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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提供優良學習環境，發展學生潛能，著重道德及智能培育，培養學生正確人生觀，

透過通才教育鍛鍊學生成為有用及負責任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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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禮記•中庸》「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

好學力行

意謂：為學能研精覃思則近於智囊；處事務全力以赴則可達致完美。



    本校學校管理委員會主席為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成員包括校長、

兩位獨立人士、兩位家長代表、兩位校友代表及兩位教師代表。校管會

就學校政策制訂定期與學校進行會議，加強學校持續發展。

校本管理
校舍設施

教師團隊

班級結構

本校教師師資優良，教學經驗豐富，對教學充滿熱誠，全體英文及普通話老師均已達語文基準資格。

2021-2022教學人員 55人（包括校長）
外籍英語教師 2人

學歷 學士學位：100%  教育文憑：95%   碩士與博士：38%  特殊教育培訓：29%
年資 0-4年：7%  5-9年：13%  10年或以上：80%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班數 4 4 4 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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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     教學成效與教師培訓相輔，本校積極加強跨校專業交流，

有效提升同儕的專業能力，銳意建立學習型的團隊。

  在疫情的陰霾下，全校上下加強防疫衞生，本校持續參與
由香港中學校長會舉辦的「自主學習節」，進行為期一星期的

公開課。參與公開課堂老師共20名，共開放17課節，合共12科
目（中文、英文、數學、通識、生活與社會、地理、化學、生

物、物理、中史、歷史、專題研習）。總參與學校共30所，合
共97人次報名，當中共有48名老師、28名科主任、4名副校長及
1名校長。眾師齊集，進行專業的分享交流學
習，大家對教學範式轉移過程中所遇見的

挑戰，有著熱切的討論，分享「自主學

習」教學的心得。藉著是次交流，讓

各校教師在教學上得到更多啟發。參

與教師均對本校師生、教學模式給

予高度評價，讚譽課堂教材設計及

教學策略有效地引導學生學習及能

夠照顧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

  本校3名老師，連同副校長參
與「自主學習網絡學校自主學習

節」觀課及課後評課培訓，以

加強跨校專業交流。

自主學習

開放課室開放課室

自主學習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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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推動學校發展電子學習
及STEM，本校積極培訓老師掌
握專業知識與技，以配合學校發

展，讓老師裝備自己，與時並

進，全體老師均具備應用資訊科

技教學的能力，為學生提供優質

教育。

電子學習
1. 為推動電子學習，本校積極培訓教師掌握需要的知識與技能，讓教師裝備自己，與時並進，將所學於課堂內
外實踐出來，從而為學生提供更優質的教育。

2.  為加強全校進行Zoom實時網上授課的效能，學校為全校教師安排兩次教師培訓工作坊（PADLET／
LOILONOTE），增強教師對電子學習策略的掌握，持續透過推動電子學習策略，提升學生自主學習成效。

3. 購買Zoom升級帳戶及加強Zoom保安措施，支援教師推行電子學習；購買光符辨識軟件及掃描器，支
援教師快速評核並對學生作出回饋；購買XClass系統，支援STEM相關教室的課堂管理；購買eClass 
PowerLesson系統，支援跨境生進行線上考試。

4. 購買更多一體式電腦、平板電腦、充電車裝置，以全方位支援更多不同形式的學與教場合。

5. 本校透過參與「關愛基金平板電腦計畫」，幫助本校共249名學生獲取適切的資助，購買流動電腦裝置，以實
踐具規範的電子學習，保持學習進度和質量。 

STEM

PADLET／LOILONOTE教師培訓工作坊PADLET／LOILONOTE教師培訓工作坊

電子學習課堂展示學生預習成果 (PADLET)電子學習課堂展示學生預習成果 (PAD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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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本學年嘗試進行全校性跨科活動，成效理想，一眾師生均對

跨科活動以延長「學時」予以正面的評價，本校亦多次受邀擔任外校

交流嘉賓，茲羅列如下：

09/2020   龍翔官立中學全校到本校進行學術交流

01/2021   
擔任南屯門官立中學2020/21年度教師內部培訓分享嘉賓，主題為「有效電子教學及跨
學科活動設計與實踐」

05/2021   
參與香港副校長專業研討會2021分享嘉賓，主題為「從傳統人倫觀念推行跨學科國民
及國安教育」

05/2021   
擔任伊斯蘭脫維善中學教師發展日分享嘉賓，主題為「從傳統人倫觀念推行跨學科國民

及國安教育」

06/2021
擔任南屯門官立中學分享嘉賓，主題為「教師專業發展教案分享：價值教育與學生品格

的塑造—聚焦‧深化‧持續」

  對外交流有助擴闊彼此的教
學視野，提升教師的專業能量，

透過聯校教師專業發展，讓教師

專業教育水平更臻美善，以回饋

於課堂之上，建構更豐盛的知識

型學習社群。

對外交流

參與香港副校長專業參與香港副校長專業
研討會2021分享嘉賓研討會2021分享嘉賓

擔任伊斯蘭脫維善中學教師發展日分享嘉賓擔任伊斯蘭脫維善中學教師發展日分享嘉賓

擔任南屯門官立中學分享嘉賓擔任南屯門官立中學分享嘉賓

擔任南屯門官立中學 2020/21年度教師內部培訓分享嘉賓 擔任南屯門官立中學 2020/21年度教師內部培訓分享嘉賓 

教師發展日教師發展日

龍翔官立中學全校到本校進行學術交流龍翔官立中學全校到本校進行學術交流天水圍官立中學4



課程編排

級別  
 科目

中一至中二 中三   中四至中六

 1. 中國語文 P P P

 2. 英國語文 P P P

 3. 數學 P P P

 4. 數學延伸單元II ê

 5.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通識 P

 6. 普通話 P

 7. 生物 P ê

 8. 化學 P ê

 9. 物理 P ê

10. 綜合科學 P

11. 中國歷史 P P ê

12. 歷史 P P ê

13. 經濟 ê

14. 地理 P P ê

15. 生活與社會 P P

16. 基本商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P P ê

17. 普通電腦 P P

18. 設計與科技／設計與應用科技 P P ê

19. 專題研習 P

20. 音樂 P P

21. 視覺藝術 P P ê

22. 體育 P P P

23. 生命教育課 P P P

24. 應用學習 ê

  除中、英、數及資訊科技科為初中基礎學習工具外，本校亦
設計「校本生活與社會課程」以發展學生共通能力，教授學生學

習技巧及啟發其高階思維。高中則根據學生選科意願及能力，為

學生提供不同的選修科目組合，裝備學生升讀本地及境外大學。

P 必修    ê 選修    
初中英文班：數學、綜合科學、生物、化學、物理、歷史、地理及普通電腦以英語授課

初中中文班：數學、綜合科學、生物、化學、物理、歷史、地理及普通電腦推行以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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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政策     推行兩文三語，配合教育局教學語言微調政策，按學生學

習能力，中一至中三部分班別的數學、地理、歷史、普通電

腦、綜合科學、物理、化學及生物以英語授課；高中則按學生

語文能力採用母語或英語授課，為學生升學及就業作好準備。

1. 聘有兩名外籍英語教師
2. 早會以英語、粵語或普通話進行
3. 舉辦遊學團，讓學生與海外或內地學生交流，提升英語及普通話水平

本校著重培訓學生
「兩文三語」能力：

第五屆「夫子盃」演講比賽，勇奪多項獎項第五屆「夫子盃」演講比賽，勇奪多項獎項

早會分享早會分享

高中社際辯論比賽高中社際辯論比賽

普通話歌唱比賽普通話歌唱比賽

第二屆臥龍盃第二屆臥龍盃——官立中學多角辯論賽官立中學多角辯論賽

Inter-house Readers' Theatre Inter-house Readers' Theatre 
CompetitionCompetition

Halloween activitiesHalloween activities

（晨讀）好書分享（晨讀）好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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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優良，個人最佳成績為1科5**、
1科5*、2科5級及1科4級，整體合格率為93.7%。

  合格率達100%的科目為中國歷史、經濟與地理。

第五屆「夫子盃」演講比賽，勇奪多項獎項第五屆「夫子盃」演講比賽，勇奪多項獎項

普通話歌唱比賽普通話歌唱比賽

2021中學文憑試成績

理工大學

中文大學

浸會大學

嶺南大學

城市大學

44%

12%

10%
公開大學

8%

8%

8%

THEi 2%

東華學院  4%

恒生大學  6%

2021年大學聯招取錄概況2021年大學聯招取錄概況

摘星同學與校長、老師、家長合照摘星同學與校長、老師、家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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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最佳成績首10名學生

6D
呂賢達

6D
羅家杰

6D
馮柔欣

6D
李海軒

6D
李玉鈁

6D
鄧嘉寶

6A
羅詠詩

6D
張志超

6A
陳俊宏

6D
譚芷茵

1科5**
1科5*
2科5
1科4
1科3

1科5*
3科5
1科4
1科3

1科5*
4科4
1科3

1科5
3科4
2科3

1科5*
3科5
2科4

1科5*
1科5
3科4
1科3

2科5
3科4
1科3

5科4
1科3

1科5*
1科5
1科4
3科3

2科5
3科4
1科3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專業會計學學士專業會計學學士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風險管理科學學士風險管理科學學士

東華學院東華學院
護理學（榮譽）健康科學士護理學（榮譽）健康科學士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工程學學士工程學學士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護理學學士護理學學士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理學學士理學學士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理工大學
市場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市場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香港浸會大學香港浸會大學
工商管理學士（榮譽）工商管理學士（榮譽）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理學學士理學學士

香港浸會大學香港浸會大學
文學學士（榮譽）／文學學士（榮譽）／

社會科學（榮譽）學士社會科學（榮譽）學士
（地理／政府與（地理／政府與

國際研究／歷史／社會學）國際研究／歷史／社會學）

恭賀本校中六同學考獲優異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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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升學生自學能力
A. 持續加強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B. 透過跨學科協作，提升學生多元共通能力，
加強自學成效

C. 持續加強教師專業發展，提升專業能量，推
動學生自學成效

2. 培育學生自我管理能力
A. 透過學生生涯規畫訓練，培育學生自我規畫
管理能力

B. 透過學生目標設訂，人際關係及時間管理訓
練及校園優化計畫，培育學生自我管理能力

學校主要關注事項
學生自主學習學生自主學習

＜與成功有約＞講座 主講嘉賓：＜與成功有約＞講座 主講嘉賓：
袁家瑩（香港武術隊運動員）袁家瑩（香港武術隊運動員）

全港即興創意寫作比賽全港即興創意寫作比賽

有機大使培訓計劃有機大使培訓計劃

專題研習專題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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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晨讀課設有全校性英語朗讀及鄰班好書分享。

4. 英文科舉辦暑期中一英語銜接課程，協助學生適應新學
習模式。

5. 華仁舊生會為本校中三至中五安排英文增潤課程及中六
網上英文口語訓練。

6. 邀請社會成功人士與學生分享個人學習體驗，剖析英語
學習策略及所需克服困難。

7. 得到灣仔扶輪社的支持，本校同學成功通過面試參加
「英國劍橋遊學交流計畫」，透過三星期的英語學習課

程及與當地接待家庭相處，感受英國文化及風土人情。

1. 英文學會透過舉辦多元化及有趣味的課外活動，為同學營造豐富
的語言環境，加強同學使用英語的機會及信心。除舉辦全校的英

語日及英文學會每月的全校性活動外、學校亦參加校際朗誦比

賽、官立中學聯校英文辯論訓練及比賽和聯校英語演講比賽，又

舉辦班際英語廣播劇比賽（中一）和班際英文慣用語問答比賽

（中五）。社際比賽方面則設有英語話劇訓練及比賽（中一）、

英語演講比賽（中一至中五）及英語歌唱比賽（中一至中五）。

2. 英文科跟綜合科學、地理、歷史、數學、物理、化學及生物科協
作，推行「跨學科英語學習計畫」，提升學生在以英語授課的科

目上的英語閱讀及寫作能力。

提升學生英語能力

7272ndn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Chinese New Year Cake MakingChinese New Year Cake Making

Easter Egg HuntEaster Egg Hunt

Emoji WorkshopEmoji Workshop

Inter-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 Inter-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 
English Debating CompetitionEnglish Debating Competition Self-regulated Learning festivalSelf-regulated Learning festival

Wan Yan ClassWan Yan Class

天水圍官立中學10



3. 學術節學習元素多元化，涵蓋多個學習
領域、有語文學習活動，STEM教育
活動，人文學科的參觀考察，全級性

的跨學科專題研習。活動在2019年
11月已籌備就緒，卻因疫情惡化而無
奈取消，然而新學年將維持傳統，在

安全的情況下，繼續推行。

4. 整體而言，學術節的籌劃及組織，強
化各學科及組別的協作，並促進教師

對推動跨科組活動的認識和能力，為

學校未來發展奠定穩健的基礎。

1. 為了使學習更生活化及增添趣味性，學校積極籌辦不同的
跨學科延展學習活動，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學校

推行為期一周的「天官學術節」，為全校中一至

中五級同學共提供了35項校內及校外活動，不
同類型的活動包括工作體驗、戶外考察、參

觀、展覽、工作坊、比賽及講座。19個學科
和5個組別參與其中。

天官學術節

2. 透過以上的學習經歷，讓學生走出課堂，
以更生動有趣的方式學習與課程相關的知

識，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效能，並照顧

學生學習的多樣性。活動當中，學生須完

成由各科組老師精心設計的跨學科延伸學

習小冊子，小冊子設有預習部分，讓學生

通過預習初步了解主題。小冊子題目乃根

據主題設計提問，重點貫穿各科組知識，

引發學生反思，有效地協助他們將所見所

聞轉化為知識，亦加強溝通、協作和解決

問題等共通能力。如學生在活動時遇到疑

難，科任老師會在課堂上重溫點撥，透過

整理知識達到增益的效果。

Easter Egg HuntEaster Egg Hunt

基本法遊踪基本法遊踪

大埔有機農場實習大埔有機農場實習

大棠深度行大棠深度行

參觀民航署航空教育徑參觀民航署航空教育徑

從濕地到屏山考察活動從濕地到屏山考察活動

迪士尼青少年奇妙學習系列迪士尼青少年奇妙學習系列

歲月神偷拍攝地歲月神偷拍攝地

鸭鴨洲、鸭竹角咀、赤洲考察鸭鴨洲、鸭竹角咀、赤洲考察

TIN SHUI WAI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 11



推動STEM教育   發揮創意潛能

1. 為配合全球教育趨
勢，學校大力推動

S T E M教育，裝備學
生應對未來急速的經

濟、科學及科技發展所帶

來的轉變和挑戰，致力為學生提

供增潤學習活動，以推廣科學、科技及數

學跨學科學習文化。又在相關科目內加入

合適的學習元素，增加初中學生接觸STEM
的機會。

 在中一至中三級安排「跨科專題研習」。中

一級為「走馬燈製作」﹝科學、中文、視藝、

專題研習及德育組﹞，透過共同主題，強化與各

學習領域的協作，發展與STEM教育相關的知識
與技能，藉此提升自主學習的動機及成效。中

二級為「基礎電子學」（數學、科學、設計與科

技），讓學生把不同學科所學到的電子學知識融

會貫通，發展創造、協作和解決問題能力。中三

級為「分子雪榚」（科學、企會財）活動，中三

級為「機械人課程」（電腦、設計與科技），讓

學生了解及學習電腦編程及機械結構的知識，加

強學生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促進創造力和明

辨性思考能力，以及培養企業家精神。另外，亦

舉辦全校社際3D社徽設計比賽，各社學生為自
己的社別設計社徽，將課堂上學習的編寫程式技

巧，讓同學發揮創意加以應用。

掃指摸掃指摸

俊和2020網上虛擬遙控模型車精英挑戰賽俊和2020網上虛擬遙控模型車精英挑戰賽CPS模型車設計及競技比賽CPS模型車設計及競技比賽

同學正討論案情同學正討論案情

脫氧核糖核酸(DNA)檢驗脫氧核糖核酸(DNA)檢驗

STEM跨學科主題教學活動：機械人(mBot)結構及編程STEM跨學科主題教學活動：機械人(mBot)結構及編程

遙控模型車新星賽2020遙控模型車新星賽2020 3D朱古力廚神工作坊3D朱古力廚神工作坊

元朗區青年網絡計劃元朗區青年網絡計劃
——STEM工作坊暨STEM工作坊暨

比賽活動比賽活動

全港學生鑑證科學大賽2021（科學科）

天水圍官立中學12



推動STEM教育   發揮創意潛能
5. 校外比賽，例如「AIMO亞洲奧林匹克數學邀請賽」、2021港澳數學奧
林匹克公開賽、Maths Concept數學思維大激鬥，港澳盃HKMO Open
（線上比賽）、「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中學生統計習作比

賽」、「香港數學競賽」、「培正數學邀請賽」、「保良局數學精英

賽」、「香港理工大學中學數理比賽」、「香港城市大學化妝品配方設

計比賽」、「澳洲化學測試」、「英才盃STEM挑戰賽之炮彈架設計比
賽」、「香港機關王競賽」、「火箭車設計工作坊」「名師高徒」導師

計畫、遙控模型車新星賽2020、網上遙控車教學活動、元朗區青年網絡
計劃—STEM工作坊暨比賽活動、俊和2020網上虛擬遙控模型車精英
挑戰賽、 CPS模型車設計及競技比賽、網上遙控模型車競速挑戰賽等，
不勝枚舉。

6. 校內比賽方面，有社際 S T E M比賽、班際
Rummikub挑戰賽、數學遊蹤、生物常識問
答比賽、科學科STEM下坡車比賽等，均有
效加強和展現學生在綜合和應用科學、科

技和數學方面的知識與技能。

2. 設計與科技科與圖書館合作推行科本自主閱讀計畫，鼓勵中一至中四學
生閱讀多篇科技文章；又鼓勵學生參校內與校外課程，如遙控模型車初

級、中級、高級課程、初中級航拍訓練課程等，為學生提供不同的學習

機會，培養學生科學及科技探究精神，擴闊他們的學習領域，發揮學生

STEM範疇的能力及潛能。

3. 設計與科技科與電腦科在中三級進行STEM跨學科主題教學，題目為機
械人 (mBot)結構及編程，學習有關機械結構、齒輪比與速度、力量關
係、機械運動基礎知識、機械人結構、簡介編程mBot機械人程式及動手
製造機械人的知識等。電腦科則主要教授軟件(mBot)編程知識，透過跨
學科主題教學，讓學生把科技知識融會貫

通，對機械人結構及編程有更深入了解。

4. 學校提供機會讓具有不同興趣和能力的學生
參與STEM相關的比賽，以培養學生科學及
科技探究精神，擴闊他們的學習領域，發揮

在STEM範疇的潛能。

掃指摸掃指摸

社際STEM 3D社徽社際STEM 3D社徽
設計比賽設計比賽

同學正討論案情同學正討論案情

STEM跨學科主題教學活動：機械人(mBot)結構及編程STEM跨學科主題教學活動：機械人(mBot)結構及編程

3D朱古力廚神工作坊3D朱古力廚神工作坊

學生設計作品學生設計作品

遙控模型車中班遙控模型車中班 製造車殼中製造車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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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透過初中自主學習異質分組，以組長帶領組員
解決學習困難。

5. 各科按照同學的學習需要，設計「分層課
業」，學生按照自己的能力，完成不同層次、

含不同程度提示的題目，建立學生信心。設

「跨學科分層電子學習課」為學生提供英語自

學練習及英文自主閱讀平台。

6. 在校友的支援下，透過「摘星之旅」課後增潤
課程，安排在文憑試考獲佳績的校友為高中同

學講解學習技巧及備試經驗。

7. 校友經老師培訓班後，協助暑期中一銜接課程
（自主學習），提升學與教效能；

8. 邀請校友回校向學弟妹分享學習經驗，讓校友
回饋母校。此外，校內也推行「學術領袖生計

畫」， 有中三及中四級的學長幫助中一及中二
的學弟妹解決在學業上的困難，成效顯著。

9. 為期11天的暑期中一銜接課程，協助中一新生
適應學校在中、英、數、通、科學及人文科學

的學習方法和技巧。

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策略
1. 中、英文科按學生學習能力進行小組教學，照顧學習差異。

2. 初中設立雙班主任制，關顧學生成長。推行輔導領袖生、學術領袖生及英語大
使計畫，由高中學生帶領初中學生解決學習疑難，提升學習及朋輩互助風氣。

3. 為全中一至中三學生設「追星計畫」，加強學生在中文科、英文科、數學科及
通識教育科四科核心科目的知識轉移及培養學生自學備課的習慣，並促進學生

有效及準時地呈交各項跨學科功課，從而提升學習效能。又為全中二學生推行

學習技巧訓練。

暑期中一新生銜接課程（自主學習）暑期中一新生銜接課程（自主學習）

「摘星之旅」課後增潤課程「摘星之旅」課後增潤課程

追星計畫追星計畫 校友補習班校友補習班

舊生葉彩婷網上早會分享舊生葉彩婷網上早會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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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畫及升學就業輔導
5. 舉辦校本「職業博覽會」，針對學生最感興
趣的行業，邀請從業員到校，以小組形式與同學進

行互動交流，內容包括分享行業特色、工作要求、入

行途徑、未來前景及進修階梯等，讓同學為實現理想訂

下明確目標。

6. 針對各級家長的需要舉辦家長教育講座及工作坊，包括
「中三高中課程及選科簡介座談會」、「中四應用學習課

程簡介暨高中升學準備講座」、「中五大學聯招暨多元升

學出路講座」及「中六放榜前準備講座」等，務求令家長

可以與學生同行，同步規畫未來。

暑期中一新生銜接課程（自主學習）暑期中一新生銜接課程（自主學習）

1. 針對不同級別同學的需要設計校本生涯規
畫課程，深化學生對生涯規畫的認識及了

解其重要性。

2. 中三同學在「生涯規畫日營」中透過完成
性格測試及參與選科相關的活動，逐步認

識自我特質能力和興趣，從而找出選科和

升學的方向。

3. 定期安排大專院校講座、聯招講座及模擬
面試，豐富同學多元升學出路的資訊。

4. 聯絡不同工商機構及主題公園，安排同學
進行工作實習，讓他們從實踐中體驗職場

環境及對工作態度的要求，為未來投入職

場作好準備。

中廚及西廚中廚及西廚

中三級「高中課程及選科簡介」講座中三級「高中課程及選科簡介」講座 中六升學講座中六升學講座

中五「大學聯招暨多元中五「大學聯招暨多元
升學出路」講座升學出路」講座

幼兒教育幼兒教育 物理治療物理治療

空中服務空中服務

職業博覽2020職業博覽2020迪士尼款客服務體驗坊迪士尼款客服務體驗坊

酒店及旅遊管理酒店及旅遊管理

中四「應用學習課程簡介暨高中升學準備」講座中四「應用學習課程簡介暨高中升學準備」講座

中三選科日營中三選科日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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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學生閱讀習慣及興趣
1. 各科組積極鼓勵學生閱讀不同主題的讀物外，本校中文科及英文科每星
期設三次晨讀課節，包括朗讀、閱讀科本早讀材料（高中及初中）、時事

通識王比賽，以及跨科、組閱讀活動等，以閱讀引導學生建構正面價值觀閱

讀，並進行每月「好書分享」及電子，擴闊同學的閱讀空間，增加他們公開演

說的機會。

2. 共18科與圖書館合作推行「科本自學閱讀計畫」（中文、英文、數學、歷史、中史、科學、生物、化學、
物理、地理、經濟、生活與社會、基本商業、設計與科技、普通電腦、音樂、普通話及體育科），讓學生延

展科目知識及加強他們的語文能力，發揮學生自主學習精神。

3. 學校近年增加資源推動閱讀，推廣的電子閱讀和資訊平台，有英文閱讀平台Highlights、中文閱讀電子平
台HyREAD、聯合電子書平台以及慧科電子報章資料庫，還有新添置14項中、英文雜誌，包括STEM主題
雜誌。這些資源是學生和老師教與學的堅實支援。本年HYREAD電子書借閱和瀏覽量較去年大幅上升，每
月閱讀電子次數上升2倍，閱讀雜誌次數上升1.9倍，閱讀電子書的章次上升1.43倍、閱讀雜誌章節的次數
上升4.75倍，每月借閱電子書次數上升3.84倍，借閱雜誌次數颷升4倍，而瀏灠電子書的次數則上升8成，
升幅之大前所未有。這證明學生在疫症陰霾下，仍然孜孜不倦，閱讀興趣不減。 

4. 學術發展組聯同圖書館主任及各學習領域主任推展「跨課程
閱讀」，讓學生拓寬知識基礎，並能應用和鞏固語文閱讀技

巧，利用跨科協作和社區資源發揮協同效應。圖書館連繫專

題研習科 (PBL)和學術發展組，一起統整和製作自主學習教
材，如以中文科的傳記文學和綜合科學的走馬燈製作為主軸、

延伸至英文（時態）、歷史（時間線）、中史（人物）、視藝

（混色、人物繪畫）、生活與社會（讀報）和綜合科學（光與顏色）

的跨科學習，從中教授專題研習所需的技巧，如閱讀、撮寫、資料組織、

網上搜尋和篩選策略，促進學生的跨科能力轉移。20-21周年計畫（學生）（年
終）調查顯示87%學生同意透過「跨科協作活動」能提升溝通、協作及解決問
題能力(S.1-S.6)，比往年提升了4%，成效持續顯著。此外，圖書館、「從閱讀
中學習小組」與科主任和學生發展各組別合作，配合「跨科組活動」如9月「惜
秋‧念恩―天中脈絡一線牽」、2月「喜迎新春慶團圓」和5月「傳情達意頌
親恩」的學習主題，加插有奬閱讀問答遊戲和提供相關的閱讀材料，深化學生
的知識根基，班別的參與率高達8成。學習資源中心又因應閱讀發展的需要，添
置AR電子閱讀資源，以擴大學生閱讀面和深度，並以多元閱讀活動，提升學生
閱讀的量和質。 　

好書交換活動好書交換活動

喜迎新春閱讀問答比賽喜迎新春閱讀問答比賽

英文主題閱讀工作坊英文主題閱讀工作坊

社際天中扮嘢王比賽社際天中扮嘢王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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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際電子書閱讀問答比賽社際電子書閱讀問答比賽

8. 雖受疫情影響而停課，周年計畫年終數據顯示仍然有78%學生（比往年升
10%）同意此計畫能提升閱讀興趣。閱讀範疇涵蓋文、理、科技和體藝。透
過恆常的校內早讀、圖書館推行的校內外比賽，如：與中文科協作的M21全城
導讀比賽、網上社際電子書閱讀問答比賽、教城閱讀挑戰計畫、「篇篇流螢」

網上閱讀比賽（與中文科協作）（個人銅奬）、晨讀每月好書分享、電子版晨
讀好書推介等覆蓋各級，主題廣泛，提升了閱讀的質量。還有教育局「書出知

識暑期閱讀計畫」和「教城e閱讀計畫」、社際網上閱讀問答比賽、家長日書
展、中、英文主題閱讀工作坊，主題包括FABLES, MYTHS and Legends、
以及三國演義，哈佛書奬、「社際天中扮嘢王」角色扮演比賽和英文科合辦
中一至中三級閱讀工作坊：「Author Express – Fantasy, Horror, Science 

Fiction, Adventure」等。學生在公開閱讀比
賽亦見佳績，如連續第二年榮獲香港教育城

「閱讀挑戰計畫」10大最佳參與奬。「從學
習中閱讀組」優化早讀，加強內容評估和價

值教育，落實教育局跨科閱讀、結合學術、

閱讀和價值教育的教育發展方向。

5. 推行「跨學科英語學習計畫」，提升學生在以英語
自學授課的科目上的閱讀及寫作能力。

6. 圖書館利用多媒體電子閱讀平台和網上應用程式舉
辦社際電子書閱讀問答比賽，擴濶同學閱讀視野以

及科本知識，培養廣泛課外閱讀的興趣與主動求學

的精神。

7. 圖書館添購多媒體材料，定期舉辦活動，包括參
觀、作家講座、書展、中英文閱讀及寫作工作坊、

好書介紹及朋輩分享等。

喜迎新春閱讀問答比賽喜迎新春閱讀問答比賽

教育局「書出知識閱讀計畫」，教育局「書出知識閱讀計畫」，
各班領取由老師挑選的好書。各班領取由老師挑選的好書。

英文主題閱讀工作坊英文主題閱讀工作坊

家長日書展家長日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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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學科活動     為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提升學生多元共通能力，加強

自學成效，並配合學校未來三年的發展計劃，本校推行跨

科組學習活動，活動以節日為主題，三個大型活動分別為

「惜秋‧念恩─天官脈絡一線牽之協作活動」、「喜迎

新春跨科組活動」及「傳情達意頌親恩跨科組活動」

活動概況︰

  是次活動是本科跨科組的第一個全校性活動，全校各學科及組別均參與其中，活動既有「科學探索與實
驗」，有製作鹹蛋、蠟獨、講解火與空氣的關係等理科知識；亦有「月知愈多」環節，從不同科組探究與中秋

有關的知識，包括猜燈謎、月餅製作班等；「月文共賞」則由各科教授學生與月有關的文章，如中文科探討月

的意象、英文科教授製作燈籠、經濟及商業科的月餅營銷及推銷手法等閱讀篇章；與個人健康主題有關的「月

過節月健康」的活動，包括由體育科及健康性教育組舉辦的「齊做運動燃燒脂肪(TABATA)」、環保教育組
「惜飲惜食海報設計比賽」等。是次活動讓學生能透過網上及實體活動，親身感受中秋重視人與人之間的和諧

關係，感恩社會成果（秋收豐富），凝聚人與家、社區及國家的關係，從而令學生潛移物化地珍惜不同的人倫

關係，以及珍惜家、社會及國家的成果。

惜秋‧念恩—天官脈絡一線牽

主題：承傳中國文化、關愛及尊重家人、對家庭具承擔及誠信

活動日期：2020年9月14日至10月30日

喜迎新春跨科組活動 主題：承傳中國文化、關愛家人

活動日期：2021年2月4日至8日
活動目標：

1. 培養學生關愛、尊重他人和同理心等價值觀
2. 提升學生對國民身分認同，珍惜傳統文化
3. 學生能掌握中國賀年食品的象徵意義
4. 加強學生對中英文閱讀的興趣及運用普通話的能力

參與科組︰

學科︰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普通話、中國歷史、歷史

組別：德育組、生命教育組、從閱讀中學習小組、圖書館

學會︰中文學會、英文學會、普通話學會、歷史學會

活動目標：

1. 讓學生感受大自然的恩澤，珍惜人與人間的情誼
2. 讓學生透過科技及不同的學科知識，突破在疫症生活
下的各種局限

3. 學生藉活動檢視中國古往今來的科技發展與成就，圍
繞中秋這個良辰佳節，擴闊眼界，內化價值觀，涉獵

不同的學習範疇

4. 培養學生終身學習及善用資訊科技的能力

參與科組︰

學科︰ 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中國歷史、歷史、地理、通識、生活與社會、
綜合科學、化學科、物理、設科與工藝、音樂、體育

組別： 德育組、生命教育組、健康及性教育組、公民教育組、課外活動組、環保 
教育組、學生會、從閱讀中學習小組、圖書館

學會︰中文學會、英文學會、數學學會、歷史學會、音樂學會

學生能夠在疫情下進行猜證謎學生能夠在疫情下進行猜證謎
活動，表現積極活動，表現積極

各科老師教授學生與中秋節各科老師教授學生與中秋節
有關的知識有關的知識

學生親手製作美麗的花燈學生親手製作美麗的花燈

學生踴躍製作月餅，希望學生踴躍製作月餅，希望
將製成品送給家人品嚐將製成品送給家人品嚐

 蝴蝶酥製作班深受學生歡迎 蝴蝶酥製作班深受學生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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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目標：

1. 培養學生關愛、尊重他人、承擔、誠信和同理心等價值觀
2. 讓學生懂得關愛及尊重家人的態度、對家庭的承擔精神、與人相處要有誠信及
保持身心健康

3. 學生掌握中西方對家庭的看法，並懂得秉承中國傳統，重視親情
4. 加強學生對中英文閱讀及書寫的興趣
5. 鞏固學生數學運算及估算的能力

活動概況︰

   活動舉行的日期正值本校中一至中五級進行上學期考試，中六級同學
則將完成最後一星期的課堂。學校透過是次活動，希望向中六級學生送上祝

福，讓他們離校前能重拾因疫症停課而遺忘已久的校內活動，留下美好回

憶。中一至中五的同學接受網課的日子接近兩個月，回校便忙於考試，是次

跨科組活動有「揮筆寫揮春」、「暖心年糕及如意蝴蝶酥製作班」、「訪

問及製作與農曆新年有關的短片」、「中英文轉盤遊戲」，藉此營造新春喜

慶、團圓的氣氛，讓學生在百忙中可以感受學校送給他們的祝福，也能認識

節日的意義，藉著寫揮春、小遊戲等，令同學更能了解中國傳統文化和新年

習俗，藉著節日讓學生珍惜中國傳統，強化國民身分認同。

參與科組︰

學科︰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中國歷史、歷史、生活與社會、音樂

組別：德育組、生命教育組、公民教育組、健康及性教育組、家教會、學生會、

 從閱讀中學習小組、圖書館

學會︰中文學會、英文學會、數學學會、歷史學會、音樂學會

主題：承傳中國文化、關愛及尊重家人、對家庭具承擔及誠信

活動日期：2020年9月14日至10月30日

傳情達意頌親恩跨科組活動

主題：承傳中國文化、關愛及尊重家人、對家庭具承擔及 

  誠信、培養健康的身心

活動日期：2021年5月6日至11日

活動概況︰

  是次活動期望喚醒學生對家長、長輩表達感
恩之情。是次跨科組活動有「心心相印」、「猜

猜我有多愛你」、「小心意贈父」、「繽紛水果

凍」、「午間音樂會」，活動提醒同學親恩的深

厚，必得孝敬父母、長輩以作報答。孝悌為仁之

本，學生孝順父母、關愛兄弟，繼而才會愛家庭

及社會，社會氣氛才會和諧。

學生運用圓形面積方法學生運用圓形面積方法
及不同的量度工具，計及不同的量度工具，計
算及估算心意瓶的面積算及估算心意瓶的面積

音樂學會成員負責演奏、歌唱與親音樂學會成員負責演奏、歌唱與親
情有關的歌曲，與全校師生一起在情有關的歌曲，與全校師生一起在

享受音樂享受音樂

為答謝父母辛勤地照顧子女，為答謝父母辛勤地照顧子女，
學生購買禮物表答心意學生購買禮物表答心意

老師教授家長及學生製作果凍老師教授家長及學生製作果凍學生書寫心意卡，以表達對學生書寫心意卡，以表達對
父母、長輩的敬意父母、長輩的敬意

中英文轉盤遊戲中英文轉盤遊戲
中六學生在百忙中都揮筆中六學生在百忙中都揮筆
寫揮春，為師生帶來祝福寫揮春，為師生帶來祝福

英文科老師教授學生與農曆新年英文科老師教授學生與農曆新年
有關的英文知識有關的英文知識

普通話學會成員訪問參與活動的同學普通話學會成員訪問參與活動的同學
對春節的感受對春節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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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輔合一

訓導組

輔導組

1. 舉辦領袖生實務工作坊，讓有經
驗的領袖生長與新晉領袖生分享

經驗，透過團隊活動提升學生的

領導才能和應變能力，加強學生

溝通技巧及提升自信心。

2. 透過參與社區活動，提升學生積
極面對困難的能力，擴濶視野。

5. 安排中五級同學參加「慈山寺洗滌心靈之旅」，
透過靜態心靈活動如抄寫經文或打坐養神等，讓

同學從繁忙的校園節奏中抽身思考，從而達到減

壓目的，啟發思考人生的意義。

1. 推行「師友計畫」，由中三至中五級同學組成輔導學長，以小
組形式讓他們以過來人身份與學弟妹分享當年克服困難的技

巧，協助初中同學儘快適應中學生活。

2. 透過「中一成長營」的歷奇活動、個人反思及小組分享，增加
同學之間的默契，強化自信心及班級士氣，並培養同學互助精

神，締造積極的團隊動力。

3. 中二及中四級同學分別透過「義工Teen地」及「全民起義」活
動進行服務學習，從中提升同學協作、溝通、創造、解決問題

及自我管理的能力，培育同學關愛區內弱勢社群的同理心。

4. 本駐校社工為中三及中四級輔導領袖生舉辦輔導技巧工作坊，
讓同學更有自信擔當領袖的角色。

領袖生實務工作坊領袖生實務工作坊

領袖生訓練營 領袖生訓練營 

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營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營

與警長對話與警長對話——網上欺淩及網上罪行特別早會網上欺淩及網上罪行特別早會

領袖生委任禮領袖生委任禮

長者向同學分享疫情期間生活長者向同學分享疫情期間生活

輔導組老師和同學輔導組老師和同學
合作帶領網上聚會合作帶領網上聚會

義工teen地 

輔導領袖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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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及中四輔導領袖生訓練

輔導學長午間聚會及競技活動

因疫情關係，學期初因疫情關係，學期初
未能舉辦中一成長未能舉辦中一成長

營，輔導組於下學期營，輔導組於下學期
補辦有關訓練活動，補辦有關訓練活動，
同學積極投入活動。同學積極投入活動。

社工講解輔導的技巧社工講解輔導的技巧

同學填寫心意留言，為校園增添更加多的正能量同學填寫心意留言，為校園增添更加多的正能量校園感恩日心意留言版校園感恩日心意留言版

輔導領袖生大會授章儀式及總輔導領袖生分享輔導領袖生大會授章儀式及總輔導領袖生分享

鑑於疫情關係，服務以視像形式進行，同學和服務對象傾談、玩遊戲，為智障人士增添一點歡樂氣氛。鑑於疫情關係，服務以視像形式進行，同學和服務對象傾談、玩遊戲，為智障人士增添一點歡樂氣氛。

中一成長營

中四級全民起義 

校園感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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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以輕鬆的手法引誘導同學思考人生的問題社工以輕鬆的手法引誘導同學思考人生的問題

1. 生命教育培養學生正確的價
值觀，學習自我管理的技巧，

建立正面的態度，引導同學

定下目標及策略，邁向成功人

生。本組透過統籌不同價值培

育校本課程及生涯規劃課程、積

極引進校外團體協辦活動、邀請名

人嘉賓分享人生經驗以及舉辦不同的

比賽（如海報設計、舊曲新詞創作比賽）等

推行價值教育，培養正面樂觀的校園氣氛。

2. 針對各組別每級別的目標，協助編定校本生命教育課，課程
內容基於「知、情、意，行」理論，以現實情境為引子，帶

動同學討論及反思。同學在專業的指導下，學習人際相處技

巧、生活技能和領袖才能、如情緒，財務、時間及衝突管理

等知識。 

3. 邀請社會不同的知名成功人士與學生分享人生經驗，如麥潤
壽先生「逆境自航」，讓學生借鑒別人的成功經驗，開拓自

己的潛能，成就未來。

生命教育

麥潤壽先生「逆境自航」講座麥潤壽先生「逆境自航」講座

長者安居資源中心「身歷其境」長者生活長者安居資源中心「身歷其境」長者生活
同學齊心為長者設計合宜的長者生活設施同學齊心為長者設計合宜的長者生活設施

長者生活體驗團長者生活體驗團
——同學學習照顧長者的技巧同學學習照顧長者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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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旗隊隊員日常練習升旗隊隊員日常練習 每月升旗禮步操進場每月升旗禮步操進場

1. 本校德育組通過不同的教學活動，以及聯繫生命教育組、公民教
育組、各學習領域、學科課程等，為學生提供全面而均衡，以及

多元化的學習經歷，藉此培育學生九種價值觀和態度。德育組積

極參與本校不同的跨科組活動，包括、「惜秋‧念恩—天官

脈絡一線牽之協作活動」、「喜迎新春跨科組活動」和「傳情達

意頌親恩跨科組活動」，這些活動既有學科元素，如寫作、中英

文問答遊戲、閱讀活動等；亦有價值觀元素，例如填寫心意卡向

長輩、老師、父母表達謝意、捐款給長者及兒童機構，向有需要

的人表達關懷，藉此培養學生尊重他人、責任感、承擔精神和關

愛等價值觀。

2. 本組亦善用校外資源，與外間機構緊密合作，例如參與由廉政公
署舉辦的廉政公署互動劇場和參觀廉署、衛生署舉辦的「年少無

酒」中學生互動講座，以活動方式鞏固學生正確的價值觀。

公民及國民教育組
1. 公民及國民教育組透過生命教育課，以《基本法》為主題，
延展憲法教育、國家安全教育及基本法教育，從而建構關注

時政的公民意識，鞏固同學的國民身份及培育學生重責任、

堅毅和承擔的精神。

2. 每月升國旗儀式及旗下講話體現個人、團體以至國家的連結
關係，加深同學對國家的認識。

3. 透過本地考察活動，鞏固學生本土歷史意識，連結中華大地
與地方個體，孕育國民身份。

德育組

學生填寫心意卡向父母道謝學生填寫心意卡向父母道謝

學生參觀廉署，藉此學生參觀廉署，藉此
啟發他們思考正確的啟發他們思考正確的
處事方法，帶出反貪處事方法，帶出反貪
法例精神，以及誠實法例精神，以及誠實
公平、廉潔守法等正公平、廉潔守法等正

面的價值觀。面的價值觀。

每月升旗禮升旗儀式每月升旗禮升旗儀式

在中秋節活動中，師生們製作月餅後送給在中秋節活動中，師生們製作月餅後送給
家人，向家人表達關懷。家人，向家人表達關懷。

學生將善款捐給「長者安老協會」，學生將善款捐給「長者安老協會」，
盡一分綿力幫助有需要人士。盡一分綿力幫助有需要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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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訓練中二至中五同學成為環保大
使，參加由「環境運動委員會」、

「中文大學氣候變化博物館」及

「海洋公園保育基金」舉辦的領袖

訓練，推動全校環保活動，如班際

廢紙回收比賽、班制節能比賽、班

際環保問答比賽，本年加添乾淨紙

包件飲品回收計劃，加強學生環保

意識，培養同學珍惜資源及愛護地

球的責任心。

環保教育組

2. 推行全校師生參與「校園走塑大行動」，措施包括小食部不再
售賣樽裝水、不提供塑膠餐具及塑膠飲管等，目的是鼓勵同學

自備水樽及餐具，培養良好環保意識。學校添置蒸爐，鼓勵同

學自備午餐，減少使用塑膠飯盒。

海洋公園保育嘉年華海洋公園保育嘉年華

免費二手校服送贈免費二手校服送贈

中二環保問答比賽中二環保問答比賽 乾淨紙包飲品盒回收計劃乾淨紙包飲品盒回收計劃

再造紙種子書籤製作班再造紙種子書籤製作班

參觀海龜拯救手術室參觀海龜拯救手術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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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一人一職」、

「學術領袖生」、「輔導

領袖生」及「融合教育」

等計畫，有效建立關懷互

助的校園文化。

  針對全人發展、學術、
操行、體育及服務五大範疇

分別設有獎項。

1. 全人發展範疇包括模範生
推薦計畫及優點獎勵計畫。

2. 學術方面設有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優異獎及校內學業表現優異獎，鼓勵成
績優異及積極學習的同學。

3. 操行範疇設有最有禮貌及最有責任感學生獎勵計畫。

4. 體育範疇設有最佳運動員。

5. 服務範疇設有領袖生表現獎、輔導學長表現獎、學術領袖生表現獎、圖書館
服務生表現獎、學生會表現獎、課外活動領導表現獎及義務服務表現獎。

乾淨紙包飲品盒回收計劃乾淨紙包飲品盒回收計劃

關愛校園

學術領袖生分享學習心得學術領袖生分享學習心得

最佳女運動員最佳女運動員
5C曾楚堯5C曾楚堯

模範生模範生

獎勵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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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約翰救傷隊少青團聖約翰救傷隊少青團 香港航空青年團香港航空青年團

課外活動及其他  學習經歷
1. 推行「一生一制服」計畫，透過四支制服團隊（童軍、女童
軍、聖約翰救傷隊少年團、航空青年團），擴濶學生其他學習

經歷及培養學生自我管理能力，同時亦為服務學習打下基礎，

透過參與對外的比賽和服務，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和歸屬感。

2. 舞蹈組在學界享負盛名，在多項公開比賽中屢奪殊榮，亦多次
獲邀公開演出。於疫情下，練習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同學們仍

積極準備，參與不同的比賽，最終不負眾望奪獎而回。

3. 中樂團為本校音樂科課外活動的重點培訓項目，訓練同學的音
樂合奏能力和團體合作精神。踏入第七個年頭，團員人數已達

40位，分別負責演奏古箏、琵琶、二胡、揚琴和笛子。團員在
校內負責多次表演，並於聯校音樂大賽中獲取不少獎項。

中樂表演中樂表演

設計與科技學會  香港遙控模型車新星賽設計與科技學會  香港遙控模型車新星賽 社際乒乓球比賽社際乒乓球比賽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Fun Day香港青年獎勵計劃Fun Day

與成功有約運動員講座與成功有約運動員講座   袁家瑩小姐袁家瑩小姐

舞蹈組舞蹈組

社長早會分享社長早會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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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航空青年團香港航空青年團 女童軍女童軍

課外活動及其他  學習經歷

4. 透過舞蹈組及中樂團推動中國藝術文化，除了透過練習加
強學員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和喜愛外，亦訓練同學堅毅精神

和協作能力。

5. 設計與科技學會在多項遙控車、環保船設計比賽及無人機
障礙賽中表現一枝獨秀，成績驕人。為了讓同學承傳學校

優勢，本校更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加強無人機培訓及

發展，同時亦把相關技術及知識納入初中設計與科技科的

常規課程內。本學年更加入民航機駕駛模擬訓練，擴闊同

學眼界之餘，職業導向的活動有助同學早日建立目標，努

力向上。

6. 戲劇訓練及創作已納入初中中文科的課程及英文科的課後
活動，每年舉辦班際及社際戲劇比賽。戲劇學會亦多次在

公開比賽中獲取獎項，並獲邀公開演出。本學年因疫情關

係，校際戲劇比賽改以ZOOM形式進行聲演戲劇，同學
們無懼新的形式，勇於接受挑戰的精神助他們克服各個難

關，最後更奪得多個大獎。

中樂表演中樂表演

戲劇學會Zoom校際戲劇比賽戲劇學會Zoom校際戲劇比賽

學會幹事培訓班學會幹事培訓班

科學學會科學學會   再造紙製作再造紙製作

社際地壺球比賽社際地壺球比賽

童軍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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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及海外交流計畫
  本校組織的交流計畫包括全級集體參與的、亦
有因應主題而設立的、如姊妹學校探訪交流及學

科爲本的，以及經辦多年的「韓國多元產業交流
團」。累積多年的經驗，本校已啓動策畫日本及歐
洲的學科考察交流，以配合跨科學習之趨勢，期望

疫情過後，上述各項活動能再次開展。 

扶輪社獎學金英國劍橋交流扶輪社獎學金英國劍橋交流

上海經濟發展及城市規劃探索之旅上海經濟發展及城市規劃探索之旅

北京姊妹學校教育及文化考察團北京姊妹學校教育及文化考察團

深圳創新科技與經濟發展探索之旅深圳創新科技與經濟發展探索之旅

韓國多元產業考察之旅韓國多元產業考察之旅

  自2010-2011學年起，灣仔扶輪社向天水圍官立
中學成績優異或於校內考試具有顯著進步、操行優良

及積極參與課外活動的同學頒發獎學金。獲得獎學金

的同學將享有於暑假前往英國劍橋參加為期三星期沉

浸課程的機會。舉辦至今，已有超過22位同學獲得
獎學金，前往英國交流，並大大擴闊了眼界和視野，

成為他們人生中最為珍貴難忘的經歷和回憶。

英國劍橋三星期暑期英語及文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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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學生會成立至今已二十三載，宗旨是團結全校同學。學生會在每
一個學年皆會根據學生會會章，以一人一票選舉的方式，選出學生會幹事

會。透過選舉活動，培養同學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公民。同時，透過舉辦不

同的活動及比賽，例如敬師日活動、不同類型的球類比賽及歌唱比賽等，

增加同學對學校的歸屬感。另一方面，學生會亦擔當了學生與學校之間溝

通橋樑之角色，使學校更了解同學的需要。

  校友會於2001年5月成立，旨在聯繫並促進校友與母校之
間的溝通。校友會支持母校鼓勵同學積極求學；選派代表參與

「學校管理委員會」，為母校提供校務上的意見。校友會

學生會
第23屆學生會選舉候選內閣大合照第23屆學生會選舉候選內閣大合照

學生會歌唱比賽學生會歌唱比賽

拔河比賽拔河比賽第23屆學生會投票日第23屆學生會投票日

校友重聚日校友重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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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教師會與學校關係密切，經常就學校政
策向校方提供不少寶貴意見，並慨捐學生獎學

金及津貼其他學習活動經費。每年舉辦的活動繁

多，包括敬師日、中六打氣大會、新春團拜、親

子戶外學習日、水果日、母親節義賣、手工藝工

作坊、家長茶聚及定期舉辦家長講座。家長義工

隊積極參與學校多項活動，包括關注膳食小組、

校際朗誦節家長義工服務、水運會、陸運會、校

本職業博覽、家長日及開放日等，充分發揮家校

合作的精神。在家長日、開放日及母親節，家長

義工們親自製作小禮品進行義賣，籌得款項全數

用於學生活動發展。

家長教師會

敬師日製作敬師日製作——生果奶昔蠟燭杯工作坊生果奶昔蠟燭杯工作坊

捉緊子女心捉緊子女心——溝通與衝突處理溝通與衝突處理

傳情達意頌親恩跨科組活動傳情達意頌親恩跨科組活動
——繽紛水果凍繽紛水果凍

減壓有道減壓有道——靜觀體驗工作坊靜觀體驗工作坊

第28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第28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敬師日敬師日——家長會老師送上心意家長會老師送上心意

「與郭校長Tea一Tea」之真情對話「與郭校長Tea一Tea」之真情對話

機不離手機不離手——「正面紀律」的管教技巧「正面紀律」的管教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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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第二十五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本校同學參加第五屆「夫子盃」演講比賽，勇奪多項獎項，成績傲人。本校同學參加第五屆「夫子盃」演講比賽，勇奪多項獎項，成績傲人。
黃子權同學（3D班）和鍾婉欣同學（5A班）分別榮獲普通話組初中組季軍及黃子權同學（3D班）和鍾婉欣同學（5A班）分別榮獲普通話組初中組季軍及
高中組殿軍，范冰冰同學（2D班）和鍾嘉寶同學（5D班）亦分別榮獲粵語組高中組殿軍，范冰冰同學（2D班）和鍾嘉寶同學（5D班）亦分別榮獲粵語組

初中組殿軍及高中組季軍初中組殿軍及高中組季軍

學生獲獎項目

主辦機構 名稱 組別 成績

童夢同行
童夢同行 第一屆《童行盃》 
全港校際服務辯論比賽

　

冠軍

最佳辯論員（初賽）

最佳辯論員（準決賽）

官立中學「臥龍盃」 第二屆臥龍盃―官立中學多角辯論賽 　 亞軍

Education Bureau 11th Inter-government School  
Debate Competition (Semi-finalist) 　 2nd Runner-up

粵港澳大灣區教育發展協會
2020粵港澳大灣區 

兩文三語故事演講比賽（香港賽區） 
普通話組

中一
冠軍

亞軍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
第23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新界區）

初中組
優異星獎狀

良好獎狀

高中組 良好獎狀

夫子盃教育發展信託基金  第五屆【夫子盃】演講比賽

普通話組初中組 季軍

普通話組高中組 殿軍

粵語組初中組 殿軍

粵語組高中組 季軍

東井圓林東慈善基金
薪火相傳五千年： 

璀璨的中華文化2020全城德育發展計劃 
中學標語創作比賽

初中 優異獎

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會 2021哈佛書獎 中五 哈佛書奬2021證書
HK Educational  

Publishing Limited  
and  

Athens Education

The 32nd Annual Book Report Competition  
f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Extensive Reading Section - 
 Multimedia Section Outsanding Entry

Extensive Reading Section -  
English Section Outsanding Entry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及  
The China Current聯合 

主辦

第一屆全港學生 
《中國故事》專題研習報告大賽

高中組 優異獎

敬師日製作敬師日製作——生果奶昔蠟燭杯工作坊生果奶昔蠟燭杯工作坊

敬師日敬師日——家長會老師送上心意家長會老師送上心意

第二屆臥龍盃第二屆臥龍盃──官立中學多角辯論賽官立中學多角辯論賽

學術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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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行盃.tif童行盃.tif童行盃.tif童行盃.tif

主辦機構 名稱 組別 成績

知識產權署 知識產權署校際網上知識產權問答比賽 中學 優異獎

香港特別行政區   
教育局

第六屆《基本法》全港校際問答比賽 初中組 積極參與嘉許狀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港澳盃HKMO OPEN
中學一年級組 合格

中學二年級組 合格

香港青年旅舍協會
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計劃  
『兩代情』徵文比賽

初中組
優異獎

「最踴躍參與 學校獎」 
亞軍

香港虛擬大學
The Chemists Online Self- 

study Award Scheme 　
Diamond award

Bronze award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第十七屆「兩文三語」菁英大比拼 　
嘉許狀

優秀學校

香港教育大學
第一屆大灣區「尊師重道」 

生命教育徵文比賽
　 優秀作品

中國文化研究院 篇篇流螢網上廣泛閱讀計劃 中一及中二 優異獎（班別）

第一屆大灣區「尊師重道」第一屆大灣區「尊師重道」
生命教育徵文比賽生命教育徵文比賽

童行盃童行盃

2020粵港澳大灣區兩文三語故事演講大賽2020粵港澳大灣區兩文三語故事演講大賽

曾憲子同學（5D班）獲推薦參加全港中學曾憲子同學（5D班）獲推薦參加全港中學
「兩文三語」菁英大比拼（第十七屆），「兩文三語」菁英大比拼（第十七屆），
於近三百位高中參賽者中脫穎而出，躋身於近三百位高中參賽者中脫穎而出，躋身

複賽，獲頒嘉許狀，本校亦同時榮獲複賽，獲頒嘉許狀，本校亦同時榮獲
「優秀學校」獎狀「優秀學校」獎狀

璀璨的中華文化中學標語創作比賽璀璨的中華文化中學標語創作比賽
——入圍十四強入圍十四強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積極參與獎」積極參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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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名稱 組別 成績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七十二屆校際朗誦節 中學

英語獨誦亞軍

英語獨誦季軍

粵語獨誦季軍

普通話獨誦季軍

香港教育發展協會、 
粵港澳大灣教育發展協會、 
香港教師專業發展協會、 

思沛國際 
聯合主辦

2021香港學界朗誦大賽

英語獨誦（中一） 優良獎

英語獨誦（中二）

亞軍

季軍

優良獎

英語獨誦（中五）

冠軍

亞軍

優良獎

粵語獨誦（中二） 季軍

粵語獨誦（中三）

冠軍

亞軍

季軍

粵語獨誦（中五）
冠軍

亞軍

普通話獨誦（中二） 冠軍

校際朗誦節校際朗誦節

7272 ndn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Winners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Winners

朗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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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名稱 組別 成績

科普教育基金

2020網上虛擬遙控模型車精英挑戰賽

學校組別 總冠軍

學生個人賽A組
季軍

第七名

網上遙控模型車競速挑戰賽

個人賽

亞軍

季軍

一等獎

隊際賽
冠軍

亞軍

生產力促進局 CPS模型車設計及競技比賽 　 外觀設計大獎

香港遙控模型車總會 遙控模型車新星賽2020 個人賽

第5名

第8名

第9名

第10名

設計與科技方面

俊和2020網上虛擬遙控模型車精英挑戰賽俊和2020網上虛擬遙控模型車精英挑戰賽 CPS模型車設計及競技比賽CPS模型車設計及競技比賽

元朗區青年網絡計劃元朗區青年網絡計劃——STEM工作坊暨比賽活動STEM工作坊暨比賽活動

遙控模型車新星賽2020遙控模型車新星賽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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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方面

主辦機構 名稱 組別 成績

屯門區文藝協進會

第三十五屆屯門區舞蹈比賽

公開組 
（春采）

金獎

公開組 
（雨後海棠）

金獎

屯門區第三十五屆舞蹈大賽

群舞 
 （頂家女兒）

金獎

三人舞 
 （巴哈爾古麗）

金獎

獨舞  
（月夜玫瑰）

金獎

獨舞 
 （一硯梨花雨）

銀獎

觀塘文娛康樂促進會 第49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三人舞  
（巴哈爾古麗）

金獎

獨舞 
 （月夜玫瑰）

金獎

獨舞  
（一硯梨花雨）

銀獎

獨舞 
 （紅河女兒）

銀獎

一硯梨花雨一硯梨花雨雨中海棠雨中海棠

巴哈爾古麗巴哈爾古麗

紅河女兒紅河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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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名稱 組別 成績

香港學界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教育局

第五十七屆學校舞蹈節

 群舞  
（春采）

甲級獎

群舞 
 （頂家女兒）

甲級獎

三人舞  
（巴哈爾古麗）

優等獎

三人舞  
（雨中海棠）

甲級獎

獨舞 
 （月夜玫瑰）

優等獎

獨舞 
 （一硯梨花雨）

甲級獎

獨舞  
（紅河女兒）

甲級獎

元朗區文藝協進會 元全一叮2021才藝比賽
三人舞 

 （巴哈爾古麗）
優異獎

春采春采

月夜玫瑰月夜玫瑰

頂家女兒頂家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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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名稱 組別 成績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及 
香港硬筆書法家協會合辦

第二十五屆全港中小學 
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中學組（初中） 入圍獎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箏獨奏（高級組） 季軍

主辦機構 名稱 組別 成績

教育局及香港藝術學院 香港學校戲劇節2020/2021 中學

傑出合作獎

傑出影音效果獎

傑出整體演出獎

傑出演員獎

長者學苑 長者學苑聯網第二屆「長幼有情」攝影比賽 中學 優異獎

香港數理學會 香港生物素養比賽(2020/2021) 　 一級榮譽

香港浸會大學 有機大使培訓計劃 中學校園組

金獎畢業證書

銅獎畢業證書

畢業證書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2019-2020有機大使培訓計劃 校園組 畢業證書

藝術方面

其他方面

1D 李映潼 古箏1D 李映潼 古箏

戲劇學會戲劇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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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新界元朗天水圍天耀邨第二期

Phase II, Tin Yiu Estate, Tin Shui Wai, Yuen Long, N.T.

電話Tel.：2445 0967

傳真Fax：2446 3766

網址：http://www.tswgss.edu.hk

電郵：tswgss@edb.gov.hk

本校由教育局分配中一學位，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日期為

2022年1月3日至2022年1月17日。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於2021年12月初

開始派發，家長可親臨本校索取或在本校網頁

(www.tswgss.edu.hk)下載，

申請結果由教育局於7月發佈。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