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營造簡約舒適的學習環境，以英語探討世
界議題，增強學習英語的動機和信心。

讓學生在高科技設備下創作創意
發明、交流和實踐創新意念。

Global LoungeGlobal LoungeGlobal LoungeGlobal Lounge

InnoHubInnoHubInnoHubInnoHub

聯絡我們
電話：2445 5833   傳真：2445 5252   電郵：info@fywss.edu.hk
地址：新界元朗天水圍天業路 6 號   網址：http://www.fywss.edu.hk

舉辦多元化比賽　促進中小學交流

升中資訊日 2021-2022

二十周年開放日暨 升中日期：	11/11/2022（星期五）
	 12/11/2022（星期六）

2022-23

截止報名日期	4	/11/2022

．網上報名（掃描QR	Code）
．傳真報名表格（2445	5252）
．致電學校校務處（2445	5833）

	查詢方法：致電學校校務處 2445	5833 或瀏覽學校網頁www.fywss.edu.hk

「升中資訊日」活
動包括有學校介紹
講座、家長講座、
中英升中面試技巧
工作坊、校園遊。
資 訊 日 有 多 達 30
間區內小學老師、
家長及學生參與其
中，場面熱鬧！

本校致力優化教學設備，積極提升學與教效能。去年獲得方潤華基金會鼎力支持，撥款興建「InnoHub」及「Global Lounge」。
除能夠為創意教育科及英文科提供優質的學習場地外，亦能為所有學科教師提供共享空間，

讓不同學科師生之間交流創新學習意念、利用更多新資源創造多元跨領域設計項目，歡迎區內中小學參觀交流。

歷年來，本校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及比
賽，例如 : 小學繪畫比賽、小學三人籃球
賽、短片創作比賽等，既深得區內小學師
生支持，同時亦提升小學生對學習的興
趣，促進中、小學之間的交流。

為了鼓勵學生在疫情中發揮創意、在逆境
中繼續成長，方中在 2021-22 年度特意舉
辦「元朗區小學英普演講比賽 2021」、
「屯元天小學閱讀 KOL 自拍短片創作比
賽 2022」及「第六屆屯門元朗區小學繪
畫比賽」。希望透過不同的比賽，創設交
流平台，讓學生分享他們在「疫情」下的
感受，一同發放正能量！

環境創建成就  夢想開拓未來

報	名	
方	法

上午 9:30 － 10:00
集合及分組活動簡介會

上午 10:00 － 12:00
學科學習體驗 － 分組進行活動

十個不同學科體驗活動、
面試工作坊、應用學習科目介紹等

中午 12:00 － 12:30
校園遊

上午 9:30 － 10:00
登記及簡介

上午 10:00 － 11:00
「學校介紹講座及資訊查詢」
（中一入學須知 / 學校特色 / 初中英語課程 / 迎新活動等）
對象：家長

上午 11:00 － 12:00
升中家長講座 
主題：《建立動力孩子有辦法》
對象：家長

上午 10:00 － 12:00
學科學習體驗 
十個不同學科體驗活動、面試工作坊、
應用學習科目介紹等
對象：高小學生
* 參加學生可獲面試錦囊一份及有機會參加即場模擬面試 *

中午 12:00 － 12:30
校園遊

   2022 年 11 月 11 日（五）

  2022 年 11 月 12 日（六）

資訊日

承傳創新
與神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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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莉娜（香港大學 - 理學系）
我相信今年是最特殊的一年，誰也無法預料到我們會停課在家，衝刺 DSE 的最後階段，這段時間，我們要靠老師網課
進行複習。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大家都要面對著屏幕幾個小時，卻不一定是最有效的溫習。值得慶幸的是，各
位老師一直不離不棄，有問題時就會立即解答，幫助我們鞏固考試內容。考試的時候，老師們比我們更緊張，擔心我
們能否順利完成考試；得知錄取結果，老師們在第一時間為我們祝福，為我們高興。感謝一直陪伴我們、教導我們的
老師，感謝一直栽培我們的學校，成為我考上大學的最大助力。

張靖朗（香港科技大學 - 工程系）
憶起當年初次踏入校園， 我還是一個不愛上學的懵懂少年，從未奢望能夠被大學錄取。當我為前路感到失意迷惘的時
候，幸得老師們一直給予我啟迪和鼓勵，教會我如何計劃未來和釋放壓力，讓我在學業和生活之中找到平衡。「流淚
撒種的，必歡呼收割。」——如今，我總算不負所望，順利入讀香港科技大學，除了感謝自己在過去數年所作的努力
之外，我也十分感激老師們在學習路上的陪伴。在方中渡過的一點一滴，我都必定會銘記於心！

陳川（香港大學 - 理學系）
2016 的那年，我正式加入了方中大家庭，開始了中學的生活。時光飛逝，轉眼間，我們已經成為了大學生。回想起剛
來學校時的懵懂無知、老師的孜孜教導、教室的打鬧、小賣部的人山人海、操場的烈日炎炎、自習室的發憤圖強、考
試的緊張等，雖然那些美好的回憶已成過去，但卻是讓人記憶深刻的。踏入高中就剛好疫情開始，有的在疫情中奮筆
疾書，有的海闊天空愛自由，我們都走著屬於自己的人生軌道，有著自己獨一無二的運行方式。因此在未來的日子裡，
希望大家都能夠好好學習，一時的挫敗不算什麼，正所謂花兒謝了芬芳才能迎來碩果飄香，我們終會羽化成蝶，振翅
高飛，去那未來更高，更遠的地方。

黃秋妍（香港教育大學 - 創意藝術與文化系）
方中對於我來說是一個寶藏地。我在這裡嘗試過許多第一次，這些經歷開闊了我的視野，那些難忘又美好的回憶更激
勵我要認真學習來改變自己的命運，飛翔到屬於自己的天空。「知識改變命運」不是騙人的，無論你的起點多麼低，
只要你堅持不懈，只要你心存信念，終有一天你會取得成功，找到自己的歸屬。大學的生活是一個讓你從內而外發生
天翻地覆變化的一個階段，快速的成長讓我更加感恩方中的栽培和昔日老師的辛勤教導。

為讓中一學生融入中學生活及本校課程，本校每年均舉辦多項活動，包括：四主科暑期銜接課程、
暑期迎新日、課後英文班、課後學習適應班、運動班、成長營、福音營、制服團隊等。透過全年的各
項活動，使初入方中的「新鮮人」更快適應學校生活及得到全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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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夢

中一迎新日
中一迎新日

中一學習支援
中一學習支援

男子丙組一百米自由泳冠軍及打破學界紀錄
2A 吳廸謙

女子丙組五十米碟泳亞軍
2B 王紫嫣

女子甲組二百米個人四式季軍
6D 蔡筱鈺

男子甲組四百米跑項目勇奪冠軍
3D 甘嘉威

男子丙組一百米及二百米跑冠軍
1D 李綽然

「2021-2022 活水行動海報及標語設計比賽」
中學組優異獎

4A 曾玉怡

香港會計師公會
「企會財」獎學金

5A 班陳頌昆

First place in the UNESCO SDGs 
Debating Competition

天約堂如鷹展翅獎學金
6A 古穎怡

天約堂如鷹展翅獎學金
6B 謝海晴

天約堂如鷹展翅獎學金
6D 邵正龍

短片《捉迷藏》成功入圍
「第十七屆鮮浪潮國際短片節-本地競賽」

《向老師致敬》中文徵文比賽
全港優異獎

3A 蔣佟琪

2021 香港青少年英文朗誦比賽金獎
3D 黃婷謙 

第七十三屆校際朗誦節普通話科
優異獎： 2A 劉佳儀、梁榮欣、蘇穎琳、 1A 林志聰

良好成績： 2A 楊柏宇、林佳祺

2021 香港青少年英文朗誦比賽銀獎
3D 鄧嘉雯

第二屆全港同心寫作比賽
優異獎及團隊優秀大獎：2A 廖碧姗、5A 湯雅詩

入圍獎：3C 吳致儀

第七十三屆香港校際朗誦節
季軍：1B 葉秀峯

優異獎：1B 植光浩、1B 郭隽昊、1D 文迪、1D 黃慈茵、2E 劉沅熹、2E 余𤧸晴、3D 鄧嘉雯、3D 黃婷謙

2021-22《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導演獎、傑出影音效果獎、傑出合作獎、
評判推介演出獎、傑出演員獎 合共 20 個獎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