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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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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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選修藝術科目的人數、表列於下：
戲劇(1 組)

舞蹈(1 組)

視藝(2 組)

音樂(2 組)

攝影(1 組)

舞台技術(1 組)

26 人

16 人

53 人

42 人

11 人

2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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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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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下午二時至七時、公眾假期休息。
為提升中一同學的學習效能，並協助他們盡快適應中學的學習模式，於 10
月 13 日至 11 月 3 日期間舉辦中一級「認識學習風格‧發展有效學習策略」
課程，目的是加深同學對學習風格的認識，從而建立適切的學習習慣和自學
能力。培訓導師為 Edvenue R Limited 的資深導師，他們曾為本校中一級同
學舉行學習技巧課程，同學反應理想。
英文科於 9 月至 12 月期間舉行了一連串活動或課程，包括 Newspaper
Clipping, Comprehension Exercise, Writing and Sentence Patterns,
Grammer Re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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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科於 2013 年 2 月至 3 月期間將邀請黃燕萍老師到校開設「小說創作與
流行文化」課程及「綜合能力(卷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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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的興趣，並提升對綜合能力卷的應試信心及技
巧。
本年度於高級及高補程度會考科目中，共 10 科的及格率高於全港平均水平
(包括中文、英文、中國文學、中史、經濟、地理、歷史、化學、物理、純數)，
其中 4 科(中文、中史、地理、歷史)的優良率(A 至 C 級)高於全港平均水平，
75.4%的同學達最低入大學要求，88.5%獲 2 科高級程度科目及格或以上成
績。
本年度新高中中學文憑試中，本校四主要科達及格水平的百分率如下：中文
87%、英文 90%、數學 78%、通識 99%；及格率高於全港平均水平的科目
包括：中文、英文、數學、通識、中史、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資訊及通
訊科技及數學延伸部份 1(微積分與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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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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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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第一次家長晚會已於 10 月 26 日舉行，當晚首三十分鐘為第十二屆家
教會成員就職禮及家長校董選舉，選舉後中三級家長即參加「三三四學制與
選科策略簡介」講座、中五、六級家長則參加「大學以外出路」講座。其他
級別設分班時段，以便家長與班主任溝通。
為建立同學正確價值觀念，本校特邀請明光社到校入班(中三至中五)主持工
作坊，內容包括同性戀與人權、網絡色情、媒體中的錯誤性觀念及男女身體
界線等，希望透過此等工作坊，加強同學對上述課題的認識。
升學及就業輔導部於 10 月 11 月期間為中六級同學安排兩個有關 JUPAS 的
工作坊，其一教導同學撰寫附加資料(共四次)並作個別輔導，其二教導同學
面試技巧，希望透過此等工作坊能讓同學為 JUPAS 作更好準備。又 11 月下
旬升職領袖生參加了兩日一夜於南丫島漁民文化村舉行的體驗營，以體驗昔
日漁民生活，擴闊視野。
本校 3E 王雅琳同學於「2012 全港女子跆拳道比賽」中榮獲冠軍、謹此致賀。
本校 6D 王禮華同學獲 2011-12 年度屯門區傑出學生獎，6B 邱艷靖同學獲
屯門區優秀學生獎，本校則獲屯門區傑出學生選舉得獎學校，謹此致賀。
本年度陸運會已在 11 月 16 及 19 日於天水圍運動場順利舉，各類獎項亦己誕
生，賽果如下：
個人全場比賽成績：
6C 方燦裕 (30 分)

3金

慕迪社

6D 黃銳浪 (30 分)

3金

衛斯理社

男乙組個人全場

4D 袁梓明 (28 分)

2金 1銀

衛斯理社

男丙組個人全場

2D 周頌文 (30 分)

3金

衛斯理社

女甲組個人全場

6B 張諾兒 (28 分)

2金 1銀

衛斯理社

女乙組個人全場

3E 黃景霞 (30 分)

3金

慕迪社

女丙組個人全場

2D 古曉欣 (30 分)

3金

司布真社

男甲組個人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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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全場團體成績

慕迪社(1301 分)

衛斯理社(1097 分)

路德社(1086 分)

司布真社(829 分)

男子團體成績

慕迪社(687 分)

衛斯理社(640 分)

路德社(456 分)

司布真社(403 分)

女子團體成績

路德社(630 分)

慕迪社(614 分)

衛斯理社(457 分)

司布真社(426 分)

男子甲組成績

衛斯理社(258 分)

慕迪社(249 分)

路德社(215 分)

司布真社(148 分)

男子乙組成績

衛斯理社(247 分)

慕迪社(183 分)

司布真社(144 分)

路德社(115 分)

男子丙組成績

慕迪社(255 分)

衛斯理社(135 分)

路德社(126 分)

司布真社(111 分)

女子甲組成績

路德社(267 分)

慕迪社(247 分)

衛斯理社(150 分)

司布真社(138 分)

女子乙組成績

慕迪社(191 分)

衛斯理社(182 分)

路德社(163 分)

司布真社(92 分)

女子丙組成績

路德社(200 分)

司布真社(196 分)

慕迪社(176 分)

衛斯理社(125 分)

拔河男子組

慕迪社(18 分)

衛斯理社(14 分)

司布真社(12 分)

路德社(10 分)

拔河女子組

司布真社(18 分)

衛斯理社(14 分)

路德社(12 分)

慕迪社(10 分)

毅群盃

慕迪社(85 分)

衛斯理社(82 分)

路德社(79 分)

司布真社(71 分)

最佳合作獎

慕迪社(52 分)

司布真社(50 分)

衛斯理社(46 分)

路德社(43 分)

最佳隊形獎

慕迪社(56 分)

衛斯理社(46 分)

司布真社(45 分)

路德社(42 分)

最佳口號獎

慕迪社(51 分)

衛斯理社(48 分)

路德社(46 分)

司布真社(45 分)

最佳服裝獎

慕迪社(54 分)

衛斯理社(46 分)

司布真社(45 分)

路德社(42 分)

最佳台風獎

慕迪社(54 分)

衛斯理社(49 分)

司布真社(45 分)

路德社(44 分)

最佳創作獎

慕迪社(47 分)

衛斯理社(46 分)

司布真社(45 分)

路德社(43 分)

最佳體育精神獎

慕迪社(832 分)

衛斯理社(813 分)

司布真社(781 分)

路德社(715 分)

啦啦隊教師盃

慕迪社(314 分)

衛斯理社(281 分)

司布真社(275 分)

路德社(260 分)

破大會紀錄
破大會紀錄名單
紀錄名單
學生姓名： 1A 鄒嘉晴

組別： 女丙組

項目： 女丙 200 米

紀錄： 30.19

學生姓名： 6B 周煥欣

組別： 女甲乙組

項目：女甲/乙3000 米

紀錄： 18.12.65

學生姓名： 5C 李配恩

組別： 女甲組

項目： 女甲 400 米

紀錄： 1.13.43

宗教活動
本校一年一度的福音周已於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6 日期間進行，主題為「得勝的人生」，
內容包括入班見証、福音午餐、詩歌點唱、迦南地攤位遊戲、老師獻唱及慶祝會等，其中邀
請了呂宇俊先生於周會中分享了他對得勝人生的看法，並作出呼召。全校共 59 人決志相信
耶穌，決志者將獲栽培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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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資訊科技部已於暑假期間招標採購以下硬件及軟件：
(a)

硬件
‧ 在圖書館添置 Multipoint
‧ 添置 Mac Mini 及 ipad 測試電子教學的可行性
‧ 跟進問卷調查同事的意見，在教員室添置並安裝 card reader
‧ 添置數碼相機及攝錄機方便學生進行 IT 活動
‧ 添置 Wireless router 3 部

(b)

軟件
‧ 添置 Photo Director 圖像編輯軟件
‧ 增添中文字形 Arphic Unifonts(文鼎)

另外 7 月期間在曹公潭舉行資訊科技大使訓練營，也於 9、10 月期間進行銅
章訓練及考核。
學生會候選內閣 Life Value 於 10 月 11 日以 292 票成功當選為 2012-2013
年度的學生會。Life Value 中文意思為生命價值，意指學生會的存在必有其
價值。Life Value 內閣由 11 位成員組成，他們認同同一使命：包括致力為同
學爭取校內及校外福利；鼓勵同學參與校內、外活動；提升學術風氣；幫助
同學認識基督信仰及關心社會議題等。謹此祝賀 Life Value 成功當選。
本學年第一次教師培訓日已於 9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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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到校主講「如何在預備公開試中照顧學習差
異」
，內容包括校方施政的強弱、多元出路的新概念及課外參觀的策劃等，希
望透過此活動，讓老師更能掌握幫助同學的技巧和方法。
本年度家教會成員(第十二屆)已順利誕生，詳情如下：
主席：陳志仁女士
副主席：陳麗珊副校長

羅貴娣女士

文書：李永成老師

黃燕蘭女士

司庫：曹珮虹老師

司數：陳桂珍女士

宣傳及聯絡：朱瑞華老師

余秀梅女士

康樂：張高華老師

陳金枝女士

聯絡及會籍：鄭文傑老師

黃海紅女士

另本年度的家長校董為陳嘉雯女士，謹此致賀上述獲選家長。
歡迎本年度加入本校的同工、包括：數學科歐陽子榮老師、英文科李彥嫺老
師、訓導助理黎苡沁小姐、生命教育科教學助理楊佳琪小姐、英文科教學助
理梁康雯小姐、通識科教學助理謝凱廸先生及工友文艷紅女士。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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