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組報告

林何潔儀老師

前言
為全面配合學校重點發展方向，中文組就以下三個範疇制訂科務計劃 ── 拓闊學生國際視野、
加強學生學習支援和促進教師專業發展。校本課程以培養學生的思辨能力為中心。語文學習不局限於
課室，教師積極鼓勵學生全方位學習，讓學生通過實踐，積累豐富素材，從而明辨創新，靈活運用所
學。此外，專業的教學團隊有助推動優質語文教育，提升學與教效能。科組教師重視教研分享，協力
合作，共同為教學付出心力。
二零一九年畢業生於文憑試中獲取優良成績。本校考生於中國語文科獲取 5** 成績的比例佔 10%，
較全港考生平均比率 1% 為高；而考獲 5 級或以上成績的考生比例佔 50%，也較全港考生平均比率
10.5% 為高。而選修科目方面，本校考生於中國文學科、中國歷史科文憑試亦表現出色。
本學年，中五學生於二零一九年五月 IGCSE 中文(第一語言)考試中獲取優良成績。考生獲取 A 或
以上成績的比例佔 70%，其中考獲 A*的考生比例佔 30%。
教師專業發展有利提升學與教效能。科組教師分別出任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中國
語文教育委員會委員、國家級普通話水平測試員和傑出電子教學工作者。老師積極參與學術文化交流
團、內地教學研討會、教師考察團、平板電腦教研會議、普通話沉浸課程和《基本法》研習課程等，
並跟友校老師交流教學設計，分享校本課程經驗。

重點項目回顧
1. 全方位學習情境 ── 跨課程語文活動
在課程設計方面，教師創設全方位學習情境，讓學生從現實生活中學習，以拓寬學生的眼界及知
識面，並增加其運用語文的機會。
為激發學生創作文學的熱情和興趣，本年我校跟友校合辦「年度作家講座」。我校有幸邀請了香
港當代作家韓麗珠女士到校主持首場講座「往偏僻的內心散步 ── 關於散文的嘗試」。韓女士的作
品別具創意，把生活中習以為常的事物重新定義。透過優美的鋼琴音樂伴奏下，韓女士把文學作品的
精髓完美呈現。學生切身體會文學欣賞及創意寫作的愉悅，進而主動閱讀文學作品，享受語文學習的
樂趣。另外，我校亦跟友校合辦「文學‧拓印 ── 聯校文學營」，讓學生實踐所學，在星空下跟作
家談天說地，與友校同學分享創作歷程。
科組特意開辦「初中創意寫作班」，課程共十五節，每節一小時。老師教導同學細意觀察生活和
提煉寫作素材。課程主要透過分析香港著名作家劉以鬯及西西的作品，進一步探討多線敘述、新寫實
主義、魔幻寫實主義及故事新編這四種常見的寫作手法。課程以簡介文學技巧為引入，輔以具體的文
本作解說，讓同學明白作家關心社會的高尚情懷。教師設計情境，讓同學發揮創意續寫。同學分享作
品，抒述感受，啟發思維，為文章磨礪筆鋒。
本學年，中四級學生參與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的「高中生藝術新體驗計劃」，於葵青劇院演
藝廳欣賞舞台劇《解憂雜貨店》。這齣舞台劇改編自日本著名懸疑推理小說作家⎯⎯東野圭吾的暢銷
奇幻溫情小說《解憂雜貨店》。這本小說被譽為是東野圭吾最感人的作品。小說出版後瞬間被改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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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名舞台劇及電影，感動了不少觀眾。是次演出，中英劇團巧妙地以一個佈景貫穿所有場次，令故事
一氣呵成，觀眾對此大表讚歎。這齣劇能讓學生反思人生意義，值得欣賞。中二級同學參與「學校文
化日計劃」之中英劇團⎯⎯賽馬會「獅子山傳耆」口述歷史戲劇計劃，邀請了來自油麻地劇團的「老
友記」到校演出。是次演出十分精彩，兩部簡簡單單的手推車，把觀劇師生帶回 1950 年代的香港。
長者們親切地述說過往生活的小故事。學生深入了解昔日油尖旺區居民的生活情況，從中亦明白關懷
長者之重要，極具教育意義。
為提升中六級學生的應試技巧，我校繼續籌辦「聯校口語溝通模擬考試」，邀請了拔萃男書院、
聖保羅書院、香港培正中學及何文田官立中學共同參與，讓三百多名中六學生互相交流，彼此觀摩學
習，並熟習考試流程及模式，增強應試信心。
學術活動方面，中國語文科組與中國歷史科組、通識科組、視覺藝術科組和公民教育組合作推展
「跨課程語文學習」，如「大灣區專題研習」、「海軍 171 海口號導彈驅逐艦參觀活動」、「網上時
事新聞閱讀」、「中國書法藝術研習」、「微型小說與四格漫畫」、「中國歷史與文化考察」和「認
識基本法專題」等。本校特別重視學生在個人學習經歷、校際學術活動和現實生活情境中靈活運用語
文。
學生積極參與本地及全國語文比賽，表現出色。有關本年度語文活動及比賽成績述要，可詳見於
附錄或學校網頁。

2. 激發學習興趣 ── 普通話教學
本校十分重視普通話教學。多年來，中國語文科推行「以普通話為中文科教學語言計劃」，結合
普通話與語文學習的優點，提升學生的普通話能力。本科重視語言實踐，透過多元化學習活動，讓學
生在豐富多彩的語言環境中多聽多說普通話。
為鼓勵同學學習規範普通話，進一步提升同學的普通話水平，本科自2016年起參考了國家語言文
字工作委員會《普通話水平測試》的架構及素材，強化同學以普通話進行主題演講及朗讀文章等方面
的能力。通過融合香港教育局的普通話課程及國家語委的《普通話水平測試》課程，同學不但能以普
通話作日常溝通交流，也學懂符合國家語言規範的標準普通話。
普通話科校本課程亦配合中文科單元教學重點，學生須朗讀中文科經典美文。對同學的學習而言，
這既可提升普通話能力，又能豐富閱讀體驗。本校學生應考《普通話水平測試》成績優異，校方亦頒
發獎學金，以示嘉許。

3. 建立正確歷史觀 ── 中國歷史文化研習
校本課程着重學生從文化層面認識中國歷史，從而建立正確的歷史概念及個人史觀。除了課堂學
習，學生亦踴躍參與各項學界比賽，並取得優異成績。
本校參加由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聯合
主辦的「第十三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並成功晉身決賽。我校同學於精英賽中勇奪銅獎。本校六
名中二至中四級同學更獲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秘書處的邀請，於二零一九年七月參加外交盃競賽得獎
交流團，往北京和貴州進行學術文化交流活動，深入了解國家最新發展情況。本校亦參加由帶路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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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委會主辦，第三屆「一帶一路」綜合能力比賽，並榮獲校際高中組季軍。優勝者獲邀於本年暑假參
與六天越南外訪交流活動。而在「第三屆中國歷史校際精英問答比賽」第一階段電子激答比賽中，本
校獲得「學校踴躍參與獎」、「電子激答學校最高分獎」和「個人狀元獎」多個獎項。
中國歷史科教學致力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在二零一九年六月，初中十位同學參與由教育局舉辦
「『薪火相傳』平台系列：雲南的歷史、民族文化及地質遺蹟探索之旅」，到雲南進行五天考察活動。
在二零一八年十二月，本校再次與聖約瑟書院合辦「中國歷史科專題研習與考察活動」， 共有二
十四位高中同學參與。是次活動分為兩個部分，其一為歷史講座，由長春社派員主講「革命起源：孫
中山與香港」；其二為孫中山史蹟徑考察。師生皆投入專題研習與考察活動，獲益匪淺。

4. 開拓思維和眼界 ── 內地及臺灣學術文化交流
本校與内地、臺灣多間重點中學結為友好學校，情誼深厚。於二零一九年四月八日至十三日期間，
本校安排中四級學生，分別前往北京大學附屬中學、上海市復旦大學附屬中學、杭州外國語學校、鎮
江崇實女子中學、廣州市執信中學、珠海市第一中學及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進行為期五至六天的
學術文化交流活動。
在交流期間，同學隨班就讀，並參加不同類型的特色活動，如包餃子、製作線裝書、認識陶藝和
茶藝等，學習內容豐富，富有趣味。友校特別安排外遊活動，如遊覽著名景點和參觀博物館等，加深
我校師生對內地和臺灣的文化和社會發展的認識。
杭州外國語學校、北京大學附屬中學、鎮江崇實女子中學和廣州市執信中學也分別於二零一八年
十月及二零一九年二月期間到訪我校，與我校師生作深入的學術和文化交流。而澳門教業中學教師交
流團於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一日到訪我校，並就辦學理念、教學方式和教育發展趨勢等進行研討和交流。
在本學年，我校邀請了廣州市執信中學、珠海市第一中學和澳門教業中學的學生，與我校學生以
小組形式一起進行研討協作，深入認識及探討大灣區未來發展。兩岸三地的學生通過切磋交流，集思
廣益，開拓彼此的思維和眼界。二零一九年三月一日，參與計劃的友校師生蒞臨本校，以研討會形式
在校内展示研習成果。通過這一年的專題研習，學生對大灣區的發展計劃已有深入的認識。

5. 豐富數碼學習資源 ── 資訊科技教學
學校鼓勵學生在各個學習領域和範疇善用資訊科技輔助學習。中文組在教學設計方面充分善用資
訊科技之優勢，促進語文教學效能，提升同學學習語文之興趣。學生通過網絡平台資源，拓寬閱讀層
面，豐富寫作素材。學生亦善用平板電腦紀錄日常學習情況和檢視評估進度，如說話練習及多媒體創
作等語文活動。
此外，透過有效的網上評估系統及電子教室平台，學生跟老師及同儕會有更深入的研討及交流。
中文組亦安排全校學生參與「香港教育城創作獎勵計劃」，鼓勵學生交流寫作心得，發揮網絡平台創
作共享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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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珍視中國文化傳統 ── 中文學會
本年中文學會舉辦多項精彩的語文及文化活動。「第四屆中文硬筆書法比賽」於二零一八年十
月下旬順利舉行，旨在弘揚祖國優秀的文化傳統，提高同學書寫規範漢字的能力，並培養同學練字
的興趣。參賽者為中一及中二級同學，書寫素材為「千字文」，經老師細心評審後，選出冠、亞、
季軍各一名，獲頒發獎狀及書券。優異獎三名，獲頒發獎狀。
「國學常識問答比賽」於二零一九年四、五月順利舉行。題目內容包括中國文化、歷史、文學及
語文知識，多姿多彩，學術及趣味兼備。參賽者為中一至中三級同學，初賽和決賽均以網上問答比賽
形式進行。勝出者分別獲頒發獎狀及書券，以示嘉許。
萬眾期待的中文學會「團圞會」於二零一九年二月一日在本校大禮堂隆重舉行。古箏團和中樂團
分別演奏名曲《秦土情》和《賽馬》，為一年一度的賀年盛會展開了美麗的序幕，樂韻悠揚，全場喜
氣洋洋。接着是團圞會班際賀年歌唱比賽，今年的主題為「馨香盈懷袖」。中國古代聖賢品格高尚，
德行就如芬芳馥郁之花香，感染世人，流芳萬代。 本會期望同學透過精彩之歌舞劇演出，領悟到古人
智慧歷久常新，君子之道可以應用在日常生活之中。參賽者演出投入，取材富趣味且具創意。「君子
愛財，取之有道」講述三名工人無意中挖掘出價值連城的文物，最終正義戰勝了金錢誘惑，三人決定
交還古物。「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以外星人侵襲地球為故事背景，外星人意外地明白到人類世界
中人倫道德之可貴，不應因一己野心而破壞人類的美好家園。「仁者無敵」點出良醫不但要有仁術，
更重要的是具備仁心，仁者無愧於心，故能無敵。「君子和而不同」敘述一間傳統老餅店因加租而被
迫結業，幸獲一位對傳統糕點情有獨鍾的老顧客無條件相助。最後在同一街道上新舊餅店和平共處，
新舊共融，充分體現了和而不同的精神。
壓軸節目是由師生精心炮製的古裝武俠劇《風塵三俠》，風塵鏢局受范仲淹所託，把賀禮送給滁
州太守歐陽修。歐陽修與范仲淹同時被貶，知己二人常以文章互勉。《岳陽樓記》和《醉翁亭記》是
差不多同時完成的名篇，寄託了古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胸懷，傳頌千古。珠珠
和大海是任天涯十多年前在戰亂中收養的孤兒，三師徒的感情比親恩還要深厚，任天涯成立風塵鏢局
也是為珠珠千里尋親。踏破鐵鞋無覓處，最終珠珠在太守府上重遇失散多年的母親，二人重逢，恍如
隔世。奈何珠珠此刻不忍與相依十數載的師父、師兄分離，母親遂答應讓三師徒完成到齊雲山採雪中
蓮的心願。全劇以「情」為主線，友情、親情、師徒之情、憂國憂民之情共冶一爐，笑中有淚。師生
傾情演出，台下掌聲如雷，一如既往，團圞會就在觀眾歡呼喝彩聲中圓滿結束。
今年是中文學會第二年舉辦「元宵燈會」，元宵節當天，校園到處可見中國傳統燈籠，布置美
侖美奐，妙趣橫生的燈謎吸引了眾多同學和老師競猜，猜中者可品嘗美味湯圓。湯圓美味絕倫，師生
讚嘆不已。由於天雨關係，今年燈會臨時移師到三樓教員室外走廊舉行，但無損師生熱情，熱鬧氣氛
有增無減，師生聚首一堂，樂也融融。「元宵燈會」已成為中文學會一年一度的重點項目。

7. 「慎思明辨，協商包容」 ── 中文辯論學會
中文辯論學會旨在宏揚「慎思明辨，協商包容」的精神。同學在參與辯論活動的過程中，得以建
構國民身分，培養學生對國家、民族的感情，讓學生從國際公民的角度，了解其對家庭及社會的責任。
本年，辯論學會參加了「第五十一屆聯校中文辯論比賽」、「星島第三十四屆全港校際辯論比賽」
及「第十五屆全港校際經濟辯論比賽」等多項粵語辯論賽事，同學在賽事中屢獲評選為「最佳辯論
員」。在「2019 年香港大律師公會辯論比賽」中，我校榮獲冠軍。此成果實有賴教練、老師、學姐及
隊員彼此團結，在籌備比賽時互相督促、鼓勵，讓備賽過程事半功倍。學會也參加了「第十八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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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多面體──全港中學普通話組辯論賽」及「2018 年新加坡國際學校鳳凰杯辯論賽」等兩項華語
辯論賽事，賽事提升了同學的普通話溝通能力，也拓闊了同學的國際視野。
賽事以外，中文辯論學會統籌了多項活動以推廣校內的辯論風氣。學年依始，學會高中辯論隊隊
員善用午膳時間，以小隊形式教導初中隊員基礎辯論技巧。小隊訓練內容涵蓋資料蒐集、主辯撰寫及
駁論技巧等，不僅豐富了初中隊員所知，更增加其對隊伍的歸屬感。而在高中辯論隊隊員訓練方面，
指導老師以《基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及政府架構為經，以政策及時事分析為緯，讓隊員
掌握社會發展趨勢，並改善演繹技巧。
其次，學會在二零一九年三月期間舉辦了主題學習周，活動包括︰「設計辯題比賽」、「政壇新
人類急口令比賽」、「《辯析》偵探遊戲及模擬辯論賽」。活動設計由淺入深，讓同學從分析辯題中
培養思考能力，繼而以急口令訓練聲情並茂的演講技巧，再從偵探遊戲掌握各類邏輯謬誤，最後透過
模擬辯論賽實踐所學。主題學習周活動精彩紛呈，兼具理論與實踐，又融入競技元素，參與同學均樂
在其中。至於「其他學習經歷活動日」，籌委以本校畢業學姐參與大專盃的賽事片段為教材，配合網
上競答、同儕即時評分回饋等資訊科技教學活動，讓同學以傑出學姐為榜樣，主動了解時事，並踴躍
報名參與公開賽事。
最後，學會與友校建立了緊密聯繫，透過新隊員參與友誼辯論比賽，讓同學得以認識辯論同路人，
彼此切磋，互相求進。在二零一九年農曆新年期間，辯論學會與拔萃男書院、皇仁書院及德望學校合
辦了為期三天的「聯校中文辯論工作坊」。工作坊由各校高中辯員擔任指導員，活動涵蓋講座、解難
遊戲、協作學習及模擬辯論比賽等環節，讓參與同學能寓學習於娛樂，及早為來年學界賽事作好準備。
活動讓各校同學結為好友，並留下精彩難忘的回憶！

結語
透過全面的語文教學計劃，學生以積極認真的態度自主學習，更樂於跟同儕分享所學。本年計劃
得以順利完成，實有賴劉校長全力支持科務發展、科組老師努力不懈培育學子。在此我謹向劉校長、
陳劉小儀老師、陳顯俊老師、陳李凱茵老師、陳愛妮老師、張明華老師、朱曉峯老師、侯王幗欣老師、
何智雯老師、香震宇老師、江穎老師、劉飛老師、伍劉靜老師、盧冠忠老師、馬區皓老師、杜方小茹
老師、黃珮詩老師、王偉新老師和葉翠雯老師致以深厚謝意。

附錄 : 本年度語文活動及比賽成績述要
中文科組活動 / 比賽獎項
比賽項目
主辦機構
2018-2019 中國中學生作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文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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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旭日文學之星
（高中組）（香港賽區）
恆源祥文學之星提名獎
（高中組）（全國決賽）
高中組金獎（香港賽區）
初中組金獎（香港賽區）
高中組優異獎 (香港賽區）
初中組優異獎 (香港賽區）
初中組優異獎 (香港賽區）

得獎學生
蔡凱晴

關瑋寧
張愷容
李卓藍
潘昕穎
梁嘉憓

第二十三屆全港學界對聯
創作比賽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

中學及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組
冠軍

蔡瑞喆

第十屆大學文學獎 (20182019)

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

傑出少年作家獎

梁詩韻

第四十五屆青年文學獎

青年文學獎

小說初級組優異獎

易汝芊

第十五屆全港中學「兩文
三語」菁英大比拼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及
香港西區扶輪社

高級組冠軍、英文優異文章
高級組優異獎、英文優異文章
初級組優異獎、英文優異文章
初級組優異獎
初級組優異獎

方善珩
陳諾希
廖曉慧
陸可淇
蘇美之

陳贊一博士聯校微型小說
創作獎暨漫畫創作獎

陳贊一博士教育基金會

高中推薦獎

蔡瑞喆

初中推薦獎

馮曦朗

【領略詞中物】故事編寫
大賽

新城廣播有限公司

初中組季軍

吳百齡

香港品質保證局理想家
園：第十二屆徵文比賽

香港品質保證局

初中組優異獎

陳紫熙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
（2018/19）

中國語文教育研究學會

中國語文菁英銅獎（中學組）

潘昕穎

新聞評述比賽

學友社

高中組冠軍

陳諾希

中文狀元挑戰計劃 20182019 (第一期)

香港教育城

中文狀元(高級組)

梁嘉恩

第四十三屆全港青年普通
話朗誦比賽（公民教育）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

初中組冠軍

羅希堯

2018-2019 年度全港青年
學藝比賽 (全港青年演講
比賽)

民政事務總署

粵語初中組季軍

高正

第二屆香港青少年書法大
獎賽

中國書法家協會、香港
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第二屆香港青少年書法大獎賽
硬筆組優異獎

賴穎恩

第二十三屆全港中小學硬
筆書法比賽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
會、香港硬筆書法協會

中學初中組優良獎

賴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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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起動 快樂行義 全港
原子筆中文書法比賽

香港仔坊會

初中組中一級別獎

賴穎恩

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
立二十二周年活動」
全港青少年書畫比賽

全港青少年書畫比賽籌
委會

硬筆書法中學組優異獎

賴穎恩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全港
青年中文書法比賽)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

中學硬筆組優異獎

賴穎恩

第十一屆經典翹楚榜之
「經典盃」書法比賽

國際經典文化協會

硬筆初中組(香港)亞軍

賴穎恩

全港青年中文創作故事比
賽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

高中組季軍

蔡瑞喆

全港青年翻譯比賽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

初中中譯英組季軍
初中英譯中組冠軍

高正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本校中文學會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異獎
優異獎
優異獎

賴穎恩
羅希堯
余若楠
鄭夢周
劉穎僖
黃芷璿

國學常識問答比賽

本校中文學會

冠軍
亞軍
季軍
最優秀表現獎
優異獎
優異獎

張禧媛
林芷帆
劉殷彤
梁詩韻
張雋欣
周卓瑤

最優秀表現班別獎

中三甲班

獎項
個人狀元獎

得獎學生
蘇泳潼
黃嘉愈
林穎彤
劉悅童
楊凱如

中史科組活動 / 比賽獎項
比賽項目
第三屆「中國歷史校際精
英問答比賽」電子激答比
賽(第一階段)

主辦機構
《巴士的報》

學校獎項:
「學校踴躍參與獎」
「電子激答學校最高分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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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與我何干》
中學校際綜合能力比賽

帶路先鋒

校際高中組一等獎季軍

鄭藹瑩
蔡凱晴
王沐昀

第十三屆香港盃外交知識
競賽

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
區特派員公署、教育局
與香港明天更好基金

第十三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
中學組精英賽銅獎

蘇泳潼

主辦機構
香港大律師公會

獎項
決賽 ─ 冠軍

中文辯論獎項
比賽項目
2019 年香港大律師公會辯
論比賽

黃嘉愈
趙鈺荃

決賽最佳辯論員

得獎學生
陳臻恩
詹展桐
陳舒瑤
秦正堯

準決賽最佳辯論員

陳臻恩

半準決賽最佳辯論員

秦正堯

半準決賽最佳辯論員

沈寶恩

初賽最佳辯論員

葉蔚琳

初賽最佳辯論員

盧祉而

第五十一屆聯校
中文辯論比賽

聯校中文辯論學會

外圍賽最佳辯論員

詹展桐

2019 年香港辯論
超級聯賽

香港辯論超級聯賽委員
會

第二回合最佳辯論員

秦正堯

第一回合最佳辯論員

陳臻恩

學思盃 2019

辯論學會

初賽最佳辯論員

李詠霖

2018 年少年警訊@模擬法
庭比賽

少年警訊及香港善導會

第一回合最佳律師
第二回合最佳律師

秦正堯
秦正堯

第十八屆《基本法》多面
體──全港中學生辯論賽
(基本法盃) 普通話組

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
議

複賽最佳辯論員

秦正堯

第十八屆《基本法》多面
體──全港中學生辯論賽
(基本法盃) 粵語組

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
議

初賽最佳辯論員

盧祉而

外圍賽最佳辯論員

易汝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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