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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是探求知識的園地，彩虹天主教英文中學（彩
天）致力為學生提供優質教育，近年更積極推行課程改
革，引進多項嶄新措施，提升學與教的成效，並培養學
生的自學能力。與此同時，校方亦關注學生學習的多樣
性，通過各項措施支援及照顧學生不同的學習需要。

彩天教務小組組長吳國明副校長表示，校方重視教學
成效與反思，各個學科均設有自評機制，不斷檢視及改
善課程發展策略。學校又鼓勵各科教師進行行動研究或
試行計劃，嘗試嶄新的教學模式，如英文科多目標課堂
計劃、電腦科協同教學計劃、宗德科及通識科評課計劃
及電子教學推廣等。另外，校方近年亦大力推廣評估促
進學習，在各學科引入有系統的評估回饋措施，如課業
回饋、鞏固課、課堂表現評分、學習及考試反思、自習
課和課餘補課等，讓學生透過 「作為學習的評估」 提升
對自己學習的反思能力，有系統地反思個人的學習情
況，作出相應改善。

重視兩文三語 營造學習環境
彩天亦重視培養學生兩文三語的能力，為學生營造有

利語文學習的環境，為他們提供更多接觸兩文三語的機
會。英文科方面，校方於初中全面推行延展英語活動，因應
不同班別學生的興趣、能力及學科的特質，進行不同形式的
延展英語活動，如中三級個別班別以英語教授數學科及物理
科；中二級甲班以英語教授數學、通識科部分課題以英語教
授等。部分活動更會以跨學習領域形式進行，如與數學科合
作，利用英語進行買賣活動，讓學生更生活化地學習英語。
中文科方面，初中推行普通話教授中文，早會加插普通話分
享環節，增加學生應用普通話的機會。每年，校方舉辦多元
化海外交流活動，讓學生衝出香港，放眼世界，在認識不同
文化之餘，又可提升語言能力。歷年來，學生曾到訪地點包
括新西蘭、新加坡、台灣、韓國、澳門及內地。

因材施教 提升學習效能
學生學習能力和需要皆有不同，彩天通過不同的教學策略

及活動安排，照顧學生個別能力差異。吳副校長指，校方針
對成績位處中游的學生舉辦學習技能提升班，由教師重點教
授實用學習技能，幫助他們增強學習動機，提升學習效能。
另外，各學科均設有拔尖補底班，根據學生能力進行分組學
習，因材施教。

吳副校長透露，該校未來將積極推動資訊科技教育，如成
立網上學習平台，並逐步在各學科引入平板電腦輔助教學，
提高課堂學習的互動性，同時鼓勵學生在課餘利用平板電腦
進行自主學習，培養自學能力。此外，校方亦計劃推廣電子
閱讀，提升閱讀氣氛。為迎合學生不同的學習興趣和需要，
校方還有意增辦新科目，如高中級設香港中學文憑試體育科
及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初中級增設設計與科技、設計與
生活等科目等，增加學生學習經歷的廣度。

彩天校長何家欣表示，校慶主題甚具意義。她解釋：
「 『半世紀』 代表了學校有幸經歷五十個寒暑，除了是
因為得到天父的看顧外，也有一班教師及校友的支持。
過去五十年，舊生對學校總有一份情，也有一份歸屬
感，他們希望身體力行，向師弟分享人生經驗，傳承彩
天 『愛』 的核心價值。」 此外，她又把學校今天的成功
歸功於教師的無私教導。 「教師是學校最重要的 『寶
庫』 ，因為有他們過去的努力，才有今天的成果。」 展
望將來，何校長寄望能夠帶領彩天成為黃大仙區最出色
學校的其中一所，與師生 「活」 出 「新世代」 。

▶何家欣校長（左一）期望學校傳承優良傳統，開創更多光輝的
五十年。 ▲吳國明副校長（左二）表示，學校近年積極推行課程改革，提升教學

成效。

▲外籍教師跟學生
進行英語學習活動

◀學生以普通話主
持早會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下稱彩天）創辦半世
紀，一直見證着黃大仙區的發展，亦為香港不斷
培育具質素的人才。今年適逢創校五十周年，該
校特以 「半世紀．新世代」 為主題，與師生、校
友、家長及社區人士同賀金禧紀念。

彩天提倡全人教育，關注學生全面發展和成長，培育學
生成才。該校年前推出全人發展計劃，以 「律己」 、 「顧
他」 和 「立人」 為焦點，配合有系統並經過悉心規劃的課
程，以及多元化活動，培養學生積極及正面的人生態度和
價值觀，懂得關顧他人，服務社群，並不斷反思，自我完
善。

律己為先 繼而顧他與立人
全人發展計劃由 「律己」 開始，校方通過不同渠道及不

同形式的活動，跟學生灌輸正面價值觀。陳玉儀副校長表
示，校方尤其重視培育學生 「尊重、自律、感恩」 。學校
推動以 「班級經營」 的模式管理學生，鼓勵各級各班學生
自訂班規，共同遵守，同時舉辦多元化的班本活動及比
賽，營造正面、團結及自律的班風。該校更度身設計一套
校本班主任課程，通過班主任課進行品德情意教育。課程
內容經過悉心規劃，各級設有不同主題，因應學生在成長
階段不同的需要而編訂。中一級以認識自己為主題，中二
級探討如何交朋結友，中三級引導學生認清未來升學擇業
的興趣與方向。配合不同主題，班主任會於堂上跟學生探
討價值觀和道德問題。除了班主任課，學校每星期進行
「中央校園廣播」 ，播放探討品德和價值觀議題的短片，

引導學生思考和反思。
「律己」 之後是 「顧他」 ，簡言之是以愛關顧他人。校

方期望學生能夠做到校訓 「望及救」 中的 「望」 ，以善德
善行為別人帶來希望。該校致力營造關愛校園文化，師生
關係融洽是該校特色，亦是優良傳統。學校亦重點培育學
生對朋輩、校園、社會、國家，甚至大自然的關愛。校方
更鼓勵學生積極參與義工活動，服務社群。
陳副校長深信，每名學生均有優點及才能，學校的工作

是幫助學生強化自我管理、尋找及發展興趣，提供情境讓
學生發揮才能，從而 「立人」 。校方年前於初中級推出
「體藝創意展才華」 課程，提供不同類型的體藝培訓活
動，鼓勵學生發展不同的興趣和潛能，如田徑及球類、魔
術、雜耍、漫畫創作、塗鴉藝術、非洲鼓、戲劇及舞蹈
等。校內亦設有 「藝墟」 ，給予學生展示才華的平台，學
生踴躍參與，把握機會一展身手。

生涯規劃 助學生籌劃未來路向
另外，校方亦關注學生的生涯規劃，定期舉辦不同活

動，如參觀大學及專上院校、中學文憑試準備及讀書策略
工作坊、升學及就業講座等，協助學生規劃自己的升學或
就業路向。學校每年與舊生會合作邀請於不同行業任職的

校友回校跟在校學弟分享工作情況，介紹相關行業
的工作要求和發展前景，提供升學就業的建議。
陳副校長透露，校方未來將五德兼備定為全人發

展的目標，透過不同渠道將愛德、生命、真理、家
庭、義德元素滲透於課程及課外活動之中，期望培
育學生成為人生領袖，掌握自己人生。

▲陳玉儀副校長（右二）指，校方通過全方位措施，促進學生全人發展。

◀歷奇訓練培養學生
自信與抗逆能力

▲學校定期邀請在不同界別任職的校友或專業人士分享工
作經驗，助學生作好生涯規劃。▼班級經營活動

彩天是天主教學校，多年來透過宗教及心
靈教育向學生宣揚福音。該校安中玉助理校
長和徐啟昌老師均指，學校旨為透過課堂上
的教學，以及多元化的靈性體驗，讓學生認
識耶穌基督及學習福音中 「愛主愛人」 的精
神。此外，學生亦要經過實踐，服務他人，
效法基督的教誨。
除了一般的祈禱聚會及慕道班，彩天更為

學生舉辦不同的心靈體驗活動，讓他們心靈
得到 「覺醒」 （Mindfulness），即在生活
中，學習細緻地感受每一個生活環節，發現
美麗一面， 「遇、抉、行心靈教育計劃」 便
是其中之一。安助理校長表示，計劃2008年起實行，目的是把傳統靈修活動融入
教學過程中，致力培育學生的心靈力量。整個活動可分為三部分： 「遇」 代表跟自
己相遇，透過本篤靈修的自處教育，到黑暗體驗館等地，感受自身所處； 「抉」 代
表抉擇，通過依納爵靈修，到墳場等地，體驗及協助自己作出正確的選擇； 「行」

代表行動，即通過方濟靈修，透
過實踐，服務社群，到農田、寮
屋等地，讓他們在社會中尋找自
己的定位。徐老師指，學生會到
不同地方參觀，靜思心靈，與上
主建立緊密的關係。
此外，校方更為學生舉辦六年

一貫的 「始終有彩虹—生命馬拉
松學生體驗服務計劃」 。計劃橫
跨整個中學生涯，學習領域更是
層層遞進，由個人層面，延伸至
家庭、學校以至社會和世界，讓
學生效法宗徒聖保祿，善用生
命，勉力地行仁義，一生追隨天
主的步伐。安助理校長表示，計
劃不會局限於校園實行，除了邀
請學生成為學長，教導學弟，亦
會走出社區，透過參與探訪活
動、賣旗籌款或到長者家中打
掃，使參加者學懂委身，成為他
人的 「僕人」 ，服務社會。

▲安中玉助理校長（右）和徐啟昌老師
表示，學校通過宗教教育培養學生良好
品德。

▲學生探訪院舍為殘疾人士送上關懷

彩天學生允文允武，不但學業成績出
眾，在體育運動方面同樣表現突出，特
別在田徑和欖球方面。該校田徑隊和欖
球隊在學界比賽戰績輝煌，屢獲殊榮。
彩天盛產運動尖子，歷年來均有學生入
選港隊，代表香港出外作賽，為港爭
光。

彩天強項田徑運動
田徑運動是彩天的強項，校方提供不

同途徑及訓練，提升學生對田徑運動的
興趣，同時鍛煉體魄。校方又鼓勵學生
通過參與不同比賽擴闊視野，培養體育精神。彩天不但連續22年在全港最高水
平學界的田徑錦標賽（第一組）作賽，更於兩年一度、至今已舉辦了二十一屆
的天主教教區聯運會一直保持三甲之列。歷年來，彩天培育了不少具潛質的運
動員，除上世紀八十年代跳遠及跨欄好手陳家超，近年更出現另外兩名表現突
出的校友—香港飛人徐志豪及任職飛機師的標槍好手于子猇，他們先後打破或
刷新香港紀錄。此外，田徑隊更有多名運動員近年打破田徑總會和學界比賽紀
錄，當中包括余宗祐於2012-13年度以16.33米刷新學界乙組鉛球項目的紀
錄、吳浩銘於2014年創下南華會學界田徑賽乙組100米欄新紀錄。近五年間，
更不斷有在校學生獲提拔入選香港代表隊，出戰各項大小比賽。

欖球隊戰績彪炳
欖球方面，彩天五年前引入欖球運動，旨在讓學生接觸不同類型的體育項

目，發揮運動潛能，同時培養團隊精神。校方同時成立7人欖球隊，成為本港
首批成立7人欖球隊的學校之一。

欖球隊成立首年，已勇奪第一屆全港校際7人欖球賽冠軍，一鳴驚人。此後
數年在校際賽一直有優異表現，穩佔三甲席位。2013-14年度，彩天欖球隊囊
括校際七人欖球比賽及全港校際七人欖球比賽甲組冠軍。欖球隊有此佳績有賴
隊員通力合作，眾志成城。部分隊員畢業後，仍繼續關注球隊發展，甚至擔任
教練，指導隊中成員，薪火相傳。彩天重視學生全人發展，致力透過引入不同
活動，豐富學生其他學習經歷，如在體育科引入保齡球、劍擊及室內划艇項
目，音樂科引入口琴課程和英文民歌欣賞，視藝科增設書法、品茗和攝影訓
練，誘發學生不同的體藝才華。學生在不同範疇均有出色表現，多才多藝。

體育運動表現突出

▲申錦耀老師（右）和陳健成老師表
示，彩天學生歷年來在體育方面均有出
色表現。

▲學校培育了不少運動尖子，屢破紀錄之
餘，更入選港隊。

▲彩天學生囊括學屆運動比賽多個殊榮

▲彩天是本港首批推廣欖球活動的中學

不同心靈體驗活動
讓學生心靈 「覺醒」

校名：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地址：九龍彩虹邨紫葳路一號
辦學團體：香港天主教教區
學校類別：津貼男校
校監：田雅超神父 校長：何家欣
電話：2320 3594 傳真：2325 6405
電郵：enquiry@choihung.edu.hk
網址：www.choihung.edu.hk

彩天舊生會自成立以來，定
期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一方
面團結各屆舊生並增強舊生與
母校之間的溝通，促進舊生對
母校的歸屬感；另一方面，積
極回饋母校，扶掖學弟。如近
年均舉辦新春團拜盆菜宴，讓
各屆校友與教師歡聚慶新春，
聯繫情誼，達致舊生會薪火相
傳的精神。此外，配合母校發
展的需要，舊生會慷慨捐贈不
同類型的獎學金；協辦不同類
型的活動，如帶領參觀香港大
學校園、實驗室及學生宿舍；
舉辦職業導向講座及模擬面試
技巧工作坊，務求通過不同活動以拓寬學弟的視野，與學弟暢談
人生經驗，都使學生獲益良多。

舊生積極回饋母校 扶掖學弟

▲校友成立不同獎學金，頒發予在學
業及其他方面有出色表現的學生。

彩天教師專業發展組致力推動該校發展為學習型
組織，不斷追求優質教學質素，並協助新入職教師
融入學校生活。小組每學年均就 「學與教」 、 「學
生發展」 、 「學校發展」 及 「專業群體關係及服
務」 四大範疇舉辦不同的教師發展日，致力發展教
師專業；另外，透過舉辦中層領導聚會，協助釐定
學校發展方向。為了提升教師教學質素，小組大力
推動教師同儕觀課，協助教師進行反思及自我改
進。小組積極推動教師持續專業發展多年，教師積
極進修，每年教師平均進修時數皆超過基本的50
小時，2014-15年度平均達112小時。

教師專業發展組
追求優質教學質素

▲教師專業培訓活動

引進嶄新措施 提升學與教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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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人大業方過半樹人大業方過半 彩虹化雨澤香江彩虹化雨澤香江

▲學校成立教務小組
匯聚不同科目教師，
集思廣益，共同研究
如何提升教學成效。

◀各學科均設有拔尖補底
班，根據學生能力進行分
組教學，因材施教。

▲學生通過英語表演，培養學習英語的興趣。

▲學校重視以體驗活動推動心靈教育及宗教教育

姓名
謝堅成、李志源、葉慶華、葉定國、郭志強

鍾思源、麥勤興、潘建雄、梁如鴻、梁永超、吳國偉、趙錫河、林俊毅、
陳奕鳴、黃思泓、莫偉強

蔡偉文、劉中元、郭偉祥、鄧志鵬

湛偉權、周致標、鄭啟明、周巧明、洪國華、劉漢基、陳永恆、湯國強、
賴來利、陳錦全、葉子良、袁國傑、簡頌輝、邱子丞

莊啟文、謝英權、李漢華、黃志偉、招健暉、鍾安德、申啟安、簡智聰

郭富佳、鄧偉明、陳孝榮、馮偉康、鍾志鴻、何民傑、廖家儀、麥毓明

劉漢光、劉海華、桑小期、陳協佳、李國輝、歐定漢、蔡溢昌、楊創、陳家
超、黃克強、陳福添、黃昌耀、梁少康、陳景鴻、王耀光、鍾啟康、陳應
深、林湛遠、張磊

蘇祐安

吳國鈞、何超凡、劉志光、王新發、胡超文、鍾僑亮、歐陽立仁、張紀堂、
黃寶璇、陳學宏、于子猇

鄭偉鳴、陳楚輝、黃允財、駱應鈞、周國豐、梁奕倫、周萬聰、梁望峰、
朱穗傑、陳子龍、馮世權、江德陽、陳守賢

徐志豪、關騏昌

職業
教區神父、終身執事

醫生、牙醫

中、小學校長

大學講師

大律師、律師、法官

特區政府高級行政人員、議員

工商機構董事或
高級行政人員

東華三院執行總監

建築師、工程師、飛機師

演藝界及其他專業人士

港隊運動員

部分傑出校友名單部分傑出校友名單部分傑出校友名單部分傑出校友名單部分傑出校友名單部分傑出校友名單部分傑出校友名單部分傑出校友名單部分傑出校友名單部分傑出校友名單部分傑出校友名單部分傑出校友名單部分傑出校友名單部分傑出校友名單部分傑出校友名單部分傑出校友名單部分傑出校友名單部分傑出校友名單部分傑出校友名單部分傑出校友名單部分傑出校友名單部分傑出校友名單部分傑出校友名單部分傑出校友名單部分傑出校友名單部分傑出校友名單部分傑出校友名單部分傑出校友名單部分傑出校友名單部分傑出校友名單部分傑出校友名單

註：傑出校友眾多，恕不能盡錄。

日期

2015年9月17日（星期四）

2015年12月11日（星期五）

2015年12月12日（星期六）

2015年12月18日及19日
（星期五及六）

2016年3月

全日

上午

上午

下午

晚上

全日

出版《50週年校慶紀念特刊》

活動

陸運會步行籌款

校慶感恩祭

「薪火相傳」 接力長跑

校慶啟動典禮

校友回校活動

校慶聚餐

開放日：
1.學習領域展覽
2.學生表演
3.遊戲

地點

灣仔運動場

香港堅道主教座堂

黃大仙區

學校操場／禮堂

學校操場、禮堂及課室

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學校操場、禮堂及課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