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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校務報告校務報告校務報告校務報告    
 
我校創立於 1978 年，今年為創校第 37年。現將我校 2014-15 年度的發展概況，

報告如下： 

 
一、校舍規模 

 

我校由兩座校舍組成，為配合教學需要，主教學樓除了設有基本教室和實

驗室設施外，另增設電腦輔助教學室和創藝科技實驗室。新翼校舍建有圖書館、

多媒體語言實驗室及活動中心等。我校著重綠化校園環境，除建有 30周年校慶

紀念花園，天台亦綠化為環保庭園；「天台花園」由生物科師生多年來用心創建，

榮獲「環保建築大獎 2014 最高殊榮──主席大獎」。 

 

二、班級結構 

 

為加強照顧同學的學習差異，配合新高中學制的目標和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我校自 2008 年實施「小班教學」，調節師生比例，全校每班平均人數約 25 人。

全校各級均加開一班，中一至中五各有 5班，中六則有 6班，共 31 班。我校於

2013 年起更善用「小班教學」的優勢，聯同香港中文大學，由中一起發展「自

主學習」，有系統地進行課前預習，完成「導學案」，並於課堂上展示預習成果，

有效提升學習效能，讓同學成為學習主人。「自主學習」於本年度推展中二，進

展良佳。 

 

三、教職員工 

 

為提升教學質素，加強對同學的照顧，我校增聘額外人手，本年度全校教

職員共 104 人。教職員編制如下：校長及教師共 72人、社工 4人、輔導員 2人、

教學助理 3 人、校園電視台導師 1 人、資訊科技管理員 1 人、實驗室技術員 2

人、圖書館助理員 1人、特別室事務員 3人、校務處職員 7人及工友 8人。 

 

四、行政架構 

 

我校辦學團體為五育中學管治委員會有限公司，校董均為社會上的知名及

專業人士；校董們全力支持教師工作，帶領學校發展。為了進一步讓各持分者

參與學校管理，我校於 2008 年成立法團校董會，邀請恆生管理學院黃寶財教授

出任校董，提供專業意見，並加入教員、家長和校友校董，共同為學校發展出

一分力。我校更設有由各級級會代表組成的學生諮詢委員會，透過師生交流意

見，有效優化學校的各項政策。學生會代表更參與校務委員會，與各組別主任

一同檢討及制訂學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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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關注事項 

 

本年度的關注事項為： 

（1） 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2） 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在優化校本課程方面，我校推行「六年一貫」課程，加強兩文三語的栽培，

鞏固同學的學習基礎，以銜接新高中課程。我校持續與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

校改進計劃」協作，推行科本課堂研究，優化各科的教學策略及成效；同時，

推行同儕習作察閱及觀課，加強教師專業交流。我校自上學年在中一級引入「自

主學習」，本學年推展至中二級，以同學為中心，加強課堂互動，讓同學有分組

討論、匯報、互評等學習機會，提升學習能力。我校更進一步強化電子學習平

台，活用網上資源，讓同學更有效地發展自學能力，積極投入學習。2014 年 11

月，我校更開放課堂，與友校分享「自主學習」的發展。為加強對同學課後支

援，我校組織周六公開試增潤班、全港性系統評估應試課程，讓同學掌握應試

技巧，提升公開試成績，效果良佳。 

 

自 2011 年，我校喜獲九龍倉集團「學校起動計劃」（Project WeCan）資助，

與會德豐地產結成合作伙伴，推展多元化的學習活動。當中如中一級的「一人

一體藝」、中二及中三級的「體藝培養」課程，均啟發及培育了同學的多元潛能，

同學屢獲殊榮。再者，透過校園電視台、周會、全方位學習日、生涯規劃、職

場體驗計劃、師友計劃、義工服務等活動，豐富同學的學習經歷，培養同學成

為堅毅、盡責、自信和敢於承擔的未來領袖。本年度，五育師生繼續擴展境外

足跡，如中二級肇慶學習團、高中梅州通識學習團及韓國首爾學習團。自 2013

年起，每年暑期均舉辦「會德豐傑出學生境外學習團」；26位在不同範疇表現傑

出的中一至中五同學，獲會德豐全費資助，於 2014 年 8月前往台中學習；我校

正積極籌備於 2015 年 8月前往大阪，以鼓勵同學追求卓越。凡此種種，均希望

同學拓闊視野，成為「懷自信、互關愛、敢承擔」的五育人。 

 

六、學校起動 

 

由 2011 年起，我校有幸參與「學校起動計劃」（Project WeCan），每年獲得

會德豐地產撥款$2,000,000，為期 6 年，總資助額高達$1,200,000。本學年是

計劃的第 4 年，我校秉承過去 3 年的寶貴經驗，透過以下發展項目，繼續為同

學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經歷： 

 

1. 自主學習支援 5. 全人教育培訓 

2. 創意教育發展 6. 藝術體育培養 

3. 課後學習增益 7. 商校生涯規劃 

4. 會德豐獎學金 8. 教師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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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劃除資助同學參與不同的校內外活動外，會德豐地產有限公司黃光耀

董事更帶領公司同事，為我校同學籌辦多種別具特色和意義的活動，並與本校

老師及香港中文大學的專家結成伙伴，一同參與培育同學的工作。今年活動包

括 3D打印工作坊、「師友計劃」英語活動、「趁墟做老闆」2015 展銷會攤位、香

港小交響樂團表演、會德豐有限公司業績發佈會、電影《爭氣》優先場等。今

年我們續辦「學校起動計劃——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我校師生與友校分享過

去 3 年經歷。衷心感謝會德豐地產有限公司、九龍倉集團、香港中文大學對我

校員生的支持，全面支援我校發展，一同培育同學成才。 

 

七、專業發展 

 

我校教師的平均教學年資為 11 年，具有碩士學歷的教師有 29 人。面對新

高中課程改革，以及全球一體化為香港帶來的競爭，要培育高質素的五育人，

老師的專業成長及職員的共同努力是不可或缺的。本年度我校繼續獲得香港中

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中各學科的專家團隊支援，與全校教師分科、分

級進行課堂研究和自主學習研討，當中包括同儕觀課及習作察閱等，以優化課

堂內外的學習效能。除參與「學校起動計劃¬¬──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外，

我校更參與由香港中學校長會主辦的「自主學習網絡聯校教師發展周」。另外，

我校一向非常關注同學的不同需要，感謝教育局教育心理學家到校進行「如何

協助不同特別需要的學生」工作坊，讓老師更有效地照顧同學。學校良好的運

作亦有賴職員的努力付出，我們於 9 月舉辦了職員培訓工作坊，一同重溫我校

的歷史及使命，並探討優化學校運作的策略。 

 

為配合小班教學、發展自主學習和提升學習效能，我校繼續增聘教師。為

了讓新教師能盡快適應我校文化，我們特意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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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供課堂觀摩和交流分享的機會。另外，

教職員評鑑制度更為同工提供科組內溝通及自我檢視的機會。專業發展組更與

學生會合辦「傑出教職員選舉」，以表揚教職員的卓越表現。 

 

八、課程設計 

 

為照顧同學的學習差異，提升學習效能，我校在中一至中六級推動「小班

教學」，並善用小班優勢發展「自主學習」。初中各級制訂核心及延展課程，有

效地銜接新高中課程。初中部分班別更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培養同學兩文

三語的能力。為增加學習英語的機會，逢星期三為英語日，早會由英語大使輪

流主持和分享，並組織午間及課後活動。朗誦更是培養同學語文能力的良好方

法；各級均有同學參與校際朗誦節獨誦及小組朗誦，中一至中三級部分班別亦

參與集誦訓練，中一級：英文集誦；中二級：普通話集誦；中三級：粵語集誦。

為銜接新高中課程，中一至中三級開設校本通識教育課程，幫助同學掌握通識

教育科的內容及學習技巧。此外，校本藝術教育課已在中四至中五級全面推行，

豐富同學的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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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教室學習」是我校的課程特色。今年 1 月和 4 月均設有「全方位學

習日」，為各級同學設計不同學習活動，中一級為「遊走中上環」，同學穿梭於

中、上環區，尋找歷史和文化景點；中三及中四級為「社會認知」，同學走進社

區，探訪基層市民，了解他們的生活，服務人群；中五級設有「職場參觀」，同

學前往不同的企業機構，認識工作世界，了解不同工作的苦與樂；中二級更走

出香港，前往肇慶考察，體驗當地文化，認識祖國的城市規劃。我校更舉辦高

中梅州通識學習團及韓國首爾學習團，每年暑期更組織「會德豐傑出學生境外

學習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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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後支援方面，為加強照顧同學的學習差異，中一、二級每星期設兩天「課

後自主學習課」，讓同學進行有系統預習，完成「導學案」；中三級各主科逢星

期一設「全港性系統評估應試課程」，逢星期四則課後設有鞏固班，由我校老師

提供學習輔導；我校引入校外資源，逢星期六為初中同學組織「啟導學習計劃」，

提供免費小組功課輔導，更設有獎學金；高中每星期進行 3 天補課，補課表每

月派發，並加設「周六公開試增潤班」，由會德豐地產資助。透過一系列課後支

援，全面提升各級同學的學習效能。 

 

九、閱讀學習 

 

我校積極推廣閱讀文化，培育同學成為懷自信和敢承擔的閱讀大使，訓練

其獨立思考及處事能力，成為學生領袖，帶動校內閱讀風氣。為了建立良好的

閱讀學習風氣，我們舉辦不同的書籍分享活動，例如初中的班內書籍分享、級

際的書籍推介比賽、書介短片及早會的書籍分享活動，以推動校園的分享文化，

營造校園的閱讀氣氛。除了書籍推介活動，我校舉辦了讀書報告比賽、書籤設

計比賽、「好書為你買」及環保書墟等活動，全面推廣閱讀文化。此外，我們每

月按時推行科本閱讀計劃，希望同學多接觸不同學科的課外書籍，拓闊視野；

為增強同學的時事觸覺，逢星期二、四早讀時段，同學閱讀德育文章、中文及

英文報章，緊貼時代步伐。 

 

今年 3 月，我們更邀請作家范建梅女士到校主持閱讀講座，讓同學接觸不

同類型的書種。12 月和 3 月先後舉辦大型書展，並在圖書館內設有新書展覽，

為同學提供更多元化的選擇，吸引其自主閱讀。 

 

十、學習評估 

 

在 2014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我校所有同學在物理、歷史、視覺藝術科

均考獲第 2 級或以上的成績；同學在物理科表現尤其突出，考獲第 5 級或以上

的同學達 45.5%。學業增值指標方面，2014 年增值數據優良，物理科繼 2012 年

後，2014 年再次成為「全港增值之冠」；核心 4 科(中文、英文、數學及通識教

育科)則為全港首 5%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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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評估方面，在上學期考試及下學期統測後，我校均舉行家長日。透過

班主任與家長面談，一同勉勵及輔導同學。校長亦於家長日與各級考獲前 5 名

的同學及其家長面談，嘉許同學優秀的表現。 

 

十一、資訊教育 

 

我校喜獲「學校起動計劃」(Project WeCan)資助，更新學校的電腦系統，

並添置平板電腦，發展電子學習。本年度亦得到三星集團(Samsung)資助，獲得

30 多台平板電腦。現時我校共擁有逾 80台平板電腦及逾 300 台桌面電腦。我校

全部課室已安裝液晶體投影機及鋪設電腦網絡，並設有實物投影機，提升同學

的學習效能。配合「自主學習」發展，中一及中二級課室、禮堂、操場及食物

部均設有無線上網系統，並於來年擴充至其他樓層。我校更購置數碼攝錄套裝，

供中、英文科老師拍攝口語訓練情況，讓同學了解自己的學習表現。逢星期五

下午班主任課，校園電視台更會播放校園生活片段和各類多元化節目。今年嘗

試透過網上視頻分享網站(Youtube)作直播，讓同學重溫多姿多彩的校園生活。 

 

十二、學生輔導 

 

我校致力推行各類輔導活動，培養同學自信自愛、勤奮信實、堅毅守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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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揚校訓「立

己達人」的精神。近年我校著力建立校園「正面文化」及推動「班級經營」。在

初中實行雙班主任制，全校各級設有兩位級主任，初中各級更由輔導及訓導老

師擔任級主任，加強對各班同學的照顧。我校亦透過中一導入計劃、朋輩輔導

計劃、關愛周、生命教育周、雙月生日會、班級經營活動及義工服務，提升同

學「互關愛」的精神。我校透過「雙月之星」選舉、「自我成就獎勵計劃」及「好

人好事」的表揚，嘉許行為表現良好的同學。 

 

為加強對同學的品德教育，我校善用周會時間，舉行多元化活動。為豐富

中四級同學的其他學習經歷，我校連續多年舉辦「長幼一家、關愛互傳」探訪

獨居長者活動，並獲得家長會支持，實踐家校合作，讓中四同學得以服務社會。

同時我們透過「公益少年團」及「義人行」計劃，鼓勵同學積極參與義務工作，

例如「樂施滅貧利是收集活動」、「領犬義工計劃」及探訪露宿者，親身體驗施

比受更有福的道理。我校又透過輔導課、性教育輔導書籍閱讀計劃、「關愛周」、

「生命教育周」、「五育關愛社區學院計劃」及一系列禁毒講座及活動，並配合

環境布置，向同學灌輸正確的價值觀及協助同學建立健康積極的人生觀。同時，

在全方位學習日，透過團隊訓練如律己訓練營及歷奇挑戰營，提升中一及中二

同學的自信心、堅毅意志、溝通技巧、解難能力及團隊合作的精神。「I Care 個

人提升小組」亦透過服務他人和欣賞探索自我短片等活動，提升同學的關愛精

神和自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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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設有「朋輩輔導計劃」，50位朋輩輔導員定期接受培訓，並於每天午膳

時間到中一各班，關顧中一同學學習及校園適應的需要，建立歸屬感。同時又

協助社工於中一級推行「暴風行動」，配合我校發展「自主學習」。我校亦透過

「新來港兒童校本支援計劃」，開辦英語文法班、英語電影欣賞活動及認識香港

的戶外活動，協助同學盡早適應本地學習模式。我校外購了言語治療及職業治

療服務，幫助有需要的同學提升溝通和閱讀技巧等。我校更參加教育局的「校

本教育心理服務」計劃，教育心理學家會定期到校，為同學提供專業評估和輔

導服務。我校共有 4 位社工及 2 位輔導員，為同學作個別及小組輔導，並組織

課後活動，例如：社交小組、藝術治療小組、個人成長小組、義工小組、短片

製作班、功課輔導班、探訪及戶外活動等，提升同學的自信和學習能力。此外，

透過一連串家長教育活動，提升家長與子女的溝通技巧，建立和諧家庭，從而

協助同學健康愉快地成長。 

 

十三、駐校社工 

 

駐校社工由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委派，與教職員一起為有需要的同學及其家

長提供適切的輔導服務，建立正確人生觀。除了個案輔導外，社工以輔導小組

協助同學身心靈的成長、提升同學與人溝通及解難能力，並引入藝術媒體，如

劇場、繪畫和默想等，讓同學表達情感，規劃未來，並建立積極態度，發揮正

能量。同學在「論壇劇場」中，與觀眾即場互動，解決問題，學習從他人的處

境去看事情，增加同理心。本學年其中一個成功演出的劇目為〈無得揀？有得

揀！〉，讓同學思考社會上欺凌問題；另一劇目〈對罵！對話……〉源自同學的

生活經歷，於家長會就職典禮上首度演出，與家長們即場互動，探討父母與子

女溝通的有效方法。 

 

為提升同學對壓力的關注及處理情緒的能力，社工組織「I am myself 情緒

處理小組」，以「畫出我心」的藝術介入手法，幫助同學抒發情感，並在生命教

育周，引發同學對精神健康的關注，提供處理壓力的方法。此外，同學與香港

青少年服務處和香港知專設計學院電影電視學系合作拍攝微電影〈最好的藥〉，

體會精神健康的重要。〈黑暗劇場〉亦是傷健共融的活動，讓同學體驗殘障人士

的心路歷程，學習了解及欣賞別人。  

 

社工引入各方資源，讓同學放眼世界，回饋社會。本學年申請「義人行」

學界義工計劃，推動「共通、共融、共享」，同學透過自創活動與精神病康復者

一同服務護理安老院的長者。我校亦成功申請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的資

助，舉辦第二屆「與你心共奏」與青少年對談家長藝術工作坊，家長近距離與

同學對談溝通，共同創作，互相交心，增進彼此了解，並提高對家庭成員的體

諒和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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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公民教育 

 

我校德育及公民教育發展分五大範疇。性教育方面，本年度組織了「性在

有愛」和「寧缺勿濫」講座及工作坊，並以「性罪行」為主題製作德育文章，

供同學星期二早會一同閱讀。時事及公民教育方面，公民大使於每周一主持早

會及評論時事，並布置時事展板和舉辦十大新聞選舉。國民教育方面，我校舉

辦「國慶周」，由公民大使組織一系列活動，如國事評論、「兩岸大事回顧」展

板。健康教育方面，我校除鼓勵同學在旅行和聖誕聯歡會中愛護環境、珍惜食

物外，亦參加香港營養學會的「Wellness4U 計劃」，組織同學參與微電影製作比

賽、講座和餐單營養分析等活動。品德教育方面，逢星期一早會，德育及公民

教育組老師和公民大使與同學分享德育及哲理故事；逢星期二早讀時段，德育

及公民教育組和通識教育科共同編訂德育文章供初中同學閱讀，以「我與個人」、

「我與社會」及「我與自然」三大範疇為品德主題。我校亦安排廉政互動劇場，

帶領同學參觀廉政公署。開學首兩個月，我校組織「禮貌雙月」，建立有禮校園。

本年度亦安排了中二級同學作老人服務，繪製摺扇送贈 

 

十五、訓導工作 

 

我校訓導老師、級主任、班主任及科任老師互相配合，共同肩負指導和訓

誨同學的責任，使同學明辨是非、遵守校規，培養高尚的情操。我校透過獎懲

制度，幫助同學了解行為的是非準則，建立正確的自我價值觀，培養積極、正

面的生活態度，達致「立己」的目標。本年度我校更加強領袖生的培訓，透過

步操、訓練營等活動，培養領袖生敢承擔、重視團隊合作的精神。通過班長、

領袖生的協助，培養同學自治和自律的能力，實現「達人」的精神。我校善用

星期四下午周會，協助同學建立積極、正面的價值觀。我校亦以「考勤獎」和

「操行獎」嘉許守時勤奮的同學，樹立良好榜樣；並設立「守時計劃」及「向

善計劃」，鼓勵同學克盡己責。我校更透過「班際清潔及秩序比賽」及「叻仔叻

女日日賞」計劃，鼓勵各班營造積極進取、和諧愉快的學習氣氛。 

 

十六、生涯規劃 

 

我校致力為同學組織「六年一貫」的生涯規劃，讓同學了解個人需要、興

趣和能力，確定個人發展方向和目標。初中方面，我們繼續與聖公會(沙田)協

作，為中一、二級舉辦「職志探索坊」及「職志前哨坊」，透過有趣的活動，讓

同學探索個人興趣及升學就業之間的關係。選科方面，除家長日為中三級舉辦

選科講座外，亦透過模擬選科活動，讓同學按個人志趣和能力作出明確抉擇。 

 

高中方面，中四級舉行「理想點．你想點」活動，各同學訂立短、中期目

標。透過「學校起動計劃」，中四升中五同學於暑假期間參與「職場影子體驗計

劃」，前往會德豐、九龍倉集團不同業務單位進行 3至 4星期實習，了解職場實

況。我校更與會德豐地產組織「師友計劃」，由「職場影子體驗計劃」同學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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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豐義工以「一對一」形式結成「師徒」，一同參與一系列英語活動，並由義工

導師給予同學全方位的支援，直至中六畢業。中五級同學亦受惠於「學校起動

計劃」，配合英文科選修單元(Workplace Communication)，於全方位學習日到

九龍倉集團多個業務單位(如有線電視、香港空運貨站、One Island South 等)

參觀，讓同學認識不同行業運作及入職要求。透過科組協作，地理及旅遊與款

待科同學參觀民航處總部，經商科同學參觀連卡佛，加強生涯規劃。各中六同

學則透過大學聯招小組輔導、大學參觀、學友社家長講座及聖公會模擬放榜等

活動，增進對多元出路的了解，建立適切的發展目標，增加學習動力。九龍倉

及會德豐致力栽培我校同學成長，於 2014 年集團更首推「在職培訓計劃」，為

我校畢業生提供就業機會，並與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合作，提供在職培訓課程。 

 

我校積極推薦同學申請校外獎學金。我校同學積極求進，連續 3 年獲得全

港「青苗十大進步獎」，今年得獎同學 5B王施慧更獲主辦單位邀請，拍攝影片，

分享成長經歷；6A 李嘉慧、5B 黃詩婷及 5B 李學文獲「明日之星──上游獎學

金」；6E 江佩宜獲「應用學習獎學金」；6C 王惠群獲「尤德爵士紀念獎學金」；

3E陳穎雅及 3E 鄭梽龍獲得「夢想成真學習計劃助學金」。 

 

十七、聯課活動 

 

我校設有 37 個活動小組，分為學術、藝術及興趣、體育和服務 4大類，以

發展同學潛能，培養與人相處及領導的技巧，栽培「懷自信、互關愛、敢承擔」

的五育人。為提升同學水平，大部份體藝項目如賽艇、運動攀登、單車、武術、

樂器和球類等，均聘請校外專業導師。我校有幸獲得「學校起動計劃」資助，

自 2011 年成立管樂及敲擊樂團、划艇隊及單車隊，添置大型樂器及體育器材，

包括 16台不同類型的中國鼓、定音鼓及划艇機等，提供多元學習機會，培養終

身興趣。同學表現出色，獲得多個校外獎項。我校更成立「會德豐傑出體藝成

就獎」，每年嘉許在運動或藝術方面有出色表現的同學，獲獎的 5位同學更會在

暑期參加「傑出學生境外學習團」，今年 8月將前往日本大板。 

 

為栽培同學的體藝潛能，我校於2008年起為中一級同學開設「一人一體藝」，

逢星期五下午4:00-5:30，全級中一同學在上、下學期分別參與樂器及運動培訓。

為延續同學的體藝經歷，於 2010、2012 年分別為中二及中三級增設｢體藝培養｣

課程，逢星期二下午 4:00-5:30，兩級同學均參與一項體藝項目。由 2014 年起，

初中同學聯同高中｢藝術教育｣課程的同學，於 5 月周會上進行｢藝萃大匯演｣，

與全校師生分享藝術學習的成果；演出的同學受到師生和家長讚賞，大大提升

自信。我校同學積極參加校外比賽，在田徑、單車、舞蹈、敲擊樂、烹飪、啦

啦隊、設計、環保、朗誦、演講、辯論、寫作及短片製作各方面表現優異，收

穫豐盛。 

 

我校定期舉辦大型活動，由學生會及各社幹事統籌，包括：各項社際比賽、

社員同樂日、班際音樂比賽、午間和試後活動等；其中社際比賽方面，本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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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長跑、籃球、排球、啦啦隊、辯論及音樂劇比賽，讓同學在不同範疇為社

爭光，展現才華。各小組及社得以順利運作，全賴學生領袖的策劃。為加強培

訓出色的領袖，我校於 7 月上旬完成學生會、社幹事選舉，各學生領袖於暑假

除參加校本歷奇領袖訓練外，亦規劃全年學生活動，為全校師生創建繽紛的校

園生活。 

 

十八、學生會務 

 

學生會自 1979 年 2月成立。學生會內閣由全體同學於 7月以一人一票方式

選出，讓幹事有更充足時間規劃新學年活動。本學年學生會幹事表現相當積極，

感謝 5B彭麗瑩主席用心帶領，與幹事們致力推行多樣化的活動和社際比賽，如

校長盃師生比賽，增進師生感情。學生會亦舉辦二手課本買賣服務、售賣文具、

提供雨天借雨傘服務等。學生會幹事亦定期會見校長，並參與校務委員會會議，

參與校政制訂，並反映同學意見，為同學謀福利。 

 

十九、家校合作 

 

家長會於創校時成立，至今已有 37 年。家長會幹事共有 13 人，每月第 1

個星期五晚上召開例會，邀請校長、副校長、助理校長及社區聯絡組老師列席，

共同討論學校事務，為營造理想的學習環境而努力。家長會舉辦多元化活動，

包括中一家長迎新活動、家長敬師日活動及新春行大運等。家長會亦與輔導組、

社工合作舉辦一系列的家長教育活動，如探訪獨居老人，亦鼓勵家長參與校外

講座，讓家長更關注子女成長，促進親子關係，加深家長對新學制及生涯規劃

的認識。家長會更積極參與學校發展工作，例如協助學校籌辦沙田中學巡禮的

推展活動、捐贈獎學金、甄選食物部及午膳供應商和贊助學校購置文具等，發

揮「家校合作」精神。 

 

二十、校友會務 

 

校友會於 1985 年註冊為法定社團，團結各屆校友，共同關心學校發展。校

友會每年舉辦不同活動聯繫校友及老師的友誼，讓校友聚首一堂，分享近況，

緬懷過去的校園生活。校友會亦經常召集會員，協助我校推行各項工作，如在

公開試放榜日輔導應屆畢業生，本學年第 1 學段多位校友更重返母校，與師弟

妹分享升學及就業的苦與樂，推動「生涯規劃」。 

 

二十一、回顧前瞻 

 

總結 2014-15 學年，我校師生收穫十分豐盛！衷心感謝會德豐、九龍倉及

香港中文大學全力支援，與我校教職員攜手努力，用心栽培「懷自信、互關愛、

敢承擔」五育人，致力落實 2012-2015 三年計劃的兩個關注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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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2) 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我校自 2011 年 9月參加「學校起動計劃」，同學表現良好，持續增值。我

校同學連續 3年獲頒「全港青苗十大進步獎」。教育局於 2014 年 10 月發放了第

3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業增值指標，總結過去 3屆成績，我校同學增值表現如

下： 

香港中學文憑試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核心核心核心核心 4444 科科科科    

(中+英+數+通識) 
全港首首首首 25%25%25%25%增值 全港首全港首全港首全港首 5%5%5%5%增值增值增值增值 

最佳最佳最佳最佳 5555 科科科科    全港首首首首 25%25%25%25%增值 

中文、通識教育 全港首首首首 25%25%25%25%增值 全港首全港首全港首全港首 5%5%5%5%增值增值增值增值 

英文、數學 全港首首首首 25%25%25%25%增值 

物理 2012 及 2014 年均為「全港增值之冠全港增值之冠全港增值之冠全港增值之冠」 

 

我校員生盡展潛能，本學年獲得全港及地區比賽獎項，包括：全港鋼琴冠

軍、香港國際無伴奏合唱季軍、香港演藝音樂節管樂及敲擊樂團全場總季軍、

短片製作金獎、學校舞蹈節優等獎、渣打馬拉松啦啦隊季軍、學界越野賽及長

跑賽男女子各組均獲團體獎盃等；同學亦於全港中學生視藝展獲頒金、銀獎，

並於 1月接受無線電視和商業電台訪問。環保教育方面，我校同學於「創新能

源項目 2014」設計比賽獲得全港冠軍，除獲得豐富獎學金外，同學更有機會前

往韓國作環保考察；五育天台花園由師生多年用心建構，於 11月獲得香港綠色

建築議會「2014 環保建築大獎」最高殊榮——主席大獎，並先後接受不同傳媒

專訪，包括：DBC 電台、南華早報、星島日報、東方日報和頭條日報等。感謝傳

媒給予我校員生的學習機會，肯定同學的傑出表現。 

 

我校取得上述佳績，正是延續著上學年教育局校外評核隊伍所指：我校專

業團隊關心和愛護學生、協作文化濃厚、勤力工作，加上家長的認同和信任、

學生的積極和盡責、校友的支持和協助，令我校提供不同機會予每位學生發展

所長，成功營造多元化學習的氛圍。 

 

學校是由孩子與教職員共同建立、一同學習、實踐夢想的地方！回顧過去 3

年計劃，學校發展良佳。我校的持續增值，正正是會德豐、九龍倉、香港中文

大學同事，以及我校員生全情投入的成果。展望未來，我校會繼續善用「學校

起動計劃」及香港中文大學的支援，把握小班優勢，配合電子學習，持續發展

「自主學習」，讓同學成為學習主人；我們亦會深化學生培育工作，積極拓展同

學的學習經歷，培養同學「熱愛生命」的優良品格，栽培具備 4E(Energy 活力、

Energize 鼓舞、Edge 膽識、Execute 執行力)的學生領袖，發揚校訓「立己達人」

的精神。教師團隊亦會繼續營造多元學習的氛圍，與會德豐、九龍倉和香港文

大學攜手協作，提供優質教育，用心栽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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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八月 
� 學校起動計劃：職場體驗影子計劃，中四升中五同學前往會德豐及九龍倉集

團業務單位進行暑期工作實習。 

� 學校起動計劃：無止橋重慶服務學習計劃。 

� 會德豐獎學金：傑出學生台中學習團。 

� 「創新能源項目」設計比賽 2014 冠軍隊：韓國環保考察。 

� 中一新生導入課程──自主學習體驗。 

� 中五升中六暑期上學課程。 

 

二零一四年九月 
� 開學禮，由會德豐及九龍倉執行董事兼集團財務總監徐耀祥先生蒞臨主禮，

並頒發第三屆「會德豐獎學金」。 

� 學校起動計劃：中四級生涯規劃日營。 

� 學校起動計劃：「師友計劃」聚會及起動禮。 

� 學校起動計劃：美聯物業加入「學校起動計劃」記者招待會。 

� 學校起動計劃：第二期啟動禮暨電影《爭氣》優先場。 

� 學校起動計劃：會德豐地產有限公司黃光耀董事與中一及中四同學對話。 

� 學校起動計劃：「在職培訓計劃」起動禮。 

� 中一及中二級全面推行「自主學習」，每星期設有兩節課後「自主學習」課。 

� 閱讀學習組舉辦「從閱讀中學習──環保書墟」、第一學段老師書籍介紹。 

� 學生會交職、服務生授章暨運動員宣誓典禮。 

� 學生會聯同家長會合辦「敬師日」活動。 

� 學生會與校長分享全年工作計劃。 

� 開展中一級「一人一體藝」及中二、中三「體藝培養」課程。 

� 體育科開展「晨跑」練習。 

� 上學期旅行及旅行攝影比賽。 

�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舉辦「渣打理財講座」、校友分享會。 

�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舉辦「禮貌雙月」、「國慶周」。 

� 輔導組舉辦「關愛周」及師生競技賽。 

� 同學參與「樂在耆中新春長者聯歡會」義工服務。 

� 城門河賽艇賽獲得男子 2000 米季軍。 

 

二零一四年十月 
� 教育局公布第三屆香港中學文憑試「學業增值指標」，我校同學增值表現優

異，核心 4科(中、英、數、通識)為全港首 5%增值，物理科繼 2012 年後再

成為「全港增值之冠」。 

� 學校起動計劃：聯校教師發展日，我校師生分享過去 3年教學成果。 

� 學校起動計劃：創意教育 3D打印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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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起動計劃：單車隊參與長春社山嶺綠騎 2014 比賽。 

� 第 37屆陸運會，由屈臣氏田徑會主席徐惠芬女士主禮，會德豐地產有限公

司梁志堅董事頒獎。 

� 家長會就職禮暨家長晚會，由會德豐地產有限公司常務董事黃光耀先生主

禮。 

� 英文科舉辦「英文科問答比賽」、「Halloween Ghost Hunt」及「Movie Quiz」

活動。 

� 通識科同學參與廉政公署講座。 

� 歷史科同學參觀「甲午──戰與爭」展覽。 

� 設技科參觀「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十日節展覽』」。 

�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舉辦中六升學講座、帶領同學參觀各間大學。 

� 輔導組舉辦「論壇劇場戲劇訓練計劃」表演活動、「Make it easy」中一適

應小組。 

� 學生會組織社際長跑比賽、中一級社際同樂日、中三級午間閃避球活動。 

� 6A 周秀銘、吳綺樺、鄺穎恩獲頒「2014 張永賢律師奮進獎學金──創意思

維」。 

� 我校同學獲兩地一心「夢想的力量」全港學界比賽短片組季軍。 

� 我校同學獲「2014 年香港國際無伴奏合唱比賽中學組──人聲樂團」季軍。 

� 我校同學獲 2014 單車外展教練計劃計時賽（第 1回合）男子乙組季軍。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 
� 「五育天台花園」獲香港綠色建築議會「2014 環保建築大獎」最高殊榮─

─主席大獎。 

� 學校起動計劃：師友計劃──英語攝影同樂日。 

� 《星島日報》報道會德豐與我校合辦「師友計劃」活動。 

� 《都巿日報》報道會德豐與我校籌備活動，協助同學規劃未來。 

� 參與香港中學校長會「自主學習聯校教師發展周」，開放中、英及物理課堂，

與友校交流。 

� 中一級「自主學習」工作坊，與香港中文大學協作。 

� 英文科舉辦聖誕咭製作比賽。 

� 科學科舉辦中一級科學常識問答比賽。 

� 輔導組組織「朋輩輔導員訓練營」、「黑暗劇場體驗活動」、「無障礙城巿定向

2014」。 

� 訓導組舉辦「領袖生訓練營」。 

� 活動組聯同划艇隊舉辦中三級划艇比賽。 

� 3 位同學獲得特區政府「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 

� 我校同學獲校際朗誦節中二級英詩獨誦第 3名。 

� 我校同學獲「香港青少年鋼琴比賽」第 1名。 

� 我校同學獲「香港國際無伴奏合唱比賽 2014」季軍。 

� 舞蹈組獲第 35屆沙田區舞蹈比賽爵士舞公開組金獎、爵士舞公開組銀獎。 

� 我校同學獲沙田及西貢區學界越野賽男丙團體亞軍、女甲及女丙團體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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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攀石隊參與「第十二屆黃何盃攀爬挑戰賽攀岩抱石賽」。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 《星島日報》、《南華早報》、《明報》及《頭條日報》報道五育天台花園獲得

「環保建築大獎──主席大獎」。 

� 6B 黃美華、6A 林馨雨獲「全港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金、銀獎。 

� 6E 江佩宜獲「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特別嘉許獎。 

� 會德豐地產有限公司及我校合辦「2014 小學多元繽紛同樂日」，共 795 人參

賽。 

� 學校起動計劃：匡智會聖誕咭設計比賽頒獎禮。 

� 學校起動計劃：「趁墟做老闆」2015 展銷會學生工作坊。 

� 歷史科同學參觀「俄羅斯宮廷文物展」。 

� 生物科接待「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地球保源行動」友校教師，參觀「五育天

台花園」。 

� 科學科舉辦「水晶膠工作坊」、「中三級化驗王大賽」。 

� 視藝科參與「沙田節──中小學聯校視藝展」。 

� 長笛小組、木管小組、敲擊樂隊及無伴奏合唱小組參與「聯校音樂表演」。 

� 活動日舉辦「聖誕歌唱比賽」及聖誕聯歡活動。 

� 家長會佈置校園，同慶聖誕佳節。 

� 中四義工服務──「長幼一家‧關愛互傳」探訪獨居長者活動。 

� 輔導組舉辦香港特色遊、論壇劇場表演、「跳出校園、關懷社區」攤位活動。 

� 童軍舉辦「新春鶴藪露營」。 

� 校際朗誦節英文組獲多個獎項。 

� 我校同學獲「看得見的共融」短片比賽冠軍。 

� 舞蹈組獲「夢想舞蹈」街舞比賽亞軍、「動感沙田、舞走毒品」舞蹈比賽中

學組季軍。 

� 划艇隊獲香港校際賽艇錦標賽雙人艇（雙槳）1000 米季軍及四人艇（雙槳）

1000 米季軍。 

� 我校同學獲 2014 單車外展教練計劃計時賽(第 2回合)男子乙組季軍。  

� 我校同學獲邀前往東莞工商總會張煌偉小學分享校園生活。 

 

二零一五年一月 
� 《東方日報》報道五育天台花園獲得「環保建築大獎──主席大獎」。 

� 生物科師生接受《DBC 電台》專訪，由譚玉瑛小姐主持。 

� 香港綠色建築議會參觀我校天台花園。 

� 6B 黃美華、6A 林馨雨（全港視覺藝術展金、銀獎得主）接受商業電台專訪。 

� 《南華早報》報道「2014 小學多元繽紛同樂日」。 

� 綠社啦啦隊獲「渣打馬拉松 101 啦啦隊比賽」中學組季軍。 

� 學校起動計劃：參觀有線電視、One Island South、香港空運貨運站。 

� 學校起動計劃：營商計劃書匯報比賽。 

� 學校起動計劃：3D打印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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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起動計劃：香港小交響樂團表演。 

� 上學期全方位學習日：中一「律己訓練營」、中二「肇慶學習團」、中三「濕

地公園考察」、中四「社會認知」、中五「職場參觀」。 

� 第二學段老師書籍介紹。 

� 視藝科參加「新春花車巡遊表演」。 

� 音樂科參與「精彩音樂滿人生──學校聯演」。 

� 體育科中六級畢業攀石。 

� 中一級「一人一體藝」、中二及中三級「體藝培養」上學期匯演。 

� 第一學段頒獎典禮、家長日。 

� 學生會舉辦「傑出教職員選舉」、社際辯論比賽、社際籃球比賽。 

�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舉辦「中六級模擬面試活動」。 

� 輔導組組織「領犬義工證書訓練」課程。 

� 家長會聯同社區聯絡組參與「精英展藝教育博覽 2015」。 

� 家政科獲「煤氣中學明火低碳健康烹飪比賽」季軍。 

� 武術隊獲「沙田武術錦標賽」中學組冠軍。 

 

二零一五年二月 
� 5B 王施慧榮獲全港「青苗十大進步獎」，我校同學連續 3屆獲此獎項。 

� 6B 黃美華（全港視覺藝術展金獎得主）接受無線電視專訪。 

� 《南華早報》、《明報》及《星島日報》報道我校參與「學校起動計劃──趁

墟做老闆」年宵活動。 

� 新城財經台訪問：會德豐黃光耀董事帶領同學參與。 

� 學校起動計劃：「趁墟做老闆」年宵活動獲 5個獎項，我校同學擔任大會司

儀，無伴奏合唱團、管樂及敲擊樂團表演。 

� 舞蹈組獲第 51屆校際舞蹈節爵士舞優等獎。 

� 校園電視台代表前往台灣參加「第十屆台灣高雄甘蔗國際影展」。 

� 同儕觀課：中文科。 

� 數學、理科、電腦科合辦「數理環保周」。 

� 通識科參與「青年與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談長遠房屋策略」活動、廉政公署及

參觀高等法院。 

� 視藝科同學參與「沙田節壁畫齊齊畫」活動。 

� 中六級惜別會。 

� 輔導組舉辦精彩音樂滿人生：學校聯演。 

 

二零一五年三月 
� 《星島日報》報道 5B王施慧獲「青苗十大進步獎」。 

� 學校起動計劃：會德豐有限公司 2014 周年大會，經商科同學與吳宗權主席

對話。 

� 學校起動計劃：香港僱主聯合會春茗，6位學生領袖參與，聆聽特首施政報

告。 

� 學校起動計劃：「趁墟做老闆」2015 展銷會──聯校分享會暨頒獎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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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起動計劃：師友計劃──英語烹飪班。 

� 學校起動計劃：參觀香港民航處總部。 

� 中一級「自主學習」工作坊，與香港中文大學協作。 

� 同儕觀課：英文科。 

� 中文科參與社區深度遊──博群文化導賞。 

� 通識科、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參與「青年人與民政事務局局長有個約會」，10

位學生代表與曾德成局長對話。 

� 地理科舉辦長洲考察活動。 

� 音樂科參與 2015 年國際無伴奏音樂盛典。 

� 輔導組舉辦「生命教育周」、參觀香港海洋公園活動。 

�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舉辦「中四級生涯規劃活動」。 

� 家長會舉辦「新春行大運」活動，約 200 位校董、師生、家長和校友於大澳

共聚。 

 

二零一五年四月 
� 學校起動計劃：國際電影節電影欣賞。 

� 同儕觀課：人文學科、科技、藝術及文化學習領域。 

� 下學期全方位學習日：中一「遊走中上環」、中二「挑戰自我歷奇訓練營」、

中三「社會認知」探訪、中四「遊走中上環」小組導師及九龍寨城公園導賞、

中五「生涯規劃日營」。 

� 通識科舉辦「現代中國」梅州高中學習團。 

� 生物科參與「中文大學環保嘉年華」。 

� 設技科參與「馬會千人畫馬創紀錄」活動。 

� 音樂科參與樂施會音樂馬拉松表演鋼琴演奏。 

� 第二學段頒獎典禮、家長日。 

� 社區聯絡組舉辦「韓國首爾學習團」。 

� 下學期旅行、班際攝影比賽。 

� 輔導組帶領同學參與「老友狗狗領犬義工證書」課程。 

 

二零一五年五月 
� 第 37 屆畢業典禮，由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林大輝博士太平紳士主

禮。 

� 學校起動計劃：English WeCan 啟動禮，由香港中文大學沈祖堯校長主禮。 

� 教師專業發展：「課堂研究」分享會、檢討及制定 3年計劃。 

� 同儕觀課：數理科。 

� 中一至中五級各科「同儕習作察閱」分享會。 

� 中一「遊走中上環」全方位學習日匯報比賽。 

� 體育、音樂、視藝、設技及家政科合辦「體藝周」。 

� 中一級「一人一體藝」、中二及中三級「體藝培養」下學期匯演。 

� 藝萃大匯演：各級藝術匯演。 

� 管樂及敲擊樂團獲「香港演藝音樂節」多個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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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 方熙雯、3E 許浚賢獲「牽手·承諾」藝術創作獎勵計劃雕塑組冠軍，由國

際成就計劃香港部、高錕慈善基金合辦。 

 

二零一五年六月 

�  學校起動計劃：會德豐黃光耀董事帶領同學接受新城財經台訪問。 

� 學校起動計劃：餐桌禮儀班，修讀旅遊與款待科同學參與。 

� 學校起動計劃：職場影子計劃模擬面試及正式面試 

� 會德豐傑體藝成就獎面試：會德豐黃光耀董事與多位商界管理人員到校，與

候選同學面談。 

� 第四屆中六文憑試畢業生畢業聚餐，地點為馬哥孛羅香港酒店，並邀請會德

豐地產張慧琪小姐出席。 

� 生物科同學繼去年獲得「創新能源項目比賽」冠軍後，今年再次奪得季軍，

以及最有創意獎。 

� 全港中學校際非撞式欖球賽女子組季軍。 

� 本校 5A陳子樂同學獲得「沙田區傑出學生選舉」優異獎。 

� 輔導組組織「長者電腦班」，由我校同學教授。 

 

二零一五年七月 

� 學校起動計劃：美國交流生到校，與我校師生交流。 

� 2015-16 年度學生會選舉。 

� 2015-16 年度四社幹事選舉。 

� 四社音樂劇比賽。 

� 校本領袖培訓：工作坊、培訓營。 

� 2014-15 年度結業禮：分享過去一年校園生活片段。 

� 2014-15 年度傑出學生表揚聚會：表揚不同範疇表現優異的同學，並邀得家

長一同出席。 

� 啟導學習計劃嘉許禮：頒發獎學金予學業進步同學，家長一同參與。 

� 中一新生導入計劃：家長講座、運動體驗日、繽紛英文周。 

� 暑期各級補考、I CARE 操行提升小組。 

� 第四屆中六文憑試放榜：整體考獲第 2 級及第 4 級或以上百分率均較 2014

年上升；5科第 2級或以上達 100%：物理、化學、中國歷史、歷史、視覺藝

術；同學在中國歷史、歷史、物理科表現尤其突出，除第 2級及第 4級或以

上的百分率均高於全港平均水平外，考獲第 4級或以上分別為 54.5%、75%、

85.7%；歷史、物理科 5級或以上亦分別達 33.3%、35.7%。 

� 「控球在手」欖球賽碗賽冠軍。 

� 中二級楊學勤同學代表香港，參與「全國手球比賽」，奪得全國第三名。 

� 小學生暑期科學學習體驗班。 

� 「學校起動計劃」(Project WeCan)職場體驗計劃：中四升中五同學前往九龍

倉、會德豐集團旗下業務單位實習。 

� 教職員年終聚餐：榮譽校董楊寶坤太平紳士、校監顏明仁博士一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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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八月 

� 學校起動計劃：職場體驗計劃同學與會德豐地產主席及董事分享學習成果。 

� 學校起動計劃：會德豐獎學金「傑出體藝成就獎」得獎同學，以及參與職場

體驗計劃同學，獲黃光耀董事邀請前往太平洋會所共晉午宴。 

� 學校起動計劃：創意起動先導計劃頒獎禮；我校同學 3D作品獲得季軍。 

� 「創新能源項目比賽」獲獎同學接受 DBC 電台訪問。 

� 綠色議會領袖訓練同學到校參觀天台花園。 

� 中一新生導入計劃：學習體驗日；體驗日試行「自主學習」。 

� 中五升中六同學設立「暑期上學」計劃：提早於八月上旬開課，為香港中學

文憑試及早準備。 

� 新入職「教師啓導計劃」開展，新入職教師與校監共晉午餐，並獲贈「優秀

是教出來的」一書。 

� 教師專業發展日：由校董黃寶財教授主講，主題為「數字化的『自主學習』

課堂」；各科商議如何善用校本電子平台，發展「自主學習」。 

� 新學年教師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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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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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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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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出未來改善建議。) 

 

全校關注事項(一)：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1.1.1. 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    

(a)(a)(a)(a) 「「「「六年一貫六年一貫六年一貫六年一貫」」」」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i) 與香港中文大學「優

質學校改進計劃」協

作，檢視及完善過去

兩年各科校本課程及

教學資源，有效地銜

接初中及高中課程 

(ii) 各科優化教材，體現

「校本課程目標」* 

(iii) 中、英、數三科在初

中各級切實執行基本

能力的指標，迎接高

中 

中大意見

報告、 

持分者問

卷、 

測考成績

統計、 

科務檢討

會議 

由 2011 年 9月起，我校有幸參與九龍倉「學校起動計劃」，持續得到香港中

文大學的專業支援。為提升同學在主要科目的學習，我校致力與中大專家協

作，尤其在數學及通識教育科，除一同優化校本課程及教學資源，達致提升

學生學習效能的目標外，亦促進了教師的專業成長。以數學為例，中大學校

發展主任持續第 3年給予老師專業指導，每星期到校與中三數學科老師共同

備課，透過多元教學策略，以及共同發展優質的教材，有效地促進學生學習。 

各科組均因應校本課程目標制訂發展計劃。為配合各科課程發展——優化教

材，我校於 2014 年 6月中旬已向全體老師發放 2014-15 年度教學工作編排，

老師們一同努力，善用 7-8 月期間合力規劃新學年各級校本課程，配合「自

主學習」發展，設計導學案，一併上載至教學資源庫內，達致資源共享，並

配合同學的學習需要，攜手優化教材，推動「六年一貫」課程，進展相當良

好。為使同學充分了解並一同落實校本課程目標，除於開學講座分享外，亦

在 9月初將校本課程目標，連同 3年計劃關注事項張貼於各課室告示板。 

為了更有效地落實「六年一貫」課程，中、英、數三科於過去 2年，經多次

專業交流及討論，並參考中大同工意見及因應高中課程要求，完成制定「初

中基本能力指標」，明確而具體地列出對同學不同階段的學習及能力要求，

並於 2014-15 年度全面執行，配合科本課程設計，共同發展同學學習能力，

讓初中同學有系統地迎接高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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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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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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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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初中各科課程加

入英語詞彙，加強

學生在課堂上朗

讀、默寫及應用，

配合考核，提升學

生英語能力 

(ii) 提供更多課堂以外

的機會，讓學生從

活動中學習，以及

應用兩文三語 

(iii) 整合及善用詞彙

庫，加強跨科協

作，讓初中學生有

系統地溫習所學 

持分者問

卷、 

測考成績

統計、 

公開試成

績統計、 

科務檢討

會議、 

語文科科

主任聯席

會議檢討 

我校自 2008 年推動校本「小班教學」，投放資源，並增聘教師，推動語文分組

教學，多年來得到各持分者認同及肯定。為充分照顧同學的學習差異，中英文

科按能力分組，初中由 5 班分 6 組上課，以加強對同學照顧，提升同學的語文

能力。 

為了讓同學有更多接觸英文的機會，各科於初中課程加入英語詞彙，並由英文

科統整，製作書冊供同學溫習，並總結以往經驗，整合詞彙庫，配合考核，方

便同學於上學期考試、下學期統測及期考前溫習。我校近年進一步提高對同學

要求，加強默寫，效果良好。 

我校於星期三「英語日」早會，由同學主持，並在兩位外籍英文教師帶領下，

由英語大使輪流分享，效果不俗，並於下午班主任時段進行多項英語活動。在

英文大使協助下，配合節日，如萬聖節、母親節等，定期舉辦不同主題活動。

同時，更善用「學校起動計劃」支援，於 1月「全方位學習日」，中五全級探訪

不同商業機構，加入英語元素，配合課程，讓同學從活動中學習。 

本年度繼續將集誦納入初中課程，提升同學語文能力，並參與校際朗誦節，給

予同學難忘的學習經歷。英文科更組織中三同學參與校際朗誦節「原創短劇」

比賽，同學表現出色，2組同學分別獲得亞軍、季軍。為提升同學的說話能力，

我校亦善用早會、周會，以及不同典禮，給予同學機會，讓同學輪流作公開演

說，並設立辯論學會，同學表現良好。 

我校特設閱讀學習組，讓同學「從閱讀中學習」，除透過早讀、科本閱讀計劃、

閱讀講座、新書書展、好書為你買外，亦舉辦班內書介、班際書比賽、書介簡

報比賽等活動，並統籌全體老師到各班進行書籍分享，有效地提供更多課堂以

外的機會，讓學生從活動中學習，提升語文能力。 

(c)(c)(c)(c) 德育及公民教育元素德育及公民教育元素德育及公民教育元素德育及公民教育元素    

(i) 檢視及優化初中、

高中課程，加強跨

科組協作，強化德

育及公民教育元素 

科組檢討

會議 

在本學年發展計劃在本學年發展計劃在本學年發展計劃在本學年發展計劃 14141414 項工作中項工作中項工作中項工作中，，，，本項平均得分排行第本項平均得分排行第本項平均得分排行第本項平均得分排行第 4444。。。。我校教師重視同學德

育培養，學與教委員會收集各科與德育及公民教育相關課程，嘗試統整，了解

各級同學在價值教育方面培養，以便配合學生培育措施，以及未來數年作進一

步統整。此外，首席公民大使逢星期一主持早會，透過師生時事分享，進行價

值教育；加上星期二初中進行德育文章早讀，進展良好。 



24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2.2.2.2. 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    

(a)(a)(a)(a) 校本校本校本校本「「「「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    

(i) 與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

改進計劃」協作，為教師和

學生提供各類型培訓；加強

與香港中學校長會聯校聯

繫，分享經驗及資源，優化

校本「自主學習」模式 

(ii) 「自主學習」由中一級延伸

至中二級，設立課後「自主

學習課」；部分單元編寫「導

學案」，讓學生作課前準備，

並於課堂上展示學習成果 

(iii) 總結經驗，並在香港中文大

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支

援下，進行「課堂研究」，並

以「自主學習」為主題，提

升各科「自主學習」成效 

(iv) 加強校內各科經驗分享，建

立「自主學習」資源庫，並

透過「自主學習」交流會及

設立「自主學習」公開課，

提升同儕分享文化 

科務檢討

會議、 

觀課表數

據分析 

我校自 2013-14 年起，善用「小班教學」優勢，由中一起，發展「自

主學習」，以建立同學良好的「課前預習課前預習課前預習課前預習」習慣，以及提升同學的「課課課課

堂參與堂參與堂參與堂參與」為目的。2014-15 年度推展至中二級，加強與中大協作，提

供一系列培訓，建立中一、二級同學良好學習習慣；同時，全年中一

級逢星期二、四，中二級逢星期一、四加設課後「自主學習課」，讓同

學完成各科「導學案導學案導學案導學案」，同學一同建立「課前預習」良好習慣。從觀課

所見，中二級同學已建立了良好學習氣氛，同學有系統地進行預習，

課堂上積極參與，匯報能力良好；中一級同學亦初步建立「自主學習」

常規，進展不錯。感謝老師們用心組織，以及中大專業支援。 

作為香港中學校長會「自主學習」網絡學校成員之一，我校積極參與

2014 年 11 月 3 至 7 日「聯校自主學習周」，老師們於 11 月 3 至 6 日

前往不同學校觀摩，我校亦於 11月 4日開放初中中文、英文，以及高

中物理課堂，與全港老師全享；全校教師亦於 11月 7日參與聯校發展

日，探討「翻轉課堂翻轉課堂翻轉課堂翻轉課堂」的策略和實踐。來年 11月，我校會繼續參與「自

主學習周」，提升教師專業能量。 

在中文大學支援下，2014-15 各科以「自主學習」為主題，進行「課課課課

堂研究堂研究堂研究堂研究」，並於 5月互相分享。此外，中大學科專家更為我校師生分別

舉辦工作坊，探討「導學案」設計，提供適切支援。來年(2015-16)

研究主題為「善用電子平台促進自主學習」，並於 2016 年 6 月分享研

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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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b)(b)(b)(b) 電子學習電子學習電子學習電子學習    

(i) 發展校本電子學習平台，活

用網上資源 

(ii) 善用九龍倉「學校起動計劃」

(Project WeCan)及其他資

助，提升硬件設施，如增加

購置平板電腦、建立全校課

室 wifi 上網，推動各科電子

學習 

(iii) 配合「自主學習」，利用電子

學習作平台，增加同學的學

習興趣，提升自學效能 

持分者問

卷、 

科務檢討

會議 

配合「自主學習」發展，我校於 2014 年 8月起轉用 eClass，不同學科

更上載學習資源，供同學下載。部分學科透過電子學習，推動「翻轉

課堂」，如：高中物理科，各同學於家中觀看短片，進行預習，於課堂

上展示預習成果，透過生生互動，一同深入探究較難的問題；2015 年

香港中學文憑試中，同學在物理科考獲第 4 級或以上達 85.7%；第 5

級或以上則為 33.3%，效果良佳。 

在「學校起動計劃」支援下，配合電子學習，我校逐步添置了達 80

部平板電腦，並探究坊間與本科相關應用程式，以提升學生的參與及

對學習的趣味。來年配合「自主學習」發展，進一步探究「電子學習」

應用，加強教師培訓，如：2015 年 8 月由校董黃寶財教授與全體教師

分享，題目為「數字化的『自主學習』課堂」，各科亦會探究如何進一

步善用校本電子平台，發展「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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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3.3.3.3. 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    

(a)(a)(a)(a) 學與教策略學與教策略學與教策略學與教策略    

(i) 與香港中文大學

「優質學校改進

計劃」協作，推

動新教師啟導計

劃、共同備課和

同儕習作察閱 

(ii) 善用「小班教學」

優勢，配合適切

的教學策略 

(iii) 建立科本學與教

常規，有系統地

加強對學生的照

顧 

(iv) 初中引入新高中

的評核模式，培

養學生適應高中

的解題與答題技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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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致力加強教師間「同儕學習」，以優化學與教策略。 

新教師啟導計劃方面，每學段組織午間聚會，讓啟導老師、校務委員與新入職

老師定期交流，提供適切支援。每位新入職老師獲派 2 位啟導老師，分別支援

教學上、校園生活上需要。新入職老師更有機會，於 10月觀摩啟導老師的課堂，

吸取寶貴經驗後，再由啟導老師參與新老師課堂，給予意見。此外，校長和科

主任亦於 11月參與新老師的課堂，並引導老師反思課堂教學成效，提出改善建

議，攜手提升學與教質素，促進專業成長。為使同事對栽培學生有較一致的想

法，重視「班級經營」，各新入職老師均獲贈「優秀是教出來的」一書。為使科

主任給予新教師專業指導和支援，今年起，12 月進行「新教師習作查閱」，科

主任完成察閱後，向新教師給予個別回饋。 

共同備課方面，各科(特別中、英、數、通識 4 個核心科目)各級均定期進行。

數學科繼過去 2年(中一、二級) 協作後，今年延伸至中三級，由中大學科專家

製作教學資源，每星期作集體備課，提升同學對數學的興趣和理解，並促進老

師專業成長。 

本校自 2009-10 學年起推行「同儕習作察閱同儕習作察閱同儕習作察閱同儕習作察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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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安排讓科內建立良好常規，

優化習作及測考安排，並透過跨科學習，促進了相關學習領域的協作及溝通，

今年繼續推行，進展良好。過去多年，我校已成功推行「同儕觀課同儕觀課同儕觀課同儕觀課」，今年繼續

邀請中大專家一同參與，給予專業指導。觀課所見，學生學習表現較以往顯著

進步，相信是全校教師一同發展「自主學習」的成果。 

善用「小班教學」的優勢，我校今年將「自主學習」推展至中二級，其他各級

則由科目按需要試行，效果良好。 

為銜接高中考核，各科嘗試於初中引入新高中的評核模式，逐步協助同學認識

高中課程及評估要求，並有系統地栽培同學答題技巧，進展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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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b)(b)(b)(b) 應試能力應試能力應試能力應試能力、、、、學習自信學習自信學習自信學習自信    

(i) 中、英、數三科

加強初中同學在

全港性系統評估

的準備，鞏固基

礎能力，銜接高

中課程 

(ii) 高中各科制訂科

本應試策略，及

早準備，讓學生

更有自信地應付

香港中學文憑試 

(iii) 善用「學校起動

計劃」資助，開

設「周六公開試

增潤班」，並增設

暑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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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由 11 月至 5月，逢星期一放學後為中三全級同學舉辦「全港性系統評估應

試課程」，另於 4月增設口語訓練，協助中三同學鞏固中英數基礎能力，銜接高

中，進展良好。 

高中方面，我校每月為各科安排系統式補課，高中同學定期收到整個學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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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新高中學制，8 月為中五升中六同學安排「暑

期提早上學」計劃，為同學及早準備公開試。此外，各科深入研究過去 3 年香

港中學文憑考試題目，進一步加強栽培學生的應試策略。配合口試需要，中、

英文科老師分別於 3 月、5 月以小組方式，為中六級組織口試訓練，同學反應

良好。從觀察所得，中六同學自 2 月中旬完成上課後，每日均有很多同學繼續

回校，與同學和老師一同努力，準備公開試，氣氛良好。 

我校有幸得到會德豐地產有限公司資助，為中五及中六同學舉辦「周六公開試

增潤班」，同學積極參與。我校自 2012 年起，增設「會德豐獎學金會德豐獎學金會德豐獎學金會德豐獎學金」，嘉許在公

開試考獲卓越成績的學生。 

2015 年為第第第第 4444 屆香港中學文憑屆香港中學文憑屆香港中學文憑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考考考試試試試，整體考獲第 2 級及第 4 級或以上百分率均

較 2014 年上升；應考 17 個科目中，共 14 科第 2 級或以上百分率高於或相等於

2014 年；共 5 科第 2 級或以上達 100%，包括：物理、化學、中國歷史、歷史、

視覺藝術。同學在中國歷史、歷史、物理科表現尤其突出，除第 2 級及第 4 級

或以上的百分率均高於全港平均水平外，考獲第 4 級或以上分別為 54.5%、

75%、85.7%；歷史、物理科 5 級或以上亦分別達 33.3%、35.7%。 

學業增值指標方面學業增值指標方面學業增值指標方面學業增值指標方面，，，，2012201220122012----2015(2015(2015(2015(第第第第 1111----4444 屆屆屆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核心核心核心核心 4444 科科科科、、、、最最最最

佳佳佳佳 5555 科科科科、、、、中文中文中文中文、、、、英文英文英文英文、、、、數學數學數學數學、、、、通識通識通識通識教育科教育科教育科教育科每年每年每年每年均位列於全港首均位列於全港首均位列於全港首均位列於全港首 25%25%25%25%。。。。2015 年的

增值指標中，所有計算的項目均位於全港首 50%內；資訊及通訊科技科為全港

首 5%增值；中文和通識教育科為全港首 5%增值。衷心感謝師生一同努力，創造

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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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c)(c)(c)(c) 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    

(i) 各科制訂聯課活

動，配合學科學

習內容，擴闊學

生識見 

(ii) 設立全校性全方

位學習日，加強

科組合作，讓學

生走出課室進行

參觀和考察，引

證課堂所學 

(iii) 學生參與多元化

校外活動，增強

識 見 ， 建 立 自

信，並提升獨立

思考及分析能力 

科務檢討會

議、 

持分者問卷 

我校教師十分認同「全方位學習」的成效，與上學年一樣，在發展計劃 14項工

作中，本項平均得分排行第本項平均得分排行第本項平均得分排行第本項平均得分排行第 1111。 

我校於 1 月 8 日至 9 日、4 月 17 日為中一至中五級舉辦「全方位學習日全方位學習日全方位學習日全方位學習日」，透

過有系統的規劃，讓同學走出課室，拓闊視野。各級均設有不同主題，例如：

中一「遊走中上環」及「律己訓練營」、中二「肇慶 2日 1夜交流團」、中三「濕

地公園考察」及「社會認知」課程、中四「社會認知」課程、中五「生涯規劃——

商業機構探訪、日營」。衷心感謝九龍倉及會德豐提供支援，特別安排不同業務

單位，讓同學到訪學習。同時，透過科組協作，加強學習元素，如中五級配合

英文科學習單元；中一級則結合全方位學習及專題研習，為高中通識教育科及

早準備；通識教育科亦於 4 月組織「現代中學」梅州高中學習團；社區聯絡組

則於 4月舉辦「首爾學習團」，透過境外學習，擴闊眼界。 

各學習領域先後在不同月份舉辦「學術周學術周學術周學術周」：2 月數理環保周、5 月體藝周；今

年起各學習領域隔年進行，並加入新元素，包括：組織更多同學從籌備中學習，

以及有更多同學參與，效果不錯，讓同學從籌備過程中學習，提升領袖才能。 

過去一年，各科繼續按科本特色，組織多樣化學習活動，例如：生物科結合課

程，綠化天台，並帶領同學參與校外比賽，繼 2012 年獲發展局頒發「高空綠化

大獎」銀獎、2013 年獲「香港綠色學校獎」及 2014 年獲「創新能源項目比賽」，

全港冠軍後，本學年更進一步，在師生多年共同努力下，五育天台花園榮獲「「「「2014201420142014

環保建築大獎環保建築大獎環保建築大獎環保建築大獎————————主席大獎主席大獎主席大獎主席大獎」」」」，過去一年，接受了全港不同傳媒專訪。 

各科善用「學校起動計劃」提供的資源及網絡支援，組織多元化活動及參觀，

如：企會財、經濟、設技及視藝科攜手參與在荷里活廣場舉行的「趁墟做老闆」

活動，同學共獲得 5 個獎項，並與黃光耀董事接受新城財經台專訪，總結學習

經歷。整體效果優良，配合學科學習內容，擴闊同學識見，亦給予同學機會發

展潛能，增強識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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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1.1.1. 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    

(a)(a)(a)(a) 建立建立建立建立「「「「互關愛互關愛互關愛互關愛」」」」校園文校園文校園文校園文

化化化化    

(i) 善用及美化學校

環境，展示具正面

價值觀的標語及

好人好事 

(ii) 建立成就廊、學生

活動相片廊，增設

獎盃櫃和展示成

果，加強學生對學

校的認同及歸屬

感 

學生培育檢討

會議、 

級主任報告、 

全體教師周年

工作檢討會議 

我校於上年度接受教育局「校外評核校外評核校外評核校外評核」，報告高度讚揚我校在學生支援的努

力——銳意營造一個關愛的校園銳意營造一個關愛的校園銳意營造一個關愛的校園銳意營造一個關愛的校園，，，，有效提高學生關愛的精神有效提高學生關愛的精神有效提高學生關愛的精神有效提高學生關愛的精神，，，，適時嘉許行為適時嘉許行為適時嘉許行為適時嘉許行為

表現良好的學生表現良好的學生表現良好的學生表現良好的學生，，，，使學生養成良好的品格使學生養成良好的品格使學生養成良好的品格使學生養成良好的品格，，，，發揚發揚發揚發揚「「「「立己達人立己達人立己達人立己達人」」」」的精神的精神的精神的精神，，，，值得值得值得值得

推廣推廣推廣推廣。 

本學年，我校師生繼續努力，延續「互關愛」校園文化。教師很認同過去一

年建立「互關愛」校園文化的成果，在本學年發展計劃 14項工作中，本項平本項平本項平本項平

均得分排行第均得分排行第均得分排行第均得分排行第 3333。 

我校適時推出不同主題活動：7-8 月「中一新生導入計劃」、9 月「關愛周」

及「國慶周」、9-10 月「禮貌雙月」及 3月「生命教育周」等，有效建立「互

關愛」校園文化，效果良佳。各學生培育相關組別，善用校園不同空間，展

示各主題的正面價值觀標語，各樓層更設有主題，展示各活動、校隊精美相

片，效果良好。視藝科與總務組於長假期，組織同學在校園不同樓層，繪畫

壁畫，美化校園，強化同學歸屬。「好人好事」方面，除於校務處外壁報板展

示外，亦張貼於同學所屬班別的課室門外。 

為進一步提供機會讓同學展示學習成果，在會德豐支援下，我校與 Insight 

School of Interior Design 合作，美化有蓋操場，成立「展藝空間」；本學年已

完成設計圖，並將於 2015 年 12 月施工。 

#「立己達人」乃本校校訓，出自《論語》，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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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b)(b)(b)(b) 提昇自我管理能力提昇自我管理能力提昇自我管理能力提昇自我管理能力，，，，發發發發

展終身興趣展終身興趣展終身興趣展終身興趣    

(i) 統一課堂常規及

禮儀要求，善用

早會德育文章、

早會分享及校園

電視台，強化品

德教育@，建立正

面積極的氛圍 

(ii) 初中全面推行體

藝培育，中四及

中五修訂「藝術

教育課」，發展學

生的體藝興趣，

造就成功經歷 

學生培育檢討

會議、 

計劃檢討數

據、 

級主任報告、 

全體教師周年

工作 

檢討會議 

統一課堂常規及禮儀要求方面，我校教職員以劃一的標準教育同學，讓同學

有規可循。過去一年，同學的違規數字持續地大幅下降，可見同學的自我管

理能力有所提升。早會方面，星期一由公民大使主持，並進行德育主題或時

事分享，效果良佳；星期二初中閱讀「德育文章」，由班主任帶領同學討論及

反思；星期五早會由不同老師輪流分享個人經歷；不同科組繼續善用校園電

視台，全方位強化品德教育；整體效果理想，有效強化同學的價值教育。此

外，星期三、五由領袖生主持早會；首席領袖生善用早會，每月向全體同學

總結整體紀律表現，適時提點。 

各組別群策群力，推動獎勵計劃。輔導組透過「自我成就獎勵計劃」方面，

鼓勵同學努力實踐全人發展；各級獲得鑽石獎的同學，更有機會免費參加「傑

出學生境外學習團」；學習團已落實於 2015 年 10 月舉行，目的地為日本大阪，

共 22位在不同範疇表現優秀的同學，由會德豐地產資助，一同參與。訓導組

透過「叻仔叻女日日賞」計劃，有效地鼓勵同學從小處做起，每日勤奮向學，

樂於服務他人；同學將獎勵貼紙有系統地儲存在學生手冊，部分同學貼滿了

手冊，獲得大獎。「向善計劃」方面，我校提供義工服務和個人成長訓練計劃

讓同學參與，給予同學扣減缺點及學習的機會，同學的違規紀錄只在年終成

績表列出，讓同學於學年內不同時間爭取扣減缺點機會，彌補過失，提昇自

我管理能力。操行未達標的同學，於 3月復活節及 7月暑假回校參加「I Care

個人提升小組」，攜手建設校園。 

過去 4 年，會德豐地產全面支援我校體藝培育，購置樂器及體育器材，組織

約 100 人的「管樂及敲繫樂團」，並成立「划艇隊」，更增設「會德豐傑出體會德豐傑出體會德豐傑出體會德豐傑出體

藝成就獎藝成就獎藝成就獎藝成就獎」，由黃光耀董事及商業機構高層主持面試。中一「一人一體藝」計

劃進展優良，逢星期五放學後全級中一同學參與，並將「體藝培養」課程推

至中三級，各中二三同學逢星期二放學後一同參與，透過系統式培訓，發展

同學潛能。每學期更設匯演及成果分享會，邀請家長參與，見証同學成長經

歷。同學更參與校外表演及體藝比賽，獲得多項區際及全港比賽獎項，收穫

豐盛。高中則善用周會，全年共 10節進行「藝術教育課」，推廣多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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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2.2.2.2. 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    

(a)(a)(a)(a) 提供展現領袖才能的機提供展現領袖才能的機提供展現領袖才能的機提供展現領袖才能的機

會會會會，，，，栽培栽培栽培栽培「「「「懷自信懷自信懷自信懷自信」」」」的的的的

五育人五育人五育人五育人    

(i) 優化「班內一人一

職」計劃，並由「級

會」策劃和組織各

級活動，加強團隊

培訓 

(ii) 組 織 境 外 學 習

團，由學生協助籌

備和擔當組長 

(iii) 與參與「學校起動

計劃」的其他學校

加強聯繫，組織聯

校活動 

(iv) 鼓勵更多學生參

與校外不同機構

的活動及比賽 

學生培育檢討

會議、 

級主任報告、 

活動檢討數

據、 

全體教師周年

工作 

檢討會議 

 

在本學年發展計劃 14項工作中，本項平均得分排行第本項平均得分排行第本項平均得分排行第本項平均得分排行第 2222，延續校外評核報告校外評核報告校外評核報告校外評核報告

所述：「：「：「：「學校致力提升學生自信學校致力提升學生自信學校致力提升學生自信學校致力提升學生自信，，，，強化學生的良好行為強化學生的良好行為強化學生的良好行為強化學生的良好行為，，，，讓學生愉快地成長讓學生愉快地成長讓學生愉快地成長讓學生愉快地成長。」。」。」。」 

為進一步加強班級經營，讓各級同學自主地籌辦級活動，讓同學更多機會擔

當領袖，嘗試引入級會及班內一人一職。本年度的「班內一人一職」計劃漸

見成果，個別級主任能帶領級會進行多次級活動，安排級會協助處理級壁報

等；中六級會發揮優良領袖才能，統籌惜別會、畢業禮及謝師宴，表現卓越；

其他級級會的策劃及組織能力仍可進一步加強，讓同學從籌劃活動中成長和

學習。來年級會在級主任帶領下，同學將進一步發揮自主角色，包括：商討、

推動及檢討全年級活動計劃。 

通識教育科、社區聯絡組分別組織了不同的境外學習團，分別前往首爾首爾首爾首爾、梅梅梅梅

州州州州等地，透過初高中同學同組協作，由同學擔任組長，展現了同學的領導才

能及合作精神；同學於交流團後更與校內其他同學分享學習所得，成效不俗。

為加強對同學獎勵，2015 年 10 月將舉辦第三屆「會德豐傑出學生境外學習會德豐傑出學生境外學習會德豐傑出學生境外學習會德豐傑出學生境外學習

團團團團」，在學生會建議下，22位同學免費前往日本大阪日本大阪日本大阪日本大阪學習。 

透過「學校起動計劃」，師生均獲得寶貴的學習機會。九龍倉及會德豐積極組

織聯校活動，包括：「趁墟做老闆」展銷會、暑期職場影子計劃、English 

WeCan、創意起動先導計劃——3D打印等，擴闊同學視野，展現領袖才能。 

校外比賽方面，我校員生盡展潛能，本學年獲得全港比賽獎項，包括：全港全港全港全港

鋼琴冠軍鋼琴冠軍鋼琴冠軍鋼琴冠軍、香港國際無伴奏合唱國際無伴奏合唱國際無伴奏合唱國際無伴奏合唱季軍(參與有線電視 5月 30 日「拉近校園」

節目)、香港演藝音樂節管樂及敲擊樂團管樂及敲擊樂團管樂及敲擊樂團管樂及敲擊樂團全場總季軍、短片製作短片製作短片製作短片製作金獎、學校舞舞舞舞

蹈節優等獎蹈節優等獎蹈節優等獎蹈節優等獎、渣打馬拉松啦啦隊渣打馬拉松啦啦隊渣打馬拉松啦啦隊渣打馬拉松啦啦隊季軍、學界越野越野越野越野賽及長跑長跑長跑長跑賽男女子各組均獲

團體獎盃等；同學於全港中學生視藝展全港中學生視藝展全港中學生視藝展全港中學生視藝展獲頒金、銀獎，接受無線電視和商業

電台專訪；環保方面，同學於「創新能源創新能源創新能源創新能源項目 2015」設計比賽再獲全港季軍；

五育天台花園獲得香港綠色建築議會「環保建築大獎環保建築大獎環保建築大獎環保建築大獎」最高殊榮——主席大

獎，並接受不同傳媒專訪。我校同學連續第連續第連續第連續第 3333 年獲得年獲得年獲得年獲得「「「「青苗十大進步獎青苗十大進步獎青苗十大進步獎青苗十大進步獎」」」」，師

生家長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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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b)(b)(b)(b) 培養培養培養培養 4E4E4E4E 領袖素質領袖素質領袖素質領袖素質：：：：活力活力活力活力

((((Energy)))) 、、、、 鼓 舞鼓 舞鼓 舞鼓 舞

((((Energize))))、、、、膽識膽識膽識膽識((((Edge))))

與執行力與執行力與執行力與執行力((((Execute))))    

(i) 優化校本領袖計劃

及初中級會領袖

培訓，發掘及培育

各級領袖 

(ii) 強化各組別領袖職

能，讓學生展現良

好的領袖素質 

學生培育檢討

會議、 

級主任報告、 

全體教師周年

工作 

檢討會議 

感謝活動組用心統籌，學生會及各社幹事選舉均於 7 月舉行，並隨即進行

校本領袖計劃，由活動、德育及公民教育等多個學生培育組別同心協力，

為同學提供難忘的暑期領袖訓練。各學生領袖已知悉來年服務崗位，在領

袖培訓中，表現特別投入，效果優良。各組領袖參與暑假的理論與實踐培

訓後，需於學年內繼續參與其所屬組別的特定培訓，並於校內實踐及記錄

其服務時數，才可獲得計劃嘉許證書。除了校內嘉許外，本年度繼續提交

有關記錄到社會服務署的義工獎勵計劃，獲獎同學眾多，當中不少同學更

取得最高服務時數獎勵；我校亦鼓勵中一至中五各同學參加公益少年團，

有系統地記錄服務時數。 

學生會及各社於暑假期間，開展新一年工作計劃，及早預備，表現優良；

各社於暑期期間，均努力準備 10月陸運會啦啦隊比賽，氣氛良佳。學生會

幹事於 9 月上旬與校長會談，分享全年工作計劃。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幹事列席幹事列席幹事列席幹事列席校務委校務委校務委校務委

員會會議員會會議員會會議員會會議，與校長、各組主任一同會議，除了解學校的行政及發展外，更

參與政策和活動制訂；會議中欣見學生會幹事勇於表達對校政的意見，反

映同學訴求，例如：傑出境外學習團目的地、旅行日安排等。四社幹事充

分配合學生會，用心組織各項比賽和活動，表現卓越，其中陸運會啦啦隊

表演相當成功，氣氛熱烈，為全體師生帶來深刻的回憶。 

配合級會發展，本學年輔導組逐步加強級會領袖培訓，邀請級主任一同參

與。朋輩輔導員為培育中一同學的健康成長付出不少，經常舉辦不同的活

動讓中一同學參與，並與校園接待大使，在不同活動中擔當接待工作，與

校外人士分享學校近年發展。領袖生亦是老師的好拍檔，為學校良好的秩

序付出不少，並於逢星期三、五早上主持早會。首席公民大使表現優異，

每星期一早上 7:30 前已回校作好早會準備，與全校師生分享。各組別領袖

均能展現出 4E 領袖素質，值得嘉許。 

總結過去一年，在各組全力推動下，提供充足機會，讓同學發展 4E 領袖素

質，感謝師生們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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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3.3.3.3. 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    

(a)(a)(a)(a) 確立人生目標確立人生目標確立人生目標確立人生目標，，，，燃點對燃點對燃點對燃點對生生生生

命命命命、、、、學習和工作的熱情學習和工作的熱情學習和工作的熱情學習和工作的熱情

((((Passion))))    

(i) 組織貫通中一至中

六的「生涯規劃」，

讓學生訂立不同階

段的人生目標，發

展所需技能，建功

立業，服務大眾，

回饋社會 

(ii) 善用「學校起動計

劃」資源，組織參

觀不同機構及工作

體驗計劃，提升學

生對工作及社會的

認知 

(iii) 善用校園環境，加

強科組協作，推動

「生命教育」 

學生培育檢討

會議、 

活動檢討數

據、 

全體教師周年

工作 

檢討會議 

在本學年發展計劃在本學年發展計劃在本學年發展計劃在本學年發展計劃 14141414 項工作中項工作中項工作中項工作中，，，，本項平均得分排行第本項平均得分排行第本項平均得分排行第本項平均得分排行第 5555。。。。透過「學校起動

計劃」資助，並善用教育局「生涯規劃」撥款，為不同級別同學組織多元

活動，強化「生涯規劃」。為組織貫通中一至中六的「生涯規劃」，今年於

初中與社福機構合辦生涯規劃活動；配合校內的學段評估及反思活動，讓

初中同學盡早訂立目標。透過於周會邀請不同學術及專業機構人士到校主

講、外出探訪和模擬放榜活動等等，讓高中同學了解坊間的升學及就業要

求外，更需思考自己的出路。本年度提早進行了中六模擬放榜活動，同時

亦於 4 月第二次家長日前，由中五科任老師預計各中五同學下一年公開試

成績，讓同學盡早了解自己的實力，並制定改進計劃。我校重視同學反思

個人表現，學生手冊設有「學習目標及計劃」，每學段評估個人表現，並訂

立學習目標。中三級著重同學選科，家長日舉辦選科講座，協助同學作出

適當選擇。高中方面，我校除與社福機構為中四同學舉辦生涯規劃活動外，

更讓他們報讀「應用學習」課程，協助同學發展技能，擴闊視野。中五級

則善用全方位學習日，與會德豐、九龍倉協作，組織職場參觀，實地考察。 

透過「學校起動計劃」，我校中四升中五同學先後自 2012 年起，於暑假參

與「「「「職場影子計劃職場影子計劃職場影子計劃職場影子計劃」」」」，前往九龍倉、會德豐各業務單位進行 4星期工作實習，

同學表現優良，充分理解實際工作世界，並好好計劃未來，及早準備。在

工作實習的最後一天，在公司主席、董事及同事前，分享實習所得。同學

於開學禮上與全校師生的分享，更展現了他們的成長及所獲得的寶貴經驗。

參與影子計劃同學，亦會繼續參加「「「「師友計劃師友計劃師友計劃師友計劃」」」」，由會德豐董事和同事擔任

導師，給予支援，直至中六畢業；此安排甚具意義。 

2015 年 3月舉辦「生命教育周」，老師將寵物帶回學校，同學反應熱烈，並

透過一系列活動，推動生命教育；為進一步加強生命教育，2015-18 校園主

題為「樂於學習樂於學習樂於學習樂於學習，，，，熱愛生命熱愛生命熱愛生命熱愛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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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b)(b)(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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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質素質素質素質    

(i) 優化價值教育，提

升學生的品德素養

@ 

(ii) 善用「學校起動計

劃」撥款，強化初

中及高中級本服務

學習活動，如：五

育「義人行」計劃 

(iii) 組織各級學生加入

「公益少年團」 

(iv) 組織國內山區體驗

活動，讓學生「從

服務中學習」，為家

國出力 

學生培育檢討

會議、 

活動檢討數

據、 

全體教師周年

工作 

檢討會議 

我校善用早會、周會、不同主題周(關愛周、國慶周、生命教育周)、周二

德育文章早讀、校園電視台等，大力推動價值教育，有效地提升同學的品

德素養，同學的課堂表現理想，違規數字持續地大幅下跌。此外，我校重

視同學參與，大型活動均由同學主導，讓同學從組織活動和分享中，反思

個人品德素養。特別在早會分享中，同學對公民大使的生活分享特別用心

聆聽。為獎勵品行優異同學，全年操行獲得 A 級的同學，有機會免費參與

「傑出學生大阪學習團」。 

我校善用了「學校起動計劃」的撥款，中四同學參與了輔導組有系統的 6

小時社會服務，包括培訓，以及於「長幼一家、關愛互傳」活動當日，將

關愛傳送予長者；同學積極投入參與。德育及公民教育組聯同視覺藝術科，

以及勵行社(由我校畢業生家長結織成立)，為中二級統籌，全級同學繪製

紙扇，於新春活動中送予區內長者。同學透過服務學習，反思自己的價值

觀及在社會中的角色。我校朋輩輔導員亦與會德豐地產同事，於 12月參與

匡智會同樂日義工服務。 

輔導組積極申請校外基金，組織「五育關愛社區學院計劃」，服務本區居民，

活動包括：長者電腦班、幼童手工藝班、獨居老人導賞團、Band 友工作坊、

音樂晚會及悠揚樂韻展關愛小組。同學將自己電腦知識教授與長者，並發

揮個人才能，與人分享，效果良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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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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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420142014 至至至至 20152015201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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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1) (1) (1) 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 
a.檢視六年一貫課程，加強與香港中文大學「優

質學校改進計劃」協作，有效地銜接初中及高中

課程，攜手優化各科校本課程及教學資源，體現

「校本課程目標」*；中、英、數三科在初中亦

切實執行基本能力指標，強化同學基礎能力，以

迎接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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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與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有多年的協作。本年

度，我校中、英、數、通識等主要科目老師與中文大學進行多次

會議，討論課程內容及教學法，提升同學的學習效能，亦能讓初

中同學達致基礎程度，銜接新高中。 

課堂研究方面，我校亦邀請中文大學到校與老師探討如何檢視教

學難點及如何改進、優化教學策略，提升同學在課堂內的參與，

效果良好。 

此外，本學年亦有不少科目與中文大學有更緊密的協作，包括英

文、數學、通識等，透過針對我校同學的特質，以及優化校本教

材，提升學與教效能，效果良好。 

b.加強各科在提升同學兩文三語能力的協作，
帶領各科檢視英語詞彙，整合及善用詞彙庫，讓

學生懂得應用，並加強在測考中的考核要求，提

升同學語文能力；在課堂以外則提供的更多機

會，讓學生從活動中學習，以提升兩文三語的能

力。 

各科利用測考試卷作評
核，並於每次科務會議檢
討。 

在 8月份第一次學與教委員會已制訂了鞏固英語學習的方案，由

英語科老師整合各科的英語詞彙，並刊印成教材，讓同學學習，

以提升同學的英語能力。各科已恆常地推行英語詞彙學習，校內

初中同學對英語的全面學習較積極，校內英語氣氛亦持續進步。

初中各科制訂中英語詞彙對照表，在課堂教授之餘，配合考核，

效果良好。科會會議紀錄亦顯示，下學期的測考中，同學在回答

英語詞彙部分較上學期為佳，這實是教學上所累積的成果。 

至於課堂以外的活動，如英文早會同學的分享、英文話劇比賽、

配合英文科在全方位活動中的職場考察等亦能讓同學有更多接

觸英語的機會。本年度，我校同學亦透過參與 English WeCan，
有更多機會接觸英語語境，並透過參與校外的活動，如攝影及烹

飪活動，提升學習英語的興趣，效果理想。 

   c.檢視及優化初中、高中課程，在德育及公民
教育方面加強跨科組協作，提升同學的素質。 

各學習領域及科務會議
中檢討協作成效 

學與教委員會更把各科有關德育及公民教育部分整合，提升跨
科、組合作，並在星期二早上的初中德育文章閱讀中進行優化，
以提升同學的品格素質。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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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2) (2) (2) (2) 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    
a.與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協作，
優化導學案、課堂內同學學習常規；並參與
香港中學校長會聯校「自主學習試行計劃」，
開放課堂，與友校加強聯繫，優化校本「自
主學習」模式。 

透過同儕觀課的觀察，習
作察閱及科務會議，檢討
各項措施的成效。 

本年度自主學習由中一級伸延至中二級，學與教委員會作統籌，

優化蒐集導學案政策、編訂導學案時段及安排，成效更為理想。

學與教委員會亦制訂中一課室的硬件安排，如購置小黑板作分組

討論用途、在課室後設置可貼上小黑板的新壁報板、編排分組、

安排分組座位。中一級在星期二及四的課後自主學習時段，以及

中二級在星期一及四的課後自主學習時段安排均較去年理想。 

此外，本年我校亦舉辦多次講座及工作坊予老師及同學，以提升

自主學習在本校推行的成效。去年八月底的「中一導入計劃」活

動中邀請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專家到校為中一級同學

講解自主學習及導學案，建立良好學習習慣；十月底再到校為中

一同學進行第二次自主學習工作坊，主題為「預習法」；十一月

中為教師進行專題工作坊，主題為「導學案設計技巧」；三月初

亦為中一同學進行第三次工作坊，主題為「摘錄筆記技巧」，效

果良好。 

在校內的觀課上，已見到不少科目在課堂內進行自主學習，課堂

內分組討論、匯報，展示所學成果次數增加。老師更鼓勵同學間

互相提問、互評，讓同學互相學習，加強溝通，彼此合作，達致

提升學習效能最佳效果。 

透過香港教育城，我們去年已參與了「網上試題學習平台」，讓

中六同學在校內、在家中可以透過網上，研習公開試的歷屆試

題，提升考試技能。此外，我校亦在校網中，增加互動平台，透

過老師擬訂資料、題目，讓同學能在家預習、自學。今年，更逐

步增加平板電腦，供老師及同學於課堂內使用，增加學習上的互

動性。預計來年的使用率會進一步提升。 

b.各科在中一及中二級施行「自主學習」策略，
設立課後「自主學習課」、編寫「導學案」，
並在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支
援下，籌辦工作坊，提升同學自學能力，以
及增加校內老師分享導學案及自主教學模式
的機會。 

c.在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支援
下，各科以「自主學習」為主題，進行「課
堂研究」，並總結過去數年經驗，出版書刊。 

透過同儕觀課的觀察及
科務會議，檢討各項措施
的成效。 

本年度，課堂研究緊扣著自主學習及電子學習。十一月邀請中大
團隊再為我校老師舉辦「導學案」工作坊，透過同儕協作，加深
對導學案設計的認識。各科亦在課堂研究施行前與中大協作，設
計導學案、行動學習、前測及後測、工作紙，並撰寫回饋報告。
此等協作模式，讓我校老師得著更大，對學與教有所裨益。我們
更計劃將課堂研究各科成果結集成書，與教育界同工分享。工程
雖巨大，幸得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支援，工作仍
在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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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d.為配合自主學習，來年仍會購置所需平板電
腦，並計劃首先在中一及中二級所有課室設
置 wifi 無線上網，方便同學在課堂進行間活
用網上資源，提升學習興趣及效能。 

透過同儕觀課的觀察及
科務會議，檢討各項措施
的成效。 

本年度得到「學校起動計劃」(Project WeCan)及三星(Samsung) 

支援而購買了不少平板電腦。電子學習是本年度的關注事項之

一，各科在課堂內逐步加入電子學習元素。中一級中二級已設置

無線上網，無論在上課或放學的自主學習時段，同學已可輕易利

用網上資源促進學習；在活動方面亦引入電子學習，如在全方位

學習日，中一級同學利用平板電腦在中上環遊走，找尋景點，提

升學習動機及興趣。 

(3) (3) (3) (3) 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    
a.與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協作，
並利用自主學習模式，優化「小班教學」策
略，提升同學在課堂內的參與，建立科本學
與教常規，並在初中引入新高中的評核模
式，培養學生適應高中的解題與答題技巧。 

透過同儕觀課的觀察，習
作察閱及科務會議，檢討
各項措施的成效。 

本校老師在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的支援下，善用

小班教學優勢，改進教學法，提升學生在課堂內的投入感。另外，

各科亦在科會中制定教學常規，如訂下上課所具備的教材、預習

部分、課業安排等等。 

中大同工亦在各學習領域進行同儕觀課，並回饋老師，提升教學

效能。 

各科為讓同學及早了解公開試的評核模式，亦在科會中訂定初中

評核模式，銜接高中，使同學在面對公開試有更大的信心。整體

成效良好。 

b.中、英、數三科加強初中同學在全港性系統
評估的準備；初中引入外界資源，籌辦星期
六小組課後鞏固班。除星期一、三、五的課
後補課班外，高中各科制訂科本應試策略；
善用「學校起動計劃」資助，開設「周六公
開試增潤班」及暑期班，提升同學在公開試
中的成績。 

透過各科的科務會議
上，分析學生的表現，並
檢視中學文憑試的成績。 

我校與睦鄰教會及燊火青年網絡合辦初中周六啟導班，大學義工
為中一至中三級同學加強基礎培訓方為提升中三同學基礎能力
以銜接高中課程，並針對全港性系統評估，本年度中、英、數三
科自十月初開始已逢星期一放學為中三級同學加強培訓，以準備
在四月及六月的「說話」及「書寫」評核。 
自九月開始，逢星期一、三、五放學，學與教委員會統籌中四至
中六各級課後、假期補課，讓同學有序地鞏固所學。 
在「學校起動計劃」資助下，我校更開辦「周六公開試增潤班」，
聘請導師為中四至中六同學於星期六及假期中補課。受惠同學超
過 100 人次。從同學的問卷反映增潤班對同學有很大幫助，導師
能啟導同學明白科本知識，進一步強化課堂所學，同學得益甚
大，成效顯著，在 2015 中學文憑試中同學的成績更勝去年，可
見增潤班的成效。因應同學要求，我校今年更在暑期開辦增潤
班，以提升同學應付公開試的能力。 
我校亦參與了「學校起動計劃」中的”English WeCan” 課程，
透過與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及九龍倉的合作，為
本校中一同學強化英語能力，提升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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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c.各科制訂聯課活動，連同全校性全方位學習
日，讓學生走出課室進行參觀和考察，引證
課堂所學。 

透過各科的科務會議
上，分析學生的表現。  

本年度進行了兩次大型的全方位學習日。第一次於 8-9/1/2015

進行，而第二次則於 17/4/2015 進行。第一次活動包括中一級的

律己訓練營、中二級的「肇慶」交流活動、中三級的濕地公園考

察、中四級的「社會認知」課程、中五級的生物科考察、升就組

與英文科合辦的職場參觀、中六級的模擬面試工作坊；第二次的

全方位學習活動則包括中一級的「遊走中上環」、中二級的挑戰

自我訓練營、中三級的「社會認知」課程、中四級的「遊走中上

環」小導師及導賞員計劃及中五級的「生涯規劃」營。同學在不

同活動中走進社區，了解不同文化、階層的生活，拓闊視野，效

果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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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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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關注事項(二)：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1) (1) (1) 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 

a.善用學校環境，展示具正面價值觀的標語及好

人好事，並建立成就廊，學生活動相片廊，增

設獎盃櫃等，加強學生對學校的認同及歸屬

感。 

各科於科務會議檢討學

習活動的成效。 

本學年我校透過中史、歷史、通識等多個學科，在課堂內向

初中、高中同學灌輸「責任感」、「民族」、「國家」、「國民身

份認同」等觀念。德育及公民教育組亦在 9至 10 月舉辦國慶

周，透過展板、攤位遊戲等活動讓全校學生了解祖國的發展。

我校亦善用政府及校外資源，中二級同學前往肇慶考察，讓

同學認識祖國，成效良好。去年暑假，我校在九龍倉「學校

起動計劃」的支援下，帶領中四及中五同學前往四川參與「無

止橋」的義工服務，援助內地的弱勢社群。 

此外，德育及公民教育組逢星期一早會均有老師及同學分享

時事，以及「堅毅」、「承擔」等價值觀；通識教育科、德育

及公民教育組更提供德育文章，強化同學的品德素養，逢星

期二早會班主任與同學分享，互相交流意見。 

各科亦定期檢討課堂常規，讓同學了解學校要求，以提升同

學上課的優良習慣。 

b.各科統一課堂常規及禮儀要求，善用早會德育

文章，強化品德教育@，建立正面的學習環境。

高中更重新規劃中四及中五級的體藝培養，由

逢星期一及三放學改為星期四周會堂進行，彈

性處理體育及藝術課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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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2) (2) (2) (2) 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 

a.通過境外學習團，由學生協助籌備和擔當組長

職責。此外，參與「學校起動計劃」的聯校活

動，如籌辦荷李活營商活動、工作體驗計劃及

職場參觀，培養學生成為未來的領袖。 

人文教育領域內各科於

科務會議檢討、升學及

就業輔導組評估，與九

龍倉的會議討論。 

透過科組協作，讓同學參與境外交流活動，建立自信，為社

會培育未來領袖。我校本年度所舉辦的境外交流活動，包括

中二級的肇慶學習團、首爾學習團、通識梅州學習團。 

在「學校起動計劃」支援下，我校亦帶領同學參觀大學、舉

辦講座，以及參觀各行各業。在參觀職場方面，同學曾參觀

康泰旅行社、納維素國際美學院、萬豪酒店、香港空運貨站

等等，同學更於暑假期間參加職場實習計劃。同學的眼光得

以擴闊，為未來工作打下根基，為社會培育未來領袖，成效

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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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星期一早會老師及學生分享外，各科在教學過程中，以滲

透方式向同學灌輸正確的價值觀，包括「關愛」、「誠信」、「堅

毅」等品格，讓同學以成為「五育人」為榮。在科組協作及

努力下，透過課堂內、外的活動，有效培養同學良好的品格

素質。 

(3) (3) (3) (3) 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    

a.加強科組協作，推動「生命教育」，並加強中

一至中六的「生涯規劃」計劃，讓學生訂立不

同階段的人生目標建功立業，服務大眾，回饋

社會。 

各科科務會議檢討、升

學及就業輔導組評估。 

三月的「生命教育周」，透過攤位活動，讓同學珍惜生命，成

效顯著。升就組與聖公會沙田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合作為初

中及高中同學舉辦生涯規劃工作坊，讓同學規劃路向，認識

職業與個人性格、興趣及能力的關係。 

b.各科配合品德教育，提升同學的品格素養及價

值觀，強化知識，並對社會，對國家作出貢獻。 

各科於科務會議檢討 各科在課程內，特別是通識科、中史及歷史科等滲透優良的

品格素養及良好的價值觀，讓同學在求取知識之餘，亦培育

我校學生成為「敢承擔」的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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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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420142014 至至至至 20152015201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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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1 推行早讀計劃，中一至中三級在星期二閱讀
德育文章，星期四閱讀中文報章；中四至中
六級在星期二閱讀英文報章及星期四閱讀中
文報章。 

會議檢討 1  同學大致建立閱讀德育文章及報章的習慣。 
2. 來年繼續安排早讀計劃。 

1.2 推行科本閱讀計劃，安排學生每年閱讀不同
學科書籍，並為各科提供不同閱讀報告的範
本，由科主任安排及跟進，科任老師執行，
以期培養學生的閱讀習慣，提升學習效能。 

會議檢討 
科主任收集的數據 

1. 本學年所有科目已經根據安排完成閱讀計劃，圖書館助理也完
成了分數輸入工作。 

2. 本年度有個別老師身體抱恙，因此未能按時遞交分數，建議以
後每月收一次分，避免未能入分的情況。另有個別學生表現未
達標，需要求學生盡量補做。 

3. 部分同學尚需培養自主閱讀的習慣，個別學生需要追收才能交
齊，來年考慮調整各科的閱讀頻次：中英兩科保持 1 年 3 次不
變；科學、通識、數學、歷史、地理、經濟等科目 3 年 2 次；
家政、電腦 3年 1次。 

1.3 安排每位老師在班房向學生作一次的書籍分
享，並邀請部分老師以直播形式，透過校園
電視台作書籍分享，以此吸引學生閱讀。 

會議檢討 
統計老師完成分享活
動的比率 

1. 大部分老師按計劃完成書介，並填寫有關資料，資料已貼於圖
書館壁報上供學生參閱。 

2. 老師書介的總體較為參差，部分老師製作簡報進行介紹，部分
則以口述形式。建議來年由閱讀學習組制定簡報模板，展示製
作要求，所有老師均需製作簡報進行書介，並於完成後交予閱
讀學習組。 

3. 老師介紹的短片頗為有趣，學生反應投入，效果良好，建議來 
年繼續進行。 

1.4 安排學生製作新書推廣的節目，於校園電視
台播放，增加推廣新書的渠道，一方面讓學
生能緊貼地了解圖書館館內新書的藏書情
況，亦可從中呼籲及鼓勵學生借閱新書。 

會議檢討 
完成活動的次數 

1. 本年度共製作 3 次新書推廣的節目，並全部已於校園電視台播
放。 

2. 報名參與拍攝的同學以中一學生居多，內容未夠深入，而且由
於時間限制，每本書介紹的時間較短，未能就書本的內容作深
入介紹。 

3. 考慮能在短時間內宣傳圖書館的新書，總體來看，今年表現比
去年進步，建議來年加強宣傳，鼓勵高中的同學參加，擴大圖
書的介紹廣度和深度。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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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5 邀請知名作家於周會時間主持推廣閱讀講

座，並同時舉行「好書為你買」活動，讓學
生即場投票選出心儀的書籍，添購並放置於
圖書館內，以此吸引學生閱讀。 

會議檢討 
問卷 
投票率 
 

1. 書介講座邀請了范建梅老師介紹圖書。 
2. 由於范老師要求須於講座前購置 40 本圖書，因此未有安排於講

座期間進行「好書為你買」的活動。 
3. 講座共介紹了 40 本不同種類的圖書，節奏緊湊，學生表現專

注。而且從問卷調查的數據顯示，有接受 9 成的同學表示對講
座的主題感興趣，可見成效良好。（詳細數據見附件一）  

4. 講座後接收到大量新書預約，學生反應踴躍，收效良好，來年
可考慮繼續請范老師來校進行講座。 

1.6 定期為圖書館購置新書，並於圖書館內舉辦
新書書展，每次展期約兩個月，為學生提出
最新及多元化的書籍，吸引其自主閱讀。 

會議檢討 1. 本年度由閱讀大使協助製作、更新展板以介紹圖書館購置的新 
書，成效不錯。 

2. 有學生反映圖書館的新書較以往有趣而且種類較多，有助提高
其閱讀興趣。 

3. 建議來年可考慮邀請閱讀大使分組協助購置新書，讓圖書館的
藏書可更貼近學生的興趣，以此吸引其閱讀。 

1.7 定期舉辦書商書展，並購置合適書籍。 
 
 

會議檢討 
完成活動的次數 

1. 全年舉行兩次書展，收效不錯。第一次書展的書種較少，而且
有不少是補充練習及試題，經協調與書商溝通後，在第二次書
展中增加了不少不同類型的書籍，學生增加了選書的興趣。 

2. 本年度於書展中設置「添購新書意願表收集箱」，讓圖書館為學
生購置心儀讀物，效果良好，建議來年繼續設置書箱。 

1.8 於圖書館設立「添購新書意願表收集箱」，為
學生購買心儀讀物。 

會議檢討 
統計學生參與次數 

1. 此項活動成效良好，學生能運用收集箱，讓圖書館代為購置相
關書籍，同時亦令圖書館的藏書種類更貼近學生的興趣，增加
其借閱意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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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2.1 安排中一以小組，中二至中三以個人形式逢

星期一、三在班內書介，增加學生語言表達

的機會。 

會議檢討 

統計中一至中三同學

完成分享活動的比率  

1. 所有初中班別已完成班內書籍分享計劃，部分班別能依照學期

初訂下的時間表完成，並準時繳交學生的評分。 

2. 中一的表現優於中二和中三。中二級中三部分書介的內容、選 

擇的書種不太合適。 

3. 建議來年學生選書時班主任給予指導並跟進。 

2.2 舉辦班際書介比賽，由各班選出代表，與同

級各班學生代表進行比賽，透過向同儕分

享，增加其公開演說的自信。 

會議檢討 

統計各級學生完成比

賽的比率 

問卷 

1. 本學年的書介比賽已分別於 5月 14 日和 5月 21 日周會時段進 

行，參賽學生的表現較為理想，現場氣氛熱烈投入。超過 8成

的中一至中三級的同學滿意是次的活動安排。（詳細數據見附件

二及附件三） 

2. 下學年將每班可派出 1-2 組改為每班派出 1組，以控制簡報比

賽的時間。 

3. 本年度安排即時宣佈賽果，學生的反應及氣氛較佳，來年可繼 

續安排即時宣佈賽果，而獎項則在學期末的早會頒發。 

4. 本年安排級主任擔任評判，唯個別老師因公務未能出席，建議

來年邀請兩位副校長擔任評判。 

2.3 安排學生每月一次於早會時段作中英文書籍

分享，藉以培訓學生之中英文的表達能力。 

會議檢討 

完成活動的次數 

按時完成活動 

1. 今年的表現較去年進步，可看出同事的用心和努力，希望來年

做得更好。 

2. 建議分享後要分享文章張貼在圖書館門外的壁報板上。 

2.4 參與校外讀書報告比賽，讓學生自由參賽，

希望藉此提升學生之寫作能力。 

會議檢討 

統計學生參與比賽紀

錄 

按時完成活動 

1. 派出高中同學參加中央圖書館舉辦的全港閱讀報告比賽。 

2.5 與中、英文科合辦初中級校內閱讀報告比

賽，讓學生透過閱讀報告，分享自己的閱讀

心得及感受，亦可借此向同儕介紹不同的讀

物。 

會議檢討 

統計學生參與比賽紀

錄 

按時完成活動 

1. 本年度已完成中一至中三級閱讀報告比賽，亦已於 6月初舉行

頒獎。 

2.6 與視藝科合辦中一級書籤設計及中三級書本

封面比賽，讓學生發揮創意，並藉此提升其

閱讀興趣。 

會議檢討 

統計學生參與比賽紀

錄 

 

1. 本年度與視藝科合作，已於 2 月舉行中三級圖書封面設計比

賽，過程順利。 

2. 由於本年度未能與視藝科協調合適的時間，因此取消了中一級

書籤設計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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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3. 已多年舉辦書籤設計及書本封面比賽，建議來年可與視藝磋

商，舉辦其他閱讀及設計活動。 

2.7 舉辦書介簡報設計比賽，培養學生之創意及

分享習慣。 

會議檢討 

統計學生參與比賽紀

錄 

1. 按計劃完成，但大部分學生的書介簡報製作過於簡單，質量不 

高。 

2. 閱讀學習組或可給出一個簡報的模板，請班主任在書介時以此

為範例，以展示選書及製作簡報的準則。此項建議可與 8月第

一次校務會議上提出。 

2.8 培訓閱讀大使，培養其獨立思考和處事能

力，以期成為學生領袖，發揮自主精神，帶

動校內之閱讀風氣。 

會議檢討 

參與閱讀大使之人數 

 

1. 今年大部分閱讀大使為中一學生，由於學生課後有不同的活動

和自主學習，出席率一般，個別日子尤為嚴重，因而當值分數

不高。 

2. 建議來年不安排學生全日當值，只當值某個時段；亦可考慮用 

電腦取代人工借書；或可與訓導處合作，讓學生整理書櫃以扣

減缺點，以減省人手。 

2.9 與中文科合辦參觀書展，讓學生增廣見聞，

並接觸更多不同類型的書種和作家。 

會議檢討 

參與學生之人數 

1. 由於本年度中文科取消參觀書展活動，故本年度未有舉行。 

2.10 舉辦校內借書率比賽，設班際及個人獎項，

鼓勵學生多閱讀，培養閱讀習慣。 

會議檢討 

統計學生參與比賽紀

錄 

按時完成活動 

1. 已於 6月初頒發今年的獎項。 

2. 有學生為了提高借書率得到獎項而故意借很多書，扭曲了比賽 

的宗旨。來年建議取消比賽的設置，改為獎勵，可於結業禮頒 

發書券予各級全年借書最多的同學，以鼓勵他們閱讀。 

2.11 舉辦「環保書墟」的活動，讓學生能作免費

舊書交換，推廣閱讀風氣的同時，亦能以身

作則，支持環保。  

會議檢討 

學生回應 

1. 本年度的「環保書墟」的活動已於 10-11/9 日舉行，本年度共

377 本舊圖書給同學取去。 

2. 活動成效不俗，既有環保之效，又能鼓勵學生閱讀，建議來年 

繼續舉行。 

 

負責老師姓名： 林妍、余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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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一)：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評估成效 

(1) 優化校本課程 

組織貫通中一至中六的「生涯規

劃」，體現「校本課程目標」中「重

視生涯規劃，培養正面的學習態

度」，除與社福機構合作外，並嘗

試自行製作校本升學就業輔導課

教材 

學生參與的情況、老

師於活動的觀察、活

動檢討數據、升就組

會議評估 

本組優化上年自行製作的班主任輔導課，主題是「認識自己、追尋理想」。內容

主要是讓同學認識自己的能力，並構思未來可能從事的職業，同時為自己訂立目標。

輔導材料包括工作紙及簡報，透過班主任與同學的互動(如短片討論、職業冷知識問

答比賽等)，提升同學生涯規劃概念，並讓學生明白職業與個人性格、興趣及能力的

關係。建議來年可於中三及高中方面嘗試多投放人力資源作嘗試，制定校本的生涯

規劃，以配合同學在不同階段的人生目標，讓班主任或負責同事更能掌握同學需要，

作出適切的輔導。 

(2) 推動自主學習 
透過周會，向中四級同學介紹應用

學習課程及「Project WeCan 職場

體驗影子計劃」，鼓勵高中同學因

應個人能力和職志興趣參與 

參加人數、升就組會

議評估 

本組於 2 月初早會時向全級中四同學介紹「應用學習」及導引課程安排，參加

導引課程的人次有 57 人。同學分別於 3月的四個星期六參加導引課程，申請過程大

致順暢。同學於 3月下旬正式報名，共有 27 位同學報讀，比去年略減。當中有較多

同學報讀「應用心理學」及「流通及網上程式開發」。 

建議來年沿用本年做法，繼續邀請同學分享於「應用學習」的困難及得著，與

及對升學及就業的認受性等，讓同學對「應用學習」有更全面的認識。 

  本年共 8位中五同學主動參加「Project WeCan 職場體驗影子計劃 2014」，同學

在申請過程中需撰寫求職信及進行工作面試。同學透過計劃可前往所選的不同工作

單位進行為期 3 至 4 星期的工作實習，認識職場所需的技能及工作態度。當中有 4

位到會德豐地產進行實習，其餘 4 位同學則分別於九龍倉集團旗下的業務單位進行

實習 (包括連卡佛及香港空運貨站)。而「Project WeCan 職場體驗影子計劃 2015」

亦已完成招募，共 11 位升中五同學參與，過程大致順利。 

  建議來年可邀請同學分享工作的苦與樂及為下一屆參加計劃的同學進行同儕面

試練習，讓同學可以作出合適的工作選擇及培訓所需的職場技能。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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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評估成效 

(3) 提升學習效能 
於全方位學習日，善用「學校起動

計劃」資源，配合英文科選修課題

Workplace Communication，安排

中五級學生走出課室，組織不同機

構參觀和考察，提升學生對工作世

界的認知 

學生參與的情況、活

動檢討數據、升就組

會議評估 

本組與聖雅各福群會合作，分別安排中五級同學於 1月 8及 9 日的上午前往參

加職業體驗活動。同學可自由選擇有興趣的行業進行模擬真實工作環境實習，當中

可讓同學體驗的行業包括醫護、工程、旅遊款待、廣告行業等，同學於過程中表現

十分投入，對行業的入職要求有更多的理解。老師對活動的亦有十分正面的回饋，

期望來年繼續舉辦同類活動。 

本組與英文科合作，配合中五級英文選修課題「Workplace Communication」，

由英文科先製作相關教材，並讓同學於外出前分組準備參觀時訪問的問題。本組則

於 1 月 7 至 9 日下午安排中五級同學按照英文科分組前往九龍倉集團旗下有線電

視、香港空運貨站有限公司及 One Island South 參觀。本年度更與聖雅各福群會合

辦「職場走訪」工作坊，讓同學於外出參觀前，先認識職場所要求的品格與元素。 

根據活動後的意見調查所見，同學對整體活動之滿意程度達到 90.5%，亦有

85.7%的同學認為活動讓他們認識真實職業內有關工作領域及不同行業的情況。 

而根據老師意見問卷調查，參與活動的老師均認為活動能擴闊學生的知識領

域，有助學生促進思考個人未來工作方向與目標，惟上午及下午的活動時間安排上

較為緊迫。根據英文科老師的回饋，建議來年繼續與其他外間機構合辦活動時，盡

力安排同學相對有興趣的機構參觀，以提升同學對職場參觀的興趣，亦使學生更積

極投入參與活動。 

建議來年繼續嘗試與其他外間機構合辦活動，盡力安排同學參觀相對有興趣的

機構，使學生更積極投入參與活動，而在活動時間安排上要作出調節，讓活動的流

程更為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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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評估成效 

(1) 修身立己達人：提昇自我管理能力，發展終身興趣 

安排升就老師與外間機構合作製

作中一及中二班主任課教材，協助

同學探索個人興趣及升學就業的

關係 

學生參與的情況、 

老師於活動的觀察、 

活動檢討數據、 

升就組會議評估 

本組繼續與香港聖公會沙田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合作，在初中透過入班活動(中

一級為「職志探索坊」，中二級為「職志前哨坊」)，以協助同學認識生涯規劃概念。

綜合以往的合作經驗及學生的所需，升就組老師先行與機構負責人調節教材，讓課

堂更適切地配合學生的個人發展。班主任及社工的回饋反映中一級同學於活動表現

十分積極投入。而根據活動後的意見調查所見，同學對整體活動之滿意程度達到

98%，亦有 97%的同學認為活動讓他們認識生涯規劃概念，成效良佳。 

建議來年提早安排於第一學段進行相關的生涯規劃課，及早讓同學訂立短期及

長期目標。 

除舉辦選科講座及家長日講座

外，亦籌劃以模擬人生形式進行的

模擬選科活動，讓中三級同學能從

多角度了解新高中各科的課程內

容及選科時應考慮的因素，如個人

的興趣、能力及就業前景的相互關

係 

學生參與的情況、 

老師於活動的觀察、 

升就組會議評估 

本組與香港聖公會沙田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合作，讓中三同學先重溫於中二級

「職志前哨坊」認識的生涯規劃概念。並透過一系列活動，增加學生對新高中學制

及如何選科之認識，讓學生明白選科、升學及擇業與個人因素之關聯。大部份中三

級同學均積極投入體驗活動，而班主任及社工的回饋均見正面，認為活動能讓學生

明白時間管理與生涯規劃之關聯及重要性。 

1 月 29 日周會時段舉行選科講座，本組先聯絡各科主任提供課程內容以更新資

料冊，於周會當日早上派發，並邀請選修科的科主任(理科、歷史、中史、企會財、

設技共 5科)於周會向同學介紹學科內容、學習方法、評核方法及升學就業出路等。

汲取過往經驗，本組與科主任們有更佳的溝通及時間控制，所有出席的科主任均有

充足的時間完成介紹。 

在選科安排上，同學於周會後進行首次模擬選科，並於 4 月中家長日向家長介

紹新高中學制及由中四同學分享選科心得，大部份中三家長均陪同學生出席講座。

同學於其後的班主任時段進行第二次模擬選科，而本組在選科組合上亦作出問卷調

查，以便收集同學對新選修科目組合的意願，統計數字已完成，並交予學與教委員

會跟進。 

2015-16 年度中四選修科組合按早前中三同學問卷結果作出微調，並於 5 月下

旬進行正式選科，過程暢順。本學年第一及第二選修科的志願編排中，超過 90% 同

學均能入讀首志願的科目，而入讀首兩個志願的同學更達 100%，較上年為佳。有見

及此，建議來年沿用本年的選科工作坊活動，讓同學在選科時作出更合適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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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評估成效 

透過與香港聖公會沙田青少年綜

合服務中心合作，於中四級舉辦

「生涯規劃」活動，透過職業性向

測試和模擬人生活動，認清自己的

能力和可塑性 

學生參與的情況、 

老師於活動的觀察、

活動檢討數據、 

升就組會議評估 

本組與香港聖公會沙田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合作，於中四級進行「理想點。你

想點」生涯規劃活動，讓中四同學透過生涯規劃理論(John Holland: Self-Directed 

Search)，以職業性向理論的元素為主題作體驗活動，促進學生及早思考個人生涯規

劃路向，並讓學生明白職業與個人性格、興趣及能力的關係。大部份同學均積極投

入參與，嘗試申請職業及參加面試。班主任及社工的回饋均見正面，本組亦向負責

社工反映改善的建議及加強引導同學思考學歷及成績的重要性，希望於來年這項活

動對同學有更大的啟發。 

本組亦建議來年善用「生涯規劃津貼」，嘗試與更多不同機構(如學友社/青協等)

合作，舉辦更多元化的生涯規劃活動，令同學對人生的規劃上有更明確的方向及執

行計劃。 

善用教育局「生涯規劃津貼」資

源，組織「高中生涯規劃營」，協

助學生了解自己的特質和潛能，從

而思索及建立自己對未來的夢想 

學生參與的情況、 

老師於活動的觀察、

升就組會議評估 

本組分別安排中四同學於 9 月開初前往烏溪沙青年營及中五同學於第二次全方

位學習日前往上水展能訓練營進行不同類型的體驗式活動，包括﹕歷奇遊戲、模擬

人生過程、職業性向測試工具、職業體驗工作坊、面試技能小組訓練等等，讓同學

更了解自己的個人特質及探索未來的出路方向，從而訂定及計劃個人的生涯目標及

學習製作個人履歷表和面試技巧。負責老師反映同學於歷奇訓練及職業體驗工作坊

表現投入，惟活動時間較長及天氣炎熱的關係，同學於下午的時段表現疲累。 

建議來年嘗試安排活動於室內進行或其他更合適的日子，並考慮刪減體力消耗

較多的部份歷奇訓練，讓同學更積極投入活動。 

(2) 培育未來領袖 

協助中六級同學報讀 JUPAS、IVE

及 E-APP -- 利用一連串的工作

坊，讓中六級的同學能順利完成

SLP、SRR、OEA 及自述文章等工

作 

老師於活動的觀察、

升就組會議評估 
為協助同學裝備更完整的升學資訊，本組除安排大學及 IVE 的代表到校外，更

邀請開辦副學士的浸大國際學院、HKU SPACE 到校介紹課程、入學要求及涵接大學

等內容。從班主任及本組觀察，同學對聯招以外的各項出路亦有興趣及專注用心。

因此，本組除致力協助同學順利完成報讀 JUPAS 的程序外，亦於本學年透過家長信

及於家長日提供聯招以外的課程資料，鼓勵同學報讀 IVE 的課程或以 E-APP 報讀其

他院校的自資學位及副學位課程。 

來年要求所有非以報讀大學聯招為升學目標的同學，因應個人能力和興趣透過

IVE 或 E-APP 報讀自資學位及副學位課程。 

本組已於 6 月下旬向中五級同學介紹學生學習概覽(SLP)、學生自述文章

(Self-Account)的內容及範文等資料，並收集同學的電郵以便向中五級同學派發學

生學習概覽，希望同學善用暑假，及早加入課外活動和獎項，與及撰寫自述文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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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評估成效 

利用 JUPAS 小組輔導、大學參觀、

專上學院及台灣/內地/海外升學講

座、學友社家長講座、模擬放榜等

活動，令中六級同學了解各類課程

的收生要求，並提升學生對應付文

憑試的信心 

老師於活動的觀察、

升就組會議評估 

 

本組繼續於本學年組織「JUPAS 小組輔導」，學生分成多組，以 6-8 人為限，每

班分別由一至兩位老師負責，就同學的能力和期望提供不同的升學資訊(如大學、高

級文憑、毅進課程等)及輔導工作。同學樂意與老師討論關於前途的問題，部份同學

對文憑試稍欠信心，而且對聯招及聯招外的課程不太認識。而升就組老師於會議中

評估了同學的情況後，決定於中六同學離校前向同學進行第二次輔導，期望進一步

了解同學的升學就業需要，以及跟進 IVE 及 E-APP 申請狀況。總括而言，升就組希

望通過小組輔導，鼓勵同學於畢業試及公開試時作出更大的努力，並選擇合宜的科

目，增加入學的機會。 
大學參觀方面，中六同學最少參觀了一所大學。此安排是希望同學多出席大學

的輔導日，從中得到升讀大學的新動力。學生首先在 9月初了解參觀的大學之日期，

老師會再在該大學參觀日前數天派發及收回家長信。目的是希望減低學生忘記出

席，及於學生臨時有要事而不能出席時可即時聯絡，從而降低缺席率及監察同學的

出席次數，使同學能到各大學了解自己心儀的大學課程。建議來年除了 8所大學外，

亦加入較受同學歡迎的 IVE 院校及浸大國際學院，讓同學了解更多不同院校的特色

及課程等資訊。 

本組於本學年積極安排畢業生回校分享，邀請不同行業及年齡層的舊生回校向

學弟妹們分享升學和就業的歷程。當中頗受同學歡迎的幼兒教育、護理及體育系的

大學同學，亦有在台灣留學的同學分享經歷，也有剛畢業同學則介紹重讀的心路歷

程及選科心得。同學反應良佳，留心之餘亦有將其得著寫在反思工作紙上。雖然邀

請舊生過程非常困難，但仍建議於來年舉辦類似講座。 

除一如往年邀請香島專科學校的課程主任到校分享國內升學的資訊外，本組汲

取去年的經驗，於本學年提早向同學宣傳由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舉辦的香港學生來

臺就讀大學校院學士班個人申請計劃，並邀請培正專業書院的代表到校，介紹台灣

國立、私立、技職及綜合大學的分別，與及詳細講解個人申請及聯合分發的安排，

讓同學了解赴台升學辦法及海外聯合招生申請程序。由於已有接近 50 位同學於 10

月中參觀「臺灣高等教育展 2014」並希望到當地升學，故講座後有不少同學向講者

詢問有關前往台灣升學的事宜，較多同學希望了解在香港完成中六的課程後如何在

台灣修讀學位課程，部分同學則關注在畢業後回港工作的學歷認可問題。本組亦要

求同學必須於 11 月向老師申請，才可得到校方提供的推薦信。因此，大部份的推薦

信已於申請截止日期兩星期前交予有意報名的同學，申請過程順利，最後有 9 位中

六級同學成功得到台灣院校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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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評估成效 

(3) (3) (3) (3) 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 
組織貫通中一至中六的「生涯規

劃」，讓學生訂立不同階段的人生

目標，發展所需技能，建功立業，

服務大眾，回饋社會 

善用「學校起動計劃」資源，組織

參觀不同機構、工作體驗計劃及師

友計劃，提升學生對工作及社會的

認知 

參加人數、老師於實

習期間的觀察、升就

組會議評估 

感謝九龍倉「學校起動計劃」，令本組能繼續與各科合作，分別安排旅遊與款待

科參觀香港民航處總部及參加太平洋會餐桌禮儀班、經商科參觀連卡佛倉庫，令職

場參觀活動更有意義，亦讓同學將參觀經歷融入課堂所學。 

「Project WeCan 職場體驗影子計劃」推展較以往流暢，原因是本組與九龍倉

及會德豐地產已建立既定合作模式及默契。本年共 8 位中五同學參與，當中有 4 位

到會德豐地產實習的分別同學於 8 月及 9 月向會德豐高層及我校同學分享工作點

滴。而本年 6 月，實習的同學更與會德豐地產常務董事黃光耀先生一起接受新城財

經台的訪問，分享實習經歷及得著。 
此外，本組繼續與會德豐義工隊合辦「師友計劃」，作為「職場影子體驗計劃」

的延續。8位於去年進行實習的中五級同學與會德豐義工以「一對一」形式結成「師

徒」，而因應同學在工作實習時，體會到英語運用的重要性，本組於本學年與英文科

及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同工合作，透過「師友計劃」的聚會活動中加插

英語學習元素，期望同學(Mentee)從中學習相關的英語詞彙(Vocabulary)和對談

(Conversation)，與會德豐導師(Mentor)進行英語互動，提升英語運用的自信。在

活動前，同學(Mentee)先參加由中文大學的同工與及升就組的英文科老師合辦的活

動簡介，讓同學初步學習活動中的英語語句，並於活動後進行反思及撰寫英文感想。 

同學與會德豐導師分別於 11 月到會德豐藝術廊出席由外國攝影師主持的攝影活

動、3 月出席港燈家政中心的 English Cooking Class 及 5 月於學校進行 English  

Bubbles Soccer 等活動。同學們於過程中積極投入，而且能以英語溝通，享受活動。 

建議來年加入更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如:英語話劇/手工藝工作坊等)，讓同學有更良

佳的得著。 

而「Project WeCan 職場體驗影子計劃 2015」亦已完成招募，共 11位升中五同

學參與，過程大致順利。 

 
 

負責老師姓名：林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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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420142014 至至至至 20152015201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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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評估成效 

1.1.1.1. 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    

(a) (a) (a) (a) 建立建立建立建立「「「「互關愛互關愛互關愛互關愛」」」」校園文化校園文化校園文化校園文化    

(i) 善用學校環境，展示具正面

價值觀的標語及好人好事 

學生培育檢討會

議、級主任報告、

全體教師周年工作

檢討會議 

效果良佳。於校務處對面的玻璃窗增設展示服務生交職典禮的照片、同學對服務生的

鼓勵語句及「好人好事」鼓勵卡，讓同學感受正面氣氛。 

 

輔導組和德育及公民教育組繼續善用校園的不同位置，如校門、梯級、梯間、小食部、

洗手間等展示不同主題的正面價值觀標語。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於每星期一派發一張特

製金句字條給各班，讓同學在星期一德育早會了解到該周金句的意思後，回課室把有

關金句寫在字條，並張貼於課室內，加強對同學的價值觀培育。 

 

 

(ii) 建立成就廊、學生活動相片

廊，增設獎盃櫃和成果展，

加強學生對學校的認同及歸

屬感    

進度理想。於不同樓層定期展示及更換師生的活動、得獎照片及獎項，並繼續進行美

化校園工程，加強展示師生的成就。個別樓層由各班級自行裝飾走廊，加強了同學對

學校的認同及歸屬感。於暑假其間，以「馬賽克」形式美化地下樓層梯間的樓層數字

作試點，以觀察其效果。另，為了讓校內外人士更了解有關獎項的內容，建議來年於

獎盃旁加設得獎學生照片及簡短描述。 

 

 

#「立己達人」乃本校校訓，出自《論語》，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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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評估成效 

(b) (b) (b) (b) 提昇自我管理能力提昇自我管理能力提昇自我管理能力提昇自我管理能力，，，，發展終身興趣發展終身興趣發展終身興趣發展終身興趣 

(i)  統一課堂常規及禮儀要求，善

用早會德育文章、早會分享及

校園電視台，強化品德教育@，

建立正面積極的氛圍 

學生培育檢討會

議、計劃檢討數

據、級主任報告、

全體教師周年工作

檢討會議 

統一課堂常規及禮儀要求統一課堂常規及禮儀要求統一課堂常規及禮儀要求統一課堂常規及禮儀要求：：：：    

同事依統一規則教育同學，同學有規可循；而同學的違規數字大幅下跌，可見同

學的自我管理能力有所提升。 

    

早會分享早會分享早會分享早會分享、、、、早會德育文章及校園電視台早會德育文章及校園電視台早會德育文章及校園電視台早會德育文章及校園電視台：：：：    

    

星期一的早會配合每月重點培育價值觀主題，繼續由公民大使主持，並由公民大

使於星期一進行有關主題或時事分享，效果非常好。 

 

星期五則由過往未曾於早會分享的老師以自由題或配合學校活動或時事分享，讓

同學涉獵更多不同的話題。 

 

星期二德育文章時段的運用仍需改善，部份班主任忙於處理班務，未能與同學一

同討論德育文章內的問題及得著，影響了果效。來年繼續提醒班主任與同學一同

閱讀文章，並與他們一同討論內容及得著。 

 

不同的組別繼續善用校園電視台，以多媒體培育同學。 

 

(ii) 初中全面推行體藝培育，中四及

中五修訂「藝術教育課」，發展

學生的體藝興趣，造就成功經

歷 

於初中的項目種類及人手安排上作出適當調配，進展較去年理想，來年會繼續嘗

試釋放同事空間。初中各級於學年中以兩次表演總結每學期的體藝學習，每次均

有不少家長抽空前來觀賞，實屬可喜。初中同學更於學年終的全校周會與高中同

學一同展示所學。另外，亦欣見參與不同項目的同學獲得不少校外比賽獎項，成

果有目共睹。 

 

中四及中五的「藝術教育課」進展良好，讓同學於繁重的課堂學習外得以減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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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評估成效 

2. 2. 2. 2. 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 

(a) (a) (a) (a) 提供展現領袖才能的機會提供展現領袖才能的機會提供展現領袖才能的機會提供展現領袖才能的機會，，，，栽培栽培栽培栽培「「「「懷自信懷自信懷自信懷自信」」」」的五育人的五育人的五育人的五育人    

(i) 推動「班內一人一職」計劃，

並由「級會」策劃和組織各級

活動，加強團隊培訓 

學生培育檢討會

議、級主任報告、

活動檢討數據、全

體教師周年工作檢

討會議 

級會培訓已由中一級擴展至其他初中級，培訓的果效仍有改進空間。不同級別的

級主任嘗試帶領級會進行級活動，並安排級會協助處理級壁報等，高中級別的果

效較初中級別良好。而不同班主任亦嘗試發動班內同學組織生日會的活動。 

 

(ii) 組織境外交流團，由學生協助

籌備和擔當組長 

英文科、社區聯絡組、通識教育科分別組織了不同的境外學習團，當中透過由同

學擔任組長，展現了同學的領導才能及合作精神；同學於學習團後更與校內其他

同學分享學習所得，成效不俗。 

 

(iii) 與參與「學校起動計劃」的其

他學校加強聯繫，組織聯校活

動 

透過參與「學校起動計劃」的活動，師生均獲得寶貴的學習機會。師生於去年 7

月參與了無止橋活動，與其他學校的同學一同到山區服務。另外，同學亦參與了

「做個非一般老闆」的聯校培訓及展銷會，於荷里活廣場進行年宵攤位，與他校

同學共展創意及自信，同學表現優良，獲得 5個大獎，並接受新城財經台訪問。 

 

(iv) 鼓勵更多學生參與校外不同機

構的活動及比賽 

透過不同科組同事的鼓勵，同學於校外比賽及活動中獲獎無數，當中不少是全港

性的比賽，如奪得香港綠色建築議會主辦「環保建築大獎」主席大獎、連續第 3

年獲得青苗十大進步獎等等，同學的成就令師生家長鼓舞。獎項詳情參見畢業禮

場刋的報告。 

 

(b) (b) (b) (b) 培養培養培養培養 4E4E4E4E 領袖素質領袖素質領袖素質領袖素質：：：：活力活力活力活力(Energy)(Energy)(Energy)(Energy)、、、、鼓舞鼓舞鼓舞鼓舞(Energize)(Energize)(Energize)(Energize)、、、、膽識膽識膽識膽識(Edge)(Edge)(Edge)(Edge)與執行力與執行力與執行力與執行力(Execute)(Execute)(Execute)(Execute) 

(i) 優化校本領袖計劃，發掘各級

領袖 

 

(ii) 強化各組別領袖職能，讓學生

展現良好的領袖素質 

學生培育檢討會

議、級主任報告、

全體教師周年工作

檢討會議 

本年度的校本領袖培訓計劃繼續於去年暑假開始，當中不少初中同學參與。各組

領袖參與暑假的理論與實踐培訓後，需於學年內繼續參與其所屬組別的特定培

訓，並於校內實踐及記錄其服務時數，才可獲得計劃嘉許證書。 

本年度繼續提交有關服務時數記錄到社會服務署的義工獎勵計劃，獲獎同學眾

多，當中不少同學更取得最高服務時數獎勵。 

另外，教師及學生領袖們於學年中積極發掘及培訓領袖，令本年度可繼續於暑假

前完成學生會及社幹事選舉，讓領袖同學們更善用暑假，及早籌備來年的工作。 

本年度只有一個學生會內閣參選，並由於信任票數不足，以致來年度的學生會出

缺。此情況亦是教育同學的良好機會，我們於 7月 10 日結業禮，與全校同學一同

反思。其一，讓參選同學反思自己的不足。其二，由於學生會出缺，故將由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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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評估成效 

務團隊領袖組成學生會聯席議會，繼續服務同學。此舉讓所有同學感受學生會出

缺的後果，期盼同學能反思服務與受助者的權利及義務。 

 

本年度學生會及不同科組領袖生透過舉辦多元化的校內或與校外團體合作的活

動，展現了其活力和領導能力。學生會更協助管理各樓層的洗手間，提高了同學

的公民意識外，更讓全體同學一同承擔責任，鞏固了學生會作為學生領袖的重要

角色。另外，本年度的學生會幹事繼續參與校務委員會會議，讓同學了解學校的

行政及發展，並發表他們的意見。 

 

朋輩輔導員繼續為培育中一同學的健康成長付出不少，經常舉辦不同的活動讓中

一同學參與，也於不同的學校活動中擔當接待工作。 

 

接待大使於校內的接待工作扮演的角色日漸重要，所發揮的功能亦見彰顯。 

 

朋輩輔導員及領袖生是老師的好拍檔，為同學健康成長及學校良好的秩序付出不

少；作為面向全校的領袖生，小部分同學的當值表現仍有待改善。 

3. 3. 3. 3. 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 

(a) (a) (a) (a) 確立人生目標確立人生目標確立人生目標確立人生目標，，，，燃點對生命燃點對生命燃點對生命燃點對生命、、、、學習和工作的熱情學習和工作的熱情學習和工作的熱情學習和工作的熱情(Passion)(Passion)(Passion)(Passion) 

(i)  組織貫通中一至中六的「生涯

規劃」，讓學生訂立不同階段的

人生目標，發展所需技能，建

功立業，服務大眾，回饋社會 

學生培育檢討會

議、活動檢討數

據、全體教師周年

工作檢討會議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於初中繼續與社福機構合辦生涯規劃活動，班主任及級主任均

參與其中；配合校內的學段評估及反思活動，讓初中同學盡早訂立目標。 

透過於周會邀請不同校友、學術及專業機構人士到校主講、外出探訪和模擬放榜

活動等等，讓高中同學了解坊間的升學及就業要求外，更需思考自己的出路。本

年度 11 月進行了模擬放榜活動，讓中六同學盡早了解自己的實力，並制定改進計

劃。 

 

(ii)  善用「學校起動計劃」資源，

組織參觀不同機構及工作體驗

計劃，提升學生對工作及社會

的認知 

利用全方位學習日及星期四的周會時段，升就組聯同不同學科、班主任及級主任

組織了多次機構參觀，讓高中同學認識不同行業的工作實現況及要求。另外，通

識教育科亦繼續與社聯合作，利用全方位學習日，於中三及中四級進行了「社會

認知」課程，讓同學透過實地探訪社會企業及與弱勢社群對話，了解他們的實況；

結合通識教育科的知識，同學嘗試探討問題成因及提出改善建議，亦從中反思自

己的人生目標。中三同學更以攤位展示了他們所學，亦讓校內其他同學透過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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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評估成效 

介紹及遊戲了解社會企業的實況。 

多名升中五同學參與工作體驗計劃，於暑假期間在九龍倉集團的不同業務單位體

驗工作生活。同學於 9 月 1 日開學禮上與全校師生的分享，展現了他們的成長歷

程及所獲得的寶貴經驗。 

(iii) 加強科組協作，推動「生命教

育」    

逢星期一由德育及公民教育組主持的早會，透過 4 次與中文科的協作，由師生同

學分享不同主題，推動生命價值教育，效果不俗。 

(b) (b) (b) (b) 培育培育培育培育「「「「敢承擔敢承擔敢承擔敢承擔」」」」的五育人素質的五育人素質的五育人素質的五育人素質 

(i)  優化價值教育，提升學生的品

德素養@ 

學生培育檢討會、

活動檢討數據、全

體教師周年工作檢

討會議 

本年度星期一及五的早會分別由公民大使及學生會主持，而星期三則由首席領袖

生主持。公民大使於星期一進行德育主題或時事分享，效果非常良好；不同組別

繼續善用校園電視台，以多媒體培育同學。學生的課堂秩序表現理想，而同學的

違規數字亦大幅下跌，可見同學的品德素養有所提升。惟同學的守時及缺席情況

仍有改善空間，詳情請參閱訓導組報告。 

(ii) 善用「學校起動計劃」撥款，

強化初中及高中級本服務學習

活動，如：五育「義人行」計

劃 

運用了「學校起動計劃」的撥款，中四及中五級同學分別參與了由輔導組或德育

及公民教育組與社福機構合辦的「五育義人計劃」或「服務學習計劃」，於周會或

其他時段參與指定的培訓後，分別為不同對象進行義工服務。 

本年度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於初中推行的服務學習活動改變了進行模式，效果尚

可。建議來年增加參與的人數，詳情請參閱德育及公民教育組的檢討及計劃。 

輔導組則初試組織同學於校內進行老人服務，效果非常理想。 

初高中同學均能透過服務所學，反思自己的價值觀及在社會中的角色。 

(iii) 組織各級學生加入「公益少年

團」 

全校同學均加入了有關團隊，惟當中涉及的行政工作甚多，仍有待進一步落實如

何提升果效。 

(iv) 組織國內山區體驗活動，讓學生

「從服務中學習」，為家國出力 

 我校師生與其他學校的師生於 2014 年 7 月出發，前往重慶參與山區服務。參與同

學並於 9月 1日開學禮上與全校師生分享他們所獲得的寶貴經驗及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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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潤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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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420142014 至至至至 20152015201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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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善用學校環境，展示具正

面價值觀的標語。推行禮

貌雙月，透過不同形式的

宣傳、展示和活動，提升

學生的禮儀和待人的素

質 

學生培育檢討會議、級主任報

告、全體教師周年工作檢討會

議 

推展順利，目標達成。在課室、走廊和各層前後梯的牆壁

上，張貼印有禮貌字句的標語和學生勸諭字句，讓同學經

常接觸，達致感染的效果。此外，每星期一早會上，由老

師或公民大使解說每周格言，然後每班班主任安排同學抄

寫在一張橫額，貼在課室內適當位置；效果不錯。禮貌雙

月內的周會及早晨鳥等活動，滲透禮儀和待人接物等教

導；效果滿意。 

 

2. 善用早會德育文章、早會

分享及校園電視台，強化

品德教育，建立正面積極

的氛圍，提升學生的品德

素養 

檢討會議及學生問卷調查、學

生具有「敢承擔」的精神，並

參與服務 

推展順利，成效良好。在全年校曆表內不同月份設定 3個

範疇的品德或價值觀，分別為「人與自己」、「人與社會」

和「人與自然」，各範疇內訂立 3 至 4 個相關的品德或價

值觀。 

 

周一早會由首席公民大使負責主持，加上其他公民大使和

老師，以故事及時事新聞來詮釋該月主題品德或價值觀；

效果良好。由公民大使作評論及分享，有效地提升同學的

賦權感，並加強了校園的分享文化，培育同學的表達能力。 

周二閱讀文章，利用多方面的閱讀材料，加深初中級同學

對該品德或價值觀主題的認知和吸收，經多年耕耘，有一

定的成效。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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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3. 繼續性教育和健康教育

的推動方式，例如展板、

問答比賽、專訊、講座、

免費早餐、烹飪比賽等，

以助同學認識自我、建立

健康形象，懂得尊重自

己、尊重別人。 

 

檢討會議及學生問卷調查 推展順利，成效滿意。 

中二、中三級繼續使用衞生署的資源，進行性教育工作

坊，主題為中二級「性在有愛」和中三級「寧缺莫濫」；

切合同學的成長需要，學生回應亦很正面。 

在修業旅行前及聖誕活動日派發單張，鼓勵師生實踐環

保，作合適的購物和處理。 

4. 繼續安排首席公民大使

負責主持周一早會，強化

其領袖職能。此外，安排

公民大使負責早會中的

時事及價值評論，並拍攝

校園電視台的時事評論

短片；另由他們籌備德育

活動 

 

評論時段的統計數字，學生回

應表 

達標。首席公民大使主持早會，屢獲教職員讚許。公民大

使作評論時事和分享的頻次增加，表現良好，全校同學專

心聆聽，有助提升他們對本地及全球時事的觸覺，並培養

公民心。同時亦有效地提升公民大使的評論技巧和個人成

長。 

5. 強化初中級的服務學習

活動 

檢討會議及學生問卷調查 與視藝科合作，安排中二級全級在視藝堂繪畫中國紙扇；

然後在勵行社舉辦的新春老人活動中，安排 27 位中二級

同學作義工服務，並派發紙扇。甚得老人和家長們讚許。 

 
負責老師姓名： 黃智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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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2012014444 至至至至 20152015201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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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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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防性工作 
� 訓導組透過早會向學生重申學校要求及對

學生的期望，讓學生清楚認識校規及違規
行為的處理程序，能確實地遵守校規；利
用集會機會，教導學生建立良好的生活習
慣，注意考勤的重要，培養學生自我管理
能力。訓導組與班主任緊密合作，多聯絡
學生家長，共同探討學生問題的改善的方
法，並加強訓示及處理個別未如理想的個
案。 

� 訓導組執行常規化校服儀容統檢，提醒學
生時刻保持校服儀容端莊整齊。 
(i) 早上學校正門檢查校服:訓導老師

及領袖生負責當值檢查，檢查學生
校服，違規者即時紀錄，翌日須作
覆檢。正門檢查針對重點項目作檢
查，其餘細則由班主任及級主任在
課室或集會時在操場內進行檢查。 

(ii) 早會集隊檢查校服:每次操場集
隊，由班主任及級主任進行。 

� 透過訓導周會灌輸正確的價值觀，加強學
生對法律的認知，成為奉公守法的良好公
民。 

� 舉辦紀律活動，如「守時比賽」、 「秩序
及整潔比賽」，「清潔守時標語設計比賽」
等，營造自律氣氛」。 

 
 
 

 
� 缺席及遲到人數與往年的比

較 
� 獲考勤獎的人數 
� 學生違規紀錄及統計 
� 老師觀察及評價 
� 老師評分 
 

 
� 全年違規個案較去年減少約 17%，可見同學的紀律秩序

有明顯進步。 
� 全年每日平均遲到人數略為增加，本年度多次在早會及

集會時，向全體同學講解考勤的重要性。級主任及訓導
主任加強訓示個別考勤未如理想的同學，並已聯絡家
長，共同探討改善的方法。 

� 全年獲全勤獎人數略為下降。 
� 多次遲到的同學會安排即日留堂，措施收到一定的成

效，大部分同學不會在短期內多次遲到。 
� 本年度安排同學在放學前清潔課室，並提醒課室整潔的

重要性，課室整潔度整體比去年進步。 
� 校服儀容方面，表現普遍較以往理想，本年度每次集隊

均進行校服儀容檢查，檢查的成效良好。 
� 本年度安排了兩次由警方學校聯絡主任主持「性罪行及

科技罪案」講座。警長透過播放影片和展示相關新聞報
道，講述相關課題的不同個案及刑責，提醒同學要慎交
朋友及提防網上騙案，同學均認真聽講。 

� 本年度進行了 3次「守時比賽」、 「秩序及整潔比賽」，
鼓勵學生養成守時的習慣，在比賽期間全班守時率達
100%的班別有特別禮物。每次比賽為期一周，有關分數
以龍虎榜形式在大堂展示，比賽氣氛較以往緊湊。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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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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訓領袖角色 
 

本組期望能培訓優質的領袖生及班長隊
 列，發掘領導才能，培養學生樂於服務及
 勇於承擔的精神。 
 
� 訓導主任將加強培訓首席領袖生，藉以強

化首席領袖生的形象。本組將提供機會讓
領袖生建立自信，如負責主持早會；另外，
領袖生的團隊訓練工作，也交由首席領袖
生與隊長策劃，藉此加強團隊的凝聚力及
訓練領袖生的解難能力，成為同學學習的
模範。 

� 本年由五位訓導老師分別擔當各領袖生小
隊的關顧老師，望能為領袖生提供支援，
協助領袖生隊長帶領小隊日常的當值工
作，更可促進師生的關係。 

� 為加強全體領袖生紀律訓練，建立團結守
規的模範形象，本年繼續邀請學校聯絡主
任為領袖生進行步操訓練。 

� 舉辦訓練宿營及聯誼活動，鼓勵領袖生投
入參與，藉以增強領袖生的團隊意識，強
化領袖生之間的合作精神。 

� 透過定期集會，強化班長角色，增強他們
協助處理班務及管理秩序的自信。 

� 鼓勵領袖生參與聯校領袖訓練活動，如青
協的領袖訓練活動，提升他們的領導能力
及擴闊視野，期望他們有更多機會學以致
用，服務社會。 

 
 
 
 
 
 

 
 
 
 
 
 

� 領袖生團隊能有效運作 
� 班長及首席領袖生能負起領

導的角色 
� 領袖生對培訓持正面的態 
  度 
� 午膳和小息時同學的秩序良

好 
 

 
 
 
 
 
 

� 3位首席領袖生盡忠職守，協助帶領領袖生小隊隊長的
培訓工作，他們亦加強檢視全體領袖生紀律，建立團結
守規的模範形象。 

� 本年度由首席領袖生主持星期三及星期五的早會，效果
良好，形成了由領袖生帶領早會的習慣。進一步可改進
領袖生的公開講話技巧。 

� 領袖生小隊由5位訓導老師負責，初步見到成效，領袖
生隊長及隊員的工作獲得老師的提醒及支援，日常當值
工作更為暢順；領袖生早上準時當值的情況仍要改善。 

� 由於學校聯絡主任未能抽空為領袖生進行步操訓練，故
此由老師為領袖生安排紀律訓練。 

� 本年度舉辦了4次領袖生訓練及聯誼活動。開學前的組
織和訓練，上學期考試後在西貢戶外康樂營2日1夜宿營
活動，下學期統測後到烏溪沙青年營，暑假海上訓練，
全年的活動旨在鼓勵同學積極參與領袖生的工作，加強
團隊精神。 

� 我校3位首席和副首席領袖生，耿昊、達海琳、黃詩婷
及王皓生老師，入選成為的香港領袖生遊學團團員，活
動由教育局主辦，於復活節期間 2015年4月6日至10日
免費到北京交流，參觀地點包括鳥巢、水立方、航天科
技博物館、北京現代汽車公司及一所科普中學和北京航
天科技大學。師生在旅程中獲益良多，回來後在校內和
校外與同學分享交流的經歷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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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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正向管教 
� 透過教職員專業發展及內聯網的資訊交

流，增加全體教職員對正向管教之認識。 
教職員分享有效的正向管教方法，表揚積
極推動正向管教的教職員。處理個案時多
與有關老師連絡，加深老師對訓導組處理
學生行為問題的了解。 

� 塑造「訓導超人」的正面形象，加強宣傳
良好的行為範式。增加各項考勤及操行的
獎勵，表揚每一階段考勤優良、校服儀容
端莊的班別及學生，凝造互相鼓勵風氣。
如將表現優良的學生名單於訓導佈告欄及
各班房門外展示；推行「叻仔叻女日日賞」
及「勵行獎」，鼓勵學生做出良好行為，並
且具體說明原因或引導學生去討論要做這
種好行為的原因，明確地對這種行為加以
稱讚。 

� 利用周會及校園電視台，以影片故事、案
例討論、角色演練及經驗分享等方法，協
助學生去了解不同行為的後果，懂得辨別
是非，以協助同學學會自我管理。 

� 訓導老師繼續對學生進行積極的人生指
導，設立完善的支援系統。學生犯錯，也
能有機會改過，協助學生重訂目標，幫助
學生達至自我完善的效果。 

� 除恒常的訓輔協作，本年增設訓、輔組聯
席會議，兩組交流學生個案及處理方法，
共同完善操行改善計劃的機制，如增加中
期操行改進小組，及早糾正同學的不良行
為，引導同學正向發展。 
 

 
� 建立嚴而有愛，正面管教的

氣氛。 
� 能在教職員之間形成正向管

教的風氣 
� 普遍老師支持訓育的工作 
� 各項考勤及操行的獲獎人數

增加 
� 同學在操行表現有所進步 

 

 
� 在學期中以電郵形式分享正向管教的理念。 
� 在訓導組會議內鼓勵正向管教，與同學溝通時，先以「同

理心」技巧了解同學，讓同學覺得被了解後，再給予指
正、建議。「正向管教」已逐漸成為本校的訓育文化。 

� 本年度獲全年「勵行獎」的學生比去年增加。 
� 本年度繼續推行「叻仔叻女日日賞計劃」，目的是鼓勵

和獎賞同學良好的上課行為。在學期初的周會介紹計劃
時，鼓勵老師多發貼紙，正面獎賞同學。同學均喜歡儲
存貼紙以紀錄老師給予的鼓勵，老師對這計劃亦表認
同，經常獎賞秩序良好、上課專注、積極參與課堂活動
的同學，形成正向循環，改善師生關係。下學期安排訓
導超人到課室推廣「叻仔叻女日日賞計劃」及即時換禮
物，同學反應熱烈。 

� 本年度拍攝了 3輯訓導超人的校園電視短片，以影片故
事形式宣傳守規的重要性。由於訓導超人投入演出，角
色造形特別，節目十分吸引。影片能教導同學生去認識
不同行為的後果，學懂辨別是非，增強自我管理的意識。 

� 3 月 28 日舉行了中期操行改善小組活動，缺點數超過
12 個的同學，共 24 人參加。活動包括美化社工室外牆
壁、更換綠牆及建設花圃。大部分同學能投入活動，明
白在操行方面需要努力改進。同學完成活動後可扣減
1-3 個缺點。 

� 7 月 13-15 日暑期 I CARE 個人提升小組，安排全學年操
行不合格、遲到和缺席日數較多的同學參加，讓他們有
改過和反思的機會。今年共 37 位同學參與，由警長安
排步操訓練，同學學習步操之餘，警長亦教導同學如何
做人處事，分享青少年犯事的後果，勸勉同學努力讀
書。活動中同學協助建設校園，包括建設天台花園、張
貼隔熱膜和佈置洗手間。最後由老師帶領同學反思，探
討來年改進操行的方法，同學表現認真和投入。 

 
負責老師姓名： 陳才源、梁愛璋 



60 

2014201420142014 至至至至 20152015201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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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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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    

1.1.1.1.建立建立建立建立「「「「互關愛互關愛互關愛互關愛」」」」校園文化校園文化校園文化校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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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有關老師給

予 的 意 見 及 回

饋，以了解學生的

表現。 

 

與視藝科合作，舉辦關愛明信片設計比賽，效果尚可；中一

同學對設計項目不太感興趣，來年或在高中推行。 

b) 舉辦「關愛周」，增加師生互動機會及提升

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透過有關老師給

予 的 意 見 及 回

饋，以了解學生的

表現。 

透過一系列的關愛活動如：「勵志聲韻譜關懷」才藝表演、「愛

的鼓勵」點唱站、「五育動起來」師生競技賽及「關愛伴成長」

主題周會等，能促進校園內師生的互動氣氛，培養同學正面

思想及對學校的歸屬感。建議多鼓勵高中同學參與。 

c) 朋輩輔導員協助中一級舉辦班級經營活

動，以增加師生接觸和溝通機會。    

由級主任/班主任

觀察學生的表現 

朋輩輔導員透過全年在中一班房當值，與中一同學建立關

係，又在中午小息時間舉辦不同活動，包括「中一打呔王」

及「狼人 X」鬥智比賽等，並協助級主任舉辦班級經營活動，

大部分的活動同學反應熱烈，師生關係亦有所增長。此外，

朋輩輔導員亦於生命教育周及關愛周等大型活動提供協助。 

d) 中一新生導入計劃： 

i) 讓學生認識學校，建立對學校的歸屬感及

師生關係。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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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新生導入計劃的活動設計貼近平日上課的模式，能令同

學及早適應校園生活和加深對中學學習模式的了解；而班級

經營的活動則有助班主任更快了解自己班的同學。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5.7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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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發掘學生中的「好人好事」及派發鼓勵咭，

並透過校園電視台、每月通訊或報告板等展示

學生的良好行為。    

紀錄及統計數目 

 

今年共收到 297 張「好人好事」的鼓勵咭 ，其中 60 張來自

同學寫給同學或老師。「好人好事」活動成效不錯，每個月均

有老師呈上鼓勵咭。所有鼓勵咭已被張貼於班房和校務處的

報告板上，以表揚同學的良好行為，副本亦已存入同學的個

人檔案中，以便老師對同學有更全面的認識。簡單而獨特的

「好人好事」亦已透過校園電視台作廣播，以肯定相關同學

的優良表現，以及推廣校內「好人好事」的文化。 

f) 透過「雙月之星」選舉，表揚學生正面的

行為。    

紀錄各班所提交

學生名單的資料 

本年度新增「雙月之星」襟章，對同學起鼓勵作用。改由班

主任協助填寫獎狀並即時派發給學生，效率更高。 

g) 善用學校環境，展示具正面價值的標語。    由老師巡視校園

環境 

 

每個學期都更換前梯的樓梯畫，以展示具正面價值的標語，

效果理想。 

2.2.2.2.提升自我管理能力提升自我管理能力提升自我管理能力提升自我管理能力，，，，發展終身興趣發展終身興趣發展終身興趣發展終身興趣：：：：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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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學段統計及紀

錄學生人數 

 

各班表現較參差，個別班的同學很積極參與。初、高中均有

同學獲得參與「會德豐傑出學生境外學習團」的機會。建議

每一學段有小獎勵，藉此鼓勵同學多參與；宜加強宣傳，可

邀請得獎同學作分享；另希望班主任能配合計劃，鼓勵同學

完成 SAS 紀錄冊後交回。 

b) 因應學生的問題和需要舉辦「輔導小組」/

「向善小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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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m myself 情緒處理小組及訓練營」： 

以藝術手法介入，讓同學更關注個人的心靈健康，80%組員表

示有能力向身邊朋友及同學宣揚正面信息。 

 
「I have a Dream – 生涯規劃小組」： 

透過職業性向測試讓同學更認識自己；學習面試技巧；透過

實習，了解真實工作世界的情況。100%同學對小組感到很滿

意，亦開始對自己的未來有所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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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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通、共溶、共享」小組： 

同學完成訓練後，與區內精神病康復者一同探訪老人院，將

關懷送予區內長者。同學表現積極、用心，並獲老師推薦扣

減缺點。 

 

「中期操行改善小組」： 

同學表現認真、投入。建議來年再早一點進行（復活節假期

前），讓同學及早作反思，並有足夠時間修正個人行為。 

 

c)「I Care 個人提升計劃」鍛煉同學的意志

力，協助同學提升自我效能感。    

由小組輔導老師

觀察同學的表現 

累積多年的經驗，計劃各方面的安排和運作已成熟。近年更

加入考勤表現欠佳的同學，鍛煉同學的意志力。透過建設校

園的活動，讓同學體會和反思自己對學校的正面價值，他們

都表現認真和投入。 

 

d)「論壇劇場」讓同學學習表達自己和他人的

感受，從而認識自己、學會接納及包容別人。    

由負責同事觀察

同學的表現 

10 位第 2 屆論壇劇場的團員，在藝術導師領導下共同編排以

家長與子女溝通為題的劇場「對罵﹗？對話…」，並在家長晚

會中演出，與家長作互動的溝通及討論，共同尋找親子溝通

的出路。全部同學均認為活動增強了自信心，令他們學習到

互相合作的重要性，而更重要的是反思到自己與家人之間的

關係。不少老師都讚賞他們的努力及進步。此外，同學亦將

同一套劇目用於「與你共奏心曲」家長工作坊中。建議增加

成員名額，讓更多同學有學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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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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 

1.1.1.1.提供展現領袖才能的機會提供展現領袖才能的機會提供展現領袖才能的機會提供展現領袖才能的機會，，，，栽培栽培栽培栽培「「「「懷自信懷自信懷自信懷自信」」」」

的五育人的五育人的五育人的五育人：：：：    

a) 在中一及中二級舉辦團隊訓練營，培養學

生的自信心、堅毅和合作精神。 

 

 

問卷調查 

中一律己訓練營： 

超過75%參與同學認為訓練營能培養他們與組員溝通、合作的

態度，明白紀律及自律對團隊的重要，並表示享受成為一位

守紀律及自律的組員，能將學習成果應用到活動中。營中設

有懲罰制度，同學能於被罰前說出自己被罰原因及改善方

法；部份同學覺得較吃力。 

 

中二挑戰自我歷奇訓練營： 

同學們都積極投入參與每項活動，認為活動是有挑戰性，能

提昇他們的自信心及擴闊眼界。負責老師均認為活動都是有

義意的，對同學的成長有幫助。 

 

b) 成立「學習支援小組」統籌照顧不同需要

的同學： 

i) 為同學籌劃課後學習支援小組（學習、興

趣、服務）、球類比賽或參觀等活動。 

ii) 外購資源，為有需要同學提供言語治療、

職業治療等服務。 

iii) 因應個別同學需要，編寫「個別學習計

劃」。 

iv) 針對性地為個別有需要的同學提供個別

輔導。 

藉此提升同學的社交能力、自信心及自我形象

的建立，並促進 SEN 同學多元智能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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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各項外購服務、督導小組及活動均順利完成。 

 

i) 透過不同的課後活動，讓不同需要的同學獲得多元的發

展，包括：【學習支援篇】、【校園成長篇】及【戶外體驗篇】

三大範疇，提供多元活動；今年更加入領犬義工証書訓練課

程、『暴風行動』中一級課室獎勵計劃、四驅車活動、詠春班、

樂隊訓綀等活動，切合同學的需要。同學參與小組後，會作

校外演出或公開比賽，部份同學更獲得外界的獎項，成就得

到肯定。超過 75% 同學表示活動有助提升他們的信心、耐性、

合作精神，也學會了堅持、追尋夢想。更有家長表示活動提

升了子女的學習動力。 

 

ii) 職業治療及言語治療服務，讓有需要的同學在言語和手

肌活動能力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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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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社工及輔導員會為小量需要編寫「個別學習計劃」的同

學，提供情緒、家庭、學業等方面的個別輔導，以致同學的

問題得到紓解。來年會加強職業輔導的服務。 

 

iv) 在個別輔導方面，輔導老師及社工為需要同學提供個別

輔導，紓緩同學的情緒及學習壓力問題。 

 

c) 推動各級組織「級會」及「班內一人一職」

計劃，讓學生展現才能。 

    

由級主任/班主任

觀察「級會」及同

學的表現 

社工及輔導員為初中級會幹事提供訓練，協助他們籌劃全年

的活動，並由級主任指導幹事帶領簡單的級活動，效果理想。

本學年開始於周會時段，定期舉辦「雙月生日會」，統一為每

班同學訂購生日蛋糕，增加老師和同學交流機會，氣氛溫馨。

「一人一職」方面實踐情況理想，大部分班別已建立常規，

同學自覺、主動去為班內同學服務。 

 

2.2.2.2.培養培養培養培養 4E4E4E4E 領袖素質領袖素質領袖素質領袖素質：：：：活力活力活力活力（（（（EnergyEnergyEnergyEnergy）、）、）、）、鼓舞鼓舞鼓舞鼓舞

（（（（ EnergizeEnergizeEnergizeEnergize ）、）、）、）、 膽 識膽 識膽 識膽 識 （（（（ EdgeEdgeEdgeEdge ）））） 與 執 行 力與 執 行 力與 執 行 力與 執 行 力

（（（（ExecuteExecuteExecuteExecute）：）：）：）：    

朋輩輔導計劃： 

訓練朋輩輔導員每天分組照顧中一同學，與同

學建立關係；協助中一級主任/班主任推行班

級經營活動，以豐富同學的校園生活；擔當輔

導員和調解員的角色；帶領初中同學參與義工

服務。藉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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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展現良好的

領袖素質。 

 

 

 

 

由中一級主任/班

主任及負責社工

觀察朋輩輔導員

日常當值及服務

表現 

 

 

 

 

 

朋輩輔導員全年到中一級執勤，陪伴學弟、學妹成長，支援

級主任組織及舉辦級會活動，協助生命教育周及關愛周的推

行，又服務學校其他活動。朋輩輔導員接受培訓的活動有：「暑

期領袖訓練營」、「天空訓練營」及「狼人 X」，同學都展現出

4E領袖的素質。全年共有 50位朋輩輔導員為同學服務，部分

同學更在校外活動獲獎，例如義務工作嘉許狀。從朋輩輔導

員的反思中，可窺見他們學會了聆聽、忍耐、負責任、勇敢

面對挑戰、以身作則做個好榜樣及團隊合作精神，他們更能

感動他人加入朋輩的團隊，發揚朋輩輔導員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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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 . . 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 

1.1.1.1.確立人生目標確立人生目標確立人生目標確立人生目標，，，，燃點對生命燃點對生命燃點對生命燃點對生命、、、、學習和工作的學習和工作的學習和工作的學習和工作的

熱情熱情熱情熱情（（（（PassionPassionPassionPassion）：）：）：）：    

a) 透過各項有組織的「禁毒教育」活動，推

廣毒品的禍害，引導學生建立正確人生目標，

選擇過健康的生活。 

 

 

問卷調查 

 

 

 

 

中一級講座於上學期順利完成。中二級入班活動改為下學期

進行，情況尚算理想，若有過來人分享效果會更佳。而 12月

亦舉辦了午間活動及展覽，效果尚可。建議日後可嘗試其他

形式的活動。 

b) 推廣「生命教育」，透過校內、外活動提升

學生的抗逆能力和正能量，令同學懂得珍惜生

命。 

蒐集老師對學生

觀察所得的意見 

本年度生命教育周透過點唱勵志歌曲、午間劇場活動、傷健

共融演唱會及分享會等活動，帶出正面信息，讓同學領悟生

命的價值。活動當中邀請了患有小兒麻痹症的歌手到校唱出

多首勵志歌曲，分享他即使行動不便仍走遍兩岸三地的音樂

之路，並與本校首隊樂隊合奏，給予同學很大的鼓舞。同時，

又邀得平等‧分享‧行動義工到校分享如何透過與人分享生

命去體驗生命的真諦。駐校社工又組織了同學協助製作相關

的展板及攤位活動，提升同學關注自我心靈健康的意識。 

今年新設名為「拉闊生命咖啡館」的小型展覽區，展出了一

系列有關生命教育的展板和書籍，讓同學靜下來，喝一杯熱

飲，以輕鬆心情閱覽展板及圖書，期盼同學從中學懂欣賞、

珍惜生命的可貴，整體反應及效果理想。  

 

c) 舉辦單元式的英語學習活動，並結合

認識香港的元素，讓新移民同學儘快適應

香港的生活及學習英語的模式。 

問卷調查 

 

總括全年的活動，超過 90%同學表示喜歡所參加的學習活動，

包括「餐桌禮儀小組」、「香港特色遊」（銅鑼灣工展會、香港

中央圖書館、堅尼地城、中環海濱摩天輪、香港海洋公園）、

「英語電影欣賞」和「英語會話訓練班」。透過一系列的學習

活動，同學表示可以結交不同年級的同學，建立友誼，提升

自己的英語溝通能力，增加對香港的文化和地方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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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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開辦「一人有一個夢想」小組，以勵

志歌曲及電影為教材，鼓勵初中有特別需要的

同學追尋自己的夢想，積極向學，尋找人生的

意義，並提供一個渠道讓同學抒發情感，令同

學熱愛校園生活。    

由中文老師/班主

任觀察學生的表

現 

 

 

 

透過小組，招募不同同學，達致全校共融和關愛的目的。小

組的重點在於培養同學愛與被愛的能力，因此成立「滿滿都

是愛」小組，以華語流行曲作為教學材料，於課後與同學共

同欣賞及討論，讓同學掌握愛的概念，並從活動中發展追求

夢想的能力。活動結束後，負責老師將教學成果寫成研究論

文，並經全文匿名審查後，於國立東華大學舉辦的「第二屆

華山論見論壇」發表，當中得到國立東華大學教務長白亦方

教授的認同，可見本年度的流行曲歌唱小組活動具有一定的

成效。 

 

e) 於中三開辦「英語強化班」，以提升

同學的學習信心。    

問卷調查 

 

英文強化班共 16 節，100%同學表示對英文的理解有所提升，

同學努力配合課堂的活動。 

 

2.2.2.2.培育培育培育培育「「「「敢承擔敢承擔敢承擔敢承擔」」」」的五育人素質的五育人素質的五育人素質的五育人素質：：：：    

a) 增加高中同學其他學習經歷的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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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卷調查 

 

全級中四同學接受照顧長者的簡單訓練，並親身製作聖誕咭

和福袋，於「長幼一家、關愛互傳」活動當日，親手送給獨

居長者，並與長者閒談，同學的耐性和愛心都表現得淋漓盡

致。超過 75% 的同學表示這個活動讓他們更明白長者的需要

及他們日常生活的狀況，期望同學日後也能繼續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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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卷調查 

 

中一新生家長工作坊： 

於本學年開學前，為 9個家庭舉辦了親子體驗遊戲日，目的

為中一新生及其家長製造共同經歷，一起去認識學校，增加

日後溝通機會。100% 參與之家長認為活動有助他們的個人成

長，提升他們與子女溝通、合作機會，及管教子女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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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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你共奏心曲」家長青少年對談工作坊： 

由已接受論壇劇場訓練的同學演出劇場「對罵﹗？對話…」，

透過論壇劇場的互動參與、討論，與家長共同探討青少年子

女溝通及相處的方法；再利用劇場遊戲、T恤繪畫及分享，讓

家長與同學真情對談，表達對「家」的期望。工作坊共有 11

位家長及 15 位學生義工參與，100%參與的家長認為活動能讓

他們更了解青少年子女的心態，並反思與子女相處的情況，

同時亦提升了他們與青少年子女相處的動機。 

100%參與的學生義工亦認為工作坊讓他們更了解父母的心

態，反思與父母相處的情況，同時亦提升了自信心。 

工作坊完結後，於校內展覽了家長及同學的作品，並公開讓

同學、老師參與，表達對「家」的期望或如何以具體行動去

「愛家」，反應良好。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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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檢視各級班

級經營活動的進

展狀況；年終收集

各班主任對輔導

課的意見。 

各級均能善用午間及周會時間舉行班級經營活動，活動形式

多樣化，能提升同學對級及班的歸屬感，效果理想。此外，

亦適時配合各級各班的需要，為班主任準備輔導課的教材，

向同學灌輸正確的價值觀。 

d) 推行輔導書籍閱讀計劃，提升閱讀風氣，

擴闊學生性教育知識及個人成長的識見，引導

學生建立正確價值觀。 

由負責老師紀錄

各班傳閱的時間

及狀況 

宜多加留意各級書籍的傳閱情況，以免阻礙整個計劃的運作。 

e)「義人行計劃」，由朋輩輔導員帶領初

中同學一起參與義工服務，讓同學從服

務中學習，並彼此建立良好關係；安排

中一至中五同學加入 CYC 行列，讓同學

體會義務工作的精神。    

統計學生的服務

時數 

 

「老友狗狗﹕領犬義工証書訓練課程」： 

共舉辦了 2期， 20 位同學於訓練及服務中，學習了護理及帶

領犬隻的技巧，雖然辛苦，但同學覺得很有意義，自己亦有

所得著。透過與狗隻的相處，同學體驗了「不計較，多付出」

的義工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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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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障礙城市定向 2014」： 

由香港復康會社區服務網絡舉辦，共有 12位中三至中六的同

學分成 4隊參加，每隊包含 3個同學、1位輪椅人士、1位長

期病患者及一名護航員。他們當日分別於各區體驗不同的任

務，過程中雖然時有爭論及感到勞累，但同學學會對殘疾人

士的照顧及相處的態度。 

「關愛邊緣社群 - 探訪露宿者」： 

與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合辦，共 10位同學參與探訪深水埗區

露宿者的活動，讓同學更明白露宿者的困難及感受，給予同

學空間去反思，我們平日要多加關心社區的弱勢社群。 

「匡智會聖誕賀卡設計比賽頒獎典禮」： 

由朋輩輔導員帶領初中同學一起出席典禮，並與匡智會

的學員一同進行活動。同學都能表現接納和包容，並懂得照

顧他人。 

「長幼一家、關愛互傳」–探訪獨居長者： 

由香港青年協會隆亨青年空間協辦，安排妥善，效果良好，

來年值得繼續合作。 

「五育關愛社區學院計劃」： 

所有活動的服務對象為本區的居民，計劃內容包括：長者電

腦班、幼童手工藝班、獨居老人導賞團、Band 友工作坊、音

樂晚會、沙田單車樂悠悠及悠揚樂韻展關愛小組。上述活動

除沙田單車樂悠悠因安全問題取消，其他各項活動均如期進

行和順利完成。是次計劃項目眾多，感謝吳善揮老師用心統

籌，很多活動的場面都很溫馨感人；而老師所帶領的十多位

義工同學表現出色，亦喜見他們有成長。是項計劃來年值得

繼續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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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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初中「欺凌工作坊」，透過入班活動，喚醒

同學互相尊重、和諧相處的意識。    

由級主任/班主任

/科任老師觀察學

生的行為表現 

中二級欺凌工作坊： 
工作坊氣氛良好，同學積極投入過程。同學均認為活動能讓

他們了解何謂欺凌及其負面後果，並讓他們反思欺凌事件中

不同角色處事態度對事件的影響，亦能協助同學分析欺凌事

件所帶來的代價等。 
 

負責老師姓名： 謝麗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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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420142014 至至至至 20152015201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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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檢討/成效 

1.1.1.1. 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    

(a)(a)(a)(a) 建立建立建立建立「「「「互關愛互關愛互關愛互關愛」」」」校園文化校園文化校園文化校園文化    

(i) 善用及美化學校環境，展示具正面價

值觀的標語及好人好事 

(ii) 建立成就廊、學生活動相片廊，增設

獎盃櫃和展示成果，加強學生對學校

的認同及歸屬感 

8/2014 – 7/2015 1. 利用學校不同的空間，展

示各校隊的照片、活動照

片及獎盃。 

2. 七成校隊能展示其組別照

片。 

3. 七成的組別能在學校頒獎

禮上表揚同學成就，如選

出各組傑出組員等。 

檢討會議 

 

 

檢討會議 

 

檢討會議 

 

� 十分成功。不但於不同樓層的

展示超過 80%校隊照片，並統

一拍攝時間，方便各同事處理

及製作。 

� 除校隊相片外，更不斷利用地

下樓層的多塊壁報板，如活動

組、四社及食物部等，展示最

新活動照片及消息，讓同學更

有歸屬感及更有自信代表社或

不同團隊參與比賽或活動。 

� 除校隊外，亦展示了不同服務

生團隊的照片，效果良佳。 

� 超過八成的課外活動小組、初

中體藝培養組別均選出兩名傑

出組員，並已在第二學階段頒

獎禮及結業禮中頒發獎狀及禮

物，表揚各表現傑出的同學。 

(b)(b)(b)(b) 提昇自我管理能力提昇自我管理能力提昇自我管理能力提昇自我管理能力，，，，發展終身興趣發展終身興趣發展終身興趣發展終身興趣    

(i) 統一課堂常規及禮儀要求，善用早會

德育文章、早會分享及校園電視台，

強化品德教育@，建立正面積極的氛

圍 

(ii) 初中全面推行體藝培育，中四及中五

修訂「藝術教育課」，發展學生的體

藝興趣，造就成功經歷 

8/2014 – 7/2015 1. 全體初中學生參與音樂、

藝術及/或體育活動，提升

自信。 

 

2. 七成同學表示對所學的項

目有正面的評價及回饋。 

3. 樂團全年在校外參與最少

三次的表演或比賽。 

4. 各體藝培養小組最少有七

成同學能考獲相關的資歷

各初中同學每年最

少作兩次表演或比

賽，提升學生自信及

評估其學習成果。 

問卷調查 

 

檢討會議 

 

檢討會議 

� 全體初中同學每星期參與一次

音樂、體育或藝術活動，並最

少全年作兩次表演。 

� 問卷調查結果: 

1. 超過 70%同學表示自信心

增強; 

2. 超過 90%的中一同學及超

過 70%的中二、三同學，表

示滿意活動內容及學到新

知識。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5.8 



71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檢討/成效 
或證書。 � 樂團全年參與了 4 次校外表演

及比賽。 

� 部份組別因時間不足、學生未

達一定水平、甚或場地及天氣

影響而未能成功安排考試。故

未能做到七成同學能考獲相關

證書。會在安排上再作調整，

以改進及讓更多同學達標。 

� 部份組別如敲擊樂小組、童軍

等表現特別出色，所有同學均

取得相關的資歷或證書。 

2.2.2.2. 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    

(a)(a)(a)(a) 提供展現領袖才能的機會提供展現領袖才能的機會提供展現領袖才能的機會提供展現領袖才能的機會，，，，栽培栽培栽培栽培「「「「懷自信懷自信懷自信懷自信」」」」

的五育人的五育人的五育人的五育人    

(i) 優化「班內一人一職」計劃，並由「級

會」策劃和組織各級活動，加強團隊

培訓 

(ii) 組織境外學習團，由學生協助籌備和

擔當組長 

(iii) 與參與「學校起動計劃」的其他學校

加強聯繫，組織聯校活動 

(iv) 鼓勵更多學生參與校外不同機構的

活動及比賽 

8/2014 – 7/2015 1. 學生能積極參與「學校起

動計劃」的聯校活動及校

外比賽，增強自信及擴寬

視野。 

2. 各小組每年最少參與一個

校外的活動或比賽。 

檢討會議及問卷調

查 

 

各小組提交報告 

 

� 逹標並超過預期效果。 

(b)(b)(b)(b) 培養培養培養培養 4E4E4E4E 領袖素質領袖素質領袖素質領袖素質：：：：活力活力活力活力((((Energy))))、、、、鼓舞鼓舞鼓舞鼓舞

((((Energize))))、、、、膽識膽識膽識膽識((((Edge))))與執行力與執行力與執行力與執行力((((Execute))))    

(i) 優化校本領袖計劃及初中級會領袖

培訓，發掘及培育各級領袖 

(ii) 強化各組別領袖職能，讓學生展現良

好的領袖素質 

8/2014 – 7/2015 1. 進一步優化校本領袖訓練

計劃內容，讓學生在六年

中學生涯中，可獲得不同

的經驗及不同範疇的訓

練。 

2. 不同組別的領袖(包括學

生會、社幹事、領袖生及

朋輩輔導員)最少參與一

次校外機構的領袖訓練活

動或課程。 

3. 七成同學表示對領訓所學

檢討會議 

 

 

 

 

檢討會議 

 

 

 

 

問卷調查 

� 今年完成了 3 年為 1個循環的

校本領袖訓練內容，效果十分

好，同學可在不同的設計活動

中學習，豐富了中學生涯。 

� 不同組別的領袖不只一次參與

外間機構的領袖培訓，並表示

獲益良多，擴闊了視野。 

� 超過八成的同學對領袖訓練中

所參與的項目有正面的評價及

回饋。 

� 各服務單位的老師均表示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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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檢討/成效 
的項目有正面的評價及回

饋。 

4. 七成同學能在服務崗位有

效地執行任務。 

 

 

檢討會議及與各負

責老師訪談 

80%領袖能在服務崗位上主動

及有效地執行任務。有關的領

袖亦在結業禮上獲表揚，並獲

頒全年服務獎狀。 

3.3.3.3. 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    

(a)(a)(a)(a) 培育培育培育培育「「「「敢承擔敢承擔敢承擔敢承擔」」」」的五育人素質的五育人素質的五育人素質的五育人素質    

(i) 優化價值教育，提升學生的品德素養

@ 
(ii) 善用「學校起動計劃」撥款，強化初

中及高中級本服務學習活動，如：五

育「義人行」計劃 

(iii) 組織各級學生加入「公益少年團」 

(iV) 組織國內山區體驗活動，讓學生「從

服務中學習」，為家國出力 

8/2014 – 7/2015 1. 在中二、中四及中五各級

同學中，有三成學生加入

「公益少年團」。 

2. 公益少年團團員，能有半

數在完成服務後，取得中

學團員獎勵計劃中的黃色

或以上徽章。 

小組提交報告 

 

 

小組提交報告 

 

 

� 中二、中四及中五各級的所有

同學均加入了「公益少年團」。 

� 大部份同學取得足夠的積點；

惟我們忽略了對外服務一環，

故同學有足夠積點也未能取得

中學團員獎勵計劃中的黃色徽

章。來年在安排上需作出改

善，並會及早安排相關的服

務。 

 

負責老師姓名： 馬淑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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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420142014 至至至至 20152015201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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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安排校本講座/工作坊

及校外探訪，增加教師

對支援不同學習需要

同學的了解 

觀察、教師問卷調查 2014 年 8 月 29 日邀請了駐校教育局教育心理學家蔡慧怡女士以「活躍症及自閉症的情況及

處理方法」為題主持工作坊。透過認識有關的特徵及個案討論，提升了同事的認知及處理技

巧。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超過 95%的同事滿意此次工作坊。 

本組成員與訓輔主任、初中各級主任、駐校社工及有興趣的同事於 7月 2日探訪劉永生中學，

了解該校如何支援不同學習需要的同學，獲益良多。 

 

2. 參與「學校起動計劃」

聯校教師發展日、香港

中學校長會「自主學

習」聯校教師發展日 

觀察、教師問卷調查 全校教師及教學助理參與了「學校起動計劃」聯校教師發展日及香港中學校長會「自主學習」

聯校教師發展日。不少同事於香港中學校長會「自主學習」聯校教師發展周其間外出參與觀

課活動，而他校同事亦到訪我校參與觀課交流。透過專業討論，彼此均有所得。 

 

3. 安排校本工作坊，與整

體同事檢視推行自主

學習的校本實施計劃 

觀察 

全體教師周年工作

檢討會議 

 

本年度共進行了 3次自主學習工作坊及交流活動。透過與中文大學的科目專家團隊討論，同

事對自主學習如何在我校有效地實踐有更多的體會。詳細檢討詳見學與教組別報告。 

4. 推行啟導教師計劃，關

注整體同事的身心靈

健康，建立互關愛的團

隊 

專業發展組會議 本年度共有 8位新任教師，如過往一樣，每位新任教師配以一位科目啟導教師及一位校園生

活啟導教師。除以往故有的支援外，專業發展組組員於 9 月 12 日與新同事們於酒樓午膳聚

餐，分享校園生活點滴，氣氛輕鬆正面。另，亦於 10 月 8 日在 SAC 舉行午膳聚餐，讓啟導

老師、新同事及校務委員於輕鬆的氣氛下交流，效果理想。 

新任教師基本上滿意啟導教師計劃的安排；他們期望獲得更多非教學的支援，如課堂管理、

科務及校內行政工作等。而本組建議若遇特別情況，啟導老師及科組主任應盡早介入協助新

同事，並尋求其他協助。來年將繼續以現行模式進行啟導教師計劃。 

全體教職員於 2015 年 2 月 17 日參與了由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安排的「西貢滘西洲高爾夫

球活動」，透過學習及互動，增進了彼此的了解及感情。從檢討問卷所顯示，同事感輕鬆愉

快，所有項目最少有 96%同事感滿意。我們亦於 6月 9日下午進行靜觀工作坊 (Mindfulness 

Training Workshop)，讓同事學習在緊張繁忙的生活下學習如何放鬆，照顧同事的身心靈需

要。檢討問卷所示，約六至七成同事認為此工作坊令他們減低了部份壓力。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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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5. 收集持份者數據 專業發展組會議、全

體教師周年工作檢

討會議 

於 2015 年 4 月 19 日家長日收集了中一至中五級的家長持份者問卷。約七成家長滿意及非常

滿意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超過七成滿意及非常滿意學校的氣氛，五成半滿意及非常滿意

家校合作，三成三對學習有正面的觀感，數據與去年的相若。 

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亦會按年對全校學生進行數據收集，詳細分析另見報告。 

 

6. 收集教職員評鑑制度

的意見 

專業發展組會議、問

卷調查 

去年已優化了評鑑制度的表格，加入了同事提議的個別項目。繼上年度提供了「學生評老師」

的教學及班主任工作的表格給同事自由選擇是否讓學生填寫，今年度則提供了「下級評上級」

的表格供同事自行選用。 

本組已向全體同事發出電郵收集意見，但沒有收到同事的回應。經本組討論後，認為此制度

是同事多年的討論所得，並曾於不同階段向同事收集意見，故有一定認受性。本組建議來年

仍沿用現行模式。 

7. 優化傑出教職員選舉 專業發展組會議 

全體教師周年工作

檢討會議 

本年度與學生會商討選舉的項目，最終選用了由學生會提議的項目進行選舉。選舉結果顯

示，同學若對某老師或職員欣賞，則傾向於所有項目均選擇該老師或職員。學生會建議來年

可考慮選「十優老師」，不再分不同項目。有關建議有待來年落實。 

本年度除由學校頒發獎狀嘉許各得獎老師及職員外，更頒發書卷以示鼓勵。 

 

負責老師姓名：馮潤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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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2012014444 至至至至 20152015201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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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優化中ニ級課室設備，支援各

科組在推動學生自主學習的發

展。 

 

各科組能在中一及中二級順
利推展自主學習。 

� 本年度自主學習課已推展至中二級，因此總務

組已在學期開始前改裝好課室內的設備，讓自

主學習課能運作暢順。 

 

2. 優化校內設施，為科組提供良

好的教學環境。 

 

定期檢討場地的使用。 � 逢星期ニ及星期五皆可在 S001 室多用途

課室進行藝術培養課程。 

� 有蓋操場可有效地進行全級的活動。 

� 中四及中五藝術發展課有合適的場地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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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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420142014 至至至至 20152015201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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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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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昇自我管理能力提昇自我管理能力提昇自我管理能力提昇自我管理能力，，，，發展終身興趣發展終身興趣發展終身興趣發展終身興趣    

 舉辦中二級肇慶境外學習團和其他國

內外學習團，讓同學擔任組長，照顧低

年級同學，提升同學的領袖才能及建立

「互關愛」和互相尊重的校園文化。 

加強<<每月通訊>>內學生感想的編輯

工作，並展示同學參與活動的成果。 

 

1.隨團老師觀察及問卷

調查 

2.組會議檢討 

3.每月通訊編輯老師檢

討 

 

在中二級肇慶學習團和首爾學習團中，大部份同學除能照顧自己外，更

在小組活動中表現積極。而在首爾學習活動中，同學在當地中學參與課

堂學習和交流時，表現自信。高年級同學更帶領低年級同學進行小組活

動，發揮領袖才能和建立關愛文化。 

來年將繼續讓高年級同學擔當境外學習活動的組長工作，並鼓勵他們參

與策畫境外學習活動工作。 

學校<<每月通訊>>詳盡展示同學參與活動的內容和獎項。來年我們會加

強[學生感想] 部份的編輯工作，增強參與活動同學的自信和對其他同

學的激勵作用。 

2222. . . . 提供展現領袖才能的機會提供展現領袖才能的機會提供展現領袖才能的機會提供展現領袖才能的機會，，，，栽培栽培栽培栽培「「「「懷自懷自懷自懷自

信信信信」」」」的五育人的五育人的五育人的五育人    

i.同學在統籌境外學習活動工作及擔

任組長時，能發揮領袖素質，對組員表

現關愛。 

ii.鼓勵更多學生參與校外不同機構主

辧的交流學習活動。 

iii.鼓勵學生協助培訓「學生接待大

使」團隊。 

1. 隨團老師觀察 

2. 「學生接待大使」培

訓老師報告 

3. 組會議檢討 

 

同學在擔任境外學習活動的組長及「學生接待大使」工作時，態度認真，

表現自信。在培訓時，學生接待大使的組長，表現盡責。來年將增加組

長名額，以提升同學的領袖才能。 

今年本校同學參與校外機構主辧的交流學習活動的情況理想，來年可主

動聯絡相關班主任，共同鼓勵同學踴躍參與。 

 

3. 3. 3. 3. 培養培養培養培養 4E4E4E4E 領袖素質領袖素質領袖素質領袖素質：：：：活力活力活力活力((((Energy))))、、、、鼓舞鼓舞鼓舞鼓舞

((((Energize)))) 、、、、 膽識膽識膽識膽識 ((((Edge)))) 與執行力與執行力與執行力與執行力

((((Execute))))    

鼓勵同學參與組內活動的籌備工作，安

排表現良好的同學協助培圳新任的「接

待大使」的同學，培養領袖。    

 

1. 組活動負責老師觀察 

2. 「學生接待大使」培

訓老師報告 

3. 組會議檢討 

4. 「學生接待大使」組

長報告 

今年組內各活動的籌備工作，均安排同學參與。同學在設計攤位遊戲、

佈置和當值時，表現良好。而擔任學生接待大使組長的同學，更協助老

師培訓新學員，表現盡責。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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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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4. 4. 培育培育培育培育「「「「敢承擔敢承擔敢承擔敢承擔」」」」的五育人素質的五育人素質的五育人素質的五育人素質    

安排同學擔任《沙田區小學多元繽紛同

樂日》活動的工作人員，接待區內小學

教師、家長及同學，讓學生從承擔責任

及服務中學習。    

1. 活動負責老師觀察及

報告 

2. 組會議檢討 

 

今年《小學多元繽紛同樂日》各項活動參與人數達 795 人，自自 31 所

小學，破歷年紀錄。12 月 6 日當日，同學擔任工作人員，接待區內小學

教師、家長及同學。而「學生接待大使」在老師的帶領下，代表學校接

待到訪嘉賓和出外舉辦攤位活動，表現理想。 

 
 
負責老師姓名： 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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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420142014 至至至至 20152015201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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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推行電子學習 

� 發展校本電子學習平台，活用網上資源 

� 更換內聯網系統 

� 把 e-平台資料轉移到內聯網系統 

� 增加平板電腦數量、逐步建立全校課室無線

上網 

� 中一及中二級班房安裝 wifi 

� Samsung Smart School Project 

� 配合「自主學習」，利用電子學習作平台，

增加同學的學習興趣 

� 協助老師製作自主學習教材，如「微課」 

� 推廣使用 OQB 

 

 

� 新內聯網系統運作正常 

 

 

 

� 中一及中二級班房能無線上網 

� 完成計劃 

 

 

� 有學習教材產出 

� 有更多老師及同學使用 OQB 

 

 

� 新內聯網系統運作一切正常 

� 已把有用的資料轉移到內聯網系統 

 

 

� 中一及中二樓層已成功安裝 wifi 

� 計劃完成，所有平板擁有權已屬於學校 

 

 

� 個別科目已有拍攝影片，如物理科及電腦科 

� 已於不同場合向老師介紹 OQB，使用率不高，下年會

再作多次介紹。 

 

全校關注事項(二)：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提昇自我管理能力，發展終身興趣 

� 校園電視台 

� 訓導超人系列 

� 品德教育 

� 好人好事 

� 推展 IT 服務生工作 

 

� 完成拍攝影片 

� 師生對影片的意見 

 

 

� 當值紀錄表 

� 負責老師評估 

 

� 已分別拍攝及播放 2集訓導超人節目、2集好人好事

節目及 2 集品德教育宣傳片。師生對影片的評價均

正面。 

 

� 個別同學表現積極；下年會再招募同學參加。 

負責老師姓名： 蔡嘉榮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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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420142014 至至至至 20152015201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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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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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化初中課程與教材，制定各級文言的學

習重點與課程，以加強同學解讀文言文的

能力。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測考及上課

表現 

� 文言增潤教材設計良好，題型及題目難度切合學生程度，文章長

度與深度大致恰當。文言知識有逐層深化，亦能反覆提供練習機

會，補足原有文言課程的不足，宜持續完成。 

� 由於現有課程十分充實，課時頗為吃緊。經討論後，同事同意多

補課，以追趕進度。同時，在教授原有課文時可刪減少量題目，

騰出課時。學生亦應視這份材料為自習篇章，作家課完成，以節

省課時。相信以上措施能補課時不足的問題。 

� 來年將繼續完成文言增潤材料，建議每兩星期完成一篇，一年完

成 18 篇。中三級因要應付全港性系統評估(TSA)，則一年完成 15

篇,，其餘 3篇視作暑期功課，由再下一年的中四級同事跟進。 

1.2 優化高中課程與教材，增設閱讀能力小測

及綜合小練習，以加強同學應試的技巧及

能力。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測考及上課

表現 

� 閱讀能力小測重點明確，能引導教學方向，如中四級從分層次小

測得到啟發，設計出分層次筆記，成效良佳。經反覆操練後，學

生成績與答題信心有所進步。 

� 各級均設綜合練習，操練量充足。 

� 建議來年繼續採用以上小測及練習，並寫於進度表，方便同事佈

置家課與跟進。 

1.3 與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協作舉辦以「禮貌」

為主題的徵文比賽，以強化德育及公民教

育元素。 

1) 科務會議檢討 

 

� 跨科組合作成效理想。與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協辦的「禮貌徵文比

賽」獲得不少佳作。範文已收錄於中文科文集《苗》。 

� 與社區聯絡組合作的「給小學老師的信」亦鼓勵同學對小學老師

表達謝意。 

� 中二部分同學撰文投稿至月訊，表達個人在肇慶之旅後的所思所

想。 

� 整體表現合乎預期，建議來年繼續與其他科組合作，創造更多學

習機會。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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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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優化初中課程，初中各級加強基礎能力的

訓練，每一單元均安排學生進行修辭、文

言字詞、成語、單元能力知識及實用文格

式之評估，以紮穩其語文根基。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測考及上課

表現 

� 大班及小班的小測達標率理想，分別為 78%及 69%，學生表現良佳。 

� 是年中四為第一年試行小測的同學，觀察所得，同學語文基礎知

識良好，對實用文格式的理解大致穩妥，有助銜接高中課程，建

議初中繼續保持基測與小測。 

1.5 優化初中課程，以讀帶寫，於閱讀篇章中

挑選佳詞、佳句或片段，讓學生從抄寫、

造句、仿作等小步子及多練習的方式提升

其語文能力。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測考及上課

表現 

 

� 短文要求明確，同學多有佳作；老師批改亦不算吃力，見成效。 

� 同學大多喜歡完成詞語及造句練習，因為較簡單，較易得到成功

感。縱然部分同學所造的句子未能表現詞義，但是透過同儕學習、

佳句欣賞，同學的詞彙量顯著上升，較能於作文中運用相關詞語。 

� 小班的學習能力較弱，所以佳句量不足，難以讓同學仿傚，建議

教授大班的同事每遇佳句便存檔於科資源庫，供其他同事使用，

提升全級同學的寫作能力。 

� 大班同學的學習能力較強，建議可於造句時結合修辭教學，反覆

操練，奠下良好語文根基。 

� 為統一短文評改標準，來年短文將提供評分量表。 

1.6 完成初中各級基礎能力指標架構，於每個

單元安排相關的語文基礎能力測試，落實

執行架構中的具體內容，以紮穩學生的語

文能力。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測考及上課

表現 

� 表現理想，基測指標明確，引導學生學習，以寫作指標最為有效，

建議來年沿用此安排。 

� 同學表現大致理想。大班和小班的達標率分別為 88%和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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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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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中一及中二級設立「自主學習課」，於每

一單元抽取一個主題編寫「導學案」，讓學

生作課前準備，並於課堂上展示學習成

果，以提升其學習效能。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 自主學習成效不俗，同學均能展現學習熱情，對於課堂內容較有

全盤理解。對於較淺的預習題目，易有成功感，增加學習動機。

大班同學在完成導學案時見自主性，能自覺完成所有題目，小班

同學在老師督促下亦能完成。 

� 寫作導學案能為同學提供思考引導，把抽象的聯想思維以較具體

的步驟顯現，有助學習。另外，導學案內容宜聚焦而詳盡。 

2.2 中三至中五各級最少須安排一次以學生

作主導的課堂教學，可以各種形式安排課

堂內容，加強課堂互動，推動自主學習的

風氣。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 各級均能以班本或級本方式，讓同學主導課堂，例如由同學教授

詩歌重點、小組協作創作詩歌及匯報、小組辯論、預習及展示等

等。同學於課堂中均展現出學習動機，學習態度得到改善。 

2.3 中一及中二級最少安排一次利用電子學

習作學習平台，以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

提升教學效能。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 電子學習成效大致良好，運用平板電腦繪畫及匯報，切合不同的

學習需要，亦試行 Power Lesson，讓同學逐步了解電子學習的方

法，以及恆常讓同學以平板電腦查找文言字詞的意思，讓他們掌

握自學方法，加強學習動機。 

2.4 初中增設每週三張工作紙，從字、詞、句、

段方面逐步加強語文基礎能力，盡量以簡

單方式讓學生掌握有關內容。學生須自行

回家完成，並自行核對答案，讓其學會自

主學習。 

1) 科務會議檢討 � 設題多樣化，同學大多不抗拒，運作大致順暢，來年宜繼續採用。 

2.5 配合科本閱讀計劃，一年最少完成三本閱

讀報告或口頭匯報之報告，藉此提升閱讀

風氣，鼓勵其自主學習，擴闊識見。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的閱讀報告 

� 多作長假期功課，同學能按要求完成。 

� 建議老師帶同學到圖書館選書，從旁協助他們挑選優良讀物。 

� 如有佳作，宜影印作紀錄，或推薦同學參加比賽。 

2.6 優化課堂常規，學生須自備筆記，要求其

在課堂上摘錄重點；並於課前進行預習，

建立學生自主學習的習慣。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問卷 

� 同學大多能備有筆記。 

� 在老師指導下，同學大多知道要摘錄課堂要點。老師先由指示筆

記做起，待同學建立習慣後，同學漸漸懂得如何聽出要點，摘錄

筆記。如有需要，更可收筆記本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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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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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建立教學資源庫，把所有教材、筆記、測

考卷、錄像等放置於內聯網，方便任教老

師共享教學資源，藉此提升學生之學習效

能。 

1) 科務會議檢討 � 表現理想，同事均能持續更新及優化科組教材與資源。 

� 建議來年同事能掃瞄班中佳作，存檔於科資源庫。 

3.2 老師須於開學前訂合各級教材，以便學生

學習，藉以提升學習效能。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問卷 

� 六單元合併訂合的做法方便學與教，來年將繼續整理教材，統一

格式。 

� 短文將維持分開訂合。 

3.3 課後課程支援：中三級舉辦系統性評估應

試班；高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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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成績反映 

3) 學生回應 

� 課後補課的操練充足，能補課時不足的問題，亦能培養同學應試

態度與自信。在老師監督與要求下，同學均能完成要求，建立學

習習慣。 

� 建議來年繼續沿用，同事亦宜按課室大小安排學生座位，令補課

更加順利。 

3.4 中一至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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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助學生提升學習效能。 

1) 觀課及課後分享

及檢討 

2) 科務會議檢討 

� 各級級會成效良好，同級同事能互相交流，討論問題，來年宜繼

續。 

� 如因假期而未能開會，需盡快補開。 

� 四次級別會議均須撰寫會議紀錄。 

3.5 減少兩個同工的教擔，以騰出空間支援科

組設計、擬寫及製作教材。 

1) 科務會議檢討 � 效果理想，教材與資源逐步增加，課程設計日漸完善，來年將繼

續保留，並持續優化校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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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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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用校園環境，於每班壁報板設立「中文

園地」，展示中文科的學習素材及學生作

品，藉此推動同儕學習及增加其成就感。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 方法有效、直接，能讓同學得到成功感，來年宜繼續設置中文園

地，並以「熱愛生命」為題，呼應學校的關注事項。 

1.2 鼓勵學生參與不同類型的校外比賽，如朗

誦、徵文、辯論及標語等比賽，發展學生

語文興趣，造就成功經歷。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 過去一年，學生積極參與不同比賽，例如「級際閱讀報告比賽」、

「我愛香港德育演講比賽」、「香港校際朗誦節」等。部分學生更

獲得獎項，例如「沙田節徵文比賽優異獎」、「敬師節徵文比賽優

異獎」、「文學之星徵文比賽優異獎」等。 

� 建議來年多給予學生機會，讓他們展現自我，為校爭光。如同學

有意參加任何比賽，可聯絡黃敬斌老師處理報名事宜。 

 

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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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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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訓練學生宣傳閱讀風氣，亦讓學生主持頒獎，從而培養學生自信

和領袖特質，表現不俗。 

� 來年將配合語文周，舉辦和宣傳活動。 

2.2 培訓典禮司儀，訓練其演說能力，提升學

生的自信心，表現自我。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 各典禮的司儀表現理想，演說能力均有所提升，部分司儀更於其

他典禮中屢次擔任司儀，培養出自信與勇氣，來年將繼續訓練司

儀。 

    
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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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優化高中文化專題探討之選修單元，灌輸

傳統文化道德觀念，提升學生的品德素養。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問卷 

� 中五級以文化作選修單元主題，提升學校對中國傳統文化道德觀

念的認識。透過潛移默化，逐漸提升學生品德素養。 

 
負責老師姓名：楊曉霞、林妍、郭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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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420142014 至至至至 20152015201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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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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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 

1.1. 落實校本課程目標，配合學生能力調適

各級拼音教學，照顧各級學習差異。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測考及上課

表現 

各級已完成核心課程及延伸課程，學生上課表現基本良好。本年度每

級教授 4個單元共 8課，各班可按進度完成教學。由於中三每週只有

一課時，進度稍趕。 

小班嘗試加入拼音課程，部分學生表現良好；因課時所限，未能經常

鞏固學生所學。 

來年建議可統一中一至中三的教學重點，進行專項教學和練習，以鞏

固學生的普通話基礎知識。以語言表達訓練及運用為主要重點，圍繞

語言表達拓展粵普對照和拼音的學習，精簡教學重點。 

1.2. 初中各級加強基礎能力訓練。每一單元

均安排學生進行粵普對對碰詞語和句子對譯

評估。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測考及上課

表現 

本年度配合單元教學，增加更多粵普對對碰詞語和句子對譯練習，成

效不俗。工作紙程度合適，大部分學生對工作紙感興趣，樂於完成。 

來年可繼續保留練習，以加強學生的粵普對譯能力。 

1.3. 優化單元工作紙，加入視聽練習及聽歌

學普通話練習，以配合學生所需，提升課堂

的趣味。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上課表現 

本年度更新歌曲及視聽教材後，學生更投入上課。學生對歌曲有興

趣，尤其是對視聽練習興趣濃厚，上課氣氛熱烈，除用心填字外，學

生亦會一同和唱。但聽歌學普通話練習中的拼音題目稍多，學生感困

難，建議可按學生程度調整題目深淺度。 

1.4. 中二及中三級於下學期強化德育及公

民教育元素，配合課文與學生探討以下內

容：中二級──探訪獨居老人；中三級──

尊重知識產權。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上課表現 

課堂上結合社會問題進行了小組討論，成效不俗。 

2. 2. 2. 2. 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 

2.1. 建立「自主學習」模式，各單元安排不

同的情景說話、普通話聽說遊戲等，要求學

生完成預習，透過小組合作，提升學生學習

動機。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上課表現 

各班加入情景對話活動，部分學生的主動性尚需提升。大班較投入，

能自擬場景及對話。建議加入互動性遊戲，以提高學生參與度。 

2.2. 推動電子學習，多運用網上資源，鼓勵

學生運用多媒體學習。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上課表現 

通過網上視聽材料，如歌曲，視像材料等，提升學生參與和興趣，成  

效不俗，來年將繼續加入更多網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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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3. 3. 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 

3.1. 定期更新教學資源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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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筆記、測考卷、錄像等已放置於資源庫，並定期更新。 

建議來年預先油印上學期所有工作紙。 

3.2. 因材施教，運用不同的策略，以提升學

生學習效能。大班加強朗誦訓練，小班則加

強粵普對照及朗讀教學。 

 

1) 科務會議檢討 

2) 普通話集誦成績 

3) 學生上課表現 

大班朗誦訓練良好，學生態度積極，樂意參與，亦能從活動中糾正學

生的讀音及語調。 

小班的朗讀教學成效不俗，學生願意朗讀，加強朗讀普通話的信心。 

建議大班來年加入誦材背誦課，以加強學生對誦材的掌握。 

 

全校關注事項(二)：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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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 

1.1 推行藝術培育，培訓學生參與朗誦比賽

及參加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藉此擴

闊學生視野，培育和發揮學生的多元智能，

以提升其自信及演說能力。 

 

1) 科務會議檢討 

2) 朗誦比賽成績及

參與人數 

3) 全港中小學普通

話演講比賽成績

及參與人數 

本年度普通話科參與了香港校際朗誦節，10 位參賽同學中，有 9位同

學獲得獨誦優良獎，1位同學獲得良好獎。集誦也取得優異成績。有

4位同學參加了校際演講比賽，2位獲得優異獎，2位獲得優秀獎，表

現不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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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提升同學的自信。 

 

1.2 於初中各班張貼聲韻母教學卡，鞏固學

生學習拼音的基礎，善用學校環境，營造學

習氣氛。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表現及回應 

此項工作未能展開。出版社未能給出符合要求的字幕卡，另有些字幕

卡是簡體字，不適合張貼。 

2. 2. 2. 2. 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 

2.1 培育普通話大使，拍攝普通話科宣傳短

片，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和處事能力，發揮

自主精神。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表現及回應 

與校電視台合作每月拍攝粵普對對碰片段，每集按時播出，成效良

好。參與拍攝的普通話大使表現積極，態度良好，樂意籌劃拍攝活動 

3. 3. 3. 3. 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 

3.1 與社區聯絡組合作，培育普通話接待大

使，提高同學自信及應變能力，並提升學生

的品德素養。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表現及回應 

3) 社區聯絡組回應 

本年度未有接待國內來賓，但普通話大使參與社區聯絡組的接待培

訓，活用日常普通話對應技巧，教導學弟妹普通話會話。 

負責老師姓名：楊曉霞、林妍、郭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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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 Yuk Secondary School 

English Department 

Annual Report (2014-2015) 

 

School Major Concern 1: To fine-tune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promote self-directed learning & enhance learning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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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Refinement of school-based 
curriculum,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the target language proficiency 
benchmarks in the junior forms so as 
to provide clear indicators for 
subject teachers to prioritise their 
teaching and learning strategies.  

 

� a. /c. Statistics collected from 
formative assessments, including 
homework and quizzes. 

 

It was found that students benefited 
from their frequent reference of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and tailored 
made learning materials, which was 
reflected from their progress depicted 
in their daily homework, quizzes and 
uniform dictation 

Students can be further enhanced of 
their self-directed learning, using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To do so, 
nurturing students’ daily learning 
habits and study skills is essential.  

 

� b. To refine a relatively more 
listening focus curriculum in junior 
forms to achieve progressive 
enhancement of students’ listening 
skills, with a stronger emphasis on 
note-taking habit in class and data 
file manipulation skills in integrated 
tasks teaching focuses and work 
design targeting at the devised 
benchmarks 

 

� a. / b. / c. /g. Statistics 
collected from summative 
assessments including, block quizzes, 
school examinations, TSA and DSE 
results 

60% of the junior form teachers 
expressed that from the summative 
assessments collected from their 
students, it was found that the 
enhanced listening curriculum did help 
students perform obviously better in 
the integrated tasks.  About 2/3 of 
teachers expressed that students 
fared well in note-taking skills, As for 
the mastery of dictionary skills and 
graphic organizer, the figures were 
40% and 46.7% respectively. 

The emphasis on listening in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has achieved 
obvious effectiveness, thus, it should 
be adopted and further enhanced in a 
more realistic manner so that students 
could master the note-taking skills for 
both short and long listening tasks and 
their skills acquired in the 
manipulation of data file can be very 
helpful in their DSE exam as the 
listening paper bears the greatest 
weighting in the subject.  
 

� c. To refine the “High Frequency 
Words” Program and the current 
REES booklets of junior forms in a 
way they complement the core 
curriculum, such as incorporating 
them into uniform dictations or 
writing and speaking tasks etc. 

 

 The quality design and usefulness of 
REES program was highly appreciated 
by most teachers.  It was the time 
element that most teachers were 
concerned.  In face of the tight 
teaching schedule, it was agreed that 
flexible use of the REES materials is 
for the best benefits of students. 

Flexible utilization of the REES 
materials to complement the major 
curriculum is the recommended 
deployment of the materials.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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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 Work Done Method of Evaluation Evaluation of Effectiveness Proposed ideas for the follow up 

� d. To allocate lessons shared with the 
NET and the ELTA in pronunciation 
and phonics teaching. 

 
� e. To refine the design of learning 

tasks to raise students’ intrinsic 
motivation for the junior students to 
perform better both in class and 
outside class 

 

b. / d. /e. Students ’  daily 

performance in class, like reading 
aloud or oral quizzes etc. under 

teachers’ observation 

 
 

Through the peer class observation 
scheme, it was found that most of the 
classes visited provided ample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read 
aloud and particular emphasis was also 
placed on teaching students to break 
words into syllables and place the 
right stress, although it was found that 
students usually had difficulty placing 
the right stress if they attempted 
working out the pronunciation 
themselves.  Some improvement has 
also been detected in students’ 
pronunciation observed from oral 
quizzes and exams. 
 

A reading club and reading activities 
tailored to S1 students will be set up 
and launched to nurture students’ 
English reading habit from scratch.  It 
is hoped that their phobia towards 
English texts can be off-set by 
interesting reading materials and 
activities.  It is indeed an uphill 
battle to promote and nurture the 
reading habits among students of all 
forms. 

� f. As for the Junior forms, TSA-like 
questions, or TSA past papers, will be 
incorporated into daily teaching 
materials 

 

� f. S3 TSA exam results  
 

The TSA results reflected students’ 
poor listening skills, which might be 
due to the different formats of 
assessment between TSA and school 
assessments. Meanwhile, students 
were also found weak in group 
interaction in the TSA. 

More TSA-oriented type of listening 
exercise will be assigned to students 
with teachers sparing more time on 
the explanation of ways to master 
such format of work in S3. If it is found 
effective, it will be extended to S1 
and S2. 

� g. As for the senior forms, 
amendments are made on discourse 
length and feedbacks from junior 
form teachers on question formats in 
all papers, internal marking 
schemes, like conversion table, etc. 
are designed more in line with the 
three cohorts of public exams, 
adoption of new skill books, the 
contents and format of which are 
more aligned with current trend of 
DSE 

�  As for the senior form material 
refinement, a very encouraging 
phenomenon was that in this year’s 
DSE writing papers, for both long and 
short tasks, students benefited from 
studying the school-based writing 
input booklets as there were three 
exam questions set exactly the same 
as our input in the booklets.  
Students expressed positively towards 
their performance in the writing 
papers, commenting that it was easy 
for them to cope with the writing tasks 
in both the long and short tasks. This is 
indeed very encouraging for teachers 
who spared lots of time working on 
refining the materials. 

This is a good indicator to us showing 
that what we have been doing is on 
the right track.  What we need to do 
is to be vigilant to the current trend of 
the soci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keep 
abreast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exam 
format devised by the HKEAA.  In the 
meantime, we should demonstrate to 
students that if they make genuine 
efforts, they can perform much better 
than they ex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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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 Work Done Method of Evaluation Evaluation of Effectiveness Proposed ideas for the follow up 

� h.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explore 
the library book series and their 
interest in reading newspaper. 

� h. Library figures on the 
number of English books on 
loan 
 

� h. Feedbacks from junior form 
teachers on students' reading 
performances and 
independent reading habit 

As for students’ independent reading 
habit, the library loan rate for English 
books is 13.7%.  The total number of 
books borrowed by students was 910.  
According to the teachers, great 
inertia is still spotted among students 
as far as reading English books is 
concerned. 

Strategies have to be explored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read regularly, 
especially starting from the junior 
forms when students’ study pressure is 
not as heavy as their senior 
counterparts. 

1. Independent learning 
� a. S1 and S2 students will 

attend two after-school 
self-directed learning classes 
on self-directed learning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class 
teachers.  They will work on 
the vocabulary in the intensive 
reading passages,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which will be 
dealt with by teachers in 
classes. With the help of iPad, 
they work on vocabulary for 
pronunciation, meaning and 
sentence making 
independently and then 
present their work in class the 
next day. 

� a. /c. Rate of attempt and 
performance in the proposed 
new exam section on 
vocabulary and expressions 

� a. Students' presentation in 
class and feedback from peers 
and teacher. 

� a. /b. /c. Student results of 
both formative and summative 
assessments (H/W, UT & exam) 

� a. / b. Oral feedbacks from 
both students and teachers on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self-directed learning 
materials 

� d. /e. Teacher’s observation 
on students’ regular learning 
practices 

Students found it useful to have 
self-directed learning lessons as they 
could grasp a better idea of the 
materials before the English lessons.  
Students were willing to work 
collaboratively with their classmates 
in reading aloud with the aid of the 
electronic tablets in the afterschool 
self-directed learning session.   
 
In the elite class of S2, the teacher 
launched the ‘Little Teacher’ program 
with students.  Students were very 
bright and they took turns throughout 
the year to teach and they were eager 
to do extra research and practice prior 
to their “teaching” in class. 

With the obvious efficacy obtained 
from the self-directed learning in S1 
and S2, it will be adopted as 
departmental policy in future.  It will 
also be flexibly adopted by S3 teachers 
with their S3 classes if they find it 
feasible and suitable for their S3 
classes, assigned as homework.  
 
 
 
 
 
 
 
 
 

�    b. During the two sessions, 
S1 and S2 students will also be 
given tailor-made grammar 
worksheets, which focus on 
target grammar items or 
common grammatical 
mistakes, to improve their 
language accuracy. Provided 
with clear guidelines,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complete their 
worksheets on their own. 

 

 As for the grammar worksheets given 
to students in S1 and S2, the feedback 
from teachers was varied. Some 
confirm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worksheets in consolidating students’ 
grammar foundation and that it should 
be kept using while others expressed 
the difficulties they encountered 
especially the restriction presented by 
the time constraint.  They found that 
it was really time-consuming to spend 
class time going through the answers 
and the subsequent explanation. 

As for the 5-miute grammar 
worksheets, it is suggested that 
flexibility will be given to teachers on 
the frequency of assigning it to 
students, depending on the time 
available in the daily teaching. 
However, it is strongly recommended 
that students should be given the 
5-minute grammar worksheets 
regularly like weekend or vocational 
assig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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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 Work Done Method of Evaluation Evaluation of Effectiveness Proposed ideas for the follow up 

� c. To introduce a mini project in 
both S1 and S2 respectively which 
intends to satisfy greater learner 
autonomy, to develop basic 
research skills crucial to 
independent learning and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s in 
learning English 

 

 As for project presentation in S2, 
students in the elite classes were able 
to do it and they still needed lots of 
guidelines and scaffolding from 
teachers. Three mini-projects had 
been done, with better ability 
students having their presentation 
together with written reports while 
the underachievers just managed to 
present verbally.  It was still a great 
attempt to launch such mini-project in 
S2 to allow students to have an 
opportunity to learn about research 
and presentation skills in a mini-scale. 

The mini-project in S2 was a success in 
better ability classes so it will be 
implemented as what we have this 
year. ‘Little Teacher’ program is a 
good realization of the idea for 
self-directed learning.  Students play 
active role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 It is a daring and 
rewarding experience for both teacher 
and students.  
 
 

2. Regular practices 
� d. To require all students to write 

down ten vocabulary items chosen 
by teachers each day to recapture 
what they have learnt.  

   

� e. To strengthen the practice of 
‘syllabification’ in all forms 

 

 Syllabification’ was observed to be 
carried out in all forms during the peer 
class observation period.  Students 
were very adept to the skills and they 
showed confidence in it.  

This should be carried on and become 
a generic study skill to all students.  
 
 

� f. To encourage all forms to 
adopt’ Show and Tell' as their 
regular learning activity which 
allows greater learner autonomy. 
It will remain a major focus in S1, 
S2 and S4 in particular 

� f. Oral feedbacks from students 
and teachers on the usefulness of 
‘Show and Tell’ in enhancing 
students’ confidence in speaking 
and speaking proficiency 

Some classes enjoyed working on the 
‘Show and Tell’, especially for those 
who made genuine efforts to introduce 
something they liked.  Some teachers 
preferred the use of ‘whatsapp’ as the 
e-platform to communicate with 
students in English outside classroom. 

It is suggested that at all times, 
English language teachers should make 
an endeavor to communicate with 
students in English, even outside 
classroom for daily interaction. 

� g. To encourage all classes to 
adopt journal writing which is 
found a way of increasing 
learner’ motivation and 
language awareness. It will be 
conducted as a voluntary-based 
practice. 

 

 Journal writing was implemented in 
some of the classes.  It was a great 
tool to allow students to write freely 
on topics related to their daily lives.  
Students expressed their opinions and 
feelings on topics assigned to them. 
Most of the students involved in the 
journal writing enjoyed the way to 
communicate with teachers.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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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thers 
� h. To encourage junior forms 

students to have more frequent 
visit to the library and thus to 
cultivate reading habits 
 

� i. To promote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teraction in English 
through the use of various 
platforms such as Facebook, 
Whatsapp and Padlet etc. 

Facebook and Padlet are 
recommended platforms for 
teachers to upload different 
learning materials so as to 
enhance the exchange of 
ideas on social issues, 
independent learning and 
develop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 h. Library figures on the 
number of English books on 
loan and feedbacks from 
junior form members on 
students' reading 
performances 
 

� g. /i. Rate of usage and quality 
of students’ output online/ 
non online. 

 
 
 
 
 
 
 
 
 
 

The statistics we obtained from the 
library loan record showed that 
students willing to read English books 
were still the minority.  About 13.7% 
of the books were in English. 
  
Most teachers who interacted with 
students online tended to 
use ’Whatsapp’ which is a very 
convenient platform for spontaneous 
sharing of opinion and feelings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s well 
as among students themselves. A lot of 
teachers used this platform and found 
it rewarding for both students and 
teachers.  

More effort has to be made to promote 
the general atmosphere of reading 
English books in the campus, which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and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students’ language 
capacity in the long run.  
 
This practice can be extended to 
junior form students as well in the 
future. 

� To better reap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ross-curricular vocabulary 
booklet, alignment is made 
with different departments, 
like Liberal Studies, 
Integrated Science, 
Geography, etc. to arrange 
common themes to be 
taught in similar timeslot so 
as to complement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s and 
enhanc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vocabulary learning 
as well. 

 
 
 
 
 

 The alignment of themes across 
different subjects was hardly carried 
out because of the difficulties in 
collating the same timeslot to teach 
similar themes among different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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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 Work Done Method of Evaluation Evaluation of Effectiveness Proposed ideas for the follow up 

� Vocabulary learning 
� a. For All Forms (S1-6). Uniform 

dictation will be implemented in 
all forms on regular basis (i.e. two 
times per block). As for S6, 
concerning their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schedule, the number of 
Uniform Dictation may be 
reduced to one per block. The 
unseen dictation, as part of 
uniform dictation, will be 
modified as blank-filling section. 
While teachers read aloud a short 
paragraph, which is given on the 
answer sheet, students have to 
fill in the blanks with reference to 
the vocabulary they learn from 
the reading passages. 

� d. Feedbacks from students and 
teachers on the design and 
materials of the booklets 

 
 a. /b. / d. Students' works in 

formative and summative 
assessments, including classroom 
activities, daily assignments as 
well as internal and external 
exams 

 
 e. /f. Students’ feedbacks on and 

observation of abilities of 
students from other schools 

  
 

66% of the teachers surveyed agreed 
that uniform dictation was a great way 
to help students improve their spelling 
and 53% agreed that it helped students 
master syllabification, both of which 
would help students in both the short 
and long tasks in the listening papers 
and more importantly in the writing 
papers.  Students’ inadequate sense 
of language and capacity, especially in 
listening stopped them from gaining a 
reasonable performance in the public 
exam.  The two input papers, 
especially reading and listening still 
presented the greatest challenge to 
our students. 
In the DSE exam this year, listening is 
still the weakest paper. 

It is suggested that to help students 
score a good result in DSE, it is 
essential to nurture students’ basic 
language capacity by putting even 
heavier stress in reading and listening. 
Thus, the revamp of junior form 
curriculum in the current year, placing 
heavier emphasis on dealing with the 
integrated tasks in listening is the 
right direction.  To stretch this 
further, maybe, more consideration is 
necessary in strategically preparing 
students’ short tasks in listening and 
reading by reinforcing their 
self-directed reading and viewing 
activities at home regularly as 
homework. 

� As for Senior forms, speed 
dictation, targeting at common 
vocabulary in listening papers, is 
suggested to replace one of the 
uniform dictations i.e. Listening, 
in the past. 

 100% of the teachers surveyed agreed 
that speed dictation newly adopted 
this year was an effective tool to help 
students improve their performance in 
the listening short tasks. 

This measure can be considered 
extended to all senior forms so that 
students can be prepared to cope with 
the demanding speed of writing and 
good spelling required of when coping 
with the listening short tasks. 

3. Student’s access to study guide 
� b. For Senior Forms (S4 –S6), S4-6 

Teachers will refine the two 
separate copies of detailed study 
guide to the latest popular 
writing and speaking topics 
respectively to facilitate 
students’ revision for the school 
assessments and HKDSE 

 73.3% of the teachers reported that 
observation from students’ quizzes, 
exams and DSE, the study guides 
provided to students in the form of 
writing and speaking booklets 
enhanced students’ capacity in the 
speaking and writing papers.  
 
 

This is a good confirmation to the 
efforts teachers made in keeping the 
update of the study guides each year 
incorporating the most current topics 
and ideas for the reference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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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 Work Done Method of Evaluation Evaluation of Effectiveness Proposed ideas for the follow up 

4. Newspaper reading habits 
� c. All S4-5 students will take 

part in a fifteen- minute 
current affair quiz once every 
two weeks after reading 
through the assigned pages of 
the newspaper the previous 
day. Winners will be awarded 
immediately in class each 
time.  

  
About 53.3% of the teachers thought 
that the current affairs quiz helped 
increase students’ exposure to 
vocabulary related to global issues and 
thus reflected in their work but the 
scheme failed to mobilize students to 
take the initiatives to read English 
newspapers regularly. 

 
A lot more effort is required to 
mobilize students to read newspaper.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SCMP young 
post can be subscribed to reduce 
students’ stress of facing the whole 
paper.   

5. Students’ exposure to learning 
opportunities outside classes 
� d. Structuring the Saturday 

Enrichment Classes (S4-6)  
� Introducing the program to 

the average-high and 
motivated groups of senior 
form students to improve 
performances 

� Providing guidance for tutors 
on target learning items 

� Coordinating the lesson 
schedules to help improve 
attendance of senior form 
students (in avoidance of 
clashes with OLE and other 
learning programs)  

� Monitoring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tutors, focusing on 

delivery. 
� Developing a databases of 

teaching materials for future 
tutorial programs 

 

  
 
As students were occupied in tutorial 
of all other subjects, the Saturday 
Enhancement Program was suspended 
for one year.  Meanwhile, the quality 
of the tutors was also a concern. 
 
Although there was no Saturday 
Enrichment program for senior form 
students, students in junior forms did 
have an opportunity to join the English 
WeCan from May to August. Ten 
students from S1 joined the programs. 
There were regular English classes, 
outings  three times a week during 
summer holiday and before summer 
holiday, students attended these 
classes during Saturday mornings. 

 
 
It is suggested that students should be 
consulted of their need for the 
tutorials so that their motivation in 
joining the classes can also be raised. 
Meanwhile,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have 
responsible and inspiring tutors to help 
them. 
 
The extra English learning experiences 
for these S1 kids are really precious 
opportunities to them. It is hoped that 
they can share their learning 
experiences to their peers and 
hopefully, their motivation and 
interest in learning can be boo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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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 Work Done Method of Evaluation Evaluation of Effectiveness Proposed ideas for the follow up 

� e. Speaking contests 
More students will be 
encouraged to join the various 
speaking contests, which focus 
on enhancing students’ 
speaking proficiency and 
performance particularly in 
HKDSE oral assessment. This 
year, we would subsidize full 
the top 30 students in their S5 
speaking exam and top 10 
students in their S4 speaking 
exam to join the inter-school 
speaking contest, the format 
of which is pretty similar to 
the DSE oral exam 

 This year, 32 students joined the solo 
verse in the annual speech festival.  
Among them, 17 were awarded 
certificates of merit and 7 were 
awarded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A 
S2 student snatched the 2nd runner up 
for her solo verse.  As for choral, 
students did manage to get 85 marks, 
which was encouraging to the 
participating students and teachers. 
As for the category, Rehearsed Original 
Scene, the two teams we entered won 
the 1st runner up and 2nd runner up. 
Apart from this, 79 students from S5 
and S6 joined the 9th Speaking Contest 
for Hong Kong students.  25 students 
joined the Standard Chartered Public 
Speaking Contest.  A team of students 
joined the Improvised Drama 
Competition.  Apart from all these, 5 
students joined the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ontest 2015 organized by 
the Baptist University.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Standard 
Chartered Public Speaking Contest be 
scrapped because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the contest was not 
transparent so it is not easy for 
teachers to help students and more 
importantly, students seemed not to 
be benefited much from the 
participation. More effort should be 
devoted in exploring other speaking 
contests, like the one currently 
organized by the Baptist University 
and the SCOLAR. 
 

5. Pilot Scheme of organizing joint- 

school oral practices before the 
HKDSE speaking exam (S5 and S6) 
� f. Exploring the possibility of 

building a greater learning 
circle with neighbouring 
schools or NGO-facilitated 
alliance 
 

 We did make an effort to liaise a 
secondary school to arrange the 
joint-school oral practice but it was 
found that students joining the 
Speaking Contest for HK Students 
already had gained the experience of 
mock inter-school oral exam. 
Meanwhile, it was found that to 
explore a date feasible to both schools 
was hardly possible. The initiative was 
therefore suspended. 

Next year, more students in S6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join the Speaking 
Contest for HK Students to get the 
precious experiences of a mock 
inter-school oral ex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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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Major Concern 2: To realize the spirit of the five virtues, nurture future leaders & serve the community with commi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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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nhance students’ confidence in 
speaking 

1. a. To communicate in natural and 
decent English language in all 
subject-related situations  

 
 

� a. / b. /c. Students’ self-evaluation 
of in-class response, rate of 
participation and level of 
satisfaction 
 
 
 

 

72.7% of the teachers surveyed found 
that quality interaction between 
students were found but only 
sometimes while 90% of the teachers 
reflected that quality interaction did 
exist quite often between teacher and 
students.  Meanwhile, data collected 
from class observation showed that 
students’ interaction in English with 
their peers and teachers has some 
improvement but there is still much 
room for improvement. 

A lot more effort has to be made by 
teachers of all forms to provide 
abundant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speak English in class or outside class 
through interactive language learning 
activities. Speaking to students 
outside classroom like that of the NET 
and ELTA should be strictly enforced by 
all teachers.  
 
 

2. b.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various 
speaking-related activities ranging 
from 'Show and Tell', performances 
by the best achievers in the public 
speaking contests, news sharing, 
book sharing, presentation at 
assemblies, etc. 

� a. / b. /c. /d. Teachers’ 
observation and feedbacks on 
students’ commitment to 
communication in English and 
reading aloud 

 

Refer to major concern 1, on speaking 
contests 
 
 
 

 
 
 
 

2. Enrich students’ exposure to 
English 
 

3. c. The “Reading Aloud Program” 
school policy will continue in 
different forms. 

 
4. d. NY English Radio DJ Programme 

will be implemented at more 
frequent pace, which possibly 
involves more student volunteers.  

 

 
 

� d. Oral feedbacks from student-DJs 
on their confidence in speaking  

� d. Oral feedbacks from students on 
the benefit of the DJ programme 
on their interests in learning 
English 

� e. Students’ participation and 
feedbacks on the competitions 

� e. Positive results / Awards from 
various competitions 

 
 
As for the enhanced Ng Yuk Disc 
Jockey (NYDJ) program, 73.3% of the 
teachers agreed that the program 
helped nurture a more English 
conducive environment and 53.3% 
agreed that those participated in the 
program benefited a lot from the 
involvement.  
 
 

 
 
Students DJs, 28 of them, enjoyed the 
invitation by the NET to host the music 
program and they got a lot more 
chances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NET 
in the process of preparation. 
Meanwhile, they were given 
opportunities to share with their peers 
their favorite English songs. 

5. To identify potential students to 
join the external competitions (e.g. 
writing competitions, public 
speaking contests, drama 

competition, etc as a way to 

f. Teachers’ observation on students’ 
elaboration on ideas in writing and 
speaking 

86.6% of the teachers considered 
students’ work, writing and speaking, 
more sensible and more substantial in 
contents because of their frequent 
revision and reference to the study 
guides given to them.  They were 

It is suggested that to prepare 
students for a solid language 
foundation, it is essential to start at 
the beginning years of their secondary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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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 Work Done Method of Evaluation Evaluation of Effectiveness Proposed ideas for the follow up 

expose students to peers with 
diverse interests and varied 
abilities in different settings 

6. (e.g. writing competitions, public 
speaking contests, drama 
competition, etc as a way to expose 
students to peers with diverse 
interests and varied abilities in 
different settings ) 

more able to elaborate on the topic 
sentences than before though they can 
still have a lot more improvement. 
 
 
 
 
 

 
 
 
 
 

3.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as a world citizen 

� f.  Globalised learning  
   curriculum 

Topics like nature, crime, technology, 
overseas travel, cross-borders issues, 
multicultural encounters, working 
holidays etc. have been incorporated in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of each 
form. 
 

 To enhance students’ global outlook, 
the current affairs quiz plays some 
roles in raising students’ awareness in 
local issues. This can be extended to 
issues of global nature in the future so 
as to enlarge students’ vocabulary 
range and broaden their horizons on 
world affairs.  Apart from the current 
affairs quiz, such themes has actually 
been included in the study guides 
already and benefited those who are 
conscientious in their studies.    

Refining teaching materials,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of including the 
global issues, has always been the 
concern and practice of the 
department. This will be further 
developed in the future.  

Student Leadership Development 
� a.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will 

be nominated by English teachers 
to perform various duties, like – 
� Promoting English books, 

songs and films of interest to 
students in the morning 
assemblies 

� a. Frequency of book, songs and 
films promotions during the 
morning assemblies 
a. Students’ participation rate in 
different functions 
 

� a. Feedbacks from students and 
teachers on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This year, there were 60 English 
Ambassadors who took turns to speak, 
some of them, more than once during 
the morning assembly to share with 
their peers different messages and 
feelings in English. Some of them 
acted as MCees in different school 
functions.  
 

More junior form students who has 
potentials can be recruited to be 
English Ambassadors in future. 
 
 

� Serving as student MCees at 
different functions 

� Serve as learning buddies / 
student helpers during 
in-school English events 

 

 
 
 
 
 
 
 
 

 

There were four book sharing sessions 
done during the morning assembly by 
teachers and students.  Meanwhile, 
all speeches were delivered mainly 
during the morning assembly by 
English Ambassadors. Students 
regarded it an honor to them as they 
were able to speak in front of the 
whole school.  
 

More varieties of English activities 
involving students’ different kinds of 
speaking and sharing can still be 
explored to enrich students’ exposures 
as well as to raise students’ interest 
and engagement for audience in the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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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 Work Done Method of Evaluation Evaluation of Effectiveness Proposed ideas for the follow up 

1. Students’ readiness for the job 
market challenges 
7. b. S5 students will 

participate in workplace 
visits organised by the 
English Department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Careers Committee so as 
to inform students of the 
current job market 
situation and the societal 
expectations upon fresh 
graduates. 

 

� b. Oral feedbacks from S5 students 
and teachers on the benefits of the 
workplace visits 

� b. Data analysis of questionnaires 
on workplace visits completed by 
the Careers team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Project 
WeCan to many more schools in the 
territory, it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for our students to be 
given opportunities to decent 
workplace for visits and exchanges. 
Thus, in this academic year, some 
students were arranged to visit a 
‘beauty parlor’ where it was 
extremely small and students were 
crammed into such a small company, 
listening to the monotonous talk, not 
even with any demonstration, not to 
say hands on experiences. 
 
However, some lucky students in S5 & 
S6 did enjoy a lot for their summer job 
tasting experiences last year.  Not 
only had they gained first hand 
working experiences but also they 
were so fortunate as to be taken care 
by their mentors as the sequel of their 
summer experiences throughout the 
school year.  This year, they were 
offered different activities like 
Photography Workshop, Cooking Class, 
Bubble Soccer Competition together 
with their mentors. All these activities 
were administered in English and their 
mentors would also carry out post 
activities interaction with them in 
English as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activities.  
 
 
 
 
 
 

It is suggested that next year, the 
school Careers and Guidance team 
may have to explore alternative 
reliable workplaces for students to 
visit. Otherwise, it would be a great 
waste of students’ time and 
opportunities to widen their horizons 
in this respect. 
 
 
 
 
 
 
 
The Mentorship Scheme was still in its 
exploratory stage but we have 
witnessed obvious growth among these 
students.  It is hoped that with the 
English elements immersed into the 
Program, students benefited even 
further, especially in their language 
proficiency, something they cannot 
afford to miss in the work 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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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 Work Done Method of Evaluation Evaluation of Effectiveness Proposed ideas for the follow up 

 
Overseas Study Tour (2014-15) 

� a. Students interested will join 
the tour as organized by the 
NET and to interact with 
foreigners and immerse 
themselves into the foreign 
culture.  

To represent our school and Hong 
Kong as goodwill ambassadors 
practicing the essence of Chinese 
virtues in a foreign setting 

 

 
 
� a. Reflections and feedbacks from 

student participants on benefits of 
the study tour on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a. Teachers’ observation on changes in 
student participants’ knowledge, 
attitude and manner 

 
 
This year, overseas trip to Singapore 
and Macau was organized but both 
trips were cancelled in the end 
because of insufficient participants.  
Fortunately, 16 students from S3 to S4 
were able to join an authentic cultural 
exchange activity organized by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40 
American high school students came to 
our school to have a two day exchange 
with our students as part of their two 
week long exchange program to Hong 
Kong and Guangzhou in the post exam 
period.  Students showed great 
excitement and felt grateful for 
having such an experience to interact 
and get along with their American 
counterparts. It was inspiring too as 
some of the students were reminded 
by the American students to work 
harder at their grammatical accuracy. 
This is indeed a marvelous opportunity 
to our students.   
 

 
 
It is suggested that next year, we 
should apply for external funding to 
help subsidize students when joining 
the overseas trip.  Effort has to be 
made to bargain for opportunities like 
the current exchange with American 
high school students for our students. 
In fact, the lady representing the 
organization expressed great 
enthusiasm in organizing more 
activities of this kind with our school. 
It is indeed a piece of good news.  

 

Prepared by Miss Hannah Ng, Miss Janice Ho & Miss Karen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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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14141414 至至至至 20152015201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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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優化校本課程﹕繼續與香港中文大
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協作，攜
手優化初中三級的校本課程及教學
資源，體現「校本課程目標」，有策
略地逐步銜接高中課程 

 
 
 
 
2. 推動自主學習﹕在中一至中五級嘗

試施行自主學習模式，並探討使用
電子學習以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和
自學效能 

 
 
 
3. 優化初中引入新高中的評核模式，

培養學生適應高中的解題與答題技
巧 

 
 
 
 
 
4. 加強初中同學在全港性系統評估的

準備，鞏固基礎能力，銜接高中課
程 

 
 
5. 制訂科本應試策略，及早準備，讓

學生更有自信地應付中學文憑試 
 
 
 

中大意見報告、測考成績統計、科務檢討會議 
 
 
 
 
 
 
 
 
科主任報告、科務檢討會議、檢視導學案，和透過科任
老師的同儕觀課 
 
 
 
 
 
科主任報告、科務檢討會議、校內測考及公開試成績統
計 
 
 
 
 
 
 
科主任報告、科務檢討會議、校內測考及公開試成績統
計、檢視科本中央試題庫 
 
 
 
科主任報告、科務檢討會議、校內測考及公開試成績統
計、檢視科本中央試題庫 
 
 
 

(a) 中一、二級均有備課節，強化同儕交流，效果不俗。 
(b) 中文大學專家每星期到校，與任教中三級同事開備課

會議，獲取了十分寶貴意見，優化課堂的學與教。 
(c) 校本製作中三級暑期作業，加強練習文憑試常考的初

中課題。 
(d) 暑假期間製作初中三級溫習筆記，以及修訂自主學習

導學案。 
 
 
(a) 製作中一、二級各五個課前知識的導學案，而中三至   

中五級各三個課堂工作紙。 
(b) 以部份課題作試點，嘗試製作電子學習工作紙；需作

調整，因各班程度參差及學生的學習習性不同。 
(c) 部分同事嘗試製作教學短片，採「翻轉課堂」方式促

進學習；下學年作進一步評估。 
 
(a) 在日常教學中，以高中公開試題用作例題，讓學生及

早認識文憑試題型，加深記憶其中解法。 
(b) 在擬定初中的測考試題中，強調會出現在高中文憑試

甲(1)部相關的初中題型，讓初中學生熟習必考的「黃
金 17 分」題目。 

(c) 在日常批改學生功課、試卷及對卷時，以公開試評分
標準為本，與學生討論如何得分及避免被扣分。 

 
(a) 已完成歷年 TSA 試題的分類，讓同事可作重點教學。 
(b) 中三級課後設立 TSA 補課，重點操練 TSA 的難點課

題，提升同學學習信心。 
 
 
(a) 針對公開試，在高中不同級別的補課中，設有不同的

針對技巧及目標﹕ 
   (i) 中四級的教學初段及補課均以甲(1)部題型為主。   

學段考試試題亦以甲(1)部比公開試佔多少許分
數，以提升學生的信心。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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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善用「學校起動計劃」資助，開設

公開試增潤班 
 
 
 
7. 舉辦和參與校內外數學競賽活動，

配合學科學習內容，擴闊學生識見 
 

 
 
 
 
 
 
 
 
 
 
科主任報告、科務檢討會議、校內測考及公開試成績統
計 
 
 
 
科主任報告、科務檢討會議 
 

   (ii) 中五級補課初以甲(1)部，繼以甲(1)及甲(2)部為內  
       容。 
   (iii)中六級補課以針對公開試題型及透過模擬試卷， 
      培養學生應試時的時間分配，並加強自信心。 
(b) 設立完整的歷屆公開試試題庫，並把歷屆試題分類存

檔。 
(c) 製作甲(1)及甲(2)部試題溫習套各兩套，並配合小小

測和整部測 7 套，讓學生熟習所學題型，增加得分信
心和能力。 

 
在周六開辦公開試增潤班，讓有需要的學生得到適時輔
導。2 月前開辦中六級，分為補底和拔尖兩組。之後開
辦中五級，開設拔尖組；效果滿意，DSE 中必修部分和
M2 部分均在優良成績方面較往年有所提升。 
 
(a) 與理科和電腦科合辦數理環保周，當中安排中三至中

五級同學負責主持攤位活動。 
(b) 初中三級均舉辦數學競賽，安排中三、四級同學負責

主持。 
(c) 甄選並培訓 15 名學生，參加 3 項校外的數學競賽，

以增廣見識；共獲得 2 個二等獎、8 個銅獎和 2 個銀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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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老師姓名： 黃智強、吳雙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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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420142014 至至至至 20152015201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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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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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化校本課程 
(a)「六年一貫」課程 

(i) 與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

進計劃」協作，檢視及完善過去兩

年的校本課程及教學資源，有效地

銜接初中及高中課程 

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

校改進計劃」老師交流

或到校觀課、學生的功

課及考測表現、於共同

補課節及科務會議檢討

測考及公開試成績 

本年度與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在中三「社會認知課程」
協作，中大專家除到校進行共同備課及同儕觀課外，並就中三級「社
會認知課程」展示日的籌備提供建議。建議來年繼續與中大團隊在「電
子學習」上協作，建立良好的學習策略。 
高中方面，本年度應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同工邀請，
兩位科主任參與了「中學通識科跨校學習社群」，共參與 5次工作坊，
與他校同工互相交流教學法及評估策略。科主任於社群聚會中獲得不
同的教學材料及 2015 年熱門議題冊，並與校內同工分享，亦把熱門議
題冊派發給中六級同學，令中六同學在公開試前得以更聚焦地溫習相
關議題，對中六同學而言尤其得益。 
「中學通識科跨校學習社群」的交流有助提升同工於本科的專業發
展，建議來年除派科主任參與社群外，亦派有意參與的同工參與，以
有效提升同事的專業發展。 

(ii) 參與教育局「專業發展學校計

劃」，與仁愛堂田家炳中學交流初中

通識科的教學策略，透過優化初中

通識科教材，體現「校本課程目

標」，以迎接高中課程 

教育局「專業發展學校

計劃」內仁愛堂田家炳

中學老師交流或到校觀

課、學生的功課及考測

表現、科務會議檢討測

考成績 

本年繼續參與教育局舉辦的「專業發展學校計劃」，3 位科主任於 8 月
與仁愛堂田家炳中學的通識科主任進行交流，了解該校如何於校內建
立校本教學策略。本年度我校主動尋求田家炳中學提供「獨立專題研
究的文本分析方法」筆記，當中也就教授獨立專題研究的策略作出交
流。我校亦邀請仁愛堂田家炳中學參與中一級「遊走中上環」考察日、
中三級「社會認知課程」及中六級聯校模擬試。 
「專業發展學校計劃」有效加強聯校合作，共同探討教授本科的教學
策略。由於仁愛堂田家炳中學負責此計劃的統籌老師於本年度出現變
動，以致本年度的聯校交流比往年少，故建議來年繼續參與「專業發
展學校計劃」，但嘗試與其他學校合作，嘗試從多角度推展我校的通識
科發展。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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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兩文三語能力 

在初中各科課程加入英語詞彙，加

強學生在課堂上朗讀、默寫及應

用，配合考核，提升學生英語能力 

學生的功課及考測表

現、科務會議檢討測考

成績 

本年度繼續配合全校語文學習策略，於初中各級加入英文詞彙，並於
課堂上教授及在考測中評估同學掌握英文詞彙的能力。本年度初中各
級英文詞彙測考部分，以中三級表現最佳，各級以 B、E班的表現較佳。 
建議下年度繼續於初中各級教授同學相關課題的英語詞彙，並嘗試以
非默寫的方式進行評估，以提高同學掌握及應用英語的能力。 

(c)德育及公民教育元素 

中一級通識科於下學期選取香港保

育及環境問題施教，而中二級則選

教中國農民工及留守兒童問題，中

三級則選教文化全球化課題，逐步

增進同學對香港、中國及世界的認

識，以提升國民身分認同及世界公

民意識 

學生的功課及考測表

現、科務會議檢討 

本年度中一級通識科於下學期選取了香港保育及環境問題為教材，而
中二級則選取中國農民工及留守兒童問題。承接上年度檢討報告的建
議，把有關國民身分認同課題，如「中港矛盾」議題加入中二級的課
程，同學在此課題的討論上均積極發言，表現良好。 
中三級通識科在下學期上課，為了讓全方位學習日活動得以更有效地
配合課堂的學習，中三級於本年度集中教授「社會企業」的課題。 
中四同學於本年度也參與社會認知課程，以「弱勢社群」為重點，中
三、四同學於整個「社會認知課程」表現理想，並於校內為不同的社
會企業 / 弱勢社群作出宣傳，提升全校同學對社會企業及弱勢社群的
關注。各級的不同安排循序漸進地增進同學對香港、中國的認識，整
體果效較去年編排理想。建議來年繼續沿用此編排，並嘗試在午膳時
間舉行公民論壇，增加同學發表意見的機會。 

(2) 推動自主學習 

(a) 校本「自主學習」 

「自主學習」由中一級延伸至中二

級，設立課後「自主學習課」；部分

單元編寫「導學案」，讓學生作課前

準備，並於課堂上展示學習成果 

老師於課堂的觀察、學

生的「導學案」及考測

表現、科務會議檢討、

觀課表數據分析 

本年在中一級及中二級分別設計了 6 份導學案，要求同學進行預習，

並善用自主學習課時段，讓學生觀看短片及進行分組討論，從而對課

題有初步的理解。老師於堂上給予學生匯報的機會，並作出跟進，鞏

固學生所學。 

在中一及中二級觀課可見，教師善用導學案，讓學生有充足展示的機

會。班上學習氣氛良好，同學認真投入討論及交流，得見自主學習的

果效。建議來年於中一至中三級繼續設計和課題相關的導學案，並總

結過去兩年經驗，優化導學案的內容。另建議來年把自主學習元素推

展至高中級別，以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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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電子學習 

善用九龍倉「學校起動計劃」及其

他資助，提升硬件設施，推動電子

學習及配合「自主學習」，利用電子

學習作平台，增加同學的學習興

趣，提升自學效能 

老師於共同備課的回

饋、老師參與觀課及於

課堂觀察、科務會議檢

討 

本年各級善用網上資源，利用網上影片，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並對

相關課題有更深的了解，有效地提升教與學的效能。 

在中一級遊走中上環活動方面，本年繼續和資訊科技組合作，讓學生

透過 i-pad 規劃路線及作活動前準備，亦嘗試利用香港中文大學開發

的應用程式“EduVenture X”，讓學生藉此完成相關任務。學生對利

用電子學習工具進行全方位學習活動甚為投入，有效地提升學生的學

習興趣。建議來年繼續於遊走中上環活動加入電子學習元素，但須注

意電子學習工具可能產生的技術問題。 

(3) 提升學習效能 

(a) 學與教策略 

(i) 與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

進計劃」協作，推動共同備課和同

儕習作察閱，研究適切的教學策

略，以建立科本學與教常規，有系

統地加強對學生的照顧 

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

校改進計劃」老師於共

同備課和同儕習作察閱

交流、學生的功課表

現、科務會議檢討測考

及公開試成績 

本年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的同工與本科進行緊密交流，

就規劃中三級課程提供寶貴的意見，優化校本課程的設計及實施。 

中大同工亦參與本科同儕觀課，主要就中一及中二級自主學習的推行

作出回饋，使本科在課程規劃及延續自主學習方面有所裨益。 

本科在高中各級的共同備課節亦有助同事之間的專業交流，讓各同事

除了解各班教學進度外，亦能有效掌握公開試的評卷要求，以加強學

生的應試能力。建議來年優化共同備課節的運作，讓各同事就不同課

題的處理方法進行分享。 

(ii) 與「專業發展學校計劃」仁愛

堂田家炳中學協作，推動共同備

課，於初中引入新高中的評核模

式，培養學生適應高中的解題與答

題技巧 

教育局「專業發展學校

計劃」內仁愛堂田家炳

中學老師交流或到校觀

課、學生的功課表現、

科務會議檢討測考成績 

本年與「專業發展學校計劃」仁愛堂田家炳中學進行 3 次會議，並嘗

試於中五級引入該校獨立專題探究的文本研究方式。此方式有助訓練

學生對搜集及分析文本資料的能力，以強化學生回應立場題的技巧。

本年亦與該校聯合舉辦聯校通識科模擬試，同工之間在擬卷及評卷上

彼此交流，促進專業發展。學生亦在參考各校優異習作的過程中，了

解不同學生的答題水平，有助備戰公開試。 

本年於初中引入高中的評核模式，教授資料回應題的答題技巧，並引

入高中的提問字眼，如「建議」、「是否同意」、「原因」、「影響」等，

為學生在初中建立良好的學習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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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應試能力、學習自信 

於高中制訂科本應試策略，及早準

備，讓學生更有自信地應付香港中

學文憑試，及善用「學校起動計劃」

資助，開設「周六公開試增潤班」，

並增設暑期課程 

學生的功課表現、於科

務會議檢討校內測考及

公開試成績統計、「周六

公開試增潤班」持份者

問卷 

本年度在高中的功課及考測中，均緊貼公開試的模式擬卷，讓學生了

解公開試的具體要求，從而掌握不同提問字眼的答題技巧，加強學生

的應試能力。本年度公開試的優良率較去年進步，反映學生的答題能

力有所提升。 

高中各級於測考中，均以公開試的中央核卷模式進行批改。評卷老師

就全級同學在該題的表現進行評估及分析，並記錄在考試報告上，讓

師生了解整級同學的答題表現，以作出改進。 

上學期成功舉辦中六級「周六公開試增潤班」，學生表現理想，有助加

強對文憑試的準備及應試信心。 
 

全校關注事項(二)：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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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身立己達人 

善用早會德育文章、早會分享及校

園電視台，強化品德教育，建立正

面積極的氛圍 

學生培育會和德育及公
民教育組定期作檢討、
級主任報告、初中班主
任檢討會議 

德育組按月設定德育主題，由兩位通識科主任配合相關時事新聞製作
工作紙。本年度的時事文章均選取較為貼近同學的生活為主題，效果
不錯。建議下年度部分時事文章由公民大使選取，讓公民大使有更多
參與的機會。德育組的公民大使更善用星期一早上周會作時事分享，
公民大使運用了多元化的演繹方式分享熱門時事，同學甚感興趣，成
效良佳。 

(2) 培育未來領袖 

鼓勵更多學生參與校外不同機構的

活動及比賽(如：參觀高等法院、參

與城市論壇、邀請外間團體到校進

行公民講座等)，積極了解不同向度

的時事，優化價值教育及強化品德

教育 

學生參與的情況、老師
於活動的觀察、科務會
議檢討 

本年度同學參與了多項通識科活動，其中包括參觀高等法院、與局長
對話、出席城市論壇、邀請香港非牟利獸醫診所到校講授動物權益、
參與中學生傳媒工作坊、參觀六四紀念館，並首次參與由田家炳基金
會主辦的「現代中國」通識教育考察團(梅州)。 
在以上各個活動中，能增強同學對社會的認知，當中與局長對話、城
市論壇活動中也能培育同學於公開場合的演說能力。在現代中國考察
團中，我們更分設了三組，每組設組長及副組長各一名，成功培育同
學成為領袖。 
於培育未來領袖一項中，效果理想，建議來年繼續多舉辦不同活動讓
同學參與，並嘗試在校內由同學統籌具有特色的通識科活動。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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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功服務社群 

善用九龍倉集團「學校起動計劃」

資源，參予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

「ACT 一站活動籌劃平台」(ACT 

Social Awareness Network)，籌辦

體驗式學習活動，讓中三及中四級

學生透過「社會認知課程」走進社

區，了解弱勢社群在香港的生活現

況 

學生參與的情況，老師

於活動的觀察，活動檢

討數據、科務會議檢討 

本學年受惠於「學校起動計劃」撥款，於中三及中四級全方位學習日
推行「社會認知」課程。  
中四級同學透過資料蒐集，了解弱勢社群在香港形成的原因及其生活
現況，與及反思政府於改善弱勢社群生活的成效並作出相應建議；中
四級同學的反應較去年主動，表現良好。各班於參觀後亦在班內匯報，
承接上年度檢討報告的建議，本年度提升了對同學的課業要求，由於
分工更為仔細及清晰，各組同學整體表現理想。 
中三級同學則到不同的社會企業參觀，並在 5月 14 日於有蓋操場透過
壁報展示考察所得及以攤位遊戲向同學介紹社會企業。中三級同學所
準備的壁報、匯報內容及攤位質素良佳，氣氛熱烈。 
建議來年繼續於中三及中四級推展，並及早與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商討
全年參觀時間，以作出更適切的安排。 

 

負責老師姓名：馮潤儀、金浩暉、黃柏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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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420142014 至至至至 201201201201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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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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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化初中電腦課程及教材 

 

1.科務會議檢討 

2.課堂觀察 

 

中一級：倉頡 

難處：以往中一級學生較難掌握輸入法原理，同時亦難以掌握個別學生進度。 

優化方法：本年度利用五色倉頡網上平台，配合重製筆記及教學法，讓學生於家中亦能自

行學習，教師亦能觀察其進度。 

成效：學生輸入法能力較往年上升，學生亦因著緊積分榜上排名，而增加自我練習次數。 

中三級：SCRATCH 遊戲程式編寫 

難處：一般學生對遊戲設計没有概念，因此作品往往缺乏創意。 

優化方法：製作遊戲前，學生需完成遊戲設計工作紙，並透過同儕互評，進一步優化設計

後，才開始編程。 

成效：學生遊戲設計比以往多元化，學生積極發問及製作自己作品。 

2. 提升公開試應試技巧，拍攝

公開試解題短片 

數量上達標 

 
本科老師已完成 15 條歷屆試題解題短片，並上載至本科 ECLASS 電子教學平台上。 

 

3. 優化中一及開展中二自主

學習 

 

1.科務會議檢討 

2.課堂觀察 

3.觀察學生表現 

 

本年度進行自主學習單元包括：中一級「網絡欺凌知多啲」及中二級「EXCEL 試算表應用」。

學生上課前需完成導學案，導學案內容包括基礎知識認知及事件討論，完成導學案後學生

需於課堂內進行簡單匯報。 

成效方面，中二學生已有一年自主學習經驗，對於課前準備及堂上匯報表現較為理想，而

中一學生則仍需加強訓練。 

4. 加強電子學習及書寫能

力，嘗試於畫板作 即時回答 

 

1.科務會議檢討 

2.課堂觀察 

3.學生成績 

本年度添置 22 塊畫板，讓高中同學以書寫方式回答老師即時提問，讓各同學有機會作答及

加強書寫訓練。學生答題技巧及錯別字情況有所改善。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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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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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外出參觀活動，擴闊學

生視野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問卷 

本年度中四級同學於 4 月期間參觀理大大學理學院實驗室，學生表示對大學參觀感興趣，

來年積極籌劃與 ICT 有關參觀。 

2. 參加校外比賽，讓同學一展

所長 

 

比賽次數 本科各級學生積極參與不同校外比賽，項目如下： 

1.第五屆 CityU-CS Robocode Contest 2014 

2.校際 IT 精英挑戰賽 2015 

3.第五屆全港中小學中文輸入法比賽 

4.Go Green, Act Green 攝影比賽 

5.智能機械由我創 2015 

6.第二屆中學生智能手機程式開發培訓及比賽 

 

負責老師姓名： 葉志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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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420142014 至至至至 201201201201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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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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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化中一級「自主學

習」及持續中二級「自

主學習」，包括摘錄筆

記、課前預習、加強

匯報技巧、展示、合

作學習(實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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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務檢討會議 

中一和中二級每組全年已最少詳細匯報一次，學生匯報技巧比去年好。 

自主學習課題及學生放學前做導學案日期(日/月)： 

中一級：生物分類(21/10)、細胞(4/12)、發電(29/1)、水質污染(24/3) 

中二級：火三角(11/9)、光合作用(17/9)、呼吸系統(25/9)、電插頭(11/12)、測試方法(28/5) 

任教老師表示學生們都認真地完成導學案，並在課堂上展示其預習及課堂討論的成果。來

年老師們會繼續選擇一些適當的課題來作自主學習，當中會加入電子學習的元素，並加強

訓練學生的匯報技巧。 

(2) 試行電子學習 1. 在校網上展示學

生學習成果 

2. 拍攝學生做的實

驗放在校網上供

同學觀看、溫習 

已拍攝了中一級實驗(開本生燈步驟、觀察草蜢等)、中二級實驗(自製滅火 

器、解剖牛眼、金屬和酸的實驗等)並已上載到校網及 NYTV 播放。同學們覺得十分吸引及

有趣，實驗片段可令他們溫故知新。 

來年老師們會把課程研究和電子學習緊扣一起。老師們會嘗試用平板電腦去教授一些互動

性要求較高的課題。 

全校關注事項(二)：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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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學生參與，優化

「數理環保周」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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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2 月 2 日至 6 日舉辦「數理環保周」，有效提高學生對數學和理科學習的興趣，以及

環保意識。活動包括：趣味科學玩具展、解剖老鼠、攤位遊戲(數學、科學、電腦、環保遊

戲等)、製作水晶膠工作坊、城門河水質分析、化學品分析大賽、電腦打字比賽、RUMMIKUB

數學競賽、數學及環保歌曲點唱、科學常識問答比賽(初中)、電腦砌機班。當中協助籌辦活

動的學生多達數十人，他們都十分投入及有責任感，盡顯五育人本色，令各活動都十分流

暢和精彩。 

(2) 加入學生參與，優化

「小學科學班」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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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小學生親子科學比賽共有 10 所小學約 80 名小學生及其家長參加，十分受歡迎。這些

措施可提升學生的領導能力，讓有潛能及才能的學生發揮所長，有所貢獻。2015 年 7 月 15

日舉行「暑期小學科學班」，約有 80 名小四至小六的學生及其家長參加，報名十分踴躍。

參與的小學生及家長表示活動十分有趣及新鮮，啟發他們對科學學習的興趣。而本校小組

導師表現出色，能順利及安全地協助小學生完成實驗。 

負責老師姓名：馮漢榮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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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2012014444 至至至至 20152015201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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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規劃全年的課後及假期補課安排，務求使應屆

文憑試同學能有效率和有系統地學習 

公開試的成績 2015 年香港中學文憑試 2 級或以上為 100%，4 級

或以上達 85.7%，兩者均高於全港水平。  

2) 推動「自主學習」，採用「翻轉課堂」模式，

錄製教學片段並放於 FACEBOOK 專頁上，使

同學更有效率地完成備課，並提升課堂參與，

成為學習主人 

在限期前完成 已完成錄製一半課程的教學片段。 

3) 執整中三級物理科課程的筆記、練習和小測 在限期前完成 已完成。 

4) 嘗試到其他學科的課堂觀課 觀課次數 已完成 2 次。  

5) 增加應屆文憑試班模擬試的次數 模擬試的次數 中六級的模擬試次數多於 5 次。 

 
全校關注事項(二)：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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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5 年度趣味科學比

賽』，並獲得高中組和初中組的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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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把『2014-15 年度趣味科學比賽』的花絮展示於

物理室壁報板。 

3) 全力協助籌辦科學科的活動 從學生活動表現

作評估 

學生積極參與各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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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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420142014 至至至至 20152015201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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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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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從中四級的化學課程及校本

評核的微調，在教材、教學法

及實驗安排方面作出相應的改

變，務求令學生更有效地學

習，以好好地預備他們去應付

公開試 

1. 老師完成更新校本筆記冊及

工作紙 

2. 學生認同校本筆記冊及工作

紙有助提升學習 

老師已在 9 月開學前已完成更新校本筆記冊及工作紙。老師亦已掌握課程

微調部份的教學重點。學生認為利用校本筆記冊及工作紙作為溫習工作十

分有效。來年老師會把這些微調伸延至中五級。 

 

(2) 強化中五級的學習效能，提升學

習動機。任教老師會在教學重

點、校本評核和協助成績邊緣

學生等各方面作出優化 

學生上課時較去年專心、功課

表現較去年好 

 

任教老師已在教學重點、校本評核(SBA)和協助成績邊緣學生等各方面作

出優化，亦增多功課及測驗次數，以小步子目標去加強學生的學習自信。

來年老師在公開試前會對個別成績弱的學生作額外補習。 

(3) 試行電子學習 1. 在校網上展示學生學習成果 

2. 拍攝一些學生做的化學實驗

放在校網上讓他們觀看、溫習 

中四和中五級的學生已分別拍攝十多個實驗，並放在書面內的化學自主學

習群組。這可讓各級的學生觀看和溫習。學生們已習慣把課堂上進行的實

驗拍攝並上載。作為鞏固及重溫知識，他們表示這是一個十分好的方法。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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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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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學生參與，優化「數理環保

周」的活動 

1.從學生活動表現作評估 

2.科學老師作活動評估及反思 

2015 年 2 月 2 日至 6 日舉辦「數理環保周」學習活動，有效提高學生對

數學和理科學習的興趣，以及環保意識；活動包括：趣味科學玩具展、解

剖老鼠、攤位遊戲(數學、科學、電腦、環保遊戲等)、製作水晶膠工作坊、

城門河水質分析、化學品分析大賽、電腦打字比賽、RUMMIKUB 數學競

賽、數學及環保歌曲點唱、科學常識問答比賽(初中)、電腦砌機班。協助

籌辦活動的學生多達數十人，他們都十分投入及有責任感，盡顯五育人本

色，令各活動都十分流暢和精彩。 

(2) 加入學生參與，優化「小學科學

班」的活動 

1.從學生活動表現作評估 

2.科學老師作活動評估及反思 

2014 小學生親子科學比賽共有 10 所小學約 80 名小學生及其家長參加，

十分受歡迎。這些措施可提升學生的領導能力，讓有潛能及才能的學生發

揮所長，有所貢獻。另外，2015 年 7 月 15 日將會舉行「暑期小學科學班」，

約有 80 名小四至小六的學生及其家長參加，報名十分踴躍。參與的小學

生及家長表示活動十分有趣及新鮮，可啟發他們對科學學習 

的興趣。而本校小組導師表現出色，能順利及安全地協助小學生完成實驗。 

 
負責老師姓名： 馮漢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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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2012014444 至至至至 2015201520152015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生物科生物科生物科生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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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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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電子學習推動自主學習以電子學習推動自主學習以電子學習推動自主學習以電子學習推動自主學習 

� 由老師拍攝短片，解釋一些比較困難的題目，並將

其放於內聯網內，讓學生能自主學習，提升應試的

信心。    

� 透過內聯網加強與學生溝通，如設立網上討論區，

讓學生分享交流學習資料，鼓勵自主學習。    

� 搜集網上電子學習的資料，拓寬學生的學習領域。    

    

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    

� 修訂精讀及論述題試題庫材料，供學生應試前使

用。 

� 安排練習歷屆試題，提升學生的應試技巧及考試信

心。 

� 利用教育城提供的網上測試，加强同學應答選擇題

上的技巧。 

 

� 學生透過內聯網學

習的情況 

� 學生對電子學習的

意見 

� 教師對電子學習的

回饋 

 

 

� 學生對教材是否能

提升應付公開考試

信心的意見 

� 公開考試的成績 

 

� 開始嘗試拍攝短片，主要內容是文憑試選擇題的題解，

整理後並放上內聯網。透過內聯網加強與學生溝通，如

設立網上討論區，初步形成了一個學習和溝通的平台，

讓學生分享和交流學習資料，鼓勵自主學習。 

� 在內聯網上載教材和參考資料，現有大量的閱讀材料、

短片及動畫，供學生參考。 

 

 

� 完成更新精讀及論述題試題庫，加入了近年DSE的題

解，更貼近現時考試的趨勢。中六安排了練習歷屆試

題，本年度初步完成2010-14的試題，在畢業試後再加

2008-09試題給學生參考，提升學生的應試技巧及考試

信心。在公開考試前安排了同學練習1998-2008的分類

題目，讓同學重溫不同課題的內容及相關的答題技巧。 

� 安排同學上網做教育城提供的網上練習，同學應答選擇

題的技巧和信心明顯增強。本年度公開考試成績比過去

兩年進步，顯示以上的安排對學生有幫助。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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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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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 

� 參與全港或學界有關環保綠化的比賽，讓學生接受

挑戰，磨練自我，學習解決困難。 

推動同學成為導賞員，向公眾介紹天台花園和本校

環保措施，服務社群。 

 

� 參與天台花園種植

或建設的人數及情

況 

� 環保綠化比賽的成

績 

� 導賞員的人數及導

賞次數，嘉賓的意

見及回饋 

 

� 中四級27人參與天台花園種植，曾種植向日葵、薑和馬

鈴薯。學生表示十分喜歡種植活動，可以學習生物學知

識之餘，亦可為忙碌的學習生活減壓。 

� 本年度參加了綠色建築比賽和創新能源比賽，在創新能

源比賽中獲得全港季軍及最佳創意獎，每位參賽同學獲

得$2000獎學金。在過程中學生接受挑戰，磨練自我，

學習解決困難，例如學生要自行設計微生物燃料電池，

他們需要參閱大量的資料，經過多次的嘗試，才能製作

成功。這類型的活動，實在是難得的學習經歷。 

� 本年度有8位同學擔任天台花園導賞員，6次為參觀學校

的嘉賓介紹學校的環保和綠化工作，參觀天台花園的嘉

賓稱讚學生導賞員的表現，對學校留下深刻的印象。本

年度榮獲環保建築大獎，同學多次接受傳媒訪問，包括

星島日報的中英文版、太陽報、東方日報、有線電視及

DBC數碼電台訪問。學生藉著成為導賞員及接受傳媒訪

問，建立自信和歸屬感，立功服務社群。 

 

負責老師姓名： 陳才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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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420142014 至至至至 20152015201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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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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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    
(a) (a) (a) (a) 「「「「六年一貫六年一貫六年一貫六年一貫」」」」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i) 推行「六年一貫」課程， 推動同儕

習作察閱，攜手優化本科校本課程及

教學資源，有策略地銜接高中課程  

(ii) 優化初中校本課程，設計校本作業，

鞏固學生學習基礎，加強照顧學習差

異，讓初中學生達致基本能力，以便

銜接高中課程 

 

 

在測考的評核

中，分析學生能

否掌握課程的

基礎知 

本學年更新中二級校本作業，增加課外閱讀篇章優化資料題部份，加入歷屆

測考題目內容，讓學生接觸不同類型資料題，並增刪筆記部分，以配合校本

課程，亦有助學生易掌握史事發生的因果關係。 

本學年按照校本課程，編制中三級課堂筆記，縮減清初及民國部份，增加建

國後之現代史部份，並於每一單元筆記工作紙上加上不同題型的資料題，以

銜接接新高中課程，亦透過影片、報章、圖表等，增加同學對建國後新中國

的認識。 

整體而言，成效不俗。建議來年上學期(每周兩節課)，加快教授列強入侵、

圖強運動等課題中，讓第二至第三學段可加強教授近化史部分，亦能以校本

形式，配合教育局提出的初中課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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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化學生語文能力，藉回應資料題及

問答題以提高學生的寫作及應用能

力。 

 

 

課業檢視及科

務會議分享 

初中校本作業的資料題及評論題部分，要求學生以完整句子、段落去回應資

料題，部分題目更輔以「提示/小幫手」部分，讓學生更能掌握段落要求。 

老師在擬卷上集中測考資料題，以評核同學的相關能力。本學年的測考卷設

三至四大題資料題，資料形式多元化，包括圖像、文字及數據，藉以訓練同

學閱讀各類資料及回應的能力。 

整體而言， 本學年同學在測考的資料題表現較往年理想，同學一般能引用

資料作簡單回應，個別同學更能於評論題作正反論述。 

高中方面，老師在高中三年有系統教授資料、論述題答題要求，並善用出版

社試題庫、公開試試題，在課堂透過小組討論的方式共同討論，再作匯報，

強化同學的解題能力。最後，讓同學以文字方式作總結，藉以強化同學的表

達及歸納能力，效果理想。 

老師善用試題庫題目，以家課或小測形式，拆細題目，讓同學更能聚焦去完

成，而老師亦會挑選優異習作及樣本答卷，印製予各同學並作講解，有效提

高同學的應用能力。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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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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 

(a) (a) (a) (a) 校本校本校本校本「「「「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    

(i) 建立「自主學習」模式，培養學生建

立預習的習慣，並於課堂上展示學生

的學習成果 

(ii) 初中開始引入「自主學習」策略；中

二級嘗試於各單元編寫「導學案」。 

 

課業檢視及科

務會議分享 

 

中二級共進行 5 次自主學習課， 首 3 次導學案備有影片播放及相關練習，

亦能讓同學預習相關單元。而第 4、5 次著重導學案的展示與回饋。其中，

第 4次自主學習課主題為開元之治，加入課堂展示及鞏固部分。同學的表現

亦有進步，各小組認真設計「唐代傑出君主選舉」海報，將史實分類，解說

詳細。 

課堂研究以中三級為對象，透過課前預習、電子學習及小組學習，提升同學

學習動機。 

高中方面，於各級課堂教學中增加小組討論及課堂匯報，其中包括中四級「安

史之亂」及中五級「改革開放」。 

整體而言，透過同儕觀課、課堂研究會議及觀課，均反映相關活動及課業能

提高同學的學習興趣及提升教學效能。建議導學案將進行優化，明年繼續使

用。 

(b) (b) (b) (b) 推行電子學習推行電子學習推行電子學習推行電子學習    

(i) 活用網上資源，促進師生、生生學術

交流；發展自學能力，並提升學生的

學習興趣，讓其自主學習  

課業檢視及科

務會議分享等 

課堂研究利用平板電腦，播放出相關歷史漫畫，並由同學分組完成，上載到

指定文件夾，讓老師有課堂中可即時展示及點撥。同學尚未熟習平版電腦的

使用、文件的上載方法；上載的時間較長，影響課堂進度。建議可善用平板

電腦作教學工具，並以分組分階段式上載，以解決技術問題。 

3.3.3.3.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 

(a) 學與教策略學與教策略學與教策略學與教策略 

(i) 善用「小班教學」優勢，配合適切的

教學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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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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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更多博物館參考資料、小測題目，

並鼓勵資源共享。 

初中已逐年更新各朝代筆記及專題工作紙，並上載至學科網內，加強科任老

師間的交流。 

高中教材已逐年更新，必修及選修單元的筆記及練習、相關模擬試卷、優異

習作亦已上載到資源庫內。來年將善用資源庫教材，製作校本筆記。 

(b) 應試能力應試能力應試能力應試能力、、、、學習自信學習自信學習自信學習自信    

(i) 制訂科本應試策略，繼續推動高中的

補課和應試練習，及早準備，讓學生

更有自信地應付中學文憑試 

 

科務會議及參

閱公開試的及

格率，以分析學

生的表現 

本學年中學文憑試，及格率 100%，優良率則為 54.5%，高於全港水平，亦為

新高中學制中表現最佳的一年。本屆中六同學早於中五級已進行每周一測。

升上中六後，老師及早完成教授各單元，預留更多時間重溫各朝代史實。同

學於聖誕假期已積極備試，兩次校內外的模擬試，操練歷屆試題，反映以上

措施有顯著的效果。 

建議來年中六善用補課時間進行小測，並及早完成教授選修部分，讓同學更

能重溫選修部分，並多操練題目，提升同學的應試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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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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    

(i) 加強初中和高中各級的其他學習經

歷，如參觀博物館､校外比賽 、全

方位學習日等課外學習活動 

科務檢討會議 初中方面，中三級完成四格漫畫設計比賽，優勝者將參與校際漫畫設計比

賽。本學年曾外出參觀「明信片看中國近代史」展覽，參加「歷史專題研習

比賽」，增進學生對歷史的認識。中六級則參與聯校中學文憑模擬試。 

高中選修中史科的同學參與校外機構考察團，到西安進行歷史文化交流，並

與當地學生交流，效果理想。 

 

全校關注事項(二)：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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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    
(a)(a)(a)(a) 建立建立建立建立「「「「互關愛互關愛互關愛互關愛」」」」校園文化校園文化校園文化校園文化    

(i) 加強獎勵和表揚文化，善用校園以

展示學生成就 

 

提 升 學 生 自

信，啟發學生潛

能 

初中方面，透過級際專題報告比賽，表揚表現優異的同學，並印製相關習作、

測考卷予全級同學，並以獎狀及小禮物作嘉許。 

高中方面，定期選取表現優異的習作，印製予其他高中級別的同學欣賞，並

給予小禮物作鼓勵。高中級首三名成績優異的同學亦得到小禮物作嘉許。 

2.2.2.2.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 

(a)(a)(a)(a) 提供展現領袖才能的機會提供展現領袖才能的機會提供展現領袖才能的機會提供展現領袖才能的機會，，，，栽培栽培栽培栽培「「「「懷自懷自懷自懷自

信信信信」」」」的五育人的五育人的五育人的五育人    

(i) 鼓勵同學參與校內外活動，如不同

機構組織的境外交流團，由學生協

助籌備各類型活動，以發展學生的

潛能，提升學生的自信 

學生自信得以

提升，並展現其

潛能 

通過參與校外活動、比賽、問答遊戲等，加強同學的自信。本學年，高中兩

位同學前往西安交流，透過小組模式、計劃到當地學校交流的活動安排，藉

以強化同學的領袖才能，並回校以早會短講作分享，效果理想。 

3. 3. 3. 3. 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    
(a)(a)(a)(a) 培育培育培育培育「「「「敢承擔敢承擔敢承擔敢承擔」」」」的五育人素質的五育人素質的五育人素質的五育人素質    

(i) 優化價值教育，提升學生的品德素

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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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具有「敢承

擔」的精神，以

達致五育人的

素質。 

本學年藉教授相關課題的歷史人物事跡及建國後之現代史，配合課堂的電子

簡報、相關新聞，增加學生對良好品格及國家發展的認識。 

與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合作，製作「五四精神」壁報板及「六四周會」，安排

中五選修中史的同學以短講、話劇形式，展示六四事件的經過，增加了全校

學生對現代中國的認識。 

負責老師姓名： 梁寶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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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420142014 至至至至 20152015201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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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 

1.1 檢視六年一貫課程，在中一方面，今年增加

二十世紀香港單元，透過加深認識香港在近

五十年的發展，提升學生興趣。此外，亦優

化筆記冊，檢視當中的工作紙、筆記、生字

表、練習部分，提升同學的學習效能。 

 

1) 科務會議檢討 

2) 觀課及課後分

享及檢討 

以循序漸進方式建立全校的筆記冊。除高中校本筆記冊外，本年度亦在中

一及中三級實行筆記冊，把相關工作紙、筆記、練習合併成為筆記冊，方

便同學學習。經過一年使用後，部分中一內容可作修訂，而中三級筆記冊

亦稍長，故科任老師會於 9月前完成調適及優化。 

調適校本課程方面，為平衡科本知識，並讓同學能掌握研習資料題技巧，

故新加進的中一級課程「香港經濟發展及與內地的關係」單元只在筆記冊

中補充，但不會購買此單元的教材。18 區小冊子亦較去年順利完成，而

古希臘及古埃及部分亦能提升學生興趣，效果良好。 

1.2 中三方面，集中教授國際衝突部分，以提升

學生興趣，並銜接中四。此外，亦參考高中

施行筆記冊的經驗，把相關工作紙、筆記、

生字表、練習合併成為筆記冊，方便學生學

習。 

 

1) 科務會議檢討 

2) 觀課及課後分

享及檢討 

中三方面，本年度把所有工作紙合併成筆記冊，以有系統的方法鞏固同學

升上高中研讀歷史科的能力；惟筆記冊內容太多，課時較少，同學難以完

成所有內容，故建議作出修訂。中三級只教授「二十世紀的國際紛爭及危

機」單元。學生興趣有所提升，教學時間亦較為充裕，不單能使同學對這

課題有整體了解，更能配合高中課題，成效顯著。老師更教授同學解答資

料題及論述題技巧，讓同學升上中四後修讀歷史科更有把握。 

1.3 中一及中三制定核心課程與延伸課程，並作

定期檢視。延伸課程包括戰爭及事件的經

過、內容及補充資料。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延伸課程方面，中三級 B及 E班在教授戰爭及事件的經過會較詳細，亦加

入了不同角度的二手史料讓學生討論，在教授論述題特質及資料題作答技

巧方面亦能較為深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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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授每課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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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測考

上鼓勵利用挑戰題，提升學生學習英語的動

機。 

 

1) 科務會議檢討 

2) 測考中分析 

3) 學生回應 

 

英文詞彙的學習成效良好，同學在測考的表現持續進步。各次測考均以普

通題及挑戰題提升同學的學習興趣。在上學期考試中，學生在英文詞彙方

面表現一般；下學期則有較大進步，中三級較為顯著。整體而言，中三級

的效果良好，同學表現較上學期為佳，亦較以往多重視英文詞彙。英文詞

彙表亦會收錄在筆記冊內，讓同學能提早自學，並且在抄寫外，亦可加入

應用題，讓同學更懂得運用英文詞彙。 

1.5 檢視本科的德育及公民元素，向各級同學介

紹歷史上有貢獻及影響力的人物，如孫中

山、蔣介石、曼德拉、邱吉爾、威爾遜等領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3) 人文學科領域

歷史科有較多的歷史人物讓同學領受「堅毅」、「不屈不撓」、「高瞻遠矚」

等素質。來年一月，歷史、中史及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已籌劃杭州考察，透

過讓學生分組，建立友誼、策劃如何與內地學童溝通等工作，培育同學不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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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袖的素質，加強同學在「堅毅」、「不屈不

撓」、「高瞻遠矚」等的品格。 

會議討論 

 

同的能力，擴闊視野。盼望透過同學對杭州歷史文化及人民生活的認識，

提升同學對國民身份的認同。 

2.    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 

2.1 在中一級推行「自主學習」，其他級則按單

元推行。此外，加強導學案的運用，增加同

學在課堂內的參與、理解及鞏固科本知識，

提升學習效能。而五月的課堂研究分享亦會

緊扣中一級課題，教師攜手發展「自主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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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在中一及中二級推行自主學習，本科全年進行了 6次導學案及自主

學習課。老師在星期二或四放學後讓中一同學完成導學案，並把內容扣緊

課堂，提升同學的學習效能，並建立預習習慣。 

課堂研究在中一級實行，同學在課堂內積極參與討論，並在前測、後測的

配合下，找到改善同學學習此課題的方法。其他級方面，在部分課題亦有

施行自主學習，如中三級在統測後進行「冷戰」課題研習，中五級對晚清

及民國時期作研習，如「辛亥革命」、「軍閥混戰」、「五四運動」等，同學

分組研習指定課題，並製作簡報向全班同學匯報，同學更需設定資料題，

以小老師的形式教授全班同學。老師亦鼓勵台下同學向負責同學提問，互

相切磋、互相學習。同學對課題的興趣及認識均有所提高，效果良好。 

2.2 老師在教學上多利用電子學習模式，配合自

主學習，利用平板電腦在課堂上的運用，讓

學生即時在網上找尋資料，提升學習興趣。

老師亦鼓勵同學利用網上資料補充課本內

容，或完成功課。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成績的反

映 

3) 學生回應 

同學有良好的自學精神。在中三及中四自主學習中展示了良好的電子學習

能力。在同學所完成的簡報中，除一般的文字、相片、地圖、漫畫外，部

分組別更滲入動畫，使全班的學習氣氛有所提高。而且，老師更經常利用

簡報，讓學生多留意卡通、漫畫、地圖等一手及二手史料。除提升同學興

趣外，亦能增加師生及生生的討論，提升同學的分析能力，成效良好。 

3. 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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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中課堂工作紙須在

8月底完成修訂，再進行統一釘裝。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成績的反

映 

3) 學生回應 

 

提升學習效能方面，本科配合學校政策，於去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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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老師

亦善用筆記冊，在各級中把筆記統一釘裝，讓學生能了解課題內容外，更

能利用筆記冊中大量的練習，鞏固同學所學，提升應試技巧。初中方面，

中一及中三級已完成把筆記、工作紙、補充資料整合成資料冊，在暑期中

科任老師更會優化及調適筆記冊，以提升學習效能。 

3.2 建立科本學與教常規，並在初中引入高中的

評核模式，培養學生適應高中的解題與答題

技巧引入新高中的評核模式，加強同學對資

料題及論述題關鍵詞的理解，多作練習，以

提升成績。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成績的反

映 

3) 學生回應 

為提高同學對應付公開試題目的技巧，在平日的工作紙、小測已教授初中

同學回答資料題的技巧。因應同學的科本知識基礎，本年更在中一至中六

各級強化同學對資料題及論述題的關鍵詞回答技巧，如用處、局限、在何

等程度上、追溯、成效等，多操練較常見的關鍵詞，提升同學成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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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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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3.3 定期進行課後補課及應試練習，中六級在開

學至上學期考試每星期小測一次，而中四及

中五則基本上全年每兩星期小測一次，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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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效顯著，效果理想。同學在 2015 年中學文憑試考獲第 2級或以上成績，

與去年相同，達 100%；而在考獲第 4 級或以上成績，更較去年大幅增加

至 75%；考獲第 5 級或以上成績亦有 33.3%。同學經過密集式的補課及小

測，成績有顯著的提升，實在可喜。來年更要著重針對式的操練，使同學

在面對公開試有更佳的成績。 

3.4 制訂聯課活動，如參觀博物館、友校協作活

動、戶外考察等，讓學生走出課室進行參觀

和考察，引證課堂所學。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校外的考察及交流，能提升同學對研習歷史科的興趣，亦能提升自信，讓

同學更快成長。本年度，老師因應中一級 18 區小冊子設計，而鼓勵同學

到香港各區了解和認識；中五級在 10 月由老師帶領同學前往海防博物館

參觀「甲午戰爭」展覽；12 月前往歷史博物館參觀「俄羅斯宮廷文物」

展覽；而 7月亦由老師帶領前往山頂參加由長春社主辦的「戰爭史跡徑」

考察。同學表現良好。 

 

全校關注事項(二)：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負責人 

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 

1.1 利用聯課活動，提升學生學習興趣，擴闊學
生的視野，如外出參觀、考察等，讓學生全
面發展，具備領袖素質。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從考察活動提升同學的領袖才能，培育同學成為社區的棟樑。在每次活動

中，學生須分組，並設有組長，讓同學發揮領袖才能。透過參觀及考察，

盼望同學能了解本地，以致世界的歷史發展，鑑古知今，避免重蹈覆轍。 
1.2 在中一及中三閱讀計劃中，利用課程內容，

加強與學生討論歷史人物的生平事蹟，灌輸
正確品格觀念及領袖素養。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本年度取消閱讀文章，改以閱讀一本歷史書，並完成讀書報告，以培養同

學的閱讀興趣。透過讀書報告，提升同學的書寫、創意及分析能力。同學

自由選擇圖書，能讓同學透過不同歷史人物的生平事蹟、貢獻，了解領袖

的素質，並建立模範，作為學習的對象。 
1.3 加強與人文學科中各科的合作，如中史科籌

辦參觀、考察活動，以培育學生不同的能力，
如領導才能、策劃及統籌活動技能。 

1) 科務會議檢討 

2) 人文學科聯席

會議上討論 

本年度由於人文學科周及國內考察團屬休眠期，故與其他人文學科的合作

較往年少，但在學習領域的科主任聯席會議中亦能加強溝通，為來年的合

作提早準備。而來年人文學科周及國內考察團亦會恢復籌辦。 

2) 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 

2.1 利用歷史學會，籌辦活動，讓高中同學能從
不同的職位中展示個人潛能，成為日後社會
棟樑。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在本地的參觀及考察中，讓同學成分組長，加強培訓同學的領導能力。課

堂內的分組匯報，亦可提升同學的溝通及合作，培養同學成為社會明日的

領袖。 

 

負責老師姓名： 陳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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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014014014014 至至至至 20152015201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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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   

1.1 中二級課程：我們將檢視現有校本課程，以自

主學習為重點，並因應個別班別的學習差

異，調適教授內容，提升學與教效能和學生

自信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在導學案

的表現 

今年我們讓同學加強學習香港土地利用的課題，再因應個別班別而調適

教授內容，經科會檢討，成效良好。而自主學習和展示學習成果亦能提

升同學的自信和學習積極性。 

1.2 中三級課程：我們將增加公開試課程內容，而

在部份班別則再增加教學深度，以提升學生

自信及對新高中課程的認識 

1) 科務會議檢討 

 

同學加深認識了在公開試課程中與香港周遭環境關係密切的內容，有助

銜接高中地理科公開試課程。大班同學學習較積極，基礎知識較豐富，

老師增加教學內容和有更多時間讓同學發問，同學反應正面，有助提升

學生自信。 

1.3 統整初中及高中課程，優化兩者銜接。重點加

強學生對香港周遭環境的認識，從多角度學

習有關國家和香港的課題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以公開試要求統整和調適初中和高中課程，並注重有關中國和香港的課

題內容，使同學對國家和香港的認識，有所提升。 

來年我們將在工作紙中，增加自主學習的元素，要求同學進行課前預習。 

1.4 在初中課程的每單元加入英語詞彙，加強學

生在課堂上朗讀、默寫及應用，配合考核，

提升學生英語能力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的英語詞

彙評核表現 

同學在課堂上接觸更多本科的英文詞彙，部份同學在測考中的英語詞彙

部份，表現理想。 

2.    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   

2.1 訂定中二級科本「自主學習」策略，部分單元

編寫「導學案」，讓學生作課前準備，並於課

堂上展示學習成果。其餘各級重點强調學生

課前預習和摘錄筆記等常規工作，輔以展示

學生學習成果，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1) 科務會議檢討 

2) 觀課及課後分

享及檢討 

3) 學生家課及測

考表現 

中二同學在「導學案」的表現理想，同學逐漸養成課前準備，並於課堂

上展示學習成果的常規。 

部份初中同學亦習慣摘錄筆記，高中同學則學習態度較被動，常規表現

仍有改善空間。 

2.2 活用網上資源，發展網上評核計劃，提升學生

的學習興趣，讓其自主學習，積極求進。老

師亦鼓勵同學利用網上資料作自學及補充課

本內容 

1) 科務會議檢討 

2) 網上評核的表

現數據 

3) 學生課業表現 

4) 學生回應 

同學能利用電郵、面書或即時短訊等途徑獲得工作紙題解和課業答案，

跟進課堂教學和課業改正。 

老師利用面書和即時短訊，回答同學提問，為利師生互動。而我們亦要

改善網上評核的安排和網上同學間的互動，鼓勵同學互相合作，解答疑

難，敎學相長。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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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3. 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   

3.1 建立教學資源庫，把教材、筆記和測考卷放置

於內聯網，方便科任老師共享教學資源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課堂及成

績表現 

科任老師在內聯網上共享教學資源，並不時更新修訂，效果良好。而在

課堂上，老師利用網上資源，讓同學加深認識本科相關社會課題，如：

自然災害、工農業最新發展和城市問題等，提升教學效能。 

3.2 在初中引入高中的評核模式，加強訓練學生適

應高中的答題技巧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成績 

初中同學可以了解高中地理科的答題要求和技巧。部份初中班別更能夠

就個別社會課題作分析和討論，增強同學適應本科高中的資料分析題和

文章式題目的答題技巧。 

3.3 高中制訂科本應試策略，及早準備，讓學生更

有自信地應付香港中學文憑試；定期進行補

課，增加中六級小測次數，維持學生學習的

積極性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成績 

中六級小測和文憑試前的補課次數，已有所增加；同學的公開試成績仍

需努力。來年中六級將盡早完成敎學進度，並設定每周一小測和基本概

念測考，鞏固同學基本知識，以提高自信和學習積極性。 

3.4 配合科本知識，制訂聯課活動，配合學科學習

內容，引證所學。學生參與校外活動，增強

識見，建立自信，並提升獨立思考及分析能

力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在統籌和

參加活動時的

表現 

今年同學參與聯課活動的表現有改善，有些同學亦有參與一些校外課程

及比賽。來年會鼓勵更多同學參與，以引證課堂所學和增加學習本科的

興趣。而首爾學習團，參與的同學表現理想，他們可以走出香港，擴闊

視野，對韓國首爾的廢物處理和城市土地利用有進一步的認識，有助提

升分析能力。 

 

全校關注事項(二)：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1) 1) 1) 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   

1.1 讓學生協助組織聯課活動及境外學習團，讓學

生通過全方位學習，增廣見聞，並讓學生擔

任組長，讓學生展現良好的領袖素質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參與交流

團的表現 

3) 學生回應 

參與首爾學習團的同學表現理想。而擔任組長的同學，更積極帶領組員

學習和交流，展現領袖才能。來年將鼓勵同學參與校內外聯課活動和境

外學習團，讓更多同學可以增廣見聞，寓學習於活動。 

1.2 安排剪報課業，並予以展示，讓學生自行揀選

相關地理課題的社會時事新聞，增加學生的

自主性及對香港和中國社會現況的認識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剪報及閱

讀報告表現 

剪報課業和閱讀科本文章，增強了同學對社會時事的認識和應考公
開試的能力。此外，多認識中港和國際的社會時事，亦可使同學增強身
為地球村一分子的身份認同。 

 

負責老師姓名： 馬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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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420142014 至至至至 201201201201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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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   

1.1 檢視現有校本課程，以自主學習為重點，

並因應學習差異，調適教授內容，提升學

與教效能和學生自信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在預習工作紙表現 

調適課程重點，優化校本課程，學生可以更容易掌握公開試課程

要求。 

高中各級曾於每週安排課前小測，讓同學在課堂前早作預習或重

溫已授課題重點，改善同學學習動機和基礎較弱的不足，以及培

養同學自學常規。來年會加強小測和補課安排，再在調適教學重

點後，提升同學在公開試的成績。 

1.2 配合「學校起動計劃」，編定聯課的參觀活

動，讓學生實地考察，引證及鞏固課堂所

學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測考成績 

3) 學生回應 

參觀機場民航處和參與餐桌禮儀課程，同學可通過實地考察，親

身引證及鞏固課堂所學。 

來年將鼓勵更多同學參與聯課活動和境外學習團，讓同學可以走

出香港，擴闊視野，並引證課堂所學的旅遊業和款待科發展。 

2.    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   

2.1 訂定科本「自主學習」策略，讓學生作課

前預習準備和摘錄筆記等常規工作，並於

課堂上展示學習成果，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1) 科務會議檢討 

2) 觀課及課後分享及檢討 

3) 學生家課及測考表現 

部份同學的課前預習和摘錄筆記等常規表現，仍有進步空間。我

們可加強展示同學在課前預習和小測的學習成果，提升同學自主

學習的動機和公開試的表現。  

2.2 活用網上資源，發展網上評核計劃，提升

學生的學習興趣，讓其自主學習，積極求

進。老師亦鼓勵同學利用網上資料作自學

及補充課本內容 

 

1) 科務會議檢討 

2) 網上評核的表現數據 

3) 學生課業表現 

4) 學生回應 

科任老師在內聯網上共享教學資源，並不時更新修訂，效果良好。

在課堂上，老師利用網上資源，如：網上影視敎材，讓同學加深

認識本科相關社會課題，如：自由行和欺詐旅客的問題等，提升

學習興趣。 

3. 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   

3.1 建立教學資源庫，把教材、筆記和測考卷

放置於內聯網，方便科任老師共享教學資

源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課堂及成績表現 

教學資源於開學前已上載內聯網，亦加入時事和視聽教材內容，

並不時更新。同學能利用電郵、面書或即時短訊等途徑獲得工作

紙題解和課業答案，跟進課堂教學和課業改正。 

老師利用面書和即時短訊，回答同學提問，為利師生互動。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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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3.2 制訂科本應試策略，及早準備，讓學生更

有自信地應付香港中學文憑試 

定期進行補課，增加中六級小測次數，維

持學生學習的積極性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成績 

公開試成績仍需努力；已增加中五、六級的小測和中六級文憑試

前的補課次數，以提升同學的學習信心。來年會加強課前小測，

培養同學預習常規和鞏固課堂所學，增強自信。 

3.3 配合科本知識，制訂參觀活動，配合學科

學習內容，引證所學。學生參與校外活動，

增強識見，建立自信，並提升獨立思考及

分析能力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在統籌和參加活動

時的表現 

同學參觀機場民航處和參與餐桌禮儀課程，表現積極。來年可增

加參觀次數，讓同學通過實地考察，引證及鞏固課堂所學。來年

將鼓勵更多同學參與聯課活動和境外學習團，讓同學擴闊視野。 

 

 

全校關注事項(二)：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協助組織境外學習團，讓學生通過全方位

學習，增廣見聞，並讓學生擔任組長，培

養學生的領袖素質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參與交流團的表現 

參與首爾境外學習團的同學表現理想，亦能協助低年級的同學進

行交流學習。來年將鼓勵更多同學參與境外學習團，讓更多同學

可以增廣見聞，寓學習於活動。 

2. 利用聯課參觀活動，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擴闊學生的視野，讓學生全面發展，具備

領袖素質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同學參與聯課參觀活動的表現理想，來年會鼓勵更多同學參與，

豐富課堂所學。來年將鼓勵更多同學參與聯課參觀活動，提升同

學的學習興趣。 

3. 安排剪報課業，讓學生評論有關旅待科課

題的報導，以加深對社會時事和本科資料

的認識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剪報及閱讀報告表

現 

剪報課業和閱讀科本文章，可以增強同學對有關旅款業發展的

認識和應考公開試的能力。來年可加強這方面的工作，有助同學

對日常社會時事，多加認識。 

 

負責老師姓名： 馬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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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420142014 至至至至 20152015201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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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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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優化初中經商科課程，選

取適切課題設計導學案，進行

「自主學習課」，進一步提昇學

生自學能力 

1. 學生上課表現 

2. 學生課業及測考成績 

3. 科務會議檢討 

本學年為第二年推動中一級經商科自主學習課，與往年相比，同學在上課時表現

更投入，分組討論活動比以前更流暢，測考表現亦有進步。同學在蒐集學習資料、

課堂摘錄筆記、匯報技巧等方面仍有待提升。 

建議來年除為繼續優化已有導學案外，將開展更多課題進行自主學習，設計更多

導學案，為同學提供更多支援和指引，提昇蒐集資料及匯報技巧。 

2. 因應學生的學習能力和需要，

持續優化初中經商科課程和教

材，更好好銜接高中經濟科及

企會財科的學習知識 

1. 學生上課表現 

2. 學生課業及測考成績 

3. 科務會議檢討 

現時初中經商科校本課程已逐步銜接高中經濟科及企會財科課程，有助學生於初

中時掌握基礎的經濟和商業知識。同學整體課堂表現理想，測考表現亦滿意。 

中一課程內容稍嫌薄弱，建議來年加入增潤課題，加強知識根基；中三課程較側

重經濟科內容，建議可增設較多企會財科學習內容。來年將持續優化校本教材，

期望以幫助理解能力較弱同學鞏固所學及照顧學習差異為主要目標。 

3. 增加初中資料回應題及英語詞

彙的課業，擬題更多元化，加

強學生答題及應用英語詞彙的

能力 

1. 習作查閱 

2. 測考成績 

3. 科務會議檢討 

成效尚可，課業形式已比以前多元化，有助鞏固學習內容。有不少同學需要老師

較多課堂支援才能完成高階的資料回應題。同學亦傾向抄寫資料回答題目，整理

分析答題技巧尚待提升。下學年須加強訓練同學作答資料回應題的技巧。 

英語詞彙的測考形式仍有改進空間。下學年將優化英語詞彙課業及測考題目設

計，加入更多應用元素。 

4. 進一步調適報刊習作題目，加

強學生運用所學知識分析新聞

事件，及早幫助學生提昇文憑

試的作答技巧 

1. 習作查閱 

2. 測考成績 

3. 科務會議檢討 

報刊習作以新聞時事作為題材，有助同學運作所學知識分析新聞事件，提昇文憑

試的作答技巧。 

考評局於 2015 年 4 月宣佈取消經濟科文憑試校本評核，預期日後公開試將會加

設更多時事新聞擬題。為使同學更能嘗握新聞題目作答技巧，建議來年把時事新

聞題目融入於常規課業中，取代獨立的報刊習作，同時可配合自主學習元素，相

信更有助加強訓練同學應用所學知識。 

5. 以照顧學習差異為主要目標設

計科本「自主學習」策略，提

供更多支援和指引以提昇學生

課前預習及展示學習成果等自

主學習能力 

1. 學生上課表現 

2. 筆記冊檢閱 

3. 科務會議檢討 

高中經濟科推行「自主學習」策略效果良好。本學年開始採用前測及小測形式取

代家課，此舉可大大推動學生養成課前預習的習慣，學習氣氛亦比以前濃厚。 

下學年將繼續優化自主學習策略，並深化更多課題進行小組式研習。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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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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照顧學習差異，於補課時

提供較針對式的教材和應試練

習，提昇學生應考文憑試的能

力和信心 

1. 學生課業及測考成績 

2. 公開試成績 

3. 科務會議檢討 

本校同學於 2015 年經濟科文憑試中考取 2 級或以上之百分率非常理想，亦高於

全港平均值。考取 4級或以上的百分率亦有進步。科任老師為學生補課時，把歷

屆公開試題目編輯製成筆記冊，此舉有效幫助學生加強操練題目，提升應試信心。 

來年將繼續更新試題筆記冊，著力幫助同學提升成績。 

7. 加強課後及假期補課操練試

題，並善用「九倉青年經濟學

人計劃」經濟科強化補習班資

源，提昇成績 

1. 學生課業及測考成績 

2. 公開試成績 

3. 科務會議檢討 

課後及假期補課操練試題效果滿意，惟本年度參加「九倉青年經濟學人計劃」經

濟科強化補習班的同學則反映效果一般，同學未能適應導師的教學模式，而且計

劃費用高昂，故下學年將不再參加。 

8. 開展電子教學及「翻轉課堂」

策略，鼓勵學生活用網上學習

資源，促進自主學習的效能 

1. 學生上課表現 

2. 科務會議檢討 

成效一般。只有較主動積極的同學如期完成網上學習資源。部分同學因學期初已

遺失網上平台帳號和密碼，以致未能善用網上學習資源。 

建議來年加強指導和監督同學登記帳戶，確保同學順利登錄網上學習資源後可強

化自主學習的效能。 

 

全校關注事項(二)：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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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理財教育互動劇場」 1. 觀察學生的表現 

2. 科務會議檢討 
主辦機構未能安排相關活動；本科參加渣打銀行舉辦的「財智創未來」個人理財

工作坊。對象為中四全級學生，活動反應良好，學生從中認識理財的重要性和濫

用信用卡的弊處。來年將繼續舉辦相關活動。 

2.  加強培育經商學會幹事的領導

才    能，參加「學校起動計

劃」展銷會及相關學科課外活

動 

1. 觀察學生的表現 

2. 科務會議檢討 
本年度繼續與其他科組跨科合作，安排同學參加營商攤位活動，同學充分發揮跨

科合作的精神，共同完成營商計劃書、口頭匯報、銷售與商品定價策略及財務報

表的製作與分析等。同學積極投入活動，表現認真，值得讚賞。是次活動中，同

學勇奪多個獎項，包括﹕最高淨盈利獎冠軍、最佳營商計劃書口頭匯報亞軍、最

高營業額獎季軍、最具創意獎亞軍及最具團隊精神獎亞軍。 

活動能有效培育同學的領導才能及學習科目的興趣。來年將繼續參加相關活動。 

3. 舉辦參觀活動，從而擴闊學生

視野，並規劃個人生涯與出路 

1. 觀察學生的表現 

2. 科務會議檢討 
受惠於學校起動計劃，同學獲安排參觀連卡佛貨倉及出席會德豐業績發佈會活

動，走出教室，體驗真實企業的經營模式及運作。同學投入參與活動，積極完成

活動工作紙，並能從中提出個人見解，有助擴闊視野和提昇學習興趣。 

建議來年繼續舉辦相關的參觀活動。 

 

負責老師姓名： 陳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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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420142014 至至至至 20152015201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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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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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化科本「自主學習」策略，

提供更多支援和指引以提昇學

生課前預習及摘錄筆記等自主

學習能力。 

1. 學生上課表現 

2. 筆記冊檢閱 

3. 科務會議檢討 

大部分中四同學能自主地在課堂上摘錄筆記。在預習方面，老師要求學生於上課前預習

部分課題。部分同學能按老師指示蒐集學習資料並在課堂完成討論；討論質素及匯報技

巧則有待提升。 

中五同學的學習能力尚需提升，摘錄筆記等習慣仍須進一步培養。 

建議來年除了為同學提供更多支援和指引以協助同學摘錄筆記及建立預習常規外，來年

將優化預習課業內容，給予更多討論及匯報指引，提升同學的自學的動機和技巧。 

2) 持續優化校本課程及教材，選

取適切的公開試題目作為教

學、課業及測考材料，加強訓

練學生的答題技巧。 

1. 學生上課表現 

2. 學生課業及測考成績 

3. 科務會議檢討 

中四學生上課、課業及測考表現大致滿意，為學生經調適及挑選的公開試題目有助訓練

學生的答題技巧。中五及中六在公開試題目的表現須提升，建議下學年給予更多輔助提

示及指引，加強學生作答公開試題目的信心。此外，下學年將持續優化校本教材，期望

以幫助理解能力較弱同學鞏固所學及照顧學習差異為主要目標。 

3) 加強照顧學習差異，於補課時

提供較針對式的教材和應試練

習，提昇學生應考文憑試的能

力和信心。 

1. 學生課業及測考成績 

2. 公開試成績 

3. 科務會議檢討 

本校同學於 2015 企會財文憑試中考取 2 級或以上之百分率比去年有輕微下降，考取 4

級或以上的百分亦有改進空間。 

現時措施能有效幫助同學「保底」，同學反映「保 2 溫習紙」及應試練習有助他們溫習

和理解基本概念，但仍須努力加強提升考取較優良成績的人數。來年將多聚焦個別指導

能力較強的同學，提昇其成績。 

4) 開展電子教學及「翻轉課堂」

策略，鼓勵學生活用網上學習

資源，促進自主學習的效能。  

1. 學生上課表現 

2. 科務會議檢討 

成效一般。較主動積極的同學如期完成網上學習資源。 

建議來年加強指導和監督同學登記帳戶，確保同學順利登錄網上學習資源後可強化自主

學習的效能。 

5) 整合本科英語詞彙並融入於校

本教材中，讓學生及早認識商

業專有英語名詞，有助日後修

讀商科課程及投身商界工作。 

1. 學生反應 

2. 科務會議檢討 

成效滿意。學生記錄本科英語詞彙於筆記簿內。 

建議下學年繼續執行，並多推廣學好商業英語用字對日後升學及就業的好處。 

6) 運用個案教授「商業道德」及

「企業社會責任」課題，配合

自主學習元素，與學生共同探

討議題，從而建立正確的價值

觀和提昇學生的品德。 

1. 學生上課表現 

2. 學生課業表現 

3. 科務會議檢討 

成效滿意。同學能於同儕討論中分析個案並提供可行的建議；探討內容的深度仍須改

善，蒐集資料作分析及解釋仍要加強。 

建議來年優化討論題目的設計，指導同學如何蒐集資料作分析。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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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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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東華三院健康理財家庭輔導

中心舉辦的「理財教育計劃」。 

1. 觀察學生的表現 

2. 科務會議檢討 
主辦機構未能安排相關活動。本科參加渣打銀行舉辦的「財智創未來」個人理財工作坊。

對象為中四全級學生，活動反應良好，學生從中認識理財的重要性和濫用信用卡的弊處。 

來年將繼續舉辦相關活動。 

2. 加強培育經商學會幹事的領導才

能，參加「學校起動計劃」展銷

會及相關學科課外活動。 

1. 觀察學生的表現 

2. 科務會議檢討 
本年度繼續與其他科組跨科合作，安排同學參加營商攤位活動，同學充分發揮跨科合作

的精神，共同完成營商計劃書、口頭匯報、銷售與商品定價策略及財務報表的製作與分

析等。同學積極投入活動，表現認真，值得讚賞。是次活動中，同學勇奪多個獎項，包

括﹕最高淨盈利獎冠軍、最佳營商計劃書口頭匯報亞軍、最高營業額獎季軍、最具創意

獎亞軍及最具團隊精神獎亞軍。 

整體而言，活動能有效培育同學的領導才能及學習科目的興趣。來年將繼續參加相關活

動。 

3. 舉辦參觀活動，從而擴闊學生視

野，並規劃個人生涯與出路。 

1. 觀察學生的表現 

2. 科務會議檢討 
受惠於學校起動計劃，同學獲安排參觀連卡佛貨倉及出席會德豐業績發佈會活動，走出

教室，體驗真實企業的經營模式及運作。同學投入參與活動，積極完成活動工作紙，並

能從中提出個人見解，有助擴闊視野和提昇學習興趣。 

建議來年繼續舉辦相關的參觀活動。 

 

負責老師姓名： 陳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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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420142014 至至至至 202020201111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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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成效評估 

目標 1. 優化校本課程 

(a) 調適課程內容，以技能及態度為主，理論以

滲透式教授，培養學生良好品德，提升學習

動機 

提高學生學習動機 

在烹飪實習試及針黹作

品上，反映學生能應用所

學 

學生表現理想，大部份同學均用心完成針黹作品，表現今人

滿意，尤其是中二級及 1E 班的學生的作為，值得讚賞。能

力稍遜的同學，如盡力完成，亦會給予合格分數，以示鼓勵。 

烹飪課方面，所選的菜式較新穎，學生樂於學習，但表現仍

有進步空間，來年將繼續提升烹調技巧。 

(b) 除繼續使用中英對照食譜外，另設「一堂一

詞」，教授學生與本科相關的用詞，提升學生

日常生活英語水平 

學生能運用及理解簡單

英語 

在理論課中加入英文詞彙，大部學生能認為有所得著，亦樂

於學習。 

(c) 透過「低碳．素養」烹飪比賽，灌輸健康飲

食知識，鼓勵學生建立健康飲食習慣 

學生能提高對健康飲食

的認識 

除了理論課，學生學會一些營養知識外，每堂實習課亦加上

學習重點，以加強學生已有知識。 

目標 2. 推動自主學習 

(a) 烹飪課以主題形式進行，鼓勵學生按主題進

行資料及菜譜蒐集、合作學習、展示及互評，

提高課堂自主性，引起學生學習興趣，提高

學生「自主學習」 

學生能作主導，更積極投

入學習 

今年所選的菜式較新穎，學生樂於學習。中三同學亦根據實

習考試的試題要求，自選菜式，大部份學生表現理想，尤其

是 3B 及 3E 的同學表現較為認真。 

(b) 鼓勵學生參加與本科有關的校內、外比賽，

提升學生自學能力，豐富學習經歷 

學生參與活動的投入度 

成功舉辨校內活動 

今年參加「煤氣中學有機耕種烹飪比賽」，同學表現積極盡

責，而且榮獲季軍。校內體藝周，學生勇躍參與，表現積極。 

目標 3. 提升學習效能 

(a) 優化學與教策略，藉同儕觀課、同儕習作察

閱、課堂研究，與其他科老師交流教學策略 

優化教與學，科任老師能

施行適切教學策略 

同儕觀課及習作察閱後，得到同事們的寶貴意見，令本科獲

益良多。來年參考各位意見後，在教學上加以改善。 

(b) 建立課堂常規，有系統地加強對學生的照

顧，提升學習效能 

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與效

能 

課堂常規已建立，大部份同學均能遵守。而能力較佳的學生

亦願意協助能力稍遜的同學。 

(c) 增加學生表現平台，例如︰烹飪比賽、學校

網頁，加強自信心 

提升學生自信及成功感 除了參加烹飪比賽外，今年亦安排上課表現較佳的同學協助

製作畢業典禮的茶點，他們表現優秀，獲得多位家長及嘉賓

欣賞。學生感到十分高興。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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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成效評估 

目標 1. 修身立己達人 

(a) 發揮「互關愛」校園文化，在組別上作出特

別安排，安排高能力組別在低能力組別附

近，鼓勵能力較高學生教導及照顧能力稍遜

學生 

學生能感受「關愛校園」

文化 

安排高能力組別在低能力組別附近，鼓勵能力較高學生教導及

照顧能力稍遜學生，學生表現理想，亦能發揮「互關愛」的精

神。 

(b) 培養學生的公德及自律性，訓練學生收拾的

習慣及用者自負的品德，每課皆設清理時

間，指導學生清潔技巧，令學生明白保持家

政室及針黹室整潔的重要性，培養學生的自

律能力及尊重他人的精神 

學生能保持家政室及針

黹室清潔，並減少用具註

銷損耗 

今年家政室及針黹室清潔有明顯改善，大部份學生自律，能將

所用的工具清潔後放回原位。值得一讚。 

目標 2. 培育未來領袖 

(a) 發掘及培育領袖才能，設立科長制度 科長能按指示工作，主動

協肋老師及帶領同學 

培育領袖，提升學生領導

才能 

大部份的科長表現令人滿意。是老師及同學們的好幫手。 

(b) 讓學生參與及籌備校內的活動，校內活動例

如：家政組活動 

提升學生自信、組織及領

導才能 

體藝周及畢業典禮茶點製作時，學生主動給予意見，並且能有

效協助老師完成有關活動。 

目標 3. 立功服務社群 

(a) 鼓勵學生參加校內及校外機構的籌款或服務

活動，例如：「有衣食」捐獻食物活動 

雅各福群會︰ 

http://foodbank.sjs.org.hk/home.action  

培育服務社會及「敢承

擔」的五育人 

今年因時間未能配合，因此沒有舉辦此活動。 

 

負責老師姓名： 文秀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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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2012014444 至至至至 20152015201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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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比較初中各班的進度，各班除了

完成一般的設計課程(包括設計

元素和設計表達技巧)外，亦能完

成各級訂定的核心課程。 

主要核心課程： 

中一級：金屬材料探討 

中二級：塑膠材料探討 

中三級：木材料探討 

透過以上三種材料的探討，銜接

高中課程中材料處理及加工部

分，鞏固學生學習基礎 

比較初中各班的進度，各班能

完成訂定核心課程，並會調節

各範疇的深淺程度。 

 

 

本年度中一級學生表現理想，各班的進度均能達標，另加入自主學習

的課堂，成效仍有進步的空間；中二級個別班別在設技課的能力上均

有差異，再加上有些上課日未能上課的原因，所以於任教時，老師有

因應情況而調適課程，故有些班別所完成的設計習作有所不同，同時，

老師經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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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以兩班分三組進行，為提升學

生學習的興趣及對本科有更深入的了解，老師分別在設計元素及材料

探討的課程中優化了很多不同的內容，再加上 3D 打印技術的引入，學

生在 3D 軟件上的發揮更見良好，在教學上得以完善的同時，亦讓學生

於新高中選科作好準備，學生的表現良好，學習的動力亦很高。 

2. 檢視科內的筆記及教材，每單元

也有中英語詞彙對照表，並預期

學生能於匯報及習作中運用出

來 

檢視科內的筆記及教材，每單

元也有中英語詞彙對照表，並

預期學生能於匯報及習作中運

用出來。 

每單元也有中英語詞彙對照表，以加強課外知識；詞彙多為設計的專

用術語，學生未能完全緊記，偶爾運用於設計習作中。 

於設計理論的課堂中，教導學生以英文進行資料搜集，搜集回來的資

料亦有部份是英文資料，學生均需要學習及自行查閱內容，期望這一

點一滴可豐富學生英語的能力。 

3. 加強學生公開匯報的能力，設計

除了以圖象表達之外，即場的匯

報和分析亦相當重要，高中學生

將於每次的設計習作完成後，作

一次公開匯報 

高中學生將於每次的設計習作

完成後，作一次公開匯報。 
個別設計課題中，學生須於家中進行資料搜集，並於課堂中進行展示

其內容，讓學生有機會發揮其圖象及口頭解說的能力。總結以往經驗，

本年度引入學生評分紙，讓學生於聆聽時可有依據地對匯報者作出評

分，並對匯報者提出個人的意見，增強了同儕間的互動學習。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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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4. 多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有關中國

及香港具代表性的大型活動的

設計比賽，以提升學生品德及國

民身分的認同 

高中學生將於整個學年參與最

少兩次相關的活動。 
主要參加了兩個大型設計比賽，包括由香港科技大學主辦「玩具設計

比賽」，我校中四同學進入了最後決賽階段，另外亦參加了由世界綠色

組織主辦「創意家具設計比賽」，我校中四同學亦進入了最後十強。同

學對活動的內容相當感興趣，積極參與，表現優異，期望來年能爭取

更佳的成績。 

本科學生透過 PROJECT WECAN，參加了一項大型展銷活動，以上年度

的經驗，本年度學生表現更積極，於產品的設計上取得最具創意獎項，

對於我們所付出的得到很大的鼓舞，期望來年能爭取更佳的成績。 

兩次活動中，中國及香港具代表性的內容較少，日後再加發展。 
5. 將貫徹實行「自主學習」模式，

以促進學生互助學習，並讓學生

當小老師，於課堂上展示學習成

果 

學生於課堂中自備筆記簿以方

便摘錄課堂筆記。對於設計的

課題，主張學生主動搜集相關

的資料後於課堂上與同學和老

師進行分享和匯報。當設計習

作完成後，老師會安排學生展

示及講解的機會。 

個別設計課題中，老師設計了導學案，讓學生於課堂前完成，以中一

級為例，學生於課前根據導學案自行繪製立體圖，完成後便於課堂上

向其他同學分享繪畫心得，最後老師再示範及總結，學生能即時比較

自己前後的學習成效，效果良好。 

 

6. 透過學校 eClass 的科本討論區

學習平台，學生可共用設計相關

的資料，包括設計圖及設計範

例，善用網上資源，促進彼此間

的學術交流 

學生可自行負責完成一些軟件

示範教學步驟，讓他們能自主

學習，亦可讓其他同學參考。 

本年度學生已於個別設計課題中，完成一個軟件的使用示範教學步

驟，並於課堂之內向同學分享，一些能力較高的學生，亦會於課堂之

中協助其他同學完成課堂習作，充當了小老師的角色。 

學生於本年度較多運用 FACEBOOK 作分享平台；較少利用 eClass 的科

本討論區學習平台，期望下年度能完善。 

 

7. 推行共同備課，優化同儕習作察

閱和觀課，老師亦會定期交流教

學策略，並檢討共同備課的成效 

課程中的每單元開展前，科內

老師也共同備課，訂出教學策

略。單元完成後，老師會分析

學生的課業和習作的量與質，

亦需要即時作出檢討以優化將

來的教學。 

由於本科部分時段分上下學期進行，故於每次課程開展前，科內老師

均共同備課及檢視上次的教學策略，由於設計的習作自由度較高，老

師均能按不同的學習需要而改變學生設計的題目，改善課堂質素之

餘，學生的興趣亦不會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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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8. 加強學生應試能力，提升學習自

信 

高中學生加強設計技巧及理論

的訓練，將會增加補課的時

數，以加強學生應試能力，提

升學生的自信心 

本年度修讀本科的高中學生，均按不同的時段進行補課，每兩星期均

有最少一次的補課，而中四、中五及中六級的同學亦於年中的聖誕假

期、復活節假期進行補課，為 DSE 作出最佳的預備。 

9. 豐富「全方位學習」內容，配合

學科發展，提高學習趣味，擴闊

學生識見 

舉辦科技創作活動，並現場觀

察及統計學生的回應，藉活動

提升學生對學習設計與應用科

技科的興趣 

本科的學生透過 PROJECT WECAN 計劃，參加了大型展銷活動，無論是

產品的設計、攤位的佈置、以至營商的策略，均由學生負責，本年度

學生表現更積極，於產品的設計上取得最具創意獎項，對於我們所付

出的得到很大的鼓舞，期望來年能爭取更佳的成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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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老師積極參與培訓，本年度已參加了兩次以上的專業培訓。 

 

全校關注事項(二)：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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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同的創作活動或比賽中，

有很多關於社會責任的題材，

透過統計及分析參與活動的學

生回應，多鼓勵學生參加並發

揮他們的設計能力，以培養社

會責任感 

本年體藝周本科的活動主要由中四級學生負責，他們設計出不同的遊

戲，為初中學生展示本科的不同特色，當中吸引了很多初中學生參與，

充分發揮了學生們的設計能力之餘，亦表現出本科的特色。 

2. 校內部分設計相關工作交由學

生處理，包括宣傳品設計、印刷

品設計等，以豐富學生學習經

歷，提升自信 

透過統計所進行活動及學生活

動後的報告反映他們所得的經

驗，將來亦可於設計行業中受

用 

美化校園工作中有不同的宣傳品設計、美化裝飾等，直至最後的產出，

均安排本科學生參與負責，好讓他們吸收設計相關行業的方式。 

本年度的學生設計工作包括有「樂於學習‧熱愛生命」的主題橫額及

正門橫額，而 2015-16 年度學生証設計亦將由學生負責。 

3. 有系統和策略地為各級安排多

元化的學習經歷，擴闊學生的視

野，培育和發揮學生的多元智

能，從而培養社會責任感，建立

回饋社會的使命感 

透過統計所進行活動及學生活

動後的工作紙報告，從而擴闊

學生的視野，培育和發揮學生

的多元智能 

課堂及設計活動的安排上，已選擇了關於社會責任的題材，例如為老

人或殘疾人士解決生活上的問題及居所等，多鼓勵學生參與並發揮他

們的設計能力，以幫助學生培養社會責任感。 

當中學生參與了由世界綠色組織主辦「創意家具設計比賽」，就是要為

患有腦退症的老人家設計一個合適的廚房。 

 

負責老師姓名： 梁迪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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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014014014014 至至至至 222201501501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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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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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1. 1. 1. 1. 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   

a) 加强照顧學習差異學生，於初中各級設核

心課程，再加設延伸課題以配合學生能

力。此外，按時因應各班的進度及興趣而

作出彈性的調適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整體成效理想。如往年一樣，鑒於學生的學習差異較大，為提升能力

較弱的學生的學習興趣及自信心，故加入彈性的評分標準。能力較弱

的學生即使質素未達標準，只要見盡心製作，均有及格的機會。此外，

今年繼續因應各班的整體能力而作出課程的調適，如中一級「心意卡

製作」課題，老師班因為 1A 及 1C 班製作能力較弱而給予幾款範作，

讓學生可以依循指定的方法製作，減低習作的難度。中二級「面具製

作」課題，老師考慮了 2B 及 2E 班能力較高而改動教學法，試行自主

學習模式，增加老師空間去照顧能力較弱的學生，成效理想。 

b) 高中選修班自中四開始先完成核心課程，

讓學生建立基礎，再於下學期開始讓學生按

個人的喜好及能力而選材創作，提升學生的

自由度以配合新高中校本評核的要求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成效理想。高中學生個別差異較明顯，尤以中五為甚，故課題、選材

及作品尺寸由學生選擇，他們因應自己的能力範圍完成習作，從而提

升學習動機及自信。中四學生已著手製作第一份校本評核作品，中五

學生大部份完成三份作品及報告。暑期會作補課，加快完成速度。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2. 2. 2. 2. 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   

a) 初中透過工作紙，讓學生作課前準備(蒐集

資料)、分組討論和匯報的機會，提升學生

的自學、溝通、協作及解難能力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成績的反映 

3) 學生回應 

 

成效理想。中二級於二月期間以個人形式完成自主學習的課題，課題

內容是欣賞藝術家 MC ESCHER 的作品。學生於自主學習時段預習、分

組研究作品。學生能獨立完成工作紙，待老師於課堂上講解，增加課

堂效益。此外，四月以自主學習的模式進行「面具製作」課題，並加

入短片，讓學生自學部分製作技巧，成效佳。此模式增加老師空間去

照顧能力較弱的學生。建議來年可於其他課題及級別擴展出去。 

b) 高中於課堂內進行習作欣賞及互評，以提

升學習氣氛及同儕分享文化 

 

1) 課堂觀察學生反應 

2) 互評表 

推行情況較以往佳，於中五級加入習作欣賞及互評，讓學生分組評審

學生的測考作品，加深學生對評分準則的了解。此外，為配合公開試

要求，中四級於第三學段加入卷一評賞，以小組形式進行；透過欣賞

藝術作品、討論和匯報，有效提升學生的溝通、思考及表達能力。整

體學生投入學習，表現積極。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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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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於課堂上使用平板電腦，尋找網上資

源，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及學習興趣 

課堂觀察學生反應 

 

推行理想，成效佳。學生多善用平板電腦尋找網上資源，大大提升自

學能力及學習興趣，亦能令構圖及創意豐富起來。整體學習動機提升，

有助推行自主學習。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3. 3. 3. 3. 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       

a) 於初中課題加滲入評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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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則試行仿效高中

課程，讓學生多寫創作自白；高中於中四

下學期開始教授評賞技巧，及早預備學生

應付中學文憑試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成績的反映 

 

成效不俗。初中 90%學生能獨自完成工作紙及習作。工作紙多滲入視

覺藝術語言及英文辭彙，讓學生習慣面對。中一級工作紙已滲入評賞

內容，備有自主學習工作紙。不過，中三級仍未進行作品集，有待暑

期探討來年方向。高中方面，中四級已於四月教授卷一評賞技巧，進

展理想。中五六級已有比較部分學生能以文章形式寫評賞，中六級文

字表達能力不俗，中五級則有待加強。 

b) 於中六加入模擬試，並因應學生的進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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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成績的反映 

3) 學生回應 

100%學生於校內評核達基本合格要求，85.7%的學生在畢業試獲得合

格。全部中六學生曾參與校外模擬試及於試後多次進行小測。最後，

學生於新高中考試獲取 100%合格率，而三人考獲四級成績，整體成績

合理。建議來年應考學生可多參與模擬試，裝備應考的心態。 

c) 舉辦美化校園的活動及鼓勵學生參加校外

比賽，讓學生學以致用 

1) 活動舉辦的次數 

2) 參加活動人數 

3) 學生回應 

4) 學生作品的反映 

至今，本科參加了 13 次對外比賽、4次展覽及 4次藝術活動，提升了

學生對藝術方面的興趣及令他們增添了不少的創作靈感。校外比賽方

面，學生較以往積極，尤以高中為甚，參加的學生亦有獲獎。建議老

師於來年繼續鼓勵學生參加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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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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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1. 1. 1. 1. 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   

多展示學生的作品及帶領學生出外參觀，加強
學生互相觀摩及學習的機會。 
 
加強與音樂科及設技科合作，推行高中藝術教 
育課，讓學生經歷不同的藝術範疇及建立興 
趣。 

1) 科務會議檢討 

2) 文化、藝術與科技 

科聯席會檢討 

3) 課堂觀察學生反應

及回應表 

不斷展示學生的作品於視藝室門外展板，但卻未能定時更換部分樓梯

位的作品。建議於暑假全面更新佳作，讓學生有新鮮感及獲得肯定。

十二及一月帶領學生出外參觀，成效佳。七月已經舉行中學生聯校展，

展示中四級學生作品，有助學生與友校學生互相觀摩及擴闊視野。 

高中藝術教育課 
中四五級烘焙班：同學興趣一般，欠帶課堂用品，尚能帶備材料；來

年建議圍裙由學校提供。 

中四五級皮革班：中四較中五同學投入，學生多能準時到達課室及用

心製作，作品精美。 

礙於課堂時間限制，難於安排其他活動(如講座、表演、出外參觀)。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2222. . . . 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   

鼓勵學生協參與策劃、組織及宣傳藝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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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中四級張嘉尹及陳綽彤為本年度的藝術大使，已經出席四月的大會活

動及七月的大滙演。在任期間，他們主動參加了不少的校外比賽、體

藝周及中學生聯校展的服務，表現令人滿意。不過，由於沒有在校大

力宣傳此職銜，故建議下屆的藝術大使應廣為全校得知，並擔當推動

藝術活動事宜，從而加強其主導的角色。 

 

負責老師姓名： 張玉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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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14141414 至至至至 201201201201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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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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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學習」由中一級延伸

至中二級，部分單元編寫「導學

案」，讓學生作課前準備，並於

課堂上展示學習成果 

 

 

老師根據學生在課

堂的表現觀察、「導

學案」及工作紙的表

現進行評量 

中一級學生自行分組籌備約 10 分鐘的小型音樂劇，由認識音樂劇特色至創作

劇本、選曲及表演都由學生主導。學生分組討論、完成「導學案」及設定表演

的主題、內容及形式，再進行匯報及預演，增加課堂互動，加強照顧學習差異。 

透過自主學習，提高學習效能，並讓學生匯集過往學習的音樂經歷去創造新的

表演內容。大部份學生投入設計表演的內容，在異質分組的安排下，音樂能力

較弱的學生可透過同伴的指引下提高表演技巧，同時發揮創意及協作能力。整

體學生表演的自信、表演技巧及合作性都有進步空間，若提供更多課堂指導及

綵排機會將能夠提昇學生整體表現，但考慮課時緊迫，新學年將會調適學習內

容及評核要求。 

中二級學生課前完成有關樂器單元的「導學案」，透過閱讀文章及討論思考題，

加深認識樂器的歷史、發展及其構造。 

個別班別進行樂理分組試教，學生作為小老師，並以不同樂器輔助教授樂理，

課堂內容極具自主性，學生充分展現才能的機會。 

(2) 中一及中二級加入表演訓

練，增加課堂互動，以多元化方

法作評估，加強照顧學習差異 

科任老師根據學生

的表現進行評量 

大部份學生表現理想，學生分成各組演唱歌曲，有學生亦能運用「一人一體藝」

及「體藝培養」學習的樂器作為表演工具，不僅加強整體表演效果，亦提高學

生學習及練習樂器的興趣，達到「拔尖」的學習成效。 

(3) 優化課程內容，中二及中三

級加入更多本地流行音樂及西

方音樂種類及發展，以提昇學生

的學習的興趣 

老師根據課堂的觀

察及學生工作紙的

表現進行評量 

學生對課題的認識及技能的掌握大致理想，對本地不同年代的流行音樂發展及

特色感興趣，並能反思及比較香港早期與現今的音樂特色。學生亦能掌握西方

音樂的種類，並反思及比較其他國家的音樂文化特色，並從中訓練聆聽及應用

已學習的樂理，反映學生對西方音樂及亞洲音樂的認識有很濃厚的學習興趣。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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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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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中一級「一人一體藝」

及中二和中三級「體藝培養」

的音樂訓練，發展學生的音

樂興趣，造就成功經歷。 

 

 

學生表演的次數及

演出水準進行評量 

 

 

「一人一體藝」及「體藝培養」樂器組別學生上課及練習表現積極及投入，整

體表現理想，學生展現自信及成功感，表演質素具水準。管樂及敲擊樂團團員

人數為 73 人，出席 5 次不同場合的校內表演，分別有「一人一體藝」和「體

藝培養」的全年兩次學期末表演、小學繽紛同樂日、藝萃大匯演及畢業禮。 

各樂器班進行大規模的拔尖計劃，挑選表現出色的管樂及敲擊樂學生，分別入

選成為長笛合奏小組、管樂小組、敲擊樂小組及長笛二重奏小組成員，作重點

培訓，於「體藝培養」訓練班後繼續留校進行 45 分鐘的練習，讓同學參加更

多的校外及校內表演或比賽。整體表現理想。 

(2)強化樂團的領袖職能及素質 

 

 

 

學生演出水準及觀

察樂團領袖的表現

進行評量 

 

 

樂團擔任多項活動的表演團隊，積極參與校外表演活動，表演質素具水準，獲

得家長及師生們的讚揚。樂團成員充分地發揮團隊精神，樂團小組的領袖亦盡

本分，特別是長笛合奏小組的隊長及副隊長，他們充分地展示領袖者的風範及

才能，所有樂團小組的領袖亦能帶領各樂器成員進行額外練習，並向後進的同

學提供適切的協助，以確保各成員的學習進度一致及營造團結氣氛。 

(3)豐富學習經歷，鼓勵更多學

生參與校外不同機構的活

動、表演或比賽 

 

 

 

學生參與活動、表演

或比賽的次數及人

數 

全年共安排了 12 次校外音樂活動及比賽，超過 80%初中學生至少參

與兩次音樂活動，以鼓勵更多初中學生參與校外機構的活動、表演及比賽。

我校各音樂團體更獲獎無數，既豐富學生的音樂經歷，又提昇學生的學習音樂

動機。校外音樂活動及比賽，分別有九龍倉「學校起動」計劃資助的香港小

交響樂團的音樂欣賞、香港廸士尼《演藝日音樂工作坊》、香港青年協會主辦

的《香港國際無伴奏合唱》中學組比賽人聲樂團季軍、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

主辦第五屆《明日之星歌唱大賽》青少年組合唱冠軍、有線電視「拉近校園」

節目到校拍攝無伴奏合唱小組、樂施會主辦《二零一五樂施音樂馬拉松》籌款

音樂鋼琴演奏會、香港鋼琴協會主辦《香港青少年鋼琴比賽》第一名、香港音

樂發展中心主辦《香港亞太青少年鋼琴比賽》一等獎、香港業餘管弦樂團長笛

合奏表演、沙田區慶祝香港回歸 18 周年嘉年華長笛合奏表演、管樂團聯校音

樂表演、長笛合奏小組聯校音樂嘉年華及音域樂坊主辦《香港演藝音樂節》敲

擊樂團一等獎、長笛小組及長笛二重奏分別獲得二等及三等獎、管樂及敲擊樂

團獲全場總季軍。 

負責老師姓名： 鄒蕙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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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14141414 至至至至 20152015201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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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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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課堂內和筆記中，適當引入

英文詞彙，為學生提供更多機會接

觸英文 

 

學生在本科筆試中

能 夠 作 答 有 關 題

目，及科務會議評估 

科任老師的筆記中有附有適當的英文詞語，例如中五級「運動教育模式」課程筆記。

中一男生教授欖球項目時亦有教授英文詞彙。本科大部分課堂安排於戶外進行，而且

男女生所學習的項目要求亦有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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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電子簡報上，則比較符合本科現實情況。 

2. 善用校外社區設施及資源，如

運動場、游泳池、室內場地、保齡

球館等，讓學生可接觸多元化的運

動項目 

 

現場觀察及科務會議

評估 

 

本科一貫利用區內的運動場舉辦周年陸運會，一方面透過實際的環境讓學生實踐在課

堂的學習所得；另外可以向學生推介本區的運動設施。就本年的陸運會參加人數而言，

就有超過 600 位學生曾經使用過本區的田徑運動場。 

本校田徑隊一貫利用沙田運動場作恆常場地訓練。本年度晨跑項目，亦是透過利用城

門河畔作跑道，有超過 100 位學生曾經參與，活動過程非常投入。 

3. 參與康文署的運動推廣計

劃，邀請不同體育總會訪校推廣

有關項目，以廣闊學生眼界 

現場觀察及科務會議

評估 

 

本年度我們邀請了香港花式跳繩會及香港曲棍球總會，分別於 11-15/5 及 18-22/5 兩

周到校進行推廣。學生對兩項運動反應非常正面，當中有 4 位中五學生於曲棍球總會

推廣後，主動向外展教練報名參加暑期訓練班。 

4. 中五級推行「運動教育模式」

課程，加強學生組織能力，亦增加

學生合作學習的機會 

 

老師根據學生的自評

表及表現進行評量 

中五級「運動教育模式」課程本身正是新高中體育科課程中，9項單元的其中一項，成

效顯然。藉著過去 4年本科同事舉辦的經驗，有了成功的基礎。 

本年度中五級男生及女生均經歷有關課程，並透過舉辦班際閃避球賽、3人籃球賽、手

球賽作為探索的背景。在過程之中，學生學會了批判思考、人際溝通及解難技巧等，

效果良好。其中每一班除了上課及進行有班內比賽外，更要在比賽中擔任籌委、教練、

裁判、攝影等角色。學生普遍對此課程的反應正面積極，尤其有部分學生本身運動技

能稍為遜色，可以在比賽中擔任賽程、拍攝等工作，同樣發揮功能。 

5. 中六級進行「學生試教」課

程，並以自評及互評方式作評估，

提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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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均能夠如期進行試教，6AB 班男生及 6CD 女生的表現較認真，同學均以小組形式

(2-3 人)進行試教，每次約 20 分鐘。各組進行試教前均有充足準備，例如設計教案，

學生對於掌握動作要點較困難，或者對於突發的場面未能控制。 

整體試教表現(包括教案設計)比較反覆，與去年相比表現亦較為遜色。 

有部份學生於教案中能顯示出由網上或參考書中所找到的資料，稍欠缺篩選內容。 

學生自評表的意見均為正面、積極。學生均認為試教的經歷很特別，值得保留。有學

生甚至希望 20 分鐘的時限，改為 30 分鐘。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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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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四級進行「爵士舞蹈」課

程，學習後以班本形式，讓學生自

行編排一套約三分鐘的演出 

學生根據安排參與

授課，以及每班學生

均可以編排一套約

三分鐘的演出 

本課程將於第 3個學段進行，而經科務會議討論後，修訂演出時間為 2分鐘。 

本年度以班本形式學習，並邀請了一位坊間有演出經驗的導師，為每班進行了最少 2

次的導修課。學生普遍受落欣賞，甚至在課後問卷中反映希望增加「舞蹈課程」的教

節。而今年男生的表現比往年更突出，個別學生更為了該兩分鐘的演出，自主組織練

習，到社區中心租借場地排練。 

 

全校關注事項(二)：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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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初中課堂裡教授多元化的

項目，讓學生從中發掘自己的運動

興趣，建立終身健康生活模式 

現場觀察及科務會

議評估 

本年度中一除教授田徑，基本球類技巧之外，亦有教授欖球項目(男生)，學生亦非常

投入參與，其中更有 2位男生選擇參加欖球隊，作持續練習。 

2. 全校執行個人體育檔案，由學

生每年自行紀錄自己在體育運動

上的經歷 

 

老師檢查每位學生的

個人體育檔案表格是

否填妥 

全校所有學生均在學期初必須填寫個人體育檔案，並會在本年度完結前再填寫一次補

充資料。個人資料包括身高、體重、九分鐘耐力跑等資料，非常完整亦有系統。而個

別學生對於紀錄個人的體育獎項、體育課程及體育服務的習慣開始建立，仍然需要加

強培訓。 

 

3. 組織學生參加本區，甚至全港

學界比賽，並推薦學生負責賽事服

務生，以累積比賽及服務經驗 

 

統計本學年參加學界

比賽的隊次和人次，

以及服務生的人數 

 

截至 6月份，本校已有參與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所舉辦的項目包括有籃球(男甲、男乙、

男丙、女乙)；足球(男甲、男乙、男丙)；排球(男甲、女甲、男乙、女乙、男丙、女

丙)；手球(男甲、女甲、男丙、女丙)；羽毛球(男丙)；乒乓球(男甲、男丙)；田徑

及長跑(男甲、男乙、男丙、女甲、女乙、女丙)。參加人數超過 200 人。 

武術、運動攀登、單車亦有參與全港或地區比賽，因主辦單位非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因此未有實際數字資料。 

 

4. 續辦中一新生運動體驗日，讓

新生感受本校體育文化，啟發參與

運動的興趣 

 

現場觀察、學生回饋

表及科務會議評估 

 

於 7 月 23 日至 24 日一連兩天早上，讓中一新生參與本校開設的 8項運動項目(包括

籃球、足球、排球、田徑、舞蹈、欖球、手球、室內賽艇)。學生反應熱烈，投入參

與，大部分學生均喜歡此項活動。 

透過以上活動，中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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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有能力而又有興趣參與運動的學生歸納起來。在完成體驗日後，有超過

50 位新生均表示有興趣參與進階訓練；包括田徑、排球、足球、手球、籃球、欖球、

划艇等等。由此可見活動具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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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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運動體驗日，組織各校隊

高年級學生負責帶領新生工作，藉

以提昇領導能力，塑造師兄師姐的

模範形象 

現場觀察、學生回饋

表及科務會議評估 

 

共有 54 位中二以上學生負責帶領活動，他們均來自本校不同的校隊。藉著體驗日作

為訓練平台，讓他們帶動新生參與各項活動，提升他們的領導才能。 

兩天的活動裡面，表現認真而投入，亦在中一新生面前，樹立了「師兄師姐」的形象。 

本年度繼續有校友及剛畢業的舊生主動提出活動當日以導師身份帶領活動。由於可

見，體驗日亦開始從校友層面中培養出「回饋文化、薪火相傳」的概念。 

 

6. 與活動組合作，讓高中學生於

午間組織運動比賽或同樂活動，服

務學生之餘，亦從中學習溝通、合

作、決策等能力 

統計組織活動的學生

人數、現場觀察、學

生回饋及科務會議評

估 

本年度活動組將午間活動改為舉辦級際活動，因此沒有需要讓高中學生協助組織。 

然而，社際球類比賽則更加突顯高中學生的重要性。例如社際籃球比賽，從組織賽事、

比賽裁判等均由學生負責統籌主導。學生在完成活動後，均能夠提昇溝通能力；合作

性及決策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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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014201420142014----201520152015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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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營辦津貼或堂費帳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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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92,225.03 $43,977,371.52 $555,987.12 $332,016.91 

小計 $51,369,596.55 $888,004.03 

總計 $52,257,6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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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拔尖保底工作 

聘用教學助理 1 名 
 

 

$195,539 
 
 

$195,736 英文科因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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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有
更多空間進修和檢視新高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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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7.4  7.4  7.4  運用運用運用運用『『『『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活動類別活動類別活動類別活動類別  活動項目活動項目活動項目活動項目  受惠學生人數受惠學生人數受惠學生人數受惠學生人數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文化藝術 

 

1.  中一級「一人一體藝 

2.  中二及中三級「體藝培養」課程 

 

37 

96 

超過 70%同學表示對活動感滿意，

而接近 90%同學表示學習到新知

識。其中約七成的同學認為發掘到

自 己 未 知 的 潛 能 及 增 強 了 自 信

心。各同學表現出色及十分投入各

項活動。  

 
語文訓練  1.  英語繽紛營  32 同學對該課程滿意感頗高，感覺學

到拼音，課堂學習技巧及基本課堂

用詞及對話等。成效明顯，同學得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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