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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教育服務 
 

我們的使命 

東華三院一貫的辦學精神乃為社會提供完善及多元化的教育服

務，作育英才，使兒童及青少年成長後能盡展所長，回饋社會。 

為本港兒童及青少年進行「全人教育」，提供一個優良的學習

環境，使能發揮個人的潛能，日後成為具備知識技能、有獨立

思考能力、勇於承擔責任和關注社會事務的良好公民。  

培育兒童及青少年有正確的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觀，並以校訓

「勤、儉、忠、信」為進德修業的依歸，勉勵他們拓展豐盛而 

有意義的人生。 

School Mission 

Our mission in education is to provide comprehensive and multifarious services 
to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to enable them to exert their full potentialities and, 
eventually, to serve the community. 
We are committed to achieving an all-round development in our young 
generation through the provision of a congenial learning environment, 
equipping young people with the necessary skills and knowledge, and nurturing 
them to become good citizens with a willing commitment to worthy causes and 
a genuine concern for social affairs. 
We firmly believe in the school motto : "Diligence, Frugality, Loyalty and 
Faithfulness" as the guiding principle in the moral and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our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We strive to promote proper values and a 
positive outlook on life and encourage them to lead a full and meaningfu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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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父母的信 

各位家長： 

 

此手冊旨在協助你的兒女在建立良好學習模式的同時，能初步了解中一的學習方

法。此手冊並非用作評估學生的學業表現，而是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學習活動，養成主動

探索的精神。 

 

 

 

 

 

每月由家長填寫學習紀錄表 (第 32 頁)  

家長在協助學生使用這手冊時，可留意以下幾點： 

 與子女共同訂立完成手冊的時間表，避免要求子女短時間內完成所有習作或活動； 

 鼓勵子女主動發掘與習作相關的課題，並多與他們討論，誘發他們自學的興趣及能

力； 

 重視子女在完成習作期間的態度和過程，而非只關注他們的習作成果。 

 

並協助子女完成 第 33 至 37 頁之各項學習活動記錄 

鼓勵創意  封面設計 
為發揮子女的創意，學校鼓勵學生自行設計手冊封面，以表現他們的個人成長目標和

學習興趣，設計材料不限。學生可將其自行設計的封面取代現時的封面。 

 

分享成果  互評共賞 

我們將於 8 月 14 日收集各同學的手冊，並於 8 月 23 日的暑期銜接及導入

活動結業禮上展覽共賞，選出表現最佳的習作，以示表揚和鼓勵。 

 

新生手冊的目標 

 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 

 及早適應中一的學習及群體生活 

 培養主動探索的學習方法 

 促進親子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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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etter to Parents 

 
Dear Parents,  
 
 This handbook aims at helping your children develop a good learning habit and 
understand the learning methods before studying in form 1. This handbook is used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learning activities actively and motivate their active 
learning, but not used to evaluate your children’s academic performance.  
 
 The objectives of the Form 1 students’ handbooks are to help students:  
 build up a healthy living style 
 adapt to the Form 1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school life with their peers  
 foster their active learning  
 enhance communication with you 
 
Filling in the your children’s learning record form every month (P.32)  
 
You can notice the following points when you assist your children to use this handbook: 
 

You can set a timetable to finish this handbook with your children together. Try 
to avoid asking your children to finish all the work or activities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You can encourage your children to take an initiative to explore more about the 
topics. You can also discuss the topics with them in order to motivate their self 
learning interest and ability.  

 

You should focus on your children’s working attitude and learning process 
instead of their work results.  

     
 
Assisting your children to finish all learning activities records from P.33 to P.37  
 
Designing the front cover of the handbook to encourage creativity    
 
In order to nurture your children’s creativity and show their personal growth and learning 
interest, the school encourages students to design their own front cover of the handbook. 
Students can use any materials they like and they can also use their own front cover to replace 
the existing one.  
 
Sharing and appreciating the result 
 
We will collect students’ handbooks on 14th August 2013. In order to show our encouragement 
and appreciation of students’ works, we will select the outstanding works and share them on 
23rd August 2013, the closing ceremony of the summer bridging course and induction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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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川網中行 

 

學校部門負責老師 

 

教  務 ： 譚耀宏副校長 

學生培育 ： 黃麗芬副校長 

訓  育 ： 黃麗芬副校長 

輔  導 ： 張秋帆老師 

課外活動 ： 關美萍老師 

學生事務 ： 張偉正老師 

資訊科技 ： 陳廣達老師 

 

中一新生入學事宜負責老師 

 

教  務 : 譚耀宏副校長 

學生培育 : 黃麗芬副校長 

註  冊 : 葉錦培老師 

家校連繫 : 溫佩儀老師 

校服事宜 : 陳建生老師 

午膳安排 : 張偉正老師 

聯課活動 : 關美萍老師 

 

 

駐校社工 ： 王惠婷女士   (時間 : 星期一、二、四及五 ) 
學校電話 ： 2495 0226 
學校傳真 ： 2495 4019 
學校網頁 ： http://www. twghscgms.edu.hk 
學校電郵 ： info@twghscgm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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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s in-charge-of School Departments  

 

Board of Studies : Vice-principal, Mr Tam Yiu Wang 

Board of Student Support : Vice-principal, Ms Wong Lai Fan 

Department of Discipline : Vice-principal, Ms Wong Lai Fan 

Department of Guidance : Mr Cheung Chau Fa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 Ms Kwan May Ping 

Students’ Affairs : Mr Cheung Wai Ch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Mr Chan Kwong Tat 

 

 

Teachers in-charge-of related matters 

 

Academic : Vice-principal, Mr Tam Yiu Wang 

Pastoral Care : Vice-principal, Ms Wong Lai Fan 

Registration : Mr Yip Kam Pui 

Home-school Co-operation : Ms Wen Pui Yi 

School Uniform : Mr Chan Kin Sang 

Lunch Arrangement : Mr Cheung Wai Ching 

Co-curricular Activities : Ms Kwan May Ping 

 

 

School Social Worker : Ms Wong Wai Ting 

(on school campus on Mondays, Tuesdays, Thursdays and Fridays) 

School Telephone Number : 2495 0226 

School Fax Number : 2495 4019 

School Website Address : http://www.twghscgms.edu.hk 

School Email Address : info@twghscgms.edu.hk 

http://www.twghscgms.edu.hk/�
mailto:info@twghscgm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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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本導育啟發潛能教育」在青川        

Form-based Pastoral Care Invitational Education in S C Gaw 

                                                           鄧蕙珍校長 

「啟發潛能教育」(Invitational Education) 是由美國教育大師威廉柏其 (William Purkey) 
所創立，這套教育理論的基本信念是：尊重（Respect)、信任（Trust）、樂觀（Optimism）

及刻意安排（Intentionality）。我們相信學生有能力，可以承擔責任；有效的學習是建基

於相互信任，互相交流，彼此合作而產生的；學生有無限潛能，有待啟發。若要引發      
學生潛能，我們必須刻意地去安排合適的活動和環境，並透過 5「P」：人物 (People)、
地方（Place）、政策（Policies）、課程（Programs）及過程（Process）互相配合，方能          
成功。 
 
以上的基本信念，正正就是我們的學生最需要的支持和鼓勵，本校將會推行的級本導育

方針與啟發潛能教育結合，目的就是在級本導育平台上進一步加強老師、學生、家長，

以至與社區的溝通，建立尊重、信任的夥伴關係，透過各種活動，建立校園關愛文化，

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及積極的人生觀，使其能盡展潛能，服務社群。我們更刻意為    
學生提供及營造一個更理想及優質的學習環境；更透過多元互動學習活動，刻意為學生

安排及製造成功機會，讓學生感受到愛與關懷，感受到作為「青川人」的悅樂，感受到

「青川」就是他們的第二個家，校長、老師就是他們在校的父母，同學、工友是他們的

合作夥伴，他們雖不是「第一」， 但卻是「唯一」，我們會珍視每一位學生，並祝願他

們得到美好的發展機會。 
 
期望在全校師生的積極參與下，校園內充滿關愛的氣氛，同學在有效和愉快的環境下    
學習，在老師嚴而有愛的教導下成長。 
 
我們相信每一位學生都有著尚待發掘的無限潛能，「級本導育啟發潛能教育」將會是本

校的學生牧養方向。我們希望能建立一個充滿愉悅、支持、讚賞、喜樂、欣賞、正面、        
笑臉、鼓勵、朝氣和活力的優質校園文化，使 
 
 

    

 

 
每一位青川人都能閃耀， 

       能有光彩並能自我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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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based Pastoral Care Invitational Education in S. C. Gaw 
「級本導育啟發潛能教育」在青川 

 

 

 
 
 
 
 
 
 
 
 
 
 
 

Invitation Educational was an inviting school model developed by William Purkey, which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Respect, Trust, Optimism and Intentionality.  

 

Respect - we believe our students have the ability to bear responsibilities; 

Trust - we believe that effective learning is based on mutual trust and communication; 

Optimism - we believe our students have enormous potential waiting to be explored.  

Intentionality - In order to initiate effective learning, we ought to create the suitable 

environment with intention together with 5 Ps: People, Place, Policy, Programme & 

Process. 

 

Since last year we have integrated invitational education into our Form-based Pastoral Care 

Educational Framework, which aims to enhance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eachers, students 

and parents.  With the collective effort of the school community, we intend to further 

promote the wholesome development of our students, by providing better facilities and more 

recreational area.  Students will be exposed to more learning activities as well as 

opportunities for them to realize their talents and potential as well as to enrich their essential 

learning experiences.  We hope that, the campus of TWGHs S. C. Gaw Memorial College 

will become the second home for our students, where they share their joy and tears with 

friends and teachers, where they learn, pursue their goals and cherish their dr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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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科開設 

初中及高中課程 
 

 初中課程  

科目 
每一循環

周節數 
教學

語言 
科目 

每一循環

周節數 
教學語言 

中文 11 中文 普通話 2 普通話 
英文 
 全方位英語 

12 
2 

英文 設計與科技 /  
家政 

2 中文 

數學 8 中文 電腦 2 中文 
科學 6 英文 視覺藝術 2 中文 
綜合人文 6 英文 音樂 1 中文 
通識教育 2 中文 體育 2 中文 
中史 2 中文 圖書館課 1 英文 
 
 高中課程 
 科目 每一循環周節數 教學語言 

必修科目 

中文 10-11 中文 
英文 
 全方位英語 

10 
2 

英文 

數學 9 英文 
通識 8 中文 
音樂 1 中文 
體育 2 中文 
圖書館課 1 英文 

選修科目 

化學 7-8 英文 
物理 7-8 英文 
生物 7-8 英文 
組合科學 (化學 + 生物) 7-8 英文 
組合科學 (化學 + 物理) 7-8 英文 
中國歷史 7-8 中文 
世界歷史 7-8 英文 
地理 7-8 英文 
中國文學 7 中文 
經濟 7-8 英文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7-8 英文 

 視覺藝術 8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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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s Offered in Junior and Senior Secondary Curriculum 
 
Junior Secondary 

Subject 
Lessons per  

Teaching Cycle 
Medium of 
Instruction 

Chinese 11 Chinese 
English 
   Life-wide English 

12 
2 

English 

Mathematics 8  Chinese 
Science 6 English 
Integrated Humanities 6 English 
Liberal Studies 2 Chinese 
Chinese History 2 Chinese 
Putonghua 2 Putonghua 
Design and Technology / Home Economics 2 Chinese 
Computer Literacy 2 Chinese 
Visual Arts 2 Chinese 
Music 1 Chinese 
Physical Education 2 Chinese 
Library period 1  English 

 
Senior Secondary 

Subject 
Lessons per 

Teaching Cycle 
Medium of 
Instruction 

Core 
Subjects 

Chinese 10-11 Chinese 
English 
   Life-wide English 

10 
2 

English 

Mathematics 9 English 
Liberal Studies 8 Chinese 
Music 1 Chinese 
Physical Education 2 Chinese 
Library period 1 English 

Elective 
Subjects 

 

Chemistry 7-8 English 
Physics 7-8 English 
Biology 7-8 English 
Combined Science (Chemistry & Biology) 7-8 English 
Combined Science (Chemistry & Physics) 7-8 English 
Chinese History 7-8 Chinese 
History 7-8 English 
Geography 7-8 English 
Chinese Literature 7 Chinese 
Economics 7-8 English 
Business, Accounting & Financial Studies 7-8 English 
Visual Arts 8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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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吳祥川紀念中學學生生活指引 
 

(一) 總綱 
東華三院吳祥川紀念中學學生生活指引的訂立，旨在體現學校的教育目標，校規的

施行，培養同學良好的品格，尊師守紀、誠實友善、尊重他人；對己則自愛自律、

勤奮向學、整齊樸素、熱愛生命。 
(二) 學生行為準則﹕ 

1. 應有態度 
(1) 日常生活 

a. 對師長、職工及工友等，應尊敬並服從；如有任何意見，應在適當時間禮

貌地提出或反映。 
b. 對同學朋友，應互相尊重、謙恭有禮、誠實。 
c. 對學校一切公物，應小心愛護，保持其完整及清潔，共同建立良好的學習

環境。 
d. 對自己，應養成整齊清潔的習慣，過簡單樸素的生活。 
e. 應養成守時的良好生活習慣，依時出席各項學校活動和到達上課地點，不

遲到，不浪費學習時間，並準時繳交各項回條、款項、功課或作業。 
f. 學生不可攜帶非上課用品回校，包括 i-Pod、遊戲機等。同學可攜帶手提電

話回校，但必須寄存，同時手提電話款式應盡量簡樸。 
g. 遇有需要攜帶非上課用品回校(如相機、手提電腦等)，應先向訓育組申請，

得批准後方可帶回校，並應小心保管，以免損壞或遺失。 
(2) 健康生活 

a. 注重體格鍛鍊，促進身心的均衡發展。 
b. 建立健康的學生形象。 
c. 養成飲食有節、起居有時、動靜有度的生活，保持樂觀積極的精神面貌。 
d. 注重個人衛生以及公德、關注公共衛生、保護環境。 
e. 善用課餘時間，從事有益身心的休閒活動。同學切勿誤用空閒而養成不良

生活習慣(如沉迷於電腦遊戲)或參與不法的活動，傷害自己人格。 
2. 校服和儀容 

(1) 校服及儀容的各項規定，詳見校服及儀容規定。 
(2) 學生的衣服和穿著的方式，往往直接反映出他們做人的態度、生活習慣和人

生取向。本校以簡樸自然為原則，要求學生穿著整齊、注意儀容。校服是學

生身份的象徵，藉此提醒同學們重視學生身份和責任。整肅儀容，穿著整齊

的學生，不單令自己有舒適自然、精神抖擻的感覺，也予人充滿朝氣和有修

養的良好印象。同學處身其中，自然受到薰陶，潛移默化，使自己的質素和

品格有所提升。無論在校內及校外均要求學生樸實大方、端莊得體、行為及

語言高尚優雅、整齊清潔，是學校對學生的一種精神鍛鍊。為此，同學對任

何教職員、學長或工友發出有關校服儀容的勸喻或指示，應充分合作，努力

糾正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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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室紀律 
 (1) 學生應依老師編定的座位表就座，專心上課，帶齊書本、文具，並準時繳交作業。 
 (2) 在上課鐘響後，不應開啟儲物箱取物，以免對其他同學造成滋擾。 
 (3) 上課及轉課時，保持課室秩序良好，不得擅自離開座位或私自調位。 
 (4) 老師或來賓進入或離開課室時，同學應起立敬禮，以示尊敬。 
 (5) 應準時到達上課地點靜候老師，不應流連於樓梯或走廊，以免浪費上課時間。 
  進入特別室前，應在門外安靜列隊。 
 (6) 課堂進行期間，應端正坐姿、留心聽講，並積極參與研討。遇到興奮或高興的 
  事情，也應注意公德，不應大聲喧嘩叫囂，以免聲浪騷擾別班上課。 
 (7) 當學校以廣播系統作特別宣佈時，學生應靜聽宣佈內容。 
 (8) 保持課室清潔整齊，不擺放雜物。 
   a. 班長或值日生應即日清理課室內的雜物或廢紙，保持環境清潔衛生。 
   b. 不可在課室內種植植物或飼養動物，以防蚊蟲滋生或散播病菌。 
   c. 同學不可將水瓶放置在桌面上，更不應將雜物放置在窗台上或老師桌上。 
   d. 學生桌兩邊均有掛鈎，同學可將私人物品用膠袋盛好掛於鈎上。但所有掛在 

   鈎上的私人物品必須在當天帶走，以方便工友打掃課室及進行清潔消毒工作。 
 (9) 未經許可，任何時間均不得在課室內、校舍一樓或以上地方進食，以免蟲蟻滋生， 
  影響環境衛生。同時，只可於小息、午膳時間或獲老師批准後方可在課室飲水， 
  惟應小心避免弄濕地方，以防同學滑倒或妨礙上課。 
(10) 愛護公物，不應損毀、塗污桌椅或坐在桌上。 
(11) 課室冷氣開放時，請關閉門窗及關掉風扇 (流感高峰期特別措施除外)。 
(12) 轉堂時，值日生應清潔黑板，同學應取出下一課適用的物品，如課本、筆記等， 

  準備上課。 
(13) 若上課時間已過五分鐘仍未見老師到來，班長應到校務處通知職員。 
(14) 課室是學習、溫習及課餘研討功課的地方，不應在課室進行任何球類活動、嬉 

 戲或互相追逐，免生危險。 
(15) 同學離開課室時應先清理好桌面。最後由班長關上電燈、風扇，節省能源。 
(16) 高年級學生遇有空堂課節，應到圖書館報到及安靜地溫習，不應四處游蕩或流 

  連有蓋操場、花園或其他地方，以免騷擾他人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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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服 及 儀 容 標 準 (節錄) 

1. 穿著校服之要求  
 校服是代表學生身份的一個重要象徵，並非潮流衣物，學生應保持整齊及嚴格遵守

 校服要求，家長亦應盡力配合，保持本校良好的形象。 
 
2. 夏季校服 
 外套方面，學生可穿著普藍色 V-領或開胸毛衣，長袖或無袖均可；又或可穿繡有

 本 校校名的多功能外套。 
  男生﹕ 
 a) 須穿著指定短袖襯衫，並把校徽以針線緊密縫於襯衫的左襟袋上，所有鈕扣必 
  須扣上，頸頭鈕除外。 
 b) 須穿著灰色無褶、直腳長褲，長度以蓋過腳背及不觸及地面為合，並需配戴純 
  黑色的皮帶，皮帶扣不宜過大，並以簡樸為主。 
 c) 須穿著純白色內衣或背心。 
 d) 須穿著款式簡單的黑色皮鞋(漆皮及麖皮除外)及純白色短襪(不得穿船襪)。 
  女生﹕ 
 a) 須穿校方指定式樣的校裙，並要長及膝蓋。 
 b) 如校裙沒有連襯裙，須穿上白色連身襯裙。若穿半截襯裙，應同時穿上純白色

   背心型內衣。 
 c) 須把校徽以針線緊密縫於校裙的左襟上。 
 d) 須把紅色腰帶束緊在腰間。 
 e) 須穿著款式簡單的黑色皮鞋(漆皮及麖皮除外)及純白色短襪(不得穿船襪)。 
  夏季體育服﹕ 

a) 體育課當天，同學可穿著所屬社衣及學校運動長褲回校。 
b) 須穿著純白色內衣或背心。 

 c) 體育課進行時，學生須穿著所屬社衣及繡有學校名字的短褲。 
 d) 球鞋款式沒有規定，但以能保護腳踝為佳。 
 e) 體育課堂完畢後，學生須更換另一件社衣，方可回課室上課。除體育課外一律

   禁止穿著短褲上課。 
 f) 進行體育課堂時，學生不宜穿著毛衣。 
 
3. 冬季校服 
 外套方面，學生必須穿著校褸或學校的多功能外套。頸巾及手套可為純黑、純普藍、

 純白、米白、純灰、純棗紅、純深棕或純墨綠色。    
  男生﹕ 
 a) 須穿著指定長袖襯衫，並把校徽以針線緊密縫於襯衫的左襟袋上，所有鈕扣必

   須扣上，並繫上領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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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須穿著灰色無褶、直腳長褲，長度以蓋過腳背及不觸及地面為合，並需配戴純 
 黑色的皮帶，皮帶扣不宜過大，並以簡樸為主。 
c) 須穿著純白色內衣。 
d) 須穿著款式簡單的黑色皮鞋(漆皮及麖皮除外)及純白色短襪(不得穿船襪)。 
女生﹕ 
a) 須穿著指定長袖襯衫，並把校徽以針線緊密縫於襯衫的左襟袋上，所有鈕扣必須扣

 上，並繫上領帶。 
b) 須穿校方指定式樣的校裙，並要長及膝蓋。 
c) 須穿著款式簡單的黑色皮鞋(漆皮及麖皮除外)及純白色長襪。 
d) 如上課日早上六時天文台公布的氣溫在 12℃或以下或發出寒冷天氣警告訊號，女同

 學可穿著本校的運動服上課。 
冬季體育服﹕ 
a) 體育課當天，學生須穿著所屬社衣及學校運動套裝。 
b) 須穿著純白色內衣或背心。 
c) 球鞋款式沒有規定，但以能保護腳踝為佳。 
d) 體育課堂完畢後，學生須更換另一件社衣，方可回課室上課。除體育課外，一律禁

 止穿著短褲上課。 
 

4. 髮型 
男生﹕ 
a) 男生須蓄短髮，長度不得長於襯衫後領，前額劉海不應遮掩眼眉毛及耳朵。 
b) 學生不可電髮、駁髮或染髮。 
c) 學生不可使用頭髮造型產品。 
女生﹕ 
a) 髮型以簡約及端莊為主。 
b) 學生不可電髮、駁髮或染髮。 
c) 學生不可使用頭髮造型產品。 
d) 長髮者須使用款式簡單的橡筋或髮夾束好，前額劉海不應遮掩眼眉毛。 
e) 橡筋或髮夾的顏色可為純黑、純普藍、純白、純棗紅、純深棕或純墨綠色。 
 
其他 
1) 不得配戴任何飾物。 
2) 女生只可戴一對銀色或透明耳針在耳珠上。 
3) 化妝、指甲造型、塗抹香水等一律禁止。 
4) 學生頭髮如有任何處理致令頭髮顏色改變，如負離子拉直，均須染回純黑色。 
5) 校服不合規格的學生，需馬上返家更換，才可繼續上課。學生須穿著合身之校服，

 不宜露出內衣及穿著不合身之服飾。 
 



 

準新生手冊 2013/2014 

  

 - 18 - 

 

獎 勵 規 則 

所有校內獎項須符合「全人教育．追求卓越」之原則。 

獲獎之學生須﹕ 

1) 在學業及活動上展示興趣及才華。 
2) 在課堂及學校活動裡積極參與、堅持不懈。 
3) 在學業上表現努力不懈，不斷改進。 
4) 積極參與學校活動及社區內的公共服務和擔任義工。 
5) 在校內、校際或校外之區際或國際性比賽積極參與，及有傑出表現。 
6) 積極參與所屬制服團體的活動及有傑出表現。 

記 功 及 記 優 點 計 算 規 則 

 
優點類別 條件 

0-1 優點 
 

1. 參加一個校外或兩個校內表演、服務、學術比賽。 
2. 學會幹事。 
3. 班長(一學期)。 
4. 參加音樂節或朗誦比賽。 
5. 其他。 

0-2 優點 

1. 學會主席或副主席。 
2. 友群互勉組長。 
3. 班長(全年)。 
4. 校報編輯。 
5. 合唱團成員。 
6. 體育校隊成員。 
7. 學生圖書館管理員(全年)。 
8. 校園服務隊。 
9. 其他。 

  0-1 小功 

1. 領袖生。 
2. 社幹事。 
3. 學生會幹事。 
4. 友群互勉組總組長(全年)。 
5. 其他。 

  0-2 小功 

1. 副領袖生長。 
2. 副社長。 
3. 學生會副主席。 
4. 其他。 

  0-1 大功 

1. 領袖生長。 
2. 社長。 
3. 學生會主席。 
4. 其他。 

 
功績証書 
 

中一至中六均有突出表現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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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銜接課程」上課時間表 

 

2013 年 7 月 17 日(星期三)  2013 年 7 月 18 日(星期四)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學生回校時間：上午八時正   學生回校時間：上午八時正 

8:00-8:20 集隊早會  8:00-8:20 集隊早會 

8:20-9:10 中文 設計與

工藝，

電腦 

數學 英文  8:20-9:10 科學 視覺 
藝術，

家政 

綜合 

人文 

英文 

9:10-10:00 英文 中文 設計與

工藝，

電腦 

數學  9:10-10:00 英文 科學 視覺 
藝術，

家政 

綜合 

人文 

10:00-10:20 小息  10:00-10:20 小息 

10:20-11:10 數學 英文 中文 設計與

工藝，

電腦 

 10:20-11:10 綜合 

人文 

英文 科學 視覺 
藝術，

家政 

11:10-12:00 設計與

工藝， 
電腦 

數學 英文 中文  11:10-12:00 視覺 
藝術，

家政 

綜合 

人文 

英文 科學 

   
2013 年 7 月 19 日(星期五)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學生回校時間：上午八時正       

8:00-8:20 集隊早會       

8:20-9:10 科學 音樂， 
體育 

中史， 
普通話 

綜合 
人文 

      

9:10-10:00 綜合 人
文 

科學 音樂， 
體育 

中史，

普通話 
  

10:00-10:20 小息   

10:20-11:10 中史， 
普通話 

綜合 

人文 

科學 音樂， 
體育 

      

11:10-12:00 音樂， 
體育 

中史， 

普通話 

綜合  
人文 

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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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導入學習活動」計劃上課時間表 

 
      日期 

時間 
14/8 (三) 15/8 (四) 16/8 (五) 

 學生回校時間：上午八時五十分 

08:50 – 09:00 早會集隊 早會集隊 早會集隊 

09:00 – 11:00 英語戲劇課程 英語戲劇課程 英語戲劇課程 

 
        日期 
時間 

19/8 (一) 20/8 (二) 21/8 (三) 22/8 (四) 

 學生回校時間：上午十時正 

10:00 – 10:15 早會集隊 早會集隊 早會集隊 早會集隊 

10:15 – 12:45 中一秘笈 中一秘笈 中一秘笈 中一秘笈 

12:45 – 01:45 午  膳  及  午  息 

01:45 – 04:00 體育或 
音樂活動 

體育或 
音樂活動 

體育或 
音樂活動 

體育或 
音樂活動 

04:00 – 06:00     紀律及步操 
訓練 

     

     日期 
時間 

23/8 (五) 

學生回校時間：上午八時三十分 

08:30 – 08:45 早會集隊 

08:45 – 09:30 制服團隊簡介會 

09:30 – 10:45 警方講座 

10:45 – 12:45 步操綵排 

12:45 – 01:45 午膳及午息 

01:45 – 02:45 步操綵排 

03:00 – 05:00 結業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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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dule for Summer Bridging Course  

 
17 July 2013 (Wednesday)  18 July 2013 (Thursday) 

 Gp 1 Gp. 2 Gp. 3 Gp. 4   Gp. 1 Gp. 2 Gp. 3 Gp. 4 
 Arrival time at school : 8:00 a.m.   Arrival time at school : 8:00 a.m. 

8:00-8:20 Assembly  8:00-8:20 Assembly 

8:20-9:10 Chinese DT, CL Maths English  8:20-9:10 Science VA, 

HE 

I.H. English 

9:10-10:00 English Chinese DT, CL Maths  9:10-10:00 English Science VA, 

HE 

I.H. 

10:00-10:20 Recess  10:00-10:20 Recess 

10:20-11:10 Maths English Chinese DT, CL  10:20-11:10 I.H. English Science VA, 

HE 

11:10-12:00 DT, CL Maths English Chinese  11:10-12:00 VA, 

HE 

I.H. English Science 

   

19 July 2013 (Friday) DT: Design & Technology  CL: Computer Literacy 
 Gp. 1 Gp. 2 Gp. 3 Gp. 4 VA: Visual Arts     HE: Home Economics 

 Arrival time at school : 8:00 a.m. PTH: Putonghua    

8:00-8:20 Assembly       

8:20-9:10 Science Music,  
PE 

C.Hist, 
PTH 

I.H.       

9:10-10:00 I H. Science Music,  
PE 

C.Hist, 
PTH 

  

10:00-10:20 Recess   

10:20-11:10 C.Hist, 
PTH 

I.H. Science Music,  
PE 

      

11:10-12:00     Music,  
PE 

C.Hist, 
PTH 

I.H.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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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dule for S.1 Induction Activity Program 
 

       Date 
Time 

14/8 (Wed) 15/8 (Thur) 16/8 (Fri) 

 Arrive time at school : 8:50 a.m. 

08:50 – 09:00 Assembly Assembly Assembly 

09:00 – 11:00 English Drama Lesson English Drama Lesson English Drama Lesson 

 
     Date 
Time 

19/8 (Mon) 20/8 (Tue) 21/8 (Wed) 22/8 (Thur) 

 Arrival time at school：10:00 a.m. 
10:00 – 10:15 Assembly Assembly Assembly Assembly 

10:15 – 12:45 Crash Courses 
for Freshers 

Crash Courses 
for Freshers 

Crash Courses 
for Freshers 

Crash Courses 
for Freshers 

12:45 – 01:45 Lunch Break 

01:45 – 04:00 
Sports / Music 

Programs 
Sports / Music 

Programs 
Sports / Music 

Programs 
Sports / Music 

Programs 

04:00 – 05:00 

   Briefing Session for 
Arts and Sports 

Courses and Uniform 
Groups 

     

 

                Date 
Time 

23/8 (Fri) 

08:30 – 08:45 Assembly 

08:45 – 09:30 Briefing Session for Uniform Groups 

09:30 – 10:45 Police Talk 

10:45 – 12:45 Foot Drilling 

12:45 – 01:45 Lunch Break 

01:45 – 02:45 Foot Drilling 

03:00 – 05:00 Closing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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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後時間表 

 

  夏 令 時 間 標 準 時 間 課  節 

  08:00 – 08:30   08:00 – 08:30 

集隊 

早會 

班主任堂 

  08:30 – 09:05   08:30 – 09:10 第一節 

  09:05 – 09:40   09:10 – 09:50 第二節 

  09:40 – 10:15   09:50 – 10:30 第三節 

  10:15 – 10:30   10:30 – 10:45 小息 

  10:30 – 11:05   10:45 – 11:25 第四節 

  11:05 – 11:40   11:25 – 12:05 第五節 

  11:40 – 12:15   12:05 – 12:45 第六節 

  12:15 – 13:15   12:45 – 13:45 午膳時間 

  13:15 – 13:50   13:45 – 14:25 第七節 

  13:50 – 14:25   14:25 – 15:05 第八節 

  14:25 – 15:00   15:05 – 15:45 第九節 

  15:00 – 15:10   15:45 – 15:55 班主任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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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table for School Days  
 

Summer Time Standard Time Period 

08:00 – 08:30 08:00 – 08:30 
Morning Assembly 

Homeroom Period 

08:30 – 09:05 08:30 – 09:10 1st period 

09:05 – 09:40 09:10 – 09:50 2nd period 

09:40 – 10:15 09:50 – 10:30 3rd period 

10:15 – 10:30 10:30 – 10:45 RECESS 

10:30 – 11:05 10:45 – 11:25 4th period 

11:05 – 11:40 11:25 – 12:05 5th period 

11:40 – 12:15 12:05 – 12:45 6th period 

12:15 – 13:15 12:45 – 13:45 LUNCH BREAK 

13:15 – 13:50 13:45- 14:25 7th period 

13:50 – 14:25 14:25 – 15:05 8th period 

14:25 – 15:00 15:05 – 15:45 9th period 

15:00 – 15:10 15:45 – 15:55 Homeroom 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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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課 活 動 Co-curricular Activities 

十二大重點運動項目 
Ten Focus Sports 

運動項目 Items 
1 Latin Dance 拉丁舞 7 Track and Field 田徑 
2 Chinese Dance 中國舞 8 Badminton 羽毛球 
3 Chinese Martial Arts 中國武術 9 Basketball 籃球 
4 Swimming 游泳 10 Volleyball 排球 
5 Fencing 劍擊 11 Soccer 足球 
6. Rugby 欖球 12 Table Tennis 乒乓球 

學會 
Clubs 

English Culture Group 學會 
Clubs 

Mathematics Club 數學學會 
Poetry & Song Appreciation Group Enrichment Mathematics Club 

進階數學學會 
Fun Fun English Group Science Club 科學學會 
English Verse Speaking Club Enrichment Science Club 

進階科學學會 
Scrabble Club 英文拼字學會 Chemistry Club 化學學會 
English Drama Club 英語戲劇學會 Biology Club 生物學會 
Drama Club 戲劇學會 Liberal Studies Club 通識學會 
Putonghua Club 普通話學會 Computer Club 電腦學會 
Putonghua Verse Speaking Club 
普通話朗誦學會 

Economics and Commerce Club 
商業及經濟學會 

Chinese Culture Club 中國文化學會 Geography Club 地理學會 
Chinese Verse Speaking Club 
中文朗誦學會 

History Club 歷史學會 

Debating Club 辯論學會 Chinese History & 
National Education Club 
中國歷史及國民教育學會 

Bridge Club 橋牌學會  Design & Technology Club 
設計與科技學會 

Chess Club 棋藝學會 Home Economics Club 家政學會 
Digital Video Club 數碼攝錄學會  Sports Club 體育學會 
Photography Club 攝影學會 Music Club 音樂學會 
Green Club 環保學會 Visual Arts Club 視覺藝術學會 
Magic Club 魔術學會 制服團隊 

Uniform 
Groups 

St. John Ambulance Brigade 
聖約翰救傷隊 

First Aid Club 急救學會 Girl Guides 女童軍 
Christian Association 基督徒團契 Scouts 男童軍 
Japanese Culture Club 日本文化學會 Marching Band 步操樂團 
Healthy School Club 健康校園學會 Road Safety Patrol 交通安全隊 
Junior Police Call 少年警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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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本導育啟發潛能教育」  

(Form-based Pastoral Care Invitational Education) 

2013/14 年度「中一導入學習活動」計劃 

(Secondary One Induction Activity Programme) 

主題 Theme : 「領袖齊翱翔  關愛共成長  潛能盡發揮」 

  (Let’s Fly, Love & Excel) 

活動簡介 

「中一導入學習活動」 (Secondary One Induction Activity Programme) 
為協助下學年入讀本校初中一同學適應新的學習里程，並盡早融入東華三院  

吳祥川紀念中學的大家庭，學校已訂於暑假期間 (7月 17 日至 7月 19日、

8 月 7 日至 8 月 9 日、8 月 14 日至 8 月 16 日及 8 月 19 日至 23 日) 舉辦新

中一級銜接課程及導入學習活動。 
 
活動包括 : 

 

 為中一同學提供紀律、步操及德育培訓營，讓同學能成功適應中一學習

生活及成長的轉變。 

 由訓導處領袖生及友群互勉計劃組長在這幾天的導入學習時段成為「關

愛導師」及「關愛學長」，肩負策劃及帶領的重任，令所有中一新同學在

開學前已感受愛與關懷，為中學生活留下美好的回憶。 

 各主要學科的銜接課程，讓同學對各學科的學習範疇有初步認識，特別

是預早準備以英語為學習語言。 

 參加由資深運動及音樂導師任教的短期課程，發掘同學的體藝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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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based Pastoral Care Invitational Education 

Secondary One Induction Activity Programme 2013/14 
Theme: Let’s Fly, Love & Excel 

 
Introduction : 
 
In order to help our new S.1 students to adapt to the secondary school life in TWGHs S C 
Gaw Memorial College, our school has organized a Bridging Programme and an Induction 
Activity Programme for our new S.1 students during this summer vacation (from 17th July to 
19th July , 7th August to 9th August, 14th August to 16th August and 19th August to 23rd August). 
 
 
Activities include : 
 
 Marching and discipline training is provided to help our student to adapt to the change 

in school life and their ow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ur discipline prefects will act as 

“Caring Tutors” to assist the marching and discipline training and our peer group 

guidance leaders will act as “Caring Seniors” to organize various adaptive activities for 

the new S.1 students. 

 Bridging courses of the various subjects will be given to let the students to have a basic 

understanding of the scope of learning and to prepare the students to use English as the 

learning medium. 

 Various short courses of sports and music are taught by well experienced tutors to allow 

the students to display their t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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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家長的信   :   讓孩子成為「青川人」 

       關  愛  共  成  長         生 命 有 「 添 加 」                               

                    鄧蕙珍校長 
 

           作家約翰‧麥斯威爾說過這句智慧雋語: 

               「你的成長，決定了你這個人。 

           你這個人，決定了你能吸引什麼樣的人。 

              你所吸引來的人，決定了你機構的成功與否。」 

 

假設東華三院吳祥川紀念中學確有其吸引力，它又凝聚了怎樣的人?這正與它所培育的人

才和學生 贏得的成就掛鈎。在這裡，我們並非評估東華三院吳祥川紀念中學學生的成就，

而是想用一點篇幅去探討一下能為我們的孩子多做一點什麼，以致他們能成長得更好。 

眾所周知，教育的涵蓋面很廣泛，除了發掘學生的才幹，傳授知識，肯定並鼓舞他們發揮

潛能，更重要的，就是幫助他們培養優良的品格。品格的培養，正是教育的一個重點，卻

最容易為人所忽略。有沒有看過一些才幹傑出的人，在達到某種層次的成就之後就忽然崩

潰瓦解？這種現象的癥結就是品格問題。那些在事業上達到高度成就，然而在品格上韌度

不足的人，常會在成功的壓力下遭遇災變性的身心狀況，只因為其品格脆弱，以致不足以

承受成功的壓力。今日，我們盼望孩子將來能成為社會的棟樑，除了作好市民，我們也冀

盼他們能成功擔當更多不同的角色，例如父母的好兒女、孩子的好父母、社交和工作上的

好夥伴等，但邁向成功的同時往往會附帶一些壓力，必須有良好的品格才能有效面對這些

壓力。 

才幹可以是天生的，品格是後天培養的。今日你們選擇了加入東華三院吳祥川紀念中學這

群體，當家長承諾支持所愛的孩子作東華三院吳祥川紀念中學的學生，就是和學校協議，

放心把孩子的一半成長都交託在這所學校裡。同時老師也深信：家長也承諾和學校衷誠合

作，培育學生的成長。家長和教師抱著同一信念，踏著同一步伐，攜手合作去教育和建立

孩子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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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培育孩子、雕琢成器，就需除去璞玉的雜質瑕疵。哈佛大學醫學院心理學家及「成

功症候群」一書作者史帝文‧柏格勒斯指出發生在某些成功人士的四種災變性身心狀

況中，「高傲」正是最阻礙青少年成長絆腳石。這種品格影響人受教的心。要提昇受

教的心， 就得學習勇於坦承面對自己的錯失。既然我們肯定家校合作可以培育孩子

正確的價值觀，我們對孩子有抱著相同的教育方式嗎?我們有一致訓練孩子保存正直

的心，我們有一致訓綀孩子在犯錯中主動向人道歉嗎?還是相反地，我們有時鼓勵孩

子文過飾非，逃避責任?  

羅斯福總統說過:「不犯錯的人，不知長進的滋味。」人在成長的過程中， 總是免不

了犯下大小的過錯。我們應該勇於承擔，並能在過犯中學習更新自己，這才是人對於

犯錯的正確態度。否則，若人犯錯而不知反省，而不肯面對，不願承擔責任，這些都

是缺乏受教的心，這已是高傲的表癥。故此對於孩子犯錯，家長不是冀盼或強要執法

者網外開恩，從輕發落，更不應因成功找到藉口掩飾過錯而沾沾自喜。如果我們要栽

培孩子成為未來領袖，我們就必須在家庭與學校都堅持相同的信念，教導孩子敢於向

他們的藉口提出挑戰，敢於坦承過錯，承擔責任，加以反省，改過自新。 

正如莎士比亞曾在其劇作「李爾王」中寫道:「為失敗找藉口，最後只會使傷口愈扯

愈深。」 勇於承擔自己犯錯的後果，是痛苦的。誰沒有經歷過掙扎？但是我們要幫

助孩子建立自己的品格，變得更謙卑，更堅強，並贏得別人的尊重，以致日後能有更

大的肩頭，承擔更重大的挑戰。 

有見及此，本校在學生成長啟導方面推行「級本導育啟發潛能教育」 (Form-based 

Pastoral Care Invitational Education)，目標是協助同學建立健康、安全、積極的生活模

式，並成為具備自律、自信及自強的全美新一代，懂得關愛共融，能貢獻社會。今年

中一級的暑期導入課程主題為「領袖齊翱翔、關愛共成長、潛能盡發揮」 (Let’s Fly, 

Love & Excel) ，希望能成功協助同學適應中一學習生活的轉變，同時建立及延展「青

川人」的關愛情懷，薪火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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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arents:  Becoming an S. C. Gawer (青川人) 

 
 
         
 
 
                                
 
 
 
 John C. Maxwell once said,  

      Your growth determines who you are. 

      Who you are determines who you attract. 

      Who you attract determines the success of your organization.’ 

 
So, who are going to be attracted to TWGHs S. C. Gaw Memorial College?  How would the 

students develop here? What are they going to achieve?  In this article, we would like to 

address what we can do to our children and how we can provide a quality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them. 

 

It is known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aspects in education: besides exploring students’ talents and 

bring them knowledge through day-to-day teaching, we ought to help them to form good 

characters and cultivate virtues.  However, in spite of its importance, it is so often 

overlooked in education.  We have witnessed people who achieve great success in their field, 

but failed to manage the stress that comes along, and we believe that good characters would 

help us to deal with it, especially when we have to play different roles in different scenarios. 

  

Talent is a gift, but character is a choice. When you support you kids to learn in TWGHs S. C. 

Gaw Memorial College, you are at the same time, making an agreement with the school, 

letting the school to guide your kids to develop. We would love to see you working with us 

towards this important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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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Dr. Steven Berglas, experienced coach and management consultant from 

Harvard Medical School’s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also the author of The Success Syndrome: 

Hitting Bottom When You Reach The Top (Plenum, 1986), pointed out that arrogance (to a 

lesser extent, self-complacency & self-centered) is the one of the characters that hinder the 

healthy growth of teenagers.  These characters determine whether a kid is willing to learn 

and also to be taught, and to overcome themselves when they have made mistakes.  In 

TWGHs S. C. Gaw Memorial College, we encourage students to embrace their challenges as 

well as assume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their mistakes, and be responsible for what they 

have committed to. 
 
Through our “Form-based Pastoral Care Invitational Education”, we wish to help students 

to develop a healthy and positive living style, and to become young adults with self-discipline, 

confidence and a loving heart. This year the Secondary One Induction Activity Programme 

with “Let’s Fly, Love & Excel” as the theme.  By helping the new students getting adapted 

to the social life of the new learning environment, we wish to cultivate the culture of care, 

compassion & love among students of S. C. G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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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紀錄表 (由家長填寫) 

Learning Progress Chart (To be filled in by Parents)  

請按月份扼要記下學生在這段時間所進行的學習活動。(如完成本準新生手冊、Bridging Handbook 
& EMI Learning Kit)   [* 請按孩子的表現填上顏色。表現非常突出，可填滿五顆星。] 

 

月份 

Month 

學習活動/習作內容 

Learning Activity/ 

Content of Homework 

學生的表現評語* (由家長填寫) 

Performance of Students  

(To be filled in by parents)  

家長簽署 

Parent’s 
Signature 

7 

 
 
 
 
 
 
 
 
 
 
 
 
 

1. 學習態度 Learning Attitude: 

 

 

2. 生活態度 Life Attitude: 

 

 

3. 這個月裏，最值得讚賞的表現： 

Works which are the worthiest of 

praise: 

 

8 

 
 
 
 
 
 
 
 
 
 

1. 學習態度 Learning Attitude: 

 

 

2. 生活態度 Life Attitude: 

 

 

3. 這個月裏，最值得讚賞的表現： 

Works which are the worthiest of 

pra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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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閱讀紀錄表 

Chinese & English Reading Log 
 

我們鼓勵同學每月閱讀最少三本中文或英文書本，並將讀過的書籍，記錄在表內。 

We encourage students to read at least three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 books, and record them in his log. 

月份 

Month 

書名  

Name of Book 

作者及出版社 

Author & 

Publisher 

總頁數 

No. of 

page 

已閱頁數 

No. of 

page read 

內容大要 

Synopsis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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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電影、網上閱讀、動畫等 

Others : Film, On-line reading, Animation, etc 
 

月份 

Month 

素材 

Genre 

作者及 

出版社 

Author & 

Publisher 

時間 

Time 

完成程度 

Extent of 

Completion 

內容大要 

Synop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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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義工紀錄表 

Activity/Volunteer Log 
參與校外比賽、參觀、考察、義工或社區活動後，將活動內容記下來，並分享一下你的感想。 

Would you like to record any activity or volunteer work below and share them with the others.  

日期 
Date 

參與活動/義工 
Activity/Volunteer Work 

活動內容 
Details of the 

Activity 

感想 
Feeling/Reflection 

 
校外比賽 

competition outside school / 

義工 volunteer / 

社區活動 community activity 

  

 
校外比賽 

competition outside school / 

義工 volunteer / 

社區活動 community activity 

  

 
校外比賽 

competition outside school / 

義工 volunteer / 

社區活動 community activity 

  

 
校外比賽  

competition outside school / 

義工 volunteer / 

社區活動 community activity 

  

 
校外比賽 

competition outside school / 

義工 volunteer / 

社區活動 community activity 

  

 
校外比賽  

competition outside school / 

義工 volunteer / 

社區活動 community activity 

  

 
校外比賽  

competition outside school / 

義工 volunteer / 

社區活動 community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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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紀錄表 

Sports Activity Log 
 

運動是建立健康生活模式不可缺少的元素，請記錄每月你曾參與的體育活動。 

Sports are essential in building a healthy lifestyle. Would you please record your monthly 
sports activity. 

月份 

Month 

參與體育活動項目 

(日期/時數) 

Sports activity 

participated 

(Dates and Hours) 

舉辦團體 

Organizer 

成績/感受 

Results/Feelings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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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身體成長表 

My Growth Chart 
 

踏入青春期的你，每月的身體成長有甚麼變化？請按表格記下自己的身體成長。 

Entering puberty, what are the changes of your body? Would you record down any changes below : 

月 
Month 

 

 
日 

Day 

身高 
(厘米) 
Height 
(cm) 

體重 
(公斤) 
Weight 

(kg) 

腰圍 
(厘米) 
Waist 
(cm) 

波鞋尺碼 
(20-48 號) 

Size of sports 
shoes  

(Size 20-48) 

休息時心跳 
(每分鐘) 

Heart beat rate 
when at ease 

(per min) 

7 

15 

 

 

 

    

30 

 

 

 

    

8 

15 

 

 

 

    

31 

 

 

 

    

我的成長概況 (My overall grow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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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14 年度中一新生註冊日家長會 

 

日   期：2013 年 8 月 18 日（星期日） 

時   間：上午 9 時 至 11 時 30 分 

地   點：一樓禮堂 

 

活動程序 

1. 致歡迎辭 

2. 學校各部門簡介 

3. 簡介暑期銜接課程： 

  a) 中一新生導入活動 

  b) 英語銜接 

  c) 體育及多元智能活動 

  d) 新學年有關事項 

4. 答問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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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Registration Parents’ Seminar (2013 - 2014) 
 
 

Date : 18th August, 2013 

Time : 9:00 a.m. – 11:30 a.m. 

Venue : School Hall on 1st Floor 

 

Program Rundown 

 

1. Welcoming Speech  

 

2. Introduction by the Departments of the School 

 

3. Briefing on S.1 Bridging Course –  

a)  S.1 Induction Activity Program 

b)  English Bridging Program 

c)  Sports & Multiple Intelligence Program 

d)  Matters related to the New School Year 

 

4. Question & Answ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