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大部分科目以英語為學習及考試語言
    2. 學習科目數量增加 

3. 學習內容背誦比例減少 

4. 課程內容複雜性較高 

5. 中文科需要學習文言文   

6. 英文生字數量增加 



7. 語文句法要求大增     

8. 邏輯及抽象思維能力要求增加 

9. 功課數量減少但質量要求提高 

10. 很多時功課不需要隔天繳交 

11. 測驗及考試獲取分數下降   

12.父母督促及監控程度下降……..  





學校 
課堂學習 

 

學生 
學習的 
自我情況 

          家庭、 
          朋友、
長輩、補習
社支援 



學校 
課堂學習 

 

學生 
學習的 
自我情況           家庭、 

          朋友、長輩、
補習社支援 

學習主要依靠學校及
其他支援(包括父母) 



態度、
價值觀    

學習方法丶 
技巧 
（學校、家
庭丶朋輩）    

習慣 





有別於小學，家長不只是督促同
學背熟課本內容；而是把家中變
成另一學習場所，幫助同學獲取
有效的學習方法，並引導同學把
上述方法，重複應用於課前準備
及課後溫習，使其內化成恆常的

學習習慣。 
 



1. 訂定上學、放學時間表   

2. 每天檢查學生手冊   

3. 監督子女完成及溫習功課   

4. 提供良好讀書環境、培養閱讀習慣   

5. 訂定溫習時間表   



6. 如有需要，聘請補習老師，協助子女
課前準備、課後溫習 

7. 與子女制定合理使用智能電話、打  
     機、上網時間，並確切執行 

8. 與學校保持緊密聯繫   

9. 多與子女溝通，建立良性互動關係   



暑期作業 
› 中文 
共有5個練習，包括語文基礎知識、閱讀、
聆聽、寫作及文言閱讀理解，全本75頁 

› 英文 
全本20課共120頁，另加詞彙 

› 數學(英文) 
全本8課共65頁 

 



暑期補習班 
› 中文、英語、數學 
› 8月1日 – 8月10日 (共8日) 
 

英語銜接課程 
› 8月16日 – 8月18日 (共3日) 



非小說類 

消閑、娛樂、提
昇生活趣味、 

  學科延伸 
閱讀、增廣

見聞 
科普、歷史、哲學、 

心靈類別等 

閱
讀 



1. SQ3R閱讀方法 
    Survey, Question, Read, 
 Recite, Review 
     

  

3. KWL  
      Knowledge, Want to Know, Learned 

2. 製作筆記方法 
 課前預習 
 課堂學習 
 課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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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學習 

 

學生 
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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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主要依靠學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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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 



學校 
課堂學習 

 

學生 
學習的 
自我情況 

          家庭、 
          朋友、
長輩、補習
社支援 



中一 根據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
驗英文科成績 + 校本英語
基礎能力基準試成績，再參
考同學其他表現(例如體藝
才能，中文及數學成績等因
素)，由全級首50名同學選
出32 – 36 為分配到來年1A
其他同學將被平均分配到
1B, 1C及1D班。 



中二
及 
中三 

根據中一/中二全年平均分，
再參考同學其他表現(例如
中文、英文及數學科及格、
體藝才能、活動參與、校內
/校外服務及領導才能等因
素)，由全級首50名同學選
出32 – 36 名分配到來年
2A/3A。其他同學將被平
均分配到B, C及D班。 



           Yan Oi Tong Tin Ka Ping Secondary School 

中一家長會  2017-18 

學生事務 
 

18-7-2017 

http://www.free-powerpoint-templates-design.com/free-powerpoint-templates-design


交第一期英文暑期作業日期 
16-8-2017(三) 

 
交第二期中、英、數暑期作業日期 

1-9-2017 (五) 
 
 
 
 
 

中一暑期作業 



學生事務 

           Yan Oi Tong Tin Ka Ping Secondary School 

EMI 中一暑期作業 
1. Summer workbook 
 Complete 14 units (P.6-73) 
 Vocabulary meaning 
 Listen to the  sound tracks of each 

passage 
2. Irregular verb table 
 Recite & spell the irregular verbs table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Prepare for quizzes 

http://www.free-powerpoint-templates-design.com/free-powerpoint-templates-design


學生事務 

           Yan Oi Tong Tin Ka Ping Secondary School 

EMI 中一暑期作業 
1. Summer workbook –  
        Reading Spotlight 
 Complete 14 units (P.6-73) 
 Vocabulary meaning 
 Listen to the  sound tracks of each 

passage 
2. Irregular verb table 
 Recite & spell the irregular verbs table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http://www.free-powerpoint-templates-design.com/free-powerpoint-templates-design










學生事務 

           Yan Oi Tong Tin Ka Ping Secondary School 

EMI 中一暑期作業 
1. Summer workbook –  
        Reading Spotlight 
 
Do 14 units in 28 days (1 unit every 2 days) 

- Vocab meaning 
- Reading comprehension 
- Listen to sound track and read 

aloud 

http://www.free-powerpoint-templates-design.com/free-powerpoint-templates-design


學生事務 

           Yan Oi Tong Tin Ka Ping Secondary School 

EMI 中一暑期作業 
1. Summer workbook 
 Complete 14 units (P.6-73) 
 Vocabulary meaning 
 Listen to the  sound tracks of each 

passage 
2. Irregular verb table 
 Recite & spell the irregular verbs table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Prepare for quizzes 

http://www.free-powerpoint-templates-design.com/free-powerpoint-templates-design










Irregular verb tables 
 
- 在家預默或抽問 
 
- 8月16日小測(不規則動詞表) 
 
 
 
 

中一暑期作業 



交第一期英文暑期作業日期 
16-8-2017(三) 

 
交第二期中、英、數暑期作業日期 

1-9-2017 (五) 
 
 
 
 
 

中一暑期作業 



學生事務 

           Yan Oi Tong Tin Ka Ping Secondary School 

你可留意現時两種兒童及青少年
的Pacifier及最受初中同學歡迎
的遊戲嗎？ 
 
 
 

http://www.free-powerpoint-templates-design.com/free-powerpoint-templates-design






英雄聯盟 agar.io 

傳說對決 csgo 

神魔之塔 

球球大作戰 

王者榮耀 

鯉魚龍 

爐石 

跑online 
  

手機遊戲  
online game 



Facebook 

社交平台 

Snapchat  

Instagram 



鬆緊有度，宜與不宜 

宜緊不宜鬆 
對學習的重視及投入 

每天: *檢查功課 ，整理學習資料 
           * 執拾明天上課物品 
           *分配時間預備默書、測驗 
 

父母監督、
協助、指導
下進行 



鬆緊有度，宜與不宜 

宜緊不宜鬆 
手機的使用 (男: 手機遊戲，女: 社交平台) 

限制: 使用時間 (與孩子協商) 
注意: 網上語言 
           (用語以平常生活準則) 
分享: 網上資訊、遊戲攻略、 
           社交友誼 



鬆緊有度，宜與不宜 

宜鬆不宜緊 

鬆: 放鬆、輕鬆 

傾談、分享校園生活、同學朋友
的趣事 

從手冊、校曆表、家長通信、學
校網頁資訊找話題 



他律                                          自律 

家長責任                                 孩子責任 

鬆緊有度，宜與不宜 

鬆緊視乎孩子的成熟程度、 
責任感及與父母的關係。 



學生事務 

           Yan Oi Tong Tin Ka Ping Secondary School 

中一家長手冊P.25 

http://www.free-powerpoint-templates-design.com/free-powerpoint-templates-design


學生事務 

           Yan Oi Tong Tin Ka Ping Secondary School 

初中 

中一家長手冊P.26 

http://www.free-powerpoint-templates-design.com/free-powerpoint-templates-design


學生事務 

           Yan Oi Tong Tin Ka Ping Secondary School 

家教會黃太分享 
 
如何幫助子女適應升中及父母角色 
 
 
 

http://www.free-powerpoint-templates-design.com/free-powerpoint-templates-design


家長暑期作業 
 
 

請於26-8-2017(六) 
帶家長手冊回校參
加中一新生輔導日 
時間：9:30-11:30  
地點：禮堂 
 
 



請於16-8-2017(三) 
回校參加中一新生德訓講座 
時間：9:00-9:30  
地點：一樓禮堂 
 
中一家長工作坊 
時間：9:45-10:45  
地點：地下010室 
 
 



學生事務委員會 

           Yan Oi Tong Tin Ka Ping Secondary School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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