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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中學
校址：九龍觀塘振華道83號
電話：2578 1745
網址：http://fukien.school.net.hk

福建中學（小西灣）
校址：香港小西灣富怡道2號
電話：2566 9223
網址：http://www.fss.edu.hk

福建中學（北角）
校址：香港北角渣華道1號
電話：2578 1753
網址：http://www.fmsnp.edu.hk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校址：九龍油塘 第二期
電話：2606 0670
網址：http://www.fssas.edu.hk

旅港福建商會創立於1917年5月18日，並於1937年獲准註冊為
有限公司，而無須於其名稱上附加「有限公司」字樣。作為香
港一個歷史悠久、享有良好聲譽的商會，本會為香港的經濟繁
榮和社會進步作出不懈努力。除了促進旅港福建同鄉工商實業
以及各項專業發展之外，本會還致力興校辦學，創辦香港福建
中學，學校校風純樸，學生的操行和成績都受到社會各界的好
評，為香港社會培養了不少優秀人才。學校在歷屆理監事會和
校董會的努力下，特別是香港回歸祖國之後在特區政府的關心
和支持下，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績，發展至今，已擁有不同的
辦學類型、具先進設備、新穎校舍的4所學校，標誌 本會辦學
進入新的里程。

旅港福建商會現有個人會員、團體會員及公司會員600餘名。會
員分別從事各種工商行業以及各項專業，包括船務、製造業、地
產業、百貨業、進出口貿易、藥材土特產批發零售、銀行金融業

和各種專業服務（律師、會計師、顧問公司等）行業。
90多年來，無論時代變遷、滄海桑田，本會會務歷久彌新。本

會的歷史充分印證了福建人艱苦創業和團結互助的精神，在漫長
的歲月中，本會集結了眾多香港閩籍傑出工商和專業人士，共同

為促進香港的經濟繁榮作出貢獻，一貫地堅持愛祖國愛家鄉愛香
港的宗旨。今後，我們更加要發揚光大商會的光榮傳統，積極吸
收新會員，為香港的經濟復甦，為香港的高科技工業發展，為建
設美好的香港特別行政區作出新貢獻。

一切為了學生 為了學生一切
ALL FOR STUDENTS    FOR ALL STUDENTS

公開考試　成績優異
高考優秀：
•近五年高考整體合格率平均達95%，所有科目合格率均高

於全港水平。2012年個人最佳成績為3A1C。
•高達88%的中七畢業生獲得大學本科學位取錄。
文憑試創佳績：
•考獲2級或以上及4級或以上成績比率分別為99.4%及

47.8%，遠高於全港水平；而個人最佳成績為兩科考獲5**
級、一科考獲5*級及三科考獲5級。

•超過50%的中六畢業生獲得大學本科學位取錄。

英語授課　成績卓越
•學校自2000年起設有「英文部」，開設英文班。2011-2012學

年開始，本校中一所有班級均採用英語作為主要授課語言。
•2005至2010年，本校英文部學生在香港中學會考均有傑出

的表現，平均合格率達98%，更有多名英文部學生考獲4A
至6A佳績，成績驕人。

多元智能　盡顯潛能
•2011-2012學年，本校學生在校外比賽中共獲得122項冠

軍、81項亞軍、80項季軍及603項優異獎。
•男女籃球、羽毛球及游泳校隊已晉身學界第一組別。
•體育成績方面，本校在全港近192所男女校中排名第五。

屢獲殊榮　校譽日隆
•2006年數學科組榮獲「行政長官卓越 學獎」。
•2008-2009年度，榮獲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頒發
「香港綠色學校獎」季軍。

•2010年獲「國際啟發潛能 育聯盟」頒發「啟
發潛能 育大獎」。

•2010年度被評選為「全中國百佳示範學校」之一。
•2011年訓輔部榮獲「2010-2011年度行政長官卓

越 學獎──德育及公民 育」嘉許狀。
•2010-2012年度跨學科英語學習、通識、中文等

科目，有多位老師榮獲 聯會優秀老師獎。

獲獎名單
李璧而（3A）
林志嘉（4A）
鍾卓軒（6A）
丁子晴（2A）
王靖茹（2D） 蔡依玲（2D）
夏心怡（2D） 陳蘊雯（2D）
馬煒竣（5A）
梁彥燻（3D） 胡紫晴（5E）
福建中學（小西灣）
福建中學（小西灣）
樊翠婷（3A）

獎項
東區優秀學生

笙獨奏 — 金獎
古箏獨奏 — 銀獎
四重唱 — 銀獎

傑出男演員獎
傑出女演員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整體演出獎
中學組科學幻想畫一等獎

比賽項目
2011年香港島傑
出學生選舉
蒲公英第十二屆

（2012）青少年優
秀藝術新人選拔
活動（香港賽區）

香港學校戲劇節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本校2012年校外比賽獎項（節錄）

本年度部分應屆升讀大學名單

熱心興學 載61
福建中學四校校慶特輯

■部分應屆大學新生撥冗

回校與校長和老師們聚會

■林建華校長

與文憑試優異

生合照

■
加
拿
大
遊
學
團

■本校訓輔部榮獲「2010-2011年度行政長官卓

越 學獎──德育及公民 育」嘉許狀

School fee : $30,000 per annum in 10 monthly installments
(Scholarship and school fee remission are open for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form can be downloaded from our website

Address :    Phase 2, Yau Tong Estate, Kowloon
Enquiry :  2606 0670

＊ A happy and effe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 A through-train school affiliated with Fukien

Secondary School
＊ EMI and homeroom teaching mode in P.1 and

P.2 with one NET teacher and one local
English teacher co-teaching most subjects
while Chinese lessons are conducted in
Putonghua

＊ Scientific-based project approach for school-
based Thematic Studies

＊ School-based Multiple Intelligences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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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大學 學系/學院
施靜旋 香港大學 理學院（食物科學）
洪詩淇 香港大學 經濟與金融
黎家成 香港中文大學 藥劑
盧俊杰 香港中文大學 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
周健瑜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語言及文學
陸通興 香港中文大學 工程學院
李學賢 香港中文大學 理學院
關穎欣 香港中文大學 理學院
黃婉儀 香港科技大學 生物
何其聰 香港科技大學 化學

多年來，我們致力擴闊學生的視
野。藉創校15周年，本校將組織中
一至中四級全體同學往珠江三角洲
進行為期3天的專題考察。與此同
時，一年一度的國際姊妹學校互訪
團亦開展得如火如荼。2012年10
月，英國姊妹學校師生訪校，進入
課堂，與同學們一起學習。

本校創立於1998年。一直堅守「智育第一，全面發展」的辦學方針，以校訓「求真擇善」的精神，培育「正直、
進取、好學、愛國、承擔、關愛」的人才。創校至今，本校高考和會考成績皆保持在一個相當穩定的高水平。2012
年高級程度會考總科目合格率為82.4%。合格率高於全港平均合格率之科目，應試12科中有9科；其中，通識、中國
文學、中國歷史、地理、化學5科的優良率高於全港水平。取得最佳成績的學生為宋穎琪(2A1B)和阮雪蓮(1A1B)。
2012年第一屆中學文憑考試最佳成績學生為黎家成3(5**) 2(5*) 1(5) 1(4) 和施靜旋1(5**) 3(5*) 1(5) 2(4)。

■大學先修班於中山大學進行交流活動

1951年創立，校風純樸，學生表現突出。
1991年，參加政府直接資助計劃，於2000年遷
入觀塘千禧校舍。2009年，「福建中學附屬
學校」與本校結成一條龍，致力提供優質
育，創建一流特色名校。

■啟動課程

學 生 參 加

「詠春千人慈

善大匯演」

啟動課程
2000年，福建中學（北角）由 育局資助，開辦專為新來港學童

而設的「啟動課程」。課程特色是 重強化英語、繁體字和廣東話，
輔以多元化的課外活動，務求在數個月的學習期間，令學生能順利
銜接主流學校學習，並迅速融入社會。歷屆畢業生超過2000人，絕
大部份能升讀主流學校，而升讀大學者亦大不乏人。「啟動課程」
是新移民學生來港後的第一個課程，許多畢業生也經常回校探訪老
師，對母校甚有歸屬感。

大學先修班
此外，在觀塘福建中學開辦「大學先修

班」的基礎下，福建中學（北角）亦已開
辦「大學先修班」，幫助學生到內地、台
灣、澳洲及其他海外地區升讀大學。大學
先修班連續六年達到大學入學率接近
100%，成績令人鼓舞。曾錄取我校先修
班畢業生的大學包括清華大學、中國人民
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暨南大學、
華僑大學、國立台灣大學等著名學府。學
校透過先修班提供更多途徑讓學生到不同
地區升學，造就社會人才。

中一入學面試
日期：15-12-2012

（星期六）

校慶開放日
日期：22-12-2012（星期六）
時間：上午10時至下午5時

■室內恆溫

泳池體育館

（資料由客戶提供）

教育 文化 大公園 小公園
讀書樂 中華醫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