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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辦學宗旨 

 

本校秉承東華三院一貫的辦學精神，為社會作育英才，使學生成長後能盡展所長，回饋社會。本校

致力為學生進行「全人教育」，提供優良的學習環境，使能發揮個人的潛能，日後成為具備知識技

能、有獨立思考能力、勇於承擔責任和關注社會事務的良好公民，亦積極培育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

觀和積極的人生觀，並以校訓「勤儉忠信」為進德修業的依歸，勉勵他們拓展豐盛而有意義的人

生。 

 

 

(二) 我們的學校 

 

1. 學校簡介 

學校歷史 

本校為政府津貼全日制男女中學，由東華三院於 1961 年創辦，原稱「東華三院第一中學」。1971 年

秋，蒙辛亥年主席黃乾亨先生尊翁黃笏南先生慨捐慨捐鉅款予東華三院發展中學教育，董事局特以

本校命名為「黃笏南中學」，以作紀念。 

 

新校舍設備 

經重建後的九龍塘新校舍已於 2016 年 4 月底落成啓用。新校舍設計新穎，具寬敞空間，設有 30 個

課室，提供先進及多元化的設備，例如：標準 EPDM 跑步徑及籃球場、全天候運動場、具專業水平

演奏廳、設備完善的健身室、多用途學生活動中心、寬敞舒適的圖書館、可容納全校師生的多用途

禮堂、設備先進的電腦室和校園電視台等，以有限的空間發展成無限的學習平台，滿足不同的學習

需要。 

為了更有效地運用資訊科技學習，新校舍以光纖網絡作為主幹，配合覆蓋全校的無線網絡系統。每

個課室及特別室均置有電腦、投影機及實物投影機等數碼設備。部份教室更裝有 84 吋多觸式電視

機，有助互動學習、提高學與教效能。 

此外，為推動可持續發展，校園將設有大量節能及再生能源設施，校舍採用對流的設計以加強通風

的效果，另設有雨水收集區，利用天然雨水灌溉校舍林木。本校設有空中花園，廣種植物，務求建

造綠色校園，實踐環保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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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校管理 

本校自 1997 年開始推行校本管理，在校董會下設立校政諮詢議會，以諮詢及監察學校運作。因應

<<2004 年教育(修訂)條例>>的實施，本校於 2006 年 2 月 1 日成立法團校董會，進一步落實校本管

理。法團校董會成員包括辦學團體代表、校長、教師、家長、校友及獨立人士。法團校董會每年召

開三次會議，共同釐訂學校的發展項目，審批財政預算、人事安排及檢討工作成效，透過各主要持

份者參與決策，提高學校管理的透明度及問責性，以促進學校的持續發展。 

 

 

法團校董會成員組合 

 

校董類別及數目 

辦學團體

校董 

替代辦學

團體校董 
校長校董 教員校董 

替代教員

校董 
家長校董 

替代家長

校董 
校友校董 獨立校董 

7 1 1 1 1 1 1 1 1 

 

 

3. 學生資料 

班級組織 

 

班別數目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總數 

班數 5 5 5 5 5 5 30 
 
學生人數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總數 

男生人數 72 68 64 63 70 54 391 

女生人數 80 86 71 70 57 74 438 

學生人數 152 154 135 133 127 128 829 

 

畢業生出路 

中六畢業生的出路 

 本地大學

課程 

本地全日制 

專上/職業訓練課程 

海外升學 中六課程 全職就業 其他 

百分比 70.0 15.9 10.0 0.8 0.8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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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師資料 

教師數目(包括核准編制內及編制外的教師) 

 

 校長 本地教師 外籍英語教師 總人數 

數目 1 67 1 69 

 

教師資歷 

 

教師獲得的最高學歷 

 碩士學位或以上 學士學位 專上非學位 中六/七 中五或以下 

百分比 43 55.5 1.5 0 0 

 

已接受專業訓練的教師 

 已接受專業訓練的教師 

百分比 93 

 

已接受專科訓練的教師 

 中文科教師 英文科教師 數學科教師 

百分比 100 100 82 

 

教學經驗 

 

教師教學年資 

 0至2年 3至5年 6至10年 超過10年 

百分比 22 10 12 56 

 

專業發展 

 

各科老師繼續參加新高中學制的課程工作坊及考試研討會。學校參與了教育局及其他校外團體舉辦

的伙伴合作計劃，並以工作坊、研討會及小組工作形式進行。因應學生表現及需要，更參考社會風

氣潮流的變化，舉辦工作坊及研討會，增加老師有關方面的知識及技巧，以便為學生提供適切的輔

導。為配合教育局融合教育政策，本校老師已有 29 位老師完成有關特殊教育需要的初高及專題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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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重點發展項目一：推行自主學習，建立有效的學習方法及溫習策略。 

成就  

 

 協助教師推動自主學習 

o 安排教師工作坊、議課研習及觀課，協助教師理解及在課堂落實自主學習的策略，

以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o 定期安排全體教師工作坊及教師跟進會議，分享實踐經驗及總結成功策略。 

o 推動老師(特別是中文科及數學科任教老師)參與 QSIP 自主學習計劃老師會議。 

o 舉辦中層管理工作坊，檢討發展工作，總結經驗，並為後續發展提出優化及跟進建

議。  

o 舉辦校長及副校檢討會議，從學校整體角度，與學校領導及核心小組檢討已進行的

支援工作，及建議後續發展。 

o 舉辦校內經驗總結分享會，總結適合其他科組教師參考的策略，作擴散和推廣。 

 

 推動學生有效學習 

o 舉辦學生工作坊，協助學生掌握不同學習技巧及策略。 

o 在課堂教學及班級經營中，融入自主學習元素。 

o 推動中文科及數學科於中一全級落實自主學習，並舉辦中一學生學習技巧工作坊

等。 

o 學生掌握寫筆記的技巧，運用筆記簿，記錄所學所得，提升反思能力。 

o 學生懂得自訂個人學習計劃及利用不同的學習者軟件製作温習筆記。 

o 學生掌握預習的方法、訂立個人學習計劃及温習時間表，掌握温習策略。 

o 利用電子學習平台，各科製作電子學習及網上自學材料 (包括跟進練習、課堂短片

等)，照顧學習差異和深化學習。 

o 利用網上平台，推動及支援學生持續參加比賽，擴闊視野，透過課外延伸學習，讓

學生持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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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部份教師工作坊及教師跟進會議因疫情而延後舉行，學校需重新調節整體安排。  

 

 老師可再加強網上自學材料，有系統地建立資源，並設立不同深度和廣度的自學教材，讓

不同能力的學生均能有效地運用網上學習平台進行網上學習，發揮其好處。老師亦可配合

不同工具，進一步幫助學習動機較弱的學生，培養學生自學精神。 

 

 由於疫情關係，老師以混合式教學為主。議課、觀課等較難安排，窒礙教師推動自主學

習。 

 

 學科大多數時間進行實時網上教學，老師較難指導學生掌握寫筆記的技巧。  

 

 中文科及數學科以試點形式推行自主學習，但因疫情影響，推行的深度與廣度需再跟進。 

 

 在電子學習的支援下，老師使用不同網上互動工具，以及教與學資源的共享，課堂上互動

性均有所改善。教師更能掌握學生的學習難點，同時亦有助學生釐清概念。 

 

 學習動機強的學生，積極進行自主學習，學習效亦有所提升，但部分學習動機較弱的學

生，學習較為被動，對自主學習的參與度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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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發展項目二：強化「有愛有序」的校園氛圍﹔加強學生對學校、社會及國家的歸屬感。 

成就  

 中一至中三級推行「班級經營全年計劃」﹕ 

1. 因應學生需要，配合學校主題，優化各級班主任課材料，與各科組彼此配合，關顧

學生成長。 

2. 安排中一、中二級舉行班霸杯，加入不同活動類型，加強師生關係及學生歸屬感。 

3. 舉辦班本「摘星計劃」，獎勵在不同範疇有優秀表現的同學，營造「彼此欣賞」的

正面氛圍。 

4. 中一、中二舉辦「清潔及秩序」週比賽，培養學生「守規」的正面價值觀。 
 

 各科組善用電子平台舉辦各項相關活動，帶出積極及關愛的訊息。其中包括公民教育組舉

辦「國家教育-網絡安全」講座、相關的網上問答比賽及班主任課，亦安排敬師活動；輔

導組製作「中六打氣包」及「老師為中六同學打氣短片」，在「暑假」舉辦不同的「興趣

班」﹔升學輔導組舉行中一至中六的升學及生涯規劃活動，如「My way」等。 
 

 繼續推行為期三年的「東華健康校園計劃」，分別舉行學生活動、家長講座，完成三次檢

測。 
 

 參與「醫教社協作計劃」，專業社工、護士及心理學家定期約見有需要學生及其家長，學

生情緒健康有良好進展。 

 

 輔導組舉辦「情緒健康週」，加強學生對情緒健康的認識；並於高中舉辦「性教育」講

座，學生反應良好。 
 

  至 2022 年 5 月底，成功修畢特殊教育需要「三層課程」的老師人數已達教育局目標。老師
積極參與相關的課程。 

 

 舉辦兩次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家長日，加強家校合作，幫助學生成長。 
 

  中四級舉辦「服務學習工作坊」，鼓勵學生參與義工服務，服務社區，學生積極參加，反
應良好。 
 

 中四增設「OLE」課堂，因應中四學生需要，編制課程，整合校內校外活動，擴闊學生學
習經歷。 
 

 學生領袖完成「乘風航」計劃，提昇領袖素質。 
 

 舉辦兩次有關「國家教育」講座予老師，裝備老師推動國安教育。 
 

 推行「家長教育」，一月一次午間家長小組，分享交流；家教會亦舉辦「疫情中家庭關
係」講座，鼓勵家長以正面的態度與子女溝通，有助強化學校「正面關愛」的氛圍。 

 

 根據學生持份者問題及 APASO 問卷結果，學校師生關係良好，學生信任老師，老師亦關
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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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因應疫情的發展，學校採用網課與實體課混合模式教學，而實體課只限半天，故部分學

生活動沒法舉行。故建議在恢復面授課堂時，重整優次，將必須「實體」的活動先舉

行。 

 

 師生關係良好為本校強項之一，故建議更多舉辦「師生聯誼活動」，強化師生關係，加

強學生的歸屬感。 

 

 配合政府政策及因應學生的需要，優化及規劃價值觀教育。 

 

 完善「班級經營全年計劃」，推展至高中，讓老師更有系統地支援學生成長。 

 

 運用「實體面見」及「電子平台」混合模式進行輔導，幫助學生成長。 

 

 持續加強學生情緒健康輔導。 

 

 舉辦「情緒健康活動」予老師及家長了解自身情緒的同時，亦能幫助學生成長。 

 

 優化家長教育，因應家長需要，舉辦有關「家長子女關係重塑」、「溝通」技巧等工作

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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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發展項目三：舉辦 60 周年校慶活動，加強各持份者對學校的歸屬感。 

 

成就  

 60 周年校慶活動順利完成，各持份者積極參與，各方面口碑良好。 

 

 學生積極參與，表現投入良好，增加對學校歸屬感。 

 

 校友會、家教會亦積極參與各項活動，強化與學校的聯繫，加強彼此間的情誼。 

 

 透過各種活動及持份者的參與，能實踐「承傳。開拓。回饋」校慶主題。 

 

 各新老師亦投入參與，增加對學校的認識及歸屬感。 

 

反思  

 

 可舉辦不同的「表演平台」，增加學生表演機會，發揮其潛能，增強其自信心。 

 

 加強與舊生的聯繫，增加其對母校的情誼，亦可作為學生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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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們的學與教 
 

發展目標： 

1. 推展三年一貫的新高中學制課程；  

2. 優化英語為教學語言，提升學與教效能；  

3. 盡量運用資源以照顧學生學習上的差異和需要。 

 

在閱讀中學習方面，本校繼續推行「書香滿校園」閱讀獎勵計劃及晨早閱讀計劃，並要求各科推行

科本閱讀報告，培養同學閱讀習慣。本校鼓勵老師及同學利用資訊科技進行學與教，透過學校內聯

網的討論，促進交流和啟發思考。本校在中一電腦科加入專題研習，教授研習技巧，並進行跨科專

題研習，讓學生有機會學會整理、比較、分析和推論等知識整合技巧和鍛鍊高階思維的學習模式。 

 

本校採用英語授課，重視發展學生兩文三語的能力。除中文、中史、普通話及中國文學採用中文授

課外，其他科目已全面採用英語授課。在暑假期間，本校為中一新生舉辦英語銜接課程及為其他級

別學生舉辦暑期英國遊學團，校內更透過組織英語大使，每年編印英文雜誌，推廣英語運用，讓同

學們有機會沉浸在更豐富的英語語言環境。此外，學校繼續推行為期兩年的「優化提升英語水平計

劃」，安排促進英語教學的進修課程，加強科目合作，檢視中一英語科的課程配合電腦、地理及歷史

科的語文需要，調適教學進度，推行跨科專題研習。 

 

在推行「全人教育」方面，本校為學生提供學術、創藝、健體、服務、生活教育等五種重要的學習

經歷，讓學生有均衡發展。教學著重五個元素：個別化(因材施教)、合作化(互助互學)、思考化(創

意解難)、生活化(實境學習)及資訊化(應用資訊)。本校把課程分為「正規課程」、「增潤課程」和

「生活課程」三大類別。「正規課程」指各類按課程指引編排的課堂學習，目的是幫助學生鞏固知識

基礎；「增潤課程」指課外閱讀、專題研習和考察活動，目的是培養同學的自學和思考能力；「生活

課程」指生活輔導、德育、公民教育和環保教育等活動，目的是幫助同學建立積極的態度和正確的

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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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本校負責學生發展各部門，如訓導組、輔導組、成長關顧組、特殊教育輔導組、社工、教育心理學

家及班主任共同協作，舉辦活動，跟進個案，幫助學生健康成長；又多設獎勵項目，認同學生表

現。更成立學生會、領袖生、朋輩輔導等學生團體，培養自治自理、互勉自律精神，以達至「訓輔

協作、管教並重」的理念。 

 

本校持續發展「融合教育委員會」功能；擬訂處理個案機制，並針對個案、物色資源及制訂策略，

致力給予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同學適切的照顧。本校鼓勵教師修讀教育局「特殊教育需要」課程及參

與相關的工作坊，現增致廿三名教師完成相關課程，已達致教育局政策要求。 

 

本校繼續推行「成長新動力」課程，「黃笏南積極校園生活」全方位成就獎勵計劃，公民及品德教育

系列，及生活及學習技能導引課程，推廣品德教育、公民教育、國民教育及其他學生服務項目，發

展同學的共通能力及啟發潛能。 

 

本校透過家教會促進家長與教師之間的溝通和協作，從而增加學校的透明度，確保學生身心健康成

長。 

 

學生表現 
1.  取得入讀本地學位課程最低入學要求的學生百分比 

 
2021/2022 

學校 全港日校 
百分比 82.6%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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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學生在學業以外的表現 

 

 
 
 

在國際和校際活動中獲得的獎項 
類別 比賽 / 組織名稱 獎項詳情 
藝術 Sovereign Student Art Prize Sovereign Public Vote Prize and Finalist 

Vivid Easter Painting Competition Gold Award 
The Sovereign Art Foundation: 
Sovereign Art Foundation Student Prize Hong Kong 
2020 

2 項金獎 

Celebration of 25th Anniversary of Hong Kong's 
Return to the Motherland 

Hong Kong Schools Chinese 
Painting Competition – Finalist 

Hong Kong Children Award J13 & 14 Painting 
Competition 2022 

Champion 

11th World Children Art Awards 2022 Excellence Art of Education Award 
74th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Festival 2022 Champion, First runner-up and 

Second runner-up 
Joint School Music Competition 2021 - Secondary 
School Group Ensemble (Percussion) 

Gold Award 

Joint School Music Competition 2021 - Secondary 
School Group Ensemble (Woodwind) 

Gold & Silver Award 

Joint School Music Competition 2021 - Secondary 
School Group Ensemble (String) 

Silver Award 

Joint School Music Competition 2021 - Secondary 
School Solo Performance (Violin) Senior 

Gold Award 

Joint School Music Competition 2021 - Secondary 
School Solo Performance (Piano) Senior 

Gold Award 

Joint School Music Competition 2021 - Secondary 
School Solo Performance (Clarinet) Junior 

Bronze Award 

學術 第一屆「傳承.想創 - 積極推廣中國歷史與中華文化學校年度大奬」 
The 13th Kowloon Region Outstanding Students’ 
Selection 

Outstanding Student  
(Junior Division) 

東華三院歷史問答比賽 殿軍 
Capture the Flag Challenge 2021 Secondary School (Gold) 
iGEM 2021 (International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achine) Competition 

Bronze Award 

Youth can cook - virtual cooking competition 
(Wall Street English) 

Champion & Most-liked video 

TWGHs Joint-School Drone Competition Outstanding Teams 
麻省理工學院「國際遺傳工程機器設計競賽」 
iGem 2021 

6 項季軍 

「班際智能回收比賽」口號創作比賽 2 項冠軍、1 項亞軍及 1 項季軍 
九龍地域傑出學生聯會舉辦之 
第十三屆九龍地域傑出學生選舉 

初中組傑出學生獎 

URA x TWGHs Young Leaders Award 2021/22 Best Geospatial Data Application 
Award & Best Young Leader Award 

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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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 

港富慈善基金港富明德獎學金 陸思穎 
黃廷方獎學金 鍾彰浩 
尤德公爵士紀念獎學金 梁映雪   胡汛鸞 
九龍城區傑出學生（高中組） 葉仲蕎 

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 黃衍浚   馮勵金 
 

東華三院 李文輝先生夫人大學奬學金 周樂宜 
東華三院文頴怡勤儉忠信獎學金 程朗皓 
東華三院黃乾亨基金獎學金 卓業淏 
東華三院王氏港建國際（集團） 
有限公司獎學金 

麥善嵐 

TWGHs SF (MNT) Fund Scholarship 陸思穎 
東華三院黃何哲華晉升大學獎學金及 
東華三院黃筑筠晉升大學獎學金 

余昊臻 

東華三院升讀東華學院獎學金 馮海欣 
東華三院王華湘紀念獎學金 麥善嵐 
鄭一正獎學金 陸思穎 
黃乾亨獎學金 陸思穎 
黃鳳翎獎學金 程朗皓 
東華三院 KMO 獎學金 林溥康 
80-81 獎學金 陸思穎  麥善嵐 
東華三院謝婉雯醫生紀念獎學金 吳柏霖 
朱榮庭紀念獎學金 莫穎蕎   黃日朗   梁縈牽 
KMO 獎學金(服務) 李梓軒 
香港中學文憑試考試成績優異獎 麥善嵐   林溥康   陸思穎   程朗皓 

 

本校 
 
 
 
 
 
 
 
 
 
 
 
 
 
 
 
 
 
本校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獎學金 陸思穎  洪一銘  程朗皓   
陳俊羲  周樂宜  余昊臻 

文頴怡校監奬學金 鄧婉晴  林昕澄  鄭梓健   
蔡斯慧  鍾彰浩  梁映雪 

1976-77 年度 3E 班同學奬學金 鄭梓健  黃日朗  吳日嵐 
1965 校友獎學金中六級學業成績獎 郭依桐   張柏豪   關一言    

林思延   梁映雪   胡汛鸞 
1965 校友奬學金學業成績奬 梁懿牽   周綽軒  黃浩鋒 

盧曉婧   胡樂怡  王卓倩 
梁縈牽   馮希瑜  郭獻聰 
鍾彰浩   江心玥  葉仲蕎 

1965 校友奬學金最佳進步奬 
 
 
 
 
 

朱曉彤  蔡雅琦  勞卓盈  區宇恒 
廖若語  曾仲兒  葉芯蕎  施子晴 
戴蕙明  李朗名  蘇凱晴  林彩娜 
陳    着  房湛棟  鍾季彤  張珈雯 
陳君南  楊    杰  王昊禮  黃心怡 

梁月嫻校友獎學金 
- 香港中學文憑試最佳成績獎 

 
陸思穎  麥善嵐  林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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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男運動員獎 
- 最佳女運動員獎 

潘子皓 
陳穎妤 

梁榮森伉儷獎學金 陸思穎 
黃笏南中學傑出學生獎 鍾彰浩 
林至謙紀念獎學金（物理） 林溥康 
林至謙紀念奬學金(物理) 
（中三至中六） 

黃日朗   余梓揚   吳日嵐 
郭獻聰   顏天樂 
鍾彰浩   陳錦賢 
林思延   黃駿灝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洪小蓮校友奬學金 郭依桐   關一言   梁映雪 
校友會奬學金中六級 
最佳中國語文科成績奬學金 

郭依桐  何日曦 

校友會奬學金中六級 
最佳英國語文科成績奬學金 

溫芷嫣 

校友會奬學金中六級 
最佳數學科成績奬學金 

方樹鴻 

校友會奬學金中六級 
最佳通識教育科成績獎學金 

胡汛鸞 

校友會奬學金中六級 
最佳化學科成績奬學金 

胡汛鸞 

校友會奬學金中六級 
最佳生物科成績奬學金 

溫芷嫣 

校友會奬學金中六級 
最佳地理科成績獎學金 

林梓瑤 

校友會奬學金中六級 
最佳經濟科成績獎學金 

郭依桐 

校友會奬學金中六級最佳 
企業、會計與財務槪論科成績獎學金 

郭依桐 

校友會奬學金中六級最佳 
中國歷史科成績獎學金 

郭依桐 

校友會奬學金中六級最佳歷史科成績獎學金 郭繕瑤 
校友會奬學金中六級最佳 
視覺藝術科成績獎學金 

李晴怡 

校友會奬學金中六級最佳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成績獎學金 

張柏豪 

校友會傑出運動員獎學金 陳穎妤   陳嘉熙   梁映雪   温啟熙 
最佳男運動員獎 劉宇翹 
最佳女運動員奬 羅凱欣 
黃文顯、黃煦珽伉儷奬學金 (音樂優異) 劉穎銦 
音樂科最佳表現奬 郭紹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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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的參與 
21/22 學年因疫情情況持續及反覆，很多活動都因而取消，學生參與課外活動機會相對往年少。而在

校方能舉辦課外活動的情況下，同學們大都能積極參與校內活動。除校內活動，不少同學也積極參

與校外活動，並有理想的表現，例如在校際及公開比賽及義工服務等的參與率及成績均有優異的表

現，摘錄如下﹕ 
 

價值觀 
教育活動 

60 位學生參加「有機大使培訓計劃 2021-2022」 開幕講座 (第一場)。 
121 位學生參加『低碳生活』網上問答比賽。 
全校學生參與《香港國安法》頒布一周年網上虛擬展覽及遊戲。 
全校參加 GP43 商會舉辦之「全港齊心，挑戰摺祝願紙鶴健力士世界記錄！」。 
67 位同學參與有機大使培訓計劃。 
30 位同學參與鑒往知來——慶祝香港回歸 25 周年大型主題展。 
2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Celebration of 25th Anniversary of Hong Kong's Return to the 
Motherland – Hong Kong Schools Chinese Painting Competition (finalist). 
5 位同學參與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3 周年暨慶祝香港回歸 25 周年——香港學界

公開賽「學界盃」學術才藝大賽  

音樂活動 

學生參加由香港廣西社團總會主辦之「青春非凡管弦樂之夜-全方位線上線下互動音樂

會」，傳承和發揚中華文化，並用愛與關懷的力量向社會傳遞正面訊息。 

Joint School Music Association, 2 Gold Awards 

參加由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舉辦之七十三屆（2021 年）香港學校音樂節木琴獨奏

（中學組）項目中，同時勇奪冠、亞、季軍的殊榮。 

領袖培訓 

4 位學生參加乘風航領袖訓練計劃。 
參加市建局 x 東華三院「青年領袖計劃」，獲得「Best Geospatial Data Application 
Award & Best Young Leader Award」。 
參加由九龍地域傑出學生聯會舉辦之第十三屆九龍地域傑出學生選舉，獲得初中組傑

出學生獎。 

學術比賽 

8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iGEM 2021 HK High School Team Symposium. 
4 位學生參與中學辯論比賽「鄧宗偉主席盃」。 
10 位學生東華三院歷史問答比賽，獲得殿軍。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iGEM 2021 (International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achine) 
Competition, won the Bronze Award. 
7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Wall Street Youth Can Cook Virtual Cooking Competition. 
4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WGHs Joint-School Drone Competition, won the “Outstanding 
Teams” award. 
13 位學生參加中國數學教育研究會及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舉辦之華夏盃 2022。 
139 位學生參加「築．動．歷史」網上閱讀問答比賽。 
參加「班際智能回收比賽」口號創作比賽，獲得 2 項冠軍、1 項亞軍及 1 項季軍。 

藝術活動 
參加由世界兒童藝術文化協會舉辦之第十一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2022，獲得 1 項亞

軍、3 項優秀表現獎及榮獲傑出藝術教育學校獎。 
Hong Kong Children Award J13 & 14 Painting Competition 2022 – Champion. 

體育運動 參加香港青少年分齡田徑錦標賽 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