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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策略基本策略
1. 多彼此關懷欣賞，少互相挑剔謾罵。

2. 多稱讚良好品德，少褒獎浮誇表現。

3. 多誘發內在動機，少依靠外在權威。

2005-2006

辦學宗旨
注重兩文三語培訓，全面普通話授課。同時發掘學生的多元

潛能，使他們在德、智、體、群、美，得到全面而具個性的

發展。樂於學習，成為有創意、具適應變化能力；富責任感

及積極進取的公民。

信念信念
1. 每個學生都具多元潛能，能透過不同的學習經歷得以發

掘、強化及拓展。

2. 每個學生都滿有求知熱誠，能貫徹終身學習。

3. 每個學生都能從全面的普通話授課及英語培訓，提升兩文

三語的能力。

對學生發展的期望對學生發展的期望
1. 主動學習 (Self-motivated in learning)

2. 具良好語文能力 (Fluent in English and Putonghua)

3. 具創意 (Creative)

4. 擁有良好品格 (Character-driven)

孫方中書院校務簡報

三大原則三大原則
1. 目標一致，同心合力 一 協作的基本要求

2. 賦權承責，發揮所長 一 工作分配的背後信念

3. 檢討得失，重整策略 一 不斷探究才能精益求精

本年度關注事項本年度關注事項
1. 建立關愛文化，加強品格教育。

2. 提升老師的教學策略與技巧。

3. 配合教育改革，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同時讓學生養成良

好的學習和閱讀習慣。



● 為全面落實校本管理，學校正積極籌組「法團校董會」，法團校董會章程已獲教統局

批准，而教員校董也經選舉產生，胡鳳琼老師和蔡茵茵老師分別當選為教員校董和替

代教員校董，法團校董會將於本學年內正式成立。

● 每兩月出版一次的「SFCC資訊站」，讓家長及同學對學校各項措施及所舉辦的教育

活動有更深入的了解。此外，我們還舉行「家長日」和「師生座談會」，進行雙向

溝通。

● 學校在本學年開始引入「啟發潛能教育」，以「啟發潛能」為教育的目標，透過5P

（Pol icy政策、Place地方、People人物、Program計劃及Process過程）的同時運

作，互相配合，讓師生共同感受到愛的鼓勵，尊重自己，努力迎接不同的挑戰，發

掘個人的潛能，建立一套積極的人生觀。

● 學校師資優良，當中32%碩士、61%學士。全體英文科和中文科老師均達相關的

語文能力要求(即語文基準)，並持有大學學位及教育文憑。

● 為讓全體老師有一致標準和共識，我們先後編制了「教師手冊」、「中層管理者

的特質或角色」指引、「晉升指引」、「危機處理手冊」和「啟發潛能教育者手

冊」等。

● 為提升教學效能，校長及老師積極參與研討會及工作坊，全年多達269人次，其

中包括：安排潘細洪老師和曹慧老師到美國交流和學習，親身體驗「啟發潛能教

育」；推薦蔡懿端老師到清華大學參加「通識教育(國情教育)教師培訓」等。

● 學校亦積極接待校外人士，透過觀課和研討交流，提升老師的教學效能。曾到訪

本校的校外人士包括：

 – 25位內地「六市校長提高研修

班」的校長

 – 10多位來自澳洲的教育同工

 – 3位來自美國的「啟發潛能教

育」專家

 – 教統局首席教育主任鄧發源先生

 – 教統局總主任 (學校質素保證) 

康陳翠華女士

 – 教統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湛家聲

先生

 – 教統局學校發展主任甄明亮先生

 – 教統局課程發展主任蔡若蓮小姐

 – 崇蘭中學的數學科科主任和老師

 –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陳衍輝博士和

林玲芝主任

管理與組織管理與組織



強化英語學習
● 學校一向致力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在這個學年內曾作出

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增撥超過$20萬元聘請4名外籍英文老

師訓練同學的英語會話；此外，學校再撥$15萬元增聘1位

外籍英文老師負責教授中一至中三同學英語會話，讓學生

有更多機會與外籍人士以英語溝通，提昇英語的水平。

● 安排外籍老師擔任班主任，透過日常的生活化接觸，提升

同學英語的水平。此外，中一及中二英文科全面實行小班

教學，每班20人。進行英語會話課時更會將每班分為三

組，每組13-14人，提高學與教的成效。

● 現時，高中一半班別採用英語為教學語言，為照顧學生長

遠的升學需要，初中老師在教授各科時加入英語元素，並

派發英文工作紙，讓學生早日接觸英語教學。

● 為培養同學閱讀英文課外書的習慣，學校自創校起推行早

讀計劃，同學每月輪流閱讀中、英文課外書籍，並填寫閱

讀心得紀錄，與人分享閱讀的樂趣。此外，為鼓勵同學創

作，更定期出版中英文文集，並將作品上載學校網頁上，

以鼓勵同學寫作。

● 設立英文學術領袖生，進行拔尖。發掘有潛質的同學接受

口語練習，如參加Guildhall Examination(英語說話考試)；

安排表現傑出的同學接受Cambridge Preliminary English Test 

(PET)的特訓及參加英語朗誦比賽等，加強同學朗讀英語的

信心和技巧。

● 安排同學參與i-learner計劃，透過網上英

語學習；英文科老師為中三同學安排晨

光測考活動，進一步鞏固同學的英語基

礎，培養同學的自學精神。 

學與教學與教

● 全體英文科老師於課餘時以英語與學生溝通；逢周二和周

四用英語進行早會，由學生當主持和各班同學代表作英文

演講或分享，老師和同學的分享更會上載至學校網頁，讓

老師和同學重溫。

● 在校園內張貼英文「勵志標語」；在所有校內設施上張貼

英文標籤，讓學生認識有關英語詞彙；設立英語電台，一

方面訓練學生當主持，另一方面加強全校同學的英語聆聽

能力；舉辦英語日營，增加同學利用英語溝通的機會；

編製英文版通告及學生手冊；安排英國文化協會的「英語

歷奇巴士」(Adventure Bus)到校，讓同學在巴士上進行遊

戲；安排學生參加必須以英語進行的「乘風航」活動；設

立英語室，定期於午膳及放學後開放。英語老師更準備多

項活動如：電影放映及遊戲；利用特殊節日或活動 (例如

「萬聖節」、外籍老師教授「士多啤梨班戟製作」、由外

籍老師在早會訪問老師的個人興趣等 )，

將英語學習處境化，寓教於樂。



不同學習經歷
● 學校今年再度成

為康文署「  學

校 文 化 日 計 劃 

2005-2006」的

核心學校之一，

安排學生出外參

加不同的文化或

學習活動多達32

次，將學習生活化。此外，我們還利用長假期安排學生作境

外遊歷，增廣見聞。中國歷史科和英文科分別舉辦嶺南社會

文化考察和澳洲體驗3星期活動。

● 我們常常利用不同情境，把學習立體化，其中包括：乘風

航、助貧日、白蘭氏健康全方位2005-06 –身心平衡　精

彩人生、年宵義賣、公益金便服日、校園禁毒新力量、工

作影子計劃等。此外，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透過總學校發

展主任關啟泰先生邀請4位中四同學參觀禮賓府。老師把握

機會，教導學生常懷感恩之心，4A王瀅同學便就是次參觀

活動致函向特首致謝，並獲特首親筆回函。

● 為配合學科的講授，圖書館舉行14次專題書展，以提高學

生修習不同學科之興趣及認識。

● 利用午膳時間舉辦學科活動，如：「火樹銀花」、「蛋散

不散」、製作針孔照相機、「解剖白老鼠」和「懸崖勒

馬」等。

拔尖補底政策
● 在拔尖方面，繼

上年度6位同學獲

教統局挑選參加

「特別資優學生

培育支援計劃」

後，4A王瀅(卓越

數學培訓)、4A黃

惠明(卓越人文學科培訓)4D鍾易俊(卓越數學培訓)4D鄧慧

心(卓越領導才能培訓)在今年度亦獲選加入此計劃，接受各

項重點培訓。

● 為提升中三級同學的中文、英文和數學水平，老師為同學

安排每星期三天(逢期二、三、四)的早上測考活動及強化

班，進一步鞏固同學的學習基礎。

● 課餘時間為成績稍遜的同學開設增潤班，並舉辦免費暑期

英語銜接班，邀請外籍英文老師教授，讓中一新生提早適

應以英語學習的改變。

配合教育改革  提升學與教效能
● 推行共同備課和同儕觀課，致力提升學與教

之效能。此外，校長聯同教務主任胡鳳琼

老師和教師發展主任蔡懿端老師組成觀課小

組，定期到訪各班，協助老師找出教學的優

點，加以強化。

● 中文科和數學科參加內地與香港

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內地專家

鄭學英老師和黃炎老師駐校半

年，與老師們共同備課和觀課。

中文科推行的「規範朗讀，聲情

並茂，促進教學」計劃更取得良

好成果，獲教統局充分肯定，把

本校的良好教學示例，以不同的

形式供其他教育同工參考。

● 為了配合課程改革，我們已經積

極展開通識教育課程設計的工作，並在中一級開始施行，

按年推展至高中。課

程發展委員會亦會研

究新高中的課程發展

方向，務求以最佳的

準備來迎接課程及學

制的改革。

教學策略獲重點視學肯定
● 學校收到教統局的重點視學報告，報告指出中文和數學科

老師教學比較規範和流暢；教學目標和教學環節清晰；重

視教學細節；對不同層次學生有分層要求，給予指導；重

視學生錯誤，不疏漏，幫助改正，及時反饋，保證學生認

知的正確性等。



● 訂定早會主題，透過有計劃的短講及分享，引導學生

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如校長定期於網上或早會與同學分

享、早會敬師日專題分享、全體師生在早會上一起進行

「特色拍掌」等，營造團結氣氛。

● 成立不同的學生領袖組織，計有：學術領袖生、紀律領

袖生、圖書館領袖生、學長、社聯會及司儀隊、學校推

廣及宣傳小組等，並透過舉行就職禮，由校長主持授章

儀式向全校師生承諾全心全意服務學校。

● 舉行「啟發潛能教育」啟航禮，讓全體師生清楚明白

「啟發潛能教育」的理念，並承諾全力配合，彼此同

心，創造能啟發師生潛能的校園。

校風及學生支援校風及學生支援

● 舉行各類班的活動，提升同學的組織、解難的能力，並透過活動，訓練同學的團

隊精神，如：校園禁毒新力量、成長動力挑戰營、威龍軍訓和多元智能挑戰營

等。

● 校長到訪各中一班級，一方面加強與學生之溝通，另一方面對新生說出學校對他

們的要求和期望。

● 舉行各種活動，以提高同學公民意識如：每月進行升校旗儀式、全民潔港誓師大

行動、學生組織舉行就職禮、參與助養計劃，培養同學對貧窮國家的認識與關

懷、國民教育雙周、公益金便服日、報刊回收大行動、中國省區大比拼班際壁報

比賽、省區代言人短講比賽、助貧日、年宵義賣、2005年度十大新聞選舉、愛心

利是日、國慶升國旗禮、2005-2006年度新界東學生普通話朗誦比賽等。

● 社聯會策劃及安排多項午間活動，計有：午間

大家唱、電影欣賞、班際籃球比賽、乒乓球心

賽、球類借用、科學實驗等，讓同學們的校園

生活更豐富。

● 為了協助同學建立良好的品格，能健康快樂地

成長，我們在這個學年舉辦了20次專題講座

或工作坊，主題包括：自我形象、防止校園暴

力、性教育、瘦身文化、濫用藥物、愛及和

諧、就業輔導、正確使用互聯網、生命教育

等。

● 老師們放學後到會到大埔區內巡視，了解學生

在校外的情況。



較為突出的獎項包括：

參加項目 獲得獎項

My Hero-視覺藝術創作大賽 中學初級組冠軍

05-06年度大埔及北區學界全年總錦標
女子組十佳學校獎
女子組最佳進步學校獎

大埔及北區學界籃球比賽 女子丙組冠軍

大埔及北區學界乒乓球比賽 女子乙組亞軍

大埔區校際舞蹈比賽 銅獎

2006 屯門區長跑比賽
女子隊際公開組亞軍
女子青少年組個人賽冠軍
女子青少年組個人賽亞軍

大埔區校際歌唱比賽 銅獎

大埔及北區學界田徑比賽 女子丙組全場亞軍

學界跆拳道比賽 重量級季軍

全港青少年野外定向錦標賽

團體冠軍(WB公開組)
個人冠軍(WB公開組) 
個人亞軍(WB公開組)
個人季軍(WB公開組)

大埔及北區學界越野長跑賽

男乙個人全場冠軍
女乙及女丙個人全場亞軍
女丙團體全場冠軍
女乙團體全場亞軍
男乙團體全場冠軍

2006 香港技巧體操新秀賽 女子雙人季軍

本校十分重視學生多元發展，透過參加校外比賽，一方面可以讓同學訂定目標，另一方

面可以使同學擴闊眼界，汲取不同的經驗。因此，學校和老師都十分支持同學參加各項校

外比賽和社會服務。每次比賽或活動前，老師們對同學們悉心指導，同學們亦全情投入

參與，不斷努力學習，本年度共獲47項冠軍、24項亞軍、15項季軍、110項優異，合共

196個獎項。

學生表現學生表現



參加項目 獲得獎項

水陸兩項鐵人邀請賽 中學男子組團體冠軍

第二屆大埔區傑出學生選舉 十大傑出學生(4位)

校際陸上划艇比賽 男子個人短途挑戰賽中學組冠軍及亞軍

校園e報館「記友營」營報製作比賽 初級組冠軍

美津濃半馬拉松比賽 女子青年組冠軍

特別資優學生培育支援計劃
卓越數學培訓 (2位)
卓越人文學科培訓(1位)
卓越領導才能培訓(1位)

世界緊急緩助(香港) 「助貧日」籌款活動
團體最高籌款獎(中學組) 冠軍
最多贊助人團體獎(學校組) 冠軍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香港青年協會「健行一萬步」公園定向比賽 季軍

大埔及北區校際游泳比賽

女丙100米背泳亞軍
女丙200米自由泳季軍
女丙100米自由泳亞軍
女丙200米個人四式季軍
女乙100米自由泳亞軍
女丙 4x50 米四式接力亞軍
男乙100米、200 米胸泳季軍
男丙 4x50 米四式接力季軍

屯門區田徑運動會
男子C組800、男子200米、1500米冠軍
女子G組1500米冠軍
女子F組跳高冠軍

2006屯門區長跑比賽 女子青少年組個人賽冠軍

陳金花老師、4A李嘉儀

及3D林以文獲選為香港

代表隊，代表香港前往蘇

州參與第三屆全國運動會

的拔河比賽。

陳金花老師及20位中四

同學獲選為香港代表隊，

代表香港前往澳門參加港

澳青少年拔河比賽。



● 為推展家長教育，學校與家長教師會聯合舉辦7次家長講座或工作坊，其中包括：

 – 社工許鳳娟姑娘主講「如何處理青少年行為問題」講座。

 – 鄧藹霖小姐主講「如何有效與子女溝通」講座。

 – 中文大學陳廷三博士主講「反叛孩子  知心父母」講座。

 – 任曉女士主持兩次「非一般普通話」工作坊。

 – 基督教勵行會帶領「電腦童黨」工作坊。

● 曾接待5間小學合共667師生和家長到校參觀或參與學校舉辦的活動。

● 學校安排同學到小學服務(例如：星期六上午到孫方中小學上午校協助課外活動的

進行；星期三到田家炳千禧小學進行午膳講故事活動；在沙田圍呂明才小學的普通

話日營中為小學生們設計8個與普通話知識有關之攤位遊戲)，透過服務學習與人相

處、協助活動進行及應變的技巧。

● 家長教師會的會員大會和各級會員大會順利舉行，並選出新一屆的理事和幹事會。

● 家長教師會與學校合作無間，配合學校的需要，積極舉辦活動，曾舉辦13次活動，

種類多元化，包括：親子旅行、辛小玲活力中樂之旅、年宵義賣、「小孩不笨2」

電影欣賞、包糉、講座、工作坊等。

意見回饋
樹人大業，事務紛繁，本刊舉要列述，以繁贅為戒，或不免抉擇未周，說明未盡，詳細資料請瀏覽本校網頁

http://www.sunfc.edu.hk。於此若有任何意見，請與社區及家長關係組林惠媚老師聯絡。(電話：26567123  傳真：26546886)

家校合作   社 區 活 動家 校 合 作   社 區 活 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