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校直擊
.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信義學校
優化教與學效能 營造校園學習氣氛
. 長洲官立中學
優良傳統 繼往開來
跳出校園 走進社群

教育資訊
. 第一屆 Social Innovation+
比賽圓滿結束
. 牛津英漢詞典 解構英語詞彙

教育專欄
. 做好心理準備 無懼 DSE 放榜日

假日．好去處
. 理大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
課程資訊講座
. 香港教育大學數學與資訊科技學系
暑期微積分學習班
「我與微積分有個約會」

DSE 放榜準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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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之道 在於自知

編

今期《香港教育雜誌》主題故事採訪了香港大學附屬學
院，介紹該校的職業導向課程，把興趣變成專業，繼續為放榜
生提供升學資訊。

校長陳龍生教授指出，學院有很大彈性，可以構思及籌備
開辦新課程，以切合市場需要。實際上，放榜生的升學選擇比
以往要多，除了經聯招升讀大學，還有自資院校開辦的課程，
再加上舊有的副學位及高級文憑等大專課程，無需抱着恐慌的
心態等待放榜。以香港大學附屬學院為例，設計了不同課程給
同學選擇，適應職業變化的需求，讓同學在畢業後已能掌握專
門技能投身職場，不愁出路。

此外，文靜芬校長亦特別撰稿助放榜生做好心理準備。透
過自知自省、自勉自勵、自愛自強三大方法，選擇最適合自己
的升學之道，發揮所長。

Bailey Fan
bailey@edumedia.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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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淑菁校長
「期望學生善用每分每秒，學習不同的知識，
將來成為樂於助人、回饋社會的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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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印必究

職業導向課程

把興趣變成專業
與過去相比，現今香港中學文憑畢業生的升學選擇眾多，除了原有經過大學聯
合招生（JUPAS）辦法升讀大學外，還有不少自資院校開辦的學位課程，再加上副
學位及高級文憑等大專課程，中學畢業生根本不愁出路。創立於 2000 年的香港大學
附屬學院，開辦多元化的副學士學位及高級文憑課程，讓中學畢業生有更多的升學
選擇，創新的課程涵蓋大數據、航空飛行、土力工程等範疇，讓同學把興趣變成專業。

校長陳龍生教
授與學生大使
合照。

現今教育的情況與以往不同，對專上教育是一

大數據應用 人才水漲船高

大挑戰，不單對大學，甚至兩年制的副學位都帶來
改變。第一是整個教育課程及教學法的轉變，大專

第三是整個教學模式的重大轉變，以往課堂授

院校需要思索如何適應時代變更的步伐，今天出現

課仍是最有效的學習方法，因為老師能在短時間內

的很多工種，回想十年前還未出現。其次，教育與

把訊息傳給百多位學生知道。但今天互聯網已是一

科技的發展並非同步，科技很多時候走得更前，尤

個巨大的資源庫，學生不缺資訊。因此在今天的互

其是工業革命出現後，科技大大提升，而教育的進

聯網時代，老師的角色與過去大不相同。

步需要很長的時間。學院校長陳龍生教授以金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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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發展為例，現今的法律便追不上這兩大範疇，

社會發展一日千里，教育亦不可拘泥於舊日的

現在很多人談及的比特幣、網上借貸平台，便是顛

教學模式，學院為文、理、商科的教學人員，籌備

覆了金融市場的例子。自蘋果智能手機的出現，使

很多的講座和工作坊，講解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的

科技的發展變得更迅速，教育的發展卻遠遠落後，

深度學習教學課程。陳校長指，這些資訊科技可應

是教育界面對的另一挑戰。

用於不同的學科上，社會科學、公共政策、統計學

學院舉辦海外交流團以擴闊學習體驗。

及市場學等都會大量運用大數據，而且以前搜集數

其中一個與航空業有關的課程是航空及飛行

據，多以問卷形式收集，然後統計分析，取得數據

高級文憑，由於香港有空域管制，只有石崗的小

答案；現在在指定地方放置器材，就能自動收集大

型機師訓練，很難訓練飛機駕駛員，課程教授基

量及更精準的數據，進行更細緻的分析，為市場培

礎的理論訓練，如國際民航組織（ICAO）航空英

育懂得運用大數據的人才，這正是學院開辦數據科

語專業、航空知識等。在課程設計上，集中訓練

學高級文憑的原因。因此，學院的教職員都要與時

機師的基礎概念知識、教授學員如何駕駛飛機及

並進，才能設計更多不同的課程給同學選擇，以適

航空系統的民航管制等，學生畢業後可銜接海外

應職業變化的需求。

大學學位課程。陳校長指出，現今的社會是知識
型社會，知識型社會對專業的需求愈來愈多，如

航空畢業生 市場求才若渴

畢業生有一技傍身，不論是掌握土力工程學知識、
航空學知識或數據能力，在職場上很容易尋找到

現今的人才需求不只是停留在大學畢業生，副

理想的工作。

學位程度、受過專業訓練的畢業生同樣受到重視，
因為他們在畢業後能即時投入市場。陳校長表示，
機管局高層提及大灣區有八個機場，對有關人才需
求甚殷，香港的畢業生英語水平較高，課程實用性
強，入職後無需再受訓，深受機管局歡迎，同學是
否擁有大學學位已不重要。

學院有很大彈性，可以構思及
籌備開辦新課程，以切合市場
需要。
— 校長陳龍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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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力工程課程 切合社會發展
陳校長指，香港地少山多，所以斜坡維修整固的技
術和經驗，世界馳名，很多不同國家都來港取經，有見
及此，院校近年構思及籌備新課程時，特別開辦了土力
工程高級文憑，以配合社會發展需要，學院和很多具規
模的工程公司合作，課程設計經多個專業學會例如倫敦
地質學會提供意見，以及土力工程處工程人員提供協
助，實用性非常強，同學在這些公司實習半年，畢業後
已有機會獲得聘請，陳校長提醒同學，當累積工作經驗
後，可選擇再持續進修，基於已有一定的工作經驗，理
論和實踐並重，唸書的成效更高，相比花四年唸大學，
這樣既節省時間和金錢，尤其是香港機場第三條跑道及
人工島建設等項目，極為需要人材，及早投身職場佔了
先機，土力工程的課程實用性高，可讓同學短時間內邁

土力工程高級文憑
簡介
按照 2017 施政報告，政府將繼續推動多元
創新發展項目，而隨着香港與大灣區的基建
發展項目不斷增加，對土力工程和建築行業
的技術人才需求亦相對提升。學生可透過新
課程體驗學習、於機構實踐項目運作和管理，
以及在實驗室和實地進行儀器應用和土力工
程勘探等。
升學
學生可持續進修，和銜接本地及海外相關學
位課程，包括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
港理工大學和香港城市大學的相關學
科。

向自己的事業里程目標。
電子競技高級文憑亦是新課程之一，「電競」為電
子競技的縮寫，意指以電腦遊戲進行競技。2017 年財
政預算案強調電競在香港是具備高經濟潛力的新興行
業，有助推動本地遊戲業及資訊科技業發展。電子競技
高級文憑課程提供多個不同範疇的知識，如電競業發
展、數碼媒體及電競項目管理等，加深同學對電競行業

數據科學高級文憑

的認識。

了解子女意向     為專業鋪路
陳校長認為，家長需先了解子女的意向，與其入大
學讀些不感興趣的學科，倒不如按興趣報讀高級文憑或
副學士學位，為自己的專業鋪路，之後才升讀大學更實
際。院校未來開辦的課程，從教育角度出發是全面性，
提供體驗學習的元素，並且具備與外面工商界或政府合
辦的元素，再加上理論基礎、語文溝通或分析能力；其
次是實用性強，切合市場發展。除了開辦副學士學位及
高級文憑課程外，學院還與六至七所中學合作，協助他
們興建洞穴式虛擬實境（VR CAVE）的設施，令學生通
過軟件學習，猶如置身現場，並且協助中學與不同行業
的界別聯繫，讓他們對不同行業有基礎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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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大數據重要性日益增加，科技、醫療、金融、
零售和政府部門需要數據分析與大數據系統
設計，從中作出重要決策。課程設計參考本
地大學的數據科學、計算機和 ICT 相關課程，
學生將學習運用各類型數據分析軟件、統計
學知識和電腦程式編寫程序。
升學
畢業生有資格申請由本地大學和大專院校提
供的學士學位課程，如數據科學、計算機科
學和統計學。

個案分享
多年來，學院培養了不少畢業生，找到自己興趣，發展所長，實踐將興趣變成專業。

劉立紅（Red）

馮錦強（KK）

2009-2010 年  公 關及企業傳訊高級文
憑
2013 年
升 讀香港理工大學市場
學學士
2014 年
創立 Mustard Creative
and Marketing Ltd.

2004 年     應用科學（資訊科技）副學士 *
2009 年     中大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系  
2012 年     設 計編寫手機應用程式 iSafe，
推出至今，已在全球逾 100 個國
家合共超過 1,300 萬人次下載
2013 年    創 業 成 立 Awesapp Limited， 並
推出手機遊戲──神抄之塔

當年學院提供的實習機會中，讓 Red 發掘了自己對
公關行業、創立品牌的濃厚興趣，為未來的升學和工
作找到實在的方向。大學畢業後，更成立了個人企業
Mustard Creative and Marketing Ltd.。
公 司 從 一 開 始 只 有 4 人， 只 專 注 於 平 面 設 計 服
務，慢慢地擴展服務範圍，到現時已新增了兩個分支︰
Mustard Gift 及 Mustard Consultancy。分別負責禮品、包裝、
宣傳品等的採購、設計、製作等，以及為客戶提供申請
政府資助的支援。
至今，Red 除了經營 Mustard 以外，更加入了商會如
Business Network International（BNI），擴闊人脈，對公司發
展帶來更多生機，更不時參與定期的常務會議，吸收行
業最新資訊。

於中學時已覺得電腦科目很有趣，更靠自學而加強知
識。入讀學院的資訊科技課程，如魚得水，學到一身好本
領。課餘兼職都會帶着電腦，一有時間就寫手機程式。2014
年憑 iSafe 奪得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於「亞洲智能手機應
用程式大賽」獲頒 Science Park Sponsored Hong Kong App Startup
Award 金獎及獲得最佳流動應用程式（流動企業應用方案）
銀獎。iSafe 長期在 iOS 下載榜穩守前列位置，至今下載量已
超過 1,300 萬。

* 課程現已改名為工程學副學士

2019/20 課程一覽
文學及人文

工程及科技

文學副學士（媒體、文化及創意）

文學副學士（語言及人文學科）

工程學副學士

社會科學副學士

建築學高級文憑

航空公司及機場服務高級文憑

圖書館及資訊管理高級文憑

中文專業傳意高級文憑

航空學高級文憑 *

公關及企業傳訊高級文憑

室內設計高級文憑

航空及飛行高級文憑

數學及科學

視像傳意高級文憑

數據科學高級文憑 *

生物醫學科學副學士

英文

電子競技高級文憑 *

中醫學副學士

文學副學士（英國語言及文學）

工程學高級文憑

理學副學士

翻譯及傳譯高級文憑

土力工程高級文憑 *

護理學副學士

經濟及商學

資訊保安高級文憑

醫護與健保行政高級文憑

工商管理副學士

資訊科技高級文憑

牙科衞生護理高級文憑

商業學高級文憑

新媒體與傳播高級文憑

基礎專上教育文憑

環球供應鏈管理高級文憑

社會科學

基礎專上教育文憑

市場學高級文憑

文學副學士（法律學）
*2019/20 年度新課程

香港大學課程一覽
詳情參考：
https://www1.hkuspace.hku.hk/cc/
cht/programme

欲發表有關主題故事的討論，可點
擊 https://qrgo.page.link/pTAZn
連結至香港討論區相關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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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何鴻燊社區書院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與保良局於 2006 年合辦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
局何鴻燊社區書院 （簡稱港大保良何鴻燊社區書院），為年輕人提供多元化和優
質的專上教育，提升他們知識和技能，增強競爭力，為將來升學及就業作好準備。

8 個課程獲政府資助
   由 2019-20 學年起，港大保良何鴻燊社區書院開辦的 8
個高級文憑課程，將獲政府「指定專業 / 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SSSDP）資助，合資格的本地學生每年只需繳交扣除資助
後的學費，詳情如下︰
類別

課程（2019-20）

扣除資助後的每年
學費（港幣）

食品健康及商業管理學高級文憑
護理

社康照顧高級文憑

20,600^

醫療及保健產品管理高級文憑
運動及康樂

體育及康樂管理高級文憑
運動教練學及運動表現高級文憑
酒店管理高級文憑

36,150#

旅遊及款待 旅遊、會展及節目管理高級文憑
旅遊及酒店管理高級文憑
^ 於 2019-20 學年，獲資助的本地學生入讀此實驗室為本課程可獲教
育局「指定專業 / 界別課程資助計劃」最高港幣 36,400 元的資助。
扣除資助後的每年學費為港幣 20,600 元。
# 於 2019-20 學年，獲資助的本地學生入讀此非實驗室課程可獲教育
局「指定專業 / 界別課程資助計劃」最高港幣 20,850 元的資助。扣
除資助後的每年學費為港幣 36,1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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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港大保良何鴻燊社區書院（HPSHCC）
港大保良何鴻燊社區書院現開辦 24 項主修 / 專修課程，涵蓋副學
士、高級文憑及基礎專上教育文憑的資歷（包括應用社會科學、
會計學、商業管理學、食品及營養、護理及保健、酒店、旅遊及
節目管理、法律行政人員、體育及康樂、測量及物業管理），供
有興趣同學報讀。課程除提供不同方面的專業知識外，學生亦會
從修讀不同範疇的學科，擴闊知識層面，符合社會的不同要求。

畢業生分享
醫療及保健產品管理高級文憑

運動教練學及運動表現高級文憑

李紀昕 Dawn Lee

梁靖嵐 Gina Leung

2017-2019 醫療及保健產品管理高級文憑  
2019 升讀香港中文大學藥劑學學士
（學分豁免）

2016-2018 運動教練學及運動表現高級文憑  
2018 升讀香港中文大學理學士
（運動科學與健康教育）（兩年制課程）

其他獲取錄的學位課程：
• 香港理工大學職業治療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 香港城市大學理學士（生物醫學）
• 香港科技大學理學士（生物科技）（高年級入學）
• 香港科技大學工學士（生物工程學）（高年級入學）
• 香港浸會大學應用生物學理學士（榮譽）—生物技術
（高年級入學）
• 東華學院健康科學學士（榮譽）—主修護理學（高年
級入學）
「兩年間，我遇到不少啟蒙老師，令我更清楚自己的方向和
目標。課程十分着重活學活用，我亦從中獲得不少實習的機
會。例如，到香港大學精神病醫學實驗室進行為期兩個月的
體驗和學習，讓我有機會將理論融會貫通。我相信只要同學
勇敢挑戰自己，並付出努力，你也可以找到自己的出路和達
成夢想。」

「在書院上學十分開心，除了課堂外，書院亦給予同學們許
多學習機會，例如：書院除了安排同學參觀相關機構，還有
歷奇訓練等。此外，於暑假期間安排我們到機構參與實習，
我有幸成為體操助教。另外，我於 2018 年 6 月，參加了書
院舉辦的喜馬拉雅山遠足探險之旅，有機會攀登喜馬拉雅
山，這實在是個難得的機會！我覺得這個高級文憑課程提供
了一個理想的平台讓我升讀大學，繼續追尋自己的夢想！」

Dawn 獲 安 排 到 香
港大學精神病醫學
室驗室實習，亦曾
到台中中山醫學大
學進行兩星期學習
交流，了解當地的
醫療系統運作。

Gina 參加了書院舉辦的「Destination Himalayas」，與其他九位學生克
服種種難關，成功登上 5396 米高的雲南哈巴雪山。

旅遊及酒店管理高級文憑
潘慈恩 Vanessa Phoon
2017-2019 旅遊及酒店管理高級文憑  
2019 升讀香港理工大學酒店業管理
（榮譽）理學士學位（高年級入學）
其他獲取錄的學位課程：
• 香港大學理學士（資訊管理） （兩年制課程）
• 香港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士—市場學（高年級入學）
「即使成績未如理想，但可將它變成推動力，學習如何尋找
出路，好好看清前路，調整心態，發揮所長，珍惜所有。」

於香港洲際酒店
禮賓部的六個
月 實 習 經 驗，
令 Vanessa 對 行
業有更深入的了
解，她計劃完成
學士學位課程後
投身酒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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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學生善用每分每秒，學習
不同的知識，將來成為樂於
助人、回饋社會的好公民。
—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信義學校
簡淑菁校長

優化教與學效能
位於沙田區的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信義學校，是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在香港開辦的八所
小學之一。自簡淑菁校長在 2015 年上任後，學校無論在課程、校園環境及管理上都有很大的
轉變，除了提升校園的學習氣氛外，同時也發揮了教育團隊所長，增強學與教效能。
8

中英數主科在專科專教的帶
動下，學生成績取得很大的
進步。

專科專教 改革課程
簡校長本身是課程主任出身，到任後即着手改革課程。她認為學生要在中英數常打
穩學習基礎，故致力推行專科專教。她主修中英雙語，也曾任教一至六年級數學和常識
科，具備普通話基準資格，即使樂理及視藝也曾進修，所以她對學生於各科的學習目標
都瞭如指掌，在課程管理上更能得心應手。中英數主科在專科專教的帶動下，學生成績
取得很大的進步。
此外，學校今年推動 STEM 和正向教育，於下學年常識科也落實專科專教，老師只需
專注任教常識科，並統籌 STEM、數學、資訊科技的跨科協作學習。簡校長深感專科專教
讓老師學以致用，更能發揮所長，回饋學生，最終學生才能得益。

簡校長深信每位孩子都是獨特的，各
自擁有不同的潛能，為了拓闊學生的學習
領域，學校特意為全校學生增設動感課
程， 課 程 包 括：English Playgroup、 小
型網球、口風琴、手鐘、陶藝、小小工程
師、STEM 科學及科技課程等，全部由教師
及外聘專業教練教授，發展學生潛能建立
自信。

學 校 課 程 以 學 生 為 本 位， 老 師 在 STEM
ROOM 授課，注重發展學生高階思維能力。

9

公園內的地面鋪上綠油油的草皮，圍欄亦以綠葉花朵佈置，又配以不同的動物座椅供學生休息及閱讀，
讓學生彷如置身大自然。

改善校園環境質素
為了提供一個優質的學習環境給學生愉快學習，該校積極美化環境
及更新校園設施，投放數百萬改善學校基建，如更換全校冷氣、翻新學
校大堂、禮堂及外牆，佈置環境清幽的文藝廊、於全校課室及特別室鋪
設高速無線網絡等。此外，又在不同樓層的課室門上髹上不同顏色，並
於雨天操場的石柱上繪畫以「天父的創造」為主題的壁畫，令校園更添
色彩。該校亦把空置的地方改成方舟公園，又設置 STEM Room、陶藝室、
聖靈果子園及童話角等，務求改善校園環境質素，讓同學享受校園生活。
簡校長表示，教育局每年均撥款給學校作維修或修葺校舍。此外，
來年更獲優質教育
基 金（QEF） 撥 款
一百八十萬，加設
VR 室及電影院等，
藉此推行電影欣賞
教學，向學生灌輸
正確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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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全方位學習 發掘學生潛能
學校重視學生的全方位智能發展，特意提供多元化的
活動，如不同的課外活動、境外交流、戶外學習等，以提
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同時鼓勵及訓練學生積極參加各類比
賽，擴闊視野，發展潛能。
簡校長又深感一些術科如音樂、體育等一向不太受人
重視，因此在去年，特別聘請主修體育的老師，他們主要
教授體育，而其他學科只是兼任，就是因為校長給予體育
老師空間，體育老師更能多花時間在體育活動上，至今年
活動已多達四十多項。

參加日本沖繩文化交流之旅。

韓國科技及文化交流之旅，讓學生體驗當地風土人情。

全力推動 STEM 教育 迎合科技新時代

舉辦澳洲英語文化交流團。

該校積極推動 STEM 教育，讓學生結合相關的學習經
歷，有效地統整學科知識，裝備自己以應付科學及科技對
社會帶來的轉變及挑戰。校方致力為學生營造 STEM 的學習
氛圍，在校內舉辦科技日和科學工作坊，又安排學生參加
多項比賽更屢獲獎項，從而培養他們對科學的興趣，提升
他們的創意、分析、協作和解難能力。

養成良好閱讀習慣
要使學生享受更好的閱讀環境，學校圖書館進行了翻
新工程，給同學們煥然一新的感覺。簡校長鼓勵學生養成
良好閱讀習慣，每週都會安排閱讀課，並配合不同主題及
科目如 STEM、中華文化日等。該校着重擴闊學生的閱讀領
域，故訂購大量不同種類的圖書供學生選擇，並進行跨科
閱讀計劃，由故事類推廣至非故事類，汲取更多方面的知
識，及統籌「愛護圖書書角設計比賽」、「英文故事書創
意比賽」和「馬信 30 周年校慶書籤創作比賽」等跨科活動，
藉以培養學生對視覺藝術情操、愛護圖書的品德及對學校
的歸屬感。
該校亦為家長舉辦「親子閱讀齊加 FUN」工作坊，並
設計「馬信小讀者閱讀記錄冊」和「馬信小讀者閱讀獎勵
計劃」，藉以培養親子閱讀的習慣。

學校網址

GoodSchool.hk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信義學校
地址：馬鞍山恒安村第2校舍
創校年份：1987
學校類別：津貼男女
校訓：正心修身

電話：2642 9118
傳真：2643 3927
電郵：info@mluthps.edu.hk
網址：http://www.mluthp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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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傳統 繼往開來
位於離島區的長洲官立中學創校歷史悠久，在去年以綜藝演出
形式，慶祝 110 周年校慶。學校共有四座校舍，舊校舍於 1928 年
落成，是一座以紅磚建成的建築物，屬於香港二級歷史建築物。陳
耀明校長因地制宜，並以「處處是教室，時時可學習。人人有舞台，
個個可上榜」的理念，為學生提供平台，讓他們發揮潛能。

眾

多已畢業的舊
生， 為 長 洲 官 立
中學奠下百年基業，植根長洲
貢獻社會，回饋母校，我們務
要承傳一切得來不易的優良傳
統，並要將它發揚光大。
— 長洲官立中學  
陳耀明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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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教學團隊架構穩定
長洲官中教師團隊全部擁有學士學位，並有一半以上為碩士和
博士。該校教師為公務員，提供穩定架構。陳校長笑言，有教師受
學校校風以及長洲的人情味所迷著，主動申請加入長官，證明該校
的吸引力。學校教育質素受到認同，在推行國情教育上，相關統
籌小組更榮獲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頒發「優秀教師 ( 國情教育組 )
獎」，成就得到外界肯定。此外，為了提供更貼身的關顧，學校實
行雙班主任制度，並在學校長駐四位社工，負責照顧有不同學習需
要的學生。陳校長深信，只要得到及早和適當支援，起步較慢的學
生，其學術與非學術成績也可以進步神速。
該校老師榮獲優秀教師獎，陳校長親自到場恭賀。

機械人程式編寫，發揮創意思維。

情境式學習 學以致用
陳校長表示，該校教學方法與時並進，從傳
統教學到情境式學習，提高學生學習效能。英文
科及普通話科以茶餐廳、海關和百貨公司等例為
情境，教導學生在生活中運用兩文三語購物和與
人溝通交談，學以致用。此外，部份科目在中一
級開始已加入英語延展教學活動，教師更會在課
後開設研習班，為同學補習中英數，打好學習基
礎。學校沒有忽略科技及數學範疇，亦投放了額
外資源於 STEM 教學上，中一至中三級以校本課程
配合，籌辦多元活動 ( 如 STEM Fun Day、製作太
陽能模型、機械人程式編寫等 ) 刺激學生學習興
趣，提升學生學習和解難能力。

「處處是教室，時時可學習」
是長洲官立中學教學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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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慶市地質中學師生來港與長洲官立中學交流。

攜手締結姊妹學校
為豐富同學的學習經歷，長洲官中先後與三所內
地中學締結成姊妹學校，包括廣州市第四十中學、東
莞市光正實驗學校及肇慶市地質中學，設計具特色的
交流活動，如參加 2018 年粵港澳姊妹學校中華經典美
文誦讚比賽、誦讀中華詩詞、表演古箏、花樣跳繩操
等，不但啟發學生結伴建構知識，亦能加強對中華文
化的認識和凝聚，達至全人教育。兩校教師亦進行觀
課和交流，共同促進專業成長。
廣州市第四十中學與本校師生
一同拍照留念。

提供平台 發揮潛能
長洲官中除了重視學術成績外，亦提供平台積極推廣
文化藝術，讓學生發揮潛能。該校每年也會與島外四間
中學進行藝術交流活動，並於學期尾在香港文化中心舉辦
聯校視覺藝術展。同學亦有機會到英國、加拿大、韓國及
日本參加境外考察交流活動，增廣見聞。在體育方面，學
校於籃球、乒乓球、花式跳繩等項目均有優越成績，其中
更在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荃灣及離島區中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中，達成男甲三連霸佳績。
本校與東莞市光正實驗中學進行足球友誼賽，展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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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在時裝表演秀粉墨登場。

全校參與 回饋社群
該校在社區的層面引導學生了解周遭環境的文化現象，強
化他們對社區的認識、關懷，以致對社區作出積極的回應和貢
獻。因此，師生齊齊參與節日慶祝活動，如：月餅敬老迎中秋、
中秋綵燈巡遊文藝會、歲晚敬老聯歡活動等，並透過賣物會、
捐血日等活動回饋社群。校慶慶典亦是該校一大特色，學校會
邀請長洲區內的社會賢達、中小學、校友及坊眾參與開放日、
視覺藝術展、綜藝表演等盛會，發揮同學的創意，悉心表演，
將學校活動與社區融合，讓同學的才藝在社群展現。

學校師生獲邀出席「亞洲地區青少年千人軍操大匯演
2018」。

校慶音樂劇：搶包山、夢飛揚。

學校網址

長洲官立中學
地址：長洲學校路5B號
創校年份：1908
學校類別：官立男女
校訓：博文約禮

GoodSchool.hk

電話：2981 0514
傳真：2981 6349
電郵：ccg@ccgss.edu.hk
網址：http://www.ccgss.edu.hk

同學作品於藝術展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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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International Egyptian Folklore and Oriental Dance Festival

香港國際埃及民俗及東方舞蹈節 2019
兒童專享 Special for Children
* Organizer reserves the

right to change the performers

傳統的埃及民族舞不一定是露肚皮的。我們認識的

and programme of the

Festival.

肚皮舞是源自埃及民族舞。她們的服飾、音樂、動作，
是源於不同地域的歷史及不同原因。現在的肚皮舞是融

Special for Children

合了歷史上各種民族及文化的影響。在二、三十年代的
時候，隨着現代的環境因素而演變成今天的肚皮舞。
在埃及，舞蹈是一種藝術。埃及國家民族舞蹈團，
是在正規表演場地表演的藝術團體。適合男女老少去欣
賞。埃及人在大小節日中，都會安排舞蹈表演。
肚皮舞始於荷里活電影。20 世紀初，由於電影的取
材關係，流行於在電影內出現「異地風情」。埃及東方
舞便提供了很豐富的視覺觀賞價值。從此，大家都會在
各種娛樂場所，如郵輪上、酒店內、夜總會內都會見到
肚皮舞的蹤影。

www.maxwelldancing.c
om
+852 9137

5928
在舞蹈及音樂中尋求人
類歷史及文化之源頭
走向世界大同

藉着邀請小朋友參與今次活動，我們希望

In support of

The Duchess of Kent Child
ren’s Hospital at Sandy
Bay
by The Society for The
Relief of Disabled Child
ren
大口環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
院

令公眾對埃及文化有更多的認識。

HK Ticketing applies a
customer service fee to
all tickets purchased via
Tickets are now available
its network. This fee is
from
additional to the face value
Asia World-Expo, Kowloonbay HK Ticketing’s box offices located at the Hong
of the ticket and is payable
Kong Conven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 Exhibition
upon purchase of tickets.
Exhbition Centre, The
Centre, D．Park and K11
快達票將額外收取每張門票
Hong Kong Academy for
Select, as well as Tom
Performing Arts, HKAPA
的顧客服務費。
Lee Music stores.
Béthanie Landmark Heritage
Campus,

未命名-4 1

10/6/2019 下午4:43

牛津英漢詞典

解構英語詞彙

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
司隸屬英國牛津大學 （University
of Oxford)，以出版為志業，致力
弘揚牛津大學推動優質研究、學
術和教育的宗旨。
有關內容由牛津大學出版社授權

注意時間
要說出意思準確、地道的英語，必須對詞語搭配多
加注意。如果要說「消磨時間」、「打發時間」，英語
裏有什麼動詞可以跟 time 搭配使用？除了 kill 以外，也可
用 Pass 和 While away，例如 We killed time playing cards（我
們打紙牌消磨時間）、We sang songs to pass the time（我
們藉唱歌消磨時間）、We whiled away the time reading and
playing cards（我們靠看書和玩紙牌消磨時間）。要說「花
時間」的話可以用 Spend，例如 I hope to spend more time
with my family（我希望有更多時間陪陪家人），也可用
Devote 指投入、利用時間，例如 She devotes all her spare
time to gardening（她把閒暇都用在園藝上）。

如 果 要 說 虛 度 時 光， 可 以 用 Fritter away 或
Idle away， 例 如 They idled the days away, talking and
watching television（他們天天在閒聊和看電視中消
磨時光）。如果要說浪費時間，可以用 Waste，例
如 We're wasting precious time（我們在浪費寶貴的時
間）。
資料來源：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第 9 版，牛津英語搭配
詞典第 2 版英漢雙解版

* 想知道更多豐富內容，立即掃描 QR Code
或登入 https：//www.facebook.com/OUPChina.
Diction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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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國學中心聯同清華大學中國經學研究院、馮燊均國學基金會，攜手推動
「中華禮儀教育」活動。

中華禮儀教育先導學校會議

專家顧問與校長老師
交流教學心得
孩子容易受到社會文化的薰染和影響，推動
中華禮儀教育，讓孩子從小學習誠敬謙和，由外
而內，內化於心，從而培養良好品行，其意義與
影響極其深遠。
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國學中心（下簡稱「國學中
心」）聯同清華大學中國經學研究院、馮燊均國學基金
會，攜手推動「中華禮儀教育」活動，讓學界在中國傳
統文化涵養及品德教育的範疇上，得到理論與實踐並行
的支援，在社會上形成清流，造福下一代。
中華禮儀教育活動於 2019 年正式啟動，首次先導
學校會議已於 6 月 8 日在香港中文大學圓滿舉行。國學
中心邀請了先導學校參與首次會議，參與學校包括來自
幼稚園、小學和中學的代表。會議當日，學校代表與活
動顧問互相交流教學心得，而校長和老師亦就活動教材
的發展提供寶貴經驗，由於不同年級學生的學習情況會
有不同，所以大會特別安排幼稚園、小學、中學分開三
組，與活動的專家顧問進行學術交流討論，其中香港大
學教育學院中文教育研究中心講師許守仁博士與幼稚園
老師進行交流，香港教育大學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
項目經理江浩民博士和梁振威老師負責小學組會議，香
港直接資助學校議會主席、陳樹渠紀念中學校長招祥麒
博士則主力參與中學組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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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立光博士對活動成功發展充滿信心。

鄧立光博士表示，首次會議由開始時介紹中華禮儀
教育活動說起，然後經過短短兩至三小時的集體討論和
分組討論，顧問和學校代表就活動執行取得一定共識，
並且初步構思執行細節。鄧立光博士除了對與會者表示
感謝外，亦對活動往後成功發展充滿信心。
中華禮儀教育啟動典禮暨專題講座將於 7 月 8 日
（星期一）下午 2 時 30 分，於香港中文大學康本國際
學術園地下一號演講廳舉行，歡迎校長、老師和家長參
與，有意參加者可到中華禮儀教育官方網站報名，
網址為：https://www.etiquettelearn.com

會議當日，學校代
表與活動顧問互相
交流教學心得，而
校長和老師亦就活
動教材的發展提供
寶貴經驗。
查詢：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國學中心
電話：(852) 3943 9889
傳真：(852) 2603 5621
電郵：cccl@cuhk.edu.hk
地址：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馮景禧樓 2 樓 206 室

做好心理準備
無懼 DSE 放榜日
還有不足兩星期便是 2019 年中學文憑試
放榜的大日子，此時此刻，應屆考生難免有點
忐忑不安。雖然我已經退休，但回想過去數十
年每年中學會考、高考或文憑試放榜之日，學
生在等候老師派發成績單時如坐針氈的情境，
仍然歷歷在目。為了紓緩考生的壓力，我相信
學校在生涯規劃上已做了大量工作，協助考生
及早報考不同院校的課程。若考生已作多手準
備，無論成績如何，總是會有機會、有出路的，
問題是：這選擇是我心中所想嗎？
數十年來，我見證無數學生畢業，當中不少校
友仍保持聯絡。當年成績優異，順利入讀大學的，
現在未必生活愉快；亦有當年成績一塌糊塗，家境
清貧，升學無望的，畢業立志投身運輸業，現在
擁有自己的車隊，過着小康之家的生活。還有許多
其他畢業生的例子，令我相信公開試的成績雖然重
要，但畢業生往後能否生活愉快，卻仍然把握在他
們的手上。我認為考生要自知自省、自勉自勵、自
愛自強，以堅毅不屈的精神追尋有意義的人生，熱
愛生命，懂得感恩，才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元素。
因此，我希望各位應屆考生能夠做好心理準
備，無論成績如何，都給予自己適當的機會去追尋
幸福的生活。以下幾點，是我輔導學生時經常提問
的，希望各位考生也花點時間思考一下：
1. 自知自省：你的興趣、長處和短處是什麼呢？不
要逃避這問題，因為沒有人比你更清楚自己。總有
一天你會投身社會，開始工作，如果要天天做些自
己厭倦的工作，就算賺到生活費，長遠來說亦無幸
福可言。應問問自己，你預計自己將來謀生，會是
靠拿筆、靠口才、靠創意、靠勞力，還是靠其他呢？
心目中有什麼性質的工作是最適合自己的呢？朝這
方向思考，可能會協助你作出較適合的選擇。
2. 自勉自勵：做錯了決定怎辦呢？勉強跟從別人的
意見，違反了自己的意願，最終將後悔莫及。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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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靜芬

校長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學院第一中學前校長

年的暑假，有一位搭上中學會考尾班車的友校學生
和她的父母要求與我面談，因為他們很徬徨，不知
如何是好。原來這位末代會考生在中三升中四時的
成績十分優異，因此父母師長都鼓勵她選讀理科。
雖然她心底裏知道自己的興趣和能力不在於此，但
最後仍然選讀了理科，選修物理、化學和生物。經
過兩年毫無成功感的學習，會考成績單上三科理科
的成績如她所料，可說是全軍盡墨。
眼看着這位眼淚也幾乎流乾的女孩，我不忍打
發她走，終於破例收她入讀首屆 DSE 課程的中五
級，建議她選修中國文學和視藝，這位女孩的語文
根柢好，是可造之材，我鼓勵她重新振作，兩年後
應考第一屆 DSE，結果她的表現令我十分欣慰，她
全情投入新的校園生活，最後以非常優異的成績成
功入讀香港大學，修讀自己喜愛而且有機會發揮潛
能的課程。
3. 自愛自強：倘若成績失準，該怎麼辦呢？你會
考慮其他出路嗎？其實路走遠了不打緊，別自暴自
棄，要保持身心健康，把握機會再向目標進發，殊
途同歸啊！還記得多年前有一位平日成績頗佳，對
會計科十分有興趣的學生，希望將來可在這方面發
展。可惜他的會考成績比預期差，多個科目只取得
D 級级成績，可幸他沒没有放棄理想，經過幾番努力，
成功入讀當年澳門的東亞大學（現為澳門大學）修
讀會計，並成功考獲國際承認的會計師資格，投身
自己喜愛的專業。
公開試的成績確實會影響學生入讀大學的機
會，但今年入不了大學，並不表示以後沒機會，而
且讀大學亦並不是畢業生的唯一出路。若考生只求
入讀大學，勉強擠身大學生行列，而修讀的課程卻
不是自己心儀的，那麼往後四年的學習生涯，將會
是十分痛苦，而且浪費青春。天生我材必有用，條
條大路通羅馬。無論你的成績如何，在此先祝福各
位考生都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的出路，發揮所長，好
好享受進修或就業所帶來的喜悅和滿足感。

明愛莊月明中學主辦

理大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主辦

全港小學小型足球比賽暨繽紛校園日

課程資訊講座

該校當日將

理大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將為以下課程舉辦兩場資訊

同時設攤位遊戲

講座。課程主任將詳細講解課程、職業前景及解答查詢，畢

和 趣 味 小 課 室，

業生亦會分享學習經歷和工作發展，讓 DSE 學生和家長更

歡迎親子一起參

全面了解課程，費用全免。

觀， 專 責 老 師 將
為家長解答學習
及升學查詢。

物流及企業工程（榮譽 ) 理學士學位組合課程
日期：7 月 3 日
時間：晚上 6 時 45 分至 8 時 30 分
地點：紅磡育才道 11 號 香港理工大學
網上報名：https://bit.ly/316Qxf7
產品及工業工程（榮譽 ) 工學士學位組合課程
日期：7 月 8 日
時間：晚上 6 時 45 分至 8 時 30 分
地點：紅磡育才道 11 號 香港理工大學
網上報名：https://bit.ly/2WLoK4v

日期：6 月 29 日
時間： 全港小學小型足球比賽：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繽紛校園日：上午 9 時至中午 12 時
地點：薄扶林華富道 53 號
費用：免費
參考網址：http://www.ccym.edu.hk/index.html

香港教育大學數學與資訊科技學系主辦

香港童軍總會

新界東地域主辦

香港童軍總會 新界東地域 20 周年
開心家庭 舊北區理民府開放日

暑期微積分學習班 「我與微積分有個約會」
提供在暑期進修的機會，課程內容將講解微積分及相關
知識，讓學生能學習更全面及基礎更穩固，費用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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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接觸極限——認識極限」
日期： 7 月 29 日
時間： 下午 2 時至 4 時 30 分
講者： 鄭曉暉博士

第三節：
「從生活說起——微分及積分之應用」
日期： 8 月 2 日
時間： 下午 2 時至 4 時 30 分
講者 : 凌萬豪博士

第二節：
「巧遇微積分——認識微分及積分」
日期： 7 月 31 日
時間： 下午 2 時至 4 時 30 分
講者： 孫俊傑博士

地點：大埔露屏路 10 號 香港教
育大學校園

網上報名：
IOS：
https://qrgo.page.
link/aujT

網上報名：
Android：
https://qrgo.page.
link/yhda

適逢二十周年，
親子可參加古蹟導
賞、特色懷舊展覽、
攤位遊戲及小食、童
軍軍樂表演等活動，
深入了解舊理民府及
香港童軍的新舊變
遷。
日期：8 月 25 日
時間：上午 10 時至下午 4 時 30 分
地點：大埔運頭角里 15 號 羅定邦童軍中心
費用：免費
參考網址：https://qrgo.page.link/no7Mg

以下教育招聘職位詳情，請瀏覽「教育專業招聘網站」

網站：https://recruit.hkfew.org.hk
Native-speaking English Teacher (NOT under the NET scheme in Secondary School)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全職

元朗區

職責：Teaching experience preferred. Degree and preferable TESL / TEEL qualification. Possess HKID or valid work visa.

體育科合約教師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合約

元朗區

職責：須任教初中級及高中級體育科，並兼教另一學科。須具教師證書或學位教師教育文憑 / 證書者優先，並兼任班主
任及學校委員會工作。

中文科合約教師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合約

元朗區

職責：須任教初中級及高中級 ，具教師證書或學位教師教育文憑 / 證書者優先，語文科老師須達該科目的教師語文能力
要求，須兼任班主任及學校委員會工作。

英文科 ( 常額 / 合約 ) 教師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全職

元朗區

職責：須任教初中級及高中級 ，具教師證書或學位教師教育文憑 / 證書者優先，語文科老師須達該科目的教師語文能力
要求 ，須兼任班主任及學校委員會工作。

中文老師

博士山 ( 香港 ) 國際幼稚園 － 華景

全職

葵青區

職責：帶領及敎教育幼稚高 / 低 / 幼兒班和學前幼兒班中文科。經驗及學歷要求 : 幼兒敎育系畢業 ( 持有 QKT/CCW/CE 証書 )，
持中文科學歷者優先 ，流利廣東話 ，兩年以上幼稚園教學經驗。

視覺藝術科老師

惠僑英文中學

全職

深水埗區

聘請老師

職責：須能任教各年級。經驗及學歷要求 : 持相關學位及教育文憑，具相關教學經驗。待遇：視學歷及經驗而定。申請
截止日期：2019 年 6 月 30 日。

通識教育科老師

惠僑英文中學

全職

深水埗區

職責：須能任教各年級。經驗及學歷要求 : 持相關學位及教育文憑，具相關教學經驗。待遇：視學歷及經驗而定。申請
截止日期：2019 年 6 月 30 日。

高中物理兼初中科學科老師

賽馬會毅智書院

全職

元朗區

職責：物理及科學科組工作 ，物理及科學科組課程剪裁，統籌 STEM 課程及活動 ，帶領課外活動及比賽。
經驗及學歷要求 : 持有相關科目學士學位及教育文憑，具教學經驗。

英文科老師

賽馬會毅智書院

全職

元朗區

職責：英文科組工作，英文科組課程剪裁 ，帶領課外活動及比賽。經驗及學歷要求 : 主修英文或具語文基準資格，主
要任教英文，具教學經驗，能提升英文教學能力。

老師 ( 中學部 / 小學部 )

播道書院

合約

西貢區

職責：追求「孩子應如何學、我們便怎樣教」的老師。中學部：綜合科學及化學科、中國歷史科、音樂科。小學部：中文科、
英文科、數學科。老師須具教學熱誠 ，認同本校的辦學宗旨，積極落實基督教辦學理念 ，持有大學學位及教育專業資格。

小學音樂科老師 ( 合約 )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全職

元朗區

職責：任教音樂科及其他科目教師、帶領學生出外表演及比賽。經驗及學歷要求 : 大學程度，主修音樂教育、能主理詩
歌班、指揮或手鈴音樂者優先 ，可列明其他可兼教科目。

家庭老師

全職

香港南區

職責：設法讓孩子們專注及按時完成功課，學會自我管理；DSE 中文科成績逹 5 級或以上 / 大學主修中文或教育；能紮實
寫作及應用繁體字；如普通話水平測試逹一級乙等或以上，優先考慮。授課對象： 3 名女孩 及 1 名男孩。工作待遇 : 可全
職 / 兼職，可月薪制 / 時薪制 ( 平均工作 6 小時 / 日，5 天 / 星期 ) 工作地點 : 大潭。

以下教育招聘職位詳情，請瀏覽「教育專業招聘網站」

網站：https://recruit.hkfew.org.hk
樂器班導師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兼職

離島區

職責：教授樂器。 組別：中提琴、木結他、法國號、中國鼓、Band 隊 ( 可指導電木結他、低音結他及爵士鼓 )。
經驗及學歷要求 : 具備相關樂器級別證書。

代課老師 ( 中學部 / 小學部 )

播道書院

合約

西貢區

職責：追求「孩子應如何學、我們便怎樣教」的老師。中學部：體育科。小學部：音樂科 ，英文科 。經驗及學歷要求 :

聘請老師

老師須具教學熱誠，認同本校的辦學宗旨，積極落實基督教辦學理念，持有大學學位及教育專業資格。

2019-2020 年度合約教師

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

合約

元朗區

職責：任教數學、常識及電腦科。經驗及學歷要求 : 必須持有相關學位及教育文憑，主修電腦、能教授 STEM 或編程電
腦科目優先。

中文科（普通話）/ 英文科老師

天主教總堂區學校

全職

中西區

職責：2019 年 9 月 2 日到任，符合教育局聘任條件，能以流利英語進行教學。經驗及學歷要求 : 符合教育局聘任條件。
備註：有意申請者請電郵致 cms@cms.edu.hk 或致函 香港上環律打街天主教總堂區學校校長收。

2019-2020 年度合約教師

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

合約

元朗區

職責：任教數學、常識及電腦科。經驗及學歷要求 : 必須持有相關學位及教育文憑，主修電腦、能教授 STEM 或編程電
腦科目優先。

教學助理

天主教總堂區學校

全職

中西區

職責：一般教學助理工作，協助教師製作教材、帶領學生活動及處理文書等，支援學生於課堂、小息及校外教學時管理
學生秩序。指導學生完成功課。經驗及學歷要求 : 大專畢業。

生涯規劃助理

惠僑英文中學

全職

深水埗區

職責：統籌及帶領有關生涯規劃活動及課程，協助處理學生學習概覽。經驗及學歷要求 : 曾修讀心理學優先。

教學助理（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 專責照顧自閉症學生）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全職

元朗區

職責：大專文憑或以上學歷，曾接受特殊教育、助人專業訓練或具有關方面經驗者優先。備註：申請人請具履歷，列明
相關工作經驗及期望薪酬，寄天水圍 102 區第四期（天富苑）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校長收，合則約見。

教學助理 ( 生命教育 )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全職

元朗區

教學助理

職責：大專文憑或以上學歷，具音樂、戲劇或舞蹈等專長者優先，協助推動生命教育活動、成長小組、班本活動等學生
培育工作，統籌及推動功課輔導計劃、代堂等教學支援，須兼任行政支援工作。

教學助理 ( 學校發展 )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全職

元朗區

職責：大專文憑或以上學歷，支援科組及學校發展行政工作 ，協助推動學生學習課程及活動。備註：申請人請具履歷，
列明相關工作經驗及期望薪酬，寄天水圍 102 區第四期（天富苑）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校長收，合則約見。

教學助理

香港基督教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亞斯理衞理小學

全職

葵青區

職責：入班支援及負責相關行政工作。經驗及學歷要求 : 中學畢業，中英文良好 ，熟悉中英文電腦軟件 ，有經驗者優先。

兒童畫班全職（兼職及助教）

廬峰藝術中心

全職

香港東區

職責：課程計劃，資料搜集，起稿，教授繪畫知識、技巧及其他有關畫班所需的工作。經驗及學歷要求 : 須對工作有熱誠，
對小朋友有愛心，有耐性。

教學助理 ( 特殊學習需要 )

播道書院

全職

西貢區

職責：主要負責協助推行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支援的行政工作及訓練；須協助統籌、帶領小組活動及處理有特殊教育需
要學生的文件，有相關經驗者優先 ，入職薪酬將按資歷及工作經驗而定。經驗及學歷要求 : 中五至大專程度 ( 中學會考
五科合格或中學文憑試五科達第 2 級，包括中、英文 ( 課程乙 ) 及數學 )；須具有基本電腦文書軟件操作知識。

接待員

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

全職

元朗區

職責：接待及簡單文書工作。經驗及學歷要求 : 良好溝通能力，操流利廣東話、簡單英語及普通話，中三或以上程度。

校務文員

天主教總堂區學校

全職

中西區

職責：接一般校務處工作，如處理文件、接收電話，略懂會計，能以簡單英語與家長溝通。經驗及學歷要求 : 中學畢業
備註：有意申請者請電郵致 cms@cms.edu.hk 或致函 香港上環律打街天主教總堂區學校校長收。

圖書館助理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全職

元朗區

職責：中學會考五科或以上合格／文憑試五科二級或以上，其中包括中、英文科，熟悉電腦軟件操作。主要負責協助學
校圖書館運作及一般文書處理工作。

臨時資訊科技員助理

播道書院

合約

西貢區

資訊科技員

職責：合約期：2019 年 7 月至 8 月，中學畢業，中英文良好，守時，有責任感及禮貌。經驗及學歷要求 : 懂中、英文打字，
具有基本電腦操作知識，支援校務處及資訊科技部工作，有經驗者優先。入職薪酬將按資歷及工作經驗而定。

學校資訊科技統籌員

天主教鳴遠中學

全職

西貢區

職責：管理學校網絡及服務，支援日常電腦應用，軟硬件維修與更新工作，編寫、更新及管理學校網頁，協助推行 STEM、學會活動及電子
教學培訓，協助錄影、拍攝及編輯影片。經驗及學歷要求:持有資訊科技證書/文憑或以上學歷，持微軟 MCP / MCSE / MCITP 或 CCNA 證書優先。

全職工友

播道書院

全職

西貢區

職責：負責清潔校舍、出勤、校務工作，包括搬運及照顧學生。入職薪酬將按資歷及工作經驗而定。

English Debate Team Coaches

播道書院

全職

西貢區

全職

荃灣區

職責：Evangel College (a DSS Through Train School) is looking for English debate team coaches.
經驗及學歷要求 :Experienced coaches preferred. Interested party please fax or email resume to the principal.

會計文員

聖文嘉中英文幼稚園 ( 荃灣 )

職責：處理學校賬目 ，一般文書工作。經驗及學歷要求 :DSE 或中七以上，持有會計資歷 ，能操作電腦 (Ms Word、

其他

Excel、Power Point) 及中、英文輸入法。備註 : 按政府建議，但亦視乎資歷及經驗。

全日制幼稚園工友

珈琳中英文幼稚園 ( 龍門居分校 )

全職

屯門區

職責：專責校園清潔，照顧幼兒，預備學生茶點 ; 校內搬運，外勤等雜務。經驗及學歷要求 : 有愛心及耐性，有相關經
驗優先考慮。

康體活動幹事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全職

元朗區

職責：中學畢業或以上，完成康樂管理或體育相關課程，具平面設計經驗者優先，其他行政支援工作。

全職中心助理 (Playgroup Center)

嬰幼兒心理發展協會

全職

元朗區

職責：接待家長，處理新生報名及查詢，處理收費，日常開支，採購，資產點存及紀錄，電腦文書處理，接聽電話，處
理查詢及一般中心運作。經驗及學歷要求 : 具一般互聯網知識，基本電腦操作知識，獨立處事及責任感，良好溝通技巧，
有相關工作經驗優先。

以上教育招聘職位詳情，請瀏覽「教育專業招聘網站」，
或下載「教育專業招聘」手機 Apps：

網站 : https://recruit.hkfew.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