兆1B 黃宜臻1B 甄詠詩1B
楊雅詩1B 丘智章1B 邱凱琦1B 余凱婷1B 陳梓樂1C 鄭芷晴1C
鄭芷慧1C 趙俊彥1C 方穎麐1C 何珮琳1C 黎    亮1C 林曉晴1C
林依豪1C 李嘉雯1C 李    婷1C 李婉儀1C 李王永1C 吳俊晞1C
伍宇軒1C 謝諾賢1C 黃福生1C 黃嘉誠1C 王思思1C 張昊晟1C

姓名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日期
項目
獎項
姓名
獎項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2015年11至12月
英語詩詞獨誦 – 非母語女子組中五級

優良
周彬彬5B 吳浩鈞5B 胡嘉穎5B 李思眉5C

良好
郭嘉儀5B 莫慧珍5B 柯佩盈5B 蘇雅文5B 王靜媛5B 王酷緻5B
胡巧洋5B 徐茹萍5B姓名

優良獎項
梁家樂5B姓名

英語詩詞獨誦 –非母語男子組中五級項目

優良獎項
謝慧瑩4A 鄒運梅4B姓名

英語詩詞獨誦 – 非母語女子組中四級項目

良好獎項
伍伊靜4B姓名

第三名獎項
周彬彬5B姓名

中學五、六年級-女子組散文獨誦 - 普通話項目

優良獎獎項
李思靜5B 莫慧珍5B 吳浩鈞5B 蘇雅文5B 胡巧洋5B姓名

中學五、六年級-女子組散文獨誦 - 普通話項目

良好獎獎項
王酷緻5B姓名

優良獎獎項
丁綺雯1B 陳景嫻2B 吳春燕2B姓名

中學一、二年級-女子組散文獨誦 - 普通話項目

良好獎獎項
雷嘉玉1B 黃思汝2B 黃怡琴2B姓名



活動花絮

中一適應班 參觀「舊大埔警署」綠匯學苑導賞

藝術週開幕禮 敬師日

深圳市羅湖區港人子弟學校訪問交流團



「學校起動」計劃—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 生涯規劃活動日

參觀旅遊及款待訓練中心 領袖生交職禮

中一紀律訓練營



中一學習策略工作坊

家教會會員大會 參觀航海訓練學院

義工計劃啟動禮 實踐大學到訪本校



參觀現代貨櫃碼頭   參觀海港城

四社交職禮

中一新詩工作坊



「大埔及北區中學校際足球比賽」冠軍

第28屆陸運會



新生趣計劃 - 破冰日營 新生趣計劃 - 社區遊蹤

成長工作坊「超級能力獎門人」

關愛˙健康校園巡禮

家長如何協助子女適應中學生活工作坊

老師退修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