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水圍香島中學
學校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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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5

天水圍香島中學一直秉承「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培養學生德、

智、體全面發展，積極在課程中滲入STEM教學元素，吳容輝校長認

為培養學生具有獨立思考、創新及持續學習的能力，有助他們將來

的升學及事業發展。

政府近年成立創新及科技局，並積極推動STEM教育，旨在促進學生成為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

的終身學習者，同時培養學生的創意思維及解難能力，這與學校的教育理念不謀而合，學校也致

力將STEM教育普及化，開辦初中校本課程，讓每一位學生都能夠接受科普教育，培養學習興趣。

顧問與導師參與共同備課

近年，學校參加教育局的校本支援計劃，他們會委派導師蒞臨學校，與老師共同備課，提供教學建議，

配合學校專業顧問的意見，為學生設計出最有效的課程與活動。「我們邀請了華南師範大學教育技術研

究所所長李克東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外務副院長黃錦輝教授、香港教育大學數學與資訊科技學

系教授暨教學科技中心總監江紹祥教授和香港電腦教育學會前會長伍學齡先生擔任顧問，憑藉他們豐富

的經驗與心得，激發了老師的科研創意，並回饋至教學上，讓學生得益。」吳校長說。

校 長 專 訪

專家顧問提升 STEM 教學效能

培養學生創意思維與自主學習



校長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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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STEM校本課程，讓每一位學生都學習科技知識與技能，並引發學習興

趣，學校也安排各式各樣的科研活動與比賽，讓感興趣的學生在課後可以持續

學習，深化所學。過去幾年，學生在各項STEM比賽都表現優異，屢獲獎項，

去年有學生在美國世界機械人比賽中，獲得了兩個組別的亞軍及季軍，鼓勵了

他們繼續在科研領域發展。

培養主動學習習慣

STEM學習不單培訓學生的科研知識及創新思維，更有助提升其英語運用及自

主學習，吳校長說：「科技發展迅速，學生要緊貼科技潮流，深入學習相關知

識，就會自行上網搜集最新資訊，慢慢培養了自學的習慣，而這個習慣對學生

將來事業發展也非常有用。」與此同時，最新的科技資訊多是以英語刊載，

學生也需要學好英文，才能夠學好STEM相關知識，學生也因而更努力學習英

文，互相得益。

為了營造良好的STEM學習環境，學校建設了STEM創客教室及創意科技教室，

學生在優良環境學習，配合著重互動的STEM課程，凝聚了濃厚的學習氛圍，

學生學得更為投入，成效更佳。

校 長 專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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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傳中華文化優良價值觀

另外，學校除了關注學生的STEM學習及學業成績，對於品德教育也非常重視。吳校長

說：「香島教育機構具有豐富的辦學經驗，多年來也致力承傳中華文化及其優良的價值

觀，學校也秉承這個品德教育理念，培養學生責任感、同理心，建立良好的價值觀。」

每個學期，每位學生都會輪流擔當值周工作，負責檢視同學的髮式儀容，藉此培養責任

心，學校也會讓學生參與各種義工及服務工作，例如探訪老人院、在內地義教等，透過親

身體驗及經歷，建立學生的同理心。

生命鬥士 感化學生堅毅精神

吳校長特別提及甚具特色的「彩虹生命教育」，增強學生的抗逆力及堅毅精神：「中一至

中六都各有不同的教學主題，加上教育局的價值觀教育學習圈計劃的經驗分享，使學生從

中學習到各種待人處事應抱持的態度，如誠信、關愛、堅毅、永不放棄等。」學校早前邀

請到香港抗逆重生生命鬥士黎志偉先生來校分享奮鬥歷程，學生都聽得十分投入及感動，

留下深刻印象。

學校致力培訓學生成為具備世界視野的新一代，因此也經常讓學生走出香港，到不同地方

擴闊視野。有賴辦學團體的廣闊網絡，學校與內地七間著名中學結為姊妹學校，學生有機

會到內地生活與學習，進行文化及學術交流。

學校也參加了內地校長推薦計劃，過往有不少學生到北京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同濟大

學、中山大學等升學，畢業的校友也樂意返回母校分享升學及就業經驗，支持學校邁步發

展，讓學生獲得更多人生經驗，發展所長。



選校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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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獲優質教育基金資助超過一百萬，把電腦

室改建為「STEM創客教室」，為學生營造

創客空間，成為一個開放的實驗室、工作室和機械

加工室，藉此提高學生動手能力及創新精神。

基金用以改裝電腦室、購買各式器材以及設計課

程，教師在進行試教及總結經驗中得以成長。我們

也會與社會分享教學資源及舉辦教師交流分享會。

提供器械與材料 讓學生自行組織活動

「STEM創客教室」除了提供不同的器械及材料供學生

取用和探索外，也在部份非上課時間開放，鼓勵學生自

行組織交流活動，共同發展興趣，務求使「STEM創客教

室」成為學生喜愛聚會及進行合作的活動場所。

提升學生創新精神

STEM教育

為積極促進學生成為科學、科技及數學的終身學習者，學校近年逐步在課程中滲入STE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教學元素，力爭多元教學發展。STEM教育主要項目包

括推行「STEM創客教室」計劃、參加教育局校本支援服務計劃、設立「創意科技教室」及加入「粵

港澳促進STEM教育聯盟」。

營造
創意

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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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年，學校獲教育局資優教育組邀請，推行校

本「我想飛STEM計劃」。去年開始參加教育局提供

的「校本支援計劃」，重點優化中二級科學課堂，進

行「降落傘」及「碳酸鹽火箭」課題探究，並將教

學成效與計劃內其他學校互相交流，促進教師專業

發展。

 分享學習成果 促進STEM教育發展

設立「創意科技教室」的目的，旨在為區內小學四至

六年級學生安排STEM體驗課程，例如在2016年10月

至12月期間，共有16間小學蒞臨「創意科技教室」

參與STEM體驗課程，此課程與DTSL公司合辦，以小

組形式進行，約500位小學生於課程中運用STEM知

識和產品設計概念，透過討論及實踐學習使用電子積

木（littleBits），即場製作以防盜和無障生活為主題

的產品發明，另外還有其他主題習作如製作聲控泡泡

機、機械臂、門鈴或閃燈電筒等，同學們都表現積極

投入，樂於分享學習成果。

「粵港澳促進STEM教育聯盟」由華南師範大學李

克東教授發起，鼓勵成員學校設計適合本地使用的

STEM教育活動教材，供粵港澳地區使用，學校亦參

與其中，共同促進STEM教育的發展。



選校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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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教育不但能培養學生創新科技知識

與技能，更可培訓學生創意思維及解難

能能力，同時讓學生培養科研興趣，訂

立人生目標，因此，學校希望讓每一位

學生都能夠接受科普教育，在初中開設

STEM校本課程，將STEM教育普及化。

開辦初中校本課程

數學科

·通過電子學習， 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 透過STEM課程，培養學生的創造力和協作

能力。

物理科

·  課程內容實用及生活化，理論可應用到衣

食住行各部分。

· 利用各類的活動提升同學的學習動機，例

如：探究實驗、公開科學比賽、迪士尼物理

世界等。

生物科

· 生活例子引入，並以模型配合教學提升學習

動機，更易理解生物體內結構。

· 實驗課加強對課題的認識，動手做模型加深

記憶。

· 參與校外學術比賽以拓濶眼界及發展共通

能力。

科學科

· 舉辦STEM週及設立STEM學會，啟發創意思

維能力。

· 推行各級科學圖書閱讀計劃，鼓勵閱讀科學

圖書。

初中普通電腦科

· 在2016-2018年度，學校申請了QEF創立

「STEM創客教室」及相關的STEM課程，部

份會於電腦科實行。

· 校本課程注重培養學生二十一世紀的學習技

能，並推動STEM教育，提升學生的好奇、

創意及解難能力。

化學科

·  進行探究研習，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以

培養學生運用化學科知識去解決日常生活

的困難。

·  配合多元化的課堂活動，提升學生的學習

興趣和動力。

·  參加對外學術比賽，包括：澳洲國家化學

測試、「化學家在線」自學獎勵計劃等，

提升學生的科學素養。

初中STEM必修課程

·機械人系列活動

·繪圖、3D設計及打印

·智能電路模塊

·生物科技

STEM選修課程

· 探討飛行原理：滑翔

機設計及製作

· 創意電子製作及編程

活動

·智能家居設計

STEM教育

普及
科研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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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學校五位中四及中五學生到美國佛羅里達州聖彼德斯堡參加

「Robofest World Championship 2017世界機械人比賽」，是香港首次有學校代

表參加是次國際性賽事，意義重大。學生在比賽中才華盡顯，最後脫穎而出，

分別取得高中組展覽項目第二名及高中組視覺賽穿越賽第三名，為港爭光。

另外，學校亦有學生代表香港到美國參加MOS世界技能大賽2016 及Adobe世界

技能大賽2015，擴闊眼界。

其他STEM相關的比賽獎項與榮譽

比賽項目 榮譽

香港理工大學高中數理比賽2016

1位學生獲Medal (全港最佳2%) 

3位學生獲Distinction 

5位學生獲Credit

AiTLE InnoSTEMer Camp 2016 最佳智慧城市設計第二名

2017 ROBOFEST 機械人大賽 香港區選拔賽季軍

元朗區校際「無人機」2016 障礙賽比賽高中組冠軍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2014-15 / 2015-16 高中組電腦及資訊科技  三等獎/優異獎

Cisco Networking Skill 2015/2016 銀獎/銅獎

2015海平面量度裝置設計比賽 優異獎

香港數碼媒體創作青苗獎 15/16 一分鐘短片組銀獎及我最喜愛短片

積極參與交流與比賽
屢獲獎項

比賽
成績

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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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重視品德教育，期望學生成為一個具有良好品德、正面價值觀

和有責任感的良好公民。為了有效地在全校推行品德教育，學校在

不同的範疇讓學生有效學習以培育學生的全人發展，經過多年來的

用心建立，學校營造了淳樸的校風，深受讚譽。

建立學習氛圍		親身實踐體驗	

培養學生正面價值觀

品 德 教 育

範疇 形式 學習層面

課堂學習 主題班會、價值觀教育學習課程 認知和認同

學習氛圍 彩虹生命教育計劃 認知和認同、實行層面

實踐體驗 值週、服務學習、義工服務等 實行層面

價值觀主題教育課程
去年中一級推行價值教育公開課，讓其他教師列席

觀課，效果良好，課程內容包括：「國民身份認同

與基本法」、「誠信」、「責任感」及「關愛」。

本年度德育課程推展至中二及中三級，讓學生建立

正面價值觀。

另外，學校以〈向多元背景學生進行道德教育〉為

題，參與教育局價值觀教育學習圈校本經驗分享論

課堂學習

壇，分享如何運用教育局「生活事件教案」資源發展

校本價值觀教育系統，共建學習社群，促進教師專業

發展。學校創造和諧的校園環境，讓同學專心讀書，

發揮潛能；師長傳道授業解惑，認真教學，關心同學

的成長；家長在背後默默關懷和支持，令子女擁有

一個健康、愉快的成長環境。我們的老師及家長為學

生播種堅持、責任與使命的希望，建立正面價值觀，

讓學生心懷感恩，砥礪成才，學有所成，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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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與義工服務
德育及公民教育是全人教育的重要元素，通過各學習領域／學科課程

的學與教，以及其他相關的學習經歷，培育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態

度，幫助他們在成長的不同階段，當遇上難題的時候，懂得辨識當中

涉及的價值觀，作出客觀分析和合理的判斷，並付諸實踐，方能面對

未來生活上種種的挑戰。

彩虹生命教育計劃
為加強學生品德教育，促進全人發展，在各級推動建立正面價值的校本活動計

劃──「彩虹生命教育計劃」。

級別 彩虹顏色 價值觀 重點方向

中一級 紅 愛己嚴己 訓練自律 提高自尊

中二級 橙 愛人寬人 團隊合作 和諧共處

中三級 黃 想家愛家 家校合作 有效溝通

中四級 綠 愛國為國 身份認同 關心國家

中五級 青 愛港護港 重視法治 服務學習

中六級 藍 愛世界 保地球 公民責任 環境保育

級別 服務學習內容

中一級 清潔比賽

中二級 盆栽種植

中三級 賣旗服務

中四級 彩虹人生：探訪長者或智障人士

中五級 彩虹人生：探訪長者

學習氛圍

實踐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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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完善		創建英語語境	

為學生奠定良好英語基礎

英 語 教 學

多元活動與交流  增強英語語境

朗誦比賽、考察團、遊學團、英語營、英文週、 萬聖

節活動，創設校園英語環境，讓學生在課堂外輕鬆地

練習英文。英文科特聘全職外籍老師在校內推廣多項

英文活動，如集會時的英文分享、午間英語角活動、

英文通行證等等。另外，英文科每年都會出版英文文

集、為學生提供網上英文課程，藉此增加學生使用英

文的機會，提高學生對英文學習的興趣。

完備校本課程  配合新高中

英文科與教育局語文支援組合作，共同發

展涵蓋中一至中六的完備校本課程，由外

籍英語老師教授中一銜接課程，初中各級

則開設英語閱讀計劃，推動英語閱讀風氣

及為學生奠定良好的基礎。

小班教學  照顧學習差異

配合初中分層教學，校本教材按深

淺程度分成三級，高中各級則針對

學生能力進行英文分組教學，照顧

學習差異，同時按學生能力設英語

會話課，並以小班教學形式進行，

增加學生聽說英語的機會，令學生

得到更全面的照顧。

拔尖補底  提升公開試成績

為照顧資優學生的需要，英文科與教育局也合辦了

「英文翻譯和文化交流」課程，該課程通過互動

的學習方法，讓學生更好地瞭解英文和西方文化之

間的密切關係。另外，午間口語訓練、午聽晚讀計

劃、星期六和課後補習班、中六聯校口試備戰等活

動，有效為學生應考文憑試奠下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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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涯 規 劃

聯繫國內一流大學

提供更豐富升學選擇
辦學團體香島教育機構有限公司擁有廣闊網絡，學校與內地七間著名中學結

為姊妹學校，提供更多機會讓學生作交流，增廣見聞。學校也參加了內地的

校長推薦計劃，提供更多升學途徑讓學生選擇，過往也有學生成功就讀。

選科經驗分享

模擬放榜

行業參觀

大專活動體驗

工作坊

生涯規劃使命與目標
•	提供全面升學及就業資訊，讓不同能

力、志向和興趣的學生也能夠訂立目

標，發揮所長。

•	促進學生的生涯發展，幫助他們發揮

個人潛能。

•	協助學生處理及適應從學校環境過渡

至工作世界，並裝備他們終身學習。

姊妹學校
廣東北江中學

廣州巿第六中學	

廣西南寧市第三中學

湖南新田瑞華實驗學校

北京育英學校

福州華僑中學

南通市第二中學

國內一流大學
北京大學

中山大學

同濟大學

中國政法大學



學習支援

14

學 習 支 援

全面支援與關顧		

照顧學生學習與成長

學校每年舉辦摘星同學會，邀請就讀於各大院校的

校友回校和中六學生分享個人摘星秘笈及入大學心

得，同學們都獲益良多。校友會亦設立升大基金支

援學弟學妹學習。

學校每年都會邀請社工向家長講解親子溝通技巧，也會

安排家長參觀學校，並和子女一起上課和午膳。家長和

老師互相交流，分享與子女相處的心得，家長更為了解

學校的教學措施，以及子女在學校的生活。學校會邀請

家教會主席及副主席於台上分享育兒心得，讓中一家長

多加留意學生在不同方面的成長和表現，希望中一新生

有更全面的發展。為鼓勵中六同學積極面對文憑試，家

長義工經常準備豐富的午餐和甜品，學生邊享用美食邊

同家長傾訴學習上的情況，得到家長的鼓勵和支持，有

助舒緩學生學習壓力。

暑假期間舉辦「升中適應班」及「中學學習生活體驗

課程」，包括：「中文科：字源•字緣課程」、「

英語增潤課程(外籍老師授課)」、「數學科：棉花糖

挑戰」、「STEM：使用Tinkercad製作3D個人名牌」

等，並採用雙班主任制度確保每位中一學生得到全

面照顧。

家長支援

中一新生關顧

校友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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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學校針對每

個級別的學習目標，提供全面支援與

照顧，包括全級支援措施、拔尖支援

措施、補底支援措施等，藉以提升學

生的學習效能。

級別 全級支援措施

中一級

導修課

升中適應班

中英數STEM增潤班

中二級 導修課

中三級

導修課

高中學科試讀班

高中學科簡介會

中四及 

中五級

圖書館課後自習計劃

模擬放榜

學習心得分享

中六級

圖書館課後自習計劃

模擬放榜

模擬文憑試

良師伴讀計劃

文憑試應試講座

新來港學童除了要適應中學生活，也需要協助融入本地教育制度，通常他們都會遇到適應及學

習上的困難，因此學校特別設立多項支援措施，以幫助他們融入學習，愉快成長。

學習支援措施 特色

茶聚談心
以問卷和個別談心的形式，了解學生背景，適應情況和個別需要，

為學生提供針對性支援。

贈送英文書
贈送英文書，學生透過讀後感的口頭分享提升對英文的興趣和信

心。 

補習班
為學生開設英文和通識補習班， 透過小組指導讓學生奠定學習基

礎，適應本地課程。

成績追踪
整理中期統測和考試成績，營造良性比拼氣氛，物色和培養有潛質

的入大同學。

學習支援

重視新來港學童的學習及生活需要



多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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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元 活 動

發掘興趣  發展所長
享受學習  愉快成長

比賽項目 榮譽

世界跳繩錦標賽暨國際跳繩公開賽 4冠6亞2季

香港國際無伴奏合唱比賽 人聲樂團組銀獎

新加坡冬季合唱節 銀獎

第十一屆亞洲國際啦啦隊公開錦標賽 香港代表

世界機械人大賽 香港代表

世界OFFICE軟件技能比賽 香港代表

參加比賽 成就理想

為培養學生德智群美全人發展，本校

投放大量資源舉辦多元化活動，帶領

學生走出課堂，參與活動，學生在各

個領域都獲獎無數，當中更不乏大型

的國際性賽事，無論在學術或體藝比

賽中皆屢獲殊榮，為校爭光：

聯課活動 發揮所長

·初中「一人一體藝」計劃發揮學生潛能及幫助學生健康成長。

· 「品牌」活動組，培養專才，發掘潛能，例如：花式跳繩隊、競技啦啦隊、舞蹈團、合唱

團、無伴奏合唱小組及中英文朗誦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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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配合  活動教學

為提升學生對每個科目的學習興趣，各科組均會安排活動教學，包括參觀、

實驗、遊戲等，讓學生寓活動於學習，藉此尋此發展方向。
中文科

徵文比賽
化學科

化學工作坊

文學科

文學散步

物理科

裝置設計比賽

生物科

再生工作坊

視藝科

外出寫生

通識科

公民教育論壇 經濟科

參觀金管局



學校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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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宗旨

學校秉承「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培養學生德、智、體全面發展，具有獨立思

考、創新及持續學習的能力，成為對家庭、社會和國家有承擔，具世界視野的新

一代。

英語閣

本年度關注事項

1.	加強推動STEM教育，全面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

2.	推廣尊重文化，提高師生歸屬感。

3.	優化電子行政系統，提升行政管理效能。

文化室

學 校 簡 介

圖書館
學校資料

辦學團體：	香島教育機構有限公司

校	 監：	楊耀忠先生

校	 長：	吳容輝先生

學校類別：	直接資助計劃(男女校)

創校年份：	2001年

實驗室

攀石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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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團隊

學歷 比例

博士 2%

碩士 53%

學士 100%

認可教育文憑 98%

班級結構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4 4 4 4 4 4

備註

初中設中文班及英文班。

高中學生按興趣及能力，選用中文或英文修讀選修科。

學校設施

·座落天水圍河畔，佔地八萬呎，空間廣闊，環境優美寧靜，設備完善。

· 學校設有32個課室、創意科技教室、STEM創客教室、2個電腦室、中國文化

室、英語閣、音樂室、演講室、實驗室、彩虹生命教室、輔導室、環保飯堂、

有機耕種區及園林花圃等。

· 體育設施方面，包括籃球場、小型手球場、有蓋操場、舞蹈室、跳遠沙池。本

校亦設有歷奇設施，包括室外攀石墻、室內攀石墻、巨人梯及高牆游繩下降。

電腦室 創意科技教室

S T EM 創客教室



天水圍香島中學

Heung	To	Middle	School	(Tin	Shui	Wai)

地址：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暉路8號

電話：	26500016	 電郵：	mail@heungto.net

傳真：	26380223	 網址：	http://www.heungto.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