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SERVING THE COMMUNITY IN THE SPIRIT OF BENEVOLENCE"
we pledge to provide our students with quality holistic education and

 to develop our students into the pillars of our country.

貫徹「尊仁濟世」精神，提供優質全人教育，
培育學生成為國家棟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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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忠秣校監
傑出企業家，多年來熱心教育。2001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發榮譽勳章，2008年獲嶺南大學頒發榮譽院士，
2009年獲政府委任為太平紳士，2017年獲城市大學頒發榮譽院士。

謝錦城校董 資深教育家，具數十載制訂教育政策經驗。

蔡建祥校董 香港警務處榮休總警司，熱心弘揚中華文化，曾獲頒授香港警察榮譽獎章及行政長官公共服務獎狀。

林炳權校董 資深社會服務界行政管理專業人士，對社會福利事務貢獻良多。

王賢訊校董 現任仁濟醫院顧問局副主席，仁濟醫院董事局前主席，積極服務社會，對公益事業貢獻良多。

區月晶校董 本校創校校長，2009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發榮譽勳章。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校友事務處名譽顧問。

周松東校董 仁濟醫院董事局主席，積極服務社會，對公益事業貢獻良多。

陳李詠詩校董 仁濟醫院董事局前總理，現任當年顧問，積極服務社會，對公益事業貢獻良多。

葉蔚津校董 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擁有多年商業顧問、財政交易諮詢、企業重組及清盤、財務審核及審計相關經驗。

葉琳校董
醫療科技企業家，香港及澳洲會計師公會會員，
擁有多年商業顧問及財務風險管理經驗。

邱少雄校董
本校校長，現任新界校長會主席、西貢區校長會主席、
西貢及將軍澳中學校長會主席，從事教育工作逾三十年，
教育行政經驗豐富。2018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發榮譽勳章。

李美蓮校董
曾任家長校董、家教會主席、秘書及司庫，
努力凝聚家長力量，促進家校溝通。
於 2014年榮膺第三屆「十大傑出家長教師會領袖」。

梁維恩教師校董 中史科主任，傳達前線教師聲音，同心推動學校發展。

李偉明校友校董
2009 年中七畢業生，本校校友會前任主席，
積極凝聚畢業生力量。

陳笑珍家長校董
本校家長教師會委員，積極參與學校事務，凝聚家長力量，
促進家校溝通。

莊偉龍替代教師校董 中文科老師，傳達前線教師聲音，同心推動學校發展。

黃偉傑替代校董 仁濟醫院董事局辦事處教育部助理教育經理。

羅慧沁替代家長校董
本校家長教師會主席，積極參與學校事務，
凝聚家長力量，促進家校溝通。

法 團 校 董 會 成 員 簡 介

1 歷史科傅潤偉老師獲 2018/2019行政長官
卓越教學獎

2 文嘉燕副校長獲民政事務局頒發嘉許狀

Our School Incorporated Management Committee is a highly qualified team of unique 
individuals from across Hong Kong with vast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who promote 

academic excellence and life-long learning.
本校法團校董會由社會各界專業人士、家長及校友組成，高瞻遠矚，以開明的態度制訂辦學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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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 越 領 導 • 高 瞻 遠 矚

INSIGHTFUL LEADERS BRING 
VISIONARY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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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highly qualified teachers are dedicated, creative and experienced. All teachers use state-
of-the-ar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mploy modern teaching techniques, ensuring that 

students maintain high motivation.

以下教師之學生於 2020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取得 5等或以上成績：
陳傳德老師、張順老師、莊偉龍老師、周曉昕老師、馮定聰老師、葉寶鳳老師、林令怡老師、

劉文山副校長、梁德元老師、梁紫茵老師、廖宏晉老師、吳子傑老師、蕭翠芝老師、蘇滿儀老師、

曾慶璋老師、曾婉堯老師、蔡燕飛老師、黃佩詩老師

教師學歷

碩士或以上

學士

認可教育文憑

72%

25%
3%

教學經驗

0-4年
5-9年
10年以上

82%

8%
10%本校老師經驗豐富，

熱心教學，關懷學
生，與時並進，積極
參與專業發展活動，
提升專業水平。

TEACHERS WITH PROFESSIONALISM 
TEACH STUDENTS WITH ENTHUSIASM

優 良 師 資 • 春 風 化 雨



Our school'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ommittee has been taking a leading 

role to support various conservation 
projects on campus. With meritorious 
achievements in promoting a green 
culture among students, our school has 
gained recognition and received Greening 
School Project Award and Healthy School 
Award from Leisure and Culture Services 
Department and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espectively.

• 校園曾 16次獲得康文署綠化校園工程獎「大
園圃種植」、「植樹工程」及「園藝保養」

的獎項，校內有花園小徑、生態魚池、菜圃

果園、天台草坪等設施，營造優美的綠化環

境。本校推動健康校園政策，2016年獲香港
中文大學「香港健康學校獎勵計劃」頒發健

康學校金獎。

• 本校成立環境保護教育組，統籌全校環保政
策。校園及課室設分類回收箱，招募環保大

使推動各項減廢、有機種植和參觀活動。

2016及 2019年獲環境運動委員會「綠色學
校」金獎；2017年獲環保署「香港環境卓越
大獎學校界別優異獎」，本校環保教育工作

備受外界肯定。

健 康 校 園 • 環 保 先 鋒

1

A Pioneer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1 鼓勵同學自備水樽，減少購買瓶裝水，實踐源頭減廢
2 校舍天台鋪設草地及太陽能發電板
3 本校採用紅外線成像體溫檢測儀協助防疫
4 環保學會安排同學體驗農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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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our school, academic results have improved every year. 
Tremendous academic progress in public exams sets us apart from other schools in the 

territory.

• 本校在 2020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取得美滿成績。狀元馬諾澄考獲 5**55555；

• 17個應考科目共獲 47個 5等或以上成績，平均合格率達 94.6%，比全港平均值高 10%；

• 17個科目的平均優良率 ( 4等以上 )達 37.1%；

• 51.4%畢業生透過大學聯招辦法獲派學士學位課程；

• 升讀的學校包括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城市
大學、香港嶺南大學和香港教育大學；

HURRAY! LET'S CLIMB THE 
ACADEMIC LADDER HIGH

成 績 卓 越 • 迭 創 高 峰

本校 17個科目的合格率 ( 2等以上 )高於全港水平 本校合格率 全港合格率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數學必修部分

通識

經濟

歷史

生物

化學

物理

組合科學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資訊及通訊科技

體育

視覺藝術

數學延伸部分 (M1)

數學延伸部分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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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school has nurtured an abundance 
of graduates who have gone on to 

leadership positions in the workforce and 
won the acclaim of their peers in various 
industries.
Our Alumni Association, established in 
2010, is represented on the Incorporated 
Management Committee (IMC) and serves 
to identify and promote the mutual interests 
of the school and its past students.

二十年來，本校培育了不少畢業生，他們晉身

各行各業，貢獻社會之餘不忘回饋母校。校友

會在 2010年成立，既維繫畢業同學的情誼，
也選出校友加入校董會，為母校發展出謀劃策。

校友會每年安排畢業生與學弟學妹分享學習心

得，又在放榜日組織校友回校，為同學提供升

學及就業輔導；每年舉辦燒烤、聚餐等活動，

聯絡師生感情。

1中六畢業生謝師宴

2校友校董李偉明先生

3畢業生方珈儀、鄭量文回校向

師弟妹分享升學經驗

4創校校長區月晶校董出席校友

會燒烤活動

2

3

1

4

貢 獻 社 會 • 回 饋 母 校

BRINGING CONTRIBUTION TO SOCIETY 
AND HONOUR TO OUR ALMA M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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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school is planning, implementing and evaluating policies in three-year cycles. In this 
development cycle we focus on nurturing a caring school culture and enhancing student' s 

ability to achieve self-directed learning. Through appropriate measures we hope to transform 
WWS to a successful Learning School. Armed with the results of stakeholders' surveys and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IMC, our team of teachers regularly evaluates school policies, with an 
eye always on the ultimate goal of providing a modern and stimulating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our students.

學校每三年制訂周期發展計劃，2019-2022學年的發展重點分別著眼關愛和自主學習。在校董會的領導
下，各科組老師通力協作，校方定時舉行持分者意見調查以檢視政策的成效，確保為學生營造優質的學

習環境。

關注事項 預期成果 /目標

依據以人為本的理念，
推進彼此關愛，
克盡己職的校園文化。

1培育學生律己愛人，尊重差異的素質，深化校園關愛文化。

2以全校參與的支援模式 (Whole School Approach)，
 各持分者有效支援學生各項成長需要，讓同學享受校園生活。

優化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發揮個人潛能，
以提升整體學習效能。

1學科能按學科本質優化課堂策略，強化課堂自主學習元素，鞏固學生良好自學習慣。

2學生能掌握各學科的有效學習策略，促進學習反思，自我評估。

3各持分者提供不同機會，於課堂內外發掘學生的多元潛能。

PROGRESS WITH FOCUS GENERATES 
SUSTAINABL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聚 焦 發 展 • 持 續 躍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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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offer a wide range of learning 
activities in every subject to cater 

to the needs of all kinds of students. 
In  add i t ion  to  regu lar  c lasses  and 
supplementary tutorials, a variety of 
subject-based activities and specialized 
courses are conducted throughout the 
year. A primary objective is to boost 
students' self-confidence and commitment 
to life-long learning.

• 本校課程設計覆蓋八大學習領域，培養同學
的自學能力。多科採用校本課程設計及剪

裁，中英數及通識科實施小班教學，提升教

學成效。各科均重視推動「促進學習的評估

(AFL)」，並加強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善
用電子教學策略，並推動 STEAM教育。各
級設「教訓輔聯席會議」，定期檢討學生整

體學習情況，調整教學及關顧策略。

• 本校曾與教育局、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
等學術機構合作開發課程或推動協作計劃，

例如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學校

體育計劃推廣主任先導計劃等等。英文科參

與 Digital Twining Project，數學科參與課
程發展處「種籽」計劃推動自主學習，通識

教育科參與教育局的協作研究及發展計劃。

• 成立學習支援組，策劃各類課後增潤強化課
程，成立資優教育組培育尖子學生；鼓勵高

中學生報考 IELTS、TOEFL、TOEIC等國際
認可資歷；亦會協助舉辦 ICAS、HKPISA及
GAPSK等國際評核考試。

2

1

3

4

1美術科舉辦校慶椅子繪畫比賽

2歷史科邀請何佩然教授分享香港史研究心得

3體育科安排同學到專業場地學習羽毛球

4資優教育組舉辦學術問答比賽

5歷史科安排同學到中上環考察

5

優 質 課 程 • 強 化 學 習

INTENSIFYING LEARNING OUTCOME 
THROUGH DIVERSIFYING CURRIC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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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hallenging and supportive language-
learning environment is essential to 

students. We achieve this through reduced 
class sizes & by engaging native English-
speaking teachers, facilitating them in 
providing authentic language-learning 
experiences in the form of fun and formal 
activities and competitions throughout the 
year.

• 中英文科致力營造語文環境，以「沉浸式學
習法」讓同學於校園生活中學習語文。每循

環周設英語、普通話早會，安排多元化的課

程和聯課活動，提升同學的學習興趣和成效。

語文科採用校本課程，按學生能力實施小班

教學，照顧學習差異。

• 英 文 科 推 動 多 項 計 劃， 如 Wall Street 
Institute English ambassadors pilot 
scheme等，建立英語校園環境。每年舉辦
英文周、英文口語日、萬聖節英語日、英語

論壇、電影欣賞等活動；又與澳洲中學舉行

視像交流，組織學生到英國、澳洲、紐西蘭

等地遊學。

• 中文科在初中以普通話授課，恆常舉辦寫作、
演講等校內活動，豐富同學的學習體驗。又

透過歷史文化周、新春聯歡活動、文化常識

問答大賽等推廣中華文化。

1

2

3

4

5

1安排外籍學生到本校交流

2四社英文問答比賽

3透過視像會議系統與澳洲姐妹學校交流

4英語周攤位遊戲

5澳洲遊學團安排學生到華納兄弟電影世界遊玩

ACHIEVING BILITERACY AND 
TRILINGUALISM ON ENGLISH-MEDIUM CAMPUS

兩 文 三 語 • 英 語 校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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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reading culture is strong and 
well-established. To help spark an 

interest in books, we have a state-of-the-
art library facility, which has become one 
of our students' favourite hangouts, and 
a huge collection of hand-picked books. 
Our reading culture is further enriched by 
morning reading sessions and web-reading 
programmes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 校園推動閱讀風氣，鼓勵學生從閱讀中學習，
藉此培養思維能力，提高審美情趣，認識多

元文化。

• 每循環周設兩節早讀課，安排學生閱讀中英
文故事、文章。圖書館藏書逾三萬本。校園

有閱讀長廊，小食部設報章雜誌架、梯間有

好書推介壁報，方便同學隨時接觸閱讀資訊；

• 全年舉辦多元化的學生閱讀活動，如閱讀大
使早會分享、班際借書龍虎榜、閱讀周、中

英文讀書會、閱讀報告獎勵計劃、書展等等。

策劃「二手書傳喜閱」活動，讓學生免費領

取老師捐贈的好書。

1邀請作家到校演講

2班際「有聲好書聲演」活動

3在禮堂舉行為期兩日的中英文書展

4安排學生參與校外各類閱讀活動

2

3

4

1

廣 泛 閱 讀 • 培 養 創 意

EXTENSIVE READING GENERATES 
INFINITE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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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STEM Education enlightens 
our scientific exploration

S T E M 教 育 • 啟 迪 科 研

Our STEM committee coordinates all 
the STEM courses of our school. We 

have also established the STEM centre to 
further facilities our teaching. Recognizing 
the importance of modern, technological 
campus facilities, we have built a number 
of specialized IT rooms to support effective 
computer teaching and learning. Students 
also get opportunities to hone their skills 
through Campus TV appearances, video 
debating with overseas schools, and 
the free use of our Multi-media Learning 
Centre.

• 成立 STEM教育組統籌全校有關課程，闢建
STEM創新科技中心，方便教學活動；

• 曾獲教育局撥款 199萬推行為期三年的「電
子學習試驗計劃」，發展電子教學平台。學

校配備逾 250部 iPad等平板電腦，多個科
目使用 Google Meet, Google Classroom、
Knowledge Forum、Kahoot!、Plickers 及
EDpuzzle等電子學習工具。資訊及通訊科技
課程涵蓋Windows操作系統及 Mac OS，
並教授各類程式編寫、應用軟件、虛擬實境

（VR）及三維立體打印設計等。

• 2015年策劃「社校共享無線網絡先導計劃」，
在天台安裝可覆蓋社區的無線網絡。另設校

園電視台，每個課室配備電腦、投映機、實

物投映機、藍光光碟機，部分課室安裝電子

白板。

1學生參與「室內空氣污染物感測器課程」

2學生參與「鑑證科學工作坊」

3學生在「仁濟 STEM FAIRE 2019」展覽中向同區學生介紹設計
4中二學生使用 VR技術體驗遊樂園區設計創意
5學生參與甫智方舟中學生拓新技術實踐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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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湘 文 化 • 關 懷 成 長

HEALTH CAMPUS, 
CARING ENVIRONMENT

Our school campus is a place filled with positive energy. Students and teachers express 
their gratitude towards one another through morning assembly sharings and presentations 

and work together on a host of on- and off-campus school activities. Through "Appreciation 
Education", we are successfully instilling in students the right values and a positive attitude, 
as well as training them for leadership positions in society.

• 本校多年來採用「訓輔合一」方案，建立和諧校
園。推動賞識文化，在師生之間建立互相欣賞的

風氣，宣揚關懷、友愛的待人接物態度，培養純

樸學風。曾獲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及教育局頒發

「關愛校園獎」。

• 本年度校園主題為「尊重與承擔」，透過早會分
享、周會講座等活動協助學生建立責任感和人際

相處技巧。

• 除駐校社工和教育局心理學家外，增聘專業輔導
員，加強對學生的關顧。特為中一學生舉辦迎新

活動，讓學生及早適應新環境。透過「朋輩輔導

員」、「正能社」、「賞識大使」、「自我提升

獎勵計劃」等，推動關愛互勉的文化。

• 學生會、四社幹事會舉辦各類校園競技遊戲和體
育賽事，提升同學的凝聚力和歸屬感；設立「每

月之星」、「題名金榜」，表揚優秀的同學；每

學期嘉許獲「最佳進步」、「最佳學科名次」、

「最佳操行」的同學。

• 策劃及評估組設計問卷調查，瞭解學生需要；校
長及副校長每學期與各班代表舉行午餐會議，聆

聽學生心聲。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在各級策劃不同

主題的講座和活動，讓學生認清性向，明確人生

前路。

21

43

1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在禮堂舉行生涯規劃活動

2本校分批向學生派發由中國文化基金會損贈的 76000個醫用外科口罩
3邀請校外機構為全體中一同學安排「成長日活動」

4正能社舉辦「中一同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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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C RESPONSIBILITY, 
DIGNITY AND NATIONAL PRIDE

公 民 教 育 • 立 德 樹 人

We are shaping future leaders of 
society. Our teachers organize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to help nurture in 
students a national identity and pride in 
our Chinese heritage, in turn helping foster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ou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 透過早會、周會、聯課活動等，培養同學的
公民意識，灌輸正面價值觀。與校外機構合

辦各類德育活動，例如平和基金「全港青少

年預防運動賭博」計劃、禁毒基金「參與體

育、拒絕毒品」計劃、廉政公署「全城，傳誠」

中學參與計劃、聖雅各福群會「品格及正向

培育」計劃、信義會「生命探索」教育計劃

等等，另有反濫藥、反吸煙、網絡安全等教

育活動。

• 每年參加「公益金便服日」、「紅十字會捐
血日」、「仁濟賣旗日」及多項義工活動，

培養同學服務社區、貢獻社群的精神。

• 教育同學關心國情，每月舉行升旗禮，由校
長、老師發表主題演講。透過講座、參觀、

遊學團等活動，加強同學對國家發展的認識。

1

4

2

3

1透過話劇活動宣揚肅貪倡廉資訊

2透過周會教育同學注意網絡欺凌問題

3每年由全校同學選出學生會內閣

4本校《品德教育及公民素養》小冊子計劃入選仁濟醫院

「第二十二屆德育及公民教育獎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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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provide a universal education that 
gives our students contact with an 

ever-changing world through overseas 
study tours and excursions. 
Our students benefit from a diversified 
learning environment. We have travelled 
the world from China to Singapore & 
Malaysia, from England to Australia & New 
Zealand.

• 透過常規課程及聯課活動，協助同學累積「其
他學習經歷」(OLE)，豐富學生在體育、文藝、
德育、與工作相關經驗等方面的體驗。又善

用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關愛基金等，安

排遊學活動，讓同學認識各地人情風俗，培

養自立精神，建立世界視野。

• 每年均舉辦多個遊學活動，同學的足跡遍及
英國、澳洲、法國、紐西蘭、韓國、新加坡、

北京、上海、西安、南京、內蒙古等地。

2

4

3

5

1 哈爾濱長春歷史文化探索之旅
2 基本法大使培訓獎勵計劃北京鄭州學習團
3 仁濟貴州旅學團
4 同學在「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奪得銅獎，獲邀參加北京訪問團
5 學生會到澳門交流

1

遊 學 世 界 • 開 拓 視 野

CROSSING OCEANS 
WE BROADEN OUR HORIZ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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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位同學入選香港手球

青年代表隊，遠赴瑞典

比賽

2辯論隊獲香港青年動力

協會第八屆思辯盃亞軍

3田徑隊在香港校際越野

比賽獲得佳績

4交通安全隊獲 2019-20
年度總監特別嘉許獎狀

項目 獎項

2019「傳承的力量：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標語創作比賽 中學組一等獎

觀塘區分齡田徑比賽 女子 FC組 1500米第一名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比賽預選賽 一等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初賽 一等獎

2020年度香港交通安全隊獎學金 得獎者

香港交通安全隊總監特別嘉許獎 得獎者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第二十四屆全港學界對聯創作比賽 中學組冠軍

全港中小學生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周年知識競賽決賽 中學組冠軍

香港教育城中文狀元挑戰計劃 (2019/20第一期 ) 高級組「中文狀元」

尤德爵士獎學金 2019/20 得獎者

全港抗疫正能量英文標語創作比賽 亞軍

全港中學生 VPET推廣挑戰賽 2020 最具創意大獎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辦公室明日之星獎學金 得獎者

「認識憲法、《基本法》──與法治同行」全港中小學標語創作比賽 2020 亞軍

停課不停學──環境生態文化網上學習課程獎勵計劃 2020 金獎

學生在全港多項比賽表現優秀，部分獎項如下

We provide a quality education for talented students, consistently winning awards in 
prestigious competitions in prose reading, writing, drama and sports. We are always 

looking for different opportunities to cater to changing trends and to realize the potential of 
each and every student.

• 特設資優教育組，發掘同學潛能，培養領導能
力。聘請專業人士教授課程，培訓同學在全港各

類比賽中奪取佳績。提名同學參加傑出學生選舉

和申請獎學金。

• 每年選舉學生會，四社幹事，孕育民主精神和公民
意識，培養同學在領導、策劃、協作等多方面的能

力。藉各體育隊伍和制服隊伍的訓練，培養同學的

強健體魄和堅毅精神，磨練力爭上遊的鬥志。

21

43

ADVANCING THROUGH 
BALANCED DEVELOPMENT

均 衡 發 展 • 培 育 精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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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精英合唱團獲邀在「西貢區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 70年酒會」表演

2 在農曆新年迎春活動安排中樂表演
3 精英合唱團在「西貢樂韻悠揚音樂會」上獻唱
4 步操管樂團、風笛隊獲邀參加「西貢區各界慶祝
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綜藝匯演」

1

2

4

3

With "One Student One Music" Scheme, our school music has developed to a well-
established scale inclusive of the Harp Ensemble, Bagpipe Ensemble, Handbell Ensemble, 

Marching Band, Symphonic Band, Chinese Orchestra and the Elite Choir. Organizing the 
very first Hong Kong school "Scottish Bagpipe Tour", we aim to enrich our school Pipers 
by studying at the Royal Conservatoire of Scotland. Our Bagpipe Ensemble has won the 
Grand Prize and two championships in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Youth Asian Marching 
Band Festival. Being the very first School Harp Ensemble established in Hong Kong, we 
were overjoyed to be assisted by the French Consulate in our "Tour of France in-depth Harp 
studies" We have also had many music exchange programs with overseas organizations such 
as Australia, Canada, China, France and South Africa to enhance our students' music talents 
and broaden their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本校自 1999年展開「一人一音」計劃，讓學生有機會學習聲樂以及中、西不同類型的樂器，藉此提升
學生的審美情操、專注力與創意。本校樂團隊甚具規模，包括豎琴隊、風笛隊、手鈴隊、步操管樂隊、
西樂團、中樂團、精英合唱團等，經常獲邀於大型活動中表演，並獲外界高度評價。本校是全港第一所
學校舉辦「蘇格蘭風笛之旅」，安排風笛隊遠赴蘇格蘭皇家音樂樂院及國家風笛學院，跟隨頂尖名師學
習風笛及交流文化，並在蘇格蘭皇家音樂樂院表演。及後風笛隊在香港國際青年亞洲步操節錦標賽勇奪
風笛步操隊全場總冠軍及其他兩項冠軍。本校也是全港第一間開辦「豎琴隊」的學校，受到外界的注視。
在法國駐港澳總領事館、法國文化協會、法國旅遊局的支持下，本校邀得世界知名豎琴音樂家貝琳教授
到校舉辦記者招待會。後來本校舉辦了「豎琴法國深造之旅」，安排學生遠赴巴黎，跟隨貝琳教授學習
豎琴，並在法國巴黎高等音樂學院表演。我校音樂團隊更先後與澳洲、加拿大、蘇格蘭、法國、內地、
南非的學生進行音樂交流，互相切磋演奏技術，藉此開拓國際視野。

NURTURING AESTHETIC SENSITIVITY AND 
PURSUING CONTENTMENT THROUGH MUSIC

非 凡 樂 藝 • 曲 韻 怡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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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discover their talents and 
strengths through a wide range of 

challenging co-curricular activities in 
the areas of music, art and sport. Richly 
rewarding experiences are achieved by all 
involved.

• 本校共設有 34個聯課活動小組，涵蓋學術、
興趣、體育、制服隊伍與社會服務五大範疇，

配合課程，讓同學全方位發展個人潛能。

• 透過籌組學生會、舉辦社際比賽，讓學生學
習群體協作技巧，提升領導、統籌、策劃、

解難等能力，建立自信。

1 聖誕天才表演讓同學大顯身手
2 中一級旅行，參加山野歷練活動
3 童軍行山活動
4 學生會每年舉辦多項活動
5 本校壘球隊屢獲殊榮

4

2

35

1

聯 課 活 動 • 啟 迪 潛 能

EVERY ACTIVITY IS A 
LIFE-WIDE LEARNING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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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our school, 
a great emphasis has been placed on 

parent-teacher relations. Many parents 
volunteer to help collect reply slips and run 
health checkpoints. Such strong bonding 
between the school and parents is unique.

• 本校法團校董會設家長校董，鼓勵家長參與
校政決策 ;家教會委員由全體家長選出，傳達
家長心聲。李美蓮家長校董曾在「2014香港
十大傑出家長」選舉中獲選為「十大傑出家

長教師會領袖」。家教會在 2014年獲家校合
作事宜委會頒發「Q嘜認證」嘉許證書，肯
定了本校家校合作的成果。

• 家教會成立家長資源中心，凝聚家長力量；
組織家長義工服務學校，減輕教師行政工作

負擔；編輯出版刊物，發布家校訊息。

• 家教會積極策劃活動，提供學生福利，包括
中秋節派月餅、春節水仙花義賣、舊書買賣、

資助暑期課程及海內外遊學計劃等。另策劃

多項家長教育及聯誼活動，包括專家講座、

境外教育考察活動、親子郊遊、中秋節聚餐、

燒烤晚會等。

1 家教會委員和義工在聖誕聯歡日向學生送上糖果
2 社工麥博士主持「如何支援初中學生學習」家長教育講座
3 家長校董選舉點票
4 家教會委員和義工在農曆新年向全體師生派發糖果利是

1

4

2

3

家 校 同 心 • 造 福 學 子

A BLOSSOMING
FAMILY-SCHOOL PART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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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Our students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social work. They help bring joy and knowledge to senior 
citizens in the "Elder Academy" programme. Furthermore, senior-form students serve our 

community through 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 (OLE) sessions.

• 本校重視服務社群，早於 2007年成立「華湘長
者學苑」，為長者開辦烹飪、電腦、唱歌、粵曲、

遙控車、水仙種植等課程，由本校老師和同學教

授。

• 在聯課活動內設社會服務類別及制服隊伍，鼓勵
師生投入義工服務。每年參與不同機構舉辦的義

工活動，服務有需要人士。2019年，獲義工服
務金獎的學生達 22人，獲銀獎 39人，獲銅獎
87人。

• 鼓勵學生透過「其他學習經歷」(OLE)服務社會；
每年參與公益金便服日、紅十字會捐血日、仁濟

慈善行及各項賣旗、義賣等活動。

1 長者學苑每年舉辦多項活動
2 修讀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的同學定期參與義工服務
3 全體教職員出席仁濟慈善行
4 正能社與香港髮型師協會在學校舉行義剪日

2

1

3

義 工 服 務 • 貢 獻 社 群

VOLUNTEERING
BUILDS OUR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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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co-operate and share ideas on 
new teaching methods with local 

and overseas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o 
enhanc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Close 
contact with other schools is maintained 
through video conferencing and regular 
campus visits.

• 本校教師專業發展委員會每年就不同範疇策
劃教師進修交流活動，提升專業水平。過往

曾組織全體教員到新加坡、台灣、上海、深

圳等地考察。各科每年舉行兩次同儕觀課，

亦安排參與進修課程的同事在校內分享成果。

• 本校積極與海內外學術機構建立合作關係，
定期交流互訪，吸收先進教育經驗。每年接

待來自不同地區的教育團體。合作夥伴包括：

北京醫學院附屬中學、上海市七寶中學、上

海市回民中學、深圳市麗湖學校、深圳市新

安中學、深圳市文匯中學、廣州市第二中學、

廣州市天秀中學、湖北省宜昌第七中學、新

加坡南華中學、馬來西亞沙巴崇正中學等。

32

5

1 特首林鄭月娥女士到本校瞭解學生網上
學習情況

2 接待貴陽一中普瑞國際學校師生
3 香港青聯科技協會理事李德豪博士到本
校商議「STEM航天教育課程」

4 本校與多間國內、臺灣專上院校締結合
作關係，為畢業生提供升學資訊

5 廣東省鬱南縣教育局同寅來訪

1

4

同 儕 協 作 • 專 業 交 流

EMBRACING CHANCES 
FOR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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