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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入2018年，祝願大家新年進步，在新一年經歷上帝賜下新的恩典，有健康的身體、

良好的人際關係、愉快的生活。

　　上一個學年，學校進行了整體檢視，檢討以往三年以來的發展，訂定在新的發展周

期的目標。由 2017/18 至 2019/20 學年，本校三年發展計劃的主要關注事項是「自主學

習」與「欣賞及尊重」。 

　　在「自主學習」方面，老師運用課程設計、教學策略、學習評估及網上學習平台，

促進學生自主學習，幫助學生掌握自主學習須具備的基礎能力，建立良好的學習態度和

習慣，計劃學習進程及反思學習成效，提升學生公開試成績。本校參加了香港中文大學

的「優質學校改進計計劃」，藉著專業支援，持續改善課程與教學。中文大學的教學專

家在去年九月中及本年一月上旬，已為我們的全體老師及中文、英文、數學、科學及人

文學科的老師分別舉行講座及工作坊。相信在未來的日子，我們在課堂教學方面，尤其

是在學生預習、合作學習、展示學習成果和課後溫習方面，都會持續優化，不斷提高學

與教的成效。

　　在「欣賞及尊重」方面，我們希望培育學生懂得欣賞、尊重自己，也懂得欣賞、尊

重別人，一起建立和諧關愛校園。我們藉著教育局訓輔組的專業支援，檢視及優化全校

參與的訓導及輔導政策，加強對學生的正向教育。在去年九月中，教育局訓輔組已為全

體老師舉行專題講座，分享全校參與訓輔的政策及實踐經驗。我們也有機會探訪其他學

校，交流訓導及輔導的經驗和心得。本校不同的學科及與學生成長相關的部門，包括宗

教、訓導、輔導、德育及公民教育、課外活動部，在未來三年將會透過不同的活動及計劃，

推廣欣賞及尊重。

　　在此與大家分享兩個好消息。去年的畢業生邱博韜同學，因為在文憑考試中得到優異

的成績，並入讀大學的歷史學系，獲頒「中銀香港中史優異生獎學金」港幣五萬元。此外，

本校男子乙組籃球隊在屯門區的學界比賽中奪得亞軍，我們的運動員在比賽中展現了堅

強的鬥志，眾多觀賞球賽、支持校隊的師生也表現了濃厚的團隊精神，令人十分感動。

希望我們的同學面對未來的考驗，也有堅強的鬥志，無懼挑戰，努力不懈，追求進步，

不斷超越自己。我相信只要同學們願意，不放棄每一個進步的機會，並仰賴上帝的幫助，

一定會達到目標，甚至比原先想像中走得更遠。

宣道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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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聲展校長與中史科科主任林憶朋老師出席邱博韜同學的頒獎禮並與一眾主禮嘉賓及得獎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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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於 9月 13-15 日在粉嶺宣道

園舉辦了中一生活學習營。自 2008

年至今，本校已是第十年舉辦有關營

會。每年的學習營目的是幫助中一

新生適應中學生活，建立自學習慣，

並讓他們認識基督教價值觀。

　　學習營分兩部分，分別由中一

班主任親身教授新生「自學」的概

念與技巧，同時獲教會興福堂牧者及

本校高中同學協助，一同舉辦及帶

領活動。一眾新生需在學習營內共

同協商訂定營規，於營內共同遵守，

他們也需嘗試實踐營內所訂立的目

標，並彼此鼓勵，發揮「自學」精神。

中一生活學習營

　　本部在 9月 14 日上午舉辦了中六級開學

輔導日，於本校禮堂全體中六同學參與。透過

此活動，大部分同學都能明白放榜的流程，豐

富其對放榜和出路的認識；認識如何制訂適合

自己的生涯規劃的目標；設計達至個人生涯規

劃目標的策略。

中六模擬放榜體驗活動

升學及就業輔導部

宗教部



　　本部於 9月 14 日下午於本校禮堂舉辦了中五級

開學輔導日，主題為「模擬人生體驗活動」。全體

中五級同學參與活動。活動內容讓學生反思自己的

生活，體會人生不同階段的抉擇。透過此活動，大

部分同學都能體驗了不同的人生歷程；認識如何制

訂適合自己的生涯規劃的目標；設計達至個人生涯

規劃目標的策略。

中五級模擬人生體驗活動

　　本部於 10 月 21 日舉辦了中文大學本科入學資訊

日參觀活動，就讀中大的宣道師兄姊帶領 29位高中同

學參觀中文大學，了解大學生活。透過此活動，大部

分同學都能了解中文大學的課程資訊。

香港中文大學本科入學資訊日

　　本部於 11 月 17 日舉辦了香港浸會大學參觀活

動。17 位高中同學參與是次活動。當天，學生除了

與招生代表會面了解課程資訊外，還參觀了賽馬會

師生活動中心及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透過此活

動，大部分同學都能了解浸會大學的課程資訊。

香港浸會大學參觀活動

　　本部於 10 月 27 日帶領同學參加由

香港中文中學聯會聯同臺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合辦的「臺灣高

等教育展 2017」。15 位高中同學參與是

次活動。本年教育展安排了逾 80 間臺灣

國立、私立、綜合及技職大學來港，向全

港學生及家長介紹 2018 年赴臺升學辦法

及海外聯合招生申請程序。參與的學生都

很積極到各攤位了解赴臺升學資訊，藉此

擴闊自己將來升學的選擇。透過此活動，

大部分同學都更了解赴臺升學出路資訊。

臺灣高等教育展參觀活動



　　本部於 11 月 3日帶領同學參加由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屯門）主辦的「STEM 教育巡禮」。16 位高中同學參

與是次活動。學生於當天參觀了當中的「AR & VR 實驗

室」，親身體驗使用擴充實境進行學習及利用虛擬實境進

行遊戲。除此之外，他們還參加了 Android 手機應用程式

開發工作坊，學習編寫簡單的Android App。透過此活動，

大部分同學都能接觸及了解更多 STEM 教育的相關資訊。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STEM 教育巡禮

課外活動部

  學校在10月10、

23 及 24 日放學舉行了三

次領袖培訓課程。學生會幹事

會職員、四社幹事會職員及學會

正副主席出席了三天領袖培訓課

程，透過「LEAD」模式提升同
學在「合作與溝通」、「領袖

素質」及「解難」三個範

疇上的能力。

領袖培訓課程

  本 年 度 的 學 生

會選舉有兩個候選內閣

「Revolutionary」 及「Fine」
參加競選活動。經過周會內的競

選論壇及多次宣傳拉票工作後，

投票已於 9月 26 日順利完成，1

號候選內閣「Revolutionary」
勝出是次選舉，順利當選，

2號候選內閣「Fine」
落敗。

學生會選舉

  本年度的其他學習

經歷介紹日於 9 月 15 日完

成，活動對象為中二級同學，學

校透過此活動讓中二級同學瞭解新

高中課程中其他學習經歷範疇，並安

排學校不同單位如德公部、音樂科、

體育科、升學就業部、義工服務團

隊及制服團隊介紹其特色及參加

方法，加強同學持續及主動參

與其他學習經歷活動。

其他學習經歷介紹日

  本年度的社員日

已於 10月3日周會時段

順利完成，本校四社（慕

廸社、衛斯理社、司布真社

及路德社）的學生分別於

社員日投票選出本屆的

社幹事會職員。

社員日

  學校在 11 月 2 日

舉行旅行日。全校同學出

外郊遊，一面享受戶外生活

及郊遊的樂趣，一面近 距離接

觸大自然，欣賞郊外美景，以

舒緩緊張的情緒和壓力，促

進同學與老師間的感情，

同時加強班內的歸

屬感。

旅行日



  班際歌唱比賽

於12月15日完成，全

校分成初級及高級兩組進

行。結果如下：

1D獲初級組總冠軍；

 6E 獲高級組總冠軍。

班際歌唱比賽

  本校第五十一屆陸

運會於 11 月 15 及 16 日在

天水圍運動場順利舉行。路德社

獲得男子團體冠軍及全場團體冠軍；

衛斯理社獲得女子團體冠軍；慕迪社

獲得最佳體育精神獎及毅群盃；司布

真社獲得啦啦隊教師盃冠軍。至於

學生的個人成績方面，3C 馮杞楠

及 5D鍾榕儀分別在女乙 100

米及女甲 400 米破大

會紀錄。

陸運會



家長園地

教師發展日

    宣道中學每年安排教師發展日，裝備培訓老師，以

配合社會教育的發展、學校進程與及學生或老師的需

要。本學年，因應學校的發展計劃和需要，並學童輕生

的社會危機，我們分別在 9月 18 日及 10 月 27 日舉辦

了共四場專題講座及工作坊，包括：

二．「全校訓輔合一」（18/9/2017），由教

育局訓輔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陳淑薇女士及學

校發展主任林以苓女士主講；

三．「如何識別及介入受情緒困擾學生」

（27/10/17），由香港青年協會學校社會工作

組羅穎欣姑娘主講；

四．「危機演習」（27/10/17），由駐校教育

心理學家蕭美玲姑娘主領。

    一年一度的家教會會

員大會於 10 月 20 日晚上

順利舉行，當晚超過 100

位會員出席。會上先由主

席及委員報告會務，再通

過來年的財政預算，最後

委任來年的6位教師委員，

她們分別是陳麗珊副校長、

盧惠怡老師、呂美琼老師、

李繡慈老師、曾詠欣老師

和梁伊敏老師。

    當晚同時進行兩項選舉，分

別是「家教會家長委員選舉」及

「家長校董選舉」。選舉中由 87

位家長投票，順利選出 7位家長

委員，並由馮麗明女士當選為家

長校董，陳金枝女士當選為替代

家長校董。

    會員大會完結後，家長隨即參與講座或

與班主任會面。為讓家長更認識「三三四新

學制」及本校的派科機制，本校特意安排教

務主任兼助理校長李家彥向中三家長介紹新

學制及講解本校的選科機制，也邀請了中四

學生及畢業生分享自己的選科經歷，共 43 位

中三家長參與講座。

一．「自主學習：從潮流到基本」（18/9/2017），

由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學校發展主

任陳鴻昌先生主講；

教師委員 家長委員

剪
活師教 動
影

家長晚會暨家教會會員大會



宣道之光

活動項目 主辦機構 獎項  / 成就 得獎學生

屯門區卓越學生獎
(2017) 屯門區中學校長會

卓越學生獎 (初級組 ) 4D吳珈瑩

卓越學生獎 (高級組 ) 6C 黃子恒

屯門區傑出學生選舉
(1617) 屯門青年協會 優秀學生獎

4D 張朗然
6C陳溢朗

“Super Teen＂好學生 
獎勵計劃 (2017)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屯門青少年綜合
服務中心

卓越成績獎 4C 曾潔瑩 3B 何家盈

飛躍進步獎 3D 譚巧敏

優越體藝獎 2A 梁鈞祺

積極服務獎 4D關禧桐

第 69屆香港學校
朗誦節 (中文 )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詩詞獨誦 (普通話 ) 冠軍 5B 陳嘉龍

散文獨誦 (粵語 ) 亞軍 5E陳桂稀

詩詞獨誦 (粵語 ) 季軍 5B蔡翔宇

69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s

(English)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Certificate of Merit

1A Chan Tsz Yui 
1A Chan Yuet Hang
1B Dimitrova Enzhela
1D Lau Kong Fai
2D Chan Ting Yin 
2D Chau Hoi Ching 
3D Yeung Yan Yuet Miranda 
3D Wong Hannah Joyce
3D Tan Hau Man
3D Poon Hau Wing Vanny
3D Chow Ki Fung
4B Chun Wai In Athena
4B Leung Pui Yin Clarie
4D Lai Hoi Tung 
4D Ng Ka Ying
4D Wong Hoi Ying
4D Yeung Yuet Mei
4D Cheung Long Yin Damio
5B Lee Qian Yu 
5D Chan Cheuk In
5D Hong Tsz Yan
5D Leung Wing Ching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1D Cheung Wing Lam
1D Kwok Kin Fai 
3D Chan Fuk Yun
4D Lee Cheuk Hin 
4D Song Cheuk Yin
5B Choi Cheung Yu

第十二屆「善言巧論：
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香港教育大學及
理性溝通教育學會

即席演講 (普通話 ) 良好獎 5B 陳嘉龍

屯門區滅罪街板創作
比賽

屯門區撲滅罪行
委員會

中學組 亞軍
(主題 : 防止盜竊 )

5A雷稀嵐 5A彭文軒
5E 麥家樂 5E楊文軒

中學組 亞軍
(主題 : 企硬，唔 take嘢 ) 5C陳曉林 5E池翰庭

屯門區中學分會校際
籃球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乙組 亞軍

2A 孫 茵 3A 黃式言 3A 黃煒恒
3B 張焯晟 3D 陳爾康 3D 鄧宇濠
3D 楊嘉暉 3D 文昱明 4A 葉永綠
4B 譚樂鐫 4D 翁浩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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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區中學分會校際
足球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甲乙組 殿軍

1A陳皇銘 2A唐浚洋 2A潘其中
3A鍾卓熹 3B李梓昊 3D陳福潤
3D鄭丞希 4B羅仲勤 4B黃煒軒
4C鍾汶卓 4C黎以文 4D林樂謙
5B蔡翔宇 5B何俊霆 5C劉健樂
5E蘇駿軒 6A林敏聰 6A袁子健
6B蔡梓鋒 6B葉嘉俊 6E吳俊賢

屯門區中學分會校際
田徑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甲組

800米 第五名 5A 曾文迪
1500米 殿軍 5C李兆富

1500米 第七名 5A 陳卓曦
5000米 第五名 5C李兆富
5000米 第六名 5A 陳卓曦
鉛球 第八名 5D 蘇學磊
跳高 第八名 6C 鄺逸軒

男子乙組
3000米 第七名 3D 陳福潤
鐵餅 季軍 4E 宋卓彥

男子丙組 4x100米接力 殿軍
1A 馬銘傑 1B 張宬碩
1C 龐嘉濠 1D謝卓謙

女子甲組

200米 第五名
5D 鍾榕儀

400米 冠軍

4x100米接力 殿軍
4B 馮曉惠 5C 姜凱琳 5D 鍾榕儀
5D鄧穎嵐 5E 黃曉霖

鐵餅 第九名 4C 盧嘉晴
團體 第七名

女子乙組

100米 季軍
3C 馮杞楠

200米 殿軍
400米 殿軍 3D 楊欣悅
跳高 第六名 3D 彭樂霖

女子丙組

200米第八名 1B 鍾家寶

4x100米接力 第八名
1B鍾家寶 1B 陳溢鈘 1B 蒙藝珊
2A張希萑 2B霍芷慧

屯門區中學分會校際
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甲組

100米自由泳 季軍 5C李兆富
100米蛙泳 殿軍 5A 陳卓曦
200米四式 亞軍 5C李兆富
200米蛙式季軍 5A 陳卓曦

4x50米自由接力
第五名

4B 彭偉正 5A 陳卓曦
5C李兆富 6E 吳俊賢
團體 第七名

女子甲組 100米自由泳 殿軍 5C 李津萱

女子丙組
50米自由泳 冠軍

1D 張心弦
50米蝶泳 亞軍

屯門區中學分會校際
越野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甲組 個人賽 第九名 5C李兆富

屯門區中學分會校際
羽毛球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甲組 團體 優異獎
5B 余弘思 5C 冼冠廷 5C 余弘志
5E 葉政希 6C 陳溢朗

香港學界跆拳道比賽 香港跆拳道協會
中學女子
色帶 A組 冠軍 2C 陳雅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