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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期
二零零九年七月青松觀屬校教師進修日

在二零零九年一月二日，本校參與了一年一度的青松觀屬校教師進修

日。當天，青松觀的董事、青松觀各屬校的校長和教師聚首於青松中

學，共度了一個充實的早上，而活動的主講嘉賓是著名精神科醫生陳嘉

璐太平紳士和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講師葉錦明博士，他們分別在兩個

主題講座中分享了專業知識，且更道出了不少發人心省的人生哲理，讓

在座幾百名教育界同工獲益良多。在講座過後，青松觀在附近的酒樓為

大家安排了一頓豐富的午餐，而同事們有說有笑，把握這個好機會增進

彼此之間的感情。

教師專業發展日
澳門學術交流團

在二零零九年二月六日，本校全體教職員到澳門參觀了兩所學校─高美士中葡中學和

澳門培正中學，以觀摩澳門的教育發展。

高美士中葡中學是官立中學，設施優良，其化學、物理及生物室分別配備不同的實驗

儀器，讓學生可以透過實驗過程，學懂更多的科學知識。此外，生物室更飼養了不少

動物，供學生觀察及研究。另外，該校亦跟本校一樣，在校內推行「ICAN」全人教育課

程，並取得優異的成績，故今次活動乃一次交流心得的好時機。

澳門培正中學是一所與香港培正中學擁有深厚淵源的「一條龍」私立學校，亦是交流活

動的第二站，而其校舍範圍之廣、歷史之久、各個組織之間的緊密關係等，都讓我們大

開眼界。

此外，在整個參觀過程中，我們亦留意到學校課程編排的特色。茲因澳門的學生會自行

報考其心儀的大學，而每間大學的入學試又各有不同的要求，故老師除了教授基本的知

識外，還會根據該學生的意願，教授一些應付不同大學入學試需要的知識，而此與香港

的主流教育制度截然不同。

總括而言，在整個參觀過程中，除了深切體會「ICAN」全人教育課程在異地推行的成效

外，亦了解到兩地教育制度之不同，謹盼本校所有教職員能透過是次活動有所得著，並

將之帶回香港，讓學與教的安排做得更完善。

學習圈活動
在本年度，本校教師專業發展組推動了「學習

圈」活動，而中文科、英文科、數學科、綜合

人文科、綜合科學科及電腦科皆分別挑選了一

個學教重點，然後透過討論、計劃、實踐及檢

討的流程，致力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經過一

年的努力後，成果匯報會議終在二零零九年六

月一日順利完成。各科代表簡報了相關設計的

推行過程和效能，且儘管學教內容大相逕庭，

但活動安排卻皆靈活有趣，如中文科的辯論活

動、綜合人文科的課外考察及電腦科的學習軟

件等。最後，「學習圈」的推行，除了讓學

生有更好的學習效果外，各科之間亦能相輔相

成，共同為完善學與教活動出力。

友校到訪交流
本校一向支持教育專業交流，而本年度到訪本校的團體則有重慶市北碚

區西南大學代表團（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四日）、英國文化協會與英國

中學校長師生團（二零零八年十月三十日）、新加坡官員及校長團（二

零零九年十二月三日）、廣州市海珠區教學專業委員會（二零零九年二

月二十七日）及全人教育深圳學校訪問團（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五日），

至於透過這些專業交流，除大大拉近了國內和本港教育界的距離外，更

可藉此等面對面的溝通，互相學習，進一步擴闊本校教師的眼光。

編輯委員會成員

顧　問：	潘笑蘭校長

總編輯：	蘇偉文老師

編　輯：	李健文老師、蔡子良老師、吳國鋒老師、蔡莉娜老師、

	 吳廷輝老師、李莉老師、Meintjes	Karin

青松觀主席麥子飛先生致歡迎辭 精神科醫生陳嘉璐太平紳士主持講座

青松觀董事與本校同寅合照

高美士中葡中學留影

澳門培正中學留影

潘笑蘭校長向高美士中葡中學
副校長致送紀念品

潘笑蘭校長向澳門培正中學
副校長致送紀念品

學習圈成果匯報

西南大學代表團到訪

英國文化協會與英國中學校長師生團到訪

新加坡官員及校長團到訪

廣州市海珠區教學專業委員會到訪

全人教育深圳學校訪問團到訪

為
配合三三四新學制的落實，本校進行了三次學生

新高中選科問卷調查，並使用了教育局的「sop」

軟件作為分析工具。最後，除中國語文、英國語

文、數學及通識教育等必修科外，本校配合學生的需要而

設立了兩個選修科，而可供選擇的科目有物理、化學、生

物、中國文學、中國歷史、歷史、地理、經濟、企業、會

計及財務概論、資訊及通訊科技、視覺藝術。其次，本校

亦會在上課時段以外開辦數學延伸單元一課程，以培訓數

學精英學生。此外，本校也會提供體育、藝術、週會、班

主任節、聯課活動等教節，以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與此

同時，在推行新高中課程的過程中，家校合作是重要的一

環。因此，本校在本年度又舉行了三個以學習及新高中為

主題的家長晚會，以加強家長對課程改革的認識。

另外，在過去兩年，本校亦進行了多項的工程，以迎接

三三四新學制的來臨，並寄望這些新設施能為師生提供一

個優越的環境，讓學與教皆能並駕齊驅，相得益彰，而其

詳情如下：

為配合新高中通識教育科的開展，與現行初中綜合人文科

的推行，地理室已改建為「通識室」，而內設討論學習

區，透過靈活的桌椅組合，方便學生進行分組討論，至於

電子互動白板、高清電視及資源角等設施，除配合現今電

子化的學與教活動外，更讓通識室成為搜集資料的寶庫，

有助推行專題研習。	

此外，圖書館已提升為「自學中心」，內置四十台電腦，

方便學生搜尋網上的最新資訊，依此再配合豐富的館藏，

當中包括文本資料和錄像光碟等，相信能有助學生自學。

至於電子互動白板、電子詞典機及自由組合的桌椅安排，

更提供靈活的空間以編排學與教活動，令圖書館自學中心

成為支援各個學習領域發展的理想場地。

在語文教學上，「侯中電視台」是訓練學生英、中、普三

語的小天地。透過讓學生主持早會廣播的安排，除令他們

有機會一嚐擔任主播的滋味外，更可藉此強化其對學校的

歸屬感。另外，「多媒體語言學習室」的電腦安裝了網上

學習課程，為學生提供多樣化的自學材料，從而延伸了課

堂的教學，而「英語樂園」和「英文繽紛室」則致力營造

新高中課程配套設施安排 與

在創意教學上，「多媒體電子音樂室」的電腦可供學生進

行樂曲創作；而「視覺藝術室」的電腦可讓學生學習電腦

繪圖；至於「設計與科技室」的激光切割機則可供學生將

電腦設計變成立體實物。凡此種種，皆旨在發揮學生無限

的創意，乃至配合教改，為學生締造豐富的學習經歷。

在其他學習經歷方面，「空中花園」可提供場地讓學生研

究有機耕作及肥料對植物生長的重要性，又可研究天台綠

化對頂層室溫的影響。與此同時，該處亦設有「天文望遠

鏡」，讓學生觀察月球表面及部份行星外貌，以配合物理

科有關天文學與航天科學的課程，而「侯中氣象站」則能

量度學校範圍的溫度、氣壓及風速，並將有關資料即時傳

送至學校網頁，讓學生進行數據分析，作為科研用途。此

外，「溫室及太陽能板」和「垂直式風車」可讓學生了解

溫度和光度對植物的影響之餘，更可學習再生能源的應

用，從而宣揚環保的重要訊息，至於「常綠角」、「健康

站」及「健身室」則可感染學生關注綠色的生活和身心靈

的整合，且他們更可使用健身器材以鍛煉強健的體魄。

侯中電視台

空中花園

天文望遠鏡

電腦室 電子化學實驗室 常綠角

通識室英文繽紛室 設計與科技室 侯中氣象站 健身室 遠程教室 垂直式風車

課餘學習英語的環境，並會透過不同的遊戲與活動，讓學

生體驗外國的文化。

在科學教學上，「生物科技中心」相信是現時全港數間可

配合二十一世紀生物科技發展的實驗室之一，它設有先進

的分子生物學儀器，且更從美國引進了生物科技教材，讓

學生初步掌握基因工程的科學基礎。至於「電子化學實驗

室」則設有十四個鏡頭用作攝錄學生進行實驗的情況，藉

此進一步提升課堂的互動性，加強師生評估以外的朋輩評

估，且學生又可透過電腦和數據收集機進行實驗，而電子

互動白板更可將立體分子結構顯示出來作即時互動討論，

令學與教皆有裨益。

在科技教學上，「遠程教室」可進行視像會議，而現時學

生已曾與美國、中國、馬來西亞及本地學生進行視像討

論。至於「電腦室」的靈活間隔，除可隨時將一間教室分

成兩間，以應付新舊學制交接期間，教室供應緊張的情況

外，兩組共八十台的電腦亦緊貼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的學與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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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積極推動「全人教育」事工已有多年，並在提升學生的心理素質方面不遺餘力，而歷

年來更有不少學生受惠於此課程，得以重建自信，踏進精彩人生。為表揚一些能夠從困境

中邁向精彩人生的同學，全人教育基金假香港浸會大學會堂舉行了「ICAN學校」傑出ICAN

學生選舉頒獎典禮，並邀得范徐麗泰太平紳士擔任典禮的主禮嘉賓，而本校中六級的朱嘉

文同學在眾多之參賽者中脫穎而出，獲選為二零零八年「ICAN學校」傑出ICAN學生，成績

令人鼓舞。此外，全人教育基金亦頒發了「ICAN學校」學校ICAN人獎，以表揚在校內積極

推動「全人教育」計劃的教育工作者，而潘笑蘭校長和吳俊雄主任則榮獲此獎項，以肯定

他們所作出的貢獻。

自二零零四年起，本校重點開展「啟發潛能教育」，而在教師、家長及同學的共同努力

下，成效顯著。在潘笑蘭校長的專業領導下，本校成為了國際啟發潛能教育聯盟的會

員學校，並在二零零六年九月，在美國南卡羅萊納州舉行的「啟發潛能教育」國際會議

中，獲頒發國際啟發潛能教育聯盟學校大獎，肯定了本校師生所付出的努力。多年來，

本校致力在校內推動「啟發潛能教育」文化，強調尊重每位學生的獨特性，並重視他們

的發展及校園關愛文化。正因本校在推動「啟發潛能教育」有持續突出的表現，故終在

二零零八於美國芝加哥所舉辦的「國際啟發潛能教育」國際會議中，再獲頒發國際啟發

潛能教育終身成就大獎，足證本校致力推動「啟發潛能教育」的豐碩成果。

EDB Project Joining the Learning Dots: 
Connecting Learning Experiences in 
English Language with other KLAs 
through Reading across the Curriculum
This year the English Department Secondary Two teaching staff had the honor 
of working together with the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Sectio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stitute of the Education Bureau on a project titled “Joining the Learning 
Dots: Connecting Learning Experiences in English Language with other KLAs through 
Reading across the Curriculum”. 

We made pedagogical decisions within the constraints and opportunities of the 
language environment and student ability.  In short, on top of the selected textbooks, 
we introduced reading books that helped to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reading and 
develop their reading skills. We used focus questions to provide linkage between the 
books. The theme was “Think Big, Start Small” and this connected with the textbook 
unit content – “The World Around Us”. The main target reader of the pack was a non-
fiction book “Crime Solvers” which has factual information on crime scenes, clues 
to solving the crimes through genetic laboratory results and police investigation. 
Connecting to such a hardcore science subject prompts a lead-in story and we found 
a Greek myth: “King Midas” suitable and to study aspects of human nature - using the 
focus question: “What did King Midas’s greed lead to?” King Midas’ greed sheds lights 
on one of the fundamental underlying factors of all crimes committed and therefore 
the book on “Crime Solvers” helped students to realize that modern technology and 
investigation definitely helped to arrest human greediness. The focus question was – 
“How does technology help to solve crimes?”

Positive reinforcement of young people’s moral discipline is vital. “Crime Solvers” ties 
in with the textbook unit “Role Model”. We introduced the story of “Madam Curie” with 
a book named “A Brilliant Mind” asking “What made Marie Curie a good scientist?” 
After that, we wrapped up with a contemporary young man’s story “Craig Kielburger’ 
who is determined to help young peopl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who has stirred 
the hearts of many people across the world.

To consolidate students’ book-gained knowledge, a visit to Tuen Mun Police Station 
and the Crime Investigation Bureau section was arranged with the kind support of the 
Hong Kong Police Force.  The whole project was finally tied up with a cross curricular 
activity by designing 3-D robotcops in as a group project with English description on 
the functions of these robotcops.

The project was conducted in two sessions. The second part of the project ties in with 
the environmental theme of the second term textbook content.  The books chosen 
were “Earthy goes to sea”, a fiction book on how two kids were shown the pollution 
of the sea and “How to have a Green Day”, a non-fiction book that shows ways that 
an individual can make a difference by practising a ‘green’ lifestyle.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methodology adopted was the same as the first semester with focus questions 
and the like.

海南島學習交流團
在二零零九年四月四日至八日，潘笑蘭校長親自帶領本校三十多名師生到海南
島進行了一連五日的學習交流活動，以了解海南島的生態保育及地方教育之發
展。因海南島位於火山帶，故師生有機會參觀海南石山火山口，以觀察萬年前
的火山噴發遺跡。此外，師生又到興隆華僑農場參觀，而該農場種植了很多有
經濟價值的熱帶植物，如咖啡、胡椒、vanilla香草蘭、橡膠及可可等。

此外，是次活動的另一個目標是跟三亞市第一中學的師生進行交流。除了參觀
校舍和聽課外，學生還認識到很多新朋友。最後，本校相信這次的生活體驗除
可配合教育政策中的「全方位學習」理念外，更能讓學生親身體驗不同地區的
經濟發展與民生風貌，達致放眼世界的果效。

Scotland study and 
exchange tour
We went to Scotland for a study and exchange tour for 10 days in 
early May. There were seven of us: The Principal, Ms Poon, as the 
leader, one of the English teachers, Mr Chin and 5 sixth-formers. 
The tour was made up of two parts: cultural visits for the first few 
days and the rest was school visits.

We visited all the usual attractions including the world renowned 
Edinburgh Castle and the nearby Royal Mile, the Scottish 
Parliament, the Royal Palace and the Princes Street. On top of 
these, we had a special one-day programme in Glasgow. For 
schools visits, we went to two universities and two high schools: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and the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St. George’s High School, a girls’ school where 
we stayed for a morning and Crieff High School, a co-ed 
school where we stayed for a few days with host families. 

Students benefited a lot from the study tour: it did not only 
broaden their knowledge base, but it also got them more 
motivated to learn English as they now understand how 
useful the language could be to help them open doors to 
the world and the opportunities and exciting experience it 
is offering.

澳門學習交流團
在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八日，本校師生四十多人到澳門進行學習交流之旅。期
間，師生參觀了澳門地標大三巴牌坊、澳門博物館及龍環葡韻住宅式博物館，
以了解葡國殖民地的發展及當時的人民生活。此外，師生又前往最新的澳門地
標觀光塔及蓮花廣場參觀，以見證澳門回歸祖國後的高速發展。最後，師生更
品嚐了當地的葡式美食，為當日可謂是「攀今攬古」之旅譜上句號。

A Day in Glasgow

Drama Class at Crieff High School

An Afternoon in St. Andrews

參觀海南島國家地質公園

參觀蓮花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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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大三巴炮台

參觀大三巴牌坊

出發情況

探訪三亞市第一中學

參觀天涯海角遊覽區

Four books read in Stage 1

The cover of the action book in Stage 2 Different robotcop designs

得獎者與主禮嘉賓范徐麗泰太平紳士合照

得獎者與全人教育基金主席黃重光醫生（左）及副主席康寶森先生（右）合照

模範「ICAN學校」獎
全人教育「ICAN學校」傑出ICAN學生獎

學校ICAN人獎

潘笑蘭校長在國際啟發潛能教育大獎評審委員會主

席Mr.	Dave	Chapman手上接過「國際啟發潛能教育

終身成就大獎」

潘笑蘭校長在獲獎後

向在場來自世界多個

地區的教育學者致謝

2008年國際啟發潛能
終身成就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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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二日至十三日，本校假屯門鄧肇堅運動場舉行了第六屆陸運會，而是屆陸運會

共有二千二百二十一人次參加，並進行了三十七項不同組別的賽事，至於全校參與率更超過九成。同

學在師生接力、社際接力、友校接力及親子比賽等項目中皆全力以赴，而觀眾亦為自己所屬的社或隊

伍熱烈打氣，情緒高漲。

經過兩天激烈的比賽後，最後由信社奪得社際全場總冠軍，而本年度的比賽成績亦見突出，共刷新了

十多個項目的紀錄，且各參賽同學均表現認真，展現了高度的體育精神。

在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本校全方位學習組與學生會舉行了文藝創作綜合匯演，

而匯演上半部份是學生會歌唱比賽，至於下半部份則為畢業班表演。

歌唱比賽共分獨唱、合唱及班際三環。比賽由獨唱揭開序幕，最後由中五及中七級畢

業班同學在歌與歌之間加入對老師的真情剖白，在場師生無不為之感動。獨唱同學獨

個兒站在台上，仍表現得相當從容淡定，冠軍終由中五級黃詠儀同學的〈損友〉奪

得，而合唱組冠軍則由袁家輝同學、陳旭輝同學、葉煒權同學及蔡紫荊同學的〈說好

的幸福〉奪得，至於其他參加比賽的同學亦施展渾身解數，爭取掌聲。此外，班際組

比賽由中七智班的同學獻唱英文歌舞而奪魁，且更應校長與同學的要求「安歌」一

曲，將全場的氣氛推至高峰。

「可持續發展學校獎勵計劃」金獎
綠化校園工程獎

（中學組大園圃種植）冠軍
本校一向重視人與大自然的和諧關係，故致力推動環保及可持續發展教育。本校繼2005年獲選

為全港十大綠色學校後，本年度又獲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辦的「可持續發展學校獎勵計劃」金

獎。本校的金獎活動重點是波鞋街重建考察，並希望透過考察波鞋街，使學生了解到社區發展

的三大元素：環境改善、經濟效益及保留社區特色與人際關係的重要性。學生首先參加可持續

發展講座，然後在課堂上討論考察目的及設計採訪問題。經過一輪會議後，老師和學生制訂了

訪問遊人及波鞋店店員的問卷，然後在實地考察後，將問卷調查結果製成展板匯報，且更曾在

屯門青松觀盆景展中作公開展出。與此同時，本校的綠化建設工程亦受到社會人士的認同，並

終在綠化校園資助計劃中，取得綠化校園工程獎（中學組大園圃種植）冠軍。

教育局與優質教育基金
中國語文科計劃

為提升會考生的口語能力，以應付公開試的需要，本校參與了教育局

的「參照中國語文學習架構以加強『促進學習的評估』」種籽計劃，

以協助任教中四級的教師制定口語教學能力指標，從而再驗證指標的

效度，並希望藉此能強化學與教的效能。

與此同時，本校又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撥款港幣八十九萬餘元推行

「以評估帶動學習的語文提升計劃：迎向新高中」，而當中學生要達

到一系列有關聽、說、讀、寫的能力指標，至於學校則從中認識學生

的所學與所識，從而協助學生達標。在完成計劃後，本校將要完成一

份研究報告，當中包括校本學習能力指標、校本寫作示例、單元及期

考試題樣本、與評估相關的表格（如試卷藍圖、試卷分析、試卷跟進

檢討及觀課表格等）、教師意見調查、網上自學評台及學生個人電子

檔等，旨使學生在迎向新高中時，知識建構能有所依循，不會脫軌。

教育局公營學校的語言
與學習優化計劃（ILLIPS）

為提升本校教師運用英語教授不同科目的能力，本校的英文科、數

學科及科學科參加了由教育局主辦的「公營學校的語言與學習優

化（ILLIPS）計劃」，而是項計劃主要分為兩個部份，即英文科的

Language	and		Literacy:	Classroom	Applications	of	Functional	Grammar（L&L）

及數學科與科學科的Language	Courses	for	Specific	Subjects（LCfSS）。在

L&L方面，全體英文科教師將透過活動和一套英文文法的共同語言去解

構不同種類的英文句子結構，並學習將這套英文文法融入現行的課程

中，至於在LCfSS方面，數學科和科學科的教師則會透過參與工作坊，

以提升用英語教授個別課題的能力。

社區文物展覽計劃
在本年度，本校參與了古物古蹟辦事處所舉辦的「社區文物展覽」，而中七級修讀中國歷史科
的學生則選取了「宗教建築」為題，進行了一個為期四個月，並在屏山鄧族文物館舉行的展
覽。就此，學生訪問了青松觀、香港道教學院行政主任李永明先生，以了解青松觀的發展歷
史，繼而再到青松觀進行實地考察，然後便著手撰寫報告。隨著展期結束，有關報告已上載到
官方的網頁內，以供公眾人士參閱。

第六屆陸運會

社際全場總冠軍─信社 師生接力比賽
進場儀式 親子比賽

主禮團合照

學生舞蹈表演

家長舞蹈表演

第九屆家長教師會
就職典禮暨新設施
啟動禮

在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六日，本校

舉行了第九屆家長教師會就職典

禮暨新設施啟動禮。當日，本校

邀得新界中聯辦劉林副部長、博

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

人學校張漢華校長及青松湖景幼

稚園張素賢校長蒞臨擔任典禮的

主禮嘉賓，並為新落成的健身室

和英文繽紛室進行剪綵儀式。

在典禮結束後，本校緊接送上學

校剪影、朗誦及舞蹈表演等精彩

節目，且家長委員王志紅女士更

帶領家長隊伍到台上表演東方舞

「虹彩」，祝願家校同心，合力

培育社會未來的棟樑，既暖送家

長教師會第八屆執行委員會各執

行委員，感謝其無私的奉獻，又

熱迎主席陳裔昌先生及各執行委

員，期待其卓越的表現。

中七智班英文歌舞表演

文藝創作綜合匯演

中五級班際比賽合唱組冠軍 中七級班際比賽冠軍

「可持續發展學校獎勵計劃」金獎

綠化校園工程獎（中學組大園圃種植）冠軍

教師與導師合照

培訓情況

校長、教師及教育局官員合照

人物訪問情況

實地考察情況

展覽場館情況

典
禮
活
動

學
校
獎
項
及
學
與
教
計
劃



P4 P5

學 術 週

FORM 1 ENGLISH SUMMER CAMP
The S.1s started their year with a summer camp, held on 29 August 2008. All 
English teachers worked together to present an interesting day of fun and games: 
All in English!On their arrival the form S.1s were introduced to the teachers and 
then given an opportunity to introduce themselves to each other. They formed two 
big circles and had to walk while the music played. As soon as the music stopped, 
they had 1 minute to ask the person closest to them questions about themselves.
To ensure that they had further opportunity to get to know their new friends, they 
were given a list of items they had to match to students, whose names they had 
to write next to the item. Examples were:  find a student with 2 brothers, find a 
student who is older than you. The first 10 students to finish, received prizes.Then a 
treasure hunt was held and the different groups had to compete to find the answers 
on their lists. This gave them an opportunity to explore the school and learn more 
about the building and garden.  For those who struggled with difficult words like 
'flag pole', dictionaries were available to help them.There were prizes awarded after 
each event. After lunch, the students watched the movie, Nanny McPhee, and filled 
in worksheets based on the movie. The first to complete their answers received 
prizes.At the beginning of the day each student received 10 buckaroos, play money.  
When someone spoke in Cantonese, the student who overheard could tap the 
person on the shoulder and say. "Excuse me, 1 buckaroo, please!" The object of 
the game was to become the richest student.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re were quite 
a few very rich students and some very, very poor students!It was a happy, exciting 
day and hopefully a nice ice-breaker to start off the new year in high school.

敬師週會
在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二日，本校舉行了

敬師週會。在此之前，每個學生都製作

了敬師卡，而中一級和中六級的新生更

會特別送贈予母校的老師，以示尊師重

道的美德，意義深遠。

到週會當天，新老師分享了其在求學時

期與老師相處的點滴。接著，全場學生

一起高歌一曲「強」，以讚頌老師具鐵

人般的堅毅，循循善誘學生，永不言

棄。最後，學生代表送上禮物予校長及

各位老師，以謝師恩，並帶出「每天也

該敬師，愛由今天開始」的主題。

語文文化週（中普）
在二零零八年九月十六日至十九日，本校舉行了語文文化週

（中普），而主題為「語文學習展繽紛」，並希望透過一系

列的活動，提高同學對中文學習的興趣，從而加深對中文的

認識，且更能多說多聽普通話。

在文化週中，本校舉行了多項比賽，如「背誦中秋節詩詞」

比賽，同學對背誦中秋節的詩詞均顯得興致勃勃，積極參

與。至於為期兩天的書展，因書種繁多，故引起同學爭相選

購。第二天的週會更邀得作家「可樂」到校與學生分享創作

的經驗與感受。午間的攤位遊戲更是多姿多采，不僅有中文

科的正字遊戲、背誦遊戲，又有普通話科的拼音及讀繞口令

等遊戲，故甚受同學歡迎。最後一日，本校舉行了午間普通

話電影欣賞及有獎問答活動，吸引了大批同學參加，而同學

在觀賞電影後均踴躍地回答問題，場面熱鬧，而語文文化週

（中普）亦在一片歡樂聲中圓滿結束。

國民教育週
二零零八年是我國豐收的一年，除了成功舉辦奧林匹克運動

會，更在九月中，有神舟七號火箭帶著兩位太空人，穿著由中

國研製的太空衣，在太空上進行了出艙的太空漫遊活動，成為

了世界上繼美國及前蘇聯後，第三個國家成功登上太空。

為使同學對中國航天科技事業有進一步的認識，本校選擇了

「中國航天科技的發展」作為本學年國民教育週的主題，而活

動包括全校閱讀及問答比賽、主題週會、中國航天科技發展展

板介紹及模擬大空船返回艙設計比賽等，並盼藉此能加深同學

對中國航天科技發展的認識，乃至作為中國人而感到自豪。

閱讀週
在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三日至十七日，本校舉行了

閱讀週。為激發學生閱讀的潛能及其閱讀興趣，

本校舉辦了連串的閱讀活動，如一連四天的中、

英文圖書展、「十大中、英文好書」投票選舉、

透過校園電視台播放師生的好書推介、設置各科

專題書籍推介及梁家傑議員圖書書展等，以達推

動全校閱讀文化之效，而師生對此均反應熱烈，

踴躍參與。

此外，本校更邀請了梁家傑議員在週會時段到校

主持作家講座，分享閱讀樂趣與寫作心得，場面

亦十分熱鬧，且更相信師生間皆能透過是次的講

座，擴闊了新思維。

English Week
The English Week was held in late October, as usual, but it was the scariest 
and yet funniest ever this year. The English Wonderland and English Fun 
Room were decorated in a Halloween theme. Witches, skeletons, vampires 
and Frankensteins were seen everywhere. We could feel the spookiness in 
the air. It sent shivers down our spines! To lighten things up a little bit though, 
there were game stalls both in the foyer and English Fun Room where one 
could find students queuing up for a tongue twister challenge, scratching their 
heads and mulling over some riddles or enjoying the Halloween board games 
designed by our teachers! Some chic and innovative pumpkins were created 
by our S1 students and displayed on the notice board. The creativity and the 
power of imagination of our students were impressive. You could also walk 
into our Student Activity Room and immediately you would be carried away by 
enchanting melodies, as our students and teachers were joyfully singing English 
karaoke together. For the more practical and career-minded, we had a talk in the 
school hall during assembly time, showing how one could speak like a ‘gweilo’. 
The big-hit movie series ‘High School Musical’ and the Halloween special ‘Corpse 
Bride’ were shown in the English Wonderland. On Friday morning, one could 
witness a Harry-Potter-like spectacle when our S6 witches, wearing pointed hats 
and riding broomsticks, flew around the school entrance in a flock and greeted 
every single student with candies, calling ‘trick-or-treat’. The list could just go on 
and on and there was something for everyone! We made English learning so 
much fun that everyone was screaming (in joy of course) for more!

數理週
在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本校舉行了數理

週，藉以提升學生學習科學和數學的興趣。在此星期的午膳

時間，科學實驗室開放予同學參與數理攤位遊戲，當中有解

剖白老鼠實驗、運用范德格拉夫起電機、DNA鑑證、甲蟲培

植、立體拼圖、平面拼圖、數學謎語、數學棋及對策論等。

與此同時，為提升學生探究科學及數學的興趣，教師亦為各

級學生預備了科學及數學問題作數獨及數理比賽之用。

此外，「水火箭比賽」和「數理開心大發現」活動更是每年

的焦點項目。前者著意激發同學的創意，以汽水瓶製作火

箭，活學活用科學理論，至於後者則要求同學按指示到有關

地點回答數理問題，既富有探險的意味，亦需要跟時間競

賽，令學習充滿動感。

科技週
在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八日至十二日，本校舉行了

科技週，而活動包括電腦科的「天地一線通（網

絡線製作工作坊）」和「打字神手（英文打字比

賽）」、會計學原理科與商業科的「打機學理

財」、設計與科技科的「水上機械人」及家政科

的「有營素菜餐單設計及烹飪比賽」等活動，且

更希望透過此等活動，讓同學明白科技運用、理

財及飲食健康的重要性，乃至掌握相關的技巧，

把所學融入於生活中。

通識週
在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本校舉行了通

識週，而活動設計則環繞對社會時事的認識，並希望

藉此培養學生對此的關注，至於推行的活動有「名人

大搜查」活動，旨在強化同學對中外古今名人的認

識；「名人史地事件簿」攤位遊戲，務求加深同學對

中外地理與文化常識的認知；通識紀錄片欣賞──香

港社會服務的發展進程，緊密配合本校辦學團體「服

務社群」的宗旨；而四社通識問答比賽更因應新高中

通識教育科的三個學習範疇「個人成長」、「社會與

文化」及「科技、科學及環境」命題，期間台上台下

均積極答問，過程緊張刺激，並終由忠社取得冠軍。

總括而言，本校盼望通識週的活動能向同學帶出「家

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態度。

感恩週
在二零零九年五月四日至七日，本校舉行了「感

恩週」，而它是本學年新增的活動週，並希望

藉此鼓勵同學欣賞別人出色的表現，乃至以正面

的鼓勵方式來報答別人給予的恩惠。就此，本校

舉辦了感恩卡設計比賽、「總有你鼓勵」告示展

板、校園點唱站及孝親卡派發等活動，讓同學可

透過不同的方式表達對別人的謝意，讓校園內瀰

漫著一片互相欣賞及祝福的聲音。

此外，本校亦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活動，並在慈善

花卉義賣活動中籌得善款港幣$3,100，而在健康

清潔慈善日則籌得善款港幣$15,343.9，且更取得

屯門區「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籌款亞軍和「環

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籌款銀獎。

最佳課業展覽
在二零零九年六月四日至五日，本校舉辦了一年一度的

最佳課業展覽。中國語文教育、英國語文教育、數學教

育、科學教育、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科技教育及藝

術教育等學習領域皆將各級學生的傑出習作收集起來，

然後在學生活動中心進行了為期兩天的展出。

期間，學生抱着觀摩學習的心態，在午膳時段到場參

觀，而透過實戰學習模式，學生可參考如何完成一份上

佳的習作，至於有些學生更以自己的課業被挑選展出而

感到自豪。因此，這次展覽除為學生提供一個互相觀摩

的機會外，更重要的是能給予用心學習的學生一份肯

定，並希望藉此推動力，令所有學生皆能做到百尺竿

頭，更進一步。

感恩卡設計比賽優勝作品
（中三貴班鍾健沅同學）

父親節賀卡 母親節賀卡

Making new friends

Prizes Presentations

Interesting Crossword Puzzle

新老師分享

潘笑蘭校長致辭

學生致送其親手製作的禮物予老師

作家「可樂」主持閱讀講座

書展

午間普通話電影欣賞

攤位遊戲

活動海報 吳俊雄主任進行週會分享

模擬太空船返回艙設計比賽 學生親手製作的模擬太空船

梁家傑議員為本校簽名留念

英文圖書展

中文圖書展

梁家傑議員主持作家講座

范德格拉夫起電機

砌圖比賽

水火箭比賽

白老鼠解剖

「水上機械人」活動

「天地一線通」活動

「打字神手」比賽

有營素菜餐單設計及烹飪比賽

Happy Halloween: Look! Are they scary? Fun Room: Fun Room is decorated with skulls.

學生反應熱烈

學生參閱最佳課業展覽攤位

通識週開幕儀式

「名人史地事件簿」活動

四社通識問答比賽冠軍─忠社

問答比賽台下搶答環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