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許校長積極支持英文科活動，親
自試玩英語日萬聖節攤位遊戲

    零七至零八年是多姿多采的一年，學校投入於慶祝二十周年的

盛事當中。標語設計比賽、籌款晚宴、風車剪綵禮、開放日、二十

周年講座等活動，使師生們忙個不可開交，但同時讓學校浸淫在一

片喜喜洋洋的氣氛中。同樣在這一年，學校第一次舉辦英語音樂

劇。學生成功的演出，再一次印證我們的信念：「皇仁舊生會中學

的學生，棒！」

    師生在籌備二十周年活動的同時，並沒有忽略學業成績。本年

度學校的公開試成績理想，預科成績保持了一貫的水平，多個科目

的及格率與優良率高於全港水平。中學會考成績比去年進步，十六

科包括英文科的及格率與八科的優良率均高於全港水平，達十四分

以上的學生人數大幅上升。

    暑假期間有很多同學回校參與各項活動，高中的同學為了爭取

較佳成績而努力，提早投入課堂學習；初中的同學則參與各類體育

及音樂活動。學校亦為中一的新同學籌辦一連串的學習活動，讓他

們能早日適應中學生活。

    暑假已接近尾聲，是同學們收拾心情，準備新學年開始的時

候。我期望九月的來臨，讓千多名師生再聚首一堂，共同為學業成

績和個人成長而努力！

許湧鐘校長

    本校一向重視學生的英語水平，為了讓學生多接觸英語，使他

們將來能與大學課程及國際資訊接軌，本校從各方面提高學生英語

水平，包括在初中進行分組教學、在各科選取單元以英語授課、在

課餘進行與英語相關的活動，為學生提供良好的學習英語環境。

    對於現時的中四、中五學生，我們會繼續以母語作為教學語

言。為了使學生能順利升讀以英語為主要教學語言的預科課程，我

們於暑假期間為學生提供銜接課程，提高學生的英語水準。

    至於新高中學制的學生，我們將用英語教學的模式教導英語能

力較佳的同學。我們現正為這批學生計劃如何有效地以英語學習，

分班、分組、分科和雙語分組等方式都是我們考慮之列。

    教育局現正檢視現行的教學語言政策，相信不久將會推出教學

語言新措施，例如讓學校開辦英文班和於各科滲入英語元素。無論

如何，本校必以學生利益為大前提，配合校情，讓學生有機會以英

語學習，以應日後升學和就業所需。

湯仲勳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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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副校長也是英語活動的支持者

校長的話

本校的教學語言政策

    教育局正檢視教學語言政策，家長及學生均關心學校在教

學語言及英文教學的發展。今期我們邀請了湯仲勳副校長和英

文科主任梁曾淑敏老師向大家解說這兩個備受關注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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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本校獲教育局撥款近三百萬元增聘英文老師，進行課程改革及推動教師專

業發展。

    首先，我們調配人手進一步推行小班教學，讓學生在20至27人的小班內經歷比

以往更多互動學習及獲得更多照顧。另外，我們安排資源老師帶領其他同事設計、

實施及檢討課程。整個教師團隊一起協作發展單元教學，減少對教科書的倚賴，切

合同學不同的學習需要。我們還在各級開辦補習班及增潤班，照顧不同程度的學

生。此外中一至中四級同學獲教育局撥款免費參加網上英語自學計劃。

    對於「Language Arts」這其中一個新高中選修單元，同學必須於初中時打好基

礎。故去年本科於初中引入「Language Arts Lessons」，成效不錯。下學期考試成績

亦顯示大部同學在串字、朗讀及演說各方面有顯著進步。此外「Drama Lessons」亦

提升初中同學對學習英文的興趣及增強說英語的信心。中二級同學在英語話劇比賽

中，每班皆總動員製作道具及音響效果，每位演員放膽演繹角色，表現投入認真，

能夠學以致用。

    除了推行小班教學及課程改革外，我們同時致力在全校營造英語學習環境。

首先，我們增聘了一位外藉老師Thomas。在課堂內，兩位外籍老師Miss  Lewis 及

Thomas帶領同學進行小組討論及其他有趣的學習活動。放學後，兩位更不時訓練同

學應付校內外考試及校本評核。各級同學們皆踴躍參加外藉老師舉辦的各項活動，

如萬聖節攤位遊戲、製作情人節曲奇餅、奧運攤位遊戲及與Thomas

一起踢足球等。另外，英文科亦與其他科組協辦了四次全校英語

日，內容包羅萬有：英語早會、與英文大使交談、小型賣物

會、攤位遊戲、英語茶座及小型音樂會。

    本校的英語教學與時並進，內外兼善。我們的教師團隊已

整裝待發，迎接新高中課程及英語教學。我們定會盡力教導

同學，使他們於六年後的中學文憑英文科考試中獲得佳績。

英文科主任梁曾淑敏老師

Our classmate, Nicole
Nicole never forgets Ray
“Ice” is the opposite her love for him
Chocolate Ray gives her
Oh! Ray, Oh! Ray!
Love you forever, Ray
Everything Nicole will do for you!

*Ice is Nicole’s nickname

英文科為新高中學制作準備

Bazaar  英語賣物會

Caféé 
英語茶座

Mini concert  小型演唱會Mini drama  小型英語話劇
Cookies Stall  英語日攤位

Drama lesson
英語戲劇課

學生於語言藝術課的學習成果 Students’ Work from the Language Arts Lessons

A Piano Concert
People like music 
In the City Hall
And during the performance
Nobody talks
On the floor

2B/C

ANTS            
Ants are small
Naughty they love to be 
Tons they are carry

2B

ICE-CREAM
I like it in summer
Children ask their moms to buy it
Eat it and you’ll become fat
Cream colour is vanilla
Red colour is strawberry
Everyone likes it
All people love it
More, MORE, give me MORE!

            By Zefry (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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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七至零八學年在本校就讀的同學，得著特別多。歷時

兩年的二十周年校慶活動，一個緊接一個，同學通過不同的

活動、擔當不同的角色，既為學校出一分力，同時豐富了個

人經歷。校慶活動由「標語及徽號創作比賽」展開序幕，冠

軍作品「皇仁精神，德業並行，廿載耕耘，立道樹人」，正

道出學校一直以來努力的目標。

    零八年的一月令人特別難忘。受拉尼娜現象影響，全球

氣候異常，中國南方飽受雪災煎熬，而香港天文台在該月

內總共發出兩個星期的寒冷天氣警告。一月二十五日，「開

放日、聯校頒獎禮暨時間囊平頂儀式」在一個寒風冷雨的周

五如期舉行，師生、家長及校友以熱誠迎來了一批又一批的

來賓。開放日的主題為「以生為本」，展示了同學在課堂以

外，還要「走出課室」進行全方位學習的新動向和學習成

果。舊雨新知，聚首一堂，走遍展場每一角落參觀。師生們

的努力，獲得參觀來賓的肯定和嘉許，盈盈的笑意，熱暖的

祝福，使校園內外的氣溫成強烈的對比。

    二十周年校慶的壓軸節目是    英語音樂劇《約瑟的

神奇彩衣》，全部起用初中生擔大樑演出。「想不到『皇

仁』的同學可以做得到！」    這是其中一位來賓於欣賞

音樂劇之後給我們的評語，當中蘊含著鞭策和鼓勵。相信

原本來賓對初中同學只寄予寬厚的期望；結果，當晚荃灣

大會堂座無虛席，演出者的表現令人有意外驚喜，現場氣

氛熾熱。

    時間流轉，如白駒過隙，二十周年校慶活動已完滿結束

了。新學年的九月，校慶紀念特刊及活動花絮光碟將相繼推

出，正好為兩年的校慶活動來一個回顧與總結。回憶是最珍

貴的，祝願大家進入另一個豐收的二十周年！

二十周年校慶籌委會主席楊淑貞老師

二十周年校慶回顧

校慶活動剪影

校慶陸運會小
學邀請賽

講座系列—
講者曾繁光醫

生及

趙志成博士

植樹

時間囊啟動禮
風車剪綵禮

校慶晚宴

開放日展覽—
機械人

漫遊青衣
開放日禮堂學生表演

音樂劇海報設
計比賽作品於

地鐵站展覽
英語音樂劇於荃灣大會堂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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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除舉辦活動，培訓學生多方面潛能外，每年均積極推薦學生參與外間機構舉辦的比賽及活動，讓學生接觸他校學

生，取長補短；由於老師的積極推薦，不少學生因而獲得到外地交流的機會，進一步開拓他們的視野。

蛻變的蝴蝶
    不知道大家對學校有什麼感覺呢？在我的心

中，學校就像一間魔法屋，老師是魔術師，他們把我

由一條小毛蟲蛻變成一隻色彩斑斕的蝴蝶，為什麼我會這

樣說呢？

    因為學校提供許多的學習機會，讓我從中慢慢成長，發揮

自己的潛能。例如透過擔任領袖生和中文學會主席，令我可以發

揮領導才能，又可學習跟同學相處的溝通技巧；而擔任學生大使和

各個學校典禮的司儀，既能增強自信心，同時使我眼界大開。

    此外，學校曾派我和同學參與校外不同類型的比賽，令我們有

機會窺探到其他學校學生的優點，正視自己的短處，加以改善。

學校提供各方面的學習機會，令我今年能夠在「荃葵青優秀學

生選舉」中，脫穎而出，獲得殊榮。

    真感謝學校在我身上施行的魔法，要不然今天的我

也不能變成那隻鮮艷奪目的蝴蝶！

3A 崔淑慧

崔淑慧是今屆「荃
葵青優秀學生選
舉」初中組的優勝
獎獲獎學生

劉芷彥赴台灣觀摩

陳皓盈代表香港往加拿大進行文化交流

學生篇—為學生提供豐富的學習經歷

台灣之旅
　　雖說台灣與香港是零時差的地方，彼此僅相隔一

小時的航程。但這次的台灣觀摩團，畢竟是我第一次出門，

不免會擔憂不懂照顧自己，未能和新朋友好好相處。幸好我最終

都解決了所有的問題，新認識的朋友都很友善。

    我們到達台灣的第一天，便遇上颱風。大家都焦急起來，生怕所有

行程都被取消。幸運的是，颱風在第二天晚上便離開了。我們藉着第一、二

天留在宿舍時，玩一些團體遊戲，彼此互相認識，很快我便與輔導員和各位學

員熟絡起來。

    天氣好轉後，大家一起參觀台灣的大學、科學館、博物館等地方，了解當地

的歷史文化、科技發展及入讀大學的資格。我們一同去了數個夜市、九份、月眉

馬拉灣和九族文化村遊玩，使行程更加豐富和充實。

    起初我還擔心８日７夜的行程會很難度過，但不知不覺，我與輔導員和各

位學員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在回來前的最後一晚，大家都懷着不捨的心情參加

惜別晚會。當晚我們一起吶喊、高歌，聆聽各位在台灣的感受和得著。在機

場裏，彼此隨着最後一次「愛的鼓勵」，這次台灣之旅便完滿結束了。

    八天的旅程，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但足以令大家互相認識對

方，建立深厚的友誼！觀摩團中的甜酸苦辣，都深深地印在我的

腦海裏，教人回味無窮。有機會的話，我一定會再去台灣！

4D 劉芷彥

學生大使的奇妙旅程
    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一日，一群精神抖擻的香港學生大使整裝待發，出發到加拿大不列顛

哥倫比亞。遠赴異國的他們有一個特別的交流任務，要從考察中學習、宣揚袓國的精神。身

為學生大使的一份子，我感到十分興奮，這兩星期是我非筆墨能形容的奇妙旅程。

    「學生大使計劃」決不是任何觀光旅遊團，我們每天都會在學校上課，根據當天的課題

到不同的景點作實地考察。課堂內容包括學習英屬哥倫比亞的歷史、加拿大的融合文化、土

著、藝術和運動、中國文化在加拿大的影響等。以課堂所學的知識應用到每日的遊覽真是一

個有效學習並加深印象的良策。

    多姿多采的寄宿家庭生活亦令我深刻難忘。告訴你們一件有趣的事：我的寄宿家庭也是

中國人呢！然而他們一家人是加拿大土生土長的華僑，不會中文也不熟悉中國文化……身為

學生大使的我正好大派用場，教他們寫中文、中國武術及煮中國菜等，向加拿大人宣揚中國

文化！

    能夠參與這意義重大的學生大使計劃讓我獲益良多，學到課堂以外的知識，是一個極其

難得的體驗。在此十分感謝主辦機構與學校給予的機會，希望在將來可以學以致用，把我在

這計劃的所得回饋社會。

6A 陳皓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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