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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十一月號

英文科
為表揚 10 月份積極參與英語網上學習之同學及班別，英文科已邀請校長於早會頒發證書
給獲獎同學及班別。10 月份最傑出表現的學生為 1B Mahakdeep Kaur、 1B Limbu Ujwal、
2A Liu Kam Hung、2B Faraz Sunnah、4A Gurung Eliza、Thapa Shradhda、5B Kwok Yee Kei、
5B Cheung Pui yee、5D Wong Chun Wai 及 6A Pun Aakrit。10 月份最積極參與的班別為 5B、
3B 及 1B。
通識科
1. 香港理工大學專上學院邀請本校協辦「中日關係與通識教育」講座，鄧錦輝老師以「全
球化與中日關係」為題演講。
2. 通識教育科邀請「可持續發展委員」
，為中五級同學舉行有關處理廚餘的工作坊，以便撰
寫獨立專題探究。
3. 4C 梁斌同學於扶輪社舉辦的「模擬立法會辯論比賽」榮獲「最佳表現獎」。
教務組
教務組聯同中文科、非華語中文科、英文科、中史科、歷史科、家政科、音樂科、視覺
藝術科及圖書館，於 11 月 4 日至 7 日舉行民族文化週。各科於午膳期間舉辦各式各樣的午間
活動，例如：祝福中國、文化中國、美食之城、世界民族扇、南亞裔民族節日體驗、手繪藝
術、中國傳統民間遊戲、世界音樂、尼泊爾遊戲等，讓不同種族的學生一同認識各國文化，
以達到民族共融的目的。
活動組
1. 參加扶輪社舉辦的「傷健共融：三千人手牽手世界紀錄」活動，成功創造新的健力士世
界紀錄。
2. 舉辦戶外學習日，安排各班到郊野公園活動，享受郊野優美的環境。
3. 舉辦「領袖生就職典禮」
，學生會會長、四社社長、風紀隊長、圖書館學長、升旗隊隊長
等領袖生宣誓就職，並邀請半島旭日扶輪社社長宋麗芬女士擔任監誓嘉賓。
4. 安排有興趣的同學到葵青劇院參加中英劇團舉辦的「戲劇教育工作坊」。
5. 協助學生會舉辦「班際羽毛球比賽」，各班同學踴躍參加。
公共關係組
公共關係組獲邱帶娣議員辦事處邀請，擔任 11 月 17 日「長者日-笑意融和長者心」活動
表演嘉賓，以本校非洲鼓隊的雄壯鼓樂為活動展開序幕，其後本校雜耍隊表演中國雜耍，為
在場長者帶來歡樂。

訓輔組
1. 11 月 8 日，訓輔組於王兆生領袖訓練學院舉行中四級成長日營，讓學生進行分組活
動及接受各項任務，以培養團體合作精神及自信心。
2. 為鼓勵同學愛護校園，注意校園清潔及衛生，輔導組舉辦 2013-2014 年度「校園清潔標
語創作比賽」，得獎名單如下 :
初級組
冠軍 : S.1B
Rub the floor, make it clean.
Environment must be green.
To keep it nice, we should clean out all the mice!
亞軍 : S.3A
美好校園是我家，同心清潔靠大家。
-馮世杰
季軍 : S.2A
美麗校園是我家，家裡不能環境差。
-黃松鵬

-Gurung Sunil Kumar

高級組
冠軍 : S.6A
East and West, cleanliness is the best.
Let’s clean our mess, with our best!
- Gurung Narmata
亞軍 : S.4B
垃圾減少，環境清新。
地方整潔，人都開心。
-袁澤森
季軍 : S.4A
Let’s stop being mean,
and keep our campus clean. - Maden Asmita
3. 輔導組舉辦個人勤到守規比賽及班際勤到守時比賽，以培養同學守時的良好習慣，
並獎勵遵守校規的同學。第一期個人勤到守規比賽得獎學生共 117 位，班際勤到守
時比賽結果如下 :
組別
初中級 (S1-3)

高中級 (S4-6)

勤到獎

守時獎

冠軍：
亞軍：

1A
2A

1A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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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

4C

5C

亞軍：

5C

4C

季軍：

5D

5A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1. 6A Thapa Magar Purab 同學修讀航空學，獲羅氏慈善基金及教育局合辦的「高中應用學
習獎學金」。
2.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IVE)將會舉行開放日，地點及日期如下﹕
IVE(柴灣、黃克競、青衣)
11 月 29 日及 30 日
IVE(葵涌、摩理臣山、沙田)
12 月 6 日及 7 日

3.

4.

5.

IVE(李惠利、觀塘、屯門)
12 月 13 日及 14 日
開放時間為上午 11 時至下午 5 時，免費入場，有興趣的學生和家長可自行參觀。
此外，職業訓練局課程於 11 月 28 日開始招生，中六同學可於參觀院校時即場網上報讀
IVE 高級文憑或基礎文憑課程，亦可到網址:http://www.vtc.edu.hk/admission 自行報
名，報名費用為港幣 130 元。
有意到臺灣升學的同學請留意：個人申請將於 11 月 15 日至 12 月 31 日進行報名，有意
申請者請至海外聯招會網站（網址：http://www.overseas.ncnu.edu.tw/content/a01）
，
點選香港學生適用簡章，參閱申請資格與申請方式等規定。報名手續需時，請有關同學
及早準備。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推薦多名 5A 班學生參加元朗警區「喜瑪拉雅計劃」，逢星期一、三放
學後於元朗警署上課，計劃內容分「學長訓練計劃」及「中文研習班」兩部分。
「學長訓
練計劃」包括警察招募講座，由現役非華裔警員分享經驗，以及由警察義工就警員遴選
程序，如體能測試、自我介紹、小組討論及最後面試，提供相關訓練；而「中文研習班」
先由中文老師評估學員的中文語言能力，再就閱讀理解、公文寫作等考試項目進行練習。
同學表示計劃能提高中文水平，有助他們通過政府語文考試，以及增加他們加入警隊的
機會。
為讓同學更瞭解國內升學情況，擴濶升讀大學的選擇，升學及就業輔導組邀請香港教育
資源中心，於 10 月 31 日為中四至中六學生提供內地升學的最新資訊。

公民教育及德育組
1. 11 月 14 日，邀請明光社為高中同學舉行性教育講座，講題為「同性戀多面睇」
，讓同學
明白聖經教導，並了解同性戀者的心理需要，以及明白彼此尊重的重要。11 月 28 日，
為中四級本地班邀請明光社舉行性教育工作坊「戀愛與婚前性行為的誘惑」
，而為中四級
非華語班邀請善導會舉行性教育工作坊「親密之旅(一)」
，以培養高中同學正確性觀念。
2. 11 月 28 日，邀得明光社為初中同學舉辦「廣告與消費陷阱」講座，讓學生了解廣告與
消費的關係，以提升同學自我克制的能力，避免過度消費。
3. 11 月 28 日，舉行中五及中六級班主任課，題目為「學校裏的公平(一)」
，藉學校生活事
例，與學生探討公平要義及其對個人和群體之影響。
4. 與童軍知友社駐校社工合辦義勇軍，以鼓勵同學參與義工服務，其中非華語義工組共 12
位同學，已於 11 月開始接受一連 6 次由專業導師指導的理髮培訓，準備為元朗區長者提
供理髮服務。
5. 為鼓勵同學愛護大自然，並培養同學種植興趣，一人一花活動已經開始。今年栽種新畿
內亞鳳仙花，約 150 位同學報名參加，反應踴躍。1A 及 3A 班獲得班際最積極參與獎。
11 月 21 日舉辦種植講座，讓同學對花卉種植有基礎認識。同學可帶盆栽回家栽種，並
於 2014 年 2 月 25 日至 28 日把盆栽帶返校園，參加花卉欣賞會，展示種植成果及競逐花
枝招展大獎。
6. 為關注非華語同學的心理和情緒健康，以及他們的人際關係發展需要，本校邀請了基督
教勵行會於今年 11 月至明年 2 月為中一及中二非華語同學舉辦五次成長課程。
喜訊
1. 本校畢業生陳子揚同學現就讀浸會大學社會學社會科學學士(榮譽)課程，於2012-13學年
獲「學院成績優異榜」。
2. 本校畢業生李美琪同學現就讀浸會大學體育及康樂管理文學士(榮譽)課程，於2012-13
學年獲「學院成績優異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