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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訊 

學 

與 

教 

一.中一及中二級〝V-Power Scheme〞 

計劃目的： 

1. 此乃全校語文政策的其中一個項目，其目的在增加中一及中二學生接

觸各科英語詞彙的機會，加強學生對不同科目英語詞彙的聽、讀、解

釋及應用等能力。 

2. 以跨學科模式進行，通過英文科與 8 科非語文科目的合作，提升學生

學習英語的興趣與動機。 

3. 體現全校參與及家校合作的精神，營造切合本校校情的英語學習環境。 

4. 通過持續的鼓勵，培養學生學習英語的習慣。 

 

計劃簡介： 

由 3月 12 日至 5 月 20 日期間，學生於每星期學習一科的 12 個英語

詞彙，全期可學習共 8 科的詞彙。學生須向老師及家長朗讀，請 貴家長

鼓勵學生在家中朗讀並加以簽署作實。 

相信家長的參與必能推動學生學習，盼望〝V-Power〞能成為學生學

好英語的正能量。〝V-Power〞小冊子已派發與學生，家長欲進一步了解有

關計劃的詳情，可瀏覽本校網頁。 

二.2012 年全港性系統評估(TSA 2012) 

 本港教育局於中、小學推行之「全港性系統評估」，本年度（2011－

2012）繼續於全港中學三年級推行，所有中三級學生將於 2012 年 4 月及

6 月於校內參加中文、英文、數學三科之系統性評估，詳情見下： 

2012 年全港性系統評估(TSA 2012) 

日程表 

(對象：本校全體中三級學生) 

評估項目 日期 星期 

說話評估(中文、英文) 2012年4月18日 

(後備日：4月23日) 

星期三  

(星期一) 

紙筆評估(中文、英

文、數學) 

2012年6月25-26日 

(後備日：6月28日) 

星期一、二 

(星期四) 

請 貴家長關注有關日程，並督導 貴子弟專注學業，積極從事有

關評估之學習活動，以期 貴子弟屆時參與「全港性系統評估」能有良

佳表現，有關評估日程請參閱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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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學年期末考試將於2012年6月11日至6月20日舉行，各級考試時間表

隨本期橋樑發布(見附件二)，將不再派發，請各級同學留意並小心保

存。 

四.期考將至，期盼 貴家長督導 貴子弟專注學業，勤加溫習。有見及

此，本校特加強課後學習支援計劃，繼續開辦「試前溫習班」，聘請專

人解答科目疑難，俾 貴子弟善用課餘時間，反覆研習各科內容，詳

情如下： 

日期：5 月 21 日(一)至 6 月 8 日(五)期間之上課日(6 月 1 日暫停) 

時間：每天下午四時至六時 

地點：本校 211、212、117 室 

貴子弟可於上述時間，攜備課本、習作進入有關課室，向負責導師

登記，或溫習、或做功課；期間若有疑難，可向專業導師垂詢，由專業

導師即場指導。透過切磋琢磨，其學業必有所增益，望 貴家長能鼓勵 

貴子弟踴躍參與。 

五.恭賀以下同學參與本年度校際音樂節獲得獎項： 
2A 鄒家盈 女聲獨唱(14 歲或以下) – 中文 優良獎狀 

4C 吳頴銣 女聲獨唱(16 歲或以下) – 中文 優良獎狀 

5A 劉思敏 女聲獨唱(16 歲或以下) – 中文 新界西亞軍 

6B 李俊善 男聲獨唱(18 歲或以下) – 外語 新界西亞軍 

  男聲獨唱(18 歲或以下) – 中文 新界西季軍 

4C 彭錦樂 男聲獨唱(16 歲或以下) – 外語 新界西季軍 

5B 陳禮皋 男聲獨唱(16 歲或以下) – 外語 新界西亞軍 

1D 劉婷樂 鋼琴獨奏三級 優良獎狀 

5E 霍錦燊 鋼琴獨奏五級 優良獎狀 

 
六.體育科通告 

4 月份本校體育科上羽毛球課之日期、班級及留意事項、安全守則詳

見附件三。務請 貴家長細讀並督促 貴子弟遵守。 

 

七.2012/2013本港高中學校、職業訓練課程報名辦法 

      本港高中學校將於2012年6月底前自行收取中四學生，職業訓練局

於2012年3、4月起自行收生。中三學生可直接向有關學校申請入讀。

凡獲取錄入讀高中學校或職業訓練課程的學生，將不獲安排中四學

位。如有疑問，可向本校升學就業主任 / 導師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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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份校務概要 

學 

與 

教 

1.30/3（五）、2/4（一）     全校借作公開試試場，停課兩天 

2.3/4（二）至 14/4（六）   清明節及復活節假期 

3.18/4（三）               中三全港性系統評估中、英口試 

4.16/4（一）至 17/4（二）、21/4（六）、 

24/4（二）至 27/4（五）、30/4（一） 

本校禮堂借作公開試試場，因考生數目眾多，同學須留意交通情況，提

早出門，以免遲到。 

5.28/4（六）               佛誕假期 

成 

長 

支 

援 

輔導組 
學生成長支援(輔導)組將於四月舉行下列活動，敬希家長和同學垂注： 

 四月 

17/4 中二成長新動力(8) 

17/4 友樂先鋒伴讀(7) 

19/4 健康大使訓練(7) 

20/4 3B 性教育工作坊 

20/4 2C 性教育工作坊 

24/4 3A 性教育工作坊 

24/4 友樂先鋒伴讀(8) 

23/4-27/4 生命教育周 

26/4 大哥哥大姐姐午間活動(4) 

26/4 健康大使訓練(8) 

26/4 3D,3E 性教育工作坊 

27/4 3C 性教育工作坊 

27/4 輔導班主任堂/班中之星 

30/4 5A,5F 性教育工作坊 

訓育組 

1.改過向善計劃截止申請日期： 

本年度所有被記小過同學之截止申請日期為3月29日（四），被記缺點同學之

截止申請日期為4月18日（三）。 

2.本組關注同學的儀容校服是否符合規定，學生應以純樸簡約的髮型為佳，有關

夏季校服之規定請參閱訓育組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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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成長教育組 
1. 4 月 19 日(四)派發五月份午膳訂購表格，費用為 363 元。 

5 月 17 日(四)派發六月份午膳訂購表格，費用為 198 元。 

家長如欲替智能卡戶口增值，請於每月 20 日或之前將款項存入帳戶，以

確保有足夠款項繳交午膳費用。 

2.初中級生日會將於下列日期舉行： 

中一級 ----- 5 月 28 日(一) 

中二級 ----- 5 月 29 日(二) 

中三級 ----- 5 月 30 日(三) 

3.第三十五週(23/4–27/4)舉行生命教育周。 

  第三十八週(14/5–18/5)午膳小息將舉行班際數學遊戲比賽。 

其他 

學習 

支援 

靈德及公民教育組 

 
 

1.20/4 周會︰詩歌分享(SHAREHYMNS) 

2.27/4聯校佈道會(中四全級，時間︰2:00-5:00， 

                    地點︰九龍協同中學) 

 5 月份校務概要 

學 

與 

教 

1.1/5（二） 勞動節假期 

2.2/5（三） 本校禮堂借作公開試試場 

3.4/5（五）(7:30p.m.) 中一第二學期學習表現中期報告及家長座

談會 

4.14/5（一）至 18/5（五） 第二階段初中學習表現獎勵計劃遞交習作 

5.17/5（四） 全校教師校舉行會議，放學間提早至

3:10p.m. 

6.20/5（日） V-Power 計劃終結 
 

成長 

支 

援 

輔導組 
學生成長支援(輔導)組將於五月舉行下列活動，敬希家長和同學垂注： 

五月 

2/5 5D,5E 性教育工作坊 

3/5 4C,4D 性教育工作坊 

4/5 4A,4B 性教育工作坊 

4/5 4E,4F 性教育工作坊 

4/5 3B, 3C 心智教育(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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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5B,5C 性教育工作坊 

8/5 友樂先鋒伴讀(9) 

11/5 2B 性教育工作坊 

15/5 友樂先鋒伴讀(10) 

17/5 大哥哥大姐姐午間活動(5) 

22/5 健康常識講座 

22/5 友樂先鋒伴讀(11) 

24/5 大哥哥大姐姐中三分享會 

29/5 友樂先鋒伴讀(12) 

訓育組 

1.21/5（一）至25/5（五）  進行第二次模範生評選，評選準則乃根據學生的

學業、品行及服務三方面作評選，每班設模範生

一名。 

2.21/5（一）至25/5（五） 進行最佳領袖生評選，旨在表揚學年內表現優異

的領袖生，評選準則乃根據領袖生的考勤、準時、

能力、合作性及禮貌熱誠五方面作評選，選出最

佳領袖生及優異領袖生。 

 

初中成長組 
校方與家長教師會將於五月份合辦家長講座，誠邀家長蒞臨。詳情

如下：   

日期：5 月 4 日（五） 

時間：下午 7：30－9：00 

地點：本校禮堂 

講者：復和綜合服務中心導師 

講題：『做個至「潮」家長』  
是次家長講座席間並設分組交流，讓老師與中一家長懇切交談；

同時派發中一級同學第二學期學習表現中期報告，讓家長能理解子弟

近日在校之學習情況，以便作相應之輔導。 

 

《橋樑》第 109 期  . 第 6 頁 

其他 

學 

習 

支 

援 

活動組 
1.4/5（五）  社際中文辯論比賽 

2.11/5（五）  學生學習概覽反思堂 

3.25/5（五）  核對服務及活動名單 
靈德及公民教育組 
 

18/5周會︰崇拜(上帝的大能) 

*請中一至中四同學攜帶<<樂弦>>進入禮堂 

  4、5 月份家長備忘 

1.30/3（五）、2/4（一）     全校借作公開試試場，停課兩天 

2.3/4（二）至 14/4（六）   清明節及復活節假期 

3.28/4（六）               佛誕假期 

4.1/5（二）                勞動節假期 

5.4/5（五）                中一級家長請抽空出席家長座談會以加強瞭解子弟學

習進展，亦歡迎其他級別的家長出席。 

6.17/5（四）               全校教師留校舉行會議，放學時間提早至 3:10p.m. 

7.1/6（五）晚上            中六及中七級畢業禮  

8.11/6（一）至 20/6（三）   本學年期末考試，各級考試時間表隨本期橋樑發布

(見附件二)，將不再派發，請各級同學留意並小心保

存。 

請中四級學生家長注意： 

貴子弟如欲於 2014 年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申請特別考試安排，請於 5 月 1 日

（二）前與嚴紹仁老師洽商。鑑於進行評估及準備文件需時，逾期者可能未及於考

評局限期前作出申請。 

五月金句： 

「上帝就賜福給他們，又對他們說：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理這

地；也要管理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行動的活物。」 

《創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