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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07 第一站

● 法團校董會在8月1日正式成立，並按照有

關章程，加入校長和兩位由老師互選的教

師校董。現時，法團校董會的成員包括：

校監孫方中 BBS MBE 太平

紳士、校董丁毓珠 SBS 

太平紳士、陳趙滿菊女

士、仰慧英女士、霍

奐枝女士、蔡關穎琴

律師、劉慧女士、吳

少祺校長、胡鳳琼老

師和蔡茵茵老師。預計

家長校董將會在12月底前

選出。

管理與組織

● 舉行2006-2007年度開學禮，校長勉勵

同學努力學習。另外，為展示中一新生在

銜接班的學習成果，老師安排同學於開學

禮上表演英語話劇，以讓學兄學姐們也能

分享他們的學習成果。

● 邀請「合作學習」協會鄧耀南校長及蕭麗

萍校長主領教師發展日，主題為「合作學

習」的工作坊，主要介紹「合作學習」的

理念及實際實踐的運作。

● 香港大學吳浩明博士安排12位從上海來

港的大學副教授、教育學院副院長、校長

和老師蒞臨本校觀課、座談和參觀。

● 孫校監陪同波士頓兒童博物館亞洲部研究

員渠昭博士及2名嘉賓訪校，校長及家教會

主席夏展鵬先生向來賓們簡介學校的發展

情況，互相交流美國與香港的教育情況。

會後，眾嘉賓參觀校舍設施及周圍環境。

● 本校來年關注事項為培養同學「克己盡

責、自尊互重；主動學習、發展思維」。

● 為了加強老師間的溝通和強化教學的領

導，由本學年起，學校增設副教務主

任（由戴碧姍老師出任）、副中文

科主任（由鄧啟恩老師出任）、

副英文科主任（由陳學勤老師

出任）和副數學科主任（由陳

明瑋老師出任）。

● 學校自去年開始引入「啟發

潛能教育」，以「啟發潛能」

為教育的目標，透過5P（Po l i c y政

策、Place地方、Peop l e人物、Prog 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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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改善學校環境，讓同學可更安全和舒適

地學習，本校獲教統局批核22萬進行校

舍修茸工程。另外，本校更斥資8萬在地

下有蓋操場安裝玻璃門，令同學可在不受

風雨影響下進行活動。

　　為了加強學校與家長的聯繫，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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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會
每兩月出版一次「學校簡訊」，名為
「SFCC資訊站」。我們期望各位「將
我們做得好的，向別人推薦；將我們做
得不好的，向我們反映，我們必定於最
短的時間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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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B至1E、2B至2E、4B和4C合共10班在上英文科時採分組教

學，師生比例1：20。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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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排4名外籍英語老師教授全校各班英語會話。

● 安排外籍老師擔任班主任，增加同學與外籍老師的接觸。

● 設立英語室和英語花園，定期於午膳及放學後開放。英語老師

更準備多項活動如：電影放映及英語遊戲，讓中一及中二級同

學參加，寓學習英語於娛樂。

● 為照顧學生長遠升學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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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舉行各種英語活動如：英文演講比賽及英語日營等，提高同學

對英語的興趣。

● 英文老師於課餘時以英語與學生溝通；編制英文版通告和學生

手冊；在所有校內設施上張貼英文標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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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求為學生創造一個有利學習英語語言環境。

● 在課餘時間為成績稍遜的同學開設增潤班，鞏固同學的基礎；

設立英文學術領袖生，進行拔尖；鼓勵同學參加英語朗誦比

賽，加強同學朗讀英語的信心和技巧；發掘英語說話有潛質的

同學接受口語練習，參加LAMDA Examination；安排表現傑出

的同學接受Cambridge Prel iminary Engl ish Test (PET)的特訓。

● 英文科老師為中三同學安排午間測考活動，進一步鞏固同學的

英語基礎。

● 定期出版文集，並將作品上載學校網頁上，以鼓勵同學寫作。

● 增加「平時分」的比重，強化學生在「平時」的學習動機。

● 為照顧學習差異，幫助程度較高的同學挑戰自我，學校從本年

起，由中一級開始，英文科在程度較高的班別採用較高程度的

課本，而在擬卷時按程度分成三個部份，比例為4：4：2。另

外，在100分滿分以外增設20分為挑戰題，以滿足能力較高的

同學。

本年度實行一系列英語政策，包括：本年度實行一系列英語政策，包括：

學 與教
重視提升同學英語水平　斥資百萬創造英語學習環境重視提升同學英語水平　斥資百萬創造英語學習環境
● 為提高同學英語水平，創造英語學習環境，學校斥資100萬，

額外聘請2位全職外籍英語老師（連同編制內的2位，合共4位

外籍老師）和建設「英語花園」，營造英語學習環境及氣氛。

2



● 學校在編制以外增聘6位老師（其中2位為外籍英文老師），1D

和1E班的中文、英文和數學科採分組教學，師生比例1：20。

● 為了協助學生建立主動學習的習慣，各學科擬定預習的資料，

使同學能在正式授課前已掌握一定的基礎知識。在課堂內，培

養同學摘錄學習重點或討論心得的習慣。

● 為協助中五同學預備會考，老師們為同學每天安排補課至

5 : 0 0 p m。此外，學校又聘請經驗導師在星期一至星期四

6:00-8:00pm教導會考班同學分析試題和答題技巧。

● 聘請香港導師會及香港普通話語言中心分別指導獨誦班及集誦

班，旨在鞏固並加強學生的普通話朗誦技巧和漢語拼音知識。

● 邀請著名作家關麗珊小姐到校為中四同學舉行寫作班，提升同

學的寫作水平。

● 從本學年起，學校在電梯大堂設立每周時事欄，利用相關的國

際、香港和教育新聞等，再配合早會的分享，一方面拓寬同學

的視野，另一方面引發同學反思一些重要的

社會議題，為通識教育奠定基礎。

額外增撥資源　照顧學生學習需要額外增撥資源　照顧學生學習需要

本校連續第四年成為康文署學校文化日核心學校之一，安排同學參

加各種文化活動。9月至10月期間，參與的文化活動包括：「【奇

異旅程】音樂劇試驗計劃」及京劇欣賞等。此外，各科老師為同學

安排各種學習活動包括：

● 安排選修藝術的中四同學到香港藝術館參觀展覽，讓同學擴濶

思維，學習不同表達技巧；

● 安排同學到香港文化中心劇院欣賞「費加羅的婚禮」，透過話

劇，讓同學對藝術有多一點認識。

● 參加中文大學「The Shaw Pr ize Lecture」講座，由2006邵逸

夫獎得獎者Prof Sau l  Per lmutter ,  Prof Adam Riess and Prof 

B r i a n  Schm i d t主講，題目為「黑暗能量與宇宙加速膨脹︰過

去、現在和將來」。讓同學對宇宙有多一點認識之餘，更有機

會一睹國際級頂尖的科學家及天文學家的風采。

● 安排中三同學到教育學院參加「學習歷程檔案」導賞活動。

透過不同學習活動　發掘同學各方面潛能透過不同學習活動　發掘同學各方面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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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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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面開展課外活動，從這個年度開始，學校利用隔周

的周會時間安排課外活動，每位同學必須參加一項，

以豐富校園生活。

重視培養個人品格及公民責任　關心學校社會以至國家重視培養個人品格及公民責任　關心學校社會以至國家
● 周會安排領袖生表演話劇，主題為「學生的責

任」，透過話劇宣揚責任感的重要性。話劇後，由

老師帶領中三至中五同學一同宣誓做一個有責任感

的人。

● 周會邀請規劃處主任到校舉行講座，主題為「香港

規劃執行及管理」，目的讓同學了解在香港一些非

法使用土地所造成的不良影響，讓同學知道身為市

民應有的責任，培養同學有責任感的品格。

● 周會舉行個人及校園衛生常識講座。活動由學生主

持，展示校園內部份清潔黑點，並設提問環節，提

醒同學應該齊心清潔校園，發揚愛校的精神。

● 舉行戶外學習日清潔比賽，各級於指定的活動地點

進行清潔，藉以提高同學的公民意識。

● 參加由公益金主辦之「公益金服飾日2006」，鼓

勵同學積極參與公益活動，培養同學關愛別人的品

格；是次活動共籌得港幣20,474.6元正。

● 公民教育組為配合國慶節日，特別製作展板，展出

由中國圖片出版社印製之“可愛的中華”圖冊，主

要介紹農村建設、產業結構、資源節約、經濟協調

及科學發展等，加深同學對祖國的認識。

校風及學生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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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領袖人才　建立團隊精神培訓領袖人才　建立團隊精神
● 進行領袖生訓練，藉此訓練同學的紀律性和合作精神。

● 領袖生及社聯會舉辦「萬聖節聯歡晚會」，活動包括燒烤、鬼

屋歷險及抽獎，藉著籌備遊戲的過程，領袖生及社幹事能發揮

合作性及建立團隊精神。

● 圖書館舉行中秋節燒烤晚會，慶祝節日之餘，藉此歡送圖書館

主席、副主席及幹事共6名中五的同學，感謝他們一直以來對圖

書館的幫助及貢獻。

● 為提升同學對學校的歸屬感，建立團隊精神，課外活動組舉行

第四屆國慶盃師生足球賽，教師隊分別與甲、乙、丙組球員對

賽，雖然教師隊技術較優，但學生拼勁十足，體力佔優，最後

以總比數3：l擊敗教師隊。
關顧需要　提供輔導及協助關顧需要　提供輔導及協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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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生成長支援組為中一同學舉行知心茶聚，由班主任、學生成長

支援組老師及學長與同學傾談，協助同學盡快適應中學生活。

●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為家長和同學講解有關中四學位分配安排，

希望家長為子女升讀中四作好準備。

● 讓同學們自行佈置教室，加強同學們對學校生活的投入感及對

學校的歸屬感。

● 舉行每月之星，鼓勵同學互相欣賞。

● 周會邀請李文浩先生主講，主題為「拉闊學生情緒」講座，主

要講解如何處理人與人之間的衝突，及有效處理自己的情緒，

對同學的成長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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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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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參加項目 獲得獎項 得獎同學 頒發機構

10/9 2006年大埔十大傑出學生選舉 嘉許狀 3A 陳妍方　　4A 姚穎霖
4D 方德樂　　4D 黃晉康
5A 陳世豪　　5B 梁嘉麗

大埔青年協會

23/9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2006水陸兩項

鐵人邀請賽」

男子(11-13歲) 團體賽

女子(14歲或以上)團體賽

亞軍

亞軍

2B 余顯華　　2C 溫孝聰
2C 歐陽文傑
3B 陳祉冰　　3D 周雪麗
3E 李碧君

香港三項鐵人總會

1/10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7周年

「男子組新世代青少年跳水比賽」

冠軍 1C 李欣樺 香港工會聯合會

1/10 國慶盃賀詞創作比賽 冠軍 5D 黎秀峰 大埔各界慶祝國慶籌委會

11/10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7周年

徵文比賽」

初中季軍 2A 顏　筠 新界校長會

20/10 大埔及北區界游泳比賽

男乙 100米蛙泳

男乙  50米蛙泳

女乙 200米自由泳

女乙 50米蝶泳

女丙100米自由泳

女丙 200米自由泳

男丙 50米背泳

女乙自由式 4x50米接力

女丙自由式 4x50米接力

男子乙組

女子乙組

女子丙組

冠軍

亞軍

亞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亞軍

團體優異獎

團體季軍

團體優異獎

4A 馮文諾
4A 馮文諾
3A 鄺穎姿
3A 鄺穎姿
2E 郭蕙霖
2E 郭蕙霖
2C 歐陽文傑
3A 鄺穎姿　　3E 歐敏姿
3B 韓曉琳　　3B 陳祉冰
1A 顏欣霖　　1A 鄺芷霈
1B 黃犖瑤　　2E 郭蕙霖
2A 麥嘉朗　　3C 陸奕麟
3E 麥顥芹　　4A 馮文諾
4B 徐嘉然　　4C 鄭漢森
3A 鄺穎姿　　3B 韓曉琳
3B 陳祉冰　　3E 李碧君
3E 歐敏姿
1A 顏欣霖　　1A 鄺芷霈
1A 鄭凱瑩　　1B 黃犖瑤
1B 鄭凱欣　　2E 郭蕙霖

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

北區分會

21/10 2006最積極推廣普通話學校 金獎 全校 語常會

香港電台

21/10 2006普通話躍進大獎 銀獎 3A 譚卓熙　　3A 周　妹
3C 羅善恒　　5A 陳世豪
5D 黃沛明

語常會

香港電台

　　在老師及同學的努力下，上年度共獲52項冠軍、26項亞軍、

15項季軍、110項優異，合共203個獎項。本年度甫開學已獲9項

冠軍、10項亞軍、2項季軍、8項優異，合共29個獎項。包括：連

續四年獲「最積極推廣普通話學校」金獎、大埔各界慶祝國慶籌

委會主辦的國慶盃賀詞創作比賽中學組冠軍、新界校長會主辦的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57 周年徵文比賽」初中組季軍、慶

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7周年「男子組新世代青少年跳水比賽」

冠軍等。其他獎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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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教師會舉行「中一級家長晚會」，主

要介紹家教會的理念、架構及活動安排。

另外駐校社工許姑娘與中一級家長分享有

關子女升讀中一後的各種轉變，並安排中

一各班班主任與家長會面，讓家長多點了

解同學們在學期初的表現。

● 家長教師會聯同學校社工許鳳娟姑娘舉行

「中一級家長課程」，透過該課程讓家長

更能配合子女進入青少年期，調較適切的

管教方式和技巧，更可以認識青少年發展

的特色及需要。

● 家長教師會理事舉行會議，檢討05-06年

度活動及商討新一屆理事及幹事之選舉事

宜。另外，中三至中五級幹事會已於十月

中旬至下旬舉行分級會員大會，中一及中

二級分級會員大會將於十一月上旬舉行。

● 郭家豪老師出席「普通話節2006：學生

學校頒獎典禮暨分享會」，並代表本校

領取「普通話最積極推廣普通話學校金

獎」。本校亦於會場擺設攤位，展示本校

推普成果，以及播放由本校學生擔綱演出

之普通話教材。

●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記者到校，訪問校長、

郭家豪老師及學生代表，訪談內容為本校

推普的策略。訪問於「新人類大世界」節

目中播出。

● 4A鄭殷祈獲都市日報訪問，有關早前由

香港教育城協辦的「My Hero - 視覺藝術

創作大賽」榮獲中學初級組冠軍，其間暢

談作品的構思及得獎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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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

u.hk。

於此若有任何意見，請
與社區及

家長關
係組

林惠媚
主任聯絡。

電話：26567123　　　
傳真：26

5468
86

家校合作
社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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