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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同學有更多運用英語的機會，本校特意營造良好的英語學習環境，舉辦多元化的英語活動，包括
境外學習體驗、萬聖節午間派對、新春英語活動、寧波英語復活營及暑期英語沉浸課程等，同學以英

語溝通、交流，並透過與外籍人士分享，多聽多講，增強運用英語的信心。此外，本校設有英語角，於午
膳時間和放學後為同學提供不同的英語學習活動，寓學習於遊戲，增加學習英語的樂趣。除了校內活動，
本校亦安排同學到國際學校與不同國籍的學生進行英語學習交流，以拓闊視野，從而提升運用英語的能力。
在六年英語學習的氛圍下，本校同學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英文科合格率遠高於全港平均水準，並取得英文
科 5** 及 5* 的佳績，期望同學能砥礪互助，在英語學習上綻放光芒。

本校鼓勵同學多參與校際比賽，並在多項比賽中取得優異的成績，學生英語能力
獲外界肯定。獎項及榮譽

優異獎
3 A 文卓琳
3 C 陳俊丞
3 C 溫善茹

最具趣味講題獎
3 A 徐純熙
3 A 謝心如

「星島」英語辯論比賽

陳衍澄同學於星島第二十八屆全港
校際英語辯論比賽勇奪「最佳辯

論員」殊榮。

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 英文朗誦 )

本校今屆共有 111位學生參與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
朗誦節的英文朗誦比賽，並獲得以下優異成績：

1 位英詩獨誦 亞軍                           
1 位英詩獨誦 季軍

本校中四級同學參加第二屆校際英
語辯論比賽， 從 126支辯論隊中

獲得九龍地域 (第二分區 ) 總冠軍。
李穎晴同學憑卓越的辯論技巧獲選
「最佳辯論員」。

「香港青年協會」渣打香港英語演講比賽 第二屆 「全港中學英語辯論比賽」(HKSSDC)

78 位同學獲得優異獎
24 位同學獲得良好獎

顧愛蓮校董及本校老師到場打氣支持 英語辯論隊隊員於
總決賽中表現出色

顧東華校董、鄧校長及英語辯論隊老師與得獎同學合照

「南華早報」第 15 屆全港校際英語辯論比賽─全港總冠軍
4 B陸曉嵐、4 D李穎晴及 4 E陳皓夢參加「南華早報」舉辦的第 15屆全港校際英語辯論比賽，經過四場激烈比賽成功晉身決
賽。決賽假座香港城市大學舉行。顧愛蓮校董、本校師生及家長超過 30人到場打氣支持，經過個多小時激烈辯論，同學憑充
足的準備，加上高水準的臨場發揮，勇奪冠軍殊榮，而陳皓夢同學更憑著卓越的辯論技巧，獲選為最佳辯論員。有關活動的
照片已上載到本校網頁，歡迎家長及同學瀏覽。

校長於早會頒發獎狀予得獎同學

中四級同學於第二屆校際英語辯論比賽
榮獲九龍地域 ( 第二分區 ) 總冠軍

陳衍澄同學於英語辯論比賽中
表現自信

英文科老師與同學課後進行英詩集誦訓練



境外學習體驗活動

馬來西亞文化英語學習之旅

新加坡英語境外學習體驗活動

由英文科及中文科合辦的雙
語菁英說話匯演，為同學

提供一個展現說話才華的舞台。

本校致力營造良好的英語學習環境，讓同學有更多機會使用英語，
令英語溝通成為校園生活的一部份。全方位英語學習

英語周

范思舜全方位學習基金語文文化活動資助計劃 雙語菁英說話匯演

本學年英語周的主題是「外太空」，英語學會幹事及英語大使負
責擬題、籌畫及主持活動，各級同學積極參與，獲益良多。

為鼓勵同學積極參加文化活動，擴闊課外語文學習的領
域，發展多元智能，各級學生參加語文文化活動及完成

活動報告後可獲資助。

同學們專心聆聽當地導遊介紹環境
保育的方法

馬來西亞警察對我們的英語考察活動
深感興趣 到當地學校交流

來到新加坡地標魚尾獅公園，
當然要拍張大合照

同學參觀世界著名的新生水中心 新加坡城市發展具規模，同學參觀
城市規劃館時讚嘆不已

同學既可與英語老師交談，又可
參與攤位遊戲，不亦樂乎！

英語辯論乃英語周重點活動，
同學認真準備，踴躍發言

同學細心觀賞英語電影，並回答工作紙問題

3C 班同學於台上表演英詩集誦 'The Fire Monster'

同學於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觀賞著名英語話劇《相約星期二
Tuesdays with Morrie》

為了提高同學學習英語的興趣，增強英語聽說能力，並體會異國文化、
拓闊視野，本校英文科老師帶領學生出訪馬來西亞及新加坡進行英語

學習旅程。

同學們都賣力表演，力求完美

經過多次綵排練習，
活動得以順利舉行



英文科老師每年均帶領同學到
不同戶外景點考察，讓同學

活用英語。

不同年級同學自定短講題目及撰寫文稿，並
由英語老師訓練演說技巧，確是學習英語

的良好機會。

各級同學於午膳時間以英語探討社會時事及學
生關注的議題。

由高年級閱讀大使教授初中同學英語
閱讀技巧，薪火相傳。

英語學會幹事負責籌畫、宣傳及帶領英語大使
籌備全年各類型的英語活動。

為分享閱讀英文書籍的喜悅，英文科與圖書館邀請嘉賓講者到校培訓英語
閱讀大使，於晨早閱讀課時段到各班推介英語名著。

英語戲劇觀賞是高中英語選修單元之一，同學從中學會語文藝
術及舞台技巧。

英文科國際文化交流嘉年華

透過參與國際文化交流嘉年華，同學
能接觸各地以英語為母語人士，並

了解各國文化。

英語探索之旅

早會英語短講

午間英語廣播

讀書分享會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英語學會幹事及英語大使迎新會

閱讀大使英語培訓工作坊

觀賞英語話劇

同學於早會英語短講信心十足 多位來自加拿大的嘉賓到本校向同學推介英語書籍

既以英語進行遊戲，又能品嚐各國美食，
難怪同學皆樂而忘返

同學們認真投入午間英語廣播節目 英文科老師帶領同學到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觀賞英語話劇《The Lost World》

初中同學參觀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
並以英語進行資料搜集

英語閱讀大使準備充足，務求引導
初中同學享受閱讀樂趣

同學在英語大使迎新會獲取更多有關英語學會
的資訊，並學習籌畫及主持全年各類英語活動

英語學會幹事及英語大使
帶領同學參與集體遊戲

同學們都興高采烈參
加昂坪英語一日遊

高中同學則到訪長洲，
以英語進行探索活動



萬聖節午間派對

寧波英語復活營

萬聖節活動中，有各類的攤位遊戲供同學
參與，以英語與老師及同學交談，盡情

享受寓學習於娛樂的樂趣！

每年復活節假期，英語學會幹事及大使為同學設計各類英語活動，包括尋寶遊戲、攤位遊戲及
電影欣賞，務求令同學度過一個難忘而富意義的假期。

情人節英語午間活動

除了參與英語遊戲外，亦可給老師
及同學留下溫馨語句。

看！英語配對也難不到
我們的同學

老師及同學的萬聖節造型維妙維肖
同學們都費盡心思寫下窩心的訊息

英語大使為報名參加英語復活營
的同學進行英語測試

英語學會幹事及英語大使帶領同學
參與富趣味性的英語學習活動

同學以小組協作形式進行英語學習活動

本校透過不同的節日活動，讓同學感受學習英語的樂趣，並營造良好的英語
語境，寓學習於遊戲，各級同學參與者眾。節日語文活動

每年參加英語復活營人數多達 160 人，同學們經歷不一樣的英語學習日



美國英語學會 ELIC 暑期英語沉浸課程

英語學習銜接課程

英語寫作伙伴計劃

學好英語課程

暑期英語樂園

學校每年於暑假為同學舉辦「ELIC暑期英語沉浸課程」，辦學團體「香港寧波同鄉會」邀請「美國
英語學會」設計為期三週的全日互動英語課程，並聘請以英語為母語的美國大專生來港帶領同

學參與多元化的語文活動，培養同學對英語學習的信心和興趣。

英文科老師及外籍英語老師於暑假期間教授中一級英語
學習銜接課程，以協助學生適應英語授課。

本校為中三及中四級同學
特設初階及高階英語寫

作班，以提升同學寫作技巧
和擴闊寫作題材。

升讀大學的校友於課後為中一、中二及中五級同學加強
英語培訓。

升讀大學的校友於暑假期間回校分享學習英語的心得，
以生動有趣的活動激發同學學習英語的興趣。

外籍導師帶領同學們進行舞蹈活動 同學們投入參與各項英語學習活動 同學跟外籍老師建立深厚的友誼

外籍英語導師帶領學生到愉景灣進行英語交流活動

外籍英語老師透過分組活動教授課堂英語

同學留心聆聽老師的悉心指導

基礎打得好，成就自然高。同學們，努力吧！

現就讀香港大學的本校畢業生於暑假回校
教授中一級同學如何學好英語

本校為不同年級的同學舉辦各類型的培訓班 / 課程，
以增加學習英語的機會及提升英語運用技巧。培訓班 / 課程



英語辯論隊隊員招募

「生命同行者」英語對話交流《Small Talks Circles》

健康周

英語小司儀培訓計劃

超過 30位同學主動報名參加本校英語辯論隊，
競爭激烈。

本校英文科邀請社會知名人士及大學生擔任「生命導師」，與同學透
過英語對談，探討人生哲理及社會時事。「生命導師」亦就同學個

人成長進行輔導及提供意見，使同學能學習更多生活化英語，從而提升
英語水平。

英文學會積極與其他學會合作，為同學提供
跨學科的學習機會

同學會接受標準的英語發音訓練，
更能學習演說技巧。

入選同學固然可以參加校際辯論比賽，其他同學亦獲
安排參加聯校辯論友誼賽

中一及中二級同學互相練習演說技巧，並由專業導師指導

同學以英語創作短劇

為感謝梁樹佳先生的悉心教導，同學們送上自製的窩心小禮物

香港大學榮譽就業顧問梁樹佳先生樂意與
同學分享學習英語良方

今次同學利用英語為大家解答健康問題！

同學們踴躍發表意見



英語辯論比賽 基督教國際學校英語交流活動迦密梁省德學校中學生活體驗

教育工作者聯會主辦：
優秀教師教學分享會

教育局舉辦英語教學分享會

中小學銜接英文科公開課

為提升學生英語水平及英語辯論技巧，
本校同學多次與友校比賽，並取得不

俗的成績。

為了讓同學多接觸以英語為母語的同
學、擴闊社交圈子及提升運用英語的

信心，本校安排同學到基督教國際學校進
行交流活動。

為了讓小學同學更了解中學的上課模
式，迦密梁省德學校的學生與本校同

學一起上課。

本校英文科科主任黃美珠老師應教育工作者聯會邀請，
兩度擔任「優秀教師教學分享會」主講嘉賓。

本校英文科科主任黃美珠老師應教育局邀請，
主持兩場英語教學分享會。

黃美珠老師、黃志豪老師、劉倩
昭老師開放中一及中二級英語

課堂，課後與小學英文科科主任及
老師切磋，探討英文科中小學銜接
的議題。

我校同學每年均有不同的機會參與聯校英語活動，
延展及應用課堂所學。

本校老師樂於分享教學經驗，多次舉辦全港公開課，
教學質素獲外界肯定。

聯校活動

教師專業發展

分組進行英語活動已成為課堂常規

課後老師探討如何優化中小學英語課程的銜接

兩次分享會均座無虛席，參加的同工
熱烈討論及提問有關英語教學的議題

透過英文科校本課程分享，與會老
師更能掌握規畫課程的方法及技巧

與不同友校進行辯論比賽
透過與外籍朋友交流，同學可更瞭解
異地文化

鼓勵小六同學以英語自我介紹

黃美珠老師教授中一級同學，課題為英語祈使句的運用



基督書院英語教學分享

「 40 周年校慶」 英語公開課

觀塘官立小學教師發展日

林百欣中學英文科老師來校觀課交流

「香港教師中心」英語學習分享會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評估研究

跨科英語學習工作坊

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計劃

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黃美珠老師及劉倩昭老師與基督書院英語老師分享
如何令學生更有效學習及運用英語。

近百位教育局官員及友校老師觀摩本校英文科老師
課堂，互相切磋，達致專業成長。

黃美珠老師獲邀到觀塘官立小學介紹中學
英語課程。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英文科科主任於觀看「 40周年校慶」 
英語公開課後，再帶領英文科老師到本校交流。

英文科老師應「香港教師中心」的邀請，分
享「如何透過英語活動提升學生運用英語

的信心及能力」。

中三級校內評估
研究計劃

不同學科的老師學習如何令學生更
容易以英語學習學科內容。

中四級教育局英文科語文
支援計劃

中一及中二級課堂
研究計劃

如欲知悉更多關於本校英

語學習活動、資訊及得獎

概覽，歡迎瀏覽以下網址：

http://www.npc.edu.hk/~eng

同學良好的學習態度及分組協作的習慣，
獲來賓一致讚賞

校長與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英文科老師於
本校演講廳拍照留念

與基督書院英語老師拍照留念 認識中學英語課程有助中小英語學習銜接

香港大學教育系副院長 ( 研究 )
Dr. Chris Davison 訪問英文老師

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主任李家珮女士與英文科
老師探討更有效的教學法

本校英文科老師主持全港教學分享會，
獲得與會人士讚賞

老師聚精會神聆聽講者的分享

感謝香港教育研究所學校發展
主任吳美賢女士與英文科老師
協助設計課堂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