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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文田官立中學
周年畢業暨頒獎典禮

本校於 2021 年 11 月 26 日舉行了 2020-2021 年度畢業暨頒獎典禮，並邀得香港中
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榮譽研究員張雙慶教授擔任主禮嘉賓。受疫情影響，是次典
禮未能接待友校來賓，惟眾多校友與家長及師長聚首一堂，場面亦熱鬧而溫馨。升
旗禮完成後，先由江碧芝校長報告校務，再由張教授致訓辭，探討本港中文教育的

發展及分享對簡化字運動的看法。典禮在合唱團演唱校歌的雄壯歌聲下，圓滿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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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
九龍城區中學親子資訊博覽

國家安全教育到校教師工作坊

本校參加由九龍城家長教師會聯會舉辦的「2021 年度九龍城區中學親子資訊博

為了讓同工認識國家安全教育的重要，

覽」，擺設攤位，向家長介紹本校的教育宗旨。當日，眾多家長到場參觀，了解

並了解如何在課堂內外推行國家安全教

不同學校的概況，場面熱鬧。家長細閱本校的《學校簡介》、展板上中一收生資

育， 教育局為本地的中小學舉辦國家安

訊，了解本校同學在學術和課外活動方面的多元發展。不少家長向江校長、施

全教育到校教師工作坊，本校協同伊利

副校長、家教會主席龎女士及在場的老師查詢學校概況和升中資訊，藉此了解

沙伯中學及九龍工業學校於 2021 年 8

本校的辦學特色，為子女的升學作明智的選校抉擇。

月 31 日參加有關活動，施美芳副校長

亦於活動上與友校同工分享本校推展國
家安全教育的校本經驗。

校務消息

校務消息

學校形象推廣組
學校形象推廣組

教師專業發展
教師專業發展

老師分組討論如何在學校
落實國家安全教育

家教會主席龎女士和家長分享
子女的校園生活

施美芳副校長分享
國家安全教育校本經驗

第一次教師發展日
江校長向主講嘉賓
致送紀念旗

本校於 2021 年 10 月 4 日舉辦第一次教師發展日，

當天活動以「照顧學習多樣性的理念與實踐」為主題。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QSIP) 學校發展主任周富鴻博士及胡翠珊博士於上

午到校，為老師介紹「照顧學習多樣性」的理念與實踐
策略；下午活動分兩部份，第一部份安排老師分組，

就上午工作坊的內容，討論如何於本科教學中照顧學
老師認真研習照顧學習
多樣性的策略

生學習的多樣性；第二部份則邀請校本言語治療師邱
詠芝姑娘，向老師講解校本言語治療服務。

本校攤位吸引不少家長前來查詢

江校長和施副校長向家長
介紹本校的發展和特色

聯會主席曾慶華先生與
江校長、施副校長和老師合照

中一新生入學簡介會
2022-2023

鑑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反覆，本校今年不舉辦實體的「中一新生入

學簡介會」。為促進預備升中的小學同學及家長對本校教育宗旨及辦學

特色的了解，本校於 2021 年 12 月 11 日上午 9 時 30 分至 2022 年 1
月 17 日下午 5 時，在學校網頁上載 「2022-2023 年度中一新生入學資

不同級別學生分享校園生活樂趣

訊」，以短片形式介紹學校教與學的特點、學生成長支援措施及家長選
校經驗分享，並說明中一收生要求及入學申請手續，亦有不同級別的學
生分享校園生活點滴。短片內容豐富，能讓小六學生及家長進一步認識
本校同學的學習及成長概況。

聯校中國語文科卷一
為協助中文科老師掌握文憑試試卷一

的擬題技巧，本校中文科於 2021 年 9

學與教促進組
學與教促進組

月 18 日與伊利沙伯中學合辦「聯校中

江校長與伊利沙伯中學
陳校長向嘉賓致送紀念旗

國語文科卷一擬題工作坊」，邀請香港
考試及評核局中國語文科科目經理葉

子彬先生分享選用考材、擬設題目及
評分參考的心得，並由本校施美芳副
校長分享審閱及調適試卷的經驗。

中同學安排不同類型的學習技巧工作坊，例如中一級同

葉子彬先生向老師講解擬題技巧

學參加摘錄筆記工作坊、中二級同學學習記憶法，而中

三級同學則學習專題研習的擬題技巧，有關課程已於 11

熱烈。工作坊內容豐富，葉先生和施副校長運用實際例子，深入淺出地說明

卷一擬題的原則，並透過分組討論，讓同工分享擬卷經驗及應用設題技巧，
1

初中學習技巧課程
為提升同學的學習技巧，奠定堅實的學習基礎，本校為初

當天共 22 間官立中學及 1 間津貼中學報名參加，逾 120 位老師出席，反應

提升教學專業水平。

校園電視台拍攝短片

學與教

擬題工作坊

月順利完成。
老師分組討論如何擬設試題

導師向學生講解不同的記憶法

2

中文科
中文科

本年度學與教促進組以「國家安全」為主題，安排中三同學以小組形式，在

為提升同學的自學能力及培養同學的正向價值觀，中文科鼓勵同學利

老師指導下自定議題，深入探討，並在完成後向全級同學分享研習成果。

用教育局中華經典名句網上自學平台，閱覽相關的網上學習資源，理

為了讓同學在開展專題研習前對「國家安全」有基本認識，本校邀請了許為

天博士於 9 月 30 日為同學講解何謂「國家安全」，幫助同學正確客觀地理
解及認識國家安全概念及《香港國安法》，繼而安排導師到校講解專題研習

導師向學生講解擬題的技巧

的擬題技巧，引導同學從十六個「國家安全」範疇中擬定一個有意義的研習
題目，藉研習加強同學守法守規的精神及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

備，本校資助中六同學報名參加由學友社舉辦的「香港模擬文憑試

解及背誦名言警句，並參與平台遊戲檢測學習成果，遊戲圍繞六個品

德情意主題：「勤勉好學」、「尊重包容」、「責任承擔」、「堅毅明志」、「公
正誠信」及「仁民愛物」，促進同學對中華傳統美德的認識。

導師指導同學修訂寫作大綱

為加強高中同學的寫作訓練，本科於暑假期間舉辦了中四級寫作增潤課程，導師以公開考試卷二的寫作題目，
教導學生深化立意及取材佈局的技巧，讓同學透過觀摩交流，分享創作的樂趣，也提升命題寫作的應試技巧。

此外，為照顧有不同學習需要的同學，本科舉辦了初中文言鞏固課程及中六級閱讀理解增益班，提升同學對不

學界模擬考試
為了讓同學熟習考試模式，並累積應試經驗，為文憑試作更充分的準

學與教

學與教

專題研習

許為天博士為同學講解「國家安全」

同文體篇章的理解能力。同學藉閱讀經典名篇，既提升語文能力，也認識中華文化及豐富文學修養。

2021/22」，期望同學能夠知己知彼，及早了解自身的學術水平，調
整應試策略。

學術大使計劃
學術大使為本校的學生團隊，由校方邀請學科成績良好，並樂意教導

同學的中四及中五同學擔任。本年度共有 45 位同學獲選為學術大使，
他們每天上課前為中一同學提供功課輔導，並於放學後為初中同學解

答學業上的疑難，指導學弟學妹有效的學習方法，既收教學相長之

導師指導同學文言閱讀技巧

導師講解答題重點

數學科
數學科

效，也鼓勵學弟學妹積極向學，將助人自助的精神薪火相傳。

數學科科主任於 12 月 10 日在禮堂主持旗下講

學術大使指導同學解決課業疑難

話，向中五級同學介紹中國數學家陳省身先生，
讓同學認識一位熱愛祖國的傑出華裔數學家在數

學領域和中國高等數學教育上的傑出貢獻。此

中三升中四選科家長講座

外，香港恒生大學安排數學、統計及保險學系講

「中三升中四選科」家長講座已於 2021 年 12 月 17 日（星期五）傍

師分別於 2021 年 10 月 25 日、12 月 6 日及 12

晚順利舉行。家長反應踴躍，共有 90 多名家長出席講座。校方於
當晚除了向家長介紹本校的高中課程架構、編科機制及程序外，生
涯規劃組主任更闡述應用學習課程的內容和報讀安排，並與一眾家

暑期寫作增潤課程

江校長鼓勵家長透過家校合作培育學生成長

長分享各大學的入學要求及選科心得。家長均細心聆聽老師的講

大數據講座

羅副校長向嘉賓
致送紀念旗

英文科
English Department
Department
英文科 English

解，不少家長更於講座完結後向班主任了解子女的學習情況，而班
主任也抓緊機會與家長交流，藉以加強家校溝通，共同協助同學作
出明智的選科抉擇。

月 13 日在本校禮堂向高中同學演講，介紹與大

數據和保險科技相關的資訊，讓同學體會到數學
在 STEM 教育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A passionate and
committing team of
English Ambassadors

English Ambassador Training

楊培輝老師示範如何完成網上選科意向調查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have begun this year with a

renewed desire to get back to business as normal. We

began our year with a training workshop where we met

our fellow members and prepared to tackle the duties of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for the academic year of 2021-

2022. For example, as of this writing, we are not holding our

morning assemblies in the hall, so we have been tasked with

providing an ongoing video series designed to entertain and
家長踴躍出席以了解同學的升學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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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 topics in English. Under the student leadership of
梁嘉敏老師講解文憑試後的升學階梯

Tianna Daisy Yip of 4M and her team, we expect to have fun.

English Ambassadors are
attentively listening to our
NET, Mr Jason Kasseris, on
the orientation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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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pite the disruptions caused by COVID-19, the
Debating Team members still have the privilege
to take part in a range of speaking, engagement
Mock debate competitions
before the real games

English Debating Team Regular Debating
Workshops moved Online

activities and debating competitions. In our
regular debating training workshops, students
developed their communications, analytical,

and presentation skills through different hands-on activities.
Both senior and junior debating teams participated in Round
1 of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 Debating Competitions.

The motion was ‘This house would teach rap lyrics in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urricula’. Our debaters spared no

effort in supporting their stance with examples and convincing

Our debaters devote 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during the
competition to come up with
quality rebuttals

Our team is crowned
the first runner-up in
the Inter-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科學學習領域
科學學習領域
第五十四屆聯校科學展覽
第五十四屆聯校科學展覽的主題為「平衡」。4 位中

四同學借鑒內地的共享單車及知名跨國企業 tesla
有關太陽能驅動的原理，構思以可再生能源驅動

車輛，利用手機上的 GPS 系統，搜尋太陽能充電

的平衡。

debaters are 'fighters' and we seek to establish a solid

家謙同學更成為籌備委員會成員，參與籌辦聯校

established by previous HGSS debaters and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what they are truly capable of becoming.

嘉賓梁榮武先生與
老師前來參觀

放的空氣污染物，達致個人生活質素及環境保育

本校連續九年參加聯校科學展覽比賽並成功進入

reputation as such. This current team builds off the legacy

同學向參觀者解說展品原理

站，以太陽能為電池充電，從而減少交通工具排

figures. They also learned to use rhetorical questions and

analogy to make their arguments more persuasive. HGSS

學與教

學與教

English Debating Team

展覽階段，除了 4 位參賽同學外，本年度中五何
科展，另有 24 位中二至中四級導賞員，向到場觀

太陽能電動車

眾介紹本校展品的原理。

以英語學習科學科工作坊

S4 English Fun Day

為提升同學以英語學習科學科的能力，本校邀

With an aim to promote learning English in an interactive way, a Fun Day was organized for S4 students in October.

請香港城市大學英文系導師到校，為同學舉

Prior to the activity, a group of high achievers were trained to take up the job of booth helpers. On the big day, all

辦以英語學習科學科的工作坊—— ”A Genre-

students were engaged in various booth games, such as Tongue Twister Challenge, Picture Word Bingo and Take the

based approach to enhancing secondary

Order. It was hilarious and fulfilling to learn English through games.

students’ English writing ability in science
同學以電子工具學習

Come to the 'Moody Moody'
booth if you want to learn more
about emoji icons.

The 'Picture the Bingo' game
enriches students' vocabulary
about clothing items.

展品負責同學及導賞員合照

The boys are in love of the 'Nerf
the Genre' booth.

同學與導師在最後一課大合

照

subjects”。活動於 2021 年 11 月 22 日至 12
月 13 日分 6 節舉行，每節兩小時。

The school hall is filled with
laughter and joy during the
English Fun Day Activity.

香港大學生物醫學夏令營
Dining Etiquette Workshops and Talk
On 7th December and 21st December 2021, all S4 students took part in a workshop

and talked about dining etiquette for western meals. With some hands-on
activities such as role-play and group discussion, students learned about the
In pairs, students take turns to
role play how to make an order
properly in a restaurant.

Students are labelling the utensils
in a western meal collabora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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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 setting of cutlery, table manners, how to make orders courteously and
some dos and don’ts in a western meal.

The tutor is giving feedback to
students concerning their language.

為期五天的香港大學生物醫學夏令營。活動內容非常豐富，同學有
機會跟從醫學院教授進行專題實驗及研習，親身接觸頂尖科技，並
參觀先進的研究實驗室及參加頂尖科學研究講座，對醫學及科學研

究有更深入的了解。活動的最後一天，同學需要就四天的研究成果
向醫學院教授匯報，我們同學的匯報更獲頒獎項呢！

Course instructor is encouraging the students
to think and interrogate her on table setting.

同學正進行
蛋白質結晶研究

10 位中四及中五的同學獲甄選參加由香港大學及裘槎基金會合辦，

教授講解頂尖實驗室的運作

為研究到大學圖書館搜集資料

在教授指導下
進行科學實驗

分組了解科學家的生涯規劃

同學以電腦分析
蛋白質的晶體結構

到訪港大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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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長

學與教

香港浸會大學化學檢測實驗
20 位修讀化學科的中四同學於試後活動期間，到香港浸會大學的化學

實驗室學習化學檢測的知識。同學在導師指導下動手進行實驗，學習
如何以金納米粒子測試奶類製品樣本是否含有三聚氰胺。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本組設計班主任課，讓班主任在課堂中透過討論、角色扮演、情境分

析等，教導同學認識公民責任，培養同學良好的品德素養。此外，為
促進同學對祖國的認識，提升國民身分的認同，本校每星期均舉行升
旗禮及旗下講話。旗下講話由各科組老師主持，藉此提升同學對中國
文化及國情的認識。

大家聚精會神聆聽講師講解

化學資優課程

同學小心翼翼地量度容量

同學專注進行實驗

及播放有關重要日子的短片或紀錄片等。本組亦安排同學參加由教育
局舉辦的基本法及憲法問答比賽，希望透過不同的活動提升同學對國
教育局舉辦的基本法學生校園大使培訓計劃，及由廉政公署舉辦的

業的未來領袖」。課程旨在提升資優學生在分析科學方面的知識和技能，加強同

iTeen 領袖訓練計劃。同學透過參與不同的訓練及活動，提升領導能

學對香港檢測及認證業的關注和認識，並培育以實驗為本的誠信美德。

analysis、Atomic spectroscopy、chromatography 等的分析化學。同學於導

本組於重要的日子，如國慶、憲法日，除舉行升旗禮外，亦設置展板

民身分的認同，培養良好的公民素養。此外，本組推薦同學參加由

本校同學獲甄選參加教育局「資優教育基金」舉辦的化學課程——「香港檢測認證

課程於 2021 年 9 月至 12 月期間舉行，共設十二場講座，研習有關 Gravimetric

同學參與網上憲法問答比賽

力，培養守法守規的公民意識。

以展板介紹國家憲法日

同學在化驗室合照

師指導下，分別進行了檢測丹參素、維他命 C、二氧化硫及在電鍍廢水的銅的實驗。課程不僅提升同學在分析
化學方面的知識和技能，還讓同學參觀德國萊茵公司的實驗室，親身了解實際的檢測和研究工作，有助同學規
劃未來的生涯發展。

動手「毒」理科 STEM 抗毒教育計劃
科學學習領域參加了香港青年協會舉辦的動手「毒」理
科 STEM 抗毒教育計劃，20 位中二學生分別於 2021
年 12 月 15 及 16 日以 Zoom 形式研習「數據科學」及
「設計思維」。同學在「數據科學」課程中，學會系統性

的分析方法；而「設計思維」則是創意解難的思考模式，
著重提升參加者的解難及溝通能力。青協人員亦將於
恢復實體課後到學校的實驗室，指導同學進行鑑證毒
理學及神經科學的研習。

初中學生 STEM 教學活動體驗工作坊

在大學教授的指導下，製作以聚合物為主要成份的玩
具，嘗試利用常見的食材對聚合物進行成份檢測及定
量分析，並了解到檢測科技行業的發展，擴闊眼界。

訓導組
訓導組
訓導組領袖生團隊就職典禮

10 月 15 日，訓導組領袖生團隊的正副領袖生，從校長手中接過委

任狀和總領袖生章，展開繁忙而有意義的工作。領袖生不僅協助老

修讀新高中視覺藝術科的中五同學於 2021 年 8 月參加九

師在課餘時間維持秩序，還是同學心中的優良榜樣，工作任重道遠。

龍城區青少年發展協會所舉辦的「2021 抗疫新世紀疫中傳
分別獲亞軍及優異獎。

大學教授向同學講解活動內容

同學對所製成的聚
合物進行成份分析

職位

班別

總領袖生

5H

總領袖生
副總領袖生
副總領袖生
副總領袖生

7

「抗疫新世紀疫中傳愛心意卡設計比賽」得獎學生合照

老師主持旗下講話

學參加「初中學生 STEM 教學活動體驗工作坊」。同學

視覺藝術科
視覺藝術科

愛心意卡設計比賽」，當中 2 位同學奪得冠軍，4 位同學

每週舉行一次升旗禮

29 位中三同學於 2021 年 11 月 27 日到香港浸會大

同學利用薑黃素檢
測聚合物的成份

姓名

5H

岳駿煜

5H

溫詠欣

5M
5M

李天恩
蕭丹丹

領袖生就職典禮

史海晴

同學留心聆聽導師的講解

8

為獎勵領袖生無私服務同學，總領袖生每月都會選出「領袖
生每月之星」，並頒授獎狀及禮物給獲獎領袖生以作鼓勵：

每月之星

班別

9/2021

3T

廖慧琦

4H

李雅琳

9/2021

4H

10/2021

5T

10/2021

11/2021

3T

11/2021

姓名

4T

梁珮芝

陳紫莹

警長講座
本校與香港警務處緊密合作，在校內推動
學生認識法治和遵守紀律的風氣。本學期
本組舉行了 3 次警長講座，分別是 9 月 8

日高中警長講座、12 月 15 日全校聖誕節
前警長講座及 12 月 22 日的中五級警長
講座，為同學提供防騙及禁毒等資訊。

課外活動組
課外活動組

戶外學習日

「戶外學習日」為學校課程之延伸活動，是群體教育的重要經歷，同學從中不但可以享受戶外活動之樂趣，亦可
學習課堂以外的寶貴知識。上學年的戶外學習日受疫情影響無奈取消，本年度疫情稍為緩和，課外活動組得以

在 12 月 4 日為各級同學籌劃不同類型的活動，豐富同學的學習體驗。中一級同學參觀位於元朗八鄉的香港青

學生成長

學生成長

「領袖生每月之星」

年協會的有機農莊，通過有機種植講解及有機耕種體驗，明白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中二級則在校舉行正能量歷
奇訓練日營，由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轄下梁紹榮度假村社工到校主持活動，提升同學的團隊精神及抗逆能力，

加強同學守規的紀律意識；中三至中五級同學前往海洋公園，以自主探究方式利用園內多元化的學習情境和資
源，進行全方位學習之旅，獲得課堂上難以體會的學習經驗；中六級同學前往

迪士尼樂園，以體驗及探究方式發掘樂園的有趣事物，探索有關科學、創意、
歷史和文化等知識。

張楹熙

梁靖朗

輔導組
輔導組
本組於 10 月 4 日為新一屆學生輔導員及輔導員組長分別安排「輔導員訓練活動 1.0」及「輔導員鬆一鬆興趣體驗

活動」，透過遊戲加深輔導員之間的認識和凝聚力，讓他們學習如何成為稱職的輔導員，與其他同學共同成長。
此外，本組亦於 10 月份進行了中一和中六級輔導活動。中一同學積極投入攤位遊戲，從中認識自我，提升自

師生同遊海洋公園

中六級同學到訪香港迪士尼樂園

我管理能力；中六同學於減壓講座中學習如何紓解情緒壓力，並體驗「健腦操」，激活思考，提升溫習效率。

中一級同學體驗種植的樂趣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為符合受助資格的同學創設課後學習

經歷，開闊同學的眼界。除資助同學參加中、英、數三科開設的
初中增潤課程，協助同學掌握學習技巧及思維方法外，又舉辦傳
統麵粉公仔工作坊及剪紙藝術工作坊，深化同學對中國傳統文化
及民間藝術的認識。此外，學校又善用資源，舉辦不同種類的文

化藝術活動，例如「迪士尼樂園探索之旅——認識西方文化之萬聖
節」、歷奇作戰訓練——「室內啫喱彈射擊對戰」、「 360 度全方位
中一同學參與輔導活動

社工向中六同學建議溫習方法

同學在導師指導下製作蛋糕

同學以不同角色參觀迪士尼樂園

輔導員訓練活動 1.0

9

探索昂坪文化」活動及參觀天際 100 觀景台等。為豐富同學的職場

工作體驗，更舉辦蛋糕烘焙製作工作坊及咖啡拉花班，幫助同學
發掘個人潛能，探索生涯職業取向。

同學參加剪紙藝術工作坊

同學嘗試在咖啡上拉出花紋

輔導員鬆一鬆興趣體驗活動

10

校園捐血日

健康及性教育組
健康及性教育組

本組於上學期舉辦了多項活動，包括為中四級同學籌劃生涯規劃課，令同學對生涯規劃有初步的認識；中五同

本校自 1971 年至今，五十年來從不間斷為同學安排捐血活動，故獲香港紅十

或嘗試營運一盤生意，學習計算成本、銷售策略等；中六級同學則參與模擬放榜、大學面試技巧等活動。中六

受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梁雅詩醫生致送的獎座，獎座象徵的殊榮深具意

字會頒發「2021 年卓越捐血夥伴大獎（中學）」。江碧芝校長在頒獎儀式上接

學參與 “Working Reality”活動，同學分別扮演求職者、東主，從中了解自身個性特質、掌握求職面試的技巧，

義，體現五十年來「何官」師生及家長樂於助人的高尚情操 。

級的家長晚會亦已於十月中舉行，令家長了解中六同學報讀聯招的流程及須注意的事項。此外，本校遴選委員

學生成長

學生成長

生涯規劃輔導組
生涯規劃輔導組

本年度縱然疫情未退，仍無減中六同學捐血的熱情。校園捐血日已於 2021 年

會一致議決推薦中六級何家謙及冼敏柔同學，參加本年度的學校推薦直接錄取計劃。

11 月 9 日順利舉行，當天共 30 位中六同學成功捐血。同學認為捐血是助人利
己的善行，不但可以促進新陳代謝，有利自身健康，而且可以幫助傷患，拯救
同學的第一次捐血

中六同學參加模擬面試活動

工作體驗活動

資優教育旨在有系統地發掘和培育資質優異的同學，為他們提供適切的教育機會，幫助他們發展潛能。
本學年本組共提名 31 位學術表現傑出或具潛能的中一至中五同學，成為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的學員，為他們提供

進階學習機會。本組根據中文、英文、數學及科學科老師的提名，為同學報讀合適的「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網上甄
選學習課程」。以合格成績完成課程的同學將獲邀進入第二階段甄選程序。網上甄選學習課程報讀情況如下：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網上甄選學習課程 獲校內提名學生人數
3

英文

21

科學

3

數學

望師弟妹都能夠承傳並發揚這份無私奉獻的精神。

我校獲頒「2021 年卓越捐血夥伴大獎（中學）」

校園捐血日大合照

社會服務組
社會服務組

資優教育組
資優教育組

中文

中六同學踴躍參與捐血活動

他人，延續生命。中六同學身體力行，向師弟師妹展現了助人為樂的情操，希

4

此外，本組亦為全校學生提供接受資

優教育的機會，並鼓勵學生進行自主

學習。本學年本組為 46 位中二至中
五同學報讀由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及教
育局共同提供的網上資優課程，課程

包括地球科學、古生物學、天文學、
數學及轉變中的香港經濟。

為促進同學關心社會，並實踐所學，本組於上學期舉辦不同的活動，亦推薦不少同學參
與校外的義工服務計劃。首先，本校已報名成為香港青年協會的其中一所「有心學校」，
承諾於本學年積極推動同學擔任義工，參與不少於 500 小時的義工服務。此外，本組亦

參加了公益金和鄰舍輔導會的賣旗活動，在疫情之下，仍有不少同學積極參加，可見本

校同學樂於服務社群。除此之外，本校亦提名了 7 位中五同學參加「奧比斯學生大使計劃」，
同學將於校內籌辦籌款活動，為患有眼疾的人士籌募醫藥費。

本校獲得「有心學校」證書

環保教育組
環保教育組

本組上學期與校外團體合辦了多項活動。11 月 10 日的「中電社區電力之旅」，共 16 位
中三至中五同學在老師及中華電力公司職員帶領下，找尋深水埗區的配電箱，了解配電

箱的設計如何融合該區的特色及文化歷史，從中了解有關供電、環保及節能的知識。此

外，20 名高中學生參加了由環境運動委員會舉辦的學生環境保護大使環保章培訓，環保
大使已於 11 月中旬參加了第一場「基礎環保章」講座。本校亦有 2 組同學參加「中電智能

都會創新能源比賽」，評判根據同學的建議書甄選，其中一組同學獲入圍參賽。同學將於
2022 年 3 月完成製作模型，4 月上旬作口頭匯報。除了校外活動，本組亦舉行了校內環

保活動，包括：環保冷知識早會、宣傳無冷氣夜及班際節能活動，又在初中委任 23 位環

本校本學年參加了教育局「資優教育學校網絡計

保先鋒，先鋒獲發環保風紀襟章及手册，以執行校園環境保護的監察職務，向同學推廣

劃」，本校教師與教育局人員共同發展適切的校本

環保節能、持續發展的意識。

資優教育學與教資源，並進行網絡學校互訪交流，

配電箱美化計劃

以加強照顧高能力學生的學習需要，並提升教師照
顧學生學習多樣性的專業能力。

資優教育課堂上的分組解難活動

11

師生大合照

導遊講解社區電力之旅

同學了解社區回收舊物的情况

12

本年度學生會選舉由兩

大會、學生領袖就職禮、國民教育——姓氏起源

Petunia 競逐。透過不同

同學協助拍攝校本節目

善用直播系統舉行交通安全講座

可在防疫指引下安坐課室，一同參與各項講座。此

英文科老師於節目中與
同學分享閱讀心得

轉播學生會諮詢大會

本團致力為同學提供多元化的活動及訓練，培育同學領導才能，並向他們灌輸正確

的價值觀。10 月 21 日，本團籌辦野戰歷奇訓練，透過 War Game 提升團員的團隊

合作精神、抗逆力及情緒管理能力等。每個回合結束後，有專業導師為他們作賽後
檢討，引領同學擬訂作戰策略，團員積極參與，獲益良多。12 月 15 日，團員參加「飄

移車體驗」活動，從中體會安全駕駛及遵守交通規則的重要。另外，11 月 13 日，本

校有幸獲警務處邀請出席 「少年警訊周年大會 2020」，並獲頒 「最積極參與學校支會」
及「傑出少年警訊學校支會老師」感謝狀，能獲此殊榮，有賴少訊團員踴躍參與九龍

城區少年警訊的活動。本年度開學至今，團員參與的活動有兩日一夜的「有機農場體
同學示範紮營

大會，讓同學對各候選內

學生會幹事會

驗營」、理財及防騙短片創作比賽、聖誕聯歡晚會、《長津湖》及《梅艷芳》電影欣賞會
等，期望將來團員能透過參與更多不同類型的活動，擴闊視野，豐富學習經歷。

選為第二十三屆學生會，並於 10 月 18 日就職上任。

學生會第一個活動為 11 月 22 日舉行的「何官名偵探」。此外，
學生會在學校地下大堂設有「學術 Corner」，定期展示及更新
「冷知識」和專題內容，讓同學於課餘時間吸收新知識。12 月

最後選出冠、亞、季軍各一名及優異獎兩名。得獎者於 12
月 22 日的「多元學習活動日」在禮堂演唱得獎歌曲，同學為
表演者歡呼拍掌，場面熱鬧，平添節日氣氛。

歌唱比賽獲獎組別

家長教師會
家長教師會

四社
四社

本校透過自薦及推薦計劃，經過面試順利選出四社社長

無奈取消，但為了讓全校同學認識新一屆社長及幹事，

童軍
童軍

第 23 屆學生會
Petunia 的就職禮

由江校長、施副校、羅副校及音樂科主任郭老師擔任評判，

有基本的認識。受疫情的影響，本學年的四社會員大會
得獎學校代表與保安局局長及
警務處處長合照

學生會諮詢大會

遞交歌唱錄影片段。歌唱比賽共有 28 隊合資格組別參加，

中一同學介紹社際活動及比賽，讓中一同學對校園生活

本團獲頒「最積極參與
學校支會」感謝狀

歌唱比賽得獎同學表演

學生會舉辦了歌唱比賽，於 12 月 10 日開始接受同學報名及

及副社長。各社社長於暑假回校參與中一迎新活動，向

War Game 參與者大合照

創意，介紹香港的勝景，推動本地旅遊。

三分二同學參與投票，候選內閣 Petunia 獲六成半票數，當

少年警訊領袖團
少年警訊領袖團

同學專心聆聽駕駛飄移車的安全守則

報設計比賽」，希望透過比賽讓同學發揮

一連四天的網上投票於 10 月 11 日下午圓滿結束，全校超過

的技巧，同學亦獲益良多。同學通過參與籌備、製
作、創造、溝通及解難等共通能力。

本組改為舉辦「同行香港文化旅遊勝地簡

的選舉宣傳活動和諮詢

閣的政綱有充份的了解。

外，電視台邀請專業製作公司教授同學微電影製作

作及主持節目，發揮多元智能，並提升同學的協

未完全通關，旅遊業受到極大影響，故

個 候 選 內 閣 Chinity 及

介紹、老師英語閱讀分享、學生會選舉宣傳及諮詢
的最新消息。電視台亦通過直播系統，讓全校同學

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香港對外

學生成長

學生成長

校園電視台製作了一系列校本節目，例如：新老師

等，有助推廣多元化學習，並讓全校師生了解校園

境外交流組
境外交流組

學生會
學生會

校園電視台
校園電視台

各社均錄製短片，並於星期三班主任課中播放，四社社

長及幹事在短片中介紹上學年的活動、獎項和展望本學
年的工作計劃等，鼓勵社員積極參與各項社際活動。

本校童軍旅團 ( 九龍第 121 旅 ) 在校友的鼎力支持下，得以持續發展，校友除設立「121 旅

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於 2021 年 9 月 25 日順利舉行，當
天除選舉新一屆的家長委員外，亦舉辦家長講座，探討如

何協助年輕人建立良好習慣，另設有家長與班主任的共話
時段，讓家長更了解子女在校的情況。此外，家教會主席

龎嘉麗女士在暑假為中一新生家長介紹家教會的宗旨及活
動，召募新生家長擔任義工，又出席「2021 年度九龍城區
中學親子資訊博覽」，現身說法，向到場的家長分享選校策

略；副主席陳妙芳女士及家長委員黃景英女士為學校錄製
中一入學資訊宣傳短片，分享選校心得及子女在本校的學
習及成長感受；家教會更於 12 月 22 日到校主持聖誕聯歡
大抽獎，為同學送上聖誕禮物，氣氛歡騰熱鬧。

童軍校友獎學金」外，亦資助童軍參與海外交流團，使童軍有機會增廣見聞，認識不同國家

的文化及童軍活動。幾位資深的童軍校友何志磊先生、胡浩順先生及簡懷恩先生更親力親

為，分別擔任旅長、團長及教練員，在他們的帶領下，團務蒸蒸日上，每年均獲香港童軍
總會頒發「傑出旅團獎項」。此外，早前深資童軍參與「何文田區會長盃錦標賽」勇奪亞軍，
而本校亦獲頒「主辦機構表揚金狀」， 表揚學校連續 25 年對香港童軍運動作出的卓越貢獻。

13

「傑出旅團獎」和
「表揚金狀」

旅長胡浩順校友接受
「主辦機構表揚金狀」

本校童軍旅團九龍第 121 旅

深資童軍獲頒「何文田
區會長盃錦標賽」亞軍

童軍團長簡懷恩校友帶領
隊員完成考章活動

德社社導師及幹事合照

智社社導師及幹事合照

群社社導師及幹事合照

體社社導師及幹事合照

參選家長於會上自我介紹

教育心理學家周聿琨先生
主持講座

家教會委員主持聖誕大抽獎

第 28 屆家長教師會成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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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報

學生獲獎紀錄
比賽名稱 / 主辦機構
奧運狂熱

第四屆全港中英文徵文大賽 2021
敬師運動委員會「向老師致敬」中文
徵文比賽

International Chemistry Quiz
2021

獎項

中學中文組銀獎
學校六強優異獎
High Distinction
Distinction
Credit

Diamond

學生姓名及班別
5H 梁雅欣

5H 李康瑤   5H 盧思彤
5H 梁雅欣   5H 伍凱琳
5H 吳銘菲   5H 岳駿煜
6H Chu Wai Lok

6H Tsang Chiu Ki
5H Mak Siu To

4H Kwok Shing Chun

5M Chan Ching Man Aurora
5H Kwan Man Ho
5H Lee Tin Yan

5H Leung Chi Ying

5H Ngok Chun Yuk

The Chemists online self-study
award scheme 2020-2021

2021 年度

九龍城區青少年發展協會
抗疫新世紀疫中傳愛
心意卡設計比賽

Gold

5H Wong Chun Yin

5H Wong Ho Chung
5S Au Wing Laam
5H Lau Tsz Tung

Silver

5H Lin Yuen Mau

Bronze

5M Wong Yuet Kiu

冠軍

5M 石子賢

優異獎

5H 吳銘菲

冠軍
亞軍

5H Mak Siu To
5H 李康瑤
5S 史雅如

優異獎

5M 李藹敏

香港警務處

最積極參與學校支會

少年警訊領袖團

香港童軍總會九龍地域傑出旅團

2021 年傑出深資童軍團

香港童軍總會九龍地域傑出旅團
香港童軍總會

香港童軍總會何文田區

2020-2021 年度會長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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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inum

5M Hung Yu Lam Masy

優異獎

2021 年傑出童軍團
主辦機構表揚金獎

深資童軍錦標賽亞軍

5M 陳慧盈

本校九龍第 121 旅童軍團

本校九龍第 121 旅深資童軍團
本校九龍第 121 旅

5M 黃悦喬  5T 黃士源

5M 何思哲  6H 梁俊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