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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京港二地相去千里，國人港人近在咫尺？ 

上月底，我應邀參加了「香港教育界國慶訪京暨專業交流

團」到訪北京天津，與其他香港幼兒、中學和大學教育界的同

儕一同參觀了當地勝景，到訪了清華大學和當地的一五九中

學。回港後，我感到「滿載而歸」，除了手信外，我還取得很

多寶貴的經歷和體會，想在此與各位分享。 

北京交通沉痾難癒 

我們入住的是近於五環路的「北京會議中心」。由於我們

參觀的地方很多都在北京市中心的位置，出入往往都須乘搭旅

遊巴，因而常常備受交通擠塞的困擾，費時失事。其實北京市

的交通問題常為人詬病，就在最近的黃金周，市內的交通擠塞

甚至成為報章上的熱話。當地的交通部門指出，公路不暢是因

為司機駕車不專心，一邊駕駛一邊用智能手機刷微博、發微

信，或胡亂切線，釀成交通意外，結果堵塞公路，累己累人。

但有專家分析，這說法站不住腳，問題其實一方面源於交通燈

轉換時間不合理、行車線缺乏協調，另一方面亦源於城市及交

通網絡設計的問題，如行政區域過於集中，使車輛從四方八面

湧向一點；環形路的設計也不及棋盤格局效率高。 

無論如何，我作為旅客，對北京印象最深的，是連續六天

的灰霾天氣，而非其宏偉富麗的皇都氣象。 

雖然市政府已嘗試用不同方法，如單雙號車牌單日行車、

搖號買車，以壓抑汽車的增長速度，但成效不彰。個人的消費

需求與公眾的健康權益之間，要如何平衡才可以達致可持續發

展？這是艱深的課題，因為當中牽涉經濟發展與公眾生活素質

衝突，以至經濟為誰發展等價值判斷之爭，與眾多持份者利益

尤關。幸而北京市政府已另闢蹊徑，找到新出路，那就是大力

發展鐵路，在 2016 年，市內將有近 600 公里長的鐵路網。 

「學生為本」理念，京港各自表述 

在行程中，我們參觀了一五九中學。它

是一所重點中學，校舍設施優良完備不在話

下，更令我難忘的是其「以學生為本」的教

育文化。在香港而言，學生為本，可能大多

著眼於其照顧能力差異，或在課堂上創造情境，由學生主導課

堂，建構知識。而我在該校體會到的，卻是對學生切身感受和

健康的體貼和關心。例如該校每天都會有「千人操」的早會，

上千名學生做早操，蔚為奇觀，也能養成定期運動、舒展筋骨

的習慣，有益健康；而在他們的課節之間，又設有「眼球操」，

讓學生活動眼球；其食堂的飯菜均注重營養均衡，菜肉比例合

乎健康原則。這些雖然只是細節，看來只是微不足道的一鱗半

爪，但其教育文化的迥異，從中可見一斑。有時我會反思，香

港的學校也同樣為學生盡心盡力付出，但我們關注的，不外乎

其學業成績和品行，除了每星期兩節的體育課外，究竟香港教

育制度為學生的感受和健康，做過幾多？抑或只逼迫老師安排

更多的功課、更頻密的默書測考、更長時間的補課。將來香港

的下一代，會不會成為「脂肪發達、思想複雜」的「孱弱知青」？ 

吃午飯時，在食堂「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的橫幅下，

我又看到每個學生離席時托著的鐵盤，上面都乾乾淨淨，沒

有剩飯殘羮。他們離開前又會自行收好餐具，放在收集的位

置，此與香港的快餐店內杯盤狼藉，薯條、紙杯散落一地，

茄醬沾污桌面的景象有著強烈對比。看著這些內地生的身

影，我想，香港又有多少中學生有這份自覺自律？ 

碩士生為我們與店東議價？﹗ 

除了中學，我們還到訪了當地的清華大學。 

原來該校也有很多港澳僑生，人數約近 400。與他們聊

天，他們告訴我不在本地升學，遠赴千里外的北京，是因為

覺得國內大學水平高，不遜他們本地的大學，而且他們看好

中國的發展，在內地升學可對中國的社會、文化、人情風俗

有真切的了解和體會，也可練得一口純正京腔，從而為日後

在國內發展打好基礎。雖然這些學生與香港相隔二千里，但

其選擇背後的考慮，實在值得各位香港學生參考。 

參觀清華之行，最難忘的還是「買手信」的經歷。 

難忘，不是因為那裏的「手信」，而是招待我們的清華

碩士生。我們的行程原本就不包括「買手信」，只是有團員

提出此要求，招待我們的碩士生才勉為其難。其實這本來就

在行程之外，他本可置諸不理，拒絕我們的要求，但他仍欣

然接納。而本來他也可以帶我們到大學區內的「特許經營店」

內購物，就算完成任務。但他沒有如此敷衍了事，而是將心

比心、待人以誠，他先著我們到「特許經營店」看看，記下

想買的東西和價錢，然後再帶我們到大學區外橫衢窄巷的小

店中，購買心儀手信。小店內的貨品，價錢已比特許經營店

的低三分之一，他還不心足，為我們向小店東主議價，務求

為我們「慳到最盡」。這位碩士生，不單盡其校園內招待之

職，還能跳出自己的角色，從訪客的角度出發，為我們想得

更多，其體貼細心、「敬業樂業」，比他的「專上學歷」，更

具價值，是一種更具競爭力的素養和人格特質。 

甘為信念抵風雨，各有追求未相識 

說起人格特質，我又想起雨中的那幕。 

解放軍在天安門廣場升旗。國旗逆著雨點，隨著浩蕩的

國歌冉冉上揚。有很多參與升旗禮的群眾都沒有打傘，以示

尊重。然後我又想到港人都關心社會，即使風吹日曬，也踴

躍參與遊行集會，於今年的六四晚會，暴雨滂沱，參與者仍

絡繹不絕進場，偌大的維園舉滿燭光，場面感動。 

在這次行程中，感受紛陳，有點雜亂無章，難成脈絡，

但是當我將為此文收筆之際，忽然有些念頭、有點疑問湧上

心頭︰究竟內地人與香港人有多少差別？內地人和香港人

眼中的內地人是否有差別？我們常單憑香港報章報道就斷

言自己比內地人文明，究竟內地人是否也有比港人文明的地

方，只是未有加以報道？若以城市發展必有遲速先後的角度

觀察內地城市與香港，是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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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假最新安排 考試規則——學生缺席考試的處理 
病假 

身體不適的同學應

該留在家中休息，以

保障自己及其他同

學的健康，所以本校

病假以半日或一日

為單位。校方將不接

受一堂或一小時的

病假。 

事假 

學校希望同學以學業為

重，珍惜課時，故建議同

學應盡量避免 請長事

假。凡需要請兩日或以上

事假的同學，必須事先撰

寫家長信，提供充分而合

理的因由，然後交回訓導

主任，讓校方酌情處理。 

1. 學生缺席考試，如有合理原因 (如患病或代表香港/學校出席

比賽等)，考試組會安排缺席者於一星期內進行補考，如學生

未能如期完成補考則作自動放棄論。 

2. 補考成績一律以 9 折計算，校長保留於特殊情況下酌情調整

有關折算比率之權利。 

3. 學生因患病或其他合理之原因而無法於學校指定日期內完成

補考，該科目之成績將以該學期所取得之「平時分」分數代

替。 

4. 學生如沒有合理原因而缺席考試或補考，則該次考試成績作

零分計算。 

各科學年成績所佔比重及科目的評估方式  
一、各科學年成績所佔比重：按上課時數比例，各學科在總平均分中所佔的比重有別，茲以中一、二級為例，詳列如下供

參考： 
 

中一級 

英文 中文 數學 科學 文學 

(英語) 

中史 地理 電腦 普通話 通識 設計與

科技或

家政 

視覺 

藝術 

音樂 體育 

4.25 3.75 3.5 2.25 1.25 1.25 1.25 1 1 1 1 1 1 1 
 

中二級 

英文 中文 數學 科學 文學 

(英語) 

中史 歷史 地理 電腦 普通話 通識 設計與

科技或 
家政 

視覺 

藝術 

音樂 體育 

4.25 3.75 3.5 2.25 1.25 1.25 1.25 1.25 1 1 1 1 1 1 1 
  

(二) 評估方式：除了期中測驗和學期考試外，各學科皆對同學的學習進行「持續性評估」。評估方式包括課堂提問、觀察、

學生作業、專題研習、實驗考核和小測等。 

各科不同的評估方式於學年成績所佔的比重各有不同，一般而言，「持續性評估」佔 10%，期中測驗佔 20%，學期考

試佔 70%。此外，初中視覺藝術科、設計與科技科和家政科等皆沒有期中測驗和學期考試。老師將以持續評估方式，透過

課堂習作和專題研習等活動評估同學的學習表現。 

升留班政策  
(一) 操行及出席率：同學必須全年操行符合

要求，出席率達 90%或以上方可升班。 

(二) 高中之總平均分計算方式及升班標準 

 高中學制下，由於同學修讀之選修科有別，計算總平均分時需使用

統計學之方法調整不同選修科目之成績，核心科目佔總成績之 2/3, 

選修科目則佔 1/3。(四科核心科目以 1:1:1:1 之比例計算核心科目部

份之成績，而修讀 3 個選修科的同學則按 3 科成績以 1:1:1 比例計

算選修科目部份之成績；此外，延伸數學作 0.5 科計算。) 

 升班標準：總平均分，以及中/英/數/通四核心科目均取得合格成績。 

(三) 成績方面：初中各級同學須於全年之總

平均分、中文、英文及數學全年成績均

取得合格方可升班；學校會安排成績未

達升班標準而又未列入留班名單之同

學於暑期進行補考，補考成績達標後才

准予升級。 

F6 Mock Examination Schedule (Jan – Feb 2014)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the F6 Mock Examination Schedule is as follow: 
Jan 14 - 17 Private Studies Days. Normal lessons cancelled. 

Jan 18 (Sat)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 Oral Exam 

Jan 20 – Feb 14 Mock examination (12 days) 

Feb 18 – 20 Private Studies Days. Normal lessons cancelled. 

Feb 21 – 28 Normal lessons (Feb 28 invlusive) 

Feb 28 (Fri) Last day of school for F6 

Mar 3 – 7 Tutorial sessions to be arranged by subject teachers (If necessary). 

May 15 (Thu) F6 school reports ready for distribution.  (1:00 – 1:30 pm /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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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室常規 
1. 上下課前先敬禮。 

2. 遵守課堂秩序。包括禁止使用手

機、飲食、睡覺、喧嘩等。 

3. 未得老師准許，不能擅自使用課室

設施，如︰電腦、投映機、音響設

備等。 

4. 愛護公物。 

5. 課室內說話(提問)前要先舉手。 

6. 在課堂期間需要往洗手間，必須先

徵得老師同意。 

7. 轉堂時要往洗手間，必須先等待授課老師到來，徵得老師同意後

才可離開課室。 

8. 使用洗手間的時間及頻率須合理，故意延遲回課室有機會構成曠

課。 

9. 未得老師准許，上課期間不能使用儲物櫃。 

10. 每一節下課時值日生須清理黑板。 

11. 如要往特別室上課，須注意︰ 

a. 老師未到場前，應自行排好隊伍在門外安靜等候。 

b. 不可在未得老師准許的情況下自行進入特別室。 

12. 上課期間，無論因何緣故經過其他課室時，嚴禁作出滋擾行為。

包括:張望、等候、高聲談話等。 

中六級聯校卷四講座 
為了幫助中六級同學備戰來年的中學文憑試，學校特意安排了聯校模擬口試及應試講座，詳情如下： 

 

 

 

備註：學生當天約 12時 30分由學校出發，旅遊車接送往返，約 5時 15分在學校解散。機會難得，希

望學生把握是次寶貴的學習機會。 

2013-14 「扶輪社獎學金」接受申請 
Rotary Club of Wanchai 

灣仔扶輪社向我校同學頒發英國英語課程獎學金。獲獎同學於七月至八月赴英參加為期三星期的英語課程，所有學費、

旅費、食宿均由扶輪社提供(每位約三萬五千元)。完成課程後，獲獎同學在灣仔扶輪社報告赴英學習體會，並負起文化/禮

貌大使的責任，推動本校同學英語學習和國際交流。有意者請在課室壁報上的海報填寫個人資料。 

The Rotary Club of Wanchai is very generously making awards available for application by students of our school to go on an 

all-paid for, three-week English language study trip this summer. The total cash value of each award will be around $35,000. Fill 

in your name on the poster in your classroom if you are interested.  

Students who want to be Rotary Scholars should: 

1. be willing to share with others in English 

2. be ready to serve their schoolmates by 

helping F.1-2 students speak English 

helping weaker students with their English. 

3. be among the top 10% in Form position. 

4. attain A- or above in conduct. 

5. have the financial needs: Applicants would otherwise be unable to take the course without the Award. 

6. be able and willing to serve as a cultural ambassador. 

What to do: 

1. Draw up a proposal- Plan in detail what you will do in the coming 1/2 year to help students brush up their English. This should 

be an on-going activity. 

2. Take action- Once you start off the plan, keep record of what you’ve been doing. 

e.g. pictures/data/recordings. 

3. Evaluate- Show us with evidence that you have been carrying out your plan successfully in an evaluation report. 

Deadline for application: 

25 October 2013 

For enquires, please contact Miss Casey Chan. 

日期：2013年 10 月 28 日(一) 

時間：下午 1:30 – 4:30 

地點：藍田聖保祿中學 

講者：黎耀庭先生 

(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費用：旅遊巴士車資$10 (餘額由學校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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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C 創新科技嘉年華 2013  
由香港特區政府創新科技署舉辦的「創新科技嘉年華 2013」將在 11 月 2 日(星

期六)至 11 月 10 日(星期日)於沙田香港科學園舉行。是次嘉年華內容將會圍繞生命

科學、綠色科技及機械人工程三大主要範疇。近 60 個活動夥伴包括大學及教育機

構、政府部門、專業團體、科技企業、公共機構、青少年團體等，將會設立展館或

攤位，展出他們的創意作品和科研成果，同時展出香港各主要學生科學比賽的優勝

作品。嘉年華亦設有互動遊戲、工作坊、導賞團、研討會、創意科技比賽、多媒體

綜合匯演、恐龍主題館等多元化活動。所有活動，費用全免。而部份活動須預先登

記 (網址 http://www.itm.gov.hk/ )。剛剛完成測驗週的你，又怎可輕易錯過這樣新奇

好玩的科學活動？一齊聯同三五知己或家人參加吧！ 

於 11 月 2 日星期六，本校科學學會的負責同學將代表本校出席是次活動。同學

如有興趣一同參與，可於 10 月 25 日(星期五)或之前向教員室尹國棟老師及科學學

會各位主席及幹事查詢及報名 (物理學會︰5F 伍麒瑾、盧葦；化學學會︰5D 蔡穎

棋、陳嘉慧；生物學會︰5A 陳穎心、5F 藍虹蕓)。 

家長教師會
家長常務委
員選舉通知 

第十一屆家長教師會

常務委員選舉即將於十一

月十六日的會員大會上由

選舉產生，有興趣參與常

務委會工作但尚未報名的

家長，請盡早報名。截止

報名日期為十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報名及查詢請電

67381569 聯絡蕭友光老

師。 

公益金便服日籌得善款創新高﹗ 
班別 現金($) 支票($) 總數($)  班別 現金($) 支票($) 總數($)  班別 現金($) 支票($) 總數($) 

1A 1030 450 1480  2A 860 0 860  3A 577 320 897 

1B 761 200 961  2B 925 650 1575  3B 590 100 690 

1C 982 100 1082  2C 817 130 947  3C 688 200 888 

1D 615 200 815  2D 1009 200 1209  3D 740 230 970 

F1 3388 950 4338  F2 3611 980 4591  F3 2595 850 3445 
 

班別 現金($) 支票($) 總數($)  班別 現金($) 支票($) 總數($)  班別 現金($) 支票($) 總數($) 

4A 882 0 882  5A 103 0 103  6A 387 0 387 

4B 296 150 446  5B 210 300 510  6B 329 100 429 

4C 382 0 382  5C 265 100 365  6C 313 150 463 

4D 709 200 909  5D 565 550 1115  6D 507 0 507 

4E 882 200 1082  5E 250 0 250  6E 310 100 410 

4F 385 0 385  5F 1044 0 1044  6F 270 100 370 

F4 3536 550 4086  F5 2437 950 3387  F6 2116 450 2566 
 

現金總數 $17683  支票總數 $4730  總捐款金額 $22413 

中文科古典文學背誦 
截止日期 25/10/2013 (五)  

中文科古典文學背誦活動專為初中同學而設，每

逢 Day 6 於中文室舉行。同學於背誦篇章後獲得的分

數，將直接加於期中測驗及考試內的中文科卷一「閱

讀能力及讀本問題」。十月廿五日(下週五)為分數清算 

(測驗) 前最後一次，請各初中同學把握機會，背誦中

文古典篇章，提升文學素養，爭取最佳成績。 

現金入數紙 支票入數紙 (1) 

支票入數紙 (2) 

http://www.itm.gov.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