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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學習常規
2. 知禮守規
3. 培養責任感



職務 姓名

副校長 鍾偉東
鄭景亮
梁廼文

基督教事工主任 梁振忠

學務主任 黃子榮

訓導主任 歐震國

輔導主任 尹重儀

升學就業輔導主任 呂艷蘭



職務 姓名

課外活動主任 潘嘉衡

事務主任 區志玲

資訊科技統籌主任 馬凱雄

公民教育主任 林慧嫻

教長教師會副主席 簡明旭先生

培正道浸信會主任 徐倩然姑娘

駐校社工 尤文祺姑娘
伍家頌姑娘



中一信 曾靜雯老師 趙翠琼老師
中一望 馮君玲老師 陳卓偉老師
中一愛 楊新苗老師 林芬芬老師
中一光 黃祖佑老師 周慈蓮老師
中一善 關景桓老師 潘曉玲老師
中一正 鍾少雲老師 陳嘉蓁老師









課程改革第一個三年計劃

學校的重點關注項目是：

（１）強化生命教育課程
（２）推動學生自主學習及喜愛學習
（３）繼續STEM及OGCIO-EITP課程
（４）繼續拔尖及增潤課程
（５）引入知識管理善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



培正中學校本課程結構

中三高中
預備課程

中六
中四中五

中一中二以中英數
為主的基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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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課程重點

• 最重要：生命教育

• 主要科：中文、英文、數學

• 選修科：人文、科學、科技

• 體藝科：體育、藝術、音樂

• 延伸學習活動：校內／校外資優課程、增潤課程、
學界體藝學藝比賽、友校交流、社會服務．．．

學生為本 ＞＞



資優教育計劃

• 校內、校外

• 中、英、數、科學、科設、領袖訓練、
社會服務…….

• 小學學業成績/小學獎項/ HKAT、老師推
薦、自薦、學業成績、比賽獎項…..



通識科
英文組
拔尖班

英文科
高中
拔尖班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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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訓

數學科
初中
拔尖班

英文科
初中
拔尖班 中一星期六綜合拔尖班

中二星期六綜合拔尖班

奧林匹克數學培訓班

資優：學務處



溫馨提示

學校私隱政策聲明

• 為加強校內及對社區的溝通，學校亦會透過
不同媒介發佈學校正面的訊息，包括出版刊
物、印製宣傳單張、製作網頁等，其中內容
或會涉及本校學生的部份個人資料，例如姓
名、班別、相片、個人成就﹝例如：所獲獎
項、考試優異成績等﹞

• 於開學後派發家長信



溫馨提示

請假手續

• 事假需要事先向班主任申請

• 病假需於每天早上7:55前致電校務處請假，
事後向班主任補辦請假手續

• 考試日子需備醫生紙才可告病假。如因病缺
席，學生於病癒後三日內，須具缺考期間的
醫生證明文件，向學務主任告假。



溫馨提示

升留班標準

• 升留班標準已經詳列於學生手冊內

• 經教導會議考慮，加權分不合格、操行丁級、
缺課30天或中英數不合格，將不能升級。

• 不設補考。



你們都是培正引以為榮的學生

卓社勞翰楹、梁嘉俊、周澔楊及譚嘉裕同學在
中學文憑考試取得優異成績



創社十四位同學在中學文憑考試取得5科33分或以上成績
其中前排左三房穎儀同學取得全部 7科 5**

你們都是培正引以為榮的學生



2008、 2012 中銀紫荊盃男女校組總冠軍
2016 中銀青苗盃男女校組總冠軍

你們都是培正引以為榮的學生



左四黃梓駿同學獲選代表香港參加全國信息學
奧林匹克競賽2014並獲銅獎

你們都是培正引以為榮的學生



左四邱楚棱同學獲選代表香港參加
中國女子數學奧林匹克競賽2016獲銅獎

你們都是培正引以為榮的學生



左三起魏子奇、林崇熙、林翠怡及黃梓駿代表香港出戰
IMMC 2016第二屆國際數學建模挑戰賽獲全球前三名

你們都是培正引以為榮的學生



左曹朗翹代表香港參加
第69屆 ISEF 

右潘博文代表香港參加
2017 IJSO獲金牌

你們都是培正引以為榮的學生



你們都是培正引以為榮的學生



學務查詢

學務主任黃子榮

聯絡電話：2767 3313





基督教事工 25/8/2018

•中一成長營

光善正：3-5/10

信望愛：10-12/10

•中一團契

逢星期三放學後(3:45-4:45)



基督教事工主任梁振忠

聯絡電話：2767 3315

基督教事工





「自攜裝置」(BYOD) 計劃

培正中學資訊科技統籌主任

馬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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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推行「自攜裝置」計劃，每位中一級的
同學須備有數碼流動裝置(可以是智能電話或
平板電腦)，以在課堂進行學習活動。

「自攜裝置」(BYOD) 計劃



數碼流動裝置要求

智能電話或平板電腦均可

•具Wifi無線上網功能(毋須3G/4G上網功能)
•建議採用 IOS / Android 作業系統
•裝置儲存容量64G或以上
•顯示屏大小不限



關愛基金援助項目

教育局通函第 71/2018號
關愛基金援助項目—資助清貧中小學生購買
流動電腦裝置以實踐電子學習
•關愛基金於2018/19 學年起推行援助項目，為期三年，資助
這些學生購買流動電腦裝置以實踐電子學習。

有需要的同學可以在開學後向學校輔導主任
尹重儀主任聯絡，以作安排。



注意事項
• 請注意及遵守「自攜裝置」

BYOD – Bring Your Own Device
守則 (附於開學應知事項小冊子
內)

• 有關裝置在授課老師通知下，才
需帶回學校使用；其他日子，可
無需攜帶回校

• 若有需要，學校圖書館備有少量
平板電腦可供即日借用



推行「自携裝置」(BYOD) 計劃流程

8月25日
家長會簡介

9月份
同學自行購買數碼流動裝置

10月份
中一級電腦課教授數碼流動裝置基本使用

11月份
各科正式使用平板電腦上課

2018-19 學年



馬凱雄老師

電話 – 27673310

電郵 – pc-mhh@puiching.edu.hk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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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紹

訓導主任 歐震國

中一級訓導老師 李鳳華

訓導



2. 校規修改
A. 不可穿戴式通訊電子儀器

B. 天文台發出寒冷天氣警告下，學生可穿羽絨外套，顏色
只限深藍或黑。

C. 凡中文、英文、數學及加權平均成績達五十分或以上及
操行等第不低於丙下而經教導會議審批者，准予升級。

D. 凡於一學年內被記累積等同三個大過以上者，操行等第
為丁。

訓導



2. 校規修改

E. 凡在一學年內因病或因事請假，累積達三十個上課日者，
不准升級。如有特別個案，經教導會議審核認可，得酌情
處理。

訓導



3. 校服儀容
A. 頭髮：
髮型不可標奇立異，顏色不可有變異。

男同學不准電髮。額前頭髮不可過眼眉，兩側不可過半耳，
後面髮長不可長過衫領。

女同學髮長及肩膊者，必須用本校校色（紅、藍）或黑色
的髮飾將頭髮束起。（髮夾只宜單色，不可有任何圖案或
裝飾。）

訓導



3. 校服儀容
B. 除眼鏡、手錶、筆外，不能佩戴任何飾物。

C. 不可戴全視線眼鏡。

D. 不可穿船襪；襪不可有任何標誌、花邊及通花。

E. 只能穿全黑色皮鞋，普通皮，鞋面可有金屬色或黑色的
實用性鞋扣，鞋扣不能大於1吋乘1吋。鞋面不准有通花、
顏色線及任何裝飾；要平跟。不能穿類似靴狀之高筒鞋。

F. 女生必須穿白色襯裙。

訓導



4. 交功課安排
A. 家課日誌

B. 交功課程序

C. 欠交功課首五次，記警告，其後每五次記缺點一次。

訓導



5. 請假手續
A.病假

務必請家長於早上七時卅分至七時五十五分致電校務處
（2711 9222）通知校方，病愈後須具醫生證明文件連同
手冊呈交班主任銷假

I. 日常課堂 一天缺席可不需要
出示醫生證明

II. 特別上課日 必須要醫生證明及
家長信(手冊)

訓導



5. 請假手續
B. 事假

必須要提前一天或以上申請，獲班主任或訓導處批准，方
為有效。

C. 公假

訓導



6. 遲到記錄
A. 上、下午返校遲到以進入課室時間計算

B. 遲到首十次，每五次記缺點兩個；其後每五次遲到，則
記小過一次。

訓導



訓導
7. 手提電話
在正式上課期間，在校舍範圍內任何時間學生不得開啟
及使用手提電話/平板電腦。如要關掉手提電話/平板電腦，務
必請老師在場見證。(早上七時至七時半在獅子廊除外)

A. 第一次無故響起，記書面警告(違反攜帶手提電話守則)，而
手提電話須交到訓導處，待檢查家長已簽署該項違規記錄，便
可取回手電話。

B. 擅自使用，則會被記缺點一次(擅自使用手提電話)，而手提
電話須交到訓導處。凡被記缺點或以上，須家長或監護人親自
到訓導處取回手提電話。

C. 默書、測驗或考試期間響起，則記缺點兩次(違反測驗或考
試規則)。



查詢：

訓導主任歐震國 2767 3322

中一訓導李鳳華 2767 3323

訓導





課外活動
=課程

課外活動



課外活動成果
• 生活技能

• 勇於面對挑戰

• 善用餘暇

• 解難能力

• 與人溝通技巧

• 面對挫折，如何復原

• 關心社會



學校的課外活動策略

•多鼓勵，少懲罰

•注重嘗試，不問成果

•投入人力及財力資源

•訓練責任感及自律精神

•因材施教



家長的課外活動策略

•分析形勢，尊重決定

•剛柔並重，恩威並施

•放膽嘗試，堅持信念

•大力支持，建立關係



報名方法

• 學生收到三張報名回條，先選擇心儀活動

• 留意宣佈及各會社宣傳(一般9月份招收) ，
指定時間交回條及會費

• 部份項目需要選拔(留意選拔日期，唔清楚
要問負責老師)

• 音樂及體育訓練由科任老師宣佈

• 所有課外活動表現，均記錄在成績表



課外活動查詢

課外活動主任潘嘉衡

聯絡電話：2767 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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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香港培正中學

學校社工：
伍家頌姑娘 (逢星期二、四駐校)
尤文祺姑娘 (逢星期三、五駐校)



(一) 培正同學最喜歡
社工做些什麼？

個別面見

電話聯絡

舉辦活動



(二) 同學經常跟社工
講的話題是…

學業

朋友相處

情緒

家庭

拍拖戀愛



學校社工：

伍家頌姑娘 (逢星期二、四駐校)

尤文祺姑娘 (逢星期三、五駐校)

社工室電話: 2767 3319

辦事處電話: 2389 4242



香港培正中學2018-2019年度新生家長會



香港培正中學2018-2019年度新生家長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