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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校務報告校務報告校務報告校務報告    
 

本校創立於一九七八年，迄今已有三十三年。現將本校在二零一零至二零一一

年度的發展概況，報告如下： 

 

一、校舍規模 

本校由兩座校舍組成，為配合教學需要，主教學樓除了設有基本的教室和實

驗室設施外，另增設電腦輔助教學室、多媒體自學中心、創藝科技實驗室、設

計與科技模組學習區及天台花園等。而新翼校舍則建有圖書館、多媒體語言實

驗室、會議室及學生活動中心等。為改善校園環境，本校另建有三十周年校慶

紀念花園。 

 

二、 班級結構 

以二零一一年九月計算，本校共有學生九百四十一人。現時全校共有三十三

班：中一有五班，中二至中五各有六班，中六及中七則各有兩班。為加強照顧

學生的學習差異、配合新高中學制的目標和提升學與教的效能，我們以小班教

學模式，調節課堂的師生比例，達致全校每班平均人數不多於三十一人的目標，

自推行小班教學後，老師在課堂內照顧個別學生的時間大增，學生的學習效能

亦有明顯的提升。來年，在有限的資源下，本校亦會繼續施行小班教學，擴展

至三十四班，達致優化教學的目標。 

 

三、教職員工 

為提升教育質素，加強對學生的照顧，本校持續增聘額外人手，本年度教職

員之編制如下：校長及教師共七十二人、另有輔導員四人、教學助理三人、實

驗室技術員兩人、圖書館助理員一人、特別室事務員三人、資訊科技管理員一

人、校園電視台導師一人、校務處職員七人及工友八人。總計本年度全校教職

員工共一百零二人。 

 

四、 行政架構 

本校辦學團體為五育中學管治委員會有限公司，辦學團體校董均為社會知名

及專業人士，校董們全力支持教師工作，專業地帶領學校發展。為了進一步讓

各持分者參與學校管理，本校於二零零八年八月成立法團校董會，邀請家庭與

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主席黃寶財教授出任校董，提供專業意見，並加入教員、

家長和校友校董。本校行政架構簡明，權責清晰，校務發展暢順。為加強與學

生溝通，本校設有由各級學生代表組成的學生諮詢委員會，透過師生的意見交

流，有效拓展學校的各項工作。此外，校長亦定期接見各班代表，了解同學的

校園生活概況，聽取他們對學校政策的意見，以作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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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關注事項 

本年度的關注事項為「調適校本課程，優化課堂教學，積極配合新高中學制」

和「發展多元智能，體現五育人精神」兩項，有關工作如下： 

 

在推展小班教學的同時，我校在初中各科訂定科本的核心課程與延伸課程，

並繼續推行分組教學，以配合學生的學習需要，改善同學的語文學習環境，提

升質素。至於優化課堂教學方面，我校繼續推行科本的課堂研究，優化各科的

教學策略和成效；又推行同儕習作察閱和觀課，令老師有機會交流教學心得。

各科又訂定學生的學習策略，按部推行，以鞏固學生所學，並建立教學資源庫，

且不斷更新，以方便共享教學資源的同時，亦為新高中學制做好準備。而為了

有效地新高中通識教育科的課程，我們繼續參與教育局的校本專業支援計劃，

與仁愛堂田家炳中學的同工結成夥伴，交流學與教的資源和心得。同時，我校

更在初中引入新高中的評核模式，培養學生適應新高中課程的要求。 

 

在發展學生多元智能方面，我校透過周會、全方位學習日、學術周及自我成

就獎勵計劃等活動，豐富同學的其他學習經歷。本年度更首次帶領全級中二同

學約二百人，前往佛山、新會，進行三日兩夜文化交流活動。本校亦善用校園

電視台和天台花園等各類資源，培養學生堅毅、尊重、責任、承擔、關愛、誠

信和國民身份認同的價值觀；實踐五育人「懷自信、互關愛、敢承擔」的精神。 

 

六、專業發展 

本校教師的平均教學年資為十一年，具有碩士學歷的教師有二十二人。面對

充滿挑戰的教育改革，教師們的身心靈健康和團隊合作尤其重要。本年度我校

舉辦了不同的校本專業發展工作坊，如邀得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心理學系副教授

劉兆瑛博士及富經驗的前線同工陳漢森先生到校分享，讓我們在優化教學技巧

及增加對學生的了解的同時，更關注個人的身心靈健康。除教師外，學校的良

好運作實有賴職工的合作，我們於去年八月舉辦了職員培訓工作坊；為了加強

教職員的團結性及專業發展，全體教職員更於農曆年假前，一同到音樂農莊參

與團隊協作訓練的工作坊。另外，全體教師亦於五月期間，全面檢視三年計劃

的進展及本年度的工作，為下學年作更佳的準備。 

 

去年我校參與了自願減班計劃，而隨著實施校本小班教學，我校今年繼續增

聘教師。為協助新到校教師適應校本文化及教學生活，我們特安排了「新入職

教師啓導計劃」，為新教師配對科本及生活的啟導老師，提供課堂觀摩和交流的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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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於去年重新制訂教職員評鑑制度，本年更加入職工的評鑑制度，全面促

進校內同工的自我檢視及提倡科組內的溝通。另外，專業發展組更與學生會合

辦了「傑出教職員選舉」，以表揚教職員的卓越表現。 

 

七、 課程設計 

為照顧同學的學習差異，提升學習效能，本校由中一至中五級，推動小班教

學，中一級開設五班，而中二至中五各級則開設六班。初中各級制訂了核心及

延展部分，更有效地銜接新高中課程。為提升同學的英語能力，我們於初中各

科教授相關的英語詞彙；而初中部分班別亦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培育學生

兩文三語的能力。為提升初中同學的語文基礎，本學年逢星期二下午班主任時

段，中一至中三級進行中、英文默書。所有未達標的同學會進行補默，直至達

標為止。為培養同學的說話能力，中文科安排同學輪流於星期一早會分享。此

外，朗誦亦是培養同學語文能力的良好方式，本年度於中一至中三部分班別的

校本課程內加入了集誦的元素：中一級(英文集誦)、中二級(普通話集誦)、中

三級(中文集誦)，同學代表本校參與校際朗誦節比賽。此外，為培育同學的全

人發展，我們透過「共創成長路」課程，讓初中同學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再者，

為銜接新高中學制，我校在中三級開設校本通識教育科，教授部分中四課程，

幫助同學掌握通識教育科的學習技巧，適應新高中學制的要求。此外，校本藝

術教育課更由去年的中四級延伸至本年度的中五級，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走出教室學習是我們的教學理想。今年，我們為中一至中六級同學設計了不

同的全方位學習活動。而全校性的全方位活動的次數及項目亦有所增加：如中

一級為「遊走中上環」，同學穿梭於中上環區，尋找歷史、文化、飲食和購物的

景點；中六同學更擔任小導師，帶領中一同學完成整個活動。中二級於一月期

間更走出香港，參加「佛山新會當代建設面面觀」三日兩夜的考察，體驗當地

文化及建築特色。中三級為「雞蛋撞地球」，由同學設計安全的載蛋器，使雞蛋

由高空撞擊地面而仍能保持完整無缺，讓同學發揮創意及合作精神。高中則前

往元朗屏山文物徑、元朗拉姆薩爾濕地、南丫島港燈風力發電廠等地點進行不

同形式的考察活動。此外，本校亦定期舉辦不同學習領域的學術周活動，包括：

一月的語文周、三月的體藝周、四月的數理周及五月的人文學科周。透過有系

統的學習活動，提升同學的學習興趣，擴闊學習經歷。 

 

在課後支援方面，為加強照顧同學的學習差異，中、英、數三科均舉辦學習

鞏固班，由本校老師提供課後輔導；另開設中三級全港性系統評估應試課程、

中四至中七公開試備戰班、星期六的語文進修班，協助同學建立應試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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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閱讀學習 

為加強閱讀學習的風氣，我校組織了「閱讀學習組」。逢星期二、四早讀時

段，同學分別閱讀德育文章和報章，吸收新資訊，了解其身處的世界。本學年

我校繼續推動全校的閱讀分享，邀請全體老師，與不同班別分享喜愛的書籍；

而作為閱讀大使的全體中六同學，則定期到中一至中四各班課室，推介中、英

文書籍。中一至中三級同學亦以個人或小組形式，在班主任課分享書籍，交流

彼此的閱讀心得。在四月至五月期間，本校舉辦了班際書介比賽，既可獎賞各

級優秀同學，又能把好書推介給其他同學欣賞。 

 

資源配套方面，圖書館設置十七台高效能電腦，讓同學透過互聯網進行學

習活動。圖書館亦豐富網頁的內容，推介超過三百個學科網址，邀請老師及同

學透過網頁，推介好書。圖書館現有藏書二萬五千餘冊和多媒體教材五百餘套。

學生平均每天借書約一百多本次。本年度亦於與書商合辦了兩次大型書展，並

邀得范建梅老師來校，與師生分享良好閱讀的策略，鼓勵同學從閱讀中學習。 

 

九、學習評估 

本校同學在二零一零年高級程度會考表現理想，當中十三個學科的及格率

高於全港平均水平，整體合格率亦較去年上升。而物理(高級及高補程度)、化

學、數學及統計學的及格率均達百分之百。中七級梁秋榕同學及郭景耀同學亦

同時考獲兩優兩良的優異成績。中學會考方面，謝煉坤同學和何志韜同學分別

考獲二優四良及二優三良成績。學業增值指標方面，在師生的一同努力下，二

零一零年的增值數據理想，中七高考方面，中國語文及文化科、物理科均為全

港首 10%的增值；中五會考化學科亦同樣達致全港首 10%增值，表現值得嘉許。

校內評估方面，在上學期考試及下學期統測後，本校均舉行家長日，透過班主

任與家長面談，一同勉勵及輔導學生。同時，家長日亦設有專題講座，促進家

校合作。 

 

十、資訊教育 

校園電視台逢星期五推出「午間直播」，介紹校園生活的最新資訊，效果理

想。除製作高質素節目外，校園電視台亦培養各級同學，參與校外比賽，並獲

得不少獎項，收穫豐盛。本校資訊科技設備優良，各課室均備有實物投影器，

校舍亦設有多類型的電腦專室，為同學在進行繪圖、設計、語言訓練和多媒體

製作等學習活動提供優良的環境。為配合新高中學制，本校為同學組織電子學

習概覽，以展示同學各方面的成就。本校將進一步優化資訊科技學習的條件，

如使用電腦白板和發展網上學習資源，推動同學有效地使用資訊科技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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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學生輔導 

本校致力推行各類型輔導活動，培養同學自信自愛、勤奮信實、整潔守紀、

友愛服務、明禮知恥五項美德，以建立同學健全和優良的品格，並發揚校訓「立

己達人」的精神。本學年我校著力建立校園「正面文化」，以及推動「班級經營」，

在初中實行雙班主任制，而全校各級均設有兩位級主任，初中各級均由輔導及

訓導老師擔任，以加強對各班同學的照顧。另外，透過中一導入計劃、舉辦關

愛雙周及班級經營活動，提升同學「互關愛」精神。 

 

我校透過「每月之星」選舉、「自我成就獎勵計劃」及表揚「好人好事」，讚

賞有良好行為表現的同學。為加強同學品格教育，我校善用星期四周會，舉行

多樣化活動，例如為豐富中四級同學的其他學習經歷，全級進行了探訪獨居長

者服務。我們又透過輔導課、性教育輔導書籍閱讀計劃、「關愛周」、「生命教育

周」、一系列禁毒講座及活動，並配合環境佈置，向同學灌輸正確的價值觀，建

立健康積極的人生。同時，我們大力推動「共創成長路——賽馬會青少年培育

計劃」，與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協作，透過歷奇挑戰營、個人成長工作坊、軍事訓

練營及義工服務等活動，提升中一及中二同學的自信心、溝通技巧和處理問題

的能力及服務社會的精神。此外，「I Can 個人提升小組」透過探訪和電影欣賞

等活動，提升同學的自我形象和關顧他人的精神。 

 

本校設有「中一朋輩輔導計劃」，五十多位朋輩輔導員每天定時到中一各班，

關心中一同學的學習需要，並定期舉辦午間活動，例如「師生閃避球大賽」及

校服換季前的「打呔王比賽」等，讓中一同學盡快投入校園生活，建立歸屬。

本學年我校透過「新來港兒童校本支援計劃」，開辦認識香港的英語班，並協助

同學適應本港生活。此外，本校外購了言語治療及讀寫訓練服務，讓有需要的

學生改善說話技巧、溝通技巧和閱讀技巧等。本校更參加了「校本教育心理服

務」計劃，教育心理學家定期到校，為同學提供專業評估意見和輔導服務。本

校又聘請四位輔導員，為同學作個別及小組輔導，提升學習能力。家長教育亦

是本校關注項目之一，透過一連串家長教育活動，提升家長與子女的溝通技巧，

從而協助學生愉快地成長。 

 

十二、學校社工 

本校社工來自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致力為同學及家長提供適切的輔導服務。

為加強家長對子女的了解和增強親子關係，本學年我們邀請家長參與多樣化的

義工服務，包括「愛心獻關懷」及「愛惜這顆心」等，服務對象包括弱能、自

閉症的幼兒及獨居老人。在活動中，家長帶領同學，無論在推展服務、與人溝

通或處事的能力上也成為了同學良好的榜樣，而同學們在過程中展現愛心，豐

富他們的成長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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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我校引入了校外資源，推動多樣化活動，如「黑暗中對話」活動，透

過弱能、弱視人士現身說法及帶領工作坊，向同學灌輸共融意識。我們更成功

申請「永亨銀行贊助的學界義工計劃」，與「生命工場」合辦「同根同心」計劃，

讓同學體驗如何照顧、關愛幼兒和弱勢社群。為協助同學建立正面的價值觀，

我校亦舉辦「社工室 Film Club」、「音樂與我」及「社出我天地」等活動。個案

工作方面，透過不同活動及小組介入方法，提升同學向善動機，以助個案之成

長，讓同學反省個人價值觀及自我形象，並學習珍惜，活在當下，關愛別人。 

 

十三、訓導工作 

本校由訓導老師、級主任、班主任及科任老師互相配合，負起指導和訓誨同

學的責任，使同學能明辨是非、遵守校規、重視法紀和培養高尚的情操。在學

校生活中，透過獎懲制度，幫助學生了解行為的是非準則，是「立己」的具體

目標；通過班長、領袖生的協助，培養學生自治和自律的能力，實現「達人」

的精神，並建立對學校的歸屬感。我們以「考勤獎」和「操行獎」，鼓勵守時勤

奮的學生，並為學生樹立良好的榜樣，又透過「守時計劃」及「向善計劃」，鼓

勵學生克盡己責，切實改善個人行為。 

 

十四、生涯規劃 

為迎接新高中學制，本校在學期初邀請了聖公會青少年服務中心，為中四學

生進行了「生涯規劃」活動，透過小組分享、模擬面試和尋求工作等環節，協

助他們確立目標，奮勇向前。另外，我校也舉辦了參觀消防處、愛護動物協會、

救護站、港燈風力發電站和教育及職業博覽等活動，以拓闊同學的視野，為未

來工作打好根基。此外，我校亦推薦了十位中六同學參與由國際成就計劃香港

部(Junior Achievement Hong Kong)舉辦的工作影子計劃，以提升同學對實際

工作環境的認識。本校舉辦了不少與工作有關的講座，如職場面試講座、環保

產業講座、職場求生錦囊等等。升學方面，本學年我校邀請香港理工大學、香

港城市大學、專業教育學院等機構派員到校，向高中學生作出講解。我們又帶

領同學參觀本港各大學，協助同學建立遠大志向。九月及十月更有中港文化協

會及 AFS 國際文化交流組織到校，為同學介紹國內升學及海外交流生計劃等資

訊。 

 

為配合中三同學迎接高中選科，本校在家長日舉辦「升中四選科輔導」講座，

與家長及學生探討如何選擇適切的學科。我們在五月份又舉行周會，向同學講

解新高中各科目的課程內容，並隨即進行本年度第二次模擬選科活動。此外，

為配合新高中學制的發展，我們繼續推薦中四學生申請「應用學習課程」。本校

更積極為表現優異的學生申請各類校外獎學金，如 7A 班何詠渝同學和 5A 班崔

鈞棋同學均獲得尤德爵士紀念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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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課外活動 

本校設有四十二個活動小組，分為五類：學術、服務、體育、興趣及藝術小

組。透過各小組活動，使同學學習策劃和推廣活動的技巧，享受群體生活，培

養個人心靈美。我校又邀請校外專業人士教授中國舞、戲劇、單車、樂器和武

術等，使同學在體藝方面有更良好的發展。而本學年我們舉辦的大型活動包括：

四社選舉日、旅行、社際比賽、班際音樂比賽、捐血日、試後活動、暑期活動

及賣旗服務等，既為同學的校園生活增添姿彩，也讓同學發展潛能。另外，本

年社際比賽包括：長跑、排球、陸運會、啦啦隊、音樂、學科常識問答及戲劇

比賽。為加強對社幹事培訓，本校亦與外間社區中心合辦社幹事訓練日營。 

 

在培養同學全面發展體藝興趣方面，我校於三年前起為中一級同學開設了

「一人一體藝」活動，逢星期五下課後，全級中一同學在上、下學期分別參與

體育運動及樂器培訓。為了進一步拓闊同學藝術經歷，本年度特別為中二級增

設了｢藝術培養｣課程，課程包括合唱團、樂器及舞蹈等，所有中二級同學在逢

星期二放學後，在以上四個藝術項目中參與其中一項，藉此培養同學終身興趣。 

 

本校學生積極參加校外比賽，其中田徑、舞蹈、朗誦、武術、手球和奧數

等，表現良好。田徑方面，本校學生獲得多項校際及公開賽獎項，例如：沙西

區校際長跑比賽男子乙組、丙組及女子丙組團體冠軍，而女子乙組獲得亞軍；

沙田區田徑賽男子少年組 400 米及 4x400 米冠軍，而女子少年組 400 米亦獲得

冠軍；2010 年度沙西區學界越野賽男子丙組團體冠軍，男子乙組、女子丙組及

女子乙組團體亞軍；沙西區學界田徑賽男子丙組團體冠軍。舞蹈方面，中國舞

及爵士舞在校際舞蹈節中均獲得甲等獎，而首次參加的教育舞蹈亦取得乙等獎； 

朗誦方面，中文集誦隊在香港校際朗誦節中獲得冠軍；武術方面，我校於沙田

武術精英錦標賽中獲得集體拳術組冠軍；球類活動方面，本校分別在 2010-11

地區手球賽及第五屆｢駿源盃｣青少年手球挑戰賽中取得冠軍；奧數方面，本校

奧數隊在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取得兩個銀獎及一個銅獎，並在｢華夏盃｣全

國中小學奧林匹克邀請賽取得三等獎。 

 

社會服務方面，所有中四至中六級學生均完成最少一次的社會服務，當中包

括賣旗、長者服務、本區長跑活動等，而在捐血日師生捐血人數共六十九人，

師生共同宣揚了「互關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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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學生會務 

本校學生會自一九七九年二月成立，經過三十二年的發展，現時學生會由四

社社長及各服務生隊伍代表組成，學生會主席、副主席及秘書由全體同學一人

一票選出。學生會致力推行多樣化的活動和社際比賽，並為同學定期售賣文具

和買賣舊課本等。此外，學生會選派代表出席學生諮詢委員會會議，向學校反

映同學的意見，為同學謀福利，並培養同學自治和民主精神，使同學在德、智、

體、群和美育中均衡發展。同時，學生會又舉辦校長盃師生比賽，增進師生感

情，而學生會在學期末以報刊形式出版的刊物《勁草》，更會介紹學生會及學校

最新發展。 

 

十七、家校合作 

本校家長會於創校時成立，至今已有三十三年。家長會幹事十三人，幹事每

月召開例會，邀請校長、副校長、助理校長及各主任老師列席。今年，家長會

舉辦多樣化活動，包括：手語班、家長也敬師活動、中一家長迎新活動、新春

長者聯歡、親子旅行等。本年度更積極參與沙田區家長教師會聯會的活動，並

在「新春團拜－愛心烹飪比賽」中獲得全場總冠軍。 

 

家長會與學校合辦不同系列的家長教育講座，亦鼓勵會員參與外間機構舉辦

的講座。家長會也與輔導組、社工合作舉辦探訪獨居老人活動。透過這些講座

及活動，令家長更關注子女的學業和成長，促進親子關係及家庭和諧，加深家

長對新學制的認識。家長會更積極參與學校發展工作，例如：協助學校進行沙

田中學巡禮的推展活動、捐贈獎學金、食物部及午膳供應商的甄選工作和贊助

學校購置校具等。家長會在新春期間又舉辦家長教師團拜活動，加強與學校教

職員工的聯繫。 

 

十八、校友會務 

本校校友會於一九八五年註冊為合法社團，藉以團結各屆畢業同學，共同關

心學校的發展。透過不同的渠道，校友會定期報道校友及學校的近況。每年，

校友幹事均會舉辦不同的活動以聯繫校友及老師的友誼，如於本年二月舉辦盆

菜宴，讓不同屆別的校友聚首一堂，分享近況，並緬懷過去的校園生活。校友

會亦經常發動會員，協助學校推行各項工作，如在公開試放榜日輔導應屆畢業

生和分享工作的苦與樂等。本學年九月一日開學禮，本校傑出校友陳梓杰先生

擔任主禮嘉賓，分享學習心得，為同學樹立良好的學習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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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回顧前瞻 

 回顧 2010-11 學年，教職員一同努力耕耘，致力提升教育質素，並同學提供

充實的學習生活，重視五育均衡發展，可算是豐收的一年。本學年是三年發展

計劃周期的第二年，配合 334 新學制，我校致力落實兩個關注事項，包括：(1) 

調適校本課程，優化課堂教學，積極配合新高中學制；(2) 發展多元智能，體

現五育人精神。 

 

 為加強對同學的栽培，並配合學校發展的關注事項，2010-11 學年推行一系

列措施，包括： (1) 小班教學：本校於二零一零年主動向教育局申請，參與「自

願優化班級結構」計劃，由 2010 年 9 月開始，將現行中一 5 班資助編制改為 4

班資助編制，但實際仍然開設 5 個教學班，並提早落實全面小班教學，調配校

本資源，聘任額外教師，進一步擴大教師團隊至 72人，並將小班教學推至中五

級，全校一共開設 33班，令每班平均學生人數上限大幅調低，令教師能更有效

掌握每位同學的學習進展，提升對新高中課程的學習信心； (2) 語文栽培：全

校中、英文課堂均以小組形式上課，每組人數約 20-25 人；為提升初中同學的

語文基礎，逢星期二下午班主任時段，中一至中三級進行中、英文默書，未達

標的同學須進行補默，直至達標為止；為培養同學的說話能力，中文科安排同

學輪流於星期一早會分享；朗誦亦是培養同學語文能力的良好方式，本年度於

中一至中三其中兩班的校本課程內將加入集誦的元素：中一級(英文集誦)、中

二級(普通話集誦)、中三級(中文集誦)，同學將代表學校參與校際朗誦節比賽，

提高語文學習信心，豐富學習經歷； (3) 新高中課程：中五同學有系統地安排

於不同月份提交各科的校本評核習作，讓同學好好分配時間；我校亦為中四、

中五同學提供「藝術教育課」，中五部分課堂由校外專業導師教授，培養不同的

表演藝術，發展同學多元智能； (4) 課後學習支援：初中中、英、數課後補習

班集中於逢星期四進行；高中各級補課則集中於星期一、三、五進行，讓同學

的學習生活更有規律，並有機會參與課後活動，均衡發展； (5) 全方位學習：

為擴闊同學的學習經歷，中二全級同學於一月參與三日兩夜「佛山新會當代建

設面面觀」交流團，增加對祖國認識；中一同學亦於三月全方位學習日，在中

六級同學協助下，參與「遊走中上環」活動； (6) 體藝培養：中一同學逢星期

五放學後參與「一人一體藝」活動；本學年我校更特別為中二級同學培設「藝

術培養」課程，逢星期二放學後，每一位中二同學需參與唱歌、樂器或舞蹈培

訓。總結上述各項措施，進展相當良好，感謝全體師生共同努力，建構豐盛的

校園生活。 

 

 本校成立法團校董會將近三年，加入了教員、家長和校友校董，並有幸邀請

黃寶財教授出任獨立校董，有效地帶領學校發展。蒙各位校董時加指導，教育

局學校發展主任等惠賜意見，家長會、校友會、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屋邨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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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和各友好機構鼎力支持，本校深表謝意。為了提升本區小學生兩文三語的水

平，讓同學發揮多元智能，本校充當平台，聯同《2010 沙田節統籌委員會》及

《沙田區議會》合辦「沙田節『和諧家庭』樂繽紛——沙田區小學同樂日」，並

邀請家長一同參與，以達致「和諧家庭，嚮遍全城」的目的。當日場面熱鬧，

共有數十間沙田區小學派代表參與各項比賽，包括創意寫作大賽、繪畫比賽、「沙

小超級巨聲」頌親恩歌唱比賽、親子科學大賽、強身健體愛家庭三人籃球賽。

同樂日亦為我校師生提供學習機會，發揮所長。 

 

本校十分重視教師專業成長，邀請了教育界多位有心人到校，包括香港中文

大學劉兆瑛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學校發展主任陳漢森先生，與本校教師探討不

同的教育議題。此外，感謝將軍澳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同工，讓我校各科組主

任共三十多位同事到訪，交流心得。為提升學與教質素，我校於一至五月期間，

各學習領域有系統地進行同儕觀課，以及同儕習作閱覽，教師們互相觀摩，加

強跨科的專業交流，促進專業成長。同時，各科均進行課堂研究，並於五月進

行成果分享會，老師們一同優化課堂教學質素，促進學生學習。 

 

多年來，本校教師、家長及校董會一直致力爭取全面小班教學，讓學生有更

大更好的學習和活動空間，而教師亦有更多時間和機會，促進學生在學科學習

和個人成長的栽培，達致全人發展。過去一年，本校感謝多個教育團體及友校

的邀請，分享本校推展「小班教學」經驗，亦有內地及台灣學者到校參觀，讓

我校聽從不同人士意見，優化現行措施。未來一年，本校將進一步落實小班教

學，由現時開設 33 班，增至 34 班。我們相信，全面推動小班教學，配合教師

專業發展，不但能優化課堂教學的效能，落實新高中課程的教育目標，亦可加

強教師對學生全人發展的支援，進一步提升教育質素，讓學生得益！ 

 

學校是學生與教師共同擁有及學習的地方，讓學生和教職員一起成長，實踐

夢想。衷心感謝各位校董及教職員一同努力，為學生帶來充實而豐盛的一年！

期望家長及各界友好繼續支持，與我們一起建構以學習為中心、重視價值教育、

關懷互愛、啟發潛能、追求卓越、持續學習的五育中學，培養新一代「懷自信、

互關愛、敢承擔」的五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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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大事紀要大事紀要大事紀要大事紀要    

 
二零一零年九月 

� 開學禮由校監顏明仁博士、校友陳梓杰先生主禮，身為校友校董的陳梓杰先生

分享成功經驗，並勉勵學生發揚五育人「懷自信、互關愛、敢承擔」的精神。 

� 啟動中一級「一人一體藝」活動。 

� 啟動中二級「藝術培養」活動。 

� 輔導組舉辦「關愛雙周」活動。 

� 學生會及四社幹事選舉暨社員大會。 

� 與沙田崇真會合辦「學生領袖培育」活動。 

� 舉辦「國慶周」活動。 

� 家長會聯同學生會合辦「家長也敬師」活動。 

� 家長會佈置校園，齊慶中秋。 

� 「朋輩輔導員」訓練營。 

� 聯同勵恆社舉辦《耆樂無窮迎中秋》長者義工活動。 

� 視藝科帶領同學參觀「味不可言」藝術作品導賞。 

� 童軍夜行訓練。 

� 國際成就計劃(JA)學生營商體驗計劃。 

� 中一級課後家課輔導。 

 

二零一零年十月 

� 沙田節「和諧家庭」樂繽紛──創意寫作工作坊，邀得作家李智良先生主講。 

� 「中一導入計劃－－中一新生家長迎新晚會」由校董黃寶財教授主講，分享

教育子女的心得。 

� 服務生交職禮。 

� 家長會參與「2010 沙田區家長也敬師嘉年華」。 

� 武術隊參加「沙田節武舞嘉年華大匯演」。 

� 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 

� 上學期旅行。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 

� 中一級學生參加康文署「一人一花種植活動」。 

� 聖公會沙田青少年服務處為本校中四學生舉辦「生涯規劃」活動。 

� 教師工作坊；香港中文大學劉兆瑛教授蒞臨主講。 

� 本校三十多位科組主任老師到訪將軍澳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作專業交流。 

� 中六同學參與由國際成就計劃(JA)舉辦的工作影子計劃。 

� 輔導組帶領同學參觀「黑暗中對話體驗館」。 

� 視藝科同學參與香港藝術協會舉辦的渣打藝趣嘉年華彩旗設計活動。 

� 班際攝影比賽。 

� 閱讀報告、書籤設計比賽。 

� 家長會聯同老師帶領同學參觀《清明上河圖》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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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三屆家長會幹事會選舉。 

� 家長會舉辦「家居消防知識知多Ｄ」講座。 

� 第三十三屆運動會。 

� 中一級科學問答比賽。 

� 中四級班際閃避球比賽。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 沙田節「和諧家庭」樂繽紛──沙田區小學同樂日。 

� 家長會第三十三屆周年大會暨交職典禮。 

� 木笛隊應邀為東華三院歡樂滿東華進行慈善籌款表演。 

� 我校師生應邀到沙田崇真小學及保良局莊啟程小學分享校園生活點滴。 

� 同學獲邀為信義學校舉辦的獻校禮暨嘉年華會演出粵劇表演。 

� 攝影學會聯同地理科帶領同學參觀《空中看地球》攝影展。 

� 中四級通識教育科進行短片創作比賽。 

� 聖誕活動日歌唱比賽。 

� 同學參與香港領袖生獎勵計劃──北京交流活動。 

� 童軍團前往鯉魚門渡假村宿營進行訓練。 

� 社工舉辦「活出新天地──領袖訓練營」。 

� 家長會舉辦「如何提昇學生的學習效能」家長工作坊。 

 

二零一一年一月 

� 中文科、英文科和普通話科合辦「語文雙周」。 

� 上學期頒獎禮。 

� 上學期家長日。 

� 中二級全體同學前往佛山進行「佛山新會當代建設面面觀」三日兩夜考察活動。 

� 各級同學參與全方位學習活動，前往元朗屏山文物徑及尖鼻咀拉姆薩爾濕地

等地方進行考察。 

� 中六級全體同學前往澳門進行英語文化考察活動。 

� 傑出教職員選舉。 

� 中二級「共創成長路」訓練營。 

� 中六級修讀通識教育科的同學欣賞由香港話劇團主演的通識教育劇場。 

� 視藝科帶領同學參觀香港學生藝術作品展及「伙炭」藝術村導賞團。 

� 社際常識問答比賽。 

� 學生會舉辦師生排球賽。 

� 各科教師進行中七級同儕習作察閱，交流學習評估心得。 

� 科技、文化及藝術教育科教師進行同儕觀課，交流教學心得。 

� 家長會聯同社區聯絡組參與沙田區精英展藝教育博覽。 

� 家長會聯同學生會探訪區內獨居老人。 

� 教師發展日：全體教職員一同前往音樂農莊進行團隊合作訓練。 

� 明報報道本校「沙田節『和諧家庭』樂繽紛──沙田區小學同樂日」概況。 

� 本校獲小班教學學會邀請，與陳維安副局長及友校分享本校推展小班教學特

色，主題為「小班教學在五育——一切由 334 新學制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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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二月 

� 數學、理科教師進行同儕觀課，交流教學心得。 

� 邀請香港視網膜病變協會為同學講解視力問題，並教導同學怎樣幫助有需要

人士。 

� 中二級藝術培養大匯演。 

� 攝影學會舉辦 Light Painting 製作及應用工作坊。 

� 家長會組織「新春家長教師團拜」。 

� 同學於沙田區家長聯會擔任表演嘉賓，表演中國舞。 

� 家長會參與沙田區家教會愛心烹飪比賽，獲得冠軍。 

� 舉辦校長盃足球賽，師生互相切磋球技。 

 

二零一一年三月 

� 圖傳、音樂、家政、視藝及體育科合辦「體藝周」活動。 

� 教師專業交流日：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學校發展主任陳漢森先生與老師分

享，主題為「課室管理面面觀」。 

� 全方位學習日：中一及中六「遊走中上環」、中三「科學競技比賽──雞蛋

撞地球」、中四及中五「校本評該」。 

� 輔導組舉辦「生命教育周」。 

� 社際長跑比賽。 

� 「打開子女的心窗」家長小組工作坊。 

� 花旗集團財智星級爭霸戰 2011。 

 

二零一一年四月 

� 數學、科學、電腦、物理、化學和生物科合辦「數理周」。 

� 第二學段頒獎禮。 

� 下學期家長日。 

� 各科教師進行中一至中六級同儕習作察閱，交流學習評估心得。 

� 英文科教師進行同儕觀課，交流教學心得。 

� 人文教育學科教師進行同儕觀課，交流教學心得。 

� 中一級共創成長路－－親子軍事訓練日營。 

� 社際長跑比賽。 

� 家長會旅行，約一百一十位家長、老師和學生參與。 

� 化學科城門河水質研究。 

 

二零一一年五月 

� 本校獲香港中文大學推薦，成功參與九龍倉「學校起動計劃」(Project 

WeCan)，由 2011 年 9月起，每年資助本校 200 萬，為期 6年，總資助額為

1200 萬，以助本校學生發展。是項計劃結合商界、大學與中學三方協作的

力量。透過是項計劃，我校將再次得到中大優質學校改進計劃的專業支援。

第 1個 3年計劃中，設有 10項發展項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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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班教學支援 6. 校園電視發展 

2. 課後學習支援 7. 學生成就展示 

3. 會德豐獎學金 8. 商校生涯規劃 

4. 全人教育培訓 9. 學習設施優化 

5. 藝術體育培養 10.教師專業發展 

� 科技、文化及藝術教育教師進行同儕觀課，交流教學心得。 

� 各科進行「課堂研究」，總結經驗，交流心得。 

� 中文科教師進行同儕觀課，交流教學心得。 

� 內地、台灣學者到訪，了解本校推展「小班教學」概況。 

� 本校獲香港教育學院邀請，與內地及本地學者分享推展「小班教學」概況。 

� 中一經公科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 中五旅遊與款待科參觀尖沙咀 1881 Heritage。 

� 通識科參觀香港高等法院。 

� 第十二屆「藝術號快車」聯校視覺藝術展在本校揭幕。 

� 社際音樂比賽。 

� 公益少年團樂施米義賣活動。 

� 「醒神減壓」家長工作坊。 

� 第三十三屆畢業禮，著名單車手洪松蔭先生擔任主禮嘉賓。 

 

二零一一年六月 

� 中七畢業生畢業聚餐，地點為黃金海岸。 

� 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放榜，整體及格率、優良率再創開校以來新高，共 12 科

及格率高於全港平均水平，4科及格率為 100%，6科優良率高於全港平均水

平。學生在歷史科表現尤其突出，優良率達 52.6%。 

� 3D 廖樂俊同學代表香港，前往蒙古，參加「第一屆亞洲中學生越野錦標賽」，

獲得團體殿軍。 

� 校本領袖訓練計劃。 

 

二零一一年七月 

� 結業禮上，家長校董頒發獎項，並由學生會正、副主席同學報告全年活動。 

� 中一新生導入計劃，包括家長講座、開開心心迎新活動、運動體驗日。 

� 各級補考、操行改進計劃。 

� 小學生暑期科學學習體驗班。 

 

二零一一年八月 

� 中一新生導入計劃，包括繽紛英文周、中一學習體驗日。 

� 中五升中六同學提早於八月上旬開課，為首屆香港中學文憑試及早準備。 

� 新入職教師啓導計劃開展。 



15 

3.3.3.3.校外活動參與紀錄校外活動參與紀錄校外活動參與紀錄校外活動參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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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0-2011 全校關注事項整體檢討報告全校關注事項整體檢討報告全校關注事項整體檢討報告全校關注事項整體檢討報告 

 

(31/5/2011 校務會議上，全體教師以分組方式，檢討過去一年兩個關注事項共 14 項工作成果，並提出新一年改善建議。) 

全校關注事項(一)：調適校本課程調適校本課程調適校本課程調適校本課程，，，，優化課堂教學優化課堂教學優化課堂教學優化課堂教學，，，，積極配合新高中學制積極配合新高中學制積極配合新高中學制積極配合新高中學制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1.1.1. 調適校本課程調適校本課程調適校本課程調適校本課程    

(a)(a)(a)(a) 照顧學習差異照顧學習差異照顧學習差異照顧學習差異    

(i) 全面落實校本課程

目標* 

(ii) 推動小班教學 

(iii) 初中各科修訂核心

課程與延伸課程 

持分者問

卷、 

測考成績統

計、 

科務檢討會

議 

校本課程目標於九月開學已張貼於各課室告示板。各科組均因應校本課程目

標制訂發展計劃，進展良好。小班教學方面，配合新高中課程，本學年將小

班教學由初中推展至高中。本年參加了教育局「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計劃」，令

本校能提早落實全面小班教學，中一雖減少 1 班，但本校仍開設 5 班，中二

至中五均開設 6班，全校合共 33班，效果良好，得到師生及家長等不同持分

者大力支持，加強對學生的栽培。至於初中核心與延伸課程方面，各科均參

照新高中課程，以及學生能力制訂了核心、延伸課程，配合工作紙，以照顧

學生的學習差異。本校教師普遍認為我校在「照顧學習差異照顧學習差異照顧學習差異照顧學習差異」」」」上效果良佳，

在本學年發展計劃 14項工作中，本項平均得分排行第 2。 

(b)(b)(b)(b) 兩文三語能力兩文三語能力兩文三語能力兩文三語能力    

(i) 初中各科於每單元

加入中英語詞彙對

照表，配合評核 

(ii) 為學生提供更多接

觸英文的機會 

(iii) 語文科分組教學 

(iv) 優化語文學習的環

境 

持分者問

卷、 

測考成績統

計、 

科務檢討會

議、 

語文科科主

任聯席會議

檢討 

初中各科於制訂全年課程及工作紙時，已加入中英語詞彙對照表，並配合評

核，以豐富學生的英文詞彙。為進一步加強學生語文能力，本學年嘗試於逢

周二下午班主任時段進行中、英文默書，並以全校參與模式，由班主任及學

與教委員會協助跟進，直至學生達標。總結同學成績，中文點書成效明顯較

佳，同學亦能善用在默書中所學的詞彙，應用在寫作上，效果不俗。經商議

後，鑒於班主任時段有限，而中文默書已有一定成績，故來年交回科本進行，

以便進一步集中提高同學的英語根基。來年將於星期三下午，進行「午間英

語朗讀」，以進一步優化語言環境。 

為加強中、英文培訓，中一由 5 班分 6 組上課，中二及中三級由 6 班分成 7

組，中四及中五亦由 6 班分成 8 組，以配合同學入讀大學，在新高中學制下

語文科須達第 3 級或以上的要求。本年首次將集誦納入初中校本課程，藉此

提升同學語文能力，效果不俗，中三同學在香港朗誦節獲得粵語集誦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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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課程目標包括：(1)善用兩文三語；(2)具廣闊知識基礎；(3)掌握多元智能；(4)建立健康生活方式，積極參與活動；

(5)重視生涯規劃，培養正面的學習態度；(6)成為有識見的公民，立己達人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2.2.2.2. 優化課堂教學優化課堂教學優化課堂教學優化課堂教學    

(a)(a)(a)(a) 課堂互動課堂互動課堂互動課堂互動    

(i) 優化同儕習作察閱

和觀課，老師定期交

流教學策略 

(ii) 推行課堂研究、共同

備課 

香港中文大

學意見報告、 

科務檢討會

議、 

觀課表數據

分析 

本校於 2009-10 學年首次推行「同儕習作察閱」，提供機會，讓同一個學習

領域的老師互相觀摩，並於察閱後進行會議，交流心得。此安排有助科內建

立良好常規，提升習作及測考安排，並促進相關學習領域的協作及溝通，透

過跨科學習，今年繼續推行，進展良好，各學習領域的科任老師經察閱本科

及其他學科的習作後，在交流會議上互相分享。 

為進一步擴闊教師視野，本年度教師必須最少選定參與三節同儕觀課，其中

兩節為所任教的學習領域，另外一節為其他學習領域，並參與課後討論。在

校長及各科主任一同帶領下，由 1 至 5 月期間，共進行了 88 節觀課，約兩

星期完成一個學習領域。今年集中觀摩能力一般的班別，讓教師們一同探究

如何提升能力一般學生的學習效能，培養學生的學習策略。觀課表的統計數

據電郵予各科任老師。觀課安排順利，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大部分學科均推行共同備課，特別中、英文科，以及通識教育科，老師互相

支援，有系統地推展新高中課程。並將除校長、科主任一同參與外，今年各

科任老師均參與最少兩個教節的觀摩和課後討論。觀課安排有序，由一月至

五月，約兩星期完成一個學習領域。來年集中觀摩一般能力的班別，共同探

討提升學生學習的策略。 

繼去年後，本學年再次推動「課堂研究」，各科分組進行，選取較難課題一

同探究，設計課堂教學，提升學與教效能。「課堂研究」由 11月開始訂定研

習課題，並於 5月下旬分享成果，效果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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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b)(b)(b)(b) 自學自學自學自學、、、、溝通溝通溝通溝通、、、、協作和思辦協作和思辦協作和思辦協作和思辦

等能力等能力等能力等能力    

(i) 各科落實科本學習

策略，包括：學生課

前預習、課堂摘錄重

點、討論與匯報、合

作學習、相關的課業

和課後活動等，鞏固

學生所學 

持分者問卷、 

科務檢討會

議、 

觀課表數據

分析 

各科均推動同學建立摘錄重點的良好習慣，特別在高中級，情況較理想。至

於其他學習策略，尚需進一步深化及落實。隨著本校在未來 6年參加九龍倉

「學校起動計劃」，我校將再次得到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支援。

在中大的支援下，正好讓各科探討如何善用「小班教學」優勢，加強課堂互

動，以及推展適切的教學策，讓學生有更多參與的機會。 

(c)(c)(c)(c) 電子學習電子學習電子學習電子學習    

(i) 各 科 善用 網上 資

源，展示學生學習成

果 

持分者問卷、 

科務檢討會

議 

部分學科特別出色，如電腦科。電子學習將會是學校未來發展的大趨勢，有

助提升同學主動學習。 

3.3.3.3. 配合新高中學制配合新高中學制配合新高中學制配合新高中學制    

(a)(a)(a)(a) 提升應試信心提升應試信心提升應試信心提升應試信心    

(i) 各科定期更新教學

資源庫，定期更新，

共享教學資源 

(ii) 初中試行引入新高

中的評核模式，培養

學生適應新高中的

解題與答題技巧 

(iii) 高中各學科定期進

行課後補課及應試

練習，為公開試做好

準備 

科主任及學

習領域統籌

報告、 

校內測考及

公開試成績

統計、 

科務檢討會

議、 

持分者問卷 

各科均已在內聯網建立教學資源庫，並於暑假期間制訂全年工作紙，上載至

教學資源庫內，共同提升教材質素，並方便同事分享資源，效果甚佳。 

為銜接新高中課程，各科均於初中嘗試引入新高中的評核模式，特別中、英

文科。本校更於中一級結合全方位學習及專題研習，推動「遊走中上環」活

動，為新高中通識教育科及早準備。 

為鞏中三同學中英數基礎能力，好好準備全港性系統評估，銜接新高中課

程，逢星期一放學後舉辦課程。今年更於 4月舉辦模擬口試日，效果良好。

本校每月為各科安排系統式補課，高中同學定期收到整個月份，以及長假期

補課表，及早通知同學，以便同學分配時間。補課集中安排在星期一、三、

五進行，以測驗為主。2011 年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整體及格率、優良率再創

開校以來新高，共 12科及格率高於全港平均水平，4科及格率為 100%，6科

優良率高於全港平均水平。學生在歷史科表現尤其突出，優良率達 52.6%。

來年將善用九龍倉撥款，於周六開設「公開試增潤班」，提升同學應試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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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b)(b)(b)(b) 不同藝術範疇的認識不同藝術範疇的認識不同藝術範疇的認識不同藝術範疇的認識    

(i) 新高中校本藝術教

育課程(中四、中五)

科技、文化及

藝術教育檢

討會議 

本年特別為中四、中五級舉辦校本「藝術教育課程」，每星期一節。中四級

主要由本校科技、文化及藝術領域老師教授，中五級今年更聘請外間機構，

加入電視電影、舞台藝術、水墨畫、非洲鼓等元素，豐富學生眼界與經歷。

我校更善用部分課堂，帶領同學外出參與不同類型的藝術欣賞活動。整體效

果良好，讓同學在應付忙碌的新高中課程中，有多姿多采的校園學習生活。

(c)(c)(c)(c) 教師專業交流教師專業交流教師專業交流教師專業交流    

(i) 參與教育局校本支

援服務「專業發展學

校計劃——新高中

通識教育科學與教

的效能增潤」 

通識教育科 透過教育局校本支援服務計劃，本校與友校同工交流，探討如何在初中適當

地引入新高中課程相關的課題，以銜接高中，並分享如何有效支援高中同學

處理獨立專題探究。本計劃對我校通識教育課程發展有很大幫助，來年繼續

參與。此外，此計劃亦得到我校教師的認同，在本學年發展計劃 14 項工作

中，本項平均得分排行第 1，更有同事提出，期望將有關計劃推展至其他學

科。適逢我校未來 6 年參加九龍倉「學校起動計劃」，並再次得到香港中文

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支援。透過中大專業支援，定能有助我校在不同

學科的課程發展，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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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發展多元智能發展多元智能發展多元智能發展多元智能，，，，體現五育人精神體現五育人精神體現五育人精神體現五育人精神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1.1.1.1. 發展多元智能發展多元智能發展多元智能發展多元智能    

(a)(a)(a)(a) 多元化學習經歷多元化學習經歷多元化學習經歷多元化學習經歷，，，，培育多培育多培育多培育多

元智能元智能元智能元智能    

(i) 初高中各級其他學

習經歷及學生培育

整體規劃 

(ii) 科組協作，善用校

內外資源 

(iii) 全方位學習 

(iv) 中一「一人一體

藝」、中二「藝術培

養」 

(v) 閱讀學習：德育及

時事 

學生培育檢討

會議、 

全體教師周年

工作檢討會

議、 

持分者問卷 

本校致力加強初高中各級其他學習經歷及學生培育整體規劃，培養新一代

「懷自信、互關愛、敢承擔」的五育人。今年周會安排更有系統，如中四全

級於星期四下午一同出外參與義工服務，為同學安排多元化的其他學習經歷

(OLE)，配合新高中學制。 

為擴闊學生的學習經歷，並加強學習領域不同學科的協作，本年於 1至 5月
期間，每月推動不同的學術周，包括：語文雙周(1 月)、體藝周(3 月)、數
理周(4 月)和人文學科周(5 月)，提升同學的學習興趣；活動各具特色，加
強學習領域的協作，效果良好。其中語文雙周十分精彩，由校舍精心粉飾，
至活動多元化設計，令同學在農曆新年前有愉快的學習，校園倍添生氣。 
全方位學習方面，我校今年安排中一級參與「遊走中上環」學習活動，培養

同學獨立專題探究能力，並由中六同學協助，效果良好；中二全級同學於 1

月一同前往佛山進行參與 3日 2夜交流團，擴闊同學識見；中六級亦於 1月

語文雙周期間，前往澳門進行 2 日 1 夜英語考察。其他各級亦善用 1 月、3

月的全方位學習日，外出參觀，豐富學習經歷，整體效果不俗。來年將於 1

月安排中二全級前往肇慶考察。 

由校園電視台製作的語文科節目，寓學習於娛樂中；天台花園則將環保意識

展示給同學。同學積極參與電視台及天台花園的學習活動，獲得多個獎項。 

中一「一人一體藝」計劃進展良好，逢星期五放學後全級中一同學參與。同

學特別在田徑項目表現優秀，獲得多項區際及全港比賽獎項。為進一步發展

學生潛能，今年於中二級推動「藝術培養」課程，逢星期二放學後舉行，透

過系統式培訓，發展同學多元智能。來年我校將善用九龍倉撥款，增添樂器

及體育設施，讓同學的體藝才能得以進一步發揮。 

提升全校的閱讀風氣已有多年經驗，各級同學進行書介，高年班同學及老師

更到初中各班進行書介，分享閱讀樂趣。今年逢星期二，初中由德育及通識

文章選讀入手，高中閱讀南華早報；星期四則全校閱讀明報、星島日報，帶

動同學作有系統地閱讀。來年將進一步加強學科在推動閱讀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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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2.2.2.2. 體現五育人精神體現五育人精神體現五育人精神體現五育人精神————懷自信懷自信懷自信懷自信、、、、互關愛互關愛互關愛互關愛、、、、敢承擔敢承擔敢承擔敢承擔    

(a)(a)(a)(a) 提升自信提升自信提升自信提升自信，，，，啟發潛能啟發潛能啟發潛能啟發潛能，，，，給給給給

學生添上翅膀學生添上翅膀學生添上翅膀學生添上翅膀    

(i) 加強組別及級主任

協作，落實各級培

育重點# 

(ii) 培養學生領袖，加

強其主導角色 

(iii) 加強獎勵和表揚文

化，善用校園以展

示學生成就，美化

校園環境及設施 

學生培育檢討

會議、 

全體教師周年

工作檢討會

議、 

持分者問卷 

為培養新一代「懷自信、互關愛、敢承擔」的五育人，各級均設有發展重點，

由級主作及班主任商討活動，供同學參與。各級活動各有特色。 

學生領袖方面，各組均於暑假開始，為學生領袖提供一系列的培訓，部分更

聘請校外機構協助。因應下學年再沒有中六預科課程，本校提早於 6月下旬，

組織一系列校本領袖培訓活動，效果不俗。 

為獎勵同學的卓越成就，今年第二年舉辦「傑出學生表揚聚會」，並邀請在

學業、活動上表現傑出的學生家長一同出席，總結一年成績，分享同學的喜

悅。當日氣氛良好，值得每年繼續舉辦。此外，本校亦設有「每月之星」，

表揚各班有良好表現的同學。 

為使校園有更繽紛的色彩，同學在視覺藝術科老師帶領下，善用長假期，在

校園的不同角落塗上壁畫，感覺清新。此外，生物科亦主動向不同機構申請

撥款，如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主辦之「綠色生活在沙田——社區及學校綠化

天台環保教育計劃」，進一步進行天台綠化，配合課程，給予同學發展潛能

的機會。 

(b)(b)(b)(b) 建立建立建立建立「「「「互關愛互關愛互關愛互關愛」、」、」、」、互相尊重互相尊重互相尊重互相尊重

的校園文化的校園文化的校園文化的校園文化    

(i) 推展「關愛周」，有

系統地推動班級經

營，加強雙班主

任、級主任對學生

的支援；培養良好

的班風 

(ii) 表揚「好人好事」，

建立正面而積極的

價值觀 

學生培育檢討

會議、 

全體教師周年

工作檢討會

議、 

級主任報告 

中一至中三設雙班主任制，並由訓導、輔導老師一同擔當級主任，全方位照

顧同學成長。今年更首次於 9月開學後一星期舉辦關愛周，營造良好的校園

文化，同學積極參與各項活動。 

為建立正面而積極的價值觀，今年繼續推動「好人好事」計劃，傳揚正面而

積極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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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c)(c)(c)(c)    培育培育培育培育「「「「敢承擔敢承擔敢承擔敢承擔」」」」的五育人的五育人的五育人的五育人    

(i) 因應各級培育重點

和七大首要價值觀

@，提供不同機會，

培養學生的良好品

格 

學生培育檢討

會議、 

全體教師周年

工作檢討會議 

學生培育委員會設有訓導、輔導、活動、德育及公民教育組主任，制定學生

培育政策。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於本年以「SOUP」作為主題，推動一系列活動

及宣傳，此外，逢星期一早會短講，中文科亦會安排同學輪流分享，給予同

學公開演說的機會，效果不錯。為培養學生的良好品格，今年德育及公民教

育組更聯同通識教育科，於周二閱讀時段，為初中同學提供一系列閱讀文

章，透過不同事件，由班主任帶領同學反思生命。同時，輔導組亦於 2 至 3

月期間首次舉辦「生命教育周」。為確保各首要價值觀能有效地推廣及宣揚，

學生培育委員會於來年將進一步加強規劃，按時推出不同主題，並透過早

會、周會、主題活動等多方面配合。 

(d)(d)(d)(d) 家校同關顧家校同關顧家校同關顧家校同關顧，，，，培育新一代培育新一代培育新一代培育新一代

「「「「五育人五育人五育人五育人」」」」    

(i) 加強家長教育工

作，包括整體規劃

和引入校外資源 

學生培育檢討

會議、 

家長會工作檢

討會議 

過去一年，家校合作良好，除每月首個星期五進行例會外，家長會亦與不同

校內及校外單位舉辦多元化活動，包括義工服務、身心靈工作坊、長者探訪

等有意義的活動，值得嘉許。家長會亦會於暑假期間製作會訊，總結過去一

年工作。 

(e)(e)(e)(e) 教師專業精神教師專業精神教師專業精神教師專業精神，，，，師生共同師生共同師生共同師生共同

成長成長成長成長    

(i) 優化培訓，落實新

考績制度，並提供

機會讓教職員參與

校政 

持分者問卷 本校十分重視教師專業成長，邀請了教育界多位有心人到校，包括香港中文

大學劉兆瑛教授、中大學校發展主任陳漢森先生等，與本校教師探討不同的

教育議題。 

本學年為推出新教師考績制度的第二年，運作流暢，加強同事專業交流。此

外，本年亦推出了職員考績制度，讓職員更了解及反思個人工作表現，並得

到回饋，提升專業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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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20102010 至至至至 2011201120112011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學與教委員會學與教委員會學與教委員會學與教委員會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調適校本課程，優化課堂教學，積極配合新高中學制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1)(1)(1)(1)調適校本課程調適校本課程調適校本課程調適校本課程 

a.落實校本課程目標*，配合學生能力，推動

小班教學；初中各科優化既定的核心與延

伸課程 

 

參閱各科的教學計劃，於每學段的科務會

議，檢視學生的學習效能 

 

中、英、數等主要科目在初中已開始教授核心

和延伸課程，而各級的延伸課程需要進一步落

實。 

b.初中各科修訂每個單元的中英語詞彙對照

表，在課堂上教授，透過評核，強化學生

掌握英文詞彙的能力 

各科利用測考試卷作評核，並於每次科務會

議檢討 

初中各科制訂中英語詞彙對照表，在課堂教授

之餘，並作考核，效果良好，來年繼續推行。

至於語文科的分組教學，對培養尖子有一定幫

助。 

(2)(2)(2)(2)優化優化優化優化課堂教學課堂教學課堂教學課堂教學 

a.透過同儕觀課交流、共同備課和課堂研

究，優化各科的教學策略，並聚焦於課堂

互動、課堂提問及協作教學等 

於 1 月至 5 月進行全面性觀課，老師除對本學

習領域進行觀課外，更需要參與其他領域的觀

課；對優化教學策略具正面作用。 

部分科目，如通識科更進行共同備課，共同研

習教學策略，優化教學，效果良好。 

b.繼續推行同儕習作察閱，引入跨科的交

流，取長補短 

全年進行了 88 次同儕觀課，觀課後的交流有助

改進課堂教學策略；而今年深化去年的同儕習

作閱覽，於 1月至 5月進行，效果良好。 

c.累積去年課堂研究的經驗，進一步嘗試不

同的教學設計，提升課堂教學的成效 

 

透過同儕觀課的觀察，習作察閱、共同備課

和課堂研究的分享，檢討各項措施的成效 

於 12 月至 5月進行課堂研究，確能給予老師空

間與時間設計課堂，效果良好；並於 5 月 25

日進行分享，讓老師優化教學策略。建議來年

繼續施行，累積更多優良的課堂設計。 

d.深化學生的學習策略，如：課堂討論與匯

報、合作學習和課後活動等，鞏固學生所

學 

各科藉課堂觀察、檢視課業及科務會議作檢

討 

學生普遍在課堂上能自行摘錄重點，寄望來年

能加強課堂討論和匯報，令學生能主動學習。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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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配合新高中學制配合新高中學制配合新高中學制配合新高中學制 

a.各科定期更新教學資源庫，共享教學資源 

 

各科定期更新教學資源庫 

 

深化已建立的資源庫，方便同事分享教學資源。 

b.在初中引入新高中的評核模式，培養學生

適應新高中的解題與答題技巧 

檢視每學段評核的試卷，並在科務會議上，

分析學生的表現 

鼓勵各科在初中開始引入公開試的評核模式，

讓學生多作練習，提升公開試的成績。 

c.高中各學科定期進行課後補課及應試練

習，為公開試作準備 

參閱公開試的及格率 各科為準備公開試，進行課後測驗，本年中五

至中七級每星期只補課三天，中四級則補課四

天，平衡同學的校園生活，亦可提高彈性，讓

老師更可主動約見學生作個別補課安排。 

在本年度的高級程度會考中，本校成績創歷年

之佳，確認課後補課的成效。 

d.落實中四、中五兩年的校本藝術教育課程 單元評估與課後檢討 課程內容能引起同學對藝術的興趣，豐富學生

眼界與經歷，效果良好。 

*校本課程目標包括：(1)善用兩文三語；(2)具廣闊知識基礎；(3)掌握多元智能；(4)建立健康生活方式，積極參與活動；(5)重視生涯規劃，

培養正面的學習態度；(6)成為有識見的公民，立己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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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發展多元智能，體現五育人精神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1)(1)(1)(1)發展多元智能發展多元智能發展多元智能發展多元智能 

a.各科組透過周會、全方位學習日、學術周

和課後藝術培訓等學習活動，豐富各級的

其他學習經歷 

本年仍以人文學科周、語文雙周、藝術周和數

理周等學術活動，提升同學的學習興趣；活動

各具特色，規模亦較去年大，氣氛亦較以往熱

鬧，效果良好。 

第一次全方位在一月初進行，除中二級前往佛

山、中七級上課外，其餘各級則在本港考察，

包括元朗屏山、元朗尖鼻咀、港燈風力發電廠

等。 

五月的全方位中，中一級進行「遊走中上環」

全方位學習活動，培養同學獨立專題探究能

力，而且加入中六級同學的小導師角色，效果

良好；而中三級科學科，效果也不錯。 

b.加強科組協作，善用校內外資源，如：校

園電視台、天台花園、優質教育基金等，

培養學生的多元智能 

 

各科於科務會議檢討學習活動的成效 

由校園電視台製作的語文科節目，寓學習於娛

樂中；天台花園則將環保意識展示給同學，成

效顯著。 

c.加強科組在推廣閱讀的角色，提升校內的

閱讀風氣，擴闊學生識見 

閱讀學習組定期作檢討 本年首次在星期二進行文章選讀，效果一般，

宜加強老師及學生的分享交流，並帶動同學的

閱讀興趣。 

(2)(2)(2)(2)體現五育人精神體現五育人精神體現五育人精神體現五育人精神————懷自信懷自信懷自信懷自信、、、、互關愛互關愛互關愛互關愛、、、、敢承擔敢承擔敢承擔敢承擔 

a.加強獎勵和表揚文化，各科善用校園以展

示學生成就，美化校園環境 

 

各科於科務會議檢討 
透過學科獎、班首三名獎、最佳進步獎，鼓勵

學生積極向前。此外，本年的試前早讀人數較

去年多，勤到獎的設置亦較去年多，能改善學

生的閱讀態度。 

b.結合各科的努力，培養學生的良好品格，

制訂培育七大首要價值觀@的發展優次，

策劃和提供機會讓學生實踐 

各科於科務會議檢討 各科在教學過程中，以滲透方式向學生灌輸正

確的價值觀。 

@七大首要培育的價值觀 ：「堅毅」、「尊重他人」、「責任感」、「國民身份認同」、「承擔精神」、「關愛」和「誠信」 

 
負責老師姓名：陳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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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20102010 至至至至 2011201120112011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閱讀學習組閱讀學習組閱讀學習組閱讀學習組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調適校本課程，優化課堂教學，積極配合新高中學制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為配合以上關注事項，我們將 

1) 加強對教師的支援，購置更多有關優化課堂

教學的書籍，於 10 月起設置專櫃擺放，並

定期向老師通告新書的內容撮要。 

 

2) 增加學生語言表達機會，舉辦 

a) 班內書介活動及 

b) 班際書介比賽 

 

 

統計老師借閱紀錄 

 

 

 

 

統計完成數據 

按時完成活動及選出優勝者 

 

因本年度撥款購置老師參考書費用減少，只

能購置小量書籍。曾製作網頁作推介，也經

內聯網通知所有老師。 

485 人中只有 99%完成書介，效果滿意。 

中一及中二於 5/5、中三於 14/4 分級完成

賽事，選出每級冠、亞、季軍，參賽者預備

充足，學生表現投入。 

 
全校關注事項(二)：發展多元智能，體現五育人精神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為配合以上關注事項，我們將 

1) 加強對學生的教育與宣傳，安排 

a) 製作一次主題為多元智能的壁報展覽 

(加設遊戲比賽) 

 

b) 安排書商書展時擺放更多有關多元智

能的書籍 

 

 

統計學生參與比賽紀錄 

 

 

統計學生參與紀錄 

 
 
與學生商討後改變做法，今年製作了「速讀

是什麼？」壁報展覽作取代。 

書商擺放有關多元智能的書籍於入口位置，亦與

通識科合作，於圖書館舉辦「六頂帽思考法」書展，

老師帶領中一至中四學生參觀，即場做工作紙，氣

氛和效果都很好。 

負責老師姓名：蔡崇信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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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20102010 至至至至 2011201120112011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調適校本課程，優化課堂教學，積極配合新高中學制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評估作效 

1. 配合新高中學制，利用講座、參觀、

分享，加深高中同學了解大學收生

之要求，提高學生對應付香港中學

文憑考試及高級程度考試的信心。 

1) 同學對大學收生之要求有充份

的了解。 

2) 在影響入讀大學的科目上，同學

更能切合要求。 

今年，我們邀請了香港城市大學及香港理工大學為本校中七級同

學講解有關入讀課位課程的各項要求；而且，在 10 月及 11 月，

本組成員亦帶領同學參觀了多間大學，讓同學對入讀大學的要求

有更多的認識，亦使同學對入讀大學的信心有所加增。此外，我

們在去年 11 月，進行了大學聯招選科小組輔導，使中七同學在選

報大學課程方面有更清楚的了解。另外，我們又舉辦面試講座，

使中六及中七對大學面試更具信心。 

 

2. 透過講座，向中四同學介紹應用學

習課程，並鼓勵同學參加。 

1) 有超過 50 位同學申請報讀。 今年，我們舉辦了 3 次應用學習課程講座，使同學了解修課此課

程的要求、課程內容、出路等資料。我們又協助同學選報導引課

程，又邀請正修讀的同學分享苦與樂。最後，有超過 40 位中四同

學申請修讀 2011-13 課程。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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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發展多元智能，體現五育人精神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評估作效 

1) 加強高中各級與工作有關經驗的工

作，並善用周會，舉辦各類型的講

座，如工作分享、各行業之要求、

參觀各類工作機構及大學等。 

12 月帶領中五同學參觀各類型工商機構，亦安排了職場求生錦

囊、環保產業等講座，11 月更帶領中六同學參加工作影子計劃。

而 2 月更帶領中五同學參觀教育及職業博覽，以加強高中同學對

與工作有關經驗的認識。 

2) 與英文科合作，加強高中同學在英

語面試技巧及撰寫求職信方面的能

力。 

今年與英文科合作舉辦面試講座，加強中六及中七同學在英語面

試技巧及撰寫求職信方面的能力。來年將繼續與英文科合作。 

3) 提升同學自信心，啟發學生潛能，

鼓勵高中同學參加商校伙伴計劃及

影子工作(job shadowing)計劃，培

養學生領袖及獨立思考及處事能

力。 

 

1) 同學在通過各類型的多元學習

經歷，其視野得以擴闊。 

2) 同學的潛能得以啟發，自信心得

以提升。 

10 月邀請了沙田聖公會青少年服務中心到校為中四同學舉辦「生

涯規劃」(SIM JOURNEY)活動。透過活動，讓同學更了解自己，亦

為將來作出更大的計劃。 

此外，在11月有十位中六同學參與由國際成就計劃香港部(Junior 

Achievement Hong Kong)舉辦的工作影子計劃，到利豐集團旗下

的利和經銷集團(IDS Group)進行為期一天的工作實習。同學被安

排至不同部門(如市場推廣、國際事務、物流配送等)，由工作導

師帶領下，參觀公司的各部門並了解其運作。同學之後按導師要

求進行工作，而導師則與同學分享撰寫求職信及履歷的技巧，有

些則分享工作世界的苦樂。同學透過跟工作導師的交談，明白到

投身社會不是想像中容易，也成功擴闊其眼界。 

 

負責老師姓名：陳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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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20102010 至至至至 2011201120112011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學生培育委員會學生培育委員會學生培育委員會學生培育委員會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二)：發展多元智能，體現五育人精神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1. 進一步規劃初高中各級的其他學

習經歷及學生培育的計劃，加強

組別間的協詐，各科組善用周

會、活動日等 

觀察、學生年終反思記錄數據、

各科組會議檢討 

本年度進一步協調及規劃周會、午膳及星期六的活動，各科(如舉辦

學術周、外出參觀)、組(如關愛雙周、國慶周)及級組(設計班衫、競

技比賽)也善用不同時段推行活動，同學也投入於活動中，成效不俗；

惟因學校場地有限，部份級別活動因而需延期或取消，可幸是同事能

互相包容及體諒。 

去年首次加入全校同學撰寫「全年活動反思記錄」，今年則把反思的

範疇延伸至學術、人際關係等層面，並加設年中反思，全年共記下兩

次反思，讓同學在不同階段檢視自己的表現，沉澱經驗及成果。 

2. 加強科組間協作，推動培育學生

多元智能的計劃 

觀察、科組會議檢討 除常規的學術智能培育外，逢星期二、四放學是推動全校聯課活動的

特定時段(中一級則安排於星期五放學)，加上科組於午膳及周會時段

舉辦不同的學術周及主題周活動，配合校園電視台的宣傳，全校同學

均得到培育多元智能的機會；部份級別或小組同學則透過參與生涯規

劃、義工探訪服務、賣旗、社區同樂日、參觀等，進一步培養學生的

多元智能。 

3. 協助優化中一級一人一體藝計

劃，並推動各級學生的體藝發展 

學生之評核記錄 中一級學生出席率高於 90%，並於學期終表演，展演了他們的初步成

果；今年度加入中二「藝術培養」課程，讓升中二同學的才能得以繼

續發揮，成果不俗。 

4. 加入班級經營的特定時段，創造

空間讓班主任及級主任更有系統

地推動班級經營 

觀察、各級會議檢討 於周會加入了特定的班級經營時段，惟因場地有限，部份級別的空間

較少，只可另覓時段推行活動。 

本年度則加設了第二次學校旅行，由師生自訂地點及活動，讓師生在

輕鬆的氣氛下享受彼此交流。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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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5. 協調各組的領袖培訓工作，加強

培育學生領袖，發揮其獨立思

考、處事能力及自主精神 

學生領袖出席紀錄及有關組別會

議檢討 

首次由訓、輔及活動組一同推行領袖培訓計劃，除了第一次的中央歷

奇培訓外，各組按其特定需要於擬定時段為同學提供不同類型的培

訓，成效良好。 

6. 加強獎勵和表揚文化，培養學生

的良好品格，並善用典禮以展示

學生成就 

有關典禮場刋及每月通訊中的展

示 

老師能善用早會、典禮及每月通訊表揚同學的成就，而於年終舉行的

傑出學生表揚聚會，肯定同學的成就，並讓其家長及領隊老師們一同

分享成功的喜悅。 

7. 加強家長教育工作 家長會會議檢討 家長會幹事熱心參與學校發展工作，而每月第一個星期五之家長會例

會，出席幹事超越 80%。每次例會中除了討論家長會活動外，均由校

長分享每月的校園生活；惟整體家長的參與率仍有待提升。 

8. 檢視現行的獎懲制度及操行品評

制度，讓老師間的評核準則較接

近及統一 

培育組會議檢討 老師已初步掌握新的操行品評制度，除班主任及科任老師的參與外，

加入了級主任及訓導主任的評核，準則較前接近及統一，較果理想。

記缺點紙一向由訓導主任審批，本年度所有的記優點紙則由副校長

(培育)加簽，有效地平衝各老師對嘉許同學的標準。 

9. 爭取校外撥款資助學生培育計

劃，如申請優質教育基金 

有關申請獲得撥款 未能獲得有關撥款。來年因有由九倉集團的資助，將暫停有關的申請。 

 
負責老師姓名：馮潤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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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20102010 至至至至 2011201120112011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德育及公民教育德育及公民教育德育及公民教育德育及公民教育組組組組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二)：發展多元智能，體現五育人精神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繼續加強性教育的推動方式，例

如展板、問答比賽等，以助同學認

識自我、建立健康形象，懂得尊重

自己、尊重別人。 

 

2. 增加公民大使評論時事及國家歷

史事件的次事，以培養其獨立思

考能力、國民身份認同、關愛和

承擔精神。 

 

3. 利用隔周星期一的教師分享，及

星期二的閱讀時段，加強生命教

育的滲透。 

檢討會議及學生問卷調查 

 

 

 

 

評論時段的統計數字 

 

 

 

 

檢討會議及學生問卷調查 

 

一般。 

 

 

 

 

達標，效果很好。 

 

 

 

 

一般。 

 
負責老師姓名：黃智強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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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20102010 至至至至 2011201120112011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訓導組訓導組訓導組訓導組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二)：發展多元智能，體現五育人精神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加強秩序比賽、守時計劃等工

作，以培養同學的自律守規，增加

其歸屬感和安全感。 

 

 

2. 由兩至三名訓導老師專責帶領領

袖生隊伍，加強培養他們的獨立

思考和處事能力 

 

3. 進一步表揚考勤獎和操行良好

獎，建立守時守規的校風 

 

遲到人數和缺點總數的統計資料 

 

 

 

 

服務優異獎的統計資料，和與老師和同學的面談紀

錄 

 

 

考勤獎和操行良好獎的統計資料 

遲到人次與往年相若，而缺點總數比往年多，部份

學生經常遲到，需要轉介給輔導組跟進。下學年由

級主任及早介入，加強跟進每月缺席或遲到同學，

協助同學建立守時上學的良好習慣。 

 

本年度領袖生的組織更為完整，人數較去年多，而

承擔更大責任的工作，對教導低年班同學的成效良

好，首席領袖生和小隊長的工作效能佳。 

 

本年獲獎 65 人次，較去年多。 

 
負責老師姓名：陳才源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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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20102010 至至至至 2011201120112011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輔導組輔導組輔導組輔導組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二)：發展多元智能，體現五育人精神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1.關愛活動： 

a).邀請其他科組聯合舉辦關愛活動，以增加

校園內關愛氣氛及加強科組間的合作。 

b).在九月初舉辦關愛雙周，增加師生互動機

會及提升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c). 舉辦「打字王」比賽，以增加學生接觸正

面思想的機會，從而提升同學的正能量。 

d).在中一級，將朋輩輔導員舉辦的午間活動

與班級經營活動結合，以增加師生接觸和溝通

機會。 

透過有關老師給予的

意見及回饋，以了解學

生的表現。 

 

 

 

 

 

 

 

 

 

 

a).與視藝科合作，中二級同學創作和諧校園四格漫畫，同學透過創作，表達及

學習關愛身邊的人，此課題來年值得繼續。 

b).透過一連串的活動包括：關愛口號設計比賽、午間憑歌傳情廣播點唱、我手

寫我心關愛短訊、一人一星及一人一花關懷行動、傳遞關愛放映室、師生攜手

動起來、名人勵志格言配對比賽等，推展全校性的關愛文化，藉著有效及密集

式的宣傳，同學們亦表現踴躍及投入參與各類活動。 

c). 是次活動以二十多位古今名人的格言為比賽內容，藉著打字比賽讓同學培

養正面的關愛素質，鼓勵同學多接觸勵志訊息。而為了配合活動的宣傳，更透

過校園電視台播放由學生參與編、導、演的宣傳短片，呼籲同學參加比賽，效

果良好。 

d). 朋輩輔導員本年為中一同學舉辦了打呔王、齊齊賀聖誕、閃避球及踢毽活

動，整體活動氣氛良好，活動亦邀請了班主任及級主任參與其中，能增加師生

接觸及溝通機會。 

2.建立校園正面文化活動： 

a).透過「每月之星」選舉，表揚學生正面的

行為。 

b).發掘學生中的「好人好事」及派發鼓勵咭，

並透過校園電視台、每月通訊、電子報告板等

展示學生的良好行為。 

c).藉著在各級推行「自我成就獎勵計劃」，培

養學生自治、自律、自愛、自學及進取精神。 

 

a).紀錄各班班主任提

交學生名單的資料 

b).紀錄及統計數目 

 

 

c).每學段統計及紀錄

達標學生人數 

 

a).運作暢順。本年度曾在中一課室派發獎狀，同學對獎項表現得新鮮及興奮，

建議來年可在早會等公開場合派發獎狀，藉此加強同學的自信心及表揚同學正

面的行為。 

b).好人好事活動進展順利，全年共收到 36 張，共有七位老師全年發出超過五

張「好人好事」鼓勵咭。第一、二學段的情況較為理想，每月均有老師呈上鼓

勵咭，第三學段老師們多以優點代替鼓勵咭。  

c). 第一、二學段同學反應熱烈，全年達標的總人次有 632 人，成效理想。為

鼓勵更多同學參與，負責老師可加强與班主任的溝通，請班主任協助收集紀錄

冊；亦可將收集紀錄冊的時間延長，讓同學有更多時間請老師蓋章。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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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3.透過各級班級經營活動及班主任輔導課的

配合，落實各級學生的培育重點。 

 

 

a).定期檢視各級班級

經營活動的進展狀況 

b).年終收集各班主任

對班主任輔導課的意

見調查表及課堂紀

錄，以察閱成效。 

a).運作順利，每級也有豐富的活動，惟個別級別可以運用的時間較少，建議來

年為各級劃定一些固定的主題活動；且每級的經費不足，來年宜增加。 

b). 由於本學年的周會較頻繁，各級可進行班主任輔導課的時間相對亦較少，

已適時為有需要的級別準備教材，效果良好，有短片收看的較受歡迎。 

3. 利用周會及午間活動時間，有組織地推行

「禁毒及健康人生」的講座/活動，並在中

二體育課進行身體檢查，在中二及中三則

安排入班活動，藉此增加學生對毒品禍害

和情緒健康的認知，引導學生健康、愉快

地成長。 

 

 

於講座/活動後派發問

卷，收集同學的意見。 

 

 

本學年禁毒活動的型式較多，同學對較有動感的活動興趣會較高，例如：攤位

遊戲、歌星禁毒 show 及出外參觀等活動可再安排。在中二體育課進行身體檢查，

成效不太大，來年可取消此活動。個別機構借出的展板效果欠佳，建議嘗試用

其他機構的服務。 

5.朋輩輔導計劃： 

a).將朋輩輔導員分組，照顧及輔導中一同學。 

b).由朋輩輔導員為中一各班籌辦午間活動，

以豐富中一同學的校園生活。 

c).鼓勵朋輩輔導員在「伴讀計劃」中擔當功

課輔導員角色，輔導各級 SEN 學生的功課。 

d).協助中一級主任和班主任推行班級經營活

動。 

透過以上各個項目，培養朋輩輔導員領導才

能、獨立思考能力、處事能力和服務精神，發

展學生自主精神，並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 

 

 

於年終透過「最受歡

迎」朋輩輔導員選舉，

調查同學的意向。 

 

本學年共有 52 位朋輩輔導員，首席、副首席朋輩輔導員皆表現積極主動，能自

發性地為中一同學籌備午間活動及於常規當值後與組員進行檢討。但由於組員

當值的時間較分散，較難管理，建議下年度同組的安排於同一天當值，以便老

師及各組長聯絡缺席當值的朋輩輔導員。 

全年為中一級舉辦了 4 個大型活動，整體氣氛良好，師生皆能投入活動當中。

惟朋輩輔導員未有信心處理中一的秩序，建議在訓練營和活動籌備會議上，讓

同學討論處理方法，以教授他們管理秩序的技巧。 

本年度朋輩輔導員協助學校舉辦多項活動，包括中一導入計劃、關愛雙周、生

命教育周、家長日及畢業禮等，他們都投入和認真服務，更負責宣傳活動及擔

任司儀，效果不錯，但他們輔導同學功課的能力和信心尚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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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6.為預防學生的問題惡化，將因應需要舉辦

「輔導小組」，以引導學生建立正確方向。 

由級主任、班主任及所

有科任老師觀察同學

的表現。 

a). I CAN 個人提升計劃全年舉辦了兩次跟進小組活動，有班主任表示個別同學

的行為和態度有改進，有些更開展有益的興趣及為校園作出貢獻，如製作短片

等。 

b).全年共為 35 位中一至中三同學安排向善活動，包括：遠足、電影欣賞、探

訪教導所、攀石、個人及小組輔導，以鼓勵他們反思、重整目標及提供扣減缺

點機會。最後有 8 位同學獲扣減缺點，惟部份參與的同學對扣減缺點之動機一

般，態度亦欠積極。建議為學生安排服務機會，讓他們從中了解及發掘自己的

才能，重整人生目標。 

7.為了讓學生體驗五育人的精神，在中一及中

二級推行「共創成長路計劃」的第二層培育活

動，藉此培育學生的堅毅、尊重他人、互關愛、

敢承擔和服務精神。 

於每項活動後均發問

卷查詢同學的意見 

 

中一級： 

活動中同學表現投入，用心參與，每個活動的出席率均逹 85%或以上。負責老師

認為活動有義意，能幫助學生成長。有部份同學認為活動充實，能增強他們的

自信心，例如魔術及雜耍表演。 

中二級： 

全年共安排九次活動，部分活動參與人數並不踴躍，究其原因，可能是活動日

期安排不當所致。部分活動安排在假期前或考試前進行，學生或要回鄉過節，

或要應付考試，以致未能參加。此外，親子義工服務稍欠家長出席支持，家長

以工作為理由，不能撥冗參與。參與活動的同學皆有正面回應，他們對於今年

活動的主題及內容都十分認同，更希望多進行不同類型的活動。建議來年小心

安排活動日程，並早作宣傳，期望能鼓動家長參與活動。 

8.增加初高中同學其他學習經歷的機會： 

a).為高中同學籌劃有系統的六小時社會服務

經驗，讓同學認識其他社群的需要及體會施比

受更有福的精神。 

b).為新移民同學舉辦單元式的英語學習

活動，並結合認識香港的元素，讓同學

儘快適應香港的生活及學習英語的模

式。 

 

 

a).利用問卷調查同學

的意見 

 

b).利用問卷調查同學

的意見 

 

a).是次活動繼續沿用香港青少年服務處恆安綜合服務中心的服務，安排中四全

級同學到馬鞍山區探訪獨居長者，為他們送上新年福袋以示祝福。縱使今年機

構安排有不足之處，但欣喜的是超過九成同學認為在是次活動中能學習關愛，

並對長者的需要有更多了解，可見活動成效不低。 

b).超過八成半同學表示他們喜歡「英語面面觀之認識香港」活動，以實地體驗

的英語學習模式，可以提昇他們對英語的興趣及認識香港的著名旅遊景點

和文化。超過九成半同學認同活動增加他們認識其他同學和建立友誼的機

會。約有八成同學贊成來年繼續舉辦類似的英語學習班。另外，同學對自己有

不同的期望，有些想提昇英語聆聽能力，有些則想改善自己的說話和英語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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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9.培育及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 

a).除課後學習支援小組外，為各級 SEN 學生

籌劃一些興趣小組、服務小組、球類比賽或參

觀的活動。 

b).外購資源，為 SEN 學生提供言語治療服務。 

藉此提升 SEN 學生的社交能力、自信心及自我

形象的建立，並促進SEN學生多元智能的發展。 

利用問卷調查同學意

見，並向科任老師及班

主任查詢有關同學的

表現。 

 

 

a).本學年為初、高中的 SEN 同學舉辦了很多學術支援小組、興趣小組和運動訓

練等活動。上學期舉辦了 15 個課後小組，服務 87 人次；下學期舉辦了 16 個課

後小組，服務 86 人次。不同的同學都很喜歡小組活動，同時間亦提升其信心及

學習能力。100%組員認同「五育籃兒」及「棋樂無窮」對他們的社交能力及自

信心的提升有幫助。75%同學滿意「喜悅讀寫訓練」小組的內容和學習模式。80%

同學喜歡功課輔導小組。94%同學認為治療性的小組有助她們紓解壓力和認識新

朋友。此外，透過小組的活動和分享，能夠提昇個人的自尊感。 

b). 全年共外購三十天到校言語治療服務，服務機構為「耀能兒童發展中心」，

服務質素良好，來年值得繼續選用。個別或小組的治療，有助改善同學的說話

及溝通技巧，提升社交能力。惟安排同學見治療師時間上出現困難，因局限於

星期四進行，有老師表示影響同學參與課堂的時間。 

10. 推廣「生命教育」，透過校內、外活動，

增強學生的抗逆能力，提升學生的正能量，讓

學生知道自己的價值和懂得珍惜生命，並為自

己活出有意義的人生。 

於分級班主任會議

中，搜集老師觀察所得

的意見。 

於活動前一周張貼宣傳品，包括校門接待處的「跳飛機地毯」及「大字板」等

活動預告，宣傳效果良好。開幕禮亦成功為生命教育之旅掀開四個重要主題：

探索、認識、欣賞及尊重生命。 

探索生命的活動： 

I. 探索生命影院，動畫：「消防員的故事 - 命運的火焰」 

II. 探索生命影院，動畫：「消防員的故事 - 最後生還者」 

認識生命的活動： 

I. 「小生命。大學問」生命冷知識問答比賽 

欣賞生命的活動： 

I. 生命標語創作比賽 

II. 午間點唱節目 

III. 觸動心靈「生命鬥士」選舉 

尊重生命的活動： 

I. 陳冬梅女士「我足繪我心」 (全校周會) 

II. 推廣共融文化的午間攤位遊戲 

III. 短片製作 

上述各項活動學生表現投入及踴躍參與。三段短片於校園電視台內播出，宣揚

生命的正能量，其中一段短片更於「正能量短片比賽」中入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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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11.中一新生導入計劃： 

a).讓學生認識學校，建立對學校的歸屬感及

師生關係。 

b).讓學生認識學校的教育理想：「五育人，懷

自信，互關愛，敢承擔。」 

透過有關老師給予的

意見及回饋，以了解學

生的表現。 

 

活動多元化及有系統，可促進同學彼此間的友誼及對學校的認識。老師建議來

年宜增加一些紀律上的培訓，或可促進中一新生守規的習慣。同學都能開心愉

快地參與，有部份同學更表示他們在活動中認識到朋友及老師。 

12.在各級推行輔導書籍閱讀計劃，提升校園

的閱讀風氣，並擴闊學生對性教育知識及個人

成長的識見，引導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由負責老師紀錄各班

傳閱的時間及狀況 

 

全校每班均能傳閱書籍，運作暢順。有老師認為高中的書籍較舊，建議更換題

材較新的書籍。 

13.加強家長教育工作，全年有計劃地引入校

外資源，包括講座、小組、工作坊等形式，讓

家長與學校一同關顧學生成長，培育新一代

「五育人」。 

於每次活動後派發問

卷調查家長的意見 

 

 

本年度共舉辦三次家長工作坊，分別為第一次（11 月）「如何提昇子女的學習效

能」，共兩節 ，報名人數為 11 人，出席率為 72%；第二次（3月）「打開子女心

窗」，共三節，報名人數為 10 人，出席率為 80%。全部家長認為上述兩次工作坊

均能提升他們與子女溝通及教導子女的技巧。第三次（5月）「醒神減壓」，一節 ，

報名人數為 21 人，出席率約 95%，所有家長認為他們能學習到一些紓解生理和

心理緊張的技巧。有家長更感謝學校為他們舉辦不同的家長小組，讓他們得以

學習減壓。 

14.針對老師的需要，於教師發展日安排有關

講座/活動，以促進教師的專業成長。 

於講座後派發問卷調

查老師的意見 

 

「九型人格」工作坊介紹給老師認識不同型格學生的特質，讓老師有機會一起

討論教育學生的適當方法。老師對該工作坊的評價均屬正面，滿意程度達 90%

以上。 

 

負責老師姓名：謝麗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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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20102010 至至至至 2011201120112011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活動組活動組活動組活動組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二)：發展多元智能，體現五育人精神 

策 略策 略策 略策 略 ／／／／ 工 作工 作工 作工 作     評 估 方 法評 估 方 法評 估 方 法評 估 方 法     成 效 評 估成 效 評 估成 效 評 估成 效 評 估     

1. 各班/級主任善用旅行，強化初高中

各級的其他學習經歷，組織級際攝

影比賽，引導學生欣賞自然美，培

養學生的多元智能 

 

 

 

2. 優化一人一體藝，培養學生對音樂、

藝術和體育運動的興趣 

 

 

 

 

 

 

3. 通過學生會選舉、校本領袖訓練計劃

培養學生領袖，加強其主導角色，培

養其獨立思考和處事能力，發揮自主

精神 

1. 各級領隊要為全級安排集體遊戲讓

同學參與。 

2. 同級一半以上的班有參賽。 

3. 半數班別參加攝影比賽。 

 

 

 

1. 安排全體中一生參與音樂、藝術及體

育活動。 

2. 推展至中二級，學生課後最少參與音

樂、舞蹈或朗誦訓練。 

 

 

 

 

1. 學生會及社幹事均能獨立運作，發揮

自主精神。 

 

 

今年培育組組織了多一次的下學期旅

行，不同級別均在兩次的旅行中進行了

集體遊戲，對班更有歸屬感。旅行攝影

比賽參與情況熱烈，增強了同學及老師

對班的投入感，另以照片製作滑鼠墊作

獎品予勝出班別，效果極佳。 

 

一人一體藝樂器項目已於 1 月及 5 月作

表演，同學表示對樂器學習的興趣增

加，自信心亦有所提升。今年更推展至

中二，而中二級除樂器外，更有舞蹈項

目，所有項目均在上、下學期作一表演，

效果佷好，尤其下學期的表演質素比上

學期大大提升了。 

 

 學生會基本上可以獨立運作，但部份社

長及幹事不太盡責，使學生會會長及副

會長很吃力，來年將重整學生會架構，

期望有所改善。今年領袖訓練第一及第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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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強獎勵和表揚文化，善用校園以展

示學生成就，美化校園環境及設施 

 
 

 

 

 

 

1. 星期一早會多作頒獎或表揚。 

2. 每年舉行最少兩次傑出學生表揚聚

會。 

3. 利用每月通訊，加強表揚文化。 

二階段亦因没有中六預科學生而提前在

試後活動中舉行，效果比往年更佳，但

時間不合適，明年需改善。 

 

 已利用星期一早上集隊及每月通訊等途

徑表揚學生在不同方面的出色表現，效

果很理想。另外，本年為第二次舉辦｢傑

出學生表揚聚會｣，效果比去年佳，但仍

有改善空間。但没有時間及合適機會辦

兩次。 

 
負責老師姓名：馬淑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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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20102010 至至至至 2011201120112011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專業發展專業發展專業發展專業發展組組組組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二)：發展多元智能，體現五育人精神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1. 組織及安排講座/工作坊，擴闊教師對

多元智能或教學議題的視野 
70%或以上教師認為講座能加深他們對

相關課題的認識 

本年度共進行四次的校本專業發展工作坊。經統計檢討問

卷數據後，除了其中一次工作坊的其中一單項外，所有工

作坊中的檢討項目均獲得超過 90%以上的滿意率，部份項

目更高達 95%的滿意率，成效良好 

2. 提供空間及協助教師進行課堂研究，促

進專業交流和成長，優化課堂教學 
教師投入活動， 

70%或以上教師認為有關活動達標 

課堂研究活動由學與教委員會負責統籌，分享成

果工作坊的氣氛良好，成效評估則需詳閱學與教

委員會的有關報告。 

啟導教師計劃則提供機會讓新入職教師與經驗教

師進行觀課交流，效果不俗。來年會微調計劃的

內容，提供更多交流班級經營的經驗分享。 

3. 關注同事的身心靈健康，建立互關愛的

團隊 
提供機會讓同事間交流，為新同事提供

適切支援，建立融洽的團隊 

配合不同的教師工作坊，提供機會讓同事們交

流，果效良好。  

4. 優化教師的考績制度    按需要提交微調版本 由於避免太大的變動，讓同工難以適應，故沿用

去年的版本。將收集檢討數據，再微調有關制度。 

5. 建立職工的考績制度 

 
建立一套考績制度 新的制度已建立，提供職工反思的空間。 

 
負責老師姓名：馮潤儀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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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20102010 至至至至 2011201120112011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總務組總務組總務組總務組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二)：發展多元智能，體現五育人精神 

 

策略/工作 檢討 成效評估 
提供多元化的空間予學生及老

師，支援各科組的發展需要。 

 

各 科 組 能 順 利
推 展 多 元 化 的
課程。 

A 場加製冷氣系統，添加一處週會活動的場地。 

 

負責老師姓名：陳錦權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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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20102010    至至至至 2011201120112011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社區聯絡組社區聯絡組社區聯絡組社區聯絡組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二)：發展多元智能，體現五育人精神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1. 主辦沙田節多元繽紛同樂日活動，增加本校同

學的服務機會。讓我校同學在體現五育人精神

的同時，增加他們的其它學習經歷和視野。 

 

1.組會議檢討 沙田區小學參與人數頗多，效果理想。

其中以徵文比賽和親子科學班最受歡

迎。本校同學服務認真，表現令人滿意。 

2.善用校內、校外資源，如校園電視台，讓同學

就各科組的發展和活動供稿<<每月通訊>>，

培養同學多元智能。 

 

 

1.組會議檢討 <<每月通訊>>徵稿需時，時有出版

延誤。而稿件和相片質素，亦有改

善空間。稿件內容的學生感想部份

篇幅亦可增加。建議增加學生編輯，

以提高同學投稿的積極性。 

3.鼓勵學生協助推行本組之活動，加強其主導角

色，培養他們的獨立思考和處事能力。 

1.組會議檢討 

2.活動工作安排及檢討 

在協助同樂日、到訪嘉賓和家長參觀校

園活動時，同學表現良好。若能增加同

學在統籌時的參與，效果更佳。 

4.建立學生正面而積極的價值觀，表揚「好人好

事」。 

1.組會議檢討 

2.編輯工作檢討 

<<每月通訊>>每期也刊登同學的優秀

表現，以表揚有關同學，有助建立學生

正面而積極的價值觀。 

負責老師姓名：馬力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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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20102010 至至至至 2011201120112011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資訊科技組資訊科技組資訊科技組資訊科技組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調適校本課程，優化課堂教學，積極配合新高中學制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1. 推行電子學習 

� 探討如何在學校推行電子學習 

� 向各科介紹不同電子學習的模式 

� 統籌各科運用教育局對電子學習的撥

款 

 

� 成功協調各科有效地使用電子

學習撥款 

� 藉電子學習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 組員出席了多次的電子學習工作坊，與友校交流推行

電子學習的心得。 

� 電腦科作為先導科目，把電子學習材料上網，由在

FACEBOOK 成立組群，聯繫學生，推動電子學習。 

� 2011/8 陳才源、蔡嘉榮老師與軟件開發公司開會，探

討開發電子學習平台的可能性。 

� 蒐集 IPAD 平台上的學習 APPS，以備在來年向各科老師

介紹。 

� 預計來年正式推出校本的電子學習平台。 

2. 發展校園電視台 

� 協助各組別製作宣傳短片 

� 加強學生的培訓 

� 舉辦短片製作比賽，藉以發展學生的多

元智能 

 

 

� 各項目是否按計劃完成 

� 影片的質素 

� 師生對影片的意見 

� 學生對培訓班的意見 

 

� 電視台現時一星期播放一次，節目質素良好，同學及老

師的反應亦相當正面。 

� 2010/8 製作新一輯的學校簡介，把近年學校新發展方向

及成果輯錄，同時亦加插較生動活潑的介紹方式，增加

簡介的趣味性。 

� 4A 吳逸桐和 4D 李浩然參加了由衛生署主辦的「吃水果

至”in”至『潮』」短片製作比賽，得到優異獎。 

� 2010/10 訂購了一批黑色背心外套，供製作組的同學於

大型活動中穿著，加強製作同學的團隊精神。 

� 學期初已為多個學會學科及學生會候選內閣製作宣傳短

片，其中以英文科及閱讀組的影片較為生動，效果良好。 

� 自九月中開始，英文科早會於 NYTV 內進行直播，令同學

可更舒適地學習英文。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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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 按各學會學科的要求，NYTV 會於午飯時間在小食部播放

不同片段，配合各學校活動宣傳。 

� 2010/12 本校電視台及 6B 班同學所參與的「第 45 屆工

展會全港中學生廣告短片創作比賽」頒獎禮，本校為食

店「吉野家」製作的廣告短片，於百多段參賽作品中，

本校作品成功奪得"「吉野家」最瀛最掂設計大獎"。另

外，6B 班鄒潤梁同學亦擊敗過百名演員，被大會當選為

「最佳女主角」。 

� 電視台 YOUTUBE 網頁瀏覽人次突破 5萬，當中英文音樂

短片極受同學歡迎。 

� 製作大型電視台得獎展板及回顧，效果理想。 

� 於學校正門設置資訊站，播放電視台影片及即時新聞，

反應良好。 

� 2011/5  2B 譚尉廷及 3D 馮偉健同學奪得「2010 年健康

素食日」短片製作大賽亞軍。 

� 2011/5 製作學校官方「電腦屏幕保護」程式，可於學校

網頁內下載。 

� 2011/7 舉行暑期短片製作班，培育下年度工作人員。 

� 2011/7 5F 何偉麟、5F 石歷麒、2D 朱映雪三位同學奪

得「活在當下，燃亮生命」」短片製作大賽季軍。另一

組同學4C 陳秀媚、4C 鄧明妍、5E 梁嘉惠、3F 馮詠詩

亦在此比賽內奪得優異獎。 

� 2011/7 中三級陳麗莉、林嘉麗、馮詠詩、中四級陳秀媚、

中五級何偉麟、石歷麟同學組隊參加「禮貌開心家庭的

元素」短片製作比賽，成功入圍決賽並得到優異獎。 

 
負責老師姓名：陳才源、蔡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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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20102010 至至至至 2011201120112011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中文中文中文中文科科科科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調適校本課程，優化課堂教學，積極配合新高中學制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調適校本課程 
1. 中一至中五級制定核心課程與延

伸課程，並作定期檢視。延伸課
程於每一單元要求學生多讀兩篇
白話文及兩篇文言文的篇章，務
求令學生更掌握該單元的重點。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測考及上課

表現 
3) 問卷 

 
問卷調查顯示，初中大班皆有超過 73%同學認同學習延伸課程能有助他們掌握單
元重點。高中方面，中四級有 93%，而中五級更高達 98%同學認同課程能令他們更
掌握單元重點。 
 
問卷調查顯示，初中有超過 71%的同學；高中則超過 91%同學，希望繼續多讀文章，
以鞏固單元知識。 
 
在成效方面，核心及延伸課程能增加學生的成就感，並由此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
惟教程略嫌倉促。 
 
由於成績正面及顯著，故來年繼續推行。 
 
詳細結果見附件一：10-11 下學期單元教材、說話及照顧學習差異問卷統計。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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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級學生能掌握篇章的主旨和段
落大要，並在測考中評估學生所
學。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測考及上課

表現 

初中 A、C、E、F班 36%達標；B、D班 78%達標。高中 89%達標。 
 
初中普遍成效不甚顯著，如中一由於同學欠主動，故成效並不理想。但亦有部分
班別喜愛主旨測驗這種以背誦能得分的評估，如 BD 班和 3C 班。 
 
中四成效顯著，學生能於閱讀理解題評估中自行擬寫主旨及段落大要，表現令人
鼓舞。 
 
來年繼續推行，並致力修改測驗內容，使閱讀理解的主題更突出，方便學生對文
章作出整合。 
 
詳細結果見附件四 A：10-11 初中主旨測驗統計表及附件四 B：10-11 高中主旨測
驗統計表。 
 

3. 調適初中課程，初中各級加強基
礎能力的訓練，每一單元均安排
學生默寫詞語、造句，評估其對
修辭及成語之掌握。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測考及上課

表現 

於星期二成語測驗中，初中 A、C、E、F班 86%達標。B、D班 67%達標。詳細結果
見附件二：中一至中三級成語小測_合格率及滿分率_成績走勢。 
 
於語文運用測驗中，初中 A、C、E、F班 23%達標；B、D班 33%達標。詳細結果見
附件附件三：10-11 初中語文運用統計表。 
 
整體均見成效，中一學生因此有意識使用成語，惟偶有用詞不當的情況。中二作
文運用成語情況斐然。至於中三，則表現於口試方面，可見策略得宜。 
 

4. 規劃並完成多媒體寫作及文化專
題這兩個選修單元的課程及評估
方法。 

 
 
 

1) 科務會議檢討 
2) 該單元的進展性

及總結性評估 
3) 問卷 
 

多媒體寫作的單元增加了學生的學習興趣，他們的進展性評估表現理想，學生能
反映所學，部分佳作甚至能留給學校作展覽之用。 
 
由於教時較短，課程倉促，故建議來年早一點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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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課堂教學 
1. 優化初中課程，完成初中課程架

構，加入文言文及文學兩個單
元，並改善單元工作紙的內容，
使工作紙內的問題變得具層次及
啟發性以訓練學生的思維能力。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3) 文言文及文學

單元測考表現 
 

 
普遍由於教程倉促，故即使學生感興趣，也只能水過鴨背。整體學生認為文言文
單元的課文具故事性，十分有趣。同學亦因活動多元化而不抗拒文言文。 
 
建議來年以主題為文學單元分類，如寄情山水、感懷家國、情為何物為三級的文
學單元主題。 
 
來年繼續推行此政策，但建議部分單元之課文可合併以節省教時。 

 
2. 中一至中五級隔週於午膳或課後

進行共同備課，藉此加強老師之
間的交流，從而優化課堂表現。 

 

1) 觀課及課後分享
及檢討 

2) 科務會議檢討 
 

見成效，來年將繼續執行。 

3. 於初中及高中各選一級進行課堂
研究，藉此優化同儕觀課及提問
技巧，加強教學效能。 

 
 
 
 

1) 觀課及課後分享
及檢討 

2) 科務會議檢討 
3) 問卷 

初中方面，中二的成效顯著，學生從課堂研究中學會教學重點。而中一於資料整
合方面較弱，故來年宜將教材修改配合。至於背套語的安排，學生的表現不俗，
故建議繼續執行。 
 
就是次初中課堂研究，科組進行了一次問卷調查，以下為調查結果：有 55%的同
學認為透過活動教學能讓他們掌握是次課題。有 55%同學認為本研究能引起他們
的學習興趣。詳細結果見附件五 A。 
 
高中方面，學生作文表現不俗，課堂研究能訓練學生思維，於各卷均能受益。 
 
就是次高中課堂研究，科組進行了一次問卷調查，以下為調查結果：有 53%的同
學表示願意繼續以合作學習模式來學習。詳細結果見附件五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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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老師須於開學前訂合各級教材，
學生須自備筆記，藉此提升課堂
成效。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問卷 

 

問卷調查顯示，有 87%同學表示相比工作紙，更喜歡使用已訂合的作業。 
 
此外，有 86%同學表示作業有助掌握單元重點。 
 
有 86%的同學希望繼續使用已訂合的作業。 
 
整體而言，學生情況比未有訂合本時較好，學生遺失率底，惟訂合需時，故修改
教學工作紙方面教師需準時完成。 
 
來年繼續執行。 
 
詳細結果見附件一：10-11 下學期單元教材、說話及照顧學習差異問卷統計。 

 
5. 中一至中四級須有系統地編排學

生逢雙教節之課堂最少安排 2 名
學生進行說話訓練，如時事討
論、閱讀匯報、朗誦、命題演講
等，使之成為課堂常規，提升教
學效能。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表現 
3) 問卷 

 

問卷調查顯示，初中有近 79%同學認同老師於課堂安排常規說話訓練，有助提升
他們的說話能力。高中則有 91%認同。 
 
初中超過 73%同學希望繼續進行這樣的說話訓練。高中則有 84%同學希望繼續進
行。 
 
具成效，惟中二宜提早訓練小組討論，因中三課程太倉促，學生未能掌握重點。 
 
詳細結果見附件一：10-11 下學期單元教材、說話及照顧學習差異問卷統計。 

 
積極配合新高中學制 
1. 建立教學資源庫，把所有教材、

筆記、測考卷、錄像等等放置於
內聯網，方便任教老師共享教學
資源。 

 

 
1) 科務會議檢討 
 
 

 
本年處理得當，老師均能受益，故來年繼續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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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初中各級增強學生的說話能力，
使之成為課堂常規，中一級著重
朗讀訓練，中二級著重個人演
講，中三級著重小組討論，以銜
接高中說話能力的課程。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成績的反

映 
3) 學生回應 
 

情況詳見關注事項二第五點。學生成效顯著，故來年繼續保留此安排。 
 

3. 初中各級實用文的練習引入新高
中綜合卷的擬卷方式，學生須閱
讀不同資料，進行篩選、整合才
可完成有關課業，以培養學生適
應新高中的考核內容。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成績的反映 
3) 學生回應 

整體見成效，惟學生練習不足，宜多加練習以供操練，鞏固學生根基，增強其語
境意識的訓練。 
 
來年再執整教材，設計更多練習，以鞏固學生的能力。 

4. 初中各級加入文言文及文學這兩
個單元，以銜接高中閱讀能力的
課程。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成績的反映 
3) 學生回應 
 

見關注事項二第一點。 
 
來年繼續推行。 

5. 課後課程支援：中三級舉辦系統
性評估應試班；中五、中七級於
課後進行模擬卷測驗，藉此培養
同學的應試技巧及了解自己的能
力。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成績的反映 
3) 學生回應 

由於中三學生不認真對待，加上校方於四月後沒有為中文科安排此課後支援，故
成效不大。 
 
而進行日期及次數亦宜調整，以臨近 TSA 前多加補課較佳。 
 
中五級由於操練過多，引起部分學生反感，故出現放棄作答的情況。建議第三學
段可改於課室進行個別補課。 
 
中七問題不大，同學認真，可多加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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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發展多元智能，體現五育人精神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1. 安排學生隔週於早會進行公開演

講，以發展學生的多元知能。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中六：見成效。 
 
中七：情況良好，學生準備充足，講稿詳細。由於有助訓練思維，故對其他學科
亦有幫助。 
 
來年建議各科任老師負責一至兩位學生的演講訓練，中七短講後便由各級學生作
公開演講。 

2. 舉辦語文周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
趣；安排中六級學生外出參觀以
擴闊視野。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3) 問卷 
 
 
 

問答比賽(中三級周會)：同學事前收到筆記，大家都很積極、認真地背誦答案，
整體反應佳。建議來年可以改到禮堂舉行問答比賽，整體氣氛會更熱烈。 
 
佈置校舍、壁報板：地下走廊的佈置非常有氣氛，各式的書法作品及佈置均令人
感受到濃厚的中國文化氣息。 
 
普通話歌唱比賽：在校園四處張貼學生設計的宣傳海報，活動很受歡迎，有許多
不同級別的同學參賽。當日中午整個禮堂滿座，參賽者各有許多的支持者，氣氛
非常熱鬧。此外，中二及中三級的同學擔任司儀(一普一粵)，表現理想。 
 
繞口令比賽：活動反應不錯，不過活動舉行前遺失佈置妥當的壁報板，當天中午
要匆忙地重新佈置。 
 
體藝活動：能掌握同學的喜好設計不同的體藝活動，整體反應非常好，同學的參
與慾非常高，不同的攤位均有支持者。活動很受歡迎，成本又不高，不少的物資
均是向體育組借用的，建議來年可以繼續舉辦。當中花費較多的「撕紙」活動比
較靜態，同學反應一般。 
 
早會宣傳及校園電視台宣傳：與英文科競爭資源，有些活動無法拍攝，建議來年
由中文學會的同學協助拍攝工作。 
 
課堂寫揮春：同學的整體反應不錯，但部分同學欠缺衛生意識，清洗毛筆時弄髒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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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檢討及來年建議： 
 
來年設計活動時，各級宜有不同的活動安排。 
 
佈置校舍時，可盡量採用學生的作品，如揮春，一來所費不多，二來可以展示同
學的才能，提高他們的自我認同及成就感。 
 
由中文學會的同學主力跟進活動前的宣傳工作，以此訓練學生的領導及表達能
力。 
 
今年的禮物花費二零零四元，大獎「三國殺」非常受同學歡迎，每天活動舉行時，
同學均會跑到「禮物展示板」前看看自己是否達到換領的要求，宣傳效果佳，來
年可以繼續沿用這種方式。 
 
活動小冊子的使用效果佳，來年可以更改設計，繼續使用。 
 
來年可以安排同學負責每天活動的照片拍攝工作，活動完結後交由教學助理編
印，張貼在活動壁報板作佈置及宣傳之用。 
 
中六級同學分組負責兩天的攤位活動，首日組別的表現比較馬虎﹔第二天的組別
則能掌握同學的喜好，在遊戲設計方面進行改良，反應理想。來年中六的同學要
專心準備首屆文憑試，考慮由中五級的同學負責攤位活動。 
 
本年個別活動舉行前發現遺失展板的情況，來年宜多加注意。 

 
3. 各級推行廣泛閱讀計劃，一年最

少完成 5本閱讀報告或口頭匯報
之報告，藉此提升閱讀風氣，擴
闊學生識見。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的閱讀報告 

報告次數合宜，惟質素欠理想。 
 
建議來年的報告內容可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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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培育和發揮學生的多元智能，包
括語文能力、邏輯智力、自我解
析智力、批判能力等：中一至中
四各級最少須安排一次以學生作
主導的專題研習課程。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普遍而言，學生對專題研習感興趣，尤以中一表現見理想，各班學生表現投入積
極，建議來年於下學期推行。 

5. 各級每個月安排一次剪報課業，
課後老師可安排「讀報論壇」或
「新聞透視」課，讓學生對有關
的新聞進行批判或互評。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3) 習作表現 

整體質素有待改善，學生表現欠理想。 

6. 通過老師的提問，學生的演講及
小組討論，促進思辯交流；要求
學生利用腦圖分析閱讀篇章，作
文及小組討論的題目。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學生於作文上運用腦圖，成效顯著，尤以說明及人物描寫文為佳。 
 
建議來年多作訓練。 

7. 利用中文學會，培養學生領袖，
加強其主導角色，培養其獨立思
考和處事能力，發揮自主精神。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由於學生身任數職，故多以協助老師為主要職務，欠自創活動。 
建議加入初中同學任職幹事。 

 
負責老師姓名：楊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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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20102010 至至至至 2011201120112011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普通話普通話普通話普通話科科科科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調適校本課程，優化課堂教學，積極配合新高中學制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1. 調適校本課程，全面落
實校本課程目標，配合學
生能力，訂定核心課程與
延 伸 課 程 ， 並 作 定 期 檢
視。 
 
 
 
 
 
 
 
 
 
 
 
 
 
 

科務會議紀錄
及科務手冊。 

已完成普通話科核心課程： 
中一、中二、中三各級教科書均分使用朗文出版社教材。 
 
訂定並完成延伸課程： 
A. 結合日常生活和學習的內容，教授學生普通話日常用語，編訂了三份「每周
一句粵普對照工作紙」 (每學段一份，每周一句)。 
B. 本學年的校本教材作出調適，各級每課加入視聽練習、聆聽練習、說話練習
(或情境說話練習)、唱普通話歌、粵普對照練習。B、D 班加強了語音教學和說
話訓練，A、C、E、F 班則加強粵普對照、朗讀教學，盡量照顧學習差異，使不
同程度的學生能盡力達致可及的要求。因課時少，視聽工作紙今年已作調適，刪
減、修改了一些練習工作紙，使教材更生活化，更加強了口語訓練。 
 
檢視學習效果： 
每單元評估一次，B、D 班另加語音小測一次，此進階性評估合適。今年實施了
隨堂進行口語考核，同學們對普通話朗讀和說話重視了，普通班有些口語分數低
的同學要求補考，老師因勢利導，鼓勵同學大聲朗讀和敢於說普通話，初見成效。
但同學的普通話能力普遍較低，來年教師要給同學更多正面的鼓勵和讚賞，並增
加同學普通話朗讀及說話的機會，提高同學的普通話口語能力。 
 

2.  優化課堂教學： 
a. 推行共同備課，同儕習作
察閱和觀課，定期交流教學策
略。 
 

共同備課紀錄
及教學反思 

本學年各級每單元共同備課一次，檢視前一單元教學效果，定出下一單元教學重
點、難點和教學策略，提升教學技能。本學年進行了各級同儕習作察閱，互相交
流，共同研究、檢討工作紙編訂及批改功課的經驗。 
 

b. 訂定學生的學習策略，按步
推行。 
 

課堂觀察及科
務會議檢討 

B、D 班學生能做到課前預習，小組討論匯報，合作學習相關課業；A、C、E、F
班能小組協作進行普通話遊戲，培養了自信、溝通和協作能力。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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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c. 推展網上電子學習。 
 
 

教學反思 教師教學能運用網上資源，也指導同學上網找尋資料製作出有普通話特色的精美
簡報進行小組匯報，提升了學生的學習普通話的興趣。 
已健全了教學資源庫，各級工作紙、測驗評估、試卷均已存入科資源庫，方便同
事共享教學資源。 

全校關注事項(二)：發展多元智能，體現五育人精神 

策 略策 略策 略策 略 ／／／／ 工 作工 作工 作工 作     評 估 方 法評 估 方 法評 估 方 法評 估 方 法     成 效 評 估成 效 評 估成 效 評 估成 效 評 估     
1. 發展多元智能 

加強初中各級的其他學習
經歷及學生培育的整體規
劃。 

 

視比賽和活動，
的成效。 

A. 今年上學期參加香港校際朗誦節，普通話集誦獲優良獎，普通話獨誦 3 人獲優良獎，2
人獲良好獎。 

 
B. 今年下學期參加香港第十二屆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1人獲優異獎。 

 
C. 下學期試後舉行了初中級普通話朗誦比賽 (校內甄選賽)，選拔出優秀的同學參加來年

校際普通話朗誦比賽。 
D. 今年本校語文雙週，普通話科舉辦了「粵普對對碰」、「普通話急口令比賽」、「普通話歌

唱比賽」，學生踴躍參加，反應良好。 
 
E. 今年推廣普通話的 29 句粵普對照句子，大部分已拍錄，在校園電視台播出。來年各負

責老師會提早預約拍錄，在 9月 15 日前全部完成，更好地配合校園電視台工作。 
 
通過校內外的比賽和活動，同學們提高了學習普通話的興趣，部分獲獎的同學增強了學習
普通話的自信心和發揚了敢於承擔的精神。來年將會繼續鼓勵同學積極參與校內外的各項
活動和比賽。 

 
2. 體現五育人精神─懷

自 信 、 互 關 愛 、 敢 承
擔。 

 
 

視活動成效 培養學生領袖，加強主導角色。培訓了普通話大使，協助開展各項比賽和活動。通過參加各
項比賽和活動，提升了學生的自信心和啓發了學生的潛能。 
 
本科來年工作將會配合學校的關注事項，繼續推行可行的措施，並根據學校工作的要求設計
新的策略，努力提高教學技巧，增強同學學習普通話的興趣和信心，提高同學的普通話水平。 

 
負責老師姓名：馮德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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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 Yuk Secondary School 

English Department 

Annual Report (2010-2011) 

 

School Major Concern 1 

1.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to tailor our school-based curriculum so as to align with the New Senior Secondary 

Curriculum 

Strategy / Work Done Method of Evaluation Evaluation of Effectiveness Proposed ideas for the follow up 

1. Enhancement of classroom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rough the following: 

a. Lesson co-planning in 

each block for all forms to 

facilitate the exchange of 

teaching ideas 

Students’ feedback and 

teachers’ reflection as well 

as class observation by 

school principal, panel and 

peer teachers. 

Greater alignment could be found in 

different classes of the same form.  

Through class observation, students 

were found more engaged and 

energetic in class. However, 

student-oriented classes as the norm in 

daily teaching and learning is still a 

target for next year though this kind of 

class could generally be found and 

pretty well implemented in most 

classes during the class observation 

period. Meanwhile, although 

colleagues were encouraged to go 

deep into the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student-oriented 

learning activities to arouse and retain 

students’ motivation and interest in 

learning, there was actually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as students’ exam 

results are   still not good enough to 

reflec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measure. 

 

 

Classes involving students to use and speak the 

language for meaningful learning tasks is still a 

major target for next year as this was found to 

be still at its rudimentary stage. The conflict 

between more coverage in curriculum and more 

provision for students'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class still exists and among which time 

constraint is really a tough issue.  A delicate 

balance between the two has to be struck.  

Meanwhile, students should be equipped with 

more study skills so that they can manage some 

of the portion of the work at home to save time 

for more interactive classes.   Skills to be 

covered like: information search on internet on 

specific information for themes, preparation for 

classes, mind map summary skills, phonics & 

pronunciation, etc. 

To boost students' confidence, assessment 

contents and skills should be more in line with 

daily learning.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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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Peer class observation 

to facilitate open and 

direct sharing and learning 

culture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class and teachers’ 

observation, genuine 

sharing in form meetings. 

Professional dialogues were facilitated 

regularly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form 

meetings throughout the year.  In this 

respect, it was satisfactorily carried 

out, but referring to students' 

performance, they were still very not 

very good in output utterances on the 

whole.   

More provision for speaking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in class is needed.  

Teachers' sharing in the form level meeting can 

still be further perfected, focusing on specific 

difficult areas to be handled in class.  

c. More common 

classroom activities are 

shared for each block to 

raise students’ interest 

towards the theme they 

learn. 

 This has been implemented with 

relatively desirable effectiveness. 

It will become a norm for all themes in all 

forms. 

 

 

Strategy / Work Done Method of Evaluation Evaluation of Effectiveness Proposed ideas for the follow up 

2. To tailor our school-based curriculum so as to align with the New Senior Secondary Curriculum 

 

a. On top of what has been 

implemented last year, 

more elements like TSA, 

SBA and NSS electives 

are to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junior curriculum 

starting from S1 – S3 this 

year.  Examples of these 

are songs, short poems, 

workplace English, etc.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their junior TSA / oral / 

SBA and writing 

assessment 

TSA and SBA elements have always 

been part of the integrated elements in 

the junior forms, with students using 

TSA practice books in S1 and short 

stories and movies are being taught in 

some of the themes.  As for NSS 

electives elements, like social issues in 

the form of current affairs, short 

stories have also been incorporated 

this year, which was found to be 

effective in complementing the core 

curriculum and preparing students for 

NSS.      

 

In the third panel meeting,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basic concept of career should also be 

introduced through the theme of job /career.  

Meanwhile, it was suggested that more 

systematic introduction of basic concept of 

social issues into junior forms should be 

considered, like the concept of cause-effect 

relationship, problem identification and 

solution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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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n the junior forms, the 

elite classes will make 

use of more listening 

and reading course 

books than the 

average classes to 

hone their listening 

skills.  

b. In senior forms, similar 

arrangements have 

already been made. 

Students’ internal exam 

result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requirements spelt out 

in the public exam.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listening on 

the whole, left much to be desired 

when considering the internal exam 

results.  

 

In senior forms, it was found that 

students' ability differences between 

weak/ average and 'elite' 

groups were not that big.  Thus, the 

original policy of separate sets of 

exam paper was modified during the 

final exam.   Therefore, in the final 

exam, only one set of papers was used 

in senior forms for each skill, though 

core and optional sections with varied 

difficulties were also provided.   

In the coming years, senior forms students will 

not use two separate sets of books to distinguish 

their ability differences.   Instead, more 

tailored work will be done by colleagues in the 

form to meet specific needs of the elite or the 

weakest batches.  

a. The profile of reading 

aloud is greatly lifted in 

the school.  Reading 

aloud is made compulsory 

as a strategy in the 

classroom and students 

should be assigned tasks 

on reading aloud at home.  

b. Simple spelling rules 

and phonics has to be 

integrated systematically 

in daily classrooms. 

Students’ oral assessments, 

like oral exam, SBA and 

TSA assessment, daily 

presentation and 

assessment. 

The profile of reading aloud was 

indeed lifted as observed in most  

classes but still not of noticeable 

significance.   It really depended on 

individual teachers in the actual 

practice and so differences of 

effectiveness did exist.   Similarly, 

for spelling rules and phonics were 

dealt with in different level of 

frequency and significance, depending 

on individual teachers' practice. 

A school policy of Reading Aloud focusing on 

commonly mispronounced words is to be 

implemented during the class teacher periods 

for all forms next year, deploying the expertise 

of the NET and ELTA to provide good examples 

of reading.  Meanwhile, simple phonics and 

syllable segregation tasks will also be included.  

a. Like last year, students 

of all forms are issued a 

vocabulary booklet for 

revision and constant 

perusal when they are at 

work.   

This is reflected in internal 

and public exam results as 

well as students’ daily 

performance in classroom 

interaction and 

presentation during their 

Students of all forms except S4 and S5 

were given the newly developed 

thematic expression and idea booklet 

this year as the school-based tailored 

materials have already covered this.  

The effectiveness was found to be 

It is suggested that students should be seriously 

briefed on how to make good use of these study 

aids and tools to their benefits in the years to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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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n the meantime, this 

year, a theme-based idea 

and expression booklet 

will be developed to 

enhance students’ ability 

in expressing themselves 

in English, both written 

and spoken. 

c. Students have to be 

strictly monitored to study 

them seriously.   

English lessons. obviously positive for internal exams. 

In the public exam, UE of S7,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was a 17% progress in 

passing rate of the writing paper while 

the corresponding rise in oral paper is 

8.2%.    Considering the figures of 

improvement, it was  a great success. 

 

 

School Major Concern 2: To develop multiple intelligences to realize the spirit of the five virtues 

Strategy / Work Done Method of Evaluation Evaluation of Effectiveness Proposed ideas for the follow up 

1. To expose students to a wider variety of English learning experiences  

 

a. Organize annual English 

competitions for each 

form ( with the 

exception of   S7 ) 

 

Students’ response and 

participation as well as 

teachers’ observation and 

feedback. 

Inter-form competitions were carried 

out very successfully in all forms 

during language week.  All students 

were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activities 

designed in each specific level.  They 

were found to have enjoyed the 

activities very much, showing great 

ownership in the inter-class contests, 

with the coaching of teachers, namely 

S1: Tongue Twister Competition, 

S2:Eco Fashion Show, S3: Video Clip 

Competition, S4: Readers' Theatre, S5: 

Advertising Competition and S6 

Amazing Race in Macau.  The 

activities successfully aroused 

students' interest in English and using 

it to exhibit their talents. 

This kind of inter-class contest should be kept, 

maybe, with some modifications of activity 

nature, if see 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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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Teachers are invited to 

spot more students who 

are of potentials to join 

the speech festivals on 

different programs in 

addition to the choral 

and solo items.  

c. Open recruitment as  

well as teacher 

encouragement is 

needed for inter-school 

competitions. 

Total no. of student 

participation and the no. of 

categories for the entry. 

 

 

Total number of student 

participants, total number 

of class involved and total 

number of competitions 

involved and then, their   

results accordingly. 

There were a total of 90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Annual School 

Speech Festival and altogether, there 

were three catagories of entries, 

namely, choral, solo verse, dramatic 

duologue and public speaking.  

There were 2 solos and a pair of 

dramatic duologue winning 2
nd

 runners 

up and 1 solo getting 1
st
 runner up  

Other than this, 9 students were picked 

to join the HKFYG Stanadard 

Chartered Hong Kong Public Speaking 

Contest 2011 and one of the students 

came to  the top 28 among 654 

contestants, which was really 

encouraging to us all.  

Furthermore, students also took part in 

inter-school drama competition, which 

was improvisation.  Though no 

trophy was snatched, it did reward 

students by broadening their eyesight 

and enriching their experiences. 

Since these kinds of work have been very well 

developed, it should be sustained and further 

developed, providing more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with more inter-school activities of 

contesting nature. 

c. Organize Language 

Weeks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both taking part in the 

activities and organizing 

them.  

It was considered a big success as we 

have received more than 300 

passbooks for students' guided 

conversation with teachers.  They had 

fairly good turnout in the task for 

decoration as well.  Quite lots of 

worksheets working on the theme 

decoration were collected and the 

decoration in itself was very well done 

by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Since the speaking activities created good 

English speaking atmosphere during the weeks, 

it is suggested that more frequent and regular 

speaking activities of this type can be carried 

out in future to help students overcome their 

psychological barrier in spe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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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ilot initiative of staging 
a small scale musical by 
the end of the school year 
together with a few 
preparatory workshops 
focusing on different kinds 
of speaking skills. 

Feedbacks from audience, 
teachers and participants’ 
reflection. 

The staging of musical was postponed 
because of the time element.  There 
was just insufficient time to rehearse 
for the intended performance as 
student participants were crammed 
with tutorials and activities after 
school in the third school term. 
Meanwhile, the preparatory workshops 
intended to be carried out throughout 
the years was cut short in the third 
term of this year.   

The staging of musical was postponed to next 
academic year, most probably during the post 
exam period.  

2. To promote self-access reading and listening 
a. Continue to launch the 

online reading and 
listening scheme and 
insist on students 
reading at least three 
readers a year. 

Frequency of book 
promotion in the morning 
assembly and the 
frequency of target books 
borrowed by students in 
the library. 

All students were made to read up to 
three readers in the junior forms, 
mainly during long vacations.   Yet, 
the online software program for 
students' self-access study was again 
undesirably received and only rather 
few classes from S1 to S7 have done 
the work regularly even though their 
performance was counted in the daily 
scores of the report card.   
Nevertheless, there were about 10 to 
12 students who were really serious 
about the online reading and listening.  
They scored really well. 
Book promotion in the morning 
assembly was hardly carried out.  

It was suggested that book promotion should be 
done through the NYChannel so that it may be 
easier for students to catch what is being 
presented.   
Then, for English Builder, though students were 
not very eager to do it, teachers all agreed that 
it was a good self-access platform and students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make greater effort on 
it.  

b. Reading Ambassadors 
in S6 promote reading 
on the NY Channel 

 It was originally agreed that S6 
students this year would go to S4 and 
S5 classes to do the book sharing but 
owing to technical reasons, this was 
not carried out, which was a shame.  
Yet, all students in S6 had done their 
book sharing in class, with some very 
serious and a few sloppy ones. 

Reading Ambassador Scheme can be 
implemented among the higher achievers in 
English in the future.  They can serve the role 
models for their peers for both reading English 
books and their confidence in presenting one’s 
work in English. 

Prepared by Hannah Ng Yuk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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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20102010 至至至至 2011201120112011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科科科科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調適校本課程，優化課堂教學，積極配合新高中學制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中一至中三級進行課堂研習 

  

2. 改善教學資源庫的架構，提升使    

   用效能 

檢討會議及教師反思報告 

 

檢討會議及教師反思報告 

 

達標 

 

達標，下年再細分使用途更廣 

 

 

全校關注事項(二)：發展多元智能，體現五育人精神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繼續安排數學聯課活動，讓學生發展多元智

能 

會議紀錄及學生問卷 達到成功準則 

 
 
負責老師姓名：黃智強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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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20102010 至至至至 2011201120112011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通識通識通識通識教育教育教育教育科科科科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調適校本課程，優化課堂教學，積極配合新高中學制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1) 調適校本課程 

繼續調適初中課程，讓學生能銜接新高中通識教育科的學習： 

a) 落實校本課程：優化中一及中二

級『共創成長路』課程，有系統地加

入時事議題及部份新高中通識教育

科的知識及元素，並嘗試結合專題研

習技巧，讓學生更能適應新高中課程 

老師於課堂的觀察，學生

的功課及考測表現，科務

會議檢討 

 

成效一般。由於每學年必需進行二十週「共創成長路」課程，加上

中一級「遊走中上環」及中二級「佛山新會面面觀」專題研習各佔

去四至六週課時，故只能加入小量時事議題課程(如「港孩」)。師

生們對時事議題甚感興趣，若可協調教學進度，相信果效較本年度

更理想。 

b) 中三級課程則計劃引入仁愛堂田

家炳中學的通識教育導入課：「傳媒

識讀」，透過議題為本教學，為學生

迎接新高中學制作好準備 

 

與仁愛堂田家炳中學通

識科老師交流或到校觀

課、老師於課堂的觀察，

學生的功課及考測表

現，科務會議檢討 

 

成效不俗。本校透過「專業發展學校計劃」與仁愛堂田家炳中學的

同工作交流。同工提供並講解<<傳媒識讀>>導入課安排，並建議配

合本校同學感興趣的議題(如：沉迷上網、援交等)，帶出傳媒對青

少年時下趨勢的影響，以建立學習新高中課程的整體基礎。 

 

 (2) 優化課堂教學： 

運用外間資源，改善教學設計，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a) 參與「專業發展學校計劃」，與仁

愛堂田家炳中學協作，於中三至中

五級進行，透過資源共享，優化新

高中教材 

 

 

與仁愛堂田家炳中學通

識科老師交流或到校觀

課、老師於課堂的觀察，

學生的功課及考測表

現，科務會議檢討 

效果良好。本校透過「專業發展學校計劃」與仁愛堂田家炳中學的

同工作交流。同工分享中三級的《傳媒識讀》導入課程，與及介紹

新高中獨立專題探究及議題為本教學於其學校推行的情況，並為本

校中四級的課堂研究提供意見，使本校同工獲益良多，對優化本校

教材大有幫助。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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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安排共同備課及進行課堂研究，

分享教學意念，幫助學生解決學習

難點 

老師對共同備課的回

饋，老師參與課堂研究及

觀課的情況，老師於課堂

的觀察，學生的功課及考

測表現，科務會議檢討 

中四級的課堂研究效果理想，本學年以「尋找理想的蝸居」作議題

教學，師生皆反映能以較生動靈活的方法學習「生活素質」課題比

日常以建構知識為主的教學模式更為有效。 

本學年於逢星期三放學後進行中四及中五級共同備課節，成效不

錯。同工透過專業討論，分享教學進度、檢視教材、功課及試卷，

並就優化課堂的策略提出意見。可惜各同事在下學期的補課及活動

漸多，未能全然配合出席共同備課節。 

 

(3) 配合新高中學制 

建立有系統的學習評估制度，培養學生應付公開試的應試技巧： 

a) 在初中引入新高中評核模式，於

中二引入小測，中三級繼續進行考

測，同學皆需作答資料回應題，協

助學生迎接新高中課程 

 

老師的課堂觀察，科務會

議檢討學生於功課及考

測的表現 

成效一般。中一、二級受制於有限課時未能推出足夠的時事議題，

難以進行考測，建議先於教材加入文字書寫練習，為適應新高中課

程作出準備。 

中三級的課業和考核形式均以資料回應題為主，大班的同學表現不

俗，其餘同學的表現一般。由於中三級只有半學年進行通識課，在

教時所限下較難騰出空間教授運用資料與評論的技巧。建議於來年

多投放教時於答題技巧上，以協助中三級同學適應新高中通識的考

核模式。 

 

b) 於中四級透過製作不同類型的專

題習作（如「我眼中時下青少年趨勢」

短片製作比賽、「五育頭條」專題報

導等），為新高中的非文字獨立專題

探究作準備。中五級則開展獨立專題

探究，學生循序漸進完成習作 

 

學生習作的水準，科務會

議檢討 

於中四級上學期舉行「我眼中時下青少年趨勢」短片製作比賽，效

果略遜於去年。各班以小組形式進行同儕學習，成果於班中展示。

雖然影片質素較去年遜色，但同學均認真製作短片，此專題習作模

式將繼續沿用。 

 

中五級獨立專題探究正循序進行中，第一階段的分數已經呈交考評

局，第二階段正在進行中，進度較預期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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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更新教學資源庫，安排不同類

型的應試練習，重點提升學生文字表

達能力 

學生透過功課及考測展

示對答題技巧的掌握 

進展良好。中四及中五級的教材已全部更新，每課均設概念筆記及

影片，資料回應題及延伸回應題練習，並於每個論題完結後進行小

測，鞏固所學。 

總括去年經驗，於中四級提早教授延伸回應題技巧，並於年終小測

及考試擬題考核。雖不是所有同學皆能撰寫完整的論述文章，但大

部份同學已掌握基本要求。 

 

 

全校關注事項(二)：發展多元智能，體現五育人精神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1) 發展多元智能 

(a) 於中四級製作不同類型的專題

習作（如錄製影像、新聞頭條製

作等）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讓

學生展示成果，為新高中的非文

字獨立專題探究作準備，讓不同

智能的學生得以發揮 

學生習作的水準，科務會

議檢討 

 

於中四級上學期舉行「我眼中時下青少年趨勢」短片製作比賽，成

功讓同學發揮多元智能。各班以小組形式進行同儕學習，成果於班

中展示。但由於教學進度所限，本學年只進行了一次的專題習作。 

 

(b) 與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合作，於逢

星期二早讀時段在初中級推行德

育文章閱讀，擴闊學生識見 

學生參與的情況，初中班

主任的意見，與德育及公

民教育組定期作出檢討 

本科按照德育及公民教育組設定的德育主題，配合相關時事新聞製

作德育文章。師生對時事性文章較故事性文章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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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體現五育人精神 -- 懷自信、互關愛、敢承擔 

a) 透過引用外間資源，如外出探

訪、參與工作坊、外間團體到校提供

講座等，豐富高中學生的學習經歷 

 

學生參與的情況，老師於

活動的觀察，科務會議檢

討 

 

本年度科活動的數量較去年增加，也令更多同學透過週會講座、外

出參觀等擴闊見識。中六修讀通識科同學於去年 10 月出席由青協舉

辦的「與局長對話」及於本年 5 月到高等法院參觀。另外，部份中

六及中四級同學則於 4 月出席由香港電台主辦的「城市論壇」，同學

積極發言，與議員及學者探討衝擊高官文化。建議來年繼續申請有

關活動，讓同學有多些機會走出課室學習。 

校內週會方面，本科亦積極為學生提供更多與科有關的專題講座，

如邀請職工盟舉辦「最低工資」週會予中四級同學，並與樂施會、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及世界宣明會合作為中五級同學論及戰爭、氣候

及改革開放與貧窮的關係。由於主題相似，不同組織的質素也有參

差，建議汲取本學年經驗，慎選主題及合作機構，以提升成效。 

 

b) 成立通識學會，透過科壁報、閱

讀推介、參與人文學科周等，為學生

提供實踐機會 

 

學生參與的情況，老師於

活動的觀察，科務會議檢

討 

本年人文學科周活動以攤位及遊戲為主，反應不錯，有不少初中同

學積極參與活動，增進對時事的認識。建議來年可保留此活動形式，

吸引更多同學參加或協助活動。 

 

負責老師姓名：蔡敏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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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20102010 至至至至 2011201120112011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電腦電腦電腦電腦科科科科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調適校本課程，優化課堂教學，積極配合新高中學制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加強英語詞彙學習策略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1. 將課堂所學的英文生字上載於電腦科網頁內，並附以即時發音，學生認為網頁能
令他們隨時重溫生字，亦能自學發音，效果良好。 

定期進行課後補課及應試練
習，為公開試做好準備 

1. 課堂觀察 
2. 筆記檢視 
3. 科務會議檢討 
 

1. 已完成大部份新高中中五課程，並於整學年期間進行定期補課，下年度補課時間
亦提早開始，根據問卷所示，同學對本科信心有所提升。 

2. 科任老師亦經常出席有關公開試應試技巧講座，有助老師將答題心得分享予學生。 
3. 本年度中七級在公開試合格率及優良率均高於全港合格率，達近年新高。 

優化同儕習作察閱和觀課，老
師定期交流教學策略 
 

1. 課堂觀察 
2. 學生問卷 
3. 科務會議檢討 

1. 為中二級「LOGO 程式單元」進行課堂研究，有助提升學生編寫程式技巧。來年亦
會嘗試將另一單元作優化，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全校關注事項(二)：發展多元智能，體現五育人精神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課後電腦興趣班 
(砌機班/優化電腦班等) 

1. 現場觀察 
2. 學生問卷 

1. 學生表現踴躍及感興趣，來年將考慮加入編寫 IPHONE APPS 程式設計班。 

舉行全校性 IT 常識問答比賽 1. 學生問卷 
2. 科務會議檢討 

1. 學生表現良好，學生參與率達九成。 

聯課活動 1. 現場觀察 
2. 科務會議檢討 
 

1. 本年度開始 ICDL 證書課程，截至七月，學生合格率達 100%。 
2. 本科學生參與 IT 大使計劃，增加課外知識及推廣正確使用資訊科技方法，兩位同

學更獲大會頒發優秀 IT 大使。 

負責老師姓名：葉志康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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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20102010 至至至至 2011201120112011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科學科科學科科學科科學科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調適校本課程，優化課堂教學，積極配合新高中學制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1) 加強中三級共同備課，提升教學質
素。在每大課題的備課工作坊中，任教
老師會交流教學重點、各實驗及附加實
驗的有關安排等。這可有效地照顧學生
不同的學習需要，亦可增加實驗的安全
性。 

1.科主任透過觀課及習作 
閱覽去了解各教師的教學情況 

2.同儕觀課記錄 
3.教案 
  

1.任教老師反映共同備課可有效地加強教學
法的交流，令學生學習有所得益。另外亦可增
加實驗的安全性。 
2. 老師反映同儕觀課可互相提升其 
教學效能。 
3. 校長與科主任的觀課報告中顯示科學老師
的整體教學表現良好。 

(2) 優化各級的「科學學習概覽冊」，更
新其中的實驗評核、科學探究、課外閱
讀、寫科學英文生字、自我學習反思等
工作紙和全級統一測驗。 

1.從學生習作表現作評估 
2.任教老師對此學習概覽 

冊的內容及使用作反思 

1.學生表示「科學科學習概覽冊」裡 
的附加實驗十分有趣。 
2.任教老師反映此學習概覽冊的內容 
豐富及有趣，它可有效地輔助學生學習，提升
教學效能。 

(3) 製作各級「科學習作冊」 1.從學生習作表現作評估 
2.任教老師對此習作冊的 
 內容及使用作反思 

已在 9月開學前完成，老師們反映今年的習作
安排較去年的好和暢順。來年建議把作業冊的
內容分拆做較多的小章節，讓學生易做易吸
收。 

(4) 考試及統測試卷內加入「科學英文
生字考核或短問答」，佔全卷分數不多於
10%。 

從學生的考試及統測表現 
作評估 
 

在中英文生字配對的考核裡，學生表現不錯。
老師們反映學生多接觸科學英文生字是一件
好事。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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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發展多元智能，體現五育人精神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1) 優化各級的科學科聯課 

活動 

1.從學生活動表現作評估 

2.科學老師作活動評估及反思 

 

全年聯課活動達 19項，表現出色。 

參與的學生十分投入。學生反映這些活 

動能提升他們對學習科學的興趣。 

 

(2) 帶領學生參加校外科學 

競技比賽 

 

1.從學生活動表現作評估 

2.負責老師作活動評估及反思 
  

在 2010 年 1 月 30 日參加了校外比賽「2010

趣味科學比賽」。 

 

(3) 優化「數理周」專題活動 1.從學生活動表現作評估 

2.理科老師作活動評估及反思 

老師及學生反映數理周比去年出色， 

活動多姿多采，能提升學生對數學和 

理科的興趣。 

 
負責老師姓名：馮漢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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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20102010 至至至至 2011201120112011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物理科物理科物理科物理科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調適校本課程，優化課堂教學，積極配合新高中學制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規劃全年的課後補課安排，務求使不同能

力的學生都能夠有效率和有系統地學習。 

公開試的成績。 今年高考合格率 100%，優良率 25%，兩者都高於全港水平，有

二位同學考獲 A 級成績，成績可接受但須留意優良率的下降。 

(2) 為新高中中五級物理科課程編寫全新的筆

記、練習和小測，並重新執整中四級的筆記。 

在限期前完成。 已完成，並且已開始編寫中六級的筆記、練習和小測和執整中五的筆

記。 

(3) 增加科內老師互相觀課的次數。 觀課次數。  本科老師觀課次數都多於四次，而被觀課次數則多於三次。 

(4) 增加各級的小測次數。 小測次數 各級的小測次數都多於 10 次。 

(5) 增加中七會考班模擬試的次數。 模擬試的次數。 中七的模擬試次數多於 3次。 

全校關注事項(二)：發展多元智能，體現五育人精神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帶領學生參加校外科學比賽。 比賽次數。  今年帶領同學參加了校外『趣味科學比賽』、『水火箭製作比賽』、『科學常

識問答比賽』，擴闊同學視野。 

(2) 設置更多展示學生作品的地方，讓學生

有更多機會展示自己的學習成果，增加

自信。 

展品數量。 今年舉辦了『雞蛋撞地球』及『電子琴製作班』，已把部分得獎學生的作

品展示於物理室內的展示櫃中。 

(3) 全力協助籌辦「數理周」專題活動，並

加以優化。 

從學生活動表現作

評估。 

中五和中六的學生協助舉辦今年數理周，過程順利，參與活動的同學表現

積極和開心。 

負責老師姓名：張家榮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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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20102010 至至至至 2011201120112011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化學科化學科化學科化學科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調適校本課程，優化課堂教學，積極配合新高中學制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1) 加強中五級共同備課，提升

教學質素。 

1.科主任透過觀課及習

作閱覽去了解各教師

的教學情況 

2.同儕觀課記錄 

3.教案    

1.任教老師反映共同備課可有效地加強教學法的交流，令
學生學習有所得益。另外亦可增加實驗的安全性。 
2. 老師反映同儕觀課可互相提升其 
教學效能。 
3. 校長與科主任的觀課報告中顯示化學老師的教學表現
良好。    

(2) 為「新高中學制」化學科的

中六課程作詳細的備課，以

促進來年有效的學與教。 

在限期內完成製作，數量

上要達標。 

來年任教中六級化學的老師在 2011 年暑假期間(開學前)
可完成相關的教學材料。 

(3) 執行「新高中學制」中五級

校本評核 (SBA)的各項要

求，當中以公平和輔助學習

為原則。 

在限期內(2011 年 5 月底

前)完成，從學生的各項

SBA 表現作評估。 

中五化學 SBA 已依要求完成，大部份學生表現積極。 

(4) 優化中六及中七級 AL化學的

習題工作紙。 

 

1.從學生的家課表現作

評估。 

2.中七公開試合格率和

全港合格率相約 

今年中七級 AL 在公開試時的合格率(85.7%)高於全港的

(75.2%)，比去年有所進步。而 ASL 在公開試時的合格率

(100%)高於全港的(70.6%)。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9 



74 

 

全校關注事項(二)：發展多元智能，體現五育人精神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1) 優化各級的化學科聯課活動 1.從學生活動表現作評估 

2.化學老師作活動評估及

反思 

全年聯課活動有 6 項，以「中六級城門河水質考察」最為

出色。 

(2) 優化中六級城門河水質考察

活動 

1.從學生活動表現作評估 

2.負責老師作活動評估及

反思 

在 2011 年 4 月中舉辦了「中六級城門河水質考察」。參與

的學生覺得可以「學以致用」，十分好。另外，學生的報告

表現優良。 

(3) 全力協助籌辦「數理周」專

題活動，並加以優化。 

1.從學生活動表現作評估 

2. 負責老師作活動評估及

反思 

老師及學生反映數理周比去年出色，活動多姿多采，能提

升學生對數學和理科的興趣。 

 
負責老師姓名：馮漢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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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20102010 至至至至 2012012012011111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生物生物生物生物科科科科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調適校本課程，優化課堂教學，積極配合新高中學制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 優化課堂教學優化課堂教學優化課堂教學優化課堂教學，，，，共同預備及推行共同預備及推行共同預備及推行共同預備及推行SBASBASBASBA校本評校本評校本評校本評

核核核核。。。。    

選出新高中課程內的新課題，在教授前共

同備課，然後進行SBA校本評核，課後對評

核的方法進行檢討及討論，以達至互相觀

摩和進步的目的。 

 

 

� 是否按計劃完完成 

� SBA 討論的紀錄 

 

� 全年進行了多次共同備課，題目包括植物的運輸、生態考察

等，成效良好。 

� 備課後進行 SBA 的評估，發現新老師對教授有關的課題更具信

心，學生較容易掌握 SBA 的要求及完成報告。 

� 有關資料已在 SBA 的工作紙中記下，把有用的經驗累積，在日

後設計 SBA 實驗中用。 

 

全校關注事項(二)：發展多元智能，體現五育人精神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 建設5/F天台花園、藉建設的過程向學生灌

輸環保意識及欣賞大自然的智能。 
� 是否按計劃完完成 

� 同學和老師參與計劃

後對環保意識及欣賞

大自然的智能是否有

所提升 

� 本年度天台花園由6A班生物科同學負責打理，五樓天台開闢新

的耕地。本年度參加社區有機農耕比賽2011，種植生菜、青椒、

太陽花和羅勒；在匯報及實地評選後，本校獲環保設計獎亞

軍、學生參與及最佳種植季軍，並獲得$10,000獎金，用以發

展學校的綠化。 

� 透過綠化活動，同學和老師對綠化的認識增加，而且透過身體

力行的方式來實踐，提高環保意識及欣賞大自然的智能。 

 

負責老師姓名：陳才源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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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20102010 至至至至 2011201120112011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中國歷史科中國歷史科中國歷史科中國歷史科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調適校本課程，優化課堂教學，積極配合新高中學制 

策 略策 略策 略策 略 ／／／／ 工 作工 作工 作工 作     評 估 方 法評 估 方 法評 估 方 法評 估 方 法     成 效 評 估成 效 評 估成 效 評 估成 效 評 估     
(1)調適校本課程調適校本課程調適校本課程調適校本課程    

針對中二及中三的課時不足，調適校本課

程，因應學生的能力，自行編訂與課程相關

的課業，鞏固學生在課堂所學 

 

在測考的評核中，分析學生

能否掌握課程的基礎知識 

去年中二課程未完成，故在第一次會議中商議在學期初用一至兩堂

時間完成，以銜接中三課程。雖能補足，但卻花了不少時間；中二

及中三兩級的課程，受制於課時不足，有需要再作調適，重整學習

重點，並在最後一次會議中通過國共部分略教，以完成整個課程；

最後一次會議亦通過在中二級因應學生的能力，設計校本作業。 

(2)優化優化優化優化課堂教學課堂教學課堂教學課堂教學 

a.透過同儕觀課交流與課堂研究，優化本科

的教學策略，如：加強課堂互動、課堂提

問等策略 

 

課堂研究的觀察及觀課分

享作檢討 

中三級的課堂研究利用第二次國共合作，聚焦於教授學生的答題技

巧；學生多能夠掌握論點、史事與申論的分野。本年較以往多引入

課堂互動的元素，加強提問與回饋。 

b.優化同儕習作察閱，定期交流課業設計與

批改方式 

同儕習作察閱分享中，檢討

成效 

效果良好。透過科內與學習領域內的交流，對優化學與教的策略具

正面作用；建議開闊眼界，與其他學習領域作交流。 

c.深化學生的學習策略，開展課堂討論與匯

報和課後活動等，鞏固學生所學 

課堂觀察、課業檢視及科務

會議分享等 

學生普遍能培養成摘錄課堂重點的習慣；然分組討論、匯報及課後

活動，仍待進一步深化，期望能令學習變得有趣，進而提升學生的

學習興趣。 

(3)    配合新高中學制配合新高中學制配合新高中學制配合新高中學制    

a.定期更新本科的教學資源庫，共享教學資

源 

 

教學資源庫的儲存與應用

頻度 

繼續優化初中與高中的網上資源庫，鼓勵資源共享，高中方面的成

效較佳。 

b.在初中引入新高中的評核模式，培養學生

適應新高中的解題與答題技巧 

檢視每學段評核的試卷，科

務會議分析學生的表現 

新高中的評核主要是史事評論題，是學生較弱的環節；本年在初中

評核時，增加了此部分的分數比例，並在課堂上增加教授時數，讓

學生更為重視，效果一般，來年更要深化。 

c.繼續推動高中的課後補課和應試練習，為

公開試做好準備 

參閱公開試的及格率 本年度高級程度會考的成績斐然，合格率百分百，而優良率亦有百

分之五十，這均是老師之努力，在運用課後補課方面亦有效果使

然。課後測驗及預試，對提升成績有一定作用。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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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發展多元智能，體現五育人精神 

策 略策 略策 略策 略 ////工 作工 作工 作工 作     評 估 方 法評 估 方 法評 估 方 法評 估 方 法     成 效 評 估成 效 評 估成 效 評 估成 效 評 估     
(1)發展多元智能發展多元智能發展多元智能發展多元智能    

a.加強初中和高中各級的其他學習經歷，善

用學術周、全方位學習日等課外學習活動 

 

科務會議檢討學習活動的

成效 

本年學術周以攤位的活動進行，主題為「辛亥革命百周年」，希望

能吸引學生參與，學術色彩亦較去年高，參與率一般；高中方面，

組織學生觀看博物館，並參與校外的問答比賽，更在徵文比賽中取

得獎項。 

   b.參與校外的問答比賽和考察活動，建立同

學的自信心 

科務會議檢討 課堂不定期向學生推介與課題相關的書籍、剪報及網頁，豐富學生

在本科的知識，提高學生對本科的興趣。然推廣工作仍有發展空間。 

c.推動本科的課外閱讀，擴闊學生識見 科務會議檢討 本年安排中三同學閱讀課外書，效果一般，來年繼續推行。 

(2)體現五育人精神體現五育人精神體現五育人精神體現五育人精神————懷自信懷自信懷自信懷自信、、、、互關愛互關愛互關愛互關愛、、、、敢承擔敢承擔敢承擔敢承擔    

a.加強獎勵和表揚文化，善用校園以展示學

生成就 

 

科務會議檢討 
已通過參與校外活動、參與學術周活動等加強獎勵文化。 

b.透過本科的課程內容，向學生灌輸「堅

毅」、「責任感」、「國民身份認同」等相關

史事，培養學生的良好品格 

科務會議檢討 各級課程均能因應不同史事，以滲透方式向學生灌輸「國民身份」、

「堅毅」及「責任感」等元素。效果一般，宜來年強化此等素質。 

 
負責老師姓名：陳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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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20102010 至至至至 2011201120112011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歷史科歷史科歷史科歷史科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調適校本課程，優化課堂教學，積極配合新高中學制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調適校本課程調適校本課程調適校本課程調適校本課程   

1.1 中一方面，在課程調適上再加力
度，把部分香港課程及古羅馬部
分分別縮減及刪除，增加教教深
度，提升學生興趣。 

 

1) 科務會議檢討 

2) 觀課及課後分享及檢討 

調適校本課程方面，中一級的課程把部分香港課程縮減，並且把古羅馬

部分刪除，但加添古希臘的部分，提升學生興趣，效果良好。 

 

1.2 中三級方面，把部分香港課程縮
減，加添冷戰部分，提升學生興
趣，銜接中四。 

 

1) 學生在課室內能專心上課。 
2) 課室內秩序良好。 
3) 學生在上課期間帶齊所有應

用的書本及文具。 
4) 同學自信心增加，樂於學

習。 
 

中三級方面，由於課時縮減，雖然已把部分香港課程(香港經濟發展及

與內地的關係)縮減，但進度仍與去年相近。復活節假期後開始教授第

二次世界大戰，冷戰部分雖較以往教授較多，但仍不足夠。下學年，老

師宜在學期初早段把進度略為加快。 

1.3中一及中三制定核心課程與延伸
課程，並作定期檢視。延伸課程
主要是在於戰爭及事件的經過、
內容及補充資料方面。 

 

1) 能力較高的學生能汲收補充
資料。 

2) 能力稍遜的學生亦不會因課
程繁多及艱辛而放棄學習。 

3) 學生在測考中按能顯示按各
班程度的合格率。 

 

延伸課程方面，中三級 B及 D班在教授戰爭及事件的經過會較詳細，也

有小組討論及教授作答長題目的技巧。中一及中三兩級 B及 D班均較深

入的教授，對學生而言，得益更大，效果良好。 

1.4 豐富各級學生的英文詞彙，在教
授該課前向學生展示英文詞彙，
提升學生兩文三語的運用能力，
並在測考中評估學生所學。 

 

1) 在測考中，在英文詞彙部分
有超過半數同學合格。 

2) 同學不再懼怕學習英語。 
 
 

於中一及中三級教授學生英文詞彙，並在測考中評估學生所學。各次測

考均以普通題及挑戰題提升同學的學習興趣。學生在英文詞彙方面表現

一般，B及 D兩班表現較好，當中尤以 B班較佳，有學生在此部分取得

滿分。整體而言，效果一般。在下學期考試中，同學表現較上學期為佳。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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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優化優化優化優化課堂教學課堂教學課堂教學課堂教學   

2.1 藉共同備課、課堂研究等措施，
加強課堂的師生互動，優化同儕
觀課，老師定期交流教學策略。
中一選擇了「古希臘城邦」一課
作共同備課及協作教學部分。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在測驗及考試成績中反映學

生能力及課程調適的成效 

3) 學生回應 

4) 同儕觀課中分享 

 

優化課堂教學方面，本科選取了中一級，並選擇了「古希臘城邦」作共

同備課及協作教學部分，加強課堂的師生互動，並透過同儕觀課及老師

交流，改進教學策略。下課後，討論成效並加以改善，讓另一位老師增

潤改善，整體效果良好。 

2.2 透過不同的學習策略，培養學生
自學、溝通、協作和思辨等能力，
如辯論活動、外出參觀、分組討
論，使學生積極預習、摘錄重點，
鞏固學生所學。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成績的反映 

3) 學生回應 

 

外出參觀方面，中一級在一月中舉辦了屏山文物徑參觀，效果良好。中

四至中六在課堂上亦多作分組討論、導修課及筆記摘錄，培養同學的自

學能力，效果不錯。 

3. 配合新高中學制配合新高中學制配合新高中學制配合新高中學制   

3.1 建立教學資源庫，把所有教材、
筆記、測考卷、卡通漫畫等等放
置於內聯網，方便任教老師共享
教學資源。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成績的反映 

3) 學生回應 

 

配合新高中學制方面，本科配合學校政策，於去年八月已將筆記、工作

紙、試卷等資源上載，方便各任教老師運用，以提高學與教的效能。 

 

3.2 引入新高中的評核模式，從中一
開始培養學生適應資料題及論述
題的解題與答題技巧。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成績的反映 

3) 學生回應 

 

在平時的工作紙、小測已教授中一學生如何回答資料題。在教學上，老

師亦把漫畫、卡通、地圖等資料放進簡報中，讓同學更容易理解課文，

亦有助於提升應試能力。此外，由於新高中有更多的時間修讀，故中四

同學在下學期統測後才研習論述題，使同學有更多的時間鞏固資料題。

效果不錯。 

 

3.3 定期進行課後補課及應試練習，
中五及中七級在上學期每隔一星
期課後小測，而中四及中六則基
本上全年每兩星期在課堂內小測
一次，三月開始則課後小測，作
為對公開試做好準備。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成績的反映 

3) 學生回應 

由於新高中的課時較以往充裕，中四至中六級同學基本上每兩、三星期

便小測一次，透過定期考核小課題，讓同學逐少溫習所授內容，並多做

應試練習，為對公開試做好準備，同學的反應亦甚為理想。中七方面，

則與以往相同，於課後隔一星期一次小測，鞏固所學，準備公開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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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發展多元智能，體現五育人精神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發展多元智能發展多元智能發展多元智能發展多元智能   

1.1 善用周會、學術周，提升學生興
趣，擴闊學生的視野，如外出參
觀、考察等。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本年人文學科周的主題是「百年辛亥革命」及「香港遊縱」，分別由中

史、歷史及通識科負責第一部分，而地理、旅遊及經公科負責第二部分。

透過一系列的攤位遊戲，讓高中和初中的同學參與其中，發展多元智

能。而中一級的屏山文物徑考察更擴闊了學生的視野。效果殷實。 

1.2 進行中一閱讀計劃，提升閱讀風
氣，擴闊學生識見。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本科透過不同的活動發展同學的多元智能，如中一級進行閱讀報告，提

升閱讀風氣，擴闊學生識見。效果較去年遜色。而中三級四格漫畫及家

書創作則培養同學的創造力。 

1.3 加強與人文學科中各科的合作，
培育學生不同的能力，如表演藝
術。 

1) 科務會議檢討 

2) 人文學科聯席會議上討論 

在人文學科周中，經過多次的討論、開會、籌備等工作，人文學科中各

科的合作良好，有利日後更多的跨科合作，使學生得益更大。 

1.4 利用歷史學會，培養學生領袖，
加強其主導角色，培養其獨立思
考和處事能力，發揮自主精神。 

 

1) 科務會議檢討 

2) 負責籌備活動的學生回應 

本屆歷史學會的成員主動參與，在主持、籌備、購買物資、拍攝宣傳片

等方面，均發揮得宜，值得欣賞。相信人文學科周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培

養學生的領導能力。透過加強學生的主導角色，培養其獨立思考和處事

能力，實踐五育人精神。 

1.5 培養學生的良好品格，制訂培育
七大首要價值觀的發展優次，培
育「敢承擔」的五育人，如通過
中國自晚清的發展的歷史提升同
學的國民身份認同，以及從不同
的歷史人物上灌輸堅毅等優良品
格。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在學科學習、籌備及參與活動上，同學學到各種不同的優良素質，培育

同學成為「敢承擔」的五育人。在培養學生品格方面，本年度新高中學

制的中四級同學通過學習中國自晚清的發展的歷史提升他們的國民身

份認同，也會從新中國的發展中反思他們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的角色。

中三級則會教授回歸中國的過程，大部分同學的印象較為模糊，故對此

部分甚有興趣。 

負責老師姓名：陳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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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20102010 至至至至 2011201120112011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地理科地理科地理科地理科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調適校本課程，優化課堂教學，積極配合新高中學制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1.落實校本課程，配合學生能力，修訂初中核心課

程與延伸課程。 

科務會議檢討 

觀課及課後分享及檢討 
完成。因材施教使個別班別提升投入課堂表現。 

2.初中於每單元加入中英語詞彙對照表，配合評

核，為學生提供更多接觸英文的機會。 

科務會議檢討 

學生測考表現 

完成。在部份班別，英語詞彙的測試表現甚為理想。 

3.優化同儕習作察閱和觀課，老師交流教學策略，

如：學習目標及課堂提問技巧等。 

科務會議檢討 

習作察閱和觀課分享及檢討 
在交流會中，可吸收他科的習作擬定經驗和教學策

略。 

4.訂定學生的學習策略，著重課堂摘錄重點和討論

與匯報，鞏固學生所學。 

科務會議檢討 

觀課分享及檢討 
部份班別已建立摘錄課堂重點的常規，小組討論

及師生互動方面仍有改善空間。 

5.建立教學資源庫，方便共享教學資源等。 科務會議檢討 

學生測考表現 
完成。各級均可共享資源。 

6.在初中引入新高中的評核模式，訓練同學的答題

技巧。 

科務會議檢討 

學生測考表現 
完成。同學在多次測考的練習後，表現有所改進。

來年仍要多教導答題技巧。 

7.高中定期進行課後補課，為公開試作準備 科務會議檢討 

學生公開試表現 
高考表現理想，現時校方安排的補課措施得宜，

效果良好。 

全校關注事項(二)：發展多元智能，體現五育人精神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1.加強聯課活動，培養同學多元智能。 科務會議檢討 

學生聯課活動表現 
參與同學表現積極，但同學參與比率仍較低。 

2 深化閱讀計劃，透過剪報，擴闊學生識見。 科務會議檢討 

學生剪報及閱讀報告表現 

完成。來年可利用本科訂閱的雜誌推展閱讀計劃。 

 
負責老師姓名：馬 力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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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20102010 至至至至 2011201120112011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旅遊及款待科旅遊及款待科旅遊及款待科旅遊及款待科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調適校本課程，優化課堂教學，積極配合新高中學制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1.落實校本課程，配合學生能力，訂定

核心課程與延伸課程，定期檢視。 

1. 科務會議檢討 

2. 觀課及課後分享及檢討 

完成。因應學生能力，在課後小組溫習
時，教授延伸課程，效果理想。 

2.優化同儕習作察閱和觀課，老師定期

交流教學策略和課堂提問的技巧。  

1.科務會議檢討 

2.習作察閱和觀課分享及檢討 

吸收他科的經驗，優化本科的習作和教學
策略，效果理想。 

3.訂定學生的學習策略，著重課堂摘錄

重點和討論與匯報，鞏固學生所學。 

1.科務會議檢討 

2.觀課分享及檢討 

同學已養成摘錄教學重點的課堂常規，課
堂小組討論與匯報的表現仍有改善的空間。 

4.建立教學資源庫，定期更新。 1.科務會議檢討 

2.學生測考表現 

完成。 

5.高中定期進行課後補課及應試練習，

為公開試做好準備 

1.科務會議檢討 

2.學生公開試表現 

除定期補課外，同學在考試前以小組形式
回校温習，表現理想。 

全校關注事項(二)：發展多元智能，體現五育人精神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1.加強聯課活動安排，培養同學多元智

能。 

1.科務會議檢討 

2.學生聯課活動表現 

同學反應積極。 

2 深化閱讀計劃，透過閱讀和剪報，擴

闊學生識見。 

1.科務會議檢討 

2.學生剪報及閱讀報告表現 

完成。建議增購本科參考書，以推展閱讀
計劃。 

負責老師姓名：馬力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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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20102010 至至至至 2011201120112011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經公及經濟經公及經濟經公及經濟經公及經濟科科科科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調適校本課程，優化課堂教學，積極配合新高中學制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1. 中一以討論及探究模式進行教學，以增加學生的

興趣。 

1. 與初中同學面談。 

 

《青少年與社會》課題中，學生們能積極討論及投入課堂活動。 

《香港的經濟》課題中，中一學生對此課題認識不足，以致學生

較難進行討論，老師需要從旁參與討論。整體來說，成效良好。 

2. 在初中推行“新聞小組討論”及“新聞匯 

報”，培訓學生的時事觸角、培養學生溝通及分

析能力。 

1.  觀課。 

2.  與初中同學面談。 

整體學生表現良好。個別中一班別學生溝通及分析能力較弱，以

致表現一般。來年會繼續推行。 

3. 為了加強中三學生對新高中經濟科的認識及適

應，除中三教授新高中課程外，另引入新高中評

核模式，讓學生及早適應新高中的解題與答題技

巧。 

1. 觀察學生的表現。 

2. 學生測考成績。 

這策略能提昇中三學生對新高中經濟科的認識及適應，3B 及 3E

班表現良好。 

4. 校本評核(SBA)的準備工作：增加報刊習作的啟

發性思考題，讓同學對新聞有較深入的分析。 

1. 習作查閱。 

 

學生表現良好，提昇他們高階思維能力。 

5. 為了豐富初中學生的英文詞彙，每單元加入中英

詞彙對照表 

1. 時事測驗查閱。 學生表現一般。略懂英文詞彙的中文解釋，但未能鞏固所學。 

6. 教師培訓 1. 完成培訓的証明文

件。 

有兩位老師已參加經濟及經公科培訓課程。 

 

7. 建立教學資源庫，儲存教學參考資料、工作紙及

測考試卷等，鼓勵教學資源共享。 

1. 查閱校內本科的資

源庫。 

已在校內伺服器建立資源庫，同儕間都能共享資源，效果顯著。 

8. 藉著共同備課及互相觀摩，以改善教學技巧，令

學生學習變得更有效。 

1. 觀察學生的表現。 共同備課效果不錯。通過同儕間觀課和討論，能提昇教學效能。 

9. 為公開試作準備，中五及中七定期進行課後補課

及應試練習 

1. 與學生面談。 

2. 公開試成績。 

課後補課及應試練習能加強學生應試技巧及自信心。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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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發展多元智能，體現五育人精神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1. 舉辦參觀及專題研習講座，從而擴闊學生視野，

培養學生探究精神和分析能力。 

1. 觀察學生的表現。 參觀歷史博物館《香港故事》展覽，能增加學生對香港經濟發展

的認識。 

2. 參加「JA 國際營商體驗計劃」，讓高中學生體驗

香港經濟和營商環境，從而擴闊學生視野及發揮

學生的多元智能 

1. 觀察學生的表現。 學生整體表現良好。此計劃讓學生學習撰寫營商計劃書、籌集資

金、生產及銷售及管理公司的投巧等，並體驗團隊精神，令領導

才能得以提昇。 

3. 與其他人文學科合作舉辦人文學科周，從而增強

學科知識。 

1. 觀察學生的表現。 

 

透過一連串的活動，加深學生對人文學科的認識。來年應加強宣

傳活動。 

4. 為中五、中六及中七級學生推行應用經濟概念習

作，藉以加強訓練學生的分析能力及說話組織

力。 

1. 觀察同學匯報表現 

2. 文字報告 

中五至中七同學習作表現已有改善。 

負責老師姓名：關寶瓊 



85 

2010201020102010 至至至至 2011201120112011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企業企業企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會計與財務概論會計與財務概論會計與財務概論科科科科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調適校本課程，優化課堂教學，積極配合新高中學制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a) 習作檢閱和共儕參與觀課交

流 
 
 
(b) 參加校外進修課程，修改內容

並課後檢討，提升學與教效
能。 

 
(c) 推行每堂一篇新聞匯報 
 
 

科務會議檢討 
 
 
 
科務會議檢討 
 
 
 
老師根據學生在匯
報時的表現及積極
投入程度給予分數 

透過人文科目的習作察閱及跨學科的觀課交流，本科老師可參考借鏡其他
科的習作模式和批改方式，以及不同的活動形式，取長補短，豐富往後的
教材設計，有助於本科完善不足之處。 
 
本科老師積極參與由教育局舉辦的工作坊和進修課程，其內容實用性高，
可參考其他學校不同的教學法及課程安排，並加以調適善用，加入不同的
新元素，製作切合學生需要的教材，達致優化課堂教學之用。 
 
由於課程緊迫，教學節奏需加快，因而課堂未有充足的時間完成，學生未
能於每一節課作匯報，建議以新聞習作作替代，揀選學生之優秀作品於課
堂匯報。 

全校關注事項(二)：發展多元智能，體現五育人精神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a) 舉辦由花旗銀行及東華三院

健康理財家庭輔導中心主辦
的「個人理財」講座 

 
(b) 參與「JA 學生營商體驗計

劃」，體會營商的苦與樂，協
助學生發掘個人興趣和性向。 

 
(c) 參加「花旗集團財智星級爭霸

戰 2011」 
 

觀察或問卷調查 
科務會議檢討 
 
 
義工及帶隊老師檢
討學生營商活動之
成效。 
 
學生的投資心得和
分析報告 
 

由花旗銀行主辦的理財講座反應不俗，學生表現勇躍投入，來年可繼續舉
行，考慮讓中三學生也參與此項活動，為學生個人理財及早綢繆，亦為選
科奠下基礎。 
 
學生整體表現良好。此計劃讓學生學習撰寫營商計劃書、籌集資金、生產及銷售及管理
公司的投巧等，並體驗團隊精神，令領導才能得以提昇。 
 
 
參與學生積極認真，完成網上工作坊，並於每次作出投資決定時撰寫具質
素的分析報告，學生表示透過活動讓他們更了解真正的市場運作，留意時
事財經新聞，培養了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加強他們的分析力和時事觸角。 

負責老師姓名：關寶瓊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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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20102010 至至至至 2011201120112011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家政科家政科家政科家政科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調適校本課程，優化課堂教學，積極配合新高中學制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1. 引入趣味性及流行的課題 例如:食物標籤,議論食品 , 

流行食品及作業製作。 

同學檢討問卷回饋教師

的教學反思 

1. 從學生回饋，约 85%對課题感興趣，少數對針黹欠興趣。 

2. 引入不同教學策略 例如：實驗測試、分組討論及示範等。 同學問卷及老師自評及

反思 

2. 中二及中三烹飪課加入兩次實驗：麵粉测試及現買食物

與自製食物比較，同學表現積極。 

3. 檢視及建立班規及上課要求並設立獎勵制度。 

 

同學問卷及教學反思 

 

3. 設立獎懲制度，欠帶三次材料記缺點一次，帶齊材料及

表現良好三次則獲嘉許，效果不錯。 

4. 更新教材、筆記及資料，加入延伸活動，課後反思 學生問卷調查 4. 成效良好。會繼續沿用更新资料。 

5. 嘗試引入外界專業資源,例如: 食環處專題講座或與活

動及比賽配合 

學生問卷調查及年終檢

討報告 

5. 周會曾邀請「視網膜」協會舉辦講座介绍護眼常識及對

眼晴有益食物。 

6. 配合新學制趨勢進行課程檢視,配合高中科目課程的銜

接,例如旅遊食物與營養,健康生活,時裝設計等知識 

學生問卷調查及年終檢

討報告 

6. 加入食物營養及餐桌禮儀課題，同學甚感興趣。 

7. 照顧學習差異 

7.1 課程整合：照顧同學學習差異及興趣，針黹課較少，

烹飪課較多。能力一般同學的作業需符合核心課程

的基本要求 

7.2 建立學習社群，將同學於課堂上混合分組，將能力較

佳同學與能力差同學混合分組,建立互助學習社群 

7.3 評核制度-設計不同能力的實習考試 

7.4 資優同學的照顧：鼓勵同學參加不同種類的比賽 

7.5 個別輔導：學習能力較差同學可於午膳或放學後由

老師指導完成作業 

1.評分表評分 

2.學生問卷回應 

 

7.1 中一烹飪課佔 60%，針黹課佔 40%；中二烹飪課佔 70%，

針黹佔 30%；中三全部烹飪課。同學成績滿意。 

7.2 大部份同學均能發揮五育人「互關愛」精神。 

7.3 效果良好，同學因應能力選擇不同實習考試題目。 

7.4 本年曾多次鼓勵同學參加校外烹飪比赛但可惜未有同

學參加。 

7.5 個別同學於午膳及放學經老師指導完成作業，對家政

科產生興趣及增加自信。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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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發展多元智能，體現五育人精神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1. 跨科或組別合作 

例如:與科學科－中三食物與營養餐單設計。視藝科、設

計與科技科、音樂及體育科－體藝週。使教學多元化及

可培養學生表達意见，決策，實踐及評檢的能力。 

同學問卷及教學反思 

 

1. 專題研習：烹飪實習考試 

 中一主题「雞翼」 

 中二主題「派對小食」 

 中三主题「健康飲食」及「各地飲食文化」 

 同學均十分努力搜集資料，大部份表現超卓。 

2. 擴闊學生視野,課程能涵蓋各類知識、 課外活動、時裝

表演以及參觀不同機構及展覽等 

 本年家政組舉辦了 11 次活動，並協助製作畢業禮茶點。 

參觀稻香飲食文化博物館同學反應熱烈。 

 
負責老師姓名：盧玉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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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20102010 至至至至 2011201120112011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設計與設計與設計與設計與應用應用應用應用科技科技科技科技科科科科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調適校本課程，優化課堂教學，積極配合新高中學制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 效 評 估成 效 評 估成 效 評 估成 效 評 估  

1. 配合學生能力，初中各級訂

定核心課程與延伸課程，並作

定期檢視 

比較初中各班的進度，各班

能完成訂定核心課程。 

中一及中二各班在設技課的能力上沒有太大的差異，所以並

沒有縮短課程，相反老師更鼓勵班內對習作特別有興趣及表

現良好的同學進行課後補課，使他們提高了習作的質素。 

中三級因以兩班分三組進行，3AB 和 3CD 兩組的安排出現很

好的化學作用，3EF 學生的創意並不低，部份學生較其他班

別的同學佳，所以提高學習的動力。 

2. 初中各科於每單元加入中

英語詞彙對照表，為學生提供

更多接觸英文的機會 

檢視科內的筆記，每單元也

有中英語詞彙對照表。 

每單元也有中英語詞彙對照表，但只能當作課外知識的詞

彙，未能加強生活中的英語能力，而很多的專用術語，學生

均未能完全緊記。 

3.中一、中三及中五級推行共

同備課，優化同儕習作察閱和

觀課，老師定期交流教學策略 

分析中一、中三及中五級學

生課業和習作的量與質，檢

討共同備課的成效。 

中一、中三及中五級每單元開展前，科內老師也共同備課，

訂出並分享教學策略，互相給予意見，使課堂安排及教學更

有效。 

 

4.舉辦科技創作活動，藉活動

提升學生對學習設技科的興

趣 

現場觀察及統計學生的回

應。 

全年設技組共進行 4 大項目，但活動比往年少，是因中五級

的學生的學習較為繁重，中四級參與的學生對項目的內容也

感興趣，表現不俗。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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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發展多元智能，體現五育人精神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善用體藝周及科技創作活

動，提升學生對不同科技領域

的能力和興趣。 

統計及分析參與活動的學

生回應 

全年設技組共進行 4 大項目，但活動比往年少，是因中五級

的學生的學習較為繁重，中四級參與的學生對項目的內容也

感興趣，表現不俗。 

2. 為高中修讀設計與應用科

技的學生，提供不同類別的户

外考察。讓學生由不同學習經

歷中得到市場中的產品設計知

識。 

統計所進行活動及學生活

動後的工作紙報告。 

今年度的中四同學參與了「四合一環保回收箱設計比賽」，雖

然未能獲獎，但這項比賽也屬於全港公開性的比賽，透過欣

賞別人的作品，使同學擴闊視野。 

3.科任老師積極參與設技培

訓，促進專業成長和交流 

統計參與的專業培訓數量。 在不影響課堂教學下，老師參與了兩次校外專業培訓。 

 

負責老師姓名：梁迪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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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000010101010 至至至至 2012012012011111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科科科科        全年工作檢討全年工作檢討全年工作檢討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調適校本課程，優化課堂教學，積極配合新高中學制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1. 1. 1. 1. 調適校本課程調適校本課程調適校本課程調適校本課程   

a) 初中按過往學生的能力及興趣設計本年的課

題，並按時因應學生的學習差異及實質情況

而作出彈性的調適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根據第一學段初中自評表的數據顯示，約 80%學生對本科的內容感興趣， 

自信心亦因而被提升，尤以中二級為主。但至第三學段，根據自評表的

數據顯示，只有 69%的同學認為本科能提升自信心，大多為中三級學生。 

b) 於初中設核心課程，並加設延伸部份以配合
學生所需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在第一二學段裏，中二及中三級的學生大致上能獨自完成習作。能力較

高的學生集中於 2B、2D、3B 及 3D 班。學生多較用心製作，習作素質亦

較佳。中一級(除 1B 及 1D 外)需較多的指引。至於第三學段，有 85%學

生能獨自完成習作及 89%學生能獨立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中二及中三

級個別班(2A、 2C 、3E、3F)亦因學習進度較快，故製作延伸課題習作，

成效良好。 

c)  高中選修班則於中四期間設核心課程，建立
學生的基礎，再於中五及中六期間讓學生按
個人的喜好及能力而選材及選題，提升學生
的自由度，配合新高中課程校內評核的要求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中四級學生於第一二學段完成指定的作品，並已於第三學段因應自己的

能力及喜好主題而完成創作最少一張作品。期望學生於暑假期間完成另

外兩件習作。至於中五級學生，則已完成 TSA 習作及報告，並已呈分。 

d) 提升各級學生接觸英文詞彙的機會，在教學
過程中滲入英文詞彙，並於室內或文具箱張
貼中英文對照的字咭，讓學生認識本科的特
定詞彙。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已於室內或文具箱張貼中英文對照的字咭，嘗試讓學生認識本科的特定

詞彙。不過，預期效果並不理想，因為欠缺應用或測考部份。 

給予學生的工作紙滲入少許英文詞彙，並讓學生朗讀字詞。不過，學習

效能或許只屬於短期記憶。建議於學期初派發詞彙表，並存於資料冊

內，期盼學生可以重温及牢固所學。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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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2. 2. 2. 2. 優化優化優化優化課堂教學課堂教學課堂教學課堂教學   

a) 藉共同備課、課堂研究等措施，加強課堂的

師生互動，優化同儕觀課，老師定期交流教

學策略及檢視課堂活動、工作紙的質量及提

問技巧。 

 

科務會議分享 1) 進展良好，任教老師經常於課後交流教學策略及檢討工作紙的成

效，有助修定及供下屆學生使用。 

2) 已於一月進行觀課，老師於分享會後有所得益。 

3) 已於四月進行   習作察閱及分享會，提升老師於批改習作的效能。 

4) 已於五月進行同儕課研及分享。 

b) 透過不同的學習策略，如給予學生作個人資

料搜集、小組製作、分組討論和滙報及出外

參觀等，令學生的自學、溝通、協作、思辨、

解難能力及審美能力得以提升。 

 

 

 

科務會議檢討 

學生成績的反映 

學生回應 

 

 

初中：部份習作為同學提供尋找資料及解難的機會，但暫未有以小組形

式製作讓學生溝通及協作。原本擬於復活節假期後進行集體創作，但課

題難於配合。建議於 2011-12 年教學計劃加入課題。 

高中：進展佳，透過製作 SBA 習作及報告時能運用各種共通能力。中四

級更於藝術評賞課中，透過分組討論和滙報的過程，加深評賞能力。另

一方面，本科舉辦了三次校內及十二次校外視藝展，拓濶學生的創作思

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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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3. 3. 3. 3. 配合新高中學制配合新高中學制配合新高中學制配合新高中學制   

a) 建立教學資源庫，把所有教材、筆記、工作
紙和測考卷等放置於內聯網，方便任教老師
共享教學資源，並作學期檢討及修訂。 

 

科任老師的反映 

教學資源庫定期被

更新 

成效良好，會繼續沿用資源庫及更新資料。 

b) 繼續於初中加入作品評賞課題，並製作簡報
及工作紙，滲入視覺藝術語言，為未來高中
考核內容作好準備。 
 
高中方面，於中四開始教授評賞部份，以段
落形式表達。 

科務會議檢討 

學生成績的反映 

學生回應 

 

 

中四五級進展良好，作答技巧及評賞能力亦有所提升。學生已懂用段落

文章作答。 

至於中一及三級單靠一兩節做工作紙，成效一般。礙於每次課堂時間緊

迫，故未有實行去年建議。本科建議於來年中一二級繼續加强學生認識

藝術詞彙，而中三級則試行彷效高中課程，製作作品集及相關連的習

作。高中方面，則集中加强訓練評賞技巧。 

c) 透過工作紙或視象日誌，讓初中學生慣於製
作前經歷資料搜集、起草圖及篩選過程，便
於高中作校內評核作品集的要求。 

科務會議檢討 

學生工作紙或視象

日誌 

學生回應 

初中成效良好，多能完成草圖及工作紙，但礙於學生未習慣資料搜集及

愛遺忘，故成效一般。 

高中選修生人數較少，便於老師追收及跟進，成效較佳。中四級開始製

作資料冊。 

d) 於中五及中六級因應學生的進度及應試能力
進行補課及小測，以確保學生有足夠信心應
付公開試。 

科務會議檢討 

學生成績的反映 

學生回應 

中五學生於第一學段進行補課。 

上學期考試合格率：90%  

校內測考合格率：90%  

下學期考試合格率：100 % 

中四學生於四月開始進行補課。 

中四校內測考：90%合格 

下學期考試合格率：100 % 

e) 由視藝、圖傳及音樂科共同協作，訂定中四
及中五藝術課節內容，讓所有高中同學有機
會經歷不同範疇的藝術活動。 

文化、藝術與科技

科聯席會檢討 

學生成績的反映 

學生回應 

中四級學生：90%以上學生能完成被安排的活動，成效理想。但礙於學

生知道成績不計入考試總分內，故部份學生不太認真。 

中五級學生：三月份由校外導師教授不同課程，並配合學生的意願。當

中，以中國藝術及默劇課程較吸引學生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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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發展多元智能，體現五育人精神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1. 1. 1. 1. 發展多元智能發展多元智能發展多元智能發展多元智能   

a) 善用周會、學術周，培養學生對藝術的興趣，
擴闊學生的視野，如外出參觀、舉辦展覽及
帶領學生參觀校外展覽等。 

 

科務會議檢討 

學生回應 

 

 

1) 已完成全年安排的藝術活動，反應良好。 

2) 體藝周已進行藝術活動，成效良好。 

3) 直至四月為止，舉行了五次與藝術教育相關的周會，成效良好。 

3) 舉辦了十五次校內及校外視藝展，成效良好。 

4) 五月四日時舉行藝術號快車聯校展，由本校主持開幕禮，並由學生

擔當司儀。 

b) 加強展示學生的作品、舉辦美化校園的活動
及鼓勵學生參加校外比賽，讓學生一展所
長，盡量建立他們的成功感及肯定他們的能
力，令他們發揮「懷自信」的五育人精神。 

科務會議檢討 

現場觀察學生反應

及堂上訪問 

 

1) 非常成功，不時展出學生作品，增強學生自信心。藝術號快車聯校

展，由學生擔當司儀，有助提升他們的自信心。 

2) 本年共參加了八次校外繪畫比賽，部份學生亦有獲獎，此能建立他

們的成功感及肯定他們的能力，發揮「懷自信」的五育人精神。 

c) 加強與音樂科及活動組的合作，培育學生不
同的藝術能力的機會，如表演藝術。 

科務會議檢討 

文化、藝術與科技科

聯席會檢討 

現場觀察及學生反

應 

暫未有活動 

d) 透過視藝學會，培養學生領袖，加強其主導
角色，培養其獨立思考和處事能力，發揮自
主及「敢承擔」的五育人精神。 

科務會議檢討 

學生回應 

初期學生身份太多，事務繁忙，故未有起動領導角色。第三學段，由

學生宣傳活動，讓學生較投入領導的角色。 

負責老師姓名：張玉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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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10101010 至至至至 2011201120112011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音樂音樂音樂音樂科科科科        全年全年全年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工作檢討報告工作檢討報告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調適校本課程，優化課堂教學，積極配合新高中學制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1. 調適校本課程：調適課程內容，因應學生的
興趣及能力，選取合適的教學內容，同時加
強小組合奏及創作訓練。調適評核準則，因
應學生水平，以多元代方法作評估，並作定
期檢視。 

 
2. 配合新高中學制：推行中四、中五兩年的校

本藝術教育課程，同時引入外間機構合作。 
 

1. 以年終的學生自評問
卷，分析學生對課堂內
容的掌握及興趣，並制
定多元化的評估方法。 

 
 
2. 以年終的學生自評問

卷，分析學生對課堂內
容的掌握及興趣。 

1. 大部份中一學生能掌握課程內容，上課表現投入，小組合奏表
現不俗。「一人一體藝」活動有助強化學生的樂理，對音樂的興
趣明顯有所提升。中二的上課時間不足，學生音樂水平參差，
大班表現投入，表現理想。小班則欠主動，表現一般。中三同
學對流行曲明顯有興趣，上課亦投入，習作表現尚算滿意。 

 
2. 中四藝術發展學生表現理想，大部份學生能完成習作。中五學

生要應付功課壓力，在藝術發展表現欠投入。第三學段引入外
間機構，部份學生表現良好，對新課題感興趣。 

 
全校關注事項(二)：發展多元智能，體現五育人精神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1. 發展多元智能：加強一人一體藝的音樂訓
練，中一學生必須接受半個學期的樂器課
程，學生必須有一次演出。挑選表現較理想
的學生作簡單的合奏，在體藝周中演出。同
時亦加強中二學生在合唱團、木笛隊、敲擊
樂班及樂器班的訓練，並增加學生的演出機
會，以提升學生的音樂技巧及自信心。 

 
2. 體現五育人精神—懷自信、互關愛、敢承

擔：透過活動日音樂比賽及社際音樂比賽，
提升學校的音樂氣氛，並加強同學之間的溝
通及歸屬感。 

 

1. 參與午間才藝表演的
學生人數 

 
2. 活動日班際賽及社際

音樂比賽的參賽人數。 
 
 
 
 
 
 

1. 一人一體藝：所有中一學生參與一項樂器訓練，完成課堂後有
一次演出。大部份學生表現理想，部份學生能加入管弦樂小組
合奏，或在專題研習演奏所學習的樂器。 

2. 藝術培養：所有中二學生參與一項藝術訓練，完成課堂後有兩
次演出。學生表現較參差，不投入的同學影響整體氣氛。學生
希望有更多不同類型的活動供選擇。 

3. 樂器深造班：中二、三學生可在一人一體藝中上課。完成課堂
後有兩次演出。學生表現良好，投入積極，主動練習。學生已
參加校際音樂節獨奏比賽，亦將參加皇家音樂學院考試。同學
已能組成管弦樂小組，在結業禮中合奏。 

4. 聯課活動：活動日音樂比賽，學生積極參與，氣氛良好。個人
賽參加人數超過 60 人，班際賽更有十三班參加。社際音樂比
賽，有初中、高中學生及老師參與，超過八十人，氣氛熱烈。
兩項活動時間掌握良好，限制表演時間能見成效。學生工作人
員亦已見成熟。 

負責老師姓名：陳藝琳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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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10101010 至至至至 2012012012011111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體育體育體育體育科科科科        全年全年全年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工作檢討報告工作檢討報告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調適校本課程，優化課堂教學，積極配合新高中學制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初中學生引入筆記，在資料中加入英
文詞彙，為學生提供更多接觸英文的
機會。 
 

學生在本科筆試
中能夠作答有關
題目。 
 

本科老師的筆記中有附有適當的英文詞語，例如中三、中六級的舞蹈課，以及中五
級「運動教育模式」課程筆記。本科大部分課堂安排於戶外進行，學生能夠摘錄筆
記的條件有限，經科務會議討論後，仍然維持將詞彙附在筆記上，或電子簡報上，
則比較符合本科情況。 

中六級引入「學生試教」部份，提昇
學生自學和溝通能力。 

由老師(及學生)根
據評量表內容，為每
位學生的試教表現
進行評量。 
 

學生能夠如期在下學年進行個人試教，尤其女同學的表現較突出，所有女同學都可
以進行每人一次，每次約二十分鐘的試教。而每位進行試教的學生更有準備教案。
學生較困難掌握動作要點，或者缺乏恰當的文字補充。 
至於男生由於人數較多，本年度改由小組方式進行試教。而試教表現(包括教案設計)
屬一般水準。部分學生對體育科的態度比較忽視，表現亦較為遜色。 
 

中五級引入「運動教育模式」課程，
提昇學生組織能力。 
 

學生能夠在學會組
織活動技巧後，成功
在課堂組織小型比
賽。 
 

學生對於組織比賽的感覺很新鮮，亦很投入參與課堂。部分在運動表現上卓越的學
生在是次課程中選擇擔任比賽統籌角色而非運動員，嘗試從不同層面體會運動的經
歷。 
另外，由於課程規定了學生組織某一項目的小型比賽，因此在練習的過程中，擔任
運動員角色的學生都自發地投入參與練習。 
 

嘗試引入實用急救及新高中體育課程
的課題於理論課及筆試中。 
 

老師於科務會議作
評估 
 

中五級的「運動教育模式」課程本身正是新高中體育科課程中，九項單元的其中一
項，成效顯然。 
至於急救課堂於本年度的課堂中比較缺乏，於科務會議檢討後，建議來年可作改善。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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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發展多元智能，體現五育人精神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於初中級引入不同類型的舞蹈課程，
安排學生分組編舞及同儕互評，培養
學生創造力和審美能力，擴闊學生視
野。 
 

學生回饋表、現場觀
察及科務會議評估 
 

本年度中一、中三、中四及中六級都有引入不同形式的舞蹈課。其中，中一級及
中三級男生則以健體操作為舞蹈課的基礎。整體而言，學生都投入參與有關課堂
練習，而且亦願意以小組形式進行舞步創作，學生對拍子的掌握亦漸漸加強，提
昇學生的創作能力。個別學生的表現有頗大參差，需要更多時間培養。學生透過
課節的自我評估表，除了作出自我檢視之外，亦對表現優異的同學加以肯定和讚
賞，提昇學生的審美能力。 
 

中六級引入「野戶鍛鍊」課程，包括
組織遠足及野營活動。 
 

學生參與有關活動
的人次及問卷回饋。 
 

由於中六級學生需要參與其他學科活動，以及需要組織社活動、參與比賽等，本
年度沒有機會參加本科的遠足活動。經科務會議商討後，安排下學年再作調整，
讓其他級別的學生參與。 

與活動組合作，在午間組織運動同樂
活動，從中服務初中同學。 
 

現場觀察及科務會
議評估 

藉三月下旬舉行體藝周，本科進行午間活動，例如「三分投籃王」、「足毽王」、「跳
繩王」等活動，並安排不同校隊學生進行服務。學生反應熱烈，服務生的表現亦
很投入、負責。本科亦與活動組合作，在禮堂舉行「電子體感遊戲」活動，初中
學生反應良好。 
 

推薦學生參加運動裁判或教練培訓課
程，繼而服務母校。 
 

根據參與人數 透過康文署的運動領袖計劃，本年度共有 16 位學生參與有關的指導員、裁判員及
運動行政課程，合共 37 項次。而該 16 位學生均來自本校籃球及排球隊的隊員。
與去年比較，參與人數上升達 100%(去年為 8 人)。 
 

舉辦中一運動體驗日，讓學生體驗我
校各類型運動，啟發學生參與運動的
興趣。 
 

根據學生參與有關
活動的問卷回饋、 
場觀察及科務會議
評估 

於 7月 19日至 21日一連三天早上，讓中一新生參與本校開設的12項運動項目(包
括籃球、足球、排球、田徑、舞蹈、武術、運動攀登等等)。學生反應熱烈，大部
分學生均喜歡此項活動。 
透過以上活動，新生可以及早發掘自己的興趣；從校隊層面而言，可以作為選材
的平台，盡快把有能力而又有興趣參與運動的學生歸納起來。 
負責帶領活動的學生均來自本校不同的校隊，藉著體驗日作為試點，讓他們帶動
中一新生參與各項活動，提升他們的領導才能，效果良佳。 
 

 
負責老師姓名：張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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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育中學五育中學五育中學五育中學 

學校全年支出報告學校全年支出報告學校全年支出報告學校全年支出報告    ((((2010201020102010----2011201120112011))))概要概要概要概要 

 

7. 7. 7. 7. 學校全年支出結算概要學校全年支出結算概要學校全年支出結算概要學校全年支出結算概要    
 

7.1            政府帳 7.2            學校帳 

擴大的營辦津貼 非擴大的營辦津貼 堂費帳 特別收費帳 
 

款項可在各細項帳目互通 
專項專用，赤字由擴大 

的營辦津貼及堂費帳支付 

支援政府帳未能照應 

的帳目 

支付學校自資添置的 

冷氣機及其營運費用和 

其他雜費 

全年實際支出 $5,690,433.15 $33,505,057.63 $448,223.05 $210,489.08 

小計 $39,195,490.78 $658,712.13 

總計 $39,854,20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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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7.3  7.3  7.3  運用運用運用運用『『『『學校發展津貼計劃學校發展津貼計劃學校發展津貼計劃學校發展津貼計劃』』』』工作檢討報告工作檢討報告工作檢討報告工作檢討報告    
  

 

預期目標預期目標預期目標預期目標／／／／工作及策略工作及策略工作及策略工作及策略  實施計劃實施計劃實施計劃實施計劃／／／／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預算預算預算預算  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為各科教師創闊空間以推行
課程改革，迎接新高中學制
和關注拔尖保底工作。 

聘用： 
1.英文教學助理 1名 
2.校園電視導師 1名 

$423,200  
$132,930 
$177,517 

 
 

$310,447 

1. 英文教學助理提供了行政
和文書人手支援，使教師可
專注處理學生學習上的拔
尖保底工作。此外，教師為
迎接新高中課程的轉變，也
有更多空間進修和準備新
高中課程。 

 
2. 為鼓勵學生多元發展，我校

特別續聘校園電視導師，除
帶領學生製作每星期午間
節目外，亦教授高中「藝術
教育課」，為中四、中五級
開設「電視電影」單元，甚
受學生歡迎。電視台導師更
帶領各級同學參加校外短
片比賽，獲得多個獎項，值
得讚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