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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水官立中學 
學習支援 

07/2019-10/2019 
 

類別 組別 活動 日期 

學與教

支援 
學校關注 
事項 I 

中一級「認識個人學習風格」學習技巧工作坊 09-10/2019 
中四級「整理筆記」學習技巧工作坊 09/2019 

 中四級「溫習方法」學習技巧工作坊 09/2019 
  中四級「時間管理」學習技巧工作坊 09/2019 
  校外學習活動花絮展板 09/2019 

 中文科 中六級午間口語訓練 07-10/2019 

  香港中學文憑試「中文摘星之旅」分享講座 10-12/2019 
  中六級學生學業提升計劃 上學期 

 英文科 中五級聯校英語小組討論示範及練習 07/2019 

 暑期英語溫習班 07-08/2019 
  中一級英語銜接課程 07-08/2019 
  跨學科英語延展活動 09-10/2019 
  中六級學業提升計劃 — 英語應試補課班 09-10/2019 
  英詩獨誦訓練 09-10/2019 
  英語大使訓練 09-10/2019 
  中六級英語圈教計劃 — 星期二課後支援 10/2019 
  英文學會﹕ESL board games to promote communication in 

English 
10/2019 

 數學科 小六升中一暑期銜接課程 07-08/2019 

  中一、二級課後加强班 09-10/2019 
  中五級數學能力提升課程 08-09/2019 
  中六級學業提升計劃--應試訓練班 09-10/2019 
 通識科 中六級通識科 : 文憑試課後支援 07-10/2019 
  通識科批判思維及寫作技巧訓練班 07-10/2019 
 地理科 中五級暑期加強班 07/2019 

  中六級課後加強班 09-10/2019 
 歷史科 中六級歷史科學業提升班 07-10/2019 

  中四級歷史科補底班 全學年 

 旅遊與款待 中五暑期加強班 07/2019 

 科 中六課後加強班 07-10/2019 
 應用學習課

程 
酒店服務營運 — 屯門黃金海岸兩日一夜參觀及實習 07/2019 

  酒店服務營運 — 食物製作 09/2019 
 生物科 中六級生物知識及興趣提升班 上學期 

  中六級生物科學生圈教計劃 上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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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組別 活動 日期 

學與教 物理科 學業提升計劃 — 中六級應試補課班 09-11/2019 
支援  香港教育城網上試題學習平台(中六) 全學年 

 企業、會計 中五級企會財暑期加強班 07/2019 
及財務概論

科 
中五級跨科組校外學習活動：迪士尼酒店營運體驗坊 
(與旅遊與款待科及酒店服務營運聯合舉辦) 07/2019 

  中三級跨科組校外學習活動：參觀青年學院課程體驗，

同學深入認識 
- 市場營銷-手機推廣傳奇 
- 髮型設計 
- 電腦遊戲設計 
- 虛擬實境 VR360 影片製作工作坊 
(與商業導論、普通電腦、設計與科技聯合舉辦) 

07/2019 

  迪士尼酒店營運體驗坊  
(與旅遊與款待科及酒店服務營運聯合舉辦) 07/2019 

 音樂科 樂器示範音樂會 2019 (中一至中五級禮堂) 09/2019 

  樂器訓練班 
- 中樂班 
- 口琴及口風琴班 
- 結他班 

全學年 

  流行結他樂隊課程(協青社合辦)   上學期 

  合唱團 10/2019 
 視藝科 「無冷氣夜 2019」涼浸浸紙扇繪畫比賽 07/2019 

  「關愛護老標誌設計比賽」 09/2019 
  「消防安全創作比賽 2019」 09-10/2019 
  「渣打藝趣嘉年華 2019---毛線釘畫創作」 09-11/2019 
 體育科 體育科小六升中一暑期銜接課程 08/2019 

  中學校際七人欖球示範課程 09/2019 

 資優教育 「香港中文大學高中生暑期課程 2019」 07/2019 

 融合教育 為有需要的學生申請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特別考試安排 09/2019 

  為有需要的學生作特別測驗安排 10/2019 
  中文讀寫訓練服務 全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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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有需要的學生制訂個別學習計劃 全學年 

 圖書館 圖書館巡禮(中一至中二) 09-10/2019 
 「品德教育」書籍展覽 09-1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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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組別 活動 日期 

學與教 德育、公民 新界校長會國慶徵文比賽 10/2019 
支援 及國民教育

組 
北區居民協會「家國情」徵文比賽 

09/2019 

 新來港學童 中六級英文科應試訓練班班 10/2019 

 支援計劃 中六級數學科應試訓練班 10/2019 
  初中英文補習班 10/2019 
  初中數學補習班 10/2019 
 課後支援 中一級中文功課輔導班 全學年 

  中一級英文功課輔導班 全學年 

  中一級數學功課輔導班 全學年 

  中二級中文功課輔導班 全學年 

  中二級英文功課輔導班 全學年 

  中二級數學功課輔導班 全學年 

  中四級中文功課輔導班 全學年 

  中四級英文功課輔導班 全學年 

  中五級中文功課輔導班 全學年 

  中五級英文功課輔導班 全學年 

  中五級數學功課輔導班 全學年 

  中六級英文功課輔導班 全學年 

 課後活動組 賽馬會青少年龍舟發展計劃 暑期訓練班 07/2019 

  香港龍舟代表隊訓練 07-10/2019 
成長 
支援 

 

學校關注事

項 II 
舉行步操、升旗禮及國旗下的講話 
-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 「受人恩典千年記，願將此恩傳千里。」 

09/2019 

 感恩閣：「服務他人、愛己及人」藝術創作展覽及學生

分享 （與視藝科合辦） 10/2019 

  「海納百川、佳作欣賞」徵文展覽及學生分享（與視藝

科合辦） 10/2019 

  校友張媛主講感恩慈善籌款分享會 10/2019 
  感恩慈善籌款展板（與視藝科合辦） 10/2019 
  感恩慈善籌款攤位遊戲 10/2019 
  鼓勵學生參加「服務他人、愛己及人」標語設計比賽暨

「一人一票」投票活動 10/2019 

 英文科 英語橫額 — 正向思維 07-10/2019 
 通識科 學友社 : 「十大新聞選舉」 07-10/2019 
  《基本法》及「一國兩制」漫畫設計比賽 2019 07-10/2019 
  「建國七十周年」學生數碼短片創作比賽 07-10/2019 
 普通話科 普通話午間電台 10/2019 
  普通話校際朗誦節比賽訓練 10/2019 
 視藝科 國慶月專題展板 09-1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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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組別 活動 日期 

成長 
支援 

音樂科 協青社賽馬會青年文化基地 Rock Journey 2019 Band 
Show  (本校樂隊 “Rise” 參與表演) 10/2019 

 體育科 Mapperthon 運動嘉年華 10/2019 

 環境、健康

及性教育組 
環境、健康學生大使招募 09/2019 

 學童健康服務 09/2019 
 綠色觸覺舉辦「 香港無冷氣夜 2019」活動 10/2019 
 健康校園 「高疊盤」活動 (中三全級) 07/2019 
  乘風航 (4A 及 4C 學生) 07/2019 
  生命之旅 (參觀「生命．歷情」體驗館) (5B 及 5C 學生) 07/2019 
  「健康校園」計劃簡介 (中一級學生及插班生) 09/2019 
 輔導組 中學文憑考試放榜輔導 07/2019 
  中一家長迎新日 07/2019 
  中一新生迎新活動 07-08/2019 
  級會 (中一至中六) 09-10/2019 
  區本計劃扭氣球班 (中四) 09-10/2019 
  朋輩輔導計劃領袖訓練 (中四至中五) 09/2019 
  學生大使計劃 (教育局主辦到校培訓 1) (中三) 09/2019 
  中一成長訓練日營 10/2019 
  桌遊小組 (中二) 10/2019 
  學生大使計劃 (教育局主辦到校培訓 2) (中三) 10/2019 
 訓導組 「思囚之路」模擬體驗活動 (中二) 及分享會 (全校) 07/2019 
  更新先鋒計劃講座 (中一、中二及中四) 07/2019 
  領袖生培訓日 (中三至中五) 07/2019 
  振翅高飛越未來 (中四及中五學生) 07/2019 
  虛擬體驗抗毒輔導計劃 (中一至中三、中五) 07/2019 
  「步向荊途」講座 (中一至中三、中五) 07/2019 
 升學及就業 Women CEOs Dialogue and Mentorship Programs (中四) 09/2019 

 輔導組 「中國及台灣」升學簡介會 (中六) 09/2019 
  「多元升學及大學聯招辦法 JUPAS」簡介會 09/2019 
  「JUPAS 學生戶口輸入」工作坊 10/2019 
  中六學生升學輔導：JUPAS 二十個課程初選 10/2019 
  中六「暨南大學、華僑大學」校長推薦計劃簡介 10/2019 
  「台灣升學聯合分發」報讀輔導計劃簡介 10/2019 
  「台灣高等教育展 2019」 10/2019 
  全校「升學及就業輔導組生涯規劃活動」及 

「上水官立中學生涯規劃網站」簡介 10/2019 

  本校畢業生回校分享「大學之路」 10/2019 
  中四「大學遊蹤」：中文大學校園巡禮 07/2019 
  中五「我的自述」撰寫工作坊 07/2019 
  中五「多元升學初探」及「我的自述輸入」工作坊 0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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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組別 活動 日期 

成長 境外學習活

動及姊妹學

校計劃 

南京歷史文化考察團 07/2019 
支援 

21 世紀東亞青少年大交流計劃 2019 – 20 10/2019 

 家長教師會 中一家長迎新學生服務大使 07/2019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學生服務大使 09/2019 
 女童軍 「童」夢攻略 — 北京實習計劃  

6B 譚芷晴 
07/2019 

服務 普通話科 早會普通話短講分享 10/2019 
 環境、健康

及性教育組 
捐血日 10/2019 

 輔導組 平等分享落區行動 10/2019 
 社會服務 濕地公園伙伴計劃義工訓練 10/2019 

校外 
獎項 

視藝科 嗇色園一百周年紀慶標誌設計及標語創作比賽  
標語創作比賽學生組 冠軍    
4A 余倩華 

08/2019 

 新來港學童

支援計劃 
2019 全港新來港學童獎勵計劃 
傑出學業獎 (宏施慈善基金社會服務處) 
2A 許晴 

08/2019 

 社會服務 「今日公益‧明日領袖」2018-2019 年度 
社會服務「關注環保」獎 

07/2019 

 龍舟隊 中國香港龍舟總會第九屆香港室內龍舟錦標賽 
中學組 (中一至中三) 女子組 個人賽 亞軍  
3C 蔡凱怡 
 
中學組 (中一至中三) 混合組 接力賽 季軍  
3B 林唯希 3B 蔡錦滔 3C 蔡凱怡 4B 林靜雯 
 
中學組 （不限年級）混合組 接力賽 亞軍 
3A 楊芊茵 3A 曾禧旻 3B 蔡錦滔 3B 林唯希 
4B 符灝鏵 
 
中學組 （不限年級）混合組 接力賽 季軍 
3C 蔡凱怡 3C 許志鵬 4B 林靜雯 6C 梁嘉俊   
6C 黃德諾 
 
中學組 （不限年級）男子組 接力賽 季軍 
3B 蔡錦滔 3B 林唯希 4B 符灝鏵 6B 黃德諾  

6C 梁嘉俊 

07/2019 

  賽馬會青少年龍舟發展計劃 暑期訓練班結業賽  
亞軍 3B 林唯希  3C 許志鵬 
季軍 3B 蔡錦滔  3C 蔡凱怡 

0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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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組別 活動 日期 

校外 
獎項 

體育科 2019 北區乒乓青少年團體賽 青年團體 銀碟賽 季軍  
5C 梁俊翹 

09/2019 

 圖書館 哈佛圖書館獎 
6A 毛思敏 6A 張劍鋒 6A 蘇 凱 

09/2019 

 女童軍 第九屆香港室內龍舟錦標賽 
個人女子中學組 第三名 
4B 林靜雯 

07/2019 

 學生獎勵計

劃 
上官之星：2019「明日之星 — 上游獎學金」18/19   
6A 沈嘉莹 
6A 劉卓熙 
6A 蘇海英 

07/2019 

  上官之星：蓬瀛仙館「第二十八屆(2019 年)香港公開考試

成績優良獎」 
18/19  6A 高天悅 

10/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