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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信會永隆中學浸信會永隆中學浸信會永隆中學浸信會永隆中學 

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年度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年度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年度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年度 

校務報告校務報告校務報告校務報告 

鄭繼霖校長鄭繼霖校長鄭繼霖校長鄭繼霖校長 

 今年是我校創校二十周年的日子，校慶的主題為「願祢堅立我們手所作的工」，靠著神過去一直對我們豐厚的恩典、一眾教職員為學生付上的愛心和努力，以及歷屆的學生與家長們的無私奉獻，成就了今天的浸信會永隆中學。三月五日舉行了「二十周年校慶感恩崇拜」，儀式簡單而隆重。校慶的壓軸活動還有七月二日舉行的「校慶友校射箭比賽」及七月八日舉行的「校慶原創音樂劇晚會(One Night, Just down the road…..)」，由本校英語音樂劇小組演出，誠邀校監、校董及各位家長蒞臨觀賞。最後，雖然未來要面對的挑戰還多，但感激家長們對本校的支持、鼓勵與信任、多謝各位教職員一起愛顧及服侍，與及社會人士的厚愛，我們定必繼續努力在屯門這個社區榮神益人。「生命陶造、教育本元、全人發展、文化承傳」，深盼同學在本校的培育下，更有能力去規劃自己的生命，實踐理想、開展滿有信心、盼望和熱誠的人生。現將本學年的事工分述如下： 

 一一一一．．．．概況概況概況概況    
1. 2015-2016年度開設中一至中六級共 29班，學生 809人，教職員 95人。 

2. 本學年之主題為「生命陶造、力學成才」，本年之關注重點事項為： 

i. 提升學習成效，加強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 

ii. 優化教師培訓，促進專業交流。 

iii. 建立學生生命，激勵學生向上。 

3. 成功申請教育局推出的「WIFI 900」計劃，無線網絡及 WIFI 900學生使用部分已於去年十月下旬竣工，覆蓋範圍伸展至整個校舍，相信更能協助本校推動電子教學的活動。 

4. 本校獲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資助，於 2016年 4 月至 2016年 12 月期間推行「通過物聯網科技及 STEM技能的訓練和聯校比賽以建立對 IT創新的熱誠」計劃，以在校園營造 STEM教育的氛圍，並激發學生對資訊科技的興趣。 

5. 本校今年參與香港基督教服務處主辦的「2015 年度關愛校園獎勵計劃」，獲頒予「關愛校園」榮譽，以表揚對本校在生涯規劃輔導關愛工作。 

6. 本學年繼續獲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邀請成為「優質教育基金健康校園網絡計劃」資源學校，獲資助$10,000，以推動健康校園的工作。 
 二二二二．．．．教務及學務工作教務及學務工作教務及學務工作教務及學務工作    

1. 參與香港大學舉行「電子學習支援科學科自主學習以達至照顧學生個別差異及升中過渡(SDLS)計劃」。 

2. 參與由燊火青年網絡（U-Fire Networks）合辦「啟導學習計劃」，邀請基督徒大專生替中三級有需要在學業上幫助的同學進行功課輔導，同時亦設立「奮進助學金」，獎勵於學業上有進步的同學。 

3. 設立「特別溫習周」，透過最後一小時溫習時段，讓同學開始預備測考、燃起學生溫習的動力，並且建立起集體溫習、互相激勵的學習氣氛。 

4. 本學年接待一名芬蘭籍男學生(Isac Kristian Wasstroem, 區子朗) 作一年文化交流。 

5. 推行「全方位學習活動」，安排各級出外作考察、參觀或服務等活動，並完成指定習作，豐富同學的學習經驗。 

6. 推行「資優教育」，及早識別有潛能的同學，推薦修讀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的課程。 

7. 推動「自主學習」以建立全校主動學習的氣氛。 

8. 籌辦「國內外考察參觀學習團」，擴闊同學課堂以外的考察學習經歷與視野。 

9. 籌辦「初中級學習奬勵計劃」、「學業提升奬」、「積極學習奬」「學務大使及學術大使」計劃，鼓勵及提升學生自主學習氣氛。 

10. 推行「學業輔導計劃」，由 28位老師於放學後分別幫助中、英、數未達水平的中一至中四同學。 

11. 推出「自強學習計劃」，此計劃針對嚴重欠交功課之同學，要求他們每天放學後留校一小時做功課，以改善同學學習的情況。 

12. 推出「星星同學會計劃」及「摘星計劃」，為中五及中六級能力稍高的同學安排額外的應試訓練課程及前路分享。 

13. 組織「悅讀會」及與中文科合辦「閱讀奬勵計劃」，推廣及提高學校的閱讀風氣，讓同學有機會分享閱讀心得及擴闊同學的閱讀視野。 

14. 早會時段加入生活教育、推廣閱讀及校園電視台等項目，並繼續增設英語及普通話閱讀分享，由老師委派學生負責，使早會教育更豐富及多元化。 

15. 出版《永隆中學資訊科技報》，每期專訪不同的老師，讓同學了解老師們對於資訊科技的使用心得。 



2 

 

16. 為加強及擴闊學生課堂以外的考察學習經歷，本校本年安排一系列的交流活動如下：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18-21/11/2015 「台灣大學參觀及文化研習之旅」（中四至中五級） 

 18-22/11/2015 「首都國情研習之旅 2015」（中四至中五級） 

 29/3-1/4/2016 「沖繩學術文化考察團」(中四級) 

 28/6-2/7/2016 「台灣科學科技體驗研習之旅」（中五級） 

 3-14/7/2016 「TES荷蘭遊學體驗」（中五級） 

 23/7-6/8/2016 「加拿大英語夏令營」（中三級）     三三三三．．．．訓輔工作訓輔工作訓輔工作訓輔工作    
1. 增聘融合教育及服務學習發展幹事與半職社工各一名，加強支援融合教育學生及推動校內學生成長工作。 

2. 成功申請「復和綜合服務中心」基金共$15,000，並協助本校舉辦多個活動，如「網絡文化」學生講座、「校園至 NET星」及「至 IN大使」，建立學生健康上網文化及態度。 

3. 推行「品格教育」，本學年以「謙虛」為全年推行品格教育的主題，透過早會分享、標語創作及早讀回饋，讓學生從活潑有趣的活動中，反思品格的意義，並滲入聖經的教導，好使學生能活出美好的生命品格。 

4. 加強性教育工作，繼續以「好好戀愛」工作坊形式加強中二學生對戀愛及與異性相處的認識。藉以解立正面、健康的性態度和性價值觀。 

5. 推行「操行再培訓」計劃，鼓勵觸犯校規的同學利用功過相抵的方法改善自己，培養良好品格。 

6. 於中一級推行「成功先鋒」計劃，建立約 15位中一級學生之抗逆力。 

7. 推行「生命特工隊計劃 10」，建立校園內學生支援網絡，並繼續推動「關愛校園」的文化及氣氛。 

8. 繼續推出「太陽計劃 10」，專為操行欠佳及留級的同學而設，透過小組輔導、參觀生命體驗館及烹飪活動，藉此提升他們的自尊感。 

9. 推出「桌遊大師」桌上遊戲訓練班及午間聚會，讓同學透過遊戲認識自己及訓練其社交技巧。 

10. 強化同工輔導專業發展，學習運用「選擇理論」於學生及家長輔導上。 

 四四四四....    課外活動課外活動課外活動課外活動及跨科組活動及跨科組活動及跨科組活動及跨科組活動    
1. 開設各類學會及體藝班 30項，體藝班邀請專業導師任教，中一及中二同學最少要參加一項活動，使同學能投入校園生活及發揮潛能。 

2. 另組織校隊 21隊，依年齡分甲乙丙組，參與學界各類分組比賽。 

3. 十一月十八日為本年度全校大旅行，當天天朗氣清，同學均盡興而回。 

4. 第二十屆陸運會於十月十五至十六日假屯門鄧肇堅運動場舉行，邀請香港教育學院健康體育學系前副教授李宗博士,太平紳士，擔任頒獎嘉賓，成績美滿。 

5. 十二月九至十一日企會財科、學生會、家教會及宗教組合作，舉行跨科組活動「愛‧笑」，內容為營商體驗活動，讓修讀企會財的同學們將所學之商業理論實踐出來，是次活動的盈餘捐贈本校經濟援助基金。 

6. 本校今學年在校外比賽表現優異，獲奬如下： 學術方面： 
� 慧妍雅集主辦「TES 2015瑞士創遊樂」榮獲 

� 慧妍雅集 TES瑞士創遊樂：彭美欣(6A) 
� 最優秀校隊獎(優異獎) ：謝凱汶(6C) 
� 最佳表達獎(校隊)優異獎 ：周恩銘(6E) 
� 最佳博客獎   ：校隊優異獎 
� 最佳表達獎(個人)  ：周恩銘(6E) 

� 「中山、台南、香港師生交流」主題演講比賽 
� 團體亞軍    ：喬婷(6D)、徐慕涵(6D) 

� 香港虛擬大學及教育局合辦「化學家線上學習獎勵計劃」 
� 白金獎    ：韓正麟(5E)、李尚熹(5E)  

� 香港數理學會主辦「香港中學奧林匹克生物比賽」 
� 一級榮譽獎   ：李靖偉(6F) 
� 二級榮譽獎   ：馮藹珊(6D)、梁思朗(6D)、梁晚霞(6E) 
� 三級榮譽獎   ：吳子朗(6D) 
� 優良獎    ：梁穎怡(6C)、李奕霖(6E)、譚浩志(5C)、陳芷盈(5E)、李尚熹(5E) 

� 屯門區校際無人機障礙賽 
� 團體初中組   ：亞軍 
� 團體計分賽初中組  ：亞軍 
� 個人初中組及個人計分賽初中組：亞軍，盧智弘(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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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屆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 
� 三等獎：林卓賢(3C) 

 體育方面： 
� 2015/2016屯門區校際籃球比賽 

� 女子甲組團體：冠軍 
� 女子乙組團體：冠軍 
� 女子丙組團體：冠軍 

� 2015/2016屯門區校際游泳比賽 
� 男子丙組團體：冠軍 
� 男子丙組接力：冠軍 
� 男子甲組接力：季軍 

� 2015/2016屯門區校際田徑比賽 
� 女 子 團 體 ：亞軍 
� 男 子 團 體 ：季軍 
� 男子乙組、丙組及女子丙組接力：亞軍 
� 女子甲組、乙組及女子乙組接力：季軍 

� 2015/2016屯門區校際越野比賽 
� 女子丙組團體：亞軍 
� 男子乙組、丙組及女子甲組團體：季軍 

� 2015/2016校際乒乓球賽 
� 男子乙組團體：亞軍 

� 2015/2016校際射箭比賽 
� 男子乙組團體：季軍 

� 2015/2016 Nike全港學界精英籃球賽 
� 女子籃球隊晉身精英賽八強 

� 第八屆亞洲青少年武術錦標賽 
� 個人及集體項目亞軍：大部聖也 

 藝術方面： 
� 第三十八屆元朗區舞蹈比賽 

� 金獎 
� 第三十六屆沙田區舞蹈比賽（中國舞、爵士舞及公開組爵士舞） 

� 銀獎 
� 荃灣區舞蹈大賽 2015-2016（東方舞公開組） 

� 金獎 
� 聯校音樂大賽 2016 

� 金獎 
� 香港藝術發展局主辦「第八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 校園藝術大使：郭志晞(2D)、任佩怡(5C) 
� 第五屆「新星杯」全國青少年兒童書畫作品展 

� 少年組一等獎：熊雪而(4B) 
 服務方面： 
� 屯門區義工嘉許計劃 2015 

� 榮獲：「屯門區傑出義工小組」獎 
� 香港傑出青年義工計劃 (2015/2016) 

� 獲香港傑出青年義工  ：朱偉基(6D) 
� 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 2015 

� 義務工作嘉許狀(小組)金狀 ：青年加 FUN站、領袖生 
� 義務工作嘉許狀(小組)銀狀 ：圖書館管理員、生命特工隊 
� 義務工作嘉許狀(小組)銅狀 ：環保領袖生、專業特工隊 
� 義務工作嘉許狀(個人)銀獎 ：葉亮盛(4D)、陳倬騫(5E) 
� 39位同學獲義務工作嘉許狀(個人)銅狀 

� 「愛融樂‧藝同行 II」義工服務計劃 
� 青年加 Fun站「家點愛義工發展計劃」義工小組：32位同學獲嘉許狀 

� 第五屆「成功有約」屯門區青年自我挑戰及獎勵計劃 
� 當選為傑出學員    ：廖寶青(4C) 

 環保方面： 
� 生產力促進局主辦 

� 校園減廢先鋒大行動：金獎 
� 中電新力量能源通識大比拼 

� 冠軍隊伍成員：魏家臻(5D) 
� 優異隊伍成員：潘梓妍(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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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運動委員會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 
� 19位同學獲環境保護大使獎及 19位同學獲基礎環保章 

 五五五五....    福音工作福音工作福音工作福音工作    
1. 本年度中一級聖經科課堂引入小組團契模式，一方面邀請駐校教會傳道人每課堂一起分享信仰，另一方面定期邀請校長及基督徒教師進入課堂，實行小組牧養及關顧。 

2. 福音周於十一月廿四至廿七日舉行，主題為「祂觸動我」，十一月廿七日邀請江耀龍牧師主領福音周周會，當天決志學生共 74人，榮耀歸神。 

3. 本學年繼續與學校教會合作，開設基督少年軍及基督女少年軍之活動，盼望同學能透過紀律性之訓練認識主耶穌。 

4. 與學校教會─「永興浸信會」配合，邀請同學參加教會聚會，加強栽培工作。 

5. 學生團契以「陶造生命」為全年查經主題。 

6. 每月舉行教職員團契，讓同事可彼此分享交通及為學校各方面的需要及福音工作代禱。 

7. 逢星期三早上舉行教師祈禱會，為學校及師生的需要禱告。 

8. 每周五早會時段，邀請老師或同學分享，見證主奇妙的大愛。 

9. 逢周五午間，有團契職員分享祈禱會。 

10. 建立及推動唱詩歌文化、製作校本詩歌集及於周會時增加唱詩歌環節等。 

11. 十一月十四日參與「香港浸信會聯會第二十一屆步行籌款暨同樂日」，本校參與家長及同學共 52位。 

12. 四月廿二日舉行教職員團契與學生團契之「師生合團」聚會，當天有 93名師生出席。師生聚首一堂，一同敬拜、遊戲與分享。 

 六六六六....    環境教育環境教育環境教育環境教育    
1. 本學年重點工作為培育環保領袖生及鼓勵同學走進社區服務社群，推廣環保及可持續發展訊息。 

2. 推動綠色校園如設立環保領袖生組織、環保減碳大使計劃、廢物分類回收、保持良好室內空氣質素、運作生命及可持續發展教育中心及舉辦環保主題工作坊等。 

3. 繼續舉辦小學環保科學比賽、馬蹄蟹保母計劃及屯門區中小學健康校園交流活動。 

4. 本年學校旅行加入環保元素，主題為「自己垃圾，自己帶走」之「永隆綠色旅行日」，除讓同學學習愛護自然環境外，也以對郊外達至零污染為目標。 

5. 一月參與綠色微電影節 2016，製作以「環保‧校園‧單車」為主題的微電影，與公眾分享可持續發展生活模式。 

6. 二月一至二日舉辦「公益金年花及有機蔬果」義賣，除了讓校內師生及家長參加外，亦讓大興花園區內坊眾參與，共襄善舉，是次活動為公益金籌得款項$1,619。另外，為鼓勵回收及重用利是封以減少浪費林木資源，本校今年繼續舉行「環保新生利是封」活動，讓家長師生共賀綠色新春。 

7. 二月新春假後舉辦「賀年食品回收及轉贈」活動，共收集二十多份食品送交區內非政府組織，以轉贈基層市民。 

8. 三月十八日下午接待約二十位來自廣西兩所中學的師生到訪，與本校的馬蹄蟹保母和環保領袖生交流飼育馬蹄蟹的經驗和心得。 

9. 三月十九日響應世界自然基金會舉辦的「地球一小時活動」，晚上關掉非必要照明以節能減碳，並鼓勵師生在家中繼續響應。 

10. 本校獲環境運動委員會主辦之「香港綠色機構認證」頒發「香港綠色機構」及「減廢證書（卓越級別）」，以茲表揚。 

 七七七七....    生活教育生活教育生活教育生活教育    
1. 統籌公民教育、國情教育、傳媒教育及健康教育四大範疇的工作，安排有關早會及週會灌輸正確觀念。 

2. 舉辦預防流感疫苗注射、健康服務計劃，定期更新健康資訊展覽，推廣健康教育。 

3. 舉辦「首都國情研習之旅 2015」，讓學生認識中國近代歷史，了解當代祖國科技、教育、經濟等各方面發展。 

4. 舉辦「台灣科學科技研習之旅」，讓學生對生物醫學知識增加，提升學生升學的競爭力。 

5. 與體育科配合，教授學生簡單的物理治療培訓知識，並於陸運會中服務同學。 

6. 舉辦「十大新聞選舉」，及早會﹝時事專題﹞系列，加強公民教育及傳媒教育，提升同學的公民意識。 

7. 安排學生於不同慈善機構擔任義工，推廣社會服務。 

8. 獲政府撥款$ 57,600，資助本校於本年度推動之青年內地考察活動。 

9. 鼓勵及推薦逾 80 名學生參與國情交流體驗，遍及內蒙古、上海、南京、蘇州、潮州、廣西、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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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八八八....    升學及就業輔導升學及就業輔導升學及就業輔導升學及就業輔導    
1. 為中六同學舉辦多次大學及大專入學申請講座及大學聯合招生講座、台灣大學入學申請講座、「模擬放榜活動」、中六家長晚會及「台灣升學考察及文化研習之旅」等活動，讓學生了解不同的升學及就業資訊。 

2. 本校先後與台灣 57所大學簽署合作協議書，為學生赴台升學開闢新路。 

3. 安排同學參觀不同的商業機構、升學就業活動工作坊，讓同學了解不同升學及就業的範疇及資訊。 

4. 本年度學校參與了兩個商校合作計劃，分別為︰ 

� 「商校伙伴計劃」－ 香港置業(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2015年 11月至 2016年 1月) 

� 「香港總商會」   － Green Island Cement Company Limited (2016年 4月至 7月)，活動包括：訪問專業人士及工作影子計劃 

5. 十一月六日舉辦中六家長晚會，邀得袁家樑先生（畢業於國立台北大學統計學系，現職越秀期貨有限公司負責人）、曾肇文先生（畢業於國立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鎮環境學系，現職中國建設銀行（亞洲）中小企部經理及謝寧博士（畢業於內地暨南大學理學士，現職香港城巿大學專上科技學院高級講師暨署理主任），為本校中六同學及家長分享台灣大學及內地大學概況與升學途徑。 

6. 為中三同學進行選科輔導及「模擬選科」活動，介紹本校新高中課程架構與分班準則，選科須知及心理預備。亦於 11/3舉辦中三家長晚會，期望各家長也能為子女在選科活動上，作出適切的輔導。 

7. 協助中四級同學申請應用學習課程，讓同學有機會接觸在專業和職業領域的學習。 

8. 安排中三升中四同學參加生涯規劃體驗活動。 

9. 分別於十月三十一日及十一月七至八日安排中五及中六級同學參與「台灣高等教育展」及「內地高等教育展」。 

10. 四月廿二日鄭繼霖校長與升學輔導主任參與屯門區中學校長會舉辦之「澳門升學教育考察團」，了解澳門升學概況。 
 九九九九....    社區關係社區關係社區關係社區關係 

1. 出版「校訊」及介紹學校之小冊子，推介學校讓社區認識。 

2. 於「浸情」刊物撰寫文稿，讓公眾認識本校。 

3. 發放「電子通訊」於各中小學，讓友校對本校有更深入的認識。 

4. 積極培訓「永隆大使」，共有 60位學生參與，有助提升個人的自信心和人際關係的技巧。 

5. 十一月十五日參加「屯門區升中巡禮」，讓公眾了解本校各項設施和教學特色，藉以建立一個良好的社區形象。 
 十十十十....    家校合作家校合作家校合作家校合作    

1. 十月九日舉辦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暨家長晚會，邀請張笑容女士主持家長教育講座，主題：「向上游：孩子的最佳學習策略」。 

2. 十一月廿七日黃昏舉行中一至中六級家長晚會暨家長校董選舉，並為全校家長舉辦家長教育講座，邀請復和綜合服務中心註冊社工楊家儀姑娘及袁曉彤姑娘主講：「運用正面紀律的管教技巧處理子女網絡及違規行為表現」，並選出郭志泰先生及武燕楠女士繼續擔任本學年之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 

3. 十二月十一日家長教師會與學生會舉辦「食物義賣」及「便服日」籌款活動，參與師生踴躍，是次活動共籌得港幣$30,661，將全數撥歸本校經濟援助基金之用。 

4. 二月二十日本校家長教師會舉辦「機場富豪酒店自助餐」親子一天遊，參加學生、家長及教職員人數踴躍，共 128人，各人均盡興而返。 

5. 五月四日舉行「家長也敬師」活動，家長教師會執委致送親手自製的精美甜品與曲奇餅給全體教職員享用，以表謝意。 

6. 舉辦家長日、分級家長晚會及出版家長教師會通訊。 

7. 開設家長興趣班、家長教育課程和家長團契，凝聚家長力量。 

8. 建立家長網絡，互相交流及彼此支持，特別為中一家長開辦家長適應班和家長聯絡網。 

9. 強化家長義工隊以支援家教會會務及社區服務。 

10. 繼續推行「家長學堂」，為家長提供學習平台，以學分制並頒發畢業證書，讓家長透過家長教育、活動興趣及義工服務等不同範疇，提升家長教養子女的能力。 

11. 發展家長福音工作，與永興浸信會合辦家長團契，透過多元化的聚會，建立和諧及關愛的群體，並藉此平台，讓家長認識基督教信仰及學校最新發展，促進家校合作關係。 

12. 家長教師會主辦舊書買賣活動，此項活動深受家長及同學歡迎。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 . . . 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專業發展    

1. 八月十九及二十日假學校禮堂舉行學前退修會，主題為「生命陶造」。 

2. 推行「T-net班主任支援網絡計劃」，讓同級的老師互相鼓勵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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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行「實習教師啟導計劃」，強化教學啟導的工作。本學年已舉行兩期「同儕教學觀摩分享計劃」，邀請同工開放課堂作錄影或/及現場觀課，推動觀課評課文化，提升教學成效。 

4. 中英數及通識教育科均設集體備課時段，讓老師互相交流教學心得。 

5. 舉行兩次教師培訓日，分別為首次「以科為本」之教師培訓日，讓同工於本科的教學素質上有提昇與啟發，及邀請復和綜合服務中心主領「正面紀律的理念及建立積極進取的師生關係」與桌樂無限主領「一顆桌樂的心（Board Game）」，提升同工對生命教育的關注與教學的效能。 

6. 本校參與香港賽馬會與英國曼聯足球學校合辦之「賽馬會學界足球發展計劃」，李智恒老師獲選為傑出教練，並獲邀前往英國曼聯足球學校深造與實習，為開拓更廣闊的視野以培育本校的球員。 

7. 九月廿六至十月一日，鄭繼霖校長獲邀參與「香港教育界國慶訪北京、承德暨專業交流團」，除促進京港兩地交流合作外，亦增進對國家歷史、文化和最新發展的認識。 

8. 十一月四日下午舉行「新現實治療法─選擇理論應用於學生輔導」工作坊，邀請青草地全人發展中心臨牀督導總監容曾莘薇博士主持，讓同工在牧養學生成長上採用選擇理論，放棄外控思維模式，建立學生生命。 

9. 一月十一日下午接待友校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八名教職員到訪參觀，了解本校的訓導工作及師生關愛文化，亦安排參觀校園環節。 

10. 一月十五至十六日鄭繼霖校長聯同兩名老師參加由浸聯會舉辦的「澳門培正中學－電子學習交流活動」，汲取先進的科研教學技巧與心得。 

11. 五月五日基督教崇真中學三名老師到訪本校，除安排參觀本校的資訊科技設備外，亦安排觀課交流，切磋教學技巧與心得。 

12. 郭慧磯老師及葉俊梅老師於香港教育學院分別進修為期 5 天（11-15/4）「照顧不同學習需要（基礎課程）」及為期 5星期（30/5-2/7）「中學中文科文言經典解讀專業進修課程」。 

13. 參與敬師運動委員會舉辦第二十一屆「表揚教師計劃」選舉，本年度當選的老師為李智恒老師及施小聰老師。 

14. 參與香港藝術發展局舉辦之「第八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劉慧琼老師及李拉結老師獲頒發「傑出藝術老師獎」的榮譽。 

15. 第十六屆「傑出教師奬」選舉，唐詠詩老師獲「教學表現奬」及李佩茜老師獲「培育學生奬」。 

16. 第十二屆「傑出班主任」及「傑出助理班主任」選舉，結果如下： 

  「傑出班主任奬」 「傑出助理班主任奬」 

 《初中級》 何永超 關建基 
 《高中級》 葉俊梅 郭美玲 

17. 第五屆「何建宗教授傑出環保教職員奬」選舉，結果如下： 

 《傑出環保教師》 馮健恒 余志雄 

 《傑出環保職員》 羅玉珍 
 《傑出環保校工》 陳炎麗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 . . 校友事務校友事務校友事務校友事務    

1. 十二月十二日黃昏舉行「校友日暨校友會周年會員大會」，是日亦同時舉行「拓社、進社及耿社社辰」（2000、2005 及 2010 年畢業校友重聚日），邀請創校校長譚日旭校長蒞臨分享，鄭校長、校友與昔日師長和舊同學共渡了一個愉快的晚上，當天出席師生校友共 191人。 

2. 推行「領航員計劃」，讓校友藉此計劃向中六級學弟學妹分享升學及就業經驗，並支持和鼓勵他們積極面對香港中學文憑試。 

3. 頒發校友會奬學金予初中各級在服務、操行及學業上有特出表現之學弟及學妹。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 . . . 二十周年校慶二十周年校慶二十周年校慶二十周年校慶    

1. 十一月廿一日舉行「二十周年校慶小學聯校環保科學創意邀請賽」，當天共有九所小學約 100多位小學師生到校參與活動。 

2. 十二月五日舉行「二十周年校慶升中資訊日暨校園遊」，邀請區內小學生、老師與家長蒞臨參觀，是日約有 500人出席學校簡介會及校園遊。 

3. 三月四日上午舉行「二十周年校慶活動」，包括由學生會負責之校慶早會、校慶環校跑活動及校慶熱血閃避球活動等，師生藉此活動共同慶祝與分享學校邁進二十周年的喜悅，活動進行順利，成績美滿。 

4. 三月五日下午舉行「二十周年校慶感恩崇拜」，主題為：「願祢堅立我們手所作的工」，邀請江耀龍牧師證道，儀式簡單而隆重。崇拜後隨即舉行學生表演活動，與一眾嘉賓分享本校二十年耕耘的成果，活動包括：合唱團獻唱《如鷹展翅上騰》、中國舞蹈《唐古拉風（藏族）》及校友會呈獻校慶微電影《讓我再唱一遍》等。另外，是日於明報特約專輯刊載《浸信會永隆中學二十周年校慶：生命陶造 關愛校園》特稿，藉此機會與各界人士共同分享和慶祝本校踏進二十周年的喜悅。 

5. 七月二日舉行「二十周年校慶友校射箭比賽」 

6. 七月八日舉行「二十周年校慶原創音樂劇晚會」，表演《One Night, Just down the road….》，現已籌備得如火如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