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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發展計劃知多少學校發展計劃知多少學校發展計劃知多少學校發展計劃知多少？？？？    學校以三年作一循環，訂定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這些計劃，一般是較為宏觀的發展方向。除了緊貼教育大環境的變遷，亦不忘我校辦學宗旨：『校風純樸、雙語並重』。以 2010 / 11 – 2013 / 14 為例，我們以『實現新高中課程願景』為首要發展項目，輔以『強化價值教育』及『積極發展學生潛能』兩項目標。 除了三年發展計劃，學校每年都會有重點關注項目，一般而言，是兩個或三個，我們深信每年重點不能太多，否則難以聚焦，近年三個關注項目均來自不同的範疇，我們希望有一個是涉及教學的，一個是與品德教育有關的，這兩項是我校的堅持，還有一項是回應當前教育發展的新趨勢。例如近兩年我們面對『其他學習經歷』OLE 的新要求，這範圍牽涉很廣，對學生升讀大學亦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所以我們亦將之納入年度的關注項目之中。 當然學校全年不可能只是圍繞兩、三個項目工作，我們還有日常各科的教學，各類隱性的課程（例如理財、性教育、生命教育、領袖訓練等）在不同的領域進行；提出重點關注項目，目的是希望各部門可以更緊密配合，為同學的學習與品德人格作出更好的培養。一年過後，我們期望重點關注項目的果效及影響可以繼續發揮積極的作用。 每年學期末，我們將會檢討這些關注項目的推行成效，利用問卷調查、查看會議記錄、考試成績的數據、老師的日常觀察等作為參考，以便作出相應的跟進工作。問卷調查的結果及關注項目檢討報告會張貼於教員室，及存放於學校的內聯網，讓老師可以隨時查閱。來年的關注項目，亦會循不同渠道徵詢前線老師，冀望能制定出一個適切而可行且對學生最有裨益的發展方向。 下列是本校近年的發展計劃及重點關注項目： 三年學校發展計劃三年學校發展計劃三年學校發展計劃三年學校發展計劃    學年 重點發展（一） 重點發展（二） 重點發展（三） 
04 / 05 – 06 / 07 純樸校風要保持 英文教學再加強 百花齊放育人才 
07 / 08 – 09 / 10 為新高中作準備 個人品德長栽培 擴濶眼界展才能 
10 / 11 – 13 / 14 實現新高中課程願景 強化價值教育 積極發展學生潛能 近年學校重點關注項目近年學校重點關注項目近年學校重點關注項目近年學校重點關注項目    學年 關注項目（一） 關注項目（二） 關注項目（三） 
04 / 05 提升課堂 IQ 加強『品德情操教育』  
05 / 06 深化 IQ 積極人生  
06 / 07 提升教與學之效能 為新高中課程作準備 推己及人，關愛社群 
07 / 08 為新高中作準備 關心社會，認識國家 — 打好通識教育基礎  
08 / 09 為新高中作準備 國民身份認同 個人成長 — 尊重 
09 / 10 實施新高中課程 開展新高中「其他學習經歷」計劃 強化價值教育，培養良好品格 （責任感） 
10 / 11* 提升學生使用英語學習的能力 鞏固和優化新高中「其他學習經歷」計劃 強化價值教育，培養良好品格 （誠信） ＊因應本學年李校長退休，鍾校長上任，加入關注事項（四）完善學校的管理 

     何釗志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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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話劇戰勝英中名校英語話劇戰勝英中名校英語話劇戰勝英中名校英語話劇戰勝英中名校！！！！        李民標校長發來賀電李民標校長發來賀電李民標校長發來賀電李民標校長發來賀電    上期清旬報道本校在校際朗誦比賽囊括共 27 個獎項，成績斐然。其中英文原創劇「What a mess」以 86分高分奪冠，擊退來自多所英中名校的強敵，前任校長李民標校長更為此發來賀電祝賀！ 

MP Lee Tue, Dec 14, 2010 at 6:48 PM  

I was glad to hear that our F. 3 team beat the top schools to clinch the first. What wonderful achievement! My 

congratulations to you and all those involved in this difficult project. Please convey my appreciation to them for 

a job so well done. 參賽學校共有八所，除本校以外，還有弘爵國際學校（亞軍）、女拔萃書院（季軍）、瑪利曼中學、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保良局馬錦明中學、高主教書院和聖芳濟各書院，可謂強敵林立！本校隊伍能突圍而出，全憑指導老師 Miss Si Wing 等的悉心教導，還有一班參賽同學平時努力練習和出色表現。以下列出劇本內容、參賽同學名單、參賽和得獎實況，還有評判員的建議： 

Our script: a woman looks back at how she falls from being a lazy student rejected by university, a waitress that 

could not hold her job, a gambler hunted by loan sharks & finally a beggar on the street. 

Characters: 

3C林冬怡 
Melody Lam 

(Waitress, 

Police woman) 

3D黎曉鈱 
Karen Lai 

(Beggar) 

2B 張嘉楠 
Odelia Cheung 

(Daughter) 

2B 張睿霆 
Medwin Cheung 

(Restaurant 

customer / 

Loan shark) 

2D蔡穎棋 
Stephanie Choi 

(Mother / 

Gambler) 

2D李穎琪 
Winky Lee 

(Head-waitress  

/ Loan shark) 

2E譚瀅熙 
Libby Tam 

(Passer-by / 

Customer) 

From almost being disqualified to clinching the First 

[written by Zach NG]: 

 

It was exciting. 

It was the first time we entered this event and we 

absolutely went with the intention to look at others ... 

to see how the famous schools would do it 

so we could learn something ... 

At the adjudicator’s long desk, the helper announced: 

would all the schools hand in their scripts ... 

We were shocked. 

We didn’t bring along our script 

“Could we not hand in our script cos we didn’t know 

we had to …” 

“Schools performing without a script would be 

disqualified …” 

“Call the school …” 

“Call Brandon, our Teaching Assistant!” 

“Go outside please if you want to talk on the phone!” 

Near the exit, a teacher was dictating a script 

I signaled Si Wing … 

“Tell him the address.” Si Wing handed me my phone 

When she’s done telling him where to get the script. 

Brandon jumped on a taxi 

We were the fourth group  

Could he make it? 

The first group started performing 

I was locked outside the closed door. 

I’d better go get some paper … 

But not a shop was near this Martha Boss Community Centre 

Down the hall were some offices 

And a gentleman was talking outside with a lady 

“Could you spare me some paper?” 

He went in & came out with some clean A4’s 

“Would five be enough?” 

“Thank you! Thank you!” 

The first team was finishing when I got back 

The second team was called 

Three times 

No answer 

We became the third team to perform 

Si Wing’s adrenaline started pumping. 

She gave the A4’s to two more students 

They started dictating frantically on their knees, in sign pen, 

in borrowed pens the lines they were about to perform … 

When our school was called 

Si Wing was already behind the adjudicator with the script 

We did not have to be disqualified! 

After our performance  

Brandon arrived with the no longer needed script 

After all the shows were over … 

The adjudicator made some comments and announced: 

the 3
rd

 prize goes to DGS … the 2
nd

 goes to Sear Rogers … 

Si Wing’s heart sank for a second … 

And the rest is history … we made it. 

Shrieks and Screams … and Hugs Hugs Hugs Hugs Hugs Hugs 

Hugs ... outside the hall, back at schoo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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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udicator’s advice on drama performance: 

- Must have developed characters 

- Characters in the story must have a background (where they are from / personalities / status) 

-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aracters are important too 

- Even crowd scenes are essential 

- Characters should have a life of their own 

- Episodic scenes need to be smooth – mood needs to carry on / cannot dim out 

- Don’t have too many settings in a short drama – don’t have too many pauses 

- Characters need to be balanced (strong vs. weak – but each need to be powerful) 

- Believe in character 

- ‘Suspense Disbelief’ 

- Must convince the judge to show their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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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日家長日家長日家長日」」」」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        請家長預留時間出席請家長預留時間出席請家長預留時間出席請家長預留時間出席    為幫助家長及同學了解上學期學業成績及品行表現，本校將於 1 月 30日（星期日）舉行「家長日」，請家長預留時間出席。詳情將另有家長信通知，亦會於下期清旬公佈。1 月 31日（星期一）為假期，全校放假一天。  
女子田徑隊學界賽奪得佳績女子田徑隊學界賽奪得佳績女子田徑隊學界賽奪得佳績女子田徑隊學界賽奪得佳績    本校女子丙組田徑隊於日前參加荃灣及離島區學界田徑比賽，在十五隊參賽隊伍中勇奪團體殿軍，可喜可賀。隊員包括： 

2C 黃嘉儀  江善銦 

1A 劉巧兒  陳姿澄  溫婉瑩 

2B 陳梓盈  陳愷怡 歐陽譜謠 張嘉楠 

2D 蔡穎棋  徐佩筠 

1B 翁小榕  曾祥如 個人獎項方面，女子田徑隊共奪得三金二銀一銅，恭喜得獎同學： 項目 獎項 得獎者 女甲鐵餅 冠軍 6A 鄭欣嵐 女甲標槍 冠軍 6A 鄭欣嵐 女乙鉛球 冠軍 3E 張雪晴 女乙標槍 亞軍 3E 張雪晴 女丙 1500米 亞軍 2B 陳梓盈 女丙標槍 季軍 2D 徐佩筠 

 

家長問卷調查結果家長問卷調查結果家長問卷調查結果家長問卷調查結果    校方曾於清旬第二一零期（十二月十日）作出一個家長問卷調查，諮詢家長對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計劃的意見。是次調查共收回 460份問卷，以下為統計結果：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1 現在荃葵青區中學已開始收生不足。 141 244 69 

2 縮班可應付未來幾年學生人數下降。 230 149 68 

3 學生人數下降，各組別（Banding）的人數會平均地減少。 216 158 84 

4 縮班可維持「Band 1」中學收取大部份「Band 1」學生。 212 173 75 

5 

若不縮班，「Band 1」中學的中一級學生裡，包含的「Band 2」學生越來越多；會間接影響了本校學生的校園生活，因老師要同時照顧不同程度的學生，而增加了學校及老師的負擔。 

193 175 87 

6 縮班會影響老師士氣及教學質素。 121 181 153 

7 
在過渡期完結後，教師名額將縮減，留下的教師其資歷和能力仍足夠應付學校整體運作。 

148 226 84 

8 無論縮班與否仍支持在中學推行小班教學。 286 146 24 

9 本校參加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計劃的利多於弊。 179 245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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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級中四級中四級中四級 OLEOLEOLEOLE 活動日活動日活動日活動日    

1月 12 日（星期三）為中四級 OLE活動日，當日各班中四同學在本校有蓋操場集合，然後分班級前往不同地方參觀，增進知識。各班活動如下： 班級 活動名稱 / 目的地 班級 活動名稱 / 目的地 

4A 選舉事務處：選舉資訊中心 4D 濕地體驗：愛護我們的濕地（濕地公園） 

4B 濕地體驗：愛護我們的濕地（濕地公園） 4E 香港醫學博物館 

4C 香港規劃及基建展覽館 4F 荔枝窩「學校地質導賞活動」 活動日詳情另有家長信通知。如欲查詢請聯絡趙懷信老師。 

 

中五中五中五中五 OLE OLE OLE OLE 藝術活動藝術活動藝術活動藝術活動：：：：artartartartALALALALive @ parkive @ parkive @ parkive @ park    

（（（（預計預計預計預計 OLEOLEOLEOLE 時數為時數為時數為時數為 1+2+1= 41+2+1= 41+2+1= 41+2+1= 4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為了加深同學對本地免費公共藝術活動的認識，我們安排中五同學策劃自己的藝術欣賞活動。詳情如下： 

1. 瀏覽網站 http://www.artaliveatpark.hk，比較四個主題展品的異同，選取有興趣參觀的展品。 

2. 相約數名同學，在課餘時間（21 / 12 / 10 – 28 / 2 / 11）自行參觀一個或以上的藝綻公園活動，欣賞作品及記錄即時感受並拍照為證。 

3. 於 2011 年 3月 7 日前繳交一份 500字的反思文章給班主任（圖文並茂）。 各個公園的藝術作品簡介如下： 公園 香港公園香港公園香港公園香港公園 九龍公園九龍公園九龍公園九龍公園 屯門公園屯門公園屯門公園屯門公園 沙田公園沙田公園沙田公園沙田公園 題目 「輕講公園」 「告急！」 「重塑公共空間」 「幾許年華」 媒介 媒體裝置藝術 裝置藝術 裝置藝術 裝置藝術 夥伴 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 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 香港大學建築學院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  是項活動歡迎同學與家人一同參與。 
 

香港科學館香港科學館香港科學館香港科學館「「「「科學為民科學為民科學為民科學為民」」」」講座系列講座系列講座系列講座系列    香港科學館將於一月十五日（星期六）舉辦兩場科學講座，以推行普及科學教育，詳情如下： 時間 題目 講者 
2:30p.m. – 3:15p.m. 綠色建築物與你 林文添先生（工程師） 
3:15p.m. – 4:00p.m. 如何減少香港污水處理設施的碳足印 鄧天祜先生（化驗師） 是次講座不設預留座位，有興趣參加的同學（或家長）請於講座開始前十五分鐘，到達尖沙嘴科學館演講廳入口處等候入場。座位數量有限，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10-11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MUSIC DAY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冠 亞 季 

F.1 班際合唱 1D 1A 1E 

F.2 班際合唱 2E 2B 2C 

F.3 班際合唱 3A 3B/3C -- 

F.4 班際合唱 4A/4C -- 4mix / 4D 

F.5 班際合唱 5D 5E 5F 

F.6 / 7 班際合唱 6A 6B 7A / 7B 樂器 5E 方憲 3A 陳易希 5B 容尚正 / 5F 謝浩天  獨唱 / 小組 7B 梁嘉雯 5F 楊子樂 5F 區嘉儀 最佳指揮 6B 莊凱殷 最受歡迎 3A 鍾天穎 全場總冠軍 5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