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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權煒 香港中文大學 信息工程學學士學位課程
林文希 香港中文大學 理學學士學位課程
洪佳浩 香港理工大學 會計及金融（榮譽）工商管理學士組合課程
黃兆琴 香港理工大學 會計及金融（榮譽）工商管理學士組合課程
吳澤楷 香港浸會大學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課程
薛靜雯 香港浸會大學 文學士（榮譽）學位課程
姚俊琛 香港浸會大學 文理及科技學士（榮譽）跨學科學士學位課程
駱嘉慧 嶺南大學   環球可持續發展（榮譽）博雅學士學位課程

2022 香港中學文憑試2022 香港中學文憑試本校成績報捷本校成績報捷

以下同學同樣於本屆文憑試取得理想成績，成功獲本地大學取錄修讀學士學位課程：

本校畢業生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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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優秀同學成績如下：

吳宇昕吳宇昕

5*554445*55444
香港大學 
理學士

學位課程

吳佳文吳佳文

55544445554444
香港大學 

經濟學／經濟金融學

學士學位課程

李松平李松平

555444555444
香港中文大學 
工商管理

學士綜合課程

蘇  盷蘇  盷

5*55445*5544
香港城市大學 

工商管理學士（金融）

學位課程

按教育局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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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
科更於近4年第三度取得9級（最高）增值成績，表現
令人鼓舞；在過往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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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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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評分級為「增值達平均及以上」的

學校，其中9年更獲評級為全區增值得分最高百分之
二十五的學校，可見同學表現一直持續進步。

*「學業增值指標」每年由教育局公布，數據反映學生在香港中學文憑試的實際成績和預期
成績之間的差異。數值越高，表示學生在中學文憑試的成績比中一入學時的預期成績理想，
學校對提升學生學習表現的成效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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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島日報及文匯報於7
月22日報導本校學生的
文憑試成績，詳情請掃

描以下QR Code。

本校應屆本校應屆畢業生專訪畢業生專訪

畢業生張家良於上屆中學文憑試以優

異成績考入香港中文大學體育及運動

科學學系，並取得「傑出運動員入學

獎學金」。本年度張同學再度獲香港

教育工作者聯會舉辦的「教師夢．飛

翔」計劃頒發「準教師獎學金」港幣

10,000元及嘉許狀，以及成為中國
香港花式跳繩隊隊員。

「要贏人！先要贏自己！」來自基層家庭的「佳文」和

「佳浩」皆認為年青人必須敢於突破個人局限，減少自怨

自艾，才能取得成功。兩人的父母皆不諳英文，從事勞

動工作，生活雖貧困，卻絲毫沒有磨滅其志氣，反之，成

為其發奮讀書的動力，憑著堅毅不屈的精神，每天埋頭苦

幹，校內名列前茅，校外屢獲殊榮，希望靠個人的努力，

開創自己的天空，完成自己的夢想。

曾經迷失  師長鼓勵重回正軌曾經迷失  師長鼓勵重回正軌
「在內地學習時，曾終日沉迷打機，猶幸來港學習後，得

到師長鼓勵，決定發奮向上，努力學習。」洪佳浩同學中

一時才來香港讀書，父母離異，倚靠母親一人打工，經常

工作至午夜，才能養活一家四口，生活並不容易。受限於

家庭環境，加上性格懶散，沉迷打機，起初成績一般，

英文基礎十分薄弱，及後得到師長和母親的勸勉，改掉陋

習，參與校內的英文補習班，成績漸見進步。「在疫情間

學習並不容易，網上學習易分心，難以專注，稍有不慎，

便會沉迷網絡世界，難以自拔。」經過一番努力，加上同

學間彼此勉勵，逆境自強，佳浩終在公開考試中，取得理

想成績，考獲六科25分，並獲得香港理工大學取錄，入讀
會計及金融（榮譽）工商管理學士組合課程。

「輸在起跑線，贏在終點線！」「輸在起跑線，贏在終點線！」
「入讀香港大學是我從小的夢想，雖然家庭環境不好，但香港的學制讓我有機會入讀世

界級學府，我必珍惜機會，不讓家人失望。」與佳浩家庭背境相似的吳佳文同學在今屆

考試中取得不俗的成績。作為單親貧困家庭的孩子，佳文從不自卑，視來港學習為一

個契機，她相信「知識可以改變命運」，窮人的孩子只要有決心，都可以入讀世界級學

府，贏在終點線。中二來港後，為了達成考入香港大學的目標，佳文即使生活於環境狹

隘的劏房，亦從不言棄，砥礪前行，全力以赴，為公開考試作最佳準備。佳文考獲六科

27分成績，成功入讀香港大學經濟學／經濟金融學學士課程。

6A 洪佳浩同學6A 洪佳浩同學

6A 吳佳文同學6A 吳佳文同學

星島日報星島日報
2022.07.222022.07.22

校校
友友
信信
息息

「佳文」 「佳浩」 逆境自強  努力不懈

傑出運動員入學獎學金傑出運動員入學獎學金

及教師夢．飛翔計劃及教師夢．飛翔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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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島日報星島日報
2022.07.222022.07.22

少年漫畫班
少年漫畫班讓喜歡創作和畫畫的同

學在餘暇能發揮所長，提升繪畫技

巧，舒緩壓力。同學均表現用心，

一些作品更被製作為「中六打打氣

活動」的「鼓勵卡」之用。

紙鶴同心健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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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與香港人團結友愛的精神，紙鶴將會在「2022年香港天燈節」
於中環海濱活動空間展示。

學生及講座活動

「困獸鬥下，有何出路？」網上家「困獸鬥下，有何出路？」網上家
庭關係增潤講座 庭關係增潤講座 
踏入青春期，孩子與父

母的衝突不免增加，

易生磨擦，影響彼此關

係，為了能讓家長加強

認識與孩子溝通的技

巧，減少彼此矛盾，學

校邀請了香港家庭福利會（家福會）江卓勤社工，為家

長舉辦1小時的網上家庭關係增潤講座:「困獸鬥下，有
何出路？」。在講座中，江社工深入分析了孩子和家長

衝突的成因，並說明了一些解決方法，嘗試建立和諧親

子關係，而家長亦在答問環節中分享了不少與孩子相處

時的問題及心得。

「生活中的『神隊友』壓力管理」網上「生活中的『神隊友』壓力管理」網上
講座（中四至中六級）講座（中四至中六級）
生活中總會遇上林林總總的壓力，內心會因此感到糾結，那

麼該如何管理這些壓力呢？為了讓學生學會面對壓力，建立

自信，將壓力轉化為動力，本校輔導組與家福會合辦「生活中的『神隊友』壓力管

理」網上講座，湯皓因姑娘以互動的方式向學生講解面對壓力的良方，提醒同學在

疫情期間，需要與他人保持良好的聯繫，多關心身邊的家人和朋友，建立良好互信

的關係，助人自助。同學們在各項環節皆表現積極投入，獲益良多。

「愛生命」講座「愛生命」講座
人生難免有點波瀾，學生亦需要學會逆境自強，珍惜

生命，時常感恩，即使遇到困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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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他們能助己助人，與同學砥礪前行，協助周遭的同學，發揚愛的力量。

「如何辨識子女情緒問題及協助「如何辨識子女情緒問題及協助
他們走出困境？」網上講座他們走出困境？」網上講座
疫情令同學長期留在家中，未能如往常般參與不同的

課外活動，由於與他人相處的時間減少，因此也承受

著不一樣的壓力。為了增加家長對精神健康的認識，

學校邀請了明愛全樂軒的講者黃雋彥先生，為家長舉

辦1小時的「如何辨識子女情緒問題及協助他們走出困境？」網上講座。在講座
中，講者深入分析了學生壓力的成因，並說明了一些解決方法，期望家長能向孩

子推廣正向教育，勇敢面對人生各項的挑戰。

「JOY種生命計劃」輔導講座「JOY種生命計劃」輔導講座
受疫情影響，不少學生長期困於家中，難

免會感到迷失，未能尋找生活目

標，本校聯同「生命熱線」舉辦了

「JOY種生命計劃」輔導講座，協
助同學反思生活的意義，建立人生

目標，注意個人精神健康，逆境自

強，認識生活意義。

為中六打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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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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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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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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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園留下既歡樂又難忘的回憶。

輔輔導導組組

小嘴巴．大世界—主持人培訓計畫
本校4B朱俊楷同學經嚴格的評審後，成功獲選參加由香港中華文化
發展聯合會及新城知訊台共同舉辦的《小嘴巴．大世界—主持人

培訓計畫》，除了獲得著名電台主持人葉泳詩小姐的培訓外，亦於3
月至4月份到新城電台參加助理主持實習，協助主持節目。
以下兩段影片均為朱俊楷同學於是次活動作為助理主持協助錄製的

節目內容，歡迎有興趣的同學或家長點擊鏈接，一睹我們小主持的

風采。

第二段影片：人生

規劃（探討青少年

的人生規劃）

第一段影片：漢服文化

（探討及了解漢服文化

的傳承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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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優秀表現校外優秀表現

燕然盃：慶祝中華人民公和國成立72周年徵文比賽燕然盃：慶祝中華人民公和國成立72周年徵文比賽
我校不少學生皆喜歡文學創作，有多位同學參加了由新界校長會和燕然基金會辦的「燕然

盃：學生徵文比賽」，其中10位同學表現不俗，獲得「入選證書」。

獲頒證書同學：

4A 陳佳琦、劉昕欣、何雨萱、鄭忠杰、鄭宇欣、張楒儷、王 馨、吳宇均、金可兒
4B 梁彩盈

咖啡拉花隊咖啡拉花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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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供發揮所長的機會，讓同學拓展專業出

路。咖啡拉花隊自本學年在全港多項大賽中表現出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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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苗學界進步獎青苗學界進步獎荃葵青區傑出學生選舉荃葵青區傑出學生選舉

張永賢律師奮進獎學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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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年度6A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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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游獎學金上游獎學金

向上遊獎勵計劃2021-22向上遊獎勵計劃20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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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頒發獎學金港幣1,500元
予以嘉許。

孝道之星孝道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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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舉辦的活動中取得獎項，成為「孝

道之星」，獲贈100斤白米和100包
乾麵，智清同學樂於助人，富分享

精神，更把得獎的白米和乾麵贈予

有需要的同學。

5A梁欣儀同學在荃灣葵涌及青衣
區中學校長會及葵青區青年活動委

員會合辦，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

中心協辦之「荃葵青區傑出學生選

舉（2021/22）」中，於眾多候選
者之中脫穎而出，成為12位獲選的
傑出學生之一。

為鼓勵同學砥礪前行，不輕言放棄，本校

鼓勵同學參與各項活動，其中有三位同學

於青苗基金舉辦的青苗學界活動中取得進

步獎，分別為：4A何雨萱、5A陳語嫣和6A
楊紫瓊，其中陳語嫣同學更獲特別嘉許。

三位同學在學習中皆取得一定的進步，努

力完善自己，為應付公開考試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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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成功得選，獲頒發獎學金港幣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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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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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活動學生會活動

學生會於6月18至22日舉辦

「敬師週」，由同學們親

自包裝敬師福袋，並由學

生會幹事代表，贈送予各

老師，以表敬意。

2021-2022 Frank Martin AmCham Charitable 2021-2022 Frank Martin AmCham Charitable 
Foundation Prize Book AwardFoundation Prize Book Award

2022 亞洲室內賽艇虛擬錦標賽2022 亞洲室內賽艇虛擬錦標賽
亞洲室內賽艇虛擬錦標賽由中國香港賽艇協會獲亞洲

賽艇聯會授權舉辦，屬於國際賽艇聯會認可的國際賽

艇動動盛事。本校6B崔雅文同學以中國香港代表身
份，參與女子19 歲以下組別500米比賽，奪得季軍，
為港爭光。

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商業教商業教
育學會「企會財」獎學金育學會「企會財」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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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狀以茲鼓勵。

2021-2022屈臣氏集2021-2022屈臣氏集
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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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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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影音效果

獎」，1A香藹柔、1A梁紫晴、3B陳
紫汶、3B楊碩庭及3B劉彥希同學則
獲得「傑出演員獎」。

香港青少年兒童香港青少年兒童
繪畫大獎賽繪畫大獎賽
2C林芷筠同學分別獲
得第十三屆國際公開繪

畫大賽（亞軍），以及

香港青少年兒童繪畫大

獎賽2021（金獎）。

HKCYAA Hong Kong Schools HKCYAA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Competition 2022 Speech Competition 2022 
（Secondary Group）（Secondary Group）
This speech competition aims to let students 
perform onstage their artistic talents in speaking 
English. This cultivates their oral skills and 
boosts their level of confidence.

Gold Award 5A  Liang Yan Yee

Bronze Award  1B Wong Tsz Yin

  2B Chow Cheuk Kit

Merit  1B Wang Hongquan

  3A Cheng Suet Yi

  4A Chan Wing In

  4A Cheung Pak Hin

  4A Cheung Sze Lai

  4A Kam Ho Yi

  4A Liu Xinxin

校外優秀表現校外優秀表現

2021-2022校際話劇比賽2021-2022校際話劇比賽

The aim of sett ing up the AmCham 
Charitable Foundation Prize Book Award is 
to award students who combine excellence 
in scholarship with achievements in 
community service, leadership and other 
related fields. This year, we are glad to 
announce that our nominee, 5A Liang Yan 
Yee, has received the accla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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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點香薰蠟燭可令人們放鬆身心，近年越來越受大眾青睞。本校於

課後時間舉辦「香薰星球蠟燭工作坊」，教授同學運用棕櫚蠟及天

然香薰精油製造香薰星球蠟燭。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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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墊船設計工作坊讓同學運用物理的知識，包括

「氣壓」與「力和運動」等概念去體驗製作、測

試、評鑑及改良模型氣墊船的工程設計循環，在

過程中，同學可學習如何控制相關電子硬件及無

線電遙控技術的編程製作。最後，同學將製作完

成的氣墊船分組競賽，展示學習成果。

我校「迷你四驅車隊」自2016年開始成立，透過四驅車
競技活動，讓同學理解閉合電路、齒輪、速度、阻力與動

力等物理科知識」，並鼓勵同學運用不同的STEM元素來
設計及組裝迷你四驅車，寓學習於娛樂。

本校基本科技科為全體中一同學安排「火箭車活動

及比賽」，讓同學體驗設計過程及動手製作一輛火

箭車。課後各組進行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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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陳卓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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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軍隊成員為1C林穎
希、伍海晴、蘇梓淇、李子健同學；季軍隊成員為

1B王虹權、王浩鴻、黃梓言同學。

無人機的應用越來越多元化，為加強學生

了解這新科技的發展及其應用，本校資訊

及通訊科技科舉辦了「FPV無人機體驗活動
日」。活動期間導師介紹穿越機及航拍之分

別，講解三種類型的機種，並簡述其安全指

引及和相關法例。同學們先以模擬器軟件作

練習，繼而試玩不同的機種，並佩戴VR眼
鏡體驗FPV無人機。同學均表現投入，熱切
期待進一步的體驗。

Python是一種廣泛使用的
直譯式、進階和通用的入門

程式語言。近年，有意學習

編程的同學不斷增加，本校

特此舉辦「Python STEM
工作坊」讓正在修讀資訊及

通訊科技科與有意認識編程

的同學一起體驗程式設計的

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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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如何令它能呈現獨有的音色與尾韻卻是一門科

學。設計精美，工藝優秀的木藝音樂盒更蘊含保留

傳統與不斷創新的意義。木藝音樂盒工作坊讓同學

能夠從親手製作音樂盒的過程中，學習到發條的動

力、如何使音樂及的簧片振動以發出聲音、盒內的

共鳴如何影響聲音的強弱等物理知識。

木藝音樂盒工作坊

中一火箭車活動體驗日 

Python STEM工作坊
FPV無人機體驗活動日

氣墊船設計工作坊

迷你四驅車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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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視覺覺藝藝術術 科科 參觀香港藝術館及參觀香港藝術館及
中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2021/22 2022.06.20中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2021/22 2022.06.20

視覺藝術科安排中五級選修視覺藝術科的同學前往參觀香港藝術館及由

教育局舉辦的「中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2021/22」，以擴闊他們藝術的眼
界及對製作校本評核作品的認識。

是次活動由教育局及保安局合辦，鼓勵學生秉持正確的價

值觀，以創意和藝術的方式展示對國家安全的認識。

本校獲得是次比賽的高中組別︰積極推動學校獎。

國家安全標語創作及國家安全標語創作及
海報設計比賽海報設計比賽

校園壁畫工作坊校園壁畫工作坊
活動於6月28日至7月12日期間進行，由藝術家導師教授同學們創作校園壁畫的技巧，
並帶領同學們進行活動。儘管面對炎熱及不穩定的天氣，同學們均積極投入參與，耐

心地完成創作，合力為校園注入藝術氣息。

參與同學名單︰

1A 何思靜 黃娜娜 梁紫晴 林麗敏
1B 鄭天生 方詠嵐 黃梓言 黃詠儀
1C 吳彥奇 林思曉
2A 周紫彤 何文馨 郭祉妤 林樂怡 潘穎欣 林小愛 顏心蓥
2B 陳雅雯 張慧鈴 伍萱琳 王鴻娟
3A 陳雅婷 林 楠 梁 晴 鄭嘉怡

中六級視藝網上畢業展21-22中六級視藝網上畢業展21-22
由於疫情關係，中六級視

藝畢業展改為網上舉行。

各位家長及同學可掃瞄

QR Code ，瀏覽作品。

參與同學︰

6B 陳羚儀 梅秀雯 林馨穎 胡諾儀
6C 郭麗秀 吳展豪 李芯潁

親子同樂慶回歸25周年填色及繪畫比賽 親子同樂慶回歸25周年填色及繪畫比賽 

由荃灣民政事務處

及荃灣各界慶祝回

歸委員會舉辦「親

子同樂慶回歸 2 5
周年填色及繪畫比

賽」，本校4A余采
宸、4C陳子妍、5A
劉詠嵐及5B李玉儿同學均獲得公開組優異獎。

5A劉詠嵐5A劉詠嵐

優秀作品展覽及投選優秀作品展覽及投選

視覺藝術科於第三學期舉

行了「優秀作品展覽及投

選」，展出了初中及高中

同學的優秀作品，以表揚

他們在視覺藝術上的成

就，並為學生提供互相學

習的機會。是次活動亦讓

師生們投選他們喜愛的作品，大家踴躍參與。活

動後設有抽獎環節，由校長抽出十位參與投選的

幸運兒，與展出作品的同學，均獲得精美的禮品

乙份。

得票最高的作品︰

中一至中三級 2A 張南臣
（主題：視藝記趣）

中四至中六級 5B 董雯熠
（主題：國家安全標語創作及海報設計比賽）

5B 董雯熠5B 董雯熠
（118票）（118票）

2A 張南臣2A 張南臣
（105票）（105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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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DepartmentEnglish Department
Applied Learning Programme Applied Learning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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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grammeEnglish Ambassadors Programme
The programme aims to improve students’ English speaking skills. Students engage 
themselves to serve as English ambassadors to provide support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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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emeRead Aloud Scheme
Read Aloud Scheme is a whole year activity. It provides F.1 
students with the chance to enunciate different vocabulary 
vitems. In this scheme, communicative language learning is 
the main focus, which students read the vocabulary items 
and deliver a presentation in front of their class. The teacher 
then gives feedback on their pronunciation and fluency.

Tuesday SharingTuesday Sharing
Students are trained to give a sharing on a wide range of popular topics through 
the broadcast every Tuesday mornings.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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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STEM LEGO Class
Students work together in groups to assemble 
LEGO projects based on STEM concepts. 
They communicate in English during the 
process and present their final LEGO models.

Journalism ProgrammeJournalism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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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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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Artist 
& Culture Association
English Calligraphy（Hardpen-writing） 
Youth Group
2nd runner-up 5A Wu Guanl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Artist & Culture Association
English Calligraphy（Hardpen-writing）（Youth Group）
Champion 5A Iu Mei Yin

ASAA Penmanship Competition 2022 
Secondary（Senior）
Gold Award 4A Cheung Sze Lai

ASAA Penmanship Competition 2022
 Secondary（Senior）
Gold Award 4A Liu Xinxin

哥爾夫球體驗
哥爾夫球體驗

高爾夫球雖然沒有激烈的身體對抗，

但在優美的環境下揮動球桿，對參與

者的身心健康都有莫大的益處。在香

港，高爾夫球屬於較高門檻的運動，

為了將這項運動更廣泛地介紹予同

學，本校於大埔汀角路的九鷹哥爾夫

球會舉辦了哥爾夫球體驗日，讓同學

們學習高爾夫球運動的基本技巧。

新興運動
新興運動
—
—
躲避盤
躲避盤

躲避盤屬新興運動，其優點為不易

受傷，且容易上手，不受體格差距

影響，適合男女混合參與。經過連

串訓練後，同學之間更可分組進行

比賽，在相互比試中體現團隊及協

作精神。本校於本年度增設躲避盤

活動，大受同學歡迎。

 best calligraphy work

體育科活動體育科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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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er Live職業體驗遊戲 2022.06.17 Career Live職業體驗遊戲 2022.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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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身體驗各熱門工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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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升學出路講座多元升學出路講座
為幫助學生了解多元升學出路，本校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於5月11日進行了
校內職專文憑（DVE）課程學生講座。講座邀請了職業訓練局的課程顧問
到校，向中三同學解釋不同的升學階梯。

海洋公園工作實錄 2022.07.18海洋公園工作實錄 2022.07.18
海洋公園涉及多元化的工作範疇，滙聚不同領域的專業人才。同學透過是

次活動可深入園區的幕後地帶，與工作人員交流。活動鼓勵學生由職員的

第一身經驗去了解不同崗位所面對的難題，多角度構思解決方案，從而培

養同學的解難能力，並提升對各專業的認識和興趣。

活動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讓同學認識海洋公園的公司文化及工作機會；

第二部分同學在教育大使的帶領下，深入不同工作場地，了解和觀察水族

護理團隊和海洋哺乳類動物訓練及護理團隊的工作情況。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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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優秀表現校外優秀表現

4A  張楒麗：4A  張楒麗：

製作皮革製品的過程很有趣，

亦需要細心認真，在此我深刻

體會到「慢工出細活」的道

理。是次皮革廠之旅教會我許

多，我看到的不僅僅是每一件

事皆需耐心和毅力才能做好的

道理，更是一代人對傳承手藝

的決心和精益求精的態度。

4A  吳宇均：4A  吳宇均：

這家開辦了幾十年的皮革

廠不僅見證繼承人的成

長，更見證了香港這幾十

年間的歷史變遷，憑藉這

強大的毅力成為如今香港

唯一一家皮革廠。在這科

技發達的年代，竟還存在

著純手工的皮革工作室，

這種匠心精神深深打動了我，也讓我明白皮革廠的保留不

僅是一種家族企業文化，更是一種不被浮華表面所抹去的

溫柔與堅持。

學生感想學生感想

由教育局舉辦的「未雨綢繆

迎放榜—多元出路最新資

訊」家長講座影片及簡報已

上載至教育局網頁。家長可

掃描以下QR code，掌握最
新升學資訊及有更好的準

備，幫助子女籌劃前路。

「未雨綢繆迎放榜「未雨綢繆迎放榜——
多元出路最新資訊」家長講座多元出路最新資訊」家長講座

為幫助同學了解畢業

後的多元升學出路及

所需準備，本校升學

及就業輔導組於7月
14日進行了校內DSE
多元出路學生講座及

「個人自述撰寫」工

作坊。講座向中五學

生講解有關考畢中學

文憑試後的升學階

梯。透過簡報及升學數據，同學對升讀大學或其他專上學院

課程等要求有更深刻的認識，為文憑試後繼續升學作準備。

DSE多元出路學生講座及DSE多元出路學生講座及
「個人自述撰寫」工作坊 「個人自述撰寫」工作坊 

工作面面觀工作面面觀——參觀港產皮革專門店參觀港產皮革專門店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安排中四級同學參加了由童軍知友社協辦的「工作面面觀」，並有幸參觀港產皮革專門店—THE LEDERER。皮
革專門店的母公司為香港瑞興皮廠，擁有三十多年製革經驗，亦為目前香港仍從事皮革生產的唯一皮廠。透過參觀本地碩果僅存的皮

革製造廠，還有介紹工廠的製造流程和辦公室的工作日常，讓參加活動的同學可以深入了解企業及繼承人的創業理念以及香港製造皮

革工業的歷史。活動過程中，亦安排學生嘗試皮革手縫勞作，帶給他們獨特且難得的體驗。我們希望是次活動能讓學生們認識行業的

工作實況及傳承工業所面對的艱辛，日後無論學生從事哪個行業，都能學習皮革製造廠繼承人這種堅持的態度以及永不放棄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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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 HK$ HK$
截至2022/05/28收支報告表
承上年度結餘

儲蓄戶口 33,791.35
往來戶口 60,783.40

94,574.75
加：收入 
（i） 政府津貼:家長教師會經常

津貼及家校合作活動
25,780.00

利息 0.17
會費（學生及教師） 22,800.00

48,580.17 143,154.92
減：支出 

活動支出：

0.00
其他支出：

 轉換簽署授權行政費 200.00
200 200.00

盈餘： 142,954.92

截至2022/05/28盈餘存款紀錄報告表
儲蓄戶口 33,791.52
往來戶口 89,163.40
內部往來（政府津貼：需
退還政府）

20,000.00

142,954.92

家長教師會財政報告家長教師會財政報告

家長也敬師2022

為發揚我國尊師重道的優良傳統文化，並樹立一個良好的敬師榜樣予莘莘學子，本校參

與了由教育局、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香港教育城及星島日報於2021/2022學年繼
續合辦第28屆「家長也敬師」運動，讓家長藉「敬師卡」向教導他們子女的老師致以衷
心謝意。三位獲得最多敬師卡的老師為陳志樑老師、呂藹善老師及楊淑貞老師。

另外本校同學亦參與「向老師致敬2021WhatsApp貼圖設計比賽及書籤設計比賽」，結果
如下︰

書籤設計比賽  校內六強

初中組  2A 林樂怡 2B 伍萱琳

高中組  5A 陳若真 6B 梅秀雯

WhatsApp貼圖設計比賽  校內六強

高中組  5B 蘇 怡 6B 陳羚儀

家長教師會會議2022.05.28

親子入廚樂之台式飲品製作網上課程

為了讓家長與子女體驗愉快的烹調樂趣，家長教師會於

7月23日星期六舉行「親子入廚樂之台式飲品製作網上
課程」。由於疫情關係，導師預先準備材料包，讓師生

帶回家，再由專業導師以網課形式指導製作黑糖珍珠奶

茶，並示範製作芝士奶蓋。在導師悉心的指導下，當日

的課程反應良好，家長及師生均能完成製作，享用自己

製作的手調飲品。

是次活動分為兩節，因疫

情關係，由導師預先準備

材料包，讓師生們先拿回

家，再以網課形式教授家

長及師生如何利用乾花製

作花藝擺設。當日課程反

應良好，家長及師生均能

完成製作，並於網課時分

享作品。

家長教師會活動家長教師會活動

5A 陳若真同學5A 陳若真同學2A 林樂怡同學2A 林樂怡同學

6B 陳羚儀同學6B 陳羚儀同學

親子花藝擺設網上製作課程2022.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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