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學校長會 

「自主學習」公開課 

五育中學     

 

 

2022 年 12 月 16 日「旅遊與款待」 觀課確認名單 

 

 

日    期： 2022 年 12 月 16 日 (星期五) 

地    點：  新界沙田新翠邨  五育中學 

 

出席公開課老師名單： 

學校名稱 觀課老師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陳家俊 

寶覺中學 梅穎琳 

萬鈞匯知中學 Li Tsz Ching 

潔心林炳炎中學 Lau Bo Yee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伍詠珊 

嗇色園主辦可道中學 馬化鴻 

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 高山山 

粉嶺禮賢會中學 陳蘇儀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Chan Sin Yee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Chan Pik Ying Joyce 

 

 

觀課及評課安排: 

科目 集合時間及地點 觀課時間 觀課地點 課後分享時間及地點 

旅遊與 

款待 

(S5) 

2:10am (N601 室) 2:30-3:20pm 402 室 3:20-4:00pm (N601 室) 

備註: 

1. 請各位已報名的老師準時到達觀課集合地點。 

2. 由於學校未能提供泊車位，駕駛人士可使用新翠邨或附近之停車場。 

3. 倘觀課日遇上惡劣天氣，教育局宣佈停課，當天活動將取消。 

4. 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 2692 1870，與黃志豪副校長聯絡。 

 

 

 

 



香港中學校長會 

「自主學習」公開課 

五育中學     

 

 

2022 年 12 月 16 日「英文科」 觀課確認名單 
 

 

日    期： 2022 年 12 月 16 日 (星期五) 

地    點：  新界沙田新翠邨  五育中學 

 

出席公開課老師名單： 

學校名稱 觀課老師 

潔心林炳炎中學 Lee Chun Hei 

嗇色園主辦 可道中學 梁詩敏 

 

觀課及評課安排: 

科目 集合時間及地點 觀課時間 觀課地點 課後分享時間及地點 

英文(S2) 8:10am (N602 室) 8:30-9:20am 202 室 9:20-10:00am (N602 室) 

 

 

備註: 

1. 請各位已報名的老師準時到達觀課集合地點。 



2. 由於學校未能提供泊車位，駕駛人士可使用新翠邨或附近之停車場。 

3. 倘觀課日遇上惡劣天氣，教育局宣佈停課，當天活動將取消。 

4. 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 2692 1870，與黃志豪副校長聯絡。 

 

 

 

 



香港中學校長會 

「自主學習」公開課 

五育中學     

 

 

2022 年 12 月 19 日「化學科」 觀課確認名單 

 

 

日    期： 2022 年 12 月 19 日 (星期一) 

地    點：  新界沙田新翠邨  五育中學 

 

出席公開課老師名單： 

學校名稱 觀課老師 

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 Yeung Wai Shun 

粉嶺救恩書院 Wai Tsui Shan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Chan Chun Man 

新亞中學 樊靜儀 

 

 

觀課及評課安排: 

科目 集合時間及地點 觀課時間 觀課地點 課後分享時間及地點 

化學 2:10pm (N602 室) 2:30-3:20pm S501 室 3:20-4:00pm (N602 室) 



(S5) 

 

 

備註: 

1. 請各位已報名的老師準時到達觀課集合地點。 

2. 由於學校未能提供泊車位，駕駛人士可使用新翠邨或附近之停車場。 

3. 倘觀課日遇上惡劣天氣，教育局宣佈停課，當天活動將取消。 

4. 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 2692 1870，與黃志豪副校長聯絡。 

 

 

 

 



香港中學校長會 

「自主學習」公開課 

五育中學     

 

 

2023 年 1 月 4 日「英文科」 觀課確認名單 
 

 

日    期： 2023 年 1 月 4 日 (星期三) 

地    點：  新界沙田新翠邨  五育中學 

 

出席公開課老師名單： 

學校名稱 觀課老師 

新界喇沙中學 Wong Man Ling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Kwong Ka Yan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Tsoi Lai Kwan 

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 林楓 

嶺南中學 唐梓峰 

 

觀課及評課安排: 

科目 集合時間及地點 觀課時間 觀課地點 課後分享時間及地點 

英文(S1) 9:05am (N602 室) 
9:25-

10:15am 
203 室 10:15-10:55am (N602 室) 

 



 

備註: 

1. 請各位已報名的老師準時到達觀課集合地點。 

2. 由於學校未能提供泊車位，駕駛人士可使用新翠邨或附近之停車場。 

3. 倘觀課日遇上惡劣天氣，教育局宣佈停課，當天活動將取消。 

4. 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 2692 1870，與黃志豪副校長聯絡。 

 

 

 

 



香港中學校長會 

「自主學習」公開課 

五育中學     

 

 

2023 年 1 月 5 日「英文科」 觀課確認名單 
 

 

日    期： 2023 年 1 月 5 日 (星期四) 

地    點：  新界沙田新翠邨  五育中學 

 

出席公開課老師名單： 

學校名稱 觀課老師 

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 Wong Kai Cheung  

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 Chan Chi Chung 

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 Wong Nok Ki 

新亞中學 Ng Tsz Man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Wan Ka Yan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Lo ka man 

基督書院 Ng Hiu Kin Maggie 

寶覺中學 Evelyn Mui 

潔心林炳炎中學 Mak Kim Yee 

潔心林炳炎中學 Alice Chan 



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 Chan Yuet Wah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Mandy Wong 

 

觀課及評課安排: 

科目 集合時間及地點 觀課時間 觀課地點 課後分享時間及地點 

英文(S4) 8:10am (N602 室) 8:30-9:20am S301 室 9:20-10:00am (N602 室) 

備註: 

1. 請各位已報名的老師準時到達觀課集合地點。 

2. 由於學校未能提供泊車位，駕駛人士可使用新翠邨或附近之停車場。 

3. 倘觀課日遇上惡劣天氣，教育局宣佈停課，當天活動將取消。 

4. 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 2692 1870，與黃志豪副校長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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