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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評新高中學制：課程、教學、考評與升學
自2000年開始，香港推
行教育改革，重要項目包括
課程改革，考評改革，以及
學制改革等。
學制改革即中學與大學由
舊有的3223英式學制，改變
為大陸與美式通行的334學制
。2009年，三年新高中學制
(NSS)正式實施。第一屆新高
中學生於2012年畢業，並參
加取代舊制會考年代的公開
試：第一屆中學文憑試。
新高中學制的內容，包括
正規課程的學科教學，其中
分為核心科目及選修科目。
核心科目是中文、英文、數
學及通識教育，選修科目例
如物理、化學、地理、歷史
等，也就是所謂4+X。教育局
的構想是學生可以修讀寬廣
而均衡的學科，但學生普遍
修讀兩至三個選修科，相對
舊制會考時代，學生修讀的
學科較舊制略少，但學生一
般可以跨範疇選科，也就是
可以較自由選修文、理、商
、社不同學科，科目選擇的
靈活及廣泛，較過去有所改
善。
舊制經歷中學會考的篩選
之後，每年應試高考約有三
萬人，新制文憑試每年應試
超過七萬人，連同重考的，
可達十萬人。
文憑試既是本地普及教育
的終點，也是升讀大學的篩
選考核。教育改革實施多年
，大學資助學位約15,000個
的數目並無改變，也就是
2012年開始，參加大學入學
試的人數驟增，但資助學位
不增，文憑試競爭的激烈，
也就會異化新高中教學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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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國光副校長

考試主導的應試教育。
資助學位沒有增加，非資
助的學位、副學位及高級文
憑大幅增加，課程開設來自
資助大學的附屬自資院校、
私立大學、社區學院等，皆
屬私營體系。
來自私營的學位、文憑，
可以紓緩大量成績達到基本
水平，而未能升讀資助學位
的學生升學壓力，但短期之
間大幅擴張的課程，教學及
評核等質素問題也同時湧現
。
教育局現正檢討新高中學
制的課程與考核，預期今年
九月開始，中四級整體學科
的課程內容會有所調減，以
紓緩教學壓力，尤其是中文
科、企會財科課程重整，公
開試如校本評核也會調減科
目及呈分次數。不過，新高
中學制以學科學習與考核為
主體的現況難有改變。學生
的升學選擇雖然增加，但資
助學位的競爭難以紓緩，熱
門的院系仍然維持網羅最優
異成績的學生為收生選擇。
學校的工作，要為學生更
好地預備公開考試，但也要
堅持學生全人發展、人倫關
係、品格培育、價值觀、健
康的生活等使命。
新高中的內容，除了正規
課程的學科學習與考試以外
，還有非學科範疇，以及課
外活動範疇的其他學習經歷
(OLE)，這也是本地教育的特
色與自豪，正正可以體現教
育資源的分配、社會的理念
、教育專業的取捨。新高中
學制的OLE及學生學習檔案
(Student Learning Profile)，

蔡副校長與高中學生到安徽考察交流
，在黃山巿歙縣所在的王村學校，與
小學生合照

雖然還有待大學收生制度重
視，但大多數中學努力為學
生提供活動，編製檔案，為
學生實踐整全的教育與發展
提供機會。
高中畢業，還要關注就是
升學的預備。首屆文憑試之
後，約九成畢業生選擇繼續
學習，為本地專上教育急劇
擴充提供機會。除了本地升
學以外，本地學制與台灣、
內地銜接，可以免試申請內
地及台灣院校，即憑藉香港
中學文憑試成績直接申請入
讀，高中畢業生的升學選擇
從未如此多元化。學校提供
升學輔導的需要及壓力也就
驟增；升學講座、院校參觀
、職場介紹、模擬面試、聯
招資訊、網上報名也就在中
五，中六年級大量湧現。

邀請來自台北駐港經濟文化辦事處的
李志文教授，為高中同學講解升讀台
灣大學的情況

本期編輯：蔡國光副校長，朱佩敏女士，郭峻瑋校友

中三級廣東省考察
11月底，學校戶外教育日，中三級五個班安排到廣東省考察學習。

另外四班分兩團，一團到開平、陽江，一團到肇慶。這裡介紹肇慶之行。
重點是到肇慶田家炳中學交流。肇慶田中初中每級8班，高中每級6班。內
地初中畢業要應付「中考」，如同本港九七前的中三升中四淘汰試。該校高中
只約100人是由原校初中升讀，不到兩個班的人數。
兩地學生交流，談的是學生生活，也由此了解內地社會情況。晚膳後返回
校舍參觀「晚自習」，這是參觀內地學校的晚間指定動作；為應付高考，內地
高中生由教師輪值看管，每晚大多要留在課室溫習約3小時。
當夜兩地學生聯歡，整個過程由肇慶田中的學生會負責，台上沒有教師蹤
影，台下也只見香港的教師作觀眾。
。

香港來的學生，有備而來，一班唱歌，一班跳舞，表現團體的合作與輕鬆

聯歡活動由內地田中學生會統籌，學生會四個部，有學習部、宣傳部、文
娛部、紀檢部。學習部負責音響，紀檢部也就是風紀、領袖生，負責門衛秩序
。
內地學生，載歌載舞，司儀談吐、表演項目選取，皆追上潮流。例如
Hiphop dance, Break dance, Beatbox。珠三角鄉鎮的一所尋常中學，學生的
內涵與特質，其實已出現極大的演進。
內地經濟發展與車輛數目增加是並駕齊驅。從肇慶返程深圳邊檢，高速上
堵塞不算嚴重，但走走停停耗虛約七個小時；香港師生又多一項國情體驗。
( 文 : 蔡國光副校長 )

3E班與大埔

縣田中老師

港肇兩校教師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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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影

FORM 3

3E班到大埔縣作四天的農村考察，行程前的預備，早在半年前開始，重點
是認識農村發展、農民生活；探訪田家炳先生舊居，訪問當地人，學生對內地
的認識自然較深入。

3C，3D班參觀位於陽江市閘陂鎮的南海一號水晶
宮博物館

3E班在萼花樓內合照

學生在肇慶田中表演

學生分享

3A 朱欣晴

3C 官俊良

參觀肇慶白石端硯村，我看到了不同
的硯石，令我驚訝用來磨墨寫字的石
硯也可以刻劃漂亮的圖畫，既可以用
來寫字又可以用來觀賞，一舉兩得。
到了造糭工廠時，造糭流程也有條理
，嚐過不同口味的糭，我就買了一隻
傳統口味的送贈給爸爸，他也盛讚美
味可口。

經過這次兩日一夜的陽江、開平考察
，我看到中國的古代文物。中國在全
球的歷史發展中有著重要的地位；而
且她還有很多未出土文物，有些在水
底，有些在地下，可見不單只在現在
，古代中國的生產力亦很強。透過地
上和水上絲綢之路，中國向外國出口
了數量不少的貨品。在水晶宮中，我
看見了精緻的文物珍品，，雖然封閉
多年，但相比現代物品也毫不遜色。

高中華東文化考察
華東考察的 人•事•情• 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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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中，中四、中五級30名學生，由三名老師帶領，到華東考
察九天。行程先抵達南京，繼而轉往安徽省，在蕪湖巿及黃山巿活動，最
後到浙江抗州巿，遊歷西湖後回港。重點是訪問了內地三所田家炳中學，
學校分別位於蕪湖巿、繁昌縣及黃山巿，也到安徽師範大學田家炳書院交
流，在徽州歙縣，同學在王村學校擔任小老師，試教小學生。遊歷項目還
包括在細雪紛飛的黃山上度宿一夜，期間登光明頂，賞始信峰，也就經歷
了一次江山如此多嬌的行程。
教授

師範大學

訪問安徽

5B 何梓偉

從前，我總認為內地人的態度與生活水平較低，香港人是高人一等，但當我到內地實地
考察，我發現現實與想像中完全不同。他們待人處事的態度，甚至比部分的香港人還要
友善，他們好客的表現可以於我們在黃山市的住宿家庭中反映出來。接待的同學自發相
約出來，帶我們夜遊新安江與屯溪老街，到明信片店寫下自己的聯絡方式，親切閒談彼
此的生活點滴與心底話。他們亦為我們提供了豐盛的晚餐，特別是著名的徽州菜，如毛
豆腐、臭鱖魚，盡顯主人家風範。
與蕪湖
市田家炳
中
學
接
學家人合 待 家 庭 的 同
照

登黃山一線天之際

4A 黃芷欣
考察團的第二天,我們參觀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進去前，我們懷著嚴肅的態度；離開時，
每人也是滿懷傷感。館內記載著中國血的歷史、血的過去。紀念館內的文字、影片、相
片、錄音帶、及展覽品，哪一樣不是血淋淋的證據？那全是確鑿無疑，不容日本人抵賴
的證據。教我有所感觸的是紀念館列出的歷史證據，讓每個到過的中國人也會感到悲痛
。紀念館臨近出口的那一面石牆上刻著「要記住歷史 不要記住仇恨」、「可以原諒 不
可以忘卻」。那種震撼使人久久無法釋懷，紀念館訴說著戰爭的無情，宣揚著和平的可
貴。作為中國人應牢牢記著歷史的教訓，也要為新中國的未來共同邁步努力。

與黃山市田家炳中學的學生同遊
屯溪老街

參觀蕪湖
巿奇瑞車
廠

在王村小學擔任小老師

蔡副校長與蕪湖市田家炳中
學劉校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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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活動
26/9/2012 義工迎新
新舊家長義工聚首一堂，玩埋一堆，讓這個
出心出力的團隊更融洽、更互動。圖書館義
工在開學之始已展開工作；園圃運作從無間
斷；參加校際朗誦的同學在龐大的帶隊義工
協助下順利參賽。

5/10/2012 家長小聚：
主題「探討德育、公民教育及國民教育」。本年
夏日鬧烘烘的全城熱話，家教會當然重視家長的
意見，故特設小聚由校長親自闡述校方立場，並
解答與會者疑慮。

28/10/2012 2012/13年度 周年大會
周年大會邀請校董盧德明先生、校監田慶先先
生到臨，向家長簡報戴希立校長退休事宜，這
可是一眾家長們關心的課題呢！

盧校董與田校監耐心解答家長提問

家長出席分班座談，與班主任會面，
了解課堂狀況。

家長與校監校長閒談學校情況

P.4

16/11/2012 初中課程晚會
課程晚會，是中一、中二級家長了解子女在校學習所得的重要渠道，每年舉辦都有過半
數以上的家長出席。

12月份 「可持續發展環教育導賞研習計劃」賞員培訓課程
訓練家長充當導賞員，既豐富家長環保知識，也掌握導賞技巧，趁田藝社區通識園對外
開放時，可協助促進環保教育。

9/12/2012 「古村文化與泥灘生態」一日遊
龍尾泥灘吸引，燒烤食物吸引，還是唐生風趣的
導賞吸引呢？翻看相片，竟然小小遊戲競賽環節
能讓“老老嫩嫩”的參加者盡情投入。天氣好，
加上人數眾多，又一次成功的親子一日遊。

18/1/2013 水仙花切割班

每年農曆十二月，唐生必會「開班授徒」，為家長準備年花，以往曾參加的家長又可幫
忙示範，一顯身手。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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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網上做甚麼?
資訊爆炸時代家長
管教的啟示」家長
工作坊

義

家長

團拜 1/3

春
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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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們不容錯過的聚會
日子，猜燈謎、遊戲、
展現自家廚藝及大吃一
頓。仍猶豫不決的義工
請立即報名。

3

家長

工作

坊

8
義務剪髮
以「調解家庭衝突」為
主題的家長工作坊，有 由於去年好評如潮，活
興趣的家長收到通告後 動又充滿新鮮感和實用
請即報名。
性，請家長鼓勵子女提
供“頭顱”，踴躍參與
，好以清爽髮型迎接炎
炎夏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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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家長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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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活動預告

家長心聲

身為家長，能成為家教會的委員是一樂事，不單可以更了解學
校的方針及行政，更能提出家長和學生的意見及心聲，對學校和學生
都可以獲得益處，所以大家也當一起參與，共同建造良好的學習環境
。
過去多年，我參與子女就讀學校的家教會工作，對於義務的工
作，感到莫大的價值，只是能付出的時間實在太少，如果有更多有能
力和時間的家長可以加入家教會的服務，必然有更大的成效；事實上
，家教會的事與大家息息相關，我們絕不應獨善其身，而不受任何人
影響，能分享大家的才能，對整體都有益處。
祝願大家共同努力，共建美好的新一代！
連偉明先生（家長教師會委員）

分享如何改善子女成績

周志斌先生（家長教師會委員）

得悉子女能入讀本校時，家長應該感到高興。但開學後發覺子女的成績未能達標，家
長就會千方百計地想方法解決問題。現時補習風氣十分盛行，家長都會力勸子女報讀補習
社。誠然，用私人到府補習或是上補習社是個人選擇，家長可因應自身家庭經濟條件、子
女意願，以及補習後的功效等多方面，衡量那一種方式最適合自己子女。
家長要令子女成績有所改善的方法有很多種，最重要的是先了解子女成績偏差的真正
原因!例如:子女是未能適應英中的教學模式，艱深的中文古文抑或只是某些學科成績偶一失
誤？還是子女花太多時間在上網或玩手機? 子女有否失去學習的興趣或動力？所以，我提議
家長用心平氣和的態度與子女認真商討，更可聯絡校內有關老師或班主任，了解子女在校
學習時的行為和態度，一同商討最有效的方法，對症下藥，協助子女。
一般補習社的教學模式偏向考試導向，大部份補習導師是用單向傳授知識及應試技
巧，但現時本校的課程則較有彈性，不單止著重師生間的互動，有些學科更會自定教材，
因此決定是否報讀補習社前，宜與子女商討研究真正的需要。家長應該告誡自己子女，不
要以為上補習課，學校上課時就可以掉以輕心，或者忽視在校內課堂所學。家長如果讓子
女補習，就要留意子女的學習態度，應避免子女太依賴補習，本末倒置。
如果子女的成績未能達標，是因為花太多時間在上網或玩手機時，家長就要嚴加管束
，不能心軟。須知愈遲改正弊端，愈難追回失去的成績，因為各學科只會一日比一日深，
基礎打不好時，子女會自暴自棄，屆時要補救就更困難!
P.6

11/12/2012

陽光大使為初中同學邀請山景
邨富來餐廳大廚柯子大先生，
先安排在禮堂舉行初中級講座
，再而是小組分享他在順、逆
境中如何自強的奮鬥歷程。

20/11/2012

週會：陽光人物

中六級成人禮
第二屆成人禮於十二月十一日舉行中六
級踏入成年階段的同學與班主任合照。
(相片左上起為6A,6B,6C,6D,6E班)

畢業班級活動
13/11/2012

中五級職場參觀
安排中五級同學參觀青年就業起點、職
業安全健康局、菲臘牙科醫院、旅遊服
務業培訓發展中心、金門建築有限公司
、消防訓練學校和青山醫院，提供選擇
參觀的機構多元化，可針對同學的不同
興趣。依據同學意願編排參觀點，能讓
同學對其興趣範疇之職業，豐富個人於
生涯選擇層面之認知。

恆生管理學院

院

學
聯合國際

東華學院

升學就業輔導組：自資學士及副學位課程巡禮

校
觀消防訓練學

參

牙科醫院

4/1/2013

參觀菲臘

2012年中學文憑試，本校80%學生考獲符合升讀大
學的成績，由於本地資助學士課程學額沒有增加，
因此，自資院校課程便成為部份中六同學之選擇。
一月份學校邀請了六間不同院校，分別為: 恒生管理
學院、東華學院、聯合國際學院(香港浸會大學與北
京師範大學合辦)、職業訓練局、香港理工大學香
港專上學院及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社區書
院，介紹各院校課程特色，讓現屆中六同學對自資
院校有更清晰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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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校領袖生培訓營
本校領袖生會於除夕假期，聯同嗇色園可藝中學及仁濟醫院林伯欣中學
，參加了為期兩日一夜的聯校領袖生培訓營，藉著軍旅式的訓練及歷奇
活動，培養學員的團隊和協作精神；透過參與、組織及策劃活動，磨練
出逆境解難的能力，建立自信、自律及自治的生活態度，冀望成為立己
立人的領袖生。
訓練營提供一系列挑戰自我的活動，包括高
牆攀石、摸黑夜行、射擊戰術及體能訓練等
三校領袖生聚首一堂
，不僅能開展個人潛能，還可以鍛鍊堅毅的
耐力。適逢寒流襲港，北風凜冽，領袖生冒著冷雨低溫，在課室度宿一
宵，可謂體驗難忘。最寶貴的是三間中學的領袖生，由最初互不相識，
合作生硬；繼而參與解難活動，彼此溝通；最後竟成為親密戰友，分享
感受，盡訴當領袖生的甘與苦，俠骨與柔情揉合一起，令這個「冷酷」
遊戲？訓練?
的訓練營平
添不少溫馨
的色彩！

北京奧運彈床冠軍何雯娜訪校
仁愛堂董事局主席黃達東先生率領一眾嘉賓及團
體於十月二十二日邀請北京奧運蹦床金牌運動員
何雯娜小姐到我校作專題講座及示範表演，何小
姐與在場學生分享訓練心得及得獎感受，同學反
應熱烈。何小姐示範時優美的蹦床動作，以及即
席指導同學，嬴得一眾師生的歡呼聲和掌聲。

與張翼詠老師合照

摸黑夜行

精彩的示範表演

童軍團聖誕節露營

環境優美的營地：西貢白沙灣譚
華正水上活動中心

我校一眾童軍(屯西二十四旅)在聖誕節最寒冷的三天，組織了一個三日
兩夜的露營活動。這次露營活動由幾位高中的童軍隊長籌備，活動可謂
多采多姿。
童軍們需要分小隊進行比賽，期間每一個環節也評分。無論營地建設
、膳食烹調、集體遊戲，每一個童軍都認真參與，為的是要贏得離營前
那一次豐盛的午餐。其實，在這三天，童軍們得著的又何止這頓豐盛的
午餐呢！令人摸不著頭腦的黑色魔術(Black Magic)、考驗大家協作及解
難能力的指令遊戲、眾人合力烹
調的美味菜餚、夜雨中與師兄師
姐促膝談心、收拾帳篷時一起玩
「快樂傘」……這一點一滴都在
我校每一位童軍的心裏留下美好
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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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合力運送彈珠

用心炮製美味大餐

社際排球比賽(22-23/11，6-7/12)
今年舉行的社排可謂一波三折。由於天雨關係，比賽
日期一改再改，但課委委員及四社社長皆能迅速應變
，共同商議更改比賽日期的方案，其應變及領導能力
實令人欣賞。
雖然比賽日期一改再改，但仍無損運動健兒的鬥心。
比賽時，他們使出渾身解數，努力為社爭取勝利；場
外的社員亦歇力高呼，為自己社的健兒打氣，上下一
心，最後由綠社奪冠。同學能在比賽中一展所長，並
增加對社的歸屬感。

組
動
活
外
課
學會同樂日
學會同樂日是由SU學生會、學會主席、「青苗
」組員合辦。以思考型的攤位遊戲型式讓初中
同學認識學會活動，亦為學會主席提供平台招
募新生。由富有經驗和自信的學會領袖，引導
初中的同學成為未來領袖，做好積極的準備，
達致薪火相
傳。

學會交接日
每年在學期初時，由全體SU學生會內閣成員
在早會上主持學會主席交接儀式，讓全體師生
都可以見證這個重要的時刻。在正式接任命的
同時，學會及四社立即展開連串精彩的活動和
服務 ; 領袖培訓工作坊亦隨之啟動，為學生領
袖提供支援以及分享成果。
委住學生領袖儀式

新學年，新的學生會成員

青苗領袖培訓

「青苗」The Brains的活動為初中的同學提供一個多元的平台，
訓練成為年輕而具備豐富的人際技巧及解難能力的學生領袖。為
同學舉辦課餘比賽、學習設計適合長者學苑的活動，與校內、校
外的學生領袖交流，為「青苗」同學提供不同的經歷。
「青苗」組員喜愛挑戰自我
。除了室內攀石及籌組參選
學生會外，「青苗」亦有機
會參與大型活動，擴闊視野
。讓同學把握機會，參加「
青苗」培訓成為學生領袖，
發揮所長，以培養「己立立
人」的精神。The Brains與
你跳出框框，一同創新!

課外活動委員會(ECACACC)
課外活動委員會（課委）主要負責籌劃社
際比賽，希望為同學在緊張的學習生活中
，提供輕鬆及多元化的比賽。課委與四社
、青苗一同籌辦社際比賽，全年最少舉辦
四次社際比賽，如排球比賽、羽毛球比賽
、閃避球比賽、學術比賽。比賽後，課委
亦為四社主持檢討會議，使本年所得之經
驗可以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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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2012/13
舉辦機構或團體
活 動 名 稱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校際游泳比賽
團體賽

學生活動成績簡報

截至 2012年 12 月

參加者或組別

成績

女子甲組
男子甲組
男子乙組
女子乙組
女子甲組 6B唐凱琳
5D王雅穎

200 米自由泳
50 米背泳
100米背泳
6C朱覺怡
50 米胸泳
200米胸泳
4B何舒雅
100米自由泳
2C林燕兒
200米個人四式
6B唐凱琳 6C朱覺怡 5D王雅穎
游泳隊
4B何舒雅
4X50 米四式接力
5A林詠芝 5B朱凱喬 4A陳曉榕
2C林燕兒
4X50 米自由接力
男子甲組 4A李冠霖
200 米自由泳
5B何子滔
200米胸泳
100 米胸泳
6A張浚裕 6B林頌宜 5D歐陽沛嵐
4A李冠霖
4X50 自由接力
女子乙組 2B曾華苓
200米胸泳
沈弘彥同學，曾偉聰同學
100米胸泳
4C凌樂詩
50 米背泳
3B郭婉俐
200米自由泳
校際籃球比賽
團體賽 女子甲組
男子甲組
校際田徑比賽
團體賽 女子丙組
女子丙組 3E 劉翊翹
200米
400米
男子乙組 4A陳柏熹
100 米
女子籃球隊
跳遠
全港校際壁球個人賽
4B曾茜琦
女子甲組
2D張琛琪
女子乙組
少年警訊
中學籃球邀請賽
女子組
3C劉希雯 4C陸穎霖 4D連銘思
5A張倩雯 5C何慧嫻, 李嘉敏
6C王銀靜 6D黃芷雯
香港壁球總會
Prince 香港壁球
4B曾茜琦(1 7 歲以下)
青少年錦標賽
2D張琛琪(17 歲以下)
元朗區壁球公開賽
2D陳暉桁
男子青年 MB組
香港草地滾球總會 青少年草地滾球分齡賽
2A曾偉聰 2D沈弘彥
譚伯羽中學
譚伯羽盃中學射箭邀請賽
男子甲組
6C伍正然 6D鄭翰奇 6E 陸凱謙
屈臣氏集團
2012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4A 陳柏熹
藝術發展局
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5D羅弘軒
5A林詠芝
香港電腦學會, 教育局 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 2013 5E 姚文智

爵士舞組

團體冠軍
團體亞軍
團體殿軍
團體優異
冠軍
冠軍
季軍
冠軍
亞軍
亞軍
季軍
冠軍
季軍
亞軍
亞軍
季軍
亞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季軍
殿軍
優異
團體優異
亞軍
亞軍
亞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冠軍
冠軍
殿軍
冠軍
雙人賽亞軍
團體亞軍
傑出運動員
藝術大使( 音樂)
藝術大使( 視藝)
銅獎

陳暉桁同學

姚文智同學
P.10

舉辦機構或團體
W.D.S.F.
Chengdu,China

W.D.S.F.

Australian
Dancesport
Federation

活 動 名 稱
第十屆全國青少年
體育舞蹈錦標賽

4B廖啟森 4E 廖雲軒
全國青少年十項全能組
標準舞( 全國業餘青年 A組 A級賽)
世界青少年體育舞蹈錦標賽 4B廖啟森 4E 廖雲軒
日本東京
世界青少年十項全能組
新西蘭基督城
世界青少年拉丁舞組
世界青少年十項全能組
世界青少年拉丁舞組
澳門
世界標準舞組( 成人組)
Australian Dancesport
4B廖啟森 4E 廖雲軒
Youth Open Standard
Championship

香港體育舞蹈總會 中港澳體育舞蹈公開賽

體舞逹人體育舞蹈錦標賽
薈萃體育舞蹈錦標賽
馬鞍山體育舞蹈公開賽

HKBDI
亞洲
體育舞蹈理事會
傑出青年協會
香港小童群益會
公益少年團

屯門公民教育委員會

學友社

F1 Cup Ballroom Dance
Championships
第 12 屆省港澳( 慶回歸)
國際舞蹈公開賽
明日領袖
少年財政司選拔
待人有禮好少年選舉
十大新聞選舉

廖啟森,廖雲軒兄妹
香港學校
音樂及朗誦協會

參加者或組別

－ 中文朗誦

1B郭詠曦
14 歲以下拉丁舞( B 組三項,A 組五項)
雙項(Cha Cha,Rumba) 三項(Samba,Rumba,Paso)

成績
第一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一名
第一名
第一名
第十一名
第一名
冠軍
冠軍
冠軍
亞軍

拉丁舞五項
拉丁舞五項全能( 香港排名賽)
1B郭詠曦
第一名
Latin – Under 12 Novice Event
1B王綽遙
森巴, 查查, 爵士
第一名
4C黃靖瑩
明日領袖獎
3E 葉仲凱
少年財政司
1A黄式瑜
待人有禮好少年
1C彭素盈
4D 伍永智
頭獎

郭詠曦女同學

少年財政司葉仲凱同學(左二)

散文獨誦 3A鮑韻茹 3E 譚煒琦
( 普通話) 1B陳芍琳, 杜慧欣 1C張明慧 2A陳詩琴 2B楊加慧

3A劉詠欣, 徐啟倫 3C霍妍熹, 方若嘉
3D何子敏 3E 連梓晴, 雷采盈
3B梁倩怡, 黃嘉怡
散文獨誦 1A莊慧欣, 鍾曉晴, 凌慧茹, 黃式瑜, 梁玉倩
( 粵語) 1B王綽遙, 林曼婷 1D陳安翹, 吳泳彤, 巫綽琳, 沈彤
2C李穎妍
3A張采藍, 朱芷君, 王潔鈴, 黃詩泳 3C張穎琛
1A梁嘉敏 1B王綽遙, 林曼婷 1C黃鶴曦 , 吳詩琦
3A林文珊, 楊涴晴, 嚴穎琳
－ 英文朗誦 英詩集誦 3E 班
個人演講 3A劉詠欣 4B張嘉裕 4D張文君, 張婷頤
英詩獨誦 4D李沛盈
1B郭詠曦 3C張穎琛
1A鄭雅文, 鍾曉晴, 李僖彤, 梁嘉敏
1B陳芍琳, 杜慧欣, 王綽遙, 李學賢
1D陳安翹, 林卓希, 巫綽琳
2A劉青原, 李美諭, 盧愷晴 2B嚴婉心
1A 班凌慧茹, 黄式瑜, 陸俊康
3A譚蔚藍,
嚴蒨穎 3B鄧穎希 3E 陳達慧, 劉翊翹
獲選參加香港資優教育學院資優增益課程
4A布苡亭 4B廖安莉 4C梁樂心 5D韓智穎
(哲學及思維範疇)
2A張均宜 3A朱芷君, 徐啟倫, 李依霖, 王潔鈴
3B鄧穎希 3C方若嘉 3E 連梓晴

亞軍
優良獎狀
良好獎狀
優良獎狀
良好獎狀
優良獎狀
優良獎狀
第一名
第三名

優良獎狀

良好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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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四日是學校本年度開放日。當天學校為小六學生
及家長安排了三個環節的活動，包括︰欣賞「體藝滙演」、參
與「課堂體驗」和觀看「校園剪影」。本著主人翁精神，參與
接待小六學生的老師、家長和同學，接近五百人。家長教師會
成員陪伴小六家長參觀，並回答有關問題。

參觀美術室

家政科「課堂體驗」

開放日安排在下午時段，同學們上午已回校準備。他們積
極投入，給當天參觀的小六學生及家長留下深刻的印象。負責
接待的大哥哥大姐姐，陪著小六學生參觀，解答提問，亦熱烈
地談論升中問題及中學生活。課堂體驗環節，學生都用心鼓勵
和教導小六學生參與小組討論或完成實驗，讓小六學生初步了
解中學課堂生活。「體藝滙演」更是精彩的一環，有中國舞、
拉丁舞、現代舞、中樂、西樂及時裝表現。學生抓緊三十分鐘
表現時間，將平日努力練習成果盡展人前，讓小六學生明白「
一生一體藝」活動的特色。
這個下午，師生及家長積極投入開放日，以創意、積極、
熱心，營建和諧的大家庭，令來自小學的訪客樂在其中。
大哥哥大姐姐陪同小六學生
參與開放日活動

驟

聆聽中五同學講解實驗的步

小六學生在本校同學指導下
，參與科學實驗

欣賞「體

藝滙演」

申請入讀本校中一活動備忘
下一學年的中一自行收生申請已於23/1截止報名，已遞交申請表的小六學生，全體皆會安排參加我校舉
辦的連串活動：
第一輪面試
第二輪面試

23/2/2013(星期六) 所有申請者以英語朗讀及小組對談形式參與甄選。
23/3/2013(星期六) 經甄選後同學以廣東話或普通話答問，並以小組對談形式面試。
First Class English Day 13/4/2013(星期六) 邀請第二輪面試的小六同學，認識我校的教與學；體驗課堂學習，
包括英文、數學、通識教育、科學、家政及體藝科。
家長講座
20/4/2013(星期六) 講題「中學派位機制」，歡迎屯門區及其他地區小六學生家長出席。
科學探究活動
20/4/2013(星期六) 於本校位於石排頭路之田藝社區通識教育園安排實地科學探究活動，
歡迎小六學生及家長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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