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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北角炮台山道 30 號 
30 Fortress Hill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冬季校服更換日期： 

• 十一月二十日 
 

畢業暨頒獎典禮： 

• 日期：一月二十六日 

• 時間：下午三時 

• 地點：本校禮堂 
 

學校旅行日期： 

• 十一月二十四日 
 

中一至中四級 

上學期統一測驗日期： 

• 十一月十三日至 

     十一月二十三日 

 

電話Tel：    852-2570-6411 
傳真Fax：   852-2578-5719 
電郵Email：  css@emb.gov.hk 

殷殷勉勵 李校長盼與學生互交流 

各位親愛的同學： 

 

  大家好！開學已一個多月了，大家的學習情況怎樣？相信中一新入學的同學已適

應了學校的生活；要考公開試的同學，也已經收拾放暑假的心情，努力準備衝破種種

難關了。 

  雖然四年前我還在金文泰中學任職，但相信大部分同學對我的認識不深，所以就

此向大家作一簡單的自我介紹吧。 

  我是五十年代在香港出生的，家住灣仔海傍，就在附近上小學和中學。大學主修

物理，畢業後便立即加入教師隊伍，至今已超過三十年了。我在1977年加入當時的教

育署(即現在的教統局)，曾先後在港島、大埔及元朗各政府中學任職。1991年轉到金文

泰中學當物理科科主任，1996年升任副校長，2002年離開金中，升任龍翔官立中學校

長。今年鄧校長榮休，我很高興能重返金文泰中學這個大家庭，希望能帶領全校師生，

在教改中穩步前進，讓每一位學生畢業後都能成為社會和國家的棟樑，與世界上其他

有著共同信念的青年互相砥礪，共同努力，為地球的明天作出貢獻。 

  我校創建迄今剛好八十年，有謂「百年樹人」，金中就好比一軀幹雄壯，枝葉繁

盛花果豐盈的大樹。數十年來，傲然面對冷雪寒霜跟暴雨驕陽，仍歲歲茁壯，每屆盛

暑都果實纍纍。歷來我校畢業同學志氣昂揚，備受校外人士讚羨。 

  這一切成果，實有賴過去歷任校長和老師們的辛勤傳道、授業、解惑，及家長和

校友們的鼎力支持。最重要的當然是各位同學志切求學的上進心和努力不懈、追求卓

越的精神。這就是金中這棵大樹養分的來源，這就是各位同學的根。只要根盤得深，

扎得穩，金中這棵大樹就能歲歲發華，千里飄香。 

  我之前在龍翔官立中學任校長時，曾為

同學們寫了一系列的文章，講述我兒時的故

事和對現今教育的一些看法。現在將其中一

篇上載到學校的網頁上，同學有興趣的可以

上網看看。請各同學給我電郵，也說說你的 

「小時候」，談談你對學校和對我的期望。 

  我正期盼著打開信箱。 

校長 

李國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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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務 消 息 

內地中國語文教師交流計劃 
  本年度本校參加了教統局舉辦的「內地中國語文教
師交流計劃」。該計劃為期一年，期間會與來自廣東省
第三中學的鄭群老師進行交流，而本校則由施美芳老師
統籌。鄭老師每逢星期一及每隔三個星期的星期五到
校，與本校中文科老師交流，為中學會考中國語文科新
加入的校本評核閱讀部分製作教材。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國語文校本評核研究計劃 
  本校中國語文科正參與「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國語
文校本評核研究計劃」，目的是研究新推行的校本評核
對老師及同學的影響。 

大學 — 學校支援計劃---香港教育學院的英文科評估計劃 

  「香港教育學院的英文科評估計劃」已踏入第二年。

去年任教中三級英文科的鄧彩萍老師以一班同學為試

點，採用新方法評估他們的寫作能力。該計劃在本學年度

將延伸至中四級。 

 

課後學習支援計劃 

  教統局批出款項，資助有需要的同學於課後參加活

動，藉此豐富他們的學習經歷。 

教師發展日 

第一次教師發展日 

  為使二零零九年開設的新高中課程得以順利推行，

本校三十五位老師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五）

參加由教統局為準備新高中學制中層管理人員而舉辦的

培訓課程，其餘老師則留校接受內部培訓。 

第二次教師發展日 

  本校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星期五），邀得

舞臺話劇導演及有豐富教育經驗的鄭傳軍先生，示範如

何將表演藝術融入課堂教學，藉此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提升教學效能。  

校 本 計 劃 

  本學年共有八位新老師到任，包括余德龍老師（任教

生物科）、黃智文老師（任教地理科）、李淦章老師（任

教英文科）、陳木財老師（任教中文科）、陸奕強老師

（任教數學科）、陳嬋芳老師（任教音樂科）、陸揚老師

（任教中文科）和施宇昕老師（任教通識科）。  

新 任 老 師 

  本年度第一次學校管理委員會會議將於十一月十日 (星期五)下午三時三十分假本校舉行，議程包括社會人士代

表的提名、司庫和秘書的提名、審議本年度各項計劃：財務、提升英語水平計劃、廣東實驗中學考察和校本課後學

習及支援計劃等。 

  本學年度學校利用教統局的撥款，聘請四

位教學助理，支援教學和行政工作，以便老師

進修和推行各項與課改有關的工作，為學校推

行新高中課程作好準備。 

聘請教學助理 

學校管理委員會 

  

學生資助辦事處「交通工具」問卷調查 

  學生資助辦事處已委託弘達顧問有限公司於本年十月至明年四月期間負責調查工作，調查所得的資料將供學生

資助辦事處作為檢討現行學生車船津貼的計算方法。 

  調查是採用隨機抽樣的方式進行。基本上所有在2006/07年度成功申請學生車船津貼的學生皆有機會被選中而
獲邀填寫問卷。弘達顧問有限公司稍後會郵寄通知信及問卷給被選中的學生。學生可選擇透過互聯網填寫問卷或將

填妥的問卷經傳真或郵寄方式交回弘達顧問有限公司。 

  學生資助辦事處保證所有經調查所得的資料只作整體分析之用。問卷內的資料不會作個別紀錄，而且所有資料

均絕對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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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消息 
 

 

  學生資助辦事處已安排以自動轉帳方式，將書簿津

貼款項於2006年10月16日存入，在9月12日或以前交回學
校的資格證明書所屬申請人的銀行戶口內。銀行存摺所

顯示過帳代號一般為“TXBGR”。  
          2006 / 07年度各級書簿津貼數額如下： 

班級              全額津貼（$）        半額津貼（$） 

中一至中三              2,520.-                          1,260.- 
中四                            2,618.-                          1,309.- 
中五                            1,680.-                          840.- 
中六                            2,090.-                          1,045.- 
中七                            1,000.-                          500.- 

  2006年9月12日或以後才將資格證明書交回學校的學
生需等候下一期的書簿津貼發放，而下一期過帳日期暫定

為11月下旬。 
注意：1.  如申請人於2006年11月1日或以後才遞交2006/07年
        度資格評估申請，申請學生的資助將由批核日期 

 起生效，而該類申請人將不獲發放學校書簿津貼。 
   2. 如申請人在遞交資格證明書後需增加／更改已

申請的資助計劃，他們須於遞交資格證明書給學

校後的一個月內，以書面形式連同合理解釋向學

生資助辦事處申請。逾期申請者，概不受理。 
   3. 如學生／申請人欲查詢學生資助申請或書簿津

貼發放事宜，可致電8226-7067或2150-6091與學
生資助辦事處聯絡。 

2006／ 2007年度學生資助事宜  

  圖書館本學年度將舉行一系列的活動，期望透過與
老師的協作，提供有效的圖書館資訊服務，培養同學閱
讀興趣和訓練其自主學習的能力。  
 
「圖書館中一迎新活動」  
  二零零六年九月六日至十五日舉辦「圖書館中一迎
新活動」，目的向中一級新生簡介本校圖書館設備和一
般守則，及網上圖書館的簡單操作等。 
 

「資料搜尋技巧工作坊」  
  二零零六年十月份舉辦「資料搜尋技巧工作坊」，
以活動形式教授同學選取資料來源的原則和技巧及認
識網上搜尋工具的特性，歡迎同學踴躍報名。 
 
「主題書展」  
  圖書館將與各學科及組別舉行「主題書展」，並定
期推介新書。  
 
「閱讀之星」獎勵計劃  
  圖書館將於上學期（ 10- 12 /2006）和下學期 
（3-5/2007）分別舉行「閱讀之星」獎勵計劃，設有個人、
班際及社際的獎項，頒予借閱次數最多的同學及班級，
以資鼓勵。 
 
「讀書會」  
  圖書館與學術促進委員會合辦「讀書會」，邀請中
六級同學帶領低年級同學，以小組形式分享閱讀的樂
趣。此外「讀書會」的成員亦於早讀課與中一級的同學
分享閱讀的心得和交流意見。  
 
「學科廣泛閱讀」計劃  
  圖書館將與各學科協作為中一及中二級學生舉行
「學科廣泛閱讀」計劃，鼓勵學生閱讀與學科主題有關
的書籍。上學期及下學期各設有一節圖書館課，同學在
借閱與學科主題有關的書籍後，須向科任老師撰寫一份
讀書報告，並向圖書館主任作口頭報告。  

「書海歷奇」  

  每月舉行「書海歷奇」，此為不同閱讀主題之展

板，引發同學閱讀動機，增強同學自主學習的積極主動

性。與「主題書展」配合的「跨學科閱讀挑戰」更可加

強同學閱讀的深度和廣度，讓同學從閱讀中學會學習。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圖書館助理員名單如下：  

 

首席圖書館助理員： 

六文   盧仲雯  呂秋娜  
六行   羅文娟 
 

圖書館助理員組長： 

六文   劉豔雯  鄧福喜  
六行   許志毅  施宇超  
六忠   洪蔚莉 
 
圖書館助理員： 

二文   范樂兒  郭舜茹      羅媚鳳     楊 希  
二行   卓宇玲  李美鳳      李嘉豪  
二忠   鄧朗喬 
二信   李崇偉 
三文   周芷瑩  顧瑩珺      林宇珠     凌健聰     麥文杰 
                      麥翠華    楊谷泉      余潔瑩     安 虹  
三行   張天穎  李王子穎      王鈴鈴  
三忠   陳巧玲 
三信   陳雅婷  葉振鴻  
四文   杜歡宜 
四行   何惠英 
四信   葉彤軒 
六文   周淑芳  劉豔莊      馬敬文     林錦娜  
六行   陳慧芬  何劍欣      許佩瑄  

圖書館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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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消息 

新高中課程 

      

日期 日期 
中一至中三級 四文 四行 四忠 四信 

第一次統一測驗 第二次統一測驗 

13/11 Day 7 2/5 Day 1 中文 中國歷史 會計 生物 生物 

14/11 Day 8 3/5 Day 2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15/11 Day 1 4/5 Day 3 歷史 地理 地理 物理 物理 

16/11 Day 2 7/5 Day 4 數學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17/11 Day 3 8/5 Day 5 綜合科學 經濟 經濟 早讀 經濟 

20/11 Day 4 9/5 Day 6 電腦 
中國文學 /普通話 / 
視覺藝術  / 電腦 

中國文學 /普通話 /  
視覺藝術  / 電腦 電腦 早讀 

21/11 Day 5 10/5 Day 7 地理 歷史 歷史 化學 化學 

22/11  Day 6  11/5 Day 8 普通話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23/11 Day 7 14/5 Day 1 通識(S1-S2) —  —  附加數學 附加數學 

3:45p.m. — 4:30p.m 3:30p.m. - 4:15p.m.  —  —  —  —  —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 

統一測驗時間表 

      

  教育統籌局已宣佈於2009年 9月開始推行新高中

學制，今年9月入讀中一級學生將會是新高中學制的

第一批學生。這批學生在初中階段（中一至中三級）

所接受的教育課程與以往分別不大，他們在課堂將接

受八個學習領域的學科知識，包括中文、英文、數

學、科學、科技、人文、藝術及體育。此外，亦會有

公民教育、教育及課外活動以配合發展全人教育。 

  到了2009年，該批同學將升讀高中一，新高中課

程大致可分成三部份： 

（一）核心課程：每個同學都要修讀中文、英文、數

學和通識教育。 

（二）選修課程：包括中國文學、英語文學、中國歷

史、倫理與宗教、旅遊與款待、經濟、地理、歷史、

生物、化學、物理、科學、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設

計與應用科技、資訊與通訊科技、健康管理、家政、

音樂、視覺藝術和體育等二十個選科，學生須從中選

讀二至三項選科。此外，亦可選讀應用學習課程。 

（三）其他學習經歷 

  包括德育、公民教育、社會服務、體藝、與工作

有關的社會經驗等。 

  到了2012年，同學將參加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

為第一批新高中畢業的學生。 

  在評估方面，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與現今中學會考

稍有不同，各科將引入校本評核部分，佔 15%至 35%

不等；另外每個學生皆有一本「學生學習概覽」，紀

錄其在校的學習情況，作為日後升學及就業的參考。 

  此外2012年亦是今年中二級同學參加最後一次高

級程度會考的一年，大部份同學及家長都關心兩個年

級的學生一起投考大學，會否造成不公平的情況。事

實是兩個年級的學生乃參加不同的考試，所考的科

目，課程，甚至評分方法也不相同。考進大學後，現

今中二級學生是讀三年制大學，而中一級的學生是四

年制大學，體制完全不同，所以各位家長和同學無須

顧慮和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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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促進委員會消息 

拔尖保底班及功課輔導班 

資訊科技教育消息 

      

「學術大使」計劃 

「讀出豐盛人生」計劃 

「閱讀大使」計劃 

  此計劃的目的為促進學習氣氛，以提升學術水平。由班主任協

助班會推舉於不同學習領域或對學科有濃厚興趣且成績優異的學生

擔任「學術大使」，各學術大使將在班內成立學習小組，課餘時與

組員分享學習心得，協助同學解決疑難。各學術大使藉著教學相長

的機會，可自我增值及促進人際關係。 

  本校十四名中三級學生參加香港

教育城舉辦之「閱讀暑假天二零零六」

的「閱讀大使計劃」，並在校內成立讀

書會，推廣讀書風氣和分享閱讀心得。 

資訊科技學習支援 

為響應教統局舉辦的「家家有腦」─電腦循環促進計劃，學校騰出了部分舊電腦讓其他機構維修，

這批電腦將送贈予本校同學，以普及資訊科技的使用，促進同學的學習。此外，家中缺乏電腦的同學

亦可透過「數碼橋」計劃，向學校申請借用手提電腦，學校將視乎同學的家庭經濟狀況和學習需要，審核申請。學

校所有課室亦會裝置電腦，由資訊科技班長協助管理，方便同學使用。 

為支援同學在課後使用資訊科技學習，學校的多媒體學習室及圖書館，在每天的午膳及放學時間，均會開放，

並有專責教職員當值，讓同學上網，利用電腦自學。 

  本年度中文科學術策略強調「拔尖」，有幸邀得名作家董啟章先生及李德塵先生到校開辦多個寫作課程，藉

此啟發同學的創意思維及培養寫作興趣。而英文科重點則放在保底工作方面，上學期由六位英文科老師於課後開

辦英語補習班，務求使每個學生的英文水準達標。至於數學科則拔尖保底並重，由數學科老師和資優校友曾至誠

合辦數學拔尖保底課程。以上課程全部免費，由老師推薦有需要的同學參加。 

  此外，多位在大學就讀的同學，熱愛母校，抽空回來為學弟妹進行課後功課輔導，以回饋母校，任何同學皆

可參加，每學期只象徵式收費一百元。 

  為鼓勵同學從閱讀中學習，本學年度繼續推行「讀出豐盛人生」計劃。計劃內容是於早上設早讀課，高年級同

學可閱讀中、英文報章的新聞版，或課外書籍；初中級同學按「學科閱讀周」時間表閱讀不同學科的書籍，然後撰

寫閱讀心得，藉此增進語文能力及學科知識。 

  此計劃更得到家長教師會大力支持，每天均有家長到校陪伴學生一起閱讀，可促進同學、家長及老師的關係。

歡迎家長加入親子閱讀行列，詳情請與家長教師會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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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育組消息 

 

    

 

        

訓育講座  
  訓育組在九月份舉辦了三個講座，由訓導主任馮玉
珍老師及梁偉興老師主講，內容包括向同學解釋校規及
提醒同學應注意之事項。 

日期         對象              地點 

4-9-2006        中一級              禮堂 
4-9-2006        中四及各級插班生    綜合活動中心 
5-9-2006        中三級              綜合活動中心 
26-9-2006       中五級              綜合活動中心 
 
班長及學長工作簡介會  
  訓育組分別於九月十二日(星期二)及十四日(星期四 )
為新班長及學長舉辦兩個工作簡介會，解釋他們的工作
事項；在學長工作簡介會中，戚堅鏗副校長更頒發學長章
予各新任學長。本年度學長及首席學長已順利選出，共八

十一位。首席學長分別為江泰運（六忠）及林瀠雪（六行）。
本學年增選十二名中三級學長，協助訓育組老師製作不
同主題的展板，定期於學校大堂展出。 
 
校服檢查  
  訓育組於九月四日 (星期一)舉行了全校性的校服檢
查，大部分同學都能達到學校的要求。 
 
模範班比賽  
  本學年度的模範班比賽已於九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正式展開，每三個循環周計算成績一次。 
 
訓育早會  
  本學年度訓育早會將改由學長主持，第一次訓育早
會已於十月四日 (星期三)及五日 (星期四)舉行，是次早會
邀得李國佳校長向同學致訓勉辭，而訓導主任馮玉珍老
師亦向同學講解水運會應注意之事項。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學長名單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班長名單 

首席學長   ：江泰運  (六忠)         林瀠雪  (六忠)  
副首席學長 ：楊炳昌  (六忠)         曾瑞鳳  (六忠) 
統 計     ：鄭振輝 (六行)         林智南 (四文) 
                               林君宜 (四文)         溫凱勤 (四行) 
IT學長     ：莊崇銳  (六行) 
帶班組長   ：葉瑋麟  (六忠)         陳穗雯  (六忠) 
文 書            ：葉詠茵  (六文) 
三文班 陳潔明 莊靜宜 林宇珠 梁兆洭 曾威杰 

                  楊谷泉 余潔瑩 
三行班 張子豪 朱曜泉 吳鳳美 王鈴鈴 
三忠班 倪明雁 

四文班 林智南 林君宜 林意臻 劉俊熹 袁佩珊 
四行班 郭紫珊 伍秋萍 蔡秋瑩 溫凱勤 

四忠班 陳逸軒 周怡敏 鍾佩君 賴燕琪 呂志寧 

                  藍裕鈞 
四信班 陳瀚凱 朱燕珊 王志中 
六文班 周淑芳 錢維佳 蔡權昌 馮思蔚 何嘉茵 

        劉璧瑩 劉豔莊 劉豔雯 李菀梓 林琳 

        盧仲雯 盧健強 呂秋娜 鄧福喜 黃佳鑫 

        葉娟娟 葉詠茵 
六行班 陳慧敏 鄭振輝 蔣鴻誠 程欣茗 趙宇瑩 

        莊崇銳 許志毅 許佩瑄 許浴淼 羅文娟 

        吳惠麗 吳欣倩 吳艷明 黃啟亨 庾力恒 
六忠班 畢家俊 陳國祥 陳穗雯 張啟安 庄思萍 

        洪蔚莉 江泰運 林倩如 林瀠雪 鍾科 

        梁宇軒 李柏� ̂施超雄 戴智敏 曾瑞鳳 
        王維偉 楊妙紅 楊炳昌 葉瑋麟 

班別         男／女班長                    男／女班長 

一文            董兆駿      陳梓瑩               胡澤塵      陳嘉瑩 

一行            黃子興      李寶麗               郭柏宏      蔣淑婷 

一忠            徐美琪      徐曉茵               陳俊廷      高曉鋒 

一信            陳漢澤      陳文嫦               羅富祺      莊嘉欣 

二文            曾俊揚      林雅玲               王家杰      張詠芝 

二行            戴志偉      梁倩                   馮月瑩      林頌堯 

二忠            李卓弘      章潔詩               胡展僑      林婉琪 

二信            胡宇軒      盧佩瑤               王曉堂      吳紫嫣 

三文            周祉希      鍾尚敏               曾威杰      徐子程 

三行            胡松溪      梁羡靈               姚卓維      鄺麗揚 

三忠            張嘉明      耿增杰               張詠紅      潘卓曦 

三信            梁永星      邱淋萌                －           － 

班別          男／女班長                     男／女班長 

四文             薛愛男        蘇佩玲               林智南       林君宜 

四行             楊嘉麟        許伊惠               傅鴻圖       黎蔚芝 

四忠             藍裕鈞        鍾佩君               梁裕峰       李雅荃 

四信             王志中        朱燕珊               林啟淦       梅懌君 

五文             郭家明        王卓欣               許永健       王思琳 

五行             麥啟華        林忻純               吳穎聰       黃欣 

五忠             蘇司唯        闕冬玲               陳嘉聰       羅文婷 

五信             柯狄文        吳宴寧               劉頓            王雅麗 

六文             黃佳鑫        謝微微               蔡權昌       呂秋娜 

六行             蔣鴻誠        趙宇瑩             －             － 

六忠             楊炳昌        曾瑞鳳                －             － 

七文             卓俊峰        林靖希               戴志豪       麥茜清 

七行             簡健濤        吳泳惠               劉少英       李潔怡 

七忠             溫康平        陳傳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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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組消息 

      

本年度各級輔導組老師名單 

中一級  陳志成老師      何善怡老師 

中二級  李銘賢老師      黎德貞老師 

中三級  陸奕強老師      劉又薇老師 

中四級  鄧映雪老師      胡慧雯老師 

中五級  李浩賢老師      施美芳老師 

中六級  李國安老師      楊雅姬老師 

中七級  李國安老師      楊雅姬老師 

本年度社工駐校日期為星期一、三、四及五，辦事處電

話為25495106。 
 
歷奇活動教師工作坊 

  輔導組於八月三十日下午二時至五時，為輔導組、訓

育組及課外活動組的老師，假禮堂舉行了一節歷奇活動

教師培訓工作坊。工作坊由香港歷奇教育中心歷奇活動

導師主持，導師講解十六項歷奇器材的使用方法及安全

守則，並透過實踐方式，讓老師明白歷奇活動如何啟發學

生的潛質，引導學生反思。 
 
中一迎新活動 

  輔導組為增進中一家長對學校的認識，協助中一新

生盡快適應中學生活，於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假禮堂舉行

中一迎新日，是次活動非常成功，家長出席人數達172人，
學生出席人數為155人。當日除李國佳校長致歡迎詞外，
家長教師會主席畢國偉先生亦鼓勵中一家長積極參與學

校及家教會的活動。家長反應最熱烈的時段莫過於座談

會時間，家長們都把握機會，踴躍提問。中一班主任、家

教會成員均耐心地解答問題，消除家長的疑慮，藉此建立

了學校與家長的溝通橋樑，加強校方與家長的聯繫。社工

馮婉嫻姑娘亦於九月份到中一課室探訪新生，鼓勵同學

主動接觸社工，與新生建立關係。 
  九月廿九日輔導組利用家長教師會黃昏雅聚的時

間，與中一家長聚會，主題是「如何協助子女適應中學生

活」。輔導主任施美芳老師鼓勵家長主動聯絡老師及社

工，一起支援學生成長。社工馮婉嫻姑娘的講題是「青少

年成長需要與電腦網絡的關係」，提醒家長了解子女成長

的需要及子女使用電腦的情況，避免因子女使用電腦的

問題而傷害親子關係。 
 
各級新生迎新活動 

  社工及輔導組老師於九月八日午間及十月三日放學

後為中二至中四及中六級新生舉行適應小組聚會，向新

同學介紹學校情況，分享校園生活感受，幫助同學盡快適

應校園生活，並鼓勵新同學主動接觸輔導組老師及社工。 
 
中一友愛關懷推動日 

  九月六日輔導組為中一級同學舉行了中一友愛關懷

推動日，目的是教導同學面對衝突時，要和平理性地解決

問題，並促進中一同學互相認識，建立友愛關懷的校園。

在循道衛理中心 ----西灣河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社工及
正副班主任的帶引下，中一同學與正、副班主任透過遊

戲、競賽及個案探討，明白友愛包容、互相尊重的精神，

同學均積極參與，活動氣氛熱烈。 

朋輩輔導計劃 

  為了發揚朋輩互助精神，鼓勵高年級的學兄學姐

掌握人際關係的技巧，提高自信，助人自助，輔導組

選拔了八位同學擔任輔導長，首席輔導長是六忠楊妙

紅及鍾科，其他六位輔導長包括：六文鄧福喜、劉豔

雯；六行鄭振輝、吳惠麗；六忠畢家俊、胡永業，他

們將在胡慧雯老師及馮婉嫻姑娘的指導下，帶領中四

輔導員開展朋輩輔導計劃。 

  輔導組亦委任了二十位中四同學擔任朋輩輔導

員，又邀請了二十位中一的同學擔任輔導生，輔導員

以一對一的輔導形式，協助中一同學面對成長的困

難，分享成長的喜樂，同學亦會分成四組，由陳志成

老師、陸奕強老師、李浩賢老師及何善怡老師帶領分

組活動。全體輔導長及輔導員在十月六日參加了人際

關係工作坊，工作坊為輔導員提供較深入的人際關係

技巧訓練，透過理論分析、個案討論、角色扮演等環

節，深化學員對技巧的掌握，進而提供情緒輔導技巧

訓練，指導學員如何幫助學弟學妹面對成長的困難及

解決情緒問題。在十月二十七日的破冰立約日上，輔

導員與輔導生透過遊戲及分享互相認識，正式開展朋

輩輔導計劃。 

 
校園領袖培訓計劃 

  輔導組、訓育組及課外活動組共同舉辦校園領袖

培訓計劃。學長、輔導員為A班學員，學會幹事為B班

學員，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北角樂TEEN會社工在十月十

三日及十九日為兩班學員舉辦了兩次領袖素質工作

坊，透過遊戲、活動及比賽，引導學員探討領袖需要

的素質，強調自信心與自我正面期許的重要性、團隊

協作及隊工建立的必要性。輔導組在十月十五日及廿

二日假西灣河協青社舉行領袖歷奇訓練營，透過經驗

學習法，讓學員參與多項歷奇活動，從中實踐領袖素

質工作坊所介紹的理論及技巧。藉高難度的歷奇活動

提高學員自信，提升其解難、協作的能力，從而體會

團隊合作的重要，並鼓勵學員勇於面對逆境，戰勝困

難，發展個人潛能，為未來一年擔任本校學生領袖作

好準備。 
 

「逆境自強」班主任課 

  輔導組聯同品德教育組於九月廿六日為中二同學

設計了一節「逆境自強」班主任課----「陶雪盈‧浪

子回頭的故事」，透過播放一個真實個案的影視片段

及分組討論，引導同學反思生命的意義，鼓勵同學勇

於面對逆境，珍惜生命。 

 

「成長的天空」中一同學成長需要調查 

  本校於九月份安排中一同學在網上進行社會福利

署「成長的天空」問卷調查，藉此幫助班主任更了解

中一同學的成長需要，進而協助同學盡快適應中學生

活，也令輔導組及早接觸有特別需要的同學，提供適

切的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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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組 

品德教育組 

 

  

良好品格的培養 
  良好品德是每位同學應具備的
條件，而同學在培養個人良好品德
時，先要對人生抱有「正確的價值
觀」。為使同學有更多機會閱讀及
反思有關「美德」及「正確價值
觀」的文章，品德教育組將每月於
每班傳閱一篇談談「美德」說說
「價值」的文章。內容包括談品
德、談讀書、談服務、談戀愛、談
尊重、談誠信、談承擔、談責任和
談堅毅等。同學可利用早讀或午膳
時間閱讀、討論和反思文章的內
容。 
 
禮貌選舉和比賽 
  本學年度禮貌大使、禮貌班選
舉和「禮貌校園、由我做起」海報
設計比賽等活動於十月份舉行。活
動目的是讓同學在日常校園生活中
學習和實踐「以禮待人」的精神。
同學應積極參與，踏出成為良好品
德學生之第一步！ 

本學年度禮貌大使名單如下： 

班別            學生姓名 

一文             錢海英         郭思齊 

一行             馮樂賢         吳劍昇 

一忠             卓惠芬         徐美琪 

一信             莊嘉欣         范曉欣 

二文             關中豪         林雅玲 

二行             呂子程         閻逸翠 

二忠             陳疇而         王世炎 

二信             張善同         彭嘉豪 

三文             陳潔明         顧瑩珺 

三行             陳韋逞         楊思琪 

三忠             陳嘉瑩         謝于煌 

三信             何建峰         梁樂文 

四文             江達良         李冬妹 

 

班別             學生姓名 

四行               黎芷瓔         溫凱勤 

四忠               夏詩韻         張盈 

四信               林啟淦         黃穎嫻 

五文               莫婷婷         鄧喜妹 

五行               黎凱婷         黎寶蓮 

五忠               周啟聲         劉祖傑 

五信               洪宜良         林嘉敏 

六文               黃佳鑫         謝偉聰 

六行               陳慧芬         庾力恒 

六忠               林瀠雪         王維偉 

七文               陳少盈         卓俊峰 

七行               梁皓淦         曾家如 

七忠               梁嘉成         沈圓 

「節約能源約章 2006─適當室內溫度」  

  本校已報名參與「節約能源約章2006」計劃，希望

老師及同學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上實踐節約能源，以配

合「須用則用，可慳則慳」的原則。為響應此計劃，環

境教育組在學期初已請各班班主任選出兩位環保大使

專責班中的清潔、廢紙回收及節約能源等工作。其他同

學當然也須盡一個良好公民的責任以協助班中的環保

大使執行有關工作，希望籍此可提高同學的環保意識。 

 

學校環保教育大使  

  環境教育組於學期初選出共二十三名中四及中六

級同學，參加由環境教育委員會舉辦的「環保教育大使

計劃」。該計劃包括一系列有關環保的訓練課程，參加

的同學在完成課程後，將協助學校宣傳環保的信息及

推廣環保教育。 

廢物回收運動  

  為響應政府的廢物回收再造計劃，環境教育組和學

生會將推行廢物回收計劃。本校新翼組合屋前之空地上

放置三個廢物回收箱，同學可將廢紙、鋁罐及膠瓶分門別

類放在適當的回收箱中。透過是項活動，希望教育同學珍

惜利用資源及愛護環境。 

 

班際育苗盆栽比賽 

  為提高同學綠化校園的意識、栽種植物的興趣及技

巧，環境教育組與園藝學會於二零零六年十月至十一月

份合辦班際育苗盆栽比賽。比賽期間，每班將獲分派幼

苗，由各班同學負責澆水栽種。評分準則以盆栽生長健

康、茂盛翠綠為為主。成績容後公佈。 

 

「絕望真相」環境保護電影  

  本校多名老師及百多位同學於十月初參加「絕望真

相」環保電影觀賞，大大提高同學對全球暖化威脅世界的

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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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組   

本校生命教育組由轄下四個組別組成：公民教育

組、品德教育組、環境教育組、性及健康教育組。通過

各組合作，包括班主任課、課外活動、講座、校內宣傳

等形式，協力推行本校生命教育。 

本學年度生命教育組各組負責老師如下： 

生命教育組總負責老師   ：朱國治老師 

          副負責老師   ：陳少玲老師 李愛雲老師 

公民教育組負責老師     ：陳慧芬老師 李淦章老師 

                         陳志成老師 

品德教育組負責老師     ：莊允遜老師 李慧利老師 

                         黎德貞老師 

性及健康教育組負責老師 ：余德龍老師 鄧彩萍老師 

環境教育組負責老師     ：仇培良老師 余德龍老師 

社會服務團負責老師     ：容健鴻老師 李愛雲老師 

                        招家華老師 陳鳳蓮老師 

                        黎德貞老師 馬敏莉老師 

                        陳嘉誠老師 

 

本學年度九及十月份活動簡介如下： 

 

無定型新人類大使計劃  

  為了讓同學認識來自不同行業人士的成功之道和

打破定型的心態，擴闊視野，公民教育組於九月十三日 
(星期三 ) 邀請平等機會委員會「機構傳訊主任」曾小姐
到校推介「無定型career新人類」大使計劃。學生透過
此項活動，可以親身訪問兩位專業人士，認識他們的成

功歷程，然後撰寫報告。完成計劃的同學，將獲頒發活

動證書。是次推介，同學反應熱烈，參加人數多達七十

二人，同學來自中一至中四及中六各級不等。 

9.21國際和平日心聲咭行動  

九月二十一日（星期四）為國際和平日。為響應聯

合國呼籲全球各地在該日舉辦宣揚國際和平訊息，本校

生命教育組於該日舉辦填寫心聲咭行動。當天早上，首先

由生命教育組朱國治老師透過中央廣播，向同學講述

9.21國際和平日的來源及意義，接著由班主任老師派發

心聲咭予同學填寫個人心聲，最後由班長收集後交予負

責老師。經負責老師精心挑選，選出三十多張心聲咭，張

貼在大堂的展板上，供同學參觀。整個行動加強了同學認

識國際和平的可貴，提供了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和平

精神的機會。 

 

「新一代公民大使培育及推廣計劃」  

本校二名公民及品德教育大使六文班曾天同學和

六忠班林瀠雪同學在公民教育組負責老師的推薦下，參

加由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及香港新一代之友主辦的「新

一代公民大使培育及推廣計劃」。參加的同學須撰寫參加

此計劃的目的和期望，並接受面試甄選。最後，六忠班林

瀠雪同學及六文班曾天同學成功獲取錄。他們將參與由

主辦機構安排的一連串訓練活動，以提升其解難能力及

團隊精神、培養對國家民族的歸屬感及承擔感。受訓完畢

後，同學將協助學校推廣公民教育，以實踐所學。 

性及健康教育組 

    
    

「壓力管理」講座  

  性及健康教育組於九月七日（星期四）邀請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的社工，為中五及中七級同學舉辦了主題為

「壓力管理」的講座。他們透過心理測驗引入活動主題，並以互動的形式讓同學認識不同的壓力來源。講者詳細闡

述壓力對生理及心理所構成的影響，更引導同學探討面對壓力時紓緩的方法。活動舉行期間，同學表現投入及積極。 

 

「性騷擾」講座  

  性及健康教育組於九月二十六日（星期二）邀請駐校社工，為中一及中三級同學舉辦以「性騷擾」為主題的講

座。是次講座使同學充分瞭解「性騷擾」之定義，並學會在必要時如何保護自己，同學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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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組   

「公民及品德教育大使」名單  
  為鼓勵同學為同儕樹立品行優良的學習榜樣，協助

學校推動公民及品德教育工作，公民及品德教育組於九

月初透過班主任的推薦，在中一至中四級及中六級每班

挑選兩名同學擔任公民及品德教育大使。 
 
中四及中六級幹事名單： 

主席        ：     四行 潘承芳        六文 曾天  
副主席       ：     四信 蔡嘉豪        六忠 林瀠雪  
文書        ：     四文 林君宜        六文 馮思蔚 
總務        ：     四信 史麗羚        六忠 郭慶豐  
聯誼        ：     四文 蔣俊傑        六文 吳濮陽 
IT                         ：     四文 林智南        六行 莊祟銳 
各級聯絡代表  ：     四信 鍾詠嫻  
 
各級公民及品德教育大使：  
一文           鍾巧穎           呂俊豪 

一行           吳樂羲           金玉賢 

一忠           陳焯志           李文偉 

一信           楊瑞康 
二文           鄭 瑜           霍映童 

二行           呂子程           許幼清 

二忠           李卓弘           李澤宏 

二信           張善同           蔡憶竹 

三文           黃紹康           曾威杰    安虹 

三行           陳柏瑞           吳鳳美           唐漢樑 

三忠           倪明雁           余穎妍 

三信           柯敬揚           柯珮斯 

四行           蔡秋瑩           邱黎嘉 

四忠           賴燕琪           王雅靜 

四信           朱燕珊 
五文           莫婷婷           鄧喜妹 

五行           勞 妍           黃樂雯 

五忠           闕冬玲           蘇司唯 

五信           李德華     劉頓 
六行           蔣鴻誠           趙宇瑩           程欣茗        鄭振輝 

六忠           張啟安           畢家俊           梁宇軒        胡永業

                    楊作暢 

七文           卓俊峰           嚴仕平 

七行           陳祝安           徐子健 

七忠           莊紫雲           王芷婷 
 
「公民及品德教育大使」迎新會  
  為歡迎加入公民及品德教育大使行列的同學，公民

及品德教育組於九月二十五日（星期一）課後假新翼多

用途活動中心舉行「公民及品德教育大使」迎新會。大

會首先由生命教育組總負責老師朱國治老師致歡迎辭，

接著由李國佳校長致訓勉辭及頒發委任狀予各級公民及

品德教育大使。接著由負責老師向各級大使派發《公民

及品德教育大使》手冊，並簡介其作用。最後，負責老

師預告全年校內外的活動概況，鼓勵同學積極參與，多

關心社會國家事務，履行公民的責任，提升個人的品格

素質。大會還薄備茶點小食，供同學享用。同學在輕鬆

無拘束的氣氛下，互相交談，增加彼此的認識。 

國慶月認識國家圖片展暨中秋節燈謎競猜遊戲  

  為增進同學對五十七周年國慶日意義的瞭解、喚

起他們對祖國發展的關注及增進他們對祖國近況的瞭

解，公民教育組於國慶月舉辦「可愛的中華－譜寫科學

發展新篇章」圖片展，透過學校大堂展板展出國內近期

有關科學、科技等方面的成就。 
  今年國慶日適逢與中秋節在同一星期內，公民教

育組利用中秋猜燈謎的形式，舉辦國家常識問答比賽，

同學只須於十月三至六日小息、午膳及課後任何時間

到學校大堂觀看張掛在大堂天花的四十個傳統花燈及

燈謎，並把答案填在參加表格上，放回收集箱，便有機

會贏取精美禮品。活動期間，同學既能增加對國情的認

識，又能寓學習於遊戲，可謂一舉兩得。 
 

「認識祖國、認識香港」網上問答比賽 2006 

  本校參加由「香港青年協進會」主辦的「認識祖國、

認識香港」比賽，同學於十月一日至十日期間，登上有

關網站，在十五分鐘內回答三十道題目，包括中國和香

港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歷史、地理、時事、體

育等不同範疇。參加的同學表現出色，成功進入於十一

月中旬假理工大學舉行的決賽。 
 
「行政長官與青年真情對話」座談會  

  本校十二名中五至中七級同學在公民教育組的安

排下，於九月二十日（星期三）下午參加由教統局假伊

利沙伯體育館舉辦的「行政長官與青年真情對話」座談

會。十二名同學與來自不同地區中學及大專院校的近

千名同學直接與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對話，聽取曾特

首談他的施政理念、未來政府工作重點及各項政策方

針。該座談會不但增加同學對政府政策及特首為人的

瞭解，還擴闊同學的視野，是一個難得的學習機會。 
 
開學及國慶升旗禮  

  新學年開學首天，公民教育組在操場安排升國旗

禮，由生命教育組朱國治老師主持。全校師生於十時十

五分齊集操場面對旗桿，在雄壯國歌樂曲播放下，升旗

隊九名升旗手，緩緩把國旗、區旗及校旗升掛。升國旗

禮完畢後，全體師生隨即到禮堂參加新學年的開學禮。 
  為配合國慶節日，公民教育組於國慶假期後第一

個上學天十月三日（星期二）早上於操場舉行升國旗

禮，並邀得李國佳校長及七文班嚴仕平同學擔任演說。

李校長勉勵同學，多關心及瞭解祖國，努力讀書，追求

卓越，將來能夠報效國家。嚴仕平同學則跟同學分享她

於今年四月參加由教統局舉辦的「國民教育之旅 ---北
京研習體驗」的體會，她的講話對啟發同學關心國家、

貢獻社會起到不少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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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署「市區重建」講座及 2006-2007年度外展計劃開幕禮  

  本校獲邀參加規劃署本年度外展計劃展覽暨開幕

禮。該計劃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專題講座，第二部

分是外展計劃展覽暨開幕禮。前者由規劃署人員於九月

十三日（星期三）班主任課時間舉行，後者於九月十九

日至二十一日（星期二至星期四）在本校禮堂舉行。整

個活動由規劃署主辦，本校公民教育組協辦，並於九月

二十一日（星期四）圓滿結束。展覽期間，參觀的同學

非常踴躍。 
  計劃第一部分由規劃署人員主持，講者透過扼要簡

明的簡報，適當的實例，引導同學回顧本港市區重建的

發展、認識規劃署的工作及成果。講座期間，同學表現

專注，樂於回答講者提問。 
  該計劃的開幕禮則由規劃署主持，於九月十九日

（星期二）上午十一時假本校禮堂舉行，獲邀的主禮嘉

賓除本校李國佳校長外，還有東區區議員麥順邦先生、

東區民政事務助理專員李秀鳳女士及教統局首席教育

主任譚貫枝先生，出席開幕禮的本校師生包括兩位副校

長、公民教育負責老師及中六級同學。 
  開幕禮首先由規劃署署長致辭，她簡介規劃署的工

作範圍、服務的目標及外展計劃的意義，並呼籲同學積

極表達意見，共同推動本港的城市規劃工作。規劃署本

年度外展計劃隨著主禮嘉賓剪綵儀式結束後正式開始，

而嘉賓先前往禮堂參觀展板，本校師生也離座參觀。禮

堂所見展板前同學或聚集參觀，或閱讀規劃署派發的資

料單張、或向規劃署當值人員詢問詳情。接著老師同學

享用大會的茶點後，便分班前往停泊於操場壁畫前的流

動展覽車參觀。 
  為讓其他同學把握機會認識政府的規劃工作，學校

又安排同學於地理科及通識科上課時間，由任教老師帶

領同學前往展場參觀，而其他同學則可在展覽期間之小

息午膳及課後時間自由參觀。 
  展覽期間，同學對展出內容均大感興趣，對激發同學對

公共事務的關注及表達個人意見，起到積極的作用。 

中一新生迎新日  
  本校為歡迎中一級同學加入金文泰大家庭，特於八
月二十六日下午，假學校禮堂舉行「中一新生迎新日」，
出席的學生和家長非常踴躍，禮堂內座無虛席，場面熱
鬧。家長教師會為支持學校的活動、實踐家校合作的精
神，畢國偉會長連同幹事會全體幹事及數十位小組委員
積極參與活動，與老師合作擔任小組討論的組長，為中
一家長解答各種問題，討論氣氛熱烈。 
 
黃昏雅聚  
  家長教師會於九月二十九日舉辦本年度首次的「黃
昏雅聚」，共有一百一十三位家長參加。首先，家長在
副校長、老師及家長幹事委員的帶領下，分批參觀校園
及教學設施。接著是「如何輔助子女適應校園生活」講
座時間，先由李國佳校長致歡迎辭，其次由教務主任黃
炳耀老師介紹「三三四」新學制，繼而輔導主任施美芳
老師鼓勵家長主動聯絡老師及社工，一起支援學生成
長。社工馮婉嫻姑娘以「青少年成長需要與電腦網絡的
關係」為題，提醒家長須瞭解子女成長的需要及子女使
用電腦的情況，避免因子女使用電腦的問題而傷害親子
關係。訓導主任馮玉珍老師則提請家長督促子女遵守校
規。  

  講座後，十數位家長繼續留下，列席家長教師會的

幹事會會議。家長和老師深入討論家長教師會舉辦的各

類活動的意義及安排等事宜，家長對學校的各種政策更

提出不少寶貴意見。會議氣氛和諧，充分體現家校合作

的精神。 
 
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暨家長代表選舉 

  第二十四屆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暨家長代表選舉，

於十月二十七日（星期五）下午六時至九時三十分假本

校禮堂舉行。當天除選舉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代表及家

長教師會新任委員外，還設家長教師聯誼晚宴，希望各

位家長踴躍參加，並積極考慮競選新一屆學校管理委員

會家長代表及家長教師會委員。 

 
悼念前家長教師會主席梁中昀先生  
  本校前家長教師會主席梁中昀先生於二零零六年

九月八日下午不幸離世，本校全體員生深感哀悼。為讓

全體師生追思、緬懷梁先生的為人風範及對本校家長教

師會的貢獻，家長教師會把梁先生生前參與學校教育活

動的事跡及講話內容，張貼於展板上，供師生閱覽；又

在家長教師會室設置弔唁冊，供教職員簽名悼念。 

李國佳校長應邀主持規劃署外展計劃開幕禮 



2006年 9月 – 10月份通訊  
第  12 頁 

  

學生會消息 

敬師日  

為發揚同學「尊師重道」的精神和建立師生間的融

洽關係，學生會內閣成員於九月八日（星期五）全港敬

師日舉行前夕的早上在學校大堂向每位剛抵達校園的

老師贈送別緻的小禮物，並在大堂播放敬師歌曲，藉此

表達同學對師長的敬意。當天，家教會家長委員亦準備

了精美實用的禮物送給老師，藉此向校內辛勤的老師致

以衷心的謝意。  

 
 
 
 
 
 
 
 
 
 
 
 

 

 

 

公益金便服日 

  為響應公益金籌款活動，本校於今年九月二十九

日(星期五)舉行「公益金便服日」，同學只須在當日捐

助善款，便可穿著便服回校上課。當日活動十分成功，

全校師生共約一千人參與。籌得款項共25095.80元，而

籌得最多款項的班級是一文班，善款達2744.0元。 

 
 
 
 
 
 
 
 
 
 
 
 
 
 
 

第十四屆學生會選舉  

  第十四屆學生會選舉已於十月十六日(星期一)舉

行。本學年度共有兩個內閣參選，包括「TRIANGLE」

及「EXPLORER」；兩組候選內閣之成員在宣傳時各

出奇謀，在答辯大會上互相質詢，加深了同學對兩候選

內閣政綱的瞭解，有助他們選出真正能代表全體同學

利益的新內閣。在十月十六日（星期一）投票當日，同

學均踴躍投票，投票率超過九成九，結果「TRIANGLE」

以  486 票勝出，成為新一屆學生會。新內閣於十月二十

日（星期五）就職，準備應付新一年的挑戰！ 

第十四屆學生會幹事名單如下： 

主 席      ：   鄧德盛（六忠） 

副主席 (外務)    ：   黃啟亨（六行） 

副主席 (內務)    ：   葉瑋麟（六忠） 

秘 書      ：   畢家俊（六忠） 

司 庫      ：   李嘉浩（六忠） 

總 務      ：   江泰運（六忠） 

康 樂      ：   黃建堯（六忠） 

聯 絡      ：   葉詠茵（六文） 

公 關                ：   錢維佳（六文） 

美術總監           ：   陳詠晶（六忠） 
 
 
 
 
 
 
 
 
 
 
 
 
 
 
 
雨傘暫借服務  

  為方便在雨天忘記攜帶雨傘的同學，學生會繼續

為同學推出雨傘暫借服務。 

 
球類外借服務  

  為方便同學於午膳及放學後進行各類型的球類運

動，學生會繼續為同學提供球類外借服務，使同學在課餘

時間能夠鬆弛緊張的學習心情及鍛煉強健的體魄。 

老師和學生於敬師日前夕在學校大堂合照 

顧問老師與學生會幹事合照 

校長，副校長及顧問老師與學生會幹事合照 



2006年 9月 – 10月份通訊  
第  13 頁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消息       

 

水 運 會 消 息 
     

水運會 

  本校43周年水運會已於十月十日（星期二）假維多

利亞公園泳池順利舉行。大會有幸邀得半島扶輪社社

長蒙兆怡小姐蒞臨頒獎。今年各項比賽中，除學生踴躍

參加外，更獲得校友及家長們鼎力支持，增加了學生、

校友及家長親子接力比賽等項目，令賽事生色不少。 

 
當日賽果如下： 

最佳男運動員：江泰運（六忠） 

最佳女運動員：程欣茗（六行） 

 
社際全場總冠軍：信社  

社際男子總冠軍：行社  

社際女子總冠軍：信社  

啦啦隊冠軍：信社  

啦啦隊亞軍：行社  主禮嘉賓半島扶輪社社長蒙兆怡小姐與 

本屆最佳男女運動員合照 

大學聯合招生辦法報名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於九月廿六日（星期一）為中

七級同學舉辦了「大學聯招網上報名」工作坊。梁健

正老師、楊雅姬老師及陳彩鳳老師分別向七文、七行

及七忠班同學簡介聯招網上報名須知、報名細節以及

從報名至聯招放榜期間的各項重要日程和應注意事

項，並且為同學即時作網上登記。 

 

『聯招』選科小組面談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於九月底至十月中旬為中七級

同學安排「聯招」選科小組面談活動，由陳彩鳳老

師、 陳美珍老師、何善怡老師、梁健正老師、施宇昕

及楊雅姬老師負責，目的是個別與中七級同學討論課

程選擇，讓其更瞭解有關「聯招」選科策略、辦法及

細節等，使同學能作出最適切的課程選擇。 

 

中五級畢業生出路講座 

  為使同學對中五畢業後的升學及職業訓練選擇有

所瞭解，並能及早為自已的前途定下清晰的目標，升

學及就業輔導組負責老師梁健正老師於九月五日（星

期二）為中五同學舉辦了『中五畢業生出路』講座，

內容包括簡介中五畢業後各種出路、會考放榜程序、

會考成績與出路的關係，及中六選科須知等事宜。 

參觀各大學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在校友的協助下，分別於九月廿

三日、十月十四日及十月廿一日帶領同學參加科技大學

開放日、中文大學預科生輔導日及香港大學預科生諮詢

日之活動。同學反應非常踴躍，在就讀各院校校友的引

路及介紹下，同學對大學有關課程均加深了認識和瞭

解。 
 

二零零六年會考放榜朋輩同行輔導計劃 

  姚仲匡同學(七文)、劉少英同學(七行)、李蕊冰同學

(七行)、梁曉鋒同學(七行) 、冼敏瑤同學(七行)、陳傳韻

同學(七忠) 及湯文杰同學(七忠)於上學年完結時，參加

了由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舉辦之「二零零六年會考放榜朋

輩同行輔導計劃」，他們完成了是次訓練課程後，於會

考放榜當天協助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老師，為校內中五級

同學進行放榜輔導。 
 

二零零八大學聯合招生辦法講座(一)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於九月五日（星期二）為中六級

同學舉辦了「二零零八大學聯招講座(一) 」，目的是讓

中六級同學初步認識大學聯合招生之辦法，及各大學或

學科的特別收生要求，使同學可以及早為聯招報名作好

準備。講座由陳彩鳳老師簡介有關聯招辦法、大學及個

別學科入學基本要求及大學學位分配機制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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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獲獎消息 
   

   

課外活動組消息 

羽毛球學會  
  本校羽毛球學會聯同仇培良老師和李浩賢老師，
於十月一日 (星期日)參加由香港灣仔羽毛球會假灣仔
港灣道室內運動場舉行的「國慶杯羽毛球」比賽，經過
一輪激烈的比賽，我校運動員終脫穎而出，勇奪多項冠
軍，為校爭光。得獎名單如下： 

 
初中級 女學生組 冠軍  
隊員： 張詠紅（三忠）  黃嘉端（三忠） 
       楊芷恩（二信）  吳嘉敏（一忠） 
       徐曉茵（一忠）  謝稀雯（一信） 
 
高中級 女學生組 亞軍  
隊員： 羅慧賢（七文）  陳穗雯（六忠） 
       陳慧敏（六行）  劉婷婷（六行） 
       周怡敏（四忠）  伍秋萍（四行） 

 
初中級 男學生組 亞軍  
隊員： 蔡兆翔（三文）  楊子洪（二忠） 
       張振煒（二忠）  吳宇陽（二行） 
       楊嘉浚（二行）  曾俊揚（二文） 

 
高中級 男學生組 季軍  
隊員： 吳俊賢（六行）  吳駿樺（五信） 
       姚乙朗（五忠）  王俊彥（五行） 
       林嘉熙（五文）  王志中（四信）  
四社活動  
  四社幹事會已於二零零六年九月八日（星期五）經
同學選舉而順利誕生，各社旋即展開迎新活動。活動
中，幹事除介紹社導師，幹事成員外，更積極呼籲同學
踴躍參加社際比賽及啦啦隊比賽，以增加同學對社的
歸屬感。各社的迎新活動在一片歡笑中圓滿結束。 

四社社長名單  
文社             洪梓軒（六行）          楊妙紅（六忠） 
行社             吳俊賢（六行）          李菀梓（六文） 
忠社             陳廣鍵（六忠）          陳穗雯（六忠） 
信社             蔣鴻誠（六行）          林倩如（六行） 
 
樂器示範音樂會  
  音樂科於九月五日（星期二）舉辦樂器示範音樂會，
為中一級同學介紹樂器班的樂器，並由導師示範及演奏，
節目包括小提琴獨奏、長笛獨奏、單簧管獨奏、木琴獨奏
及弦樂合奏等。 
 
唱校歌訓練  
  歌詠團幹事於九月十一日至九月十四日（星期一至
星期四）為中一級同學舉行唱校歌訓練，同學表現理想。 
 
樂器班  
  音樂科共開設十一班樂器班，並已於九月十六日
（星期六）開始上課，共八十一位同學參加。 
 
美術學會  
  美術學會聯同二十三位成員於九月十五日（星期
五）赴香港藝術中心參觀一個名為「 Paragdigm Shift」典
範轉移的畢業展覽。該展覽除了展出陶藝、繪畫、裝置
藝術、攝影等不同類別的藝術，還包括本校陶藝導師佘
美明及校友馬浩雯的作品，參觀的同學還即場參與互動
藝術活動，大顯身手，氣氛熱烈。 

數學科  
  顧國豪老師和李銘賢老師於七月份帶領九位同
學參加由香港當代數學奧林匹克學會主辦之「2006香
港首屆希望杯中小學數學競賽」成績優異，其中二文
班吳子程獲三等獎、五信班洪宜良、吳駿樺、郭家欣
同學均獲優異獎，李銘賢老師獲最優秀數學教師獎，
本校更榮獲最佳培育獎。 
 
「我的祖國暑期閱讀國情獎勵計劃」 
  公民教育組於暑假期間參加了由香港小童群益
會主辦的「我的祖國暑期閱讀國情獎勵計劃」，三行
班姚卓維同學榮獲二等獎。 
 
紅十字會  
  本校紅十字會青年團第122團成功衛冕二零零五
至二零零六年度「北角杯」，連續三年贏得此項殊榮。
該比賽旨在促進團隊均衡發展，鼓勵團隊踴躍參與總
部舉辦之活動，並加強團隊成員的責任感。本校紅十
字會憑著全年優良的表現，再次獲嘉許為港島總部北
角區的最佳團隊。  
「優異旅團獎勵計劃 2006」  
  本校男童軍隸屬於香港童軍總會第七十六旅童
軍團，今年參加由香港童軍總會舉辦的「優異旅團獎
勵計劃2006」，經過總會的嚴格評選，包括檢視旅團
行政管理及童軍團員的各項表現等，本旅團童軍憑卓
越之表現，獲評為本年度優異旅團之一。 

傑出環保大使獎 
  去年就讀六行班黃熙同學  (現已遠赴英國留學)榮獲
2005至2006年度傑出環保大使獎，頒獎典禮已於二零零
六年十月三日(星期三)假聖公會奉基小學禮堂舉行。 
 
徵文比賽 
  本校七行班李蕊冰同學和劉美霞同學參加由香港東
區家長教師會聯會舉辦十周年徵文比賽，分別獲得亞軍
和季軍。 
 
2006年香港義工長期服務獎 
  本校陳繼焱先生(師叔)熱心服務，長期擔任本校羽毛
球隊義務教練，榮獲社會福利署頒發2006年香港義工長
期服務獎，有關之頒獎典禮將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日
(星期六 )假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邵逸夫堂舉行。 
 
下列校友榮獲大專院校之獎學金  

姓名  大專院校  學系  獎學金／獎項  

林慶敏 香港理工
大學 

服務及紡織系 Stephen Kam Chuen 
Cheong Memorial 
Travelling  
Scholarship 

鄭之璿 浸會大學 音樂系 Dean’s List 

譚桂行 香港大學 機械工程系 Dean’s Honours Li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