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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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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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戲劇(1組) 舞蹈(1組) 視藝(2組) 音樂(2組) 攝影(1組) 

25人 12人 62人 48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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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下午二時至七時、公眾假期休息。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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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9 月至 10
月期間分別舉辦了中一級的「學習技巧訓練」和中二級「提升閱讀能力」工作

坊，目的是幫助同學掌握更有效率的讀書方法，從而提升學習能力。此外，於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4 日期間為中三級同學舉辦了「批判性思考訓練」工作坊，

以培養他們的獨立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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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kespeare Drama, AFS 
Inter-cultural Fair, Ode to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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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2 日邀請了黃燕萍老師到校主持低年級周會，主題為

「知識燃亮人生」，內容豐富具啟發性，加上黃老師生動的演繹，同學們都專心

聆聽。此外，黃老師將於明年 5 月期間為我們開設「中文寫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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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興

趣，並提升對綜合能力卷的應試信心及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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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英文 78%、數學 82%、通識 94%；及格率高於全港平均水平的科目包括：

中文、數學、通識、中史、中國文學、歷史、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及數學延

伸部份 1（微積分與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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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幫助中六級同學於畢業後有更多升讀大學的出路，今年會繼續為他們發放免

試入讀內地高校的相關資訊。剛於 11 月 23,24 日舉行的內地高等教育展，亦有

提供資訊鼓勵同學參加，稍後會透過中六級班主任通知同學報名程序。 

為了培養初中同學的閱報習慣和增加對時事的認識，由本年度十月初開始，

安排中一級逢禮拜四的閱讀堂閱讀中文報章，禮拜五閱讀英文報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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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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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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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第一次家長晚會已於 10月 25日舉行，當晚首四十五分鐘為第十三屆家

教會成員就職禮，然後中三級家長即參加由胡永申副校長主講的「三三四學制

及派科運作機制」講座，並邀請畢業生回校與家長分享選科及考入大學心得。

中五、六級家長則參加「大學升學及其他出路」講座，其他級別設分班時段，

以便家長與班主任溝通。 

 

下學期開始，本校會為有需要的學生外購言語治療服務，由「博言言語治療服

務」提供共 11次服務(包括評估及治療)，對象 6人，學生費用全免。 
 

輔導部於 11月 20日至 12月 18日為中二級舉辦「律正新人訓練計劃」，透過 4

次的工作坊和兩日一夜的宿營，提昇同學的紀律、自信心及溝通能力。同學在

營內的紀律良好，並能彼此關顧。同學更會分成 3組，於 12月 18 日午膳時間

在羽毛球場開設簡單攤位遊戲，將所學有關管理情緒的知識和態度傳遞開去。 

為協助中六同學掌握就業資料，升學及就業輔導部於 11月 22日晚於禮堂舉行

了「師兄姐弟妹職場對話」的聚會，邀請 24 位在職的畢業校友與 73 位中六級

同學分享工作經驗。校友們來自不同行業，如社工，公關人員，人力資源管理，

護士，職業治療師，海關人員等等；此外，還有多位校友分享他們由副學位課

程成功升讀各大學的學位課程的經驗。 

本校 6B 徐凱欣同學分別於第九屆全港中學「兩文三語」菁英大比拼中榮獲高

級組最優秀中文文章獎，第七屆大學文學獎(2012-2013)「少年作家獎」比賽獲

少年作家獎，謹此致賀。 

本校 4E周紫瀛同學獲 2012-2013年度屯門區卓越學生獎；6B 徐凱欣同學，何

紫欣同學，5E湯美澄同學獲屯門區優秀學生獎，謹此致賀。 

本年度陸運會已在 11 月 15 及 18 日於天水圍運動場順利舉行，各類獎項亦己

誕生，賽果如下： 



個人全場比賽成績： 

男甲組個人全場 5A 黃梓維 (28 分) 2 金 1 銀  衛斯理社 

男乙組個人全場 3C 陳郁星 (30 分) 3 金   慕迪社 

男丙組個人全場 1D 李兆富 (30 分) 3 金  司布真社 

女甲組個人全場 4E 魏嘉如 (30 分) 3 金 衛斯理社 

女乙組個人全場 
4A 胡愷瑩 (30 分) 3 金   慕迪社 

4B 黃景霞 (30 分) 3 金  慕迪社 

女丙組個人全場 1B 黃曉霖 (26 分) 1 金 2 銀 0 銅  衛斯理社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全場團體成績  慕迪社  (1197 分) 衛斯理社  (1105 分)  路德社  (977 分) 司布真社  (809 分) 

男子團體成績 衛斯理社  (643 分)  慕迪社  (608 分)  路德社  (460 分) 司布真社  (456 分) 

女子團體成績  慕迪社  (589 分)  路德社  (517 分) 衛斯理社  (462 分) 司布真社  (353 分) 

男子甲組成績 衛斯理社  (304 分)  慕迪社  (220 分) 司布真社  (183 分)  路德社  (141 分) 

男子乙組成績  慕迪社  (222 分) 衛斯理社  (167 分)  路德社  (142 分) 司布真社  (130 分) 

男子丙組成績  路德社  (177 分) 衛斯理社  (172 分)  慕迪社  (166 分) 司布真社  (143 分) 

女子甲組成績  路德社  (262 分) 衛斯理社  (229 分)  慕迪社  (192 分) 司布真社  (85 分) 

女子乙組成績  慕迪社  (201 分) 司布真社  (153 分)  路德社  (144 分) 衛斯理社  (69 分) 

女子丙組成績  慕迪社  (196 分) 衛斯理社  (164 分) 司布真社  (115 分)  路德社  (11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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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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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毅群盃 司布真社  (81 分) 衛斯理社  (75 分)  慕迪社  (75 分)  路德社  (75 分) 

最佳合作獎 司布真社  (92 分)  慕迪社  (81 分) 衛斯理社  (79 分)  路德社  (66 分) 

最佳隊形獎 司布真社  (92 分) 衛斯理社  (80 分)  慕迪社  (80 分)  路德社  (67 分) 

最佳口號獎 衛斯理社  (83 分) 司布真社  (82 分)  慕迪社  (82 分)  路德社  (70 分) 

最佳服裝獎 司布真社  (88 分)  慕迪社  (85 分) 衛斯理社  (79 分)  路德社  (71 分) 

最佳台風獎 司布真社  (92 分) 衛斯理社  (81 分)  慕迪社  (78 分)  路德社  (64 分) 

最佳創作獎 司布真社  (91 分) 衛斯理社  (79 分)  慕迪社  (77 分)  路德社  (70 分) 

最佳體育精神獎 司布真社  (639 分) 衛斯理社  (597 分)  慕迪社  (582 分)  路德社  (549 分) 

啦啦隊教師盃 司布真社  (538 分)  慕迪社  (483 分) 衛斯理社  (481 分)  路德社  (408 分) 

 



破大會紀錄名單 

學生姓名： 6D 黃旻晞    組別： 女甲乙組 項目： 女甲/乙 3000 米  紀錄： 17.20.41  

 

宗教活動 

本校一年一度的福音周已於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3 日期間進行，主題為「生生不息的信心」， 
內容包括師生入班見証、福音午餐、詩歌點唱、迦南地攤位遊戲、老師獻唱及慶祝會等，
其中邀請了吳達維牧師、梁竹君姑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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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由 2008年開始，參加由「國際啟發潛能教育聯盟(IAIE)」舉辦的「啟發潛能教
育學校計劃(Inviting School Project)，透過實踐「啟發潛能教育(Invitational 
Education)」中的「尊重、信任、樂觀及關愛」等核心價值，不斷提昇同學的表現，
讓同學在正面文化下成長。  IAIE的成員曾到校進行多次探訪及評審，鼓勵學校持
續進步。2010年至 2013年期間，IAIE分別向本校頒發「啟發潛能教學校大獎
(Inviting School Award)」及「啟發潛能教育成就大獎(Fidelity Award)」，肯定
了本校在啟發潛能教育方面的成就。  

學生會候選內閣「VIVA」於 11 月 8 日以 324 票成功當選為 2013-2014 年度的學生
會。內閣由 11 位成員組成，他們期望在任內提高學生會的透明度、為同學舉辦不
同類型的活動、爭取更多的福利等。謹此祝賀「VIVA」成功當選。 

 
本學年第一次教師培訓日已於 9 月 30 日舉行，是次活動邀請了余德淳先生到校主
講「提升教師之生命感染力」。余先生分享了自己豐富的生命經歷及正面的人生觀，
令老師得到很大的激勵，獲益良多。 

 
本年度家教會成員(第十三屆)已順利誕生，因今年參選人數只有 6位，少於家長委
員 7 人之數目，選舉主任在 10 月 25 日晚之會員大會中，宣佈 6 位家長自動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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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麗珊副校長       尤龍華先生 
文書： 李永成老師          黃燕蘭女士 
司庫： 伍潔芳老師    司數：黃海紅女士 
宣傳及聯絡：陳樹琛老師     陳金枝女士 
康樂： 張高華老師          詹施毅女士 
聯絡及會籍：鄭文傑老師     陳金枝女士 
 
家長教師會將舉辦多項活動，除了十二月十五日舉辦「屏山文物徑-南生圍－錦田
水頭水尾－周王二公書院-有機士多啤梨園古蹟遊」外，並於一月舉辦多項興趣班，
包括自家製水仙花盆，水仙培植班(連水仙訂購)，五星星曲奇及 DIY利是封燈籠班，
請各位家長踴躍參加。 
 
歡迎本年度加入本校的同工，包括：中文科曾紀晶老師、英文科劉俊彥老師、數
學科鍾健德老師、教學助理麥皓鈞先生、資訊科技部梁漢軍先生、工友杜惠珍女士。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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