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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2 香港中學文憑試

本校成績報捷

本校學生於 2022 年香港中學文憑試 (HKDSE) 表現不俗，在中國語文、英國語文、
數學及通識教育科分別考獲符合升讀本港大學基本入學要求「3322」成績的人數
和比率均創出本校新高，預計不少畢業生將以優秀成績升讀八所資助大學。
自首屆文憑試開始，本校已連續 10 年於「核心四科」及「最佳五科」獲評為「增
值達平均及以上」的學校，更在過往 6 屆文憑試，5 度獲評為同區增值得分最高
百分之五的學校。根據教育局公佈的最新文憑試增值數據，本校再度獲評為「高
增值學校」，所有科目均考獲 7 級優良增值，這些令人鼓舞的成績全賴本校教職
員的辛勤付出和學生們的努力。

節 錄本 屆
部份同學的
優秀文憑試
成績

吳宇昕
最佳 6 科 28 分
(5*) 會計 (5) 中文、數學
(4) 通識、化學、數學 (M1)
(3) 英文

洪佳浩
最佳 6 科 25 分

李松平
最佳 6 科 27 分

吳佳文
最佳 6 科 27 分

(5) 中文、化學、生物
(4) 英文、通識、數學

(5) 中文、經濟、會計
(4) 英文、通識、數學

(5) 中文、會計
(4) 通識、數學、經濟
(3) 英文

吳澤楷
最佳 6 科 25 分

陳權煒
最佳 6 科 24 分

黃兆琴
最佳 6 科 24 分

林文希
最佳 6 科 24 分

(5) 中文、通識
(4) 數學、經濟、中史
(3) 英文

(5) 數學 (4) 中文、
通識、化學、物理
(3) 英文

(5) 會計 (4) 中文、
數學、通識、經濟
(3) 英文

(5) 中文 (4) 數學、
通識、生物、化學
(3) 英文

本 校 學 生 於 2 0 2 1 年中學文憑試於「核心四科」及
「 最 佳 五 科 」 分別獲得 8 級及 9 級（最高）增值評級
 所 有 科 目 均 考 獲 7 級 優 良 增 值， 數 學 科 更 於 近
4 年第 3 度獲得 9 級 ( 最高 ) 增值成績；
 在過往 6 屆文憑試，本校第 5 度於「核心四科」
( 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通識教育 ) 及「最
佳五科」獲評為全區增值得分最高百分之五的學校；
 連續 10 年（自首屆文憑試開始）於「核心四科」
及「最佳五科」獲評級為「增值達平均及以上」
的學校。

本校核心四科及最佳五科增值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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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資助大學畢業生
近年經聯招升讀

姚梃鈞 麥旭均 ( 工商管理學院 )；

香港
大學

李嘉文 郭小威 ( 醫學院 )；郭小霞 ( 理學院 )；
游旺晨 ( 工程學院 )

中文
大學

盧芷君 ( 法律學院 )；雷嘉城 ( 工程學院 )；
楊進希 ( 社會科學院 )；王為棟 張家良 ( 教育學院 )；
張佳航 高進 王玥 ( 工商管理學院 )；蔡岳凌 ( 文學院 )
王紓婷 吳翰林 凌曉欣 陳瑜 ( 理學院 )

城市
大學

郭雪媚 柯 瑩 魏溶炎 ( 商學院 )；
吳建羽 王海琳 何佩穎 ( 理學院 )；
林宇軒 ( 動物醫學及生命科學院 )；
黃聖棋 ( 能源及環境學院 )

科技
大學

林健富 李遠南 吳國熙 黃恩惠 李遠南 ( 工學院 )；
陳玉燕 吳翊煌 郭子康 ( 理學院 )

嶺南
大學

溫釗榆 鄒堯文 黃樂琪 蕭嘉俊 ( 文學院 )；
孫琳峰 ( 商學院 )

浸會
大學

姚靜鈴 楊雯婷 ( 社會科學院 )；
林 榕 ( 文學院 )；余 俊 ( 商學院 )

教育
大學

古倩彤 陳誠毅 佘柏宜 高啟明 ( 人文學院 )

理工
陶曉峰 ( 醫療及社會科學院 )；
大學 陳子嬰 何浩賢 ( 理學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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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教育
多元發展

為發揮學生在德、育、體、群、美等方面的潛能，本校鼓
勵並安排學生參加各項國際及全港性賽事，讓學生開闊眼
界及增強自信。本校學生經過不斷的嘗試和反覆的練習，
憑藉臨場出色的發揮，更在不同領域中獲得獎項，展現所
長。

「 與 香 港 同 行 2 02 1 」- 環境局局長的「工作影子」
由香港政府部門及企業機構舉辦的「與香港同行 2021」活動吸引
了全港數百位精英學生申請參加，在激烈的遴選後，本校 5A 梁欣
儀同學最終獲選為時任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先生的工作影子，近距離
體驗官員的工作和政府的運作模式，計劃亦讓官員與同學分享其職
業生涯的經驗，並從中啟發同學以正面的價值觀面對眼前的逆境與
挑戰，日後能展現所長，積極向上。

「明日之星 - 上游獎學金」計劃
本校老師及社工於本學年推薦 6A 黃兆琴、吳佳文及駱嘉慧
同學參加「明日之星 - 上游獎學金」計劃，三位同學為人
樂觀正面，兼具奮發向上的學習態度，最後成功入選獲頒
發獎學金港幣五千元。獲獎學生亦有機會
參加「明日之星 - 星伴同行」師友計劃，
獲配對來自不同界別及富人生經驗的個人
友師，讓同學從友師身上獲得啟發，幫助
他們擴闊視野及帶領他們積極探索未來。

政賢力 量 第七屆卓越 學 生
領袖選 舉

5A 姚美言同學參加了由政賢力量舉辦的第七
屆「卓越學生領袖選舉」，更成為「卓越學員」
之一。姚同學參與一系列培訓及體驗式學習，
包括：「名人全接觸分享會」、「辯論技巧工
作坊」、「香港管治現況分析與未來發展專題
研討會」及「模擬特首選舉」等活動。其中，
姚同學在「模擬特首選舉論壇」中表現出色，
更與組員獲頒「最受歡迎競選團隊」獎項。

「 小 嘴 巴 、大世界」

荃葵青區傑出學生選舉

本校 4B 朱俊楷同學經嚴格評審後，成功

5A 梁欣儀同學在荃灣葵涌及青

獲選參加由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及新

衣區中學校長會及葵青區青年活

城知訊台共同舉辦的「小嘴巴．大世界—

動委員會合辦，香港聖公會麥理

主持人培訓計畫」，除了獲得著名電台主

浩夫人中心協辦之「荃葵青區傑

持人葉泳詩小姐的培訓外，亦可於 3-4

出 學 生 選 舉（2021/22）」 中，

月份到新城電台參加助理主持實

於眾多候選者之中脫穎而出，成

習，協助主持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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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12 位獲選的傑出學生之一。

到 訪 日 本 - 2 1 世紀東亞青少年大交流計劃
日本政府於第二屆東亞首腦會議（EAS）上，宣佈成立 350 億日元
的青少年交流計劃，邀請全球約 6,000 名 EAS 成員國（包括東南亞
國家聯盟（東盟）、澳洲、中國、印度、新西蘭及韓國）的青少年
往訪日本，以期透過青少年的交流建立亞洲的團結基礎。
本校何浩賢同學經過重重面試後，獲教育局選為本港 42 名學生代
表團成員之一，期間曾分別到訪日本東京都、京都府、茨城縣、滋
賀縣及千葉縣。在九天的行程中，同學透過參觀不同的歷史及文化
設施、到訪當地高中及寄宿於日本家庭，加深了對日本的文化及生
活的認識。

紙鶴同心健力士

德

在老師的鼓勵下，本校全體同學一起與社會各界參與
「紙鶴同心健力士」活動，同學藉著摺疊五彩斑斕的
紙鶴為香港送上祝福，希望社會能早日走出疫情困境。
活動以挑戰健力士摺紙鶴數量的世界紀錄 200 萬隻為
目標，師生參與氣氛非常熱烈，體現我校師生與香港

「孝道之星」

人團結有愛的精神，紙鶴將會在「2022 年香港天燈節」
於中環海濱活動空間展示。

本校同學除了在學習成績上有
所進步外，在品德修養方面亦
獲嘉獎，5A 鄭智清同學在泰
山公德會舉辦的活動中成為
「孝道之星」。鄭同學樂於助
人，富分享精神，更把活動所
得的獎品分送予其他同學。

智
張永賢律師奮進獎學金
「張永賢律師奮進獎學金」是嘉許曾身處逆境的同學，
以正面的態度面對挫折，克服困難，百折不撓，從而獲
得優秀的成績。本校畢業生王海琳同學及 4A 金可兒同
學先後於 2020 及 2021 年獲頒發獎學金，成為全港 21
位得獎學生之一。

「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是由教育局資優教育組委託中國語文教
育研究學會舉辦，旨在發掘在中國語文方面表現優秀的資優學
生，並為他們提供課堂以外有系統的培訓，擴闊他們的視野和
發展潛能。
在是次計劃中，同學需要參與一連串考核，包括寫作測試和即
席辯論，獲本校提名的三位同學皆獲獎項，其中 3A 張楒儷同
學更獲得全港只有十名得獎者的獎項──菁英金獎、而 4A 劉
昕欣同學及吳宇均同學則分別獲得菁英銀獎（共十名得獎者）
和菁英銅獎（共三十名得獎者）。同學們能通過重重考驗，勇
奪獎項，可見同學們具備全面的中國語文能力，值得鼓勵。

向上遊獎勵計劃 21-2 2
本校積極鼓勵同學繼續發奮向上，逆境自強。6A 陳權
煒同學參加了由「向上游教育慈善基金」和「遵理教育
基金」聯辦的「屈臣氏蒸餾水 We Care 向上游獎勵計
劃」，經嚴格的篩選和面試後，最後成為全港入圍的 44
位學生之一，獲頒發獎學金嘉許。

21-22 香港會計師 公 會 獎 項
5A 林婉容同學獲得 2021/2022 香港會計
師公會 / 商業教育學會「企會財」獎學
金，並獲頒發獎狀及獎學金，以茲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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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2 0 2 1 香港校際
賽艇錦標賽
全港中學的年度賽艇盛事—香
港校際賽艇錦標賽吸引來自全
港不同中學的賽艇運動員在當

日展開激烈的比賽，本校 6B 崔雅文同學於女子
19 歲以下組別單人雙槳艇賽中獲得冠軍。

屈臣氏運動獎勵計劃
5B 許瑩欣同學成功入圍「屈臣
氏集團」舉辦的「香港學生運
動員獎」並獲頒發獎學金。獎項是嘉許同學過往一年
在體育運動的突出表現，並同時兼具優良品行及體育
精神的學生。

「賽馬會奧翔計劃 」
第二屆校際體能挑戰賽」於疫情下順利完
成。本校一眾參賽健兒打破多項賽會紀

傑 出 運 動 員入學獎學金 及
教 師 夢．飛翔計劃

錄，擊敗其餘 28 間參賽學校成功贏得全

畢業生張家良於中學文憑試以優異的成績考入香港

同學及 2B 黃幸宜同學分別於男子 U19 及

中文大學體育及運動科學學系，並取得「傑出運動

女子 U14 組別以破紀錄的成績奪得個人冠

員入學獎學金」。本年度張同學再度獲香港教育工

軍，活動成果更獲得傳媒報導。

場總冠軍，成績斐然。其中，6A 陳權煒

作者聯會舉辦的「教師夢．飛翔」計劃頒發「準教

群

師獎學金」，獲獎學金及嘉許狀。

中六打打氣

為了讓中六同學舒緩試前壓力，本校一眾師生於本學年公開試舉行前
夕及畢業禮當天舉辦了「為中六打打氣」活動。在文憑試開考前夕，

夢 想舞台
本校花式跳繩隊早前參加了由北京中央人民廣

同學們為畢業生送上了「打氣包」，包括由各老師撰寫的打氣心意卡，
希望在考試前夕為畢業生加油打氣。

播電台香港之聲舉辦的「夢想舞台」大賽，經

在畢業禮當天，同學向畢業生送上了 STEM DIY 班親手製造的香薰星球

過激烈的甄選及公開投票後，最終晉身成為香

蠟燭予各畢業生，祝願各畢業同學前途一片光明，於不同的人生舞台

港區代表，並遠赴北京參加「夢想舞台」決賽。

上發光發亮。另外，本校咖啡拉花隊的同學亦準備了醒神咖啡掛耳包，

同學們於比賽中表現積極投入，表現出緊密的

送贈並祝福畢業生將來的人生能活得甘甜。師生及畢業同學亦於活動

團隊合作精神，最後成功勇奪「夢想點燃獎」，

當日所設的「即影即有照片攤位」留影合照，讓畢業同學在離別之際，

贏得賽會的獎金鼓勵。

在校園留下既歡樂又難忘的回憶。

校際話劇比賽
藍湖劇社於疫情期間繼續
以網課形式進行戲劇訓
練，並以劇目《當世界只
剩下音樂》參加了本年度
香港學校戲劇節校際話劇比賽，縱使疫情令準備工
作變得困難，但也沒有影響到同學們的熱情投入。
是次比賽劇社分別獲得「傑出合作獎」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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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演員戲劇培 訓 課 程

出影音效果獎」， 1A 香藹柔、1A 梁紫晴、

在香港學校戲劇節中，4A 張柏軒獲得

3B 陳紫汶、3B 楊碩庭及 3B 劉彥希則

由香港藝術學院頒發的「傑出演員戲劇

獲得「傑出演員獎」。

培訓課程」訓練證書。

美

香港快運航空「幸福之旅」
飛機外型設計公開比賽
畢業生陳百鋒同學參加由香港快運航空主辦「幸福之
旅」飛機外型設計公開比賽並勝出。活動共有 130 多
位中學生出席參與，旨在鼓勵本地青少年創作和接納
多元文化。陳同學與其餘五位設計作品優異之學生一
起獲主辦單位邀請參與「日本香川縣文化交流團」（機
票、住宿、餐飲以至整個行程皆費用全免），行程涵
蓋了體驗與文化交流活動的元素，包括到訪香川大學、
於香南町千代田製作所認識如何將烏冬廚餘轉化成生
物燃料、學習製作讚岐烏冬、於護老院擔當義工，以
及在男木島觀賞藝術作品等。

國慶 7 2 繪出愛比賽
由荃灣各界慶祝國慶籌委會和荃灣民政事務處合辦「國慶 72 ·
繪出愛」繪畫比賽中，本校 5A 劉詠嵐榮獲公開組亞軍，另外 5B
蘇怡、5B 董雯熠、6B 梅秀雯、6B 陳羚儀及 6B 林馨穎獲得優異獎。

全 港青年中文書法比賽
為弘揚中華文化，推動文藝風氣和陶冶藝術德性，本校推薦多名
學生參與了由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和九龍樂善堂合辦的「全港
青年中文書法比賽」，其中 5A 鄭智清榮獲季軍，5A 鄔淑淇及
4A 王煒則分別獲得優異獎及良好獎。

興
趣
班

本校致力為學生提供多姿多彩的校園
生活，組織開辦了多樣化的興趣班，
種類繁多，有靜態的興趣班，也有動
態的學習活動，切合不同學生的需求，
使學生在學習之餘可以享受校園生活，
亦能拓展人際網絡，增進同儕之情，
更可培養興趣，發掘潛能。

新 興運 動 - 躲 避盤

咖啡拉花隊
本校自 2017 年起成立了「咖啡拉花隊」，希望能透
過專業的咖啡知識及拉花訓練，以提升同學之間的
協作及溝通技巧。咖啡拉花隊自成立而來，在全港
多項大賽中均表現出色，令人鼓舞。
「More Than Coffee 新界區咖啡拉花比賽」：
初級組季軍 4B 郭雨軒
「第五屆全港學界咖啡拉花大賽」：
初級組亞軍 3B 謝俊榮
第四名 3C 林靜瑜
「人氣拉花王」冠軍 6C 黃凱彤 季軍 6B 黃可雯

哥爾夫球 體驗

躲避盤屬新興運動，其優點 在香港，高爾夫球屬於較高門檻

少年漫畫班

為不易受傷，且容易上手， 的運動，雖然沒有激烈的身體

少年漫畫班讓喜歡創作和畫畫的同學在餘暇能發揮所

不受體格差距影響，適合男 對抗，但在優美的環境下揮動球

長，提升繪畫技巧，舒緩壓力。同學均表現用心，一些

女混合參與。經過連串訓練 桿，對參與者的身心健康都有莫

作品更被製作為「中六打打氣活動」的「鼓勵卡」之用。

後，同學之間更可分組進行 大的益處。為了將這項運動更廣
比賽，在相互比試中體現團 泛地介紹予同學，本校於大埔汀
隊及協作精神。本校於本年 角路的九鷹哥爾夫球會舉辦了哥
度增設躲避盤活動，大受同 爾夫球體驗日，讓同學們學習高
學歡迎。

爾夫球的基本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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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輔導
正向價值

前所未見的新冠疫情改變了我們的日常生活，學校更因應政府防
疫措施收緊而暫停面授，同學生只能隔著冰冷的螢幕繼續上課學
習，與老師、同學交流，久而久之，難免會灰心、無助和失落。
有見及此，本校輔導老師與社工通力合作，於學生恢復面授課堂
後舉辦連串活動，透過各種互動遊戲與講座建立正能量，鞏固人
際網絡，重拾繽紛的校園生活。

和諧校園銀獎、情意連繫特別獎
在疫情下，學生面對不少挑戰，校園的關愛工作更為重要。為了令同學明白仁愛之心，把愛推而廣之，本校用心推廣
各項活動，組織不同的課程，推行不少實務政策，協助同學在疫境中建立正向思維，不要輕言放棄，用心堅持，克服
重重困難，逆境自強。今年度，本校榮獲由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主辦，教育局和香港教育大學合辦：「第三屆樂繫
校園獎勵計劃：情意連繫特別獎」，並於復和綜合服務中心舉辦的嘉許活動中取得 2020-2021 年度「和諧校園銀獎」。
在未來的日子，本校會用心繼續教育孩子，協助他們得到全人發展及改善人際關係，促進其健康、愉快地成長。

正向教育講座及工作坊
為期 3 天的正向教育講座及工作坊的重點包括：「學會互相欣
賞及接受別人的讚賞」、「共建美好校園生活」、「防止校園
欺凌」、「學會關心他人」等等。活動藉著不同的互動遊戲，
協助同學訂立個人目標，發揮團隊力量，共建和諧校園。

中 一 家長日
本年度的中一家長日由 4A 林諾希同學和
5A 劉汶淇同學為主持，活動環節包括：「家
長講座：如何處理與子女衝突」、「認識
社工」和「中六畢業生學習分享」等，不
少中一級家長亦撥冗出席是次網上活動。
而我校的同學更在課後製作了一些「搓
手液」贈予中一家長，作為留念。本
校期望在往後的日子，家長能和
學校建立緊密的關係，保持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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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協助孩子健康成長。

朋輩相處工作坊
升中後的校園生活與往昔有較大轉變，朋輩相處工作坊
讓中一級新生培養社交技巧，減少朋輩間相處的衝突。
同學在工作坊中能認識到校園欺凌問題的嚴重性，並建
立同理心及正確的價值觀，以友愛的方式和他人相處。

「 愛生命」講座
人生難免有點波瀾，學生亦需要學會逆境自強，加強
抗逆能力，珍惜生命，學會感恩，即使遇到困難或困
擾，亦要懂得尋求協助。本校聯同「香港撒瑪利亞防
止自殺會」舉辦了「愛生命」輔導講座，協助同學反
思生命的意義，多協助周遭的同學，發揚愛的力量。

「衝突處理」講座
為了加強同學與他人的溝通技巧，學習處理衝
突，本校和香港家庭福利會合辦了「衝突處理」
講座。在活動當中，透過影片和遊戲，加強同
學認清衝突的原因和解決的方法，了解到控制
情緒的方法及學會尊重他人的重要性。

網上家長講座
受疫情影響，很多時候同學都被迫困於家中，
令人際關係受到挑戰，加上踏入青春期，孩
子與父母的衝突不免增加，易出現磨擦，影
響彼此關係。為了能讓家長加強認識與孩子
相處的溝通技巧及了解孩子的成長需要，本
校在本學年先後舉辦了「親子相處有道」、
困獸鬥下，有何出路？」及「辨識子女情緒」
講座，活動期間家長亦互相分享不少與孩子
相處時的面對問題及教育兒女的心得。在
來年，本校將會持續舉辦同類的網上
講座，期望各家長能踴躍參加。

抗 逆 講座

「JOY 種生命計劃」 輔 導 講 座

本 校 舉 辦「 正 向 情 緒 及 抗 逆 力 提 升 講

受疫情影響，不少學生長期困於家中，難

座」，重點內容包括：讓學生學習面對

免會感到一點的壓力，未能成功尋找生活

抗逆的態度；發揮解難能力；認識校園

目標，本校聯同「生命熱線」舉辦了「JOY

求助途徑及社區資源；推廣互助文化，

種生命計劃」輔導講座，協助同學反思生

藉此加強同學的抗逆力，以樂觀的態度

活的意義，建立人生目標，注意個人精神

面對困難，不要輕言放棄，勇敢面對各

健康，逆境自強，認識生命的意義。

項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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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 我 同 行 、 朋 輩友愛營
校園除了是學習知識的地方，亦是
同學們培養社交技巧，增進溝通能
力的地方。為了建立各年級同學之
間的支援網絡，本校邀請了校內的
高低年級同學參加為期一年的「伴
我同行活動」及兩天一夜的「朋輩
友愛營」。透過自我反思與團體活
動，加深同學的自我了解，並學習

領袖訓練 計 劃

對他人展現欣賞之情。透過自我反

良好的領導才能包括了面對危機時

思與不同的團體活動，同學之間建

的抗逆及解難能力，亦同時需要具

立了更緊密的聯繫，並加強了對校

備良好的溝通技巧及合作精神。本

園的歸屬感。

校的領袖訓練課程會發掘有潛質的

生
涯
規
劃

同學，要求他們在指定的時間內互

除了學生的情意和社交發展，本
校亦期望學生在成長路上能制
定個人目標，實踐抱負。藉著參
與校園內外的活動，學生可發掘
個人的潛能及興趣，加上生涯規
劃的支援，學生可於求學階段逐
步探索人生方向，訂立升學目標
及選擇合適的志業。

畢業生王玥同學
於實習計劃獲得
「最佳實習報告獎」

相合作，完成各項任務，學習在不
同處境下的領導技巧。

藝術體驗工作坊
活動工作坊先讓同學辨識及解構情
緒，並在創作過程中讓學生嘗試釋
放情感，紓緩壓力，達至全人教育，
身、心、靈的健康發展。

文憑試畢業生大灣區暑期實習計 劃
畢業生 王玥 ( 廣東巿社會工作協會 )
這五個星期的實習可以說是獲益匪淺！我學習到如何為微信推文
排版；如何運用創客貼網站來為新聞稿設計封面海報；透過學習
調教光圈、快門、ISO 等來拍照合適的照片用與新聞稿當中；透
過學習新聞稿的主要要素以及新聞選題 5 大特性 ( 重要性、貼近性、時效性、
宣傳性、趣味性 ) 來嘗試撰寫文稿……這些寶貴的經驗均令我成長，不僅可以
獲得書本以外的實戰技能，又可提升本身的語文能力及修養。透過這次經驗，
最大的改變就是由原本認為文字編輯工作非常枯燥，到現在慢慢喜歡及享受其
中。這個轉變帶給我多一條升學出路及多一種可能性。

畢業生馬慧敏
( 佛山巿龍創文化
發展有限公司 )

Care e r Live 職業體驗遊戲
「Career Live 職業體驗遊戲」讓同學在模擬的工作環境內，運用真實的工具
及器材，成為各行各業的專業員工，盡力完成工作要求。場館共設有 6 個主
題體驗區，包括電競及工程、廣告與媒體、款待、醫護、航空服務及其他行
畢業生盧夏燕
( 廣州南沙國際物流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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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體驗區。同學們除了積極投入完成工作體驗外，完成活動後他們還會觀察
行業短片，透過資深從業員的分享，了解不同行業的工作實況，要求及特質。

國內交流
考察國情

鑑於香港和國家的關係更加緊密，本校學生交流及考
察小組常年舉辦不同的國內遊學團，考察地點包括：
北京、上海、西安、內蒙古、 武漢、南京、鄭州及珠
三角地區等等，讓學生更深刻體會和認識國情。

北 京 科技探索交流團
本校通識教育科帶領 40 位中四及中五級同學到北京參
加「同行萬里」中學生內地交流活動，旨在提高同學對
中國歷史文化及當代科技發展的認識，輔以親身體驗，
讓學生更深刻體會和認識國情。考察之處包括中國科學
技術館、中國航空博物館、抗日戰爭紀念館、盧溝橋、
長城、大柵欄商業街、中央戲劇學院和大型汽車工業廠
房。此外，同學亦到訪昌平區第二中學與當地的高中學
生共同上課及交流學習心得。

上海、寧波海上絲路及文化探 索 之 旅
位於長江三角洲的上海市及寧波市同處我國海岸線
中段，扼南北航線之要衝，堪稱天賜良港。本校中五同學參加了由教育局舉辦的「上海、
寧波海上絲路及文化探索之旅」，目的是讓學生加深對「一帶一路」發展的認識，並探
索上海及寧波在經濟急速發展下的文物保育概況。活動內容包括參訪上海
歷史博物館、外灘中西建築群和七寶古鎮、北倫港集裝箱碼頭、南塘老街
及中國港口博物館等等。同學亦到訪寧波大學，期間學校安排了大學生志
願者帶領同學參觀校園，並由該校教授講授《寧波的歷史文化與海上絲路》
專題學術講座。

內 蒙 古歷史文化及自然生態探索之旅
「內蒙古歷史文化及自然生態探索之旅」，旨在提高同學對中國歷史文
化、當地自然生態及文物保育的認識。考察之處包括蘇泊罕大草原蒙古
包、響沙灣、包頭鋼鐵廠、呼和浩特清真大寺、昭君墓及成吉思汗陵等等。
此外，同學亦到訪內蒙古大學參觀，並於活動結束前互相匯報是次旅程
的研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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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Enrichment
Activities at WFH

Students at Woo Hon Fai participated in various types of activities,
including career related courses, interactive discussions,
stimulating games, language skills workshops and so on. Through
these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students have strengthened their
skills to use English as a tool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As such,
they are cultivated to have a proactive learning attitude with the use
of authentic and meaningful contexts.

Applied Learning (Vocational English)

This is a valued senior secondary elective English course. It develops students’ knowledge,
generic skills, positive values and attitudes through providing simulated or authentic contexts,
deepens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voc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s well
as preparing them for further English studies and career pursuits.

English Ambassadors

The programme aims to improve students’ English speaking skills. Students engage themselves
to serve as English ambassadors to provide support on three themed English Days in the school
year. They ar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brainstorm the content and topics of the English Day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utor. They are also required to write the morning assembly speeches,
set up interview questions and create promotional materials as the outcomes of the programme.

Read Aloud Scheme

Read Aloud Scheme is a whole year activity. It provides F.1 students with the chance
to model different types of vocabulary that they read. In this scheme, communicative
language learning is the main focus, where students read the vocabulary items and
deliver a presentation in front of their class. The teacher then gives feedback on
their pronunciation and fluency.

Journalism Program

This programme allows students to focus on different social issues while they are having
discussions. They learn how to compose an essay in each topic and their essays will then be
published in a magazine.

Tuesday Sharing

Students are trained to give a sharing on a wide range of popular topics through the broadcast
every Tuesday morning. They are required to write their own scripts. Such training not only boosts
students’ self-confidence, but also improves their skills in public speaking. More importantly, the
sharing creates an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the school campus.

STEM LEGO Class

Students work together in groups to assemble LEGO projects based on STEM concepts. They
communicate in English and present their final LEGO models with conclusions.

Competitions for WHF Young Stars

 Unleash students English language potential
 Improve students' self-confidence to achieve their learning goals
HKCYAA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Competition 2022
This speech competition aims to let students perform on stage their artistic talents in speaking English. This
cultivates their oral skills and boosts their level of confidence.
HKIEACA English Calligraphy (Hardpen-writing) 2022
Students from various levels took part in the competition. They learn to focus on upward or downward
strokes, as well as the pressure they need to apply on the pen so as to give each letter its character.
English Penmanship Contest
Students were encouraged to join the contest to display their technique of handwriting. They have learnt to
appreciate the art of writing with a pen, and the language they w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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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73r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It aims to promote English speaking on campus, and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practise and
showcase their English oral presentation skills.

STEM 活動
啟發創意

STEM 教育是全球教育發展的大趨勢，為裝備學生更好地
應對未來社會急速的科學及科技發展，本校定時舉辦工作
坊及興趣小組，讓學生藉由動手建構工程與呈現藝術美學，
並增加學生對科學及科技的興趣，本校一直鼓勵學生參加
各種全港和國際 STEM 比賽，讓學生能發揮潛能，增加自
信，並獲得面對生活挑戰該具備的能力與態度。

國際編程精英挑戰賽 2021
由香港電腦學會、國際編程教育基金會及數碼港主辦的第二屆「國際編程
精英挑戰賽 ( 香港及澳門賽區 )」 為一項國際競賽，匯集了亞太地區最具前
途的年輕編程學生，比賽運用最具創新性的軟件和挑戰激發年輕人跳出框
架的思維，展現韌性並克服困難。本校姚俊琛同學經過初賽及複賽後，在
逾三千名參賽者當中脫穎而出，成功晉身決賽並最終獲得銀獎。
姚俊琛同學經過初賽及複賽後，在逾三千名參賽者當
中脫穎而出，成功晉身決賽並最終獲得銀獎。

火箭車設計比賽
基本科技科為全體中一同學安排「火箭車設計活動及比賽」，讓同學
體驗設計過程及動手整作一輛火箭車。各組進行比賽，以測試誰的火
箭車能以最高速度前進，過程中同學們皆發揮創意，且不斷修改設計
以減低空氣阻力。最終 1A 陳卓欣、鄒竣宇、陳志晟及鄭澤宏同學的設
計，以其獨特方式成功減低阻力，奪得冠軍。

D I Y 木藝音樂盒及
S T E M 香薰星球蠟燭工作坊
音樂盒外型結構看似簡單，但其發聲原理及共振箱體令

氣墊船設計工 作 坊

它一直能呈現獨有的音色與尾韻。設計精美，工藝優秀

氣墊船設計工作坊讓同學運用物理的

的木藝音樂盒更蘊含保留傳統與不斷創新的意義。木藝

知識，包括「氣壓」與「力和運動」

音樂盒工作坊讓同學能夠從親手製作音樂盒的過程中，

等概念去體驗製作、測試、評鑑及改

學習到發條的動力、如何使音樂及的簧片振動以發出聲

良模型氣墊船的工程設計循環，在過

音、盒內的共鳴如何影響聲音的強弱等物理知識。

程中，同學可學習與控制相關電子硬
件及無線電遙控技術的編程製作。最

燃點香薰蠟燭可令人們放鬆身心，近年越來越受大眾青

後，同學將製作完成的氣墊船分組競

睞。香薰星球蠟燭工作坊」，教授同學運用棕櫚蠟及天

賽，展示學習成果。

然香薰精油製造香薰星球蠟燭。學生能從活動中學習棕
櫚蠟的熔點與沸點，香薰油的沸點及揮發、油性顏料的
運用、以乳化作用原理來清洗用具等科學知識。活動中
更能讓學生發揮藝術天份，以不同的配色及香薰精油來
製作獨一無二的香薰星球蠟燭。

Py thon STE M 工作坊
Python 是 一 種 廣 泛 使 用 的 直

迷你四 驅 車 隊

譯式、進階和通用的入門程式

本 校「 迷 你 四 驅 車 隊 」 由

語言。近年，有意學習編程的

2016 年起成立至今，希望能

同學不斷增加，本校特此舉辦

讓同學運用知識，包括「閉

「Python STEM 工 作 坊 」 讓 正

合電路」、「齒輪與動力」

在修讀資訊及通訊科技科與有意認識編程的同學一起體驗程

及 「 速 度 與 物 理 」 等， 不

式設計的樂趣。

同 STEAM 元素來設計及組裝迷你四驅車，寓學習於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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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報導
學生專訪

本校近年於公開試及不同學習範疇表現出色，多次獲
各大報章及傳媒採訪及報導。隨著本校學生成就屢獲
校外人士讚賞，校園的學習風氣及學生的歸屬感亦不
斷提升。在全校師生與各家長的共同努力下，本校在
學術及品德的發展均日益進步。

東方
日報

商報
南華早報

2022 中一 迎 新 資 訊
中一迎新日
活動日期︰ 2022.8.15 & 19
精彩活動 認識校園
團體活動
認識新同學 建立正面思維

暑期興趣班
活動日期︰ 2022.8.22 - 23
咖啡拉花班 馬賽克班
小手工製作班 漫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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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全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