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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一至中六級全部英文課堂均以分組形式上課，

減低師生比例，提升教學效果。外籍英語老師負

責初中Language	 Arts及英語活動，提升學生的

聽、講能力。

（2）	全年設有多個英文輔導班，包括「升中伴我行」

英文科輔導班、「英文試後輔導班」、「暑期達

標班」、「初中英文補習班」及銜接高中的「英

語銜接課程」。

（3）	為中一新生設立以「La n g u a g e 	 A c r o s s 	 t h e	

Curriculum」為主題的迎新學習班；另為中一級

設計科本「跨學科英文生字及句子」冊子，讓學

生更容易掌握各學科的詞彙運用。

（4）	設英語周、朗誦比賽、跨學科英語活動如「Speak	

up	-	Act	out!	Improvised	Drama	Competition」、英

語電影欣賞、英文書籍分享，更舉辦午間英語活

動及出版校本英語刊物，創造英語環境，使學生

進一步活用英語。

LEARNING HIGHLIGHTS學習特色

本校致力推行兩文三語，尤其重視提升學生的英語水平。本校初中按班

別訂定教學語言，部份班別的主要科目包括數學、歷史、地理及科學科

以英語教授，部份班別則以母語教學，而數學科則全級以英語教授。初

中以母語教授的學科設有「英語延展教學活動」，配合高中部份英語教

授的選修科。

為了讓學生擁有優良的英語學習環境，

本校在英語教學上有以下措施：

（5）	每周五設有英文「早讀課」，讓學生閱讀英文報

紙或英文書籍；每周二有英語「早會」，讓學生

有更多機會運用英語。

（6）	設立「SHDC	English	World」網站，讓學生更容

易了解與英文有關的各項活動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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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LANGUAGE POLICY

Outstanding Results Achieved in HKDSE Examination 2021

學校語文政策

2021年中學文憑試佳績

考獲三級或以上
成績百分率高於全港的科目

多於三成學生
考獲三級或以上成績的科目

核心科目合格率

合格率
高於全港的科目

榮獲佳績的學生

以英語為教學語言 以中文為教學語言*
按班別或組別制定教學語言

／校本課程

中一至中三 英國語文、數學

中國語文、普通話、

中國歷史、地理、科學、

生活與社會、普通電腦、

STEM、設計與科技、

視覺藝術、音樂、體育

歷史

（部分班別採用英文為教學語

言，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班別將有

英語延展教學活動以配合高中英

語教學）

中四
英國語文、數學、物理、

化學、數學延伸單元二

中國語文、公民與社會發展、

中國歷史、歷史、地理、經濟、

資訊及通訊科技、視覺藝術、

體育、其他學習經歷

生物、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中五至中六
英國語文、數學、物理、

化學、數學延伸單元二

中國語文、通識教育、

中國歷史、歷史、

資訊及通訊科技、視覺藝術、

體育、其他學習經歷

經濟、地理、生物、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中國語文	 通識教育	 中國歷史

English	Language	 Mathematics	Module	2

經濟	 地理	 歷史	 物理

通識教育

中國語文	 English	Language

通識教育	 地理

中國歷史	 歷史

視覺藝術	 體育

潘詠雯

陳倩榮 黎樂然

倪善儀 伍國亮

羅新偉 彭紫晴

李偉鏗 莫鎧霖

鄧尚沛

王運成

93%

85.2%

71.1%

91.3%

中國語文

English	Language

Mathematics
中國歷史 歷史

＊部分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科目輔有「英語延展教學活動」，以配合部分以英語教授的高中選修科。

3



ACHIEVEMENTS辛亥成就 學生傑出表現

6A 班王梓丞同學榮獲香港傑出少年獎2021

本校6B班陳建滔同學早前參加由東華三院主辦的

「好人好事：英文故事寫作比賽2020-21」，並獲

得高級組首十名獎項，是本校首次於這項比賽獲得

獎項。

「好人好事比賽」旨在鼓勵同學向所有為社會付出

及推廣正面普世價值的人士致敬，並希望提升同學

對英文寫作的興趣。陳建滔同學把握是次機會，將

社會上的正能量結合自己的創意，寫了一個宣揚及

歌頌無私奉獻的英文故事。故事中的角色雖然明白

人生會有不如意的時候，但仍然選擇珍惜當中的機

會，以行動貢獻社會，令社會變得更美好。

本校6A班王梓丞同學榮獲2021香港傑出少年獎項。是次

選舉由香港遊樂場協會主辦，選舉目的在肯定與嘉許有傑

出表現的少年。頒獎典禮於7月12日於修頓場館舉行，王

同學獲得獎座、證書及獎學金壹仟元正，主辦機構將會出

版書籍，分享他的成功經歷。

雖然王同學的成長充滿困難挑戰，幸而他積極樂觀，加上

身邊人的支持，協助他建立社交圈子、處理學習壓力，使

他百折不撓。王同學亦樂於參與不同的義工服務，關注及

服務社區，聆聽別人的想法和需要。他認為：「執著和不

甘於失敗的性格，是我在逆境中的動力。在逆境中，學習

面對每次失敗，並作出調整，令我能安然渡過逆境。」

王同學更榮獲李朱淑鈞教育基金獎勵計劃學術組獎項。計

劃由香港失明人協進會主辦，鼓勵視障人士在學業方面努

力進取，表揚成功克服視障，獲得優異成績的學生。

6B 班陳建滔同學榮獲
「好人好事：英文故事寫作比賽2020-21」高級組首十名獎項

榮獲「李朱淑鈞教育基金獎勵計劃」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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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EMENTS辛亥成就 學生傑出表現

獎項 學生

金獎 李俊豪

銀獎 蔡	 燊

銅獎
周卓熹

莫樂謙

STEM+E Competition 2021

香港教育發展協會 2021
香港學界故事演講大賽冠軍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
全港青年演講比賽（粵語初中組）

（2020-2021年度 ） 季軍

香港工程師學會
資訊科技分部：創科比賽 2021

銀獎、最佳演示獎、最佳實施解決方案獎

「魯迅青少年文學獎」優異獎

第七十二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組第七十二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組

朱琳穎同學

IP CHUEK LAM
FIRST RUNNER – UP
Solo Verse Speaking

LUI LOK YIN
SECOND RUNNER – UP

Solo Verse Speaking

張紫恩同學、溫家晴同學榮獲女子粵語詩詞獨誦季軍

柘泰宇同學及楊泓哲同學榮獲MVP獎

張紫恩同學

國際編程精英挑戰賽2021（香港及澳門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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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新界地域中學校際保齡球賽
袁焯軒同學獲季軍 黃焯軒同學獲第七名

十面埋「服」社會創新服務大賽
彩繪隊「夢‧飛‧繪」榮獲嘉許獎狀

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會主辦
哈佛圖書獎

聯校音樂大賽2021 
中學木管樂（長笛）獨奏
—初級組 

銀獎 王澤君同學

第五十七屆學校舞蹈節
榮獲中國舞群舞優等獎
榮獲中國舞三人舞甲級獎

SCHOLARSHIPS

頒發機構 獎學金名稱 得獎畢業生或學生

東華三院

東華三院謝婉雯醫生紀念獎學金 王運成

東華三院KMO獎學金（優異服務） 李樂慧

東華三院許少榮大學獎學金 陳思穎

東華三院李兆忠紀念獎學金 麥裕熙

東華三院陳婉珍博士獎學金 許炯倫	黃曉彤

東華三院王氏國際（集團）有限公司獎學金 鄭嘉琦	謝展能

東華三院黃乾亨基金獎學金 黃梓怡

東華三院中銀香港國內升學獎學金 唐璐琳

TWGHs SF (MNT) Fund Scholarship 黃錦樑

Tung Wah College Self-financing Post-
secondary Scholarship Scheme (SPSS) - 

Best Progross Award
黃旭民

辛亥傑出學生 莫鎧霖	梁烙怡

東華傑出學生 黎煒瑤

東華傑出學生（課外活動） 李曉琳

辛年總理獎學金
謝展能	許明睿	李文駿	
黃曉彤	麥綽桐

Cheng Yat Ching Scholarship 謝展能	許明睿

Ms.Ginny Man Virtues of TWGHs 
Scholarship 許明睿

Chu Wing Ting Memorial Scholarship 謝詠湞	梁靖雯	李蓁軒

其他機構

港富慈善基金—港富明德獎學金 陳嘉希	彭紫晴

應用學習獎學金 陸嘉豪	馮雅澄	譚曉琳

City U Dean’s Scholarship 單達駿

80-81獎學金，亞洲商業銀行獎學金，恆生
銀行金禧紀念獎學金，陳庭驊基金獎學金

謝展能	許明睿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獎學金 鄧尚沛	趙凱晴

2021「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 王運成	江梓傑	黃啟諾

「中原慈善基金獎學金」 麥裕熙	許炯倫

多元卓越獎學金 潘超略

屯門區卓越學生 楊梓殷	米珈穎

香港傑出少年選舉2021（20位傑出少年之一） 王梓丞

李朱淑鈞教育基金獎勵計劃 王梓丞

香港青年樂隊大賽2020
（中學組）冠軍

獎學金

ACHIEVEMENTS辛亥成就 學生傑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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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潘超略同學，榮獲民政事務局「多元卓越獎

學金」取得4年全額資助，升讀香港演藝學院之音

樂學士（榮譽）學位課程，主修鋼琴。

潘同學初中時，得到本校音樂老師給予上台演出機

會，自始對音樂藝術產生濃厚興趣，並決定以音樂

藝術為未來的發展路向。潘同學曾任校內中樂團團

長，多次帶領樂團參與校內、外各項演出和比賽。

他以創新的思維籌辦校園午間音樂會，讓老師和同

學靜心欣賞音樂，紓緩緊張的學習氣氛，並推廣享

受音樂的文化。在35週年校慶典禮中，潘同學以

彈奏鋼琴的形式與中樂團、合唱團合奏，其技藝獲

賓客一致讚賞，將典禮氣氛推至頂峰。

ACHIEVEMENTS辛亥成就 校友傑出表現

2020-2021年度畢業生
潘超略同學

潘同學積極參與多項個人本地及海外音樂演出和比賽， 

在第三及第四屆香港國際音樂節少年鋼琴組中分別獲第

二及第三名、2020第七屆香港亞太青少年鋼琴比賽史

格拉蒂作品組及文憑考試組中分別獲亞軍及季軍等。在

海外方面，潘同學曾於2018年8月至2019年7月遠赴匈

牙利基什孔豪洛什小鎮進行文化交流一年，交流期間

曾參與匈牙利當地的鋼琴比賽，並在Kalocsa County 
Pianist  Meet ing中獲得第四年齡組別特等獎及最佳演

奏獎、Kiskõrös Piano Etude Competition中獲第一名

等。潘同學亦於其居住的小鎮舉辦了三場個人中西音樂

會，演奏鋼琴及笛子，並教授小鎮合唱團演唱中國民歌

《茉莉花》及《歌聲與微笑》，及接受當地電視台及報

章訪問，推廣中國及香港音樂文化。

榮獲民政事務局
「多元卓越獎學金」

羅智權校友

2011畢業生

現職香港海關

校友 馮雅琪 

2006畢業生

現職小學體育老師

校友 黃旭民

2018畢業生

現修讀東華學院物理治療學課程

校友 鄺詠豪 

2011畢業生

現職見習律師

校友 陳思穎

2019畢業生

現修讀香港浸會大學英國語言文學及

英語教學雙學位課程

校友 麥裕熙 

2015畢業生

現職牙醫

歷屆優異校友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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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香港新界屯門湖景邨     Wu King Estate, Tuen Mun, N.T, Hong Kong
電  話：(852)2464 5220傳  真：(852)2461 4724電郵地址：mail@shd.edu.hk

學校資料 聯絡方法

三藩市參訪團

溫哥華參訪團

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學交流

廈門雙十中學交流團

哈薩克斯坦文化考察交流團 遼寧實驗中學交流團

倫敦交流團

EYE ON THE WORLD境外交流團

Pi Wars at Cambrid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