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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在翻轉中…………..



工作性質的極化

• 以人為服務對象
• 護理、醫療、教育、心理學家、社工

• 紀律部隊

• 以機器為主軸
• 金融、機械控制、網絡管理、資訊管理

• 以創意為主
• 設計師、藝人

• 可能會被淘汰（或被邊緣化）的工作
• 基礎技能/低技術：司機、廚師、清潔、運輸



四個伍華的努力方向

•宗教教育

•STEM教育

•全方位學習

•擴闊視野



STEM教育













全方位學習



12 歷史及地理聯會 史地花藝研究社(A)

13 BAFS學會 『錢途由我創』理財班(A)

14 電腦及機械人學會 機械車研習班(A)

15 美術學會 眼睛去旅行(A)

16 美術學會 樹脂黏土製作班(A)

17 音樂學會 中國樂器初階(A)

18 音樂學會 小吉他班(A)

19 體育聯會 羽毛球初班(A)

20 體育聯會 草地滾球班(A)

21 體育聯會 籃球裁判訓練班(A)

22 體育聯會 籃球戰術訓練小組(A)

23 空手道會 空手道興趣班(A)

編號 屬會 興趣班

1 天主教同學會 福傳魔術學院(A)

2 中文學會 文化學堂(A)

3 中文學會 書法小組(A)

4 英文學會 English Puzzles with Fun(A)

5 英文學會 Fun With Board Games(A)

6 數學學會 奧數訓練班(A)

7 數學學會 趣味數學遊戲班(A)

8 普通話學會 養生班 (A)

9 科學學會 生活黑客創作室(A)

10 生物學會 生物探索(A)

11 物理及天文學會 天文基礎班及物理小製作(A)

24 桌遊學會 象棋及桌上遊戲小組(A)

25 桌遊學會 Board game小組(A)

26 航拍學會 航拍班(A)

27 思建築‧建築思 建築學入門班(A)

28 閱讀及電影學會 中英文閱讀及電影欣賞學會(A)

29 手工藝學會 手工藝班(A)

30 Pat Pets Club Pat Pets(A)

31 少年警訊 通識領袖班(A)

32 童軍 技能及領袖訓練班(A)









擴闊視野
男兒志在四方



擴闊視野 多元升學

台灣觀星團

韓國交流團

台灣交流團

紐西蘭遊學團

澳洲遊學團

貴州考察團

台灣大學考察團

韓國大學考察團

馬來西亞文化考察

日本大學考察團



台灣升學及文化交流團

師生參觀銘傳大學



本校師生參觀
元智大學



貴州天眼考察團





韓國大學考察團

教區中學校長及老師到韓東大學參觀

教區中學校長及老師
到韓國善鄰大學參觀

韓國大學BIST

視光學上課情況



馬來西亞華人歷史、地理文化及科學考察團

同學有機會親歷馬來西亞的世界遺產，
對學習及擴闊視野均有莫大的幫助。



參觀馬來西亞High 5 
麵包城，了解麵包的
歷史、製作過程。

位於馬來西亞的Legoland是全球第六個
Legoland，亦是全亞洲首個Legoland，馬來
西亞Legoland內使用3千萬塊積木，堆砌成1
萬5千種模型，令同學眼界大開。



高雄、墾丁人文及體育交流團

參觀高雄世界運動會主場館，了解
高雄市的體育發展。



同學們參觀義守大
學醫院設施，了解
台灣大學教育的特
色及升學前景。

到訪高雄市立三民高級中學了解台
灣體育課的發展，並參與棒球練習。

到訪墾丁大街，
了解當地飲食文
化及風情人情，
並訓練個人的普
通話溝通能力。



北京天文及科技之旅

在天文台新建立的世界最
新型的郭守敬望遠鏡
LAMOST，拍團體照留念。

師生參觀天文
台全景模型。



全體師生在天文台前合影

師生參觀天文台
圓頂內部

陳一平老師預備天文學習講
座



總結

我們是
 一所升學型的天主教中學。百份之九十的畢業
生選擇繼續升學

我們強項

 照顧男同學

我們期望

 伍華仔慎思明辨、擁有夢想、陽光活力、
志在四方，以教會訓導為基礎貢獻家庭及社
會。



2016畢業生出路統計

42%

18%

18%

14%
4% 4%

本地學位、副學位及高級文憑 文憑課程 外地升學 重讀 就業 其他



2017畢業生出路統計

47%

23%

13%

5%
3%

9%

本地學位、副學位及高級文憑 文憑課程 外地升學 重讀 就業 其他



升中分析



黃大仙區學校分佈(1)

• 津貼中學(23)

• 英文中學–5所(1女 4男女)

• 中文中學–18所

• 4班–15所(2男 2女 11男女)

• 3班－3所

• 直資學校(1女)



黃大仙區學校分佈(2)

英中 協和(5) 可立(4) 何蔭棠(5)
張永慶(5) 德愛(4)

中中(4班)

(3班)

扶輪(4) 永光(4) 文理(4)
伍華(4) 孔仙洲(4) 李求恩(4)
培敦(4) 彩天(4) 聖本德(4)
聖文德(4) 聖母(4) 基協(4)
王仲銘(4) 余近卿(4) 潔心(4)

志蓮(3) 卜維廉(3) 龍翔(3)

直資(英) 德望(6)



升中面試準備



面試注意事項

• 儀容整潔，舉止有禮

• 文件齊備，井井有條

• 兩文三語，勇於表達

• 服務活動，成就獎項

• 時事觸覺，創意思維

• 真誠表白，切忌背誦

• 小組討論，從容不迫

取材自明報升中選校全攻略



面試的題目舉例：了解類(一)

• 試介紹一下你現在就讀的小學。

• 你為甚麼要選擇入讀我們學校?
你對我們學校有甚麼認識？

• 你有參加課外活動嗎？可否介
紹一下。

• 你會跟父母談心嗎？通常會談
到那些話題呢？

• 你最喜歡/不喜歡那一個科目？



面試的題目舉例：了解類(二)

• 家中的家務由誰負責?你平常會做
些甚麼家務?

• 你最喜歡的明星∕歌星∕電視藝員∕球
星是誰？為什麼？

• 介紹一套/一本你最喜愛的電影∕電
視節目/書籍。

• 即將到臨的暑假，你有甚麼計劃?



面試的題目舉例：時事常識
類

• 近日有那一則新聞令你印象最深刻？
為甚麼？

• 假如你有機會跟國家主席習近平先生
見面，你會跟他說些什麼？

• 你喜歡候任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先生
嗎?為甚麼?

• 你認為香港的旅遊業有甚麼可以改善
的地方呢?

• 你贊成本港推行家居廢物用者自付收
費計劃嗎？



面試的題目舉例：解難類

• 假如你發覺家中煤氣洩漏，而當時又沒有
其他人在家，你會怎樣做？

• 假若你在上學途中，你看到一個陌生人跌
倒在地後，再無法站起來，你會怎樣做？

• 當你在生活上遇到困難時，你會向誰求
助？為什麼？

• 若由家中出發，你會用甚麼方法到達尖沙
咀的太空館？



面試的題目舉例：價值觀類

• 假如你中了六合彩，獲得一千萬元的獎
金，你會如何運用這筆意外之財？

• 假如你目睹一位與你最要好的同學在考
試中作弊，你會告發他嗎？為什麼？

• 假如你在某次打機時，正面對一個緊急
關頭，非要即時衝破不可，但是你的母
親又要你立刻出來吃飯，你會怎樣做？
為甚麼?

• 你認為香港的［大中小］學應該全面推
行母語教學嗎？



面試的題目舉例：創意類

• 如果你是電視台的節目總監，你認為應該
加入那些電視節目去提高收視呢？那些電
視節目又應該取消呢？為甚麼？

• 假如你是某中學校長，你會推行甚麼措施
來提昇學生的學習興趣？

• 你認為有甚麼方法可以在短時間內提高香
港的房屋供應？

• 若果可以的話，你希望到那裡旅行？為甚
麼？



伍華歡迎你，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