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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校長的話 Message from the Principal  

 

各位家長： 

 

 歡迎各位中一同學及家長加入中大陳中這個大家庭，成為我們的震夏人。我們學

校的信念是「我們深信每一位學生都是獨特而有潛能的，能掌握傳意技巧，持續終身學習，

穩握機遇，回饋社會。」本校為同學設立「震夏資優人才庫」，以辨識每一位震夏人的特質

及強項，配合家長對子女專長的認識，讓學校能夠有系統地為同學安排合適的課程、活動

及比賽，並為學生創造更多展示才能的舞台，讓同學的潛能得以發揮。 

 

透過六年的陳中學習生活，我們致力培育同學具備責任感、自信及逆境自強特質，掌

握自學、兩文三語及分析批判能力。本校教學上採用「自主互助學習」課堂，透過分層及

多元化自學教材的引導，學生在上課前先作備課，然後通過互助學習方式，在課堂上先重

温所預習的課業，經討論後，與同學一起展示所學。因應同學不同的能力、興趣和學習風

格，老師會調適課程、學習活動及評估設計，協助同學實踐個性化學習，培養同學力學求

進，掌握終身學習的能力。通過互助學習，與同學分工合作，互相觀摩，除提升與人相處

的能力，還會學懂包容和接納他人。 

 

於課堂外，學校為各級同學於不同學習階段設計主題性的「全方位學習周」活動，從

認識社區及香港到世界，擴闊同學的視野。透過規劃跨學科課程及多元學科學會，創設生

活化學習情景，培養同學運用跨學科知識及技能，啟發創意思維及獨立思考能力。此外，

為加強年青人抗逆能力及讓他們多參與團體活動，以幫助他們準備將來的生活和工作，本

校為中一同學籌劃了｢活動對對碰計劃｣，全體中一同學都會參加一項制服團隊活動及一項

學術、體育、音樂或興趣小組活動，以培養同學生活技能及團隊協作，發展同學多方面的

才能及興趣。 

 

學校下學年的發展重點是｢主動學習，不斷求進 正向教育，活出豐盛｣。學校一直十分

重視同學的努力和進步，在此，鼓勵同學為自己訂立分階段的學習和成長目標，在實踐過

程中，不斷反思和檢視自己的目標。我們相信，同學如果能掌握自己的強項和不足的地方，

更有信心面對自己，並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無論前路崎嶇或平坦，都會過著豐盛的人生。

學生能茁壯成長，學校與家長的努力缺一不可。讓我們共同攜手，並肩奮鬥，令每一位震

夏人都能夠發光發亮，成就自己的目標與理想，為社會作出貢獻。最後，順祝各位家長身

心愉快，各位同學在陳中有一個精彩的中學校園生活。 

 

校長 

何淑妍謹啟 

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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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學校簡介 School Background 

 

本校是一所由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教育基金會於二零零零年創辦的政府津貼全日

制男女文法中學，為沙田區提供優質教育服務，教育樹人，建設社區。 

 

辦學宗旨 Mission 

    本校秉承香港中文大學辦學精神，以「博文約禮」為校訓，培養學生勤奮力學，敦品

勵行；在德、智、體、群、美五育方面得到均衡發展；建立積極的人生觀，敢於創新，勇

於克服困難，承擔責任；獨立思考，明辨是非；關心社會，樂於服務；並啟發學生認識祖

國文化，對國家民族有使命感。 

 

校舍設施 School Facilities  

    本校位於馬鞍山頌安邨，鄰近巴士總站及馬鞍山鐵路站，交通極為方便。 

校舍為千禧校舍設計，佔地一萬二千平方米，共有課室三十間，並設有能容納一百二

十人之演講廳、兩間四十五人新型電腦輔助學習室、多間教學特別室、數碼圖書館、中英

文科活動室、科研社、學生活動中心、學生作品展覽廳、升學及就業輔導室、學生輔導室、

輔導活動室及校園電視台等。禮堂、雨天操場、全校課室及教學特別室均裝有空調及多媒

體教學設施。 

資訊科技教學設備方面，以企業級高速區域網絡、多台 Windows 及 Linux 本校採用企

業級高速網絡、無線網絡、防火牆，以 Windows 及 Linux 伺服器為基建，支援資訊科技教

學；本校除設有兩個電腦室外，每個課室均配有電腦及投映機，設備優良；全校廣泛使用

網上教室及電子學習概覽，延伸自學空間，評估適時回饋。 

 

學與教 Teaching and Learning 

  本校根據學生發展所需，制訂課程目標及政策，提供均衡的課程和多元化的學習經歷，

並制訂校本初中及高中課程，引入四個關鍵項目，靈活和適切地編排學習時間，以配合教

學發展需要。為配合全人教育發展，本校推行五十五分鐘科本教學，並有延伸學習活動，

例如閱讀、自學、德育及公民教育及全方位學習(週會)、課外活動等，擴闊和豐富他們的

學習經歷。學校又定期舉辦多元化學習活動，例如專題研習、科學競賽、境內及境外考察、

長跑日、服務學習活動等，有助學生開拓眼界和發展潛能，讓他們享受多姿多彩的校園生

活，為將來的升學及就業作好準備。 

 為了照顧學生的不同需要，本校在課程設計、教學語言政策及策略方面均互相配合。

在課程設計方面，本校積極發展校本課程，統整及調適初中科目，將共通能力融入課程中；

開辦綜合人文科、生活教育科及生活科技科，以培養學生的思維及批判能力。為提升學生

兩文三語之水平，本校初中中國語文科全面以普通話教授，配合教育局教學語言微調，中

一至中三級開設主要以英語授課班別及英語授課科目；高中開設英語授課之各類學科。此

外，亦設立拔尖課程及活動，幫助能力較強的學生發揮潛能，並提名學生參加教育局及各

間大學舉辦之資優課程，讓學生各展所長。為照顧學生能力差異，各學科通過課後增潤課

程，為個別同學提供學業輔導。部份學科更於總結性評估中設基礎題及挑戰題。此外，為

擴闊學生的視野，了解自己能力，學生可參加不同國際性評估，如澳洲國際評估試、國際

評估計劃（PISA）及港澳地區中小學普通話水平考試(GAPSK)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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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長 Student Development 

    在學生的培育方面，學校一直通過推行啟發潛能之教育 (Invitational Education)、全校

訓輔及班級經營，並制定健康校園計劃，高度關注學生的心理及精神健康，除了培養責任

感及自信心，亦注重建立學生的正向價值觀。學校致力推動正向教育，提升學生抗逆能力，

建立良好的學校文化。雙班主任制及訓輔合一政策為學生成長提供了有力的支援，學校同

時注重學生潛能的發展，在體藝、領訓等方面均提供許多機會，令學生可以自我提升。 

在德育及公民教育方面，針對各級不同的需要舉辦以級為本的主題活動，有助學生面

對成長期的困難，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加強對國家的認識，並提供機會令學生放眼世界。

 為使學生有多元學習的機會，本校以服務學習及國民教育為本，為學生提供社區及全

港服務計劃，組織同學參加中國內地考察活動等，藉此鼓勵教師與學生走出校園，創造空

間，擴闊視野。另外本校已成立學生會及校友會，讓學生發揮自治精神，並透過參加不同

的領袖訓練計劃，讓學生發掘潛能，完善自我。此外，本校在長假期中與社區合辦不同類

型的活動，為學生提供學習機會，善用時間。 

在老師、學生及家長的共同努力下，本校在學生培育方面的成就得到家長、社區及各

方認同，本校學生的情意及社交範疇表現指標整體評分均高於香港常模，在個人成長及品

格培養方面均表現良好。 

 

班級結構 Class Structure  

初中 ： 中一設五班；中二至中三設四班。 

高中 ： 中四至中六設四班。(高中學制，不分文理科)  

 

開設科目 Subjects 

科目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中國語文 

Chinese Language  
P P P P  P P 

中國文學  

Chinese Literature  
      

英國語文  

English Language  
E E E E E E 

數學  

Mathematics  
* * * * E E 

科學  

Science 
E E E    

物理  

Physics  
   E E E 

化學  

Chemistry  
   * * * 

生物  

Biology  
   E E E 

綜合人文  

Integrated Humanitie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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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經濟及公共事務 

EPA 

(高中)經濟 Economics 

  * * * * 

地理  

Geography 
  *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Business, Accounting & 

Financial Studies 

  * E E E 

歷史  

History 
      

中國歷史  

Chinese History 
      

通識教育 

Liberal Studies 
      

生活教育  

Life Education 
      

生活科技  

Life Technology  
* *     

( 初 中 ) 普 通 電 腦 

Computer Literacy 

(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ICT 

      

視覺藝術  

Visual Arts 
* * *    

應用學習  

Applied Learning  
      

音樂  

Music  * * * 
聯校 

課程 

聯校 

課程 

聯校 

課程 

體育 

Physical Education  
      

⚫ E= English is the MOI (科目全以英語授課)  

⚫ P =Putonghua is the MOI (科目全以普通話授課)    

⚫ *= Subjects that offer two MOI streams –  English & Cantonese (科目除提供母語援課班

別外, 亦同時開辦英語授課班別或課程) 

⚫ =Subjects that are taught in Cantonese (科目以母語授課) 

⚫ =Course provided by service providers approved by EDB & the use of MOI will be decided 
by the respective service provider (由教育局認定機構提供(2010 開始提供), 授課語言依

認定機構安排) 

 

 

家長組織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本校設有家長教師會及舉辦家長校董選舉，兩者都是由學生家長自薦或提名參選，經

全體家長會員投票選出。家教會積極投入學校工作，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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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高中學制 The Senior Secondary Education 

 

高中學制 

面對瞬息萬變的社會，學生需要具備廣濶的知識基礎、高度的適應力、獨立思考及終

身學習的能力。面對廿一世紀各項挑戰，學生要成為獨立而自主的學習者，具備終身學習

的能力。本校致力提供均衡多元的初中課程，並著重兩文三語及自主學習的培養；讓學生

在初中階段從八個學習領域中獲取必要的基礎知識概念和共通能力，鞏固高中學科的基

礎，以順利銜接高中課程。高中課程會更連貫、更多元及提供更多選擇和課室以外的學習

機會。本校教師並致力以多種不同的學與教活動，協助學生建構知識，掌握學會學習和各

種共通能力，培養學生多角度分析事物和資訊。 

 

本校之準備  

1.課程统整及跨課程的學習元素 

本校於開辦之初，已發展課程统整，提供綜合課程之科目如綜合人文科、生活教育科

及生活科技科，累積不少資源和教學經驗。本校因應教學發展，加强跨課程的學習元素，

如STEM教育、全方位學習及專題研習等，提升學生學會學習的技巧，並培養他們積極的態

度和正確的價值觀。 

 

2.課時調整及延伸課程 

 本校於 2003 年起已開始採用靈活的時間表，現行時間表每課節時間為五十五分鐘，並

設有延伸課程，令高中課程選修科目組合更多元化，以配合全人教育發展及為學生提供更

多課室以外的學習及體驗機會。 

 

3. 教師發展及課堂研究 

本校與其他推行「自主互助學習」之學校組成專業交流網絡，合辦一系列「自主學習

網絡學校」活動，如聯校教師發展日、跨校專題課研及觀課、課後交流會、主題講座及跨

校經驗分享會等。透過跨校的學科交流平台，提升教學質素及增加專業交流的機會。此外，

本校於上課時間表內預設教師發展時段，為學科提供更多空間，作學科發展及課堂研究討

論之用，推廣課研及教案設計分享活動，優化教學。 

 

4. 教學語言政策微調 

為配合教學語言政策微調，本校推行「化時為科」，以英語教授初中科學和數學科，並

開設「主要以英語教授學科的彈性班」，強化教與學效能，提高學生的英語能力，以協助他

們以英語學習其他學科。本校營造多元化的英語環境，確保增加學生在課堂內、外接觸英

語的機會，並制定完善之銜接計劃，幫助學生由母語學習過渡到高中部份科目以英語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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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的角色 

1. 協助子女適應高中的學習模式 

學生的學習態度和能力往往受家庭背景、個人經驗及日常生活環境所影響。家長是子

女學習的對象，故家長應給予子女適當的指導，並以身作則，向他們灌輸正確的價值

觀和態度。家長須在日常生活中，培養子女積極及獨立的學習態度，讓孩子體驗自己

努力學習的成果及知悉個人的學習進度。 

家長也應與學校多溝通，以了解子女的學習情況及所遇到的困難，同時要因應課程及

學習模式的轉變，採取適當的支援措施，協助子女學會學習。 

 

2. 協助子女在初中階段，就將來高中<其他學習經歴>部份作準備 

家長可在初中階段，鼓勵子女嘗試參與不同的課外活動，藉以培養個人興趣，並建立

持續及主動參與的態度，讓他們在高中階段有更深層次的體驗。不過，家長必須明白

參與活動的可貴處在於過程中的「學習」和「經歷」，以及技能和價值觀的培養，要以

「重質不重量」為主要考慮因素，避免要求子女參加太多活動，減低他們日後對參與

活動的興趣。  

 

（上述部份資料取自《新學制家長小百科—第二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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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訂立目標‧規劃中學生活藍圖 

 

中學生活是年青人建立興趣、事業目標的重要轉捩點。六年的中學生涯可以在學習

和活動中為自己的人生尋找多元的、可努力的、發揮潛能的方向，豐富自己的中學生活

和經歷，獲得寶貴經驗。面對充滿挑戰和急促變化的廿一世紀，中學生必須建立正向積

極的目標，主動參與，並能自我調控優先順序的步調，逐步規劃，逐步檢視，知己知彼，

使自己能在社會的多元變遷、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過程中，進步與成長，讓個人的生涯

規劃成功實踐。 

 

 

學生訂立目標的方法-SMART 目標訂立法 

SMART SMART 的意義 例子(改善上學遲到的問題) 

Specific 具體明確 目標要具體，盡量把範圍收

窄，並配合自己的需要 

一個月內，我每天都準時到校

上課。 

Measureable 可量度的 所訂立的目標是可量度的，

你可選擇例子或統計等方式

協助定期評估目標實踐的進

度 

準時到校次數 XX 日。 

Achievable 切實可行

的 

目標要訂立在個人能力範圍

內，並有足夠的資源達成； 

可謂完成目標的內在因素 

  

我不討厭學校，並願意準時到

校；  

我可以早點睡覺，有充足睡眠

便可以早些起床。 

Realistic 實事求是 目標需符合現實條件，不宜

過份高估或低估個人能力；

可謂完成目標的客觀條件 

多用一個鬧鐘；  

請家人幫忙「叫醒」我。 

Time-phased 時間管理 為目標訂立一個具體的時間

表，並按時檢視目標實踐的

進度 

第一階段 XX 月 XX 日︰達成

一半上課準時；  

第二階段 XX 月 XX 日︰達成

七成上課準時；  

第三階段 XX 月 XX 日︰達成

全部日子準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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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自主互助學習的課堂 A Self-regulated Learning Classroom 

1. 教育理念 

自主互助學習 ，結合「自主」、「互助」和「探究」的精神，其教育理念強調「先

做後學」、「先會後教」、「先學後教」、「以學定教」、「教少學多」、「小立課程」、「大

作功夫」和「五個放手」。內容如下： 

 

✓ 「先做後學」：讓學生從活動中學習及實踐。 

✓ 「先會後教」：讓學生從實踐中總結規律及成果。 

✓ 「先學後教」：轉變學習模式、擴張空間，讓學生自學。 

✓ 「以學定教」：根據學生的學習情況及興趣，選擇合適的教學活動。 

✓ 「教少學多」：引導學生進行知識活動，自主學習。 

✓ 「小立課程」：精簡教導基礎知識。 

✓ 「大作功夫」：騰出時間和精力，讓學生進行活動。 

✓ 「五個放手」：放手讓學生做課前準備 

放手讓學生大膽去想像 

放手讓學生提出問題 

放手讓學生親自實踐 

放手讓學生互相評價 

2. 課堂運作模式 

(A) 核心理念： 

(1) 從學生需要出發 

(2) 從學生起點開始 

(3) 從學生角度探討 

(4) 從學生互動拓展 

 

(B)互助學習的五大基本元素： 

   a.  積極的相互倚賴。 

b. 面對面的促進性互動。 

c. 個別的責任與績效。 

d. 人際與小組技巧。 

e. 團體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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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分組特式與運作(Grouping) 

➢ 每組由 C- Capable, A- Able, R- Responsible, E-Empathetic 四位同學組成。 

➢ 2 人一小組(同學 C 和 E；同學 A 和 R)，4 人一大組(CARE)。 

➢ 在學期初訂立「團體合約」，內含清晰目標及準則。 

 

 

 

 

 

 

 

 

 

 

➢ 在學期初訂立「團體合約」，內含清晰目標及準則。 

xx 組合約 

我們真誠地承諾遵守以下規則： 

組員簽署： 

 

 

 

我們清楚及明白以上所有條款。 

➢ 同學擁有特定的名稱、角色及責任，每一學年分為兩個階段，依照老師指

示輪流擔任： 

角色 職責 

C 組長 →管理和確保小組的日常運作； 

→帶領小組進行不同類型的學習活動； 

→以身作則，主動或照顧組員的學習進度。 

A 副組長 →監察組長有否執行老師賦予的職責； 

→協助組長完成小組活動和任務； 

→在二人分組時擔任領導的角色； 

→主動向組員提出一些令小組改善或進步的建議。 

R 記錄員 →耐心聆聽組員表達的立場和重點； 

→將重點有條不紊地筆錄下來； 

→筆錄的內容能夠讓組員進行匯報(字體端整)。 

E 管家 →提醒組員帶齊課堂用的書本和文具； 

→管理及提醒小組活動時的時間分配； 

→管理「學習工具袋」內的用具，適時協助老師派發工

作紙。 

  註：如有組員缺席，其中一位組員兼任另一角色。 

 

C 

 

A 

E R 

 

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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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中一級自主互助學習課堂活動介紹  

階段 環節 學生學習任務 教師引導步驟 學習支援及環境設置 

課前 預習 

 了解學習目標 
 解讀基本問題 
 查找問題答案 
 提出討論問題 
 標示關鍵字詞 
 識辨學習難點 

 分層學習目
標 

 設計多元題
型 

 分拆不同部
份 

 設計多元奬
勵 

 設題由淺入
深 

 組內組間分
工 

先導學科設有預習
課，班主任節部份時
間協助學生預習。如
有需要，可於課後幫
助有需要組別及個別
學生。 

課堂 導入 

 認識學習課題 
 聯繫生活經驗 
 掌握課程組織 
 運用既有知識 

 勾劃主題大
綱 

 創設學習情
境 

 重溫早前學
習 

 提升學習動
機 

先導及核心學科主要
以合作學習法上課，
每班分為 7 至 8 組 

(每組 4 人) 。同學按
分組要求組合桌椅。
各課室均於前後位置
設有黑板，讓學生有
足夠空間作展示及分
享。此外，教師會向
學生派發磁性小黑
板，可貼於黑板上，
方便學生書寫。 

 

為鼓勵及表揚學生學
習，學校設有獎勵制
度及表揚機制，提升
學習氣氛及班風。 

自學 

 重溫學習目標 
 複習問題答案 
 補充未答問題 
 抄寫關鍵筆記 
 默讀指定內容 

 提點學習任
務 

 檢查學生預
習 

 給予個別指
導 

 發掘典型問
題 

 識別優秀表
現 

互助 

 比較預習答案 
 協助解決難點 
 二而四人交流 
 標示懸疑問題 

 施行合作學
習 

 巡視各組協
作 

 給予適當引
導 

 準備展示程
序 

展示 

 板書問題答案 
 講解重點內容 
 回應同學提問 
 協助組員回答 

 設定分層目
標 

 提供規則指
示 

 學生輪流負
責 

 適時介入指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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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按實際需要作調整 

討論 

 補充同學答案 
 表達回應意見 
 追問同學問題 
 質疑觀點互評 
 修訂改正答案 

 鼓勵學生互
動 

 扣緊目標議
題 

 分配發表機
會 

 提示適當用
語 

 注意討論禮
儀 

點撥 

 糾正學習錯誤 
 清除學習疑點 
 了解因果關係 
 分辨事實意見 
 多元角度思考 
 引證分析評鑑 

 分析常見錯
誤 

 澄清學習疑
難 

 拓闊思考角
度 

 深化思考層
次 

 綜合分析評
鑑 

 表揚獎勵表
現 

總結 

 概括學習重點 
 評估學習成效 
 分析主要難題 
 建議改善跟進 

 提問課堂重
點 

 引導目標評
估 

 總結典型問
題 

 商議改善跟
進 

課後 複習 

 解答綜合問題 
 背寫主要字詞 
 繪畫概念腦圖 
 反思學習經歷 

 回扣學習目
標 

 抓緊核心問
題 

 突顯關鍵字
詞 

 協助反思學
習 

在班主任節跟進。如
有需要，可於課後安
排時間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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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學習評估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進展性評估 (Formative Assessment) 

目標: 1) 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效，以提供適時及適切的回饋，提升學習及教學效能；  

2) 透過不同形式的評估以提高學生學習的動機及強調學生多元智能發展的重要； 

強調學生平日應培養良好的學習習慣，包括課前準備、課堂積極參與、課後鞏

固學習、準時遞交課業等。 

安排:1) 各科除考試分外，亦計算多元化的「持續評估」分，佔總分之 30%至 40%；「持

續評估」的範圍包括：平時的學習表現和態度、測驗、小組習作、專題研習、

課堂表現、其他不同類型之評估等； 

2) 上、下學期各科均獨立進行多元化的「持續評估」；其評估形式各科或有所不 

   同； 

 

總結性評估 (Summative Assessment) 

1) 每學期設兩次統一測驗及兩次考試；  

1) 為減少同學之間互相比較及鼓勵後進同學，成績表上只列出班內首 20 名及全級 

   首 80 名之學生名次； 

2) 全年設有不同學術獎狀及獎學金以鼓勵學生學習，包括全級首 3 名學業優異獎、 

各科首名成績優異獎、學業成績進步獎等。 

 

VIII.從閱讀中學習 Reading to Learn 

閱讀的重要性 

閱讀是其中一種重要的基礎學習能力。學生如能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及掌握有效的

閱讀的技巧，將有助提升學習的成效。 

閱讀不僅促進學生整體的學習能力，通過廣泛閱讀，以達終身學習和全人發展。 

透過從閱讀中學習，學生能夠： 

＊ 提升在溝通、學業及智能發展方面所需的基本語文能力； 

＊ 在理解和詮釋閱讀內容的過程中培養思維能力； 

＊ 按個人的興趣和需要進行廣泛閱讀，培養多方興趣，提升生活質素； 

＊ 培養開放的態度，接納不同的意見、觀點、價值觀和文化；及 

＊ 豐富知識，擴展對生命的了解，面對生命的挑戰。 

 

本校的閱讀計劃  

1. 常規閱讀課 

逢星期三設立初中閱讀節，增加學生閱讀英語報章時間及建立良好的閱讀習慣。 

   本年度將於上、下學期分別試行為期一個月的全校閱讀節，每週增設兩天早上閱讀

節，提升同學對閱讀的興趣及建立良好的閱讀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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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本海量閱讀 

初中同學透過閱讀大量單元式篇章，促進「自主學習」及「延伸學習」。 

 

3.  初中閱讀安排 

按科本特色安排閱讀活動，為學科提供延伸學習，鼓勵同學透過主題式閱讀與課程

相關的課外書籍，以鞏固及擴闊科本知識。 

 

4. 閱讀獎勵計劃 

    中、英文科各設獎勵計劃，更備有相關的閱讀記錄冊，讓同學記錄閱讀成績，分享

經驗，最終希望提升同學的語文能力。 

   圖書館統籌全校性閱讀獎勵計劃，推廣閱讀文化。 

 

5. 閱讀閣 

初中各班設閱讀閣，閱讀資料由班本及科組提供，並配合不同的閱讀活動增添新書。

希望藉閱讀角讀物以開拓同學視野。 

 

6. 閱讀活動 

透過多元化的閱讀活動，如書展、作家講座、電影欣賞、老師好書分享及書局參觀

等，讓同學發掘閱讀的樂趣。 

  

家長的角色 

在子女成長的階段，家長能夠為他們建立一個優良的閱讀環境，協助子女培養一個

良好的閱讀習慣，因此，家長需要﹕ 

＊ 以身作則，在家裏經常閱讀； 

＊ 訂立一個固定的閱讀時間(如每天半小時)和子女一起閱讀； 

＊ 確保有一個安靜舒適的閱讀環境(如關掉電視、提供足夠的空間和充足的  

光線)； 

＊ 以外在和內在的獎賞，鼓勵子女閱讀，分享閱讀經驗； 

＊ 家長可自行或與子女一起，為家中選購豐富而多樣化的讀物(如雜誌、報     

紙、故事書、參考書)； 

＊ 參與由學校或公眾團體所舉辦的閱讀活動，學習有關的技巧和策略，以   

幫助子女更有效地閱讀； 

＊ 與學校合作，激發子女閱讀的興趣和指導他們如何閱讀(家長不應以為消 

閒閱讀是浪費時間，其實這可以豐富孩子的知識和想像力，並提升他們 

的語文能力)； 

＊ 利用日常生活中的種種機會，幫助子女閱讀(如閱讀公園的指示、閱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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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地方的規則及閱讀商品的說明)。 

 

總結 

一個能促進閱讀成效的要素是家長與學校合作，培養學生全方位及生活化的閱讀習

慣。家長在家庭生活中配合學校的多元化閱讀策略，提高學生的閱讀興趣和能力，使學

生從而懂得欣賞生活、美學藝術和形成終身學習的態度。這種家校合作方式，是建立良

好閱讀學習的有效策略。 

 

（上述部份資料取自《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從閱讀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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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時間表理念 Timetabling Rationales 

為配合全人教育發展，本校推行五十五分鐘科本教學，提供多元化之學習活動，亦安排

不同的延伸學習活動，例如班主任節、週會節等，以實現課前預備、課後鞏固之學習理

念，並照顧學生的學習需要，擴闊和豐富他們的學習經歷。 

同時，為配合閱讀推廣及培養同學建立良好的閱讀習慣，上、下學期分別試行為期一個

月的全校閱讀節，每週設兩天早上閱讀節。 

 

時間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7:55-08:15 早會 

08:15-08:20 準備上課 

08:20-09:15 第一節 

09:15-09:25 小息 

09:25-10:20 第二節 

10:20-10:30 小息 

10:30-11:25 第三節 

11:25-11:35 小息 

11:35-12:30 第四節 

12:30-13:30 午膳 

13:30-14:25 第五節 

14:25-14:30 小息 

14:30-15:25 第六節 第六節 第六節 第六節 

週會節 15:25-15:30 小息 

15:30-15:50 班主任節 班主任節 閱讀節 班主任節 

15:50-15:55 初中放學 

15:55-16:25 
高中第七節 高中第七節 高中第七節 高中第七節 

 

註：視乎個別學生修讀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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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教學語言政策 Medium of Instruction Policy 

本校推行兩文三語(粵語、普通話及英語)政策，讓每位「震夏學子」在初中時已能

奠定良好的語文基礎，為學生締造良好學習三語環境，給予學生更多接觸和運用語文的

機會，加强溝通能力，能中英兼擅，為將來作好準備，迎接全球化的挑戰。 

本校於 2008/09 學年與各科組深入探討及積極部署初中教學語言政策及策略，並於

初中年級推行「初中學科英語學習先導計劃」，計劃內容包括在各學習領域增加英語教

學課時、英語教材及英語評估比例：科學科採用英語教材，評估語言亦為英語，每單元

附以中文筆記協助學生適應學習；數學科及綜合人文科則部分班別或部分單元採用英語

為教材及評估語言；而其他學科部分單元亦採用英語教材及以英語作為評估語言。此計

劃能增加學生運用及接觸英語的機會，讓學生在最適切之語文環境下更有效學習，並為

實施多元化教學語言安排作出最好的準備。學科會在試後或假期安排銜接課程，協助學

生準備高中以英語學習。 

此外，本校中國語文科於 2010-11 學年起全面於中一至中三級採用普通話授課，

並設延伸教學活動及拔尖補底班，表現理想之學生均獲學校推薦及資助參加港澳地區中

小學普通話水平考試(GAPSK) 。  

為切合社會需要及讓學生作升學準備，自創校之初，高中班已實行雙語政策，大部

份科目均開設英語授課班，高中學制之選修科目亦會沿用雙語政策及增設以英語為應考

語言等安排。 

 

教育局教學語言政策微調之安排 

教育局教學語言政策微調下, 香港中學將打破中文中學及英文中學二分法，教學語

言政策微調傾向「分班分流」，中學取錄足夠具英語學習能力的學生便可開辦主要以英

語為教學語言之班別，同時放寬其他班別使用英語作教學語言的時數至總課時的 25%。 

本校中一各班授課語言之安排如下: 

科目 智 勇 忠 誠 明 

中國語文 普通話 普通話 普通話 普通話 普通話 

英國語文 英語 英語 英語 英語 英語 

數學 英語 英語 英語 英語/母語 英語/母語 

科學 英語 英語 英語 英語 英語 

綜合人文 英語 母語 母語 母語 母語 

歷史 母語 母語 母語 母語 母語 

中國歷史 母語 母語 母語 母語 母語 

體育 母語 母語 母語 母語 母語 

視覺藝術 英語 母語 母語 母語 母語 

音樂 英語 母語 母語 母語 母語 

生活科技 英語 母語 母語 母語 母語 

生活教育 母語 母語 母語 母語 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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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語言政策微調實施之校本配套措施 : 

 為學生提供一個有利語文學習的環境，有關策略及措施包括： 

(a) 強化教與學效能，提高學生的語文能力，並協助他們在其他學科以英語學習 

☺ 增聘教學及實驗室助理(英文科、數學科、科學科及人文學科) 

☺ 發展跨學科英語活動及學習英語課程 

☺ 資助教師參與培訓及支援計劃(EDB & ILLIPS)，培訓學科教師用英文及普通話 

授課 

☺ 統籌校本工作坊及學習領域分享會，交流經驗 

☺ 支援採用英文授課的學科教師提供參考資料及支援服務，例如：各科試題及教

材翻譯等 

 

(b) 營造多元化的語文環境，確保學生在課堂內外接觸英語及普通話的機會 

☺   校內設立電腦室，並設網上學與教平台，增強語文訓練 

☺ 校內設立「英語茶座」及各種午間英語活動，如班際英語演講比賽等，為學習

英語締造良好環境 

☺ 增建演講廳以提供場地作話劇表演及公開演講，增加學生表演機會及其他學習    

經歷 

☺ 初中各班均設置自學閣，存放各類讀物、閱讀資料及工具書，以協助學生鞏固  

課堂所學，延展學科知識 

☺   設英語及普通話早會、英文周、英語閱讀節及普通話午間放送等，讓學生展示

所學，協助學生提升語文學習之興趣 

☺ 給予額外津貼，贈購更多英文讀物和其他教具，如科目辭典(如生物辭典、地     

理辭典等)、中/英文版本光碟、教科書等 

☺ 在圖書館設立學生自學中心，以增加接觸英語的機會 

☺   透過不同媒體，營造語言環境，例如：致全校師生之電郵須以英語作標題；電 

子告示板、校內告示板、班房壁報、學校網頁及最新消息等均附有中英標題； 

☺   學校通告標題以雙語顯示 

☺   擬訂「英語授課之課室語言」，以助師生於不同學習領域建立共通語言 

☺   設科本閱讀參考書目，配合廣泛閱讀獎勵計劃 

☺   課堂以外，鼓勵教師與學生及朋輩之間使用英語及普通話溝通；在校內營造語

文應用環境 

☺   鼓勵學生參與校內外語文活動、評估及比賽，如校際朗誦節、英文學會、普通

話大使、語常會(SCOLAR) 、香港教育城(HKEdCity)舉辦之校際活動及比賽及

港澳地區中小學普通話水平考試(GAPSK)等 

 

(c) 制定完善之銜接計劃，幫助學生由母語學習過渡到英語學習 

☺   舉辦中一級暑期銜接課程 

☺   數學、科學及綜合人文學科提供初中暑期英語學習材料：提供「科本常用英漢

辭彙」、「科本常用句子結構」及「英語授課之課室語言」等予師生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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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錦囊 Useful Tips for parents 

 

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提議以 4 個 E 去協助子女學英文： 

Expose: 透過遊戲、唱歌、聽讀故事、生活體驗等，讓子女愉快接觸英語，從而培養學

習英語的興趣 

Enjoy:  透過遊戲、電影欣賞、個人分享、在真實情境中多聽、多講、多看、多用英語，

讓子女學得輕鬆又愉快 

Encourage: 鼓勵子女運用英語閱讀、寫作、說話和聆聽，增加以英語溝通表達的信心 

Enhance: 培養子女學習英語學積極態度，發展獨立學習的能力，提升英語水平。 

 

資深教育工作者分享心得 

1. 以興趣為題材 

⚫ 以學生感興趣的事情為題材 , 例如體育運動、話劇、音樂等，鼓勵他們透過閱

覽英文網站、單張、書籍等，更廣泛地收集相關資料，籍此提升學習的動機和

主動性。 

⚫ 只要妥善編排時間，子女喜愛的日常消閒節目(例如：瀏覽互聯網﹑寫網誌等)，

並非一定浪費時間，善加利用，可以增加學習英文的機會。 

⚫ 家長應協助選擇合適的網頁供子女瀏覽。此外，寫網誌及電郵時多會採用較口

語化的英文句式和用詞，家長應提醒子女在撰寫正式書信和報告時，避免使用。 

2. 作出配合，支援學習 

⚫ 鼓勵子女收聽或收看電台、電視台的英語節目，如新聞報導和部分配有英文字

幕的資訊節目。 

⚫ 日常接觸英文的機會不少，例如：商場的免費小冊子﹑指示圖﹑博物館或展覽

館內的展品介紹等，大多提供英文版，家長應量讓子女嘗試了解和學習，給予

在真實情懷中有意義地使用英語的機會，籍此鼓勵子女增強英語能力，有助解

決生活上所遇到的疑難。 

 

日常生活例子 

家長可在日常生活中，創造有利英語學習的家庭環境，例如： 

⚫ 閱讀時間表–在家中多提供英文閱讀材料，鼓勵子女編排時間表，安排每日於固定

的時段閱讀英文材料。 

⚫ 收看英文節目–按子女的興趣，編訂家庭電視時間表，提供可選擇的時段收看英文

電視節目。 

⚫ 網上遊戲–家長主動搜尋及試玩英文網上遊戲，然後向子女推介有趣和合適的遊戲。 

⚫ 英文歌曲–子女對英文歌感興趣，並將喜歡的英文歌詞抄寫記下，與同學討論歌詞

的意思，當中押韻字等，家長可對他們的創意和熱誠表示欣賞。 

⚫ 逛街購物–不少商場備有商場介紹﹑觀光指南等英文小冊子或單張供免費索取，可

鼓勵子女在尋找商店或選擇消閒地點時用作參考。 

 

 
 

 

提示：「學英文緊記四個 E (Expose, Enjoy, Encourage & 

Enhance)，事半功倍開心啲。」 

 
（上述部份資料取自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其實英文唔難學家長小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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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初中學科簡介 Junior Secondary Subject Introduction 

中國語文科 Chinese Language 

學科目標 

 

本課程的宗旨是要讓學生能： 

 

1. 培養學生閱讀、寫作、聆聽、說話和思維等語文能力，提高學生學習本科的興趣； 

2. 透過普通話學習中文，有效提升語文能力； 

3. 閱讀方面：學生能閱讀思想層面及寫作技巧較高之文章，不但能從形式和內容兩方

面分析文章，並且能領略文章的風格； 

4. 寫作方面：能運用恰當之詞彙及語法書寫文章； 

5. 聆聽方面：能聽懂理論性之話題、報告、演講及辯論，並掌握講者說話要點，從而

作出正確的分析及判斷； 

6. 說話方面：能正確地朗讀文章，運用準確的言辭表達思想； 

7. 思維方面：能獨立思考，並懂得歸納、分析、判斷及應用知識，以解決問題。啟發

學生之創意思維； 

8. 自學方面：懂得蒐集和整理資料； 

9. 培養學生的品德，增進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並加強學生對社會之責任感。 

 

教學特色 

教學語言為普通話； 課程分為「語文知識」及「語文能力」兩方面： 

1. 語文知識方面：文學、中華文化及品德情意。 

2. 語文能力方面：閱讀、寫作、聆聽、說話-----朗讀及思維能力。 

 

卷一：閱讀能力 

卷二：寫作能力 

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 

卷四：說話能力 

本科主要以啟發式教學法，讓學生多思考、多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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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方法 

1. 透過平日課堂觀察，學生表現及考查學生成績； 

2. 單元評估、統測及考試： 

考核項目 內容 

閱讀能力(30%) -理解、分析、感受、鑒賞 

-以問答題為主，輔以選擇、填表、填充、短答 

寫作能力(30%) -構思、表達、創作 

-1 長 2-3 短 

聆聽及綜合能力(22%) -辨別說話者的意思 

-選擇、填表、填充、短答 

-理解、思考、組織、文字 

-與生活事務有關 

-聆聽一段錄音、閱讀文字、圖表材料後，以作完成試題要求 

說話能力(18%) (a) 朗讀(3%) 

-準備三分鐘，朗讀一分鐘 

-讀音、語氣、節奏 

(b) 個人短講(15%) 

-表達、溝通、創意 

3. 日常習作； 

4. 默書； 

5. 學習歷程檔案： 

考核項目 內容 

日常課業及其他語文活動 (a) 練習/作業 

(重思考，能提升讀、寫、聽、說，增加文學、文化) 

(綜合能力) 

(類型多樣化)  

(b)參與活動過程表現 

(c)提高學習興趣、態度、習慣表現 

閱讀 (a)閱讀計劃、活動 

 

本科學習要訣 

1. 學生必須要學習整理及自組筆記的能力； 

2. 鼓勵學生多留意身邊事物，以加強對文章之理解及分析能力； 

3. 多閱讀課外書籍及文章，吸收不同之寫作技巧； 

4. 掌握語文自學及共通能力； 

5. 多觀察、多思考、多寫作，積極發掘問題，提高語文能力及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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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Objectives 

The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of our school aims at  

1. providing learners with learning experiences to increase their second language 

proficiency for study, work, leisure and personal enrichment;  

2. equipping students with the four language skills of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to attain the basic competency level; 

3. developing students’ world knowledge and their generic and language development skills 

such as study skills, communication skills, thinking skills and self-management skills; 

4. fostering students’ positive values and attitudes through various learning tasks; 

5. promoting independent and lifelong learning to enhance students’ personal and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global competitiveness. 

 

Pedagogical Features 

1. Task-based Learning 

Task-based learning approach is generally adopted at all levels to engage students in 

more purposeful use of the language through meaningful tasks based on thematic 

modules and units. 

 

2 School-based Curriculum 

While textbooks are adopted as the main teaching materials, suitable teaching materials 

are also designed for learners of different groups to cater for learner diversity and needs.  

Language arts, SBA components and elements of senior secondary elective modules are 

integrated in the junior English curriculum to enrich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to 

smoothen the transition from junior to senior secondary.  

 

3. Teaching Strategies 

Teaching methods are diversified. With the aim of cultivating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language learn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ur skills, i.e. listening, read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teachers adopt methods which best suit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context. 

 

4. Extensive Reading Scheme 

In addition to intensive reading practice during lessons, a reading scheme which includes 

both extensive reading and core reading is conducted at S1-S3 levels to cultivate 

students’ reading habits and promote reading culture in our school.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read a variety of fiction and non-fiction texts and perform reading tasks such 

as book sharing, oral presentation, writing character profiles, role-plays, etc. for 

consolidation. 

 

5. Enhancement Programmes 

Language enhancement sessions are conducted regularly at different levels to enhance 

students’ motivation and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and provide students with ample 

opportunities to use English through language activities, which include reading and 

story-telling, appreciation of songs and poems, drama, debating and public speaking. In 

particular, we organize drama and musical performance every year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more opportunities to use English with an authentic 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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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ndependent Learning Programme (ILP) 

Independent Learning Programme is specially designed for junior secondary students to 

strengthen their language and self-learning skills. English online exercises are introduced 

in the curriculum to promote greater learner autonomy and learner responsibility.  

 

7. English Activities  

English activiti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as they 

provide additional opportunities for using the second language in real life situations.  A 

variety of English activities are organised for students outside English classrooms.  

Apart from their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activities we organize, such as English Reading 

Carnival, English Café, Interclass Public Speaking Competition and S2 Drama 

Competitions, our students also take part in various external competitions, such as Hong 

Kong Speech Festival,  Scrabble Competition, Battle of Books, Budding Poets Hong 

Kong and PTU Interschool Debate competition, etc, to broaden their horizon and further 

improve their English.  

 

8. Whole-school Language Environment 

Our school places a strong emphasis on cultivating an atmosphere of using English 

beyond the classroom. English Speaking Days are held every Wednesday with regular 

English activities organized during lunch and after school and English morning 

assemblies are held every Friday. 

  

The Native-Speaking English teacher (NET) in our school assists in creating a rich 

English language environment for our students, and regular activities are also organized 

and conducted by our NET.  

 

Assessment 

Both formative and summative assessments are practised in our school.  In addition to 

formal tests or examinations, students are also given opportunities to exhibit what they 

have learnt through classroom activities, written or oral presentations, written 

assignments, projects, etc. Therefore, continuous or formative assessment also form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overall assessment in this subject. 

 

At Junior Secondary levels (S1-3), the following components are included in both 

summative and formative assessments: 

(A) Reading 

(B) General English  

(C) Writing  

(D) Speaking  

(E)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To promote Assessment as Learning, self-evaluation and peer evaluation has already 

been introduced in classroom activities or learning tasks and quality feedback is always 

given in daily written assignments.  The basic competency descriptors and performance 

indicators for each language skill are refined and the use of learning portfolio is 

implemented.  

 

Study Strategies and Skills 

1. To be a successful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 it is crucial to be exposed to English in 

one’s daily life.  In this regard, a family can play a supportive role by encouraging 

children to read more English books or newspapers, watch English TV programmes or 

even listen to English songs.  

2. Students should have regular practice in listening, reading, writing and reading not only 

in English lessons, but also at home and outsid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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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tudents should extend their range of vocabulary through reading, regular language 

practice and exposure to the world knowledge. 

 

 

 

數學科 Mathematics 

 

學科目標 

1. 培養學生的構思、探究、推理及傳意能力，以及提高學生運用數學來解決日常生活

問題的能力； 

2. 培養學生欣賞數學的規律美及了解其在實用方面和文化傳統上的價值和涵義； 

3. 教導學生適當地運用資訊科技學習數學，例如運算數式、繪製圖表等； 

4. 透過數學符號的使用及運算，加強邏輯及推理能力的訓練，使學生在良好數學的基

礎下，能繼續作更深入的學習。 

 

教學特色 

透過多元化的課程活動及生活化的例子，幫助學生掌握數學科知識和提昇學習興趣，並

以堂課和家課鞏固知識。 

 

評估方法 

主要以持續性測驗及考試成績作評估。 

 

本科學習要訣 

要學好數學，最重要是培養學生正面學習態度，理解概念，接通思維以建立學生對數學

的信心及興趣，然後要計算適當的練習，注意培養推理及分析能力，便能提升學生數學

成績。 

1)學生須在課堂前完成預習，如透過 Flipped classroom 或導學案進行自學，以提升學習

效能。 

2)學生多用腦筋，多猜想，多討論和多發問，多計算不同類型的題目，多嘗試在日常生

活中發現數學。 

3)學生亦須學習如何做課堂筆記，將演算之格式及步驟、學習重點及常犯之錯誤等作提

要，以作溫習及學習方法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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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科 Science 

學科目標 

1. 培養學生學習科學的興趣及自發性； 

2.  培養學生透過觀察、實驗、紀錄、綜合、分析、總結去探究簡單的自然科學現象， 

  並培養學生建立解決問題的能力； 

3. 教導學生如何正確地使用實驗室儀器及設備； 

4. 培養學生愛護自然環境及尊重生命的正確態度。 

 

教學特色 

1. 透過一些課外研習，提高學生的觀察能力及分析能力； 

2. 透過實物觀察及課外研習，指引學生如何正確地去觀察事物，收集及分析資料，建 

議參觀太空館、科學館及海洋公園； 

3. 安排多元化課堂活動，如資料蒐集，科學遊戲及報告，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4. 舉行創意設計比賽，推廣閱讀科學書籍的風氣。 

5. 設計簡單有趣的實驗，讓學生透過使用各類實驗室儀器，掌握實驗的操作技巧； 

 

評估方法 

1. 科學科書籍及科學紀錄片 VCD/DVD 借用情況； 

2. 平時測驗成績； 

3. 實驗測試站； 

4. 課外研習報告書； 

5. 學期考試成績； 

6. 課業: 

(i) 為了使學生更有效地運用作業去鞏固課堂所學的知識，老師會盡量安排

學生於課堂期間完成作業，學生如遇到困難，可以即時詢問老師或與同

學商量； 

(ii) 每位學生須帶備一本習作簿上課作抄寫筆記及記錄「今堂所學」之用； 

(iii) 中一級學生於開學初須閱讀一本科學圖書，並於課堂中作口頭報告及遞

交一份簡單的書面報告； 

(iv) 本科為學生購買了一系列的科學紀錄片，學生可於下課後借用。 

 

本科學習要訣 

1. 學生宜多討論、多發問、多思考，把學習的概念學得明白、清晰； 

2. 學生宜在實驗課堂上，專注老師給予的指示，並主動投入爭取做實驗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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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物理單元 Physics) (中三級) 

 

學科目標 

本科的學習目標分為三個範疇：  

1. 知識和理解; 

2. 技能和過程； 

3. 價值觀和態度。 

透過本課程的學習， 學生將能達到相關的學習目標。 

 

 

教學特色 

本課程具有彈性， 能照顧學生的不同興趣、能力和需要。所訂立的預期學習目標也具

有彈性，以便平衡學習的質與量。教師給予學生充足的機會參與各種學習活動，以達至

不同的學習目標。提問、閱讀、討論、製作模型、示範、實驗活動、實地考察、探究、

口述報告、功課、辯論、資料搜尋和角色扮演等，均是普遍採用的學與教活動。教師因

應教學目標而選取相應的活動，以配合學生不同的學習模式。 

 

 

評估方法 

1.  持續性評估：課堂表現、默書、時事評論等； 

2. 專題研習； 

3. 測驗：每學期 2 次； 

4. 考試：每學期 1 次。 

 

 

本科學習要訣 

學與教活動的宗旨為促進學習，加深理解，並非只是學習一些零碎事實的表面知識。學

生如能主動學習、與人討論、協商意見和學習內容完整時，必可較容易展開有效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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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化學單元 Chemistry) (中三級) 

學科目標: 

1. 教導學生提出假說並設計方法加以驗證 

2. 學生能解釋一些化學的現象、事實、原理、概念、定律和學說 

3. 教導學生選取適當的儀器和物料進行實驗 

4. 學生能清晰和合邏輯地組織及表達意念和論據 

5. 培養學生在參與小組工作時，與他人聯繫、磋商和協議的能力 

 

 

教學特色 

1. 透過一些課外研習，提高學生的觀察能力及分析能力； 

2. 透過實物觀察及課外研習，指引學生如何正確地去觀察事物，收集及分析資料； 

3. 設計簡單有趣的實驗，讓學生透過使用各類實驗室儀器，掌握實驗的操作技巧； 

4. 透過閱讀化學書籍提升對化學科的興趣。 

 

 

評估方法 

1. 口頭提問 

2. 觀察學生表現 

3. 默書 

4. 實驗 

5. 統一測驗及考試 

 

 

本科學習要訣 

1. 學生宜多討論、多發問、對抽象的理論多思考，把學習的概念學得明白、清晰； 

2. 學生宜在實驗課堂上，專注老師給予的指示，並主動投入爭取做實驗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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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生物單元 Biology) (中三級) 

 

學科目標 

生物課程的宗旨是為學生提供與生物學相關的學習經歷，培養科學素養，讓他們在與生

命科學相關的領域中進一步學習或就業作好準備，使學生將來能夠積極投身於迅速變化

的知識型社會，並成為科學與科技的終身學習者。 

 

教學特色 

概括而言，生物課程的學與教可歸納為三種常用和相關的教學取向。 

(1) 「直接傳授式教學」是一種以教師傳授知識或作示範讓學生學習的教學取向。此取

向包括三個主要的方法：有條理地講解內容、為學生提供足夠的引導和透過提問、功課

或測驗評估學生的理解力。 

(2) 「探究式教學」提倡學生主動參與尋找資料。這種教學取向對課堂的運作有著重大

的影響。這取向主張讓學生主動參與觀察、分類、推測、擬訂和驗證假說、收集和分析

數據，以及作出結論等過程。本生物課程強調這教學取向。 

(3) 「共同建構式教學」視課堂為學習社群，師生一起學習、分享和發展知識。這取向

強調學生之間和師生之間對話的重要作用。 

 

評估方法 

1.  持續性評估：課堂表現、默書、作業、實驗報告等； 

2.  生態考察； 

3. 統一測驗：每學期一次； 

4. 考試：每學期一次。 

 

本科學習要訣 

• 憶述及了解生物學的事實、概念、原理及課程架構內各課題的相互關係； 

• 應用生物學知識、概念及原理， 解釋現象和觀察結果， 以及解答問題； 

• 提出假說， 設計並進行實驗以驗證假說； 

• 展示有關生物學研習的實驗技巧； 

• 以不同形式（表格、曲線圖、圖表、繪圖、圖解等） 表達資料及將之由一種形式轉

為另一種形式； 

• 分析及詮釋數據及非數據資料， 例如一篇文字、繪圖、照片、圖表及曲線圖等； 揣

摩其含意、作出邏輯推論， 並得出結論； 

• 評價證據及找出誤差； 

• 提出原創意念； 選取及綜合觀念和資料，並能清楚、準確和有邏輯地表達出來； 

• 理解生物學在日常生活的應用及對現今世界的貢獻； 

• 關注生物學在倫理、道德、社會、經濟及科技上的影響，並以批判的角度評價與生物

學有關的事件； 

• 於影響個人、社會和環境的問題上作出建議、選擇及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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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人文科 Integrated Humanities (中一及中二级) 

 

學科目標 

本科以「人」為研習對象，重點研習個人、人與人，以至人與不同群體和環境的關係。

從個人到社區；從社區到香港；從香港到中國；從中國到世界；從遠古到將來，都是可

能學習的範圍；本科特別強調人性的發展，希望培養人的寬容和開放態度，並能切身處

地去體察旁人的處境，以更客觀和理性的態度觀察事物。 

 

教學特色 

1. 課程簡介： 

綜合人文科為地理科、經濟及公共事務科兩科的整合，本科將綜合運用上述兩科的

知識和研究方法，以多元化的模式讓學生主動學習，以求對有關個人、社會、國家

和世界的課題作更全面的了解和認識。另一方面，為了配合學生的需要，本科自編

導學案，讓學生緊貼時事脈搏，以收鑑古知今之效。各級教學重點如下： 

 

 

 

 

 

2. 教學方法： 

本科著重培養學生解難、分析、獨立思考及批判的能力。透過探究式學習及多元化

的課堂活動以達到上述的目標，如小組討論、辯論、角色扮演、模型製作、網上學

習及剪報分析等等，並輔以專題研習、參觀、實地考察和調查、社會服務等，讓同

學獲得豐富的學習經歷。 

 

評估方法 

1. 持續性評估：課堂表現、默書、小測、筆記整理、時事評論等； 

2. 考察報告、專題研習； 

3. 統一測驗：每學期一次； 

4. 考試：每學期一次。 

 

本科學習要訣 

1. 留意時事及身邊事，多作分析批判並主動探究； 

2. 注意對圖表、圖片、地圖、數據等資料之觀察、理解、分析和比較； 

3. 熟習地圖閱讀技巧。 

 

級別 重點學習內容 

中一 個人→社會(個人、學校、社區、香港) 

中二 社會→國家→世界(香港、中國、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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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及公共事務 Economics & Public Affairs (中三級) 

 

學科目標 

本課程幫助學生掌握經濟學的基本知識和能力，發展對不同價值觀的認知，培養學生的

理性選擇的能力，並將其應用在生活的經濟問題上，以及對社會議題作理性決定。 

 

 

教學特色 

經濟科為學生提供很多的學習機會，教學中利用實際個案和觀察，使經濟學的解釋更顯

趣味。此外，修讀經濟科有助學生發展「學會學習」的能力。學生學習經濟學的分析方

法， 有助發展邏輯思維，將理論和概念應用到現實世界中，培養出解決問題能力及批

判性思考能力，從而發展成不同知識領域的終身學習者。 

 

 

評估方法 

1. 持續性評估：課堂表現、默書、作業、新聞評論、個案研討等； 

2. 統一測驗：每課題一次； 

3. 考試：每學期一次。 

 

 

本科學習要訣 

1. 留意時事，嘗試在日常生活中應用經濟知識解釋各種現象和行為； 

2. 學習對圖表數據等資料之觀察、理解、分析和比較； 

3. 學習對所學內容自我整理，並做好課前準備及多與人研究討論，以培養分析能力和

自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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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 Geography (中三級) 

 

學科目標 

本科採用議題學習作為課程結構的取向，其中分為不同議題，主要幫助學生系統地獲取

和建構基本的地理知識及概念，從而為學生銜接高中課程，並讓學生掌握主要的地理知

識及技能，以應付日常生活上的問題和挑戰。課程內容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包括時事、

環境關注、新聞及與本科有關的題材，用以培養學生的探究精神及分析能力，提供機會

讓學生把所學的知識及技能，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教學特色 

透過多元化的課程內容及生活化的例子，幫助學生掌握本科知識和提昇學習興趣。 

 

 

評估方法 

中三級除採用總結性評估(考試及測驗成績評分)外，亦持續評估學生之學習表現。持續

性評估包括課堂表現、功課及專題研習等。 

 

 

本科學習要訣 

同學除了要掌握地圖閱讀技能外，亦應多注意時事，掌握分類、分析及解難能力；並嘗

試在日常生活中應用地理知識解釋各種地理現象。此外，同學需學習做課堂筆記，並進

行課前準備及課後的鞏固，以培養其自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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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History 

 

學科目標 

培養學生世界視野，掌握世界史基本知識及學習技巧(如分析、評論等方法)，並銜接高

中。 

 

 

教學特色 

1.因應高中課程的需要，自編教材。 

 

2.本科著重知識的記誦及訓練批判思維，因此在教學上聚焦於基礎知識的操練、小組討

論及漫畫分析，以擴闊學生的眼界。除此之外，本科亦著重論文技巧的訓練，以討論結

果為根基，結合資料的搜集及過濾，讓學生透過文字表達其個人立場，發揮其獨特的史

觀，以求培養及強化學生在讀、寫、講及思考等多方面的能力。 

 

 

評估方法 

本科的評估模式主要分為口頭匯報、歷史資料題及論述題三方面。我們會選取最具趣味

性的課題作為學生小組匯報的題目，讓他們搜集資料及數據，並融合各歷史家的觀點，

得出立場、論點及論據，向同學匯報他們對該課題的看法；就口頭匯報的基礎上，該組

學生將會結合豐富的史料作報告，其他同學則須給予評價。更重要的是，本科除了以討

論去擴闊學生思維外，我們亦會提供歷史資料題及論述題，從文字及小型的討論下，強

化學生的思維及寫論述題的技巧，以進一步回應本科的基本要求。 

 

 

本科學習要訣 

廣泛閱謮，留意時事，多作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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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科 Chinese History 

 

學科目標 

提高學生對本科的學習興趣，培養學生分析批判能力；建立鄉土感情，以及對國家、

民族的認同和歸屬感；並藉此鑑古知今。 

 

 

教學特色 

1. 課程簡介：初中為校本課程，設計原則以「詳近略遠」、「歷史整全性」和「銜接新

高」三方面取得一個平衡點。有見及此，中一至中二同學主要學習由西周至清初約

2800 多年的歷史，而中三則主要學習清代至近現代約 300 多年的史事。當中以政治

史為主要教學內容，文化史則以不同形式作為延伸學習的部份。另一方面，由於中

國歷史年代久遠，學生會透過每一斷代的重要史事作為掌握歷史脈絡的基本線索，

然後利用「會通」的技巧，分析各主要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以求辨析每個朝代

的特色。 

 

 

2.  教學方法：雖然不太著重大量史料的背誦，但強調表達意見時必須「言之有物，持

之有據」，故首重獨立思考和批判思維的能力培養，例如歷史資料題和論述題均為學

生提供發揮空間。此外，本科亦進行多元化的教學活動，如專題研習、角色扮演和

小組討論等。 

 

 

評估方法 

1.  持續性評估：作業、閱讀報告、筆記、論述題 

2. 多元性評估：如四格漫畫設計、歷史海報設計 

3. 統一測驗及考試（每學期一次）。 

 

 

本科學習要訣 

適當地記誦重要史實，注重分析及理解歷史的概念，留意事件發生之前因後果以及與現

今中國發展之關係，避免呆板的記誦；多閱讀歷史讀物及原始資料，並須掌握開放式題

目的答題技巧（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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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教育科 Life Education  

 

學科目標 

1. 幫助學生自我瞭解、自我完善、自我管理； 

2. 幫助學生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3. 幫助學生掌握學習藝術、適應學習生活； 

4. 透過不同活動，使學生能以客觀及理性的態度作決定及計劃將來； 

5. 幫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 

 

 

教學特色 

1. 學生以小組形式學習；組員要彼此尊重及接納，也要互相照顧及解決困難； 

2. 課堂活勳不單建構學生知識基璴，並配合課堂討論、匯報、總結，以鞏固所學； 

3. 培養學生的健康飲食習慣，男女同學要參與烹飪活動及縫紉培訓，理論與實踐並

重； 

4. 透過「生活事件」，讓學生有機會從實際經驗中學習，使學生將所學習的知識應用

在生活上，協助學生建立確立正面的價值觀。 

5. 配合「共創成長路」(PATHS)課程，可以多方面培養學生的能力。 

 

 

評核方法 

本科不設考試，採用持續評估方法，並評估學生各方面的能力，評估的內容如下： 

1. 課堂表現：學生主動及積極回答問題、上課專注、積極討論、主動及樂意幫助同學、

與同組同學的合作性； 

2. 烹飪及縫紉課表現：清潔習慣、組織能力、合作性及烹飪技巧； 

3. 每課堂後的反思：學生深刻回應課題，具深度反思。 

 

本科學習要訣 

同學需把理論付諸實行，學以致用，成為生活的一部份，便會學得有趣味，有助身心健

康及提升生活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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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科技科 Life Technology(中一及中二级) 

 

學科目標 

1.  透過發展學生的「科技能力」、「科技理解」和「科技覺知」三方面能力，培養科技

素養，以應付日後的挑戰； 

2.  讓學生善用資訊科技工具以支援學習； 

3.  發展學生資訊處理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4.  幫助學生達到資訊科技的學習目標。 

 

 

教學特色 

1. 按需要分組實習； 

2. 著重技巧的掌握，將學科知識透過點專題創作以展現所學； 

3. 强調透過網上及互動媒體創作以展現所學，及更深入探究相關課題 

 

 

評估方法 

1.  本科不設考試，採用持續評估方法(continuous assessment)； 

2.  評估範疇：學生的知識、技能、行為及態度； 

3.  評估形式：以專題習作(projects)及實習(labs)為主； 

4.  專題習作(projects)：科本及跨科專題報告。 

 

 

本科學習要訣  

1.  透過閱讀雜誌及文章，多留意科技的發展趨勢；  

2.  積極參與課堂的學習活動； 

3.  善用課餘時間預習及溫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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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電腦科 Computer Literacy (中三級) 

 

課程宗旨 

1. 教授有關資訊、通訊及電腦系統的基本知識、概念及應用； 

2. 發展學生解決問題及提升其溝通能力，以鼓勵學生運用批判性思考及創意思維； 

3. 培養學生成為能幹的、有效率的和有自信的資訊及通訊科技的使用者，懂得分辨

資訊，並有道德地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藉以支持他們終身學習；及 

4. 提供機會讓學生親身體會資訊及通訊科技對知識型社會所帶來的影響， 從而培養

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和積極態度。 

 

學習範圍 

1. 本課程旨在為學生提供知識及實用技能，並讓學生明白運用相關科技去解難所涉

及的操作過程包括廓清問題、制訂解決方案，以及在操作過程中應用資訊及通訊

科技的必需知識和技巧。 

2. 包括資訊處理、電腦系統基礎、互聯網及其應用、基本程式編寫概念和資訊及通

訊科技對社會的影響。 

 

評估形式 

1. 持續性評估：作業、工作紙、實習(labs) 及小型專題研習為主 

2. 測驗及考試（每學期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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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 Music 

 

學科目標 

1.  通過參與音樂創作及表演活動，讓學生能夠運用創意及想像力建構意念； 

2.  利用不同的音樂元素及資源，學生能體驗和表現藝術； 

3.  透過參與多元化的音樂活動，讓學生認識藝術的情境，並能培養學生評賞藝術的能 

  力； 

4.  從參與不同的學習活動中，獲得愉悅、享受和滿足，並能培養對藝術的終身興趣。 

 

 

教學特色 

營造輕鬆活潑的課堂氣氛，讓學生認識美育，並能有全面而具個性的發展。 

1. 課堂活動   ：聲樂訓練、樂器演奏、音樂創作 (配合資訊科技)、讀譜訓練、樂理  

知識、音樂欣賞及錄像分享等； 

2. 全方位學習 ：參觀香港文化中心、參加音樂會、舉辦校內音樂比賽及參與公開音樂 

        比賽等； 

3. 聯課活動   ：合唱團、管樂團、器樂小組、流行樂團等。 

 

 

評估方法 

採用多元化持續評估 

1. 範疇 ：樂曲演繹、樂器演奏、音樂創作、樂曲聆聽及分析。 

2. 方式 ：課堂表現、學習檔案記錄、課業表現、專題報告、自我及同儕評估。 

3. 模式 : 進展性評估及總結性評估。 

 

 

本科學習要訣 

1. 五到：口到 – 演唱美妙的歌曲 

    手到 – 彈奏和諧的樂章 

   耳到 – 聆聽優美的旋律 

   眼到 – 欣賞典雅的曲詞 

心到 – 培養評賞的能力，發揮創作的精神 

2. 三多：多聽、多看、多享受不同的音樂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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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科 Visual Arts 

 

學科目標 

1. 擴展學生以視覺為主的感官、美感和藝術經驗； 

2. 鼓勵學生從事表達個人感情和思想的視覺藝術表現； 

3. 透過評賞和創作，發展學生視覺認知、共通能力和後設認知； 

4. 藉著與不同文化的接觸，拓展學生多元的視野，從而培養獨到的觀點； 

5. 透過藝術對個體的潛移默化，陶冶學生情意、修養、品德，以至對於國家民族及世 

界的投入感。 

 

教學特色 

各級進行多元化及有次序的美術創作課程，內容以各級主題為中心，讓學生： 

1. 掌握基本視覺藝術認知； 

2. 經歷視覺藝術創作活動； 

3. 參觀藝術展覽活動； 

4. 到訪藝術館的經驗； 

5. 能對藝術作品或視覺形象作出描述、分析、詮釋和判斷，建立個人的美感價值觀； 

6. 展示個人藝術創作。 

 

評估方法 

採用多元化持續評估 

1. 範疇 ：藝術創作(學習成果)、藝術欣賞及評賞、視覺藝術科作品集。 

2. 方式 ：課堂表現(學習過程)、學習檔案記錄、專題研究報告、自我及同儕評估。 

3. 模式：進展性評估及總結性評估。 

 

本科學習要訣 

1.  多觀察 

2.  多思考 

3.  多蒐集資料 

4.  多用心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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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 Physical Education 

 

學科目標 

1. 使學生能愉快地學習各種運動技巧； 

2. 使學生學習多樣化的體育活動，從而提升學生參與運動的興趣及掌握生活技能； 

3. 培養學生運動的習慣，藉以鍛鍊健康的體魄； 

4. 提高學生的體適能水平； 

5. 透過各種形式的體育活動，以減輕學生的學業壓力，並讓學生有均衡發展； 

6. 發掘及鼓勵具運動天份之學生作專項培訓。 

 

教學特色 

1. 以分組活動的實習課為主，附以並以體適能及簡單理論學習。 

2. 體能紀錄表提供各項體適能的評分標準，以便同學作為恆常練習的參考指標，藉此鼓

勵同學，於課餘時間參與體育活動。 

3. 本科以專題報告及筆記等協助，藉此提高學生之體育知識。 

4. 本科已參加由教統局及香港兒童健康基金合辦之中學體適能獎勵計劃，達標者可獲發

證書，從正面鼓勵學生注意健康的重要。  

 

評估方法 

1. 上課表現 

2. 運動技巧 

3. 體適能 

4. 筆試 

 

本科學習要訣 

1.  多運動 

2.  多觀賽 

3.  多閱讀 

4.  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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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 高中課程簡介  Senior Secondary Curriculum 

高中課程架構 

為確保學生的學習在廣度和深度方面取得平衡，所有學生修讀的課程都由三部分組成：

核心科目、選修科目和其他學習經歷。這個課程是建基於先前已在基礎教育階段掌握的

知識和學會學習／共通能力，並透過不同的組成部份，讓學生有機會體驗所有學習領域

的學習經歷，以配合他們不同的需要、性向、能力和興趣。高中仍實行雙語政策，按學

科提供英語授課之選擇，母語授課學科或組別將提供以英語為公開試應考語言之選擇。 

 

（a） 核心科目 

  所有學生都會修讀四個核心科目，包括：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和通識教育。 

 

（b） 選修科目 

 為方便學生自由選擇，現建議所有學生選讀兩至三個選修科目，其中可包括一科

或以上的應用學習教育單元。 

 

高中第一年 

學校暫擬提供以下十二個選修科目，學生根據學校提供之科目組合，於高中首年從中 

修讀兩至三個選修科目(2X-3X)，打破文理商及中英文班的概念 ：   

• 物理   化學  生物   

• 經濟   地理  中國歷史  歷史  中國文學    

• 資訊及通訊科技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視覺藝術 

• 其他語言科目  沙田聯校課程(如：音樂、體育) 

 

高中第二年及第三年 

學生可於高中第二年及第三年轉修為期兩年之應用學習課程或校本增潤課程。 

 

應用學習課程 

• 應用學習課程並非職前培訓，由教育局認定機構提供，當中學生可以從以下六個

應用學習的學習範疇中選修不同的課程，包括﹕ 

 (一)應用科學； 

 (二)商業、管理及法律； 

 (三)創意學習； 

 (四)工程及生產； 

 (五)媒體及傳意和 

 (六)服務。 

 

（ｃ）其他學習經歷 

   為促進全人發展，課程尚有學業以外的其他重要目標；因此，學校會舉辦推廣德

育及公民教育的學習活動，包括社會服務或與工作有關的經驗（例如就業見習），

也會包括藝術活動及體育活動／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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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科目組合 (只作參考) 

Senior Secondary Subject Combinations (For reference only) 

    

核心科目 Core Subjects 中國語文、English Language、Mathematics、通識教育 

 

選修科目 Electives 

1X (4 堂)  

地理 / 中國歷史 / 視覺藝術 / 化學 

Physics / Business,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Studies (BAFS)   

2X (4 堂)  歷史 / 中國文學 / 資訊及通訊科技/ 經濟 

Chemistry / Economics  

1X / 2X / 3X / 延伸單元 / 

增潤節 

核心科目增潤節、體育/音樂增潤節 Mathematics 

(Module 1)/ Bio 

模式一：增潤節及長課節  

模式二：放學後或星期六 應用學習(只適用於中五及中六學年)  

其他學習經歷 

(每天早會及班主任節、 

週會、增潤節或其他日子) 

德育及公民教育、社會服務、與工作有關的經驗、藝術發展  

體育發展 

 

 

註：科目以英文顯示代表該科以英語為教學語言；以中文顯示則代表以母語為教學語

言，惟可申請以英文應考; 數學科會為合適學生提供單元一（微積分與統計）作為延伸

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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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I. 課外活動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課外活動目的 

1.幫助學生善用餘暇； 

2.協助學生發展智力及體力，增進知識和技能； 

3.提高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和促進師生間之了解； 

4.鼓勵學生認識社會問題，培養服務精神； 

5.發揮學生的領導才能及潛質； 

6.促進學生身心均衡發展，達至「全人成長」的最終目的。 

 

課外活動類別 

1. 學會或小組活動 

體育校隊、興趣小組、學科學會、服務隊伍 

2. 大型活動 

陸運會、長跑日、服務及聖誕聯歡 

3. 社際比賽 

4. 試後活動 

5. 暑期活動 

6. 其他活動 

協調各項參觀、講座、專題研習、野外考察、教育營及校外比賽 

 

課外活動時間 

一般活動的舉辦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放學後四時至六時，惟部份活動及校隊訓練將安

排於放學後四時至六時三十分及週末。 

 

學生注意事項 

1. 各同學於每學期須參加最少一項活動； 

2. 凡報名參加任何活動前應慎重考慮，報名後不得隨便缺席或中途退出。如有特別情

況而未能出席活動者，應事先向負責老師請假，並於事後呈交家長信。如出席率未

達 80%，會員資格將會被取消； 

3. 參加活動要積極，著重體育精神，並須聴從老師指引及注意安全。 

 

家長注意事項 

1. 請協助子女選擇活動； 

2. 請留意子女參加活動的時間，並鼓勵子女積極參與； 

3.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與活動老師及班主任聯絡。 

 

 

 

 

 

 

 

 

 



45 

XIV. 家校合作 Home-school Cooperation 

 

為配合瞬息萬變的教育發展趨勢，並充份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本校已於二零零二年底

成立家長教師會。同時亦於二零零五年至零六年度選出第一屆家長校董。 

 

宗旨 

1. 為家長提供正式的途徑參與學校的活動； 

2. 加強家長、學生、教師與學校之間的聯繫，促進各方面的溝通； 

3. 透過家長的協助，為學校及教師提供教學上的支援； 

4. 推動家庭與學校合作，共同促進學生在學業和身心方面的健康發展； 

5. 發揮家長潛力，協助學校推廣家長教育。 

 

工作 

1. 協助校方籌辦中一家長迎新日、各級家長晚會、家長日等工作，凝聚家長力量及幫

助子女溝通； 

2. 舉辦聯誼康樂活動及家長教育活動、講座及工作坊，加強溝通聯絡； 

3. 定期出版家長通訊，讓家長掌握最新資訊； 

4. 為本校學生提供獎學金及助學金，以茲鼓勵及支持學生學習； 

5. 與沙田區各家長會聯繫，讓家教會能接觸區內不同的家長，彼此交流教育子女及與

青少年溝通方法。 

 

聯絡方法 

學校網址 ：  www.cch.edu.hk 

學校電郵 ：  info@cch.edu.hk 

家教會電郵 ： pta@cch.edu.hk 

學校電話 ：  26305006 

傳真  ：  26305299 

 

家教會熱線 ： 69801960 

 

http://www.chanchunha.edu.hk/
mailto:info@chanchunha.edu.hk
mailto:pta@chanchunha.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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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 家長錦囊 Useful Tips   

 困難 解難 

學校生活轉變 

 新環境生陌生感 

 上課時間長得多 

 英語授課感困難 

 科目增多功課深 

 獨立思考自發性 

 老師期望大轉變 

 體諒 

 認識學校的情況 

 常與老師多溝通 

 給予耐性及時間,協助子女升中生

活 

與朋友相處方面 

 

 同學分手感失落 

 中學裡建新友誼 

 社交圈子漸擴闊 

 友群活動聯絡多 

 爭取認同建地位 

 期望與異性接觸 

 忌批評子女的朋友 

 尊重子女的朋友 

 接納子女重視朋友的地位 

 容許子女有秘密 

 與子女制定協議 

 以平常心處理子女與異性相處 

親子關係 

 

 嫌父母老套落後  

 自主獨立意見多 

 反叛傾向少不免 

 不愛管束要自由 

 從子女角度出發 

 增強潮流觸覺 

 改變溝通模式 

生理轉變-身體改

變 

 

 

 注意外表和儀容 

 對於性好奇疑惑 

 塑造理想中自己 

 適應接納新角色 

 自卑自尊甚複雜 

 以正確態度處理子女對性的好奇 

 肯定及欣賞子女良好的品行 

情緒轉變 

 
 易怒易笑發脾氣 

 避免自己情緒激動 

 冷靜處理衝突 

 了解子女鬧情緒的背後原因 

  

父母應變良方 

⚫ 忘憂草一根、有情花兩朵、樂觀菜三片、開心果四枚 

⚫ 明白三錢、支持三錢、接納二錢、鼓勵四錢、尊重一兩 

⚫ 欣賞優點三分、適當獎勵五分、關心態度一兩 

⚫ 客觀分析二錢、傾談討論二錢、解釋教導二錢 

⚫ 表示興趣五分 

⚫ 慈愛的心為藥引 

⚫ 以從子女角度看事物為燃料 

⚫ 獨立機會為容器   留心觀察及耐心聆聽為湯料 

 

 

＊此方父母適宜，最好經常飲用，冷暖皆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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