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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話：歡迎外評隊為我校把脈  
3月 2日至 3月 7日，教統局校外評核隊的五位視學人員將駐我校四天，全方

位視察同學課內及課外的表現，然後寫成報告上網，向社會人士公開交待本校教與

學的進展。 

視學人員將十分留意課堂上的‘IQ’。‘I’ 是 Interaction，‘Q’ 是

Question，即是「互動」與「提問」，也就是說老師除了利用粉筆與黑板講課之外，

還要組織學生通過對話、討論、演講或角色扮演進行學習；老師與學生要有問有答。

現代教學，必須充滿 ‘IQ’，才算成功。 

課堂上要有‘IQ’，首要條件是學生必須積極參與。那種「扭扭拎拎」「陰聲細

氣」的回應，是課堂‘IQ’的大敵；因為縱使老師一方力求提升課堂 ‘IQ’的質和

量，學生不主動配合，老師的熱情也會被冷卻，‘IQ’不起來！   

且看外評專家給我們打一個怎樣的分數，看一看我們的課堂‘IQ’是高還是低。 

這將是我校「體檢報告」中的一個重點項目。 
★★★★★★★★★★★★★★★★★★★★★★★★★★★★★★★★★★★★★★★★★★★★★★★★★★★★★★★★★★★★★★★★★ 

 
                                    
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四，Day VI) 全校上午照常上課，下午則由學生會舉辦

首屆學生年宵市場。中一至中六同學須於下午一時十五分至三時正留校參加，中七同學下

午無課。各同學請於一時十五分返回課室，以便領袖生點名，逾時作遲到論。三時放學後，

學生可自行選擇是否留校。中二全級同學需於下午二時三十分到禮堂欣賞英語電影「美女

與野獸」，約下午四時放學。 
 

請家長預留時間出席「家長日」： 
 一月三十日(星期日)為本校的「家長日」，敬請家長預留時間出席。一月三十一日(星期

一)為補假，全校放假一天。 

 
黃國沛晉身全港書法比賽決賽： 
6A黃國沛同學獲選參加由教協主辦的「第九屆全港中學中文硬筆書法比賽」決賽，與

三十多位來自其他學校的對手一較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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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評核主要事項程序表： 

日期 事項/行動 
2005年 2月 23日 

(星期三 Day 2) 
預訪日 

▇  校長向外評隊口頭簡報 
▇  外評隊伍參觀校舍及了解學校資源、設備 
▇  外評隊伍細閱學校文件(13類別) 
▇  外評隊伍認識獲挑選3月 2日全天接受觀察的學生(從校長建議的 15人中抽 5
人接受 3月 2 日全天觀察。) 

▇  放學後外評隊伍約見全體教職員，介紹校外評核程序 

校外評核期間 
2005年 3月 2日 
(星期三 Day 1) 

▇  早會前學校獲通知五位被選接受觀察的學生名單 

▇  外評隊伍跟貼觀察被挑選的學生上課及進行其他活動 

    小息及午膳時，亦會觀察其他學生在「教與學範疇」及「校風及對學生支援範

疇」的表現，以核實學校的自評結果 

▇  外評隊伍於觀課及觀察活動時物色 3月 4日會見的學生合共 10位 
▇  離校前，校長獲通知將會在3月4日被接見的10名學生名單 

2005年 3月 3日 
(星期四 Day 2) 

▇  外評隊伍繼續觀察學校在「教與學範疇」及「校風及對學生支援範疇」的表現，

以進一步核實學校的自評結果 
▇  學校於早會前接獲外評隊伍的觀課時間表 
▇  上午：外評隊伍觀課、觀察活動以了解學生學習及學校氣氛 
▇  上午：外評隊伍與學生 / 教師討論有關「教與學」及「校風及對學生支援」
事項 

▇  下午：外評隊伍審閱文件，及召開下列小組會議： 
 
(A) 會見教師，討論學生課業 

 了解學校如何評估學生學習 
 
(B) 會見負責學生成長支援工作的有關人員 

 了解有關學生成長支援工作及其成效 
 

2005年 3月 4日 
(星期五 Day 3) 

▇  全日分小組會見持分者 
觀察學校在「管理與組織」的表現，以核實學校的自評結果 

 
(A) 會見學校發展小組成員 

 了解學校改善計劃的成效及如何影響學生學習 
 了解學校評估發展計劃內關注事項的方法及評核結果的應用 

 
(B) 會見中層管理人員：部門及委員會負責人 

 了解執行「工作計劃」的情況 
 了解「教與學範疇」的自評方法 
 了解應用自評結果的情況 

 
(C) 會見外評人員在 3月 2 日隨機物色的學生 10人 

 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 
 了解學校給予學生的支援 

 
(D) 會見校董會成員 

 了解校董會對學校實踐辦學宗旨的滿意程度 
 了解校董會管理學校的方法 

 
(E) 會見教統局荃灣區域教育服務處人員 
 
(F) 會見家長 

 了解家長對學校發展的滿意程度 
(註：有機會/ 需要亦會約見其他教師/ 基層教師) 
 

2005年 3月 7日 
(星期一 Day 4) 

▇  上午：外評隊伍開會確定評核結果 
▇  下午：向校長及學校發展小組成員口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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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首辦年宵：賣平嘢、做善事，歡迎家長到場參觀 
1. 目的：讓學生擁有一個發揮創意、體現團隊合作、學習營商理財的機會。參與攤檔全部

自負盈虧，並把三成之經營溢利捐予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作賑濟南亞災民之用。 

2. 日期及時間：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七日下午十二時三十分至四時十五分 

3. 地點：本校紫荊園、有蓋操場及操場 

4. 點名及放置書包地方：F.1-F.5—各班所屬課室；F.6A—407；F.6B—408 

5. 同學們於完成點名離開課室後，各課室將被上鎖，直至三時為止，各同學屆時請隨身攜

帶貴重物品。當日下午一切球類活動暫停，以策安全。本校聖約翰救傷隊當日亦會設置

救護站。 

6. 參與攤檔23個 

2C 3A + 3C (小組) 3B 3D 4A 
4C 4D 4E 5E (小組) 6A (小組) 
利之源 水之禮 (3A) 牛牛一家親 圖園小築 英文學會 
理財學會* 地理學會* 經濟學會* 音樂學會* 攝影學會* 
愛護動物協會** 豬仔樂園 思健學會   
*合併為一大型攤位 
**獨立攤位：部分同學將為愛護動物協會進行寄賣，同學們可將金錢直接投入該會特設之收集箱。
該攤位之所有籌集款項將全數撥歸愛護動物協會所有。該攤位恕不接受代用券。 
 

7. 售賣貨品類型：食品、飲品、精品、團體特色物品 

8. 獎項設置：「慈善大王」獎一名，「最高營業額」獎三名，「最具創意攤位」獎一名，以

及「最佳場地佈置」獎一名等。 

歡迎家長們於一時三十分至四時到場參觀。 
 

防盜好、財物保：  
香港警務處 新界南總區防止罪案主任(署理)  

張淑蘭 

致 各學校校長及教職員  

「零四年八月，新界南區繼續錄得 3 宗爆竊校園投影機案件，共有 3 部投影機被盜。

在其中一宗案件，警方拘捕了兩名有關學校的舊學生。 

警方亦在九月份接獲 3 宗盜竊學生教科書報告，在其中一宗案件，四名有關學校

的學生因涉嫌盜竊被拘捕。被盜的主要是高價值書本。 

此外，部份學校人員或學生亦疏於保管學校或私人財物，導致數宗失竊案發生，

失物主要是現金，手提電話、手提電腦、電子手帳、數碼相機及隨身聽(MP3)等。 

本組提醒貴校所有教職員，共同提高防盜意識。」 
 

三聯中華九折証： 
茲有三聯書店及中華書局優惠証送贈本校同學，請向圖書館潘少玉老師領取，先到先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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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組為中五、中七同學減壓：  
中五及中七同學即將面對公開考試，無形的壓力不覺應運而生；有見及此，本校輔導

組將於 1月 28日，為中五及中七同學舉辦減壓講座，詳情如下： 

時間 地點 講座 講者 参加班級 負責老師 

第一節 禮堂 如何處理壓力 趙伯宏醫生 全體中五同學 高慧美老師 

第九節 501、502 輕輕鬆鬆考高考 虞萃韻校友 全體中七同學 黃偉文老師 
 

「英語師徒制」，效能續發揮： 
本校於上學年開始推行的 English Language Mentoring Scheme ( 英語師徒制，簡稱

ELMS )，由中三同學充當小師傅，教導中一的徒弟英文。一年過去了，mentor( 師 )和

mentee( 徒 )的反應都很好。徒弟們的英文日見進步，師傅的英文也有所裨益。所以本校英

文科今年再接再厲，繼續推行「英語師徒制」。 

在老師的組織與撮合下，四十多位中三及中四同學充當義務英文導師，每人帶兩位中

一、中二同學定期練習英文口語，師傅和徒弟每周在校園內進行英語自由談( free talk )或進

行老師建議的活動，例如：討論功課或英文報紙的內容、唱英文民歌、進行英語辯論等；

每次由二十分鐘至一小時不等。師徒都堅守一個原則：「無所不談，只講英語！」師徒每次

聚首後都要把日期、時間及所進行的活動紀錄在「英語師徒制日誌」之內，年終將會作出

結算，成績好的師傅及徒弟都會獲得獎勵。 

 下表列出本年度獲選為「師傅」的同學及其「已收」的徒弟： 

中三小師傅 中一徒弟仔 中四小師傅 中二徒弟仔 

區穎思 陳曉婷 陳雅怡 周小為 陳卓群 陳雅紅 

陳嘉欣 陳娉婷 陳穎兒 何詩穎 卓芳婷 趙幗寶 

陳艷誼 張嘉珆 趙紫君 梁善婷 趙芷蔚 莊綽姿 

林道健 鍾浩雯 馬淑婷 周祖兒 奚夢奇 

鄭洭淇 方梓全 冼嘉雯 葉穎思 江雪梅 

陳素婷 何  靜 林曉渝 鍾慧妍 關曉彤 關瑋昕 

何靜瑜 林思欣 林瞳欣 羅少敏 林君文 林珊晴 

鍾敏婷 李翠華 李詠雅 曾舒蔚 李嘉敏 李雅妍 

符寶文 梁慧雲 梁思欣 陳綺婷 梁蔚琦 梁琬琛 

何嘉曦 廖曉彤 伍靖雯 黎李歡 盧書研 文綺彤 

許穎欣 吳思慧 蘇洛儀 陳曉羚 潘  昱 謝心悅 

文海媚 曾麗雯 溫芷欣 莫韻婷 謝慧盈 謝潤宜 

伍雅儀 黃碧怡 黃詩穎 楊家欣 徐嫚婷 黃嘉欣 

溫嘉嘉 楊詩雅 葉子君 黃莉莉 楊曼筠 翁嘉 

王裕笙 陳朗賢 陳德誠 吳婉芬 陳致宏 

蕭小玲 張齡傑 程穎軒 項浩江 陳主威 

朱鴻展 葉靖堃 關梓芹 黃諺姿 陳偉洛 

葉慧雯 林博文 林子健 魏麗香 趙梓峰 

楊思遠 劉澤恩 李瑛沛 劉奕孜 侯志豪 洪思聰 

梁正南 梁柏康 梁子軒 周家祈 葉展鵬 林龍威 

萬頌騏 羅智超 傅習軒 李晉逸 

嚴定匡 盧逸謙 程中汶 梁偉豪 

鄧量謙 呂均浩 吳家奇 吳卓勇 顏嘉樂 

霍尚男 曾煒樂 陳雅婷 顏兆軒 

黎銘堯/郭天健 曾穎聰 梁汝軒 譚祖文 

☺ ☺ 劉慧妍 葉國豪 容朗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