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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生成長──多元智能、教管並兼 七、我的驕傲──文武兼備、成就超卓六、走出課室──境外學習、擴濶視野

義工探訪老人情況

中秋節派月餅予區內老人

1. 學生組織
	本校多年以學生為本，主力由學生自發主導組織校內活動，如學生會、四個
會社、藝術發展委員會、社會服務委員會、體育委員會及各學會等。
	舉辦各類型的領袖培訓活動，如領袖訓練營、山區探訪及不同團體舉辦的領
袖交流活動。

2. 社會服務
	推行校本德育及公民教育課
程，制定社會服務政策，鼓勵
同學參與義工服務，以加強德
育及公民教育意識。
	舉辦不同類型的義工服務，讓
同學身體力行，服務社群。

3. 藝術推廣
	成立藝術教育委員會，統籌及推廣藝術教育事宜。
	初中推行「一生一藝術」計劃，並成立中樂團、管樂團、舞蹈團、書法班、
攝影及錄像學會等。
	於高中開設綜合藝術教育課程超過十年，累積豐富經驗，以配合新高中課程
發展。本校更多次獲教育局邀請參加「藝術教育種籽計劃」，並屢獲邀請向
全港學校分享有關經驗。
	舉辦「薈藝嘉誠」綜合藝術晚會，先後於香港文化中心、沙田大會堂及元朗
劇院等場地演出。

本校中國舞組屢獲獎項 本校管樂團到澳洲交流本校中樂團到東華三院參與匯演

生涯規劃個別輔導

4. 環保活動
	積極推行環保活動，實踐作為「綠色
學校」的承諾；將有關課題滲透於各
科課程內，提高學生環保意識。

5. 訓輔活動
	推行全校訓輔合一政策，舉辦「大哥哥、大姐姐」、
「課前補習班」、「雙班主任制」等計劃，協助同學
健康成長。
	於各級舉行不同類型的訓練計劃，如在中二及中三分
別舉辦「成長營」及「生涯規劃」訓練活動，協助學
生確立求學方向、人生目標以及建立積極的處事態
度。
	中一至中三學生均須留校午膳，由老師教導用餐禮
儀，膳後由各組別及課外活動小組安排多元化之活動
或提供個別功課輔導。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交流成了一種國際性跨文化體驗式教育，也成為了學生
夢寐以求的一種輕鬆的學習模式。本校近年於歷史文化、語言、體育、科學、音
樂藝術、旅遊管理等範疇舉辦交流活動，讓同學從實踐中學習，增廣見聞。

~交流足跡‧積學儲寶~

【東華三院學生大使洛杉磯、三藩巿、倫敦及溫哥華參訪團】

【四川文化歷史及生態探索之旅】

【旅遊與款待科高雄考察體驗之旅】

      【東華三院聯校杜拜學習團】

【新加坡排球及文化交流之旅】

【溫哥華、澳洲及紐西蘭英語遊學團】

【澳洲墨爾本維多利亞校際音樂節】

語文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舉辦「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組 	獨誦亞軍2項、季軍3項
	優良獎6項、良好獎5項

普通話組 	獨誦冠軍2項、亞軍2項、季軍1項
	優良獎7項

英語組 	集誦亞軍1項
	獨誦冠軍1項、亞軍3項、季軍4項
	優良獎21項、良好獎1項

藝術教育

音樂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2019年香港青年音樂匯演」---獲管樂團
比賽金獎及中樂團比賽銀獎

舞蹈 	教育局舉辦「第五十六屆香港學校舞蹈節」---獲中國舞甲級獎

美術設計 	北區中學校長會舉辦「北區學聲封面設計比賽」---獲亞軍
	兒童心臟基金會舉辦「愛心利是設計比賽」---獲亞軍

體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校際比賽

乒乓球比賽 	女甲冠軍

田徑比賽 	男子、女子團體季軍；女甲團體亞軍、女乙團體季軍、女丙團體
季軍、男丙團體冠軍；冠軍6項、亞軍12項、季軍9項

游泳比賽 	冠軍2項、季軍2項

越野比賽 	女甲團體冠軍、男丙團體亞軍、冠軍1項

東華聯校運動會舉辦「東華三院中學聯校運動會」---獲女子總團亞軍、冠軍3項、
亞軍8項、季軍4項

其他

社會服務 	香港女童軍總會舉辦「優秀隊伍選舉計劃」---本校獲傑出隊員。
	社會服利署舉辦義務運動---獲團體金獎、金狀12名、銀狀17名、
銅狀22名

創意思維 	北區公益少年團舉辦「北區公益少年團中國象棋比賽」---獲初中組
季軍

環保綠化 	北區花鳥蟲魚展覽會舉辦「北區(2017)花鳥蟲魚展覽」---獲11項冠
軍、9項亞軍、6項季軍

新界校長會
紫荊雜誌社

	慶祝70周年學生徵文比賽---獲高中組季軍

香港中華文
化促進中心

	中國學生大賽---獲初中組銅獎

敬師運動委
員會

	向老師致敬2019---獲中文徵文比賽季軍

中國語文教
育研究學會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獲優異獎2項

本校學生會選舉 同學到中國內地作山區服務學習 同學參與領袖訓練營

多年獲得綠色校園工程獎

多 元 智 能 盡 顯

2019-2020年度中六畢業生成功入讀心儀的學系

蔡子涵同學升讀香港大學醫學系
劉軒同學升讀香港中文大學法律系

曾紹匡同學和朱珈穎同學升讀理工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校外獎學金

東華三院香港文憑考試優異成績獎： 潘嘉儀、何諾迪
東華三院80-81獎學金基金： 何諾迪、麥令其
東華三院北京清華大學入學獎學金： 黃咏禧
東華三院甘霖獎學金： 陳雪琪
東華三院SF(MNT)基金獎學金： 潘嘉儀
東華三院黃乾亨基金獎學金： 關詠方
東華三院傑出學生獎(全面)： 莊曉琳
東華三院傑出學生獎(課外活動)： 李蕙汶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明日之星」計劃、上游獎學金： 馬浩翔、李穎兒
香港印度商會獎學金： 葉坤寧、何諾迪
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劉雯楠
蓬瀛仙館「香港公開考試成績優良獎」： 蔡子涵、朱珈穎

一、課程改革──與時並進、追求卓越

1. 科目開設
	各級校本課程：德育課、生涯規劃教育，並於初中開設資訊科技及英國文學
科、高中開設綜合藝術教育科。
	於高中開設音樂、旅遊與款待等共十四個選修科目，擴闊課程並引入新學習
模式，讓學生按興趣自由選擇修讀。

2. 持續評估
	將初中推行之持續評核制度擴展至高中，改變純以考試為本之評核模式，配
合新高中課程之校本評核制度。

3. 專題研習
		於初中推行跨學科的專題研
習活動，培養及提升學生的
共通能力。
	於初中生活與社會科內加設
專題研習課程，有系統地教
授研習的方法及技巧，為新
高中課程需要作好準備。

4. 專業發展

	獲教育局邀請借調多名老師到各科目委員會，如中文科及通識教育科等，協
助推行全港之課程改革。
	除舉行校本教師專業發展日，學校亦鼓勵教師持續進修，參與校外機構各類
培訓課程，提升教學效能。

沿革
　　本校創辦於一九八二年，捐辦人李嘉誠博士除慷慨捐鉅款作開辦費用外，歷年
來更斥資為本校禮堂增設空調裝置，添置優質教學設施，並每年捐出獎學金，獎勵
公開試成績優異之學生。

教育宗旨
【關愛與教管並兼，智能以多元盡顯】

　　本校秉承「勤、儉、忠、信」之校訓，訓練學生自律自愛，自覺自重	;	及提供
優質教學，誘發學生多元潛能，培育學生全面成長。

教學語言
　　本校為一所英文中學，中一至中三開設五班，中四至中六各級開設四班。
　　本校多年來致力提升學生三語兩文能力，在常規的課堂外增設校本英語課程，
以提升教學效能；同時善用多元學習經歷，創造英語、普通話等語境，增加學生學
習英語及普通話的興趣，提升學生的語言溝通能力。

2021/2022 學年開設科目

初
中

以英語為教學語言
英國語文、英國文學、數學、	地理、	經濟、
基礎商業、綜合科學、生物、化學、物理、
電腦認知、家政及設計與科技。

以中文為教學語言
中國語文(2021-2022學年開始取消普教中)、中國歷
史、歷史、生活與社會、音樂、體育、視覺藝術、德
育課、普通話。

高
中

以英語為教學語言

英國語文、數學、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經濟、
地理、生物、化學、物理、資訊及通訊科技、
組合科學、數學延伸部份單元一（微積分與統計）、
數學延伸部份單元二（代數與微積分）、音樂。

以中文為教學語言
中國語文、通識教育、中國歷史、歷史、旅遊與
款待、視覺藝術、藝術教育、體育、德育課。

同學在校外進行專題研習

正向教育工作坊 正向溝通老師工作坊

二、教與學──三語兩文、活動多姿 三、資訊科技──互動自主、學以致用 四、獲獎學金──莘莘學子、屢獲殊榮

1. 全方位語文培訓
	鼓勵學生參與各類語文活動，如辯論、演講、朗誦及話劇等。
	舉辦嘉誠論壇活動，訓練同學思辯能力。
	推行閱報及讀書計劃、出版學生文集如〈泂酌〉等。
	早上設閱讀課及舉行閱書分享會。
	由學生以英語及廣東話主持早會及進行演講。
	暑假期間舉辦不同級別（包括小六升中一）之英文精修課程。
	參與交流生計劃，每年收錄一至兩名外籍學生，並安排交流生到不同班別學
習；並鼓勵本校學生參與交流生計劃到國外學習。

1. 知識掌握
	初中增設校本資訊科技科，教授電腦基本應用知識及技巧。
	學生提交的各科專題習作，均須加入資訊科技元素，以能學以致用。

2. 家校互通
	老師透過內聯網將學生出席、遲到早退、
功課資料及遞交情況記錄，即時透過互聯
網傳送到家長手上，使家長可盡快了解學
生在校學習情況。

2. 優質英語教學
	統整及優化初中校本英語文學科及英文科課程。
	鼓勵學生參與「英語活動護照計劃」及「英語自學中心」活動。
	積極舉辦並鼓勵學生參加朗誦、演講、戲劇及辯論等活動及比賽。
	增設「閱讀歷程檔案」和「網上閱讀學習計劃」。
	為教師舉辦「校本語文培訓課程」和安排「共同備課節」。

3. 優化中文教學
	參考教育局課程文件及評核大綱，因應本校
學生的語文能力，於中一至中六級使用校本
設計的教材。
	製作「優秀文章閱讀冊」，供同學於課餘及
早讀時段閱讀。
	自2003年開始，每年均獲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邀請參與「中文科種籽計劃」，以發展校本
「學習進程架構」。
	先後有七名資深教師借調至課程發展處中國
語文教育組，作課程變革者，以了解課程改
革的新趨勢。

4. 活用普通話教學
	在普通話科課堂外，積極鼓勵同學參加全港
性普通話比賽，增加學生學習普通話的興趣
及提升他們的溝通能力。
	推行「普通話大使培訓計劃」、「普通話小
老師培訓計劃」及與香港教育大學進行「普
通話合作夥伴計劃」。
	連續多年在香港電台、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
委員會舉辦的「普通話飛躍大獎」中榮獲
「學生普通話躍進金獎」，近年更榮獲「最
積極推廣普通話學校金獎」。

3. 課程培訓
	舉辦定期及有系統的教師及家長培訓課程，所有老師已通過初級及中級資訊
科技基準考核，更有部分已取得高級基準資格。

4. 網上平台
	自行開發多個網上學習平台，如電子網上平台、跨學科網上學習平台、中英
文科網上平台等，除可伸延學習時間外，亦能加強師生間的溝通及增加學生
應用資訊科技的機會。

5. 校外比賽
	積極舉辦資訊科技活動及鼓勵學生參與校外比賽，並多次獲校際電腦輔助軟
件專題研習比賽全港首三名成績，提升校內資訊科技文化。

親子接力賽，增進親子關係

2020年 文憑試成績
本校取得四等成績並超越全港水平的學科包括：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數學
通識教育 生物 化學
中國歷史 組合科學(化學、物理) 經濟
地理 世界歷史 資訊及通訊科技
物理 旅遊與款待 視覺藝術

2020年新高中中學文憑試考獲五科二級以上成績(包括中英文)的同學達97.8%，有
約80%學生獲本地大學取錄，有20%學生升讀海外、內地大學或本港專上學院課
程。當中更有學生成功入讀香港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香港中文大學法學士及香
港理工大學物理治療學(榮譽)理學士學位等課程。

「文憑考試優異成績獎」
東華三院於2011-2012年度開始，設立「文憑考試優異成績獎」，以嘉許於文憑考
試獲得優良成績的學生。本校已經連續多年獲得此獎項，成績斐然。

嘉誠人 文憑試佳績
謝德輝 數學5**、物理5**、英國語文5*、生物5*
吳祺隆 通識5**、數學5*、化學5*、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5*
林鈺如 物理5**、生物5**、數學5*、通識5*、化學5*
甄文漢 化學5**、物理5**、生物5**、數學5*
李淇安 物理5**、數學5*、化學5*、經濟5*
李樂媛 世界歷史5**、中國語文科5*、通識5*、中國文學5*
杜洛恒 數學5**、化學5**、物理5**、資訊科技5**、數學延伸單元二5**
盧汶瀚 物理5**、化學5*、經濟5*
王晞朗 物理5**、英國語文5*、數學5*、生物5*、數學延伸單元二5*
梁浩東 數學5**、經濟5*、物理5*
吳家浩 中國語文5**、英國語文5**、數學5**、物理5*、化學5*、生物5*
陳佩齡 中國語文科5**、通識5*、世界歷史5*
馮嘉雯 中國語文科5**		經濟	5**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5**		數學	5*		通識	5*
黃詠詩 物理5**、數學5*、經濟5*、化學5*、數學延伸單元二5*
潘嘉儀 世界歷史5**、通識教育5*、經濟	5*
何諾迪 通識教育5**、物理5*、化學5*、生物5*
蔡子涵 中國語文5**、生物5**、數學5*、物理5*、化學5*
朱珈潁 經濟5**、生物5**、通識5*
麥嘉慧 通識5**、歷史5*、旅遊與款待5*
陸皓程 物理5**、數學5*、化學5*
劉　軒 中國語文5*、通識5*、歷史5*

香港齊心基
金會及百仁
基金舉辦中
文辯論比賽
勇奪全港冠
軍及最佳辯
論員

交流生與同學們
一同到中國內地
作服務學習

交流生與我們一同上課 交流生與我們在圖書館溫習

多次於「薈藝嘉誠」藝術晚會演出英語
音樂劇

校內英語交流活動

中文科校本教材

多年來參與課程發展處「種籽計劃」

四位同學於全港普通話演講比賽勇奪
金銀獎，更獲得最傑出參與學校獎。

家長們一同參與中一迎新營

Saildrone南極環流探索計劃 - 無人
航探儀船帆設計比賽獲獎 應用可再生能源比賽

科技顯六藝創意比賽

於課堂進行電子學習

同學參與STEM+領袖力
培訓活動

2020東華三院李嘉誠獎學金

學生姓名 就讀大學 肄業小學
蔡子涵 香港大學 鳳溪第一小學
朱珈潁 理工大學 東華三院港九電器商聯會小學
曾紹匡 理工大學 聖公會嘉福榮真小學
麥嘉慧 香港大學 五旬節靳茂生小學
陸皓程 中文大學 曾梅千禧小學
劉　軒 中文大學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廖廷茵 香港大學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郭正謙 中文大學 粉嶺神召會小學
孫葦芝 香港大學 東華三院港九電器商聯會小學
梁浩天 中文大學 曾梅千禧小學
袁曉晴 東華學院 上水宣道小學
雷穎詩 理工大學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羅詠歐 香港大學 寶血會培靈學校
劉芷琪 香港大學 寶血會培靈學校
胡嘉茵 香港大學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