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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
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TWGHs Mrs Wu York Yu Memorial College

SCHOOL PROFILE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 Mrs Wu York 
Yu Memorial College was founded in 
1977 as the sixth Tung Wah Group 
secondary school established with 
donations from Dr. Wu Yee-sun 
and Dr. Wu Jieh-yee. Our 
co l lege  has  bu i l t  an 
excellent reputation 
in the district.

Our mission in education is to provide comprehensive 
and multifarious services to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to enable them to exert their full potentialities and serve the 
community. 

We firmly believe in the school motto: “Dil igence, Frugality, 
Loyalty and Faithfulness” as the guiding principle in the moral 

and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our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We strive to promote proper values and a positive 

outlook on life and encourage them to lead a full and 
meaningful life.

SCHOOL MISSION

SCHOOL MOTTO



Our teachers have been presented with ‘The Chief Executive’s Award for Teaching Excellence’ in recognition of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nd Language Across the Curriculum (LAC).

Our school focuses on students’ mastery of essential skills in the learning of English to achieve both 
linguistic competence and communicative effectiveness. Learning in an English-rich environment, students 
are given the opportunities to develop English proficiency for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practical 
communication, specifically, in pursuing studies, careers and attending social occasions.

'THE CHIEF EXECUTIVE'S AWARD FOR TEACHING EXCELLENCE'

ENRICHING ENGLISH ENVIRONMENT

HKU English Class

Teen Time Open Space Recording RTHK English Speaking Day

Job Hunting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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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Teams:
English Ambassadors

English Club 

English Drama Team

Glitter (English Magazine)

Public Speaking Team

Competitions & Activities:
Alumni Sharing Session

Book Swapping Scheme

Business Advertisement Programme

Crossroad Day Camp

English Alliance Reader's Theatre

English Corner Programme

Inter-house Speaking Competition

Job Hunting Day

LAC Drama Presentation

Movie Appreciation Day

RTHK Teen Time Open Space

Speech Festival

Spelling Kings & Queens

TW Interview Workshop

TW Junior Drama Workshop

TW Oxbridge Camp

WYY Gratitude Day

Academic:
Cross-curricular Essay Writing

Easter Course

Extensive Reading Programmes

Form 3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Joint School Oral Practice

LAC Vocabulary Logbook

Library Reading Scheme

Saturday Enrichment Classes

Self-directed Learning Sessions

Writing Enhancement Programme

Summer Bridging Classes

Collaboration with Universit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University English Tours
Spelling Kings and Queens Competition

Job Hunting Day

Inter-house Speaking
Competition

Crossroad Day Camp

WYY Gratitude Day

Visiting Google Office

Visiting Cathay Pacific City

Junior English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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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hip Training Camp
Team Building 
Training ProgrammeStudent Association Election

ScoutsRed Cross

Ukulele Concert

Dance Team

Chinese History Club

Student Association 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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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school spotlights whole person development by nurturing students’ talents 
through rich experience of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Self-directed activities 
are held every year by student leaders for boosting our students’ confidence. 
Teams and clubs of different areas include:

STUDENT LEADERS 

Student Association, Consultative Committee, Electoral Committee, Prefects, 
ECA Committee, Houses

COMMUNITY SERVICE
Venture Scouts, Scouts, Red Cross, Auxiliary Medical Service, Volunteers 
Group, Library Club,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mbassadors, Putonghua 
Ambassadors, Consultative Committee, Polling Committee

MORAL AND CIVIC DEVELOPMENT 
Debate & Current Affairs Club, Reading Ambassadors, Geography & 
Conservation Club,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al Club, Fellowship, Pet Club

ACADEMIC DEVELOPMENT
Chinese Club, English Club, Mathematics Club, Home Economics Club, 
Computer Club, Astronomy Club, Science Club, Creative Media Ambassadors

AESTHET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Art Club, Music Club, Movie Club, Dance Team, Choir, Design & Technology 
Club, Handicraft Club, Paper-crafting Club, Bridge Club, Chess Club

PHYSICAL DEVELOPMENT 

Sports Committee, Soccer Team, Basketball Team, Badminton Team, Table-
tennis Team, Tennis Team, Swimming Team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Guidance Camp

Prefects Training Camp

Astronomy Club

Leadership Training Camp

Red Cross

5



Our students enjoy ample opportunities to learn beyond the classroom 
by joining a host of study tours to different places around the world. In 
school years 2018-20, our school organized 16 study tours with a total 
number of about 340 participants.

BROADENING OUR HORIZONS

KOREA/Geography Study Tour (Jeju Island)

MALAYSIA-SINGAPORE/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Study Tour

CHINA/History and Cultural Exchange Tour (Zhengzhou & Xi'an)CHINA/History and Cultural Exchange Tour (Zhengzhou & Xi'an)

TAIWAN/Geology Study Tour (Taitung)

CHINA/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tudy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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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IA/English Ambassadors Study Tour (Sydney)

TAIWAN/Sports Training Camp 

CHINA/Creative Media Ambassadors Study Tour (Silk Road & Xi'an)

CHINA/Arts & Cultural Exchange Tour (Foshan)

CHINA/Sister School Scheme (Zhengzhou)

AUSTRALIA/English Ambassadors Study 
Tour (Sydney) ENGLAND/Tung Wah Ambassadors Tour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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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future musicians and artists 
can be fully prepared and show off 
their talents nervelessly. 

Our school is now equipped with new facilities 
including the Biotechnology Research 
Centre, WYY Makers’ Studio, WYY Live 
Studio, Gym Room, Study Room, 
Performance Room and special 
rooms to maximize learning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FACILITIES

Students are using advanced laboratory 
equipment like centrifuges to conduct research, 

e.g. environmental DNA project. 

TWGHs has been actively promoting STEM education 
at our school and has allocated a total of 1.2 million to our 
school this year for renovation of biology laboratory and 
acquisition of advanced biotechnology equipment. 

BIOTECHNOLOGY RESEARCH 
CENTRE

STUDY ROOM 

WYY LIVE STUDIO

GYM ROOM 

WYY MAKERS’ STUDIO

PERFORMANCE ROOM

Students can 
undergo muscle 
training and improve 
physical fitness. 

Our study room provides students with a silent 
and calming space to encourage self-directed 

learning after lessons.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make announcements, share 

study tips or even sing a 
song and broadcast to 

everyone at school.

The modern Loft Design is 
adopted in our Makers' Studio 
for developing creativity and 
stimulating inspi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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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秉承東華三院「全人教育」的辦學宗旨，多

年來一直致力提高學生的學術水平及品德修養，為本

港社會培養一群積極進取、純樸、正直、身心健康的

良好公民。

    我們本著有教無類的精神，致力為學生提供優質

的學習環境，令學生在一個充滿關愛的環境中愉快學

習和成長，擁有紮實的學問基礎和建立良好的品格。

辦學精神    本校是東華三院第六所開辦的中學，於 1977 年由

永隆銀行伍宜孫、伍絜宜昆仲捐款興辦，在區內一直享

有良好聲譽。

    我們栽培了不少傑出的校友，其中在非典型肺炎肆

虐香港期間，捨身忘己，最後不幸殉職的謝婉雯醫生，

便是本校 1986 年畢業生。

    校友程小雅小姐亦成為首名港隊代表參與奧運女子

20 公里競步賽。她堅毅不屈，迎難而上的精神值得我

們學習和引以為傲。

學校簡介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TWGHs Mrs Wu York Yu Memorial College

電話：2428 5129

傳真：2480 3015

電郵：wyyss@tungwah.org.hk

網址：https://twghwyyms.edu.hk/

地址：新界葵涌安捷街 13-21 號

    本校以東華三院「勤、儉、忠、信」為校訓，校訓

的釋義為：

勤的涵義：能奮鬥，知進取。

儉的涵義：尚節約，不妄取。

忠的涵義：負責任，肯犧牲。

信的涵義：重言諾，務實踐。

    校訓四字，既有教育理念，也有儒家的社會理想。

「勤、儉」約己，「忠、信」待人；前者為自勵奮進之本，

後者為人我相處之道。

校訓



教學語言安排

    為照顧同學不同的才能和興趣發展，除了四科必修科目 ( 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和公民與社

會發展科 ) 外，本校開辦不同的選修科供同學靈活選擇。

高中課程

選修科目
數學（延伸單元二）

物理
化學生物

經濟

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商業管理）地理

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會計）

資訊及通訊科技

中國歷史

歷史 體育 旅遊與款待

英語教學環境

●  依照教育局的微調中學教育語言政策，本校大部分學生均適合以英語學習。為減少學習差異及避免不必

要的標籤效應，中一不分「英文班」或「彈性班」。除了數學科外，中一大部份科目均以英語授課；中

二及中三則依學生的英語水平分作 3班「英文班」及 1班「彈性班」，其中「彈性班」的數學科以中文

教授，其餘科目均以英語授課。

●  本校所有以英語授課的教師均已接受專業培訓，滿足教育局對老師的語文能力要求，確保學與教的效能。

同時，本校利用不同資源，積極創造學習英語的語境，大大提高學生以英語學習的能力和信心。

●  本校致力營造一個優良的英語學習環境，例如推行跨學科英語學習和舉行不同活動，增加同學

接觸英語的機會和運用英語的信心，全面提升學生學習英語的能力，因此本校曾獲教育局頒發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以表揚本校在英語教學方面的成就。
●  本校以「全校參與模式」推行跨科英語學習（Language across  the 

Curriculum），透過初中跨學科英語寫作訓練及跨學科英語話劇班際

表演，讓同學明白跨科學習英語的重要性。學校設計了跨學科英語學

習詞句簿，使學生能有系統地學習各科的英語詞彙及句式。

●  為鼓勵學生自主學習，學校為全校同學設置校本網上英語自學平台

English  i-Zone，讓學生能隨時隨地重溫課堂上學到的英語詞彙及標準發音。另外，本校以英語

進行早會、早讀活動；在午膳時透過校園電視播放英語節目；及舉辦讓高中同學準備升學面試

的「模擬求職體驗活動」等。

●  我們的外籍英語教師在初中課程中加入增潤課，以提升同學的英語會話能力。外籍英語教師亦

會在英語閣舉行不同的午間英語活動，藉此引發同學學習英語的興趣。

英文 中文 數學 地理 歷史 中國

歷史

綜合

科學

物理 化學 生物 生活與

社會

電腦 體育 視覺

藝術

音樂 普通話 家政 設計與

科技

中一              

中二               

中三                

初中開設科目  



中六
畢業生 入讀大學及學系 2021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 曾就讀小學

梁頌其
香港中文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

生物 5* 物理 5*
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二）5*
英國語文 5 化學 5 數學 5

靈糧堂秀德小學

林俊君 香港中文大學—藥劑學
數學 5* 化學 5* 物理 5*

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二）5*
英國語文 5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林婉玲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 中國歷史 5** 通識 5* 中國語文 5 歷史 5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

馬煒謙
香港科技大學—

工商管理學士（專業會計學）
數學 5* 物理 5* 化學 5

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二）5 聖公會主愛小學

吳詠甄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 經濟 5* 歷史 5 數學 5 通識 5 石籬天主教小學

李可瑩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 中國語文 5** 通識 5** 中國歷史 5 石籬天主教小學

區嘉怡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管理課程 通識 5* 中國語文 5 經濟 5 慈幼葉漢小學

何卓嵐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 通識 5* 中國語文 5 中國歷史 5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李惠恩
香港中文大學—

文學士（中國語文研究）及教育學士
（中國語文教育）

中國語文 5** 中國歷史 5**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鄧玉婷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 中國語文 5* 通識 5* 石籬天主教小學

林駿健 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 數學 5* 經濟 5 石籬聖若望天主教小學

鄧詩敏
香港教育大學—
中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

中國語文5* 通識 5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TWGHs Mrs Wu York Yu Memorial College

恭喜其他考獲佳績的同學，上述名單未能盡錄。再一次恭賀各位同學！

2021年2021年香港中學文憑試考試成績香港中學文憑試考試成績

地址：新界葵涌安捷街13-21號 電話：2428 5129 傳真：2480 3015 電郵：wyyss@tungwah.org.hk 網址：https://twghwyyms.edu.hk/

學生於香港中學文憑試屢創佳績
本校一直為學生提供優質的教學環境，校風淳樸。本校有119名學生參加2021年香港中學文憑

試，成績表現優秀。科目的整體合格率超過90%，尤其中國語文及英國語文的合格率遠高於

全港水平。有超過八成的學生繼續升讀高等院校。現將考獲優異成績的學生資料節錄如下：



東華三院獎學金
獲得金額

TWGHs SF(MNT) Fund Scholarship(19-23) $200,000

港富明德獎學金(18-22) $120,000

東華三院李兆忠紀念獎學金(18-22) $80,600

東華三院許少榮大學獎學金(19-23) $80,000

東華三院歷屆主席會獎學金(19-23) $80,000

東華三院黃乾亨基金獎學金（升讀國內大學） $20,000

體藝精英學生支援及獎勵計劃 $10,100

東華傑出學生獎 $10,000

香港胸肺基金會「謝婉雯醫生紀念獎學金」 $10,000

東華三院謝婉雯醫生紀念獎學金 $6,000

東華三院獎學金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優異獎 $4,000

東華傑出學生獎（課外活動） $4,000

80-81獎學金，香港商業銀行獎學金，恆生銀行
金禧紀念獎學金，陳庭驊基金會獎學金

$1,200

東華三院陳耀莊獎學金 $1,000

東華三院黃乾亨基金升讀大學金獎學金 $1,000

本校獎學金
獲得金額

伍若瑜紀念獎學金（升讀大學）

（伍宜孫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捐贈）
$60,000

易氏伉儷紀念獎學金 $35,000

東華三院李鋈麟博士獎學金 $26,900

伍若瑜紀念獎學金（個人成長與發展）
（伍宜孫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捐贈）

$10,000

永隆銀行／伍若瑜夫人及東華三院獎學金 $8,700

伍絜宜慈善基金謝婉雯校友紀念獎學金 $7,600

彩虹行動謝婉雯獎學金 $3,000

校友會優秀學長獎學金 $2,000

嚴展明校長作育英材紀念獎學金 $2,000

其他獎學金
獲得金額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 $25,000

羅氏慈善基金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 $17,000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4,000

荃葵青區中學校長會「荃葵青區十二大傑出學生」 $3,700

荃灣鄉事委員會獎學金 $3,000

印度商會信託基金獎學金 $2,000

屈臣氏集團全港學生運動員獎 $1,000

東華三院設多項獎學金供學生申請，目的是表揚和嘉許在不同範疇有卓越表現的學生。為培育學生的學術成

就和品格，本校亦努力尋求資源援助學生勇創佳績，按照學生學業成績、課外活動、品德表現及家庭狀況，

讓學生申請不同獎學金。同時本校也協助學生申請不同校外獎學金，讓他們有更充足的資源發展潛能，盡展

所長，好讓學生能學富五車、碩果累累。

本校1986年的畢業校友—謝婉雯醫

生在2003年非典型肺炎肆虐期間救病
拯危，奮勇殉職。東華三院、本校

和香港胸肺基金會設立了不同獎學

金，藉此延續謝醫生奮不顧身、捨

己為人的精神。  

表揚學生傑出成就

本校共有239位同學獲得不同種類的獎學金，金額逾56萬元。

過往兩年(2019-2021)學生獎學金節錄如下：

本校2020年中六畢業生
陳詠豪獲東華三院獎學

金(TWGHs SF(MNT) 
Fund Scholarship)資
助十萬港元，修讀中國

語文教育榮譽學士學位

課程。



麻省理工學院首創，一年一度的世界級合成生物學競賽—
「iGEM國際遺傳工程機器設計競賽」

獲比賽贊助機構在全球二百多隊中挑選為十二組有潛質的隊伍之
一，並資助我校五千五百美元獎金，作研究經費之用

澳洲化學測試 1個特優獎（滿分）、5個特優獎、1個優等獎及3個優良獎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預選賽 2個一等獎、12個二等獎及17個三等獎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香港賽區）
初賽：1個銀獎及2個銅獎
晉級賽：1個優異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1個一等獎、2個二等獎及4個三等獎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數學科優異獎及科學科優良獎

東華三院「好人好事：英文故事寫作比賽2019」 2個初中組優異獎
香港教育城「中文狀元挑戰計劃」 2個「中文狀元」獎（高級組）

加拿大英文寫作大賽「雅卓盃」
初賽：2個銅獎
決賽：1個銀獎、1個金獎
總決賽：2個銀獎、2個總冠軍

香港天氣與氣候網上問答遊戲比賽 銀獎

「認識憲法、《基本法》—與法治同行」香港善德基金會全
港中學校際比賽

整體總亞軍、專題報告二等獎、網上問答校內成績優異獎

第七屆《基本法》全港校際問答比賽 119個嘉許獎
第31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讀後感寫作比賽 初級組優異獎、初級組推薦獎及高級組推薦獎

第二屆扶輪香港微小說創作比賽 3個青少年組中文優異獎及6個青少年組鼓勵獎
「歷史多知味」網上閱讀問答比賽 9個優異獎（普及版）、2個嘉許獎（普及版）及11個優異獎（挑戰版）
「國家憲法日」網上問答比賽 12個嘉許狀

學術學術

獎項（2019-2021）
本校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機會，培養同學不同的興趣，讓他們發揮所長，盡展潛能，他們通過日以繼

夜的練習、朝乾夕愓的準備獲取碩果累累的成就。獎項不勝枚舉，現節錄部份獎項如下：

葵青區中學校際田徑賽

本校連續三年(2018-2020)蟬聯「葵青區中學校際田徑賽男子組及女
子組團體總冠軍」

19項冠軍、7項亞軍及7項季軍、男子甲組團體季軍、男子乙組團
體冠軍、男子丙組團體冠軍、女子甲組團體亞軍、女子乙組團體殿
軍、女子丙組團體冠軍、男子組團體總冠軍及女子組團體總冠軍

離島區分齡田徑賽 16項冠軍、6項亞軍及9項季軍
葵青區分齡田徑賽 14項冠軍、12項亞軍及9項季軍
葵青區中學校際游泳賽 2項冠軍、3項亞軍及6項季軍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正向生命女子三人籃球邀請賽 碟賽冠軍

全港個人速度跳繩比賽1x30秒二重速度賽（十二至十三歲） 冠軍

獅子會盃全港跳繩挑戰賽1x30單側廻旋速度賽 季軍

葵青區校際越野賽 男子甲組團體亞軍

葵青區中學校際羽毛球賽 女子甲組亞軍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出花園五人足球大賽U15金碗 殿軍

全港學界越野路之王長跑賽（大棠站） 女子乙組第十名

運動運動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1項冠軍、1項亞軍及1項季軍

第五十七屆學校舞蹈節
群舞：體育舞蹈—牛仔甲級獎及乙級獎、體育舞蹈—查查查乙
級獎及爵士舞及嘻哈舞優等獎
獨舞：現代舞甲級獎、中國舞甲級獎及爵士舞及嘻哈舞甲級獎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獨唱14歲或以下銀獎、鋼琴獨奏六級銀獎、鋼琴獨奏七級銅獎、箏
獨奏高級組銀獎、箏獨奏中級組銅獎、鋼琴獨奏七級銀獎及箏獨奏
中級組銅獎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合作獎、傑出劇本獎、傑出整體演出獎及傑出演員獎

《Sm@rt 世代之醒目護頸—用腦篇》標誌創作比賽 冠軍、亞軍及季軍

「保護香港海洋環境」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初中組亞軍

第二十六屆葵青區中國象棋比賽 殿軍

市建局x東華三院青年領袖計劃 優異獎及最傑出青年領袖獎

藝術藝術



iGEM（國際遺傳工程機器設計競賽）
本校學生參加由麻省理工學院首創的「iGEM-國際遺傳工程
機器設計競賽」，獲比賽贊助機構在全球二百多隊中挑選為

十二組有潛質隊伍之一，並贊助我校五千五百美元作研究經

費之用。

本年研究項目是利用基因改造細菌製造不同種類的蜘蛛絲，並透

過調節各種蜘蛛絲的比例，製作一種適合製造衣服的人工合成蜘

蛛絲。本隊伍的研究達到一定水平，最終獲得研究銅獎。

獎項特寫

傑出校友程小雅
本校校友程小雅小姐是首名港隊代表參與奧運女子20公里競步賽的運動員。她於2021東京奧運以1小時37分53秒完成賽
事，躋身世界排名第35名，成績斐然。她堅毅不屈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和引以為傲。

程小雅小姐回港後立即回母校分享她參與奧運的經驗和對人生的體會，藉此寄語同學無論遇到甚麼困難都要勇於嘗試，迎

難而上。她還分享了以下五項重點：

1. 尋找潛能，無懼失敗（Realize your full potential. Don't fear failure.）

2. 堅持到底（Stay the course）

3. 從錯誤中學習（Learn from mistakes）

4. 活在當下（Stay in the moment）

5. 把握機會（Seize every opportunity）

程小雅小姐鍥而不捨和百折不屈的精神激勵了同學繼續努力，發揮個人潛能。

升讀大學舉隅同學夙夜匪懈，不斷努力，取得美滿的成績和豐碩的成果。在此我們恭喜所有獲得佳績

的同學！中六同學入讀各院校的情況節錄如下： 

本校着重訓練學生在不同方面的潛能。體育

方面，我們過往很用心栽培有潛質的同學，

本校連續三年蟬聯「葵青區中學校際田徑賽

男子組及女子組團體總冠軍」。他們屢創佳

績，令人欣喜！

連續三年校際田徑賽總冠軍

本地院校 課程

香港浸會大學
翻譯學文學士

工商管理學士

香港教育大學

中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

幼兒教育榮譽學士 
地理教育榮譽學士

小學教育榮譽學士—常識

香港都會大學 酒店及可持續旅遊管理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嶺南大學 社會科學（榮譽）學士

東華學院 護理學（榮譽）健康科學學士

內地及海外院校 課程
廣州暨南大學

生物科學學士

金融學學士

長沙中南大學 護理學學士

武漢華中師範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學士

日本立命館亞洲
太平洋大學

社會科學學士

日本早稻田大學 人類情報科學科學士

台灣銘傳大學 休閒遊憩管理學學士

台灣東海大學 美術系學士

本地院校 課程

香港中文大學

工商管理學士綜合課程

中醫學學士

藥劑學學士

生物醫學工程學學士

酒店旅遊及房地產學士

社會科學學士

文學士（中國語文研究）及教育學士
（中國語文教育）

文化管理學士

社會學學士

歷史學士

香港大學 社會科學學士

香港科技大學

理學士

工商管理學士

工商管理學士（專業會計學）

工程學學士

香港城市大學

建築學及土木工程學工學士

管理學工商管理學士

工商管理學士（金融）

香港理工大學 酒店業管理（榮譽）理學士學位



為協助中一同學適應中學的校園生活，灌輸正向學習和生活的

概念，發掘潛能及建立積極的人生觀，為迎接中學生活做好準

備，本校舉行了一系列的活動及課程，列舉如下：

為使中一新生能更快適應校園生活，輔導組安排

每一位中一同學皆有一位大哥哥或大姐姐去陪伴

及跟進適應情況。暑假時同學會先與自己的大哥

哥姐姐見面及玩一些小遊戲，讓彼此互相認識，

然後大哥哥姐姐會分享自己的學習心得及校園生

活點滴，藉此讓同學更了解學校，最後大哥哥姐

姐會協助同學訂立目標及商討達成目標的方法，

讓中一同學能好好規劃自己的未來。

對中一生的照顧

學校關注重點

本校注重培訓學生的英語能力，暑假期間舉行中一英語銜接課

程，由外籍英語老師教授，提升同學在英語方面讀寫聽說的能

力，使同學在輕鬆和愉快氣氛中，熟習和掌握英語。

(1) 中一英語銜接課程

(2) 大哥哥大姐姐

1. 完善教學設備，豐富學習資源
• 為配合本校重點發展的全方位教育、STEM教育以及混合式教學

(Blended Learning)，學校近年積極改善校內設備，例如有加強
學生體藝發展的「學生健身室」及「學生表演室」，專為推行生

物科技教育的實驗室，提升學生科技水平、增進微電腦控制技術

的「瑜創空間」，及具拍攝及互動教學功能的「瑜意教室」，以

強化學生表達能力及鼓勵協作學習。

2. 優化教與學，建立學習社群
• 學校在教師團隊中設立「師友制度」，在教師群體中逐漸形成一個互

相關顧、樂於栽培新教師的氛圍，從而提升學校未來整體發展的可持

續性。

• 本校鼓勵教師積極參加進修課程，讓教學與時並進，例如參加由薯片叔叔共創社及國際教育科技協會合辦的混合式學

習專業發展計劃，和賽馬會「翻轉教學」先導計劃。計劃不單能令教師的教學效能提升，亦能進一步推動以學生為中

心的教學，讓所有學生都能發展其獨有的才能。該計劃可增強學生語文方面的能力，尤其英語能力。為擴闊同學的視

野，學校亦投放大量資源組織境外交流團。

• 我們善用評估數據，定期分析同學公開試預計成績，協助同學認清自己的優勢及潛質，以訂下更切合自己的學習目標。

3. 加強生命教育元素
• 學校積極向學生灌輸正向的價值觀，鼓勵學生珍惜生命，積極面對人生各種困難，由「生命教育組」統籌相關工作，

例如舉辦「瑜可傾聽」夏威夷小結他(ukulele)小組，「小瑜苗」栽種計劃等等，讓同學在小組中發掘自身優勢，並增
加同學彼此交流的氣氛。



我的現在與未來：透過互動遊戲，讓同學明白規劃
人生的重要性，從而令同學好好裝備自己，迎接美好

的將來。

「若」動飛「瑜」：活動中我們讓同學發揮潛能及創
造力，盡展所長。

本校致力鞏固學生的學習基礎，專設中一級功課輔導

班，由老師指導中一級同學認真完成家課，令他們溫故

知新，提高學習的效能。

形象蛻變課程(BE A BETTER ME)：教授同學基本儀容
服飾的要求，提升同學對個人禮儀的認識。

本校為中一新生籌辦中一迎新活動「瑜學於樂」，協助同學適應中學的校園生活，為迎接中學生活做好準備。

升中適應：由大哥哥、大姐
姐帶領同學參觀校園，讓中一

新生更快融入新的學習環境，

並透過互動遊戲加深同學之間

的認識。本校特意為中一同學

設雙班主任制，全面照顧同學

成長的需要，加強對個別學生

的輔導。

(3) 瑜學於樂

(4) 功課輔導班
(5) 中一家長聚會

(6) 禮儀訓練

除了同學需要適應新的中學生活，家長也需要適

應子女升中後的轉變。學校在暑假特別安排兩次

家長會，讓家長初步了解學校的生活與運作，並

讓家長與班主任作會面與交流。開學後，學校也

特意安排家長與老師、班主任聚會面談，提供平

台讓家長更了解子女在學校的學習情況，加強家

校的合作和溝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