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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通識教育及其他的學習經歷

‧ 加入校本評核的元素(約20-30%)，避免
「一試定生死」

‧ 以水平參照模式來匯報成績，能實際反映
學生的個人能力

自我與

個人成長
社會與文化 科學、科技

與環境

獨立專題探究

1355%體育發展

1355%藝術發展

與工作有關的經驗

社會服務 1355%

德育及公民教育

建議最少的課時（或相
等學習時數）分配（小

時）

建議最少的課時百分
比

「其他學習經歷」

總共405小時

其他學習經歷是新高中課程內的重要組成部份，三年的課時分配建議如下：

新高中課程與其他學習經歷
每個學生要為自己建立一份概覽，以記錄他們
在高中階段全面的學習經歷，內容包含：

1.校內學科成績

2.其他學習經歷

3.校外其他方面的表現/獎項及重要活動

學生學習概覽學生學習概覽



‧核心科目：
中國語文、英國語文、數學、通識教育

‧選修科目（Ｘ）：1至2科
4+1X 或 4+2X

‧其他學習經歷（OLE）：405小時

(德育、服務、工作、體育、藝術)

‧學習歷程檔案 (擴闊視野，發展潛能)

‧延伸課程（如：參觀、參加論壇、朗誦、
演講、辯論、學科奧林匹克比賽、學習外
語、文化交流、模擬營商、模擬法庭、有
機耕種、資優課程、編寫程式等）

‧體藝發展（如：游泳、田徑、體操、舞
蹈、球類比賽、外展體育訓練課程、樂器
演奏、歌詠團、管樂團、繪畫、書法
等）、創意思考（如：發明、創意思維活
動等）

‧領袖培訓（如：領袖生計劃、歷奇活動、口才鍛
鍊、模擬聯合國、小特首選舉等）

‧社會服務（如：義工計劃、紅十字會青年團、環
保大使、公民大使、學生大使、校園記者、天使
行動、賣旗籌款、捐血、探望長者或弱智人士
等）

‧就業培訓（如：應用學習、職業技能訓練、商校
協作計劃、求職工作坊、模擬面試等）。

進入侯中的旅程進入侯中的旅程



一個一個侯中人侯中人的的誕生誕生 ｀新＇中學分三階段

中一及中二

中三及中四

中五及中六

中一及中二：適應期

‧第一階段為適應期，是用來熟習中學的校
園生活及學習模式，應以多閱讀來增強語
文表達能力和汲取多些基礎知識，多參加
課外活動獲取多方面的經驗，擴闊視野和
社交層面。

‧目標:

–(1) 打好中、英、數基礎

–(2) 發掘興趣、潛質

中三及中四：發展期

‧第二階段為發展期，探討新高中有哪些科
目較為適合個人的發展，同時應選擇性地
參加較有特色的活動來突顯個人的強項及
能力，並積極參與社會服務參選學生組織
成為幹事，鍛鍊領導才能。

‧目標：充實個人的學習歷程檔案，以備在
報考大學時呈交



中四分班安排

物理 / 化學 / 生物 / 經濟 / 文學
中史 / 歷史 / 資訊* / 視藝* 

(*最多20人一組)

地理
/資訊

企業BAFS經濟生物化學

第五班第四班第三班第二班第一班

中五及中六：考試期

‧第三階段為考試期：

‧積極備戰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在各項的評
核中盡力表現，以期爭取進入大學成為大
學生。

(二)

工具篇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
器。」



((三三))

精精
神神
狀狀
態態

((一一))學習動機學習動機强强
• 盡量不要請假
• 生活要有規律
• 不要嫌麻煩
• 營造能專心讀書的環境
• 營造使心神安定的環境
• 邊思考邊讀書能培養創造力
• 立定目標，並為此而努力
• 雖然讀書有訣竅，但絕不能放鬆
• 學習的成敗由自已負責
• 常常保持感激的心



((二二))睡眠充足睡眠充足

~~每天每天最少最少
88小時小時

A.A.打機打機 / / 上網上網
((有節制有節制))

~~最多最多4040分鐘分鐘
讀書時讀書

遊戲時遊戲



~~每個循環周最少要

讀一本中文及一本
英文書。

~~每個循環周做剪報一次
(訂閱報紙)

• 每月各級最高借閱量 (連讀書報告)的
三位同學，將會獲頒獎狀。

• 全年最高借閱量 (連讀書報告)的三位
同學，將會獲頒獎杯一座，以作紀
念。

~~每天準時每天準時
完成完成功課功課

~~温習温習



欠交功課 次

留堂
逢星期三周會後

3

留堂 次兩 留堂 次

缺點一個

四



(五)朋友影響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分班分組教學(四班六組)
•密集式的評估

•成績稍佳的學生

•成績稍遜的學生



•侯中寶計劃

•一般性的拔尖計劃：

針對時間管理及思考方法

•資助學生參加「智優學院」

成績稍佳的學生

• 整適課程

• 逢星期一、二、四放學後舉行補課

• 中、英、數三科(家長自行報名)：
課後支援計劃

成績稍遜的學生

• 全年各科最少25%的考卷為英文部份

• 英語話劇

• Read Aloud(午間英語閱讀計劃)
• 英文周

• 逢星期五的校園電視台

協助你成功的人

教務委員:

梁健文主任

•于檀香主任

•蘇偉文主任

•黃慧文主任

•葉嘉輝主任 各位教師



家長如何協助孩子準備家長如何協助孩子準備
新高中？新高中？

1. 培養對時事的關心

與孩子討論日常生活所見所聞

從不同角度討論時事

以身作則，由關心鄰里、社區開始

2. 擴闊生活體驗

鼓勵孩子參加不限於一類的活動

陪同孩子參觀博物館

讀通識科並非需要「通通識」，而是
要把知識融會貫通

並不需要環遊世界…

3. 支持閱讀、自學

因為閱讀能擴闊視野，體會不能親身
經歷的生活體驗

訂閱報章，尤其是學生版

鼓勵閱讀多類型的材料，不限於漫畫
和愛情小說

陪孩子到圖書館，閱讀不同範疇的書
刊



4. 多角度思考

鼓勵孩子發表意見和提問，給予充足的
時間，多加讚賞

聆聽孩子對事物的看法，不要太早下負
面判斷 培養發展批判性思考的信心

批判性思考並非事事批評

5. 良好的語文表達能力

讀、寫、聽、說四大元素缺一不可。

http://cd.edb.gov.hk/334info/index_tc.asp



我兒,寫這備忘錄給你，基於三個原則：
(一)人生福禍無常，誰也不知可以活多久，有些事情還是早一點說好。
(二)我是你的父親，我不跟你說，沒有人會跟你說。
(三)這備忘錄里記載的，都是我經過慘痛失敗得回來的體驗，可以為你的

成長省回不少冤枉路。
梁繼璋

(三)生命是短暫的，今日你還在浪費著生命，明日會發覺生命已遠離你了。
因此，愈早珍惜生命，你享受生命的日子也愈多，與其盼望長壽，倒不如早
點享受。

(二)沒有人是不可代替，沒有東西是必須擁有。看透了這一點，將來你身邊
的人不再要你，或許失去了世間上最愛的一切時，也應該明白，這並不是甚
麼大不了的事。

(一)對你不好的人，你不要太介懷，在你一生中，沒有人有義務要對你好，
除了我和你媽媽。至於那些對你好的人，你除了要珍惜、感恩外，也請多防
備一點，因為，每個人做每件事，總有一個原因，他對你好，未必真的是因
為喜歡你，請你必須搞清楚，而不必太快將對方看作真朋友。

以下，便是你在人生中要好好記住的事：

(九)親人只有一次的緣份，無論這輩子我和你會相處多久，也請好好珍惜共聚
的時光，下輩子，無論愛與不愛，都不會再見。

你的爸爸
梁繼璋

(八)我買了十多二十年六合彩，還是一窮二白，連三獎也沒有中，這證明人要
發達，還是要努力工作才可以，世界上並沒有免費午餐。

(六)我不會要求你供養我下半輩子，同樣地我也不會供養你的下半輩子，當你
長大到可以獨立的時候，我的責任已經完結。以後，你要坐巴士還是Benz，
吃魚翅還是粉絲，都要自己負責。

(五)雖然，很多有成就的人士都有受過很多教育，但並不等如用功讀書，就一
定可以成功。你學到的知識，就是你擁有的武器。人，可以白手興家，但不
可以手無寸鐵，緊記！

(七)你可以要求自己守信，但不能要求別人守信，你可以要求自己對人好，但
不能期待人家對你好。你怎樣對人，並不代表人家就會怎樣對你，如果看不
透這一點，你只會徒添不必要的煩惱。

(四)世界上並沒有最愛這回事，愛情只是一種霎時的感覺，而這感覺絕對會隨
時日、心境而改變。如果你的所謂最愛離開你，請耐心地等候一下，讓時日
慢慢沖洗，讓心靈慢慢沉澱，你的苦就會慢慢淡化。不要過分憧憬愛情的
美，不要過分誇大失戀的悲。

由現在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