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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二月通訊

賽馬會官立中學賽馬會官立中學賽馬會官立中學賽馬會官立中學
校訊

關注事項 (一)：承擔責任，勵勉力行—自學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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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關注事項（一）的工作重點包括透過一系列計劃，加強學生履行一己責任的意識，進一步養成自學的習慣；并

藉訓練學生擔任學會幹事或相關職份，從而服務同學，培養個人責任感。

自學成長方面，本年度中英文科引進“Formative Instructional Practices Project”，藉提昇學與教的師生互動，及加強評

估學習目標，提高同學在課堂上的主動學習動機。此外，全校推行「積極學習獎勵計劃」，激勵同學積極進取；由於此計

劃要求嚴謹，獲獎同學獲廣泛肯定，對其他同學的學習態度有正面的影響。本年度學校繼續優化課室電子教學設備，如於

eClass系統建立各班群組，增加同學與老師及同學互動、交流的機會；同學亦可在每天放學後到電腦室搜集資料、研習功

課，審量自學，從而促進個人的自學能力。此外，同學透過學生輔導組推行的「目標協約書計劃」，有效學習自行訂定個

人的人生目標及成長路向。

培養學生成為領袖方面，訓導組於8/2013舉行領袖生訓練營，提升了領袖生的領導才能、協作能力及維持學生秩序

的技巧。「大哥哥大姐姐計劃」的訓練課程，加強了高年級大哥姐關懷及照顧初中同學的能力。在課外活動組積極舉辦領

袖培訓課程下，各學生領袖積極參與推動全校事務，服務同學，貢獻學校，如：總領袖生及學生會主席帶領全校師生唱校

歌、學生代表以普通話及粵語於全校早會宣佈課外活動、總領袖生於早會代表訓導組宣佈學生紀律事務等；另學生會漸次

能自主自治，籌辦大型活動，如：學生會全級班會聯席會議，搜集同學對校務的意見；DJ電台廣播、聖誕歌唱比賽、便服

日籌款及球類比賽等。各項活動反應良好，反映學生領袖的策劃能力有長足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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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5年「學校發展計劃」已於去年展開。計劃包括兩大關注事項，分別是：（一）承擔責任，勵勉力行；

（二）提升學生律己敬人意識。而本年度的工作重點為：「自學成長」及「自重重人」。

關注事項(二)：提升學生律己敬人意識—自重重人
學校三年發展計劃的關注事項(二)：提升學生律己敬人意識已進入第二階段—自重重人。從四個範疇：(Ⅰ)加強提升學

生自我形象，(Ⅱ)強化學生尊重別人及注重公德的意識，(Ⅲ)加強班級經營，(Ⅳ)強化融合教育，提升學生尊重自己和尊重
別人的意識。

加強提升學生自我形象方面，訓導組除注重同學的校服儀容外，更強化領袖生的端莊整潔形象，以作同學的模範，全
校校服儀容違規情況比上學年下降。而輔導組於25-27/9/13為中一學生舉辦青苗營，全級中一學生參與，整體表現較去年為
佳，三日兩夜的訓練營著重教導學生與人溝通，建立良好人際關係，提升自重重人的意識，效果令人滿意。

至於強化學生尊重別人及注重公德意識方面，透過各種活動，包括早會短講，領袖生加強巡查以使學生更愛護校園。
亦配合輔導組「自我完善計劃」，鼓勵學生為校服務，正面回應愛護校園，尊重別人的訊息；校園清潔情況整體亦有所改
善。而為中二級同學於13-15/11/13而設的茁壯營，亦能透過各項活動強化學生尊重別人的意識，建立良好人際關係。

為加強凝聚力，本年度優化班際盃計分制度，設體育、藝術及精神面貌等不同性質的比賽，加強參與性與競爭性。直
至2013年12月12日為止，2A、4B、5D三班暫時領先。另舉辦「清潔一分鐘」、「禮貌與清潔運動」提倡愛護校園精神之
餘，又能加強各班的團結性。

融合教育組為加強支援老師協助有需要的同學，特別於9/10/13第一次教職員專業發展日，邀請教育心理學家到校主持
工作坊，也分別為初中及高中的老師舉行了兩次支援會議，講解融合生的情況和教學策略。此外，又透過不同的活動及補
習班，如魔術班、數學及通識專科班等，提升學生共融互助，尊重他人的意識。各項活動反應良好，達致預期效果。

關注事項(二)各項計劃正逐步推行，效果漸見，師生同心共建和諧校園。

教育局優良顧客服務獎勵計畫
為進一步提昇教育質素，培育學生全人成長，配合社會發展需要，我校於最近兩學

年在校政上作出大幅度的檢視和改革，優化了訓輔政策、課程結構、教師專業發展、資

源分配及行政流程等。兩位副校長（賴炳輝先生和林月華女士）於校長帶領下，竭盡所

能，積極襄助校務的更新、推展及施行，取得顯著的成果。為此，兩位副校長一同獲教

育局頒發二零一三年第三季優良顧客服務獎，以嘉許他們在改進學校的努力。
林月華副校長和賴炳輝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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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導組
訓導組今學年的目標是培養學生自重重人，進一步提

升同學的品德情操。有見於上學年設分級負責老師，無論

在師生互信及對學生有更多的關顧方面都有顯著成效，今

學年繼續採用分級負責老師制。各級的負責老師如下：

中一級：陳海欣老師、周以恒老師

中二級：胡綺濂老師、蔡金鎮老師

中三級：馮慧沂老師、馮沛然老師

中四至中六級：盧鳳儀老師、洪拱照老師

新一屆領袖生已於2013年7月甄選完畢，並於13-14/9/2013在長洲鮑思高營進行了兩天一夜的訓練營。由盧鳳

儀老師、洪拱照老師及胡綺濂老師帶領，強調責任感及使命感，提高團隊士氣及合作性。9月14日早上，袁家頌校

長、賴炳輝副校長及林月華副校長更親臨營地為同學加油打氣。

25/9/2013全體領袖生在中三至中六級同學見證下，由總領袖生5B林小

桐、湯曉童帶領，在校長及兩位副校長面前宣誓，竭力忠誠肩負領袖生的職

責，儀式簡單而隆重。

為再度提升士氣及讓領袖生有

互相支持的機會，訓導組在12月21

日特別為領袖生在長洲鮑思高營安

排了一日的跟進培訓營，在盧鳳儀

老師、胡綺濂老師及周以恒老師帶

領下，領袖生們同心協力，迎難而

上，接受各項挑戰，將團體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經過一日的訓練，大家都

抖擻精神，為積極協助學校維持秩序，服務同學作好準備。

在高空繩網活動中，領
袖生發揮團結精神，互
相鼓勵和支持。

在一連串領袖訓練中，領袖生努力解
難，全情投入，樂在其中，表現自信
一面。

在13-14領袖生就職典禮裡，總領袖生長在
校長及副校長的見證下，承諾竭盡所能，為
學校服務。

同心合力，達成任務。攜手邁步，挑戰難關。

學生輔導組
★ 中一級青苗營

學生輔導組於9月舉辦「中一級青苗營」，目的是透過團體活動，增強中一新生的凝聚力，讓同學們彼此認識，

盡快投入新的學習環境。營內節目豐富，包括多項集體遊戲，如講求合作性的保蛋挑戰和捕蛋行動；而考驗體力及

耐力的遠足活動最能讓同學體現互助互愛的精神；還有天才表演大匯演、漫遊四季、社際大競技等，同學們都各展

所長，發揮潛能。營內氣氛熱烈，同學們在挑戰中渡過了既刺激又愉快的三日兩夜。

★ 中二級茁壯營
｢中二級茁壯營於11月舉行，同學們能從遊戲中學習到如何與人相處。三日兩夜的活動中，同

學們積極投入，體諒包容，互相尊重。如天下太平活動中，大家合作創製一個城堡，完成後以炮

台對戰。製作過程中，雖然不斷失敗，但組員之間學習到齊心合力沒有抱怨。盲俠行活動須矇上

眼睛讓身邊的同學帶領在戶外夜行，這令大家學習到信任同伴的重要。另外，馬灣定向、「Top 
of the world」及仙人掌等活動，發揮了同學的團隊精神，加強彼此之間旳溝通能力，有助建立融

洽和諧的校園生活。

★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中四、中五級的學長，與中一級同學配對，透過日常接觸和集體活動，照顧中一級同學

的需要。學長們在10月完成了3節訓練課，學習溝通技巧，有助提升照顧學弟妹的信心，他

們並於迎新派對為中一同學設計及帶領集體遊戲。11月、12月期間，已舉辦室內射擊活動及

雜耍興趣班的訓練。

★ 青少年入樽計劃2013
青少年入樽計劃為熱愛籃球運動的同學提供籃球訓練、關懷社區及前途探索的機會。

本年度本校的男子隊及女子隊皆入選計劃。籃球訓練由11月開始，並參加了護老院長者探

訪、「馬年歲晚家居大掃除」及「獨居長者送飯」等義工服務。 

★ 親子平行小組
親子平行小組於10月至12月舉行了4節活動，讓家長透過遊戲、處境短片、個案分享及

討論，學習與子女相處的技巧及如何處理子女情緒，增強父母、子女之間的溝通和了解。

本組還在全校推行「我做得到」龍虎榜、摘星計劃─校內熱心服務、「自我完善」計

劃I-Pad (I-Positive Attitude Development ) Scheme、簽訂「目標協約書」和「我的小觀

察」等一系列活動，鼓勵同學自學成長、自重重人。

中二級茁壯營─「Top of the world」

大姐姐照顧學妹─室內射擊訓練

中二級茁壯營─「Top of the world」中二級茁壯營─「Top of the world」

大姐姐照顧學妹─室內射擊訓練大姐姐照顧學妹─室內射擊訓練

為長者歲晚大掃除，幫助長者清潔家居

親子遊戲中學習溝通技巧親子遊戲中學習溝通技巧親子遊戲中學習溝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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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組
生命教育組於上學期分別為初中及高中同學舉辦講座。

10月2日為初中同學舉辦名為「生命I love you」講座,當日邀請兒童癌病基金

社區服務經理黃鳴先生作分享，透過兩個患癌兒童慧慧和鈞鈞的生命經歷，讓學

生學懂珍惜生命，從而啟發學生思考生命的意義和體會生命的可貴。

以下是2C班一位同學在作文中的反思：

「生命不是理所當然的，生命也許是珍貴的，也

許是沒趣的，那取決於你對生命的態度及觀感，這是

你與生命的相交。」

10 月25日邀請香港首位失明女作家及音樂創作人汪明欣小姐為高中同學分享自重重

人的主題。當日汪小姐以自己成長的經歷及生活體驗，勉勵同學須培養出尊重自己和懂

得尊重別人的良好品德，否則無論學歷如何高超，知識如何淵博，家財如何豐厚，在社

會上都未必得到別人的接納、尊重。最後汪小姐以優美歌聲帶領全體同學同唱“Proud Of 
You”，既勉人也為自己打打氣。

講者引導同學反思生命的意義

講座後負責老師與汪明欣小姐合照

融合教育組
學校有適切的程序鑑別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並因應《殘疾歧視條

例—教育實務守則》的要求，設立融合教育組統籌有關工作，讓學生得

到平等教育的機會。

支援學生方面，本組開辦了小班形式的功課解難小組，逢星期四、五

舉行，為初中學生在學習困難上給予支援。另外，本組亦開辦了數學及通

識專科班以滿足高中同學在學業成績上的追求。

除了學習支援外，本組亦關注學生的心理發展及其他成長需要，因此

本組舉辦了初中及高中知己知彼—社交溝通小組及激發人際與領導潛能

小組，逢星期二、三舉行，透過結合青少年心理輔導理念之訓練活動，從

而讓學生學習適切談話技巧及與別人建立友誼的方法，重點啓發融合生的

人際、內省及自我提昇的潛能。

融合教育組還與校外社區資源機構─Hong Kong Youth Magic─合辦魔術工作坊，透過學習魔術提升學生腦部

及身體的靈活性，在表演魔術的過程中帶來滿足感。

為了提升有言語障礙的融合生的說話能力，本組與保良局開辦言

語治療班，為他們提供針對性的言語治療服務。

今個學年，本校成功申請校本教育心理服務，教育心理學家會透過

定期訪校(每月兩次)，就學校系統、教師支援及學生支援三個層面，支

援學校的發展工作，加強支援學校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本組每

月會與教育心理學家進行兩次會議，了解融合生的評估進度及檢討支援

策略。另外，教育心理學家於教師發展日(2013年10月9日)到校舉辦讀

寫障礙工作坊。

初中社交班—透過各種訓練活動讓同
學學習適切談話技巧及與別人建立友誼
的方法

教育心理學家於教師發展日(2013年10月9
日)到校舉辦讀寫障礙工作坊, 讓老師更了解
如何支援有讀寫障礙的學生。

學生會
學生會候選內閣Puzzle及Cypress在十月下旬經一輪宣傳及

選舉後，分別取得262票及240票， Puzzle最終當選成為本年度

學生會。Puzzle的內閣成員為梁頌軒（主席）、勞振鴻（內務副

主席）、曾銘鋒（外務副主席）、鍾家豪（財政）、梁詠竣（財

政）、陳詩琪（文書）、劉振偉（總務）、方奕韜（康樂）、

劉耀權（康樂）、段志宇（康樂）、黃揚琛（聯絡）、程彥翔（宣

傳）、李雪晴（宣傳）及林麗欣（宣傳）。

學生會於上任後舉辦了多項活動，包括DJ電台、文具買

賣、自組籃球比賽、中六級「與校長茶聚」、學生會及中四班

會聯席會議和聖誕聯歡會。

聖誕便服日籌款及歌詠隊

中二級茁壯營─「Top of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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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I) 中六升學及就業準備輔導活動

為讓中六同學更好策劃自己畢業後的升學或就業方向，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安排了多項講座及活動，包括「生涯

規劃」三日兩夜宿營、模擬放榜活動、參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青衣分校)、多元升學講座、城市大學入學講座、國內

升學講座、舊生分享會、撰寫「個人自述」講座及大學面試攻略講座等。此外，本組也安排同學參加「香港事業性

向測試」及為同學進行小組面談，以讓同學認清自己性格，訂定個人路向。

「生涯規劃」營：

在長洲明暉營山明水秀的環境下，同學認識個人的強項和
限制，體驗生涯規劃的重要。

透過遊戲增進了同學間彼此的感
情，凝聚了班會的團結力量。 各組員團結合作，務求完成任

務。同學明白要邁向成功，必先
有良好的策劃。

模擬放榜活動：

在「模擬放榜」活動中，同學能
預先體驗放榜當日感受，學習面
試技巧、掌握資訊的方法及嘗試
為自己升學或就業作出選擇。

(II)「高中新丁」迎新日

為 協 助 剛 升 上 高 中 的 中 四 同 學 適 應 高 中 學

習，本組於九月初舉辦了「高中新丁」迎新活

動，讓同學為自己在高中階段定立目標、學習時

間管理和處理壓力的方法。

有志加入警務處的同學們加油啊！

(III) 校外獲獎：商校家長
      計劃「卓越表現獎」

在2012-2013年度中，中四級三十位
同學參加青年企業家發展局主辦的
「商校家長計劃」，全隊同學獲「卓
越表現獎」。

課外活動組
課外活動組於九月進行了中一<一人一體藝>工作坊及課外活動聯招日，同學反應

踴躍、氣氛熱烈。

為配合學校2013-2014年度關注事項：承擔責任，勵勉力行—自學成長，本組

於十一月二十一日舉辦本學年首場學會及社幹事培訓班，培訓班內容強調理論與實

踐並重。同學首先學習舉辦活動五大基本原則‘NAMIE '： 即分析需要 (Needs) 、 

訂立宗旨及目標 (Aims) 、製定實踐宗旨及達成目標的方法 (Methods) 、 執行工作

(Implementation) 及檢討 (Evaluation) 。課程後同學需提交活動建議書，實踐五大原

則。當日參加的學會及社幹事共達五十多人，同學更進行了有建設性及深入的討論，

對日後舉辦活動以至管理學會有更深入的體認。

課外活動組於本年1月28日舉行「社際賀年揮春暨

展板佈置大賽」，四社社員即席書寫揮春及即場佈置賀

年展板，促進社員之間的互動和合作精神，不但提升同

學對己社的歸屬感，更增添校園迎馬年的歡樂氣氛。當

日即席書寫揮春數目多達一千三百餘張，同學反應踴躍

熱烈！

百多名同學於指定時間內書寫揮
春，競爭激烈。

外籍老師也一同參與呢！

除書寫揮春外，各社亦需派
出社員合力製作賀年展板。



公民、德育及國情教育組與中史科於上學

期舉辦多次參觀展覽及講座活動，包括四十位

中三至中五學生到香港歷史博物館參觀「國采

朝章—清代宮廷服飾專題展」、三十位中二至

中五學生到香港藝術館參觀「海上瓷路—粵港

澳文物大展」及十三位中六學生到香港青年協

會參與「青年與政務司司長淺談扶貧講座」。

經過幾次參觀，增加了同學對中國文化及今日

香港現況的認識，同學於活動中獲益良多。

 國采朝章─清代宮廷服飾專題展

答案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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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專業發展組
本年度新教師啟導計劃已進行了多項活動，學期初的「簡介啟導計劃工作

坊」，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讓新教師認識他們的啟導同工，鼓勵啟導同工與新老

師交流或傾談，以了解他們的需要及面對的困難，然後提供適當的協助。工作坊令

新同事瞬間融入賽官大家庭。此外又於午膳時段舉行「啟導計劃同工聚餐」活動，

目的是為加強新入職教師與科組主任及本組同事有更緊密聯系，促進專業層面及工

作上的交流；是次活動由出席教師準備各樣食品，當中包括自製小食、主菜及甜

品。活動反應良好，共三十七位同事出席，氣氛融洽。

教職員專業發展日(第一天) 分兩節進行：第一節工作坊—認識及支援有讀寫障

礙的學生，邀得教育局同事到校講解及分享，同事均投入討論，氣氛熱烈，獲益良

多；第二節則為校本教師工作坊 「Formative Instructional Practices Project」。本

組又定期經eClass向同事發放教師發展通訊《心靈加油站》。

答案是甚麼

認真投入討論 圖書館服務 
中秋人月慶團圓燈謎競猜攤位遊戲

為增添中秋節的氣氛，讓同學多使用圖書館資源，學校圖書館與中

文學會、英文學會及數學學會於9月19日(四)合辦「中秋人月慶團圓燈

謎競猜攤位遊戲」。同學可到圖書館及禮堂參與燈謎競猜或攤位遊戲，

答對一定數量的燈謎，即可得豐富獎品，場面熱鬧。另選出答中最多燈謎的頭三名同學，獲超級大獎。

圖書館萬聖節活動—魔幻書籍展覽及「魔幻書籍Fun Fun Fun」填字及配對遊戲
學校圖書館於10月28至31日舉辦萬聖節活動，藉魔幻書籍展覽及「魔幻書籍Fun Fun Fun」

填字及配對遊戲增加節日氣氛，提高閱讀的趣味。

賽官老師好書推介
圖書館及教師專業發展組繼續合辦「賽官老師好書推介」， 本年度邀請了共五位師長參與，

他們在早會中向全校師生推介好書，其後同學可互相傳閱老師推介的書籍或撰寫閱讀心得。

外籍老師 J o n a t h a n  G r e e r 於十一月十八日早會上，推介由 R o a l d  D a h l 所著的英文書籍

《Fantastic Mr. Fox》。這是一本關於愛和家庭生活的書籍，故事諷刺幽默、出人意表，但又充滿

人性關懷。

周志林老師於十二月十八日早會上為我們推介《牛頓雜誌》Newton和《科學人》Scientific Amercian兩本科普雜

誌。《科學人》和《牛頓雜誌》以貼近日常生活的題材、行文流暢的文章介紹科學知識，每期環繞特定的科學概念

和事物作專題報導。

公民、德育及國情教育組

客家文化考察之旅
公民、德育及國情教育組獲教育局「赤子情 中國心」資助計劃撥

款津貼，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至二十九日舉行「客家文化考察

之旅」，由張翠珊老師及任巧恩老師帶領，共有二十位中二至中三同

學參加。行程計有：參觀黃遵憲故居、圍龍屋、高北土樓群、永定客

家土樓民俗文化村、泰安方樓及華僑圍屋。

是次考察透過一系列參觀活動，令同學了解客家人的生活環境、聚

居方式及其歷史；認識客家的生活文化與民間藝術，同學都獲益良多。

參觀黃遵憲故居：人境廬  參觀永定客家土樓民俗文化村中的
「土樓王」承啟樓

同學猜燈謎場面熱鬧

「魔幻書籍
Fun Fun Fun」
遊戲有趣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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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比賽獲獎紀錄
(8/2013-12/2013)

8/2013 香港數理學會

澳洲國際化學測試2013 優異獎
6A林書良  6A呂振強
6B黃堅銘  6B吳汝紳

香港文憑試化學科
模擬試

優良 6A林書良

8/2013 體育聯會/香港跆拳道協會

全港女子跆拳道比賽 冠軍 5A吳筠怡

10/2013 體育聯會/國際香港跆拳道協會

國際女子跆拳道
套拳大賽

冠軍 5A吳筠怡

10/2013 體育聯會/教育局

體適能獎勵計劃

金獎 10名

銀獎 20名

銅獎 18名

10/2013 體育聯會/恒生乒乓球學院

乒乓球獎勵計劃 銅獎
1B張曉君
2A譚蜜兒  2A梁鎮麒
2A區顯邦

4/11/2013 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乙一百公尺自由式 季軍 4C梁朗熹

30/11/13 通識學會/香港遊樂場協會

遊協通識碗 殿軍

4B劉妙欣  4B曾敏儀
4B黃悅佳
4C林芷婷  4C楊濤沁
4D何國明 

23/11/2013 圖書館/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2012-13年度普及閱
讀獎勵計劃」紫章頒獎
典禮

紫章
2C陳倩婷
3D鄭照耀
4B雷敏儀

19/1/2014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同學會

第二屆青年史學家年獎

嘉許狀 6D范柳瑩

教師
指導

感謝狀
中史科

11-12/2013 香港學校朗誦協會

第65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亞軍 3D徐凱莉

季軍 1C趙汝恒

優良

1A陳靜雯  1B陳森瀅

1B劉芷珊  1C趙汝恆

1C蔡海琳  1C黃嘉寶

1C伍鈺怡  1C林諾曦

1C陳穎琳  1C李璈韻

1C梁煒傑  1C蒲卓權

1C蔡子桐  1C沙奧馬

1C何家俊  1D王嘉穎

1D劉澤楷  1D全   班

1D王嘉穎  1D張淑樺

1D黃筠婷  1D陳麗琦

2A魏碩熙  2A葉文嘉

2A陳鎏熙  2C葉穎琛

2C鄧欣兒  2C葉穎琛

2C梁逸楠  2C關芷瑩

2C梁家希  2D葉倩如

2D譚蜜兒  3A楊凱衕

3A卜健富  3C勞嘉寶

3C李麗明  3C李麗明

3C勞嘉寶  3C劉穎珊

3C孔令斌  3D徐凱莉

3D吳家瑋  3D譚富榮

4A黃佩雯  4A黃美娸

4A張嘉慧  4A全   班

4B關俊謙  5A趙利文

5A張永亨  5A伍駿瑋

5B陳詩琪  5B湯曉童

5B李   楠  6C廖雪怡

良好

1A林卓男  1B霍思穎

1D何嘉豪  2A魏碩熙

2C吳俊亨  2D許美瑩

2D郭蕙瑜  3A彭芷晴

3D陳可欣  3D陳泳瑜

3D陳可欣  3D林卓樂

3D鄭力瑋  3D杜宗健

4A李   倩  4A廖家慧

4B鄧國荣  5B李   楠

6C李佩琪  6C余少溥

同學猜燈謎場面熱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