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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官三十歲了，正好讓我在此刻檢視過往四年的工作，並展望天官
未來的持續發展。

天官的願景是建立積極的「學習社群」和一所「陽光校園」，讓學校
的持份者(教師、學生及家長) 持續培養「自主學習」習慣及正確價值觀。

教師是課堂內外學習的促進者，學與教效能持續提升的關鍵，是故教
師的持續專業發展實不可或缺。天官近年積極參與香港中學校長會的「自
主學習節」，透過開放「自主學習」課堂及課後討論，提升學與教策略，
加強學生課前預習、課堂討論及課後延伸應用，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習
慣、技巧及加強學習自信。上學年共有18位老師開放「自主學習」課堂，
93位友校校長、科主任及老師參與觀課及評課，有效加強教師專業交流；
本學年則有19位老師開放「自主學習」課堂，持續推動教師專業發展。除
此之外，校內所有老師均會參與同儕觀課及評課，並配合「新教師導引計
劃」，提升教師學與教策略及評估效能。另外，天官亦先後參與教育局
「英國語文學習支援計劃」及「圖書館電子學習活動先導計劃」，中層老
師亦先後參與香港教育大學課程領導(中文及通識)、STEM教育、電子學習
及生命教育等深造課程。另外，透過教師發展日，加強老師對創新領域的
持續發展、電子學習、生涯規劃、學校自評的了解及應用，亦與北京姊妹
學校(英文、STEM、資優培訓、生涯規劃及課外活動)及友校持續專業交流
(自主學習、通識及STEM)，組織學習圈(生物及企會財)，走訪大灣區共享
企業及國家航天實驗室等，持續推動教師專業發展。

建立學習習慣、培養有效學習策略、豐富課堂內外的學習經歷、提升
學習自信及效能等，都是建立積極的「學習社群」和推動終身學習必不可
少的重要元素。天官自2012年開始，透過「自主學習」暑期銜接課程、
「自主學習」組長訓練及初中所有科目的「自主學習」課節，加強學生課
前預習、課堂討論、同儕互評及課後延伸應用，建立學習習慣及培養有效
學習策略。天官在「2018/21學校發展計劃」，擬訂透過跨學科協作，利用
共同課題，進行研討，加深學生持續及深入探究，藉此提升共通能力。是
項策略亦於「專題研習」及「學術節」中展示，初中合共進行六次「專題
研習」，每級兩項，包括「從濕地到屏山」、「大學氣候專科」、「大棠
深度行」、「走馬燈」、「基礎電子學」及「分子雪糕」。此外，上學年
第三屆「學術節」，各科組合共舉辦35項活動，其中18項為跨學科活動，
讓學生跑出課室，透過「專題研習」、考察及比賽，讓學生學習經歷更寛
更廣，提升「自主學習」效能。除此之外，天官亦組織校內工作坊及參與
各項校外比賽，加強「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教育，如「數學奧林匹
克邀請賽」、「中學生統計習作比賽」、「香港理工大學中學數理比賽」
、「澳洲化學測試」、「香港機關王競賽」、「大灣區「無人機」大賽」
、「中小學無人機比賽」、「太陽能充電車模型設計比賽」、「遙控模型
車聯校積分賽及精英挑戰賽」等，持續提升學生創新及科技探索能力。其
中，天官學生於設計與科技領域的表現尤為出色。另外，本學年天官會舉
辦各項交流計劃，擴闊學生視野，豐富學習經歷，包括「英國劍橋大學交
流計劃」、「英國文化考察團」、「日本關西文化考察團」、「韓國首爾
多元產業考察團」、「北京姊妹學校交流團」、「上海經濟發展及城市規
劃探索之旅」、「西安歷史文化及經濟探索之旅」、「杭州、紹興文化及
創新科技探索之旅」及「深圳創新科技與經濟探索之旅」。

天官致力建構一所「陽光校園」，透過課堂內外持續舉行的多元化延
展活動，向學生灌輸正面價值觀，令學生其他學習經歷更形豐富，提升學
生領導才能及多元共通能力。



在19/20學年，生命教育組制訂「我的行動承諾 - 感恩珍惜，積極樂觀」計劃，與9個科組及家長教師會透過
「致敬長輩」、「學習前輩」、「友儕互勉」及「文化自然」等不同類型活動，培養學生正面價值觀。生涯規
劃及升學輔導組推薦學生參與各項非政府機構的與工作相關經驗活動、青企局的｢我思我路｣生涯規劃計劃，舉
辦「天官職業博覽」、「生涯規劃導師計劃」、「中三生涯規劃日營」及完善校本生涯規劃課程，藉此提升學
生學習動機，協助他們及早制訂目標及生涯規劃地圖。

輔導組舉辦中二級｢義工Teen地｣及中四級｢全民起義｣計劃，再配合初中「一生一制服」團隊訓練(童軍、女
童軍、聖約翰救傷隊、航空青年團及升旗隊)，加強學生社會服務學習，提升學生多元共通能力。課外活動組推
行「一班一社」計劃，籌辦中二「歷奇訓練」及參與「香港外展訓練營」，輔導組組織「中一學生成長營」，
生命教育組籌辦「中一學生生命教育日營」，德育組舉行「守護天使｣計劃，環保教育組推行「走塑行動」等。
此外，各學生支援組持續舉辦領袖訓練計劃及領袖訓練營(領袖生、輔導組領袖生、學生會、四社社長、環保領
袖生、健康領袖生及陽光大使等)，務求提升學生領導才能、計劃、組織、解難及溝通能力。以上各項活動均能
令學生其他學習經歷更豐富，藉此建構一所「陽光校園」。

近年社會常談論「怪獸家長」、「直昇機家長」等議題，更顯「家校合作」和「家長教育」的重要。天官
一直籌辦中一、中三、中四、中五及中六「家長日」，與家長教師會協辦家長講座、家長工作坊、「敬師日」
、「中六誓師大會」、「開放日」義賣、「生果日」、家長義工服務等活動，讓家長對學與教及學生支援的持
續發展、學生的學習及多元才能提升有更深了解，加強家校協作及互信。

最後，祝願天官同人繼續努力，共建積極的「學習社群」，建構一所「陽光校園」，讓同學們茁壯成長，
日後回饋社會。在此謹以下列話語與各位互勉，還望年青人能銘記於心：

1. 成功沒有金鎖鑰，勤力才是王道；
2. 有路就有生機，修路者往前行，封路者則往後退；
3. 師生共同努力，創造美好明天。

2019年12月 1日是本校的開放日。主題是”Learning leads to a world of wonder”，意思是學習引領我們發
掘這大千世界。學校閞放了一樓的課室作為展廳，各個學術組別安排了活動遊戲，展板介紹及學術模型等物
品展示。音樂老師及同學在現場向參觀者教授演奏樂器。視藝老師及同學向參觀者即埸教授繪製圖畫。物理
科老師及同學以模型介紹航機機翼的設計原理。化學科的同學講解乾冰的化學原理。生物科老師講解有機裁
種農作物的方法。數學科設計了遊戲考驗參觀者的運算能力。地理科解釋中國的地型。中文及普通話科解釋
中文字的發音，並設有繞口令遊戲。經濟及企會財科介紹經濟理論概念。英文科的攤位遊戲測試參觀者英文
串字的能力。歷史科的展板展現了過去中國及其他文族的文化。通識科展示課堂上所需的各類參考資料。各
科目展示不同的學習領域，貫徹了本年的主題 ——「學習引領到大千世界」。在場的學生助理製作及派發棉
花糖，吸引了不少的参觀者排隊領取。場面熱鬧。

同日舉行的小六家長講座，带來約八百位來賓，把開放日的熱鬧程度推至高峰。全體師生招待來賓，制
服團隊正門列隊歡迎。本年度的開放日，就在這、熱鬧的氣氛下閉幕。

(一)提升學生自學能力
1. 持續加強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2. 透過跨學科協作，提升學生多元共通能力，加強自學成效。
3. 持續加強教師專業發展，提升專業能量，推動學生自學成效。

(二)培育學生自我管理能力
1. 透過學生生涯規畫訓練，培育學生自我規劃管理能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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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遊戲考驗參觀者的運算能力。

地理科利用互動模型解釋中國的地型。

英文科的攤位遊戲測試參觀者英文串字的能力。

物理科同學以模型介紹航機機翼的設計原理。

參觀者學習演奏樂器。 音樂老師示範演奏樂器。

全體師生招待來賓，制服團隊正門列隊歡迎。 在場的學生助理製作及派發棉花糖。



校長介紹本校概況

2D班黃梓熙及畢業生陳雅婷校友分享在天官的生活點滴

本校已於2019年12月1日（星期日）開放日假禮堂順利舉辦「中一入學講座暨校園參觀活動」。首先由
郭建華校長介紹學校最新發展、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收生準則，再由兩名中二級同學及校友陳雅婷(本年
度升讀香港中文大學)分享於本校成長的生活點滴，校方還安排舞蹈組表演，增加小六家長及其子女對
本校的了解，整個活動於下午1時圓滿結束。

舞蹈組表現

家長在演講廳觀看講座同步直播 家長提問



本學年第一次教師專業發展日已於2019年12月12日在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是次教師專業發展日主題

為「學與教博覽2019」。老師可以自由參加兩個講座，以及參觀會場內的攤位。博覽共有超過250場主題演

講、公開示範課、研討會和成品展示等；場內更設有超過350個展位，為學校領導、不同學習領域的教師、

升業及就業輔導主任、圖書館主任，以及學校支援人員等提供專業發展平台，同工可觀摩各地教育專家的經

驗和卓見，探索全球優質的教育資源，博覽涵蓋豐富主題，包括：全球教育趨勢、STEM教育、語文學習、

身心靈健康、特殊教育需要和閱讀素養等，為莘莘學子引進更創新有效的教育模式，老師均滿載而歸。

特殊教育需要主題演講 會場內攤位

全球教育趨勢主題演講 探索全球優質的教育資源主題演講





「學術領袖生計畫」委任及啟動儀式。一眾學術領袖生正與所屬組員互相認
識及討論學習疑難，氣氛熱烈。

校友陳雅婷同學與同學分享「摘星」
心得，勉勵師弟妹努力學習。

「初中追星計畫」有助鞏固同學的學習基礎，並安
排學術領袖生當值協助，同學聚精會神操練。

升中一暑期銜接課程

利用Padlet愉快學習

觀塘功樂官立中學的通識老師與本校通識老師深入交流教學心得。



3D何羚婷同學分別榮獲孔聖盃全港孔教儒家書法大賽初中組冠軍、2019香港青少年書法大獎賽毛筆組一等獎及香
港學界書法比賽 季軍，表現卓越。

作品端正秀麗，屢獲校際奬項，可謂
實至名歸。

3A黃燕雲、3D劉殷彤、4D鍾嘉寶、4D施振濤及5D曾祥傑
同學榮獲香港教育大學舉辦「尊師重道」朗讀及說話比賽
優異獎。另外，本校獲「最積極參與學校奬」。

第7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集誦—冠軍3C代表

中文科舉辦中六級拔尖班，積極準備文
憑試。歐家富老師正向同學講解文憑試
閱讀卷，說明不同的閱讀技巧，加強同
學應試信心。



Students try to solve the riddles during the Mid-

Autumn festival activity.

English Ambassadors help students participate in 

Halloween activities.

Class 4D scooped 2nd place at the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Class 3D were the proud winners of 3rd place at the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tudents attend English Tutorial and Life Planning Mentorship 
Programme on Saturday

Teachers help students complete the Christmas activity 
worksheet





友校觀塘功樂官立中學、賽馬會官立中學的老師
到本校一同觀中五級的通識課，並讚揚潘詠虹老
師為他們帶來一堂精彩豐富的課堂。

觀塘功樂官立中學的通識老師與本校通識老師
深入交流教學心得。

高中通識拔尖補底班非常受到同學歡迎，97.1%、99.2%、95%的學生認同課程「有用或非常有用」、
「內容豐富」和「時間安排恰當」。

中三級學生在自主學習公開課中進行
小組合作學習和匯報。

中四級中史科學生到元朗公立中
學出席專題講座。

本科於暑假期間與其他科目舉辦「中一級暑期銜接課程」，目的在於讓中一級同學提早認識中一級的課程。

「從理論到實踐 - 創意解難及
管理技巧」講座



美術學會和環保教育組的利是封工作坊

中一同學於視藝堂上融合藝術與科學原理，以STEAM規劃課堂。課堂中學生以認識色彩最基本特性的「色
環」（colour wheel），配合旋轉的原理，將「色環」完成後旋轉以觀察其視覺效果。透過藝術知識，觀察
與實驗的結合，讓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增強自主性。而學生在是次課堂中學習所得的知識與經驗，亦會在
與科學科跨科的「走馬燈」課堂中實踐出來，做成立體作品。

為了帶動校內正能量，美術科與英文科、德育及生命教育組合作，在初中推行金句銘言插畫比賽。各優秀作
品會在各層課室外展示，希望同學在課餘時間欣賞同儕作品，也鼓勵同學積極創作，發揮創意。以下為上年
度各級同學作品。

冠軍1C  羅想想 冠軍 2B  郭泳嵐 冠軍 3A  何靈心

美術學會於本年12月與環保學會合辦「利是封工作坊」，讓同學以回收得來的利是封製作金魚等形狀的
立體藝術作品，在發揮創意之餘亦可轉化廢品為有心思、價值的成品。



舊生義務回校助圖書館裝修後遷回，
實在對母校感情深厚。謝謝你們！

圖書館變身多功能的學習資源中心，學
習設施比之前更優勝，空間更舒適。

開放日舊生回校參觀煥然一新的學習
新環境。

演出主題：白蛇傳 演出主題：斷頭台皇后: 瑪麗安演出主題：小紅帽

演出主題：雅典娜

暑期中一級銜接課程:「以書會友」，參
觀屏山圖書館並以小組形式作閱讀分享。

演出主題：梁山伯與祝英台 演出主題：延禧攻略 演出主題：楊貴妃

2019年哈佛書奬得奬者:
5D 鄭禮賢、岑應諾、蔡嘉俊

參加「2019新地齊讀好書」計畫，
參觀香港書展和閱讀寫作比賽。
本校5C班周耀卿同學獲奬。

參觀2019香港書展，同學對書
籍愛不惜手。

哈囉喂閱讀迷踪大比拼

與英文科合辦哈囉喂英語遊戲



中六聯招申請(JUPAS)講座

中六專上科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E-app)講座

中六升學講座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中六升學講座--- 公開大學

中六級如何撰寫SLP自述文章工作坊



5C唐菁璐
透過這次工作坊，讓我獲益良多。

此次活動讓我認識了一群新朋友，他
們各自擁有自己的優點令我學習到不
少，大家互相交流心得令整個領袖生
團體更加和諧友好。希望新的一年在
老師和同學們的互相配合下，令領袖
生團體更上一層樓，讓大家的校園生
活更美好。

5A陳俊宏
表面上，這十五日的軍營體驗生活很艱難困苦的樣子，但其實是意外之外的輕鬆。
在那裏生活很有規律，不論是訓練、活動還是休息都完善安排，這樣的生活是我從前

未曾經歷過，莫名其妙的是，即使過了十五天我依然未能適應每天五點五十五分起床，
睡眼惺忪的我只不過是以自己的意志抵抗着，雖然這不過是一件小事，但它卻證明了凡
事都要踏出一步，只要做得到意欲便會跟上而推動自己，就像打籃球，一開始懶洋洋的
，可是落場打波就會變得熱血沸騰。

感慨萬千，未能一一細說，總之，我在這十五日對不同事物了解更多，也反思起自己
的不足，原來我一直以來的努力只不過是得過且過，從沒有拼命努力和不要命的努力過。

6B班徐銘希
2019年的15天軍事夏令營中，我得到一身黑的皮膚以及良好的生活作息規律。沒有

手機的15天，讓我得益良多。我不但可以從刻苦的生活中培養自已的毅力，也能大開眼
界。因為坐上軍艦，戰車，觀看解放軍的訓練以及認識解放軍的歷史，讓我對祖國的認
識加深。同時我學會在艱難中自我排遺，刻苦及酷熟的七月使熱痱經常出現，但我15天
的得益是不能替代的。不論如何，絕對值得你參與!

2D 林鼎釗
領袖生夏令營為期三天兩夜，不得不說，整個工作坊的安排

恰到好處，簡直可說是妙到毫巔！例如在第二天所體驗的「竹筏
漂流」，讓我們學會團隊合作；而下午時分再次進行「羅馬炮架」
活動，便再次激起了同學們的參與欲，從而玩得更加盡興！

在整個工作坊中，我相信每個同學都學到了團隊精神的重要
性。唯有齊心協力，才會讓煩惱消失，笑意取而代之。最後，我
衷心推薦各位領袖生們能夠參加此工作坊，定不會後悔。

5B 陳怡琳
一年一度領袖生交接

儀式，是領袖生團隊一件
很重要的事，代表了一種
傳承和責任的傳遞，秉承
著正直守規、盡忠職守的
精神。希望每一屆的領袖
生都可以傳承這種精神。

是次計畫共有32間元朗區中學參加。本校今年
度派出6位中二級同學參與此計畫。她們分別是
2C郭楚君、2C薛家寧、2C曾樂心、2D陳美綺、
2D羅詠瑤及2D謝希雯。
參與此計畫的同學須要出席簡介會及分組活動，
於2019年12月至2020年5月其間參加分組培訓活
動和社會服務。另外，還會參加「新科技之
旅」，到香港迪士尼廠房參觀，了解樂園各項
新科技及少為人知的另一面。



已於2019年9月26至28日舉辦，地點為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烏溪沙青年新村，活動針對同學適應及合

作問題，為同學提供具創意及團體訓練活動。按今年同學需要，加強紀律訓練，其中戲劇比賽及戲服製作等

活動也氣氛熱烈，甚能發揮同學創意及團結精神。同學積極參與營內的歷奇活動，挑戰自我，克服困難，並

訓練他們的合作能力及解難能力。特別一提的是同學在三日兩夜的中一成長營中，守時態度十分優良，無論

進膳、集隊或每節活動，均全體準時到達，絕對值得讚許。

紀律訓練 話劇比賽，以舊報紙製作戲服 話劇比賽演員大合照

紮羅馬炮架 同學小組分享 晚會活動

輔導領袖生大會（生命教育課）是輔導領袖生組織組成後第一次舉辦的大型聚會。舉辦活動的同學為中

四及中五級輔導領袖生，對象為中一及中二級同學。各次活動內容主要有五：校長訓勉、老師訓勉、輔導總

領袖生及副總領袖生的分享、中一及中二級同學的分享及輔導領袖生和學弟妹傾談環節。活動反應理想。

共九十多位輔導領袖生於11月28日午膳時間進入中一及中二班課室，帶領學弟妹活動，活動目標是讓參

學弟妹認識自我，包括性格、長處及短處等；輔導領袖生引導學弟妹積極面對白已，培養自我接受的能力，

從而改善個人不足之處。



十月份舉行班別生命海報設計比賽。各班自由定一個以生命價值為主題創作海報。
海報背景是一幅原創相片，再配上中或英文。作品經放大印刷後，張貼於課室內。營做正向價值氣氛。校園

正門的電視展示來自生命組、德育組及公民組提供的，有關讚頌生命與及鼓勵人生的短句及短篇文章。電視循環
播放。宣揚7大價值觀：誠信、堅毅、關愛、負責任、尊重他人、承擔及國民身份認同。每月以其中一個價值觀為
題目，播映出相關的材料。

同時，地下走廊壁報展示生命教育活動及勵志格言。學校的關注事項之一是與成功有約。透過撰寫反思，同
學分析自我的質素及技能，再而寄望如何透過生活實踐邁向將來自定的成功。

生命教育組聯合其他學生支援組別，推行「感恩珍惜，積極樂觀----我的行動承諾」計畫。首階段由老師指導
同學表達自己對「感恩、珍惜、積極、樂觀」概念的認知，並且定立可行的實踐計畫，簽名作實，成為承諾。恆
常逢星期三的生命教育課程，以課堂教授，分組活動，集體遊戲，嘉賓講座等，為同學建立正面的處世價值觀，
教導同學各種人際相處生活及自我管理及完善的技能。引導同學安身立命，了解自我，為前途早作規劃。同時提
醒同學保持身心健康，以面對壓力及挑戰，也為成功的未來打穩基礎。讓同學了解作為公民的權利及義務，並以
自己作為中國人而驕傲。期望同學將來能成為一位成功的香港公民和中國人。

生命海報設計比賽作品

校園正門的電視展示讚頌生命與及鼓勵
人生的短句。

地下走廊壁報展示生命教育活動。

生命教育課節的「健康校園---健康生活問答大賽」。

推動同學參與2019行動承諾「感恩珍惜‧積極樂觀」訂立生活和學習的
目標，鼓勵同學發奮向上，珍惜所有。



2019敬師日 學生、家長也敬師中六級生命教育課: 生死教育—人生意義。
講者以輕鬆手法讓學生思考嚴肅的問題。

中五級生命教育課 : 衛生署少年無酒講座。同學
模擬酒後打波以親身體驗酒精對身體觸感的影響。

如何拒絶飲酒--劇場版即興演出，讓同學能即時活學
活用所學的技巧。

參觀前新界裁判署
公民教育一向推動文化保育，去年七月三日試後活動期間，參觀了位於粉嶺的前新界裁判署(回歸後稱粉
嶺裁判法院) 。該址於2018年已活化為青年協會的青年領袖學院。

活化古蹟的正門保留昔日裁判署的歷史見証

同學在昔日法庭的法官席上留影



環保教育組本年重點除了推行校園走塑大行動外， 上學年同時舉行各類環保活動，如2019-2020「 無冷
氣夜」、「校服義賣」、與美術學會合作舉辦「利是封掛飾工作坊」、與生物科合辦「環保酵素清潔劑」製
作班等。本年度中三級環保大使參加了由中文大學舉辦「賽馬會氣候變化博物館中學生大使」計劃，訓練同
學如何在校園進行減廢活動。此外於試後活動，與生物科合作，參加由世界自然基金會舉辦「濕地生態學家」
及與扶少團合辦，參觀「米埔探索生物多樣性」環保活動。

二手校服義買 中文大學「賽馬會氣候變化博物館中學
生大使」減廢工作坊

環保酵素清潔劑製作班

米埔濕地生態學家

環保教育組、扶少團、公益少年團 -
烏溪沙海灘清潔

環保利是封新年掛飾



學生健康服務：
本組安排全校學生參與「學生健康服務」計畫。服務包括身體
檢查、生理及心理社交健康問題的篩檢、個別健康輔導及健康
教育。促進健康及預防疾病，有助家長及學生建立自我照顧以
及個人健康責任的意識。

捐血日2019：
10月29日為本校捐血日，當天香港紅十字會派出捐血隊伍到校
進行捐血活動。成功捐血的同學及教職員共75人，取得如此佳
績，實有賴大家携手並肩，本著「恆常捐血，救人不絕」的善
心，發揮助人為樂的精神；而同學們熱心參與公益事務，捐血
表關懷，更值得稱譽讚揚。

生命教育課：

有機大使到粉嶺農莊進行參觀實習中樂團

元朗區校際舞蹈比賽2019_春采 屯門中國象棋爭霸戰勇奪冠軍

日期 級別 主題 目的

12/2019 中三 「校園毒品事件簿」 提高學生對自我的認識，鼓勵同學拒絕濫用藥物；
及鼓勵學生面對誘惑時，作出全面的考慮。

9/2019 中四 「休息及睡眠」 提高學生對精神及情緒健康的認識；及讓學生掌握
表達適當表達情緒的方法及原則。

10/2019 中五 「問同學，生是何物」 提高學生對精神及情緒健康的認識；激發學生對生
命的熱切探求。

12/2019 中五 「性教育之聖誕佳期」 利用多元化的課堂活動如角色扮演、個案分析、剪
報等，讓學生認識性行為的意義、明白性行為所牽
涉的責任及要承擔的後果。



<與成功有約>講座2019 主講嘉賓：陳浩源先生(輪椅羽毛球香港代表)

<與成功有約>講座2019 主講嘉賓：黃金寶先生(香港單車代表)

制服團隊大合照

健康校園家長講座 - 減壓有道「與郭校長Tea一Tea」之真情對話 敬師日- 家長為老師送上心意



第二十二屆學生會幹事會Infinity已於2019年6月順利接任，上任至今已完滿舉辦多個活動：
學生會選舉、天中有天份、敬師日、萬屋節鬼屋、班際閃避球及三人籃球比賽
學生會聯合音樂學會即將於2020年2月舉辦一年一度的歌唱比賽，讓一眾天官人大展歌喉，希望大家湧躍參與。

班際三人籃球比賽 班際閃避球比賽

學生會候選內閣大合照 萬屋節鬼屋演員

2019年7月6日至7月9日
中四級「上海經濟發展與城市規劃探索之旅」

2020年1月18日至1月22日 - 韓國首爾多元產業考察之旅

2019年7月至8月
「扶輪社獎學金英國劍橋交流」



主辦機構 名稱 組別 成績 得獎學生

香港教育大學
「尊師重道」

朗讀及說話比賽
優異獎

3A黃燕雲 3D劉殷彤

4D鍾嘉寶 4D施振濤

4D曾祥傑
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天水圍官立中學

M21 《全城導讀比賽》2019 亞軍 2D黃子權

孔教學院國文教育基金 2019孔聖盃全港
孔教儒家書法大賽

初中組 冠軍 3D何羚婷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香港學界書法比賽 中學初級組 季軍 3D何羚婷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與中國書法家協會
第三屆香港青少年

書法大獎賽
毛筆組 一等獎 3D何羚婷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
節

粵語集誦 冠軍 3C
粵語朗誦 亞軍 1B鄧焯桻

普通話朗誦 冠軍 2D王又美
普通話朗誦 季軍 3C林志銘

71st Speech Festival

英語集誦 1st Runner up 4D
英語集誦 2nd Runner up 3D
英語獨誦 Winner 5D楊創天
英語獨誦 1st Runner up 1D范冰冰
英語獨誦 2nd Runner up 5D鄭經略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建國七十周年」

學生數碼短片創作比賽
中學組 優異獎

5C黃博 5D馮俊泓

5D馮展泓

明報通識網
「時事通識問答比賽」

第一回合
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全校

香港青年培育協會
《基本法》及「一國兩制」

漫畫設計比賽2019
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全校

The Hong Kong Virual 

University

2018-2019 
化學家在線自學計劃

鑽石獎

5A陳俊宏 5A姚啟儒

5C劉文鍵 5C曾諾澄

5D陳欣錡 5D程樂天

5D馮柔欣 5D何穎林

5D許淑妍 5D李子昕

5D馬梓騫 5D鄧嘉寶

5D楊蕊

香港航模協會

第二十一屆飛向北京飛
向太空全國青少年航空

航天模型教育競賽
香港選拔賽

一等奬 3C (18/19)劉遠浩

二等奬
2A (18/19)呂俊亨 2C (18/19)梁嘉聰

2D (18/19)梁志豪

香港四軸機競速會 2019 中小學無人機比賽 殿軍 2C (18/19)梁嘉聰

科晋教育基金
香港遙控模型車新星賽

2019

學生個人賽C組 季軍 2C 黃恩曦

隊際組賽
冠軍

2A 郭熙培 2C 陳鍵皓

4B 周俊熙 4B 陳俊軒

亞軍
2C 黃天灝 2C 許浩正

3A 盧家謙 4C 嚴澤鋒

屯門區議會 2019屯門遙控模型船
競技日

冠軍
3A 梁嘉聰 3B 呂俊亨

4C 嚴澤鋒 4D 劉子篁

5D 馮展泓

季軍
2C 黃恩曦 2C 許浩正

3A 盧家謙 3B 古文迪

3C 梁知行

科普教育基金
學界科技體育運動

遙控摸型車聯校積分賽3
1/10 電動房車賽 季軍 5B林栢宇

元朗區撲滅罪行委員會
童軍知友社
元朗大會堂

賽馬會朗屏青少年服務
中心

元朗民政事務處
元朗區議會

元朗區少數族裔
籃球訓練計畫2019 

男子籃球聯賽 季軍

2B劉梓浩 3B江穎祺

4A馮冠傑 4B吳梓軒

4C鄧匡政 4C李俊豪

4C陳冠燊 4D陳傑昌

4D吳哲匡 5A黃筠泰

5C阮兆銘 5D薛俊杰

5D司徒培基



主辦機構 名稱 組別 成績 得獎學生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元朗區中學分會

元朗區中學
校際游泳比賽

男子甲組團體 團體亞軍

2C邱俊諺 4A馮冠傑

4B留柏泓 4B葉子誥

4C鄧匡政 4D吳哲匡

5B黃啟維 5C阮兆銘

5D馬梓騫 5D李宗霖
男子甲組50m背泳 亞軍 4B留柏泓

男子甲組200m自由式 亞軍 2C邱俊諺

男子甲組200m個人四式 季軍 2C邱俊諺

男子甲組4x50m四式接力 亞軍
2C邱俊諺 4C鄧匡政

4B留柏泓 5B黃啟維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元朗區中學分會

元朗區中學
校際越野賽

男子丙組
團體第五名

2A倫子日 2A劉濚珅

2A林展釗 2A張文權

2C鄧進楊 2D梁愷桁

2D黃梓熙
個人第六名 2C鄧進揚
個人第八名 2A倫子日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元朗區中學分會

元朗區中學校際
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 200米 殿軍 3D周紀鏗
男子丙組800米 冠軍 (破大會紀錄) 2C鄧進揚
男子丙組1500米 冠軍 2C鄧進揚

男子乙組 4x100米接力 殿軍
2B葉旭昇 3A徐銘賢

3B溫羽謙 3D周紀鏗

4A巫卓賢

男子丙組 4x400米接力 亞軍
1C林浩均 2B朱浩邦

2B余卓榮 2D林鼎釗

2D蔡鋒熙

康文署
第四十二屆元朗區

舞蹈比賽
公開組群舞

金獎:

<春采>

2B鄒嘉銳 2C陳嘉汶

2C薛家寧 2D陳樂兒

2D王又美 2D郁樂芝

3A謝嘉怡 3B陳祉妍

3B陳燕菲 3C黃家勤

3C蕭惠欣 3C楊雨茵

3D吳采螢 4A鍾婉欣

4B鄧蔚喬 4B梁淑祺

4C袁心儀 4D鄭詠心

4D高詠榆 4D盧嘉欣

4D鄧慧恩 4D莫雪兒

5B朱倬瑤 5C李嘉怡

5D何穎林 5D楊 蕊

元朗區文藝協進
元朗大會堂

元朗區校際舞蹈比賽

2019
中學組群舞

金獎: 

<春采>及 <頂家女兒>

2B鄒嘉銳 2C陳嘉汶

2C薛家寧 2D陳樂兒

2D王又美 2D郁樂芝

3A謝嘉怡 3B陳祉妍

3B陳燕菲 3C黃家勤

3C蕭惠欣 3C楊雨茵

3D吳采螢 4A鍾婉欣

4B鄧蔚喬 4B梁淑祺

4C袁心儀 4D鄭詠心

4D高詠榆 4D盧嘉欣

4D鄧慧恩 4D莫雪兒

5B朱倬瑤 5C李嘉怡

5D何穎林 5D楊 蕊

香港教育城 2018-2019香港教育城
閱讀挑戰計劃

最踴躍參與學校奬 全校

新鴻基地產
聖雅各福群會

香港貿易發展局

2019 「新地齊讀好書」
閱讀報告

閱讀報告奬 5C周耀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