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恭賀鍾麗萍老師榮獲教育局優良顧客服務獎項。

　　鍾麗萍老師對教育充滿熱誠，凡事以學生為先，教學態度積極認真。鍾老師是本校的升學及就業輔導主任，

她設計了全面的校本生涯規劃課程，配合各項多元化活動，幫助初中及高中學生認識自我、擴闊視野，同時讓

他們掌握更多升學及就業資訊。鍾老師關心學生的福祉，一直不辭勞苦解開學生對學習、升學及多元出路的疑

惑。她為所有中三和中六學生安排小組及個人面談和輔導，並主動與班主任聯繫，識別有需要的學生，為他們

提供適切的升學及就業支援。她又開辦不同的外語課程，供學生選擇，這些課程增強了學生的自信心和能力感。

鍾老師樂於助人、勤奮盡責，實為其他老師和學生的榜樣；她獲教育局優良顧客服務獎項是實至名歸的，可喜可賀！

教育局優良顧客服務獎勵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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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七月

校外比賽獲獎紀錄 (2/2015-6/2015)

賽馬會官立中學
校 訊

11/2/2015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校際田徑錦標賽男子乙組跳高 亞軍 2C 鄧崇耀

15/3/2015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 HKMO Open》初賽

中一組銅獎 1C 張智斌　1C 陳思穎　1C 陳廣傑

中二組銅獎 2D 郭晉馹

高中組銅獎 6B 黃揚琛　6B 梁頌軒

25/4/2015 國際成就計劃香港部

JA 營商體驗計劃 最有價值團隊成員 5B 陳巧曼

5/2015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及公共圖書館合辦

「第 26 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

讀後感寫作比賽

初級組推薦獎 1C 冼仲晴

高級組推薦獎 5B 雷敏儀

10/5/2015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2015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

(AIMO OPEN) 決賽
高中組銅獎 6B 黃揚琛

16/5/2015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及稻香集團合辦

「『有營煮意獻雙親』

—全港師生烹飪比賽 2015」
季軍 張桂強老師及沈麗娜老師

25/5-30/6/2015 普通話教師學會

第十五屆全港學界普通話

傳藝比賽 (2015) 獨唱組

冠軍 2C 鄧崇耀

亞軍 2C 蘇智成

二人合唱組

初級組　冠軍 2C 鄧崇耀 蘇智成

　　　　亞軍 2B 陳森瀅　2B 劉芷珊

　　　　季軍 2C 游凱淇　2C 伍鈺怡

2014-2015 Smart Education

My SmartABC Programme Award

My SmartABC Student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Award

3A  Tong Siu Chung      3D  Chan Wai Yan
3D  Lan Shun Kit           3D  Leung Sin Yuen

My SmartABC Student Outstanding 
School Award

Whole School

恭賀鍾麗萍老師
獲教育局優良顧
客服務獎項

告別賽官
　　光陰飛逝，轉瞬間我已於賽馬會官立中學服務四載，現在是時候向各位道別，說聲再見，因為我將於這個暑假之後退休。

　　在此我要誠切的向與我並肩數載的同事道謝。承先啟後，配合社會的急速變化與發展，學校務須與時並進，因此，學校在這

數年裡也作了不少轉變：軟件方面，如修訂課程、發展生涯規劃，以及加強讓同學透過經歷發展多元才能；硬件方面，如重鋪操場、

增加教學設施、以及優化資訊及科技設備等。在所有措施上，同事們都不辭勞苦，予以配合，因為他們深深明白，一切努力都是

為了提升學與教的效能，及為同學提供豐盛的校園生活，培育同學全面成長。

　　我也要感謝一直對我予以信任和對學校支持的家長。家長教師會盡心盡力，除積極就學校事務給予寶貴的意見外，更是身體

力行，為學校活動出力，例如每年都為中六同學的惜別會烹調糖水及為畢業禮製作紀念品，又經常協助聯繫其他家長，促進家校

合作。

　　我校可愛的同學是我努力工作的動力。他們純真樸實，創意無限。對學校提供的活動和服務機會，他們都

積極參與，認真投入，珍惜每一個學習機會。幾年來見著他們日漸進步，特別於修養禮儀和策劃解難的能力顯

著提升，實在殊堪告慰。

　　歲月無聲，在賽官四年的日子，有苦有樂。離別在即，我會帶走的，是一幕幕同學努力求進的回憶片段，

及同事對我的情誼和支持。

　　最後，祝願老師身心康泰，教學工作得心應手；學生受教感恩，努力邁進；家長和衷協力，支持學校；賽

馬會官立中學進步發展，校譽日隆！

袁家頌校長

賽馬會官立中學五十五周年校慶活動
　　繼上學期不同年代的校友參與學校開放日、五十五周年校慶

頒獎典禮及陸運會比賽外；下學期我們繼續就五十五周年校慶舉

辦各項活動 , 並邀請校友回校在早會短講，向學弟學妹講述一些

鮮為人知的賽官舊事，令同學更瞭解賽官的歷史。

     2015 年 3 月 7 日，不同年份畢業的賽官校友與其家人親友在

校園聚首一堂，一起緬懷昔日校園生活點滴之餘，更藉此機會瞭

解母校的最新發展。當天下午二時許開始，校園內各個角落均佈

滿校友的足跡︰禮堂內，校友中文大學中醫學院蔡昕宏博士主講

《自我保健按摩手法》；接着是校友立法會議員盧偉國伉儷之音樂及歌唱表演，校友黃鵬緒先生示範詠春拳，中五的同學們亦為師兄姐

獻唱歌曲。家政室，校友和家人合力製作蛋糕，處處飄香，溫情洋溢。操場上，校友師生籃球賽緊張刺激，扣人心弦。當天，校友和家

人在校園各處拍照留念，笑聲響遍校園每個角落，一起度過一個愉快難忘的下午。

　　本年 6 月 26 日是賽官師生校友一個難忘的大日子︰當晚七百

多位賽官師生校友共聚一堂，同賀賽馬會官立中學五十五周年校

慶。晚宴首先由袁家頌校長致歡迎詞，接着是五十五周年校慶舊生

會活動籌委會主席吳穎恩女士分享去年開始的籌備校慶活動工作的

感受，而最值得高興的是新一屆校友會幹事會在晚宴上宣佈正式成

立；在校友會主席陳麟先生、各委員和籌委會主席吳穎恩女士、袁

校長祝酒後，晚宴隨即開始。當晚，會場上洋溢着師友來賓的笑語

聲、來賓抽中校友捐出獎品時的歡笑聲、不同年代畢業生和師長在

台上合照留念的熱烈歡呼，都令各位賽官師生留下難忘的回憶！

校友早會短講 校友日，歷屆校友重回母校聚首一堂

校友會主席、各委員和籌委會
主席及袁校長在台上祝酒

七百多位賽官師生校友同賀賽
馬會官立中學五十五周年校慶

「第 26 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讀後感寫作比賽
　　 圖書館與中文科合作鼓勵同學參加由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及公

共圖書館合辦的「第 26 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讀後感寫作比賽。冼仲

晴同學 (1C) 榮獲推薦獎（初級組），雷敏儀同學 (5B) 榮獲推薦獎（高

級組）。

賽官師生好書推介
　　 王溥楠老師、周以恒老師、鍾麗萍老師及張麗怡老師分別於下學期

的早會上向同學推介好書，推廣閱讀風氣。

親炙作家講座 
　　學校圖書館與英文科於 4 月 17 日合辦《母語不是英文的人怎樣才能避免各種英文錯誤？》為

主題的作家講座，邀得前任香港能仁專上書院副校長（行政）、英文系首席講師蔡英材先生到校與

同學分享，講解學習英文的趣味與心得，尤其是怎樣避免英文運用的典型錯誤，具實用價值。

中英文書籍展覽
　　圖書館於 4 月 16 及 17 日，邀請了商務印書館到校於學校禮堂舉行書籍展覽，為同學提供接觸

新書的機會。是次書展所展出之書目除配合英文週活動，同時亦適合同學廣泛的閱讀興趣；期望同

學透過參觀書展，多接觸不同類型的新書，並提高對閱讀的興趣。

圖書館服務

5 月 14 日的早會
上，張麗怡老師
為同學介紹一本
有關諾貝爾和平
獎得主馬拉拉的
傳記書籍—《我
是馬拉拉》。

同學在西安古城牆前留影 同學乘小艇飽覽鼎湖山自然保育區獨特的地貌

第二次教職員專業發展日 (13/3/2015)
　　本學年第二次教職員專業發

展日已於 3 月 13 日順利舉行。

是次發展日主要到吉澳、鴨州島、

荔枝窩地質公園考察。當天由經

驗豐富的導遊帶領和講解，讓老

師在遊覽過程中探索和欣賞大自

然，增加對香港地質及生態的認

識，以及認識香港地質公園的教

育配套設施。

教職員專業發展組

分組討論及匯報，積極提出具體建議

穿過鴨洲的「鴨眼」

老師一起研究地質公園的地貌

第三次教職員專業發展日 (8/6/2015)

　　老師當日就著學校未來的三年發展計劃（2015-2018 年度）：

學校關注事項 ( 一 )：好學奮進、敢夢想飛
學校關注事項 ( 二 )：裝備立己、營創坦途

　　提出積極可行的方案，群策群力，為未來三年的學校發展作好準備。

6. 2015 年 4 月 13 至 14 日，中三全級舉行了「肇慶自然地貌與保育之旅」考察活動。這兩天行程中，師生一行約一百人在蝴蝶

谷欣賞各種蝴蝶在花叢中翩翩

起舞的美姿，以及瞭解當地工

作人員養護蝴蝶的工作概況；

而在鼎湖山，師生走進山林遠

足，欣賞當地林木茂盛的原始

森林，流泉飛瀑及豐富亞熱帶

植物；在七星岩，師生亦考察

了喀斯特溶岩地貌的岩峰、湖

泊等，令同學對當地的自然保

育工作及成果加深了認識。

　　本組透過老師培訓、課堂教學支援、到校教育心理服務及融合教育

活動這四方面推行融合教育工作。

　　老師培訓方面，下學期老師修讀為期 15 天的「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

學生—感知、溝通及肢體需要」專題課程，讓老師瞭解如何制訂共融政

策、措施及推廣共融文化，並認識特殊學生的學習需要及有關團隊支援

工作。另外，亦有教學助理參與 12 小時的工作坊，提升教學助理瞭解照

顧不同學習需要學生的專業知識、發展正面的接納態度及掌握有關團隊

支援的角色及工作技能。

　　課堂教學支援方面，本校透過小組模式及協作教學，為初中融合生

設立語文小組教學、推行「喜悅寫意」課程、剪裁寫作工作紙加強構思

能力，以加強支援融合生語文教育，並提升有讀寫障礙同學的寫作能力。

　　融合教育活動方面，本組繼續與外間機構開辦初中及高中社交訓練小組，透過結合青少年心理輔導理念之訓練活動，

以 I-LAUGH 為基礎，配合多元化的活動，教導組員分辨期望及非期望行為、說話和表達技巧，藉此改善組員的社交技巧，

共有 13 位同學參與，同學均積極投入，他們表示更能認識自我情緒和掌握管理情緒的技巧。另外，本組與外間機構合辦兩

組初中中、英文補習班，透過中文及英文創意寫作，提昇他們遣詞造句的能力；同學均表示對寫作更有興趣和信心。

融合教育組

初中社交訓練小組—參加同學專心致志地思考
自己的個人特質及優點，為個人分享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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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會
　　學生會 Solar 下學期聯同科技與生活科合辦五十五周年校慶師生烹飪大賽，共有 6 組師生隊伍

參加。比賽前，師生既要費盡心思，自行設計菜式，又要一同到市場選購食材，並為自己設計的美

食命名，難度不小。比賽過程中，師生同心協力，彼此非常合拍，烹調出一道道美味佳餚，令整個

家政室香氣滿溢，笑語盈盈。經過一輪比賽後，榮獲第一名是李可良老師與 5A 麥穎彤、5A 黃佩雯

攜手烹調的「阿里蝦蝦陪你共渡

五十五周年」；第二名是張翠珊

老師與 2B 方文軒攜手烹調的「濃

情蝦哈五十五載」；第三名是馮

沛然老師與 5A 卓思敏、5A 黎洛

沂攜手烹調的「牛津道上，獅子山下」。當天，各組師生樂也

融融，一同享受了熱鬧愉快的時光。

　　此外，學生會在下學期亦舉辦了各類型活動，包括牛津盃

比賽，計有三校辯論、足球與籃球比賽、以及「宿一宵」師生

活動、「賽官藝墟」等，讓全校同學共享豐富多采的校園生活。「賽官藝墟」讓同學自
選表演項目，一展才華

李可良老師的「阿里蝦
蝦 陪 你 共 渡 五 十 五 周
年」勇奪冠軍

牛津杯三校辯論比賽

　　生命教育及班主任課組與其下各小組—公民、德育及國情教育組、性及健康組及環境教育組，透過多元化的活動，如：講座、

小組學習、訓練營、交流團、互動劇場及義工服務等，幫助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及積極的人生觀。下學期舉辦了以下活動：

1.  「多元智能躍進計劃」—於 2015 年 2 月 2 至 6 日安排 39 位中二學生參加消

防訓練營，藉此提高他們的自律性、自信心及抗逆能力，建立團隊精神。並於 5

月 19 日為中二級舉行多元智能訓練營分享會，讓參與消防訓練營同學分享學習

經歷，推廣活動宗旨，傳遞正面訊息。

2. 於 4 月 30 日安排學生到志願機構與區內兒童進行「樂共融活動」，培養自助助

人精神。

3. 於 3、4 月間為中一級推行「共創成長路課程」，藉以協助青少年建立健康的信

念和清晰的標準。

4. 於 4 月 28 日為中一、二級舉辦互動劇場—「遊劇場—ONLINE 贏家」，教導

學生勿沉迷賭博，讓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本組自設教材，啟廸學生「善用生

命」，認識「快樂的泉源」，明白人生價值。

5. 公民、德育及國情教育組於 2015 年 4 月 11 至 14 日舉行「西安歷史文化考察之旅」，共有 30 位中四至中五同學參加。四天

行程中，同學參觀了中國第一座史前聚落遺址博物館—半坡博物館，了解到六千多年前新石器時代，先民的生活概況，欣賞到

最著名的展品—人魚紋陶器及尖底水瓶。此外，在兵馬俑博物館，同學近距離看到名聞中外，被譽為世界八大奇蹟的秦兵馬俑，

無不被設計獨特，外形不同的武士俑、戰馬俑的氣勢所震懾。同學亦參觀了唐代大雁塔，對唐玄奘取西經的壯舉有更深入的認

識。西安是中國周秦漢唐四朝古都，可供考察的文物古蹟多不勝數，大量的博物館國寶，如商周的鐘鼎、漢代兵馬陶俑及歷代

名家的石碑等，令不少同學深深感受到中國文化的燦爛，是次行程令同學獲益良多。

生 命 教 育 及 班 主 任 課 組

與區內兒童樂共融—齊齊估領袖

大哥哥帶領學弟接受挑戰

同學與長者玩雜耍青少年入樽計劃 Legend 隊伍 同學悉心照顧長者

學 生 輔 導 組

大哥哥大姐姐與學弟學妹齊心協力完成任務

大哥哥與學
弟焗製蛋糕

　　學生輔導組舉辦多元化的活動，以培養學生的正確價值觀，發揮所長。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計劃讓中四、中五學長負起照顧中一學弟妹的責任，發揮領導才能，

下學期活動包括歷奇訓練日營、甜品班、午間活動、長者同樂日及探訪

精神病康復者等義工服務。

「青少年入樽計劃 2015」

　　「青少年入樽計劃 2015」已圓滿結束，本校 Legend 隊隊員積極投入，學會

了包容與接納，敢於面對挑戰，成功在各勁旅之中躋身 8 強之列，並於早會上分

享賽後感受。

「心晴賽馬會飛越校園計劃」

　　本校 16 名同學參加了「心晴賽馬會飛越校園計劃」舉辦的話劇訓練，並安排於

7 月到多所學校巡迴演出，傳遞情緒健康及反標籤歧視的訊息。

「自我完善計劃」

　　參加了「自我完善計劃」的同學透過義工服務及行為改善協議反省過失，敢於

面對困難，完成校內及社區義務工作，如清潔校園、整理圖書、探訪長者及賣旗籌

款等服務。

　　除此以外，本組還舉辦了「我做得到龍虎榜」、「我們是園丁」種植比賽、「網

絡欺凌」講座、「摘星計劃」校內服務獎等，教導同學發揮自重重人，服務社群的

精神。

「關注事項一」承擔責任，勵勉力行—篤實勵行

「關注事項二」提升學生律己敬人意識—自重重人  服務社群
　　本年度「關注事項二」下學期繼續推展各

項活動，提升學生的律己敬人意識。

　　訓導組在早會宣傳及領袖生緊密的巡查下，

學生的校服、髮式、儀容及行為違規情況，整

體表現有所進步。學生輔導組透過「網絡欺凌」

講座、工作坊及早會分享，讓學生學習如何建

立和諧網絡文化，在潛移默化之下，學生在互

聯網或手機羣組上亦大幅減少了衝突。此外，

下學期的「班際禮貌及清潔比賽」，高中組取得冠軍班別為 4C，初中組冠軍為 2D，比賽有助提升學生待人有禮的態度及保持課

室清潔的意識，發揮自重重人的精神。

　　體現關愛互助的精神方面，「摘星計劃」校內熱心服務獎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校內服務，今年獲老師提名 5 次或以上的同學較

去年多 10 人。中三級社區服務計劃，接近九成的學生參與社會服務，「健康校園計劃」、「自我完善計劃」、「入樽計劃」、「多

元智能挑戰計劃」及制服團隊均提供義工服務的機會，營造學習風氣，讓學生從服務中建立助人助己的觀念。

　　強化班級經營方面，本年度增加了班主任時間，讓班主任有更多機會與學生溝通，建立良好關係。藉著班主任課，除了因應

班中情況作適當的訓育外，班主任亦組織班會活動，如聖誕聯歡、班際歌唱比賽及生日會等。生命教育組預備公民及德育資料，

供班主任在班主任課與學生討論，如「快樂的泉源」、「人生雋語有感」等，讓學生與班主任一起閱讀及討論有關文章的意義，

藉以滲透正確的價值觀。班際盃全學年共有 16 項賽事，競爭激烈，初中組冠軍為 2C，高中組冠軍為 4B。各班為了得到學年大獎，

均積極參與比賽，發揮團結精神，增加班級的凝聚力。

　　融合教育方面，融合教育組開辦中、英文補習班，透過創意寫作練習，提升融合生的中、英文寫作能力；在課堂上開設「讀

寫樂」中、英文小組，讓融合生掌握不同的閱讀策略以提升他們的理解能力，衝破讀寫障礙。

賣旗義工服務 同學與長者玩遊戲

　　本年度「關注事項一」於下學期繼續推行各項工作，加強學生切實履行責任，勵勉力行。

　　個人自學成長方面，繼續加強同學學習積極性。自中央收功課政策推行以來，同學已養成

依時呈交功課的習慣；學業促進組與班主任積極跟進個別需要關顧的同學，協助他們認真求進。

中六及中五級拔尖班順利完成，同學學習態度積極投入；另於下學期舉行「中五測驗成績龍虎

榜」，繼續促進同學努力爭取佳績，同學反應積極，學習態度令人鼓舞。

　　提高教與學效能方面，繼續加強老師的協作分享。英文科舉行示範教學予全校老師，加強

跨科教學的專業交流；通識科及中文科老師亦進行科本同儕觀課，加強應用 FIP 教學法的能力，

對老師的課堂教學設計大有禆益。

　　培養學生成為領袖方面，各學生代表表現出色。總領袖生及副總領生參加由青協舉辦的總領袖生證書訓練課程，掌握最新的

領導技巧並能加以實踐。四社社長自我形象及責任感明顯提昇，如成功舉辦四社揮春比賽。學生會幹事處事日漸成熟，策劃能力

見進步，成功舉辦多項大型活動，並首辦賽官藝墟及師生烹飪大賽。輔導組的大哥哥大姐姐與中一小弟妹相處融洽，成為小弟妹

成長路上的良伴。

　　學生生涯規劃方面，升學及就業輔導組下學期推行一系列計劃，協助中三級同學認識自己的能力及性格特點，從而能於高中

選擇合適一己興趣和發展的科目；「高中新學制及科目簡介」學生講座、老師諮詢日、學兄學姐分享會、生涯規劃工作坊及事業

興趣測驗等活動，令學生瞭解個人興趣和能力，對選科有清晰的方向，提昇個人對規劃前程的能力。中六同學藉模擬面試及模擬

放榜日瞭解個人學習能力的特點，認識多元出路的途徑，學會自我介紹的技巧，掌握分組討論應有的禮儀，有助他們日後升學或

就業的發展。

大哥哥大姐姐與學弟妹打成一片

JA 營商體驗計劃

　　參加 JA 營商體驗計劃的同學於 12 月展銷會過後，在 1 月至 3 月期間繼續

進行第二階段活動──撰寫學習報告及參與「學習報告演繹比賽」，從中整理

和反思整個營商計劃中所學的經驗。比賽當日同學以話劇的形式分享在營商活

動中所學到的成果，同學的演出富有創意及趣味，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為學習實踐企業社會責任，同學將展銷會餘下的物資捐出作義賣，是次義

賣活動一共籌得 $1,038，所得善款已捐往聖雅各福群會食物銀行「眾膳坊」作

慈善用途。

　　一連八個月的活動隨着 4 月 25 日的頒獎典禮宣告圓滿結束，同學連月來

出席會議及籌備工作富有挑戰性，所學到的領導才能、團隊合作及企業精神

亦終生受用。另外，5B 陳巧曼同學在全港 75 間參與中學、1400 多名學生中

被甄選成為「最有價值團隊成員」獲獎同學之一，表揚她在營運學生公司期

間付出的努力和貢獻獲得大會認同，值得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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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3 月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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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著由配對的公司大使華夏神龍(國際)有限公司安排的集體遊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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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備自己及計劃未來。

外訪參觀活動

　　為擴闊學生視野，學校為不同年級的同

學安排了不同的參觀活動。中二及中三級參

觀入境事務學院、香港懲教博物館、機電工

程署、消防救護站及環境資源中心，瞭解不

同政府部門的工作和運作。中四級同學參觀

和合石橋頭路靈灰安置所、入境事務學院、

沙田污水處理廠及建造業訓練中心。此外，

全級中四同學也於 3 月 17 日參加「知安識

健體驗坊」活動；中五全級參觀了「香港貿

發局教育及職業博覽 2015」及「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 青衣分校 )」，認識本地多元

出路升學及就業途徑。

行業探索及工作體驗

    知己知彼，同學得瞭解社會不同的行業及工作情況才能有妥善的生涯規劃，因此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鼓勵學生參加不同行業探索及工作體驗活動。本年度本校同學參

加過的活動包括認識機場及航空行業活動、宜家家居零售工作體驗活動、影子護理

體驗活動、青年工程師體驗計劃及 TVB 電視城後台化妝職場影子活動等，學生能親

身體驗真實世界的工作情況，明白不同行業的工作成功要素及正確態度，獲益良多。

中三選科活動

　　本校於 2 月及 3 月為中三同學舉辦

了一連串選科活動，包括新高中學制及

科目簡介講座、學兄學姐分享會、老師

諮詢日及選科策略工作坊，以協助中三

同學認識自己、瞭解各科目修讀內容及

相關出路，以能為自己選擇合適的高中

選修科目。

升 學 及 就 業 輔 導 組

JA 營商體驗計劃畢業頒獎典禮

同學有機會到華夏神龍 ( 國際 ) 有限公司參
觀及瞭解電動車之業務。

中四及中五級共 10 位同學參加了由香
港工程師學會主辦的「青年工程師體
驗計劃」，透過講座和活動，同學加
深認識了香港工程的發展及工程師的
工作，其中同學更有機會實地參觀淨
化海港計劃的工作。

「老師諮詢日」當天，同學踴躍參與，把
握機會向各高中選修科老師查問有關學科
資訊，包括課程內容及課業模式等。

參觀「入境事務學院」，讓學生瞭解
入境處的日常運作及入職要求。

參觀「建造業資訊中心」的同學認識
到不同崗位的工作，如建築師、工程
師、測量師、技術人員等及了解建造
業的發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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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會
　　學生會 Solar 下學期聯同科技與生活科合辦五十五周年校慶師生烹飪大賽，共有 6 組師生隊伍

參加。比賽前，師生既要費盡心思，自行設計菜式，又要一同到市場選購食材，並為自己設計的美

食命名，難度不小。比賽過程中，師生同心協力，彼此非常合拍，烹調出一道道美味佳餚，令整個

家政室香氣滿溢，笑語盈盈。經過一輪比賽後，榮獲第一名是李可良老師與 5A 麥穎彤、5A 黃佩雯

攜手烹調的「阿里蝦蝦陪你共渡

五十五周年」；第二名是張翠珊

老師與 2B 方文軒攜手烹調的「濃

情蝦哈五十五載」；第三名是馮

沛然老師與 5A 卓思敏、5A 黎洛

沂攜手烹調的「牛津道上，獅子山下」。當天，各組師生樂也

融融，一同享受了熱鬧愉快的時光。

　　此外，學生會在下學期亦舉辦了各類型活動，包括牛津盃

比賽，計有三校辯論、足球與籃球比賽、以及「宿一宵」師生

活動、「賽官藝墟」等，讓全校同學共享豐富多采的校園生活。「賽官藝墟」讓同學自
選表演項目，一展才華

李可良老師的「阿里蝦
蝦 陪 你 共 渡 五 十 五 周
年」勇奪冠軍

牛津杯三校辯論比賽

　　生命教育及班主任課組與其下各小組—公民、德育及國情教育組、性及健康組及環境教育組，透過多元化的活動，如：講座、

小組學習、訓練營、交流團、互動劇場及義工服務等，幫助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及積極的人生觀。下學期舉辦了以下活動：

1.  「多元智能躍進計劃」—於 2015 年 2 月 2 至 6 日安排 39 位中二學生參加消

防訓練營，藉此提高他們的自律性、自信心及抗逆能力，建立團隊精神。並於 5

月 19 日為中二級舉行多元智能訓練營分享會，讓參與消防訓練營同學分享學習

經歷，推廣活動宗旨，傳遞正面訊息。

2. 於 4 月 30 日安排學生到志願機構與區內兒童進行「樂共融活動」，培養自助助

人精神。

3. 於 3、4 月間為中一級推行「共創成長路課程」，藉以協助青少年建立健康的信

念和清晰的標準。

4. 於 4 月 28 日為中一、二級舉辦互動劇場—「遊劇場—ONLINE 贏家」，教導

學生勿沉迷賭博，讓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本組自設教材，啟廸學生「善用生

命」，認識「快樂的泉源」，明白人生價值。

5. 公民、德育及國情教育組於 2015 年 4 月 11 至 14 日舉行「西安歷史文化考察之旅」，共有 30 位中四至中五同學參加。四天

行程中，同學參觀了中國第一座史前聚落遺址博物館—半坡博物館，了解到六千多年前新石器時代，先民的生活概況，欣賞到

最著名的展品—人魚紋陶器及尖底水瓶。此外，在兵馬俑博物館，同學近距離看到名聞中外，被譽為世界八大奇蹟的秦兵馬俑，

無不被設計獨特，外形不同的武士俑、戰馬俑的氣勢所震懾。同學亦參觀了唐代大雁塔，對唐玄奘取西經的壯舉有更深入的認

識。西安是中國周秦漢唐四朝古都，可供考察的文物古蹟多不勝數，大量的博物館國寶，如商周的鐘鼎、漢代兵馬陶俑及歷代

名家的石碑等，令不少同學深深感受到中國文化的燦爛，是次行程令同學獲益良多。

生 命 教 育 及 班 主 任 課 組

與區內兒童樂共融—齊齊估領袖

大哥哥帶領學弟接受挑戰

同學與長者玩雜耍青少年入樽計劃 Legend 隊伍 同學悉心照顧長者

學 生 輔 導 組

大哥哥大姐姐與學弟學妹齊心協力完成任務

大哥哥與學
弟焗製蛋糕

　　學生輔導組舉辦多元化的活動，以培養學生的正確價值觀，發揮所長。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計劃讓中四、中五學長負起照顧中一學弟妹的責任，發揮領導才能，

下學期活動包括歷奇訓練日營、甜品班、午間活動、長者同樂日及探訪

精神病康復者等義工服務。

「青少年入樽計劃 2015」

　　「青少年入樽計劃 2015」已圓滿結束，本校 Legend 隊隊員積極投入，學會

了包容與接納，敢於面對挑戰，成功在各勁旅之中躋身 8 強之列，並於早會上分

享賽後感受。

「心晴賽馬會飛越校園計劃」

　　本校 16 名同學參加了「心晴賽馬會飛越校園計劃」舉辦的話劇訓練，並安排於

7 月到多所學校巡迴演出，傳遞情緒健康及反標籤歧視的訊息。

「自我完善計劃」

　　參加了「自我完善計劃」的同學透過義工服務及行為改善協議反省過失，敢於

面對困難，完成校內及社區義務工作，如清潔校園、整理圖書、探訪長者及賣旗籌

款等服務。

　　除此以外，本組還舉辦了「我做得到龍虎榜」、「我們是園丁」種植比賽、「網

絡欺凌」講座、「摘星計劃」校內服務獎等，教導同學發揮自重重人，服務社群的

精神。

「關注事項一」承擔責任，勵勉力行—篤實勵行

「關注事項二」提升學生律己敬人意識—自重重人  服務社群
　　本年度「關注事項二」下學期繼續推展各

項活動，提升學生的律己敬人意識。

　　訓導組在早會宣傳及領袖生緊密的巡查下，

學生的校服、髮式、儀容及行為違規情況，整

體表現有所進步。學生輔導組透過「網絡欺凌」

講座、工作坊及早會分享，讓學生學習如何建

立和諧網絡文化，在潛移默化之下，學生在互

聯網或手機羣組上亦大幅減少了衝突。此外，

下學期的「班際禮貌及清潔比賽」，高中組取得冠軍班別為 4C，初中組冠軍為 2D，比賽有助提升學生待人有禮的態度及保持課

室清潔的意識，發揮自重重人的精神。

　　體現關愛互助的精神方面，「摘星計劃」校內熱心服務獎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校內服務，今年獲老師提名 5 次或以上的同學較

去年多 10 人。中三級社區服務計劃，接近九成的學生參與社會服務，「健康校園計劃」、「自我完善計劃」、「入樽計劃」、「多

元智能挑戰計劃」及制服團隊均提供義工服務的機會，營造學習風氣，讓學生從服務中建立助人助己的觀念。

　　強化班級經營方面，本年度增加了班主任時間，讓班主任有更多機會與學生溝通，建立良好關係。藉著班主任課，除了因應

班中情況作適當的訓育外，班主任亦組織班會活動，如聖誕聯歡、班際歌唱比賽及生日會等。生命教育組預備公民及德育資料，

供班主任在班主任課與學生討論，如「快樂的泉源」、「人生雋語有感」等，讓學生與班主任一起閱讀及討論有關文章的意義，

藉以滲透正確的價值觀。班際盃全學年共有 16 項賽事，競爭激烈，初中組冠軍為 2C，高中組冠軍為 4B。各班為了得到學年大獎，

均積極參與比賽，發揮團結精神，增加班級的凝聚力。

　　融合教育方面，融合教育組開辦中、英文補習班，透過創意寫作練習，提升融合生的中、英文寫作能力；在課堂上開設「讀

寫樂」中、英文小組，讓融合生掌握不同的閱讀策略以提升他們的理解能力，衝破讀寫障礙。

賣旗義工服務 同學與長者玩遊戲

　　本年度「關注事項一」於下學期繼續推行各項工作，加強學生切實履行責任，勵勉力行。

　　個人自學成長方面，繼續加強同學學習積極性。自中央收功課政策推行以來，同學已養成

依時呈交功課的習慣；學業促進組與班主任積極跟進個別需要關顧的同學，協助他們認真求進。

中六及中五級拔尖班順利完成，同學學習態度積極投入；另於下學期舉行「中五測驗成績龍虎

榜」，繼續促進同學努力爭取佳績，同學反應積極，學習態度令人鼓舞。

　　提高教與學效能方面，繼續加強老師的協作分享。英文科舉行示範教學予全校老師，加強

跨科教學的專業交流；通識科及中文科老師亦進行科本同儕觀課，加強應用 FIP 教學法的能力，

對老師的課堂教學設計大有禆益。

　　培養學生成為領袖方面，各學生代表表現出色。總領袖生及副總領生參加由青協舉辦的總領袖生證書訓練課程，掌握最新的

領導技巧並能加以實踐。四社社長自我形象及責任感明顯提昇，如成功舉辦四社揮春比賽。學生會幹事處事日漸成熟，策劃能力

見進步，成功舉辦多項大型活動，並首辦賽官藝墟及師生烹飪大賽。輔導組的大哥哥大姐姐與中一小弟妹相處融洽，成為小弟妹

成長路上的良伴。

　　學生生涯規劃方面，升學及就業輔導組下學期推行一系列計劃，協助中三級同學認識自己的能力及性格特點，從而能於高中

選擇合適一己興趣和發展的科目；「高中新學制及科目簡介」學生講座、老師諮詢日、學兄學姐分享會、生涯規劃工作坊及事業

興趣測驗等活動，令學生瞭解個人興趣和能力，對選科有清晰的方向，提昇個人對規劃前程的能力。中六同學藉模擬面試及模擬

放榜日瞭解個人學習能力的特點，認識多元出路的途徑，學會自我介紹的技巧，掌握分組討論應有的禮儀，有助他們日後升學或

就業的發展。

大哥哥大姐姐與學弟妹打成一片

JA 營商體驗計劃

　　參加 JA 營商體驗計劃的同學於 12 月展銷會過後，在 1 月至 3 月期間繼續

進行第二階段活動──撰寫學習報告及參與「學習報告演繹比賽」，從中整理

和反思整個營商計劃中所學的經驗。比賽當日同學以話劇的形式分享在營商活

動中所學到的成果，同學的演出富有創意及趣味，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為學習實踐企業社會責任，同學將展銷會餘下的物資捐出作義賣，是次義

賣活動一共籌得 $1,038，所得善款已捐往聖雅各福群會食物銀行「眾膳坊」作

慈善用途。

　　一連八個月的活動隨着 4 月 25 日的頒獎典禮宣告圓滿結束，同學連月來

出席會議及籌備工作富有挑戰性，所學到的領導才能、團隊合作及企業精神

亦終生受用。另外，5B 陳巧曼同學在全港 75 間參與中學、1400 多名學生中

被甄選成為「最有價值團隊成員」獲獎同學之一，表揚她在營運學生公司期

間付出的努力和貢獻獲得大會認同，值得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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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3 月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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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著由配對的公司大使華夏神龍(國際)有限公司安排的集體遊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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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備自己及計劃未來。

外訪參觀活動

　　為擴闊學生視野，學校為不同年級的同

學安排了不同的參觀活動。中二及中三級參

觀入境事務學院、香港懲教博物館、機電工

程署、消防救護站及環境資源中心，瞭解不

同政府部門的工作和運作。中四級同學參觀

和合石橋頭路靈灰安置所、入境事務學院、

沙田污水處理廠及建造業訓練中心。此外，

全級中四同學也於 3 月 17 日參加「知安識

健體驗坊」活動；中五全級參觀了「香港貿

發局教育及職業博覽 2015」及「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 青衣分校 )」，認識本地多元

出路升學及就業途徑。

行業探索及工作體驗

    知己知彼，同學得瞭解社會不同的行業及工作情況才能有妥善的生涯規劃，因此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鼓勵學生參加不同行業探索及工作體驗活動。本年度本校同學參

加過的活動包括認識機場及航空行業活動、宜家家居零售工作體驗活動、影子護理

體驗活動、青年工程師體驗計劃及 TVB 電視城後台化妝職場影子活動等，學生能親

身體驗真實世界的工作情況，明白不同行業的工作成功要素及正確態度，獲益良多。

中三選科活動

　　本校於 2 月及 3 月為中三同學舉辦

了一連串選科活動，包括新高中學制及

科目簡介講座、學兄學姐分享會、老師

諮詢日及選科策略工作坊，以協助中三

同學認識自己、瞭解各科目修讀內容及

相關出路，以能為自己選擇合適的高中

選修科目。

升 學 及 就 業 輔 導 組

JA 營商體驗計劃畢業頒獎典禮

同學有機會到華夏神龍 ( 國際 ) 有限公司參
觀及瞭解電動車之業務。

中四及中五級共 10 位同學參加了由香
港工程師學會主辦的「青年工程師體
驗計劃」，透過講座和活動，同學加
深認識了香港工程的發展及工程師的
工作，其中同學更有機會實地參觀淨
化海港計劃的工作。

「老師諮詢日」當天，同學踴躍參與，把
握機會向各高中選修科老師查問有關學科
資訊，包括課程內容及課業模式等。

參觀「入境事務學院」，讓學生瞭解
入境處的日常運作及入職要求。

參觀「建造業資訊中心」的同學認識
到不同崗位的工作，如建築師、工程
師、測量師、技術人員等及了解建造
業的發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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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會
　　學生會 Solar 下學期聯同科技與生活科合辦五十五周年校慶師生烹飪大賽，共有 6 組師生隊伍

參加。比賽前，師生既要費盡心思，自行設計菜式，又要一同到市場選購食材，並為自己設計的美

食命名，難度不小。比賽過程中，師生同心協力，彼此非常合拍，烹調出一道道美味佳餚，令整個

家政室香氣滿溢，笑語盈盈。經過一輪比賽後，榮獲第一名是李可良老師與 5A 麥穎彤、5A 黃佩雯

攜手烹調的「阿里蝦蝦陪你共渡

五十五周年」；第二名是張翠珊

老師與 2B 方文軒攜手烹調的「濃

情蝦哈五十五載」；第三名是馮

沛然老師與 5A 卓思敏、5A 黎洛

沂攜手烹調的「牛津道上，獅子山下」。當天，各組師生樂也

融融，一同享受了熱鬧愉快的時光。

　　此外，學生會在下學期亦舉辦了各類型活動，包括牛津盃

比賽，計有三校辯論、足球與籃球比賽、以及「宿一宵」師生

活動、「賽官藝墟」等，讓全校同學共享豐富多采的校園生活。「賽官藝墟」讓同學自
選表演項目，一展才華

李可良老師的「阿里蝦
蝦 陪 你 共 渡 五 十 五 周
年」勇奪冠軍

牛津杯三校辯論比賽

　　生命教育及班主任課組與其下各小組—公民、德育及國情教育組、性及健康組及環境教育組，透過多元化的活動，如：講座、

小組學習、訓練營、交流團、互動劇場及義工服務等，幫助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及積極的人生觀。下學期舉辦了以下活動：

1.  「多元智能躍進計劃」—於 2015 年 2 月 2 至 6 日安排 39 位中二學生參加消

防訓練營，藉此提高他們的自律性、自信心及抗逆能力，建立團隊精神。並於 5

月 19 日為中二級舉行多元智能訓練營分享會，讓參與消防訓練營同學分享學習

經歷，推廣活動宗旨，傳遞正面訊息。

2. 於 4 月 30 日安排學生到志願機構與區內兒童進行「樂共融活動」，培養自助助

人精神。

3. 於 3、4 月間為中一級推行「共創成長路課程」，藉以協助青少年建立健康的信

念和清晰的標準。

4. 於 4 月 28 日為中一、二級舉辦互動劇場—「遊劇場—ONLINE 贏家」，教導

學生勿沉迷賭博，讓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本組自設教材，啟廸學生「善用生

命」，認識「快樂的泉源」，明白人生價值。

5. 公民、德育及國情教育組於 2015 年 4 月 11 至 14 日舉行「西安歷史文化考察之旅」，共有 30 位中四至中五同學參加。四天

行程中，同學參觀了中國第一座史前聚落遺址博物館—半坡博物館，了解到六千多年前新石器時代，先民的生活概況，欣賞到

最著名的展品—人魚紋陶器及尖底水瓶。此外，在兵馬俑博物館，同學近距離看到名聞中外，被譽為世界八大奇蹟的秦兵馬俑，

無不被設計獨特，外形不同的武士俑、戰馬俑的氣勢所震懾。同學亦參觀了唐代大雁塔，對唐玄奘取西經的壯舉有更深入的認

識。西安是中國周秦漢唐四朝古都，可供考察的文物古蹟多不勝數，大量的博物館國寶，如商周的鐘鼎、漢代兵馬陶俑及歷代

名家的石碑等，令不少同學深深感受到中國文化的燦爛，是次行程令同學獲益良多。

生 命 教 育 及 班 主 任 課 組

與區內兒童樂共融—齊齊估領袖

大哥哥帶領學弟接受挑戰

同學與長者玩雜耍青少年入樽計劃 Legend 隊伍 同學悉心照顧長者

學 生 輔 導 組

大哥哥大姐姐與學弟學妹齊心協力完成任務

大哥哥與學
弟焗製蛋糕

　　學生輔導組舉辦多元化的活動，以培養學生的正確價值觀，發揮所長。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計劃讓中四、中五學長負起照顧中一學弟妹的責任，發揮領導才能，

下學期活動包括歷奇訓練日營、甜品班、午間活動、長者同樂日及探訪

精神病康復者等義工服務。

「青少年入樽計劃 2015」

　　「青少年入樽計劃 2015」已圓滿結束，本校 Legend 隊隊員積極投入，學會

了包容與接納，敢於面對挑戰，成功在各勁旅之中躋身 8 強之列，並於早會上分

享賽後感受。

「心晴賽馬會飛越校園計劃」

　　本校 16 名同學參加了「心晴賽馬會飛越校園計劃」舉辦的話劇訓練，並安排於

7 月到多所學校巡迴演出，傳遞情緒健康及反標籤歧視的訊息。

「自我完善計劃」

　　參加了「自我完善計劃」的同學透過義工服務及行為改善協議反省過失，敢於

面對困難，完成校內及社區義務工作，如清潔校園、整理圖書、探訪長者及賣旗籌

款等服務。

　　除此以外，本組還舉辦了「我做得到龍虎榜」、「我們是園丁」種植比賽、「網

絡欺凌」講座、「摘星計劃」校內服務獎等，教導同學發揮自重重人，服務社群的

精神。

「關注事項一」承擔責任，勵勉力行—篤實勵行

「關注事項二」提升學生律己敬人意識—自重重人  服務社群
　　本年度「關注事項二」下學期繼續推展各

項活動，提升學生的律己敬人意識。

　　訓導組在早會宣傳及領袖生緊密的巡查下，

學生的校服、髮式、儀容及行為違規情況，整

體表現有所進步。學生輔導組透過「網絡欺凌」

講座、工作坊及早會分享，讓學生學習如何建

立和諧網絡文化，在潛移默化之下，學生在互

聯網或手機羣組上亦大幅減少了衝突。此外，

下學期的「班際禮貌及清潔比賽」，高中組取得冠軍班別為 4C，初中組冠軍為 2D，比賽有助提升學生待人有禮的態度及保持課

室清潔的意識，發揮自重重人的精神。

　　體現關愛互助的精神方面，「摘星計劃」校內熱心服務獎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校內服務，今年獲老師提名 5 次或以上的同學較

去年多 10 人。中三級社區服務計劃，接近九成的學生參與社會服務，「健康校園計劃」、「自我完善計劃」、「入樽計劃」、「多

元智能挑戰計劃」及制服團隊均提供義工服務的機會，營造學習風氣，讓學生從服務中建立助人助己的觀念。

　　強化班級經營方面，本年度增加了班主任時間，讓班主任有更多機會與學生溝通，建立良好關係。藉著班主任課，除了因應

班中情況作適當的訓育外，班主任亦組織班會活動，如聖誕聯歡、班際歌唱比賽及生日會等。生命教育組預備公民及德育資料，

供班主任在班主任課與學生討論，如「快樂的泉源」、「人生雋語有感」等，讓學生與班主任一起閱讀及討論有關文章的意義，

藉以滲透正確的價值觀。班際盃全學年共有 16 項賽事，競爭激烈，初中組冠軍為 2C，高中組冠軍為 4B。各班為了得到學年大獎，

均積極參與比賽，發揮團結精神，增加班級的凝聚力。

　　融合教育方面，融合教育組開辦中、英文補習班，透過創意寫作練習，提升融合生的中、英文寫作能力；在課堂上開設「讀

寫樂」中、英文小組，讓融合生掌握不同的閱讀策略以提升他們的理解能力，衝破讀寫障礙。

賣旗義工服務 同學與長者玩遊戲

　　本年度「關注事項一」於下學期繼續推行各項工作，加強學生切實履行責任，勵勉力行。

　　個人自學成長方面，繼續加強同學學習積極性。自中央收功課政策推行以來，同學已養成

依時呈交功課的習慣；學業促進組與班主任積極跟進個別需要關顧的同學，協助他們認真求進。

中六及中五級拔尖班順利完成，同學學習態度積極投入；另於下學期舉行「中五測驗成績龍虎

榜」，繼續促進同學努力爭取佳績，同學反應積極，學習態度令人鼓舞。

　　提高教與學效能方面，繼續加強老師的協作分享。英文科舉行示範教學予全校老師，加強

跨科教學的專業交流；通識科及中文科老師亦進行科本同儕觀課，加強應用 FIP 教學法的能力，

對老師的課堂教學設計大有禆益。

　　培養學生成為領袖方面，各學生代表表現出色。總領袖生及副總領生參加由青協舉辦的總領袖生證書訓練課程，掌握最新的

領導技巧並能加以實踐。四社社長自我形象及責任感明顯提昇，如成功舉辦四社揮春比賽。學生會幹事處事日漸成熟，策劃能力

見進步，成功舉辦多項大型活動，並首辦賽官藝墟及師生烹飪大賽。輔導組的大哥哥大姐姐與中一小弟妹相處融洽，成為小弟妹

成長路上的良伴。

　　學生生涯規劃方面，升學及就業輔導組下學期推行一系列計劃，協助中三級同學認識自己的能力及性格特點，從而能於高中

選擇合適一己興趣和發展的科目；「高中新學制及科目簡介」學生講座、老師諮詢日、學兄學姐分享會、生涯規劃工作坊及事業

興趣測驗等活動，令學生瞭解個人興趣和能力，對選科有清晰的方向，提昇個人對規劃前程的能力。中六同學藉模擬面試及模擬

放榜日瞭解個人學習能力的特點，認識多元出路的途徑，學會自我介紹的技巧，掌握分組討論應有的禮儀，有助他們日後升學或

就業的發展。

大哥哥大姐姐與學弟妹打成一片

JA 營商體驗計劃

　　參加 JA 營商體驗計劃的同學於 12 月展銷會過後，在 1 月至 3 月期間繼續

進行第二階段活動──撰寫學習報告及參與「學習報告演繹比賽」，從中整理

和反思整個營商計劃中所學的經驗。比賽當日同學以話劇的形式分享在營商活

動中所學到的成果，同學的演出富有創意及趣味，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為學習實踐企業社會責任，同學將展銷會餘下的物資捐出作義賣，是次義

賣活動一共籌得 $1,038，所得善款已捐往聖雅各福群會食物銀行「眾膳坊」作

慈善用途。

　　一連八個月的活動隨着 4 月 25 日的頒獎典禮宣告圓滿結束，同學連月來

出席會議及籌備工作富有挑戰性，所學到的領導才能、團隊合作及企業精神

亦終生受用。另外，5B 陳巧曼同學在全港 75 間參與中學、1400 多名學生中

被甄選成為「最有價值團隊成員」獲獎同學之一，表揚她在營運學生公司期

間付出的努力和貢獻獲得大會認同，值得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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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3 月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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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著由配對的公司大使華夏神龍(國際)有限公司安排的集體遊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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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備自己及計劃未來。

外訪參觀活動

　　為擴闊學生視野，學校為不同年級的同

學安排了不同的參觀活動。中二及中三級參

觀入境事務學院、香港懲教博物館、機電工

程署、消防救護站及環境資源中心，瞭解不

同政府部門的工作和運作。中四級同學參觀

和合石橋頭路靈灰安置所、入境事務學院、

沙田污水處理廠及建造業訓練中心。此外，

全級中四同學也於 3 月 17 日參加「知安識

健體驗坊」活動；中五全級參觀了「香港貿

發局教育及職業博覽 2015」及「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 青衣分校 )」，認識本地多元

出路升學及就業途徑。

行業探索及工作體驗

    知己知彼，同學得瞭解社會不同的行業及工作情況才能有妥善的生涯規劃，因此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鼓勵學生參加不同行業探索及工作體驗活動。本年度本校同學參

加過的活動包括認識機場及航空行業活動、宜家家居零售工作體驗活動、影子護理

體驗活動、青年工程師體驗計劃及 TVB 電視城後台化妝職場影子活動等，學生能親

身體驗真實世界的工作情況，明白不同行業的工作成功要素及正確態度，獲益良多。

中三選科活動

　　本校於 2 月及 3 月為中三同學舉辦

了一連串選科活動，包括新高中學制及

科目簡介講座、學兄學姐分享會、老師

諮詢日及選科策略工作坊，以協助中三

同學認識自己、瞭解各科目修讀內容及

相關出路，以能為自己選擇合適的高中

選修科目。

升 學 及 就 業 輔 導 組

JA 營商體驗計劃畢業頒獎典禮

同學有機會到華夏神龍 ( 國際 ) 有限公司參
觀及瞭解電動車之業務。

中四及中五級共 10 位同學參加了由香
港工程師學會主辦的「青年工程師體
驗計劃」，透過講座和活動，同學加
深認識了香港工程的發展及工程師的
工作，其中同學更有機會實地參觀淨
化海港計劃的工作。

「老師諮詢日」當天，同學踴躍參與，把
握機會向各高中選修科老師查問有關學科
資訊，包括課程內容及課業模式等。

參觀「入境事務學院」，讓學生瞭解
入境處的日常運作及入職要求。

參觀「建造業資訊中心」的同學認識
到不同崗位的工作，如建築師、工程
師、測量師、技術人員等及了解建造
業的發展前景。

2 3 4



　　恭賀鍾麗萍老師榮獲教育局優良顧客服務獎項。

　　鍾麗萍老師對教育充滿熱誠，凡事以學生為先，教學態度積極認真。鍾老師是本校的升學及就業輔導主任，

她設計了全面的校本生涯規劃課程，配合各項多元化活動，幫助初中及高中學生認識自我、擴闊視野，同時讓

他們掌握更多升學及就業資訊。鍾老師關心學生的福祉，一直不辭勞苦解開學生對學習、升學及多元出路的疑

惑。她為所有中三和中六學生安排小組及個人面談和輔導，並主動與班主任聯繫，識別有需要的學生，為他們

提供適切的升學及就業支援。她又開辦不同的外語課程，供學生選擇，這些課程增強了學生的自信心和能力感。

鍾老師樂於助人、勤奮盡責，實為其他老師和學生的榜樣；她獲教育局優良顧客服務獎項是實至名歸的，可喜可賀！

教育局優良顧客服務獎勵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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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七月

校外比賽獲獎紀錄 (2/2015-6/2015)

賽馬會官立中學
校 訊

11/2/2015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校際田徑錦標賽男子乙組跳高 亞軍 2C 鄧崇耀

15/3/2015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 HKMO Open》初賽

中一組銅獎 1C 張智斌　1C 陳思穎　1C 陳廣傑

中二組銅獎 2D 郭晉馹

高中組銅獎 6B 黃揚琛　6B 梁頌軒

25/4/2015 國際成就計劃香港部

JA 營商體驗計劃 最有價值團隊成員 5B 陳巧曼

5/2015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及公共圖書館合辦

「第 26 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

讀後感寫作比賽

初級組推薦獎 1C 冼仲晴

高級組推薦獎 5B 雷敏儀

10/5/2015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2015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

(AIMO OPEN) 決賽
高中組銅獎 6B 黃揚琛

16/5/2015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及稻香集團合辦

「『有營煮意獻雙親』

—全港師生烹飪比賽 2015」
季軍 張桂強老師及沈麗娜老師

25/5-30/6/2015 普通話教師學會

第十五屆全港學界普通話

傳藝比賽 (2015) 獨唱組

冠軍 2C 鄧崇耀

亞軍 2C 蘇智成

二人合唱組

初級組　冠軍 2C 鄧崇耀 蘇智成

　　　　亞軍 2B 陳森瀅　2B 劉芷珊

　　　　季軍 2C 游凱淇　2C 伍鈺怡

2014-2015 Smart Education

My SmartABC Programme Award

My SmartABC Student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Award

3A  Tong Siu Chung      3D  Chan Wai Yan
3D  Lan Shun Kit           3D  Leung Sin Yuen

My SmartABC Student Outstanding 
School Award

Whole School

恭賀鍾麗萍老師
獲教育局優良顧
客服務獎項

告別賽官
　　光陰飛逝，轉瞬間我已於賽馬會官立中學服務四載，現在是時候向各位道別，說聲再見，因為我將於這個暑假之後退休。

　　在此我要誠切的向與我並肩數載的同事道謝。承先啟後，配合社會的急速變化與發展，學校務須與時並進，因此，學校在這

數年裡也作了不少轉變：軟件方面，如修訂課程、發展生涯規劃，以及加強讓同學透過經歷發展多元才能；硬件方面，如重鋪操場、

增加教學設施、以及優化資訊及科技設備等。在所有措施上，同事們都不辭勞苦，予以配合，因為他們深深明白，一切努力都是

為了提升學與教的效能，及為同學提供豐盛的校園生活，培育同學全面成長。

　　我也要感謝一直對我予以信任和對學校支持的家長。家長教師會盡心盡力，除積極就學校事務給予寶貴的意見外，更是身體

力行，為學校活動出力，例如每年都為中六同學的惜別會烹調糖水及為畢業禮製作紀念品，又經常協助聯繫其他家長，促進家校

合作。

　　我校可愛的同學是我努力工作的動力。他們純真樸實，創意無限。對學校提供的活動和服務機會，他們都

積極參與，認真投入，珍惜每一個學習機會。幾年來見著他們日漸進步，特別於修養禮儀和策劃解難的能力顯

著提升，實在殊堪告慰。

　　歲月無聲，在賽官四年的日子，有苦有樂。離別在即，我會帶走的，是一幕幕同學努力求進的回憶片段，

及同事對我的情誼和支持。

　　最後，祝願老師身心康泰，教學工作得心應手；學生受教感恩，努力邁進；家長和衷協力，支持學校；賽

馬會官立中學進步發展，校譽日隆！

袁家頌校長

賽馬會官立中學五十五周年校慶活動
　　繼上學期不同年代的校友參與學校開放日、五十五周年校慶

頒獎典禮及陸運會比賽外；下學期我們繼續就五十五周年校慶舉

辦各項活動 , 並邀請校友回校在早會短講，向學弟學妹講述一些

鮮為人知的賽官舊事，令同學更瞭解賽官的歷史。

     2015 年 3 月 7 日，不同年份畢業的賽官校友與其家人親友在

校園聚首一堂，一起緬懷昔日校園生活點滴之餘，更藉此機會瞭

解母校的最新發展。當天下午二時許開始，校園內各個角落均佈

滿校友的足跡︰禮堂內，校友中文大學中醫學院蔡昕宏博士主講

《自我保健按摩手法》；接着是校友立法會議員盧偉國伉儷之音樂及歌唱表演，校友黃鵬緒先生示範詠春拳，中五的同學們亦為師兄姐

獻唱歌曲。家政室，校友和家人合力製作蛋糕，處處飄香，溫情洋溢。操場上，校友師生籃球賽緊張刺激，扣人心弦。當天，校友和家

人在校園各處拍照留念，笑聲響遍校園每個角落，一起度過一個愉快難忘的下午。

　　本年 6 月 26 日是賽官師生校友一個難忘的大日子︰當晚七百

多位賽官師生校友共聚一堂，同賀賽馬會官立中學五十五周年校

慶。晚宴首先由袁家頌校長致歡迎詞，接着是五十五周年校慶舊生

會活動籌委會主席吳穎恩女士分享去年開始的籌備校慶活動工作的

感受，而最值得高興的是新一屆校友會幹事會在晚宴上宣佈正式成

立；在校友會主席陳麟先生、各委員和籌委會主席吳穎恩女士、袁

校長祝酒後，晚宴隨即開始。當晚，會場上洋溢着師友來賓的笑語

聲、來賓抽中校友捐出獎品時的歡笑聲、不同年代畢業生和師長在

台上合照留念的熱烈歡呼，都令各位賽官師生留下難忘的回憶！

校友早會短講 校友日，歷屆校友重回母校聚首一堂

校友會主席、各委員和籌委會
主席及袁校長在台上祝酒

七百多位賽官師生校友同賀賽
馬會官立中學五十五周年校慶

「第 26 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讀後感寫作比賽
　　 圖書館與中文科合作鼓勵同學參加由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及公

共圖書館合辦的「第 26 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讀後感寫作比賽。冼仲

晴同學 (1C) 榮獲推薦獎（初級組），雷敏儀同學 (5B) 榮獲推薦獎（高

級組）。

賽官師生好書推介
　　 王溥楠老師、周以恒老師、鍾麗萍老師及張麗怡老師分別於下學期

的早會上向同學推介好書，推廣閱讀風氣。

親炙作家講座 
　　學校圖書館與英文科於 4 月 17 日合辦《母語不是英文的人怎樣才能避免各種英文錯誤？》為

主題的作家講座，邀得前任香港能仁專上書院副校長（行政）、英文系首席講師蔡英材先生到校與

同學分享，講解學習英文的趣味與心得，尤其是怎樣避免英文運用的典型錯誤，具實用價值。

中英文書籍展覽
　　圖書館於 4 月 16 及 17 日，邀請了商務印書館到校於學校禮堂舉行書籍展覽，為同學提供接觸

新書的機會。是次書展所展出之書目除配合英文週活動，同時亦適合同學廣泛的閱讀興趣；期望同

學透過參觀書展，多接觸不同類型的新書，並提高對閱讀的興趣。

圖書館服務

5 月 14 日的早會
上，張麗怡老師
為同學介紹一本
有關諾貝爾和平
獎得主馬拉拉的
傳記書籍—《我
是馬拉拉》。

同學在西安古城牆前留影 同學乘小艇飽覽鼎湖山自然保育區獨特的地貌

第二次教職員專業發展日 (13/3/2015)
　　本學年第二次教職員專業發

展日已於 3 月 13 日順利舉行。

是次發展日主要到吉澳、鴨州島、

荔枝窩地質公園考察。當天由經

驗豐富的導遊帶領和講解，讓老

師在遊覽過程中探索和欣賞大自

然，增加對香港地質及生態的認

識，以及認識香港地質公園的教

育配套設施。

教職員專業發展組

分組討論及匯報，積極提出具體建議

穿過鴨洲的「鴨眼」

老師一起研究地質公園的地貌

第三次教職員專業發展日 (8/6/2015)

　　老師當日就著學校未來的三年發展計劃（2015-2018 年度）：

學校關注事項 ( 一 )：好學奮進、敢夢想飛
學校關注事項 ( 二 )：裝備立己、營創坦途

　　提出積極可行的方案，群策群力，為未來三年的學校發展作好準備。

6. 2015 年 4 月 13 至 14 日，中三全級舉行了「肇慶自然地貌與保育之旅」考察活動。這兩天行程中，師生一行約一百人在蝴蝶

谷欣賞各種蝴蝶在花叢中翩翩

起舞的美姿，以及瞭解當地工

作人員養護蝴蝶的工作概況；

而在鼎湖山，師生走進山林遠

足，欣賞當地林木茂盛的原始

森林，流泉飛瀑及豐富亞熱帶

植物；在七星岩，師生亦考察

了喀斯特溶岩地貌的岩峰、湖

泊等，令同學對當地的自然保

育工作及成果加深了認識。

　　本組透過老師培訓、課堂教學支援、到校教育心理服務及融合教育

活動這四方面推行融合教育工作。

　　老師培訓方面，下學期老師修讀為期 15 天的「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

學生—感知、溝通及肢體需要」專題課程，讓老師瞭解如何制訂共融政

策、措施及推廣共融文化，並認識特殊學生的學習需要及有關團隊支援

工作。另外，亦有教學助理參與 12 小時的工作坊，提升教學助理瞭解照

顧不同學習需要學生的專業知識、發展正面的接納態度及掌握有關團隊

支援的角色及工作技能。

　　課堂教學支援方面，本校透過小組模式及協作教學，為初中融合生

設立語文小組教學、推行「喜悅寫意」課程、剪裁寫作工作紙加強構思

能力，以加強支援融合生語文教育，並提升有讀寫障礙同學的寫作能力。

　　融合教育活動方面，本組繼續與外間機構開辦初中及高中社交訓練小組，透過結合青少年心理輔導理念之訓練活動，

以 I-LAUGH 為基礎，配合多元化的活動，教導組員分辨期望及非期望行為、說話和表達技巧，藉此改善組員的社交技巧，

共有 13 位同學參與，同學均積極投入，他們表示更能認識自我情緒和掌握管理情緒的技巧。另外，本組與外間機構合辦兩

組初中中、英文補習班，透過中文及英文創意寫作，提昇他們遣詞造句的能力；同學均表示對寫作更有興趣和信心。

融合教育組

初中社交訓練小組—參加同學專心致志地思考
自己的個人特質及優點，為個人分享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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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賀鍾麗萍老師榮獲教育局優良顧客服務獎項。

　　鍾麗萍老師對教育充滿熱誠，凡事以學生為先，教學態度積極認真。鍾老師是本校的升學及就業輔導主任，

她設計了全面的校本生涯規劃課程，配合各項多元化活動，幫助初中及高中學生認識自我、擴闊視野，同時讓

他們掌握更多升學及就業資訊。鍾老師關心學生的福祉，一直不辭勞苦解開學生對學習、升學及多元出路的疑

惑。她為所有中三和中六學生安排小組及個人面談和輔導，並主動與班主任聯繫，識別有需要的學生，為他們

提供適切的升學及就業支援。她又開辦不同的外語課程，供學生選擇，這些課程增強了學生的自信心和能力感。

鍾老師樂於助人、勤奮盡責，實為其他老師和學生的榜樣；她獲教育局優良顧客服務獎項是實至名歸的，可喜可賀！

教育局優良顧客服務獎勵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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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七月

校外比賽獲獎紀錄 (2/2015-6/2015)

賽馬會官立中學
校 訊

11/2/2015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校際田徑錦標賽男子乙組跳高 亞軍 2C 鄧崇耀

15/3/2015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 HKMO Open》初賽

中一組銅獎 1C 張智斌　1C 陳思穎　1C 陳廣傑

中二組銅獎 2D 郭晉馹

高中組銅獎 6B 黃揚琛　6B 梁頌軒

25/4/2015 國際成就計劃香港部

JA 營商體驗計劃 最有價值團隊成員 5B 陳巧曼

5/2015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及公共圖書館合辦

「第 26 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

讀後感寫作比賽

初級組推薦獎 1C 冼仲晴

高級組推薦獎 5B 雷敏儀

10/5/2015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2015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

(AIMO OPEN) 決賽
高中組銅獎 6B 黃揚琛

16/5/2015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及稻香集團合辦

「『有營煮意獻雙親』

—全港師生烹飪比賽 2015」
季軍 張桂強老師及沈麗娜老師

25/5-30/6/2015 普通話教師學會

第十五屆全港學界普通話

傳藝比賽 (2015) 獨唱組

冠軍 2C 鄧崇耀

亞軍 2C 蘇智成

二人合唱組

初級組　冠軍 2C 鄧崇耀 蘇智成

　　　　亞軍 2B 陳森瀅　2B 劉芷珊

　　　　季軍 2C 游凱淇　2C 伍鈺怡

2014-2015 Smart Education

My SmartABC Programme Award

My SmartABC Student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Award

3A  Tong Siu Chung      3D  Chan Wai Yan
3D  Lan Shun Kit           3D  Leung Sin Yuen

My SmartABC Student Outstanding 
School Award

Whole School

恭賀鍾麗萍老師
獲教育局優良顧
客服務獎項

告別賽官
　　光陰飛逝，轉瞬間我已於賽馬會官立中學服務四載，現在是時候向各位道別，說聲再見，因為我將於這個暑假之後退休。

　　在此我要誠切的向與我並肩數載的同事道謝。承先啟後，配合社會的急速變化與發展，學校務須與時並進，因此，學校在這

數年裡也作了不少轉變：軟件方面，如修訂課程、發展生涯規劃，以及加強讓同學透過經歷發展多元才能；硬件方面，如重鋪操場、

增加教學設施、以及優化資訊及科技設備等。在所有措施上，同事們都不辭勞苦，予以配合，因為他們深深明白，一切努力都是

為了提升學與教的效能，及為同學提供豐盛的校園生活，培育同學全面成長。

　　我也要感謝一直對我予以信任和對學校支持的家長。家長教師會盡心盡力，除積極就學校事務給予寶貴的意見外，更是身體

力行，為學校活動出力，例如每年都為中六同學的惜別會烹調糖水及為畢業禮製作紀念品，又經常協助聯繫其他家長，促進家校

合作。

　　我校可愛的同學是我努力工作的動力。他們純真樸實，創意無限。對學校提供的活動和服務機會，他們都

積極參與，認真投入，珍惜每一個學習機會。幾年來見著他們日漸進步，特別於修養禮儀和策劃解難的能力顯

著提升，實在殊堪告慰。

　　歲月無聲，在賽官四年的日子，有苦有樂。離別在即，我會帶走的，是一幕幕同學努力求進的回憶片段，

及同事對我的情誼和支持。

　　最後，祝願老師身心康泰，教學工作得心應手；學生受教感恩，努力邁進；家長和衷協力，支持學校；賽

馬會官立中學進步發展，校譽日隆！

袁家頌校長

賽馬會官立中學五十五周年校慶活動
　　繼上學期不同年代的校友參與學校開放日、五十五周年校慶

頒獎典禮及陸運會比賽外；下學期我們繼續就五十五周年校慶舉

辦各項活動 , 並邀請校友回校在早會短講，向學弟學妹講述一些

鮮為人知的賽官舊事，令同學更瞭解賽官的歷史。

     2015 年 3 月 7 日，不同年份畢業的賽官校友與其家人親友在

校園聚首一堂，一起緬懷昔日校園生活點滴之餘，更藉此機會瞭

解母校的最新發展。當天下午二時許開始，校園內各個角落均佈

滿校友的足跡︰禮堂內，校友中文大學中醫學院蔡昕宏博士主講

《自我保健按摩手法》；接着是校友立法會議員盧偉國伉儷之音樂及歌唱表演，校友黃鵬緒先生示範詠春拳，中五的同學們亦為師兄姐

獻唱歌曲。家政室，校友和家人合力製作蛋糕，處處飄香，溫情洋溢。操場上，校友師生籃球賽緊張刺激，扣人心弦。當天，校友和家

人在校園各處拍照留念，笑聲響遍校園每個角落，一起度過一個愉快難忘的下午。

　　本年 6 月 26 日是賽官師生校友一個難忘的大日子︰當晚七百

多位賽官師生校友共聚一堂，同賀賽馬會官立中學五十五周年校

慶。晚宴首先由袁家頌校長致歡迎詞，接着是五十五周年校慶舊生

會活動籌委會主席吳穎恩女士分享去年開始的籌備校慶活動工作的

感受，而最值得高興的是新一屆校友會幹事會在晚宴上宣佈正式成

立；在校友會主席陳麟先生、各委員和籌委會主席吳穎恩女士、袁

校長祝酒後，晚宴隨即開始。當晚，會場上洋溢着師友來賓的笑語

聲、來賓抽中校友捐出獎品時的歡笑聲、不同年代畢業生和師長在

台上合照留念的熱烈歡呼，都令各位賽官師生留下難忘的回憶！

校友早會短講 校友日，歷屆校友重回母校聚首一堂

校友會主席、各委員和籌委會
主席及袁校長在台上祝酒

七百多位賽官師生校友同賀賽
馬會官立中學五十五周年校慶

「第 26 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讀後感寫作比賽
　　 圖書館與中文科合作鼓勵同學參加由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及公

共圖書館合辦的「第 26 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讀後感寫作比賽。冼仲

晴同學 (1C) 榮獲推薦獎（初級組），雷敏儀同學 (5B) 榮獲推薦獎（高

級組）。

賽官師生好書推介
　　 王溥楠老師、周以恒老師、鍾麗萍老師及張麗怡老師分別於下學期

的早會上向同學推介好書，推廣閱讀風氣。

親炙作家講座 
　　學校圖書館與英文科於 4 月 17 日合辦《母語不是英文的人怎樣才能避免各種英文錯誤？》為

主題的作家講座，邀得前任香港能仁專上書院副校長（行政）、英文系首席講師蔡英材先生到校與

同學分享，講解學習英文的趣味與心得，尤其是怎樣避免英文運用的典型錯誤，具實用價值。

中英文書籍展覽
　　圖書館於 4 月 16 及 17 日，邀請了商務印書館到校於學校禮堂舉行書籍展覽，為同學提供接觸

新書的機會。是次書展所展出之書目除配合英文週活動，同時亦適合同學廣泛的閱讀興趣；期望同

學透過參觀書展，多接觸不同類型的新書，並提高對閱讀的興趣。

圖書館服務

5 月 14 日的早會
上，張麗怡老師
為同學介紹一本
有關諾貝爾和平
獎得主馬拉拉的
傳記書籍—《我
是馬拉拉》。

同學在西安古城牆前留影 同學乘小艇飽覽鼎湖山自然保育區獨特的地貌

第二次教職員專業發展日 (13/3/2015)
　　本學年第二次教職員專業發

展日已於 3 月 13 日順利舉行。

是次發展日主要到吉澳、鴨州島、

荔枝窩地質公園考察。當天由經

驗豐富的導遊帶領和講解，讓老

師在遊覽過程中探索和欣賞大自

然，增加對香港地質及生態的認

識，以及認識香港地質公園的教

育配套設施。

教職員專業發展組

分組討論及匯報，積極提出具體建議

穿過鴨洲的「鴨眼」

老師一起研究地質公園的地貌

第三次教職員專業發展日 (8/6/2015)

　　老師當日就著學校未來的三年發展計劃（2015-2018 年度）：

學校關注事項 ( 一 )：好學奮進、敢夢想飛
學校關注事項 ( 二 )：裝備立己、營創坦途

　　提出積極可行的方案，群策群力，為未來三年的學校發展作好準備。

6. 2015 年 4 月 13 至 14 日，中三全級舉行了「肇慶自然地貌與保育之旅」考察活動。這兩天行程中，師生一行約一百人在蝴蝶

谷欣賞各種蝴蝶在花叢中翩翩

起舞的美姿，以及瞭解當地工

作人員養護蝴蝶的工作概況；

而在鼎湖山，師生走進山林遠

足，欣賞當地林木茂盛的原始

森林，流泉飛瀑及豐富亞熱帶

植物；在七星岩，師生亦考察

了喀斯特溶岩地貌的岩峰、湖

泊等，令同學對當地的自然保

育工作及成果加深了認識。

　　本組透過老師培訓、課堂教學支援、到校教育心理服務及融合教育

活動這四方面推行融合教育工作。

　　老師培訓方面，下學期老師修讀為期 15 天的「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

學生—感知、溝通及肢體需要」專題課程，讓老師瞭解如何制訂共融政

策、措施及推廣共融文化，並認識特殊學生的學習需要及有關團隊支援

工作。另外，亦有教學助理參與 12 小時的工作坊，提升教學助理瞭解照

顧不同學習需要學生的專業知識、發展正面的接納態度及掌握有關團隊

支援的角色及工作技能。

　　課堂教學支援方面，本校透過小組模式及協作教學，為初中融合生

設立語文小組教學、推行「喜悅寫意」課程、剪裁寫作工作紙加強構思

能力，以加強支援融合生語文教育，並提升有讀寫障礙同學的寫作能力。

　　融合教育活動方面，本組繼續與外間機構開辦初中及高中社交訓練小組，透過結合青少年心理輔導理念之訓練活動，

以 I-LAUGH 為基礎，配合多元化的活動，教導組員分辨期望及非期望行為、說話和表達技巧，藉此改善組員的社交技巧，

共有 13 位同學參與，同學均積極投入，他們表示更能認識自我情緒和掌握管理情緒的技巧。另外，本組與外間機構合辦兩

組初中中、英文補習班，透過中文及英文創意寫作，提昇他們遣詞造句的能力；同學均表示對寫作更有興趣和信心。

融合教育組

初中社交訓練小組—參加同學專心致志地思考
自己的個人特質及優點，為個人分享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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