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務活動 

本校中學文憑試新高中課程選修科目包括生物、化學、物理、中國歷史、經濟、

地理、世界歷史、資訊及通訊科技、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其中 90％同學能

按其選科的第一、二志願修讀有關科目。 

本學年選修藝術科目的人數，表列如下： 

   

 

 

本年度香港中學文憑試中，本校四主要科目達及格水平的百分率如下：中文

84%、英文 83%、數學 80%、通識 91%；及格率高於或與全港平均水平相約的科

目包括：中文、英文、數學、通識、中史、地理、生物、企業．會計與財務概

論、資訊及通訊科技、數學延伸部份 1（微積分與統計）及數學延伸部份 2（微

積分與代數）。 

為中四至中六級同學提供一個安全、方便及合適的地方溫習公開試課程，本校

已開放 305室作自修室之用，開放時間如下：星期一至五下午四時至九時(平日

學校假期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星期日下午二時至七時，禮拜六及公眾假期休

息。 

於 9月至 10 月期間，為初中的同學提供了不同的課後學習支援計劃：中一級

「學習技巧訓練」，以提升同學的學習效能，並協助他們盡快適應中學的學習模

式；中二級「閱讀策略」工作坊，幫助同學掌握更有效率的讀書方法，從而提

升學習能力；中三級同學舉辦了「批判性思考」工作坊，以培養他們的獨立思

考能力。 

中文科邀請了黃燕萍老師於 11 月開始為我們開設「中文寫作」課程及「綜合

能力(卷三)提升」課程。黃老師曾任教育局「資優教育組」主責作家，同時担

任灼華文字工藝坊社長，駐校作家及兼職教師，並獲世界華文小說首獎、全球

華文青年文學獎(散文組)等多個獎項，希望是次課程能培養同學對寫作的興

趣，並提升對綜合能力卷的應試信心及技巧。 

英文科於 9月至 12月期間舉行了一連串活動或課程，包括 Intensive Reading, 

3-minute English Speech, English Builder 等，希望透過這些活動，讓同

學對英語產生更大的興趣，並提升運用英語的能力。 

為方便學生使用各網上電子學習平台，資訊科技部已開設及設定各平台 (包括

Eclass、HKedcity、Office 365及 Gmail) 的戶口，學生戶口及登入方法已於

9月 4日(第一日上課天)派發給學生及已張貼於課室內供學生參考。 

戲劇(1組) 舞蹈(1組) 視藝(2組) 音樂(2組) 

24人 23人 56人 24人 

2014年 12月 

宣道中學                  校訊 

校址：屯門良才里 11號    電話：2469 2080   網址：http://cactm.edu.hk 



歷屆網上試題庫：為同學能在公開試前作好準備，一如往年，資訊科技部已添

置歷屆網上試題庫 OQB-HKEA(9科：包括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物理、化

學、生物、地理、經濟、資訊及通訊科技) 全校使用權，讓同學溫習、測驗、

重溫做錯的部分等。 

為幫助家長協助子女規劃前途，升學及就業輔導部於 11 月安排初中家長講座

「生涯規劃五步曲及如何協助學生規劃人生」；10月舉行的高中「多元出路講 

座」，邀請了東華學院、暨南大學及職業訓練局三所院校的講者到本校介紹課

程，亦邀請中四至中六有興趣的家長到校參與。此外，「升學及就業資訊講座」

邀請香港婚宴管理及形象設計學院、香港航空旅遊酒店發展協會及 IDP 三間機

構的講者到本校分別介紹婚禮統籌行業、航空業的實務與前景及 IELTS 對海外

升學的認受性，讓高中同學對不同行業有更多的認識。 

為了培養同學的閱報習慣和增加對時事的認識，由十月初開始，安排中一、二

級逢星期三的閱讀堂閱讀英文報章，星期四閱讀中文報章；中四級於星期四閱

讀星島日報。 

學生成長 

為支援在經濟上有需要的同學，本校今年仍向教育局申請全方位學習基金，獲

撥款共 112200 元，家長只須在有關活動的家長信內，表示擬申請「全方位基金」

豁免全部或部份費用，則只須繳付費用餘額(如適用)。至於有經濟困難但沒有

直接向政府申請資助之家長，校方亦會酌情提供財政資助（因基金有限，香港

境外活動未能資助「酌情申請」者），讓其子女更多參與學校課外活動，有需要

的家長可請貴子弟到校務處索取申請表格。 

下學期開始，本校繼續為有需要的學生外購言語治療服務，由「博言言語治療

服務」提供 30小時（約 20次）到校服務，約 8-10 位學生受惠，學生費用全

免。 

本年度第一次家長晚會已於 10月 24日舉行，當晚首四十五分鐘為第十四屆家

教會成員就職禮，然後中三級家長即參加「三三四學制及選科策略簡介」講座。

中五、六級家長則參加由童軍知友社講員主講的「升學擇業」講座，其他級別

設分班時段，以便家長與班主任溝通。 

「多元智能躍進計劃」已展開招募工作，對象為中三男同學，名額 27人，已

於 11/11到黃竹坑警察訓練學校參與簡介日營。 

輔導部於 11 月至 12月期間為中二級舉辦「律正新人訓練計劃」，透過 3次的

工作坊和兩日一夜的宿營，增強學生管理情緒及解難的能力。另安排兩次營後

跟進工作坊，讓學生總結不同的活動經驗，協助其建立正向的價值觀及認知，

同學會分組開設簡單攤位遊戲，將所學有關管理情緒的知識和態度傳遞開去。 

升學及就業輔導部已聘請兩位駐校社工負責提供「生涯規劃」個人輔導和資訊

服務。為期一年。她們會面見每位中五及中四學生最少一次，每次面見時間為

一課節。 

 4E班陳穎同學，5B班陳慧芬同學，5E班林祖茵同學、湯美澄同學獲 2013-2014

年度屯門區優秀學生獎，謹此致賀。 

 



 6C班羅有成同學獲 2013-2014年度青年資訊科技大使獎勵計劃（今年全港只

有 2名同學獲頒發金章），謹此致賀。 

 2014年度屯門區校際初中數學比賽，2D班鄭紹遵同學獲個人銀獎、陳卓曦同

學獲個人銅獎，謹此致賀。 

 3D班蔡宏昊同學獲學界遙控模型車賽個人賽初級 C 組冠軍，謹此致賀。 

 5C班王雅琳同學、6B班李芷瑜同學榮獲 2014年度香港女子跆拳道比賽女子

色帶輕量級季軍，謹此致賀。 

本學年學體會屯門區游泳賽，本校獲得男乙 4X50四式接力亞軍；2C班李兆富

同學獲得男丙 200m自由式亞軍及 200m蛙式季軍，謹此致賀。 

本年度陸運會已在 11 月 19 及 21 日於鄧肇堅運動場順利舉行，各類獎項亦己

誕生，賽果如下： 

男甲組個人全場 5B 林海威 (30分) 3金 慕迪社 

男乙組個人全場 4E 周頌文 (28分) 2金 1銀 衛斯理社 

男丙組個人全場 2C 李兆富 (30分) 3金 司布真社 

女甲組個人全場 5A 胡愷瑩 (30分) 3金 慕迪社 

女乙組個人全場 4B 古曉欣 (30分) 3金 司布真社 

女丙組個人全場 2D 鍾榕儀 (26分) 2金 慕迪社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全場團體成績 路德社  (1175分) 衛斯理社 (1115 分) 慕迪社  (1099分) 司布真社  (842 分) 

男子團體成績 衛斯理社  (648 分) 路德社  (587分) 慕迪社  (549分) 司布真社  (421 分) 

女子團體成績 路德社  (588分) 慕迪社  (550分) 衛斯理社  (467 分) 司布真社  (421 分) 

男子甲組成績 衛斯理社  (324 分) 慕迪社  (262分) 司布真社  (184 分) 路德社  (184分) 

男子乙組成績 路德社  (190分) 衛斯理社  (181 分) 慕迪社  (178分) 司布真社  (97分) 

男子丙組成績 路德社  (213分) 衛斯理社  (143 分) 司布真社  (140 分) 慕迪社  (109分) 

女子甲組成績 路德社  (234分) 慕迪社  (227分) 衛斯理社  (218 分) 司布真社  (127 分) 

女子乙組成績 路德社  (179分) 慕迪社  (141分) 司布真社  (131 分) 衛斯理社  (112 分) 

女子丙組成績 慕迪社  (182分) 路德社  (175分) 司布真社  (163 分) 衛斯理社  (137 分) 

拔河男子組 司布真社  (18分) 路德社  (14 分) 慕迪社  (12 分) 衛斯理社  (10分) 

拔河女子組 路德社  (18 分) 衛斯理社  (14分) 慕迪社  (12 分) 司布真社  (10分) 



毅群盃 司布真社  (93分) 路德社  (84 分) 衛斯理社  (83分) 慕迪社  (77 分) 

最佳體育精神獎 司布真社  (467 分) 路德社  (455分) 慕迪社  (412分) 衛斯理社  (409 分) 

啦啦隊教師盃  路德社  (249 分) 司布真社  (230 分) 慕迪社  (226分) 衛斯理社  (184 分) 

 

大會破紀錄 

學生姓名： 2C 李兆富  組別： 男丙組 項目： 男丙 1,500 米  紀錄： 5.03.72  

學生姓名： 5A 胡愷瑩  組別： 女甲乙組 項目： 女甲/乙 3000米  紀錄：  15.16.19  

學生姓名： 5B 黃景霞  組別： 女甲組 項目： 女甲 400米  紀錄：  1.11.60  

慕迪社                           組別： 男甲組 項目： 男甲 4X100 米  紀錄：  0.48.09   

 

宗教活動 

本校一年一度的福音周於 12月 2日至 12月 11日期間進行，主題為「耶穌是我的好朋友」， 

內容包括師生入班見証、福音午餐、Jesus Cafe、迦南地攤位遊戲、老師獻唱等，其中邀

請了劉英峰先生於周會中分享福音信息，並作出呼召。決志的同學將獲栽培跟進。 

其他 

學生會候選內閣「C Direction」以 295票成功當選為 2014-2015年度的學生會。內

閣由 11 位成員組成，他們期望在任內成為同學與學校的橋樑，讓校方可聆聽同學

的訴求，並致力為同學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提供更多校內和校外的比賽，爭取更

多的福利等。謹此祝賀「C Direction」成功當選。 

本年度家教會（第十四屆）的家長委員已於 10月 24日之家教會會員大會順利選出，

會上亦確認 6位教師委員。詳情如下： 

主席：陳桂珍女士 

副主席：胡永申副校長        張美好女士 

文書：李彥嫺老師            黃燕蘭女士 

司庫：伍潔芳老師      司數：馮麗明女士 

宣傳及聯絡：陳樹琛老師      陳金枝女士 

康樂：彭偉豪老師            詹施毅女士 

聯絡及會藉：唐澆邦老師      張幫春女士 

家長教師會將籌辦多項興趣班，請各位家長留意宣傳及踴躍參加。 

歡迎本年度加入本校的同工，包括：中文科黃敏瑩老師，英文科廖嘉慧老師，電腦

科梁寶衡老師，藝術科鄧穎君老師，教學助理周璟鴻先生、郭琛怡小姐、冼嘉裕小

姐，資訊科技部李建聰先生、尹苑婷小姐。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