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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水官立中學 
學習支援 

4/2021 - 6/2021 
學與教支援 

組別 活動名稱 日期 

中文科 

教育大學的教學研究及實驗計劃 4/2021-6/2021 

中四級中國語文水平提升班 4/2021-5/2021 

中五級中國語文水平提升班 4/2021-5/2021 

英文科 

中五級英文躍進班 3/2021-6/2021 

跨學科英語延展活動 4/2021-7/2021 

每周英語小講 4/2021-7/2021 

中一級 SEED 跨學科閱讀課題研究 4/2021-7/2021 

中五級課後加強班 4/2021-6/2021 

三十周年校慶英語語文藝術作品比賽 4/2021-5/2021 

全校英語同樂日 25/5/2021 

英文科及家政科跨學科作業：設計、烹飪並介紹健康菜餚 4/2021-6/2021 

數學科 中五級數學學業提升計劃 3/2021-5/2021 

通識科 
參與中國文化研究院，有關「通識‧現代中國」的網上教學

資源支援計劃」 
全年 

生物科 本地生境視像考察 26/5/2021 

化學科 
化學家在線自我學習獎勵計劃 2021(教育局及香港虛擬大學

合辦) 
1/2021-5/2021 

物理科 

中六級物理科香港教育城網上學習平台 全學年 

中五級學業提升計劃－應試補習班 21/5/2021, 
3/6/2021 

設計與應用 
科技科 中五級課後補習班 4/2021-5/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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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活動名稱 日期 

歷史科 中五級學業提升計劃－歷史科補習班 3/2021-7/2021 

企業、會計

及財務概論科 

中六級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文憑試衝刺班 4/2021-5/2021 

中五級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課後加強班 3/2021-6/2021 

地理科 

中六級地理科文憑試衝刺班 4/2021, 5/2021 

中六級地理科香港教育城網上學習平台  4/2021-5/2021 

中五級學業表現提升計劃 - 課後補課 
5/2021, 6/2021,  

7/2021 

中五級網上考察課程 - 溪流河道研究 25/5/2021 

音樂科 

口琴及口風琴網上訓練班 1/2021-7/2021 

中樂樂器網上訓練班 1/2021-7/2021 

結他網上訓練班 1/2021-7/2021 

視藝科 

「距離無阻學與愛．家校同心育優才」四格漫畫設計比賽 4/2021 

躍然紙上：港大美術博物館動物繪畫比賽 4/2021 

4th Inter-School English Calligraphy and Art Competition 5/2021 

回歸盃-「同心抗疫」口罩設計比賽 2021 5/2021 

「我們的‧藝術館」網上評賞 5/2021 

體育科 SPORTACT 運動獎勵計劃 4/2021-5/2021 

30 周年校慶體育發展日  26 & 28/5/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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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活動名稱 日期 

圖書館 

作家講座 13/5/2021 

圖書漂流計劃 13-18/5/2021 

書展 14-18/5/2021 

「輕聲的圖書館」教育劇場 17/5/2021 

「閱讀 x 桌遊」活動 18/5/2021 

老師薦好書 全年 

學校關注事項 I 
中四級「整理筆記」、「溫習方法」、「時間管理」學習技巧

工作坊 
4/2021 

新來港 
學童支援計劃 

NAC 中五級英文補習班 5/2021-6/2021 

NAC 中四級英文補習班 5/2021-6/2021 

NAC 中三級英文補習班 5/2021-6/2021 

NAC 中二級英文補習班 5/2021-6/2021 

融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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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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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評估覆檢 
全學年 

為有需要的學生檢討個別學習計劃的成效 6/2021-7/2021 

為有需要的學生作學年考試調適安排 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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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活動名稱 日期 

考試組 
下學期網上統一測驗簡介會 3/2021, 4/2021 

網上學年考試簡介會 6/2021 

課後支援 

中一、中二、中三級課後中、英、數加強班 5/2021-6/2021 

中五級學業提升計劃 – 應試補習班(四個核心科目及所有

選修科) 
3/2021-6/2021 

電子學習 
人工智能批改簡介會 13/5/2021 

學年考試網上試場監考員工作坊 18 & 21/5/2021 

STEM 

跨科共同主題︰中一級 [對稱]、中二級[橋]、 
中三級[複息魔力] 

本學年 

編程主題︰中二級[Scratch︰繪畫多邊形] 下學期 

4D Frame 工作坊---製作機械臂 25/4/2021 

網上智識產權講座 13/5/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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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長支援 

組別 活動名稱 日期 

中文科 中三級雲遊學習-香港傳統節慶 4/2021 

英文科 

展示英語橫額：正向思維 4/2021-7/2021 

英語大使訓練 4/2021-6/2021 

英語司儀訓練 4/2021-6/2021 

官中聯校英語辯論比賽及訓練 4/2021-5/2021 

北區聯校初中英語說故事比賽及訓練 5/2021-7/2021 

北區聯校高中演講比賽及訓練 5/2021-7/2021 

第四屆聯校英文書法及藝術比賽(英文及視藝科跨科活動) 5/2021 

社際英文謎語競猜比賽 5/2021 

三十周年校慶英文話劇表演及訓練 5/2021-7/2021 

音樂科 
2A 區嘉洛同學獲邀參加網上「聞聲音樂直播室」鋼琴表演及

與張家誠導師口琴及囗風琴合奏表演 
9/5/2021 

體育科 
賽馬會奧翔計劃  4/2021-7/2021 

第二屆校際體能挑戰賽 28/5/2021 

學生會 
中六級打氣壁報 12/3/2021 

心「晴」加油站 (心意卡服務) 13-18/5/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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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活動名稱 日期 

課外活動組 

「我的自述」講座 17/5/2021 

「家添快樂」大募集比賽 30/6/2021 

「齊來運動・預防中風」短片比賽 31/5/2021 

室內龍舟推廣活動 22-26/3/2021 

有「營」小廚神—全港中小學生烹飪比賽 2021 4/2021-7/2021 

第十三屆健康資訊學生大使計劃 4/2021-3/2022 

「中學 IT 創新實驗室」計劃 5/2021-4/2022 

「2021-2022 香港青年大使計劃」 7/2021-7/2022 

中電新世代‧新動力獎勵計劃 2021 4-2021-7/2021 

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及星伴同行師友計劃 2021 5/2021-1/2022 

香港龍舟代表隊—青年隊 

4B 蔡凱怡、4B 林唯希、4B 許志鵬及 4C 姚錦 
5/2021 

家長教師會 親子包糭班 (與家政學會合作) 18/5/2021 

環境、健康及 

性教育組 

班際整潔比賽 17-25/5/2021 

水果日 24/5/2021 

社際環保攝影比賽(與攝影學會合辦) 14-24/5/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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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活動名稱 日期 

升學及 
就業輔導組 

中一至中三級「高中新安排」學生及家長講座 4/2021 

中五級香港大學同學會教育基金「人生與事業教育計劃」香

港電燈公司虛擬參觀(網上) 
4/2021 

中四級勞工處「青年就業起點」「Personality Dimension ® x  

事業選擇」講座 
5/2021 

中五級勞工處「青年就業起點」「Personality Dimension ® x 

事業選擇」講座 
5/2021 

中五級香港大學同學會教育基金「人生與事業教育計劃」科

聯系統集團導師分享(網上) 
5/2021 

中五級香港大學同學會教育基金「人生與事業教育計劃」麥

當勞集團導師分享(網上)  
5/2021 

資優教育組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資優計劃「春季資優課程」 5/2021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學員取錄甄選 6/2021 

輔導組 

「從心出發」情緒支援講座、派發打氣口罩套 (全校) 4/2021 

「抗壓小測試」問卷調查及跟進 4/2021-5/2021 

學生大使計劃 – 教育局主辦培訓及檢討會 (中三級) 4/2021-5/2021 

朋輩輔導計劃 – 情緒健康大使網上訓練 (中一、中四至中五

級) 
4/2021-5/2021 

「藝 X 述」青少年情緒健康導航 2021 5/2021 

「心晴周」 5/2021 

輔導組 校本精神健康推廣 - 短片分享：「自我關懷」 9/6/2021 

訓導組 
「行為之星」第四階段 5/2021-6/2021 

「依時大比併」(下學期)  5/2021-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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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活動名稱 日期 

學校關注事項 II 

「正向思維」自評問卷調查 26/4/2021 

「新聞評賞、正向共享」: 「心殘志不殘」的「包山王」黎志

偉專題分享 
10-17/5/2021 

「老師，謝謝你!」佳作展覽 10-17/5/2021 

德育、公民及 
國民教育組 

1.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 

1.1 升旗禮及國旗下的講話 (12/4) 

1.2「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重點解說」專題展覽 (9/4 – 12/4) 

1.3「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網上問答比賽 (12/4 – 13/4) 

9-12/4/2021 

2. 關愛週 :   
2.1 「老師，謝謝你!」佳作展覽 (10/5-17/5) 

2.2 「心殘志不殘」的「包山王」黎志偉專題分享 (10/5-17/5) 

2.3 班主任課 : 《基本法》中香港居民享有的基本權利 (17/5) 

10-17/5/2021 

i-Team 領袖訓練計劃 5/2021-6/2021 

回歸盃 ——「同心抗疫」口罩設計比賽 2021 5/2021 

區本計劃 咖啡拉花班、魔術班、雜耍班、扭氣球班 3/2021-5/2021 

學生支援 

派發「關愛基金援助項目-資助清貧中小學生購買流動電腦裝

置以實踐電子學習」流動電腦裝置 
4/2021-5/2021 

2021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跨境學校考生恩恤支援計劃 5/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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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組別 活動名稱 日期 

英文科 

英語早會司儀 4/2021-7/2021 

英文學會活動大使 4/2021-6/2021 

英語日英語大使 25/5/2021 

普通話科 早會普通話短講分享 5/2021 

德育、公民及國

民教育組 關愛週: 奧比斯及耆康老人福利會慈善籌款及義工服務 13/5/2021 

 

校外獎項 

組別 活動名稱 日期 

數學科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21(香港賽區) 晋級賽 

三等獎 2A 劉倩怡 2A 陳文濤  

  2A 張沺浩 2A 楊晨晨  

  3A 鄧諾賢 

4/2021 

化學科 

化學家在線自我學習獎勵計劃 2021 

鑽石獎  5A 劉嘉琪 5A 劉梓麗  
  5A 鄧嘉倩 5A 黃子健  
  5A 鍾海文 
金獎    5A 陸洋科 

5/2021 

企業、會計及 
財務概論科 

香港會計師公會及香港商業教育學會合辦企業、會計與財務

概論科優秀學生獎學金   

  5B 黃美寶 

6/2021 

視藝科 
第十三屆校園藝術大使(香港藝術發展局) 

  5A 陳倩瑤 5B 張可霖  
5/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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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活動名稱 日期 

音樂科 

香港教育發展協會 2021 音樂大賽 

鋼琴獨奏 － 八級冠軍 

  2A 區嘉洛 

3/2021 

第 73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分級鋼琴獨奏 － 五級 冠軍及金獎 

  2A 區嘉洛 

聲樂獨唱 - 中文 - 男聲 - 中學 - 16 歲或以下 亞軍及銀獎  

  5C 范致遠 

聲樂獨唱 - 中文 - 女高音 - 中學 - 19 歲或以下 銀獎 

  6B 鄧惠琳  

聲樂獨唱 －中文－ 女聲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銀獎 

  2A 麥穎研  

聲樂獨唱 - 外文歌曲男聲 - 中學 - 16 歲或以下 銅獎  

  5C 范致遠  

分級鋼琴獨奏 － 六級 銅獎  

  2A 麥穎研  

聲樂獨唱 －中文－ 女聲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銅獎  

  1C 羅加淇  

小提琴獨奏 － 五級 銅獎 

  6A 潘甜一 

箏獨奏 - 中級組 銅獎 

  6A 潘甜一 

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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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活動名稱 日期 

體育科 

SPORTACT 獎勵計劃 
金獎 1A 林諾言 1A 謝海健 
 2A 陳文濤 3A 李天樂 
 3A 鄧諾賢 3A 謝子威 
 3C 鍾永濤 
銀獎 1B 黃子豪 2B 蔡志旭 
 3C 孔慶富 3C 唐智鑫 

5/2021 

資優教育組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資優計劃「春季資優課程」 
証書 5A 鍾海文 5A 何文沛 5/2021 

課外活動組 

 

課外不停學 — 環境生態文化網上學習課程獎勵計劃（中學

組） 

金獎 2A 馬奕敏 2A 陳鈺瑜 

  2A 劉倩怡 2A 潘詩妮 

  3A 周奕娟 3A 陳可誼 

  3A 陳詩楠 3B 毛思婉 

  4A 何文欣 4A 陳詩彤 

  5A 王欣怡 5A 何文沛 

  5B 符灝鏵 

5/2021 

課外不停學 — 環境生態文化網上學習課程獎勵計劃（中學

組） 

銀獎 2A 吳婧瑜 4A 林智豪 

  4A 鍾惠璇 4A 蘇歡 

  4A 龔月悠 5A 鍾海文 

  5B 陳晞兒 5B 榮子淇 

銅獎 3A 張榕榕 4A 黃介媛 

  5A 劉梓麗 5B 林楚瑩 

  5B 林靜雯 5B 黃美寶 

  5B 黃德儀 

5/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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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活動名稱 日期 

課外活動組 

網「樂」安全比賽 2020/21 — 網上問答挑戰賽 

金獎 4A 鍾惠璇 4A 黃介媛 

  5A 何文沛 5A 鍾海文 

  5B 黃美寶 5B 榮子淇 

銀獎 2A 潘詩妮 4A 何文欣 

  5A 劉嘉琪 

優異獎 2A 吳婧瑜 5A 劉梓麗 

  5A 張冰宜 5B 林靜雯 

  5B 符灝鏵 

4/2021 

網「樂」安全比賽 2020/21 — 團體網「樂」安全挑戰賽 

第五名 5A 黃美寶 5A 榮子淇 

  4A 黃介媛 

10/4/2021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理事會 —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6A 余倩華 6A 嚴家鈺 

4/2021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及天然養生有限公司—天然養生有限公司

優異學生獎勵計劃 2021 

二零二一年優異學生獎勵金及嘉許狀 

  5A 何文沛 5A 洪子杰 

5/2021 

Princeton Club of Hong Kong – Book Award 2021 

普林斯頓大學香港校友會圖書獎 2021 

  6A 余倩華 

5/2021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中學組 

5B 符灝鏵 
6/2021 

有「營」小廚神—全港中小學生烹飪比賽 2021 

有「營」創意食譜獎 4A 王子涵 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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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活動名稱 日期 

應用學習課程 

羅氏慈善基金應用學習獎學金 

  6A 李子穎 6B 黃巍 

 6C 郭禧宏 

5/2021 

圖書館 
2021「哈佛圖書獎」 
大獎 5A 鍾海文 
優異獎 5A 何文沛 5A 黃子健 

28/5/2021 

德育、公民及 
國民教育組 

教育局發展處主辦 2020 國家憲法日網上問答比賽 

嘉許狀 5A 陳倩瑶 5A 方安淇 

  5A 馮紀童 5A 何文沛 

  5A 黃麗洋 5A 黃夏雨 

  5A 劉嘉琪 5A 劉梓麗 

  5A 林宝怡 5A 魏韋瑩 

  5A 鄧嘉倩 5A 王欣怡 

  5A 張冰宜 5A 鍾海文 

  5A 洪子杰 5A 康頌奇 

  5A 劉俊昇 5A 黃梓晉 

  5A 黃子健 5A 阮家浩 

12/5/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