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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秋，新學年伊始，在此首先感謝過往兩年來師生共同努力，於抗
疫期間，不畏艱辛，全力拼搏；老師為莘莘學子的持續學習、全人發展，日

以繼夜付出無盡努力。於如此嚴峻艱難狀況下，天官學生在2021年香港文憑
考試中的表現仍有明顯改善提升，實屬難能可貴。老師們緊守「信有明天」

的理念，悉力以赴，殊堪讚頌，我亦衷心祝願天官的年青人緊守「人無我

有，人有我優」的信念，在物競天擇的環境下，創造美好人生。

  暑假期間，全城熱話，當屬一眾香港奧運精英運動員的出色表現。相隔
1/4世紀，繼長洲「風之后」李麗珊勇奪滑浪風帆奧運冠軍之後，張家朗於
本屆奧運勇奪花劍比賽冠軍。他於高中時選擇退學，轉為全職運動員的故事

再成大眾討論焦點，讓人深深體會其關鍵的決定，足以影響他日後的一生，

有父母的全力支持才能孕育出一位傑出運動員。此外，「牛下女車神」李慧

詩再度奪獎，累計擁有兩面奧運獎牌。君不見身穿「彩虹戰衣」的李慧詩，

雖經歷傷患困擾，依舊排除萬難，不懼強敵，勇往直前。運動員面上勝利的

光輝、燦爛的笑容，背後卻交織著血汗及淚水，每天過著節奏如一、刻板、

苦悶的生活，除三餐溫飽，清潔衛生外，便是體力、技巧、策略及實戰的訓

練，可說是艱辛乏味。但他們憑著堅忍的毅力，奮力向上，屢敗屢戰，充分

證明「成功沒有金鎖鑰，勤力才是王道」的道理。天官的年青人理應見賢思

齊，自我思量，細味這些傑出運動員的成功之道，為自己闖出一片新天地！

  藉此機會，希望和一眾師生分享以下五項基礎要素，「成功無坦途」：
    1. 態度：正面積極，鍥而不捨，立身處世，問心無愧；

    2. 習慣：生活有序，持之以恆，良好習慣，成功在望；

    3. 技巧：千錘百鍊，熟能生巧，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4. 經驗：成敗印記，交錯縱橫，日積月累，轉化成智；

    5. 期望：「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無畏無懼，目標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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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注事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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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注事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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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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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下，無論課室內外都要保持距離而減少了人與人的接觸，故本
學年開學禮改以Zoom形式進行。當天，莘莘學子精神抖擻的回到學校，
興高采烈地與班主任交流，互相分享暑假的生活，加深了解。接著，全

校師生透過網上直播的形式參與開學禮，聆聽着校長的諄諄教誨，勉勵

同學要效法運動員堅毅不屈、自我挑戰的精神。雖然開學禮的進行模式

有變，亦無阻天官師生對新學年的憧憬和期盼。

  2021年11月21日為本校開放日，疫情關係
本校以網上形式，將各科目、組別及課外活動

的資訊展示出來，從而讓各位認識本校的課程

發展、創科教育、閱讀推廣及不同活動。

開開學學禮禮

網上開放日網上開放日
學術發展

學生發展

活力校園

升旗隊同學於開學禮中進行升國旗儀式。升旗隊同學於開學禮中進行升國旗儀式。 同學留心聆聽校長的訓勉。同學留心聆聽校長的訓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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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於疫情持續，為減低病毒感染風險，本校已於2021年11月21日（星期日）以線上直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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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中二級袁愷澄同學及校友羅詠詩（本年度升

讀香港理工大學工商管理系市場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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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踴躍提問，校長亦詳細解答家長問題，活動於下午3時30分圓滿結束。

中一中一資訊日資訊日講座講座

畢業頒獎典禮畢業頒獎典禮

校長介紹本校概況校長介紹本校概況 2D袁愷澄同學分享2D袁愷澄同學分享

在天官的生活點滴在天官的生活點滴
以Zoom線上直播「中一資訊日講座」

以Zoom線上直播「中一資訊日講座」

畢業生羅詠詩校友分享畢業生羅詠詩校友分享

在天官的生活點滴在天官的生活點滴校長解答家長提問校長解答家長提問校長、副校長與老師及同學們合照留念校長、副校長與老師及同學們合照留念

  第二十七屆畢業頒獎典禮已於12月3日順利完
成，疫情下，頒獎禮在學校禮堂舉行，對畢業生及

得獎同學來說，個人成績得到鼓勵，別具意義。

長期服務獎

表演

郭校長為全校師生作致訓辭。郭校長為全校師生作致訓辭。 畢業生李玉鈁以個人畢業生李玉鈁以個人

經歷勉勵學弟妹。經歷勉勵學弟妹。
畢業生李玉鈁代表中六級同學領取畢業證書。畢業生李玉鈁代表中六級同學領取畢業證書。

林瑞華老師獲頒教職員林瑞華老師獲頒教職員

二十五年長期服務獎。二十五年長期服務獎。

曾玉英老師獲頒教職員曾玉英老師獲頒教職員

二十五年長期服務獎。二十五年長期服務獎。

黃子建老師獲頒教職員黃子建老師獲頒教職員

三十年長期服務獎。三十年長期服務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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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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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本校繼續支持香港中學

校長會舉辦之「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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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至12月2日期
間，共有 2 9名老師開放課堂，一
共 1 1個科目，包括中文、英文、
數學、通識、物理、化學、生物、

歷史、中史、地理、生活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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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名外校老師、科主任及副校長參與
本校公開課，分別來至13所不同學校，如高主教
書院、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

學、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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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本校老師如何善

用資訊科技，以電子平台促進教學；如

何帶動小組模式進行有效的課堂學習，

師生共同建構課堂知識等等。外校老師

均認同是次「自主學習節―公開課」

具有珍貴的參考價值。

學術發展組

「自主學習節「自主學習節──公開課」 公開課」 
（2021年11月至12月）（2021年1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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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促進組學術促進組

  總學術領袖生兼領袖生隊長
4D陳俊兆同學及副總學術領袖生
兼領袖生隊長4D陳筠宜同學於早
會中與同學分享堅毅的故事。

  學術促進組舉辦以「積極樂
觀、堅毅不屈」為主題的講座，並

邀請香港空手道代表劉知名先生到

校向同學分享其奮鬥經歷，勉勵同

學積極向上，讓同學獲益良多。

  學術促進組於2021年10月6日舉行學術領袖生—朋輩學術輔導計劃面見活動。

學術領袖生在活動中擔任「小老師」，引導中一級同學討論，交流學習心得及技巧。

  本組於本學年增設「學術文化獎勵計畫獎勵」，目的希望擴闊同學視野，對象包括去年獲得進步獎、模範生候選人、
學術領袖生，名額約20個，同學可獲安排觀賞音樂及文化等表演活動。羅詠儀老師及李秀英老師於12月18日帶領20位獲選
同學欣賞「胡桃夾子芭」蕾舞劇，大家都投入欣賞。

  本年度學術總
領袖生 4 D林柏然
同學及陳俊兆同學

接受校長授勳。 

  新任學術領袖生
來年會盡力教導初中

同學。

  校長致送紀念旗予
嘉賓劉知名先生。

  4D黃子權同學奪
得首屆初中組最傑出

學生殊榮。

  6A陳曉琳同學奪
得首屆高中組最傑出

學生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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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重陽表敬意九月重陽表敬意
跨科組活動跨科組活動

計劃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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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第一個跨科組活動名為「九月重

陽表敬意」，希望藉此培養學生承傳中國文化、

敬老崇孝，以及建立對國家的身分認同。

活動目標： 
1. 以開放和包容的態度，欣賞和尊重中國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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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養同學對「敬老崇孝」的態度。
3. 掌握重陽節的意義。
4. 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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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科別：

學科： 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中國歷史、世界歷史、普通話、生物、化學、視覺藝術、設計與工藝、
生活與社會、公民與社會發展

組別：德育組、生命教育組、健康及性教育組、環保教育組、學生會、家教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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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學會、歷史學會、園藝學會

悠然賞秋菊及乾菊書籤製作

活動一

活動日期：2021年10月11日至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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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陽送祝福及花藝製作班

立體風箏製作

歷史科及普通話科短片播放

活動二

活動三

活動五

從閱讀中學習小組（閱讀活動）及圖書展出
活動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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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中文科

English DepartmentEnglish Department

Students celebrate Mid-Autumn Festival by making Students celebrate Mid-Autumn Festival by making 

paper lanterns.paper lanterns.

Winners of the Mid-Autumn Festival Winners of the Mid-Autumn Festival 

Activity receive their mooncakes.Activity receive their mooncakes.

A student delivers a presentation about A student delivers a presentation about 

a book she has read during the morning a book she has read during the morning 

sharing session.sharing session.

Students participate in a Students participate in a 

speaking activity during the speaking activity during the 

Halloween celebration.Halloween celebration.

A student gives a presentation during the A student gives a presentation during the 

SRL Festival.SRL Festival. Prize winners of the Inspirational People Prize winners of the Inspirational People 

Kahoot Quiz.Kahoot Quiz.

2D張家熙同學參加「一國兩制」與《基本法》標語創作比賽20212D張家熙同學參加「一國兩制」與《基本法》標語創作比賽2021

中獲優異獎，學校亦同時榮獲最積極參與學校獎狀。中獲優異獎，學校亦同時榮獲最積極參與學校獎狀。

我校同學參加全港中學生演講比賽「夢想盃」，勇奪多項獎項，表現出色。我校同學參加全港中學生演講比賽「夢想盃」，勇奪多項獎項，表現出色。

5D麥曉琳同學榮獲即席專題短講季軍、3D林巧晴同學榮獲粵語初中組季軍、5D麥曉琳同學榮獲即席專題短講季軍、3D林巧晴同學榮獲粵語初中組季軍、

3C范冰冰同學獲粵語初中組優異獎。3C范冰冰同學獲粵語初中組優異獎。

3D邱安兒同學參加第15屆「爸媽： 3D邱安兒同學參加第15屆「爸媽： 

我與您的最難忘」、徵文比賽榮獲季軍，我與您的最難忘」、徵文比賽榮獲季軍，

成績驕人，可喜可賀。成績驕人，可喜可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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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科技、工程及科學、科技、工程及
數學(STEM)數學(STEM)

  設計與科技學會會員參加了由科普教育基金舉
辦香港遙控模型車新星賽2021，比賽中，本校得到
優異成績，囊括了冠亞季軍獎項，並有7位月同學
取得一等獎。另外，本校亦在同一活動的STEM網
上工作坊問答比賽中，囊括冠亞季軍獎項，並有3
位同學取得一等獎，成績驕人。

  設計與科技學會舉辦了模擬飛行培訓課程，讓同學能了解及學習航空及操控小型飛機知識。

設計與科技學會舉辦了遙控模型車初班，讓同學能了解及學習遙控模型車基礎知識。

比賽

活動

操控訓練操控訓練

同學學習操控小型飛機同學學習操控小型飛機

女同學也來參與學習女同學也來參與學習了解飛行知識及理論了解飛行知識及理論

同學練習中同學練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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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術學會(Art Club)期望透過一系列
工作坊增加學生對藝術的興趣。鑑於疫

情，幹事們決定以社交平台(Instagram)發
佈藝術資訊，例如工作坊的報名詳情、展

覽資料等，務求令各位天官同學可隨時重

溫及參閱藝術資訊。

視藝科視藝科
  幹事們參觀尖沙嘴的「K11 Art Mall X 9GAG開全球首個MEME實體
展」，錄製的精華片段已上傳到社交平台(Instagram)，而展覽中得到的紀
念品—「MEME卡」將作為日後活動的抽獎禮物。

  由於會員人數眾多，第一次會員大會需要分兩日進行。
幹事們製作了簡報以便清晰解說，例如工作坊的示範作品

各位天官同學，可以追蹤美術學會的社交平台(Instagram)，得到第一手藝術資訊呢！

美術學會舉辦的熱縮膠工作坊，同學們都樂而忘返呢！

圖圖書書館館
社際天中扮嘢王冠軍表演隊伍：神祕博物社際天中扮嘢王冠軍表演隊伍：神祕博物

館。同學以嶄新的手法展示世界各地的名館。同學以嶄新的手法展示世界各地的名

畫和藝術品，令人耳目一新！畫和藝術品，令人耳目一新！ 花本蘭代父從軍，得皇帝體諒花本蘭代父從軍，得皇帝體諒

還鄉侍奉老父，以盡孝道。還鄉侍奉老父，以盡孝道。

圖書館主任訓練圖書館領袖生組成「早讀拍圖書館主任訓練圖書館領袖生組成「早讀拍

攝團隊」，負責拍攝、整理和剪輯各班同學攝團隊」，負責拍攝、整理和剪輯各班同學

的分享內容，協助「從閱讀中學習組」推動的分享內容，協助「從閱讀中學習組」推動

每月好書分享‧推廣全校閱讀風氣。每月好書分享‧推廣全校閱讀風氣。
中一級新生於專題研習課堂到圖書館搜尋書籍，中一級新生於專題研習課堂到圖書館搜尋書籍，

進行自主學習探究。進行自主學習探究。

2020-2021年度科本自學閱讀計劃得獎奬者2020-2021年度科本自學閱讀計劃得獎奬者

2020-2021年度圖書館傑出服務奬得獎者合照2020-2021年度圖書館傑出服務奬得獎者合照

2021-2022年度圖書館領袖生頒章授職，領2021-2022年度圖書館領袖生頒章授職，領

袖生長和隊長代表全體隊伍接受校方的委任，袖生長和隊長代表全體隊伍接受校方的委任，

全心全意投入圖書館服務和推廣閱讀的工作。全心全意投入圖書館服務和推廣閱讀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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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及升學就業輔導組生涯規劃及升學就業輔導組
9月至12月所舉辦的講座及活動包括：

職業博覽2021

中三級迪士尼青少年奇妙學習系列

中三級「應用學習課程簡介暨高中升學準備」家長講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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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六線上升學講座―香港城市大學

中六線上升學講座―職業訓練局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中六聯校模擬升學面試

  同學可以親身體驗如何為理想職業自我裝備及全面
拓展個人技能，認識自律及自我推動的價值，更可以透

過認識真實工作環境剖析迪士尼成功之道。

中三級「應用學習課程簡介
暨高中升學準備」

中三級迪士尼
青少年奇妙學習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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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聯校模擬升學面試

職業博覽2021大合照職業博覽2021大合照 一眾嘉賓細心聆聽講者的分享一眾嘉賓細心聆聽講者的分享

醫護醫護 土木工程土木工程

花藝花藝建築設計建築設計

物理治療物理治療

時裝及形象設計時裝及形象設計

中廚及西廚中廚及西廚

職業博覽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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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導組訓導組
  本校 6 A陳曉琳同學及鍾婉欣
同學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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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
得傑出學生

6A 陳曉琳

  這次比賽的主題是「卓越今天，成就將來」，其實就正如我們不斷學
習、吸收知識的過程一樣，要努力才能學有所成。在中學的階段，我們所

學習到的、累積到的，正正是在為我們的將來作好裝備，我也相信在這路

途上，只要我們能夠抱着持之以恆、努力不懈的心態，並能勇於接受挑

戰，不畏懼任何困難，大家必定能找到自己的發光點！

2021-2022領袖生交接儀式2021-2022領袖生交接儀式

感激你們一年來的付出！感激你們一年來的付出！

新任領袖生準備好迎接新挑戰。新任領袖生準備好迎接新挑戰。

2021-2022總領袖生

5D 楊雨茵

  今年是我第一次擔任總領袖生，在與去年度領袖生的交接過程中，我
從中向他們學習，汲取經驗，更深明自己和各個崗位職責的重要性，使我

有充足信心於本學年帶領領袖生團隊服務學校，並協助訓導組執行工作。

我與本年度的領袖生團隊合作時，明白身為總領袖生需講求團隊溝通及協

作能力，領袖生的工作不單是自己的職責，更需要具備承擔能力，為團隊

負責、與老師交流協作，共同建立學校優良校風。我很高興能擔任本年度

的總領袖生，感謝老師的信任與學校提供的機會，我承諾定當盡我所能，

帶領領袖生團隊完成使命。

「少年警訊夏令營」大埔林村香港青年獎勵計劃「少年警訊夏令營」大埔林村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賽馬會愛丁堡公爵訓練營賽馬會愛丁堡公爵訓練營

2D 黃舜妤

  我參加了這次活動後，令我明白毒
品的危險，亦體驗了如何做指模鑒證。

在活動中，我完成了各種各樣的訓練，

既可以鍛鍊身體，亦令我感受到活動的

刺激感。從中我也認識了來自不同學校

的學生。我希望以後能有更多機會參加

這類活動，令我可以認識更多朋友，以

及體驗不同的事物。

2D 張嘉恩

  我在活動中體會到攀石的刺激和樂
趣，亦做了不同的運動去鍛鍊身體，也

看了關於禁毒的宣傳，令我知道拒絕毒

品的重要性。最令我高興的是我可以和

其他學校的學生交流，透過多元化的訓

練能建立我們的團隊精神和領導才能，

建立正向價值觀，希望將來能有機會再

去參與不同的活動。

2D 周悅祺 

  去年7月12日，我和幾位同學一起參加了「少年警訊夏令營」活動，讓我明白守法
意識和社會責任感對青少年的重要性。我在夏令營中體驗了攀石、障礙賽、指模鑑證等

活動，並從中認識了很多導師。他們都很溫柔，而且非常專業，教導了我們不少知識，

令我獲益良多！

得獎感受得獎感受

6A 鍾婉欣

  我在這次活動須通過層層選拔，最終才可得到「傑出學生」這個稱
號，實在令我感到鼓舞。最令我難忘的是可以與一班來自「五湖四海」的

精英互相交流、切磋，的確令我獲益良多。大家在比賽過程中都有充足的

機會發揮自己的才能，令我能從中發掘到內在的自己，各參賽者亦成為我

的學習榜樣，令我能取長補短，精益求精。

  往後的日子裡，我也將會持續自我增值，成為更加優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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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的活動籌備小組由中四及中五的輔導領袖生組成，為即將入讀
中一同學設計不同競技活動，令中一新生可以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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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獲邀出席的班主任有更多機會了

解同學的特質。

輔導組輔導組

  輔導組於2021年9月28至30日為中一同學舉辦中一成長營，地點為學校禮
堂，透過歷奇活動、個人再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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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心及小隊士氣，並培養同學互助精神，締造積

極的團隊動力。活動後，參與的老師都讚賞同學態度積極。

 中一迎新日

 中一成長日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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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加強中三及中四輔導領袖生的輔導技巧及信心，駐校社工
Kenneth於十一月舉辦了兩次輔導技巧工作坊，講解輔導技巧，讓他
們更有決心服務有需要的同學，擔當領袖的角色。

 輔導領袖生大會是輔導領袖生組織組
成後第一次舉辦的大型聚會。對象為中一

及中二級同學。是次活動內容主要有四：介紹輔

導領袖生全年活動、頒授輔導學長襟章、輔導總領

袖生及副總領袖生的分享及輔導領袖生和學弟妹傾

談環節。

  中六班主任和同學於禮堂聚首一堂，校長、中六級各班主
任以及三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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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70多位輔導領導生於11月26日午膳時間進入中一及中
二班課室，帶領學弟妹活動，活動目標是讓學弟妹認識自我，

包括性格、長處及短處等；輔導領導生引導學弟妹積極面對自

己，培養自我接受的能力，從而改善個人不足之處。

輔導領袖生訓練

 輔導領袖生大會

 考試英雄誓師會

輔導領袖生午間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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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初，生命教育組邀請著名廣播界前輩麥12月初，生命教育組邀請著名廣播界前輩麥

潤壽先生為中六級同學主持「逆境前航」講潤壽先生為中六級同學主持「逆境前航」講

座。透過分享個人經歷，勉勵將要面對香港中座。透過分享個人經歷，勉勵將要面對香港中

學文憑試的同學勇敢面對挑戰。學文憑試的同學勇敢面對挑戰。

2020-2021年度生命樂章舊曲新詞創作和演繹比賽得奬者。2020-2021年度生命樂章舊曲新詞創作和演繹比賽得奬者。

生命教育組與輔導組合作，參加由香港影藝協會主辦的生命教育免費電影生命教育組與輔導組合作，參加由香港影藝協會主辦的生命教育免費電影

欣賞會，到屯門嘉禾戲院欣賞得奬獎電影「歲月神偷」。同學均感到興奮，欣賞會，到屯門嘉禾戲院欣賞得奬獎電影「歲月神偷」。同學均感到興奮，

家長亦樂得陪伴子女一起回憶香港人早期的奮發精神。家長亦樂得陪伴子女一起回憶香港人早期的奮發精神。

卓爾成長課由衛生署派員到校，透過輕鬆有趣的卓爾成長課由衛生署派員到校，透過輕鬆有趣的

活動，培養中三級同學抗逆力和溝通技巧。活動，培養中三級同學抗逆力和溝通技巧。

生命
教育組

  為了讓同學更能明白敬師節的意義，
德育組去年九月十日在禮堂舉行敬師節

特別早會，並由郭校長、家教會主席鄭

女士及學生會主席馬婉霖同學向全校師生

致辭，提醒教師和同學「敬師愛生」的精

神，以弘揚師道，讓師生建立彼此互信互

愛的教與學環境。

  在敬師節當天，不少同學在課後均向老
師道謝，感謝老師的辛勤教導，可見本校老

師在平日教導中，能潛移默化影響同學，並

令尊師重道的思想內化成個人態度。

同學專心欣賞敬師日短片同學專心欣賞敬師日短片

3D江杞良同學及邱安兒同學3D江杞良同學及邱安兒同學

擔任敬師節特別早會司儀擔任敬師節特別早會司儀

學生會主席馬婉霖同學將 學生會主席馬婉霖同學將 

大家親手製作的敬師卡， 大家親手製作的敬師卡， 

致送給教師代表文建光老師致送給教師代表文建光老師

同學看到短片中任教的老師，同學看到短片中任教的老師，

都拍掌感謝老師的教導都拍掌感謝老師的教導

郭校長以電影《奪標》勉勵全校師生郭校長以電影《奪標》勉勵全校師生

德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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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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師生於10月參加
了由綠色觸覺舉辦的「無冷氣夜」活動，共50%師生參與。本年度環保大使更參加了
多項環保活動，包括「2122國際環保博覽」、「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氣候變化博物
館—未來館長社區氣候培訓課程」及「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主辦—保育本地

淡水龜教育計劃2021-2022」活動，這些活動可加強同學對環境保育的認識。此外，
為向同學灌輸環保訊息，本組於2021年12月1日在生命教育課邀請了可持續發展基金
委員會主辦的環保戲劇，於本校作巡迴演出，戲劇以輕鬆手法表達環保訊息，同學皆

表現投入。

環保環保
教育組教育組

  自去年初疫情開始，因應停課及限聚令的要
求，同學未能在操場集會，升旗儀式亦只能以轉

播形式進行，讓同學在課室參與。然而，持續的

疫情並沒打消升旗隊員的熱誠，在疫情放緩的時

候，教育局指示每周舉行升旗儀式，同學加緊練

習，升旗儀式後的旗下講話亦如常舉行。

主題︰國民身分認同
4D 陳曉君

節錄

  十月一日是我國國慶的大日子。那天早上，透過電視台直播，觀看了莊嚴的升旗禮，令我反思國民身分認同的事情。甚麼是國民身分認同
呢？我想，認識祖國，關心祖國，明白自己是中國人，進而熱愛祖國，為國家的發展、建設出一分力，就是國民身分認同。

  原來，要培養國民身分認同是有不同的階段和程度的，而最基本的，就是認識祖國。中國航天員楊利偉用「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
作為自己的座右銘，他身體力行，切實去做，最終在2003年10月15日，乘坐神舟五號飛船首次進入太空，並取得成功，令人自豪。我們香港
的同學在現階段應從對祖國的認識、了解開始，好好裝備自己。

  透過學校課程，能讓同學從不同角度增加對祖國的了解和認識，從而激發我們的愛國情懷，例如學習普通話，可以了解祖國的語言文化；
學習中國語文和常識，可以認識很多中國的節日、風俗、文物、禮節、歷史人物、科技發明等內容。在中學階段，地理科課程，可以讓同學認

識祖國的山川風貌；經濟科可以讓同學了解祖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中國歷史科，可以讓同學系統地學習中國自古以來的歷史事件、人物

事跡、典章制度、學術思想等各方面的知識。

  由此可見，學校的課程設計已能循序漸進地加強同學對國民身分的認同。作為中學生，必須勇於學習，摒棄雜念，了解自己的國民身分，
從而致力與國家的發展接軌，將來爭取機會為社會和祖國的發展作貢獻。

公民公民／／
國民國民教育組教育組

旗下講話

每周升旗禮步操進場及升旗每周升旗禮步操進場及升旗

升旗儀式前練習摺叠國旗升旗儀式前練習摺叠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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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及性教育組健康及性教育組

    本年度「捐血日」已於10

月19日順利舉行，共有四十多名

師生參與是次別具意義的活動。

本校師生一向踴躍參與捐血活

動，當天更獲香港紅十字會頒發

「Outstanding Participation 

Award 2021」。

    為提升同學尊敬長輩及健康飲

食觀念，本組參與跨科組活動—

「九月重陽表敬意」，讓家長和同

學一起製作美味「杞子菊花糕」。

    中四級同學於十二月初於

校內參加了「乘風航歷奇訓

練」。訓練課程旨在提升同學

的自我管理能力及自信。同學

們都積極投入活動，發揮團隊

合作精神，完成任務。

師生踴躍參與捐血活動師生踴躍參與捐血活動

捐血可幫助生命，更可培養同學關愛精神捐血可幫助生命，更可培養同學關愛精神

香港紅十字會代表香港紅十字會代表

頒發獎狀予本校頒發獎狀予本校

學生會代表與校長及紅十字會職員拍照留念學生會代表與校長及紅十字會職員拍照留念

杞子菊花糕大功告成杞子菊花糕大功告成 同學跟從指示製作杞子菊花糕同學跟從指示製作杞子菊花糕

同學以最短時間完成「天能高塔」同學以最短時間完成「天能高塔」

「陸上行舟」考驗同學合作精神「陸上行舟」考驗同學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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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課外外活動組活動組
中一歷奇訓練

  透過團隊遊戲訓練同學的協作能力；亦透過歷奇訓練，
提升同學對自己的要求，從而提升同學面對挑戰的勇氣。

透過歷奇活動，增強同學的自信心及面對挑戰的勇氣。

中二歷奇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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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練中四同學成為學生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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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啦啦隊代表黃紫程小姐介紹奧林匹克精神「更快、更高、更強」，
激發同學追求卓越。

  制服團隊為同學帶來協作
訓練、領袖訓練以及專業技能

訓練。停了年半的實體活動逐

漸回復，期待著同學們穿上制

服的日子。

領袖訓練日營

「與成功有約」講座

制服團隊集會

聖約翰救傷隊聖約翰救傷隊 童軍童軍

香港航空青年團香港航空青年團女童軍女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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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家長教師會
敬師日活動敬師日活動

第29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第29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家長講座家長講座

「與郭校長Tea一Tea」「與郭校長Tea一Tea」
之真情對話之真情對話

家長們準備了繽紛水果凍蠟燭送給每一位老師家長們準備了繽紛水果凍蠟燭送給每一位老師

家教會主席鄭鎧潼女士致辭家教會主席鄭鎧潼女士致辭

香港婚姻及家庭治療協會認證婚姻香港婚姻及家庭治療協會認證婚姻

及家庭治療師張麗雲女士主持 及家庭治療師張麗雲女士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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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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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緩和，即使半天的上課時間，亦無阻本年度學生會
Azar成員服務學校及同學的熱誠，希望能夠帶給天官人美滿
的校園生活。學生會在暑假期間已拍攝敬師節短片，並由第

二十三屆學生會會長馬婉霖同學代表全體天官學

生向各位老師送上謝意。學生會亦積極協辦及

參與學校舉辦的「九月重陽表敬意」跨科組

活動，培養尊重他人及關愛的精神。學生

會在中三級全面復課後，隨即把握機會在

午飯時段舉辦停課後首個中三級班際閃避

球比賽，同學們都十分期待能夠再次參與班

際活動。兩年來，學校第一次舉行班際活動，

比賽氣氛非常熱烈，老師及同學都非常投入，3C
班更得到全場總冠軍。在疫情有所緩和下，大家

漸漸回復正常學校生活時，學生會會繼續舉辦不

同創新又有趣的班際活動，令同學能夠團結一

致，對學校更加有歸屬感，希望大家踴躍參與。

  疫情困擾世界各國，本校境外交流學習計劃亦
受影響，趁這個機會，回顧本校上學年境外學習行

程的花絮，並一覽本學年的行程規劃，期望不久將

來便能再次整裝待發。

行程規劃

恆常行程

中三級 中三級深圳創新科技與經濟發展探索之旅 
中四級 中四級上海經濟發展及城市規劃探索之旅

中三級至中五級 韓國多元產業交流團 
中三級至中五級 北京姊妹學校教育及文化考察團

擬辦行程

中三級 西安――「絲綢之路」起點的歷史文化及經濟探索之旅

中二級至中五級 日本

中二級至中五級 英國 Language and Culture Immersion Programme in the U.K.
中四、中五級 杭州、紹興文化及創新科技探索之旅

學生會學生會

境外交流境外交流
學習計劃學習計劃

參與韓國多元產業交流團的同學體驗穿韓服

參與韓國多元產業交流團的同學體驗穿韓服

中四級上海經濟發展及城市規劃探索
中四級上海經濟發展及城市規劃探索

之旅，同學與人工智能機器人服務員
之旅，同學與人工智能機器人服務員

合照合照 北京姊妹學校教育及文化考察團合照北京姊妹學校教育及文化考察團合照

中三級同學在深圳創新科技

中三級同學在深圳創新科技

與經濟發展探索之旅參觀自

與經濟發展探索之旅參觀自

行車廠，並試騎單車
行車廠，並試騎單車

學生會Azar成員學生會Azar成員

中三級班際閃避球比賽冠軍3C班中三級班際閃避球比賽冠軍3C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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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成績 得獎學生

Rotary Club of HK Island West,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Education Workers

The 17th Biliteracy & 
Trilingualism Composition 

and Speech Competition 

English

The semifinal 5D LI TSZ CHING

Tin Shui Wai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

English Club - 
Inspirational People

The First Place 2D LIANG YAU WING

The Second Place 2D CHEN HIU CHUN

The Third Place 1B SIU CHING YIN

The Fourth Place 2D CHEUNG KA HEI HUGO

The Fifth Place 1C NG HO CHUN

Tin Shui Wai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 Floral Arrangement Participated

2D CHEUNG KA HEI HUGO
2D SHEW WING LAM

4D NG TSZ YAN KAMI
Tin Shui Wai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 TV News Award Scheme  Best Performance 
Award 5D  WONG KAM HUNG

弘揚孝道文化聯合會
「爸媽：我與您的最難忘」

徵文比賽

中文科

中學初級組
—季軍

3D 邱安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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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 莫承軒

香港青年旅舍協會 「兩代情」徵文比賽 優異獎 4D 黃子權

香港青年協會 全港即興創意寫作比賽 優秀隊伍嘉許證書
2B 姚雅慧 3A 陳芊穎
3A 石千桐 3D 羅文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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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D 張家熙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優異獎（高中組）
5D 楊雨茵 6C 梁穎思

6D 葉彥甫

優異獎（初中組）
2A 湯佳月 2D 范茵賢

3A 石千桐

科普教育基金
香港遙控模型車新星賽2021
—遙控模型車比賽

設計與
科技學會

冠軍 4A 黃恩曦

亞軍 4B 呂金鴻

季軍 4B 許浩正

一等獎

2A 林栢淙 3B 徐諾謙
3B 伍晁樂 3C 葉俊杰
3D 施君盛 3D 李國棟 
4A 張文權 4C 陳鍵皓

香港遙控模型車總會
香港遙控模型車新星賽2021
—STEM網上工作坊問答

比賽 

冠軍 4A 黃恩曦 4B 呂金鴻

亞軍 3C 葉俊杰

季軍 4B 許浩正 4C 陳鍵皓

一等獎 3B 徐諾謙 3B 伍晁樂

二等獎 2A 林栢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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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A 鍾婉欣 6A 陳曉琳

新知識文化學術研習社
全港中學生演講比賽
—「夢想盃」

辯論學會

粵語初中組季軍 3D 林巧晴

粵語初中組優異獎 3C 范冰冰

即席演講組季軍 5D 麥曉琳

校內外獲獎紀錄校內外獲獎紀錄
(2021-22)(20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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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成績 得獎學生

教育局及香港學界
舞蹈協會有限公司

第57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群舞
《頂家女兒》

甲級獎

2C 鍾穎晴 2C 梁雅茜
3B 陳嘉汶 3B 薛家寧 
3D 陳樂兒 3D 郁樂芝
4A 謝嘉怡 4C 黃家勤
4D 楊雨茵 5A 鍾婉欣 
5B 梁淑祺 5C 袁心儀
5D 鄭詠心 5D 高詠榆
5D 盧嘉欣 6D 楊 蕊

中國舞群舞
《春采》

甲級獎

3B 陳嘉汶 3B 薛家寧 
3D 陳樂兒 3D 郁樂芝 
4A 謝嘉怡 4A 陳燕菲
4C 黃家勤 4D 楊雨茵 
5A 鍾婉欣 5B 梁淑祺 
5B 鄧蔚喬 5C 袁心儀
5D 鄭詠心 5D 高詠榆 
5D 盧嘉欣 5D 莫雪兒 

6D 楊 蕊

中國舞三人舞
《巴哈爾古麗》

優等獎
5B 梁淑祺 5D 鄭詠心

5D 高詠榆
中國舞三人舞
《雨後海棠》

甲級獎
5C 袁心儀 5D 鄭詠心

6D 楊 蕊　
中國舞獨舞
《月夜玫瑰》

優等獎 5D 鄭詠心

中國舞獨舞
《紅河女兒》

甲級獎 5A 鍾婉欣

中國舞獨舞
《一硯梨花雨》

甲級獎 5D 高詠榆

屯門文藝協進會 第35屆屯門區舞蹈大賽 中國舞群舞
《頂家女兒》

金獎

2C 鍾穎晴 2C 梁雅茜 
3B 陳嘉汶 3B 薛家寧 
3D 陳樂兒 3D 郁樂芝 
4A 謝嘉怡 4C 黃家勤 
4D 楊雨茵 5A 鍾婉欣 
5B 梁淑祺 5C 袁心儀 
5D 鄭詠心 5D 高詠榆 
5D 盧嘉欣 6D 楊 蕊

觀塘區文娛康樂促進會
觀塘民政事務處

第49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中國舞三人舞
《巴哈爾古麗》

金獎
5B 梁淑祺 5D 鄭詠心 

5D 高詠榆

中國舞獨舞
《月夜玫瑰》

金獎 5D 鄭詠心

中國舞獨舞
《紅河女兒》

銀獎 5A 鍾婉欣

中國舞獨舞
《一硯梨花雨》

銀獎 5D 高詠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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