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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中課程」已正式實行了將近一個學年，課程的理念、

內容和新學制對我們的學生的影響都是學生和家長關心的議

題。今期的「青苗集」就以「新高中課程」為主題，彭少華

主任的「新高中答客問」具體而詳細地解釋新學制的結構、

運作、新科目、學習模式等；黃玉琼主任的「面對新高中的

轉變」亦敘述了新學制對學校、教師及同學帶來的變化；而

首屆的新高中學生在「學生心聲」中亦講述了他們在新學制

下的學習生活。 
 

事實上新學制倡議的是主動學習，影響

著各級各班每一個同學，家長從小及長

期的配合才可提升孩子的批判思維，使

他們更能適應日後社會的轉型。有見及

此，學校一方面推動「新高中課程智囊

團」，廣邀各級家長參與，集思廣益；

另一方面擴大原有的配屬計劃，增加更

多類型的配屬單位，讓更多學生參加，

既配合新學制中的「其他學習經歷」，

亦同時增強學生畢業後生活之適應

力。此期「青苗集」亦收錄了多名參與

此二項計劃的家長義工的心聲及分

享，萬勿錯過。 

 鄭禮力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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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中答客問新高中答客問新高中答客問新高中答客問    彭少華主任 

新高中預備篇新高中預備篇新高中預備篇新高中預備篇    
問：學校是如何預備新高中學制？ 

答：本校於 07 年度試行校本新高中課程，至 09-10 年正式實

施。由於是試行階段，07-08 年度及 08-09 年度所指的

高中，只有中四及中五兩個班級(即舊學制下，兩班延伸

班)。發展至今，校本新高中已發展至另一階段，為配合

學生的學習需要，本年度的新高中校本課程，將嘗試更

清晰、更具體地說明本校對新學制的理解與詮釋。 

 

新高中課程的特色新高中課程的特色新高中課程的特色新高中課程的特色------------探究式學習探究式學習探究式學習探究式學習    
問：學生的學程延長了，究竟新高中與基礎教育有甚麼分別？ 

答：新高中著重探究式學習探究式學習探究式學習探究式學習、、、、多角度思考及自主自決多角度思考及自主自決多角度思考及自主自決多角度思考及自主自決，各科

也是擴闊及深化學生已掌握的知識，提升他們的技能，

培養他們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從而讓他們達到均衡的

發展。如下圖﹕ 

 

 

   新高中各科任老師在施教時，會利用不同的教學策略，例

如，合作學習，情境化學習或小組討論……等。課業多是

著重開放式的提問，有時會利用腦地圖訓練學生的思維能

力，可以說新高中亦是帶動學習模式轉變的火車頭。 

 
家長的配合家長的配合家長的配合家長的配合    
問：作為新高中學生的家長，應該要怎樣預備？ 

答：由於學習的模式和以往不同，課業習作形式亦以開放式問

題為主，沒有既定答案，家長可能要接受這方面的轉變。

另外，我們亦會為學生建立學習歷程檔，家長可以協助學

生保存一些重要的學習資料。其實家長如有任何需要可與

負責新高中的同事聯絡、參與新高中家長講座、新高中家

長智囊團，加強家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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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0920092009 年度新高中新一頁年度新高中新一頁年度新高中新一頁年度新高中新一頁    

問：甚麼是新高中？有甚麼理念？ 

答：在新高中學制下，所有學生均有機會修讀中六。在普

通中學，學生可享有三年初中，三年高中的學習年期，

至於特殊學校，09 至 10 學年亦開始實施新高中學制，

智障學生將會與普通學校學生一樣接受六年中學教

育。即是說學生能延長學程，如下圖﹕ 
 初小 小一至小三 

高小 小四至小六 

初中 中一至中三 

高中 中四至中六 

新高中就是中學學程最後的一個階段，所以我們可以把 

新高中理解成為一個轉銜的階段轉銜的階段轉銜的階段轉銜的階段，是學生踏入成人階段踏入成人階段踏入成人階段踏入成人階段    

的準備的準備的準備的準備。 

學校 社會 

成 

人 

學童、少年 過渡 

轉銜 

 

新高中 

因此，基於這個理念，本校的新高中課程，是按著學生

的個人發展、轉銜及學習需要，來設計課程的。期望做

到課程內容的闊度及深度，亦足以涵蓋學生的需要，以

及多元的發展，照顧學生的全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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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安排課程安排課程安排課程安排    
問：09-10 年度本校的新高中發展是怎樣？班級編排如何？    

答：09-10 年度班級編排是把一班新高中及兩班延伸班，視為

一個教學組，即新高中三班是一個整體新高中三班是一個整體新高中三班是一個整體新高中三班是一個整體。。。。今年新高中最大

的特色是﹕ 

• 按學生能力按學生能力按學生能力按學生能力，，，，合班分組合班分組合班分組合班分組(大部份時間)。 

• 三班(中四、中五、中六)會按同一時間表上課。 

� 除其他學習經歷除其他學習經歷除其他學習經歷除其他學習經歷﹕﹕﹕﹕班級團隊班級團隊班級團隊班級團隊、、、、其他學習經歷其他學習經歷其他學習經歷其他學習經歷﹕﹕﹕﹕社會適社會適社會適社會適

應應應應、、、、德育外德育外德育外德育外，，，，其他學科均按學生能力合班分組其他學科均按學生能力合班分組其他學科均按學生能力合班分組其他學科均按學生能力合班分組。。。。    

校本新高中課程架構校本新高中課程架構校本新高中課程架構校本新高中課程架構        

新的學科新的學科新的學科新的學科--------通識教育通識教育通識教育通識教育////獨立生活科獨立生活科獨立生活科獨立生活科 

問：核心科之中的通識教育通識教育通識教育通識教育////獨立生活獨立生活獨立生活獨立生活是新的科目，可以介

紹一下嗎？ 

答：這是個很著重思考及判斷的學科，我們期望學生能從

不同情境中經常出現的議題 /課題作多角度思多角度思多角度思多角度思

考考考考，並在討論議題/課題時，能聯繫各科所學習到的知

識，加深對個人、社會、國家和世界的理解；培

養獨立思考和自主自決的能力自主自決的能力自主自決的能力自主自決的能力，以提升適應個人

和社會環境不斷轉變的能力。簡言之，如下圖﹕ 

核心科目核心科目核心科目核心科目    中國語文中國語文中國語文中國語文、、、、數學及數學及數學及數學及    通識教育通識教育通識教育通識教育////獨立生獨立生獨立生獨立生活活活活    共共共共18181818節節節節，，，，佔總課時佔總課時佔總課時佔總課時
45-55%    

 

選修科目選修科目選修科目選修科目    
    (2(2(2(2----3333個選修個選修個選修個選修))))    ((((如如如如：：：：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體體體體育育育育、、、、科技與生活科技與生活科技與生活科技與生活    資訊及通訊科技資訊及通訊科技資訊及通訊科技資訊及通訊科技、、、、應應應應用學習調適課程用學習調適課程用學習調適課程用學習調適課程等等等等））））    共共共共9999節節節節，，，，佔總課時佔總課時佔總課時佔總課時

20-30%    
 

其他學習經歷其他學習經歷其他學習經歷其他學習經歷 與工作有關的經歷與工作有關的經歷與工作有關的經歷與工作有關的經歷、、、、社會社會社會社會服務服務服務服務、、、、德育及公民教育德育及公民教育德育及公民教育德育及公民教育、、、、藝術發展藝術發展藝術發展藝術發展、、、、體育發展體育發展體育發展體育發展 共共共共 14141414 節節節節，，，，(3年共年共年共年共 135小小小小時時時時)，，，，佔總課時佔總課時佔總課時佔總課時 20-45%    
 

數學 

選修 1 選修 2 

中國語文 通識教育 

(獨立生活) 議題 其他學習經歷 
選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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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學習調適課程應用學習調適課程應用學習調適課程應用學習調適課程    
問：甚麼是應用學習調適課應用學習調適課應用學習調適課應用學習調適課程程程程？ 

答：2010201020102010----11111111 年度的應用學習調適課程年度的應用學習調適課程年度的應用學習調適課程年度的應用學習調適課程，這個課程為期兩年。詳情

如下﹕ 

-每個課程的總課時為 240240240240小時，課程的修讀期橫跨中五及中中五及中中五及中中五及中

六六六六兩個學年。 

-學生毋須毋須毋須毋須繳交課程費用(教育局及學生就讀學校攤分)。 

-學生如修讀應用學習調適課程，即是修讀了一個選修科。 

這課程的目的﹕ 

-了解在某個職業範疇下應具備的知識、技能和相關的要求 

(例如：守時)。 

-為未來的學習及工作奠下基礎。 

共有 13131313 個課程個課程個課程個課程可供學生選擇，由 5555 個個個個經教育局批核的課程提供課程提供課程提供課程提供

機構機構機構機構所提供，分為以下兩個學習範疇：一是創意學習，如即興

劇場、舞蹈及陶藝；二是服務，如烘焙、酒店房務、有機生活

與優化環境、數碼攝影及桌上出版設計……等。為了讓學生及

家長了解更多，教務組已於 3 月 1 日舉行「新高中應用學習調

適課程講座」。 

其他學習經歷其他學習經歷其他學習經歷其他學習經歷     
問：甚麼是其他學習經歷其他學習經歷其他學習經歷其他學習經歷？學校有甚麼安排？ 

答：其他學習經歷：由數個載體由數個載體由數個載體由數個載體，，，，多個學習情境交織而成多個學習情境交織而成多個學習情境交織而成多個學習情境交織而成。基本

上，學生在學科以外的學習經歷，也可稱之為其他學習經

歷。為了方便學科上、行政上的配合，我們把其他學習經歷

中的職業訓練及社會適應，納入生活技能科內，學生的學習

評估，課堂及活動之設計，會參考自生活技能科。這方面的

安排，是讓學是讓學是讓學是讓學生可得到基本的工作訓練之餘生可得到基本的工作訓練之餘生可得到基本的工作訓練之餘生可得到基本的工作訓練之餘，，，，亦能學習如何亦能學習如何亦能學習如何亦能學習如何

處理自己的閒暇生活處理自己的閒暇生活處理自己的閒暇生活處理自己的閒暇生活，，，，以融入社群以融入社群以融入社群以融入社群。生活技能(職訓)亦是按

學生能力分組進入不同的組別，能力高的學生可獲派至辦公

室庶務、中能力的學生獲派於小賣部、能力稍遜的或有自閉

症的同學大抵獲派至清潔及工場兩組。至於其他學習經歷--

社會適應的活動單元是配合配屬計劃及班級團隊，進行一些

班會活動、探訪或參觀、甚或作一些實地考察，可能有助提

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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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學習經歷其他學習經歷其他學習經歷其他學習經歷     
問：甚麼是其他學習經歷其他學習經歷其他學習經歷其他學習經歷？學校有甚麼安排？ 

答：其他學習經歷：由數個載體由數個載體由數個載體由數個載體，，，，多個學習情境交織而成多個學習情境交織而成多個學習情境交織而成多個學習情境交織而成。基

本上，學生在學科以外的學習經歷，也可稱之為其他學習

經歷。為了方便學科上、行政上的配合，我們把其他學習

經歷中的職業訓練及社會適應，納入生活技能科內，學生

的學習評估，課堂及活動之設計，會參考自生活技能科。

這方面的安排，是讓學生可得到基本的工作訓練之餘是讓學生可得到基本的工作訓練之餘是讓學生可得到基本的工作訓練之餘是讓學生可得到基本的工作訓練之餘，，，，亦亦亦亦

能學習如何處理自己的閒暇生活能學習如何處理自己的閒暇生活能學習如何處理自己的閒暇生活能學習如何處理自己的閒暇生活，，，，以融入社群以融入社群以融入社群以融入社群。生活技能

(職訓)亦是按學生能力分組進入不同的組別，能力高的學

生可獲派至辦公室庶務、中能力的學生獲派於小賣部、能

力稍遜的或有自閉症的同學大抵獲派至清潔及工場兩組。

至於其他學習經歷--社會適應的活動單元是配合配屬計劃

及班級團隊，進行一些班會活動、探訪或參觀、甚或作一

些實地考察，可能有助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多元化的配屬計劃多元化的配屬計劃多元化的配屬計劃多元化的配屬計劃    
問：常聽聞新高中學生會參加配屬計劃配屬計劃配屬計劃配屬計劃，這是甚麼？和應用應用應用應用

學習調適課程學習調適課程學習調適課程學習調適課程有甚麼分別？ 

答：配屬計劃配屬計劃配屬計劃配屬計劃即是學生往轉銜機構實習的計劃，是其他學習

經歷的一部份。應用學習調適課程是選修科的一部份，

課程由教育局認可的課程提供機構課程提供機構課程提供機構課程提供機構所提供。09 年度的

新高中學生於 10 年 5 月及 6 月逢星期三下午，按能力

獲編配到下列機構實習： 

1.田景工場； 

2.鄰舍輔導會屯門蝴蝶工場； 

3.屯門技能中心； 

4.唐氏綜合症家長協會零售(芊業軒)； 

5.神託會—社會企業-馬可賓中學小賣部； 

6.荃蕙書室。 

   是次計劃亦邀得家長義工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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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變得主動了     陳巧妍家長 

 

我參與了配屬計劃，期望能以使用者的角度了解同學在

工作環境的適應情況，同學在實習時間能否學以致用。

我參與協助的公司是荃惠書局，同學主要參與清潔工

作，我見同學在學習過程中獲得進步，他們變得主動

了，應對能力也提昇了不少。我覺得這計劃對提昇同學

日後融入社區很有幫助。 

能幫助同學 又幫助自己  周文皓家長  
我參與了配屬計劃，我期望能幫助同學了解和體現到未來工作環

境和性質的要求。我協助的同學在蝴蝶邨工場實習，他們負責的

工作是餐具包裝，在這環境工作中要安坐、專心、手眼協調。作

為義工的角色，我可以幫助他們掌握工藝操作，達到工場的要求。

參加這次配屬計劃，既能幫助同學，又幫助自己。我感到很高興，               

很有意義。希望將這個活動和大家一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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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給予同學支援    林廷熙家長 

 

我參與了配屬計劃，我想了解新高中對我們學生有否幫助，從而

認識各種工種是否適合或不足。我協助的同學在「田景工場」實

習，學生負責一些簡單入餐巾及牙籤的工序，他們要理解入袋情

序，要有耐性，需長時間安坐，保持安靜。我給予同學支援，鼓

勵他們，也讚賞做得好的同學。我覺得這是一個好計劃。 

同學們肯做肯學   張嘉琪家長 

 

我參與了配屬計劃，我想看看自己的子女在外工作表現，也

看看社區人士如何看待他們。我協助的同學在馬可賓中學飯

堂實習，他們負責清潔、抹桌子、收拾碗碟。他們克苦耐勞，

不偷懶。我看見同學們肯做肯學，肯接受別人意見，也主動

作工。我的女兒回家後肯主動做家務。我覺得這個計劃對同

學有很大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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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的最好回報   黃諾晴家長 

 

我與馮姑娘一同帶領彩虹美少女組。我知道這

個計劃的時候很開心，因為我可以接觸這班美

少女，多了解她們，幫助她們成長，學習人際

關係、時間、金錢及空間的管理。記得第一次

出外的時候，我抱住戰戰競競的心情，因為不

知她們對我有如何的反應？我可如何回應她

們？唯有用親切的笑容與她們溝通，起初有些

陌生，但很快，她們對我產生信任，令我很開

心。看見她們興奮的心情和燦爛的笑容，讓我

能投入與她們一起。還有看見她們在溝通和合

作上的進步，同學與同學之間的信任和關係有

明顯的進步，令我有很大的成功感，這是給我

們家長的最好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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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解我要行快D？               趙家杰家長    

又收到學校的通告，說為配合課程，S4A班的同學商討了到仁

愛堂保齡球場打保齡及到保齡球場樓下的大家樂餐廳午膳。我

問小兒為何不到美樂的保齡球場，那裏設施較新，仁愛堂的球

道又經常壞。但他答不出半句。不管怎樣，我都是簽了回條讓

他參與。 

保齡球活動後，他主動告訴我仁愛堂保齡球場設施更新了，椅

子換了、顯示屏換了……，當我們經過時，他主動帶我去看看

場地，並介紹了設施改變了甚麼 ─ 他以往是很被動的。 

今天小兒要覆診，於是申請了半天假陪同他覆診，覆診後見時

間尚早(約下午 4時許)，今天又不想弄晚飯，於是建議和他到

市中心閒逛，於是我們步行到市中心，到達後覺有點餓，於是

以慣常的方法問家杰：「你喜歡到哪裏吃東西呢？」他正猶豫

時，我心想：「你一定說不知道。」於是我提議：「到麥當奴還

是到 KFC 呢？」但他回應：「金水壽司！」我驚訝地看著他，他

竟然有自己的主見，我帶著驚喜的心情和他到金水壽司店門

外，首先我看看店外的餐牌價錢，發覺頗貴，以他的食量，必

定超出我的預算。於是我告訴他：「太貴了，我們到麥當奴吧。」

轉身便走。他跟在後面咕嚕咕嚕說：「又不行快 D，行快 D便可

以吃了。」我不服氣問他：「行快 D會便宜一點嗎？」他指著店

外的廣告牌：下午茶時間，由下午 3時至 5時，有 30%折扣優

惠，我們到達時剛剛 5時許，這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升上中

四後，課程的改變，要同學多討論、多分析、多思考是有很大

的幫助的，雖然他語言表達不佳，回家後又說不懂做功課，每

每要我從旁協助才能完成，但他從旁觀察，多聽同學的討論，

他還是學懂了不少知識，並運用在生活上。這對他將來投身社

會是一個很好的準備。 

藉著今次機會，我多謝各位老師們對同學的默默付出，因現在

的課程要同學多思考、多討論、多分析，這正是同學們較弱的

一環，老師們要花更多的心機及時間去備課，在這裡衷心感謝

校長、馮姑娘、黃主任、彭主任、許老師、張老師、吳老師……，

你們的付出，同學及家長們是感受到的，讓我們一起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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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精神及態度才是重要  鄭禮力家長 

我參與了配屬計劃，我知悉這計劃的目的是讓同學有機會到不同的
機構體會不同崗位的工作，是新高中學制中「其他學習 經歷」重
要的一環。我參與義工服務是因為我認為「其他學習經歷」對同學
非常重要，義工的參與不但能減輕帶領老師的工作，更能令學生在
每一次難得的經歷中體驗更多，又可以與同學分享自己的工作經
驗，加以勸勉及鼓勵。 
 
我認為配屬計劃對同學最大的幫助不在於計劃中所分配的工作性
質及所能獲得的技能，而是讓同學體驗到將來投身工作的環境、人
際關係等；思想上作好準備，藉之更易投入及適應工作、更易被接
受，增加對自己的認識及競爭力。另一方面亦讓同學印證學校平日
課堂所授，知行合一是也。 
 
我協助同學在神託會屬下社會企業「大茶壺學校小食部」實習。我
負責聯絡及接待，介紹機構負責人跟帶隊老師認識，帶領同學參觀
工作環境。同學主要參與食堂的清潔工作。我認為技能並非最重
要，最重要的是具備投入工作的條件。在這方面學校可多向同學灌
輸參加工作的意義，讓他們明白工作性質是次要的，工作的精神及
態度才是重要的，而具備正面及積極的工作態度才會令他們得益、
快樂及滿足。 
 
我還有以下的感想及意見： 
＜同學的準備＞我認為個別同學的心智準備不夠充份。有個別同學
不夠積極主動，除了是首次處身陌生環境這個可理解的原因外，就
是不明白工作的意義，對於所安排的工作有抗拒。據我向神託會社
企一名社工所了解，她說適應和欠缺積極的情況他們也常常遇到，
尤其是新聘的工作人員，需要長時間的輔導和磨合，配合獎賞制
度，才能有成。故此也不必對同學過於嚴苛。 
 
＜時間的配合＞實習時段正值該校午膳時間，配屬機構（大茶壺）
的工作人員比 較繁忙，未能即時照顧實習的同學，要待接近午
膳尾聲才能開始分配工作。我 認為應將時間提早一至二小時，這
樣可讓同學在不影響工作人員的工作下參與 不同的工種，例如協
助餐前的準備工作，又可進行一些模擬實習，例如派餐的 工作。
增加同學多方體會之外，令他們更熟識工作環境，與在場職工有更
多的 互動，明白到每個崗位皆有其重要性。 
＜加強學習目標＞學校應強化「配屬計劃」的學習目標，以下幾項
是我認為比較重要的，同學應該從實習中得到以下的提升： 

� 溝通技巧 
� 人際關係 
� 團隊精神 
� 積極主動 
� 克苦耐勞 

在實習前老師可先引導同學注意及討論，實習後作反思檢討。另配
屬機構的意見亦非常重要，應該加以整理讓學生和家長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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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高中的轉變          黃玉琼主任 
 

踏入新高中，課程上和教學策略上有很大的變化。 

 

首先，在課程上有更廣濶的範圍，就以語文科為例，內容有視

聽資訊、議論文、實用文、誦讀佳句、話劇創作、新聞與報導，

文化專題探討等等，總之材料多樣化，藉以豐富學生的學習經

歷，也培養學生思考、分析，綜合聽說讀寫的能力。 

 

在教學策略上，也有改變，學校採用了合作學習，為學生

安排不同的工作如組長、報告員、記錄員、繪圖員、搜集員，

為不同的能力的學生提供任務，以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例如

一些自閉症的學生，因應其識字的能力，給予記錄及報告的工

作，一些熱愛繪畫的同學，安排繪畫或剪貼的活動，務使每一

位學生也能參與課堂活動。 

 

明顯地，學生較以前積極，主動參與課堂活動，部份同學

更願意成為組長，協助同學投入課堂活動。 

 

當然，面對高中的轉變，作為教師也有壓力，學生要有討

論、分析、思考的能力，不是一下子可以達到，要經過長時間

的訓練，長時間的學習才可以學到，這實在有賴家長，從小開

始，配合課程內容，才可以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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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無私的奉獻            社工馮轉屏姑娘 

為讓學生體驗多元學習經歷，以及促進同學對不同工種的認

識，學校在五六月期間安排新高中同學，參與不同的配屬單位，

包括神託會馬可賓中學之駐校食物部--大茶壺、新生精神康復

會田景工場、隣舍輔導會蝴蝶工場、屯門技能訓練中心、荃蕙

書舍及唐氏協會芊業坊等六個不同項目的實習，以培養同學良

好之工作態度及習慣，並增強同學在畢業後生活之適應。 

 

能夠得到屯門區內不同單位的支持和配合，是值得學校新高

中同學和家長們感到慶幸的，在感謝各參與單位的同時，也不

要忘記協助帶隊的家長義工們，他們不單是協助帶隊，也有主

動介紹參與的單位，而更重要的是他們在學期開初，已積極參

與學校『高中家長智囊團』，為我們學校在新高中的課程策劃上

提供寶貴的意見。 

因為我們新高中的課程是依據教育局既定且統一的課程指引，

同時又要配合同學的能力及發展需要，家長能參與及提供支援

對我們新高中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功能，難得的是這群家長能以

坦承、認真、信任、開放的態度與學校一同去探索及開發具有

匡智屯門晨崗學校特色的新高中課程，是值得我們欣賞和感激

的。 

 

『高中家長智囊團』的成員除了一群了不起的家長外，也包

括石校長、課程黃主任、高中負責人彭主任及本人，我們在新

高中的工作中，並非是事事順利及十全十美，但我看到同事的

努力、學生的投入及進步、社區人士的支持、家長們無私的奉

獻，所以我深信學校為新高中的發展已奠下了良好的基礎。 

 

最後，讓我對這群了不起的好伙伴表示無言的感激，也對這

群滿有潛能的同學們說聲：「為了自己及家人，努力學習，活出

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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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屬計劃義工專訪   社工古國貞姑娘 
 

 本校於本年五月至六月期間於新高中實行了「配屬計劃」，此
計劃乃讓學生有機會到不同工作環境，體會不同的工作經歷，本
校有七位家長義工參與了此計劃，協助同學在配屬之工作環境中
能夠順利適應。以下是家長義工們的心聲體會： 
 
 「初期個別同學有很多的理怨，問為什麼要到這裏做工，我
們便勸解及鼓勵他們，並親自與他們一起同工，他們見我們那麼
積極地工作，他們也變得積極起來，也願意做，並且做得快了。」 
 
 「個別同學曾因其他同學在工作中出現的特殊行為感到困
擾，那時我們便去安撫他們，教導他們去接納身邊的同學，漸漸
地同學之間也學懂彼此接納。」 
 
 「初期同學的表現都很被動，我親自示範，他們也跟著去做，
他們漸漸變得主動和積極。」 
 
 「同學初期接觸工作時，不知從何入手，但現在他們熟習了
那些工序後，也可以自己操作，見到他們有很明顯的進步。」 
 
 「同學面對刻板的工作，都會有些『不願意』，會問點解又係
抹桌子，漸漸地他們接受了這工作模式，少了『不願意』。」 
 
 家長見到同學在工作環境中的成長和進步，感到十分恩惠，
同學從「被動」變得「主動」，從「不知所措」學懂「解難」，從
「不願意」變得「願意」，從「同學間彼此抗拒」學懂「彼此接
受和支持」；同學也明白到每一個工作崗位都有價值，有其重要
性；他們知道自己有份貢獻社會，也表現得份外有自信。 
 
 是次協助配屬計劃之家長多為高小及初中生之家長，參與了
這個計劃讓他們對學校為孩子進入成人生活的轉銜所作的準備
有更多的了解，這個預知也可幫助他們更懂得如何在子女進入新
高中前，為他們作好心理上和技能上準備。 
 
 「原來我個女係識做嘢！」「做起嘢來仲有頭有尾、有條有
理！」「佢仲話我地可以退休啦！」家長義工都鼓勵新高中的學
生家長親自認識及了解子女在工作環境中的表現，家長或會發現
自己的孩子已不是「小朋友」，他們已長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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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A S.4A S.4A S.4A 何麗清何麗清何麗清何麗清    

我喜歡的科目是通識科和科技與生我喜歡的科目是通識科和科技與生我喜歡的科目是通識科和科技與生我喜歡的科目是通識科和科技與生

活活活活，，，，因為通識科訓練我思考因為通識科訓練我思考因為通識科訓練我思考因為通識科訓練我思考，，，，科技與科技與科技與科技與

生活可以學習煮食生活可以學習煮食生活可以學習煮食生活可以學習煮食，，，，幫助我將來的生幫助我將來的生幫助我將來的生幫助我將來的生

活活活活。。。。我畢業後我畢業後我畢業後我畢業後，，，，希望可以幫助媽媽賣希望可以幫助媽媽賣希望可以幫助媽媽賣希望可以幫助媽媽賣

包包包包。。。。    
 

S.4A S.4A S.4A S.4A 董振幫董振幫董振幫董振幫    

我喜歡的科目是語文科我喜歡的科目是語文科我喜歡的科目是語文科我喜歡的科目是語文科，，，，因為我想學因為我想學因為我想學因為我想學

習更多字詞習更多字詞習更多字詞習更多字詞，，，，學習說話學習說話學習說話學習說話。。。。我希望畢業我希望畢業我希望畢業我希望畢業

後做接線生後做接線生後做接線生後做接線生，，，，準時上班工作準時上班工作準時上班工作準時上班工作。。。。我要努我要努我要努我要努

力讀書力讀書力讀書力讀書。。。。    

 

S.4A S.4A S.4A S.4A 張俊傑張俊傑張俊傑張俊傑    

我喜歡的科目是資訊及通訊科技和體我喜歡的科目是資訊及通訊科技和體我喜歡的科目是資訊及通訊科技和體我喜歡的科目是資訊及通訊科技和體

育科育科育科育科，，，，因為資訊及通訊科技科因為資訊及通訊科技科因為資訊及通訊科技科因為資訊及通訊科技科，，，，讓我學讓我學讓我學讓我學

到電腦知識到電腦知識到電腦知識到電腦知識，，，，人也變得聰明人也變得聰明人也變得聰明人也變得聰明；；；；體育科可體育科可體育科可體育科可

以讓我鍛鍊身體以讓我鍛鍊身體以讓我鍛鍊身體以讓我鍛鍊身體，，，，我現在氣力大了我現在氣力大了我現在氣力大了我現在氣力大了！！！！我我我我

會努力學習會努力學習會努力學習會努力學習。。。。我希望畢業後去上班工我希望畢業後去上班工我希望畢業後去上班工我希望畢業後去上班工

作作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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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A S.4A S.4A S.4A 文偉成文偉成文偉成文偉成    

我踏入新高中我踏入新高中我踏入新高中我踏入新高中，，，，我選修了視覺藝術我選修了視覺藝術我選修了視覺藝術我選修了視覺藝術

科科科科、、、、體育科體育科體育科體育科、、、、科技與生活科科技與生活科科技與生活科科技與生活科、、、、資訊資訊資訊資訊

科技科等科技科等科技科等科技科等。。。。我最喜歡的科目是體育我最喜歡的科目是體育我最喜歡的科目是體育我最喜歡的科目是體育

科科科科，，，，因為可以學到籃球技巧和理因為可以學到籃球技巧和理因為可以學到籃球技巧和理因為可以學到籃球技巧和理

論論論論，，，，很有趣很有趣很有趣很有趣，，，，對我成為運動員的夢對我成為運動員的夢對我成為運動員的夢對我成為運動員的夢

想有很大的幫助想有很大的幫助想有很大的幫助想有很大的幫助。。。。    
 

S.5A S.5A S.5A S.5A 張嘉琪張嘉琪張嘉琪張嘉琪    

我選修了體育科我選修了體育科我選修了體育科我選修了體育科、、、、科技與生科技與生科技與生科技與生

活活活活、、、、視覺藝術科視覺藝術科視覺藝術科視覺藝術科、、、、資訊與應資訊與應資訊與應資訊與應

用科技科用科技科用科技科用科技科。。。。我最喜歡的科目我最喜歡的科目我最喜歡的科目我最喜歡的科目

是社會適應科目是社會適應科目是社會適應科目是社會適應科目，，，，因為可以因為可以因為可以因為可以

籌備活動籌備活動籌備活動籌備活動，，，，到超到超到超到超級市場購級市場購級市場購級市場購

物物物物、、、、到麥當努用膳和燒烤到麥當努用膳和燒烤到麥當努用膳和燒烤到麥當努用膳和燒烤。。。。    
 

S.5A S.5A S.5A S.5A 莫慧敏莫慧敏莫慧敏莫慧敏    

我最喜歡的科目是科技與生活我最喜歡的科目是科技與生活我最喜歡的科目是科技與生活我最喜歡的科目是科技與生活，，，，因因因因

為可以煮健康的食物如早餐為可以煮健康的食物如早餐為可以煮健康的食物如早餐為可以煮健康的食物如早餐、、、、煲湯煲湯煲湯煲湯

和煮飯和煮飯和煮飯和煮飯。。。。踏入新高中踏入新高中踏入新高中踏入新高中，，，，我要自己完我要自己完我要自己完我要自己完

成功課成功課成功課成功課，，，，不再依賴妹妹不再依賴妹妹不再依賴妹妹不再依賴妹妹，，，，遇到不明遇到不明遇到不明遇到不明

白的地方白的地方白的地方白的地方，，，，我會向老師請教我會向老師請教我會向老師請教我會向老師請教。。。。    

16 



 21

S.6A S.6A S.6A S.6A 潘偉傑潘偉傑潘偉傑潘偉傑    

我喜歡的科目是資訊及通訊我喜歡的科目是資訊及通訊我喜歡的科目是資訊及通訊我喜歡的科目是資訊及通訊

科技和通識科技和通識科技和通識科技和通識，，，，因為這兩個科目因為這兩個科目因為這兩個科目因為這兩個科目

可以訓練思考可以訓練思考可以訓練思考可以訓練思考，，，，讓我腦部靈讓我腦部靈讓我腦部靈讓我腦部靈

活活活活、、、、增加智慧增加智慧增加智慧增加智慧。。。。當遇到困難的當遇到困難的當遇到困難的當遇到困難的

時候時候時候時候，，，，我會找老師及同學解我會找老師及同學解我會找老師及同學解我會找老師及同學解

決決決決。。。。我覺得新高中的生活很多我覺得新高中的生活很多我覺得新高中的生活很多我覺得新高中的生活很多

姿多釆姿多釆姿多釆姿多釆，，，，我可以在探究式學習我可以在探究式學習我可以在探究式學習我可以在探究式學習

中中中中，，，，建立自信建立自信建立自信建立自信，，，，發揮潛能發揮潛能發揮潛能發揮潛能。。。。除除除除

了學習到很多新事物了學習到很多新事物了學習到很多新事物了學習到很多新事物，，，，我亦能我亦能我亦能我亦能

學習解難和自主自決學習解難和自主自決學習解難和自主自決學習解難和自主自決。。。。我會珍我會珍我會珍我會珍

惜新高中的生活惜新高中的生活惜新高中的生活惜新高中的生活！！！！    
 

S.6A S.6A S.6A S.6A 楊永立楊永立楊永立楊永立    

我喜歡的科目是科技與我喜歡的科目是科技與我喜歡的科目是科技與我喜歡的科目是科技與

生活和數學生活和數學生活和數學生活和數學科科科科，，，，因為科因為科因為科因為科

技與生活可以學習煮技與生活可以學習煮技與生活可以學習煮技與生活可以學習煮

食食食食，，，，數學科提升我的數數學科提升我的數數學科提升我的數數學科提升我的數

學能力學能力學能力學能力。。。。我覺得新高中我覺得新高中我覺得新高中我覺得新高中

和初中有很大分別和初中有很大分別和初中有很大分別和初中有很大分別：：：：新新新新

高中的科目較難高中的科目較難高中的科目較難高中的科目較難，，，，初中初中初中初中

的課程較簡單的課程較簡單的課程較簡單的課程較簡單。。。。就讀新就讀新就讀新就讀新

高中讓我有一種成就高中讓我有一種成就高中讓我有一種成就高中讓我有一種成就

感感感感，，，，因為我學習時雖然因為我學習時雖然因為我學習時雖然因為我學習時雖然

遇上困難遇上困難遇上困難遇上困難，，，，但我會找老但我會找老但我會找老但我會找老

師師師師、、、、社工及同學解決問社工及同學解決問社工及同學解決問社工及同學解決問

題題題題，，，，我可以克服困難我可以克服困難我可以克服困難我可以克服困難。。。。

我希望畢業後可以找一我希望畢業後可以找一我希望畢業後可以找一我希望畢業後可以找一

份有前途的工作份有前途的工作份有前途的工作份有前途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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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S.5S.5S.5A A A A 方秀英方秀英方秀英方秀英    

我最喜歡的科目是語文科我最喜歡的科目是語文科我最喜歡的科目是語文科我最喜歡的科目是語文科，，，，

可以做話劇可以做話劇可以做話劇可以做話劇，，，，做到自己喜歡做到自己喜歡做到自己喜歡做到自己喜歡

的人物角色的人物角色的人物角色的人物角色，，，，真的很開心真的很開心真的很開心真的很開心。。。。

我喜歡上通識科我喜歡上通識科我喜歡上通識科我喜歡上通識科，，，，可以學習可以學習可以學習可以學習

做報做報做報做報告告告告員員員員。。。。如如如如果果果果在數學上遇在數學上遇在數學上遇在數學上遇

到不明白的地方到不明白的地方到不明白的地方到不明白的地方，，，，我會向老我會向老我會向老我會向老

師請教師請教師請教師請教。。。。    
 

S.6A S.6A S.6A S.6A 嚴嚴嚴嚴嘉嘉嘉嘉強強強強    

我喜歡的科目是通識和資訊及通訊科技我喜歡的科目是通識和資訊及通訊科技我喜歡的科目是通識和資訊及通訊科技我喜歡的科目是通識和資訊及通訊科技，，，，因為可以學習和探因為可以學習和探因為可以學習和探因為可以學習和探

究究究究。。。。初中與高中的分別初中與高中的分別初中與高中的分別初中與高中的分別？？？？分別大了分別大了分別大了分別大了！！！！以以以以往往往往也是依單也是依單也是依單也是依單元元元元，，，，不不不不太需太需太需太需

要思考要思考要思考要思考，，，，新高中就要新高中就要新高中就要新高中就要常常常常常常常常思考和探究思考和探究思考和探究思考和探究，，，，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多了多了多了多了。。。。感感感感受受受受？？？？我覺我覺我覺我覺

得更有得更有得更有得更有挑戰性挑戰性挑戰性挑戰性，，，，困難也有很多困難也有很多困難也有很多困難也有很多，，，，幸好幸好幸好幸好老師有老師有老師有老師有替替替替我解決和分我解決和分我解決和分我解決和分擔擔擔擔。。。。

我希望畢業後我希望畢業後我希望畢業後我希望畢業後，，，，去去去去屯門屯門屯門屯門技能學習技能學習技能學習技能學習，，，，然後然後然後然後出出出出來工作來工作來工作來工作，，，，當一個有用當一個有用當一個有用當一個有用

的人的人的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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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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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椰汁千層糕印尼椰汁千層糕印尼椰汁千層糕印尼椰汁千層糕    
 
材料： 
木薯粉（理想牌生粉） 240 克      
粘米粉        40 克 
椰漿       400 克（1大罐） 
砂糖                200 克 
暖水                200 克 
班蘭葉香精      半茶匙 
 
做法: 
1. 暖水溶解砂糖（備用） 
2. 木薯粉粘米粉混合，加入椰漿、砂糖液拌勻。 
3. 糊漿分為兩份，其中一份加入班蘭葉香精。 
4. 先倒一層糊漿入蒸模內蒸 5分鐘（熟透），其後兩種糊漿重複交
替用完為止。 

5. 製成品放涼後切開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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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佩詩（黃景駿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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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捐款歡迎捐款歡迎捐款歡迎捐款】】】】 
本刊之經常開支，由熱心人士捐助，捐款請填寫以下表格，親自交往
或郵寄至匡智屯門晨崗學校。劃線支票抬頭請寫「匡智屯門晨崗學校
法團校董會」便可。 

 

 

 

本人    （    家長）樂意捐出港幣$       作 

＜青苗集＞之出版經費，請給予收據。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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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愛群（溫肇晉家長） 馬紫霖老師 
蔡敏琪（劉卓潼家長） 林培華老師 
鄭明哲（鄭禮力家長） 社工古國貞姑娘 

  
【【【【封面設計及排版封面設計及排版封面設計及排版封面設計及排版】】】】 

郭靖嵐小姐 
 

【【【【歡迎投稿歡迎投稿歡迎投稿歡迎投稿】】】】    
學校地址：屯門育青里二號 
電話號碼：24553038 
電郵地址：tmhill@hongchi.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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