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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 11 月 25 日舉行了 2021-2022 學年頒獎典禮，並
邀得香港中文大學榮休教授馮國培教授擔任主禮嘉賓。
當日出席頒獎典禮的嘉賓、家長及校友人數眾多，場面
熱鬧而隆重。典禮由升旗禮開始，先由江碧芝校長報告
校務。接著，由馮教授致訓辭，向本校師生惠賜金石良
言，分享寶貴的人生經驗。典禮亦備有精彩的學生表演，
包括粵語獨誦、普通話獨誦、英語戲劇對話及古箏獨奏。
最後，典禮在合唱團演唱校歌的雄壯歌聲下圓滿結束。

主禮嘉賓馮教授致訓辭主禮嘉賓馮教授致訓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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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團與老師合照主禮團與老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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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2022年 10月 5日舉辦了第一次教師發展日，
上午邀請了劉嘉華律師以「國安教育」為主題，列舉具
體案例，深入淺出闡釋港區國安法下，學校管理層及
教職員該如何自處。講座後，施美芳副校長、謝淑敏
老師及何家儀老師，就「照顧學習多樣性」分享教學心
得；下午則舉辦「疫情下的班級經營」教師工作坊，邀
請了社工陳源裕先生分享班級經營之道，以及關顧學
生情緒的策略。

教師專業發展組

老師出席聯校教師研討會老師出席聯校教師研討會

疫情下班級經營工作坊疫情下班級經營工作坊

學校形象推廣組

2022 年度九龍城區中學親子資訊博覽

本校參加由九龍城家長教師會聯會舉辦的「2022 年度九龍城區中學親子資訊博覽」，擺設攤位，向家長介紹本校的
教育宗旨。當天眾多家長到場參觀，了解學校的特色，場面熱鬧。家長細閱本校的《學校簡介》及展板上的中一收
生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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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副校長、家教會主席陳女士及
在場的老師查詢學校概況和升中資訊，藉此了解本校的辦學理念，為子女的升學作出明智的選擇。

總學校發展主任 ( 九龍城 ) 簡凱恩女士、聯會主席曾慶華先生與江校長合照
總學校發展主任 ( 九龍城 ) 簡凱恩女士、聯會主席曾慶華先生與江校長合照

江校長向家長介紹本校的發展和特色江校長向家長介紹本校的發展和特色

2023-2024 中一新生入學簡介會

為促進高小學生及其家長對本校教育宗旨、辦學理念的了解，本校於
2022 年 12 月 10 日舉辦了「中一入學簡介會」。當日活動內容豐富，吸引
數百名家長和小學生出席，由於報名人數太多，學校特增設線上直播頻
道，方便向隅的家長在線上參與。簡介會先由江校長致歡迎辭，然後由
羅副校長和中一收生註冊組主任羅老師分別介紹學校特色和收生要求，
並邀請中一家長分享選校心得，又安排3位本校同學述說校園生活點滴。
在答問環節中，家長反應熱烈，踴躍提問。最後，領袖生帶領家長及小
學生參觀校園，例如視藝室、音樂室、生物實驗室及小型足球場等等，
讓來賓了解學校的環境和設施。

江校長、羅副校長和羅老師回答家長提問

校園導賞 -- 視藝室

校園導賞 -- 音樂室 同學與來賓分享校園生活點滴
同學與來賓分享校園生活點滴

羅副校長簡介學校特色
羅副校長簡介學校特色

2023 年 1 月 17 日本校老師參加了聯校教師研討會
2023，主題為「體藝雙馨，進德致善，擁抱健康，飛躍
夢想」。老師上午出席假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的講座，
先由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博士致歡迎辭，然後由香港教
育大學李子建教授主講「生命與價值觀教育 --- 挑戰與
展望」，又邀請多位傑出運動員擔任嘉賓，主持「迎難
而上	積極人生」分享及座談會，嘉賓包括陳念慈小姐
(羽毛球)、吳俊霆先生(攀山及越野)、劉知名先生(空
手道 )；本校老師於下午前往金文泰中學，以小組形式
參與多元化的工作坊，包括職安健介紹、體驗新興運
動、嘗試藝術創作及靜觀減壓活動，幫助老師在繁重
的工作中創建健康生活模式，促進教師的身心健康。

劉嘉華律師向老師講解國家安全法劉嘉華律師向老師講解國家安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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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促進組
初中學習技巧課程

為提升同學的學習技巧，以期達到終生學習的目標，
本校為初中同學安排不同類型的學習技巧課程，以
鞏固學習基礎。中一級同學參加摘錄筆記工作坊、
中二級同學學習邏輯思維，而中三級同學則學習專
題研習的擬題技巧。所有課程已於 10 月中順利完
成。此外，學與教促進組負責老師亦於開學前的中
一適應課程，教導同學各項學習技巧，幫助新生了
解中學的學習生活，及早適應中學課程。 導師指導同學摘錄筆記的技巧 老師為中一新生介紹學習技巧課程

專題研習

為了鞏固各級同學的國家安全意識，本年度學與教促進組仍以「國
家安全」為主題，讓中三同學以小組形式，在老師指導下深入探討
議題，並在完成研習後向全級同學分享學習成果。本組亦邀請了勵
進教育中心總幹事楊學霖先生，到校為同學講解「怎樣保障國家安
全？」，讓同學在開展研習前，對國家安全有所認識。此外，為讓
同學的專題研習議題更有深度，本組特意安排校外導師為同學講解
擬題技巧，幫助同學構思具研習價值的議題。楊學霖先生到校指導同學怎樣保障國家安全

圖書館

圖書館於上學期採購了 200 多本中英文圖書，現已悉數上架。圖書館透過
不同活動推廣閱讀，例如為鼓勵中一同學閱讀，於 10 月為中一新生安排圖
書館課，讓同學瞭解圖書館使用守則和借還書方法；在圖書推介方面，圖書
館及校園電視台於本年度繼續與不同科組合作，於班主任課播放好書推介短
片，並定期邀請各科老師到圖書館選書，向同學推介圖書館的資源；在領袖
生培訓方面，圖書館於 11 月 6
日和 11 月 13 日舉辦領袖生培訓
工作坊，向新成員介紹圖書館流
通處運作和書籍上架流程。由 12
月開始，圖書館舉辦「借閱圖書龍
虎榜」活動，每月張貼各班的借閱
圖書數目，以培養同學良好的閱
讀習慣，鼓勵同學廣泛閱讀。 圖書館邀請老師推介學科的課外圖書 圖書館領袖生向新成員介紹借還書流程

學界模擬考試

為幫助同學熟習公開考試的模式，本校為中六同學報名
參加學友社舉辦的「香港模擬文憑試 2022/23」。中文、
英文、數學及通識科均有 20 位中六同學報考。參加考
試的同學於 11 月按考試日期回校完成模擬試，過程順
利。預計於 2023 年 2 月中旬可領取成績單及已批改之
試卷，讓同學檢視個人學習成效，調整學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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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分別有 29
位中四同學、14 位中五同學獲選為學術大使。學術大使於
每天上課前指導中一同學的功課疑難，亦會就同學需要安
排專科解難活動，讓學弟學妹掌握各科的學習技巧。學術
大使積極盡責，在教導他人的過程中收教學相長之效。

各學習領域
中文科

本科舉辦了初中文言鞏固課程、中六級寫作增益及鞏固課程，以線上
和到校面授方式，靈活照顧不同學習需要的同學，協助初中學生打好
語文基礎、增強閱讀理解能力，亦刺激高中同學的寫作興趣及提升語
文表達能力，改善學習表現；科主任於中四級家長晚會上，簡介高中
中國語文科的課程大綱，並提供學習建議，幫助家長了解文憑試的課
程和考核形式，有助家長協助子女建立學習常規。

課程規劃方面，本科繼續大力推廣品德教育，在不同的教學單元滲入
品德教育的元素，例如在中四及中五級開設「價值教育課」，設計《價值
教育課校本文言教材》，讓同學透過研習經典文言篇章，豐富文學修養，
加深對中國傳統倫理道德觀的認識，進而反思個人的道德操守及社會
責任；本科又於今年開設「SRA」課程，主題為「新聞與報道」，由科任老
師編寫校本教材及設計課業，教授同學人物訪談技巧及掌握寫作專題
文章的要訣；本科亦參加了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的「提升中學生
中國語文寫作能力及教師評估素養」計劃，實踐「以讀帶寫」的原則，通
過文本細讀，累積語文素材，擴闊學生的生活體驗與感悟，配合寫作
策略，提升寫作能力。

在課外延展活動方面，本科安排高中同學出席德育講座，例如「知禮達
仁講座：好讀論語 --- 與中學生談孔子」，講者潘步釗校長向中四同學
深入淺出地介紹《論語》的微言大義，加深同學對儒家思想的認識；施
美芳副校長則帶領 22 位中六同學到中央圖書館出席學海書樓主辦的人
生學問講座，由香港中文大學潘銘基教授主講「智者的交友之道」。潘
教授以風趣幽默的語言向同學講述孔子的交友建議，加深同學對傳統
友道的認識。講座後，同學參觀中央圖書館的珍本閱讀室，並了解學
海書樓的歷史及館藏；此外，科任老師又訓練和鼓勵同學參加朗誦、
寫作及硬筆書法比賽等語文活動，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中六級寫作增益課程中六級寫作增益課程

家長義工為新書包書家長義工為新書包書

初中文言鞏固線上課程初中文言鞏固線上課程

學海書樓人生學問講座：	學海書樓人生學問講座：	
圖書館職員介紹如何保存珍本線裝書圖書館職員介紹如何保存珍本線裝書

學海書樓人生學問講座：學海書樓人生學問講座：
同學與講者潘銘基教授合照同學與講者潘銘基教授合照

知禮達仁講座：「好讀論語 ---知禮達仁講座：「好讀論語 ---
與中學生談孔子」講座與中學生談孔子」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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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

English Workshop on Cantonese Opera
On	24th	November,	6	S3	students	joined	an	English	workshop	
on	Cantonese	Opera	Young	Talent	Showcase	at	 the	Ko	Shan	
Theatre.	It	was	truly	a	memorable	occasion	to	meet	the	actors	in	
traditional	opera	costumes.

Joint School Oral Practice
Our	school	hosted	a	joint	school	oral	practice	on	17th	December.	Our	students	took	part	in	mock	speaking	exams	with	participants	
from	St	Stephen’s	College,	Christian	Alliance	Cheng	Wing	Gee	College	and	Confucian	Tai	Shing	Ho	Kwok	Pui	Chun	College.	The	
constructive	written	and	verbal	feedback	by	examiners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students’	discussion	skills	and	delivery.

Diversity Learning Experience
Believing	that	learning	English	is	not	just	for	assessments,	our	students	are	also	prepared	to	open	the	door	to	the	world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diversity	learning	experience.	In	the	first	term,	table	manner	and	dining	etiquette	workshops,	workshops	on	process	
drama	and	inter-class	reading	competitions	were	organized	for	S4	whereas	S5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workshops	on	cultural	
awareness	and	inter-class	reading	competition	on	China	Showcase	Book	Series.

Subject-related Activities
This	year,	2	brand	new	curriculums	are	introduced	in	senior	secondary.	For	S4,	students	explore	about	different	literary	texts	in	the	
interactive	literature	module.	At	the	same	time,	S5	students	learn	about	workplace	English,	for	example,	how	to	write	a	curriculum	
vitae	and	make	business	phone	calls.

Translate My Poor Cantonese!!! –Translation Contest
On	16th	December,	our	NET,	Mr	Kasseris,	organized	a	translation	contest	
during	 lunchtime.	He	showed	off	his	 incompetent	Cantonese	with	a	
wide	range	of	contexts	and	students	had	to	do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All	participants	and	audience	enjoyed	the	competition	so	much	so	that	
laughter	was	never	missed	throughout.	

Time to Talk Public Speaking Competition
Organised	by	the	NET	Section,	this	competition	aims	to	engage	students	to	learn	public	speaking	techniques	to	hone	their	
presentation	skills,	develop	confidence	and	IT	skills	to	improve	their	communication	ability	as	well	as	developing	students'	
positive	attitude.	Our	in-house	competition	is	the	preliminary	round.	The	winning	teams	6S,	5H	and	4H	are	going	to	represent	
our	school	to	the	territory-wide	competition	in	May	2023.

If	you	understand	Mr	Kasseris'	Cantonese,	come	and	join	
our	translation	contest	next	time

S5	students	have	great	fun	experiencing	culture	in	IndiaS5	students	answer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books	in	China	Showcase	
Series	in	groups	in	the	inter-class	reading	competition

數學科科主任於 12 月 9 日的中四級家長晚會上，向家長介紹新高中數學科的學
習範圍，以及科組對同學的支援措施。數學科一向重視拓闊同學課本以外的知
識，故此於 10 月和 11 月期間，邀請了香港城市大學數學系副教授羅永昌博士
及香港恒生大學數學、統計及保險學系高級講師梁景泰博士到校，分別向中四
至中六級同學作互動式的演講，講題涉及生物學、法庭裏的數學及大數據等；
數學學會於 11 月初的課外活動週舉辦了扭計骰和數獨攤位大比拼，讓同學在統
測後能放鬆心情，於遊戲中體驗數學的趣味。

數學科科主任於家長晚會
介紹高中數學課程

同學於課外活動週參與
扭計骰和數獨遊戲

梁景泰博士到校主持講座羅永昌博士向同學分享數學與法律的關係

數學科

視覺藝術科

為配合國安法教育的推行，視覺藝術科與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合辦「祖國的生辰----賀
卡封面設計比賽」，通過比賽讓同學發揮設計及創作潛能，提升對祖國的歸屬感。
同學反應熱烈，本科共收到428份參賽作品。本科亦鼓勵同學積極參與不同的藝術
比賽，以挑戰自我、提升自信，例如參加「全港中學第12屆健康人生繪畫比賽」、
「慶回歸25周年----我愛基本法口罩設計比賽」，並於比賽中獲得獎項。此外，為了
讓同學有更多元化的藝術發展，本科於11月9日帶領同學到香港文化博物館參觀敦
煌展覽，欣賞敦煌出土文物、石窟壁畫、臨摹絹畫等瑰寶，又舉辦了氣球佈置班，
讓同學向世界氣球冠軍記錄保持者Wilson	Pang學習氣球佈置的技巧，並協助裝飾
周年頒獎禮的活動場地，既有助建立團隊協作精神，又增加對學校的歸屬感。

參觀敦煌文化展覽同學出席「慶回歸 25 周年 ---
我愛基本法口罩設計比賽」頒獎典禮

同學於「全港中學第 12 屆健康
人生繪畫比賽」獲獎

同學精心製作氣球裝飾

國慶賀卡設計比賽國慶賀卡設計比賽
初中組冠軍 2T 曾梓錡初中組冠軍 2T 曾梓錡

國慶賀卡設計比賽國慶賀卡設計比賽
高中組冠軍 4M 謝詠詩高中組冠軍 4M 謝詠詩

歷史科

歷史科參與教育局的校本支援服務，選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
猶太大屠殺作議題，通過審視校本課程、進行共同備課、同儕觀課
等，為中三同學培養正面價值觀。同學須於課堂前預習，並觀看猶
太倖存者的訪問片段，然後在課堂上進行角色扮演、討論、匯報等
學習活動。同學亦須於課堂後，閱讀有關猶太大屠殺的著作 ---《安
妮日記》，並完成閱讀報告。同學於課堂上表現投入，積極分享己
見，呈交的習作亦具水準，反映同學能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同學進行分組討論 同學匯報討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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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校科學展覽

第 55 屆聯校科學展覽於 2022 年 8 月閉幕，展覽以「活力」為主題，鼓勵同學通過科學發揮創意，增添日常生活的活力，
提升城市效率、促進運動效能，以及發掘社區可持續發展的可能性。

疫情期間市民長期佩戴口罩，遮掩了外貌。雖然保障了健康，但人與人之間交往減少，難免出現隔閡。本校同學借鑒透
明口罩的概念，製作了名為 Linple	Mask 的口罩，而 Linple	(Link	people)	亦寓意連接人們。Linple	Mask 是一個可重複
使用的透明口罩，用環氧樹脂製作而成，解決配戴口罩掩蓋容貌的問題，消除人們因配戴口罩而產生的疏離感。基於可
重用的特性，Linple	Mask與一般口罩相比，對環境造成的負擔較少。口罩設有4個排氣孔，以及可更換過濾器的呼吸機，
以過濾空氣中的污染物，同時將新鮮空氣抽入口罩。此外，同學還設計了 UVC 紫外線消毒口罩盒，內置的 UVC 紫外線消
毒燈能對口罩進行消毒。口罩盒同時具備無線充電功能，可為口罩的呼吸機充電。

本校4位中四同學亦參加了第56屆聯校科學展覽，展覽以「節奏」為年度主題，希望能通過科學來改善生活的節奏。此外，
亦有同學獲選為第 56 屆聯校科學展覽的籌備委員會成員，協助籌辦活動。

校友會主席聯同校友到場支持參賽同學 校長與校友前來打氣 楊培輝老師指導同學解決疑難

創科博覽

中四全級同學於2022年12月14日在班主任及謝淑敏老師帶領下，到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參加由團結香港基金主辦的「創
科博覽 2022」。活動內容豐富，同學在活動中了解到國家科技的成就，亦參加了創科講座 ----「與『香港創新領軍人物』
有約——任詠華教授」，回顧香港科研成果及展望未來規劃。同學均表示參加活動有助深入了解國家的科研成就。

同學在會場內與「太空人」大合照同學在會場內與「太空人」大合照
師生到達會展，預備進場參觀師生到達會展，預備進場參觀

本校4位中三同學參加了2022∕2023學年官立中學聯校STEM創科比賽暨STEM	FAIR活動。活動以「健康生活」為主
題，期望通過比賽提升同學對健康生活的重視，鼓勵同學對長者、鄰里和社會多加關注，並通過溝通瞭解他人的
需要，從而發掘素材，構思改善生活的建議，藉此提升同學的解難能力。參賽同學於11至12月的六個星期六早上
分別到官立中學及香港科技大學參加講座及工作坊，內容包括物聯網技術及應用、Arduino編程及應用、機械學
習和人工智能。同學參加講座及工作坊後，須構思展品，並於2023年2月11日進行「第一次創作意念匯報」。

參賽同學參加科研講座 參賽同學參觀科大工程學院實驗室 與友校同學一起研究展品

官立中學聯校 STEM 創科比賽暨 STEM FAIR 活動 STEAM 教育
11 位中一至中三同學於 2022 年 12 月 9 日參加了由香港都會大學科技學院舉辦的「浮光掠
影	Hello	Holo	STEAM	工作坊」。同學在工作坊中，學習運用數學及科學原理，並融入藝術
元素，製作全息投影金字塔。完成後，同學使用全息投影金字塔於平板電腦欣賞全息影像。

校本支援計劃

本校參加了教育局「優質教
育基金主題網絡計劃 2022-
2023--- 透過活的科學：促
進中小學創意STEM教育」，
教育局已於 2022 年 11 月
23 日 到 校 為 STEAM 科 目
教師舉辦工作坊，加強跨校
的專業交流，促進校本初中
STEAM	課程的發展。相關的
初中 STEAM	課程及學習活
動將於下學期陸續展開。

本組為中四及中五同學新開設 SRA	(STEM)	課程，課程的第一部
分旨在加強同學的共通能力，同學需作科學探究及進行實驗，並
運用資訊科技製作圖表；課程的第二部分旨在訓練同學的邏輯及
設計思維；同學運用 micro:bit 程式中的變數、邏輯及引腳功能
與相關傳感器，製作一個智能自動澆水裝置來灌溉植物。

同學學習光的反射原理及
不同類型的對稱

同學製作全息投影金字塔 同學設計全息投影影片

同學製作的智能自動澆水裝置同學製作的智能自動澆水裝置

「香港都會大學科技學院浮光掠影 Hello Holo STEAM 工作坊」

中四及中五級 SRA (STEM) 課程

科學教育學習領域
生物科考察活動

53位中五同學在2022年12月12日參加由可觀自然教育中心主辦的戶外考察活動。同學在中心導師的指導下，
到西貢西徑紅樹林實地考察，從而認識本港紅樹林生境的特徵，探討其豐富的生物資源和生態價值。考察過程
中，同學能近距離接觸紅樹林的動植物，進行觀察及紀錄，之後把生物及泥土樣本帶回實驗室作辨認及分析，
並分組匯報研習成果。是次活動不但能令同學增進知識，亦提高了同學生態保育的意識。

同學在紅樹林進行考察 同學搜尋資料，進行生物辨識 同學專心聆聽導師講解

24 位修讀生物科的高中同學於 2022 年 11 月 9 日出席由李約瑟科技與文
明基金會暨香港科學館主辦、由香港中文大學生物醫學系陳浩然教授主講
的「生物訊息學在神經系統疾病診斷中的應用」講座。陳教授在講座中向同
學介紹「生物訊息學」所涵蓋的範疇，以及一些主要的神經退化疾病，進而
探討學者在疾病診斷上應用「生物訊息學」的最新進展及機遇。同學透過是
次講座，除加深了對本科有關遺傳學、神經系統和資訊科技的認識外，亦
了解到不同的科學知識如何應用在醫學之中，對人類健康作出貢獻。

「名師高徒」導師計劃

科學老師推薦 4H 黃梓淇同學參加「名師高徒」導師計劃 2023，同學將獲安排配對科學家，由科學家擔任同學的
義務導師，就其生涯規劃提供意見，協助同學開展科學研究之路。

梁淑源老師及本校同學於講座後
梁淑源老師及本校同學於講座後與陳浩然教授合照與陳浩然教授合照

「生物訊息學在神經系統疾病診斷中的應用」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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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今年正值國家 73 周年國慶，德育及公民教育組與不同科組合作，以「愛我中華賀國慶」
為主題，在九月份舉行了一連串的國慶慶祝活動，鼓勵同學傳承中華文化精神，孕育對
祖國的深情。國慶慶祝活動包括：與音樂科合辦的中一級國歌及校歌歌唱比賽、與視藝
科合辦的「祖國的生辰」賀卡設計比賽、與中史科合辦的國慶書展及「九．一八」事變紀念
活動、與中英文科合辦國慶中英文標語創作比賽及與普通話科合辦「齊賀國慶」普通話線
上短講比賽。此外，本組亦與四社合辦社際守時比賽及社際文化短片創作比賽，又根據
教育局國民教育活動規劃年曆，在重要的日子舉行國民教育活動，如於12月製作展板，
介紹有關抗日戰爭的歷史，並舉辦相關的社際問答比賽；在南
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校長帶領 3 位中六同學，到中
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參加「銘記歷史			珍愛和平」南京大屠殺 85
周年學生悼念活動，中六全級同學亦於校內禮堂觀看悼念活動
的網上直播，透過活動讓年青一代銘記歷史，反思戰爭的殘
酷，珍愛今日來之不易的和平。

在校外活動方面，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於上學期參加了由教育
局、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公民教育委員會等不同部門舉辦的多
場問答比賽，包括 2022 年國慶日網上問答比賽、知法惜法創
意問答比賽暨標語創作比賽及急口令創作比賽、2022 國家憲
法日網上問答比賽，以及12月全校參與的基本法問答比賽等，
目的是加深同學對憲法及基本法的認識，提升同學守法的意識
及國民身份的認同感；另外，本組亦參加了由教育局舉辦的憲
法和基本法學生校園大使培訓計劃，又推薦中四同學參加由廉
政公署舉辦的 iteen 領袖訓練計劃，讓同學發揮潛能及培養他
們的領導才能，期盼他們能以學生領袖的身份帶領同學加深對
基本法及憲法的認識，明白守法的重要。此外，10 月 24 日本
組帶領 15 位中六同學參加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主辦
的大灣區青年發展論壇，演講主題包括：科創新領域、金融新
時代及文體新視角，由業界翹楚介紹大灣區行業機遇及創意文
化產業，加深同學對大灣區的認識。

訓導組

中一適應課程

本組在 8 月 18 日至 22 日為中一新生舉辦為期
3 天的適應課程，協助中一同學融入何官這個
新家庭。中一適應課程內容豐富，有江碧芝校
長主持的適應課程開課儀式、訓輔導組介紹、
校園驗毒計劃簡介，也有學習技巧訓練和國歌
及校歌音樂堂等。班主任也藉着介紹學校課程
和活動，引領同學自我介紹，讓大家彼此認識，
營造融洽友善的氣氛。

班際守時守規比賽

訓導組每月都會統計各班的違規數據，包括遲到、一般違規和欠交功
課紀錄，然後選出優異班別加以表揚，得獎班別會獲得獎狀以茲鼓勵。

社際守法守規比賽

為鼓勵同學養成守法守規的精神，訓導組聯同德育及公民教育組舉辦「社際守法守規比賽」，於 12 月最後 5 個上
課天(14/12至20/12)統計各社同學普通違規、遲到、欠交功課的紀錄，並由社長、社幹事向社員宣傳守規的重要。
比賽每半年公佈一次結果，選出社際冠軍和亞軍。上學期冠軍為群社，亞軍為智社。

警長講座

訓導組於 10 月 19 日及 12 月
14 日邀請梁警長到校主持講
座，向同學說明青少年容易觸
犯的罪行，分析青少年犯罪的
原因及後果，提醒同學要提高
警覺，以免誤墮法網。高中同學向中一新生介紹校園生活 老師指導同學唱國歌和校歌 中一新生參加適應課程開學禮 警長講座提升同學的守法意識

15 位中六同學出席大灣區青年發展論壇15 位中六同學出席大灣區青年發展論壇

中一同學齊聲頌唱國歌中一同學齊聲頌唱國歌

中史老師指導同學分組研習九一八事變中史老師指導同學分組研習九一八事變

同學用心設計國慶賀卡同學用心設計國慶賀卡

國慶書展展出不少有關國家國情的書籍國慶書展展出不少有關國家國情的書籍

中國近代歷史壁報展覽

同學踴躍參加抗日戰爭史
實社際問答比賽

直播南京大屠殺 85 周年
學生悼念活動

輔導組

多元智能日營訓練

輔導組聯同訓導組於 12 月 12 日及 13 日安排 37 名中二同學參加教
育局和消防處合辦的「多元智能日營訓練」，通過不同類型的消防訓
練，培養同學的紀律精神，並鍛鍊體能，發展潛能，提升抗逆能力。

健康校園計劃

校園健康大使於 12 月 15 日及 16 日舉
辦校內攤位服務日，通過小手作、射擊
活動、心意留言等活動，讓同學紓緩壓
力，推廣正向思維，宣揚精神健康訊息。

才藝樂園 2022

輔導員團隊訓練

輔導組與學校社工於 12 月 7 日至 9 日午膳時間
於有蓋操場舉辦了「才藝樂園」主題活動。是次
活動中，學校社工及學生輔導員設計了 10 個以
「多元智能」為主題的攤位，希望同學能從中發
掘自己的天賦及才
能。在輔導老師的
指導及學生輔導員
的協助下，活動得
以順利舉行，同學
均全情投入參與攤
位遊戲，氣氛良好。

學校社工於 11 月 28 日為學生輔導員團隊舉
辦了一節團隊訓練——原野烹飪活動。是次
活動除了教授基本的原野烹飪技巧外，更讓
學生輔導員學習與人合作及帶領活動的技巧。

中二級探索生命體驗日營活動
輔導組於 12 月 2 日為中二級
同學舉辦名為「反敗為 Grow」
探索生命體驗日營活動，由循
道衛理優質生命教育中心導師
到校主持。以活動形式，探
索生命的美，鼓勵同學面對挑
戰，不怕失敗，跨越人生中的
困難，不斷成長。

同學獲頒畢業證書 同學於「多元智能日營訓練」
學習中式步操

同學踴躍參與各項才藝樂園活動

透過「輔導員團隊訓練」
學習原野烹飪技巧

同學有幸與萬幸女士合奏同學有幸與萬幸女士合奏
同學於活動中同學於活動中

協力砌出波鞋高塔協力砌出波鞋高塔

生命教育互動講座─有幸相遇

輔導組於 11 月 9 日舉辦生命教育互動講座，邀請了古箏演奏家
萬幸女士分享在追夢過程中如何面對困難與挑戰，並介紹減壓和
紓緩負面情緒的方法。萬女士
即席表演古箏，並邀請了中五
級杜世正同學及中四級李欣桐
同學一同合奏。同學更有機會
向萬女士請教在人生低潮時的
自處之道及重新出發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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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支援組 本組致力為有需要的同學舉辦一系列支援服務，以提升他們
的社交、溝通、解難及情緒管理能力。透過歷奇輔導小組，
為學生度身設計不同難度的校內及校外歷奇活動，讓同學體
驗互勵互勉的朋輩相處經驗，並完成個人挑戰項目，突破自
我；舉行友伴 FUN 享興趣體驗活動，通過藝術創作，鼓勵同
學培養多元興趣及能力，建立正向和諧的朋輩關係，加強社
交及溝通能力；又透過
與香港拯救貓狗協會合
作，帶領同學到貓舍進
行義工服務，參與同學
均非常享受與動物互動
的時光，活動有助同學
了解流浪動物的需要，
培養同理心。同學接受沿繩下降的歷奇挑戰同學接受沿繩下降的歷奇挑戰 導師細心關顧參加導師細心關顧參加

歷奇訓練的同學歷奇訓練的同學 同學熱心地清潔貓舍

周年水運會

何文田官立中學周年水運會於 2022 年 12 月 5 日假九
龍公園游泳池舉行。疫情下被迫停辦兩年的水運會得
以重新舉辦，令人興奮，亦別具意義。當日天朗氣清，
各社同學施展渾身解數，為社增光。經過連番激烈的
角逐，最後由智社奪得社際全場總冠軍。本屆水運會
邀請了家長教師會主席陳妙芳女士擔任主禮嘉賓，陳
女士致辭時勸勉同學多做運動，勇敢面對挑戰。

同學拼盡全力爭奪冠軍同學拼盡全力爭奪冠軍

智社勇奪全場總冠軍智社勇奪全場總冠軍

家教會主席陳妙芳女士家教會主席陳妙芳女士
擔任主禮嘉賓擔任主禮嘉賓

啦啦隊落力打氣啦啦隊落力打氣

生涯規劃輔導組

本組於上學期舉辦了不同類型的活動，例如中四級的生涯規劃課，讓中四同學了解個人生涯規劃的重要，以及對生涯規
劃有初步的概念及認識；中五級同學則參與一連七次的	Working	Reality 活動，活動內容包括建立個人正向價值觀、撰寫
求職信及工作面試技巧等。中五同學更以小組形式，嘗試營運一門生意，學習相關的知識及技能，體會創業的苦與樂；
中六級同學參加模擬放榜及大學面試技巧工作坊等，為文憑試放榜及未來升學做好準備。中五及中六級的家長晚會亦已
於 11 月中舉行，讓家長了解同學通過聯招系統報讀大專課程的流程及須注意的事項。此外，本組通過校長推薦計劃，推
薦在不同範疇表現優異的同學，冀能幫助同學升讀心儀的院校。校長推薦計劃入選名單如下︰ 6H 何廸兒、6H 李天恩、
6H 梁雅欣、6H 溫詠欣、6H 岳駿煜、6M 沈琳惠。

中五級「Working	Reality」創業營運活動 中六級模擬放榜 中四級行業介紹

資優教育組

本學年共 34 位具傑出表現或潛能的中一至中四同學，分別獲中文、英文、數學及科
學學習領域的科任老師提名，報讀相應學習領域的「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網上甄選學習
課程」。完成課程後並成功獲選為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學員者，可獲參加增潤課程及進
階學習的機會。另外，一位中四領袖生透過香港資優教育學苑今年增設的「校長提名」
名額，直接進入第二階段甄選。

本組為 59 位中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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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同學提供接受資優教育的機會及鼓勵學生自主學習。網上資優課程包括︰
地球科學、古生物學、天文學、數學及轉變中的香港經濟。此外，15 位通過遴選的
中三至中五同學於2022年9月28日參加了「資優教育組面試工作坊」，學習面試技巧，
以準備日後的面試。5H 周俊華同學及黃開鵬同學獲推薦參加由香港浸會大學學生事
務處領袖素質中心主辦的「學生領袖訓練及品格培育計劃	2022」。活動旨在培育青年
領袖的良好品格，提升他們籌辦活動的能力，並建立積極正面的成長心態。

同學專注聆聽導師講解面試技巧同學專注聆聽導師講解面試技巧

同學與友校的學生領袖一起進行小組匯報同學與友校的學生領袖一起進行小組匯報

同學於工作坊中為面試練習作準備同學於工作坊中為面試練習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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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及形象設計組

美容及形象設計組在 11 月 9 日、12 月 7
日及 12 月 14 日籌辦了美容及化妝課程，
3 節課的內容包括皮膚護理知識、眉型修
飾、上粉底及遮瑕技巧。導師於堂上親身
示範，向同學傳授專業的美容及化妝技巧，
並讓同學即時實踐所學，又逐一為同學作
個人指導。同學勇於發問，積極投入，對
美容及化妝課程充滿興趣。同學透過參與
美容及化妝課程，除了能優化個人形象，
發展興趣，亦能學習專業的美容化妝知識，
有助探索相關行業所需的知識和技能。

中文辯論隊

本校中文辯論隊於 2022 年 7 月 30 日參加由天水圍官立中學主辦的「第三屆臥龍盃︰官
立中學多角辯論賽2022」，與趙聿修紀念中學、龍翔官立中學的同學組隊參賽，一同蒐集、
整理、分析資料，並進行多場視像會議，彼此交換意見，分享見解，深入探討現行的推
廣普及體育措施，從學童角度辯證措施的不足。辯論隊隊員與友校同學齊心協力，互相
支持，終在比賽中奪得冠軍。

此外，為提升中文辯論隊同學的演辯能力，本校繼續為辯論隊同學提供常規訓練課程。
同學在導師指導下，分析及組織資料，並撰寫演辯稿；課堂上亦能積極討論，集思廣益，
具團隊精神。辯論隊又於 11 月 5 日參加由港灣社主辦的辯論比賽，辯題為「在內地設港
味社區對香港融入大灣區是利大於弊」，其中 4M 劉麗怡同學獲選為「最佳辯論員」。備賽
期間，同學通過資料搜集及分析，認識大灣區最新的發展和機遇，加強國民身份認同。

陳國峯同學在「卧龍盃」陳國峯同學在「卧龍盃」
擔任第二副辯擔任第二副辯

同學在課堂上練習演辯技巧 同學在辯論比賽中發言 負責老師帶領辯論隊隊員於
「臥龍盃」奪得冠軍

歷史學會

為加深同學對九龍城歷史及文化的認識，歷史
學會於 9 月 18 日舉行了龍城文化及歷史導賞
團。是次活動反應踴躍，有超過 40 位同學參
加。活動中，同學參觀了宋皇台公園、九龍寨
城公園、侯王古廟、牛棚藝術村及泰國街等景
點，認識了不同時期的九龍城區的發展概況。
正如有同學在活動後反思指出，他們於當日「進
行了一場跨越千年的旅程」，既提升了對歷史
的研習興趣，也擴闊了視野，獲益良多。

同學參觀九龍寨城公園

龍城文化及歷史導賞團大合照

導師示範如何修飾眉型

導師向同學講解清潔面部的
步驟及手勢

同學專心聆聽導師介紹護膚品的種類

課外活動組 課外活動週

課外活動組在統測後一連五天在放學後舉辦不
同的活動，包括「射籃準成100	Fun」、「呼啦扭
扭樂」、「數學鬆一zone」及「壓軸好戲」。「壓軸
好戲」有超過300位同學參加，師生一同於旺角
新世紀廣場B+	cinema觀賞校友麥天樞先生參
與編劇的電影《明日戰記》，同學可藉多元活動
減減壓，亦可促進不同年級同學的交流。

學生領袖訓練

為提升學生領袖籌辦活動的能力，課外活動組邀請了聖公會聖約瑟
堂暨社會服務中心的社工為各學會及服務團隊的主席舉辦學生領袖
訓練，透過歷奇解難的方式，分組接受不同挑戰，從中培養團隊合
作精神，讓同學學習欣賞別人的長處，提升組織、溝通及協作能力，
裝備自己以服務學校及社群。

戶外學習日

為鼓勵同學走出課室，開拓視野，豐富學習體驗，課外活動組在 12 月 2 日舉行了多元學
習活動日。中一級同學前往粉嶺鶴藪參加綠田園基金的農莊半日營，由導師講解有機耕
種的原理及運作，更親嘗下田翻土播種的耕種體驗，了解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中三至
中五級同學前往海洋公園，園內有多元化的學習環境和資源，讓同學以考察的方式自主
探究海洋生態及保育議題；中六級同學到訪迪士尼樂園，發掘經典童話故事背後的正向
意義，鼓勵同學以樂觀的心態面對困難與挑戰，敢於追求夢想。

中一同學聆聽農莊人員講解有機耕種 師生同遊海洋公園 中六級同學於迪士尼樂園留影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本計劃於 2022年 8月 2日、5日及 10日舉行了「中華表演藝術－變臉」活動，
讓同學欣賞表演者在瞬間變換多種不同臉譜的絕技，並了解不同臉譜象徵的意
義，認識中國文化藝術；又於 11 月 7 日及 8 日分別舉行了麵粉公仔校園體驗工
作坊及剪紙藝術校園體驗工作坊，同學透過製作中國傳統手工藝品，從中認識中
國民間剪紙藝術及中華文化的精粹，傳承上一代的智慧與手藝。此外，本計劃於
12 月 6 日舉辦蛋糕烘焙製作工作坊，讓同學從中體驗製作蛋糕的過程，並了解
烘焙師的工作，有利規劃個人的升學及就業計劃。

同學近距離欣賞變臉藝術表演

同學展示個人剪紙藝術品

一雙巧手捏出可愛的麵粉公仔 剪出生動有趣的瑞獸圖案 同學學習製作蛋糕

同學親自下田耕種同學親自下田耕種

13 14

學生成長學生成長學生成長學生成長 學生成長學生成長學生成長學生成長



健康及性教育組

為減少校園流感爆發的機率，本校參加了衛生署首次為全港中學生舉辦之
「2022/23 季節性流感疫苗學校外展 ( 免費 ) 計劃」，於 11 月 29 日由衛生
署安排天恩醫療中心人員到校，為全校師生注射流感疫苗。當天有 367 位
同學和 14 位教職員注射流感疫苗，反應踴躍，充分體現何官師生為人為
己的精神，努力建立健康屏障，預防流感在社區傳播。

同學接種流感疫苗同學接種流感疫苗

社會服務組

為鼓勵同學關心社會、實踐所學，本組舉辦不同的
活動並推薦同學參加校外義工服務計劃。社會服務
組於9月30日為中四全級同學舉辦「義工服務新趨
勢」講座，通過講座讓同學對義務工作有更深入的認
識，並培養其良好的公民意識。本年度共有6位中四
同學獲推薦參與由九龍城青年發展網絡舉辦的「第三
屆Y	Dragon	2022-2024計劃」，他們將會接受為期兩
年的義工服務訓練；本組也帶領19位同學於12月3日
為自閉症人士協會賣旗籌款，市民反應踴躍。

此外，	3位中六同學設計的「謎耆妙妙屋」，以密室逃
脫的遊戲方案，促進長幼兩代共融相處，方案獲得
「感創敢為2.0青年創新社會服務獎」銅獎，其中2位
中六同學更獲得本年度的「愛心行動獎」。 環保教育組

本校參與由「環保觸覺」舉辦的「無冷
氣夜」全港大型環保活動，於 2022
年 10 月 7 日早上第一節課堂關上課
室冷氣，讓全校師生為保護環境出一
分力。活動旨在向大眾推廣減少使用
冷氣的意識，凸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及節約能源的重要，提高同學的環保
意識。本組又透過電子通告邀請家長
響應活動，80.62%	家長回覆同意家
庭參加環保活動，反應理想。

同學齊齊支持環保活動同學齊齊支持環保活動

本校同學獲頒「感創敢為 2.0」銅獎 校長及老師與「感創敢為 2.0」
得獎同學合照

同學出席義工服務新趨勢講座同學出席義工服務新趨勢講座

同學為自閉症人士協會賣旗同學為自閉症人士協會賣旗

校園電視台

校園電視台為同學製作多元化的節目，例如每月的國民教育節目、老師閱讀心得推
介、英語短劇等。此外，校園電視台亦負責拍攝及直播不同的校園活動，包括水運
會、中一新生入學簡介會、各類講座及聖誕聯歡會等。校園電視台將影片上載到線
上頻道，以便同學可以隨時重溫精彩的節目內容。

學生攝製隊積極參與校園電視台的節目製作，包括訪問、演出、拍攝、燈光、收音
及後期製作等。通過製作節目，同學可展現創意，發揮所長。本組亦積極推薦同學
參加校外比賽，並獲得優異成績，如於第二屆「中學生文創盃」短視頻比賽獲得高中
組一等獎，在「喜迎國慶認識祖國」短視頻比賽中連中三元，囊括冠、亞及季軍。

同學出席第二屆「中學生文創盃」
短視頻比賽頒獎典禮

張老師推介中史科課外閱讀書籍

同學參加「喜迎國慶認識祖國短視頻比賽」 少年警訊

本校少年警訊於本學年參加了由九龍城警區推行的「招籽計劃」。該計劃透過舉辦不同的活動，讓參加的同學加深對警隊的認
識及預早籌謀生涯規劃。在短短的數月中，該計劃已推行了「招籽計劃開展日」、「硝煙彈雨體驗日」等活動，訓練參加者的領
導才能及團隊精神。本校同學積極參與每個活動，盡力完成多個不同場境的任務，獲益良多。

招籽計劃開展日 硝煙彈雨體驗日 招籽計劃破冰活動

童軍
本校童軍為九龍第 121 旅，童軍活動以培養團體精神、訓練技能為主。上學期活動包括
步操及升旗訓練、紮旗架、繩結訓練及社區服務等。另外，童軍亦舉辦了戶外露營及歷奇
活動，藉此讓童軍學習攀石、紮營、野外烹飪等技能，並加強團隊精神。

分工合作紮個營分工合作紮個營

深資童軍宣誓深資童軍宣誓

極富挑戰性的歷奇訓練極富挑戰性的歷奇訓練

童軍進行技能訓練童軍進行技能訓練

童軍參與渣打馬拉松服務童軍參與渣打馬拉松服務
環保先鋒關上課室冷氣環保先鋒關上課室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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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考察組為了鼓勵同學探索社區，認識本土的歷史文化，加強對社區的歸
屬感，成為具香港情懷和國家觀念的新一代，本校 6 位中四同學
組隊參加了由 3 間官校合辦的「心繫家國——穿梭十八區——撫

同學於九龍寨城公園訪問同學於九龍寨城公園訪問
義務導賞員李昇敏先生義務導賞員李昇敏先生

同學與義務導賞員李昇敏先生合照同學與義務導賞員李昇敏先生合照 師生於古瑾圍上帝古廟前拍照師生於古瑾圍上帝古廟前拍照

學生會

本年度學生會選舉由 Balter 及 Eunoia	2 個候選
內閣競逐，一連 7 天的網上投票於 10 月 19 日下
午圓滿結束。全校超過 80% 同學投票，候選內閣
Balter 獲超過75%票數，當選為第24屆學生會，
並於 10 月 26 日就職上任。學生會於 12 月 21 日
聖誕聯歡會上，舉辦「勵志」Sing	Contest 歌唱比
賽總決賽，由校長、副校長及音樂科老師擔任評
判，選出冠、亞、季軍及殿軍。當日同學為參賽者
歡呼拍掌，場面熱鬧。

候選學生會內閣成員出席諮詢大會 同學全情投入歌唱比賽

學生會就職典禮 校長與歌唱比賽得獎同學合照四社

周年水運會順利舉辦，在四社社長的領導下，無論參賽者或啦啦隊均表現積極投入，鬥志
昂揚，各社社員既能發揮團結合作精神，又能為整場比賽製造熱烈歡騰的氣氛；體育科
亦舉辦數場社際球賽，各社運動員在社長帶領下，表現出色。比賽既能讓同學的潛能得
以發揮，亦能增強同學的自信。

四社上學期與訓導組合作，舉辦社際
守時比賽。各社社員互相鼓勵，既能
營造準時上學的氛圍，亦能增強社的凝
聚力。四社亦於 12 月與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合作，舉辦抗日戰爭史實展
暨社際問答比賽。社幹事不但在比賽中擔當工作人員，更大力宣傳及推
廣活動，鼓勵全校同學參與。活動能增加同學對史實的認識，讓同學
銘記歷史，反思戰爭的禍害。此外，四社又聯同德育及公民教育組舉
辦社際文化短片創作比賽，得獎作品將於班主任課堂上播放。

今追昔」社區推廣計劃。此計劃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電子宣傳設計比賽」，同學到九龍城區實地考察、搜集資料，
並設計海報及拍攝宣傳短片；第二階段為「社區導賞團——樂遊十八區」，同學將於 3 月下旬舉行線上及實地導賞團，讓
區外師生對九龍城有更深入的瞭解及認識。

抗日戰爭史實社際問答比賽抗日戰爭史實社際問答比賽

四社水運會啦啦隊比賽四社水運會啦啦隊比賽

家長教師會

家長教師會於去年 9 月 24 日舉行周年大會，並順利選出應屆九位委員，
當天除選舉外，更舉辦「原子習慣：建立年輕人良好的法則」講座及家長教
師共話時段，家長出席情況踴躍，周年大會亦順利完成。此外，家教會更
籌組家長義工到圖書館協助新書上架的工作，又鼎力支持學校的大型活動：

主席在頒獎典禮上向 10 位得獎生頒發每位金額 500 元的
獎學金；2 位家長委員在中一新生入學簡介會上分享選校
心得；主席及委員在聖誕聯歡會上親自主持抽獎環節，向
同學送上佳節祝福，並向中六同學送上每人 50 元的麥當
勞禮券，鼓勵中六同學努力備戰文憑試。

校友會

校友會捐贈平板電腦儀式

2022 年校友會周年會員大會於 8 月 6 日在學校舉行，會上確認現屆主席及執
委的人選。會議前有校友的太極及詠春示範表演，令大會生色不少。

校友會全力支持學校，透過王永平基金購買 80 部平板電
腦送贈學校，供同學使用，支援同學使用最新的電子器材
學習，提升學習成效。校友會捐贈平板電腦儀式於 2022
年 11 月 25 日舉行，由校長親自接受校友的慷慨捐贈。

2022 年校友會周年會員大會 校友詠春示範表演

校友太極示範表演

家長晚會

為促進家校協作，本校因應不同年級同學的學習及成長需要，在上學期為家長舉辦
了不同主題的家長晚會 ( 見下表 )，内容包括青少年的精神健康、資訊素養、學習
及選科策略等。各級晚會講座分別由不同科組的負責老師及社工主持，家長踴躍出
席，並細心聆聽講解。部分家長於講座結束後，向班主任了解子女在學校的學行表
現，班主任也抓緊機會與家長交流，藉以加強家校溝通，共同培育學生健康成長。

級別 日期 主題
中一 7/10/2022 認識及處理子女升中壓力
中二 28/10/2022 青年人的網絡世界及成長需要
中三 16/12/2022 中三升中四選科策略
中四 9/12/2022 學習及應試策略

中五及中六 11/11/2022 中學生升學出路

上學期各級家長晚會

第廿九屆執行委員會全體委員

家教會為中六同學送上加油禮券 家長投票選出新一屆委員

賴陳靜欣老師講解生涯規劃的重要性

駐校社工霍浩賢先生邀請家長
分享親子相處之道

江碧芝校長感謝家長撥冗出席
家長晚會

17 18

學生成長學生成長學生成長學生成長 學生成長學生成長學生成長學生成長



主辦機構及比賽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及班別
官立中學聯校辯論比賽委員會

第三屆臥龍盃︰官立中學多角辯論賽 2022 冠軍 5S 陳國峯	(21/22)				5M 蕭丹丹	(21/22)
4T 梁靖朗	(21/22)				3S 劉麗怡	(21/22)

九龍城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2022 年九龍城區青年閱讀獎勵計劃 ( 中學組 ) 金獎 何文田官立中學

The	Royal	Australian	Chemical	Institute
2022	International	Chemistry	Quiz	

(H.K.	Section)

Distinction 5H	Kwok	Shing	Chun				6H	Lau	Ka	Shing
6H	Cheung	Lok	Hang				6H	Li	Sin	Hang

Credit 6H	Ngok	Chun	Yuk				6H	Jian	Kai	Sheung
6H	Wong	Tsz	Him

The	Hong	Kong	Virtual	University	(HKVU)	and	
the	Education	Bureau
The	“Chemists	Online”	

Self-study	Award	Scheme2022	

Gold 4H	Huang	Yi	Dan

Platinum 6H	Li	Hong	Yiu

Diamond

6H	Hui	Ying	Nok	 6H	Ko	Ho	Yin
6H	Lau	Ka	Shing	 6H	Lee	Tin	Yan
6H	Leung	Chi	Ying	 6H	Li	Sin	Hang
6H	Ngok	Chun	Yuk	 6H	Wong	Chun	Yin
6H	Yeung	Ka	Wai	 6M	Chan	Ching	Man
6S	Au	Wing	Laam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中學校際游泳比賽

男子甲組 50 米蝶泳冠軍及達標證書
男子甲組 50 米自由泳達標證書 5S 黃梓易	

男子乙組 50 米自由泳冠軍及達標證書
男子乙組 50 米蝶泳冠軍及達標證書 4S 陳卓童	

男子乙組 100 米自由泳季軍及達標證書
男子乙組 50 米蝶泳亞軍及達標證書 3S 徐煒峻	

男子丙組 50 米自由泳亞軍及達標證書
男子丙組 50 米胸泳冠軍及達標證書 2T 張家齊	

男子丙組 50 米自由泳達標證書
男子丙組 50 米背泳達標證書 2T 陳堯熙	

女子丙組 50 米背泳達標證書 1H 劉雨澄	

中國教育留學交流 ( 香港 ) 中心	
第二屆「中學生文創盃」短視頻比賽

高中組一等獎 5H 關文浩	(21/22)				5M 黃悅喬	(21/22)

初中組三等獎
線上最高點擊獎第二名 3S 吳釗先	(21/22)				3M 黃德輝	(21/22)

香港家庭福利會
資訊素養「Netuber」短片拍攝比賽 優異獎 6M 黃悅喬

九龍西潮人聯會
喜迎國慶認識祖國

短視頻比賽

冠軍 4T 吳釗先

亞軍		 6M 黃悅喬

季軍 5T	梁靖朗

土瓜灣居民服務協會
慶回歸 25 週年

我愛基本法系列活動	口罩設計比賽

高中組冠軍 6S 史雅如

高中組亞軍 4S 施靜怡

高中組優異獎 6H 吳銘菲				5M 黃子琪				4H 黃依丹

中國人壽 ( 海外 )	2022 年「國壽小畫家」繪畫比賽 少年組專業獎銅獎 2T 曾梓錡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全港中學第 12 屆健康人生繪畫比賽

高中組冠軍 5M 葉芷其

高中組亞軍 5T 何芷僑

高中組優異獎 5T 王一帆				5M 林樂瑤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	愛心行動獎 中學組嘉許獎 6H 溫詠欣					6H 李善恆

香港小童群益會
感創敢為 2.0 青年社會創新服務獎 中學組銅獎 6H 溫詠欣					6H 李善恆				6H 梁智瑩

童夢同行	第二屆香港學生服務領袖選舉 中學組入圍決賽 5H 黃煒文 6H 梁雅欣

學生獲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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