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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訊

宣道中學
校址：屯門良才里 11 號

電話：2469 2080

網址：http://cactm.edu.hk

啟發潛能教育
 本校於 2011 年 5 月獲「國際啟發潛能教育聯盟(IAIE)」頒發「2011 年度啟
發潛能教育大獎」(Fidelity Award)，此獎項是頒予一些曾取得「啟發潛能教
育學校大獎(Inviting School Award)」的學校。
早於 2011 年 3 月，IAIE 派出兩位教育專員到本校進行考察及評審，並認同
本校在實踐啟發潛能教育(Invitational Education，簡稱「IE」)方面有持續
的果效，而本校的 IE 大使及英語大使亦於該段時間接待嘉賓，受到嘉賓們
的讚許。
IAIE 教育專員特別認同學校於過去一年，在義工服務及提供學生學習經驗
方面均有突出的表現，同時亦欣賞學校在美化校園上的努力：能刻意地營造
良好及舒適的學習環境，建立同學對學校深厚歸屬感。
2011 年 10 月，本校更獲邀到美國出席啟發潛能教育研討會，以及到不同學
校探訪。在法團校董會的支持下，本校陳文偉老師及趙浩文老師出席了為期
10 天的美國交流之旅，並代表學校領獎。
，內容包括攤位遊戲、雪糕
 IE 大使在 2011 年 11 月於本校舉辦「IE 文化節」
車、水晶蠟製作等，以加強同學對 IE 文化的認識，並讓師生們一同分享獲
獎的喜悅。
 7S 班莫慧儀同學獲頒 2011 年度「啟發潛能教育優秀學生獎」
。莫同學曾任
本校風紀隊副隊長、雅蘭閣主席及 IE 大使組長，任職期間盡忠職守、表現
優秀，特此致賀。

教務活動
 本年度中四級開設五班、同學各按興趣分別選讀商業、生物、化學、經濟、
地理、物理、中國文學、中史、西史、資訊及通訊科技，其中 87%同學能按
選科的第一、二志願修讀有關科目。
 至於藝術科目的安排，共 25 人選修戲劇，25 人選修舞蹈，61 人選修音樂，
76 人選修視覺藝術。
 為中六至中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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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開放 211 室作自修室之用，有需要的同學可向校務處索取申請表格。自修
室開放時間如下：
星期一至五 下午四時至九時
星期日 下午二時至七時
公眾假期休息
 本校已獲教育局多元學習津貼撥款於中四級進行資優學習活動。下學期將為
成績優異的同學安排兩個訓練活動，名額約 2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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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長
 本校於 2011 年 10 月 17 至 21 日舉辦「性教育周」
，主題為「不要驚動愛情」
，
透過講座、攤位遊戲、午間點唱、老師親身經歷分享、承諾持守貞潔等活動，
以培養同學正確的性價值觀念。同學在「性教育周」中反應良好，全校共 579
人承諾拒絕婚前性行為。
 「多元智能躍進」計劃將於 2 月 27 至 3 月 2 日舉行，約有 40 位中三同學
參加由八鄉消防訓練學校舉辦的訓練營及全年跟進活動，透過步操、遠足、
野外定向、操車、划艇、跑消防架等訓練，以培養同學的自律精神和自信心，
並建立更強的抗逆能力和社交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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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660 元。家長只須在有關活動的簽署回條上表示申請「全方位
學習基金」豁免全部或部份費用，並繳付費用餘額(如適用)即可。
 為加強同學更深認識同性戀、援交、同居、網上交友、婚前性行為等課題，
本校特邀請明光社於 2011 年 10 月至 2012 年 4 月期間入班(中一至中七)主
持有關之工作坊，透過討論互動方式，建主同學正確的戀愛態度。

宗教活動
 福音周已於 2011 年 11 月 10 日至 17 日舉行，主題為「生命神蹟」
，內容包
括入班見証、福音午餐、午間點唱及見証會、福音天使、福音魔術、老師獻
唱、午間慶祝會等，其中邀請了冼嘉儀姊妹於周會中分享了她感人的生命見
証並作出呼召，同學反應熱烈。全校共 136 人決志相信耶穌，決志者將獲栽
培跟進。
 宗教組於每天早上設「晨光相會」活動，鼓勵同學於早上 7:30 回校靈修，
靈修資料為〈豐盛人生•實現屬靈的國度〉
，盼望透過靈修活動，幫助同學與
神建立更密切的關係，靈命得以成長。在此歡迎同學踴躍參加。

升學及職業輔導活動
 為幫助初中同學建立明確的目標，已於 2011 年 11 月 24 日周會舉行有關活
動，整個周會程序由升職領袖生策劃及主持，希望透過此活動，讓同學認識
訂定目標的重要性，並鼓勵他們付諸實行。
 本年度升職領袖生共有 20 名；中三級 4 名，中四級 6 名，中五級 10 名。第
一期訓練已於 2011 年 12 月 24 日開始，以培養領袖生學習自助助人的精神。
 香港大學於 2011 年 10 月來函邀請推薦中六同學出席面試，本校按同學在中
五時全年總成績全級排名首 25 名的標準，共推薦了 17 位同學參加。
 中七級大學聯招網上申請及選科程序已於 12 月 5 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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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
 為讓中六級同學有機會展示他們在藝術科目學習上的成果，經過長時間的排
演﹐特於 2011 年 9 月 29 日在元朗劇院演藝廳舉行大型舞台劇〈七十二家房
客〉
，雖然當天掛了八號風球，但晚上仍可如常演出。當晚演員表現出色，無
論在演技、道具、服飾及場景佈置方面均獲觀眾好評，而參與的同學亦從中
獲得十分寶貴的經驗。
 一年一度的「班際歌唱比賽」盛事已於 2011 年 12 月 16 日舉行，同學十分
投入，表現了很好的合作精神。當天的比賽結果如下：
初級組
全場總冠軍：3E
最佳台風獎及最同聲同氣獎：3E
最具創意獎：1B
中一級 冠軍：1B
亞軍：1D
中二級 冠軍：2D
亞軍：2E
中三級 冠軍：3E
亞軍：3D
高級組

全場總冠軍及最具創意獎：6D
最佳台風獎：4D
最同聲同氣獎：4D、5D、6D
中四級 冠軍：4D
亞軍：4C
中五級 冠軍：5D
亞軍：5B
中六及中七級 冠軍：6D 亞軍：6C
優異獎：5E 7A 6E

資訊科技部
 全校電腦更新計劃：全校約 280 部電腦及手提電腦，共四批分八年更換。第
一批已於 2011 年 12 月進行招標，更換 04 年購入的 72 部電腦。
 硬件方面，本部於 8、9 月期間添置實物投影器供各高年級課室使用，並替
英文科添置伺服器，及更換五年以上課室及禮堂的投影機。軟件方面，本部
於 8 月在電腦室(204 及 430 室) 購置 41 xclass 監察軟件，並於 11 月為
MMLC 添置 41 個中文 windows 使用權，以便其他非英文學科在 MMLC 內使
用電腦上課。
 本部繼續設計輔助程式，優化學校行政系統，提高教職員行政效率，包括：
犯事紀錄、操行換算、出勤統計、陸運會程式、常識問答比賽計分及搶答器、
學生成績處理及口試分組等。
 透過多元化的資訊科技活動，以提升學生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如：IT 風
紀培訓、
「青年資訊科技大使獎勵計劃」
、比賽及工作坊等。此外，與圖書館合作於
閱讀課讓學生閱讀有關資訊科技的文章，增加學生知識；與德育及公民教育
部合作，邀請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與春天實驗劇團於 2011 年 10 月高年級
周會演出教育短劇〈齊享健康資訊〉
，教育學生如何抵抗淫褻及不雅的不良資
訊；又於初中周會舉行 IT 常識問答比賽，提升學生資訊科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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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比賽成績
10~11 年度宣道中學校外比賽部份獲獎紀錄
比賽/活動名稱

成績/名次

參賽/得獎同學

總部傑出紅十字會青年會員

6A 林詩梨

普詩組季軍

1C 魏嘉如

普散組季軍

2C 胡兆楓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文朗誦比賽

二人組亞軍

3D 黃嘉欣
4D 周煥欣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文朗誦比賽

二人組季軍

4B 邱艷靖
4E 葉詠詩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文朗誦比賽

歌詞組季軍

3B 梁燕彤

香港紅十字會新界西總部
「傑出紅十字會青年會員」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文朗誦比賽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文朗誦比賽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朗誦比賽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朗誦比賽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朗誦比賽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5 Girls2nd Place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1 Girls3rd Place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5 Girls3rd Place

5B 邱咏瑾

1E 游穎兒

5E 蘇芷翹

「學習如此多 Fun 2011」

優秀創意獎

5D 王文傑
5D 陳卓維
5A 羅梓軒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香港賽區 文學之星(高中組)

進入全國複賽

4E 盧玥珊
4E 周愷儀

屯門區初中校際數學比賽

個人銀獎

1E 倪懋森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10/2011

Award for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宣道中學

屯門區學體會校際籃球比賽
(女乙)

亞軍 (16 隊)

屯門區學體會校際籃球比賽
(男乙)

季軍 (32 隊)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三弦獨奏)

季軍

7S 梁梓洛

啟發潛能教育優秀學生獎

啟發潛能教育優秀學生

7S 莫慧儀(畢業生)

第一屆全學界 APPS 樣板
創作大賽

第三名

7S 黃梓軒
1A 李子峰

總部傑出紅十字青年會員

傑出紅十字青年會員

5A 黃梓喬

4

2E 湯美澄
1C 胡愷瑩
2E 鄧詠珊
3C 盧耀麟
4C 方燦裕
3E 陸嘉榮
1A 吳家豪
3B 郭曆
4C 陳雋暉

2C 朱曉彤
1E 黃景霞
1A 曾顯喬
4C 歐浩倫
4B 陳定邦
3C 陳珞
2C 周昆佑
4E 林澄浩
4C 陳灝賢

校外活動
自 2011 年 9 月至今，學校舉辦了以下校外活動，以擴闊同學視野，增廣見聞。
日 期

活 動 名 稱

28.12.2011

「防止青少年吸煙委員會」賣旗籌款

24.12.2011

「基督教協基會」賣旗籌款

19.12.2011

香港文學散步

17.12.2011

「認識東平洲」考察之旅

9.12.2011

協助「香港女童軍屯門分會聖誕聯歡聚餐」

9.12.2011

訪問外籍人士

5-7.12.2011
1.12.2011
30.11.2011
24-28.11.2011

「屯門歷史面貌及新巿鎮規劃」考察
歷史古跡探究(大潭水塘)
觀賞英語話劇 CIRQUE MECMANICS BIRDHOUSE FACTORY
從獅子山下看長洲(了解全球化)

28.11.2011

弦樂音樂欣賞會

24.11.2011

觀賞經典歌劇〈卡門〉

23-24.11.2011

參觀「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

19.11.2011

「友共情 Forever 義工計劃啟動禮」

18.11/28.10.2011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17.11-8.12.2011

協助長者學習唱歌及敲擊樂

12.10-9.11.2011

教授長者唐詩

9.11.2011
8.11/24.10.2011

地質導賞教育活動(西貢糧船灣)
參觀「香港金融管理局」

5.11-3.12.2011

校外五人籃球比賽

5.11/8.10.2011

「柴灣浸信會」賣旗籌款

26.10.2011

欣賞管風琴音樂會

20.10.2011

觀賞話劇「台燈聲夜」

3-17.10.2011

屯門學界游泳比賽

14.10.2011

「城市可持續發展」戶外考察

14.10.2011

下白泥碉堡考察

10-11.10.2011

「香港農業活動及溪流污染」考察

24.9.2011

中大地理科學術講座

23.9.2011

認識世界貧苦地區生活模式

21-28.9.2011

學習與失明長者相處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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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本年度學生會選舉已順利舉行，
「宣傳意」以 466 票成功當選。顧名思義，
「宣
傳意」希望可以成為學校與同學間的橋樑，為宣道同學傳情達意。除此以外，
「宣傳意」希望透過舉辦多元化的活動以加強同的凝聚力，令同學更關心社
會並提高同學對文化學術的興趣。
 本年度第一次教師培訓已於 2011 年 9 月 30 日舉行，是次活動邀請了「教育
局新高中學校領導人網絡」陳鴻昌生生到校主持，主題為「在新學制下照顧
學習差異」
，內容包括專題講座及分組個案研究。希望透過此活動，讓老師更
深入掌握照顧學生學習差異的方法。
 本年度第一次家長會於 2011 年 10 月 21 日舉行，當晚活動詳情如下：
對象

內容

講員

中三

三三四選科須知、學生分享選科經驗 胡永申副校長、升職領袖生

中六

升學以外的出路

周文康老師

當晚首 30 分鐘為第十一屆家教會家長委員及家長校董選舉。另中一、二、
四、五級設分班時段，以便家長與班主任溝通。
 歡迎本年度加入本校的同工：包括中文科李永成老師、招韻心老師；英文科
何慧儀老師、吳麗潔老師、王碧霞老師；英文科教學助理蔡潔盈小姐、通識
與生命教育科教學助理麥潤田小姐及學生成長部與聖經科教學助理陳凱欣小
姐。在此，亦歡迎本年度加入本校的工友陳麗卿女士及陳松利先生。
 本年度(2011-2012)家教會成員已順利誕生，包括：
主席：陳志仁女士
副主席：王敏艷女士、胡永申副校長
文書：鄭恩霞女士、朱瑞華老師
司庫：陳桂珍女士、曹珮虹老師
宣傳：羅貴娣女士、吳淑燕老師
康樂：霍瑞連女士、謝劍明老師
會籍：余秀梅女士、梁蓮英老師
另外家長校董為陳嘉雯女士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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