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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組）

打開一本中國歷史的書籍，就好像翻開了一卷長

篇卷軸，當中充滿古人智慧、文化、生活情

趣，又呈現了中華大地的秀麗河山。年青人讀這些書

就好像在冬天回到家一樣，親切、溫暖。

教育局一直重視培養學生對中國歷史及中華文化的興

趣，並致力營造良好的校園閱讀氛圍。為此，個人、

社會及人文教育組中國歷史科在這兩個學年舉辦「推

廣中國歷史及中華文化校本閱讀獎勵計劃」，2017/18
學年有逾六百名來自四十四間中學師生參與是次計

劃，反應踴躍。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國慶書展

文理書院 (香港) 圖書館漂書活動 同場展出康文署公共圖書館借出的書籍，為會場增添書香。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世界閱讀日好書推介 神召會康樂中學 書贈有緣人

參與是次計劃的學校透過校本多元有趣的方式推廣校

園閱讀文化。例如，有學校舉辦中國歷史及中華文化

問答比賽，提高學生探究中國歷史及中華文化的興

趣，藉以推廣閱讀；有學校進行漂書活動，鼓勵學生

共讀聊書，分享閱讀的樂趣；亦有學校舉辦午間閱讀

講座，透過師生對談，交流閱讀心得。在校長及教師

的鼎力支持下，學生得以透過閱讀涵泳史海、感受瑰

麗的中華文化，誠屬可喜。

開卷遍讀千秋史
中華文化此中尋

─「推廣中國歷史及中華文化校本閱讀獎勵計劃」



為表揚一眾師生，教育局於7月5日假九龍工業學校舉行「『推廣中國歷史及中
華文化校本閱讀獎勵計劃』嘉許禮」。嘉許禮當天盛況空前，共有三十七間學

校，近四百位師生、嘉賓出席；靈動跳脫的九龍工業學校醒獅，帶領一眾嘉賓

進場，為嘉許禮揭開序幕，和與會者同享嘉許禮的歡樂和獲獎的喜悅。

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吳加聲為典禮致歡迎辭，繼由主禮嘉賓曾鈺成教授致開幕

辭。為了令嘉許禮氣氛更為生動活潑，大會加入富有中華文化特色的表演活

動，包括文理書院（香港）同學表演鼓樂、福建中學同學彈奏古箏，以及華服匯

演。

大會邀請著名作家游欣妮老師分享閱讀心得，她的作品《我搣時很煩》為第十二

屆香港文學節（2018年）推介書籍，廣受學生歡迎。她在分享中提到自己透過
不同的活動提升同學對閱讀興趣，以文字來打動學生的心靈。同場還展出康樂

及文化事務署公共圖書館借出的書籍，皆是從同學推薦書目中精選出來，為會

場增添書香。嘉許禮的高潮是曾鈺成教授與司儀對談閱讀經驗，原來曾教授自

小對古文和中國小說深感興趣，古文觀止裏的文章琅琅上口、金庸小說百看不

厭，不斷的閱讀慢慢地培養出對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的興趣和欣賞。

嘉許禮結束後，參加的教師和同學留步與表演者和嘉賓在特別設計的背景板前

留影，為閱讀獎勵活動留下美好的回憶，同時對參加來年的活動充滿憧憬和盼

望。

如欲觀看嘉許禮的精彩花絮剪影或瀏覽學生推薦書目，可掃描以下的QR Code。

要有效提升學習效能，培養良好的閱讀習慣為不二法門。教育局期望能繼續與

各界緊密合作，為推廣校園閱讀文化而努力。2018/19學年「中國歷史及中華文
化校本閱讀計劃」現已展開，我們期盼有更多學校參與，讓學生能分享閱讀中

國歷史及中華文化書籍的喜悅。

大會安排富有中華文化特色的表演活動，圖為來自福建中學
的同學彈奏古箏的掠影。

教育局一站式學與教資源平台 教育局YouTube頻道

曾鈺成教授與大會司儀對談閱讀經驗，為嘉許禮掀起高潮。時任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吳加聲先生（右）頒發感謝獎，表揚一眾師生。

嘉許禮當天空前盛況，共有三十七間學校，近四百位師生、嘉賓出席，共同享受嘉許禮的歡樂和獲獎的喜悅。

著名作家游欣妮老師獲邀擔任嘉許禮嘉賓，在台上分享閱
讀心得。

教育局脈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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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書院 （九龍）  中三甲班 陸韞文

「從前我並不喜歡閱讀，因為偶然的機會，我參加了學校舉

辦的「讀書會」活動，讓我感受到閱讀的樂趣，從此愛上閱

讀！透過閱讀，彷彿在經歷別人的生命，既有啟發亦可擴

闊我的世界觀。而閱讀歷史、哲學等書籍則有助我們懂得

欣賞、尊重和傳承中國傳統美德。」

作家、分享嘉賓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游欣妮老師

衞理中學   丁麗珊老師

我校參與了「推廣中國歷史及中華文化校本閱讀獎勵計劃」

(2017-2018)。在計劃當中，我校推介了利用電影情節與文本

對比的方法，提升學生閱讀中華文化和中國歷史書籍的興趣。

去年本校就嘗試以《唐山大地震》的影片及文本作出對照。老

師會準備其中一、兩章文本內容，然後再播放相關情節的影

片，讓學生對比當中的不同，加深學生對文本的理解和感受。

學生可以在「悅」讀分享冊中以「封面設計」、「四格漫畫」，「文

字報告」等形式表達

自己的感受。在活

動中表現良好的學

生更可以獲提名在

此計劃中得到嘉許

狀，推動了學生對

閱讀有關書籍的動

力和興趣。

香港真光中學  中二丙班 楊曉雯

「嘉許禮中曾鈺成教授談到閱讀的重要性，真的激勵了我……大會的華服表演介紹了不同朝代的衣服，讓我更瞭解及欣賞中國

的文化。這次活動啟發良多，既讓我明白閱讀的好處，亦感受到中國文化的多姿多彩。」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陳漢成博士

「還記得當我在中一課堂推廣這項計劃時，同學們獲悉如在

本計劃表現卓越的話，他們將可獲得由教育局頒發的嘉許

狀，同學們一陣歡欣雀躍的情景，至今我仍歷歷在目……

當時，我在課堂補充了一個重點──我們要一起推動中國

歷史及文化校本閱讀風氣，使中國歷史及文化繼往開來，

薪火相傳。」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中二乙班 陳凱旋

「我很高興參與了由教育局舉辦的中國歷史及文化校本閱讀獎

勵計劃，令我增加了對中國歷史及中國文化的認識，現在，我

更會主動參加校內舉辦有關中國歷史及文化的活動。」

嘉許禮當天空前盛況，共有三十七間學校，近四百位師生、嘉賓出席，共同享受嘉許禮的歡樂和獲獎的喜悅。

教師感想

Get Ready for the 10th Inter-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s 
English Debating Competition

The Inter-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s English Debating 
Competition, being initiated and sponsored by the Association 

of Principals of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s since 2010, 
has entered its tenth year of organization this school year. 
The Competition has been providing an excellent platform 
for students to gain more debating and public speaking 
experiences with the rigors and challenges that come with a 
highly competitive setting. With this in mind, it has fostered and 
nurtured groups of talents in the arena of English debating and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renowned academic events among 
the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s.

This annual Inter-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s Competition 
aims to provide all round training to improve students' language, 
debating, analytical and organizational skills, as well as to foster 
friendship among students of different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s. With the immense support from school principals, 
teachers, coaches and debaters, the Competition has all along 
won positive feedbacks and been well responded to. This year, 
Kowloon Technical School has joined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and takes up the role of the coordinator of this annual debate 

tournament. Together with Homantin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 King’s College, Lung Cheung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 Queen Elizabeth School, Shau Kei Wan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 and Sir Ellis Kadoorie Secondary School (West 
Kowloon), the 10th Inter-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s English 
Debating Competition is now underway. 

The Competition will be conducted on a knockout basis from 
March to July 2019. It will progress from the Preliminary Round, 
Quarter-Finals, Semi-Finals to Grand Finals for both Stream A and 
Stream B. Invitation letters and more details will be sent to each 
school in January 2019 and the fixtures will be decided by lots 
drawn at a briefing session, which will be held in February 2019 
at Kowloon Technical School.

Over the years, we have received an overwhelming response 
from most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s. Last year, almost two-
thirds of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s joined the Competition 
and more than eighty debaters engaged in it. This year, we look 
forward to having more schools to join and more students to 
benefit. 

學生心聲

“Speech is Power: 

speech is to persuade, 

to convert, to compel.” 

Ng Yin-ting, Irene, Kowloon Technical School 
(on behalf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the 10th Inter-GSS English Debating Competition)

「與同學一起推動閱讀是愉快的，因為計劃自由度高，我們

可按興趣和需要設計不同活動，這使大家都更享受閱讀的

時光。參加嘉許禮是富有趣味的，連串與文化相關的表演

不但暖熱當下氣氛，更重要是又給師生提供了延伸閱讀的

好話題，正是閱讀與生活密不可分的實踐。」

嘉許禮結束後，獲嘉許的師生合照，為閱讀獎勵活動
留下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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