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仁濟屬校教師先按照學生的需要及能力，推薦學

生參與計劃。2015年10月始，有42名院屬中六學生參
加專為中學文憑試學生而設的WSE DSE Preparation 
Course，積極備戰公開試。另外48名學生則參加了Wall 
Street English 常設的實用英語課程General English 
Course，由外籍導師教授，課程內容以「自然漸進教學
法」揉合「彈性上課時間」、「個人化教練」及「全英

語學習環境」，為學生全面地逐步提升英語水平。

　　參與計劃的學生先參與了英語能力評估測試，然後

按英語能力參與相應課程，包括：小組討論研習、聽講

互動學習等，讓學生在專業的外籍導師指導下，改善英

語的聽講讀寫能力。

有趣實用語境 提升學習興趣
　　仁濟將與Wall Street English積極合作，舉辦多項
與中學生相關的英語活動，例如：英語文化日、英語遊

戲日、IELTS試前準備講座、DSE口試預備周及實習生
計劃等，我們希望透過有趣實用的活動，為學生建立良

好的英語學習環境，提升學習英語的興趣，以助升學及

畢業後的長遠發展。

WSE×YCH 中學生英語提升計劃
為基層學生提供免費英語學習課程

　　2015/16學年，仁濟董事局鮑誠業
總理與Wall Street English贊助合共
100萬元，推展「WSE-YCH中學生英
語提升計劃」，為來自仁濟院屬6間中
學的90名基層學生，免費提供為期6個
月的英語學習課程；透過新穎互動的

教學方式，讓學生輕鬆學習及改善英

語水平。

參與計劃的學生及導師，在2016年2月24日舉行「WSE-YCH
中學生英語提升計劃」啟動禮暨教學分享會上分享學習歷程及
得著

仁濟董事局第48屆主席林煒珊女士（左二）、副主席馮卓能
先生（左四）、行政總裁黃偉健先生（右一）與Wall Street 
English董事局成員章道中先生及林德儀小姐一起為活動主禮

仁
濟
熱
話

2016年5月中，院屬王華湘中學學生挑戰
英語急口令，寓學於樂

2016年5月下旬，院屬第二中學學生合力
完成英語表情生詞配對遊戲

2016年4月中，院屬靚次伯紀念中學學生
在Wall Street English英語導師指導下，籌
備校園英語遊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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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感想

　　WSE是以小組模式教學，師生比例是1對5，最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們會以輕鬆有趣的方式來教我

們，例如一些英文遊戲，讓我們多參與其中。而導師

更能針對學生的問題重點施教，因此我的成績都有進

步，所以我很感謝仁濟醫院及學校給予我參加這個計

劃的機會。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中四生　吳熙雷

　　計劃能針對不同程度的同學制訂合適的教材，因

材施教，令我對英文文法及時態有更深入的掌握。特

別是WSE課程全用英語授課，院校的導師和學生都十
分熱情，他們為我建構一個英語的環境，令我敢於用

英語去溝通，不再擔心語言障礙，讓我不斷在學習中

成長，時刻的反思，唯有學好英語，才能在社會上擁

有優勢。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中五生　方　盈

　　經過幾個月的學習，我深深體會到WSE以英文的
實用性為主。WSE的外籍導師授課形式生動，不拘
束於枯燥乏味的機械式的傳統課堂學習模式，他們不

但很樂意跟我們主動交流，例如他們在外國的生活體

驗，有趣的校園點滴等，還在課堂以外的時間跟我們

相聚。對我而言，WSE是學習英文的好去處，我亦感
謝學校給予我這個學習機會！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中四生　林鉅玉

　　參加這個計劃後我學了很多，WSE為我營造了一
個輕鬆的學習氣氛，讓我對英文更加有興趣。它們有很

多不同的活動例如Social clubs，透過不同活動教你日
常生活的生詞。導師也很用心，會主動教你。漸漸地

WSE成為我減壓的好地方，亦讓我結交了不少朋友。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中五生　周健怡

　　我覺得學習英文最大的困難就是對自己的發音沒

有信心，我常常都因為不太敢開口講而錯失了很多練

習的機會。參加計劃後，我學習到更正確的發音。現

在我不怕說得不好，不怕被別人糾正，進步了不少。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中四生　陳嘉熙

　　我接觸英語的機會較少，也比較沒有自信，但參

加了這計劃後，我有更多機會以英語與人溝通。計劃

由學生安排學習日程，很有彈性，每班人數只有4至5
名學生，導師有足夠照顧每個同學的學習進度。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中五生　黃鍵杏

　　我運用英語與外國人交談的信心一向不大，但這

計劃的教學內容非常生活化，使我能投入英語世界，

運用生活上的用詞跟外國導師交流。計劃也善用資訊

科技，協助我改善港式英語發音，獲益良多。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中五生　翁培熙

　　與校內不同的是，在WSE可以透過興趣班學習英
文，例如Cooking class, ukelele lesson等等，非常
實用和有趣。最難忘的是Encounter class，可以透
過和外籍導師對話改善英文發音，在無壓力氣氛下上

堂，我會向同學分享所學。我覺得學好英文，不單有

助公開考試考取好成績，也有助於未來工作上。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中五生　梁詠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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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寓學於樂，為校園開放日作好準備

　　永隆的校園位於屋邨內，黎校長多年來廣結善緣，

與社區結誼，經常帶幼兒外出玩樂，遊公園、上茶樓、

逛市場、去寄信、參觀超市、探訪老人院，還有組織永

隆校園小記者，親自帶隊訪問區內的髮型師和麵包師

等，這漸漸形成了永隆校本課程獨有的風格——玩轉校

園與社區。「推動學校發展，不能單靠個人力量，需要

群策群力，善用資源。作為教育工作者，更要因應孩子

的回饋來調適教學節奏。」即使是信手拈來的題目，黎

校長和她的團隊也能因應孩子的發展階段和學習範疇的

需要，靈活設計教材，策劃各種各樣的教學活動。

專業交流推動學校發展
　　黎校長拼勁十足，公餘時間仍不忘進修、參與教育

研究工作。1995年，育有兩名女兒的黎校長報讀了香
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幼兒教育學教育學士學位課

程。其後，她更應社會福利署、教育局及大專院校的邀

請，就兒童及家庭福利、幼兒教育課程發展及師資培訓

事務，擔任諮詢委員。「這些公職讓我學會站於不同角

「小腳板遊世界開放日」盡見永隆幼兒的作品

2016年4月29日永隆舉辦「小腳板遊世界開放日」，讓家長坊
眾一同感受幼兒的創意與童真

永隆藝術教育計劃
　　黎鳳霞校長深信藝術創作是孩子喜愛的活

動，亦是有效的學習媒介。2009/10學年，
永隆幼稚園 /幼兒中心特意安排教師接受30

小時的藝術培訓，隨後每年皆預留課時，銳意策劃

和安排以藝術教育作主導的課程，讓幼兒享受藝術

氛圍，經歷藝術創作的真善美之餘，使五育同步得

到啟發。每年一度的校園開放日正是永隆向家長公

眾展示教學成果的大日子，2015/16學年，永隆便
以「大腳板遊世界」為主題，由幼兒充當導遊，帶

大家遊走不同文化主題的遊戲創作區，齊齊體驗他

們的學習歷程。

　　「教養孩子必需以愛出

發，從生活開始，明白人的成

長，為要學會思考、認識各種

知識、掌握生活技能，才能懂

得解決問題，成為一個獨立自

主，對社會有所回饋的人。」

─永隆幼稚園/幼兒中心
黎鳳霞校長

育心語教

度去理解政府與不同組織在規劃和推行社會事務上的考

量。」黎校長亦不忘與教學團隊分享經驗，讓大家掌握

最新的教學趨勢和教育政策發展，這亦造就了永隆教職

員樂於學習交流、共策推動學校發展。

　　2005年9月，永隆幼兒中心隨著政府協調學前服
務政策，註冊為「仁濟醫院永隆幼稚園 /幼兒中心」。
2006年黎校長善用學校營運資源，讓永隆成為仁濟首間
引入駐校社工服務的幼稚園/幼兒中心，「專業協作很重
要，駐校社工能從訪談及觀察中評估家庭危機及家長的

需要，有助學校設計預防性和修補性服務」，黎校長坦

言多年來便從社工身上偷師了與人正向溝通、助人自助

的技巧。

「永隆學生就是我的孩子」
　　轉眼間，黎校長已掌舵永隆逾三十載。2015年3月
永隆30周年校慶，不少舊生便專誠重返母校，「有的
學生已移民海外多年、有的也為人師表，跟我討論時

事、細說人情，還有的更邀請我參加婚宴和子女彌月酒

呢。」黎校長細說舊生的點滴，甚是欣慰，「永隆學生

就是我的孩子，能伴著孩子學習、見證他們成長與發

展，是幸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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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孫婉蘭校長與教學團隊合照（左起︰
羅卓賢主任、余瑞明主任、孫婉蘭校長、余淑群副校長、
劉群英主任、吳惠冰主任）

何式南小學創STARS
照顧學生需要推展優質教學

仁
濟
學
校

　　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簡稱何小）

為仁濟醫院開辦的第一間小學，自1985
年創校至今逾三十年。自2012年開始，
何小以「STARS」作為學校持續發展的
核心價值。「STARS」的理念來自從這
5個英文字母所引申出來的優質教學︰
「S」表示「Study programmes」；
「T」表示「Teacher development」；
「A」表示「Activi t ies」；「R」表示
「student behavioR」，而「S」則表
示「Study environment」。

何式南小學「STARS」優質教學，包括5大範疇︰
Study programmes︰何小著重學校的課程發展，校方會因應校本特色
以及學生的學習需要，而作出課程規劃，例如︰在中文科以祝新華教授

的閱讀六層次作為語文學習的基礎，學生由淺入深建構語文知識；常識

科加入PMI（Plus/Minus/Interesting）高階思維訓練，以培養學生的批
判思考能力；數學科推行實作活動，從動手中建構數學概念，使學生能

從具體到抽象學習數學。校方相信這些靈活多變的課程，能做到因材施

教，使每個學生得到最佳的學習效能。

Teacher development︰何小重視教師團隊的建立，不單有清晰的行
政架構，而且更有級統籌員的制度，讓教師各司其職，分工合作，建

立團隊精神。同時，校方也會營造各種平台予教師進行專業的學術交

流，如共同備課會議、課堂評估計劃、試卷分析等，藉以促進教師的

教學效能。

Activities︰除了學業成績外，何小也鼓勵學生參與多元化活動，從中
發掘個人的長處，增加不同學習經歷，學會各種的共通能力，如學術方

面：中華文化日、英語日、數學日、全方位學習日等；學習經歷方面：

同根同心活動、遊學團、義工探訪等；活動方面，學生亦積極參與各種

活動，其中手球隊、中國舞等，更成績斐然。

student behavioR︰何小期望學生能從多元化的學習和活動中，培養
良好的品行。除了課堂活動外，學校會為學生準備不同性質的活動，如

成長課、自理課、周會、少年警訊等，讓學生學會與人相處的正確態

度，以及正面的價值觀。

Study environment︰何小雖然已有三十年歷史，但校舍設備會定時更
新。此外，校方會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培養學生尊重他人，懂得與人相

處，營造關愛校園的氛圍，使師生間和諧共處，到處充滿着愛。

何小中國舞蹈隊榮獲「第51屆學校舞蹈節」
團體總亞軍

學生在「中華文化日」透過不同活動，如書
法學習、中樂表演等，增加對中國傳統文化
的認識

何小學生參與「南韓首爾文化境外交流團」，
認識當地文化及學習科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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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9日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30周年校慶典禮，教育
局楊潤雄副局長、仁濟董事局一眾成員到賀，與何德心校監拍
照留念

校慶典禮上，何小外籍老師帶領學生上演一場精彩互動的英語
話劇，引來台下觀眾陣陣笑聲

淺談生涯規劃
文︰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余大偉校長

　　「生涯規劃」教育有別於以往的升學及就業

輔導。「生涯規劃」的目的是希望及早幫助學生

了解自己的特性和專長，啟發學生思考人生的意

義和目標，探索未來的發展和抱負。所以我們學

校刻意安排中二級的學生去參觀每年的職業博覽

會，規定學生每人要選擇兩項職業去完成一份專

題研習，學生要透過訪問去了解不同行業和職位

的入職條件、晉升要求及發展空間等。學校為

學生創造各種不同的學習機會，讓他們多了解自

己，及早為自己人生導航。

　　「生涯規劃」的工作是很個人化的，每人的

道路都各自不同，所以要因應學生的需要而作出

不同的支援，試舉兩個真實個案，讓各位進一步

了解我們具體的工作。

　　我們學校鼓勵學生多掌握一門外語，以便增

強自己在社會上的競爭力，所以自新高中學制

開始便增設日本語選修科，為有興趣修讀的學生

提供多元化的選擇。學好一門外語並非想像般容

易，所以校方特開設初中日語基礎課程，讓有意

選修日本語文憑課程的學生提早起步，一方面打

穩基礎，另一方面培養學習興趣。有些學生學了

初中三年日語後，發覺興趣不大，到高中選科時

便可選其他更合適的科目。當中有一位中四女同

學，自幼便喜歡看日本動漫，所以由初中開始便

很努力研讀日文，雖然其他學科成績平平，但日

文成績則出類拔萃。今年，日本鳥取大學兩位教

授訪校，為學生介紹日本的升學資訊，她全程以

學校大使的身份用流利的日語充當翻譯，令兩位

教授留下深刻印象，亦增強了該學生往日本留學

的信心。

　　另一位女同學自小便立志學醫，校方為了加

強她的信心，在中四那年的暑假，推薦她報讀

香港大學醫學院開設的暑期資優課程，她成功獲

得取錄。經過了一個難忘的暑假，她的經歷豐富

了，眼界擴闊了。她有機會旁聽解剖課，有機會

了解一些複雜的手術過程，對醫科的課程和醫生

的工作有更深入的了解。回到學校，她除了與同

學分享經歷和見聞之外，亦對人生目標進行了深

刻的思考，為自己未來的發展作更細密的部署。

　　學生無論對升學或就業都甚感彷徨，生涯規

劃的確可幫他們建立信心，定立目標，一步一步

邁向成功。

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YCH Ho Sik Nam Primary School
創校年份︰1985 辦學團體︰仁濟醫院

學校類別︰資助全日男女校 校監︰何德心先生MH
校長︰孫婉蘭女士 地址︰新界屯門第十六區 
電話︰2451 0325 傳真︰2450 8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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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起步時》首映禮當天，教育局楊潤雄副局長、一眾仁濟醫院董事局成
員、鄧錦雄校監、李力持導演，以及有份參演的影星張文慈、朱慧敏、謝雪心
及吳日言均到場支持

董中學界電影《回到起步時》
反思香港教育現況

2015年3月6日，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蘇錦樑
局長（左六）親臨《回到起步時》電影開鏡
記者會，讚揚董中推動電影拍攝，讓學生可
以有一個實踐的平台，發揮才能

董中學生全程投入電影製作

《回到起步時》由董中師生自編自導自演，
故事主角由董中學生（左起）萬志榮、黃芷
茵及校友唐浩賢飾演

　　董中於2016年3月24日在MCL德福戲院舉行《回到起步時》首映禮，
當天星光熠熠，教育局楊潤雄副局長、一眾仁濟醫院董事局成員、鄧錦雄

校監、李力持導演均到場支持。城中不少名人及業界人士觀賞電影後，紛

紛表示讚許。國藝娛樂文化集團有限公司主席冼國林稱，以中學生的創作

來說，電影是超水準的作品，且訊息正面，值得推介。香港電影編劇家協

會副會長張同祖導演指，該作品從不同角度透視學生的成長，揭示教育和

家庭的關係，令人驚喜。《怪獸家長》著者屈穎妍亦認為，電影反映現今

香港的教育狀況，讓青少年在悲情中看到希望。

　　「《回到起步時》帶出青少年對夢想追求的熾熱，是學生在愉快校園

發光發熱的成果。」董中彭綺蓮校長期盼學生在快樂的校園成長，更堅持

讓學生在學術以外找尋自己的亮點。

董中「三元教育」 推展「創藝大道」
　　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於1994年創校，近年提
出「三元教育」（學術─創藝─體育） 理念，開
展「升大學直通車」、「職業足球員培育計劃」及「創

藝大道」。2013年，由「創藝大道」師生自編自導自
演的首部學界勵志電影《四季人生》公映一周，好評如

潮。《回到起步時》是董中製作的第二齣學界電影。

《回到起步時》
電影預告片

仁
濟
焦
點

　　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簡稱董中）歷經三年，終

於完成第二齣學界電影《回到起步時》。《回到起步時》

是一部由董中師生自編自導自演、純創作的足本電影，講

述3名青少年的家庭與學習生活，亦嘗試探討青少年對自
己前途的想法，讓觀眾反思香港現今的社會現象、價值觀

及教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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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生免費學寫遊戲程式
　　2016年2月中至3月期間，仁濟邀請了科技公司
為5間院屬小學逾百名高小學生提供免費程式編寫工
作坊，讓小學生有機會接觸程式編碼、利用Scratch
程式語言編寫屬於自己的平面賽車遊戲程式。

美軍義工到訪仁濟學校
　　2016年3月，美國USS Boxer軍艦停駐訪港數天。
一行20多名海軍義工於3月22日及23日先後到訪仁濟院
屬蔡衍濤小學及林李婉冰幼稚園/幼兒中心。美軍義工除
了參觀校園外，更與仁濟學生玩遊戲、說故事，創作比

賽等。此外，院屬蔡衍濤小學校園電視台的學生更獲邀

登艦參觀，並以小記者身分訪問海軍，回校後更與其他

師生分享所見所聞。

活
動
花
絮

仁濟幼園千蜂同樂日
　　2016年1月16日，院屬學校包括友愛、永隆、林李
婉冰及方江輝幼稚園 /幼兒中心合辦「仁濟千蜂同樂日
2016」。當天大會除了進行千蜂宣誓儀式外，更以「部
落風情」為同樂日主題，為逾二百多名幼兒及家長準備

了多個以非洲部族為題的親子活動如︰幼兒畫花面、敲

擊非洲鼓及跳部落舞等，讓親子家庭同樂。

仁濟聯校DSE英文口試工作坊
　　2015/16學年仁濟聯同遵理學校合辦「仁濟聯校
DSE英語口試工作坊」，讓逾百名院屬高中學生透過試
前練習及模擬試，掌握及適應公開考試模式。而院屬6
間中學均派出英文科教師擔任主考官，並即場給予分數

及意見。

「認識退休保障」仁濟聯校學生座談會
　　2016年5月26日，仁濟與扶貧委員會合辦「認識退
休保障」仁濟聯校學生座談會，邀請了勞工及福利局張

建宗局長親自講解政府退休保障諮詢文件的重點及分析

香港發展概況，並與學生討論交流。

仁濟教員赴東莞省級幼園取經
　　2016年4月1日及2日，仁濟院屬12間幼稚園 /幼兒
中心的教職員前往東莞進行教育交流活動。逾百名院

屬校長及教師分組前往3間東莞省一級/市一級幼兒園參
觀，認識內地推展蒙特梭利教學法、高瞻課程及家長教

育工作，並與當地幼兒工作者交流教學心得。

「生命教育與青少年抗逆」聯校講座
　　2016年4月25日，仁濟以「生命教育與青少年抗
逆」為主題，舉辦聯校培訓講座，邀請了香港津貼中學

議會主席兼獅子會中學林日豐校長，以及基督教香港信

義會生命天使教育中心及學校社會工作組中心主任戴蓮

梅姑娘，為屬校教職員講解加強生命教育及輔導工作的

重要，以及如何建構健康校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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