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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辦學宗旨、目標及教育使命 

 

(1) 辦學宗旨與目標 

 

本校秉承順德聯誼總會著重全人教育之辦學精神， 以「文、行、忠、信」

為施教綱目，以博學多聞、敦品勵行、盡忠職守、誠實不欺的四教規範教

導學生。本校致力營造優質學習環境，以互動方式，激勵學生學習興趣及

創意思維，發揮潛能。本校積極推動學生參與各式活動及比賽，讓學生奮

發進取、建立自信、創造成就，成為兼備學習、溝通、承擔和創新特質的

青年人。 

 

 

 

(2) 教育使命 

 

1. 學校致力創建及營造優良的學習環境，以高效能的互動學習方式，激發

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創意思維，以發揮個人潛能。 

 

2. 學校積極推動學生參與校內、校外的活動及比賽，讓學生建立自信、確

立自我、實踐理想、造福社群、成為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和

敢於創新的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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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我們的學校 

 

(1) 班級編制及學生人數 

 

2021至 2022年度，本校獲教育局編配 30班，學生人數共 886 人，教職員

共 87人，當中包括博士 3人、碩士 34人、學士 50人及外籍老師 1人。學

校善用政府撥款，於中六級多開 1班，另外在初中級兩班實施雙班主任制，

以改善師生比例。 

 

 

(2) 管理與組織 

 

本校的發展及政策綱領由校長及校政委員會策劃，經校董會及校監審批而

制定，並由各部門組別落實執行。主要部門包括：行政組、學務組、訓導

組、輔導組、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學生活動組、學生福利組、總務組、科

學發展組及資訊科技發展組。組織和管理具自由度和靈活性，有助策劃及

推行學校政策。 

  

博士

3%

碩士

39%

學士

57%

外籍老師

1%

教師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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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校設施 

 

校園位處天水圍住宅區，學習環境清靜優美。校舍鄰近巴士總站，交通便利。

全校設有 30個標準課室及多個小組學習的課室，另設有中文多功能教學室、

英文多功能教學室及活動室、數學實驗室、通識多功能教學室、學生活動中

心、輔導室、電腦立體動畫製作中心、綜合科學實驗室、化學實驗室、生物

實驗室、物理實驗室、溫室、多用途活動室、圖書館、多用途演講廳。 

 

為迎合本港工業 4.0及可持續發展的趨勢，本校於本年度建設了「未來創科

實驗室」，選用環保竹作為主要建築用料，加入人工智能及物聯網等元素助

學生學習，並用作資訊科技課室，以推動科技創新精神。同時，為配合電子

學習的趨勢，本校亦已於一樓、二樓及四樓課室安裝互動黑板，其他樓層課

室亦將陸續進行安裝工程，以提升教學效能。 

 

為進一步培養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本校亦於本年度完成中文室的裝修

工程，於校園營造濃厚的中華文化氣息，並用於舉辦多元化的中華文化活動，

讓學生親身感受並學會欣賞中華文化的藝術色彩及內涵，產生對中華文化的

認同和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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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2021-2022年度學校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1) 培養學生閱讀習慣，擴闊視野 

 

積極推廣全方位閱讀，培養學生閱讀習慣及興趣，推動校內閱讀風氣及文化；

透過閱讀建構學科知識，甚至最終成為終身學習者； 

 

(2) 持續優化教學效能，進一步照顧學生學習差異 

 

持續讓每一能力等級的學生都能在原有基礎上得到充分的發展，又能照顧較

資優學生的學習需要。教學循序漸進，讓學生積極投入學習，體驗成功；每

班的教學模式可因應學生的能力而進行調適，達到因材施教；持續改善教學

技巧，優化新高中課堂的學與教，提升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參與度； 

 

(3) 持續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建立正向人生 

 

持續積極推動學生對社會的關懷，多關注社區，並貢獻社區，成為負責任的

良好公民；完善學生之品格修養及民族情操，如孝悌、忠信、仁義及對國家

關懷等；積極進行國情教育及價值教育工作，督導各科遵循教育局《香港國

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透過各科的課程內容自然連繫並有機結合國家安全

教育的元素，培養學生國民身份認同和國家觀念，讓學生充分認識祖國、理

解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激發學生關心國家、提高學生對社會及國家之忠

誠、責任感與歸屬感，願意為國家作出貢獻及承擔； 

 

積極為學生提供表演機會，同時培養學生欣賞美學的能力；積極推動學生閱

讀和參與各項學習活動，讓學生透過參與比賽，奮發進取、建立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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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點發展項目一：培養學生閱讀習慣，擴闊視野  

成就 

◆ 恆久以來成功得到翁祐博士家族成員鼎力支持，多次捐款購置書籍，因此

圖書館藏書量充裕，圖書類型多元化，可有效配合同學多元興趣； 

◆ 學校成功善用政府撥款，讓各科組每年適時增添書籍，讓圖書館藏書配合

學科、同學興趣及社會環境需要； 

◆ 恆久以來學務組成功連繫中文科及英文科推動「翁少琼閱讀獎勵計劃」，

計劃因疫情停辦一屆後重辦，直至 2021-22 學年已成功舉辦 10 多屆，同

學每年均熱衷參與，有效推動全校閱讀風氣； 

◆ 繼續於每學習循環週進行早晨閱讀時段，學生分別閱讀中英文科文章或書

籍，並進行閱讀小測；中文科編排學生全年閱讀 180篇文章；英文科更特

別設計 3本 Supplementary Reading Booklets，並為學生訂閱網上閱讀平台，

讓學生建立每星期閱讀習慣；各科為學生在校園提供了一個集體閱讀的環

境，提升全校閱讀文化，讓學生透過閱讀加強學生建構學科知識，同時加

強師生對閱讀中學習的關注； 

◆ 學務組聯同圖書館及各科組定期舉行「快閃圖書館」，推介好書及舉辦各

類閱讀活動，營造校園閱讀風氣；各科組老師亦指導學生拍攝「1分鐘短

片」，介紹各科有趣的書籍，學生通過拍攝短片加深對所閱讀書法的理解，

欣賞短片的學生則可通過短片內容了解書本內容，提升閱讀興趣，增強全

校閱讀氣氛； 

◆ 繼續於校園地下設立漂書閣，為漂書閣添置書籍，推廣閱讀風氣； 

◆ 繼續與圖書館推行全校閱讀活動包括統籌閱讀龍虎榜、每月好書推廣、全

年閱讀之星、漂書活動等，利用學校大堂大電視進行推廣，進一步使學生

在耳濡目染下建立一個廣泛而持久的閱讀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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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M智能圖書館計劃」已成功獲優質教育基金審批，提供資源引入創

新科技和電子設備，並購入不同範疇的電子書本供師生學習，為學校建立

全面的閱讀文化； 

◆ 繼續推動中一至中五級各班建立班會圖書角，每班均會挑選一位學生擔任

班上的班會圖書角服務大使，管理和點算班別的藏書，並作為圖書館與班

上學生聯繫和溝通的橋樑； 

◆ 大部份科目繼續積極培養學生閱讀習慣，例如英文科透過早會分享推介好

書等；數學科積極帶領學生參與中學生數學閱讀報告比賽、專題習作比賽

及數學論文比賽，當中更有 2名學生在「數學建模小論文」中勇奪中三級

全港冠軍；歷史科則推動學生參與由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及香港大學電子學

習發展實驗室主辦的「初中歷史科電子閱讀獎勵計劃 2021」，提高學生對

學習歷史的興趣，當中有 6名學生獲頒優異獎、2名學生獲頒創意獎。 

反思 

◆ 需進一步擴闊學生閱讀層面及深度，加強不同主題閱讀推廣，擴闊學生閱

讀視野； 

◆ 需以專題書展模式，介紹並推廣英文書籍，讓學生體會閱讀的趣味，吸引

學生借閱更多英文書； 

◆ 因疫情停課關係，早會閱讀被逼中斷，但在半日復課日子亦持續安排早會

閱讀，在環境限制下仍全面落實推廣閱讀風氣。 

 

  



2021-2022年度   周年學校報告  

 
 

7 

2.  重點發展項目二：持續優化教學效能，進一步照顧學生學習差

異  

成就  

◆ 校長及科主任繼續帶領學校推行恆常評核機制，並於觀課後適時進行回

饋，有助提昇教師教學效能，包括教師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改善教師提

問技巧、適時點撥，成功促進教學相長； 

◆ 科組積極善用各項指標工具，包括各次校內評估結果、中六香港中學文憑

考試的成績數據、學生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各學科的試卷分析及香港中學

文憑考試各科增值數據，各學科亦成功嘗試就學生不同的學習需要提出適

切的教學調適，持續檢討學生評估結果和同學文憑試表現，就各學科不同

的需要，積極協調及規劃發展策略，以提升學生學習表現； 

◆ 本校中五級文芷桐同學於「新界區傑出學生選舉 2021」獲選為優秀學生；

中五級盧凱晴同學則於第七屆「卓越學生領袖選舉」獲選為卓越學生領袖； 

◆ 各主科順利為全級首 16 名學生進行的小組課堂，對科目推行拔尖工作有

一定成效，來年會繼續施行； 

◆ 成功邀請曾鈺成先生到本校為教學人員主講「公民的權利和義務」講座，

加強全體教學人員對基本法和國家憲法的認知，提升教學人員的國家安全

觀念，促進各科定期檢視學與教資源，在課程框架加入國家安全元素，提

升國家安全教育； 

◆ 成功聯同順德聯誼總會屬校胡兆熾中學及鄭裕彤中學參與由教育局主辦

的國家安全教育教師工作坊，通過實例講解、互相討論及互動問答環節，

推動全體老師建構推行國家安全教育的方案，優化國家安全教育效能； 

◆ 成功聯同順德聯誼總會 5所屬校中學進行中史科課程改革，由嶺南大學副

校長劉智鵬教授領導，於中一級及中二級分別增加 6 個和 2 個文化史專

題，增加中史科課程的趣味性及多元性，並進行聯校教師交流、共享教學

資源，提升中史科的教學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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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繼續在中四級學生分班方面，按學生學習能力分班；部份科目繼續透

過按學生能力分組及進行小班教學，以照顧學生學習差異，並取得成效，

包括能夠提升部份學生學習動機、增強部份學生學習凝聚力、改善學生學

習表現； 

◆ 本校繼續在初中各級將能力較弱之非華語學生編於同一班上中文課，並教

授高中非華語學生 IGCSE及 GCE中國語文科課程，以讓他們應考相關考

試；當中兩位學生在 IGCSE課程中考獲A級成績；兩名學生報考GCE(AL)

課程，考獲 2B成績； 

◆ 成功善用學校資源聘請外籍老師及助理教師，協助籌辦多元英語學習活

動，如創意寫作班、英語手工藝工作坊、英語廚房等，營造全校學習英語

的語境，增加學生使用英語溝通的機會外，亦成功提升不同能力學生學習

英語的興趣與動機，改善學生英語表達能力； 

◆ 資優培訓成功透過 Cambridge English預備班及 IELTS預備班提升學生英

語水平，並增強學生應試信心；科學探究課程亦啟發學生對科學的認識及

興趣： 

◆ 大部份科目已繼續按照學生學習能力差異設計教材及分層課業，並採用不

同類型的教學方法，著重因材施教及進行拔尖保底策略，採用多元學習策

略，例如中史科有創作四格漫畫、生活與社會科和生物科家課備有挑戰題；

另於星期六及假期統籌增潤班，以照顧不同學生學習需要，不同學習差異

學生的課堂動機有所提高； 

◆ 順利舉辦學業成績嘉許禮，以提升學習氣氛及嘉許學習表現出色的學生，

共 82名學生獲得嘉許； 

◆ 順利推行「積極學習獎勵計劃」，成功提升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每位老師

獲發 60 個學術獎章，若學生於科目表現積極滿意便可獲科任老師送贈獎

章一個，學務組於年終統計學生全年所獲獎章數量，每級獲得最多學術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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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的首幾名同學於學業成績嘉許禮及結業禮獲頒發獎狀及獎座，其中中一

級鮑俐同、中二級鍾穎桐及中三級羅星傑更獲得榮譽大獎；計劃來年將繼

續推行，以鼓勵學生爭取打破個人紀錄及學校紀錄，營造全校積極學習的

氣氛； 

◆ 本校成功善於利用恆常課外堂以外時段進行抽離培訓，涵蓋學術性科目及

術科，例如化學科、電腦立體動畫、音樂、體育、科創等各領域，讓學生

發揮各方面潛能，學生成績有目共睹，並於多個領域獲取多個重要獎項 

（詳情見 21至 25頁）； 

◆ 因應 2019新冠肺炎疫情關係，「課後區本輔助計劃」、「專科教室」以及全

年課外拔尖保底輔助課堂改為以線上實時授課型式進行。學務組積極統籌

各科補課的更新安排，讓學生於家中根據早前已安排之補課時間透過視像

教學軟件登入老師的網上教室參與課堂，藉此減少停課及半天授課對教學

進度的影響； 

◆ 大部份科目於 2022年 1月至 4月暫停面授期間成功積極善用不同學習科

技軟件，例如 Cisco Webex、ZOOM 、Google Classroom、ZipGrade等促

進學習，以配合停課不停學方針，於上午進行半日網上課堂及下午進行網

上高中增潤課程，學生整體表現積極，出席情況理想；  

◆ 本校安排全體教職員參與由教育局心理學家主講的「預防及即時處理學生

情緒失衡事件」講座，以及駐校社工帶領的「探討學生行為背後的情緒需

要及介入方向」工作坊，有助增進教師及早識別需要心理輔導及支援的學

生，支援學習差異； 

◆ 本年度適逢教學人才新舊交替，各科組均藉此優勢促進教學團隊專業交

流，定期進行共同備課、分享經驗，加強教師專業發展，有效引入多元方

式優化教學效能，支援學生學習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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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善用資源為學生準備平板電腦及數據卡，以解決學生數碼設備不足的

挑戰，讓學生獲得均等的學習機會； 

◆ 繼續為合資格中一至中六級學生推行「自攜裝置（BYOD）電子學習計劃」，

為學生集體購買手提電腦，讓學生透過自主學習及網上課堂，提升學與教

的成效。 

反思  

◆ 因應 2019新冠肺炎疫情關反覆，部分學術周活動延期進行甚或取消，其

餘的學習工作坊亦因應復課情況需要改為網上進行，部分資優課程亦被

逼取消； 

◆ 能力較低的學生於線上實時課堂的表現較不理想，需要配合適合之教學

活動以提高學習動機； 

◆ 部份學生課後時間不足，影響拔尖補底工作進行； 

◆ 部份科目課業未能按學生能力差異設計分層課業。 

 

  



2021-2022年度   周年學校報告  

 
 

11 

3.  重點發展項目三：持續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建立正向人生  

成就 

◆ 順利建立恆常運作機制，每周舉行升國旗儀式和奏唱國歌，並於每個上課

天升掛國旗，教育學生遵守升國旗儀式的禮儀、學會尊重國旗，並培養學

生的國家觀念，提升國民身份認同； 

◆ 成功在校內舉辦一系列提升國民身份認同及公民教育活動，積極進行《憲

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教育，建立學生正確價值觀，提升國民身份認

同感及對國家的歸屬感； 

◆ 本校藉全方位課程和活動，加強《憲法》和《基本法》教育，在國慶日前

夕等重要日子於校內禮堂舉行升旗禮，進行升掛國旗及播放國歌儀式，校

長亦為同學講解國歌、國旗背後深遠的意義，加強同學的民族精神及認識； 

◆ 成功藉「國慶日慶祝活動」、「國家憲法日」及「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進

行一系列學習活動，包括進行升旗儀式、舉辦國家發展展覽和有關「國家

安全 護我家園」的學習內容，加強學生對國情的認識，讓學生明白共同

保障、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 本校中四級鄧淑林同學由新華社北京總部推薦，以受訪者身份參與回歸 25

周年「祖國的樣子」的視頻拍攝，其他受訪人士包括高永文醫生、鄧飛議

員及香港警方代表。由於同學仍身處內地，故學校安排同級羅名琛同學接

受訪問。同學具廣闊視野、關懷國家發展，於訪問時表示國家是全世界掘

指可數的幾個獨立掌握航天技術的國家，令他感到自豪，更希望國家以後

能到香港選拔航天員，期望自己能在貢獻國家的過程中實現自己的夢想，

成為有承擔的終身學習者； 

◆ 本校成功應國史教育中心（香港）邀請，以試點學校身份參加青少年國史

教育計劃及價值教育老師培訓計劃，發展及培訓「國史教育深化學習品質

圈」、優化校本教材及實施校本國史課程、舉辦聯校活動及社區推廣活動，



2021-2022年度   周年學校報告  

 
 

12 

共同發展教材及示例，組織經驗供全港學校參考推行國史教育，加深學生

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認識，學習中華文化的優雅，傳承千古良好的品德： 

◆ 成功由學務組統籌各科組進行跨學科協作，以中文科教學篇章《岳飛的少

年時代》為引入，聯同生活與社會科、中史科、音樂科、體育科及視覺藝

術科，進行粵劇文化推廣先導計劃，有效讓學生認識中華粵劇文化，同時

學會欣賞岳飛堅毅不屈、盡忠職守，及其愛國情懷等正向價值； 

◆ 學生繼續有充足機會參與校內、全港以至全國不同範疇的活動及比賽，包

括中英文辯論、演講、寫作、數學解難分析、科學創意、資訊科技、電腦

立體動畫、音樂、藝術、體育運動比賽，讓所有學生有盡展所長的機會； 

◆ 成功繼續透過獎章獎勵制度，表揚學術、體育、音樂及服務四大領域優秀

學生，確認學生努力的成果，成功培養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在 2021 至

2022 年度，共頒發 159 個獎章，當中獲頒校外比賽學術獎章學生人數最

多，共 65人； 

◆ 成功連繫訓輔組、學生活動組及學校社工進行跨組別合作，共同進行「健

康校園計劃」，負責構思、協調及推動全校回應主題「健康校園」的工作，

為學生進行驗毒及提供健康資訊的教育工作之餘，亦持續進行「正向人生

活動小組」，建立學生正向價值觀，以增強抗逆力； 

◆ 成功推動學生必須參加自選校隊一項，以及服務團隊一項，藉此提升學生

多元技能和加強自信心。在 2020至 2021學年，全校參與學會／興趣小組

有 702人（77%）（全校人數 915人）；學界／校際比賽有 420人（45%）；

服務組織有 437人（47%）。 

◆ 成功為全校學生製作電子化「學生活動記錄表」加強數據的處理與整合，

以配合多元學習經歷，為升學做好準備； 

◆ 成功建立一套恆常的獎勵制度，激勵學生積極學習，加強投入感及讓老師

及家長可運用電子應用程式隨時查閱學生的違規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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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袖生隊成功協助更新及設計省電宣傳單張，於各課室門口張貼，讓同學

養成開空調前先「停一停、想一想」的好習慣，大家攜手珍惜能源； 

◆ 輔導組成功透過一連串的活動，包括「成長新動力」工作坊及網上活動，

提升學生正向價值觀；小手工製作及送贈活動，加深師生情誼；校內外的

價值教育活動，豐富學生視野，建立正向人生等； 

◆ 多個課外活動組別，包括中樂團、管弦樂團、步操管樂團、中英文辯論隊、

資訊科技增潤課程、奧數隊等都在 2022年 1月至 2022年 3月新冠疫情反

彈期間，持續進行網上集會； 

◆ 由 2021年 10月至 2022年 1月，本校恢復全日面授課堂，讓學生的學習

活動盡量回復正常，為學生提供更佳的多元學習機會，並建立聯繫感，維

繫團隊精神，更有效讓學生從待人接物中學會珍惜和感恩； 

◆ 試後活動期間，學生活動組新設全方位學習體驗活動，邀請外聘導師到校

開班，學生按個人興趣選擇參與不同的興趣班，例如魔術班、蛋糕製作班、

扭氣球班、達摩製作班、皮革製作班、木刻班、泰拳及瑜伽體驗班等，見

識並體驗不同範疇的活動，讓學生有機會在學術以外的學習各展所長，建

立成功感； 

◆ 在學生參加活動及比賽後，老師會帶領同學反思自己在活動中的行為表

現，並提出具針對性的回饋，讚賞正確行為，建議改善壞行為的方法，讓

學生從活動中學懂正確價值觀，成功讓學生明白每個活動從籌備到實行都

有賴各方提供的人力物力，自發需要感恩學校、老師及同學的付出； 

◆ 因新冠肺炎疫情關係，學校於中一至中六各級復課期間派發包括有外科口

罩、快速抗原測試包等的防疫物資包予全體同學，以體現學校對學生的關

懷、培養學生感恩的文化價值； 

◆ 為讓中六級學生於緊密迎戰文憑試的時刻感受到學校對他們的支持與關

懷，學校特意為中六級學生安排拍攝班相，亦訂製畢業熊公仔送贈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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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公仔身穿的畢業袍印有學校校徽，而其手持的畢業證書更有由校長親筆

寫上各中六級學生的英文名字。活動成功讓學生感受到校長及老師對他們

的關懷，推動他們建立正面的人生目標，終身積極學習，回饋學校及老師。 

反思 

◆ 因 2019 新冠肺炎疫情關係，學生活動組「中四級教育營」、「印尼野生動

物救援中心考察團」、「英國交流團」、訓導組「懲教署參觀及體驗活動」、

輔導組出外參觀、經濟科年宵攤位活動被迫取消； 

◆ 由於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宣佈暫停開放轄下大部分的康樂和文化場地，本校

原定於 2022年 1月 12及 13日舉行的陸運會因而取消，改為半天上課；

本校學生活動組老師積極應變，成功爭取復課後在 6月於校園舉辦「翁祐

迷你奧運會」，學生除了投入各式各樣體育活動，亦了解到只要正向思考，

凡事都能迎刃而解，學會積極正面應對生命中每一項挑戰； 

◆ 需要進一步提升部分學生參與學科課堂以外活動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 本校學生活動負責老師均各盡所能，在疫情下仍然為學生提供全方位的協

助，是學生學習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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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我們的學與教 

 

(1) 教師專業培訓及發展 

 

學校積極鼓勵老師參考教師專業階梯及相關培訓要求，參與由教育局或其他

機構所舉辦之講座、研討會、工作坊及座談會等，使老師更有效地掌握輔導

學生及課室管理技巧，以提升個人專業發展。 

 

(2) 教學規劃 

 

1. 全校語文政策 

本校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部份班別則以英語為主要授課語言，有助提高

學生的英語水平及增加學生學習英語的機會。此外，本校亦積極推行日本語

文教育，由初中伸延至高中，高中同學將於中六報考英國劍橋大學國際考試，

並獲本地大學承認為入學資格。 

 

2. 積極推行校本課程 

除一般課程外，本校推行多個校本課程，如日文科、電腦立體動畫科、英國

文學、經商科等。此類課程在教育改革的大趨勢下，必能發揮正面的指標作

用。本校提供多元化及嶄新課程，提升學生德、智、體、群、美五育的水平，

並致力發展「高層次思維學習」及發展學生的「終身學習」能力。老師亦透

過不同教學方法，提升學生的學術水平。 

 

 

 

 



2021-2022年度   周年學校報告  

 
 

16 

3. 著重國民身份認同及公民教育活動 

本校著重持續培養學生的人文素質，積極進行《憲法》、《基本法》及國家安

全教育。除了於課堂播放國家安全相關影片及派發國家安全教育小冊子單張，

本校亦積極配合教育局指引，促進各科定期檢視學與教資源，在課程框架加

入國家安全元素；舉辦國家安全教育相關活動，推動學生參與基本法問答比

賽、國家安全問答比賽和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等；協辦國家憲法日活動，並

安排學生參加知法守法論壇，加強學生對國家的概念。 

 

此外，本校設升旗隊，每個上課天均會升掛國旗，並於每周舉行一次升國旗

儀式和奏唱國歌，在日常培養學生的國家觀念和國民身份認同感。本校公民

教育組亦定期舉辦國情展覽，協助學生了解國家最新發展和國情，正確認識

國家歷史，作出合情合理的判斷和行為。 

 

再者，本校於本年度舉辦多項中國傳統文化活動，如粵劇文化推廣先導計劃、

華服日等，配合中樂團、中國舞等學會活動，學生投入體驗活動，藉此了解

更多中國傳統文化精粹，並欣賞中華文化的內涵和傳統價值觀，培養其中華

民族自豪感，增強國民身份認同感。 

 

4. 拔尖補底措施 

此外，中、英、數及通識科均以小班形式授課，學校透過優化課堂規劃，仔

細編排上課時間表，使各科能讓同學分組學習，以照顧學生的能力差異。 

 

本校設立拔尖補底班，為學生制訂更適切的教學方針，以增強學生學習的動

機。為了有效加強支援，本校更於編制外聘請十多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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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立網上教學常態 

本校近年成立資訊科技教育組，定期為老師舉辦工作坊及進行培訓，積極介

紹各類型網上教、學、評軟件和應用程式，建立網上教與學常規，讓學生打

破地域及環境的學習限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網上教學更見成效及得到

廣泛應用，包括學生出值率、網上授課、收集及批改功課情況、家校聯繫等。 

 

6. 配合教育局復課政策恢復全日面授課堂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發展，網上教學成為教學常態。為有效促進學生學習，本

校配合教育局復課政策，在符合恢復全日面授課堂的條件下，積極安排所有

學生回校進行全日實體面授課堂，恢復正常校園生活。 

 

7. 支援跨境學生 

鑑於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中港兩地出入境受到限制，影響跨境學生未能回校

上課，本校在訂購教科書、網上授課、收集功課、家校聯繫多方面作出適切

支援。同時，本校在總評期間，亦成功安排內地試場讓跨境學生異地同考，

以針對跨境學生的學習表現進行有效的評估，並加強學習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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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校風及對學生的支援 

 

本校校風純樸，師生關係良好，學校尤其注重訓導與輔導工作，設有教師校內當

值、學生留校午膳等措施。學校社工亦經常與輔導組合作，推行多項輔導計劃，

關心學生的成長與發展。 

 

(1) 家校合作 

家長教師會積極參與及支持校內外的各項活動，提供機會讓老師與家長、學

生建立更密切的關係，過往曾舉辦家教會旅行、每年均為參加公開試的同學

舉行茶聚，以實際行動支持應屆公開試考生。受制於新冠疫情，本年度家教

會無奈暫停舉辦集體活動，但仍與學校維持日常緊密合作，以配合復課、午

膳供應等安排。 

 

(2) 全校參與照顧學生個別差異 

本校已設立學生支援小組以照顧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除了有駐校教育心理

學家及社工外，各科任老師亦會在課堂教授內容、課業、測考給予學生調適

安排，並於課堂以外提供抽離支援。 

 

(3) 測考及學習調適措施 

除每年三次評估外，學生的課堂表現、小測等亦會成為學業評估之考慮因素。 

 

(4) 兩位訓導主任、兩位輔導主任 

本校尤其注重訓導與輔導工作，特別設有兩位訓導主任及兩位輔導主任，兩

個組別更有緊密聯繫，在預防、教育、輔導及推廣展開一連串工作，使學生

的品格及心靈得到健康的發展，建立正確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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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兩位社工及一位學生輔導員 

為有效為學生提供情緒支援，本校更新輔導轉介程序及社工跟進學生個案安

排。本校設有兩位社工及一位輔導員，按學生的需要及緊急情況安排學生面

見社工，加快學生面見社工的程序及增加見面次數。由輔導組負責編排社工

及輔導員工作，社工及輔導員每天共接見 8位學生並填寫簡單報告，以便班

主任及科任老師繼續跟進學生情況，從而保障有需要的學生能得到適切支援，

有效支援學生在學術以外各層面的個人成長。 

 

(6)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SENCO）、特殊教育需要支援老師（SENST） 

本校積極配合教育局有關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支援工作，SENCO及 SENST

積極規劃、推行、監督、檢討及評估各項支援工作，及早識別和支援相關學

生，甚至為他們擬定個別學習計劃。 

 

(7) 各類型校隊、學會 

本校貫徹多元化辦學方針，著重學生全人及全方位發展，因此積極成立各類

型及特色校隊和學會，數目共計超越 40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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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學生表現 

 

(1) 2021-2022年本校學生獲本地大學學位課程取錄百分比 

 

大學 香港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 

% 15.4% 28.2% 7.7% 15.4% 

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嶺南大學 香港都會大學 

% 5.1% 5.1% 7.7% 15.4% 

 

 

 

 

  

香港大學

16%

香港中文大學

28%

香港科技大學

8%

香港理工大學

15%

香港城市大學

5%

香港浸會大學

5%

香港嶺南大學

8%
香港都會大學

15%

2022年本校學生獲各大學取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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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1-22年度全港、全國及國際比賽各範疇獎項 

比賽名稱 獎項 姓名及班別 

 

傑出學生獎項 

新界區傑出學生選舉 2021 優秀學生 文芷桐(5B) 

第七屆「卓越學生領袖選舉」 卓越學生領袖 盧凱晴(5B) 

 

中文科獎項 

第 22屆華人少年作文比賽 二等獎一項、 

三等獎兩項 

陳彥光(6B) 

曹庭熙(5B)、 

林穎瞳(1B) 

2021年華人華僑(中山)徵文系列比賽 特等獎 吳振銘(6G) 

暢想大灣區：第三屆全港青少年 

徵文比賽 

高中組亞軍 吳振銘(6G) 

「身心健康—勤奮學習」 

標語創作比賽 

亞軍 吳雪婷(6B) 

向老師致敬 2021徵文比賽 高中組季軍 勞珈嬉(6B) 

元朗區公民教育徵文比賽 高中組亞軍及優異獎各一項 本校學生 

「4.23世界閱讀日」閱讀報告比賽 優勝獎 曹庭熙(5B) 

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計劃 2020-2021

「兩代情」徵文比賽 

優異獎 盧凱晴(5B) 

中學生讀書隨筆寫作比賽 2021 高中組優異獎兩項 本校學生 

第五屆和平鐘聲頌和平徵文比賽 優異獎 曹庭熙(5B) 

「齊來滅蚊防鼠！」標語創作比賽 優異獎 吳智雄(2B) 

「小雨點圓夢工程」推廣計劃之 

徵文比賽 

優異獎四項 本校學生 

星島第三十七屆全港校際辯論比賽 季軍 本校中文辯論隊 

星島第三十七屆全港校際辯論比賽 

準決賽 

最佳辯論員 

最佳交互答問員 

賴欣(5B) 

盧凱晴(5B) 

鄧宗偉主席盃中學辯論比賽 亞軍、最佳辯論員三項 本校中文辯論隊 

第 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冠軍一項、 

季軍一項 

賴欣(5B)、 

盧凱晴(5B)、 

李思樂(3B)、 

梁詠恩(3B) 

全港青年演講比賽(2021-22) 優異獎三項 本校學生 

「正向創藝 閃耀人生」毛筆書法比賽 高中組優異獎兩項 本校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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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獎項 

2022 加拿大英文寫作大賽「雅卓盃」 Silver Prize兩項、Bronze 

Prize兩項 

本校學生 

73r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F1 (Girls) Solo Verse 

1st runner-up Wong Ka Ngai (1B) 

73r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F3 (Boys) Solo Verse Speaking 

1st runner-up Singh Armaandeep 

(3B) 

73r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F3 (Boys) Solo Verse Speaking 

2nd runner-up Wong Shing Tsz (3B) 

73r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hakespeare Monologue (Over 15) 

2nd runner-up Yau Ting Ngai (5G) 

73r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hakespeare Monologue (Under 15) 

2nd runner-up Chiu Ho Chun (2B) 

Annual Chamber Debating Competition winner English Debate Team 

Annual Chamber Debating Competition Best Speaker Cho Kwan Lok (4B) 

 

數學科獎項 

2021 WMI世界數學邀請賽全球總決賽 鑽石獎 黃志雄(6B) 

2021 WMI世界數學邀請賽全球總決賽 金牌 曹君諾(4B)、 

郭晉熙(6G) 

2021 WMI世界數學邀請賽全球總決賽 銀牌三項 本校數學科校隊 

2021 WMI世界數學邀請賽全球總決賽 銅牌四項 本校數學科校隊 

2022 WMI世界數學邀請賽預選賽 中學組全港亞軍、金獎兩

項、銀獎六項、銅獎八項 

本校數學科校隊 

2022全國青少年數學論壇選拔賽-數學

建模小論文評選比賽 

中三級全港冠軍 羅星傑(3B)、 

吳宇騫(3B) 

2021 Global Mathematics Elite 

Competition全球數學精英賽總決賽 

第一名三項、第二名一項、

第三名一項 

本校數學科校隊 

2022 Global Mathematics Elite 

Competition全球數學精英賽 

GMEC傑出指導學校獎、 

總冠軍兩項、總亞軍兩項、

總季軍一項、金獎五項、 

銀獎五項、銅獎十七項 

本校數學科校隊 

2021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總決賽 金獎一項、銀獎一項、 

銅獎兩項 

本校數學科校隊 

2022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 金獎四項、銀獎十八項、 

銅獎二十七項 

本校數學科校隊 

2022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晉級賽 金獎兩項、銀獎一項 本校數學科校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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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資優合 24挑戰賽 2022 學校團體大獎 2022(香港賽

區)、金獎兩項、銀獎一項、

銅獎一項 

本校數學科校隊 

2021奧林匹克數學精英盃大賽晉級賽 全港冠軍三項、銀獎兩項、

銅獎一項 

本校數學科校隊 

Global Mathematics Coding Competition 

2022 

高中組銀獎 曹君諾(4B) 

2022「大灣盃」粵港澳大灣區數學 

競賽預選賽 

金獎十三項、銀獎二十八

項、銅獎二十四項 

本校數學科校隊 

大灣區資優數學競賽(香港站) 2021 金獎三項、銀獎三項 本校數學科校隊 

2021 兩岸四地奧林匹克數學精英盃 

大賽 

金獎四項、銀獎二項、 

銅獎二項 

本校數學科校隊 

2021泰國國際數學競賽晉級賽 金獎兩項、銀獎兩項、 

銅獎五項 

本校數學科校隊 

2021泰國國際數學競賽初賽 金獎七項、銀獎二十七項、

銅獎三十七項 

本校數學科校隊 

2022香港中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 銀獎 本校數學科校隊 

2022「優數盃」國際數學邀請賽 特等獎兩項、一等獎兩項、

二等獎五項、三等獎五項 

本校數學科校隊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獎項 

保障私隱學生大使·學校夥伴嘉許計劃

2021 

金章 本校 

可持續發展目標 SDGs網上學習 

獎勵計劃 2022 

金章六項、銀章九項、 

銅章五項、積極參與學校獎 

本校學生 

全港中學生手機 GAME應用程式 

設計比賽 

優異獎 吳卓弦(5B)、 

黃焯楠(5B) 

理財及防騙短片創作比賽 優異獎六項 本校學生 

 

創新科技 

第十七屆宋慶齡少年兒童發明獎 銀獎 李俊傑(2B)、 

張楚烽(2B) 

香港學生科學獎項比賽 2022 亞軍 李俊傑(2B)、 

張楚烽(2B)、 

劉騏銘(2B)、 

柳美瑾(1A)、 

林穎彤(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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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香港青少年航天創新大賽 火星家園創意賽(高中組) 

三等獎 

羅名琛(4B)、 

鄧淑琳(4B) 

加拿大國際發明及創新比賽 (iCAN) 金獎兩項、銀獎一項 本校學生 

第 24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優異獎三項(高中化學及材

料、初中化學及材料、高中

電腦及資訊科技) 

本校學生 

2022年大灣區 STEM卓越獎(香港區)

初中組(科學實驗室) 

銅獎 蘇千程(3B) 

STEM+E 冠軍 曹君諾(4B) 

元朗區青年網絡計劃 STEM工作坊暨

比賽 

優異獎 梁泓深(5D)、 

顏德成(5E)、 

李嘉濠(5D) 

Hong Kong Biology Literacy Award 

(2021/2022) 

Best School Award、 

First Class Honours一項、 

Second Class Honours兩項 

本校學生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獎項 

香港會計師公會 / 香港商業教育學會

「企會財」獎學金 

獎狀及獎學金 陳子皓(5A)、 

曾玟熹(5B) 

 

日文科獎項 

2021香港日本語教育研究會 高中日語課程獎學金 陳思杏(6B) 

第 17屆香港中小學生日語演講比賽 故事誦讀季軍 黃蘊兒(3A)、 

梅琪(3A)、 

黃佩欣(3A)、 

劉明心(3A) 

 

3D電腦動畫獎項 

英國威爾斯國際兒童電影節 2022 最佳動畫電影大獎 陳燁勤(5C)、 

黎匡喻(5C)、 

黃諾民(5D)、 

楊偉濠(5D) 

英國威爾斯國際兒童電影節 2022 最佳導演、最佳音響 廖俊瑋(6A)、 

盧瑞燊(6B)、 

陳家旗(6C) 

美國 KidsNFilm國際動畫大賽 最佳動畫大獎第二名 林軒聖(6A)、張尤

(6C)、葉澤深(6B)、 

魏汪嘉(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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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鳥」全港故事動畫設計比賽 最佳音效設計大獎 蘇憬堂(4A)、 

周嘉琳(4C)、 

黃熙莉(4C) 

澳洲 Kids Rule電影節 入圍獎(青少年組) 廖俊瑋(6A)、 

盧瑞燊(6B)、 

陳家旗(6C) 

西班牙國際青年電影節 入圍獎(13-17歲組) 本校3D電腦動畫學生 

克羅地亞 VAFI 國際青少年動畫節 MIDI中級組入圍獎、 

MAXI高級組入圍獎 

本校3D電腦動畫學生 

釜山國際青少年電影節 入圍獎(青少年組) 本校3D電腦動畫學生 

美國聖地牙哥國際兒童電影節 入圍獎(青年電影組) 本校3D電腦動畫學生 

 

體育科獎項 

田徑獎項 

2021-2022年度元朗區校際田徑比賽  冠軍 

屈臣氏田徑會周年大賽 2021 田項：冠軍一項、季軍兩項 

徑項：冠軍兩項(男子 U18 

400米跨欄冠軍)、亞軍兩

項、季軍兩項 

本校校隊 

曾健豪(5B) 

（刷新香港紀錄）及

本校校隊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21-2022 

 徐渝焮(5A) 

Pocari Sweat Sports Team運動大使 寶礦力運動大使 羅卓男(4E)、 

楊浩賢(6E) 

排球獎項 

香港排球聯賽 2022季前熱身賽 男子丙組公開賽全港亞軍 本校排球隊 

乒乓球獎項 

元朗區中學校際乒乓球賽 元朗區冠軍(冠軍三項、亞軍

一項、季軍一項) 

本校乒乓球隊 

 

音樂科獎項 

第 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中阮獨奏中級組亞軍 朱家慧(4A) 

二零二一匯盈全港中樂大賽 第五級古箏銅獎 潘欣愉(3A) 

 

視覺藝術科獎項 

第 24屆香港青少年科技大賽 科學幻想畫中學组優異獎 李采兒(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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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學校未來發展計劃的關注事項 

 

(1) 善用多元化策略，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2) 推動教師專業發展，提升教師教學效能 

(3) 建立正向校園文化，培養學生正向價值觀及提升抗逆力，成為良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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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財務報告 2021-2022 

 

 

 支出 ($)

承上結餘 (政府資助及學校津貼)

I.  政府資助

(1)    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甲)  專為特定學校而設的津貼

�    行政津貼 / 修訂的行政津貼    4,372,140.00      3,913,120.90       459,019.10

    學校發展津貼       642,934.00         948,468.87 (305,534.87)

   �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555,900.00         520,142.90         35,757.10

    空調設備津貼       619,986.50         323,606.05       296,380.45

    校本管理額外津貼         50,702.00             4,900.00         45,802.00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8,112.00                        -           8,112.00

(乙)  非為特定學校而設的津貼（基線指標）    2,295,750.89      2,741,115.40     (445,364.51)

小結：    8,545,525.39      8,451,354.12         94,171.27

 (2)   其他

     薪金津貼  55,104,381.88    55,176,220.88       (71,839.00)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    6,552,115.00      6,991,833.21     (439,718.21)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的活動計劃津貼         20,780.00             5,780.00  *         15,000.00

     英語為母語英語教師加強計劃附帶福利津貼       331,949.26         331,949.26                     -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172,740.00         160,140.00         12,600.00

     其他經常津貼（發還地租及差餉）       382,000.00         382,000.00                     -

  全方位學習津貼    1,429,807.00      1,554,300.08     (124,493.08)

  姊妹學校計劃津貼       157,127.00         312,000.00     (154,873.00)

  推廣閱讀津貼         68,712.63           68,202.63              510.00

  一筆過的校本言語治療設置津貼         20,281.00                        -         20,281.00

  支援推行高中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的一筆過津貼       300,000.00           16,566.50       283,433.50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157,067.50         154,250.00  *           2,817.50

     防疫特別津貼         37,500.00             6,455.20         31,044.80

  優質教育基金電子學習撥款計劃         44,015.00           44,015.00                     -

    —提供流動電腦裝置及上網支援

     僱主為非教學人員向強積金計劃供款       434,868.00         430,362.04  *           4,505.96

     中學學習支援津貼

     多元學習津貼

     增加額外撥款—支援非華語學生

     資訊科技人員支援津貼

     學校行政主任津貼

     有特殊教育需要非華語學生支援津貼

小結：  69,855,094.87    70,616,316.30     (761,221.43)

政府資助年度總盈餘  78,400,620.26    79,067,670.42     (667,050.16)

II.  學校津貼 (一般津貼)    3,163,827.81      1,011,356.19    2,152,471.62

學校年度總盈餘    1,485,421.46

*須退還教育局的款額

財務報告2021-2022

   4,641,750.60      4,982,241.50

收入 ($)  結餘 ($)

         19,204,524.78

學校年度終結總盈餘

    (340,490.90)

 20,689,946.24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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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多元學習津貼 

其他課程：資優教育課程 課程評估報告（2021/22學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