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滿成果共分享----學生成就 

     

 

自開本科以來，本科的會考公開試成績，及格率平均保持 90%，其中 2005-06 年的優異率更高達 63%

以上，成績令人振奮；其後新高中課程每年皆有學生取得 5 星級水平；2018 年有同學獲取 5 星星

級水平。     

 

除此之外，同學在老師的籌劃和鼓勵下，積極參與不同類型的比賽和體驗活動，均獲得理想的成績

和難忘的經歷。同學在當中經驗創作、討論、分工、合作、友校的觀摩切磋等等，甜酸苦辣，箇中

的滋味，總結在所得的獎盃和證書上。 

 

 

 

年度 主辦機構 活動項目 成就 

2004 旅遊事務署香港青年

協會 

香港青年大使計劃(中四 1 人) 青年旅遊大使 

04-05 遊樂場協會 聯校創意旅遊企業訓練計劃比賽 
 

最佳展板設計獎       季軍         

旅遊路線設計       優異獎              

05-06 遊樂場協會 聯校創意旅遊企業訓練計劃比賽 最受歡迎展板設計   優異獎          

06-07 遊樂場協會 聯校創意旅遊企業訓練計劃比賽 最受歡迎展板設計     亞軍       

最具創意旅遊路線   優異獎         

2008 旅遊教育公司 公開試成績表現出色 2005 修讀旅遊科的潘佩欣 

獎學金 

08-09 遊樂場協會 聯校創意旅遊企業訓練計劃比賽 最佳路線設計     第三名獎                 

09-10 遊樂場協會 聯校創意旅遊企業訓練計劃比賽 最佳展板設計      優異獎                

10-11 國泰航空公司 (1)「飛躍理想計劃」CATHAY 

PACIFIC“I CAN 

FLY”PROGRAMME  

5C 呂詠思(18/9/2010 完成全

年課程，並進行畢業典禮.) 

 帝京酒店 (2) 全方位酒店管理體驗夏令營 

(F.5  5 人) 

5B 梁心如 5C 李凱靖、林永

健、廖尉廷、5E 管智鏗同學

參加     其中 5B 梁心如和

5C 李凱靖分別奪得體驗營中

比賽的冠軍和亞軍，獲酒店送

出自助餐券作為獎勵。 

 遊樂場協會 (3) 聯校旅遊路線創意計劃的展

板比賽(F.4 15 人) 

最佳團隊合作獎     優異獎                

4A 羅曉晴 4B 施荻荻 4B 黃

曉婷 4B 鄒志鵬 4D 曾頌熙 

4D 曹曉靖 4D 徐鳳儀 4E 

何嘉敏 4E 鄧愷娸 4E 譚淑

君 4F 朱嘉妤 4F 雷純怡  

4F 鍾旻舫 4F 高誌謙 4A 鄭

綽敏 

並在 13 隊伍中成功進入 5

強，晉身決賽。 



 和富千禧企業 (4) 和富千禧企業家精神計劃  

(不一樣的旅遊、不一樣的商

機)比賽                    

 

 

F5 +F6(與商業會計及財務管 

理合作)            優異獎

5B 陳順兒、馮奕舒、梁心如

5B 吳曉桐  5C 李凱靖 

6A 陳偉浩    

 星島報業 (5) 星島報業主辦的全港中學生

旅遊狀元選拔(2011 年 5 月) 

5B 陳順兒(暑期免費前往北

京作學術交流) 

11-12 香港青少年發展聯會 知‧心‧遊 ---- 福建深度行交流

團 

5C 施萩萩表現出色，獲得 

飛躍團員大獎 

12-13 遊樂場協會 (1) 聯校創意旅遊企業訓練計劃 

 

最佳團隊合作獎       季軍              

最佳團隊展板設計獎   季軍         

最佳旅遊路線報告大獎         

優異獎 

生態旅遊報告優異獎           

4C 莊彩霞 

 機場管理局 (2)「參觀機場分享見聞」比

賽 2012 – 2013 

認識機場運作(禁區內部) 

4C 陳煒晴、黃綺珊、4D 樊璟 

瑩、鄭曉汶、4E 張淑茵、溫 

雅雯。 

13-14 遊樂場協會 (1) 聯校創意旅遊企業訓練計劃 

 

最受歡迎展板設計獎   季軍            

最具創意旅遊路線設   季軍            

 機場管理局 (2) 「參觀機場分享見聞」比

賽 2013– 2014 

4A 李敏、4B 莫悅婷、4C 莫

穎晞、曾芷鈴、4D 范詩詠、

馮婉琳 4E 馮嘉寶、郭灝盈、

李可兒、唐瑜雯 黃栢恩、4C

陳式愉 

2014 國泰航空公司 I CAN FLY PROGRAMME 5C 葉泳琪和張美琪分別暑期

到澳洲學駕駛小型飛機和法

國參觀飛機製造廠。 

14-15 屯門區議會 (1) 大西北「綠色寶藏圖」--- 特色

景點大募集 

5C 曾芷鈴 5E 陳笑宜 

入圍獎 

 教育局 (2) 「職場探索︰我要做地勤！」

工作體驗 

5E 陳嘉欣 曹秀敏 

 澳門旅遊學院 (3) 12-17/7/2015 澳門旅遊學院夏

令營 
5B 莫悅婷 李偉堂  

5E 陳嘉欣 曹秀敏 張迪達 

 機場管理局 (4) 「參觀機場分享見聞」比

賽 2014– 2015 
全班中四升中五級同學 24 人 

2015 澳門旅遊學院 澳門旅遊學院獎學金獎勵計劃 6B 李梓筠 

15-16 遊樂場協會 聯校創意旅遊企業訓練計劃 

 

生態旅遊攝影比賽           

4D 方曉悠 

16-17 香港航空 (1) 「飛越雲端 擁抱世界」學生

贊助計劃 2016/17 

6B 湯鳳茵 陳家濠得獎 

贏得 20 張機票 於 17 年 6 月 

11-14 日往沖繩進行考察 



 機場管理局 (2)「參觀機場分享見聞」比

賽 2016– 2017比賽  

全班中四升中五級同學 4 人

4B 黃芷淇  4B 蘇樂蘅 

4C 麥敬豐  4D 王安雯 

 遊樂場協會 (3) 生態旅遊報告比賽 4B 黃芷淇          優異獎 

 澳門旅遊學院 (4) 澳門旅遊學院及生涯規劃計

劃︰澳門學院體驗三天團 
5A 王祉澄 5C 蔡杞昕、馬凱 

晴、5D 方曉悠、賴尚琳、林 

妍廷、李雪盈、楊巧琳、郭政 

勤、羅家麟、駱永輝、王佑浚 

17-18 旅遊學庫 香港航空「台灣旅遊行程設計比

賽」學生贊助計劃 2016/17 
6C 張淑賢 彭美儀得獎 

贏得証書及$2000遊學團學券 

18-19 機場管理局 「參觀機場分享見聞」比賽

2017– 2018比賽  

全班中四升中五級同學 7 人 

5B 甘曉君 余茵彤 李曉彤 

5D 羅皓陽 陳韻媛 何霈言 

5C 羅天林 

 遊樂場協會 生態旅遊報告比賽 

 

5B 甘曉君 李曉彤 

 一帶一路李文俊基金 一帶一路坦桑尼亞七天學習團 

 

5D 陳允尤 羅皓陽 

 旅遊學庫 「遊學台灣行程設計比賽」學生

贊助計劃 2017/18 
5D 陳韻媛 何霈言 

贏得証書及$2000遊學團學券 

 一帶一路李文俊基金 一帶一路馬爾代夫六天學習團 

 

5B 甘曉君 李曉彤 

5D 何霈言 陳允尤 

 亞洲旅遊交流中心 「遊學在中國」全國學界照片徵

集比賽 2019 

1. 最多參與作品獎(書卷$1500) 

2. 最多參與人數獎(書卷$1500) 

19-20 機場管理局 「參觀機場分享見聞」比賽

2018– 2019 比賽  

中四升中五級同學 4 人 

5A 陳信希、陳燕桐， 

5B 范倚甄 5D 黎樂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