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震夏學堂
四月份課程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為香港明愛屬下的文法中學之一。我們本著以基
督的愛為根基，培育學生在德、智、體、群、美及靈育的均衡發展。
為進一步實踐愛心服侍社群的辦學理想和目標，本校家長教師會與校
方於本年度首辦震夏學堂，為北區的學生提供多元化的課程，讓區內學生
避免長途跋涉往區外奔波，而可於本區內獲得進修和發揮潛能的機會。
本計劃以發展學生有利自學的共通能力為目的，包括資訊科技能力與
溝通表達能力。我們將於 2019 年 4 月份期間，安排了四天的課程，讓學生
通過有趣互動的學習模式，既能透過生態教育，體驗大自然的規律；研習
數學理論，促進思維發展；通過英語口才訓練，掌握英文口語的表達技巧，
加強與人溝通或升中面試的信心。
附上震夏學堂四月份課程手冊及報名表格，誠意邀請
級學生參加。

區內四至六年

如對以上課程安排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669 9966 譚小姐或瀏覽本校
網址 www.cfs.edu.hk。

二零一九年二月十二日

課程

日期 及 時間

1. 英語口才訓練班
(001A)
2. 英語口才訓練班
(001B)
3. 數學解難班
(002A)

9:00 a.m.-10:30 a.m.
25/4/2019 及 11:00 a.m.-12:30 p.m.
26/4/2019
(星期四) 及
9:00 a.m.-10:30 a.m.
(星期五)

4. 數學解難班
(002B)
5. 生態青苗資優計劃
(003)

11:00 a.m.-12:30 p.m.
6/4/2019
及
27/4/2019
(星期六)

9:00 a.m.-12:30 p.m.

註:
1. 各課程 A/B 班內容相同，上課時間不同，同學可因應時
間，參加多於一個課程。
2. 同學報讀課程，必須同時出席兩天的課程。
3. 同學完成課程，表現良好者，可獲頒發証書。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震夏學堂 2018-2019】
四月份課程 -- 報名表格
學生姓名

性別：

(中文)：
年齡：

(英文)：
就讀學校：

級別︰

電郵地址：

聯絡電話：

報讀課程：

編號
001
002
003

課程名稱 (請以表示)
英語口才訓練班
 001A  001B
數學解難班
 002A  002B
生態青苗資優計劃
 003

監護人姓名：

監護人簽署：

備註：
《歡迎複印此表格》
1. 報名方法︰ 填妥表格郵寄、傳真、電郵至本校或使用 google form 報名。
郵寄地址 ：新界新運路二十八號
傳真： 2677 6213
電郵地址 ：cfs@cfs.edu.hk
電話： 2669 9966
參加者亦可於本校網頁下載報名表格
2. 上課地點︰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3. 本校於收到課程報名表格後會個別通知申請同學及家長。
4. 課程收費請於上課當天繳交。
5. 震夏學堂為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家長教師會與本校合辦的項目。
6. 截止報名︰ 26/03/2019 名額有限, 報名從速
7. 如有查詢，歡迎致電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學校發展主任陳志強老師
2669 9966 或瀏覽網頁：www.cfs.edu.hk
完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震夏學堂

2018-2019

四月份課程

校址︰ 新界粉嶺新運路二十八號
電話︰ 2669 9966
傳真： 2677 6213
電郵︰ cfs@cfs.edu.hk
網址︰ www.cfs.edu.hk

計劃理念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為香港明愛屬下的文法中學之
一。我們本著以基督的愛為根基，培育學生在德、智、體、
群、美及靈育的均衡發展。
為進一步實踐愛心服侍社群的辦學理想和目標，本校
於本年度首辦震夏學堂，為北區的學生提供多元化的課
程，讓區內學生避免長途跋涉往區外奔波，而可於本區內
獲得進修和發揮潛能的機會。
在此計劃下，本校更積極探索結合辦學團體香港明愛
之其他資源，為區內學子提供適切服務。願您們的子女都
能成為本校師生服侍的對象。

計劃特色
本計劃以發展同學有利自學的共通能力為目的，包括
資訊科技能力與溝通表達能力。我們於 2019 年 4 月份期
間，安排了四天的課程，讓同學通過有趣互動的學習模
式，既能透過生態教育，體驗大自然的規律；研習數學理
論，促進思維發展；通過英語口才訓練，掌握英文口語的
表達技巧，加強與人溝通或升中面試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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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僑平博士理學學士（湖北大學），教育學碩士
（湖北大學），哲學博士（香港中文大學），曾先後任教於
湖北大學數學及計算機科學學院﹑華東師范大學數學系﹑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課程與教學學系。現任香港教育大
學數學及資訊科技學系助理教授。
張教授主要從事有關數學教育的研究和教學工作，研究領
域包括數學教師教育﹑數學課程改革﹑中小學解難培訓﹑
數學價值等；並曾主持一系列研究項目，並出版了多本著
作，亦多次在國際數學教育會議做報告，在國內外的重要
教育期刊發表學術論文 40 篇。
張博士亦兼任香港數學教育學會委員，經常刊登有關中小
學數學教育的文章，亦為香港教育局課程發展處數學教育
組所出版的數學百子櫃系列的副主編。

左治強教授現職香港中文大學和聲書院綠色生
活顧問及大學通識教育課程綠色生活講師。
左教授致力推動不同的環保活動，包括 2004 年與熱愛大自
然的胡秀英博士發起中大樹木計劃，為校園樹木製作了立
體互動地圖、並建立網上校園樹木數據庫及多種流動裝置
的教學應用程式，更創立了『開創綠家園』及於觀鳥會擔
任執事。
左教授不論於植物、雀鳥、蝴蝶、仿生科技及塑膠垃圾問
題均具真知灼見，於培育下一代建立愛護環境的意識貢獻
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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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日期 及 時間

1. 英語口才訓練班
(001A)
2. 英語口才訓練班
(001B)
3. 數學解難班
(002A)

9:00 a.m.-10:30 a.m.
25/4/2019 及 11:00 a.m.-12:30 p.m.
26/4/2019
(星期四) 及
9:00 a.m.-10:30 a.m.
(星期五)

4. 數學解難班
(002B)
5. 生態青苗資優計劃
(003)

11:00 a.m.-12:30 p.m.
6/4/2019
及
27/4/2019
(星期六)

9:00 a.m.-12:30 p.m.

註:
1. 各課程 A/B 班內容相同，上課時間不同，同學可因應時
間，參加多於一個課程。
2. 同學報讀課程，必須同時出席兩天的課程。
3. 同學完成課程，表現良好者，可獲頒發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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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口才訓練班
日期︰
對象︰
名額︰
費用︰
時間︰

編號: 001A/B》

25、26/4/2019 (星期四、五)共 2 堂
小四至小六學生
40 位 (分 A、B 兩班, 每班 20 位)
材料費$20
(A 班) 9:00 a.m. – 10:30 a.m. /
(B 班) 11:00 a.m. – 12:30 p.m.

顧問/導師︰
Mr. Garrett Burke

Ms. Chan Man Fei

Bachelor of Scienc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Ireland)
Master of Education
(Charles Sturt University, Australia)
Post Graduate Certificate (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
BA (Hon) in TESOL
MA in Language Studies
PGDE in Education
Serving as Oral Examiner (DSE /HKAL / HKCEE for 15 years)
Serving as marker (DSE /HKAL / HKCEE for 15 years)

課程內容：
1. 透過角色扮演，提高英語聆聽及說話能力
2. 引入外國有趣風俗文化，提升英文知識及學習興趣
3. 教授升中面試應注意的答問技巧
Ms. Chan Man Fei 為本校英文科科
4. 探討課餘應如何進修英語
主任，具備多年英文教學經驗，並
一直擔任公開試英文口試主考員及
英文閱卷員；擅長運用多元教學方
法，發展學生學習英語的潛能。

Mr. Garrett Burke 在亞洲(日本及
香港)具多年中學及大專教授英文
及編寫英語教材經驗，教學成效顯
著，深受學生歡迎及愛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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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解難班
日期:
對象:
名額:
費用:
時間:

編號: 002A/B》

25、26/4/2019 (星期四、五)共 2 堂
小四至小六學生
40 位 (分 A、B 兩班, 每班 20 位)
材料費$20
(A 班) 9:00 a.m. – 10:30 a.m. /
(B 班) 11:00 a.m. – 12:30 p.m.

顧問/導師︰
譚碧芝老師 理學士
(理大)
教育文憑
(浸大)
教育學碩士 (中大)

盧逸龍老師 理學士(數學)
(中大)
教育文憑
(教大)
理學碩士(數學) (中大)

張僑平博士 理學士
(湖北大學)
(課程顧問) 教育學碩士 (湖北大學)
哲學博士
(中大)
現任教育大學助理教授
香港數學教育學會委員
課程內容：
1. 基礎數論，掌握較高深的數學解難技巧
2. 學習以數學語言分析日常問題
3. 以遊戲和小組協作，提升對數學的興趣
4. 部份數學競賽題目分析
盧老師教授中學數學科
逾 10 年，有多年資優教
學經驗，曾擔任香港資優
學院課程導師。

譚老師為本校數學科科
主任，有多年教學經
驗，為本校奧數隊負責
老師，對數學教育有深
厚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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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青苗資優計劃
日期:
對象:
名額:
費用:
時間:

編號: 003》

6/4/2019 及 27/4/2019 (星期六)共 2 堂
小四至小六學生
30 位
材料費$20
9:00 a.m. – 12:30 p.m.

顧問/導師︰
左治強教授 開創綠家園創辦人
香港中文大學和聲書院名譽顧問
(通識教育及環境教育)
何寶雯教授

生態藝術家
香港中文大學和聲書院名譽顧問
(綠色生活)

區偉熊老師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環境教育老師

課程內容：
1. 運用『大數據』探索不同植物
2. 創意善用植物，學習吹奏葉笛
3. 透過考察認識蝴蝶的生物多樣性、生物構造、生態環境、飲食及習性
左教授為本校的環境教育顧問，他熱心於分享
大自然中的不同寶藏，與公眾一同探索及欣賞
大自然的奧秘。

何教授為本校的環境教育顧問，她擅於運用不同的自然資
源，創作既具感染力又有活力的不同藝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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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震夏學堂 2018-2019】
四月份課程 -- 報名表格
學生姓名

性別：

(中文)：
年齡：

(英文)：
就讀學校：

級別︰

電郵地址：

聯絡電話：

報讀課程：

編號
001
002
003

課程名稱 (請以表示)
英語口才訓練班
 001A  001B
數學解難班
 002A  002B
生態青苗資優計劃
 003

監護人姓名：

監護人簽署：

備註：
《歡迎複印此表格》
1. 報名方法︰ 填妥表格郵寄、傳真、電郵至本校或使用 google form 報名。
郵寄地址 ：新界新運路二十八號
傳真： 2677 6213
電郵地址 ：cfs@cfs.edu.hk
電話： 2669 9966
參加者亦可於本校網頁下載報名表格
2. 上課地點︰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3. 本校於收到課程報名表格後會個別通知申請同學及家長。
4. 課程收費請於上課當天繳交。
5. 震夏學堂為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家長教師會與本校合辦的項目。
6. 截止報名︰ 26/03/2019 名額有限, 報名從速
7. 如有查詢，歡迎致電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學校發展主任陳志強老師
2669 9966 或瀏覽網頁：www.cfs.edu.hk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