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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特色課程 (2021-2022)學

教

辦

校

校

教師學歷 教育文憑 學士 碩士或以上

百分比（%） 100 98 37

教學年資（年） 0-4 5-9 10或以上
百分比（%） 7 15 78

學習領域 各級課程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中國語文教育
中國語文 C C C C C C

普通話 P P P

英國語文教育 英國語文 E E E E E E

數學教育
數學 C* C* C* C* C* C*

數學延伸課程 E* E* E*

公民與社會發展
/ 通識教育

公民與社會發展 
/ 通識教育

C C C

科學教育

科學 C* C* C*

生物 C* C* C*

化學 E* E* E*

物理 C* C* C*

科技教育

家政 C/E C/E C/E

科技與生活 C

設計與科技 C C C

設計與應用科技 C C C

普通電腦 C* C* C*

資訊及通訊科技 C C C

企業、
會計與財務概論

C C C

個人、社會及
人文教育

中國歷史 C C C

地理 C/E C/E C/E C C C

生活與社會 C/E C/E C/E

經濟 C* C* C*

旅遊與款待 C C C

藝術教育

音樂 C/E C/E C/E

視覺藝術 C/E C/E C/E

藝術發展 C/E

體育教育 體育 C/E C/E C/E C C C

應用學習課程 C/E C/E C/E

其他學習經歷 C/E C/E C/E C/E C/E C/E

聯課活動 C/E C/E C/E C/E C/E C/E

C中文授課          E英語授課          P普通話授課
C*/ E*主要以中文或英語授課，另視乎學生能力與需要，開設英文或中文組。
C/E中文授課，加入英語延展教學活動。

　　本校創立於 1963年，屬全日制官立男女中學。最初命名為筲箕灣
官立工業中學，標示課程引進實用性工業科目的特色。其後，學校不

斷更新課程，科目廣泛涵蓋文、理、工、商及資訊科技等多元學科。

自 1998年 9月起，本校易名為筲箕灣東官立中學。

　　本校致力為學生提供完善的學習環境，以儒家至理「博學親仁」

為校訓，培育學生在德、智、體、群、美及情緒方面的全人成長；並

協助學生完善自我，發展潛能，確立目標，實踐有意義的人生。

　　本校依山而建，前臨草木常春之丘巒，背靠蔚然深秀之青山，坐

享山林翠色，兼得交通之便。主樓高七層，禮堂樓高兩層，新座樓高

四層，另有花園、操場、兩個籃球場及足球場。全校均設置空調，更

有設備完善的設計與科技室、多媒體研習室、電腦室、地理室、家政

室、縫紉室、音樂室、美術室、活動室及圖書館，提供舒適的學習環境。

　　本校將於 2026至 2027學年重置於安達臣，屆時會擁有更寬敞、
設備完善且富現代化氣息的校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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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中六畢業生升學及就業情況
(截至27/8/2021)

學位課程 (聯招) 

內地升學

海外升學

副學士

高級文憑

基礎文憑

文憑

毅進文憑

重讀

工作或其他

愛校園　立己達人關
升中關顧，成長支援

　　為協助中一級新生融入學校，本校於暑假舉行中一級新生迎新暑期活動

及訓練課程。活動期間向同學介紹學校設施及多姿多采的校園生活。另外，

學校亦為同學舉辦學習支援課程及明德營活動，讓他們於開學前熟悉課程內

容，盡快適應中學生活。

　　本校歷屆文憑考試畢業生

出路理想，2021年中學文憑試
表現良好，獲得本地大學取錄，

就讀學位課程，如香港大學法

學士、中文大學中國研究系、

香港浸會大學全球及中國研究

社會科學學士。另外亦有畢業

生獲內地大學取錄，就讀暨南

大學新聞學系。而本屆更有畢

業生到台灣升讀學士學位課程，

就讀餐旅管理學系、商業設計

系、土本工程系及機械工程系。

本屆畢業生逾九成繼續升學。

　　本校重視建立學生的自信心，提升他們的溝通能力，讓他們學習關愛精

神。除了為學生提供個別輔導外，亦舉辦各類活動培育學生成長。

　　學校舉辦「大哥哥大姐姐計劃」，讓學長透過活動及溫習小組，陪伴中

一級同學成長。「成長新動力」則為中二級學生而設，教導學生溝通技巧及

學習面對及處理情緒的方法。

學育才　成果豐碩倡

關
愛
校
園
　
倡
學
育
才

中一級迎新日

公益少年團東區

紀錄片欣賞暨徵文比賽

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初中組 )

第二屆全港旗袍設計比賽

公開組  季軍   6B羅成謙

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高中組 )

英語辯論

第二屆全港旗袍設計比賽 2021

中一級明德營

輔導組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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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發展　盡顯潛能全
多元啟迪，與時並進

　　本校提倡全人教育，著重培養學

生的學術知識，開設各種科技科目，

如：家政（烹飪與縫紉）、設計與科

技（產品設計與圖像傳意），訓練學

生的生活技能，與時並進，在科技發

展日新月異的廿一世紀更具競爭力。

　　本校學生修讀校本特色課程，

不但能學以致用，更在各項比賽中

屢獲殊榮。歷年來學生在世界青少

年機器人邀請賽、國際華服節、香

港工程挑戰賽、時裝設計比賽等，

皆獲獎無數，碩果纍纍，有口皆碑。

拔尖保底，小組教學

　　為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本校增撥資源，於中、英、數三大核心科目推行

分組教學，因材施教；並於課後安排拔尖培育及學業關顧課程，全面照顧學生需

要，推行「適異教學」，為學生製作分層級課業，幫助不同能力的同學參與學習，

掌握知識，鞏固所學。

啟導學習，支援教學

　　本校與燊火青年網絡合辦「啟導學習計劃」，由大學生擔任導師，提供免費

小組補習，提升高中同學的學習能力與堅毅精神，成績優異的同學更獲頒「奮進

獎學金」，並舉行嘉許禮以作鼓勵。

優化英語，活學活用

　　為了提升學生學習英文的興趣和能力，本校英文科組織多元化的活動，包括：

英文辯論、英語嘉年華日、參加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詩獨誦比賽、午間電台英文金曲

推介及觀賞英語話劇等，鼓勵學生將英語融入生活，多方面發展學生的英語能力。

全人發展，品學兼備

　　本校積極推行校本課程，將其他學習

經歷 (OLE) 課程納入正規課堂時段，培養學
生的多元智能，發展學生不同專長和才能。

　　課程涵概音樂、視覺藝術、戲劇、創

意數碼攝影及國情教育 (創意華服學堂 )等
範疇；更設社會服務單元，安排高中學生

參與義工服務，培養關心社會、關懷別人

的品德。

　　本校設筲東大使、領袖生、輔導學長、

校園記者及司儀隊等，培養學生服務學校

的精神，推廣學校優良校風。

升學業　優化課堂提

中電校園工程師電力之旅

國際扶輪少年服務團

機械人編程世界紀錄

中電校園工程師電力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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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課活動

　　為促進全人發展，本校設聯課活動小組及學會共三十多個，鼓勵學生在課餘時間

參與聯課活動，培養自律精神及責任感，融入群體生活，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學術及興趣 服務及制服團隊 體育運動
中文學會 Art & Design Club 公益少年團 體育學會

英文學會 設計與科技學會 少年警訊 籃球學會

數學學會 家政學會及藝裳坊 社會服務團 足球學會

中史學會 舞蹈學會 國際扶輪少年服務團 排球學會

電腦學會 音樂學會及合唱團 紅十字隊 羽毛球學會

科學學會 樂器研習班 童軍 乒乓球學會

地理學會 園藝學會 女童軍 游泳學會

商業學會 戲劇學會 跳繩學會

辯論學會 基督徒團契 田徑學會

旅遊與款待學會

聯課活動組別

索新知　博學慎思探
　　本校致力推動學生發揮個人潛能，活出明確及具意義的人生，學校定期舉辦校外

交流及全方位學習活動，讓學生體驗生活及瞭解社會現況。

女童軍

童軍

合唱團

籃球學會

紅十字會

舞蹈學會

「高校科學營」優秀高中生獎勵計劃

中電校園工程師電力之旅

交流活動 -中山市華僑中學

STEM 拳擊機械人製作

生涯規劃活動 - 咖啡沖製班

機械人編程世界紀錄

藝裳坊

國際扶輪少年服務團 參觀香港國際機場停機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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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合作　情繫筲東家
　　本校家長教師會成立 29年，擔任家長
與學校溝通的橋樑，體現家校合作的精神。

家教會執委會定期舉行會議，由家長執委與

校方執委攜手推展會務。家教會亦招募家長

義工，凝聚家長力量，締造更優良的學習環

境，讓學生愉快成長。家教會每年舉辦周年

會員大會、燒烤晚會、親子旅行、教育講座

及興趣班等，讓家長聚首一堂，增進情誼。

　　本校學生畢業後發展良好，在各行業展現才華，於不同範疇獲得驕人成就，成為業界菁

英，貢獻社會。校友心繫「筲東」，關心母校發展，積極參與學校活動，擔任本校各項活動嘉賓；

又主持講座，分享成功經驗，勉勵後學；更捐贈多項獎學金，鼓勵學業或其他方面表現出色

的同學，體現薪火相傳的精神。

友回饋　薪火相傳校

完成畢業熊公仔包裝後大合照

東區升中選校巡禮

家教會新一屆委員會投票

畢業班禮物包裝

家教會手工藝班（紙花製作） 家教會委員頒發長期服務獎予各位老師

家教會委員致送榮休紀念品予文書主任

家教會周年大會 -委員合照

家教會會議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及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校友

維昌洋行中國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陳大枝校友

中國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
前總經理盧重興校友

香港大學房地產及建築系

副教授潘新華校友

加拿大太空站機械臂研發項目

華人工程博士馮子葵校友

香港瑪麗醫院精神科

副顧問醫生劉家獻校友

副導演（電影）洪瑩瑩

保時捷跑車前首席設計師

賴平校友

訊通展覽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長梁天富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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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2021年度

本校由教育局分配中一學位。中一自行

收生申請表於 2021年 12 月 1 日開始派
發，家長可親臨本校索取或在本校網頁

(skwegss.schoolteam.hk)下載「自行分配
中一學位申請表格」，遞交申請表格日

期為 2022年 1月 3日至 17日，面試於
2022年 3月舉行，獲取錄的學生將於
2022年 3月 31日收到通知。

比賽 /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獎項

邵偉良獎學金 教育獎學基金委員會

2020 年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香港島校長聯會
分區優秀學生 (高中組 )
分區傑出學生 (初中組 )

東區學校模範生獎勵計劃 東區學校聯絡委員會
東區學校模範生獎

東區學校進步生獎

第二屆臥龍盃 -官立中學多角

辯論賽
天水圍官立中學 冠軍

72n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3rd Place

2020高中 iTeen 領袖計劃 廉政公署 金獎、學校夥伴大獎

第二屆全港旗袍設計比賽 2021
中國旗袍協會 -香港總會及香港禮

儀會

公開組亞軍及季軍、公開組最具特

色獎及最具創意獎高中組亞軍

公益少年團東區紀錄片欣賞暨

徵文比賽
公益少年團東區委員會 冠、亞、季軍

海洋公園 Chill級保育計劃

動物保育大使角色設計比賽
香港海洋公園

金裳鳳蝶 (中學組 ) 優異獎
鹿角珊瑚 (中學組 ) 優異獎

生獎項學

校地圖學 生程序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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