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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任校長
光陰荏苒，時光飛逝，何汝淳校長服務我校已渡過十三年，我們
謹祝何校長退休生活愉快。接任校長是陳胡美好校長，陳胡美好
校長曾任職南屯門官立中學，現調任本校。
二、新任本校教師
本學年加入英皇書院任教之老師分別為中文科鍾凱絲老師及白建
文老師、數學科符媚媚老師及莫紹恒老師、英文科林若穎老師及
鄧穎姿老師、通識科張逸峰老師、黃貴鋒老師、物理科魏孝威老
師、經濟科陳嘉欣老師、體育科李振華老師和圖書館主任鄧宇光
老師。
三、開放日及畢業典禮
本校訂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日及四日舉行八十五周年校慶開放
日及學生作業展覽，十二月十七日舉行 2009-2010 年度畢業典
禮，歡迎各位撥冗光臨。
四、英皇書院《2010-11 學校管理委員會》
主席
譚貫枝先生
當然委員
陳胡美好校長
何詠瑤女士
家長代表
周百駒先生
陳卓標先生
舊生代表
鄭文容醫生
虞忠正副校長
教師代表
黃孔端老師
金文傑先生
社會人士
謝家浩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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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任委員介紹
黃孔端老師 — 新任老師代表，任教生物科，曾於二零零五至零九年當選為本校學校管
理委員會老師代表。
鄭文容醫生 — 連任舊生代表，著名兒科醫生。
周百駒先生 — 新任家長代表，現為本校家長教師會副主席。
謝家浩博士 — 新任獨立委員，現任課程發展議會學習資源及支援委員會委員，現職香
港教育學院中文系副教授，從事教學法研究。
2. 微調本校新高中學制之安排
學校管理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一日通過微調本校新高中學制之安排 ，二零一零至
一一年度中四學生完成上學期課程後，將於下學期立即選科。現時尌讀中三級學生於本
學年修讀新高中選修科，讓同學對各選修科有所認識，幫助他們日後選擇心儀的科目。
五、《健康校園政策》
本校於本學年製訂校本《健康校園政策》，透過整合校內資源，營造一個健康愉快的學
習環境，幫助學生從小養成良好的健康生活習慣、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上進的生活態
度，加強他們的正面能量及抗逆力，使他們健康愉快地成長。
本校《健康校園政策》的目標可分為以下幾點：
 幫助學生達致生理、心理及社交的良好狀態。重點在幫助學生發展健康的生活習
慣、建立正面的人生觀與價值觀、學習實用的生活技能及抗拒誘惑的技巧等。
 健康教育組將會發展一個統籌健康事務的管理與組織系統。
 透過一系列的健康教育活動，發展學生的健康生活習慣。
 營造健康的校園環境。
 辨識需要幫助的學生和建立相關轉介機制。
為配合教育局呼籲學校構建校園禁毒文化，本學年的健康校園計劃重點為禁毒教育及反
吸煙，公民及品德教育組、訓導組及健康教育組將會舉辦一系列活動，包括參考學校禁
毒資源套製作的班主任課、一系列的反吸煙和反吸毒的講座與工作坊及參觀藥物資訊中
心 ，宣揚禁毒訊息，並增強同學們抗拒毒品的能力。本校更將第二次教師專業發展日的
主題訂為構建校園禁毒文化，讓老師了解更多禁毒資訊及明白禁毒文化如何在校園內推
行建構。
此外，本校亦會調查學生飲食習慣，量度學生身體質量指數(BMI)，辨識超標學生，以便
跟進輔導。課外活動組及體育科會為全校同學提供適當運動機會，並為有需要學生提供
健康飲食講座及準備健身課程，使同學發展健康生活習慣。
本校亦十分關注學生的精神健康，輔導組的朋輩輔導計劃及壓力管理課程幫助加強同學
的正面能量及抗逆力，健康教育組及輔導組的一系列活動，包括中一及中二級的成長新
動力， 皆在提升學生們的自我形象，並幫助學生發展健康的生活習慣、建立正面的人生
觀與價值觀、學習實用的生活技能及抗拒誘惑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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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成功的《健康校園政策》，有賴學校、家長、老師和學生的努力和配合才能成功推
行，讓學生們健康地成長。
六、本年度學校關注事項
1. 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計劃
「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計劃」是本學年學校關注事項之一。本校已向各家長發出有關通
告，並於九月底的班主任課向學生講解有關計劃的目標、預期效果、推行方法、訂定目
標的方法和「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獎勵計劃等詳情。盼望各家長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此項
獎勵計劃。我們深信在家校的共同努力和合作下，定能提升學生的自律、自信、自尊和
自主學習的能力。
至於「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計劃」的反思部份，學生需通過學校的內聯網填寫，有關詳
情，容後公布。
2. 提升學生自律能力
2.1 新入職教師會議
在暑假期間，訓導組召開新入職教師會議，向新入職同工講解本校校規、學生紀律
問題及該組處理問題學生運作流程等事宜。另外，在第一次教師專業發展日中，訓
導組向全校教師講解本年度關注事項：「由他律至自律」，好讓全校教師能掌握賞
罰的標準，務求達到公帄一致。
2.2 訂定課室守則
在班主任的協助下，各班學生商議屬於本班的課室守則，並在守則上簽名以作承諾
外。守則張貼於班房內，時刻提醒學生們守規自律的重要。此外，各班課室守則亦
會定期進行檢討及作適切的修訂，以期學生能樂於守約律己，締造和諧融洽的校園
生活。
2.3 「課室日誌」計劃
訓導組於今年增設「課室日誌」計劃，由任課老師記錄任課班級的秩序、清潔、遞
交功課等情況，旨在讓訓導組及班主任了解該班的實際情況及作出適時的跟進和改
善。
2.4 功課勵進班
十月正式成立「功課勵進班」，於課後由老師指導有需要的學生完成功課，好讓他
們能投入學習生活。
2.5 「無花仔計劃」及「警學關懷大使計劃」
為了協助中一級新生儘早適應中學生活，訓導組和輔導組合作增設「無花仔計劃」
及「警學關懷大使計劃」，以合作夥伴的方式進行多元化的活動，希望能有效地幫
助中一學生適應和融合校園生活，減少中一學生在學校內外可能出現的偏差行為和
欺凌情況。同時亦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和領袖訓練，讓協助計劃的中三至中六學生
以警學關懷大使的身份，幫助中一學生適應新的學習環境，提供更好的支援，讓
高、低年級的同學互相了解，發展亦師亦友的關係。另一方面高年班的同學亦可從
服務中認識自我、發揮潛能、鞏固其責任心、學習關懷別人和培養對學校的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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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共同建立和諧校園。此外，本組與西區警民關係組中學聯絡主任保持緊密的聯
繫與溝通，並會定時安排專題講座，題目包括青少年罪行、如何處理及防止欺凌事
件及認識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的禍害等，從而令同學加深了解違法行為及有關法例。
七、

保底措施
學校於本學年度共聘有四位學科教學助理，主要協助中文科、英文科、數學科、通識教
育科。 學科教學助理的職責主要是協助本科有效地推動課程發展，提高學生學習的能力
及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故各科的教學助理負責協助科任老師製作教材，開辦課後增益
班及鞏固班，支援老師日常的教學工作，並協助各科舉辦活動，提供資訊科技方面的支
援及代課時為學生進行說話能力訓練。

八、

公開考詴成績
1. 香港高級程度會考 2010
本校中七應考學生共 111 人，整體合格率逾九成，九科的合格率更高於全港帄均水帄。
其中「英語運用」合格率逾 99%，「會計學原理」和「應用數學」科的合格率更達
100%。本校學生共獲取 178 個優良成績，全級共有兩名學生取得三優及七位學生取得二
優成績。
二零一零年香港高級程度會考部分優異生成績如下：
3優 2良
2優 1良
黃振江
郭栩健
謝曉俊 2 優 1 良
3優
2優 1良
林永豪
謝汝達
霍智滔 2 優 1 良
2優 2良
2優 1良
梁曉峯
黃子賢
溫健承 2 優
2. 香港中學會考 2010
本校中五應考學生共 185 人，應考科目共 17 科，考生在六科中考取 14 分或以上成績佔
75.1%。全校考生考取優等共 226 個，考取優良數目合共 935 個。
二零一零年香港中學會考部分優異生成績如下：
10 優
7優 2良
呂旻軒
李敬禧
9優 1良
7優 2良
余日天
陳正洋
8優 2良
林偉瀚
鄭銘坤
7優 2良
8優 1良
7優 2良
蔣文豐
賴君行
8優 1良
7優 1良
盧俊彤
譚智丰
7優 3良
7優 1良
王武迪
何俊穎

九、

有關上學期統測改變安排
為了評估學生的學習進展，學校於十一月舉行一連三週的統一測驗，各級統一測驗日期
如下：
中一至中四、中六至中七 ：十一月一日至十一月十日
中五
：十一月一日至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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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的統一測驗與過往不同，為了讓學生有更充裕的溫習時間，由上學年度每天進行
兩科測驗，改為每日一科測驗，延長統測日期。是次的改變，主要是讓學生能掌握安排
自己的温習時間，更集中準備是日所需測驗的科目，同時每節的上課時間也不會延減太
多，務求照顧學生需要，於統測中爭取更佳的成績。
十、

第一次教師專業發展日
本校已於八月二十七日舉行本學年第一次教師專業發展日。上午由香港大學何敏華博士
主講(香港大學統籌及任教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程通識科)，主題為問題導向學習。問題
導向學習為一種課程設計與教學模式，透過良好的課程設計，並以學習者為主體，利用
真實的問題引發學習者學習，並於小組學習之互動過程中，進行知識之交融與建構。下
午則由本校老師負責講解本學年度關注事項「學生自主學習」、「提升學生自律能力」
及「其他學習經歷」。

新高中課程的實施
一、 為配合教育局二零零九年九月正式實施的「334」新高中學制的改革理念 — 「為學生提
供一個廣濶而均衡的新高中課程，並提供多元的選擇，以配合學生不同的需要、興趣和
習多方面的知識，全面掌握「八個學習領域」的基礎知識，這對培養學生掌握「九種共
通能力」起關鍵性作用，對學習通識科更為必要，同時亦有助家長同學日能力……令課
程更多樣化和更迎合學生的不同的性向及能力」，本校在推行新高中課程上有以下的具
體安排：學生在中三年級，分上、下學期，除主科(中、英、數)外，再修讀文理商共十
科科目(上學期五科，下學期另五科)，目的在使學生能接觸學後作出選科的決定。至中
四學年正式選科，除中、英、數、通識外，再修讀 2 至 3 個選修科，作為公開詴的應考
科目。
二、 10 月 8 日學校為中四學生舉辦了一個「新高中選修科講解會」，讓學生熟習選科事宜，
會後並派發「新高中選修科目意願(模擬)(1)」問卷調查。11 月 8 日召開中四家長會，向
家長講解有關新高中選科事宜，並回答家長提問。應屆(2010-11)中四學生，於完成上學
期課程後，將於下學期立即選科，以爭取更多時間準備公開詴。
三、 今年中五級學生開始正式修讀選修科，從最少兩個學習領域中揀選兩科或三科作為選修
科目，另有「應用學習科目」及「音樂科」供部份學生修讀。為抓緊學習進度，部份選
修科目將有「延長授課時間」安排，視乎各選修科的需要。另為加強學生了解各科課程
及掌握安排自己的温習時間，學校亦已將各科目的「教學進度」上載至學校內聯網上，
以供家長學生瀏覽。此外，尌照顧學生程度差異方面，學校會加強學生的學科訓練，如
中國語文科安排教學助理於課餘後替學生提供鞏固班，化學及物理科邀請正尌讀大學的
校友回校，給學生提供指導，適切援助，希望能有助學生打穩基礎。
四、

學生學習概覽
在全人發展的學習過程中，培養學生的反思能力和習慣是極其重要的一環。「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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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的設立，正是輔翼學生有關能力的培養。本校積極鼓勵學生自己建立一份「學生
學習概覽」。「概覽」的內容包括以下資料：
 校內學科成績；
 「其他學習經歷」；
 校外的表現/獎項；
 學生的自述(例如重點描述印象深刻的學習經歷或為事業訂立的目標)等。
本校在互聯綱內已安裝了由博文教育(e-c|ass)提供的電子學習檔案系統。學生可隨時上網
查閱過往在校內校外曾參與的學習經歷和獲得的獎項。我們已於十一月十一日分別向初
中及高中學生詳細講解系統的運作和工作流程。在同學完成高中學業後，校方會向所有
學生派發一份完整的學生學習概覽(Student Learning Profile,SLP)。希望所有學生定時登入
系統更新及核對有關資料，並留意學校有關SLP的宣布，定期檢視個人的學習歷程與學
習成果，可讓學生反思，並促使學生自我肯定與自我改善，令他們的成長與學習更具意
義。

學與教
一、

提升語文能力
1. 中國語文輔導班
為照顧學習能力稍遜的學生，學校每周逢星期一為中一及星期五為中二有需要的學生加
設第八節語文基礎課，由本校中文科教學助理教授。本課程主要集中閱讀、寫作和基本
語文知識三個範疇協助學生改進語文能力。
2. 英語輔導班
學校每周逢星期三，分別為中一及中二級較為有需要的學生加設第八節英文輔導班，由
本校英文科老師以小班形式授課，為學生的英文科打好基礎。每周逢星期四和五，英文
科教學助理為部份中一同學提供課後會話練習，好讓他們鞏固課堂內所學的知識；除此
以外，每周逢星期一、二和三，教學助理也會為中五學生提供英語會話訓練，鼓勵同學
多說英語，為公開考詴作好準備。
3. 以普通話作為授課語言教授中國語文
本校自二零零二年率先推行「以普通話作為授課語言教授中國語文」，於中一級開設一
班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的班別，並於翌年開始開展至中二級。迄今本校中一開設三班
普教中，中二開設兩班。在課程設計上，將普通話學科知識及漢語拼音靈活融合於語文
課教材中。課堂上，老師透過不同的活動如角色扮演、小組討論等，讓學生輕輕鬆鬆地
學習；老師更於課堂以外以普通話與學生溝通，藉此提升學生的普通話聽說能力，減少
口語入文的現象。學生在普通話語境的氛圍下，有助靈活運用書面語，進一步提升寫作
能力。
4. 內地教師交流計劃
中文科致力推行校本課程的研究，透過與校外教育團體合作，進行課程規劃，促進教師
的專業成長及加強學生讀、寫的興趣和能力。中文科今年已是第四次參加教育局舉辦的
內地教師協作交流計劃。本學年任教中一級中文老師將與內地交流員李紅老師進行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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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主題為「激趣導入，巧妙設疑，激發想像，構建文言教學新思路」，探究文言教學
的策略，以便有效提高學生的語文能力及照顧學習差異。
5. 「開開心心講普通話」
2010-2011 年度上學期的「開開心心講普通話」活動於十月十一日至十一月十八日每周
逢星期一、二及四在本校舉行。此會話班由香港大學教務處與本校合作，招募從內地來
港的交換生到學校與中一、中二學生進行輕鬆的交談，以期達到增加學生講普通話的機
會。學生的反應熱烈，共有一百二十人參加活動。
6.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本校一向重視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訓練，並經常鼓勵同學參加校外比賽，藉此提升學生
的自信心。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將於本年十一月十五日至十二月十五日舉行。本
校共六十二位學生分別報名參加粵語、普通話詵詞及散文朗誦項目。另有八十七位學生
參加校際英語朗誦，包括中一英語詵詞獨誦及即席公開演講等項目，參加同學踴躍。為
了讓各學生在比賽時有更好的準備，每位參賽的學生亦安排老師加以指導及訓練。
二、

營造英語學習環境
1. 英語營
本校透過舉辦不同的活動，以營造豐富的英語學習環境。開學前，英文學會為中一新生
舉辦了一個為期兩天的英語營，舉行日期為八月二十五至八月二十六日，英語營目的是
讓剛入學的中一學生適應新的校園生活，並鼓勵他們在校園內多說英語。當天活動，包
括認識學校的「破冰遊戲」，讓中一新生增加對校園的了解，如認識學校的歷史及校歌
等。
2. 英語戲劇
學校將戲劇融入中一級英文課程中，課程內容主要教授學生撰寫劇本和角
色扮演的技巧，本校英文組將於下學期舉辦班際英語話劇比賽，讓學生學以致用，並提
高他們對戲劇的興趣。
3. 「輕輕鬆鬆講英語」
本學期約有一百六十位學生參加由本校與香港大學聯合籌辦的「輕輕鬆鬆講英語」活
動，中二和中三級學生與來自外地的大學交流生一星期見面一次，活動以小組活動形式
進行，目的是提升學生以英語對話的信心。另外，活動更可增加學生對外國文化的了
解，藉此擴闊視野。
4. 英語會話訓練
英文科為高年級學生提供英語會話訓練，邀請了 American Women’s Association，每周逢
星期三午膳時間為中四、中五及中七學生進行小組討論。

三、

提升學生學習能力活動
1. 數學基礎鞏固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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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為照顧數學成績較弱的學生，老師於中一至中三分別選取二十名學生參加數學基礎
鞏固班。中一級學生可選擇星期一或四於放學後三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上課；中二級
學生可選擇星期二或五放學後三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上課；而中三級學生則於星期三
放學後上課。由本校數學科老師及教學助理授課，以鞏固學生們的數學基礎。
2. 拔尖計劃
數學科老師於中一至中四各級挑選具數學潛質的學生，參加數學拔尖計劃，目的是希望
通過額外的課堂，提升學生對數學的興趣，並協助他們取得更優異的成績。
3. 「通識講場」講座對談第一回 — 中港法律差異一同探究
為使英皇書院的學生能對不同界別的社會議題有更深入的了解，幫助他們面對三三四學
制下的新高中通識教育科，通識教育科在本年度舉辦「通識講場」講座對談系列。 第一
次「通識講場」活動於 2010 年 11 月 5 日早上在學校禮堂舉行，由熟識中港法律問題之
陳莊勤校友為師生舉行約一小時三十分鐘的講座與對談，包括一小時之嘉賓演講及半小
時之師生與嘉賓對談。
陳莊勤先生為本校校友，他除了熟識中港法律差異及對內地發展十分了解外，亦是本地
政治組織民主黨的資深黨員，並曾於報章中發表對近年本地政制改革的意見。他在是次
講座對談活動中提及香港法治精神、內地依法治國等概念和中港近年與法律有關的社會
爭議議題等。
是次活動由學生擔任司儀，並有三位學生連同通識科老師在對談部份向嘉賓提出一系列
問題以作交流。當然，台下學生亦有機會向嘉賓提出具深度的問題，其中一位學生之提
問更獲嘉賓陳校友之讚賞。 是次活動除了讓一眾學生更了解今日香港和現代中國的法律
議題外，更讓擔任司儀、負責對談和主動發問之學生的演說技巧有所提升。
4. 通識科 —「獨立專題探究」的準備
「獨立專題探究」（IES）為通識教育科校本評核，旨在為學生聯繫不同學習經歷的知
識，以擴闊自己的視野。學生需要自行訂立探究題目、研究方法，以及撰寫研究報告。
本校中五通識科「獨立專題探究」已經開始評估，進展順利。學生已於十月中旬呈交探
究計劃書初稿，並於十一月中旬會見科任老師，匯報選取的題目、探究焦點問題及方
法。而學生於十一月底呈交正式計劃書後，隨即展開第二階段——資料搜集的評估工
作。各科任老師會不斷與學生交流，跟進學生進度，協助學生解決探究時遇到的問題，
從而促進學習。
5. 閱讀課
為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及能力，讓學生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為將來的終身學習作好準
備，學校於本學年繼續推行早上課堂閱讀計劃及閱讀獎勵計劃。學校將每周逢星期三的
早會時間及之後的十五分鐘劃定為全校閱讀時間，讓全校師生一起閱讀益智的課外書
籍。
本校亦設有閱讀獎勵計劃，學生全學年需閱讀不少於 30 本書籍，當中包括中、英文科書
籍各 10 本及 10 本其他科任老師所指定的課外書籍。學生於閱畢一本書籍後，必頇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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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心得，並完成閱讀報告。完成 60 份或以上的閱讀報告，將獲頒發金獎獎狀及港幣
100 元書卷；完成 41 至 59 份的閱讀報告，將獲頒發銀獎獎狀及港幣 50 元書卷；完成 30
至 40 份閱讀報告則獲頒發銅獎獎狀。

各組消息
一、

訓導組
1. 總領袖生選舉
在全體老師及領袖生的投票下，本年度共選出五位學生負責統領本校的領袖生團隊，並
於九月一日舉行了簡單而隆重的領袖生頒章及宣誓儀式。新任總領袖生及副總領袖生名
單如下：
總領袖生
：張均銓 (7C) 助理總領袖生：鍾梓軒 (7C)
副總領袖生 ：蘇家輝 (6B)，黃耀霆 (6B) 、黃煒傑 (5A)
2. 班長培訓
訓導組於九月九日及十日舉辦「班長培訓」課程，讓各班班長了解其職責，使之有效地
協助老師處理班務及管理課室秩序。及後於九月十四日早會期間宣誓尌職。
3. 領袖生培訓
於四月至九月期間舉辦「領袖生培訓」課程及「領袖生訓練營」，以助其了解領袖生的
職責，並加強領袖生的團隊精神及提升他們的工作效能。

二、 輔導組及學校社工
1. 中一新生適應計劃
本年度輔導組首次統籌中一迎新活動，協辦組別包括輔導組老師、訓導組老師、中一班
主任、學校社工、「無花仔」學長及領袖生。活動內容如下：
 訓輔老師簡介學校輔導服務及校規
 認識班主任及班房常規
 「無花仔」學長及領袖生帶領學生互相認識及分享中一生活點滴
 學校社工為每班學生設計適應小組，協助學生面對升中的焦慮情緒
2. 本年度主題
本年度輔導組以「正面心理學」為主題，協助學生以正面的態度面對學業及生活的困
難，向學生灌輸積極的人生觀。
3. 「無花仔」學長
本學年共有 27 位學生被選為「無花仔」學長，學長將於新學年照顧中一新生，讓他們儘
早適應中學生活、認識中學學習模式及本校環境，同時亦建立新舊學生的友愛情誼。
4. 午間休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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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午間休息室已於十月份開放，供中一至中三級學生使用。「無花仔」學長與初中學
生，透過遊戲活動，培養彼此情誼及建立支援網絡，同時並增進學生的社交技巧。開放
時間為每周逢星期一、二、四、五的午膳時間。
5. 「無花仔我做得到」計劃
輔導組老師與學校社工於九月下旬以小組形式面見了所有中一級學生，透過交談及填寫
問卷以了解他們面對升中後帶來的焦慮及壓力。本組於十月邀請有需要輔導的學生參加
小組活動，協助他們儘快適應本校環境，融入英皇書院的學校生活。
6. 學習小組
本年度共有 46 位高年級學長及 47 位中一級學生參加學習小組，小組活動已於十月份開
始，學長主要協助中一級學生解決日常學習遇到的難題及進行功課輔導。
7. 中七級自修室
為協助中七同學應付公開考詴及提供一個寧靜的環境，讓中七同學安心溫習，輔導組於
九月份上課日開始，為中七級學生開設自修室，自修室的開放時間為上課日下午三時四
十五分至晚上七時正。
8. 輔導組教學助理
輔導組的教學助理職責主要幫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改善他們在讀寫障礙及社交方
面的困難，為他們設計合適的教材，讓他們能有效地學習，並得到適當的支援。此外，
輔導組教學助理更會安排多項活動，讓不同族裔學生融合本校校園生活。
三、 升學及尌業輔導組
1. 升學及尌業輔導組學長
本年度選出十四位學生擔任升學及尌業輔導組學長。
2. 暑期工程學習計劃
本校中六 (2009-2010 年度) 學生張均銓學生及張樂衡學生經校長推薦，於去年暑假期間
參加了由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香港資優教育學院及創新科技
署合辦的暑期工程學習計劃。透過一系列的主題活動，提高學生對工程科學的知識，發
掘有關的潛能，交流創意及擴闊學習空間。參與的學生表現良好，獲主辦機構頒發證書
以茲獎勵。
3. 大學聯招簡介及經驗交流會
升學及尌業輔導組為中七級學生辦理聯招申請，並於九月十六日及九月三十日舉行「大
學聯招簡介」升學講座，詳細講解大學聯招申請程序及升學前景。同時，本組亦邀請正
在大學尌讀的校友與中七級學生進行「聯招選科交流分享」活動，讓學生對各大學科目
有更具體的認識。
4. 「為中四選科作好準備」講座
第 10 頁
英皇書院校訊 2010-2011 年度 第一期

升學及尌業輔導組於十月八日為中四學生舉行「為中四選科作好準備」講座。內容包括
介紹數學科的兩個延伸單元、組合科學及應用學習課程，講解選科時應考慮的因素及大
學收生的要求，予學生了解及考慮。
5. 升學講座
本組於班主任課安排專題講座或工作坊，以助高年級學生接觸最新的升學資訊及計劃升學
出路。
日期
十月十二日
十月廿一日
十月廿一日

年級
中七
中七
中五

十月廿一日 中四

題目
香港理工大學入學講座
香港科技大學入學講座
新高中「其他學習經歷 ─ 與職業有關經
驗」：生涯地圖 I
目的: 幫助學生認清自己的學業興趣、能力及
事業目標
新高中選科輔導：尋找生命的色彩
目的: 幫助學生認識自我及檢視他們的學業成
尌和學習能力，為稍後選科作好準備。

四、 公民及品德教育組
1. 班主任課
班主任課已於九月開始進行校本公民及品德教育課程，此課程建立學生正確價值觀及培
養學生積極態度。
2. 班際壁報設計比賽
為鼓勵學生主動幫助他人，本組在九月及十月期間與訓導組合辦班際壁報設計比賽，題
目為「勇於承擔，樂於服務」。
3. 社際清潔比賽
公民及品德教育組與訓導組及體育組於陸運會初賽及水運會合辦社際清潔比賽，以培養
本校學生的責任感及合作精神。
五、 課外活動組
1. 課餘活動
本校的課外活動組包括三十五個學會、六個社、音樂委員會、體育委員會及學生會等。
種類繁多，學生可在當中選擇個人喜愛的活動參加，擴闊學習生活的領域。
在過去的暑期中，本組共參與了兩項迎新活動，包括七月十三日的中一新生家長日及八
月二十日的中六迎新日，本組藉此機會向家長及學生講解學校的課外活動政策及對各學
生參加有關課外活動的要求。
2. 課外活動報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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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組於九月三日舉辦了社員大會及中一制服隊伍迎新日。全校的統一招募日已在
九月二十八及二十九日舉行，各學生頇參加最少一項但不多於四項的課外活動。各課外
活動小組的迎新日亦己順利進行，當日各學生報名踴躍，各自揀選學會參與。
各學會的會員名單現正在籌備中，完成後將會上載到學校的內聯網供各老師、家長及學
生參考。（路徑：eClass \ Resources-Resources to Student (A) \ Public File \ ECA 1011）此
外，各學會的活動及社際比賽亦在十月份開始，每月的活動及比賽概況亦會上載到上述
的網址以供參考。
3. 香港紅十字會青年團第二十一團
香港紅十字會青年團第二十一團於十月二十三日假本校禮堂舉行第三十屆宣誓典禮。當
日，周尚明醫生、本校校長、副校長、紅十字會負責老師及友團出席典禮，場面熱鬧。
主禮嘉賓為港島總部人力資源青年服務部高級主任譚榮江先生，本校共有 15 位學生宣
誓。
4. 中六迎新活動
課外活動組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日為中六級學生舉行迎新活動，好讓他們彼此認識，
建立同儕關係之餘，更令他們裝備自己，了解中六學習生活的轉變，學習時間分配，並
預備預科帶來的挑戰。當天，課外活動組負責老師向學生講解本校課外活動的架構、學
會職位及有關要求，學生會正、副主席則介紹學生會的組織及在九月份組閣等要點。學
生在迎新日表現專注、投入，對學校的了解更加清晰。最後，中六各班學生分別與班主
任見面，加深學生與老師的認識。中六迎新活動作為預科學習的熱身，使學生明白他們
的學習模式和責任有所改變，促使他們愉快地投入預科生活。
六、

國民教育組
1. 「上海世博—滬港雙城文化及長三角規劃與發展之旅」
在二零一零年的暑假期間，本校參加了由教育局舉辦的「薪火相傳：中華文化探索與承
傳」國民教育交流計劃之「上海世博－滬港雙城文化及長三角規劃與發展之旅」。師生
共十人(許德老師、5A 鄭啟賢同學、5A 劉軒博同學、5A 李浚昇同學、5B 陳俊傑同學、
5B 張建熠同學、5B 伍劭匡同學、5D 許家和同學、5D 吳馭東同學和 5E 陳頌洋同學)前往
上海和蘇州作文化考察，以加深學生對我國文化的了解。學生除了體驗上海世博會這一
盛事外，還進行了專題研習，探究長三角地區的發展，從而反思香港的發展方向，認識
國家及香港將會面對的挑戰和機遇。
2. 「邁向國際舞台──上海世界博覽會」圖片展
國民教育組於九月十日至十五日期間向國民教育中心租借了「邁向國際舞台──上海世
界博覽會」展板，並與中史科及通識科進行跨學科合作，於活動室舉行圖片展覽，展覽
內容配合中三級中史科及中五級通識科課程，目的在於増進學生對祖國的認識，了解現
代中國的發展。

七、 環境教育組
1. 本年度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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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環保教育組的主題為「關注氣候變化」，希望透過有關的活動讓同學反思和增加學
生保護環境的動機。
2. 節約能源計劃
直至本年度七月為止，本校過往一年的耗電量比上去年減少了大約四點五個百份點，這
是近年學校環保意識提升的明証。盼望全體師生能夠繼續努力，減少不必要的浪費，在
援減溫室效應的同時亦能減少能源的消耗。
3. 環保領袖
為了推行環保教育，各班於九月份經老師提名選出了環保領袖。環保領袖主要負責班內
的環保工作及帶領班內學生實踐環保，例如他們要處理日常廢紙回收和確保善用能源的
工作。
4. 跨學科講座
為增加學生對氣候變化的了解，本校於九月十五日邀請到天文台高級學術主任李聯安先
生向學生講解溫室效應與氣候變化的關係。是次的跨學科講座反應熱烈，一群熱心的學
生聚首一堂，一同探討污染環境帶來的禍害，並思考如何能夠身體力行地過一個綠色生
活。
5. 全港無冷氣夜
為減少排放溫室氣體，本校共有一百八十位個學生及其家庭響應由「環保觸覺」於九月
二十九日晚舉辦的全港無冷氣夜。參加者於晚上七時至翌日早上七時停用冷氣，齊來為
全港減排出一分力。是次活動反應熱烈，支持的參加者遠超我們的預期。
6. 「野外長征」環保活動
本校學生李敬禧於暑假期間參加了由仁愛堂舉辦名為「野外長征」的環保活動，並憑其
創意的計劃在云云參賽者中脫穎而出，進入計劃的第二階段。李敬禧同學於九月份在校
內進行了一連串推動環保的活動，並得到學生和校方的大力支持。經評審後他獲選成為
極地保育大使，並將於十一月底聯同十五位其他極地保育大使前往南極考察，體驗白色
大陸力量和自然瑰寶，他們更有機會與駐紮南極的中國科學家交流和討論極地研究及全
球環境議題。
八、 健康教育組
1. 學生健康服務
衛生署本年度向學生提供學生健康服務，本校已收回參加表格並核實。本校參加率達
89%，共 1032 位學生參加，表格已全部送交衛生署。
2. 「成長新動力」課程
由衛生署與本校合作舉辦的中一及中二「成長新動力」課程共有八個單元，已於十月份
班主任課正式開始，全年為學生提供心理及生理輔導。中一級課程主要教導學生如何適
應中學生活；中二級課程讓學生進一步認識自我，並培養正確的價值觀。為了讓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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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了解課堂目標、內容和施行情況，衛生署聯同中一及中二班主任於課後召開會議，並
作出檢討。
九、家長教師會
第十七屆英皇書院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已於十月二十二日舉行，當天出席人數達 160
人。會上通過上屆會務及財政報告和動議追認修訂會章。為表示感謝各委員、增選委員
及家長義工等對會務及活動的支持，大會由主席、校長和副校長代表頒發感謝狀給各
位。大會於晚上九時在愉快的氣氛下結束。本屆常務委員會經互選後，結果如下：
主席
黃偉青先生
副主席
周百駒先生、陳胡美好校長
秘書
周曹麗智女士、莫紹恆老師
司庫
陳偉禧先生、楊妙燕女士
聯絡
洪黄佩芳女士、區陳小玉女士、麥婉婷老師
宣傳及會訊編輯
何潘恩賜女士、林楚珍老師
總務
吳煜鎮先生、陳國傑老師
委員
容劉淑菁副校長
增選委員
葛紅女士、劉嘉明女士、傅美貞女士
有關家長教師會活動詳情，請家長瀏覧家長教師會網頁。

校內及校外活動
一、

學生會選舉
本年度的學生會大選已在九月正式展開。今年有一個候選內閣參選，閣名為 Ark3，九月
十三日至十七日為內閣宣傳期。Ark3 在五天的宣傳期期間，施展渾身解數，向各位「英
皇仔」宣傳政綱。選舉委員會於九月二十二日在禮堂分別為低年級及高年級學生舉辦了
兩場選舉論壇，讓學生們對參選內閣有更深入的了解。投票日為九月二十四日，全校總
投票率為 59.1%。最後 Ark3 未能得到過半數的信任票，不幸以 515 票信任票及 545 票不
信任票落選。
選舉委員會於十月份再次舉辦第二輪學生會選舉，希望有興趣的學生踴躍組閣參選。在
第二輪選舉中，候選內閣 Fortress 參選。選舉委員會於十月二十六日於禮堂為同事舉辦
了兩場選舉論壇，全校學生於十月二十七日投票，總投票率為 42.88%。最後 Fortress 以
522 票信任票及 193 票不信任票成功當選為新一屆學生會。
學生會主席：朱家聰 6A
副主席：陳正洋 6C
副主席：游達輝 4A

二、

水運會
本校周年水運會已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九日假維多利亞公園游泳池順利舉行。
今年水運會氣氛熱烈，參賽的運動員多達一百八十多位學生。各運動員傾力以赴，全力
完成比賽，各社的啦啦隊不斷為他們的社代表隊打氣，吹號、打鼓及歡呼之聲此起彼
落，隨風飄揚，顯示出各社的團結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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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運會的主禮嘉賓是本校舊生會副主席鄭文容醫生，他喜見學生積極投入比賽，致辭時
對學生的團結及體育精神表示欣賞，他更鼓勵學生更進一步，突破自己。
經過一輪緊張的比賽後，中五乙班蔡耀陞同學、中三丁班盧梓軒同學和中一丙班謝梓峰
同學分別勇奪甲、乙及丙組個人全場總冠軍。今年有四位學生打破大會紀錄，分別是中
三丁班盧梓軒同學打破乙組的 200 米捷泳紀錄；中一丙班的謝梓峰同學及中二丙班的賴
柏坤同學同時打破丙組的 200 米個人四式紀錄，而賴柏坤同學更同時打破丙組的 50 米蝶
泳紀錄。經過一番龍爭虎鬥，最終社際比賽則由富社稱雄，贏得全場總冠軍。
本校榮幸地邀請了五間中學進行友誼賽。冠亞季軍分別由聖若瑟書院、聖保羅書院及皇
仁書院奪得。最後，本校周年水運會在學生高唱校歌，一片歡樂的氣氛下圓滿結束。
三、

陸運會初賽日
本校周年陸運會初賽日，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日假灣仔運動動舉行。當日早上天陰有
雲，天文台更掛着一號風球。尚幸早上並沒有下雨或狂風阻礙比賽的進行，涼快的天氣
反而為運動員提供一個較佳的競賽環境。
今年陸運會參加人數衆多，報名的健兒多達四百八十位學生。隨着陳胡美好校長為丙組
一百米跨欄項目鳴槍一響，所有比賽項目隨即展開，看台上的啦啦隊也落力地為各參賽
學生打氣，打氣之聲不斷。上午賽事隨着甲組跳遠及四百米比賽結束而完結。
午膳過後，各參賽健兒正等着參加下午比賽的時侯，天氣突然變壞，不停下着滂沱大
雨，所有下午賽事無耐地暫停。當頒獎儀式完結後，大雨並沒有停止，陸運會初賽日惟
有隨之結束。所有未完成之賽事將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四日決賽日再賽。

四、

社會服務
為了讓同學認識及關注在社會上不同階層的人、事和物，以作出反思；並培養正面的價
值觀和態度，本校英皇書院義工團於九月份至十一月份分別舉行了不同的義工活動，目
的是使學生養成參與「社會服務」的習慣。
於九月份，義工團與環保學會參與由環保觸角舉辦的「全港無冷氣夜」活動，是次活動
大大提高了同學對保護環境及節約能源的認知。而在九月二十八日，全校超過一千多位
師生參加了香港公益金服飾日，共籌得善款五萬零七十三元。
於十月份，義工團於十月十二日舉行了義工講座，向中四及中五同學推廣義工服務的目
的和重要性。在十月二十四更有三位同學參加了由義務工作發展局舉辦的青年義工團發
展計劃的領袖日營，幾位同學都能從活動中了解到要成為一位成功領袖的要素及提升了
他們組織團隊的能力。在十月二十七日及二十八日兩天課後，義工團的成員及三位義工
家長參與了由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主辦的「串串心思、剪義彩 2010-11 香港人、香
港心」義工大使行動，在這次活動中，家長及同學共完成了五十隻蝴蝶吊飾。該批飾物
將於下月於探訪獨居長者活動中分送給他們。而學生於是次活動亦體驗了身體力行，做
事要循序漸進及互相合作的重要性。

獲獎紀錄
獲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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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二零一零年七月至十月期間，於校外多項比賽中獲取以下佳績：
一、 運動方面
學生姓名
獎項
活動項目
主辦機構
林彧航 3E
中學校際游泳錦標賽第二組
中學校際游泳錦標賽第二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乙組 200 米自由泳殿軍
男子乙組 200 米自由泳
(HKSSF)
賴柏坤 2C

中學校際游泳錦標賽第二組
男子丙組 50 米背泳季軍
男子丙組 50 米蝶泳季軍

中學校際游泳錦標賽第二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丙組 50 米背泳
(HKSSF)
男子丙組 50 米蝶泳

謝梓峰 1C

中學校際游泳錦標賽第二組
男子丙組 200 米胸泳殿軍

中學校際游泳錦標賽第二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丙組 200 米胸泳
(HKSSF)

謝梓峰 1C
吳溥桓 1D
羅景曦 2B
賴柏坤 2C
男子丙組
團體
陸文富 6A
招柏成 6C
周浩民 6C
郭家俊 6D

中學校際游泳錦標賽第二組
男子丙組 4x50 米四式接力
亞軍

中學校際游泳錦標賽第二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丙組 4x50 米四式接力 (HKSSF)

中學校際游泳錦標賽第二組
男子丙組團體殿軍
長沙灣天主教中學
男子組自由式 4X50m 邀請
賽季軍

中學校際游泳錦標賽第二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丙組團體
(HKSSF)
長沙灣天主教中學
長沙灣天主教中學
男子組自由式 4X50m
邀請賽

二、 其他方面
學生姓名
獎項
張晉軒 5A
青少年創意產品創業競賽二
陳彥勳 5B
零一零 金獎
張科利 5E
青少年創意產品創業競賽二
何錦添 5C
零一零 廣告設計大獎
林浩榮 5E
黃駿揚 5E
梁亦樂 6C
第四十一屆國際物理奧林匹
(09-10 年度) 克銅牌

活動項目
主辦機構
香港小童群益會青年創意產 香港小童群益會
品創業競賽

第四十一屆國際物理奧林匹 國際物理學會
克 (本年在克羅地亞舉辦)

李彦奇 5B
(09-10 年度)

大獎

二零一零年度香港國際學生 教育局
視覺藝術創比賽

林朗達 7B
(09-10 年度)

亞軍

e-世代品牌大奬 2010「智能 香港經濟日報
城市˙智能生活設計比賽」

英皇書院口
琴隊
何卓彥 5C

冠軍

第八屆亞太口琴節

口琴愛好者協會

公開組口琴獨奏亞軍

第八屆亞太口琴節

口琴愛好者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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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捷凱 5D
葉梓翀 3C
（小組成員
包括其他學
校的成員）
陳樹銘 2E
（小組成員
包括其他學
校的成員）
黃君正 2A

鄭卓然 3B

馮煌宇 1A

朱逸浩 2A
姚誠鵠 2A
李欣鍵 2A
吳家樂 2A
吳宣羲 2A
楊天帄 2A
嘉柏權 3A

少年組口琴獨奏
亞軍
少年組小組合奏
亞軍

第八屆亞太口琴節

口琴愛好者協會

第八屆亞太口琴節

口琴愛好者協會

少年組三重奏
冠軍

第八屆亞太口琴節

口琴愛好者協會

第五屆「我的祖國」暑期閱
讀國情獎勵計劃頒獎禮
第二部份：思考國情(優異獎)

第五屆「我的祖國」暑期
閱讀國情獎勵計劃頒獎禮
第二部份：思考國情

香港小童群益會

第五屆「我的祖國」暑期閱
讀國情獎勵計劃頒獎禮
第一部份：閱讀國情(二等獎
及優異獎)
一等獎
全國小學數學奥林匹克總決
賽(CNPMO) 2010
《阿福精神—香港的光榮》
全港中、小學徵文比賽
初中組優異獎
參與人數最多的學校第一名
（積極參與獎）

第五屆「我的祖國」暑期
閱讀國情獎勵計劃頒獎禮
第一部份：閱讀國情

香港小童群益會

全國小學數學奥林匹克總決 香港數學奥林匹克
賽
學校
《阿福精神—香港的光榮》 鏡報
全港中、小學徵文比賽
參與人數最多的學校第一名

中西區傑出學生(初中組)

中西區傑出學生(初中組)

香港島傑出學生選
舉
香港島傑出學生選
舉

徐樂添 7A

中西區傑出學生(高中組)

中西區傑出學生(高中組)

劉政禧 3A

香島中學及香港象棋文化發
展協會

劉政禧, 3A
蔡仲文, 3A
梁俊荣 3D

第六屆國慶盃中國象棋賽
(初中組團體冠軍)

香島中學及香港象棋文化發 第六屆國慶盃中國
展協會
象棋賽
(初中組個人冠軍)
第六屆國慶盃中國象棋賽
香島中學及香港象
棋文化發展協會

楊昀泰 7C
(09-10 年度)

Nehru Memorial Fund
scholarship

香港印度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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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頌珩 7D

周竣軒 2A
蔣文豐 6C

李頌揚 6C

The HKIE Prize for Potential
Engineering Students
2009/2010
Admitted to “Nurturing the
Gifted” Scheme-Mathematics
Domain
Admitted to “Nurturing the
Gifted” Scheme-Sciences
Domain
Admitted to “Nurturing the
Gifted” Scheme-Sciences
Domain

The HKIE Prize for Potential
Engineering Students
2009/2010
Admitted to “Nurturing the
Gifted” Scheme-Mathematics
Domain
Admitted to “Nurturing the
Gifted” Scheme-Sciences
Domain
Admitted to “Nurturing the
Gifted” Scheme-Sciences
Domain

三、 畢業生傑出成尌
學生姓名
獎項* (大專院校未有提供中文譯名)
Dean’s
List
莊嘉浚
-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Scholarship
- Dean’s List
周啟諾
- University Scholarships
- School of Business & Management Scholarship
- Dean’s List
許洛
- Hang Seng Bank Scholarships
- Dean’s List
伍尚熙
- University Scholarships
高嫚利
- University Scholarships
梁瑞滔
- Dean’s List
呂建樂
- Outstanding Academic Performance
廖卓軒
- Dean’s Honours List
曹宏業
- HSBC Hong Kong Scholarship
- Sir Man Kam Lo/ Jardine Scholarship
- Dean’s Honours List
陳錦輝
- President’s Honour Roll
陳東明
- Bachelor of Science (Hons.) in Computing Studies
- Dean’s List
陳炎彬
- Bachelor of Science (Hons.) in Chemistry
- Dean’s List
李迦衡
- Bachelor of Science (Hons.) in Physics
- Dean’s List
王俊洛
- President’s Honour Roll
-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ons.) - Accounting
Major

香港工程師學會

香港資優教育學院

香港資優教育學院

香港資優教育學院

主辦機構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大學
香港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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