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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年度畢業典禮

本校於 6 月 30 日舉行了 2021-2022 年度中六畢業典禮，並
邀得校友會會長陳福灦校友擔任主禮嘉賓。對於中六級的同

學來説，這是一個既難忘又興奮的日子。雖然受颱風的不穩
定天氣影響，但出席畢業典禮的家長及中六級同學人數不

減，場面熱鬧而溫馨。典禮上，先由江碧芝校長致辭，繼而
由陳校友致訓辭，惠賜金石良言，與本
校師生分享寶貴的人生經驗。最後，
典禮在師生合唱校歌後，徐徐閉
幕。中六級同學在典禮結束後，
與老師、同學歡聚，在校園拍照

我們的主禮團

留影，為六年的中學生活留下最
後的美好回憶。

關注事項
1. 提升校園正能量，培育正面
價值觀及推己及人的精神

2. 全方位自主學習，提升思維
能力及資訊科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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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

第三次教師專業發展

學術大使計劃
特別假期結束後，同學重返校園，學與教促進組繼續安排學術

學與教促進組

大使於早上為中一同學解答功課疑難；放學後，學術大使則駐

本校於 7 月 5 日舉辦第三次教師發展日。上午以學生及教師的

守 205 室，為有需要的同學提供功課輔導。此外，本組亦為個

心理健康為主題，分別邀請教育心理學家黃幗宜小姐及社工吳

別同學配對學術大使，指導同學學習個別科目，效果良好。

加垚姑娘就學生及教師的心理健康舉辦講座。活動有助教師及

中四級資訊科技素養工作坊

早識別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輔導，同時亦能透過講座了解如何

為鞏固同學的學習基礎，提升資訊科技素養，以

題討論。透過活動，校方能收集老師的寶貴意見，集思廣 益，

資訊科技素養工作坊。工作坊以網上形式進行，

照顧自己的身心健康。下午活動為主要關注事項檢討及焦點問
令各項措施更切合師生的需要，進一步彰顯工作成效。

學與教

校務消息

學與教

校務消息

期達到終生學習的目標，本組為中四級同學安排
同學表示工作坊能提醒他們提高警覺，審慎判斷

老師積極發表意見
同學專心聆聽學術大使的指導

網上資訊的真偽。

學術大使指導同學完成課業

學與教

圖書館
為鼓勵同學善用餘暇，多讀課外書籍，本校於 3 月至 6 月期間舉辦電子閱讀獎勵計劃。
同學須於活動期間每月最少閱讀英文及中文圖書各一本，閱讀電子書最多的班別及同學

會獲得獎勵，1M 、1S 及 5H 是全校閱讀電子書最多的班別，而 1T 潘穎程共閱讀了 13 次
教育心理學家分享如何協助學
生處理情緒

輔導心理學家分享保持心理健康的心得

老師分組檢討主要關注事項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電子書，為全校學生之冠。另外，為擴闊同學閱讀的廣度，本校參加了香港教育城舉辦

的第 19 屆「十本好讀」選舉，讓師生選出心愛的書籍和作家。同學能從中探索各類型的讀
物，認識新出版的書籍，擴闊閱讀面。

圖書推介方面，校園電視台協助英文科老師拍攝推廣閱讀短片，透過短片向同學介紹圖
書，來年會繼續邀請各科老師拍攝短片以推動廣泛閱讀。此外，中三至中五共 32 位圖書

館領袖生於 1 月至 2 月參與五節的網上閱讀工作坊，透過工作坊接觸不同類型的讀物。

Professional Sharing on School-based Curriculum

The English Department of our school has been invited by the Education Bureau to be one of the four core members in
the Cluster of Experts Group (CoE) among all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s. Our school does not only contribute to
the online data bank of teaching materials, we also hosted a webinar “Effective Use of Multimodal Texts in Enriching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s” to exemplify our school-based curriculum in S2 and S3 on 28th June 2022. About 100

teachers attended the online seminar. By sharing our teaching resources and pedagogies, our school helps foster the
professional exchange culture of the local teaching community.

圖書館領袖生向初中同學
分享閱讀感想

在工作坊後，10 位圖書館領袖生分別挑選十本好書，於 6 月 6 日至 6 月 8 日到中一及中

圖書館領袖生向
初中同學推介圖書

二級課室跟同學分享閱讀的樂趣，並鼓勵同學到圖書館或利用網上平台閱讀電子書。圖
書館又推薦了 3 位初中同學參加由中央圖書館舉辦的 6 月份中文圖書讀書會，同學都認
為活動讓他們更懂得細味書中的內容點滴，發掘更多閱讀的樂趣。最後，本校將於 8 月
5 日舉行閱讀講座，介紹偵探推理小說，以配合鑒證科學工作坊的活動，從中培養同學閱
讀興趣之餘，更提升他們對科學研究的興趣。

學與教

導師在閱讀工作坊上推介
不同類型的圖書

中文科
本科舉辦了初中文言鞏固課程、中五級寫作增益
中六級閱讀理解增益班

課程、中四及中六級閱讀理解拔尖班，以線上和
到校面授等方式，靈活照顧有不同學習需要的學

生，讓初中學生打好語文基礎、豐富文學修養，
亦協助高中同學面對公開考試的挑戰。此外，本

初中校本文言教材

科在推廣德育課程上不遺餘力，例如在不同教學單元滲入品德情意
Mrs Lai introduces multimodality with an online game.

1

Mrs Lai is sharing with the audience how to prepare students for a
multimodal assignment.

的元素、設計初中及中四級價值教育校本文言教材等等。學生透過
本
中四級價值教育校
文言教材

中四級閱讀理解拔尖班

研習文言篇章，深入認識中華傳統美德，培養正確的人生態度。在

課外延展活動方面，中文老師鼓勵學生參加朗誦、寫作、演說及硬
筆書法比賽，同學能藉着交流切磋、發展潛能，豐富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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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 Diversity Learning Experience

英文科

為了鞏固及提升同學的解題能力，數學科組透過教育機構開辦了一連五次的「初

中數學鞏固課程」及「新高中數學增潤課程」，前者集中鞏固初中同學的基礎，

學與教

後者提升中五級數學精英的能力。初中三組在線上以 Zoom 進行；高中一組

數學科

In the second term, our school has nourished S4

則在校實體上課。此外，數學學會舉辦「認識孔明鎖」活動，讓同學明白孔明鎖

的原理，學懂拆開和重新鎖上孔明鎖。孔明鎖是中國傳統民間智慧結晶，透過

students’ English lessons with diverse learning

是次活動，同學了解到傳承中國古代文化的可貴。

activities. In HKFYG SCOLAR Speaking for All

Talk –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ents
interacted actively with university teens from
Vietnam, Kenya, Singapore and Indonesia.
Besides, analysis on inspirational speech by Nick

Vujicic and documentary appreciation workshop

學與教

學與教

學與教

A great chance to meet speakers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The speaker is doing an ice-breaking
activity with students

were also organized to enhance students’
exposure to English. In the inter-class debating

中五級數學增潤課程

competition, debaters exercised their researching

and presentation skills. Most students found the
debate enriching.

S4 Inter-class Debate - The debater is
persuading the judge with her research data

The floor speaker is asking the opposition
side a mind-provoking question

2022 Harvard Book Prize
Congratulations to 5H KWAN Man-ho, 5H KO Ho-yin and
Prize. KWAN was also granted the 2022 Harvard Book

Prize scholarship after submitting essays telling others his
personal story and belief and attending an interview. Being

thankful to his aunt and parents, he has promised to share
some of his HKD 10 000 scholarship with them.

Youth Leadership Programme
cum Toastmasters 2022
HGSS’ annual participation in Toastmasters
has seen a surprising bump up in the number

of students this year. More than 20 students
volunteered for the chance to polish their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skills and interact in a meaningful

way with the expert staff from the Youth Leadership
Programme.

Enrichment and Enhancement Courses
With an aim to boost students’

國際化學測試 ( 香港區 )

「化學家在線自學獎勵計劃 2022」，鼓勵同學

學測試 ( 香港區 )，讓修讀化學科的高中同學多接觸不同的化學題目，

Students are co

mpleting a goog
le
quiz in class.

HGSS English Debating Team
O u r d e bate rs co n t i n u e to

the workshops provided by
our school. After refining their
technique in those workshops,

both junior and senior teams

「資優教育學校網絡計劃」

中五關文浩同學、李天欣同學獲選參加教育局舉

共同發展適切的校本資優教育學與教資源，並進行網絡學校互訪

香港檢測認證業未來領袖」

辦的「資優教育基金︰校外進階學習課程——香港

檢測認證業未來領袖」，活動讓同學掌握處理樣本
和分析科學的技能；同學又參觀德國萊茵公司的

化學老師參加了教育局「資優教育學校網絡計劃」，與教育局人員
交流，提升教師照顧學習者多樣性的專業能力。教育局資優教育

組人員於 2021 年 11 月 30 日到校觀課，老師就中四級「大氣」的

實驗，以同質分組進行不同活動，完成分層工作紙，並於第二節
課堂再以異質分組討論實驗結果。各組同學均投入活動，並認為

活動富挑戰性。化學老師亦於 1 月 17 日與教育局人員及其他網

絡學校老師交流此課題的不同教學策略及成效，再於 7 月 29 日
以 Zoom 向友校老師分享教學心得。

第四屆名師高徒導師計劃
4H 黃詠澤同學獲推薦參加由香港科學院、香港工程科
學院、香港科學會合辦的第四屆名師高徒導師計劃，並

獲安排跟從香港科技大學陳子亭教授學習，培養科學家
應有的素質及進行生涯規劃。黃同學除了有機會參加不
同 的 講 座， 增 進 科 學 知

Debaters are presenting their ideas
under the new normal

secured wins in the second

識， 亦 有 機 會 跟 陳 教 授

The HGSS debating team

劃書比賽，本年度的聯校科學展覽以

「活力」為主題，本校有 3 位中四及 1
位中五同學參賽。參賽同學設計名為

Linple Mask 的可重複使用口罩，希
的「活力」。展覽將於 8 月 19 日至 25

月 11 日到陳教授位於科
導，令同學獲益良多。

本校已連續十年參加聯校科學展覽計

消毒的安全設計，在疫情下恢復城市

情況。黃同學亦有幸於 6
更為同學作升學方面的輔

第 55 屆聯校科學展覽

望能通過其透明、可過濾空氣及自動

面 談， 了 解 科 研 的 真 實

日於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此外，本

大的實驗室參觀，陳教授

round of this year’s HKSSDC
tournament.

「資優教育基金︰校外進階學習課程——

他網絡會議的與會者分享研究成果。

May to July. Students learnt
and reading exam strategies.

擴闊眼界，測試結果將於 10 月公佈。

同學於 5 月 28 日就檢測分析的其中一項研究向其

and enhancement courses from
about practical writing skills

化學科老師安排了 21 位中五及 8 位中四同學於 6 月 25 日參加國際化

發展方向，有助同學規劃未來的生涯發展。兩位

school organized 5 enrichment

practise the art of debating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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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家在線自學獎勵計劃 2022」

實驗室，了解相關行業如何運作，並認識行業的

l a n g u a g e co m p e t e n ce , o u r

develop their skills and

Proactive young leaders in the making

科學科學習領域

化學科

透過網上化學講座，提升研習化學的興趣。
All prize-winners of Harvard
5H Kwan Man Ho is awarded the 2022 Book Prize get a certificate and a
book to aspire them to continue
Harvard Book Prize scholarship
their reading journey

同學積極參與數學學會活動

學與教

化學科老師推薦 74 位中三至中五同學參加

5M HUNG Yu-lam, Masy who won the 2022 Harvard Book

同學學習如何拆開孔明鎖

黃詠澤同學與陳子亭教授及
友校學員合照

校亦有 2 位中五同學擔任科展籌委會
成員，負責籌辦科學展覽的工作。

3D 打印製作及已製成的
電子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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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教育組

電腦科
本學年電腦科參加了由英皇書院及教育局舉辦的「人工智能課程學習圈」計劃。在
2月至5月期間，中一全體同學在電腦課堂上研習人工智能校本課程。6月25日，
校長和張國健老師帶領3位中一同學，前往英皇書院參與「學生黑客松」交流活

同學獲得「學生黑客松」優異獎

電力之旅」。活動當天，參與同學到了大埔林村香港青年
獎勵計劃賽馬會愛丁堡公爵訓練營參觀 E-Playground

網上 STEAM 工作坊－虛擬潛行

及進行 STEM 工作坊。在工作坊中，同學認識航拍機在

11 位 中 一 至 中 三 學 生

發電廠的應用，並學習以編程為航拍機設定飛行路徑。

香港都會大學科技學院

題是「應用AI人臉辨識技術發展校園出勤系統」。3位同學在比賽中的表現良好，
同學擴闊視野，亦能與友校建立友誼，加強教師的專業交流。

15 位中一同學於 6 月 11 日參加了電力公司「校園工程師

於 4 月 20 日 參 加 了 由

動。本校同學於活動期間參加「Microbit 編程比賽」及「人工智能創新比賽」，主

獲得了在場嘉賓的肯定，在上述兩項比賽均獲優異獎。是次交流活動，除了有助

校園工程師電力之旅

同學獲得「AI 創新比賽」優異獎

學與教

學與教

學與教

學與教

舉 辦 的 網 上 STEAM 工
作坊－－虛擬潛行。在

同學製作的 VR 眼鏡

工作坊中，同學認識到虛擬實景 (VR) 及其應用，亦了

解到有關凸透鏡的光的折射、雙眼視覺和深度感知等
概念，並親手製作自己的 VR 眼鏡。

在 STEM 工作坊中，同學為航拍機
飛行路徑進行編程，表現投入。

Shaping Our Future City 2022

「學生黑客松」交流活動

5 位中四學生參加了由土木工程師學會舉辦的“Shaping Our Future City 2022”比賽。

同學在 E-Playground 認識到
不同的可再生能源，並嘗試利
用不同的裝置發電。

活動於 2 月至 6 月進行，在活動的第一及第二天，參賽同學出席了由土木工程師及香港理工大學教授主講的工作坊，
認識土木工程的不同結構及最新技術。同學須運用科學知識及工作坊所學的土木工程技術，設計一個節能體育場館。同

官立中學校長大合照

學在整個活動中發揮了他們的協作、創造及溝通能力，亦了解到與科學及工程有關的職業，有助他們計劃將來升學方向。

「AI 創新習作」匯報

學與教

視覺藝術科

漫畫設計比賽

黏土微縮食物製作工作坊

氣球佈置工作坊
本校邀請兩屆世

本校 20 位同學參加了由九龍城區議會及民政事務署合

本校視覺藝術學會於復活節假期舉行漫畫設計比賽，共有 29 位同學參加，
當中 5 位同學獲得「表現突出獎」、4 位同學獲得「入圍獎」。

辦的「藝綻九龍城之黏土微縮食物製作工作坊」，同學專

注投入，不但完成了精美的作品，更能從中訓練觀察力

界氣球冠軍及亞

及專注力，有助提升藝術造詣。

洲紀錄保持者彭
思 泰 於 6 月 29

日下午在本校視
覺藝術室舉行氣
球 佈 置 工 作 坊。

同學與導師合照

同學表現投入，不但合力完成了一幅二點五米高的氣球

裝飾牆，更在製作過程中，學習到與人相處的技巧，培
養了團隊協作的精神。

中五吳銘菲同學作品
同學在工作坊學到以黏土捏製
食物模型的技巧

同學在工作坊完成的作

品

中五李康瑤同學作品

中四何芷僑同學作品

中四林樂瑤同學作品

中四黃子琪同學作品

COPIC Pen 示範工作坊
本 校 邀 請 在 美 國 薩 凡 納 藝 術 設 計 學 院 (The
University of SCAD) 修讀專業插圖的學生鄭喬心於

同學專心聆聽導師講解顏色
運用的技巧

6 月 22 日下午在本校視覺藝術室舉行 COPIC Pen
示範工作坊。同學反應踴躍，共有 13 位中三至中五
級的同學參加。兩個半小時的人物繪畫示範，同學
同學們忙於設計氣球花

5

同學分工合作準備氣球

同學專心製作黏土
微縮模型

同學與工作坊導師合照

不但能夠即場欣賞及學習精湛的繪畫技巧，更能在

互動過程中，培養濃厚的學習興趣，提升藝術修養。

嘉賓即場以 COPIC
PEN 完成的畫作

嘉賓將示範作品送
給本校同學

嘉賓鄭喬心小姐與本校師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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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長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訓導組

本組每星期均舉行一次升旗禮，透過升旗禮及旗下講話，提升同學對國家及社會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時間不斷流逝。轉眼間，我已經加入領袖生

的歸屬感，從而建立國家觀念和國民身分認同；此外，亦透過班主任課及舉辦講

座，推動德育與公民教育，如邀請廉政公署與專業話劇團為中四級同學演出「廉政
互動劇場」，劇團以輕鬆、活潑的手法帶出貪污的禍害，並向同學傳遞誠信及守法
精神的重要。

同學參加升旗儀式工作坊

培養國家觀念和國民身份認同。

同學細心欣賞話劇

對突發情況，也有機會要幫助老師處理事務，但我不會後悔。在就
職典禮那一天，我由江校長手上接過委任狀的那一刻起，我便下決

訓導主任與總領袖生岳駿煜

心要做好這份工作。戴上總領袖生的襟章，就意味著我身上又多了一份責任，總領袖生是同學的榜樣，我需要留意
個人的言行舉止，而且權力越大，責任越重，我時時刻刻提醒自己不要辜負大家對我的期望及信任。

在這三年期間，老師與前輩們一直對我悉心栽培，有任何為學校服務及參與活動的機會，他們都會叫我去參與、嘗
專業話劇團為同學演出
「廉政互動劇場」

在疫情之下，本組於 8 月透過 Zoom 讓全級中一同學參觀
廉政公署，亦參加由教育局舉辦的「香港新聞博覽館全方位

試，讓我能夠從中學習。在將近一學期的任期中，必然會遇上一些挫折、挑戰，幸好身邊有一班會互相協助、互相
鼓勵的隊員，他們給予我支持、幫助，讓我能夠順利渡過難關。這份工作雖然辛苦，但是苦後總會是甘甜，總會讓

我有所得著，鍛鍊我的膽量，激發我的領導才能；而且在領袖生這個「大家庭」裡，我更認識了一班能夠與我齊上齊落、
共同進步的好夥伴。我很享受這份工作，這不是一件艱苦的差事，對於我來說，它反而是一次寶貴的學習經歷！

三年的領袖生生涯也將要結束，三年的點點滴滴確實讓我感到不捨。我希望師弟師妹們能夠繼續做好領袖生的工作，

學習之旅」。基本法大使透過專題講座、導賞、體驗活動和

以身作則，為維持學校秩序作出貢獻，將領袖生的使命發揚光大，將領袖生團隊的美德傳承下去。最後，我想再次

活動後的研習報告，了解香港報業的誕生與變化、媒體形

感謝校長、每一位老師、隊員對我的信任及支持，以及給予我這個寶貴的學習機會，讓我這三年的中學生活過得充

式的轉變及對社會發展的影響、新媒體帶來的挑戰。

學生成長

夠得到校長、各位老師以及各位隊員的信任，將總領袖生這個重任

我會告訴你，這份工作是辛苦的，除了平日當值之外，還要隨時應

操和口令、升國旗儀式及奏唱國歌應有的禮儀等，以加強大使對國家象徵和標誌
劇體驗，了解中國戲曲的藝術特色及文化價值。

領袖生，到現時已經晉升為總領袖生。我十分感謝，亦十分榮幸能

學守法守規、敦品守行。如果你問我身為一名總領袖生辛不辛苦？

基本法大使於 6 月參加了由教育局舉辦的升旗儀式工作坊，內容包括教授基本步
的認識和尊重；他們亦參加了戲曲中心大劇院的粵劇體驗活動，大使通過是次粵

團隊將近三年。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加入了領袖生團隊，成為一名

領袖生的職責是協助學校維持和諧有序的校園生活，並且要提醒同

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五周年全港校際問答比賽、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國家安
賽等，透過不同的比賽，既發揮同學的潛能，又能幫助他們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5H 岳駿煜

交給我，我感到十分自豪及光榮！

本組亦舉辦及參加了不同的比賽，包括北京冬奧問題設計比賽、基本法暨慶祝香
全網上問答比賽、國家安全標語創作及海報設計比賽、四社中國文化短片創作比

總領袖生感言

學生成長

學生成長

學生成長

實而精彩！
同學參加「香港新聞博覽館全方位學習之旅」

輔導組

本組及學校社工於 6 月 21 至 24 日放學後下午 1 時 30 分至 2 時 15 分在學校大堂舉行正向價值主題活動——「快樂

輔導組於 6 月 1 日邀請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社工 Philip Yeung 擔任中一至中五級「正能量」講座講者，是次講座主題

為「有種感覺叫快樂」。楊先生透過自身有趣的經歷和片段分享，引導同學們從多角度思考快樂的意義，讓同學獲得
正面、積極的訊息。

市集」，透過不同的攤位遊戲，帶出「快樂其實很簡單」的正面訊息。攤位活動包括正能量歌曲推介、擲出彩虹、與
好友拍照留影、製作簡單手作送贈好友、樂事共享、樂在塗鴉等，旨在為同學帶來輕鬆快樂的體驗，減輕考試帶來
的壓力。雖然六月天氣酷熱，但仍無阻同學踴躍參與，享受快樂時刻。是次活動得到校長、副校長及各位輔導老師
到場支持，與眾同樂，氣氛相當熱鬧。

6 月 16 日，本校校園健康大使與觀塘官立

中學同學於該校進行一場聯校健球比賽。同
學透過新興運動舒展身心，培養團隊合作精
神，結識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為合作夥
伴，服務社群。

聯校健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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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市集飾物製作小專區

正能量講座

快樂市集活動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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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支援組

學生支援組致力為有需要的同學舉辦一系列支援服

學生成長

務，以提升他們的社交溝通及情緒管理能力。

表達藝術治療

課外活動組

美容及形象設計組
本組舉辦了「韓式設計手工皂工作坊」，由有豐富手工皂教學經驗

友伴分享及 Shall we play 社交溝通活動

表達藝術治療師為學生訂立不同主題的

透過興趣體驗及積木創作過程，讓同學與好

生命線等，從而讓他們在創作過程中達

向和諧的朋輩關係，加強社交及溝通能力。

的導師教授同學製作個人獨一無二的手工皂。透過兩次的手工皂
工作坊，同學認識了製作肥皂的配方、手工皂冷製法及韓式拉花

友在活動中加深對彼此的認識，從而建立正

創意活動，包括自我探索、人生經驗及
到減輕壓力及抒發情感的效果。

學生成長

學生成長

學生成長

技巧。同學在堂上表現雀躍投入，完成工作坊後，同學可帶製成
品回家使用及與親友分享。本活動讓同學在疫情下能用自己親手

製作的肥皂清潔雙手，培養良好的清潔衛生習慣，增添生活樂

學員大合照

透過 LEGO 積木製作，加強同學的
社交溝通能力

趣。同學日後亦能運用所學，自家製作既實用又美觀的手工皂。

友伴 FUN 享興趣活動製
成品 - 浮游花瓶

動物輔助情緒支援服務
本組為有需要的學生引入動物輔助治療，透過與

表達藝術情緒支援小組作品 - 魔法
風車，為自己或重視的人送上祝福

學生成長

治療犬的相處，學生能放鬆心情，掌握與動物互
深受同學歡迎的金毛
尋回犬 Monnay

動的技巧，從而獲得情感上的滿足及愉悅的體驗。

同學體驗中醫
的工作

各類型「行業體驗」活動（活動由一天至三天不等）。參與活動的同學在問卷中表示，活
動有助自己規劃升學及就業的路向，亦加深了他們對工作常規及實際職場的了解。

     6M 李凱欣、6M 鄧駿程、6T 程嘉怡、6T 黃建輝

2021-22 校長推薦計劃 ( 本地聯招 )： 6H 朱煒樂、6H 高葉佳、6H 李怡茵、6H 柯文晞

統麵粉公仔工作坊，同學透過製作中
國傳統手工藝品，認識中華文化的精
粹，傳承上一代的智慧與手藝。

遊業工種，從中學習課本以外的
知識，豐富學習經歷。

同學參加海洋公園全方位學習之旅

歷奇作戰訓練「Laser Tag 鐳射槍對戰」

同學在導師指導下製成了麵粉公仔

同學於 2021 年 12 月 23 日參加歷奇作戰訓

除此以外，本組透過校長推薦計劃，推薦在不同方面表現優異的同學，冀能幫助同學升
2021-22 校長推薦計劃 ( 內地高校 )： 6H 陳凱姻、6H 張詠雅、6M 歐陽慧敏、6M 陳寶盈、

本校於 2021 年 11 月 11 日舉辦了傳

刺激的機動遊戲及認識豐富的旅
同學到中醫治
療中心參與「行
業體驗」活動

同學根據模擬放榜成績
規劃出路

小心翼翼地控制材料份量

傳統麵粉公仔工作坊

園特有的教育及保育景點、體驗

中六同學可透過活動熟悉放榜日的程序，為放榜做好準備。

讀心儀的院校。本年度獲推薦的學生名單如下：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洋公園全方位學習之旅」，漫遊樂

校的升學要求，做好自己的生涯規劃。此外，本組於 1 月舉行了中六級模擬放榜活動，

益良多。另外，本組亦安排中四及中五級同學參與由教育局「商校伙伴合作計劃」舉辦的

學員細心地調校手工皂配方

同學於 2021 年 11 月 29 日參加「海

本組舉辦了各類型的大學、大專院校的升學講座、生涯規劃課，令高中同學了解不同院

外人士，透過視像會議向中四至中六級同學分享工作心得。同學都用心聆聽，並表示獲

拉花

海洋公園全方位學習之旅

生涯規劃組

本年度的「職業博覽日」已於 1 月中順利舉行，活動中有十多位來自各行各業的校友及校

同學製作的手工皂成品

練「Laser Tag 鐳射槍對戰」，通過不同的遊戲，
提升同學的專注力、抗逆能力、團隊合作精
神、溝通及領導才能。

香港杜莎夫人蠟像館

同學於 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6 月期間分批參觀蠟像館，認識

本地及世界各地的名人故事，豐
富課外知識及課後學習的經歷，
增加對文化藝術的認識。

「職業博覽日」嘉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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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級同學參與「模擬放榜」活動

嘉賓透過視像會議與
同學分享心得

同學進行 Laser Tag 鐳射槍對戰遊戲

同學參觀香港杜莎夫人蠟像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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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長

資優教育組

社會服務組
社會服務組安排同學參與不同的社會服務活動，以培養同學積極參與社區服

務的熱誠，並在實踐的過程中，令同學學習如何付出愛與關懷，培養同理心。

「資優教育組面試工作坊」及「2021 至
2022 年度九龍城區傑出學生選舉」

本組在四月至六月，為中四及中五級的同學舉辦了一系列的服務技巧培訓工

6 位校內成績及課外活動表現優異的同學獲邀參加「2021 至 2022

作坊。雖受疫情影響，同學未能親身探訪長者和智障人士的院舍，但同學亦

年度九龍城區傑出學生選舉」的校內遴選，並於一月參加「資優教育

長者，希望讓他們感受到何官學生對他們的關懷。

5H 李天恩及 3H 黄梓淇於五月分別獲得「2021 至 2022 年度九龍城
區傑出學生選舉」高中組及初中組優異獎。

此外，本校 3 位中五級同學亦參加了「感創敢為 2.0 – 青年社會創新服務獎
校長與兩位優異獎得獎同學合照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學員提名
（第二階段甄選程序）

上學期本組根據中文、英文、數學及科學四個學習領域科任老師的校內提名，為 31 位有傑出表現的中二至中四
學生報讀合適的「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網上甄選學習課程」及提名他們成為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學員。其中 9 位同學於
二月以合格成績完成網上甄選學習課程，並獲邀進入第二階段甄選程序。

「香港科學青苗獎」

香港中文大學「暑期資優課程 2022」
4 位分別於英文科、數學科及科學科有傑出表現及 潛 能的中四

4 名中三及中四學生參加了由教育局資優教育組及

課程透過多元化的內容和活動，營造出富挑戰性的學習環境，

須在比賽中解答一個與「食物科學」有關的難題，並

學生獲推薦參加由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暑期資優課程 2022」。
讓同學充分發揮 潛 能。4 位同學已於六月通過遴選，並將於七
月至八月參與由香港中文大學的教授和講師任教的資優課程。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合辦的「香港科學青苗獎」，同學

2021 -22」。此計劃需同學深入社區觀察，反思社會的現象，並構思方案以改

善社區問題。本校隊伍選取人口老化作為研究議題，建議以「密室逃脫」的遊

中五同學製作小禮物和心意卡送予智障人士

戲方式，打破長者與年輕人的隔膜，促進長幼共融。本校隊伍在 300 多隊中
脫穎而出，躋身決賽，經公眾投票和評判評分，本校隊伍最終取得銅獎。

最後，本校作為「有心學校」的一員，亦參加了香港青年協會舉辦的「有心計劃

– 關懷行動」。此行動的目的是鼓勵同學學習欣賞及關懷身邊的人。12 位中五
級同學將已填色和撰寫關懷字句的心意卡，連同檢測套裝和曲奇餅送給 12 位

中一同學參與義工服務工作坊

校內工友，為工友打氣，送上祝福。

建議解決方案。活動為同學提供科學解難技巧及創
造力等方面的訓練。

3 位中五同學將心意卡、檢 本校參加「感創敢為 2.0 – 青
測套裝和曲奇餅送贈予為 年社會創新服務獎 2021 -22」
所提出的創新點子
本校默默付出的工友

學生成長

健康及性教育組

本校響應了樂施減貧利是收
集行動，並已將籌得的款項
捐贈予有需要人士

本組為了方便本校學生和家長，因應個別情況需要到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接種科興

區減輕醫療的負擔。

本組於 6 月 8 日及 6 月 10 日邀請家計會為

清潔，還栽種了不少盆栽，綠化了學習環境。希望活動完結後同學能養成清潔衛生的良

好習慣。另外，本組於 5 月及 6 月分別邀請不同的環保團體為初中及高中同學舉辦兩場

中四級同學參與
由家計會主講的性教育講座

有關「塑膠廢物」的線上講座，讓同學了解塑膠對環境帶來的禍害。雖然活動以線上形式
舉辦，但同學能踴躍作答，初中同學反應尤佳。

中四級及中五級學生以「講愛情」為主題舉行

6 月份環保冷知識分享的講題為「疫情下的另

講座，讓學生明辨愛情與友情之區別，注意

類垃圾」，希望提醒同學關心環保問題，呼

不要建立「不健康」的關係，或誤信傳媒或社

籲同學珍惜寶貴的天然資源。本組亦於 7 月

交媒體誇大愛情的重要，使他們日後能夠抱
持開明、理智的態度處理情感關係。

學生成長

本組於 5 月下旬舉行班際課室清潔比賽。比賽期間，大部份班別的課室環境比以前整齊

領中一至中五級學生及其家長乘搭政府旅遊巴往返接種中心。本校是次籌辦接種
疫苗活動，除了有助減少學生與家長因染疫而引致重病和死亡的風險外，更為社

中四同學在工作坊上學習提供
義工服務的技巧

環保教育組

「克爾來福」疫苗或復必泰疫苗，分別於 5 月 13 日及 5 月 27 日安排本校教職員帶

中五級同學參與
由家計會主講的性教育講座

三位中五同學用心製作小禮物，希望
智障人士能感受到她們的關懷

合力製作小禮物和撰寫心意卡，透過社區組織將禮物轉贈予智障人士和獨居

組面試工作坊」，以期提升面試技巧和說話能力，應付日後的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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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長

學生成長

學生成長

班際清潔比賽冠軍 5T
同學積極回應講者的提問

28 日舉辦環保日，節目包括：互動節能資訊

遊戲及展覽、智慧城市 STEAM 工作坊、短
片播放及話劇演出。

綠化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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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考察組

本組舉辦「同行香港文化旅遊勝地簡報設計比賽」，目的是培養

比賽名稱 / 主辦機構

學生的創造力，讓同學發揮創意，協助本港旅遊業推廣香港的
文化旅遊景點，讓大家可以更深入了解香港的勝景。是次比賽

「2021 至 2022 年度九龍城區傑出學生選舉」

季、優異獎及參與獎。頒獎禮已於 6 月 24 日順利完成，優勝

2021-2022 九龍城區道路安全運動
中學組道路安全標語創作比賽

共有 7 組分別來自中三至中五級的同學參與，獎項分為冠、亞、
作品會被傳送予姊妹學校，以促進兩校互相了解，加強聯繫。

簡報設計比賽冠軍得獎同學接受校長頒發紀念獎狀

簡報設計比賽參與獎、優異獎及季
軍得獎同學與校長合照

獎項

高中組優異獎
初中組優異獎
亞軍
季軍
優異獎
優異獎

初中組得獎名單 (1-10 名 )

篇篇流螢課外閱讀計劃

學生成長
簡報設計比賽亞軍得獎同
學接受校長頒發紀念獎狀

學生會
本屆學生會 Petunia 繼「何官名偵探」、SingCon 歌

高中組得獎名單 (1-10 名 )

唱比賽後，分別在新年及特別假期期間舉行攝影比

賽及配音比賽。學生會又設計心意卡，讓同學在疫

情期間，亦能夠以心意卡互相鼓勵。此外，學生會
在社交傳媒發佈「學術 Corner」，為同學提供課外知

識，鼓勵同學於課餘豐富學習經歷，開拓知識領域。

73r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English Speech) S4 Solo Verse Speaking
2022 Harvard Book Prize
2022 (Arch Cup) Canadian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Semi-Final)

學生會「學術 Corner」資訊內容

學生會為同學設計的心意卡

學生會「攝影比
賽」宣傳海報

The Hong Kong Budding Poet (English) Award
2021/22

2021-2022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s

四社
四社社員在社長帶領下參加社際中國文化短片創作比賽，結果由智社奪得冠
軍，群社奪得亞軍，得獎短片已於下學期班主任課堂播放。此外，社際守時

Book Prize
Gold Award
Silver Award
Bronze Award

The Poet of the School Award
Term 1 Round 1 Best Debater
Term 1 Round 2 Best Debater

Term 1 Round 2 Best Debater
Term 2 Round 1 Winning Team

Term 2 Round 2 Best Debater

社際普通話歌詞創作及演繹大賽、社際辯論比賽、社際通識問答比賽。面對
長均能發揮領導才能，帶領各社員完成各項比賽，表現積極投入。

Scholarship Winner

Term 2 Round 2 Winning Team

守規比賽亦已完成，冠軍為體社，亞軍為群社。試後活動期間，四社進行了
疫情，社長在籌備及參加比賽時遇上重重困難，但在各位導師的指導下，社

2nd Place

Term 1 Round 2 Winning Team

學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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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報

學生成長

學生獲獎紀錄

學生成長

社際中國文化短片創作比賽——
冠軍智社

何文田官立中學視覺藝術學會漫畫比賽

表現突出獎

學生姓名及班別
5H 李天恩
3H 黄梓淇
3H 陳曉琳
2S 杜晉熙
6T 劉溢稀
1H 陳逸朗
3T 李欣桐
3H 沈俊賢
2H 陳繪如
2T 潘海情
3M 雷春燕
3M 郭詩晴
3H 陳曉琳
3M 黃涵香
1H 冼子倡
3H 李頌恩
5H 李善行
5S 竇煒貽
5H 劉家成
5S 陳國峯
5H 李天恩
5T 周皚晴
5H 譚恩瞳
5H 盧思彤
5H 梁智瑩
5M 劉泳嵐

4M YIP Chi-kei

5H KWAN Man-ho
5H KWAN Man-ho
5H KO Ho-yin
5M HUNG Yu-lam Masy
3T TSIEN Lok-yung
2T PUN Chak-wai
2T CHIEN Yau-yu Rosanne
5M LAW Ho-lam

4H WONG Wai-man
3T TAM Calvin
4H WONG Wai-man
5M HO Sik-yan
5M SO Sin-yan
4H WONG Wai-man
2T CHEUNG Yeung-hei
2S CHEUNG Tsz-yau
2S TAO Chun-hei
4H WONG Wai-man
4M CHAU Man-yui
4M YIP Chi-kei
2S TAO Chun-hei
4T 何芷僑
4M 黃子琪
4M 林樂瑤
5H 吳銘菲
5H 李康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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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報

學生獲獎紀錄
比賽名稱 / 主辦機構

2021-2022 中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2021-2022 中學校際游泳比賽

「理財及防騙短片創作比賽」

獎項
100 蛙泳 亞軍
50 米蝶泳 殿軍
100 米自由泳 冠軍
50 米背泳季軍
100 米自由泳冠軍
50 米蝶泳亞軍
50 米自由泳季軍

最具娛樂性獎

優異獎
第八屆浸大電影學院種子計劃
第八屆全港微電影創作大賽
約翰座堂生命啟進中心
「停下來，才看見」攝影比賽
信和 50 週年更美好生活攝影大賽
「感創敢為 2.0——
青年社會創新服務獎 2021-2022」

最佳一分鐘短片獎
高中組 最佳影片金獎
高中組 最佳編劇
高中組 最佳攝影
冠軍

創新構思組別亞軍
銅獎
九月「每月之星」
十月「每月之星」

何文田官立中學訓導組
領袖生「每月之星」獎

十一月「每月之星」
十二月「每月之星」
五月「每月之星」
六月「每月之星」
冠軍
亞軍

何文田官立中學交流組
同行香港文化旅遊勝地簡報設計比賽 2022

季軍
優異獎

參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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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姓名及班別

男子高級組團體季軍

1T 張家齊
2S 徐煒峻

3H 陳卓童

男子丙組團體 殿軍

4S 黃梓易
3S 黃智略
4H 黃凱桐
5M 何思哲
5M 黃悅喬
3S 吳釗先  
3S 葉文倩
3M 黃德輝
6S 邱志華
6S 邱志華
6S 顏鈺
6T 孫煜明
6S 邱志華

3S 陳易駿
5H 溫詠欣
5H 梁智瑩
5H 李善行
3T 廖慧琦
4H 梁珮芝
4H 李雅琳
5T 陳紫莹
3T 張楹熙
4T 梁靖朗
3M 黃德輝
3M 謝詠詩
4H 張俊賢
4H 黃煒文
4H 周俊華
5H 王怡
3S 黃子盈             
3S 洪安琪               
3S 王詩雅
5M 陳慧盈           
5M 羅浩林
3M 謝詠詩
3M 雷春燕
3M 賴思桐
4M 歐陽穎樂
4M 林樂瑤
4M 葉芷其
4T 何芷僑
5H 盧思彤
5T 陳紫莹
5T 郭妍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