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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水官立中學 
學習支援 

11/2019-04/2020 
 

類別 組別 活動 日期 

學與教

支援 
中文科 中六級聖誕假期語文水平提升班 12/2019 
 中六級跨班午間口語溝通練習 上學期 

  中六級「圈教」計劃 上學期 

 English S6 Saturday Enhancement Class First Term 
  S6 One-to-one Mentorship Support First Term 
  S3 After-class Small Group Oral Practice First Term 
  Cross-curricular English Extension Learning activities First Term 
  English Presentations during Morning Assemblies First Term 
 數學科 中四級數學深化班 10/2019-01/2020 
  中六級學業提升計劃 — 應試訓練班 11/2019-01/2020 
  中四級數學深化班 12/2019 
 通識科 訂閱《明報通通識》作課堂學習材料 下學期 

 地理科 中六級課後增潤班 11/2019-01/2020 
  香港教育城網上學習平台 11/2019-01/2020 
 歷史科 中六級課後增潤班 11/2019-01/2020 
 生物科 中六生物科興趣提升班 11/2019-03/2020 
  中三至中六級網上授課及習作 01-03/2020 
 物理科 中二級 STEM 跨學科學習課(橋樑設計) 11/2019 
  中六級學業提升計劃 — 應試補習班 上學期 

  Office 365 學習平台 (中三至中六) 02-04/2020 
  香港教育城網上試題學習平台(中六) 全學年 

 企業、會計 中六課後增潤班 09-12/2019 
 與財務概 展示學生優良課業 09-12/2019 
 論科 模擬會計文憑考試 12/2019 
 商業基礎科 聯同設計與科技科及資訊與科技科合辦校外主題

學習活動，參觀青年學院課程體驗(中三級) 01/2020 

 設計與科技 中六應試加強班 11-12/2019 
 科 中六網上直播 Zoom Classroom 補課 03/2020 
 音樂科 樂器訓練班中樂班、口琴及口風琴班及結他班 上學期 

  合唱團訓練 上學期 

 視藝科 鼓勵及指導學生參加北區學聲「誠信」封面設計比

賽 11/2019 

  鼓勵及指導學生參加北區青年節四格漫畫繪畫比

賽 11/2019 

  鼓勵及指導學生參加學校桌椅大改造 1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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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組別 活動 日期 

學與教

支援 
學校關注事項

I 

以「樂於學習、發揮潛力」為題向全校師生作分享 
(4 位中六學生) 11/2019 

  以「樂於學習、豐富學習」為題向全校師生作分享 12/2019 
  初中「良好學習態度獎勵計劃」 上學期 

 輔導組 桌遊小組 (中二) 11/2019 
  「遊」你話事成長小組 — 提升學生自我形象及解

難能力(中二及中三男生)  11-12/2019 

  學生大使計劃 — 教育局主辦到校培訓 11-12/2019 
  和諧粉彩工作坊及檢討會 (中三) 11-12/2019 
  學生大使計劃 — 色彩郵局籌備會議 11-12/2019 
  早會宣傳及準備工作 11-12/2019 
  朋輩輔導計劃 — 朋輩競技日 11-12/2019 
  校園遊縱 11-12/2019 
  聖誕派對 11-12/2019 
  區本計劃扭氣球班及聖誕聯歡製作造型氣球 (中

四) 11-12/2019 

  情緒教育互動劇場《情緒自選台》(中一及中二) 12/2019 
  學生大使計劃 — 色彩郵局 (全校) 12/2019 
  朋輩輔導計劃 — 義工訓練 (中一、中四及中五) 12/2019 
  探索在天際 (中一及中二全綜學生) 01/2020 
  新來港學生支援活動-性格分析 (中二) 01/2020 
 課外活動組 龍舟隊訓練 11-12/2019 
 融合教育 生日會 11/2019 
  為有需要的學生作特別考試安排 01/2020 
  花藝製作班 01/2020 
  中文讀寫訓練服務 全學年 

 德育、公民及

國民教育組 
國際經典文化協會第十二屆「經典翹楚榜」之 
「經典與我」徵文比賽 12/2019 

 少年警訊 Morning English Class (Listening - all levels) 全學年 

  After School English Class (Speaking - S3 to S4) 全學年 

 海事青年團 海事技能暨新隊員訓練營 12/2019 
 視藝科 鼓勵及指導學生參加旗袍“禮”遇@愛回家第二屆

全港旗袍設計比賽 11/2019 

  鼓勵及指導學生參加第十二屆「經典翹楚榜」之「經

典杯」書法比賽 11/2019-01/2020 

  鼓勵及指導學生參加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

2019-2020 -有種藝術社區藝術計劃 11/2019-03/2020 

 體育科 與課外活動組合辦 Poull Ball (圓方球), Molkky (芬
蘭木棋運動)及 Archery War (攻防箭)運動推廣 11-12/2019 

  康樂場地免費使用計劃 11-1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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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組別 活動 日期 

學與教 圖書館 晨讀課推介電子書 (中四級) 11/2019 
支援  網上學習 — 電子書閱讀報告 (中一至中五級) 02/2020 

  網上學習 — 電子報章閱讀：時事評論 (中一至中

五級) 03/2020 

 融合教育 言語治療服務 全學年 

  提升專注力訓練課程 全學年 

  同輩‧多 Fun‧學習課程 全學年 

  教育心理學家到校服務 全學年 

  識別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及為有需要的學生進

行學習能力評估及覆檢 
全學年 

  跟進有需要的學生的個別學習計劃 全學年 
成長 
支援 

升學及就業輔

導組 
與化學科合辦中四及中五「日常生活中的食物檢

測」 11/2019 

  中六「暨南大學、華僑大學」校長推薦計劃報讀輔

導 11/2019 

  中六「台灣升學聯合分發」報讀輔導 11/2019 
  中六學生升學輔導﹕學生學習概覽撰寫輔導及多

元升學就業輔導 11/2019 

  中六多元升學及就業輔導 12/2019 
  JUPAS OEA 及 SLP 輸入輔導 12/2019 
  「E-APP」及 VTC 課程報名輸入輔導 12/2019 
  中六 Career Live 職業體驗遊戲工作坊 01/2020 
  中六 二零二零年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學生計劃講座 01/2020 

  中五 求職面試工作坊 01/2020 
  中四 勞工處「青年就業起點」導賞及職場支援講

座 01/2020 

  中三「職場有格」工作坊 01/2020 
  中一及中二生涯規劃 Get Set Go 互動話劇 01/2020 
 課外活動組 聖誕聯歡活動 12/2019 
  領袖訓練日營 A (區本計劃)  01/2020 
  領袖訓練日營 B 01/2020 
  傷健共融講座 01/2020 
  公益金講座 01/2020 
  香港迪士尼樂園探索之旅 01/2020 
  從電影到正向人生 01/2020 
  多元化學習日 01/2020 
 訓導組 區本計劃─咖啡拉花興趣小組 (中四及中五級) 09-11/2019 
  無酒守護者實戰工作坊 (中一級) 01/2020 
  領袖生工作坊 (中三至中五級) 0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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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組別 活動 日期 

成長 
支援 

境外學習活動

組 
海洋公園學院學校教育活動 (中三級) 01/2020 

 環境、健康 中一級學童健康檢查 11/2019 
 及性教育組 社際比賽 — 環保聖誕樹設計比賽 12/2019 
 德育、公民及

國民教育 
與學校關注事項 II 合辦正向思維標語設計比賽暨

「一人一票」投票活動 11/2019 

 組 與學校關注事項 II 合辦「從學生路不拾遺談誠實

不貪及正向人生的重要」短講 11/2019 

  與學校關注事項 II 合辦「從取消旅行日及正向電

影談正向人生的重要」專題短講 12/2019 

  與學校關注事項 II 合辦「從『走水貨』與誠實繳

付關稅及跨境車資談守法及自律的重要」短講 12/2019 

 健康校園 城市遊踪（中二級） 01/2020 
  高疊盤（中五級） 01/2020 
 資優教育組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資優計劃「冬季資優課程評

估試」 12/2019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網上甄選學習課程評估試 12/2019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資優計劃「冬季資優課程」 01/2020 
 English English solo verse – speaking training 09-12/2019 
  English Ambassador Training 11/2019-01/2020 
  English Master of ceremony training 11/2019-01/2020 
  English banners – positive thinking 11/2019-03/2020 
  English Fun Day 12/2019 
 普通話科 普通話午間電台 11-12/2019 
  普通話校際朗誦比賽訓練 11-12/2019 
 音樂科 班際歌唱比賽 — 「正向音樂會」 (中四至中六級

禮堂) 12/2019 

  本校口琴及口風琴隊獲邀請參加「聞聲聖誕音樂會

暨頒獎典禮」作表演 12/2019 

 視藝科 將學生優秀作品展示在課室的壁佈板 11/2019 
 體育科 社際籃球賽 11/2019 
  賽馬會奧翔計劃 11-12/2019 
  籃球外展教練計劃 11-12/2019 
  學生運動員資助計劃 11/2019-01/2020 
 中文學會 早會分享 12/2019 
 棋藝學會 第 45 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全港青年象棋比賽」

(2019-2020 年度)  12/2019 

 少年警訊 街跑少年 10/2019-01/2020 
  迪士尼青少年奇妙學習之旅 11/2019 
  野外鍛鍊科(銀章級) 探訓討足訓練課程 11/2019-0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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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組別 活動 日期 

成長 少年警訊 2019-20 大埔區少年警訊聖誕聯歡會 12/2019 
支援  保齡訓練班 全學年 

  JPC 青少年田徑訓練班 全學年 

  JPC Rugby Training 全學年 

 海事青年團 舉行步操訓練 09-12/2019 
  海海事技能暨新隊員訓練營 12/2019 

服務 輔導組 平等分享落區行動 11/2019 
 訓導組 青少年計劃「傷健共融，各展所長」青年大使 (中

四及中五級) 11-12/2019 

 課外活動組 香港龍舟代表隊入隊選拔 — 以下學生成功入選 
3B 蔡錦滔 5A 嚴家鈺 
5A 盧文邦 5C 潘駿耀 

11/2019 

 社會服務團 探訪獨居長者 11-12/2019 
  公益金便服日 12/2019 
  區本計劃義工服務（拾荒者的體驗） 01/2020 
 海事青年團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售旗日 (九龍區)、 11/2019 
  公益金賣旗 11/2019 
  AYP 圖出山野慈善賽 2020 Rogaine 01/2020 
 PTA 冬日送暖 

(50 位學生往彩園邨彩麗樓探訪獨居長者) 11/2019 

 圖書館 圖書館管理學會 上學期 

 司儀訓練班 擔任早會司儀 11/2019-01/2020 
 English English Master of ceremony at Morning Assembly 11/2019-01/2020 
  English Ambassador for English Fun Day  12/2019 
 普通話科 早會普通話短講分享 11-12/2019 
 體育科 校際田徑比賽(服務生) 12/2019 
 音樂科 學校頒獎禮音樂表演採排活動(合唱團、 口琴隊及

器樂表演) 11/2019 

校外 中文科 「文學之星」入圍全國 100 篇 6A 譚詩棋 01/2020 
獎項  「北區學聲」 優異獎 4A 鍾海文、5A 余倩華 01/2020 

 English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Merit﹕21、Proficiency﹕2 12/2019 

 數學科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20(香港賽區) 
初賽 
二等獎 1A 李嘉善  1A 區嘉洛 
三等獎 1A 朱卓羲  1A 鄧焯昇 

1A 陳文濤  1B 劉倩怡 
三等獎 3A 蘇歡 

01/2020 

 通識科 《基本法》及「一國兩制」漫畫設計比賽 2019 
入圍獎 5B 黃樂愉  1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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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組別 活動 日期 

校外 
獎項 

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科 
香港會計師公會及香港商業教育學會合辦 
企會財優秀學生獎學金 5A 李晶晶 01/2020 

 設計與科技科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 微震機械乒團爬山競技

賽 2019 中學組「二等獎」 
1A 張沺浩 1A 黃新凱 1A 朱卓羲 
1A 楊晨晨 2A 鄧諾賢 2B 王致浩 
2B 鍾沛祺 2C 唐智鑫 

01/2020 

 視藝科 北區青年節四格漫畫繪畫比賽 季軍 4A 張可霖 12/2019 
  與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組聯合推展「北區防火委

員會 消防安全標語創作比賽」2019 
冠軍 4A 陳倩瑤 
亞軍 5A 鄭泳思 
季軍 5A 溫淑燕 
最高參與率奬 

12/2019 

 體育科 校際田徑比賽 (9 項達標) 12/2019 
  區中學七人足球比賽 (碟賽冠軍) 12/2019 
 普通話科 第 71 屆校際普通話朗誦比賽 1 優良、1 良好 12/2019 
 課外活動組 第三屆香港青少年書法大獎賽 — 硬筆組 

優異獎 5A 嚴家鈺 11/2019 

  2019 香港課外活動優秀學生表揚計劃 
獲獎學生 5A 嚴家鈺 01/2020 

 德育、公民 新界校長會國慶徵文比賽 優異奬 5A 劉嘉欣 12/2019 
 及國民教育組 北區居民聯會「始於基本•家國共融 建國 70 週年」

基本法及國情推廣計劃中學中文作文比賽 
季軍 5A 譚詩棋 
優異奬 2A 肖彦希 3A 鍾惠璇 5A 郭嘉穎  
       5A 劉嘉欣 5A 余倩華 

12/2019 

  新界校長會國慶徵文比賽優異奬 5A 劉嘉欣 12/2019 
 少年警訊 野外鍛鍊科 — 探訓討足訓練課 (銀章級) 

3A 陳詩彤 3A 鍾惠璇 4A 范致遠 
4B 蔡孟成 4B 張威  4B 莊偉豪 
4B 戴鑫  4B 何淦軒 4B 劉鎮聰 
4B 殷家寶 6A 何一賢 6A 許造軒 
6A 蘇錦偉 

01/2020 

 圖書館 北區閱讀節 — 閱讀之星頒獎典禮 
閱讀之星 5B 黃樂愉 12/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