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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全球以英語作為主要母語的人口約為
三億七千多萬，另有超過十億的人口以英語為第二外
語，即在全球人口中，每六人中就有一人運用英語。
不少大學在畢業之前都有設立英文檢定的畢業門檻，
大多數企業在招募員工時也設定英語能力檢定證明，
英語同時也普遍使用於航空飛行以及航海的溝通中；
全球 80%的電腦資料都是以英文進行紀錄存檔，全球
有一半以上的科技與科學期刊都是用英語撰寫發行。
在本港，學生也必須在中學文憑試英國語文科取得三
級或以上的成績，方能達至申請升讀大學的門檻。

故此，學好英語已成為學生升學就業，甚至人生
規劃的重要元素，學校近年重點推動提升學生學習英
語的活動及措施，以配合畢業生升讀本地或海外大學
及就業的需要，感恩已見成果。 

    為進一步奠定初中學生學習英語的穩固基礎，
本校參與了九龍倉「學校起動」計劃舉辦的「English 
We Can」活動，English We Can為「學校起動」計劃
（Project We Can）與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
計劃」合作進行的項目之一，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活動
（如小組教學、戶外學習、體驗式學習等）為中一級學
生提供英文學習支援。課程並結合班級經營及師友計
劃等元素，協助學生建立對英文學習的信心及興趣。
English We Can共有 25所成員學校約 200位學生參
加，並由 40位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擔任導師。本校有兩
位中一級學生參與由 2015年 5月起展開為期 3個半月
的英文學習課程，期間進行 18節小組課堂學習，亦參
加了 3次外出考察 (香港公園、超級市場及大型書店 )，
旨在透過體驗式活動學習英語，並從日常生活入手，鼓
勵同學投入學習，同時擴闊視野，豐富生活體驗。

何應翰校長

本校參與計劃的中一級王卓妍同學表示，課程有
助提升其英語說話能力，且更具信心作出不同的嘗試，
在不同的情境下運用英語。王同學更於課程活動中榮
獲全場最佳匯報員獎，並入選在 English We Can課程
中學習態度積極、表現出色的十位優異生之一，獲香
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教授邀請到中大校園內的「見
龍閣」共晉午膳。沈校長在席間鼓勵同學用英語交
談，並了解學生和導師對整個計劃的意見和感受，鼓
勵同學持續學好英語。卓妍後來接受南華早報 Youth 
Post 訪問 (可於本校網頁 http://www.cfs.edu.hk/
Projectwecan/data/150929_
SCMP_YoungPost.pdf 瀏覽 )，
分享有效學習英語的方法。

    本校王卓妍同學及彭家俊同
學成功完成「English We Can」
課程，未來將成為校園英語大
使，鼓勵同學們齊齊學好英語。

學好英語 
English We Can  

王卓妍同學於課程活動中
榮獲全場最佳匯報員獎

十位於課程中表現優異的學生獲邀與沈祖堯校長
在中文大學共晉午膳

English WeCan啟動典禮大合照



本期校訊特別訪問了數名成功透過大學

聯合招生 (JUPAS)獲香港資助大學學位取錄

的上年度畢業生，分享學習心得和應試技巧，

他們孜孜不倦的努力，終於獲得回報，實在

令人欣喜。期望莘莘學子能以師兄師姐為榜

樣，立下志向，為未來而努力。

所獲學位：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 即將面對高中選科的同學，要認清自己未來的路，才選擇合適的科目 (DSE)。

• 針對各大學收生要求，訂下在 DSE要取得的目標分數。

• 妥善分配各科溫習需要的時間及資源，不能顧此失彼，要為考試作最好的準備。

• 付出時間補習和操練試卷，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 總結：相信自己。

S6A 楊林 

1415年度

畢業生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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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獲學位：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 即將面對高中選科的同學，要認清自己未來的路，才選擇合適的科目 (DSE)。

• 針對各大學收生要求，訂下在 DSE要取得的目標分數。

• 妥善分配各科溫習需要的時間及資源，不能顧此失彼，要為考試作最好的準備。

• 付出時間補習和操練試卷，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 總結：相信自己。

所獲學位：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e of Science in Life Science)

• 對自己有信心。

• 英文科十分重要，絕對不能放棄。

• 妥善分配時間，不要偏重某一科目。

• 認真對待每天課堂，專心聆聽老師的講課。

• 積極應付考試，面對壓力不要輕言放棄。

• 總結：努力自有回報。

所獲學位：The Ope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with Honours in Global Business

• 把所有時間、心思放在學業上，專心應付 DSE。

• 選擇自己有能力應付和有興趣鑽研的科目，有機會考獲更高的分數。

• 有更高的分數，就有更多選擇的權利，可以選擇合適的升學之路。

• 總結：加油。

S6A 周景星

S6A 廖司吉 

所獲學位：The Ope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with Honours in Business Management

• 善用考試前的時間，努力溫習。

• 認真上課：專心聆聽，記下重點。

• 用心操練試卷。

• 找尋合適的溫習空間。

• 善用學校提供的資源，如溫習閣。

• 總結：不要妄自菲薄。

S6A 賴嘉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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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推廣計劃2015

賞 玩北區

 一年一度的「賞玩北區旅遊推廣計劃」是由區議會贊助，

期望透過一系列活動，讓市民更了解北區人文及生態特色，

以達到推廣北區的目的，活動內容包括：賞玩北區導賞員訓

練計劃、公眾導賞、旅遊展覽、北區中學景點繪畫比賽、北

區小學填色比賽、製作北區故事短片等多元化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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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 18位中三級的同學自十月開始

便接受導賞員訓練，在完成訓練後便會於

11月的公眾導賞中，化身為賞玩北區導賞

員，帶領區內區外的人士遊覽北區，讓大

眾感受北區獨有的鄉郊歷史文化。除此以

外，本校多位修讀視藝的同學也參與了《北

區中學景點繪畫比賽》，比賽當日，在古

洞和流水響一帶進行寫生，以畫筆記下自

然風光，為大家顯現北區不同的美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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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師顯謝意

為向老師們表達敬意及謝意，學生會 JOKER聯同中六級畢業

班同學，於九月十日敬師節當日早會獻上「敬師顯謝意」活動。

於學生會幹事的安排下，中六級各班同學較早前特別為老師們

準備了粉筆盒，內有粉筆套及粉刷，以感謝老師多年來的悉心教導；

同時亦為校務處職員及校工準備了相架，以感謝各位教職員的默默

付出。

敬師節早會當日，由學生會代表全校同

學，向老師們致謝，最後由中六級畢業班同

學作代表，向每一位老師獻上粉筆盒，藉此

感謝老師為同學們的人生寫下重要的一頁，

以愛心擦亮同學的心靈。

最後，學生會挑選了

《FLASHLIGHT》這首

歌送給各位老師，憑歌

寄意，感謝老師在同學

迷茫時，化身明燈指引

我們，幫助及陪伴我們

走出困境，與同學一起

締造美好的校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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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學生會選舉共有 2組候選內閣，分別為 1號候選內閣 BOOM及 2
號候選內閣 PASSION，兩隊的成員均主要由中三至中五級學生組成。於選
舉宣傳期間，各內閣成員均顯示出他們同心合力的團隊精神，他們分別在早

會時段向全校同學介紹政綱，又特意於午膳及班主任節到訪各班收集意見，

並於午膳時籌辦大型宣傳活動，以歌聲及舞蹈傳遞他們的激情與活力，最後

更於投票日早上在校門向每一位回校的同學進行宣傳，以爭取同學的選票。

於 9月 23日選舉當日，各候選內閣成員於週會時段向全校同學介紹政
綱，並進行互相提問環節，同學反應熱烈，台下同學紛紛就候選內閣的政綱

提出質詢，候選內閣成員亦作出恰當的回應，藉此以突顯他們的分析及解難

能力。最後各班進行投票。

經點票後，共收到 663張有效選票，全校學生的投票率為 92%。當中，
1號內閣 BOOM共獲得 316票；2號內閣 PASSION取得 347。2號內閣
PASSION以 31票之差獲勝。

本年度學生會 PASSION已於 10月 7日就職。以下為內閣名單：

職務名稱 姓名

主席： 5A 譚淑貞 (26)
主席助理 : 5A 陶祖怡 (28)
副主席 (文學 ) 5B 林甜沁 (16)
副主席 (康樂 ) 5B 葉嘉明 (13)
副主席 (外務 ) 5C 田偉泓 (24)

財政 5A 陳麗娜 (01)、5A 麥慧涵 (19)、5A 葉雅詩 (34)
文書 5A 陳田田 (06)、5A 潘孟達 (22)、5A 蘇鳳儀 (23)
總務 5C 陳汝熙 (03)、5C 李育誠 (15)、5C 黃家豪 (26)
福利 5A 葉青榕 (33)、5B 賴文聰 (14)、5C 梁偉雄 (16)
聯絡 4A 朱雅詩 (09)、5B 楊曼均 (33)
I T 5A 鍾啟誠 (12)、5B 貝真銘 (25)、5C 吳俊超 (20)
設計 5A 林子鶯 (17)、5A 謝憶君 (29)、5B 林業鑫 (22)
攝影 3A 歐浚鏵 (02)
宣傳 5B 黃婉君 (32)、5C 黃家怡 (27)
康樂 4A 黃佳昱 (17)、4B 鍾正傑 (08)、5C 劉康鵬 (14)、5C 廖世文 (18)、5C 鄧永洪 (23)
策劃 5B 陳瑋芯 (04)、5B 劉瑩靜 (17)、5D 吳雲潔 (24)

活動推廣
5A 趙挀江 (36)、5C 馮子亮 (08)、5C 郭芷晴 (11)、5C 莫倩瑜 (19)、5C 吳家樂 (21)、
5D 袁仲榮 (27)

學生會選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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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A 王卓妍同學參與 English We Can計劃並勝出成為 Best Presenter ，
早前天獲邀接受南華早報 (Youth Post)訪問， English We Can為「學校起動」計
劃與「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合作進行的項目之一，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如小組

教學、戶外學習、體驗式學習等）為中一學生提供英文學習支援。課程並結合班級

經營及師友計劃等元素，協助學生建立對英文學習的信心及興趣。 

王卓妍同學更於「學校起動」計劃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中，向在場人士分享學

習英語的心得，以及參加計劃後的得著。

「學校

English We Can

起動計劃」

中大遊蹤大比拼，冠
軍隊伍由第十一組勇

奪殊榮，並由「學校
起動」計劃委員會主

席吳天海先生

（上排左六）頒發獎
項予獲獎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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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珠寶鐘錶獎學金旨在鼓勵在學術、體

藝、品德或社會服務上有傑出表現的學生。本校

6A鄭咏媚及 6A蕭廣大同學敦品勵學，表現良
好，經本校提名，兩位同學最終各獲得「學校起

動」計劃——太子珠寶鐘錶獎學金五千元，期望

他們能努力不懈，再接再勵。

太子珠寶鐘錶
獎學金 2014/2015

太子珠寶鐘錶獎學金頒獎禮

最佳匯報（Best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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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重視同學的均衡發展，相信學習不應只局限於課堂、

課室、課本內，因此經常鼓勵師生跨出校門，進行全方位學

習，在實踐中得到知識和經驗。今年九月二十一日的全方位學

習日，以班級經營為主題，各級均安排了不同活動，以加強同

學彼此的了解，建立團隊精神。

全方位學習日

當日，中一至中四級同學參與不同的日營訓練活動，

透過小組任務及歷奇訓練，讓同學在課堂外展現不同能

力，發掘自己的長處，互相了解，促進友誼。

中五級各班在全方位學習中以服務和關愛作主題，參

與了不同的探訪活動，探訪對象包括老人、少數族裔及智

障人士。透過與受訪者的接觸，同學們感觸良多，也學會

關懷社會上的弱勢社群。最後，面對應屆文憑試的中六同

學，選擇留校聚會，藉此與共渡六年時光的同學促膝長談，

互相砥礪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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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

晚會

家長

為讓同學及早了解升學出路，本校特意為應屆中六同學與家長舉辦家

長晚會。晚會旨在令同學及家長了解本港、國內及台灣升學的情況，期望

同學與家長多作溝通，定下升學目標，為文憑試作好準備。

在晚會中，本校更邀請本校畢業生以過來人身份分享升讀副學仕及大

學的心路歷程，以及畢業後的就業方向，藉此勉勵同學。晚會過後，更有

各科老師向同學傳授中、英、數、通識四個核心科目的學習方法和要點，

提醒同學應有系統地反思不足，提升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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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

（中一至中三）

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
生活與社會、中國歷史、地理

、綜合科學、設計與科技、

商業、普通電腦、普通話、倫
理與宗教、視覺藝術、體育、

音樂

高中

（中四至中六）

核心課程

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
+數學延伸、通識教育

選修科目

生物、化學、物理、經濟、企
業會計與財務概論、資訊及通

訊科技、設計與應用科技、

中國歷史、地理、旅遊與款待
、視覺藝術、音樂、體育、倫

理與宗教 (香港中學文憑 )、

應用學習課程 (只限中五及中六 )

其他學習經歷

德育及公民教育、與工作有關
的經驗、社會服務、藝術發展

、體育發展、倫理與宗教

地址：新界粉嶺新運路 28號網址：http://www.cfs.edu.hk電郵：cfs@cfs.edu.hk
電話：2669 9966
傳真：2677 6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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