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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高永泰校長
在中國曆法中，六十年是一個甲子。過去六十載，筲箕灣官立中學無數的校長、老師、職工、學生，默默地為
學校付出，以青春為學校添上繽紛色彩。六十年的時光若與許多歷史悠久的學校相比，或許恍如白駒過隙，然而我
深信這些共聚的時光卻承載了筲官人的信念：一種堅持追尋知識與自我完善的精神。2021年作為這六十年的一個小
總結，因應疫情等問題，對很多人而言，這並非美滿的一年，
但在這年裏，我們攜手跨過重重難關，呈現出筲官人面對逆境
的態度：堅持理想、靈活和把握機遇。
面對疫情，對於本屆中六同學而言，絕對是不容易的一
年。自中五起，授課模式時有變換，學生的自學能力及主動性
備受考驗。好不容易待到中六畢業試，他們又遇上強制檢疫，
倍添困難。這群為了在公開考試中全力拼搏的考生，踏上較其
他人更艱難的征途。令人欣慰的是這屆畢業生可迎難而上，努
力備試，懷著信心應考，展現出無比的勇氣和毅力，絕對值得
自豪。除了學生的努力，值得一提的是輔導主任在檢疫期間縱然身在檢疫中心，仍不忘與學校社工合辦一連八天的
「筲官打氣台」。由農曆新年除夕至年初七，兩位社工每日預備節目，向同學傳達暖意及關懷，展示逆境自強，臨
難不懼的精神。
疫情之下，傳統的授課形式不再，教職員團隊克盡厥職，適時調整教學策略，務求讓學生的學習進度不受影
響。老師絕非把課堂照搬到網上，而是把握機遇，靈活運用各種電子科技，例如應用學習管理平台、網上討論、即
時分享、學生互動、功課評改的功能和虛擬考察等。待到恢復面授課堂後，老師善用科技，將網課的技術引入面授
課堂，增加課堂互動及學生的參與程度。同學亦表現出靈活的一面，努力適應各種教學模式，拒絕讓疫情成為窒礙
學習的藉口。這種靈活變通的心態，正是多年來筲官人才輩出的原因。
此外，我們亦適時推出各類活動及學生支援措施，為平淡的校園增添活力。課外活動組、STEM學習組及學生
支援組等因應疫情變化，善用學生回校的時間或下午時段，為學生安排實體或網上活動，豐富他們的校園生活。
同時，為舒緩學生因疫情減少人際聯繫而引起的壓力和焦慮，主要關注事項二團隊為各班舉辦「積極樂觀•情緒管
理」藝術表達及紓壓工作坊，透過各種藝術模式，使學生從中建立自信，將擔憂轉化成動力，確立目標，為未來繼
續奮鬥。
有人說人需要鑑古知今方能進步，也有人說歷史是由人來創造。六十年來筲官人共同經歷的風雨，造就了筲官
人值得自豪的價值觀，正是歷代筲官人堅守崗位，在不同領域上默默付出，締造了筲官輝煌的歷史。感謝為學校創
造歷史的每一位，亦期盼更多筲官人同心協力，繼往開來，再創下一個甲子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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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一）

本學年是學校「關注事項
一」三年發展計劃的最後一
年，主題為「推動自主學習，
盡展學生潛能」，目標包括深

化學生的自學能力和優化教學技巧以提升自學成效。為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習慣，各科組為
學生設計了不同類型的備課材料，包括工作紙、網上視頻和閱讀材料等，讓學生在課堂前完

「氣 候變 化」 學校 講座

成備課。此外，為加強學生的學習技巧，學校為中一學生舉辦了「筆記編寫技巧課程」，以
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學校亦積極推動閱讀風氣，除了各科組老師為學生預備不同的
網上閱讀材料之外，學校更提供了各類型的電子書資源，例如香港教育城e悅讀學校計劃、
HyRead電子書平台及Kindle電子書，供學生於課餘閱讀及在圖書館內借閱，以提升學生的
閱讀層面和興趣，鞏固知識，深化所學。
雖然受疫情影響，各科組仍協力為學生籌辦各類型活動，例如英文科的辯論比賽及工作
坊、中文科的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香港賽區）、地理科的全港中學生實地考察報告比賽、

實地 考察 報告 比賽

經濟科的金錢管理大挑戰──才德兼備理財動畫劇本創作、視覺藝術科的電子插畫網上講座，及STEM教育的「氣候變化」學校
講座和「電路世界工作坊」等等。此外，通識科亦於3月期間安排了中四及中五學生參觀高等法院，以活動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拓闊他們的眼界。本校來年亦會繼續透過不同類型的學習活動，以幫助學生培養自主、終身學習的能力。

關注事項（二）

「感恩珍惜，積極樂觀，勇闖挑戰」是我校三年發展計劃中
最後一年的主題。目的是培養學生以正向的價值觀及積極樂觀的
態度，面對學業及人生中種種的挑戰，並能以堅毅勇敢的精神，
克服困難，向目標奮進。全校各組別圍繞這主題，設計多元化的
活動，以期達至學生身心健康的目標。

每循環周的生命教育課為各組別提供平台舉行講座、活動去營造正向環境，從而培養學生
正向價值觀。
輔導組舉辦「禪繞畫」工作坊，透過靜觀活動及繪畫禪繞畫，讓學生學懂減壓方法，從而
全民 國家 安全 教育 日

提升正面情感。輔導組安排中三、中四同學參加「賽馬會逆風跨代計劃2.0」，透過與社會上
不同背景的逆風領袖的交流及經驗分享，有助提升學生的抗逆力，勇敢面對困難，建立正向的
人生態度及個人目標。學生支援組舉辦「小天使」計劃，建構互愛互助的氣氛，使同學更了解
別人的困難及需要；設立「正向我的心靈花園」，讓同學透過種植花卉，培養愛心及自信。
本組與其他學習經歷組及輔導組為中一至中五級學生舉辦的「積極樂觀•情緒管理」藝
術表達及紓壓工作坊，透過多元藝術創作及表達，提供機會讓學生探索及認識自我，從而幫
助學生舒緩壓力，應對學習及生活上的不同困難。

傑出 校友 講座

在中六同學檢疫隔離期間，輔導組為同學舉辦了「筲官打氣台」，每晚以不同主題形
式，包括朗讀家長、校友及老師的鼓勵說話，邀請嘉賓分享電影、減壓等話題，點歌為同學
打氣等，讓同學知道他們並不孤單，得以舒緩情緒及壓力。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透過「國家憲法日」及「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的各類活動，提升學
生對《憲法》與國家安全的認識，加深同學對中國國情及發展的了解，讓學生明白到認識和
尊重《憲法》和《基本法》對大家的自身和香港的長遠發展的重要性。
生涯規劃組透過多元的活動，包括舉辦升學講座、自我認識工作坊、中三選科支援
等，讓同學了解自己的能力，及早為升學及就業作好準備，更好地規劃自己的人生方向。
過去三年，有賴各科組同事齊心協力籌劃多元化的活動，讓筲官的同學在繽紛多采的
校園生活中，學懂感恩珍惜，並以積極樂觀的態度，勇敢面對困難和挑戰。期望在下一個
三年計劃中，在師生携手同心下，筲官學生能綻放異彩，更顯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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筲官 打氣 台

學校活動

60周年校慶
本校自1961年創校已踏入六十載，為紀念這個
重大的里程碑，六十周年校慶籌委會於本學年籌辦
了一連串精彩活動，讓全校師生、校友、家長一同
慶賀，以凝聚向心力，加強對學校的歸屬感。

標語設計比賽
中文科與英文科在2020年12月底舉辦「60周年校慶標語設計
比賽」，讓學生藉撰寫標語表達對學校的祝願。其中高中組冠軍/
總冠軍作品經「六十周年校慶籌委會」成員評審，成為60周年校

標誌設計比賽

慶標語。得獎作品如下：

獎項

作品

得獎學生

「育良才柏架山下迎甲子，
共飛越鯉魚門上耀百年。」

1B 劉芷恩

“Sixty years on, Spirit of
SGSS goes on.”

3B 張震南

「真理弘揚六十載，
薪火相傳育英才。」

6D 黃柏熙

“Sixty years of dedication and
enlightenment, Nurturing tomorrow
leaders with care and commitment.”

6D 何展熙

視覺藝術科與學生會在2020年11月底合辦了
「60周年校慶標誌設計比賽」，比賽主題緊扣「自
主學習、正

初中組
冠軍

向思維、筲
官情、未來
遠景」。學
生會以網上
投票形式讓
全校學生參與投票，最後3D班王琛瑜同學的作品榮
獲初中組冠軍及總冠軍，成為60周年校慶標誌。

高中組
冠軍
總冠軍

樓層設計
主樓梯圍繞校慶主題佈置：一樓的主題是「六十週年校慶60th

花圃設計
在學校花園的花圃，我們利用植物砌出「SGSS
60」字眼，不但具代表性，也為校園增添了藝術色

Anniversary」展示60週年校慶的得獎標語和標誌；其他樓層則展
示學生的畫作，二、三樓的主題是「我的校園Our School」；四
樓的主題是「我的社區Our Community」；五樓的主題是「我的
人生Our Life」。

彩。而在花圃旁邊，將擺放永久性雕塑，包括海豚和
60週年校慶標誌。為了讓學生攜手佈置校園，暑假期
間將會舉辦六十週年校慶彩繪及環保玻璃珠拼砌雕塑
工作坊。學生將參觀公共空間的雕塑作品，並由專業
藝術導師教導學生利用環保玻璃彩珠等物料，在海豚
雕塑上拼貼繪畫圖像。

「物華依舊 甲子筲官」考察計劃
為研究學校與筲箕灣的關係，中國歷史科組織學生參與研究相關歷史的計劃，訓練及培養學生的治學能力，加深他們對學校
及社區的認識。5位中四學生（4B 許詩怡；4C 周星羽、施嘉欣、葉凱琳及蕭呈謙）整理研究成果，並製成影片，片中將筲官的歷
史劃分成六個年代，再從不同年代挑選一件物件，講述背後的歷史故事，增加觀眾對筲官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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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校友講座
2021年3月21日舉行了「感恩珍惜 勇闖挑戰」60週年校慶傑出校友講座。當日邀請了兩位校友：陳巧鶱女士
（營運舞蹈教室）和區曉澄女士（營運舞台劇化妝及戲服創業者）到校與同學分享昔日校園生活點滴及現職工作的苦
與樂，勉勵學弟妹於中學生涯為未來職業作出規
劃，追求不一樣的人生。她們還推介了一本對自
己人生具正面影響的書本及勵志金句，鼓勵同學
為未來作好準備，面對挑戰，勇闖難關。

校慶活動啟動禮暨嘉年華
2021年5月18日，「校慶活動啟動禮暨嘉年華」圓滿舉行。當日承蒙本校傑出校友、
香港理工大學鍾士元爵士精密工程教授、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糸精密工程講座教授及副系
主任、香港工程科學院院士容啟亮教授擔任主禮嘉賓，學校管理委員會委員、教育局總
專業發展主任殷見歡女士及家長、校友代表撥冗蒞臨，分享喜悅。當天活動以Zoom形
式進行直播，讓全球校友、現場嘉賓、學生齊參與這項盛事。嘉賓首先於學校花園見證
高永泰校長進行花圃栽種完竣儀式，然後，嘉賓移玉步到禮堂進行60週年校慶活動啟動揭
幕禮，期間播放了校友、家長們預早拍攝的祝福語短片。最後由校友會主持全球校歌合唱，世
界各地校友心連心，齊聲高唱校歌，激動人心。禮成後，嘉年華隨之開始，禮堂及有蓋操場共設置了13個不同學科和
活動小組的攤位，讓同學透過玩攤位遊戲，以集印形式贏取精美禮物，寓學習於遊戲中，其樂無窮。

校慶紀念口罩
除了一系列慶祝活動，學校特意訂製校慶紀念口罩派發
予師生。口罩設計獨特，表層印製學校名稱、校訓及校慶標
誌，口罩盒上也印有校舍圖、60周年校慶標語及標誌等，極
具代表性。校慶紀念口罩既能防疫，又可以在校慶活動中統
一使用，予人整齊劃一之感，更可增加師生、校友、家長對
學校的歸屬感。

校慶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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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日期

活動

日期

藝術表達及紓壓工作坊
校慶藝術創作作品展覽

7/2021

設立校史資料館

7/2022

第二屆球類錦標賽──豚球匯

7，14，21，
28/11/2021

校慶綜合表演

7/2022

校慶花圃雕塑樹立儀式

11/2021

校慶晚宴六十周年聚餐──大豚聚

12/2021

出版校慶紀念特刊

9/2022

學校活動

第五十五屆周年頒獎典禮
第五十五屆周年頒獎典禮已於2020年11月27日（星期五）圓滿
結束，承蒙本校校友、雋思人才及商務顧問有限公司常務董事黃錦沛
太平紳士蒞臨擔任主禮嘉賓，學校管理委員會委員及教育局總專業發
展主任殷見歡女士撥冗親臨授憑。
典禮開始，先由高永泰校
長致歡迎辭及報告校務，然後
由嘉賓頒發獎狀予獲獎生。得
獎學生在嘉賓、家長、校友和
師生共同見證下依次上台領
獎，接受殊榮。
授憑後，由主禮嘉賓黃錦
沛太平紳士致訓辭，黃先生以自己的經歷勉勵同學用功學習，努力裝
備自己，還要懂得把握機會，勇於嘗試，抱着永不放棄的精神，以實
現夢想。黃先生的一番訓勉令同學終生受益。
在總領袖生致送紀念品予主禮嘉賓後，便是柳琴獨奏及弦樂小組
合奏表演，樂韻悠揚，在歡愉的氣氛下，頒獎典禮圓滿結束。

筲官送暖行動
本校於2月4日晚上接獲衞生防護中心通知一名中六學生初步確
診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學校迅速將2月5日及6日兩天考試取消，
並將學校的農曆年假提前於2月5日開始。及後，衞生防護中心於2月
8日擔心校內環境有傳播風險，有參與
考試的130名中六生以及教職員等需
要送往隔離檢疫。
在2月11日，高校長、何副校
長、陳副校長及周慧玲老師代表校方
及家長教師會特意在農曆年三十，向
身在檢疫中心接受隔離的師生送上心
意祝福包，為同學打氣送暖。心意包內附由家長悉心選購的零食及校方送贈的文具和防疫物
資，教育局更藉慰問卡向中六級同學送上勵志語句：
「疫症不會持久，但當中煉就的意志，卻可終生受用。」
東區民政處得悉學生須隔離後，為表達關懷，主動聯絡校方，亦預備了禮
物包，內有水果、乾果小吃、零食及口罩等，在農曆年三十為中六級同學及教
職員帶來暖意。此外，在去年11月到訪我校的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李美嫦女士，
亦特意致函勉勵中六同學。
在隔離期間，輔導組除每晚舉行「筲官打氣台」外，於2月18日，輔導組
及學校社工舉行「正能釀」Live 打氣音樂會，邀請九龍青年商會「正能釀」樂
隊擔任嘉賓，與本校校友即場演唱。在中六級同學的最後隔離夜，為他們帶來
一點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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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為了提升學生對國家安全的了解，本校於4月15日舉行全民
國家安全教育日，活動非常豐富，包括升旗禮，觀看「國家安
全，你我要知」有聲故事繪本，展出本校國家安全校園壁報設計
比賽之作品及參加「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網上問答比賽。

學生觀看關於國家安全的短片

在課室貼上由行政長官辦公室送贈
有關國家安全的海報

本校國家安全校園壁報設計比賽的
作品及負責設計的學生

學生正聚精會神參加「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網上問答比賽

學生排列井然參與升旗禮

中六惜別會
本校於3月11日為中六級同學舉辦惜別
會，讓學生回顧並反思在校六年的經歷，所
有老師亦為中六同學打氣及送上祝福，讓學
生感受到學校、老師與家長的關愛，明白到
縱然面對疫情和公開試雙重考驗，仍有人與
他們同行，鼓勵他們走得更遠。
活動首先有教育心理學家何梁雋寧女士
的講座，講題為「最後的一課」，再由高永
泰校長向中六學生致臨別贈言及勉勵他們。
接著播放中六各班的校園生活片段，學生亦
藉此機會感謝學校和老師。
最後，為關注事項二工作小組、輔導
組、學生會、舞台組聯辦之「心願『星』空
氣球活動」。由中六班代表輪流以一分鐘道
出心願，其後將同學的心意卡置於氣球上，
然後將氣球升到禮堂半空，祈願所有同學的摘星心願及其他夢
想皆可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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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發展

「中一中文優化課堂」
本校中文科與特殊教育需要組為了提升教學效能及照顧學習多樣性，故於
本學年3-5月進行了「中一級中文優化課堂」。
本科組透過跨界別合作，運用融合教學量表的教學策略，配以電子教學模
式，並在校本教育心理學家、中文科科主任、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下稱
「統籌主任」）協作下，與中一級中文科老師透過共同開會、統籌主任開放課
堂、同儕觀課及課後分享，讓中一級老師共同學習，達致優化課堂。
在開放課中運用了融合教學策略，如視覺化的教學目標及教學流程，配以

電子教學去教授「感官描寫」這個課題。老師先讓學生於課前預習，課堂中善用分層工作紙、分組活動及協作討論等來推展
課堂。課後，中文科科主任、統籌主任與觀課老師作同儕分享，並由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提供專業意見，供科組老師參考。在
4-5月，其他老師樂於運用相關教學策略於課堂中，同儕上下一心地參與及互相學習。
在「優化課堂」完結後，本科組收集各班學生的課後問卷，相關數據證明了「優化課堂」能照顧學習多樣性，讓學生專
心學習，各人皆能完成任務，投入課堂，學生獲益良多。

中文辯論學會
本校中文辯論隊參加由聯校經濟學會
舉辦的「第十六屆聯校經濟辯論比賽」，
經過多場激烈比賽，最終成功進入決賽，
與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爭奪冠軍。是次辯
題為「香港福利政策失敗」，在雙方舌劍
雄辯之下，本校辯論隊憑著各位辯員出色
的辯才，榮獲冠軍殊榮。參加是次比賽的
辯員名單如下：6B 洪銘財、6B 吳晉祺、
6B 吳榮燊、5B 梁健芝、5D 劉潤森 。
本校辯論隊除了在多項校外比賽有出
色表現外，在校內亦舉行語言能力培訓
班，讓一些對辯論有興趣的學生能學到初
步的辯論技巧。本年度辯論隊與四社合
辦社際辯論比賽，決賽將於試後活動日進
行，增加學生的切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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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spiring English Open Lesson
   The English Department is committed to the
enhancement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and the promotion of reading culture at school. With this
belief, we have joined an inter-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s learning circle called ‘Read Life in Drama’ since
2019. On 11 May 2021, Mr Tam conducted an open
lesson for 12 English teachers from 6 other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s and the teachers from our school.
   Mr Tam adopted ‘parental love’ as the theme of
the lesson, which was based on the S2 reader The
Curious Incident of the Dog in the Night-time. It aimed
at promoting the importance of loving mothers and
introducing debating skills to the students. He made
use of some beautiful songs, asked the students to
write mini-debate speeches in groups and conducted
a mini-debate in which they argued whether the main
character’s mum is a good mother. The guests highly
appreciated the tailor-made teaching materials. They
also praised the students for their good collaboration
ability and active participation.

2D SHI Shan-shan
I think the experience of debate is novel to me and it
made me feel excited. I was overjoyed about it, although I was
very nervous at that time and this is what I need to improve. I
particularly like the debating demonstration video. I am happy I
had a chance to take part in a mini-deb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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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學術發展

本校的STEM 教育着重加強學生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透過思考和實踐解決問題，發揮他們在科學及科技方面的潛
能，提升創意思維。

電路世界

數字遊戲‧潛規則

2021年3月3日，本校中一及中

本校37位中一學生參加了「數

二級學生通過Zoom平台參與電路世

字遊戲•潛規則」工作坊。工作坊

界工作坊，學生利用銅貼及LED燈泡

透過輕鬆手法及多類型示範，讓學

製作電路心意卡，學習電學原理，了

生體驗機會率及遊戲策略如何改變

解電路應用。此外，學生更發揮無限

一個人的決定，從而獲得最理想的

創意，在心意卡加上不同裝飾，再把

結果。通過工作坊，學生認識到日

心意卡送予老師、父母或朋友，給他

常生活中所做的決定，亦會應用到

們送上祝福和關懷。

不同的數學理論。

水底機械人工作坊
在2021年4月11日，本校有5位中一至中三同學參加
了由香港科技大學主辦的水底機械人工作坊。透過簡單的
實驗，學生學會了浮力、重心、影響推動力因素和防水知
識。學生表現積極，期望能運用學到的知識設計獨一無二
的水底機械人，以參與7月舉行的水底機械人大賽。

港鐵社區畫廊
港鐵自2000年起，陸續於多個站內設立
「社區畫廊」，展出本地社區的藝術作品，包
括車站附近學校學生的畫作及非牟利團體藝術
家的創作等，讓不同人士有機會展示其創意作
品，融入社區。本校於4月1日至30日期間，
在柴灣站展出6位同學(4B 衛熙荍、4C 王惠
琼、4C 陳慧恩、4C 張允曦、5C 楊樂霖和
5D 陳卓欣) 的原創作品，作品包括工筆畫及
塑膠彩畫，讓同學們可以一展才華，亦可欣賞

通識科：校本支援

他人的作品。

本校通識科參與教育局校本支援服務──專業發展
學校計劃，以「媒體素養」作為課程發展重點，設計校
本課程於中四部分班別推行。
校本課程從「判識資訊，生活素質」角度切入，講
授媒體的定義、種類及功能，並善用Zoom的分組討論
功能提升學生協作學習技巧，培養學生的資訊素養及明
辨性思考能力，從而成為有識見和富責任感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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嶄新本地考察遊 實時互動樂優悠
本校中史科、地理科、歷史科、生活與社會科、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最近利用嶄新科
技進行了「香港的前世今生」實時考察活動，讓學生足不出戶，就能親歷其境，發掘歷
史景點的奧妙。
中二級學生考察中山史蹟徑，讓學生認識孫中山在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初年於香
港進行反清革命的活動，有助學生認識國家與香港的密切關係，加強學生對國家的歸屬

中二活動照片

感。考察過程中，學生可利用Google Form問卷及網上聊天室，與現場考察者互動，達
致實體考察的效果。
中四及中五級的學生則對屏山文物徑進行考察研究，探索鄧氏家族於香港定居的史
事，追溯香港傳統及與國家的聯繫。此外，為協助學生掌握考察技巧，教師於考察前講
授對歷史文物遺蹟的觀察、分析和蒐集資料的方法，學生分組搜集相關資料。考察後，
學生需進行分組滙報，再由教師指導分辨資料真確性和可信性的技巧。

中四及中五級活動照片

受疫情影響，不少學會的活動都受限聚令的影響而未能成功
舉辦。有見及此，本年度的地理學會一改以往的傳統模式，嘗試

地理學會

透過網上社交平台，讓學生安坐家中就能參與考察活動，這有助
網上地理考察：東平洲

鞏固課堂所學，並提升學生對地理科的興

趣。本會先派員到實地拍攝取材，再加入聲音講解，並配合後期的剪
接，分別將東平洲和蒲台島上的岩石特徵、風化過程和海岸地貌，呈現
在學生眼前。

「瞬間看地球」照片分享活動：
韓國

地理學會團隊

此外，地理學會亦推出「瞬間看地球」照片分享活動，向學生介紹全球不同國家的自然和人文特徵，以擴闊學生的世界觀。當
然，本會也著重提升學生的知識，透過拆解「地理小知識」的難題，讓學生對棘手的概念有更好的掌握。

Reading to Learn

4B Leung Wing Yu

It is my honour to have received an award in the Senior Secondary (English) Category
為響應4月23日「世界閱讀

in the "4.23 World Book Day Creative Competition" organised by the Hong Kong

日」推度閱讀文化，香港公共圖

Public Libraries. This competition has helped me find my life goals, and I have become

書館以「探索閱讀新領域」為主

a more confident person as a result. I am able to handle complicated tasks patiently.

題，舉辦2021年「4．23世界閱

I want to have more time to read and learn about new things. It is important to enjoy

讀日創作比賽」，4B 梁詠渝同學

reading. If you only read for the sake of fulfilling your teacher’s requirements, reading

以 “New Frontiers of Reading:

will become boring and monotonous. You may miss the opportunity to enjoy the fun of

From Self-Recognition to
Success” 為題，奪得高中英語組

獎項，作品全文可見於圖書館的
網頁，以下是她的獲獎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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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Reading the same book a decade apart could be a very different experience.
Now, I read in my leisure time every day, believing that I can gain more knowledge.
My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have become better. I start planning my future, set
achievable targets every month, and try to in achieve my life goals even though they
are difficult. I do benefit a lot from books, so I keep reading every day.

全人發展

學生輔導組

「積極樂觀 ‧ 情緒管理」藝術活動賀筲官
過去一年，學生面對疫情以及學習形式上的轉變，身體及心靈都需要得到滋養。為提升學生正面價值觀
並建立積極樂觀態度，以及慶祝六十週年校慶，本校關注事項二小組聯同其他學習經歷組及輔導組，為中一

枝及
同學 利用 乾花 、貝 殼樹
樹葉 拼貼 而成 的花 畫

至中五各級學生舉辦「積極樂觀•情緒管理」藝術表達及紓壓工作坊。透過多元藝術創作及表達，提供機會
讓學生探索及認識自我，從而幫助學生紓緩壓力，在個人成長方面得到更全面發展。這次工作坊亦把握了3月
初放寬至全校三分一學生回校進行面授課的機會，安排了實體的活動環節，以達到更好的效果。
這次舉辦的藝術工作坊內容形式多樣，包括視藝、音樂、戲劇、陶泥及舞蹈動作等元素，並按各級學生
的情感需要在全校分級進行。在創意藝術治療師及社工的帶領下，每級每班學生各進行三節不同種類的藝術

充滿 動感 的戲 劇活 動

活動。如透過不同樂器，讓學生表達個人情緒﹔進行陶泥創作讓學生多了解個人內心世界﹔戲劇活動加強學

生團隊合作精神﹔藝術創作則讓學生釋放情緒﹔舞蹈律動讓學生舒展身心﹔不同的藝術形式有助學生表達情感及加強與人之間的連繫，在創作過
程中同時具備紓壓效果。學生透過多元的藝術方式獲得滿足感，有助紓緩情緖，並培養樂觀積極、正面的人生觀。
是次活動學生反應積極，大部分學生對活動整體感到十分滿意，認為活動有助紓壓。初中學生認為活動能加深對自我或同學的認識；而高中
學生則表示活動能加強同儕間合作及釋放負面情緒。評估數據亦反映學生在參加工作坊後，更懂得處理自己的負面情緒、學懂理解別人的感受，
並作適切回應。
藝術紓壓工作坊讓學生在繁忙緊張的學習生活中找到釋放壓力的機會，令情緒得到抒發，成功提升學生正面價值觀，培養積極樂觀的態度，
令學生更有信心面對將來學習時所遇到的各項挑戰。

學生感受
5D 陳小喬

5D 徐語安
整個活動中，我最喜歡的是舞蹈工

工作坊其中一天是陶泥創作。我們用一半

作坊。這項活動注重於利用肢體與同學

陶泥創作一件事物，再用另一半製作成容器。

進行互動，在疫情爆發後添上了一個

壓力是需要有位置盛載的。陶泥在製作時水份

久違的全體性活動。在社工的熱情感

被環境漸漸抽乾，需要額外的水濕潤，否則

染下，我們由剛開始感到的害羞、

就會出現裂紋，而休息和放鬆正正是紓緩壓

顧慮全然消散，同學們逐漸敢於發

力的最佳方法。透過工作坊，我重新檢視

表己見、投入活動中，這確是一

自己壓力的來源，以及消除它們的最佳途
徑，正是我們常常忽略的生活小事，家

大突破。

人和朋友；以及休息和放鬆。

4D 陳麒聰
在「藝術表達及紓壓工作坊」分
為視覺藝術與音樂兩個主題。我們嘗
試過觸摸粟粉去享受美妙觸感，並透
過演奏樂器表達出特定情境，活動
既有趣又新穎。同學能在各個環節
中好好放鬆，享受音樂及藝術的奇
妙之處，讓我們情緒得以紓緩，
人生觀變得更加正面！

3B 蘇泳淇
在三月的日子裏，我的生

2B 蔡恩祈

活就是不停在Zoom和上課中

學校安排我們參加了「藝術治療」活

渡過。在平實的日子中，我找

動，讓我們在學習的疲勞中得到解放。

利用陶泥及乾花創作 到了一點有趣的事情，就是參
的藝術作品

1C 魏朗程

我們玩了「鏡子」遊戲，有同學故意做

參加這次「積極樂觀．情緒管

加「藝術表達及紓壓工作坊」。這

出高難度動作，令其他人模仿不了，整

理」藝術表達及紓壓工作坊，過程有

個工作坊十分有趣，從中我體會到美術的

個課室充滿了笑聲。這次活動訓練了

趣好玩。工作坊分三日進行：「日

樂趣。透過看到同學們創作的作品，更加

我們隨機應變和團體合作的能力。令

與夜」畫作、拉繩和樂器演奏；在

了解他們的內心世界。這是一個很有意

我們獲益良多！希望下次也有機會

與同學說說笑笑中不知不覺地完成

義的活動。

「種菜」這幅畫，表達「粒粒皆

參加！

辛苦」的含義。

同學 聚精 會神 地製 作陶 泥

同學 互相 展示 創作 成品

音樂 活動

同學 利用 樂器 表達 不同 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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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逆風跨代計劃 2.0
本年度輔導組參加了由社創新動力舉辦的「賽馬會逆風跨代計劃2.0」，透過計
劃，以1對1的形式作配對，安排本校中三及中四級十多位學生與社會上的逆風領袖進
行互動活動，讓逆風領袖和同學分享寶貴的人生經驗，從而幫助同學訂立個人目標，
勇敢面對困難，建立正向的人生態度。
同學與逆風領袖合作完成活動

同學留心 細聽逆風 領袖的經 驗分享

小組活動 ：數字遊 戲

「賽馬會 逆風跨代 計劃2.0 」
畢業典禮

家長及老 師在畢業 典禮上
見證同學 成長

逆風計劃 ．走出迷 宮

逆風計劃 ．投球遊 戲

逆風計劃 鏡子活動

逆風領袖 與同學傾 談交流

解憂空間
輔導組參加了由香港青年協會主辦的Project STEP──青少年情緒健康計劃，招募了本校20位中四及中五級學生，他們
接受培訓後擔任情緒健康大使，在校內宣傳情緒健康訊息。情緒健康大使在嘉年華當天於有蓋操場設立攤位，讓學生透過各
項遊戲認識情緒健康的重要，學生亦可在心意卡上書寫鼓勵字句轉贈同學，互相打氣。此外，本校的215室成為解憂空間，有
情緒健康大使當值，內設各種設施供學生
使用，如有平板電腦(內置「解憂空間」
網上平台)讓同學了解個人情緒狀況，並
有解憂練習、書籍、遊戲卡以及多款桌遊
遊戲供學生使用，更設有舒適的沙發，帳
篷、地墊，讓學生能在繁忙的學習生活中
有一個舒展身心的空間。
解憂空間

開放 日同 學投 入參 與活 動

解憂帳篷
心意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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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氣貼紙

情緒健康大使在攤位內當值

全人發展

訓導組

訓導組在12月舉辦了4次
網上講座，共有50位領袖生
參加，講座主要講授處理衝
突的技巧，加強領袖生的溝通
技巧和解難能力，學生反應良
好。此外，亦與生命教育組合
辦關於「網絡欺凌」的活動，
協助學生建立正確使用網絡的
價值觀，培養同理心及提醒學
生避免將個人私隱公諸於眾。

本校其他學習經歷統籌組每年均會舉辦各類型活動，讓學生有機會接
觸更多課外知識，擴闊視野，藉此建立正確、積極的生活態度及價值觀，
亦希望能幫助學生紓減壓力。

其他學習經歷

賽馬會當代舞「賞‧識」教育計劃（2-4/2/2021）
本校參與賽馬會當代舞「賞•識」教育計劃，得到城市當代舞蹈團為中一
及中二級學生舉行一個網上實時互動直播演出，加深學生對現代舞的認識。活
動反應熱烈，大多數學生覺得表演輕鬆有趣，更盼望能在試後活動時可再次欣
賞當代舞表演。

速食時裝的背後（5/2/2021）
本校於試後活動期間，邀請香港公平貿易聯盟為中一至中三級學生舉行「速食時裝的背後」專題講座，藉此提升學生
對公平貿易的認識，使他們更明白公平貿易如何保障棉花小農和製衣工人面對的困境。當天學生踴躍回答講者的問題，獲
益良多。

向Z世代推廣可持續發展計劃（15/5/2021）
香港恆生大學為本校中一至中三學生舉
行「向Z世代推廣可持續發展計劃」的專題講
座，使他們明白可持續發展概念的重要，提升
他們對世界議題的關注程度。當天學生積極參
與網上班級比賽，結果如下:
冠軍：2D

亞軍：3A

季軍：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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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組
商校合作計劃活動後感
5B 鄭桂豫
我於2021年4月12至14日參加了商校
合作計劃活動，經過是次工作體驗，讓我
親身體會到中醫師的工作。我有幸能夠負責診療助理、參與跟診以及配藥等工作，既增長了我對中醫藥的認識，更令我了
解到投身醫護界所需的條件。如在配藥的過程中，份量必須準確，皆因些微的差異亦足以釀成大錯，我由此深深體會到處
事認真的重要性。是次工作體驗讓我開始思考個人生涯規劃，為將來投身職場作好充分的準備。

健康飲食週
健康及性教育組
聯同烹飪學會於5月
10日至14日舉行健康
飲食週，以提醒同學
健康飲食網上講座

疫情 下的 水果 日─ ─
同學 於放 學時 揀選 生果
，回

要有良好健康飲食的
家享 用！

習慣。是次活動節目
豐富，包括：Zoom
cookery 茶凍、水果
日、食物專題展覽之
安全食用壽司及健康
飲食網上講座。

同學 觀看 安全 食用 壽司 的專 題展 板

太多選擇？心大心細？

糖霜曲奇製作班

2020年11月11日，由烹飪學會主辦，美術學會協辦糖霜曲
奇製作班，約20位同學在潘淑婉老師指導下，利用Zoom教學平
台直播教授製作糖霜及裝飾曲奇的技巧，讓同學發揮協作精神，
提升烹飪美學的興趣及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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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

全人發展

受疫情影響，同學回校上課的時數大減，使得很多學生會傳統舉辦的大型活動，如周年聖誕舞會和師生廚藝比賽都被
迫取消。學生會在這段時間都克盡己任，努力嘗試將活動革新，務求在疫情的陰霾濃罩下，仍能為同學的校園生活增添一
些色彩。以下為本年度所舉辦過的重點活動：

60周年校慶 活 動 相 關 工 作
本會與視覺藝術科合辦的60周年校慶標誌設計比賽，讓同學發揮創意，創作校慶標誌，表達
對學校的心意。此外，本會亦透過網上問卷調查，收集同學對製作校慶紀念品的意見。根據收集
的意見，本會設計了精美的棉布拉鏈袋、口罩夾及便條紙，並於60周年校慶活動啟動禮暨嘉年華
上供同學換領及購買。
學生會亦於嘉年華當天舉辦「嘉年華之
星」選舉，讓同學選出心儀的展覽單位。是次
選舉結果如下：
最佳內容之星：科學教育；
最佳講解及接待之星：地理學會；
最佳設計及佈置之星：地理學會。

中六同學惜 別 活 動

今年的中六師兄師姐在面對文憑試遇到不少難關，為激
勵士氣，學生會在中六同學惜別會上籌備了「心願『星』空
氣球」活動。本會先邀請同學將其心願寫於心形卡紙上，然
後將它們繫在氣球上，待各班代表在惜別會上將氣球升上禮
堂半空，期望同學的摘星心願和諸般願望皆可達成。
另外，我們除了為中六的師兄師姐們設計了一個別具一
格的文件夾，亦向他們的任教老師收集了對他們的祝福，剪
輯成名為《冀語》的短片，在他們應考前作最後打氣。

「 隱世歌王」 歌 唱 比 賽

學生會刊物《號外》

為了讓同學不會因怯場而影響發揮，本會於

《號外》為本屆學生會的雙月刊，每期都定

3至4月期間舉辦「隱世歌王」歌唱比賽，讓同

下不同的焦點，例如10月號的「新老師檔案」及

學在網上一展歌藝。我們在初賽階段共收到11份

3月號的「青少年情緒問題」，旨在為同學介紹

作品，經3位評審老師評分後，共有5份作品進

學校的人與事，並提供一些生活小知識。為響應

入決賽，供同學在社交平台上投選，是次比賽最

環保，《號外》提供電子版供各位閱覽，現可於

受歡迎的是來自組合Apple Watch的作品。

學生會的Instagram重溫昔日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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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我的心靈花園」
疫情延續，新常態的學習模式讓不少學生時刻充滿不安及困惑。
本校特殊教育需要組從學生的心理方面作出針對性的協助，以園藝治
療與同學共渡時艱，使他們得到適切的支援，培養正向心理思維。學
生在專業治療師指導下，透過五感園藝治療活動，如乾花手工藝、花
卉種植、治療性園景設計等親身體驗，讓不同學生互相溝通、合作，
發揮創意，建構獨一無二的心靈花園。
學生從園藝治療中領會植物與生命的關係，讓他們在專心照料植
物之時，也讓自己的身、心、靈沉澱於大自然之中，享受大自然的美
妙。整個課程完結後，75%學生認為活動提升了他們的正向思維及學
會自我欣賞，有助提升學生的抗逆力以面對未知、不可控制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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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消息

班別

姓名

比賽

6B

張家豪

Sir Edward Youde Memorial Prize

Sir Edward Youde Memorial Prize

6B

吳晋祺

Sir Edward Youde Memorial Prize

Sir Edward Youde Memorial Prize

6B

吳晋祺

學友社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2019-20

十大傑出中學生領袖

6B

朱靜珩

Biology Literacy Award

Third Class Honours

6B

梁家豪

Biology Literacy Award

Third Class Honours

5D

李勇傑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T1R2

5D

李彥旻

73rdHong Kong Schools Music Festival (Original Composition)

5B

周梓進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T1R2

Winning Team Debater

5B

周梓進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T2R1

Winning Team Debater

4D

李瀚良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T1R2

Winning Team Debater

4D

林家朗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T2R1

Winning Team Debater (Best Speaker)

4D

李瀚良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T2R1

Winning Team Debater

4D

吳群立

73rdHong Kong Schools Music Festival （簫獨奏—中學—高級組）

3D

王琛瑜

72nd Hong Kong Speech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English)

Champion

1B

林樂樂

72nd Hong Kong Speech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English)

2nd Runner-up

6B 吳晋祺獲選為十大傑出中學生領袖

6B 張家豪及吳晉祺獲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獎

獎項

Winning Team Debater
First Place

2nd Runner-up

6B 梁家豪及朱靜珩奪得生物學素養競賽三等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