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新中一家長(未來)：

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須知

歡迎大家報名申請本校 2020-21 年度中一學位，由於疫情嚴峻，特致函交代

各項須知如下：

1. 自行分配學位  

1.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面試及家長講座取消。

2. 新的甄選準則：

A. 教育局學生成績次第排名：70%

B. 學生操行：15%

C. 學生課外活動表現：15%

上述準則已經本校法董校董會及教職員會議一致通過。

3. 家長如需補交文件，請於 23/3/2020 前將有關資料副本交至本校校務

處。

4. 正取生結果公佈：7/4/2020 電話及郵遞通知。

2. 教育局中一統一派位  

1. 結果公布：7/7/2020

2. 註冊：9/7-10/7/2020

3. 學科測驗：14/7/2020 (分班試)

3. 中一銜接課程  

以 20/4/2020 年復課計算，小六學生因疫症及反送中事件，損失約 25%

課時。本校推出中一銜接課程，讓九月升讀本校中一學生，得到適當的教

學支援，以適應中學豐富多姿的學習及挑戰。

1. 疫症嚴峻時(e-Distance Learning 遠程遙距學習)

日期 內容 備註

第一階段

8/4/2020-

6/7/2020

以反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及視訊

教 室 Zoom Classroom ， 推 動 下 列 學

習：

A. Global Language (English)

B. Future Language (STEM)

C. Lifelong  Language  (Reading  &

Writing)

D. Native  Speaking  Teacher  (NET)

本校借出一人一

iPad 給 各 正 取

生，預載各項軟

件及繳交相關費

用，學生費用全

免。

1



Oral Class

第二階段

9/7/2020-

31/7/2020

同上 新生歸還借出的

iPad，參加本校

一人一 iPad 計

劃，受資助購買

一部新 iPad。

第三階段

1/8/2020-

31/8/2020

同上

+

訓導、輔導、生命教育、體音藝教育

簡介

運用 iPad 進行。

2. 疫症消失時(面授 Face to Face) 

A. 中一銜接課程：

13/7、14/7、16/7、24/8、25/8、26/8、27/8 進行。

B. 內容：與上述第一至三階段大致相同。

C. 形式：面授、活動教學、參觀中大、比賽、

BBQ、Drama、Sing-along

D. Native Speaking Teacher (NET) Oral Class (在家運用 iPad

進行，本校外購相關服務，學生費用全免)。

*具體細節：本校稍後有專人電話及郵寄相關資料與家長聯絡。*

4. 其他  

1. 九月如果仍有零星疫症，本校即使復課，會實施夏令時間，學

生在午膳時便須回家。

2. 九月第一星期為閱讀周，學生主要功課為閱讀與寫作。

3. 十月分開始，逢星期六舉行「一張文憑多張證書」訓練（參下

文「Global Education環宇教育」v.）及「師友同行英語提升計

劃」，請預留時間參加。

4. 十月尾為第一階段「全校衝出香港」，中一學生會全級往江門

學術交流，請預備相關證件。

5. 明年復活節為第二階段「全校衝出香港」，中一學生也可參加

往英國英語學習團，請預備相關證件。

5. 願景與使命  

校訓「誠正」，真實無妄，合乎義理。先處理學生內在品德，著重培育學生

「心靈、人品、學問」等全人生命價值教育。以學生為先、以學習為教育核心，

在關愛校園薰陶下，讓學生培養創意，發揮潛能，生命閃耀，達致全面及豐盛

的成長，回饋香港、祖國，貢獻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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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一名孩子，建立一柱棟樑；給我一間學校；還你一個真愛國度。

6. 辦學特色  

本校為南區一所 24 班、每班 30 人、全校約共 700 人的標準常規大校，近年

發展了下述特色，具備實力更上層樓，期望貴家長能與本校共同守衛及發揚這

些核心價值。

1. Global Education 環宇教育

i. 英語是國際語言(Global Language)，本校校董會以法團人身分，依

法推動語言微調精神：

孫明揚(2009)《營造語境實現願景：微調中學教學語言》「微調

中學教學語言安排的目的，是希望學生……有更多機會在初中階

段接觸和運用英語，從而加強他們以英語學習的能力，為將來升

學或工作做好準備，迎接全球化的挑戰，並鞏固香港作為國際城

市的地位」。

ii. 本校是一間中文中學，以母語教育為基礎，按照孫(2009)語言微

調「學生為本、因材施教」的原則：照顧學生能力、興趣、學習

差異及選擇，培育「中英兼擅」的新一代。

iii. 孫(2009)強調「靈活」、「彈性」，「不會硬性規定學校必須劃

一採用單一的教學語言……假如學校採用分班安排，不同班別採

用的教學語言安排或會因應學生的需要而有不同。因此，一所學

校內的不同班別，以至不同學校，採用英語授課的科目及其數目

都有不同，再加上學校可選擇為母語授課的班別進行英語延展教

學活動，校本教學語言安排會更為多元」。

iv. 本校按照孫(2009)指引，校本專業安排如下：

A. 課堂安排：初中 25%課時，以化時為兩科英文科(EMI)及英

語延展活動 (ELA)推行。EMI 科目以全英語 (100%)進行，

ELA 科目以中文(超過 51%)為本，在考評、授課語言、練

習、用書及筆記等方面會適當地提供大量英語元素。

B. 課堂安排：初中 17%-19%課時，於英文科推行，措施包括：

a 以全校參予(Whole School Approach)模式，提供

大量支援配套給不同能力學生以提升英語能力

全 校 營 造 濃 厚 英 語 環 境 (English-Rich

Environment)。

b 強大英語團隊：一所 24 班的中學，每名英文老

師任教 3 班，8 名英文老師便足夠。本校英語團

隊包括：13 名基準常額教師、1 名外籍教師、1

名合約基準教師。此外，提供專業支援特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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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主任亦持英文碩士、課後學習支援的老師亦

持社工碩士，有濃厚英語背景。

C. 課後安排：初中以提升學與教效能為目標，期望能額外提

升學生五成英語能力，強大配套包括：

a 每天放學後除進行一生一體音藝外，同學須留校進

行「校本學與教提升活動」，提升英文能力是重中

之重。

b 動用課後支援津貼，組織大學生校友支援隊伍，協

助推動「校本學與教提升活動」。

c 星期六、聖誕節、新年、復活節、暑假等繼續進行

「校本學與教提升活動」。

d 15 間教會、愛基金 (由多名高官、醫生、律師及專

業人士組成) 、師友計劃等，為大量學生在課餘提供

「師友同行英語提升計劃」。

e 以遠程遙距學習 e-Distance learning，包括 Flipped

Classroom,  Zoom 教 學 , Native  Speaking  Teacher

(NET) Oral Class，課後提升學生英語能力

D. 校本英文及中文班

校 本英文 班 (A 及 B

班）

校本中文班(C及D班)

實踐 初中時，受 25%總課時英語微調政策約制。

高中時，中文、通識、中史、生物等科均以中

文卷作答，其餘各科提供中或英文卷。

目標 初中定下明確目標，

升讀中四時期望以英

文卷作答。教學時會

著重升 學 及就業銜

接。

初中定下明確目標，

升讀中四時會以中文

卷作答。教學時會發

揮母語教學優勢。

課堂時數

及資源

常規課堂英語時間和資源相同。

課後校本

學與教提

升活動

期望能多參與一些英

文為本的課後活動。

期望能多參與一些中

文為本或 STEM 課後

活動。

v. 校友剛捐助$1000萬成立「提升學與教(英語為本)基金」，支持：

A. 營造英語環境及推動「校本學與教提升活動」。

B. 大量英語學習交流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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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升學奬助學金。

D. 課餘遠程遙距學習(例如資助學生在家透過電腦，與外籍英

語導師進行會話)。

E. 「一張文憑多張證書」，來年度課餘時有系統訓練初中學

生，拾級而上，鼓勵學生適時投考下列證書以增加競爭力：

a IGCSE、SSAT、IELTS、TOFEL、TOEIC。

b Microsoft Office證書、多媒體剪接證書、編程證書。

2. Future Education 未來教育

創科教育 STEM 已是未來語言(Future Language)的重要元素。

i. 來年度「一人一 iPad」已進入第六年，全校所有師生均擁有自己

的 iPad，自携上課。(中一學生可以受本校或關愛基金資助購買自

己的 iPad)。

ii. 為裝備學生面向全球化及數碼化新時代，課程方面：

A. 初中電腦科融入Mbot Robotics + Scratch編程教學。

B. 中三級與突破合辦「手機程式編程」(MIT Apps Inventor)。

C. 中三科技與生活科，發展「智能家居」及白沙廚藝中心。

D. 中二級將參與中大「觸境生情」虛擬實境語文教學計劃。

E. 電子幕牆(光影創意 2.0, LED Wall) ，將與視藝科融合進行

電子學習及創作。

iii. 硬件方面：

A. 已設置校園電視台(CPSS Online)、電子數碼圖書館(Digital

e-Library)、多媒體智能白板(Multi-media Smartboard)、視

像教學課室 (Video Conferencing Sparkboard)。

B. 虛擬實境洞(VR Cave)、虛擬實境課室(VR Classroom)：將

欣賞式、參與式、沉浸式、互動式等元素融入課程。

C. 全港第一座使用清明上河圖技術的電子校史廊。

D. 將增設創科教育中心(STEM Center) (政府撥款 100萬興建，

培育學生 STEM精英，學習機械臂編程、食物打印、手機

程式編程及 IOT智能家居)。

E. 全港首創視像教學課室 (Video Conferencing Classroom)。

3. Lifelong Education 終身學習教育

i. 閱讀與寫作(Reading & Writing)是開啟終身學習的鑰匙，國際學校

在這一方面成效甚佳，本校見賢思齊，投放大量資源加強自主學

習及推廣閱讀，建立校園學術文化氛圍。

ii. 上課時間表，每週加入中、英、通「閱讀課」及「自主學習課」

成為常規課節；透過「白沙閱讀獎勵計劃」及推動「跨閱」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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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編排閱讀周及全班、全級留校溫習及閱讀，加強讀書風氣

提升學業成績。

iii. 建構全港中學第一間富文化氣息的「馮平山圖書館」，為配合電

子數碼化時代需求，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興建「多元數碼影音

閣」。

4. Global Perspective 國際視野

i. 論量：過去五年，舉辦超過八十多個交流團，逾 2500 多人次參加，

全校衝出香港，中一至中六，每人平均遊學 3 次，有學生多達 8

次。

ii. 論地域：白沙子弟足跡遍天下，勇闖亞洲、美洲、歐洲、大洋洲

包括：美國、英國、捷克、 瑞士、澳洲、日本、韓國、星加坡、

中國各名城秀村。

iii. 論質：英國寄住家庭及英語課程學習、瑞士酒店學校考察、澳洲

寄住家庭及五間姊妹中學英語課程學習、全級中一江門姊妹校學

術交流、美國及日本迪士尼文化比較考察、台灣及北京故宮文化

比較考察、捷克一帶一路經濟考察、韓流文化考察、台灣書店及

新詩文化考察、中國扶貧體驗、北京航天科技體驗等高質素學術

交流團。

iv. 論經濟：因著教會、校友、老師的捐獻，學生平均支付 1/3 以下

的團費，如果經濟有困難，可以分文不出，因為本校相信，遊學

教育是優質教育的一部分，不分貴賤賢愚，全校參與，「足踏天

下氣自華，千里之行始於白沙」。

5. Love & Care Campus 關愛校園

i. 以建構關愛校園為宗旨，有效發揮「生命導師」角色，初中 3 班

主任，高中 2-3 班主任，校內校外超過 4 名社工，由 15 間教會推

動「生命教育」，建立關愛校園，落實全人發展。

ii. 宣道會深恩堂為本校策略性協作夥伴，提供大量輔導及外展社工

活動。

iii. 高中師友計劃骨幹導師來自十大傑青、行政總裁、大學講師、退

休高官及社工等專業人員。初中師友計劃骨幹來自突破、15 間教

會、愛基金、小童群益會，下學年新力軍為獅子會。700 名學生

有超過 100 名導師，為學生在心理及升學輔導、工商實習及遊學

學習、英語補習等，提供堅實支援。

iv. 每年均舉辦生命反思營及中一家訪，關愛走出校園，深入心坎。

6. Multiple Articulation 多元升學階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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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與多間機構合作，推動「工商實習」，包括：香港大學、中國移

動、維佳科技公司、樓上集團和宏利香港等，讓學生及早規劃生

涯。。

ii. 與浸大聯合國際學院、耀中幼教學院、宏恩書院、台灣元智大學

等，在升學方面結成友好夥伴。至於密切友好院校包括港大附屬

學院、港大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社區書院，城大、浸大等院校社

區書院，亦經常提供升學便捷。

iii. 為鼓勵學生多元升學，曾支持全體中六學生前往台灣進行畢業營

探索多元升學出路。

7. Vibrant Campus 活力校園

i. 正向人生分享：邀請社會知名人士到校分享，例如體壇名將孫玥、

林丹、曼聯巴里斯、香港單車運動員暨十大傑青郭灝霆；本地政

界人物高永文、譚志源；藝人陳友、鄧萃雯、森美、李亞男、張

彦博、十大傑青關心妍；生命勇士莊陳友、鄧嘉玲、蘇金妹、黃

燕霞；中大何文滙教授、港大陳阮德徽博士、耀中沈雪明博士；

保良局行政總監王倩儀及家庭教育專家羅乃萱等，以生命見證與

學生交流，灌輸積極人生觀。

ii. 文憑試最佳成績：2014-15 學年生物、化學、物理、經濟、會計等，

除會計 5*略遜 0.2%外，五科成績，2 至 5**均全線高於全港常模。

(All levels are higher than HK norm, except Account 5* slightly lower

0.2%)。1 名榜眼(5 科總分 34/35)。

iii. 讓學生閃耀：

A. 奧數比賽：2014-19 年，共取得 924個獎項。

B. 近年曾取得港島區及九龍區男子足球甲、乙組及團體第一。

C. 近年曾取得籃球港島區乙組及團體第一(男子)。

D. 近年曾取得保齡球全港第一(男子)。

E. 近年曾取得社會服務全港第一(十面埋伏)。

    祝身體健康，早日抗疫成功!

副本送：

1.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法團校董會

2. 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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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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