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九龍塘牛津道2號B　　網址：http://www.jcgss.edu.hk/　　電話：2336 6761　　傳真：2336 3479

二零一四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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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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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Formative Instructional Practices Project”後，中

英文科老師針對不同學習能力的同學設計針對性的教學目標及課堂內容，不同

能力的學生更能跟從課堂的進度及要求。不少科目均要求學生於課前預習及在

課堂上摘錄學習要點，培養學生對自學的責任感。初中級同學能掌握使用中文

字典的方法，並於學習中主動使用字典查考字句，為學習做好準備。

培養學生成為領袖方面，訓導組透過總領袖生及副總領袖生帶領各組員

維持全校紀律，領袖生自行編制全年當值表，在大型活動中分配各組領袖生的

工作，提升了領袖生的領導才能。課外活動組透過新舊幹事交流會及多次培訓

課程，學習及實踐不同的活動設計法，令學會主席掌握設計活動時須考慮的事

項，亦透過互相觀摩各學會舉辦的活動學習領導活動的技巧，學生能自行設計

活動，亦在開放日中主動有禮地招待來賓，提升律己敬人，自重重人的意識。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中透過大哥哥大姐姐帶領弟妹一同參與各項活動，加強

了大哥哥大姐姐與初中生相處的技巧，增加了他們的凝聚力，他們更於開放日

衷誠合作，展示努力成果。學生會藉繼續舉行第二屆牛津盃三校比賽各種活

動，提升了學生會幹事的籌劃、協作及領導能力，提升了學生會幹事的籌劃、

協作及領導能力，加強了三校同學之間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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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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下學期的各項活動已展開，在加強提升學生自我形象方面，

同學的校服儀容整體表現令人滿意。生命教育組於3-7/3/14舉辦了多元智能挑

戰營，40名中二學生於五日四夜的消防訓練營中，在自律助人及團結合作方面

均有令人滿意的表現。

至於強化學生尊重別人及注重公德的意識方面，學生已習慣向老師講早

晨或點頭招呼，同學間亦培養出關愛尊重的精神。課室和校園的清潔情況明顯

改善，同學亦能愛護學校及班房的公物和設施，班房中的電子科技設備保養良

好，顯示學生自律性和愛護公物的意識已大大提升。

加強班級經營方面，班際盃有

效加強班級的內聚力，多次的班際籃球賽，均見班主任帶同全班同學為球員打

氣加油，氣氛熱烈。各項活動如「清潔禮貌雙周」、「我們是園丁」均能令同

學同心協力保持班房的清潔和美觀。

強化融合教育方面，融合教育組推出「個別學習計劃會議」，由駐校心

理學家、老師、家長及學生共同訂立「個別學習」目標，透過多方面支援學

生，建立正確學習態度及提升學業成績，並能從中學習自重重人。又配合多個

外購學習支援課程、活動如魔術班、塗鴉班等，提升學生共融互助、尊重他人

的意識，有助融合生的個人成長發展。

關注事項(二)：提升學生律己敬人意識—自重重人

女總領袖生湯曉童同學和男總領袖生林小桐
同學宣誓帶領各組員維持全校紀律

牛津盃籃球比賽

同學携手合作，發揮才藝

中六惜別會上，班主任及全體學生會幹事
為畢業同學獻唱勵志歌曲

 澳門回歸已逾十載，無論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等各方面均有很大的

發展，值得深入瞭解和考察；而老師透過觀察、經歷及交流，認識周邊地區的

變化，亦可促進一己的專業發展。為了加深老師對澳門歷史文化的認識,本校特

於2014年3 月11日邀請前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丁新豹博士到校為教師舉行

「16-19世紀澳門東西文化交流」講座。當日，丁博士深入淺出地講解澳門歷

史、地理及宗教等方面的知識，並展示林林總總的歷史圖片，讓同事實地瞭解

澳門近代歷史。之後，全體教師於2014年3月14日到澳門進行「澳門歷史文化

考察之旅」，瞭解澳門的歷史發展及東西文化交流對澳門的影響。

教職員專業發展組

第三次教職員專業發展日於2014

年6 月 3 日進行，教職員按本學年校務

及各科組工作進行回顧、討論及匯報，

並商討來年的工作計劃，以配合學校關

注事項及發展需要。老師積極分享和討

論，提出不少寶貴的建議。

第三次教職員專業發展日
 老師在欣賞澳門的歷史文物

第二次教職員專業發展日
—考察「澳門歷史文化」

老師積極分享和討論 老師匯報來年工作計劃

社長及學會幹事培訓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三日本組兩名老師帶領四社社長及四十多名學會主席及幹事

出席港青賞物地攤活動。當日學生幹事積極參與活動,瞭解如何在有限資源下，透過創

意協作及應用循環經濟的基本原則， 舉辦助己助人的以物易物活動。活動後老師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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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場與同學進

行反思，充份體現「經歷學習」的精神，令四社及各學會領袖對舉辦活動以至

管理學會有更深入的認識。

何文田官立中學到訪—學會聯招系統交流

何文田官立中學副校長及老師於二零一四年一月十四日到我校交流，分享

我校本年度最新建立的課外活動聯招系統的經驗。是次分享會氣氛溫馨，同儕

答問互動，獲益良多。

課外活動組

老師交流經驗，得益不少

學會領袖對舉辦活動加深認識

圖書館農曆新年活動：《迎春報喜剪紙比賽》

為增添農曆新年的氣氛，讓同學多使用圖書館資源，學校圖書館於1月27日至1月

29日舉辦《迎春報喜剪紙比賽》。新春期間，同學於圖書館用剪刀剪出各式各樣精緻的

賀年圖案，親身體驗剪紙的樂趣。圖書館還展出有關中國傳統文化和剪紙手藝的書籍，

同學既可參與新春剪紙比賽，又能認識中國的文化及傳統手工藝，讓圖書館充滿新年氣

氛。

作家講座—丁新豹博士

學校圖書館與中文科及中史科於3月11日合辦作家講座，邀得香港歷史教授，前香

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丁新豹博士，到校與同學分享研究歷史的趣味和方法，是次作家講

座講題為《歷史學家是怎樣煉成的》。

丁新豹博士強調，每人身邊的也是歷史，例如書信、成績表、家族史、校史及社區

歷史等；只要多觀察，我們會發現歷史是有趣的，當中的故事有血有肉，感動人心。

圖書館服務

迎春報喜剪紙比賽得獎同學

丁新豹博士主講：《歷史學家
是怎樣煉成的》

1/1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4(華南賽區) 三等獎 1D許柏豪  1D黃浚貽

12,19/1香港跆拳道協會

學界跆拳道比賽 女子組冠軍 5A吳筠怡

1月份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2013-14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香港賽區) 優異獎
5A張綺婷  5A胡雅韵  4B黃嘉詠  3C勞嘉寶
3D李   瑩  3D李君媚

10, 13, 21/2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校際田徑錦標賽–男子丙組跳高 冠軍 1C鄧崇耀

男乙1500公尺 亞軍 3C陳逸智

21. 23/2教育局

校際舞蹈比賽–Hip-Hop 乙級獎
5A許紫潔  5A甄慧敏  5D余碧盈  5D曾曉丹
3B梁紫柔  3C楊楚栭  2C歐瑞恩  2C盧麗瑜
2C夏穎琳  2D徐若珊

校際舞蹈比賽–中國舞 乙級獎 1A李倩婷

27/4中西區青匯展愛會

青匯盃首圈 最佳辯論員 5A張綺婷

1/5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香港公共圖書館

中學生好書龍虎榜2014
優異獎(高級組) 4A黃佩雯

優異獎(初級組) 2C鄧凱汶

13/5香港女童軍總會

隊伍優秀女童軍選舉 優秀女童軍 6B龍淑玲

30/4，14/5牛津道3所中學學生會

牛津盃–第一回合 最佳辯論員 4A胡慶銘

牛津盃–第二回合 最佳辯論員 4B黃芷瑤

牛津盃–辯論比賽 冠軍
5A張綺婷  5B黃芍穎  5B曾銘鋒  4A胡慶銘
4A黃佩雯  4A麥穎彤  4B黃芷瑤

第二屆牛津盃 總冠軍 本校

18/5中西區青匯展愛會

青匯盃複賽 最佳辯論員 5B黃芍穎

24/5成長希望基金會

青少年入樽計劃2014
社會服務
優異獎

4A殷家蕎  4A曾曉柔  4A袁慧琳  3C嚴樂琳
3C勞嘉寶  3D甄映晴  3D劉昭怡  2B張慧婷
2B張曉珺

3/5-1/6普通話教師學會

第十四屆全港學界普通話傳藝比賽(2014)
獨唱組冠軍
亞軍

4A王思喬
6A龍蘊婷

二人合唱組

初級組冠軍 1B陳森瀅

亞軍 1B劉芷珊

季軍 1D陳麗琦

高級組冠軍
1D黃筠婷  1B梁佩施  1B翁蔚芳  6A龍蘊婷
6A黎浩文

詩歌組
亞軍 5B李   楠

季軍 5B陳詩琪

繞口令組
亞軍 5B李   楠  5B陳詩琪

季軍 5B趙汝恒

誦讀小說二人組 季軍 1C許   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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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開放日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一日舉行。開放日

當天，校門前，穿著整齊制服的制服團隊精神抖擻的歡迎嘉賓、家

長、友校師生來校參觀。操場上，管弦樂團為來賓奏出優美動人的

樂章；之後是學兄學姊帶領著中一同學表演雜耍—扯鈴；最後由

舞蹈組組員為來賓表演節奏強勁的Hip-hop舞蹈。嘉賓除了欣賞操場

上精彩的音樂、雜耍、舞蹈表演外，對禮堂內不同學科及組別所展

覽的學習成果及攤位遊戲讚不絕口。中午時份，友校的小學同學在

學生領袖帶領下，到學校的圖書館、實驗室參觀。其中，化學實驗

內安排「化學雞尾酒」、「色紙測試」、「大象牙膏」、「無字天

書」、「紙色層」實驗；物理實驗室內所進行的「猴子與獵人」、

「神秘小球」、「作用力與反撞力」及「聲波頻率」實驗，均讓到

訪的小學同學親身體驗科學的趣味，令他們樂而忘返。開放日當

天，亦有不同時期畢業的校友回來與師長話舊，暢談求學時期的種

種難忘回憶，令校園內到處洋溢著陣陣歡笑聲。

開放日

探訪兒童中心義工服務

為培養學生積極的學習態度，學生輔導組舉辦了不同類型的活動：「大哥哥大姐姐計劃」，學長透過活動與中一同學

建立關係，照顧他們的需要；活動包括「朋輩雜耍訓練」、「逃出密室解難工作坊」、「一對手農舍」日營、甜品班及義工

服務等。本校組成了男子及女子各一隊參加「青少年入樽計劃」，同學除了出席籃球訓練和比賽外，還積極參與義工服務，

其中女子隊表現出色，獲大會頒發「社會服務優異獎」。除此之外，本組還舉辦了「我們是園丁」種植比賽、「青春無晦─

FitMind快樂人生戲劇講座」、「我做得到龍虎榜」等一系列活動，鼓勵同學認真求進、自重重人。

 學生輔導組
有趣的實驗吸引到訪的小學學生

大姐姐與學妹製作甜品「一對手農舍」日營—吃飯前先捉魚

雜耍訓練

學長與學弟妹一起建帳篷 食物回收服務大行動

為培養同學作為香港公民的責任感，本組分別成功推薦3D班陳可欣同學參加

苗圃青年大使計劃2013， 5B班女總領袖生湯曉童同學參加領袖生內地交流計

劃 ， 增 加 同 學 對 內 地 現 況 的 認

識，同學於活動中獲益良多。

公 民 、 德 育 及 國 情 教 育 組

獲教育局「高中學生內地交流活

動資助計劃」撥款津貼，於二零

一四年四月十一至十四日舉行「南

京歷史文化考察之旅」，由許瑞麒老

師、田嘉勝老師及陸詠茵老師帶領，共有

三十位中四至中五同學參加。是次考察透過一系列參觀活動，包括夫子

廟（孔廟）、中華門、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及中國科學院紫金山

天文臺等地，令同學瞭解南京的歷史文化地位；更加深了同學對中國歷

史的認識，如國民政府成立及南京大屠殺悲痛事件，同學都獲益良多。

 公民、德育及國情教育組

參觀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臺

導遊講解中華門的歷史

三十八名中二級學生於三月三至七日，到元朗八鄉消防訓練學校參加「多元智能挑戰營」，接受消防處提供之嚴格訓

練。透過一連串的紀律訓練及體能活動，藉以提昇學生的自信心，讓他們學會自律，加強抗逆能力，培養團隊精神，並發

展領袖才能。教師透過營前集會及營後的跟進活動，為學生在接受訓練前作好準備，並統整學生在營中的學習經驗，鞏固

及延續學生的正向改變，同時加強師生間的聯繫，讓學生能積極地投入校園生活。

生命教育組—多元智能躍進計劃

經過五天嚴格訓練，學生鬥志高昂，於結業
典禮精神抖擻地向各位來賓敬禮。

結業典禮圓滿結束，學員與主禮嘉賓、師長合照。

本年一月至四月，融合教育組舉辦了一連串的活動讓學生及家長參加，提升同學律己敬人、自重重人的意識。

黑暗中對話體驗活動

活動於一月三十日舉行，共有十多位同學參加，他

們在旅程前後參加不同的教學活動，亦有機會透過黑暗

的場景與視障導賞員交流，讓他們體察視障人士的生活

困難和心理狀況。

團隊密室逃脫遊戲

是次活動與社工合作，共有29位高中同學參與，透

過解難遊戲讓同學發揮團隊合作精神，達致共融目的。

樹屋田莊日營

日營於三月二十四日舉行，活動不但讓一直以來熱

心協助朋輩的同學和組員歡聚一堂，亦能訓練同學的膽

識、意志、毅力和體能，認識分工合作和群策群力的好處，發揮團隊精神。

海洋公園學院之聰明八爪班及智慧鯨訓練班

訓練班於四月二十三日舉行，希望透過多元化的教學方式，讓學生認識大

自然環境，培養學生學習愛護及珍惜地球資源。

 融合教育組

組員就像偵探一樣，仔細地研究房中線
索，找出逃離密室的方法

游繩下降

同學到了海豚接受訓練的場地，近距離觀
賞海豚，訓練員更詳盡地講解如何令海豚
跟從他們的指令，同學都留神聆聽。

參觀及職業講座

為鼓勵同學多了解社會各行各業的就業情況，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於二至五月期間安排中四及中

五同學參觀「香港貿發局教育及職業博覽2014」、香港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系及香港城市大學資訊

工程系入學講座及校園參觀，及教育局就不同行業的生涯規劃講座。生涯規劃講座中，同學透過不

同生涯故事了解不同行業，包括紀律部隊、酒店及旅遊業的工作實況。

香港城市大學資訊工程系入學講座及校園參觀：同學學習了有關香港電力系統及再生能源等課

題，同時亦有機會參觀實驗室，瞭解大學生的研究工作。

中三生涯規劃日營及選科活動

為讓中三同學更認識自己，定立自己的學業目標，能在中四

選科中作出更好的抉擇，本組於二月及三月為中三同學舉辦了一

連串活動，包括生涯規劃日營、新高中學制及科目簡介講座、學兄學姐分享會及老師諮

詢日，希望同學能為自己選擇合適的科目。

生命歷情體驗

中二同學在二月十二日參加長者安居協會—賽馬

會「生命‧歷情」體驗館，於一天之內透過不同的遊

戲，體驗了人生的不同階段，包括年老、患病及生命終

結等過程，反思了生命的意義，領略到時間不會為任何

人停留，學懂珍惜時間及關懷身邊的長者。

職業探索計劃

本校五位同學參加了由社聯及恒生銀行合辦的

「職業探索計劃」，透過此計劃，同學有機會認識和了解不同行業的營運，活動中參觀

了民航處及周大福珠寶公司，瞭解公司營運、理念及員工工作情況。

商校家長計劃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與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

合作，於二零一四年三至五月期間參加由青年企業家

發展局舉辦的商校家長計劃，活動共有六次工作坊，

由配對的公司大使(大快活集團有限公司)藉著集體遊

戲、小組研習、經驗分享、面試技巧、公司參觀等不同的活動，讓同學有機會從社會人

士身上學習如何面對逆境、接受挑戰，並瞭解社會對年青人的期望，從而建立企業家思

維和素質，鼓勵他們裝備自己，計劃未來。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現就讀浸會大學工
商管理學系的本校
畢業生為同學講解
大學選科經驗及分
享大學學習生活

教授對同學講解光纖在通訊發展
的應用。

中三同學於二月十九日在馬灣挪
亞方舟中進行了一整天的生涯規
劃活動，包括瞭解自己、尋找人
生夢想及訂立目標。

同學體驗生命的第一步：領取自
己的出生證明書 

同學在模擬銷售員售推銷產品給
顧客，學習營銷技巧

同學換上裝備，參觀大埔工業村
的大快活總廚房

學生會於下學期舉辦了多項活動，校內活動如「DJ電台」--學生會幹事與同學分享熱門的生活議題和成長點滴，讓同

學可渡過輕鬆的午膳時間；另舉辦中四級「與校長茶聚」活動，讓同學與校長閒話校務，分享對學校發展的看法，氣氛融

洽。本年度學生會負責就修改體育服及學生會會章進行學生諮詢，由學生會幹事舉行了不同形式的諮詢會，如各級聯絡會

議及高中、初中全體諮詢大會，讓同學發表寶貴意見。

聯校活動方面，學生會繼續與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及何明華會督銀禧紀念中學合作，舉行第二屆牛津盃。三校比賽各

種活動，包括足球比賽、籃球比賽及辯論比賽。同學均投入參與及打氣，氣氛熱烈。本校在激烈的競爭中，在籃球及辯論

項目中均獲冠軍，並贏得第二屆牛津盃總冠軍。

學生會

DJ電台
校園「宿一宵」分組遊戲

牛津盃辯論比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