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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期 第一期

  「不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

  過往兩年，在新冠疫情的嚴重影響下，學校的學習生活、學習進度、學習成效
均大受影響。缺乏群體延伸學習、訓練、競賽，減少面授課堂、延伸應用、恆常鍛

鍊，令部分同學未能建立良好學習態度和習慣，學習方法和技巧亦未臻完善，更缺

乏同儕的經驗交流，導致成績未如理想。歸根究底，先有因而後有果，部分師生未

能認清事實，調整步伐，在困境中逆流而上。兩年疫情持續影響，彼此雖在同一屋

簷下，卻未能並肩駢進，結果讓人給比下去。回顧過往兩年，實體課和網課交替進

行，以致備試訓練機會驟減，學與教成效著實下降，影響尤甚。須知成功沒坦途，

若然缺乏穩固基礎，沒有良好學習習慣和方法，只懂跑捷徑，又何堪言勝？這一跤

確實跌得「痛」，但我們可以做的，不是原地踏步，徒嘆唏噓﹗時間巨輪在不停滾

動，人的腳步在不斷前行，我衷心希望天官全體師生重新振作，在我們跌倒趴下的

地方重新站起來，百折不撓，再度昂首闊步，收復失地。讓我們的「痛」化成動

力，推動我們奮力前進，更上一層樓。

  在此和大家分享一則軼事，鄭海泉先生最近溘然離世，他是香港上海匯豐銀行
第一位華人董事（大班）。他的父母是街邊小販，每天汗流浹背，辛勞不斷，為口

奔馳，更遑論會有假期休息。鄭先生出生不久，便患上小兒麻痺症，自此不良於

行。不過，家境貧困及身體殘障並未影響他對知識的追求。他於深水埗南英中學小

學部畢業，然後於福華街實用中學就讀初中，繼而在九龍工業學校完成中五會考課

程。礙於家庭經濟狀況，他無法於日校升讀預科。為幫補家計，他日間到律師樓擔

任文員工作，晚上則在夜校繼續學業，日以繼夜，夜以繼日，不斷奮進，最後成功

入讀香港中文大學。畢業後，投入銀行業，成為香港上海匯豐銀行一員，開始其工

作生涯。他努力拼搏，在金融界大展拳腳，更致力參與社會服務，可謂貢獻良多。

鄭先生的成功正好印證「想要人前風光，必須人後受苦」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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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的話校長的話

學校發展計劃主要關注事項（一）：學校發展計劃主要關注事項（一）：

學校發展計劃主要關注事項（二）：學校發展計劃主要關注事項（二）：

郭建華校長

提升學生多元共通能力提升學生多元共通能力

提升學生自我管理能力提升學生自我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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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大型活動學校大型活動

久違了的水運會、陸運會，感恩‧珍惜久違了的水運會、陸運會，感恩‧珍惜

水運會

陸運會

運動員同時擔任計時員
運動員同時擔任計時員

健兒們奮力向前游健兒們奮力向前游

男女子6x50米自由泳接力得獎者男女子6x50米自由泳接力得獎者 男子組背泳決賽
男子組背泳決賽

沒有觀眾的水運會，氣氛依然熾熱沒有觀眾的水運會，氣氛依然熾熱

百米飛人百米飛人

騰空而起，英姿矯健騰空而起，英姿矯健

起跑的英姿起跑的英姿

藍社獲全場總冠軍藍社獲全場總冠軍

陣容鼎盛的1500米賽事陣容鼎盛的1500米賽事22



本年度開放日主題為「追求卓越 ＧＯ ＦＯＲ ＹＯＵＲ ＧＯＡＬＳ」

目的是鼓勵莘莘學子把握當下，追求目標，不斷超越自己。

天水圍官立中學天水圍官立中學
2022-2023年度2022-2023年度開放日開放日

學校大型活動學校大型活動

生物科同學耐心講解人體結構生物科同學耐心講解人體結構

5D陳樂兒和5D郁樂芝表演《煙盒舞》5D陳樂兒和5D郁樂芝表演《煙盒舞》

資訊科技科展示3D立體打印成品資訊科技科展示3D立體打印成品

外籍英語老師用心解說英文科小遊戲
外籍英語老師用心解說英文科小遊戲

視藝科示範電腦繪畫
視藝科示範電腦繪畫

到訪者全程投入體育科地壺球競技到訪者全程投入體育科地壺球競技

3B李映潼古箏獨奏3B李映潼古箏獨奏

4D區迪朗及4D袁婷雅表演小提琴二重奏4D區迪朗及4D袁婷雅表演小提琴二重奏

33



中一資訊日講座中一資訊日講座

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專業發展

  本校已於2022年11月20日（星期日）假禮堂順利舉辦「中一資訊日講
座」。講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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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由中二級鄭諾賢及校友溫德銘（本年度升讀香港理工大學）分享於本校成長

的生活點滴，有助小六家長及其子女了解本校。家長在發問環節踴躍發問，校

長亦詳細解答家長問題，校方還安排舞蹈組和中樂團表演，活動於下午3時30
分圓滿結束。

  本校於2022年12月8日（星期四）舉行第一次教師發展日，當
日全校老師出席於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學與教博覽2022。參與
過程中，老師可獲取最新的教育資源及資訊，透過參與研討會、工

作坊及公開示範課，涵蓋多元教育議題，包括：未來教育、元宇宙

於教育的應用、21世紀教學策略及教學法、身心靈健康與價值觀教
育、閱讀素養等，分享及交流最新的教學發展趨勢。

學校大型活動學校大型活動

校長介紹本校概況校長介紹本校概況

校長解答家長提問校長解答家長提問
2D班鄭諾賢分享在天官2D班鄭諾賢分享在天官

的生活點滴的生活點滴

中樂表演中樂表演

畢業生溫德銘分享在畢業生溫德銘分享在

天官的生活點滴天官的生活點滴

舞蹈表演舞蹈表演

學與教博覽2022學與教博覽2022

教師合影留念教師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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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表演

畢業頒獎典禮畢業頒獎典禮
  第二十八屆畢業暨頒獎典禮於十二月二日舉行，承蒙校
長、副校長、老師、家長及學生的參與及支持，讓這個學校慶

典能在掌聲中圓滿結束，場面熱鬧而溫馨。

     受疫情影響，今年的畢業暨頒獎典禮採用閉門形式進行，然
仍能有幸邀請家長參與其中，家長欣喜學生獲獎，校長及副校長為獲獎學生授憑，送上

真摯祝福。今年獲獎的學生數目多達二百多人，對學生來說，站在台上領獎實在是很大

的鼓舞。

     另外，典禮亦設有多項表演節目，包括舞蹈表演、中樂團演奏、合唱團獻唱、普通
話及英文獨誦表演，演出具高度水平，全場均致以熱烈的掌聲，並獲大家高度的評價。

     畢業暨頒獎典禮能夠順利地進行，要感謝學校及家長們對學生的支持和欣賞。學生
能藉著這次典禮，學會在學術、服務或者表演等任何一個環節，成為一個優秀的學生，

實踐本校校訓「好學力行」，對學生來說實在是意味深長。

學校大型活動學校大型活動

舞蹈組表演，舞姿優美舞蹈組表演，舞姿優美

合唱園歌聲，甜美勳聽合唱園歌聲，甜美勳聽

4C范冰冰表演英詩獨誦，字正腔園4C范冰冰表演英詩獨誦，字正腔園

3D羅素馨表演普通話朗誦，字字鏗鏘3D羅素馨表演普通話朗誦，字字鏗鏘

中樂園表演，氣勢澎湃中樂園表演，氣勢澎湃

劉梅寒老師獲頒劉梅寒老師獲頒

教職員二十五年長期服務獎教職員二十五年長期服務獎

周玉鳳老師獲頒周玉鳳老師獲頒

教職員二十年長期服務獎教職員二十年長期服務獎

長期服務獎長期服務獎

模範生接受校長授憑模範生接受校長授憑

校長為全校師生校長為全校師生

作致訓辭作致訓辭

去年畢業生在上台接受校長授憑去年畢業生在上台接受校長授憑

學生接受龐副校長授憑學生接受龐副校長授憑學生接受何副校長授憑學生接受何副校長授憑 學生接受黃副校長授憑學生接受黃副校長授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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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發展組學術發展組

學術促進組學術促進組

「自主學習節「自主學習節──公開課」 公開課」 

  歷年來本校均致力推行發展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培
養終身學習的精神。本學年繼續支持香港中學校長會舉辦

之「2022自主學習節─公開課」，讓教育同工彼此觀摩

切磋，促進專業發展。

  本校於2022年11月至12月期間，本校共有29名老師開放
課堂，一共13個科目，包括中文、英文、數學、專題研習、
物理、化學、生物、綜合科學、歷史、中史、地理、經濟、設

計與科技。老師們展示不同範式的自主學習課堂，融入電子教

學，將課堂重心回歸到同學身上，讓他們成為學習的主人。

  今年共有65名的外校老師、科主任、副校長及校長參與本校公開課，分別來自全
港各區30所不同組別的學校，席間老師們互相分享及參考學習，促進專業發展。

  公開課後，進行專業的議課評估，深入交流教學心得，討論課堂設計概念及成效；例如本校老師如何帶動小組模式進行有效的
課堂學習，課堂如何充分推動「自主學習」模式等等。外校老師均同意是次「自主學習節─公開課」具珍貴的參考價值。

  學術促進組為同學
舉辦「力爭上游  追求
卓越  與神奇小子有個
約會」講座，嘉賓蘇樺

偉先生與同學分享成功

經驗，勉勵學生勤奮向

學、超越自我，培養積

極進取的態度。

  學術促進組與中文、英
文、數學科合辦「初中追星

計畫」，藉此鞏固同學學習

基礎。

  學術領袖生於「初中追星
計畫」為中一級同學解決疑

難，從中培養樂於助人的精神

及領導能力。

  學術促進組與舞
蹈組合辦「學術文化

獎勵計劃」，獎勵學

業品行優良的同學到

元朗劇院欣賞「朝鮮

民族舞集‧儷人行」

表演。

2021-2022年度2021-2022年度
中一至中五模範生中一至中五模範生

中一級模範生
1A 梁瀠心 1C 張家明

1D 鄭諾賢、雲琛娙

中二級模範生
2A 吉妙熹、湯佳月

2C 羅素馨 2D 葉垚均

中三級模範生
3C 范冰冰

3D 江杞良、羅文怡、邱安兒

中四級模範生
4B 呂金鴻
4C 薛家寧

4D 陳筠宜、黃子權

中五級模範生
5A 黃燕雲、謝嘉怡

5C 黃家勤 5D 林易聰

學與教學與教

學術領袖生於「初中追星計畫」學術領袖生於「初中追星計畫」

為中一級同學解決疑難為中一級同學解決疑難

「學術文化獎勵計劃」「學術文化獎勵計劃」「力爭上游 追求卓越「力爭上游 追求卓越

與神奇小子有個約會」講座與神奇小子有個約會」講座

學術促進組與中文、英文、學術促進組與中文、英文、

數學科合辦「初中追星計畫」數學科合辦「初中追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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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DepartmentEnglish Department
學與教學與教

Students participate in the monthly Students participate in the monthly 
English Club activity.English Club activity.Academic Ambassadors monitor students’ progress Academic Ambassadors monitor students’ progress 

during the S1 Star Programme.during the S1 Star Programme.

Students are awarded Semi-Finalists of the 14Students are awarded Semi-Finalists of the 14thth Radio  Radio 
Drama Competition organized by Smart EducationDrama Competition organized by Smart Education

The English Club hosts a variety of The English Club hosts a variety of 
English games during Open Day.English games during Open Day.

S1 students share tips on self-care during an S1 students share tips on self-care during an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English morning assembly.

Student Niki Tam is awarded a winner of Student Niki Tam is awarded a winner of 
the ‘Good people, Good Deeds’ English the ‘Good people, Good Deeds’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writing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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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中文科
學與教學與教

4C 蕭采樺得獎作品4C 蕭采樺得獎作品

林安博士為同學分享命題作文林安博士為同學分享命題作文

審題與取材的技巧，同學們踴躍審題與取材的技巧，同學們踴躍

發問，獲益良多。發問，獲益良多。

負責同學於早讀時段帶領全體學生負責同學於早讀時段帶領全體學生

進行古文朗讀。進行古文朗讀。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3D 林芊言、4C 蕭采樺於《龍的心3D 林芊言、4C 蕭采樺於《龍的心——中國情：華夏文明永相傳》中學標語創作比賽獲優異獎。中國情：華夏文明永相傳》中學標語創作比賽獲優異獎。

高中組優異獎：6B 謝昕臨、6D 楊雨茵、6D 麥曉琳、6D 李芷晴高中組優異獎：6B 謝昕臨、6D 楊雨茵、6D 麥曉琳、6D 李芷晴

初中組優異獎：4D 鄒卓彤、3D 湯佳月、4B 張樂曦、4D 馬明慧、4A 林穎渝     初中組優異獎：4D 鄒卓彤、3D 湯佳月、4B 張樂曦、4D 馬明慧、4A 林穎渝     

4D 陳學川於「文協盃」徵文比賽4D 陳學川於「文協盃」徵文比賽

(2021-2022)獲初中組優異獎。(2021-2022)獲初中組優異獎。

3D 林芊言得獎作品3D 林芊言得獎作品

中文科為中四至中六級同學舉辦主題為中文科為中四至中六級同學舉辦主題為

「文憑試的審題及取材」的文憑試應試技巧講「文憑試的審題及取材」的文憑試應試技巧講

座，邀請林安博士（香港理工大學中國語文教學座，邀請林安博士（香港理工大學中國語文教學

中心副總監）作主講嘉賓。中心副總監）作主講嘉賓。

校長致送紀念旗予主講嘉賓林安博士。校長致送紀念旗予主講嘉賓林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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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科學、科技、科技、
工程與數學工程與數學(STEM)(STEM)

設計與科技科設計與科技科

生物科生物科

設計與科技科參加由科普教育基金舉辦香港遙控模型車新星賽2022，並在比賽中得到優異成績。

遙控模型車比賽
一等獎    2D 張晉軒  賴家賢

設計與科技科舉辦遙控模型車體驗

日，讓學生能了解及學習基礎遙控模

型車知識。

  設計與科技科舉辦了機甲大師青少年挑戰賽(RoboMaster Youth Tournment)訓練班，讓學生能了

解及學習機械人編程及操縱機械人知識，加強解難能力。活動

學與教學與教

比賽

編程進行中編程進行中學生學習操縱機械人學生學習操縱機械人

遙控模型車計時訓練
遙控模型車計時訓練

機械人對戰機械人對戰

學生了解創新科技攤位學生了解創新科技攤位參觀前大合照參觀前大合照

  中六修讀生物的學生於2023年1
月5日參加了明愛陳震夏郊野學園舉
辦的「陸上生境生態研習課程」。學

生除了有機會在長洲的林地和草地進

行生態研習外，更可以把收集到的昆

蟲及泥土樣本帶到實驗室，以儀器作

深入的觀察，並把收集到的數據作出

分析。

創新科技嘉年華2022

學生在林地捕捉昆蟲學生在林地捕捉昆蟲

運用顯微鏡作觀察運用顯微鏡作觀察

在林地辨認物種在林地辨認物種

專心聆聽導師的講解專心聆聽導師的講解 收集泥土樣本收集泥土樣本 99



學與教學與教

  物理科於2022年11月25日晚上邀請了明愛陳震夏郊野學園到校為
25名中四至中六修讀物理的學生舉辦了「基礎觀星證書課程」。課程
中，導師除了講解基本天文知識外，學生還可以在室內以VR體驗觀星
樂，學習運用星圖找尋不同的星座，最後更可以透過雙筒望遠鏡以及天

文望遠鏡觀看星空，看到了木星及它的四顆衛星連成一線。

物理科物理科

  日常生活中，有時會用一個數值很小的數字來表示一件事情發
生的機會很微，進而帶出數學上概率，就是用以表示事件發生機會

大小的數字。學生透過不同的攤位遊戲去了解概率，如以實驗去找

出一粒不公平骰各數字擲出的頻數，引入實驗概率，並說明當實驗

的次數很大時，實驗概率便和理論概率很接近，從而引導大家從生

活找出數學原理。

數學數學科科

透過天文望遠鏡觀看星空透過天文望遠鏡觀看星空 在室內以VR體驗觀星樂在室內以VR體驗觀星樂

透過雙筒望遠鏡觀看星空透過雙筒望遠鏡觀看星空

學習運用星圖找尋不同的星座學習運用星圖找尋不同的星座

課程後完成測試，所有同學均考獲基礎觀星證書。課程後完成測試，所有同學均考獲基礎觀星證書。

擲骰子，抽選不同顏色球及輪盤抽獎遊戲了解概率。擲骰子，抽選不同顏色球及輪盤抽獎遊戲了解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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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與社會科生活與社會科

中國歷史科中國歷史科

歷史科歷史科

  大澳曾是香港的主要漁港，是一個集漁業、鹽業、商業
及農業活動的海邊市鎮。現今仍保留著獨特的社區文化及歷

史古蹟。同學在香港科技大學導師帶領下進行實地考察活

動，借大澳豐富的歷史文物，親身了瞭解這個地方的歷史、

社會及文化。

  中國歷史科及學術促進組合作，安排修讀中史科學生參
觀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加強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興趣，培養

國民身份認同。

  在11月22日學校開放日，歷史科及中國歷史科合作透過
介紹國旗、國徽及區旗的歷史展覽及攤位遊戲，讓小六的學

生及家長對國家歷史發展有更多的認識。歷史學會的幹事，

耐心地向他們解釋當中的歷史。

個人、個人、社會、社會、人文教育科人文教育科 學與教學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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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科視覺藝術科
藝術發展藝術發展

  視藝科與美術學會致力提高同學對創作的興趣與氛圍，課程上，除基礎的點
線面練習外，亦作不同的版畫試驗，如：有中一級的拼貼版畫，中二級的木刻水

印，以至高年級的套色版畫。此外，視藝科亦安排同學於校園寫生。而美術學會

的活動則融合了多元文化學習，包括中國陶藝、哥特面具文化等，培養學生創作

力，並積極參與校外藝術比賽，培養審美及想像力，同時就各項世界議題產生思

考和同理心，冀多方面途徑增加學生對藝術的興趣及增強其自信及成功感。

音樂科音樂科

高中作品高中作品

同學寫生同學寫生

開放日開放日

開放日開放日——猜是誰猜是誰

職業博覽職業博覽——捲紙畫紀念品捲紙畫紀念品

青花瓷設計青花瓷設計

參加外界面具創作比賽參加外界面具創作比賽

同學享受印版畫樂趣同學享受印版畫樂趣

同學齊齊印製同學齊齊印製

聖誕卡聖誕卡

參加外界面具創作比賽 參加外界面具創作比賽 

3B李映潼於開放日3B李映潼於開放日

表演高難度古箏樂曲表演高難度古箏樂曲

《東海漁歌》《東海漁歌》

合唱團合唱團 學生於開放日教授來賓彈奏夏威夷小結他學生於開放日教授來賓彈奏夏威夷小結他

4D區迪朗及4D袁婷雅於4D區迪朗及4D袁婷雅於

開放日表演小提琴二重奏開放日表演小提琴二重奏 中樂團中樂團

學與教學與教

  中樂團及合唱團於第
二十八屆畢業暨頒獎典禮

中參與演出，向畢業生表

達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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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閱讀中學習組從閱讀中學習組

每月好書分享

漂書閣

  本組旨在為同學創造優質而愉快的閱讀經驗，推廣閱讀風氣，讓同學從閱讀中學習，在學習中成長。本學期我們每
星期舉辦兩節晨讀課，由各科主任精選文章，並配上問題，引導同學思考。本組又定期主辦好書推介活動及比賽，各班

代表分別到其他班級推介中英圖書，讓同儕間互相切磋。此外，在有蓋操場本組精心設計了「漂書閣」，老師同學捐贈

各式圖書作漂書用途，又附上簡單推介文字，讓閱讀變得輕鬆而溫暖，大家反應踴躍。

開放日圖書館領袖生向開放日圖書館領袖生向

參觀者細心介紹遊戲的玩法參觀者細心介紹遊戲的玩法

中一級專題研習課讓同學參中一級專題研習課讓同學參

觀學習資源中心，展開自主觀學習資源中心，展開自主

學習活動學習活動──人物傳記跨學人物傳記跨學

科主題研習過程。科主題研習過程。

6D班黃錦鴻榮獲21-22年度由6D班黃錦鴻榮獲21-22年度由

香港教育城主辦「閱讀挑戰計劃」香港教育城主辦「閱讀挑戰計劃」

之「傑出表現學生獎」之「傑出表現學生獎」

開放日以釣魚遊戲介紹「七個開放日以釣魚遊戲介紹「七個

成功的習慣」為題的書籍，成功的習慣」為題的書籍，

回應主題「追求卓越」。回應主題「追求卓越」。

充滿書卷味的漂書閣終於充滿書卷味的漂書閣終於

正式啟用正式啟用

閱讀果實與你共享閱讀果實與你共享

9月圖書館領袖生實務訓練課程，9月圖書館領袖生實務訓練課程，

隊長指導正在認真學習的新隊員隊長指導正在認真學習的新隊員班際每月好書分享班際每月好書分享

22-23新一屆圖書館領袖生就職22-23新一屆圖書館領袖生就職

圖書館領袖生細心地圖書館領袖生細心地

為同學處理新書為同學處理新書

中五級每月好書分享比賽拍攝中五級每月好書分享比賽拍攝

21-22年度傑出圖書館領袖生21-22年度傑出圖書館領袖生獲獎獲獎同學同學

學與教學與教

中一級專題研習課 開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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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至12月所舉辦的講座及活動包括：

˙職業博覽2022

˙中三級「應用學習課程簡介暨高中升學準備」家長講座

˙中六聯招申請(JUPAS)講座

˙中六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E-app)講座

˙中六升學講座—香港城市大學

˙中六升學講座—職業訓練局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生涯規劃及升學輔導組生涯規劃及升學輔導組

香港城市大學入學講座香港城市大學入學講座
土木工程土木工程

職訓局職訓局——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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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商貿電子商貿

職業博覽2022大合照職業博覽2022大合照

學生發展學生發展

時裝及形象設計時裝及形象設計

醫護醫護

職業博覽2022開幕典禮職業博覽2022開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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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發

訓導組訓導組
  領袖生會在指定月份舉行月會，期間有老師、副
總領袖生或總領袖生在場旁聽，並提出的意見，以及

反映當值期間所遇到的問題，作出改善建議。大家恪

盡職守、互相幫助，盼望發揮有責任心和團隊精神，

並作為同學的榜樣。

2022-2023領袖生交接儀式2022-2023領袖生交接儀式

早會分享早會分享

香港浸會大學香港浸會大學

「學生領袖訓練及品格培育計劃2022」「學生領袖訓練及品格培育計劃2022」

S1 與警長有約S1 與警長有約

  訓導組定期負責不同主題
的早會分享，期望同學能在不

同的故事中學懂做人道理，亦

能透過早會分享訓練領袖生的

演說技巧。

5B 馮芷銘 領袖生隊長
  受到老師抬愛而被推薦參加由浸大舉辦的領袖活動，活
動使我獲益匪淺、開拓了自己的視野。

  我在活動過程中最印象深刻的是浸大誠邀一位談吐不凡的女
士，向我們講述理財有責。我原來以為單據遺失，只要隨便用任

何紙張寫上購買物品就可以，但意想不到用其他紙張代替原本的

單據已屬犯法。理財與生活息息相關，聽完分享可以避免自己誤

墮法網，亦可以再分享給身邊的人，避免他們誤墮法網。

  這個活動令我增廣見聞，了解更多事物，在擔任領袖期間
能夠從活動中所得到的知識學以致用，成為一個優秀的領袖。

 1C 黃汝喬 
  在這個講座我學會了要「尊重他人」和「關愛同學」，對他們存有同理心，
在他們陷入困境時拔刀相助，我學會了「待人態度管理」，懂得幫助別人是一種

美德。因此，我們要自我反省，盡力做得最好，多關愛身邊的人，令這個社會的

人都可以被這些正能量包圍，令這個社會變得更美好！

4D 江杞良 副總領袖生
  歷時兩個月的領袖訓練終於圓滿結束，讓我有不少得
著，當中有笑有淚，也蘊藏著很多道理。

  首先，是次訓練中，我學會與組員以不同的方式討
論。例如：在大家都糾結於一個論點時，我會嘗試調停，

並引領大家向一個新方向思考，從而得出更好的論點。當

然，我也從中懂得團隊精神的重要性。一個團隊最重要的

就是團結一致，勇往直前。我們就是秉持著這個態度進行

每一次討論，非常愉快。

  另外，訓練中的每一個講座都是非常引人入勝的，令我
明白法律與領袖的關係是息息相關。我認為領袖必須自律、

遵守法律，為別人樹立一個好榜樣，這才是一個好領袖。

  經過這次訓練，我對領袖生這個崗位有更深入的了
解，也明白到領袖必須具備的態度，真是獲益良多。

領袖生雙月會領袖生雙月會

2022-2023總領袖生2022-2023總領袖生

5D 黃子權5D 黃子權
新任的領袖生準備好迎接新挑戰新任的領袖生準備好迎接新挑戰

領袖生雙月會領袖生雙月會

感激你們一年來的付出！感激你們一年來的付出！

學生發展學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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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輔導導組組
  本年度的活動籌備小組由中五及中六的輔導領
袖生組成，為中一同學設計不同競技活動，由中三

中四的輔導領袖生帶領活動，令中一新生可以儘快

適應中學生活及融入校園，與班主任及同班同學互

相認識，訂立目標班規，增加對彼此的認識。

  本校參加了「醫教社同心協作計劃」，邀
請醫管局護士到校為中一同學舉辦關注精神健

康講座，促進學生的個人成長及心靈健康。   共50多位輔導領袖生
於9月26日放學時段進入
中一班課室，與學弟學妹

互相認識，引導學弟妹積

極學習，適應新環境。

中一迎新日

中一精神健康講座 輔導領袖生聯繫活動

  輔導領導生大會是輔導
領袖生組織的第一次大型聚

會。由中三至中五級輔導領

袖生為中一及中二級同學舉

辦活動。是次活動內容主要

有：介紹輔導領袖生活動、

頒授襟章、輔導總領袖生分

享及傾談環節。

  為加強中三至中五輔導領袖生的輔導技巧及信
心，駐校社工於八月至十二月舉辦了六次輔導技巧工

作坊，講解輔導原則和帶領活動的技巧，讓他們更有

信心服務有需要的同學，擔當領袖的角色。

  輔導組於9月28至30日於學校禮堂為中一
同學舉辦中一成長營，透過遊繩活動、競技合

作及小組分享，讓同學融入中學生活，增加學

員彼此默契，強化紀律及自信心，並培養同學

互助互讓，團結合作的精神。 

中一成長日營

輔導領袖生訓練
輔導領袖生大會

學生發展學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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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生命教育組教育組

中三級由衛生署姑娘主持的卓爾成長課，教導同學中三級由衛生署姑娘主持的卓爾成長課，教導同學

與人溝通和自我管理的技巧。與人溝通和自我管理的技巧。

麥潤壽先生主持中六級「逆境自強」講座，與同學分享過往難苦麥潤壽先生主持中六級「逆境自強」講座，與同學分享過往難苦

奮鬥的成長經歷，鼓勵中六級同學積極面對DSE公開考試的挑戰。奮鬥的成長經歷，鼓勵中六級同學積極面對DSE公開考試的挑戰。

麥先生的分享令同學獲益良多，講座後，同學熱切地向他提問和交流意見，並且拍照留念。麥先生的分享令同學獲益良多，講座後，同學熱切地向他提問和交流意見，並且拍照留念。

生命教育組與德育組合作，舉生命教育組與德育組合作，舉

辦「和諧粉彩工作坊」，由專辦「和諧粉彩工作坊」，由專

業老師訓練學生，利用和諧粉業老師訓練學生，利用和諧粉

彩繪畫技巧抒發情緒，促進個彩繪畫技巧抒發情緒，促進個

人精神健康。人精神健康。

中五級生命教育教育課中五級生命教育教育課——成長必修班，以電影帶出積極成長必修班，以電影帶出積極

人生的訊息，鼓勵同學勇於面對人生的挑戰。人生的訊息，鼓勵同學勇於面對人生的挑戰。

和諧粉彩作品和諧粉彩作品

學生發展學生發展

1717



德育組德育組
  為慶祝敬師節，提醒教師和學生「敬師愛生」的精神，德育組於去
年九月九日在小禮堂舉辦了敬師節特別早會，並由郭校長、家教會主席

陳女士及學生會主席盧旨游同學向全校師生致辭，以弘揚師道，讓師生

建立彼此互信互愛的教與學環境。

     為鼓勵學生感恩，學生填寫敬師心意卡，向老師表達感恩之情。本
校的家長教師會精心預備敬師禮物，向全校教師送上手工杯墊，以感謝

各位老師對學生的付出與辛勞。

老師們高興地接過敬師節禮物老師們高興地接過敬師節禮物

校長與一眾老師及家長喜迎敬師節校長與一眾老師及家長喜迎敬師節

學生會親手製作敬師卡給老師學生會親手製作敬師卡給老師

郭校長感謝老師的付出郭校長感謝老師的付出
同學們留心欣賞敬師節短片同學們留心欣賞敬師節短片

學校會主席盧旨游同學將敬師卡致送給
學校會主席盧旨游同學將敬師卡致送給

教師代表文建光老師教師代表文建光老師色彩豐富的杯墊色彩豐富的杯墊

學生寫上心意卡，為老師送上祝福學生寫上心意卡，為老師送上祝福

家教會會員製作了精美的杯墊給各位老師家教會會員製作了精美的杯墊給各位老師

學生發展學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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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國民教育組公民／國民教育組
  公民及國民教育組在國家重要日子及每周首個上課天均舉行升旗儀式，藉此提升同學的國民身份認同。疫情以來受限
於社交距離，只能以視像舉行集會。本學年在各級全面恢復全日面授課後，久別的操場集會再度舉行，同學能現場出席升

旗禮，難掩興奮之情。

  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3周年，
公民教育組安排中一級學生參加由正氣慈

善基金會和青晉義工團舉辦的「少年獻瑞

賀國慶  浩然正氣功夫大匯演」，活動由
世界武術冠軍李暉擔任總教練，匯演期

間，學生們精神抖擻地在足球場上有序列

陣，背景歌曲《中國人》令現場氣氛變得

熱烈，長拳、詠春拳、南拳、太極等經典

動作在同學們的青春汗水下整齊揮舞，寓

意青年將以健壯體魄和強勁精神，報效國

家，建設香港。

教練帶領學生敬禮教練帶領學生敬禮 教練指導下進行功夫匯演教練指導下進行功夫匯演

全體合照全體合照

教練指導學生站穩步法教練指導學生站穩步法

向國旗致敬向國旗致敬

整裝待發整裝待發副總領袖生主持升旗儀式副總領袖生主持升旗儀式 準備就緒準備就緒

國旗區旗校旗飄揚國旗區旗校旗飄揚

學生發展學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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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教育組本年度以「綠色校園」
主題推行全校環保活動，於 1 0月全校
師生參加了由綠色觸覺舉辦「無冷氣

夜」活動，共65%校師參與。本年度環
保大使更參加了多項環保活動，包括

「大澳田野考察活動」、「海洋公園、

生物擱淺之迷」工作坊、「香港海洋公

園保育基金主辦—保育本地淡水龜

教育計劃」及「荔枝莊、塔門考察」活

動，而在校內生命教育課舉辦了「可持

續發展委員會戲劇互動話劇」及「減塑

講座」，以輕鬆手法灌輸環保訊息。此

外，今年於學校開放日舉辦了「二手

物義賣活動」，當天我們籌得善款共

$4564.5，全數將捐給世界自然環保基金
作推動環保活動之用，這些活動可加強

同學對環境保育的認識。

健康及性教育組健康及性教育組

環保教育組環保教育組

  一年一度的「捐血日」於11月9日順利舉行。捐血活動不但能幫助他人，更可培養學生的關愛及同理心等價值觀。本校師
生一向踴躍參與捐血活動，當天約有有五十位師生參與是次別具意義的活動。

  為協助學生培養正確的生活習慣，讓學生認識毒品的禍害，學習抵抗內在及外在誘惑的技巧，本組分別舉行了家長及學
生健康校園計劃簡介會。

捐血活動給予同學機會關心社會捐血活動給予同學機會關心社會師生踴躍參與捐血活動師生踴躍參與捐血活動

家長十分關注青少年吸毒的情況家長十分關注青少年吸毒的情況同學們專注聆聽講者解說毒品的禍害同學們專注聆聽講者解說毒品的禍害

荔枝莊、塔門考察荔枝莊、塔門考察

開放日二手物義賣活動 開放日二手物義賣活動 

大澳 科大華南研究大澳 科大華南研究

減塑講座減塑講座

海洋公園、保育海龜活動海洋公園、保育海龜活動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環保戲劇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環保戲劇

戲劇表演戲劇表演

學生發展學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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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課外外活活動動組組
制服團隊 Tasting Day

領袖訓練日營

制服團隊集會

四社社際比賽—陸運會

中一形象樂滿FUN

  透過活動讓中一同學認識自己，從而建立一個健康的
中學生的形象，為中學生活邁開闊步。

  制服團隊為學生帶來同學間的協作訓練、領袖訓練以及專業
技能訓練。今個學年實體活動及各項訓練逐漸回復。開放日，各

制服團隊設計攤位，展示團隊特色。

  讓中一同學在選
擇前，可以先感受一

下不同團隊的特色。

  訓練中四學生擔當學生領
袖角色，活動中訓練他們的協

作能力、表達能力、組織能力

以及認識自己的領袖特質。

綠社綠社

藍社藍社黃社黃社

紅社紅社

四社接力準備中四社接力準備中

中一形象樂滿FUN活動中一形象樂滿FUN活動

中一同學投入活動中一同學投入活動

誰的自畫像誰的自畫像

童軍童軍——開放日攤位展示各種繩結及童軍密碼開放日攤位展示各種繩結及童軍密碼

聖約翰救傷隊聖約翰救傷隊——急救示範急救示範

學會會長討論並設計活動學會會長討論並設計活動

學會會長及導師合照學會會長及導師合照 學會會長積極參與學會會長積極參與

學生發展學生發展

聖約翰救傷隊聖約翰救傷隊
香港航空青年團香港航空青年團

童軍童軍女童軍女童軍

女童軍女童軍——開放日攤位開放日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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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家長教師會

學生會學生會

「了解青少年網絡文化及改善網絡成癮」「了解青少年網絡文化及改善網絡成癮」

家長教育講座家長教育講座

家教會主席陳女士致辭家教會主席陳女士致辭 家長們準備了水磨石碟英文字紙鎮送給每一位老師家長們準備了水磨石碟英文字紙鎮送給每一位老師

第30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第30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與郭校長Tea一Tea」之真情對話「與郭校長Tea一Tea」之真情對話

學生會SOUL成員學生會SOUL成員 陸運會陸運會 學生會開放日攤位學生會開放日攤位

學生發展學生發展

家長委員鼎力支持家長委員鼎力支持

開放日家長教師會攤位委員合影開放日家長教師會攤位委員合影

滿載而歸滿載而歸家長委員落力推銷家長委員落力推銷

開放日開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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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獲獎紀錄校外獲獎紀錄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成績 得獎學生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

‘Good people, Good Deeds’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Winner 4B TAM LOK LAM NIKI

Rotary Club of HK 
Island West,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Education Workers

The 17th Biliteracy & 
Trilingualism Composition and 

Speech Competition 
English The semifinal 6D LI TSZ CHING

Smart Education 14th Radio Drama Competition 　 Semi-Finalists

3A LO HOI CHING
3C LAU MIA

3D SHEW WING LAM
3D YIP YIU K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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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C 范冰冰

季軍 6D 王苑樺

普通話散文獨誦 季軍 5A 林志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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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 羅素馨

4C 石千桐 4D 陳卓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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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D 林巧晴

優異獎 4C 范冰冰

即席演講組 季軍 6D 麥曉琳

弘揚孝道文化聯合會
「爸媽：我與您的最難忘」

徵文比賽
初級組 季軍 4C 邱安兒

香港青年旅舍協會 「兩代情」徵文比賽 　 優異獎 5D 黃子權

中國文化協會 「文協盃」徵文比賽(2021-2022) 初中組 優異獎 4D 陳學川

弘揚孝道文化聯合會
第16屆孝情徵文比賽
我的孝情故事

初中組 真情流露獎 4D 唐敖婷

香港中華文化
促進中心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初中組 優異獎 2A 湯佳月 2D 范茵賢 3A 石千桐

高中組 優異獎 5D 楊雨茵 6C 梁穎思 6D 葉彥甫

香港青年協會 全港即興創意寫作比賽 　
優秀隊伍
嘉許證書

3A 姚雅慧 4C 石千桐
4C 陳芊穎 4D 羅文怡

東井圓林東慈善基金
《龍的心—中國情：華夏文明
永相傳》中學標語創作比賽

中學組 優異獎 3D 林芊言 4C 蕭采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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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D 莫承軒

香港資優教育
教師協會

粵港澳資優數獨錦標賽 2022 高中組 銅獎 4D 傅栢添

科普教育基金

香港遙控模型車新星賽2022 　 一等獎 2D 張晉軒 2D 賴家賢

香港遙控模型車新星賽2021
—遙控模型車比賽

個人賽

冠軍 5C 黃恩曦

亞軍 5C 呂金鴻

季軍 5A 許浩正

一等獎
3A 林栢淙 3B 葉俊杰 4B 伍晁樂
4D 徐諾謙 4D 施君盛 4D 李國棟

5A 陳鍵皓 5D 張文權

隊際賽
冠軍

3B 葉俊杰 4B 伍晁樂
4D 徐諾謙 5A 許浩正

亞軍
3A 林栢淙 4D 李國棟
4D 施君盛 5A 陳鍵皓

香港遙控模型車新星賽2021
—STEM網上工作坊問答比賽 　

冠軍 5C 黃恩曦 5C 呂金鴻

亞軍 3B 葉俊杰

季軍 5A 許浩正 5A 陳鍵皓

一等獎 4B 伍晁樂 4D 徐諾謙

二等獎 3A 林栢淙

家長們準備了水磨石碟英文字紙鎮送給每一位老師家長們準備了水磨石碟英文字紙鎮送給每一位老師

學生發展學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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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成績 得獎學生

科普教育基金

學界科技體育運動
—遙控模型車積分賽1 個人賽

冠軍 5C 呂金鴻

亞軍 5C 黃恩曦

季軍 4B 伍晁樂

一等獎 2C 鄧儒 2D 韓梓謙

二等獎
3A 林栢淙 4D 李國棟
4D 施君盛 5A 陳鍵皓

學界科技體育運動
—遙控模型車積分賽2 個人賽

冠軍 5C 黃恩曦

亞軍 5A 許浩正

季軍 2D 韓梓謙

一等獎 2C 鄧儒 4B 伍晁樂 5C 呂金鴻

二等獎 4D 李國棟 4D 施君盛 5A 陳鍵皓

學界科技體育運動
—遙控模型車積分賽3 個人賽

冠軍 2D 韓梓謙

亞軍 5C 黃恩曦

一等獎 4B 伍晁樂 5A 陳鍵皓

二等獎 2C 鄧儒 4D 施君盛 5C 呂金鴻

學界科技體育運動
—遙控模型車積分賽4 個人賽

冠軍 5C 呂金鴻

季軍 2C 鄧儒

一等獎 2D 韓梓謙 5C 黃恩曦 5A 許浩正

二等獎 4D 李國棟

三等獎 4D 施君盛

學界科技體育運動
—遙控模型車積分賽

個人賽

冠軍 5C 黃恩曦

亞軍 5C 呂金鴻

季軍 2D 韓梓謙

第四名 2C 鄧儒

第六名 4B 伍晁樂

第九名 4D 李國棟

　
綜合學校成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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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D 李紫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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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C 諸葛潔如 3D 周悅祺 4A 鄒嘉銳
4A 麥籽芊 4B 鍾穎晴 4C 梁雅茜
4D 陳卓盈 4D 馬明慧 4D 童綺雁
5C 陳嘉汶 5C 薛家寧 5D 陳樂兒
5D 郁樂芝 6A 謝嘉怡 6C 蕭惠欣

6C 黃家勤 6D 楊雨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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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D 袁婷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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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B 黃晞晴

男子丙組50米蝶泳 冠軍 2A 詹偉烽

男子甲組200米蛙泳 冠軍 5C 邱俊諺

男子甲組50米蛙泳 亞軍 6C 黃丞謙

女子乙組100米蛙泳 季軍 4D 范泳桐

元朗區中學校際田徑賽
男子丙組推鉛球 亞軍 2C 蕭逸朗
男子乙組跳高 殿軍 4B 蕭杰

元朗區中學校際羽毛球賽 女子甲組 團體亞軍
4A 吳珈瑤 6B 陳慧珊
6B 馬婉霖 6C 石詠儀

學生發展學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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