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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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2023教學人員 55人（包括校長）

外籍英語教師 1人

學歷 學士學位：100% 教育文憑：93% 碩士與博士：35% 特殊教育培訓：35%
年資 0-4年：13%      5-9年：5%     10年或以上：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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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天的公開課。參與

公開課堂老師共29名，合共11科目（中文、英

文、數學、通識、物理、化學、生物、歷史、

中史、地理、生活與社會）。總參與學校共13
所，合共60人次報名，當中共有45名老師、13
名科主任、2名副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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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老師參與「自主學習領導策略分享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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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後分組交流課後分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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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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IZL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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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幫助本校學生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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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LET/LOILONOTE 教師培訓工作坊PADLET/LOILONOTE 教師培訓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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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交流

1. 本校全體教師參觀「學與教博覽2021」，出席具啟發性

並內容涵蓋多元教育主題的演講及研討會，接觸最新的教

學資訊，探索具創意及高效的教學方法，提升教師的專業

能量，推動學生自學成效。

2. 本校老師為教育局開辦電子零件及電路基礎的學與教策略

及實習工作坊，分享本校教授電子學策略及規劃經驗，介

紹本校運用綜合不同STEM範疇的知識與技能的教與學活

動，並提供機會讓其他老師動手完成電子習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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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老師分享教授電子學策略及方法本校老師分享教授電子學策略及方法
及示範電子焊接的技術及示範電子焊接的技術

English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orkshop English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orkshop 
(STMGSS & TSWGSS)(STMGSS & TSWGSS)

教師發展日教師發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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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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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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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加強與跨學科英語學習有關的支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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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有一名外籍英語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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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想盃」全港中學生演講比賽「夢想盃」全港中學生演講比賽
即席演講組季軍即席演講組季軍

「我愛我的祖國」「我愛我的祖國」——金紫荊盃香港金紫荊盃香港
校際作文暨普通話朗誦大賽校際作文暨普通話朗誦大賽

文化精英盃文化精英盃
社際辯論比賽社際辯論比賽

（早讀）好書分享（早讀）好書分享

SRL FestivalSRL Festival

S1 students are S1 students are 
very absorbed in very absorbed in 

their play 'Wild City'their play 'Wild City'

第三屆臥龍盃第三屆臥龍盃——官立中學多角辯論賽官立中學多角辯論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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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優良，整體合格率為87.4%。

2022中學文憑試成績

2022年大學聯招取錄概況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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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大學 
8% 

理工大學 
21% 

城市大學 
21% 

教育大學 
14% 

東華學院 
14% 

珠海書院 
8% 

嶺南大學 
14% 

2022 年年大大學學聯聯招招取取錄錄概概況況 
 

中文大學 理工大學 城市大學 教育大學 東華學院 珠海書院 嶺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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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最佳成績首8名學生

6D6D 李穎心 李穎心

6D6D 陳傑昌 陳傑昌 6D6D 施振濤 施振濤

6D6D 溫德銘 溫德銘 6A6A 曾子游 曾子游

6D6D 鍾嘉寶 鍾嘉寶 6D6D 盧嘉欣 盧嘉欣

6D6D 曾憲子 曾憲子

1科5**
4科4

2科5
3科4

1科5
4科4

1科5*
2科4

4科4
2科3

1科5
3科4

1科5
1科4

2科5
5科4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英文學士英文學士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理工大學

會計及金融（榮譽）工商管理會計及金融（榮譽）工商管理

學士組合課程學士組合課程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理工大學

土木工程及可持續發展學土木工程及可持續發展學

（榮譽）工學士組合課程（榮譽）工學士組合課程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理工大學

土木工程及可持續發展學土木工程及可持續發展學

（榮譽）工學士組合課程（榮譽）工學士組合課程

東華學院東華學院

護理學（榮譽）健康科學學士護理學（榮譽）健康科學學士

嶺南大學嶺南大學

中文中文（榮譽）（榮譽）文學士文學士

香港城市大學香港城市大學

理學士（化學）理學士（化學）

香港城市大學  能源及環境學院 香港城市大學  能源及環境學院 
【選項：工學士（能源科學及工程學）、【選項：工學士（能源科學及工程學）、

工學士（環境科學及工程學）】工學士（環境科學及工程學）】

恭賀本校中六同學考獲優異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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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主要關注事項
1. 提升學生多元共通能力
  透過跨學科及組別協作，提升學生多元共通能力，加強自學成效

2. 提升學生自我管理能力
透過學生目標設訂、人際關係、生涯規劃、領袖訓練及校園優化計劃，

提升學生自我管理能力

職業博覽職業博覽

領袖訓練領袖訓練

輔導領袖生午間聚會
輔導領袖生午間聚會

《積極樂觀﹑感恩珍惜》講座《積極樂觀﹑感恩珍惜》講座
主講嘉賓：香港空手道代表劉知名先生主講嘉賓：香港空手道代表劉知名先生

聖誕感恩活動聖誕感恩活動

立體風箏製作立體風箏製作 重陽送祝福及花藝製作班重陽送祝福及花藝製作班

「九月重陽表敬意」跨科組活動

「燈火醒獅迎躍虎  文化悠揚顯科創」新春跨科組活動

跨課程語文學習(Language Across
the Curriculum-LAC)

學生以英語自信地表達學生以英語自信地表達
其他學科內容其他學科內容

「小眼睛看世界」趣味新年遊戲「小眼睛看世界」趣味新年遊戲

紅包設計送祝福紅包設計送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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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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設有由英文科作主導，於初中與地理、歷

史 、 數 學 、 綜 合 科 學 ， 進 行 跨 課 程 語 文 學 習

(Language Across the Curricula)，設計以英語

詞彙、文法、結構作基調，各科知識點作布局之

「跨課程語文學習冊」(LAC Booklets)，並在不

同科組循環運作使用，全面加強學生自主學習能

力及學習效能。透過反復練習，以不同學科知識

點作實踐應用，全面地照顧多樣性學習―能力

高者精益求精，能力稍遜者穩步上揚，達成學習

目標。

提升學生英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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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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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d-Autumn FestivalMid-Autumn Festival

Self-regulated Learning festivalSelf-regulated Learning festival

Drama Workshop and Drama Training ProgrammeDrama Workshop and Drama Training Programme

English Club monthly activitiesEnglish Club monthly activities

S1 Subject-based SRL S1 Subject-based SRL 
English Reading SchemeEnglish Reading Scheme

Inter-house English Singing Inter-house English Singing 
ContestContest

English Star ProgrammeEnglish Star Programme
Inter-house English Singing Inter-house English Singing 

CompetitionCompetition

S1 English Bridging ProgrammeS1 English Bridging Programme

S1 Inter-House English S1 Inter-House English 
Drama CompetitionDrama Competition

Inter-house English Inter-house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Public Speaking 

CompetitionCompetition

Wan Yan ClassWan Yan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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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官學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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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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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觀歷史博物館參觀歷史博物館

參觀香港飛機工程有限公司參觀香港飛機工程有限公司

參觀民航署航空教育徑參觀民航署航空教育徑

參觀屏山文物徑參觀屏山文物徑

嘉道理農場泥土探究課程嘉道理農場泥土探究課程 大棠深度行大棠深度行

迪士尼青少年奇妙學習系列迪士尼青少年奇妙學習系列

學術節高中際辯論比賽學術節高中際辯論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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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配合全球教育趨勢，學校大力推動ST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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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與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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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與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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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的「可再生能源之探索」由

物理科、地理科及環保教育組聯合主辦，目的在加強學生認識

及了解可再生能源在香港推行的可能性，更會從環保角度出

發，探討可再生能源為社會帶來的好處。另外，亦舉辦全校社

際3D吉祥物設計比賽，將課堂上學習的設計軟件知識，讓同

學發揮創意加以應用。

2. 設計與科技科與圖書館合作推行科本自主閱讀計劃，鼓勵中一

至中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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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機編程避

障任務班、Robomaster青少

年挑戰賽訓練班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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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STEM教育
發揮創意潛能

Robomaster青少年挑戰賽訓練班Robomaster青少年挑戰賽訓練班
 學生專注地編寫機械人程式 學生專注地編寫機械人程式

遙控模型車新星賽2021遙控模型車新星賽2021

學生安裝電子零件及測試電路學生安裝電子零件及測試電路
STEM跨學科主題教學活動：STEM跨學科主題教學活動：

機械人(mBot)結構及編程機械人(mBot)結構及編程

STEM日營塔式起重機（天秤）模型製作比賽STEM日營塔式起重機（天秤）模型製作比賽

社際STEM 3D打印吉祥物比賽社際STEM 3D打印吉祥物比賽

吉祥物吉祥物

分子雪糕分子雪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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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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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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才盃STEM教

育挑戰賽」、「International Biology Olympiad 2021 Hong 
Kong Contest」、「The 1st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 
Cosmetic Formulation Competition」、「Chemists Online 
Sel f-Study Award Scheme」比賽、「香港機關王競賽」、

「名師高徒」導師計劃、遙控模型車新星賽2021、021全港校

際模擬飛行挑戰賽、STEM冬日營塔式起重機（天秤）模型製作

比賽、元朗區中學機械人培訓工作坊、Robomaster青少年挑戰

賽、Robomaster體驗日、無人機編程避障任務班、無人機體驗

日、學界科技體育運動—遙控模型車積分賽等，不勝枚舉。

6. 校內比賽方面，有社際STEM比賽、班際Rummikub挑戰賽、數

學遊蹤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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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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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燈火醒獅迎躍虎  文
化悠揚顯科創」新春跨科組活動中，以「花火的科學」串聯起花

火的成份與顏色的關係（化學科）及花火的發射及升空高度（物

理科），主題式的研習加上大型的操場展示活動，讓學於體驗中

學習。

推動STEM教育
發揮創意潛能

「花火的科學」：垂直發射體驗「花火的科學」：垂直發射體驗

Robomaster青少年挑戰賽訓練班Robomaster青少年挑戰賽訓練班

遙控模型車新星賽2021遙控模型車新星賽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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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人機編程避障任務班無人機編程避障任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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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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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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星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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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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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領袖生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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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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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學的學習方

法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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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補習班「摘星之旅」校友補習班

追星計劃追星計劃

舊生羅詠詩，網上早會分享舊生羅詠詩，網上早會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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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針對不同級別同學的需要設計校本生涯規劃課程，深化學生對

生涯規劃認識及了解其重要性。

2. 中三同學在「生涯規劃日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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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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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規劃未來。

另類升學途徑講座另類升學途徑講座

生涯規劃及升學就業輔導

中六聯校模擬升學面試中六聯校模擬升學面試

迪士尼款客服務體驗坊迪士尼款客服務體驗坊

職業博覽2021大合照職業博覽2021大合照

土木工程土木工程

酒店及旅遊管理酒店及旅遊管理

中廚及西廚中廚及西廚

放射診斷放射診斷

職業治療職業治療

中三選科日營中三選科日營

中三級「應用學習課程簡介中三級「應用學習課程簡介
暨高中升學準備」講座暨高中升學準備」講座

花藝花藝

中五大學聯招暨多元升學出路講座中五大學聯招暨多元升學出路講座

職業博覽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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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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精英盃，以及跨科、組閱讀活動等，以閱讀

引拓展學生學科知識及引導學生建構正面價值觀

閱讀，並進行每月「好書分享」及每月好書分享

比賽擴闊同學的閱讀空間，增加他們公開演說的

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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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共有18科與圖書館合作推行「科本自學閱讀計

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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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l igh ts、

LightSail Online English Learning Platfor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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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多項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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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學校大堂亦添置了「漂

書閣」，讓同學可以隨時隨地、自由地閱讀由老

師和同學推介的好書，增廣見聞和陶冶性情。 

每月好書分享比賽每月好書分享比賽科本自學閱讀計劃同學踴躍借書科本自學閱讀計劃同學踴躍借書

主題書展主題書展

閱讀工作坊閱讀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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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學生閱讀習 慣及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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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真假資訊和提問技巧等，促進

學生的跨科能力轉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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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重陽表敬意」、2月「燈火醒獅迎躍

虎•文化悠揚顯創科」新春跨科組活動和6月頌親恩的

學習主題，加插有獎閱讀問答遊戲和提供相關的閱讀材

料，以閱讀鋪墊學習的基礎，並以活動擴大學生閱讀面

和深度，提升學生閱讀的量和質。 　

5. 推行「跨學科英語學習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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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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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際電子書閱讀問答比

賽、教城閱讀挑戰計劃、晨讀每月好書分享、每月好書分

享比賽、閱讀工作坊、第十九屆十本好讀投票、電子版晨

讀好書推介、哈佛書 、「社際天中扮嘢王」角色扮演比

賽等活動覆蓋各級，主題廣泛，提升了閱讀的質量。
每月好書分享比賽每月好書分享比賽

社際電子書閱讀問答比賽 社際電子書閱讀問答比賽 

社際天中扮嘢王比賽社際天中扮嘢王比賽

早讀每月好書分享早讀每月好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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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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大型活動分別為「九月重陽表敬意跨科組活動」及「燈火醒獅

迎躍虎 文化悠揚顯科創」新春跨科組活動。

九月重陽表敬意跨科組活動
活動日期：

2021年10月11日至10月15日

參與科組︰

學科︰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普通話、中國歷史、歷史、生物、

 物理、設計與工藝、生活與社會、視覺藝術、公民與社會發展

組別：德育組、生命教育組、從閱讀中學習組、圖書館、學生會、訓導組

 輔導組、家教會、環保教育組、健康及性教育組

學會︰中文學會、英文學會、普通話學會、數學學會、歷史學會、科學學會

活動概況︰

  本年度德育組主辦的「九月重陽表敬意跨科組活動」，主題是承傳中

國傳統文化、培養學生敬老崇孝，以及建立學生對國家的身分認同。活動

包括在地下大堂展示各類型菊花，並附上介紹菊花的中英文資料及它的藥

用價值，同學賞花時可投票選出最喜愛的菊花。是次活動亦特設有壓乾花

（菊花）書簽製作及花藝班，以及讓學生填寫心意卡給長輩，並將心意卡

掛上架上。德育大使及學生會成員在地下大堂售賣御守符，並將全數款項

捐給長者安老協會。

價值觀：

尊重他人

關愛

承擔精神

同理心

國民身分認同

活動目標：

1. 以開放和包容的態度，欣賞和尊重

中國文化（山東濰坊），並鼓勵他

們身體力行，在生活中實踐正面的

價值觀和態度。 
2. 培養學生對「敬老崇孝」的態度。 
3. 掌握重陽節的意義。 
4. 有效地建立對國家的身分認同。 
5. 了解國家優秀的文化傳統，認同維

護文化安全是維繫國家的基礎。 

乾菊書簽製作乾菊書簽製作

從閱讀中學習小組圖書展出從閱讀中學習小組圖書展出

數學科立體風箏製作數學科立體風箏製作

悠然賞秋菊悠然賞秋菊

花藝製作班花藝製作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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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火醒獅迎躍虎 文化悠揚顯科創」新春跨科組活動

參與科組︰

學科︰ 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普通話、中國歷史、歷史、科學、STEM、 
生物、物理、化學、音樂、設計與科技、專題研習、視覺藝術

組別： 德育組、生命教育組、從閱讀中學習組、圖書館、學生會、健康及性教

育組

學會︰ 中文學會、英文學會、普通話學會、歷史學會、科學學會、美術學會、

設計與科技學會、音樂學會、圖書館學會

活動日期：

2022年2月10日至3月4日、5月5月11只18日

（因應疫情發展，部分活動於恢復面授課堂後進行）

活動特色：

•兩文三語賀虎歲

•文化藝術共一爐

•文理交匯貫中西

•關愛祖國與世界
活動目標：

1. 提升國民身分認同，珍惜傳統中國文化

2. 認識有關春節的歷史、文化習俗，培養

學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愛之情

3. 培養學生對家人關愛的態度

4. 承傳中國傳統文化，體驗節日的快樂

5. 開啟科學精神之門，培養學生創新意識

•從老虎看基因遺傳

•醒獅機械人

•熱空氣流動與走馬燈

•煙火效應與花火

價值觀：

堅毅

尊重他人

責任感

國民身分認同

承擔精神

關愛

同理心

勤勞

活動概況︰

  本年度跨學科活動「燈火醒獅迎躍

虎 文化悠揚顯科創」融入了國安法框架，

提升國民身份的認同，珍惜傳統的中國文

化。以傳統節日作為切入點開展教學活

動，融合了跨科組協作、早會發表等形

式，讓學生相互合作、共同設計、創造、

研究。在此基礎上融入自身經驗自我表

現、充分交流，體驗到了活動帶來的快樂

也學習到了相關的知識。在恢復線下教學

的五月份，跨科組活動進行餘下活動—

攤位展示時，學生們也反應熱烈。透過活

動培養學生的創造能力與審美能力，讓他

們更深入瞭解到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也

對自己是中國人而感到驕傲和自豪。

悠然賞秋菊悠然賞秋菊

從老虎看基因遺傳從老虎看基因遺傳 祝福送暖傳心聲祝福送暖傳心聲

化學：花火模擬示範化學：花火模擬示範

物理：垂直發射示範物理：垂直發射示範

燈火醒獅迎躍虎(STEM)燈火醒獅迎躍虎(STEM)

紅包設計送祝福紅包設計送祝福

剪紙文化及學生優秀作品
剪紙文化及學生優秀作品

幸運走馬燈製作幸運走馬燈製作

Spinning a Wheel of FortuneSpinning a Wheel of Fortune

TIN SHUI WAI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 19



訓輔合一

輔導組
1. 推行「師友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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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透過「校園感恩日」，社工帶領輔導學長為同學打打氣，全校反應熱烈，參

與活動的同學總共有近五百人次。

6. 安排同學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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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中六班主任和同學於「考試英雄誓師會」聚首一堂，校長、

中六級各班主任以及總輔導領袖生向中六同學作勉勵，並展

示全校師弟妹的祝福心意留言版，為即將應考文憑試的中六

同學打氣。

校園感恩日

「聖誕表心意」聖誕節攤位活動

訓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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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袖生委任禮領袖生委任禮

與警長對話與警長對話——網上罪行網上罪行

領袖生實務工作坊領袖生實務工作坊

領袖生歷奇訓練領袖生歷奇訓練

青少年領袖獎勵計劃青少年領袖獎勵計劃

同學填寫心意留言，為校園同學填寫心意留言，為校園
增添更加多的正能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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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袖訓練日營領袖訓練日營

少年警訊夏令營少年警訊夏令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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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學長午間聚會及競技活動

中一成長營

中四級全民起義 

中六考試英雄誓師會 

輔導領袖生大會授章儀式及
總輔導領袖生分享

中二級義工Teen地

中三及中四輔導領袖生訓練

鑑於疫情關係，服務以視鑑於疫情關係，服務以視
像形式進行，同學和服務像形式進行，同學和服務
對象傾談、玩遊戲，及製對象傾談、玩遊戲，及製
作打氣海報和標語，為老作打氣海報和標語，為老
友記增添一點歡樂氣氛。友記增添一點歡樂氣氛。

輔導技巧工作坊輔導技巧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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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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不同價值培育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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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欣賞、互

動劇場、工作坊）等推行價值教育，培養正面樂觀的校園氣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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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明會童一天空下講座，宣明會童一天空下講座，
教導同學要珍惜所有的資源。教導同學要珍惜所有的資源。

社工以輕鬆的手法引誘導同學社工以輕鬆的手法引誘導同學
思考人生的問題思考人生的問題 同學們細心聆聽導演分享創作心路歷程同學們細心聆聽導演分享創作心路歷程

線上互動劇場線上互動劇場——真假售貨員真假售貨員

和諧粉彩工作坊和諧粉彩工作坊 紅十字會戰區90互動劇場工作坊紅十字會戰區90互動劇場工作坊

愛生命電影節電影欣賞愛生命電影節電影欣賞——歲月神偷歲月神偷

班際海報設計比賽優異作品班際海報設計比賽優異作品

麥潤壽先生麥潤壽先生
「逆境自航」講座「逆境自航」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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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校德育組有效地與各學習領域、學科課程緊密結合，為學

生提供全面而均衡、多元化的學習經歷，協力培養他們良好

的品格及公民素質。

2. 在中一至中六級的生命教育課，加入堅毅、尊重他人、責任

感、國民身分認同、承擔精神、關愛、誠信、守法、同理心

及勤勞這十種首要價值觀和態度，以幫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

值觀。

3. 規劃切合學生成長及生活需要的學習經歷，以幫助學生建立

正面的價值觀和培養積極的態度。其中德育組的「好人好

事」能透過教導學生設訂目標、改善人際關係等提升學生自

我管理能力，例如由「九月重陽節表敬意」及「父親節表敬

意」活動，這些活動能讓學生感受彌足珍貴的中國傳統價值

觀，承傳中國文化。活動既有學科元素，如中英文寫作、標

語創作、閱讀活動等、立體風箏製作原理；亦有價值觀元

素，如書寫心意卡向長輩、老師及父母表達謝意，捐款給長

者及兒童機構，向有需要的人表達關懷，藉此培養學生專重

他人、責任感及承擔精神等價值觀。

4. 本組亦善用校外資源，與外間機構緊密合作，如參與由廉政

公署舉辦的互動劇場及參觀廉署，透過互動話劇及親身參

觀，啟發學生思考正確的處事方法，帶出反貪法例精神，以

及誠實公平、廉潔守法等正面價值觀。此外本校參與由衛生

署舉辦的處理「焦慮DIY」中學生互動講座，能提高中學生對

焦慮情緒的認識，並讓學生學習鬆弛技巧及其他有效的減壓

方法，這些活動都能鞏固學生的正確價值觀。

2. 根據教育局指引，本學年10月1日起，每星期的首個上課天均舉行升旗禮。因應

防疫限制，避免大型集會及保持社交距離，學校安排每班兩位同學到操場參與實

體儀式，其餘同學則在課室透過實時直播方式舉行升旗禮，在雨天時則改在有蓋

操場舉行。每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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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每月一次改為每周一次的升旗禮，人手要求及應變措施均須調整。有幸升旗隊

成立經年，經驗傳承，對更為頻密的升旗禮亦應付裕如。持之以恆的舉行升旗儀

式，有助鞏固國民身份。

德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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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主體，開展憲法教育、

國家安全教育及基本法教

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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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建構

關注時政的公民意識。

學生掛上心意卡，學生掛上心意卡，
為長輩帶來祝福為長輩帶來祝福

義賣御守符，善款全數捐給長者安老協會義賣御守符，善款全數捐給長者安老協會

每周升旗禮升旗儀式每周升旗禮升旗儀式升旗隊隊員日常練習升旗隊隊員日常練習

義賣茶葉罐，善款全數捐給耆康會義賣茶葉罐，善款全數捐給耆康會

學生填寫父親節學生填寫父親節
心意卡心意卡

旗下講話旗下講話

TIN SHUI WAI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 23



環保教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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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館長社

區氣候行動」計劃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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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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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約能源」班際環保問答比賽
「節約能源」班際環保問答比賽

認識本地淡水龜保育講座認識本地淡水龜保育講座

淡水生態保育戶外考察淡水生態保育戶外考察——烏蛟騰烏蛟騰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低碳生活問答比賽」，「低碳生活問答比賽」，

本校榮獲「最佳成績學校獎」及本校榮獲「最佳成績學校獎」及
「最積極參與學校獎」「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國際環保博覽2021國際環保博覽2021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環保戲劇表演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環保戲劇表演

「中文大學氣候變化博物館「中文大學氣候變化博物館——未來館長社區氣候行動」計劃「海洋哀嚎」未來館長社區氣候行動」計劃「海洋哀嚎」
網上展覽 及未來館長社區氣候培訓課程網上展覽 及未來館長社區氣候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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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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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劃及優點獎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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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勵計劃。

4. 體育範疇設有最佳運動員。

5. 服務範疇設有最傑出學生獎、領袖生表現獎、學生輔導領

袖生表現獎、學術領袖生表現獎、圖書館領袖生表現獎、

學生會表現獎、傑出課外活動獎及藝術表現傑出獎。

關愛校園

獎勵計劃

  推行「一人一職」、「學術領袖生」、「輔導領袖生」及

「融合教育」等計劃，有效建立關懷互助的校園文化。

領袖生表現獎：領袖生表現獎：
5D曾憲子及5A陳曉琳5D曾憲子及5A陳曉琳

學生輔導領袖生表現獎：學生輔導領袖生表現獎：
5D溫德銘及5D黃雪儀5D溫德銘及5D黃雪儀

模範生模範生

最佳女運動員：最佳女運動員：
5C曾楚堯及5C鄧匡政5C曾楚堯及5C鄧匡政

最佳女運動員：最佳女運動員：
5C曾楚堯5C曾楚堯

輔導領袖生大會輔導領袖生大會 學術領袖生分享學習心得學術領袖生分享學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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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及其他學習經歷
1. 推行「一生一制服」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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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終

試後活動的制服團隊大比拼更提供了機會給隊員合

作並追求更高更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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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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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更

會開辦弦樂團，擴闊同學在音樂上涉獵的範圍，亦

希望提供多一個舞台給學習弦樂的同學展示才華。

制服團隊比賽

制服團隊高塔設計比賽制服團隊高塔設計比賽

——總冠軍 聖約翰救傷隊總冠軍 聖約翰救傷隊

制服團隊大比拼制服團隊大比拼

——炮彈架製作及發射比賽炮彈架製作及發射比賽

 高塔設計比賽 高塔設計比賽

舞蹈組舞蹈組

中樂團中樂團

社際籃球比賽社際籃球比賽

女童軍家務技能女童軍家務技能

縫紉班縫紉班

聖約翰救傷隊聖約翰救傷隊

制服檢閱及步操比賽制服檢閱及步操比賽
童軍進行原野烹飪訓練童軍進行原野烹飪訓練

香港航空青年團步操訓練香港航空青年團步操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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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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學 IT創新實驗室」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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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omaster青少年挑戰賽訓練班、無人機編程避障任務班等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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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著去年聲

演的經驗，今年繼續接受挑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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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際STEM 3D 吉祥物設計比賽

English DramaEnglish Drama

「與成功有約」講座「與成功有約」講座——奧運精神 黃紫程小姐奧運精神 黃紫程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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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omaster青少年挑戰賽訓練班Robomaster青少年挑戰賽訓練班

社際地壺球比賽社際地壺球比賽

社際STEM 3D吉祥物設計比賽社際STEM 3D吉祥物設計比賽
高中組高中組

社際STEM 3D吉祥物設計比賽社際STEM 3D吉祥物設計比賽
初中組初中組

女童軍家務技能女童軍家務技能

縫紉班縫紉班

校際戲劇比賽校際戲劇比賽

香港航空青年團步操訓練香港航空青年團步操訓練

社際乒乓球比賽社際乒乓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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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及海外交流計劃

  本校組織的交流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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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的，以及經辦多年的

「韓國多元產業交流團」。累積多年的經驗，本校已啓動策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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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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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多元產業考察之旅韓國多元產業考察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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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輪社獎學英國劍橋交流扶輪社獎學英國劍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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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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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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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學生會成立至今已二十四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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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會

英國劍橋三星期
暑期英語及文化課程

第24及25屆學生會內閣大合照第24及25屆學生會內閣大合照

學生會試後活動（中五競賽）學生會試後活動（中五競賽）

班際閃避球比賽班際閃避球比賽

第25屆學生會選舉答問大會第25屆學生會選舉答問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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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會歌唱比賽學生會歌唱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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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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親節義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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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屆「爸媽：我與您的第15屆「爸媽：我與您的
最難忘」徵文比賽季軍最難忘」徵文比賽季軍

「與郭校長Tea一Tea」之真情對話「與郭校長Tea一Tea」之真情對話

敬師日敬師日——一眾家長與校長、副校長及老師們合照一眾家長與校長、副校長及老師們合照

毛公仔極受歡迎，同學爭相購買毛公仔極受歡迎，同學爭相購買

第29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第29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精神健康與親職技巧」家長講座「精神健康與親職技巧」家長講座

「微景觀生態瓶」家長工作坊「微景觀生態瓶」家長工作坊

「開心水果日」家長義工「開心水果日」家長義工
準備新鮮水果準備新鮮水果

「培養閱讀興趣及良好學習習慣」「培養閱讀興趣及良好學習習慣」
家長講座家長講座

頌親恩義賣頌親恩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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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獲獎項目

學術方面

主辦機構 名稱 組別 成績

Rotary Club of Hong Kong 
Island West and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Education 
Workers

The 17th Biliteracy & Trilingualism 
Composition and Speech Competition 

Senior 
Level

The semifinal

弘揚孝道文化聯合會 「爸媽：我與您的最難忘」徵文比賽 中學初級組 季軍

中國文化研究院
「篇篇流螢」網上閱讀計劃

「閱讀之星」獎狀
銅獎

香港青年旅舍協會 「兩代情」徵文比賽 優異獎

香港青年協會 全港即興創意寫作比賽 優秀隊伍嘉許證書

香港青年培育協會
「一國兩制」與《基本法》

標語創作比賽
中學組 優異獎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高中組 優異獎

初中組 優異獎

香港潮州商會
「我愛我的祖國」金紫荊盃香港校際作文

暨普通話朗誦大賽
　 三等獎

「一國兩制」與《基本法》標語創作比賽優異獎「一國兩制」與《基本法》標語創作比賽優異獎
及最積極參與學校獎狀。及最積極參與學校獎狀。

「燕然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2周年學生徵文比賽，「燕然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2周年學生徵文比賽，
獲大會頒發獎狀嘉許。獲大會頒發獎狀嘉許。

第三屆臥龍盃第三屆臥龍盃——官立中學官立中學
多角辯論賽亞軍多角辯論賽亞軍

第15屆「爸媽：我與您的第15屆「爸媽：我與您的
最難忘」徵文比賽季軍最難忘」徵文比賽季軍

第三屆臥龍盃天官教職員及同學大合照第三屆臥龍盃天官教職員及同學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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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名稱 組別 成績

新知識文化學術研習社 全港中學生演講比賽—「夢想盃」

粵語初中組 季軍

粵語初中組 優異獎

即席演講組 季軍

The Harvard Club of Hong 
Kong Harvard Book Prize 　 　

香港西區扶輪社及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全港中學「兩文三語」菁英大比拼

（第十八屆） 
　 嘉許狀

星佑教育機構 星佑盃辯論比賽 中學組 優勝隊伍獎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 全港青年演講比賽 粵語初中組 優異 

巧克力網上學習平台
「仲夏夜之夢Crossover」全港中小學

暑期網上寫作計劃
　

傑出文章獎

整體最受歡迎文章獎

各校最受歡迎文章獎

優質學校寫作文化榮譽

大獎

優質學校寫作文化獎

巧克力網上學習平台 第60期「晶文薈萃」網上優秀文章展廊 　 十優文章

明報 小作家培訓計劃 　 流動教室優異寫作獎

東井圓林慈善基金

「大手牽小手：共創中國夢

（全城德育發展計劃2021 ）」

標語創作比賽

中學組 一等獎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普通話短講比賽

—我最想和你分享的一首古詩詞
高中組 優異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 第24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新界區

初中組
良好獎狀

香港數理學會 香港中學生物素養比賽2021-2022 高中組 優良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理事會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 高中組 學生獎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低碳生活問答比賽
最積極參與學校獎殿軍

最佳成續學校優異獎

普通話短講比賽普通話短講比賽
我最想與你分享的一首古詩 高中組優異獎我最想與你分享的一首古詩 高中組優異獎

《大手牽小手：共創輝煌中國夢》《大手牽小手：共創輝煌中國夢》
中學組標語創作比賽十四位入選獲中學組標語創作比賽十四位入選獲
獎學生之一，本校同時獲「最熱心獎學生之一，本校同時獲「最熱心
參與獎」。參與獎」。

「 兩 文 三 語 」 菁 英 大 比 拼「 兩 文 三 語 」 菁 英 大 比 拼
( 第 十 八 屆 ) ， 成 功 躋 身 複( 第 十 八 屆 ) ， 成 功 躋 身 複
賽，獲頒嘉許狀，學校亦同賽，獲頒嘉許狀，學校亦同
時榮獲「優秀學校」獎狀。時榮獲「優秀學校」獎狀。

我校同學參加全港中學生演講比賽「夢想盃」，勇奪多我校同學參加全港中學生演講比賽「夢想盃」，勇奪多
項獎項，成績傲人，榮獲即席專題短講季軍、粵語初中項獎項，成績傲人，榮獲即席專題短講季軍、粵語初中
組季軍及優異獎。 組季軍及優異獎。 

第 十 七 屆 《 仲 夏 夜 之 夢第 十 七 屆 《 仲 夏 夜 之 夢
Crossover》2021全港中Crossover》2021全港中
小學暑期網上寫作計劃，獲小學暑期網上寫作計劃，獲
多項獎項，成績傲人。榮獲多項獎項，成績傲人。榮獲
「傑出文章獎、「整體最受「傑出文章獎、「整體最受
歡迎文章獎」及「各校最受歡迎文章獎」及「各校最受
歡迎文章獎」。歡迎文章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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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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屆校際朗誦節
英文獨誦

冠軍

季軍

普通話散文獨誦 季軍

「我愛我的祖國」頒獎禮大合照「我愛我的祖國」頒獎禮大合照

第73屆校際朗誦節第73屆校際朗誦節

「我愛我的祖國」金紫荊盃香港校際作文暨普通話朗誦大賽 三等獎「我愛我的祖國」金紫荊盃香港校際作文暨普通話朗誦大賽 三等獎

本校同學獲邀出席於本校同學獲邀出席於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香港賽馬會演講廳）舉行的總決賽暨頒獎典禮（香港賽馬會演講廳）舉行的總決賽暨頒獎典禮

朗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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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名稱 組別 成績

科普教育基金

香港遙控模型車新星賽2021
—遙控模型車比賽

隊際賽 冠軍、亞軍

個人賽 冠軍、亞軍、季軍、一等獎

香港遙控模型車新星賽2021
—STEM網上工作坊

問答比賽 

冠軍、亞軍、季軍、

一等獎、二等獎

學界科技體育運動

—遙控模型車積分賽1
個人賽

冠軍、亞軍、季軍

一等獎、二等獎

學界科技體育運動

—遙控模型車積分賽2
個人賽

冠軍、亞軍、季軍、

一等獎、二等獎

學界科技體育運動

—遙控模型車積分賽3
個人賽

冠軍、亞軍、季軍、

一等獎、二等獎

學界科技體育運動

—遙控模型車積分賽4
個人賽

冠軍、季軍、

一等獎、二等獎、三等獎

學界科技體育運動

—遙控模型車積分賽
個人賽

冠軍、亞軍、季軍、

第四名、第六名、第九名

學界科技體育運動

—遙控模型車積分賽

最高參與人次獎—冠軍

綜合學校成績：冠軍

你想書店 導賞機械人形象設計及命名大賽 優秀獎

設計與科技方面

遙控模型車積分賽4遙控模型車積分賽4

遙控模型車積分賽3遙控模型車積分賽3

STEM：導賞機械人形象設計STEM：導賞機械人形象設計
及命名大賽及命名大賽

遙控模型車積分賽1遙控模型車積分賽1 遙控模型車積分賽2遙控模型車積分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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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方面

主辦機構 名稱 組別 成績

元朗區文藝協進會及元朗大會堂 元朗區校際舞蹈比賽2021 群舞（草原上的格桑花） 金獎

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有限公司 第58屆學校舞蹈節 三人舞（空山靈雨） 甲級獎

屯門文藝協進會 屯門區第36屆舞蹈大賽 群舞（草原上的格桑花） 金獎

藝術方面
主辦機構 名稱 組別 成績

匯盈國際音樂交流協會 二零二一匯盈全港中樂大賽 古箏第九級 金獎

中國藝術家協會香港秘書處 第十八屆《德藝雙馨》香港區賽 鋼琴（六級） 冠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獨奏—二級 冠軍

箏獨奏—深造組 季軍

上•文化
上•文化國際青年音樂節2022

網上音樂大賽—決賽
鋼琴—初中組 亞軍

本校中一級學生參與「少年功夫獻瑞賀國慶」聯校大匯演本校中一級學生參與「少年功夫獻瑞賀國慶」聯校大匯演

2D黃舜妤 鋼琴獨奏2D黃舜妤 鋼琴獨奏2D李映潼 古箏2D李映潼 古箏

草原上的格桑花草原上的格桑花

空山靈雨空山靈雨

元朗區校際舞蹈比賽元朗區校際舞蹈比賽

天水圍官立中學同學獲邀以舞蹈演繹《少年中國說》，天水圍官立中學同學獲邀以舞蹈演繹《少年中國說》，
展現出香港年青一代的朝氣和活力展現出香港年青一代的朝氣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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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名稱 組別 成績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元朗區中學校際游泳賽

女子丙組100米自由泳
冠軍

（打破大會紀錄）

男子丙組50米蝶泳 冠軍

男子甲組200米蛙泳 冠軍

男子甲組50米蛙泳 亞軍

女子乙組100米蛙泳 季軍

元朗區中學校際田徑賽
男子丙組推鉛球 亞軍

男子乙組跳高 殿軍

元朗區中學校際羽毛球賽 女子甲組 團體亞軍

元朗區中學校際羽毛球賽元朗區中學校際羽毛球賽
女子甲組團體亞軍女子甲組團體亞軍

男子甲組200米蛙泳及男子甲組200米蛙泳及
男子丙組50米蝶泳冠軍男子丙組50米蝶泳冠軍

舊生足球隊回來指教足球校隊舊生足球隊回來指教足球校隊

足球隊出戰元朗區學界足球比賽陣容足球隊出戰元朗區學界足球比賽陣容

元朗區學界游泳賽表現出色元朗區學界游泳賽表現出色

手球隊出戰元朗區學界手球比賽陣容手球隊出戰元朗區學界手球比賽陣容

體育方面

天水圍官立中學36



主辦機構 名稱 組別 成績

馮漢柱教育信託基金、

萬鈞教育基金合辦

「卓越今天成就將來」

—青年領袖獎勵計劃2021 　 傑出學生

Smart Education Charitable 
Foundation The 14th Radio Drama Competition S2 Semi-finalists

教育局及香港藝術學院 香港學校戲劇節2021-2022 中學組

傑出演員獎

傑出整體演出獎

傑出影音效果獎

籃球隊友誼賽籃球隊友誼賽

校內社際地壺球比賽校內社際地壺球比賽

本校丙組籃球隊奪得籃球邀請賽冠軍
本校丙組籃球隊奪得籃球邀請賽冠軍

本年度戲劇組以《時光倒流一句台詞》一劇參加校際本年度戲劇組以《時光倒流一句台詞》一劇參加校際
戲劇比賽，同學表現出色，成績令人鼓舞，勇奪多個獎項！戲劇比賽，同學表現出色，成績令人鼓舞，勇奪多個獎項！戲劇比賽以網上形式進行

戲劇比賽以網上形式進行

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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