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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業廣惟勤」為校訓，實施德、智、體、群、美全人教育，
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分析及良好的表達能力，並協助他們建立
正確及恢宏的道德觀、歷史觀和世界觀，為學生提供優良的學
習環境及全面而均衡的課程，並訓練他們如何學習，讓他們愉
快地學習，發展潛能，建立自信。

校訓 本校特色
本校優良傳統   重視英語學習本校優良傳統   重視英語學習

辦學宗旨

本校由皇仁舊生會有限公司於1987年開辦，至今已二十四年。
學校於二零零七年八月成立法團校董會，校董會成員包括律師、
政府官員、商界翹楚、教育工作者等。

學校簡介

校舍面積一萬平方米，全校課室及特別室安裝空調設施。除課
室、標準特別室及球場外，另設有多媒體學習中心、學生活動
中心、多用途會議室、校園電視台、英語閣、健身室、傷健人
士設施、資訊科技教材製作中心、蝴蝶園、風力發電及空中花
園教育設施、六線廿五米泳池等。

校舍設施

為了提供一個較舒適的學習環境予學生，本校於09-10年主動向教
育局申請採用「循環平衡班級結構」，以隔年減收一班中一的方
式，維持學校二十七班的結構。及後學校參加了教育局推出「自
願優化班級結構計劃」，進一步把學校的班級數目減至二十四班。
本校未來數年的班級結構如下：

班級結構

校監：莫華勳先生
辦學團體校董會成員：于鎮康先生、陸偉雄先生、
 馬清正太平紳士、葉成慶太平紳士、
 蔡熾昌先生、張秋德先生、唐英傑先生、
 任沛律師、何冠環博士(替代校董)

獨立校董：黎慶寧教授、招紹琰博士
教員校董：黃秀明老師 替代教員校董：楊淑貞老師
家長校董：吳煥花女士   替代家長校董：梁淑珍女士 
校友校董：許建業先生
校 長：許湧鐘BBS太平紳士

法團校董會組織

年份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12-13年班數
13-14年班數
14-15年班數
15-16年班數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5
4
4
4

5
5
4
4

5
5
5
4

總數

27
26
25
24

校長也來支持
參與英語日活動

校董也來支持參與
英語日活動

於不同節日舉辦
英語活動 - 萬聖節

聯校中七級英語會話訓練
為小六升中一之學生舉辦英語銜接課程

中一、中二級英語話劇比賽

中一至中三級英文科均設分組教學，藉小班加強教學效能。

聘請兩位外籍英語導師，進行課堂教學、加強口語訓練、
協助舉辦英語活動及引入戲劇教育幫助學生學習英語。

本校連續兩年成功申請教育局種籽計劃，與英語專家共同
研究提升經濟科及綜合科學科的英語教學。

校董會撥款於週末及長假期舉辦英語進修班及應試技巧班。

英文科連續多年中學會考合格率高於全港水平。

為全校學生提供課堂外學習英語之機會，包括網上學習平
台、課後英文輔導班等，提升學生英語能力。

全年舉辦多項大型英語活動，創造英語學習環境，包括英
語早會、英語日、午間英語廣播、邀請英語劇團到校演出、
舉辦英語音樂會等。

英文學會舉辦多元化課外活動以培養學生學習英語之興趣，
如英文校報製作、趣味閱讀小組、英語論壇、午間英語電
影觀賞、英文歌曲欣賞等。

於課後為中一全級舉辦 “Back-to-Basics Programme”，鞏
固學生的英文基礎。課程內容主要是教授學生英語文法、
詞彙及拼音方法。由資深英文老師教授，學生全年上課。

為增加學生於不同方面學習英語的機會，於課後為中一全
級舉辦 “FunLearn English Programme” 。透過一系列的工
作坊，培養學生觀賞西方電影的興趣，並向家長和學生示
範如何透過賞析電影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

學生投入參與各項英語日活動

業廣惟勤



校董利用
網絡，為

學生提供
職場裝備

。

中一學生於課後參與舞蹈訓練。

學生參加國際救援機構學習活動。

交流活動豐富
本校向來鼓勵學生多作學術交流，近年推薦不少學生參與不同
類型的交流活動，學生得以擴闊視野，獲益良多。

提供全級學生參與的學習經歷
幫助學生全人發展

中一：規劃課後學習活動，讓學生
參與合唱團、樂器班、舞蹈
班、球類訓練班及制服隊伍
等不同活動，讓學生作多方
面嘗試，發掘興趣及潛能。

中二：參與社會服務，透過服務學
習，提昇溝通、解難及協作
能力，並擴闊視野，學懂珍
惜。

中三：參加國際救援機構舉辦的講
座、考察、參觀及體驗活動
，帶領學生走出課室，提昇
學生公民意識，關心社會。

中四：參與「歷奇學習營」，提昇
學生意志力及毅力，為未來
挑戰作好準備。

中五：透過「藝術體驗活動」，擴
闊學生視野，並訓練學生協
作及溝通能力。

中六：提供多元出路資訊，幫助學
生訂定升學及職業發展路
向。

環保大使往臺灣參加生態交流團，
於基隆市郊尋找河谷蝴蝶時留影。

本校參加「薪火相傳-中華文化探索
與承傳」學習團，學生攝於北京。

學生獲選「香港學生大使」，
到加拿大進行文化交流。

學生參加國情學習團往北京、內蒙

本校參加「薪火相傳-中華文化探索與承傳」
學習團，與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先生及副秘書
長陳嘉琪博士於炎黃二帝像前留影。

學生參與「青少年軍事夏令營」

地理科及環保大使參加「同根同心-自然國情
(地貌)考察」活動，往肇慶鼎湖山及七星岩考察。

學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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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學生
參加「歷

奇學習營
」，為適

應

新學段作
準備。

學生參與「乘風航」海上歷奇活動，
藉此活動服務有特殊需要的小學生。



學 生 就成

香港太空館統籌「少年太空人體驗營」
內地交流團
永亨「義人行」學界義工計劃2010-2011 

葵青區青少年社區服務計劃比賽

2010年度全港傑出交通安全隊員選舉
香港觀蝶大賽2011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
香港「綠行者計劃」
全港中小學社區有機農耕比賽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四級英文集誦
第39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公開組）
2010-2011年度香港學校戲劇節

葵青區校際游泳賽
葵青區中學學界羽毛球錦標賽

本校學生於全團三十名香港
代表中獲選為優秀團員
超卓學校策劃獎
傑出義工學生獎
優良服務獎
簡佈會傑出創意獎
團體金獎
中學組冠軍
傑出學生環境保護大使金獎
中學組最後六強
最佳環保設計獎亞軍
最佳有機種植獎季軍
亞軍
爵士舞銀奬
傑出導演獎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男演員獎
男乙團體季軍
男乙團體季軍

活動名稱 成績 / 獲獎學生

本校學生學業成就斐然，於大學修讀學士、碩士及博
士課程者眾。

本校重視全人發展，在多個競爭激烈的獎項中，脫穎而
出，獲得獎項。

本校學生入選參加由香港太空館
統籌的「少年太空人體驗營」內
地交流團，並於全團三十名香港
代表中獲選優秀團員。

多位學生於「荃葵青優秀學生選舉」獲選優
秀學生，李靜儀更代表葵青區參選「新界傑
出學生選舉」，入選十大傑出學生。

本校觀蝶隊於「香港觀蝶大賽2011」
中，獲中學組冠軍。

於匡智香港賽馬會全港中小學
社區有機農耕比賽中，獲得最
佳環保設計獎亞軍及最佳有機
種植獎季軍。

本校組隊參加由香港工程師學會電機工
程部及中華電力有限公司所主辦的「創
新能源項目」設計比賽，入選優異隊伍 
(前10名)，獲頒具教育意義獎。

學生參加香港心理衛生會主辦的第三屆全港中
學生心理健康常識問答比賽，於34間參賽中學
中奪得亞軍。

崔文翰於香港大學取得一
級榮譽文學士，並隨即完
成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現正於香港城市大學擔任
語文學部講師。

吳嘉倫獲香港科技大學
授予生物化學哲學博士
銜；並受聘於科大，進
行生化研究工作。

葉毅俊曾榮獲「荃葵青區
十大傑出學生獎」及尤德
爵士紀念獎學金，於香港
中文大學藥劑學系畢業，
現為藥劑師。

曾智聰畢業於中文大學，
現於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
育學院擔任中文講師。

舊生葉鴻輝現為南華足
球隊成員及香港代表隊
守門員。

黃逸珊於2007年完成香港
大學語言學碩士課程，現
於香港理工大學人文學院
英語教學中心任教。



課程設計及學與教措施

中文

英文
數學
人文

科學

科技

藝術

體育
通識

中國語文
普通話
英國語文
數學
綜合人文
中國歷史
歷史
地理
經濟
科學
物理
生物
化學
組合科學
設計與科技
家政
電腦 / 資訊科技
企業、會計與財務
音樂
視覺藝術
體育

加強全方位學習
‧各科舉辦 “跑出課室” 學習活動，包括實地考察、參觀、導賞
和講座等，以提升學生學習興趣，發展共通能力和自學能力。
‧中一至中三各級舉辦專題研習活動，培養跨學科學習技巧，讓學
生順利銜接高中通識科。
‧各科組織不同的跨科學習活動，包括科學周、文化周和各類學術
比賽，讓學生融會貫通所學。
‧積極推動藝術教育、體育發展及提供不同的「其他學習經歷」，
提供全人發展課程。 

不斷提升教師團隊的專業效能
‧成功申請教育局的提升英語水平計畫(EES)和優化提升英語水平
計畫(REES)，獲款近四百萬推動在課程、教學法和專業發展等
方面的工作。
‧參加教育局校本支援部的照顧學習差異計畫，加強照顧不同能力
的學生。
‧參加教育局外籍教師部的種籽計畫，提升英語教學效能。
‧透過校董會的連繫引入大學教育專家對教學給予意見和支援。
‧透過舊生會的連繫舉辦專業人士講座、職場體驗和面試技巧訓練。
‧與友校聯繫，於部分科目進行聯校教師交流活動。
‧參加香港學校自評網絡，藉此與國際教育家交流和汲取經驗。

提升學與教措施

初中課程 高中課程

中一 中二 中三學習領域

提供均衡課程

科目 中四至中六

國際著名教育家Mr. Archie McGlynn
與本校教師交流，為新高中學與教作
準備。

地理科到南生圍考察。

學生往中文大學及亞洲電台新聞部參
加傳媒教育工作坊。

學生到街頭訪問外籍傭工，探索文化
差異與共融。

生物科到米埔參加濕地生態學家研習。

地理科到西貢萬宜水庫東壩地質公園選址進行考察。

設創意數碼媒體教室，提供多元課程。

發展藝術教育，為新學制下的
「其他學習經歷」作準備。

帶領學生參觀護士訓練學校，讓學
生認識多元出路。



中一學習生活剪影
               — 豐盛的校園生活 升中選校資料

中一課後學習活動 — 本校為中一全級學生提供的強大支援
- 學生每周留校三天至下午五時參與不同類型藝術、體育、興趣
小組及制服隊伍，發展潛能。
- 三天均設英語基礎班(Back-to-Basics Programme)，教授文法
及拼音，提升學生英語水平，全級學生必須參與其中一天課
節。

學校為中一學生精心策劃各項適應及學習活動，期望讓學生在
德、智、體、群、美各方面均有所進益。

為中一學生設計價值教育活動 — 透過
「和諧校園」及「護蛋行動」計劃，以
討論、體驗及實踐方式，幫助中一學生
掌握「關愛」「尊重」及「珍惜」等正
確價值觀。 

家校緊密聯絡 — 設雙班主任制，於八
月、十月、二月及七月均設家長日，年
中又舉辦黃昏家長教師茶聚，加強班主
任與家長的溝通。

參加「共創成長路」計劃，幫助
學生健康成長。

中一新生體藝才能測試－發掘學
生潛能及興趣，為新高中學制的
「其他學習經歷」作準備。

「校園SAR」－SUPPORT , ACTIVI-
TIES AND RULES 訓育及學校支援服
務專題講座。

課後學習活動－學生課後留校參與體育、藝
術、制服隊伍及其他各類活動，同時亦安排
功課輔導及語文自學計劃等學術活動，提供
學習支援。

「愛與夢飛行」－八月初新生
參與學校社工及德育及公民教
育組合辦的團隊協作活動。

暑期英語課程－透過戲劇訓練學
生提升學生使用英語的信心。

自行收生辦法
報名日期：

申請辦法：

收生準則：

面 試：

二零一二年一月三日至二零一二年一月二十日

請於本校網頁(http://www.qcobass.edu.hk)下
載申請表格或親臨本校索取，填妥後連同表格
註明所需文件親身交回本校。

學業成績優異，品行良好，小五及六年級的操
行全年要B/乙等或以上。評審準則為面試表現
10%；品行30%；課外活動表現20%；學業成
績40%。

學生會獲邀面試，面試語言為中文和英文。

皇仁舊生會中學
皇仁舊生會中學

二零一二年一月七日(星期六)

小六學生姓名：      性別：                           

就讀小學：                                                                                    

預算出席人數：                                                                             

家長/監護人姓名：                                           

聯絡電話：                                                                                    

本人希望   □參觀校舍　□參加升中簡介會 (可選多於一項)

歡迎親臨本校
與我們分享你的教育理想

 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24975688聯絡校務處洪小姐預
留座位  或  填妥此列回條，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前傳真(24336598)或寄回本校。

校舍參觀：
升中簡介會：

下午三時正至四時正
下午四時正至五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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