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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務報告校務報告校務報告校務報告 

 

我校創立於 1978 年，本年度為我校創校 40 周年，校慶主題為「樂於學習，熱

愛生命，承先啟後，立己達人」。現將我校 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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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校亦十分著重綠化校園環境，除建

有 30 周年校慶紀念花園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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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獲頒多個獎項，包括「創新能源項目比賽」2014、2016

及 2017 冠軍、「環保建築大獎」2014 最高殊榮――主席大獎、「香港環境卓越大

獎」2015 金獎等。 

 
二、班級結構 

 
  為加強照顧同學的學習差異，以配合新高中學制目標和提升學與教效能，

我校自 2008 年起實施「小班教學」，調節師生比例：每班平均人數約 25 人，中

一至中六各級更加開一班，全校共開設 30 班。為善用「小班教學」的優勢，自

2013 年起，我校更聯同香港中文大學，於各級推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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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更善用「電子學習」

配合自主學習，增加同學的學習興趣，有效提升學習效能，讓同學成為課堂學

習的主人翁。 

 
三、教職員工 

 
  除了教育局批核的人手編制外，我校運用額外資源增聘人手，加強對同學

的照顧及提升教學質素。本年度全校教職員共 100 人。教職員編制如下：校長

及教師共 68 人、社工 2 人、輔導員 4 人、教學助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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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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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董來自社會上不同界別

的知名及專業人士。校董們均全力支持教師工作，並攜手帶領學校發展。我校

於 2008 年成立法團校董會，加入教員、家長和校友校董，讓校內不同持份者一

同為學校發展及管理提供寶貴意見。我校邀請香港教育大學趙志成教授出任獨

立校董，為我校的持續發展提供寶貴及專業意見。另外，學生會代表更參與校

務委員會會議，與各組別主任一同檢討及制訂學校政策。 



2 

五、關注事項 

 
2015-2018 校園主題為「樂於學習，熱愛生命」，設有以下關注事項： 

（1） 多元教學模式，提升應試能力，展現學習熱情； 

（2） 確立人生目標，豐富生命經歷，傳遞正向價值。 

 
  在多元教學模式方面，我校除致力優化「自主學習」，建立同學良好的自學

習慣，除把「自主學習」推展至高中外，近年更把「電子學習」緊扣「自主學

習」，提升同學的學習興趣及成效。此外，我校提供各類的「全方位學習」活動，

讓同學在課堂外引證學科知識，擴闊視野。通過蒐集各持份者意見，我校繼續

優化學與教策略：增加初中及高中的課後增潤課程，致力鞏固同學的基礎知識，

掌握分析及答題技巧，提升應試能力。我校更鼓勵科組合作，舉辦不同的學術

周，在課堂內外延伸學習興趣，鼓勵同學鑽研學科知識，積極參與校外比賽，

發展潛能，展現學習熱情。 

 
  自 2011 年起，透過參與九龍倉集團的「學校起動」計劃（Project WeCan），

我校每年獲得龐大資助，並與會德豐地產及香港中文大學結成合作伙伴，讓同

學在品格及學業方面均有所進益。自 2015 年起，我校更獲得社會福利署的配對

基金資助，進一步優化推行多年的多元化學習活動，如中一級的「一人一體藝」、

中二及中三級的「藝術培養」課程、中四及中五級的「藝術教育」等。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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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義工服務等活動，我校致力協助同學確立人生目標，培養正向價值，成為堅

毅、盡責、自信和敢於承擔的未來領袖。 

 
  我校同學透過參與境外學習團，豐富生命經歷，促進文化交流。除了中二

全級同學參與「肇慶自然地貌及保育學習團」外，中四全級同學繼去年前往上

海考察後，本年度參與了「北京歷史及科技探索學習團」。此外，自 2013 年起，

我校每年均舉辦「會德豐傑出學生境外學習團」，本年度傑出學習團的考察地點

為日本沖繩，讓於不同範疇有傑出表現的中一至中五同學免費參與，體驗外地

文化。凡此種種，均造就同學有跳出校園的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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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 6

年獲得會德豐地產撥款，總資助額高達$12,000,000。本學年是計劃的第 7 年，

我校秉承過去多年的寶貴經驗，透過發展以下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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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德豐有限公司黃光耀執行

董事更帶領企業同事，為我校同學籌辦多種別具特色和意義的活動，並與我校

老師及香港中文大學的專家結成伙伴，一同栽培同學成長。今年活動包括「師

友計劃」英語活動、「職場體驗計劃」、「趁墟做老闆」2018 展銷會營商活動及新

城財經台訪問等。我校衷心感謝會德豐、九龍倉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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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要成為培育高質素五育人的重要土壤，教師的持續專業發展是不可或

缺的。我校具有碩士學歷的教師共有 28 人，平均教學年資為 11 年。多年來，

我校得到不同專業團隊於學與教及學生培育方面的大力支援，讓教師不斷學習。

我校十分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學科專家團隊，與全校教師

分科、分級進行課堂研究和自主學習研討。我校教師更有幸於香港中學校長會

主辦的「自主學習網絡聯校教師發展周」中，與友校分享多年來推行自主學習

的心得，促進專業交流，以推動教師的專業發展。今年出版的課堂研究文集，

正記錄我校師生多年來在學與教的寶貴經驗。 

 
  我校得到教育局教育心理學家的支援，為我校舉行「認識青少年情緒及精

神健康」工作坊，讓老師及早識別有需要的同學，協助同學健康成長。為了表

揚教職員的卓越表現，專業發展組聯同學生會於 1 月舉辦「優秀教職員選舉」，

讓師生選出最欣賞的教職員。除教師外，職員也是教育同學的重要持份者。我

校於 9 月舉辦職員培訓工作坊，工友一起參與，一同探討優化支援同學成長的

策略。我校亦設有教職員評鑑制度，為同工提供科組內溝通及自我檢視的機會。 

 
八、課程設計 

 
  為照顧同學的學習差異，提升學習效能，我校在全校中一至中六級推動「小

班教學」，並善用小班優勢發展「自主學習」。近年，我校更善用「電子學習」

平台以促進「自主學習」，增加課堂的互動性，提升同學的學習興趣及成效。初

中各級制訂核心及延展課程，有效地銜接高中課程。部分初中班別以普通話教

授中國語文，培養同學兩文三語的能力。為增加同學學習英語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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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誦亦是

培養同學語文能力的良好方法，我校鼓勵各級同學積極參與校際朗誦節獨誦及

小組朗誦。中一至中三級部分班別參與集誦訓練，中一級英語集誦，中二級普

通話集誦，中三級粵語集誦。同學表現出色，今年我校連續三年獲得中學一、

二年級粵語散文集誦冠軍，同時在中一級英語集誦及中三、四級普通話詩詞集

誦取得季軍。為銜接高中課程，中一至中三級各科均設有校本課程，幫助同學

掌握科本內容及學習技巧。此外，校本藝術教育課在中四至中五級全面推行，

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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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善用九龍倉和會德豐的資源，

於今年 1 月和 3 月分別舉辦了「全方位學習日」，為各級同學設計不同學習活動。

中一級的活動為「遊走中上環」，同學穿梭於中、上環及灣仔區，尋找歷史和文

化景點；中三級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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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同學在老師的帶領下，前往愉景灣與外籍人士接觸，了解

他們居港生活；中五級設有「職場參觀」及「大專課程體驗」活動，同學前往

不同的企業機構，了解不同工作的苦與樂；中六級則為「模擬面試工作坊」，讓

畢業班同學裝備自己，增加對升學及工作的認識。 

 
  境外學習方面，中二全級前往肇慶考察，體驗當地文化，認識祖國在自然

保育方面的成就；中四全級前往北京，認識當地的歷史與科技發展。十月我校

更組織「會德豐傑出學生境外學習團」前往日本沖繩，了解當地的社會文化及

經濟發展。我校致力透過不同類型的學習活動，提升同學的學習興趣，讓同學

擴闊視野。 

 
  課後支援方面，配合自主學習，中一、二級每星期課後設兩天「自主學習

課」，讓同學進行有系統預習，完成導學案，促進課堂學習；我校更引入校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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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同學學習動機及效能；高中方面，每星期進行 3 天補課，每月

派發補課表，並增設「周六增潤班」，由會德豐地產及社署配對基金資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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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向來重視培養同學的閱讀習慣，致力結合不同的學科學習，助其擴闊

閱讀面。因此閱讀學習組推行科本閱讀計劃，為同學於每個學科提供不同程度

的讀物，讓同學寓閱讀於學習，引發其閱讀及學習興趣。同時，逄每星期二、

四的早讀時段，安排我校同學分別閱讀德育文章、中文和英文報章，以固定的

閱讀時段，培養同學的閱讀習慣。圖書館設立「生命書閣」，同學透過閱讀與生

命教育相關的讀物，提升品德修養及公民意識，體現「熱愛生命」的校園主題。 

 
  我校致力推廣分享文化，舉辦初中班級書籍分享、班際書籍介紹比賽、老

師書籍介紹及新書介紹短片等活動。透過師生互相分享閱讀心得，讓閱讀活動

由個人推展至群體，既增加同學接觸不同讀物的機會，又能從多角度了解書籍

內容。為增加同學閱讀書籍的機會，我校先後舉行「好書為你買」活動、新書

展覽、書商書展、閱讀講座及環保書墟等，其中的書商書展更結合了學期頒獎

典禮，讓獲獎同學能善用所得書券，購買心儀圖書，從而強化其閱讀習慣，令

獎勵更添意義。 

 

 本年度畢業生贈予母校的「飄書櫃」已放置在地下，方便同學及家長取閱書

籍。另外，一樓的教員休息室亦設置教師「飄書櫃」，鼓勵同事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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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學習評估 

 
  2018 年為第 7 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考獲兩科第 5 級以上的同學為歷年之

冠；6A 許瑋庭同學取得 3 科 5*佳績。應考 17 個科目中，共 3 科(物理、化學、

視覺藝術)第 2 級或以上達 100%；共 6 科(物理、化學、中國歷史、經濟、旅遊

與款待、視覺藝術)第 2 級或以上高於全港平均成績；共 3 科(資訊及通訊科技、化

學、物理)第 4 級或以上高於全港平均成績。同學在化學科和物理科表現尤其突出，

化學科第 4 級或以上為 88.9%；物理科第 4 級及第 5 級或以上分別為 87.5%及

43.8%。為進一步支援同學的學習，我校增設「高中拔尖班」，以加強栽培能力

較佳同學，使更多同學能夠成功入讀大學。 

 
  我校在上學期考試及下學期統測後，均會舉行家長日。透過班主任與家長

面談，一起勉勵同學繼續努力。校長亦於家長日與各級考獲首 5 名的同學及其

家長面談，以嘉許同學的優秀表現。 

 
十一、資訊教育 

 
  近年香港以至全球均銳意發展 STEM，本學年我校除了在課餘時間加入了航

拍、虛擬實境、遊戲程式及手機程式編寫等課程外，各科在課堂內亦加入不少

STEM 元素，例如電腦科在初中級別加強編寫程式單元的內容、生物科在高中課

程加入水耕及生態魚缸等 STEM 活動、設技科則在中三級教授 3D 軟件應用。不

同學科通力合作，豐富同學的學習經歷，及早裝備自己，以配合社會發展需要。 

 
  本學年我校繼續以發展電子學習為目標，以配合「自主學習」發展。現時

全校均有 WiFi 覆蓋，設有 150 台平板電腦。我校積極改善資訊科技設備，為員

生提供良好的學習及教育環境。各科積極引入電子學習，於課堂加入資訊科技

元素，通過平板電腦和應用程式，促進同學的溝通和討論，提升協作能力。同

時，利用電子學習延伸課堂教學，促進同學自主學習，讓他們課餘時預習及溫

習，把課時用於發問、討論及回饋，以提升課堂的學習成效。 

 
  校園電視台方面，除了校園活動回顧外，不同學科積極拍攝教學節目，同

學只要透過校園電視台，就能學習到不同學科知識；不同組別亦運用校園電視

台發放資訊及教育同學，培育他們的正面價值觀。我們上傳至 Youtube 頻道的影

片已經超過 600 段，觀看人次已達 26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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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愛服務及明禮知恥五項美善特質，以建立同學健全和優良的品格，發揚校訓

「立己達人」精神。我校著力建立校園「正面文化」的氛圍，積極推動「班級

經營」活動。在初中，我校實行雙班主任制，各級設有兩位級主任，由輔導及

訓導老師擔任，以加強對各班同學的照顧。此外，透過中一導入計劃、朋輩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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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計劃、關愛周、雙月生日會、班級經營、「一人一職」等，培養同學「互關愛」

的精神，並提升歸屬感。我校亦透過「雙月之星」選舉、「自我成就獎勵計劃」、

中一「4D 計劃」及「好人好事」的表揚，嘉許行為表現良好的同學。 

 
  配合「熱愛生命」的校園主題，我校善用周會時間，舉行多元化活動，加

強價值教育。為了讓同學體會生命的意義，本年度「生命教育周」以「熱愛生

命立己任，踐行美善廣達人」為主題，舉辦周會、展覽及工作坊，讓同學探討

生命的本質。透過「Joyful Teens 小組」讓中一同學對生命的意義有更深刻的體

會，「Relax 30」 、「減壓香薰工作坊」等，則讓同學透過不同活動，抒發情緒和

壓力，提升他們的抗逆力，並從中學會珍惜生命、熱愛生命。 

 
  為豐富同學的其他學習經歷，我校連續多年於中四級舉辦「長幼一家、關

愛互傳」探訪獨居長者活動，並獲得家長會傾力支持。通過家校合作，讓同學

得以服務社會，親身體驗「施比受更有福」的道理，亦能在社區中傳揚中國傳

統孝道精神。同時，透過「公益少年團」計劃，鼓勵同學積極參與社會事務，

關懷弱勢社群，例如義賣曲奇、樂施滅貧利是收集及海岸清潔行動日。為讓同

學體會成為義工的意義，我校繼續舉辦「義人行」計劃，組織「志工菁英」義

工隊，同學所參與的義務工作包括乘風航「伙伴計劃」、「領犬義工計劃」、賣旗

活動等。三月份，我校 20 位同學參與「青少年志願工作者雙向交流考察之旅」，

到廣西省南寧巿探訪老人院，並與當地中學生進行文化及義務工作交流。此外，

我校舉辦「五育愛己愛人社區大使計劃」，成功培訓初中同學，為區內長者舉辦

一連串的關愛長者活動，包括長者電腦班及長者悠閒課外活動，讓同學與長者

互相認識，學會關愛弱勢社群，建立社區關愛氛圍。另外，我校透過輔導課、

性教育小組與活動、輔導書籍閱讀計劃及禁毒活動，建立積極健康人生。我校

在全方位學習日中，透過團隊訓練活動，包括律己訓練營及歷奇挑戰營，讓中

一及中二同學建構個人自信、堅毅、溝通、解難能力及團隊合作精神。「I Care

個人提升小組」亦讓同學透過服務學校，建立正面的自我形象。 

 
  我校設有「朋輩輔導計劃」，50多位朋輩輔導員每天午膳時間到中一級各班，

關顧中一同學在學習及校園適應的需要。朋輩輔導員亦會協助籌辦午間活動及

小組功課輔導，以配合我校「自主學習」的發展。另外，我校透過「新來港兒

童校本支援計劃」，開辦英語文法班、廣東話及繁簡體字班、英語電影欣賞及認

識香港的戶外活動，協助同學盡早適應本地的學習模式。我校參加由教育局「校

本教育心理服務」計劃，教育心理學家定期到校，為同學提供專業評估和輔導。 

 
  我校共有 2 位社工及 4 位輔導員，用心創建「五育陽光室」，為同學作生涯

規劃、提供個別及小組輔導、組織社交、藝術治療、個人成長、義工及短片製

作小組，並設立功課輔導班、探訪及戶外活動等，以提升同學的自信和學習能

力。我校亦透過家長教育活動，提升家長與子女的溝通技巧，協助他們建立和

諧家庭，使同學能在健康愉快的環境下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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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駐校社工 

 
  我校駐校社工由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委派，多年來，社工與老師一起為有需

要的同學及家長提供適切的輔導服務，關顧孩子的成長，提升溝通、解難及抗

逆能力，建立正確的人生觀。除了個案輔導外，社工以藝術介入手法、融合靜

觀概念的實踐作為輔導小組及活動，協助同學身心靈的成長。 

 
  為提升情緒素質，同學學習以音樂、書法、繪畫、圖像及默想的方法，以

靜觀的態度感受心靈的狀態及需要，令心境平靜，培養同理心。社工除與德育

組合辦為期十多個星期的「靜觀工作坊」，也帶領同學參與香港大學「始於寧謐

處」的研究，培訓 20 名「靜觀大使」。「靜觀大使」透過培訓得安穩的心靈外，

亦成為我校一股帶動實踐靜觀的動力。 

 

  精神健康對個人成長十分重要，因此社工引入「匯豐 150 周年慈善計劃」

之「悅‧心裡圖」社區校本精神健康支援計劃。通過計劃成功訓練 25 位同學成

為我校「悅心大使」，在校內推動精神健康的預防活動，提升同學對精神健康的

意識，建立彼此支持的平台，為有需要的同學提供即時協助。這屆的「悅心大

使」已考獲由澳洲墨爾本大學精神科學系研究中心、香港心理衛生會及香港青

少年服務處聯合頒發的「精神健康急救證書」，同學獲得專業的知識，大大增加

服務的信心。 

 
  為提升同學對個人壓力的關注及增加其處理情緒的能力，社工以「沙遊輔

導」提升同學對自己情緒的認識，準確掌握個人的心靈狀況及減壓方法；以「畫

出我心」的藝術形式，幫助同學抒發個人情感，提升處理壓力、情緒的能力；「園

藝治療」使同學接觸自己的內心世界，深入認識自己，也透過與植物的接觸，

學習珍惜自我，擁抱生命。同時，透過不同的輔導小組建立支援平台，讓同學

在面對困局時可以感受動力和同行的力量。社工亦引入資源，讓同學放眼世界

及回饋社會，其中「共生舞蹈」更是傷健共融的活動，同學與殘障人士共舞，

體會在身體的限制下，殘障人士如何克服困難，培養同學積極樂觀及互相欣賞

的態度。 

 
  青年人學習與家人溝通，建立良好的關係，對青少年的成長有舉足輕重的

影響。故此，家長教育及家庭工作是駐校社工重視的一環。社工已舉辦五屆「心

曲共奏之〈跳躍心靈〉家長青少年對談藝術工作坊」，一群高動機，並且希望更

深入了解家長的年輕人被選為「特選義工」，他們在工作坊中與家長拉近距離，

透過靜觀和音樂的陶冶，令情緒放鬆，並以一同創作的藝術作品進行對談，增

進彼此認識。 

 
十四、公民教育 

 
  我校德育及公民教育發展共有 5 大範疇。性教育方面，本年度組織了以「論

盡性好奇」、「寧缺勿濫」、「性在有愛」和「性行為抉擇」等主題講座及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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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為中五、六級的女同學舉辦「認識子宮頸癌及預防疫苗」講座，教育同學正

確的知識和態度。時事及公民教育方面，公民大使於每周一主持早會，評論時

事，並佈置時事展板，舉辦「十大新聞選舉」和「時事王比賽」。國民教育方面，

我校於 9 月下旬舉辦「國慶周」，由公民大使組織活動，如國事評論、製作「兩

岸大事回顧」展板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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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舉辦「吃走壓力」講座，讓同學關注身心健康的發

展。本年度更參與「惜食香港運動：校園零廚餘」計劃，活動包括吃光有獎、

惜食講座、「大嘥鬼」巡遊、參觀農場和堆肥工作坊等，讓同學珍惜食物，認識

有機種植。品德教育方面，逢星期一早會，德育及公民教育組的老師和公民大

使都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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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與個人」、「我與社會」及「我與自然」為品德教育

主題的文章供初中同學閱讀。本年度亦安排中二級同學參與老人服務和表演，

並繪製摺扇贈送予長者，讓同學從服務中成長。配合校園主題「樂於學習，熱

愛生命」，我校推動「踐行的生命」計劃，透過老師、同學的分享、文章閱讀、

參與協助「深水埗明哥派飯」活動、探訪露宿者、與傷健人士同樂、生命電影

欣賞和香港理工大學內地社會服務等不同活動，帶領同學實踐美善的生命，活

出生命的價值。 

 

十五、訓導工作 

 

  訓導組秉持校訓「立己達人」的宗旨，致力建立優良校風。在訓導老師、

級主任及班主任互相配合下，共同肩負指導和訓誨同學的責任，培育同學明事

理、辨是非，律己守規的精神，建構正面和諧的校園。 

 
  我校積極推動正向管教，秉持對同學嚴而有愛的態度，引導同學改過遷善。

我校亦善用教師發展日及教師通訊網絡作為平台，交流正向管教的資訊，加深

教職員對正向管教的認識，使同學自律自愛，建立有利學與教的環境。 

 
  我校透過獎懲制度，幫助同學了解行為的是非準則，培養積極、正面的生

活態度，達致「立己」目標。本年度我校進一步加強培訓領袖生，由首席領袖

生與老師一起統籌各項訓練活動，透過步操、訓練營等活動，培養樂於服務及

勇於承擔的領袖生，讓領袖生視服務為重要的學習過程，建立自信。通過班長

及領袖生的協助，培養同學自律和自治能力，實踐校訓中「達人」的精神。我

校善用星期四下午周會，聯同沙田警區學校聯絡主任，舉行不同主題講座，讓

同學了解社會規範，成為律己守法的公民。我校亦設「考勤獎」和「勵行獎」，

嘉許守時勤奮守規的同學，在校內樹立良好榜樣。我校舉辦「守時計劃」及「向

善計劃」，鼓勵同學克盡己責，強化自律能力。同時，透過「班際守時、清潔及

秩序比賽」、「標語創作」活動及「叻仔叻女日日賞」計劃，鼓勵各班營造積極

進取、自律自主、互勉互助、和諧愉快的學習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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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生涯規劃 

 
  我校致力推動生涯規劃，讓同學在探索前路中了解個人特質，並在多元經

歷中裝備所需知識、技能及態度，發展個人抱負，終身學習。初中方面，我校

與聖公會（沙田）協作，與班主任配合，舉辦一系列的校本工作坊。透過富趣

味的活動，讓同學探索個人興趣、了解自己，以制定選科計劃。高中方面，我

校安排同學參加「職業專才教育課程體驗」、「模擬人生」等生涯規劃活動，透

過小組輔導、參觀大學、升學講座、模擬放榜及家長講座等活動，讓同學及早

規劃前路，制定明確的升學及就業目標。 

 
  受惠於九龍倉「學校起動」計劃（Project WeCan），我校積極透過「商校合

作」模式，加強同學的生涯規劃。中四級同學參加「職出前路，我做得到」聯

校生涯規劃活動日，探索未來發展方向。同學於暑假參與「職場體驗計劃」，前

往會德豐及九龍倉集團不同業務單位進行 3 至 4 星期的工作實習，了解職場實

況，確立發展目標，提高學習動力。透過跨科組協作，不同學科先後安排中五

同學參觀海港城及馬哥孛羅香港酒店，讓同學了解各行各業的要求，結合課堂

所學，延伸學習。 

 
  由 2013 年起，我校每年均與會德豐地產合辦「師友計劃」，由會德豐黃光

耀執行董事帶領企業同事擔任同學的「生命導師」，與我校中四至中六同學結成

「師徒」，透過師友互動、人生閱歷的分享，同學對升學及就業有進一步了解，

有助他們作出正確選擇，導師亦見證同學的成長過程。本年度我校繼續與新世

界集團結成合作伙伴，為全校員生籌備生涯規劃活動及推行「師友計劃」，協助

同學建立正確的工作態度和價值觀，發展終身學習能力，為踏入瞬息萬變的社

會作充足準備。新世界集團更首次為我校同學提供工作實習機會。會德豐及九

龍倉集團致力栽培我校同學成長，為鼓勵同學力求上進，特設「WeCan 

Scholarship」，獎勵入讀大學的畢業生。 

 
  我校同學各方面表現優異，連續 6 年獲得全港「青苗十大進步獎」，今年得

獎同學 6D 佘婉儀獲主辦單位邀請，分享成長經歷；5A 陳迦倩同學獲得「全港

青少年進步獎」；6D 陳建新、5B 鍾曉彤及 4B 羅嫦嫦同學獲「明日之星――上

游獎學金」；6C 譚諾行及 6E 顏冬宇同學獲「應用學習獎學金――特別嘉許獎」；

6B 陳穎雅及 6C 施鈞礪同學獲「尤德爵士紀念獎學金」。 

 
十七、聯課活動 

 
  為讓同學發掘自我、培養不同興趣，我校設有 33 個不同類型的活動小組，

分為學術、藝術及興趣、體育和服務 4 大類別。為進一步發掘同學的興趣及提

升技術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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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開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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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中國鼓、

定音鼓、划艇機及室內單車機等，為同學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機會，培養終身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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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同學積極參與，表現出色，在全港及地區比賽中收穫豐碩。我校更設「會

德豐傑出體藝成就獎」，嘉許每年在運動或藝術方面出色表現的同學。 

 
  我校推行「六年一貫」的體藝培育課程，自 2008 年起為中一級同學開設「一

人一體藝」活動，逢星期五下午放學後，全級中一同學參與樂器及運動培訓。

為延續同學的藝術經歷，我校於 2010、2012 年開始分別為中二及中三級增設「藝

術培養」課程，逢星期二下午放學後，兩級同學一同參與不同的藝術項目。2014

年起，初中同學聯同高中「藝術教育」課程的同學，於 5 月參與「藝萃大匯演」，

與全校師生分享藝術學習成果，同學的表現均獲得師生和家長的讚賞。本年度

適逢我校 40 周年校慶，各初中藝術培養組別聯同音樂劇組同學，共約 300 位同

學，於 1 月 4 日參與在葵青劇院的大型音樂劇「五育達人」的演出，眾多嘉賓、

全校師生、家長和校友，一同見證同學多年來的學習成果，演出獲得一致好評，

場面令人感動。 

 
  我校同學積極參加校外比賽，豐富人生經歷。本年度同學在田徑、單車、

舞蹈、音樂、烹飪及環保各方面表現優異，獲得不同獎項，收穫豐盛。我校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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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際比賽方面，本學年先後舉辦長跑、

排球、啦啦隊及音樂劇比賽，讓同學在不同範疇為所屬社別爭光，展現才華，

成為懷自信的五育人。各小組及社別得以順利運作，全賴學生領袖的策劃。為

加強培訓出色的領袖，讓同學展現 4E（Energy、Energize、Edge、Execute）的

領袖素質，我校於 7 月上旬完成學生會及社幹事選舉，並委任同學擔任下年度

公民大使、領袖生及朋輩輔導員。同時，安排學生領袖於暑假期間參加校本歷

奇領袖訓練營，為擔任新一年的領袖崗位作準備。各學生領袖透過參與不同的

服務及全年學習活動規劃，為全校師生創建一個「樂於學習，熱愛生命」的校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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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幹事有更充足的時間規劃新學年活動。學生會會長帶領幹事們致力籌

辦社際比賽及其他活動，豐富同學的校園生活，亦為同學提供二手課本買賣、

文具售賣、借雨傘等服務。學生會幹事定期與校長會面，並參與校務委員會會

議，共同參與校政的制訂，反映同學意見。 

 
十九、家校合作 

 
  家長會創立至今已有 40 年。家長會幹事共有 12 人，本年度共有 7 次家長

會會務會議，以籌劃各項家長活動。家長會邀請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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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亦舉辦多元化活動，包括中一家長迎新活動、家長敬師日及頌親恩活動等。

家長會與輔導組和社工合作，舉辦家長教育活動，如探訪獨居老人。家長會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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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家長參與校外講座，以關注子女成長，促進親子關係，加深對生涯規劃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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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

獎學金、甄選食物部及午膳供應商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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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目的在於團結各屆校友，共同關心

母校發展。校友會每年都會舉辦不同活動，聯繫校友及老師，讓校友們聚首一

堂，分享近況，緬懷過去的校園生活。每年，校友幹事會積極參與學校不同類

型的活動，如本年度的 40 周年校慶聚餐，筵開 49 席，校友回歸母校，分享自

己的工作經驗及當年的校園生活片段。同時，校友亦經常回到母校探望老師，

並與師弟妹分享升學及就業的苦與樂，為同學的生涯規劃出一分力。 

 

二十一、回顧與前膽 

 

  2017-18 學年為我校 40 周年校慶，主題為「樂於學習，熱愛生命，承先啟

後，立己達人」，師生為 40 周年校慶籌備一系列學習活動： 

 

日期 活動 

9 月 1 日 校慶啟動禮 主禮：環境局黃錦星局長 

9 月 22 日 校慶陸運會 主禮：黃金寶先生 

12 月 1 日 明報 A 版專訪：五育中學 40 周年校慶 

12 月 2 日 小學多元繽紛同樂日 主禮：沙田民政處陳婉雯專員 

1 月 4 日 校慶音樂劇「五育達人」 地點：葵青劇院 

3 月 24 日 校慶聚餐暨校友回歸日 主禮：會德豐黃光耀執行董事 

5 月 26 日 校慶畢業典禮 主禮：教育局楊潤雄局長 

出版課堂研究特刊、40 周年校慶特刊 

 
  衷心感謝黃光耀執行董事，過去 7 年熱心帶領會德豐同事，連同九龍倉集

團各業務單位，以及香港中文大學，全面支援我校發展，並積極協助 40 周年校

慶活動，關顧我校同學的成長需要，為同學建構豐盛而繽紛的學習生活。感激

家長、校友和各界友好熱烈支持，讓同學從籌劃校慶活動中學習，配合校慶主

題，展現 4E（Energy、Energize、Edge、Execute）領袖才能，發揮五育人「懷

自信、互關愛、敢承擔」的優良素質。同學在葵青劇院上演了精彩的「五育達

人」音樂劇；同學穿著新冬季校服創建新形象；校慶聚餐筵開 49 席；各科總結

多年課堂研究經歷出版特刊；大家一同渡過了精彩而難忘的 40 周年！ 

 
  2015-2018 校園主題為「樂於學習，熱愛生命」，過去 1 年，我校致力落實 3

年計劃的兩個關注事項： 

 

(1) 多元教學模式，提升應試能力，展現學習熱情； 

(2) 確立人生目標，豐富生命經歷，傳遞正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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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校園主題──培養「樂於學習」的五育人，我校近年嘗試結合「電子

學習」和「自主學習」，各科採用多元教學模式。今年更將「自主學習」推展至

中五，同學透過有系統的預習，建立優良學習習慣，課堂上展示預習成果，體

會學習的樂趣，展現對學習的熱情。我校除於 2017 年 10 月香港中學校長會「自

主學習聯校發展雙周」作公開課外，亦獲本區小學邀請，分享「善用電子平台

促進自主學習」的經驗。 

 
  我校自 2011 年 9 月起參加「學校起動計劃」，進一步強化同學五育均衡發

展，同學在公開試及校外比賽均持續增值。我校同學連續 6 年獲頒「全港青苗

十大進步獎」。根據「全港學業增值指標」，2012 至 2018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我校連續 7 年，4 個核心科目(中、英、數、通識)，以及最佳 5 科成績均為「正

增值」： 

 
香港中學文憑試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核心核心核心核心 4444 科科科科    

(中+英+數+通

識) 

首 25%增值 首 5%增值 首 25%增值 首 5%增值 

最佳最佳最佳最佳 5555 科科科科    首 25%增值 首 5%增值 

中文 首 25%增值 首 10%增值 首 5%增值 首 10%增值 首 5%增值 

英文 首 25%增值 首 40%增值 首 25%增值 

數學 首 10%增值 首 25%增值 首 10%增值 首 25%增值 首 10%增值 首 25%增值 

通識教育 首 25%增值 首 10%增值 首 5%增值 首 10%增值 首 5%增值 

 
  同學積極參與全港及地區比賽，致力豐富生命經歷，盡展潛能，並獲得多

個獎項，包括：學校朗誦節粵語集誦冠軍、普通話集誦季軍、英語集誦季軍、

英語原創短劇亞軍和季軍、向老師致敬全港徵文比賽亞軍、趣味科學比賽二等

獎、香港國際無伴奏合唱銀獎、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八級鋼琴銀獎、香

港青少年鋼琴比賽季軍、學校舞蹈節爵士舞及街舞全港團體亞軍、全港中學新

紮廚神亞軍、沙西區學界越野賽及長跑賽男子組全場總冠軍、全港單車賽冠軍

等。環保教育方面，同學積極參與「智能都會創新能源比賽」，繼 2014、2016

及 2017 年後，2018 年再次獲得全港冠軍。服務學習方面，繼 2016 年後，同學

今年再次成為「沙田區公益少年團」傑出團員，暑假前往日本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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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創校

至今 40 年，感激過去為五育孩子成長付出努力的持份者；近年同學持續增值，

正是會德豐、九龍倉、香港中文大學同事，以及我校員生「樂於學習，熱愛生

命」的成果。總結過去 3 年成功經驗，我校已訂出 2018-2021 新 3 年計劃，持續

發揚校訓「立己達人」的精神，致力栽培「懷自信、互關愛、敢承擔」的五育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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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事紀要大事紀要大事紀要大事紀要 

 

二零一七年八月 

� 學校起動計劃：職場體驗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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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德豐有限公司業績發布會。 

� 學校起動計劃：English WeCan Summer Course。 

� 6B 陳穎雅、5A 霍禮傑、梁達禧、5B 黃家樂同學獲「智能都會創新能源比

賽冠軍」，並前往沖繩考察。 

� 中五升中六暑期上學課程。 

� 中一新生導入課程──自主學習體驗。 

� 小學生暑期 STEM 科學班。 

� 教師專業發展日：認識精神健康。 

 

二零一七年九月 

� 40 周年校慶啟動禮：由環境局黃錦星局長主禮。 

� 40 周年校慶陸運會：由前單車世界錦標賽冠軍、香港單車代表黃金寶先生

主禮。 

� 學校起動計劃：「會德豐傑出體藝成就獎 2017」得獎同學及「職場體驗計劃

2017」參與同學與會德豐地產黃光耀董事午餐聚會。 

� 學校起動計劃：師友計劃──探訪石硤尾區長者。 

� 友‧導向計劃：惜食堂體驗活動。 

� 同學參與英語戲劇欣賞：“Anticlockwise”。 

� 旅遊與款待科帶領同學參觀國泰城。 

� 學生會交職、服務生授章暨運動員宣誓典禮。 

� 活動組聯同學生會舉辦四社中一同樂日。 

� 開展中一級「一人一體藝」及中二、中三級「藝術培養」課程。 

� 輔導組舉辦「關愛周」、「緣繩下降技術證書訓練課程」、「耆樂無窮迎中秋」

活動。 

�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舉辦「國慶周」。 

� 學生會聯同家長會合辦「家長也敬師」活動。 

 

二零一七年十月 

� 教育局公佈第 6 屆香港文憑試「學業增值指標」，我校同學表現良佳，連續

6 年，4 個核心科目(包括：中、英、數、通) ，及最佳 5 科均為「正增值」；

中文科及通識科為全港首 5%增值。 

� 學校起動計劃：第 5 屆傑出學生境外學習團，前往沖繩進行學習交流。 

� 友．導向計劃：新世界維港泳 2017。 

� 參與香港中學校長會舉辦的「自主學習」雙周，開放中文課堂，與友校交流。 

� 第 40 屆家長會就職典禮，由教育局教育心理學家盧景恩女士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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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會舉辦 40 周年校慶社際長跑比賽。 

� 輔導組舉辦動物警察講座及朋輩輔導員訓練營。 

�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帶領同學參觀各間大學。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 

� 第 69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集誦冠軍、普通話集誦季軍、英語集誦季軍、

英語短劇亞軍及季軍。 

� 學校起動計劃：畢業生張紫珊及蔡云生同學獲得公開試成績卓越獎學金。 

� 與「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舉辦「系統創新‧人才培育(SITEP)香港

QSIP 共學」分享會。 

� 參與“Inter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me”跨文化交流活動。 

� 全校老師參與香港中學校長會「自主學習網絡學校」教師專業發展日。 

� 上學期旅行及班際攝影比賽。 

� 旅遊與款待科同學前往龍脊及石澳考察。 

� 社區聯絡組聯同家長會參與「2017 沙田區家長教師聯會中學博覽」。 

�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舉辦「『北河同行』派飯活動」。 

� 輔導組舉辦「長幼一家‧關愛互傳」探訪獨居長者活動。 

� 無伴奏合團國際賽 2017：銀獎。 

� 第 38 屆沙田區舞蹈比賽：爵士舞銀獎。 

� 沙西區學界越野賽：男子全場總冠軍、男乙團體冠軍、男甲及男丙團體亞軍、

女子全場殿軍、女甲團體第六名、女乙團體季軍、女丙團體亞軍。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 明報：40 周年校慶特刊。 

� 會德豐地產有限公司、青年事務委員會、青年活動統籌委員會、沙田區青年

活動委員會與我校合辦「第 9 屆小學多元繽紛同樂日」。 

� 學校起動計劃：參觀九龍灣九巴車廠。 

� 「飛躍音符音樂大賽 2017」：金獎、銀獎、銅獎及優異獎。 

� 6C 譚諾行、6E 顏冬宇及方熙雯同學獲「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 

� 地理科同學參與野外考察營。 

� 化學科同學到城門河進行河水化學分析。 

� 科學科舉辦「中一級 STEM 風帆車比賽」。 

 

二零一八年一月 

� 40 周年校慶音樂劇「五育達人」於葵青劇院順利演出。 

� 學校起動計劃：我校於「趁墟做老闆」年宵活動獲多個獎項，無伴奏合唱團、

管樂及敲擊樂團參與表演。 

� 友‧導向計劃：新世界集團全城「喜」義關懷大行動。 

� 上學期全方位學習：中一級「紀律訓練營」、中二級「肇慶學習團」、中三級

「參觀濕地公園」、中四級「北京學習團」、中五級「Career Live 職場體驗

遊戲」、中六級「模擬面試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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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馬鞍山莊啟程小學全體教師分享「如何善用電子平台促進自主學習」。 

� 第 54 屆學校舞蹈節：優等獎、甲等獎及編舞獎。 

� 同學考獲 ABRSM 第八級敲擊樂證書。 

� 中文與英文科合辦「語文雙周」。 

� 中文科與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合辦「踐行的生命」徵文比賽。 

� 體育科舉辦中六畢業攀石。 

� 輔導組舉辦生命教育周，安排香港兔唇協會合辦講座及進行曲奇義賣。 

� 學生會舉辦優秀教職員選舉。 

� 社區聯絡組聯同家長會參與「精英展藝教育博覽 2017」。 

� 公益少年團同學參與周年大會操。 

 

二零一八年二月 

� 香港科學館「缺一不可」趣味科學比賽：二等獎。 

� 中二級肇慶學習團分享會。 

� 教職員發展日：身心靈工作坊。 

� 旅遊與款待科同學參觀民航處。 

 

二零一八年三月 

� 40 周年校慶聚餐暨校友回歸日：筵開 49 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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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中四「愉景灣英語學習遊歷」、中五「職業專才教

育課程體驗」。 

� 中六級惜別會。 

� 科學科同學參觀青山發電廠。 

� 香港國際無伴奏合樂盛典音樂會、愛與夢飛翔「愛‧分享」自由巿集表演。 

� 輔導組參與悅心大使聯校誓師日營、「青少年志願工作者雙向交流考察之

旅」。 

�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參與「新春老人服務」、「Teen 行者」關懷弱勢社群之旅、

校園零廚餘計劃：參觀有機農場。 

� 沙西區學界城門河長跑賽：男子全場總冠軍、男乙及男丙團體冠軍、女丙團

體亞軍、男甲、女甲及女乙團體殿軍。 

� 學生會舉辦社際排球比賽。 

 

二零一八年四月 

� 學校起動計劃：聯校教師發展日。 

� 學校起動計劃：2018 展銷會嘉許午宴。 

� 中一「遊走中上環」全方位學習日匯報比賽。 

� 下學期旅行。 

� 輔導組組織參觀香港迪士尼樂園活動、公益少年團海岸清潔行動日、「尊重

生命‧逆境同行」好心情計劃 Joyful Teens 日營。 

� 訓導組舉辦領袖生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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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五月 

� 40 周年校慶畢業典禮：由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太平紳士主禮，同日出版「課

堂研究」特刊及校慶特刊。 

� 40 周年校慶藝萃大匯演：各級藝術匯演。 

� 通識教育、地理、旅遊與款待、中史、歷史、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經濟

科合辦「人文學科周」。 

� 中三「小構思大創意」工作坊 

� 各科「同儕習作察閱」分享會。 

� 經商科舉辦「JA 小構思大創意工作坊」。 

� 深圳松崗實驗學校到訪。 

 

二零一八年六月 

� 學校起動計劃：職場影子計劃模擬面試及正式面試。 

� 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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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地產黃光耀董事及張慧琪小姐出席。 

� 生物科同學繼 2014、2016 及 2017 年獲得「創新能源項目比賽」冠軍後，今

年再次奪得冠軍，4 位同學各獲頒$6000 獎學金，以及 8 月前往大阪考察。 

� 友‧導向計劃：職場體驗活動—美聯集團。 

� 友‧導向計劃：紅十字會戰區 90 體驗。 

� 「學校起動」師友計劃：探訪匡智之家。 

� 「學校起動」計劃：參觀滙豐銀行歷史檔案部。 

� 英文科：中五級聯校英語說話訓練。 

� 英文科：與 Island School 交流。 

� 通識科：愛護動物講座。 

� 歷史及通識科：鯉魚門導賞團。 

� 視藝科：香港漫畫星光大道—學生導賞團及工作坊。 

�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杭州社會服務團。 

� 教師發展工作坊：分科討論落實對有不同學習需要同學的課業調適。 

 

二零一八年七月 

� 2018 年為第 7 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考獲兩科第 5 級以上的同學為歷年之

冠；6A 許瑋庭同學取得 3 科 5*佳績。應考 17 個科目中，共 3 科(物理、化

學、視覺藝術)第 2 級或以上達 100%；共 6 科(物理、化學、中國歷史、經

濟、旅遊與款待、視覺藝術)第 2 級或以上高於全港平均成績；共 3 科(資訊及

通訊科技、化學、物理)第 4 級或以上高於全港平均成績。同學在化學科和物理

科表現尤其突出，化學科第 4 級或以上為 88.9%；物理科第 4 級及第 5 級或

以上分別為 87.5%及 4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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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校起動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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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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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技科：參與理工大學 Maker Faire 足球機械人決賽。 

� 視藝科：聯校視藝展。 

� 2017-18 年度學生會選舉：新一屆幹事主要為中三升中四同學。 

� 20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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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英文科：中五聯校說話訓練；英語暑期課程。 

� 通識科：中四級社會認知課程。 

�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中環法治之旅考察日。 

� 2017-18 年度結業禮：分享過去一年校園生活片段。 

� 校長致送小禮物予「2017-18 全校教師最欣賞的同學」。 

� 20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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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組更製作精美紀念品送給每位同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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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學生暑期科學學習體驗班。 

� 教職員年終聚餐：沙田帝都酒店，顧問楊寶坤太平紳士一同參與。 

 

二零一八年八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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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WeCan：同學前往中大學習。 

� 無伴奏合唱團於香港國際音樂節 2018 總決賽獲得傑出金獎。 

� 中一新生導入計劃：學習體驗日，試行「自主學習」；數學紮根基。 

� 歷史科：中五升中六同學參與聯校 DSE 試題工作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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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師專業發展日：由學生培育委員會的不同組別主持，重溫培育學生的基本

工作及要求；資訊科技組亦分享最新電子工具，與各科攜手發展「善用電子

平台促進自主學習」。 

� 新學年教師聚餐：沙田華麗耆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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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外校外校外校外比比比比賽賽賽賽得得得得獎獎獎獎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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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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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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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項工作成果，各人對每項評分(1-6

分，6 分為滿分)，並提出未來改善建議。 

校園主題校園主題校園主題校園主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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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關注事項全校關注事項全校關注事項全校關注事項(一一一一)：：：：多元教學模式多元教學模式多元教學模式多元教學模式，，，，提升應試能力提升應試能力提升應試能力提升應試能力，，，，展現學習熱情展現學習熱情展現學習熱情展現學習熱情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多元教學模式多元教學模式多元教學模式多元教學模式 

(a) 優化初中優化初中優化初中優化初中「「「「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延展延展延展延展

至高中至高中至高中至高中 

(i) 與香港中文大學「優質

學校改進計劃」協作，

檢視初中「自主學習」

發展策略，舉辦中一至

中 三 自 主 學 習 工 作

坊，培養同學在預習、

摘錄筆記、小組討論、

匯報等能力 

(ii) 加強跨科分享及教師

同儕協作，優化初中

「導學案」的設計及運

用，並延展至中五級，

配合課堂教學，提升學

習效能 

(iii) 各科按需要嘗試於中

六 級 引 入 「 自 主 學

習」，透過蒐集、分折

資料及匯報等，提升同

學的分析、創意及自學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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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一起開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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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參與課堂參與課堂參與課堂參與」為目

的。2017-18 年度推展至中五級，並與中大協作，提供培訓，協助同學建

立良好的學習習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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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課前預習」

良好習慣。從觀課所見，各級同學已建立了良好課堂常規，課堂上積極參

與，同學有系統地進行預習，匯報能力良好。 

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平平平平均分均分均分均分：：：：3.85 分分分分 

透過不同自主學習策略及電子平台，同學主動性顯著提升；溫習(拍片形

式)很有幫助；同學回家看預習短片，上課匯報；同學自發拍片，記錄演

說過程，供老師評價；透過公開課、習作察閱、同儕觀課及校外觀課，促

進「自主學習」發展。 

導學案設計方面，各科均逐年優化，部分更延伸至高中，例如數學、物理

科以「翻轉課堂」方式，拍攝片段，並製作 QR code，配合導學案和工作

紙，讓同學作系統式預習及溫習。 

作為香港中學校長會「「「「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網絡學校網絡學校網絡學校網絡學校成員之一，我校積極參與 2017

年 10 月 23 至 11 月 3 日「聯校自主學習雙周」，老師們前往不同學校觀摩，

我校亦開放了中文科課堂，與老師分享交流；11 月 3 日全體老師前往東

涌參與「自主學習」聯校教師交流日，感謝英文科和數學科與友校分享。

中文科、數學科、經濟科及通識科同事加入了香港中學校長會的跨校學習

社群，一同探討相關學科的有效學與教策略，並與友校互相觀課交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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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iv) 2015-17 課堂研究主題

為「善用電子平台促進

自主學習」；適逢 40 周

年校慶，將近年課堂研

究成果結集成書，與友

校分享、共勉 

高了我校的學與教效能。來年我校會繼續參與「自主學習雙周」，提升教

師專業能量。 

於 5 月 26 日第 40 屆畢業禮出版「課堂研究特刊」，各科總結了過去多年

的課堂研究成果，反思不同學與教策略對學習效能的影響，當中包括電子

平台如何促進自主學習，與友校分享共勉。中文大學學科專家見証著我校

教師在發展「自主學習」道路上的專業成長，「課堂研究特刊」能順利出

版，他們的支援是不可或缺的。 

 

(b) 推展電子學習推展電子學習推展電子學習推展電子學習 

(i) 配合「自主學習」，各

科加強電子學習的應

用 ， 如 Kahoot 、

Nearpod 、 Prezi 、

Plickers 等，提升同學

的學習興趣及效能 

(ii) 善用九龍倉「學校起動

計劃」(Project WeCan)

及其他資助，提升硬件

及軟件設施，加強創意

教學，並建立全校課室

wifi 上網，優化各科電

子學習 

(iii) 加強學科同儕交流，善

用 各 電 子 學 習 網 平

台，分享科本電子學習

的應用及資源 

 

持分者問

卷、 

科務檢討會

議 

 

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平平平平均分均分均分均分：：：：4.09 分分分分。 

各科都有不同程度使用電子學習；平板電腦共 150 部；大部份科目均採用

電子材料電子材料電子材料電子材料，例如影片放於導學案中使用；同學主動性比往年顯著提升；運

用了：Kahoot、Plickers、Youtube、Facebook、Google Form；Wifi 非常穩

定，方便課堂運作；中文科用 Facebook 預習；英文做得好；部份科目如

電腦、數學科有更多電子學習活動；體育科拍片後 whatsapp 給同學。 

配合「自主學習」發展，進一步探究「電子學習」應用，我校加強教師培教師培教師培教師培

訓訓訓訓，感謝資訊科技組定期與全體教師分享，推介合適電子軟件和平台，如：

Nearpod、ClassDojo、Prezi、Stremrecording 等，透過成功經驗分享，大

大提高教師善用電子學習的信心和興趣。從觀課所見，不同學科教師均按

學科特性，勇於嘗試引入電子學習，強化學生參與，有效促進孩子自主學

習。 

過去數年，我校善用「學校起動計劃」資助，提升硬件及軟件設施，建立

全校課室 wifi 上網；為配合電子學習發展，我校亦善用教育局 wifi900 撥

款，於 2016 年暑假全校鋪設無線上網，促進電子學習。 

去年中文、數學及物理科三位同事嘗試使用 Surface 教學，物理科同事於

學期終開放課堂，讓其他科同事觀摩學習，並一同探討使用 Surface 的利

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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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c) 豐富豐富豐富豐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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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識見，建立自信，

提升思考及分析能力 

(ii) 優化全方位學習日的

活動，提供本地及境外

活動，加強科組合作，

讓 同 學 延 伸 課 堂 所

學，經歷多樣化學習模

式，鞏固學科知識 

科組檢討會

議、 

持分者問卷 

在我校教師十分認同「全方位學習」的成效，與去年一樣，在發展計劃 15

項工作中，本項平均得本項平均得本項平均得本項平均得分分分分 4.82，，，，排行第排行第排行第排行第 1。 

我校於 1 月 11 日至 12 日及 3 月 26 日為中一至中五級舉辦「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

日日日日」，透過有系統的規劃，讓同學走出課室，拓闊視野。各級分別設有不

同主題，例如：中一「遊走中上環」及「律己訓練營」、中二「肇慶自然

地貎及保育 2 日 1 夜學習團」、挑戰自我歴奇訓練營、中三「濕地公園考

察」及「社會認知」課程、中四「北京歷史及科技探索 5 日 4 夜學習團」、

愉景灣英語學習遊歷、中五「生涯規劃—商業機構探訪」、「職業專才教育

課程體驗」、中二至中四級於廣西省南寧市進行的「青少年志願工作者雙

向交流考察之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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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中四

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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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獎勵於各範疇表現傑出的同學， 10 月組織

了「傑出學生境外學習團——沖繩學習團」，嘉許 2016-17 學年傑出同學。 

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極之豐富；形式多樣；提供有意義的學習活動；

全方位學習日有助提高班內團結意識；高中藝術教育課程活動多元，如烘

焙、皮革等，同學興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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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語文雙周、5 月人文學科

周；各學習領域隔年進行，加入新元素和特色活動，進一步提高學習趣味，

並組織更多同學從籌備中學習，提升領袖才能，效果良佳。 

過去 1 年，各科按科本特色組織多樣化學習活動，如：生物科繼 2014、

2016 及 2017 年獲「創新能源項目比賽」全港冠軍後，2018 年再獲得冠軍，

得獎同學於暑期前往大阪考察。各科善用「學校起動計劃」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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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獲得多個獎項，並與黃光耀董事接受

新城財經台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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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2. 提升應試能力提升應試能力提升應試能力提升應試能力 

(a) 優化學與教策略優化學與教策略優化學與教策略優化學與教策略 

(i) 善用九龍倉「學校起動

計劃」(Project WeCan)

資源，加強與香港中文

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

劃」協作，推動校本教

師啟導計劃、共同備課

和同儕習作察閱，並積

極參與友校的科本合

作計劃，如「學科跨校

學習社群」計劃 

(ii) 優化「六年一貫」課

程，配合「小班教學」

優勢，按同學能力分

組，提供適切的教學策

略及支援 

(iii) 建 立 科 本 學 與 教 常

規，有系統地加強對同

學的照顧，建立跨科交

流，提升導學案及電子

學習在課堂內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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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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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中文、英文、數學及通識教育科。以數學科為例，中大學

校發展主任過去持續 5 年給予老師專業指導，每星期到校與數學科老師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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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大支援下，我校透過同儕習作察閱及同儕觀課，有效強化學與

教，以及學習評估的效能；尤其同儕觀課同儕觀課同儕觀課同儕觀課，中大專家一同參與，並於課後

個別與教師交流。教師啟導計劃方面，透過同儕支援，包括學科、校園生

活導師，有效讓新老師盡快投入五育大家庭。 

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本項平均得分本項平均得分本項平均得分本項平均得分 3.79。 

共同協作設計課程，積極參與友校課堂觀課，共同備課與同儕交流有助專

業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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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6 月已向全體老師發放 20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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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配合同學的學習需要，攜手優化教材，推動「六年一貫六年一貫六年一貫六年一貫」課程，進展良

好；初中中、英、數均參照「校本初中基本能力指標校本初中基本能力指標校本初中基本能力指標校本初中基本能力指標」，配合科本課程設

計，共同發展同學學習能力，有系統地迎接高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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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科按照科本課程及考核模式，配合「自主學習」，逐步強化學生學習常學習常學習常學習常

規規規規，如筆記摘錄、導學案要求、展示預習成果、小組協作、定期小測等。 

 
 
 
 
 



26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b) 鞏固初中學習鞏固初中學習鞏固初中學習鞏固初中學習 

(i) 善用九龍倉「學校起

動 計 劃 」 (Project 

WeCan)及其他社區資

源，於課後及周六加

強鞏固，如：全港性

系統評估、初中啟導

班、英語會話班、拼

音班及文法班，強化

中、英、數三科基礎

能力，銜接高中 

(ii) 強化「自主學習」在

課堂前及課堂內的應

用，提升同學學習的

自主性 

(iii) 各科加強銜接初中及

高中的評核模式，讓

初中同學及早掌握文

憑試解題與答題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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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後學習增益課後學習增益課後學習增益課後學習增益」為我校「學校起動計劃」2016-17 學年其中 1 個發展項目，

於課後及周六組織不同拔尖保底班，為同學打好學習基礎，課程包括：初中

啟導班、英文拼音班、文法班、全港性系統評估課程等等。7 月 4 日晚上進

行了初中啟導班的嘉許禮，嘉許在兩個學段大有進步的同學，家長、教師和

導師一同分享同學在學業方面成就的喜悅。為加強初中英文學習氛圍，英文

科於過去 1 年，為各級同學組織不同形式活動，讓同學從活動中應用英語，

進展良好。 

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本項平均得分本項平均得分本項平均得分本項平均得分 3.70。 

同學願意周六初中啟導班；整體效果良佳；各類補習班能配合不同能力層次

的同學；星期六班多及全面，十分好。 

為讓初中同學及早掌握文憑試解題與答題的技巧，各科均在教學過程、課業

和考核中，參照高中公開試要求，有系統地栽培同學，特別 4 個核心科目；

如通識教育科於初中滲入高中課程議題及教援解讀資料題，中文科教授部分

範文。不少教師常常印製學生佳作，供全班或全級一同觀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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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c) 加強高中課後支援加強高中課後支援加強高中課後支援加強高中課後支援 

(i) 高中各科制訂科本

應試策略，及早準

備，讓同學更有自

信地應付香港中學

文憑考試 

(ii) 善用「學校起動計

劃」資助，開設「周

六增潤班」、「拔尖

班」及「精研班」，

並增設暑期課程 

(iii) 善用放學全級補課

時間，加強全級學

習活動，如統一補

課、測驗、考試策

略講座等，鞏固所

學，提升學生應試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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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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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

星期一、三、五放學，同學均需要有系統地補課及統一測驗，以提高同學的學科

成績。 

在「學校起動計劃」的資助下，我校開辦「公開試增潤班公開試增潤班公開試增潤班公開試增潤班」，聘請導師為中四至

中六同學於星期六及假期中補課。「課後學習增益」為我校「學校起動計劃」

2017-18 學年其中 1 個發展項目，讓有志在學業方面提升成績的同學，不會因為

經濟因素而受影響。參與同學認為增潤班對同學有很大幫助，導師能啟導同學明

白科本知識，得益甚大。我校亦於暑假設有「中五升中六暑期上課」課程。為使

同學有更佳成績，由 2017-18 年度起，我校教師於周六開設「拔尖班拔尖班拔尖班拔尖班」、「精研班精研班精研班精研班」，

進一步加強對同學支援，協助更多同學入讀大學，提升同學學習信心。 

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本項平均得分本項平均得分本項平均得分本項平均得分 3.97。 

補課安排有組織，有系統；很多不同的班，比往年多；新增周六拔尖班，有助提

升尖子水平；有效統整各科補課。 

2018 年為第年為第年為第年為第 7 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考獲兩科第 5 級以上的同學為歷年之冠；

6A 許瑋庭同學取得 3 科 5*佳績。應考 17 個科目中，共 3 科(物理、化學、視覺

藝術)第 2 級或以上達 100%；共 6 科(物理、化學、中國歷史、經濟、旅遊與款

待、視覺藝術)第 2 級或以上高於全港平均成績；共 3 科(資訊及通訊科技、化學、

物理)第 4 級或以上高於全港平均成績。同學在化學科和物理科表現尤其突出，化

學科第 4 級或以上為 88.9%；物理科第 4 級及第 5 級或以上分別為 87.5%及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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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7(第第第第 1-6 屆屆屆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核心核心核心核心 4 科科科科及最最最最

佳佳佳佳 5 科每年科每年科每年科每年均位列於全港首全港首全港首全港首 25%。。。。2017 年增值指標中，核心核心核心核心 4 科科科科、、、、最佳最佳最佳最佳 5 科科科科、、、、

中文中文中文中文、、、、通識教育通識教育通識教育通識教育、、、、資設及通訊科技資設及通訊科技資設及通訊科技資設及通訊科技均位列為全港首全港首全港首全港首 5%增值增值增值增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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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展現學習熱情展現學習熱情展現學習熱情展現學習熱情 

(a) 優化閱讀策略優化閱讀策略優化閱讀策略優化閱讀策略 

(i) 於早上班主任時

段提供豐富的閱

讀素材，包括德育

文章、中文及英文

報紙，提升同學的

語文水平及課外

知識 

(ii) 推行全年科本閱

讀計劃，與各科配

合，提升對學科的

興趣，鞏固科本知

識 

(iii) 利用周會、小息及

午膳時段安排閱

讀講座及書展，推

廣 全 校 閱 讀 氣

氛，並利用校園電

視台、同學及老師

的書籍介紹引發

閱讀興趣 

(iv) 配合圖書館「好書

為你買」、「新書介

紹」及書展等活

動，加強校園閱讀

氣氛 

科主任及

學習領域

統籌報告、 

科組檢討

會議、 

持分者問

卷 

 

為進一步強化閱讀氣氛，去年開始嘗就配合學期頒獎典禮，邀請樂文書局於 1

月及 4 月到校舉辦 2 次書商書展。兩次書展反應熱烈，同學以頒獎禮所得的書

劵即場換購書籍，效果良佳。本年度於地下設置「五育漂書櫃」和教員室設置

「老師漂書櫃」，鼓勵師生閱讀。 

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本項平均得分本項平均得分本項平均得分本項平均得分 3.76。 

老師及學生書介的質素提升；老師能作正面的示範；書展配合書劵的派發，引

發學生買書意慾；各科按不同時段進行閱讀計劃，使同學的閱讀風氣提升；已

一貫進行中，成效明顯；早讀計畫及科本閱讀計畫，讓同學有固定的閱讀習慣，

並透過閱讀不同範疇的書籍及文章，拓闊識見。 

針對同學的不同興趣，2017-18 學年於圖書館內設置新書書展及邀請范建梅老師

到校主講作家講座作家講座作家講座作家講座，藉此擴闊同學的閱讀接觸面，引發閱讀興趣。經統計後，

在舉辦新書書展及作家講座後，同學的預約書籍人次有大幅度的提升。 

配合「好書為你買好書為你買好書為你買好書為你買」的活動，讓同學有機會自主地選擇書目，按同學意願添置

圖書，讓同學可閱讀自己有興趣的書籍，大大提升其閱讀興趣，情況十分踴躍，

實在令人鼓舞。 

為了增加同學接觸書籍的廣度，2017-18 學年亦舉辦了老師書介、早會書籍分

享、班內介活動及班際書介比賽，同學的表現亦較以往進步及積極，能向同儕

生動有趣地分享閱讀感想。部分同學更以英語作書介，可見同學不局限於閱讀

中文書籍。2017 年 9 月，先由班主任、級主任等與各班同學進行「老師書介」，

老師在分享好書的同時，亦製作電子簡報，為同學及後輪流進行書介前作出良

好的示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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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按時推介好書，效果不俗。 

閱讀學習組也先後舉辦了書介簡報設計比賽和書籍宣傳海報設計比賽，讓同學

發揮創意，展示閱讀成果，當中亦不乏優秀的作品。 

來年將繼續邀請樂文書局適時到校舉辦書展，因其圖書種類較多且內容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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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b) 樂於學習樂於學習樂於學習樂於學習 

(i) 善用九龍倉集團

「學校起動計劃」
(Project 
WeCan) 、社會福

利署配對基金及

社區資源，推動校

內、校外考察及聯

課活動，提升學習

興趣 

(ii) 豐富「學術周」，

發展跨科協作，強

化同學在學術周

的統籌及活動的

參與 

(iii) 各科積極參與校

外比賽，延伸學習

興趣，讓同學樂於

學習 

科主任及

學習領域

統籌報告、 

科務檢討

會議、 

持分者問

卷 

我校自 2011 年起，每年每年每年每年獲「學校起動計劃學校起動計劃學校起動計劃學校起動計劃」撥款$2,000,000 外，繼 2015-16 年

度成功申請社會福利署配對撥款社會福利署配對撥款社會福利署配對撥款社會福利署配對撥款$808,608 後，2016-19 再獲社署配對撥款

$2,292,705，為孩子提供多元化學習經歷。我校善用九龍倉集團「學校起動計劃」

的資源，參與一系列學習活動，包括：「紙飛機計劃」由作家教授中文寫作、「師

友計劃」英文攝影及探訪老人、企會財、經濟、設技及視藝科攜手參與荷里活

廣場「趁墟做老闆」活動等，管樂及敲擊樂團和無伴奏合唱組亦於「趁墟做老

闆」活動中作公開表演。透過跨科組跨科組跨科組跨科組、、、、商界和中文大學協作商界和中文大學協作商界和中文大學協作商界和中文大學協作，讓學習更有趣。 

我校於星期三「英語日英語日英語日英語日」，早會由英語大使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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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本項平均得分本項平均得分本項平均得分本項平均得分 4.15。 

各科組都積極參加不同比賽；學術周效果良好；學術周每學習領域每兩年舉辦

一次，學生投入參與及籌備學術周，效果良好；校外奪獎很多；考察活動豐富，

如通識外出參觀，中一遊走中上環，中二老人服務，中三社區認知。 

本年度繼續將集誦集誦集誦集誦納入初中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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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表現出色，於中一及中二級粵語獲得冠軍冠軍冠軍冠軍，中一

及中二級英語集誦季軍，英語「原創短劇」比賽亦獲亞軍等。 

我校員生盡展潛能，本學年獲多個全港及地區比賽獎項全港及地區比賽獎項全港及地區比賽獎項全港及地區比賽獎項。學術方面，同學獲得

敬師活動委員會主辦向老師致敬 2017 徵文比賽中一至中三組亞軍，《星島日

報》、《英文虎報》及教育局合辦星島第 33 屆全港校際辯論比賽初賽最佳辯論

員、最佳交互答問辯論員等。STEM 方面，繼 2014、2016 年及 2017 年後，同

學於 2018 年再次獲得「創新能源比賽」全港冠軍，每名同學獲得$6000 獎金，

並於暑假前往大阪學習交流。藝術方面，香港國際無伴奏合唱比賽 2017 銀獎、

第 5 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2017 西樂重奏冠軍及亞軍、康樂及文化事務

署及沙田文藝協會主辦第 38 屆沙田舞蹈比賽公開組爵士舞銀獎等等。其他獎項

詳見上文校外比賽得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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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c) 鑽研學習鑽研學習鑽研學習鑽研學習 

(i) 各科制訂提升同學

學習興趣的策略，

增加對學科研究的

興趣，深深深深化學習化學習化學習化學習層層層層

面面面面 

(ii) 各科在校內增設學

科活動及比賽，推

動校內學科研習的

氣氛 

(iii) 積極參與校外比

賽，鑽研學科知

識，提升同學在科

研的成就 

科務檢討

會議、 

持分者問

卷  

我校自 2008 年推動校本「小班教學」，投放資源，並增聘教師，多年來得到各

持分者認同及肯定，充分照顧同學的學習差異。隨著學校不斷發展，學科活動

已很多元化；為持續發展持續發展持續發展持續發展，本學年鼓勵各科嘗試探索，提升同學鑽研學習的動

力。 

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本項平均得分本項平均得分本項平均得分本項平均得分 3.67。各科安排深度多樣的比賽活動，

配合各科的學習重點，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各科都有不同學習策略；歷史科

請大學教授帶領同學考察；電腦科機械人大賽、航拍班、VR 班、Apps Inventor 

Course；體育科中四級舞蹈課程；新增了各類學科小組/聯課活動。 

在各科老師帶領下，同學參與多元化的校外活動及比賽，提升同學對各學科研

習的興趣。不少同學在校外學術比賽中更取得良好成績，如徵文比賽、趣味科

學比賽、繪畫比賽均取得驕人成績；STEM 方面，過去數年，生物科同學積極

參與「智能都會創新能源比賽」，每年均獲得獎項，同學經歷數月的鑽研，從發

明中創作，並製作模型，提出改善生活質素的方案。 

盼望來年，各科互相吸取成功經驗，發展不同帶領同學鑽研學習的模式，提升

同學對學科知識的追尋。 

 



31 

校園主題校園主題校園主題校園主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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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關注事項全校關注事項全校關注事項全校關注事項(二二二二)：：：：確立人生目標確立人生目標確立人生目標確立人生目標，，，，豐富生命經歷豐富生命經歷豐富生命經歷豐富生命經歷，，，，傳遞正向價值傳遞正向價值傳遞正向價值傳遞正向價值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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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發掘自我發掘自我發掘自我發掘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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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用班主任、早會、

周會及全方位學習

日時段及校園電視

台，透過分享及多元

活動，讓同學認識、

發掘及確立自我 

(ii) 推行「六年一貫」的

體藝培育課程，讓同

學參與校內外不同

類型活動，發掘及培

育才能，造就成功經

歷 

(iii) 善用校園環境展示

師生成就；善用午膳

及周會等時段，提供

機會讓同學展現才

能，營造展現自我、

互相欣賞的正面環

境及氛圍 

(iv) 優化自我成就獎勵

計劃、「叻仔叻女日

日賞」計劃及向善計

劃，鼓勵同學參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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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ASO 數

據、 

中大優質學

校改進計劃

數據 

我校致力培育「懷自信」的五育人，在本學年發展計劃 15 項工作中，與去

年一樣，本項平均得分本項平均得分本項平均得分本項平均得分 4.61，，，，排行第排行第排行第排行第 2。 

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每個周會、早會及班主任時段均非常充實及安排恰

當；英文早會的活動設計富有心思；所有早會、典禮皆由同學主持；有很多

學生願意主動參與早會主持及演講，表現積極；同學能在初中參與不同種類

的體藝活動，增值自己；體藝課程十分多元化；體藝培養出色，40 周年校慶

音樂劇的精采表演，共 300 多名同學參與其中，令人感動；公民大使直接傳

遞正向信息；級會幹事自行籌劃活動，如電影分享、障礙賽、賽艇，展現才

能。 

每日早會早會早會早會由不同崗位的學生領袖主持學生領袖主持學生領袖主持學生領袖主持，學生領袖於不同集會中展示主持及領

導能力，同學亦積極參與不同的活動。從各級班代表與校長定期的面談中，

同學欣賞我們所提供的學習機會，如全方位學習日帶來難忘的成長經歷。 

「六年一貫六年一貫六年一貫六年一貫」的體藝培育課程體藝培育課程體藝培育課程體藝培育課程方面，過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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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人的「管樂及敲繫樂團」，設立「會

德豐傑出體藝成就獎」，由黃光耀董事及商業機構高層主持面試。初中同學

於 9 月至 5 月每星期一天(中一星期五、中二及中三星期二)放學後參與不同

的體藝活動，有系統地發展體藝潛能，亦繼續獲得多個校外獎項。同學分別

於 12 月及 5 月進行「藝萃大匯演藝萃大匯演藝萃大匯演藝萃大匯演」」」」。中四及中五同學透過周會時段，進行「藝

術教育課程」，學習不同的藝術興趣，為緊張繁重的學業學習減壓。 

我校善用校園環境展示師生成就，校園內展現同學照片及獎項；科組由同學

組織學術周及午間活動；級會於午間及周會組織級比賽，營造互相欣賞氛圍。 

各組別推動獎勵計劃。輔導組透過「自我成就獎勵計劃」，鼓勵全人發展；

各級鑽石獎的同學有機會免費參加「傑出學生境外學習團」；訓導組透過「叻

仔叻女日日賞」計劃，有效鼓勵同學從小處做起，每日勤奮向學，樂於服務

他人；同學將獎勵貼紙儲存在學生手冊。同學計算校內服務生時數，並於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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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益少年團及社署「義

工運動」，發掘自我 

會劃定時段讓師生填寫公益少年團及社署義工服務冊等的有關紀錄。 

(b) 生涯規劃生涯規劃生涯規劃生涯規劃 

(i) 優化「六年一貫」的

「生涯規劃」，讓同

學訂立不同階段的

人生目標，發展所需

技能 

(ii) 善用「學校起動計

劃」資源，組織升學

及就業講座和工作

坊，參觀大專院校及

不同類型機構，參與

工作體驗計劃，提升

同 學 生 涯 規 劃 意

識，確立人生目標 

學與教檢討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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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大優質學

校改進計劃

數據 

我校透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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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本項平均得分本項平均得分本項平均得分本項平均得分 4.26，，，，排行第三排行第三排行第三排行第三。全校生涯規劃活動

十分多元化，增加同學的人生閱歷；周會推行涯規劃活動，效果理想，學生

投入；面試工作坊頗見同學認真看待。 

「六年一貫六年一貫六年一貫六年一貫」的「生涯規劃生涯規劃生涯規劃生涯規劃」方面，初中以自我探索和了解生涯規劃為主題，

與社福機構合作，設計校本工作坊及小組活動，並優化班主任輔導課，讓同

學認識自己的能力，構思未來從事職業，並訂立目標；透過班主任與同學的

互動，提升同學生涯規劃概念，明白職業與個人性格、興趣及能力的關係。

除選科講座及家長日講座外，亦進行模擬選科活動和小組輔導，協助中三同

學了解高中各科課程內容及選科應考慮的因素。高中方面，中四級舉行「模

擬人生」活動，同學及早思考個人生涯規劃路向，認識多元出路、學歷及專

業要求；中四同學於 4 月參加「學校起動計劃——聯校生涯規劃活動日」，

同學、家長及友校師生互動，參與職業體驗和生涯規劃分享。我校與聖雅各

福群會、香港聖公會及 IVE 合作，中五級於全方位學習日參加「職業專才教

育體驗」活動，在模擬真實工作環境實習，探索未來的出路方向；第二次家

長日前，收集各科老師對中五同學 DSE 預計成績，與同學及早訂立個人目

標。中六同學透過小組輔導、院校參觀、模擬放榜等活動，增進對各類課程

了解。 

我校善用「學校起動計劃」資助，籌辦多元商校生涯規劃活動，將企業參觀

經歷融入課堂所學。配合中五級英文選修課題，同學預先準備參觀時訪問問

題，前往企業參觀，認識多元的職場世界及要求。「職場體驗計劃」更受同

學歡迎，中五同學於去年暑假完成工作實習，同學分別於 8 月及 9 月開學禮

向會德豐高層及我校師生分享工作點滴。我校亦參與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友

導向」計劃，同學參與職場體驗活動，並透過參加「「「「師友計劃師友計劃師友計劃師友計劃」」」」，由會德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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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董事和同事、新世界發展、青年事務委員會成員擔任導師，為高中各級給予

支援。 

2. 豐富生命經歷豐富生命經歷豐富生命經歷豐富生命經歷 

(a) 展現展現展現展現 4E 領袖素質領袖素質領袖素質領袖素質 

(i) 優化聯課及科組活

動，讓同學參與不同

類型活動，豐富學習

經歷，提升自信 

(ii) 優化「班內一人一

職」計劃，並由「級

會」策劃和組織各級

活動，豐富同學體驗 

(iii) 優 化 校 本 領 袖 計

劃，發掘各級領袖；

強化各組別領袖職

能，讓同學展現 4E

領 袖 素 質 ： 活 力

(Energy) 、 鼓 舞

(Energize) 、 膽 識

(Edge) 與 執 行 力

(Execute)，為同學組

織不同活動，讓其從

參與中豐富生命經

歷 

(iv) 組織境外交流團，由

同學協助籌備和擔

當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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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高中的體藝活動均按時修訂及優化，並配合 2017-18 年度 40 周年校慶音樂

劇，推展「六年一貫」的體藝培育課程，讓同學找到合適的活動。透過於校

內表現及展示成果，校外參與比賽取得佳績，均提升了同學的自信。 

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本項平均得分本項平均得分本項平均得分本項平均得分 4.16。「班內一人一職」能發現領袖人

才；級會幹事能幹；各班主持不同的級會活動，展示出 4E 領袖素質領袖素質領袖素質領袖素質；發掘了

很多有潛質的中一演員，同學全情投入；不同校隊都有領袖角色帶領後輩；

各服務生當值表現良好；朋輩輔導員計劃訓練出有擔當的同學，受師生愛戴；

領袖生自發籌辦訓練；制服團隊表現不錯。 

級會級會級會級會在級主任帶領下，同學發揮自主角色，9 月初商討全年級活動計劃，級會

亦協助處理級壁報、旅行集體遊戲及周會各級比賽等，中六級會更發揮優良

領袖才能，統籌惜別會、畢業禮及謝師宴，表現良好。 

活動組用心統籌，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及各社幹事選舉社幹事選舉社幹事選舉社幹事選舉均於 7 月月月月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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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初中同學參與其中。本年度各組領袖均表現良

好，於校內外不同的活動中展現 4E 的特質。學生會及各社於暑假期間，開

展新一年工作計劃，及早預備；各社於暑期期間，均努力準備 9 月 40 周年校

慶陸運會啦啦隊比賽。學生會幹事於 9 月上旬與校長會談，分享全年工作計

劃。大部分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幹事為中三同學，幹事亦列席校務委員會列席校務委員會列席校務委員會列席校務委員會會議，與校長、

各組主任表達對校政的意見，一同檢討和規劃學校活動，如 40 周年校慶新冬周年校慶新冬周年校慶新冬周年校慶新冬

季校服設計季校服設計季校服設計季校服設計、傑出學生學習團目的地等。四社幹事充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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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氛熱烈，為全體師生帶來深刻的

回憶。全年逢星期一、三、五早上由不同崗位學生領袖主持早會學生領袖主持早會學生領袖主持早會學生領袖主持早會，公民大使

於星期一早上與全校師生作最新時事、德育專題分享，透過同儕學習培養價

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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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v) 同學從參與組織 40

周 年 校 慶 (2017-18

學年)活動中，豐富

生命經歷 

不同科組組織了不同的境外學習團，當中由同學擔任組長，同學均表現出色

及盡責。 

不同組別於籌備及演出 40 周年音樂劇過程中盡展所長，同學均表示是他們中

學生涯中難忘且獨特的經歷。 

(b) 增加人生閱歷增加人生閱歷增加人生閱歷增加人生閱歷 

(i) 與「學校起動計劃」

其 他 學 校 加 強 聯

繫，組織聯校活動；

鼓勵同學參與校外

不同機構的活動及

比賽 

(ii) 參與不同科組的校

外比賽及境內外交

流活動，透過與他校

師生的交流，增加人

生閱歷，擴闊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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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大優質學

校改進計劃

數據 

在本學年發展計劃 15 項工作中，本項平均得分本項平均得分本項平均得分本項平均得分 4.23，，，，排行第排行第排行第排行第 4。 

師生透過參與「學校起動計劃學校起動計劃學校起動計劃學校起動計劃」活動獲得寶貴的學習機會，包括：「趁墟做老

闆」聯校培訓及展銷會、「職場體驗計劃」暑期工作實習、中文寫作及英語聯

校培訓等，提供優良學習機會，與他校同學共展創意，提升學習能力及自信。

透過「友導向友導向友導向友導向」計劃，新世界發展、青年事務委員會成員擔任導師，為高中

同學組織具特色活動，拓闊視野。與鄰校港島中學(EFS)師生進行英語會話及

閱讀交流活動，讓師生得益不少。 

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師生在學校起動計劃或其他比賽中獲得不少獎項，

表現優異；職場實習收獲豐富，擴闊學生知識及視野；「學校起動計劃」English 

WeCan；校際英文辯論比賽；同學參與理工大學 STEM 電動車比賽；無伴奏

合唱團獲邀請於「趁墟做老闆」活動中表演；運動如學界越野賽。 

各科組如中文科、英文科、經商科、科學科、生物科、視藝科、設技科、音

樂科、體育科、家政科、輔導組、活動組、環保小組等均組織同學參與校外

比賽，獲得不少佳績，成績有目共睹。 

同學連續連續連續連續 6 年年年年獲頒「全港青苗十大進步獎全港青苗十大進步獎全港青苗十大進步獎全港青苗十大進步獎」，佘婉儀同學更獲邀拍攝短片，

分享其個人成長經歷；同學亦獲頒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上遊獎學金、「學

校起動」計劃獎學金。感謝各科組協助同學參與不同的獎勵計劃及選舉提名，

鼓勵同學不斷追求卓越，為同儕樹立良好的學習對象，並成功增加人生閱歷，

擴闊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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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3. 傳遞正向價值傳遞正向價值傳遞正向價值傳遞正向價值 

(a) 培育培育培育培育「「「「互關愛互關愛互關愛互關愛、、、、敢承擔敢承擔敢承擔敢承擔」」」」

的五育人的五育人的五育人的五育人 

(i) 優化價值教育，提升

同學的品德素養#，

提供機會讓師生表

達對他人的關愛，傳

揚「熱愛生命」信息 

(ii) 加強科組協作，配合

德育主題「踐行的生

命」，推動「生命教

育」，讓同學透過不

同活動展現對生命

的熱情，並學會感恩 

(iii) 優化「社會認知」活

動，讓同學接觸不同

社會企業及弱勢社

群，學習關愛他人，

反思及實踐自己於

社群中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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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項工作中，本項平均得分本項平均得分本項平均得分本項平均得分 3.55。 

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早會傳揚「熱愛生命」的主題，效果良佳；「生命

教育周」邀校外人士分享，反應效果良好；與生命鬥士分享；德育文章：

與同學分享的機會；好人好事、生命不倒翁、關愛周、我的快樂日記；義

工服務。 

我校透過不同時段的價值培育主題，逢星期一及五的早會由師生分享不同

價值的正面信息，鼓勵同學「熱愛生命」，效果良佳；星期二的早讀時段，

初中各級同學閱讀不同的德育文章，由班主任帶領同學討論及反思，同學

寫下回饋，並於班中分享。同學的課堂秩序表現理想，同學的品德素養有

所提升。 

輔導組於 9 月及 1 月分別舉辦「關愛周關愛周關愛周關愛周」及「生命教育周生命教育周生命教育周生命教育周」，並因應社會狀

況，組織「生命不倒翁生命不倒翁生命不倒翁生命不倒翁」活動，教授「靜靜靜靜觀觀觀觀」活動，給予同學情緒支援，

提升抗逆力，營造正向價值觀、關愛氣氛。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以「踐行踐行踐行踐行的生命的生命的生命的生命」為題，配合早會、德育文章、周會、

外出活動等，有效宣揚正面價值觀。通識教育科繼續安排中三及中四級同

學參與社會認知課程，分別訪談弱勢社群及探訪社企。不同科組繼續善用

校園電視台，全方位強化生命教育。各學生培育相關組別，善用校園不同

空間，各樓層展示正面價值觀標語，效果良好。這些活動均讓同學認識生

命的可塑性，明白生命可貴。 

配合校園主題「樂於學習，熱愛生命」，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推動以「踐行的踐行的踐行的踐行的

生命生命生命生命：：：：活出真活出真活出真活出真，，，，施行善施行善施行善施行善，，，，體現美體現美體現美體現美」為題，傳揚熱愛生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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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b) 推己及人推己及人推己及人推己及人，，，，服務社群服務社群服務社群服務社群 

(i) 推動多元義工服

務，讓同學於校內

外服務社群，並提

供機會讓參與師生

分享及展示所得，

傳遞正向價值 

(ii) 善用「學校起動計

劃」資助，優化初

高中的級本服務學

習活動；組織境外

體驗活動，讓同學

「 從 服 務 中 學

習」，傳揚正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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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大優質學校

改進計劃數據 

在本學年發展計劃 15 項工作中，本項平均得分本項平均得分本項平均得分本項平均得分 4.13。 

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教師周年計劃檢討意見：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參與了由理工大學主辦的杭州

社會服務團；五育愛己愛人社區大使計劃；中二及中四探訪老人，中三探

訪社企，同學反思得益，加強服務無私精神；中四全級外出參與義工服務，

效果不俗；不同級別的義工服務活動，同學積極參與，了解社會；全校參全校參全校參全校參

與與與與 CYC，不少同學服務時數很多。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與校外義工機構組織中二全級於校內進行義工服務，一

同服侍區內的長者。中四同學則繼續由輔導組與社福機構合作，並得家長

會協助，於周會進行義工培訓及外出服務區內老人。多位同學取得社會福

利署的最高義工服務時數獎，顯示出同學的優良服務社群精神。 

輔導組善用「學校起動計劃」及不同機構資助，推動「「「「義人行義人行義人行義人行」」」」計劃計劃計劃計劃及及及及「「「「五五五五

育愛己愛人社區大使育愛己愛人社區大使育愛己愛人社區大使育愛己愛人社區大使」」」」計劃計劃計劃計劃，提升同學關愛社區意識，過程中同學主動關

愛有需要的長者，獲得長者稱許及地區人士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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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720172017 至至至至 20182018201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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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教學模式，提升應試能力，展現學習熱情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1) (1) (1) 多元教學模式多元教學模式多元教學模式多元教學模式 

a.a.a.a.優化初中優化初中優化初中優化初中「「「「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延展至高中延展至高中延展至高中延展至高中 

檢視現行的校本「自主學習」模式，並與香港

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協作，優化「自

主學習」策略，培養同學在預習、摘錄筆記、

小組討論、匯報等能力。此外，亦加強教師同

儕協作，優化「導學案」的設計及運用，並伸

延至中五，配合課堂教學，提升學習效能。各

科亦按高中課程發展，強化「自主學習」元素，

提升同學的分析、創意及自學能力。適逢來年

我校 40 周年校慶，學與教委員會計劃將近年

課堂研究成果結集成書，與友校分享、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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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學習在我校推行已進入第五年，自主學習亦由中一級伸延至中

五級。學與教委員會作統籌，優化導學案、編訂自主學習時段及安

排，成效良好。全校現已可用無線網絡上網作教學用途；學與教委

員會亦加強高中課室的硬件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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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時段仍在中一及中二進行：中一級在星期二及四的課

後時段，中二級則在星期一及四的課後時段，果效理想。 

 

為提升自主學習在本校推行的成效，我校舉辦多次講座及工作坊予

初中同學。去年八月底於「中一導入計劃」活動已向中一級同學講

解自主學習模式及導學案；我校在去年 10 月亦參加了香港中學校

長會「自主學習雙周」的公開課，讓全港中、小學校長及老師到我

校觀摩，一同學習，分享成果，優化學與教效能。 

 

在觀課上，欣見不少科目有效運用自主學習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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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同學相互學習，加強溝通，彼此合作，有效提升學習效能。 

 

本年度，我校亦在 40 周年校慶畢業禮中出版「課堂研究特刊」，把

近年課堂研究的成果結集成書，讓老師總結經驗，與教育界同工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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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推展電子學習推展電子學習推展電子學習推展電子學習 

善用九龍倉「學校起動計劃」(Project WeCan)

及其他資助，提升硬件及軟件設施，建立電子

學習平台，加強創意教學，在全校課室 wifi 上

網的安排下，加強學科同儕交流，分享科本電

子學習資源，加強各科電子學習的應用，如

Kahoot、Nearpod、Prezi、Plickers 等提升學

習興趣及學習效能 

 
 

 

透過同儕觀課的觀

察及科務會議，檢討

各項措施的成效 

 

 

 

「善用電子平台促進自主學習」是本年度的主題。為配合自主學習

發展，本年度電子學習及網上電子平台的應用漸見成效，透過不定

期的的電子學習工作坊及公開課，老師在課堂內外漸多應用

Classdojo、Nearpod、Stremrecording、Socrative、Kahoot 等電

子軟件及網上電子學習平台。為配合自主學習，老師從不同的電子

學習平台，如 Google Classroom 等擬訂題目，讓同學在家預習、

自學。今年，更逐步增加平板電腦，供老師及學生於課堂內使用，

增加學習上的互動性。在觀課上，不少教師採用不同軟件教學。本

年，中文、數學、物理三科開始利用 Surface、Messenger、One Note

作教學。資訊科技組同工亦在課後舉辦工作坊讓老師熟悉不同的教

學軟件，並計劃擴展至各科應用，亦盼望能讓每位老師可以「一人

一機」，提升我校電子教學文化。 

 

c.c.c.c.豐富豐富豐富豐富「「「「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 

制訂及統籌聯課活動，配合學科學習內容，擴

闊同學識見，建立自信，提升思考及分析能力。

此外，亦優化全方位學習日的活動，加強科組

合作，讓同學延伸課堂所學，提供多樣化學習

經歷，鞏固學科知識 

 

透過學與教委員會

及 各 科 的 科 務 會

議，分析學生的表現 

 

 

 

全方位學習活動在我校發展成熟。第一次活動於 11-12/1/2018 進

行，而第二次則於 26/3/2018 進行。第一次活動包括中一級的律己

訓練營、中二級的「肇慶」兩天的交流活動、中三級的濕地公園及

英文科赤柱學習活動、中四級的「北京」五天考察交流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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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及英

文科愉景灣學習活動、中四級的「遊走中上環」小導師、中五級的

「職業專才教育課程體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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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各科更有

不同的校外、境外考察交流活動，拓濶同學識見，同學積極參與，

成績斐然。 

我校繼續致力拓展境外考察交流活動，期盼活動能令同學眼界大

開，增潤課外知識，以及促進同學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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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2) (2) (2) (2) 提升應試能力提升應試能力提升應試能力提升應試能力    

a.優化學與教策略優化學與教策略優化學與教策略優化學與教策略 

為優化學與教策略，善用九龍倉「學校起動計

劃」(Project WeCan)資源，並加強與香港中文大

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協作，本委員會致力

推動校本教師啟導計劃、共同備課和同儕習作

察閱，並積極參與友校的科本合作計劃，如「學

科跨校學習社群」計劃。此外，亦優化「六年

一貫」課程，配合「小班教學」優勢，按同學

能力分組，提供適切的教學策略及支援。同時，

建立科本學與教常規，有系統地加強對同學的

照顧。學與教委員會亦帶領各科進行跨科導學

案及電子學習的交流分享，提升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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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升同學的學習效能，我校致力改善學與教策略。我校多年來與

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協作。除參與「學科跨校學習

社群」計劃，老師同儕能在這平台上互相交流及分享，並有效提升

同學的學習效能。我校更延續已成熟的「同儕習作閱覽」、「同儕觀

課」、共同備課，資源教材分享等等。我校亦邀請中文大學「優質

學校改進計劃」學科專家到校參與觀課，並與老師檢視教學難點及

探討如何改進，優化學與教策略，提升同學在課堂內的參與，效果

良好。 

今年度，學與教委員會在各會議中探討如何優化電子學習，以提升

同學的學習興趣及能力，故電子學習工作坊及電子教學分享會在不

同時段舉辦，成效理想。 

b.鞏固初中學習鞏固初中學習鞏固初中學習鞏固初中學習 

於課後及周六加強鞏固學習，如設立全港性系

統評估課程、初中啟導班、英語會話班、寫作

班、拼音班、文法班等等，藉此強化中、英、

數三科基礎能力，銜接高中。各科亦加強銜接

初中及高中的評核模式，讓初中同學及早掌握

文憑試解題與答題的技巧 

 

 

 

透過同儕觀課的觀

察，習作察閱、測考

成績及科務會議，檢

討各項措施的成效 

 

 

 

為讓同學打穩基礎，並在成績上有所突破，我校在課後及周六開設

不同的拔尖保底班，包括初中啟導班、周六試增潤班、英文拼音班、

文法班、會話班、寫作班、全港性系統評估課程等等，提升同學的

不同能力，期盼他們在高中及公開試中有更好的表現。 

4/7/2018 晚上進行了初中啟導班的嘉許禮，嘉許在三個學段大有

進步的同學，家長與教師、校長一同分享同學在學業方面成就的喜

悅。由於初中啟導班受同學及家長歡迎，亦可鞏固同學的基礎能

力，故與合作伙伴機構薪火青年來年將於每學段的參與人數增至十

組，讓更多有志於學業上有更佳表現的同學得到照顧。 

c.加強高中課後支援加強高中課後支援加強高中課後支援加強高中課後支援 

統籌各科科本應試策略，及早準備，讓同學更

有自信地應付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善用「學校

起動計劃」資助，開設「周六公開試增潤班」

及「拔尖班」及「精研班」，並增設暑期課程。

加強課後補課，善用放學全級補課時間，如統

一補課、測驗、考試策略講座等，鞏固所學，

提升學生應試能力 

 

透過同儕觀課的觀

察，習作察閱、測考

成績及科務會議，檢

討各項措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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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星期一、三、五放學，同學均需要有系統地補課及統

一測驗，以提高同學的學科成績。 

在「學校起動計劃」及社會福利署配對基金的資助下，我校更開辦

不同類型的「周六增潤班」，聘請導師為中四至中六同學於星期六

及假期中補課，如英文拼音班、文法班、會話班等，讓更多同學受

惠。去年暑假開始，學與教已開展中、英、數、通識四核心科目的

拔尖班，以提升同學入讀本地大學的機會。自九月開始亦開辦「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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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研班」，全面提升同學入大學的機會，故今年文憑試的成績較去年

大有進步。 

(3) (3) (3) (3) 展現學習熱情展現學習熱情展現學習熱情展現學習熱情    

a.優化閱讀策略優化閱讀策略優化閱讀策略優化閱讀策略 

於早上班主任時段提供閱讀素材，包括德育文

章、中文及英文報紙，提升同學的語文水平及

課外知識。各學科推行全年科本閱讀計劃，提

升對學科的興趣，鞏固科本知識。利用周會、

小息及午膳時段安排閱讀講座及書展，推廣全

校閱讀氣氛，並利用校園電視台、同學及老師

的書籍介紹引發閱讀興趣，並配合圖書館「好

書為你買」、「新書介紹」及書展等活動，加強

校園閱讀氣氛 

 

 

科務會議，檢討各項

措施的成效。圖書館

的借閱數量及同學

對書介的投入感 

 

 

與往年相同，我校致力提升校園的閱讀風氣，老師及學生的書介鼓

勵同學閱讀，周會時段的書介比賽更可以提升全校師生對閱讀的關

注。此外，早上的中文及英文閱報亦有效提升同學的語文基礎及對

時事的了解，發掘對社會議題的興趣。書展及作家講座亦能向同學

介紹不同類型的書籍，並藉作家的成功例子，分享閱讀世界的樂

趣。這些活動對提升同學的學習及校園的閱讀氣氛有很大的幫助；

所舉辦的書展亦配合學段頒獎禮，鼓勵同學利用得獎的書券在書展

中購買書籍，加強校園的閱讀風氣。 

b.樂於學習樂於學習樂於學習樂於學習 

推動校內、校外考察及聯課活動，提升學習興

趣。豐富「學術周」，發展跨科協作，強化同學

在學術周的統籌及活動的參與。積極推動各科

參與校外比賽，延伸學習興趣，讓同學樂於學

習 

 

 

 

學習領域及科務會

議討論學生的表現 

 

 

本年度我校透過不同類型的校內、校外考察及聯課活動，提升同學

的學習興趣。本年度進行了兩次大型的全方位學習活動。第一次於

11-12/1/2018 進行，而第二次則於 26/3/2018 進行。除本地的考

察活動外，亦透過境外學習，擴濶同學的視野，提升同學對世界的

認知。各科亦積極帶領同學到校外參觀及考察，如歷史科帶領同學

前往歷史博物館、聯校工作坊及模擬試、鯉魚門歷史文化考察、沙

田馬鞍山石礦場考察等等；生物科帶領中五級同學到長洲實地考察

等等。透過聯課活動，讓同學樂於學習。本年度「學術周」分別有

1 月的「語文雙周」及 5 月的「人文學科周」，當中的攤位遊戲、

講座、戶外考察等活動讓同學跳出書本，在活動中引證所學，伸延

興趣。我校活動多元化，配合校園主題，成功讓同學樂於學習。 

 

c.鑽研學習鑽研學習鑽研學習鑽研學習 

各科制訂提升同學學習興趣的策略，深化學習

層面，增加對學科研究的興趣。在校內增設學

科活動及比賽，推動更多同學參與校外活動及

比賽，提升同學對鑽研學科知識的追尋及在科

研上的成就 

透過各科的科務會

議上，分析學生的表

現  

我校在各科老師帶領下，同學參與多元化的校外活動及比賽，提升

同學對各學科研習的興趣，如生物科帶領同學參與「智能都會創新

能源項目」比賽、電腦科帶領同學參加機械人比賽等等。不少同學

在校外學術比賽中取得良好成績，如全港中學生中華文化徵文比

賽、「主動繪出藝術人生」比賽、趣味科學比賽、英語獨誦、各類

本地及海外音樂比賽等等，成就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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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課程目標包括：(1)善用兩文三語；(2)具廣闊知識基礎；(3)掌握多元智能；(4)建立健康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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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人生目標，豐富生命經歷，傳遞正向價值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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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發掘自我發掘自我發掘自我發掘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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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一年兩次全校性有系統的全方位學習日，透過
全級性的本地及境外活動，讓同學在參與的過程中
成長，建立自信及領袖才能。又利用學術周，在午
膳及課後時間安排活動，提供正面的校園文化及價
值觀。鼓勵各科參與「叻仔叻女日日賞」及向善等
計劃，發拙並培養同學的潛能。 

各學習領域及科務會

議檢討學習活動的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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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級的肇慶考察團、中四級北京考察交流團、傑出學生境外遊等

等，擴濶同學視野，建立自信。 

我校在校內亦舉辦了不少的活動，本年的學術周活動包括「語

文雙周」及「人文學科周」，同學透過籌劃、組織及參與學術

周，提升領袖、溝通及協作能力，並為未來工作打下根基，為

社會培育未來領袖。 

 

b.生涯規劃生涯規劃生涯規劃生涯規劃 

  各科為同學訂立目標，在文憑試獲取良好成績，為
將來職業發展奠下良好基礎。各科亦配合升就組的
職場參觀活動，結合課本知識及職場工作，盡早規
劃未來 

 
 

科務會議檢討學習活

動的成效 

為協助同學訂立目標，在「學校起動計劃」的支援下，我校帶

領同學參觀大學、參與講座，以及參觀各行各業。在職場參觀

方面，同學曾參觀香港海關、海港城、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國

際航空飲食有限公司、M1 Hotel 等等，同學更於暑假期間參加

會德豐有限公司及新世界集團的職場實習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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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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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2) (2) (2) (2) 豐富生命經歷豐富生命經歷豐富生命經歷豐富生命經歷 

a.展現展現展現展現 4E4E4E4E 領袖素質領袖素質領袖素質領袖素質    

  推動聯課活動，各科安排校內及校外活動，讓同學
透過活動，建立自信，並培育責任感、廣闊視野等
素質。鼓勵各科組織境外交流團，讓同學參與籌備
工作，豐富人生經歷。各科積極籌備 2017-18 年度
40 周年校慶活動工作，讓同學積極參與，提升領
袖才華及能力 

 
 

學習領域及各科於科

務會議檢討 

除星期一早會老師及同學分享外，各科在教學過程中，以滲透

方式向同學灌輸正確的價值觀。同學參與學生會及社幹事選

舉，在自由組閣及參選下，同學通過籌備及組織活動，建立自

信，並培育責任感。我校亦籌辦了不少的境外交流團，豐富同

學的人生經歷，同學的人生經歷不單得以豐富，4E 的領袖素質

亦不斷提升。此外，本學年是我校創校 40 周年，不少大型活

動亦有學生參與及籌備，如 40 周年匯演中，英語話劇部分展

示了同學在學習英語的成果、40 周年陸運會及 40 周年學科周

活動也分別展示同學在體育、語文學習及人文教育的學習成

果，透過協助籌辦大型活動，同學的才華有所提升。 
 

b.增加人生閱歷增加人生閱歷增加人生閱歷增加人生閱歷    
  推動各科積極參與校外各類比賽，讓同學建立自
信，增加人生閱歷，擴闊視野 

 

各科於科務會議檢討 本年度我校舉辦了不少的級活動，各社亦籌辦了籃球、排球、

足球等各類比賽，當中的勝負固然重要，同學亦得以經歷勝與

敗的起跌，建立自信及不屈不撓的素質。各類的學習及境外交

流團亦增加了同學的人生閱歷，擴濶視野。 

 

(3) (3) (3) (3) 傳遞正向價值傳遞正向價值傳遞正向價值傳遞正向價值    

a.培育培育培育培育「「「「互關愛互關愛互關愛互關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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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科如人文學科，配合課程內容，加強對同學有關
價值教育及品格培育的教導，建立同學的良好品格
及積極人生觀，並熱愛生命 

各科科務會議檢討 各科配合課程內容，帶領同學參加校外各類展覽及工作坊，人

文學科如中史、歷史及通識等藉學科內容的社會及歷史人物，

如孫中山、邱吉爾、林鄭月娥等領袖向同學介紹領袖素質，並

透過該等人物的生命歷程、事跡、功與過，教授同學有關良好

的品格、「遇困難不畏縮」、「迎難而上」等積極的人生觀。 

 

b.推己及人推己及人推己及人推己及人，，，，服務社群服務社群服務社群服務社群 

  推動各科配合課程內容，安排社區及國內義工服
務，結合本科課程內容與社區需要，服務社群 

 
 

各科於科務會議檢討 透過通識科、輔導組和德育及公民教育組等，向同學講解社會

及國內基層需要，除建立良好的品格、助人精神外，亦鼓勵同

學服務社群，為本地及國內有需要人士提供服務。我校老師亦

帶領同學參與賣旗、到老人中心服務，通識科亦帶領中三及中

四全級同學參與「社會認知」活動，探訪基層人士及社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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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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720172017 至至至至 20182018201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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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教學模式，提升應試能力，展現學習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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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有一篇以生命教育為主

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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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會議檢討 1. 同學已建立閱讀德育文章及報章的習慣。 

2. 中一級反應較佳，中三反應一般，建議德育文章設師生討論環節。 

3. 由於閱報時間不多，加上英文老師反映星期五的英文報紙較配合

同學程度，建議來年改訂星期五英文報章「Young Post」，並於

星期二派發予同學閱讀，將進一步討論可行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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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其

學習效能。 

1. 會議檢討 

 

1. 本年度的科本閱讀計畫順利舉行。 

2. 個別老師較遲繳交分數，影響入分程序。 

3. 由於需要 6 月底前繳交頒獎名單，因此建議提早於每月 15 日前

為收集分紙的期限。 

4. 來年負責計畫的老師須每學段電郵分紙予林妍老師，確保準時並

可及時跟進情況。 

5. 於科本閱讀計劃全年總成績取得「A-」或以上同學，將於結業禮

獲頒獎狀及 HK$100 書劵以示鼓勵。 

6. 獎勵各級全年成績最優異的同學的建議不可行，因個別班別的同

分學生人數太多。 

7. 插班生須根據已交次數及調整次數計算，以免出現不公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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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會議檢討 

2. 統計老師分享

活動完成的比

率 

 

1. 全部老師按計劃於 9月 13日及 1月 17日完成書介及繳交書介簡

報。 

2. 部份老師推介非圖書館館藏書籍，令同學生借閱出現困難。 

3. 老師的簡報風格各異，建議來年以過往優秀老師的作品作示範。 

4. 在圖書館內擺放平板電腦方便同學查閱老師書介的簡報，觀察所

見，反應良好。 

1.4 安排中一級圖書館課，講解使用圖書館的

規則及盡早讓學生善用圖書館的設施及借

閱圖書，以培養閱讀習慣。 

1. 會議檢討 

 

1. 今年中一圖書館課安排於 9月班務日，效果理想。 

2. 建議來年繼續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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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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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會議檢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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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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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依然保持一年收集 3次班際書介比賽評分表，以達到督促各班跟

進的效果。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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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會議檢討 

2. 統計各級學生

完成比賽的比

率 

3. 問卷 

1. 班際書介比賽已分別於 5 月 3 日和 5 月 10 日周會時段進行。本

年度書介的匯報形式多樣，部分組別及同學結合影片、音樂、話

劇表演等形式，亦有人同學以英語及普通話作匯報。 

2. 中三於 SAC 進行，更易管制同學秩序，同學表現投入，效果理想。 

3. 超過 9成中一至中三級同學滿意是次的活動安排 (參考附件二：

17-18 書介比賽問卷統計) 。 

4. 書介評分方面，應以內容及演說方式為主，來年將更改評分紙，

讓評判以更客觀的標準作評分。 

5. 建議邀請陳永祥副校長及初中級主任擔任評判。 

6. 建議於班際書介比賽增設「最受同學欣賞的書介」獎項，希望提

高同學的參與感。 

7. 來年考慮攝錄書介比賽及於中一、二班房播放各班別得獎片段作

參考。 

1.7 舉辦書介簡報設計比賽，培養學生之創意

及分享習慣。 

1. 會議檢討 

2. 統計學生參與

比賽紀錄 

1. 本年度的書介簡報素質大致理想。 

2. 建議來年學期初在中一級播放優勝班別作品，讓同學加以參考，

提升簡報設計質素。 

1.8 與視藝科合辦高中級書籍插圖設計比賽，

讓學生發揮創意，並藉此提升其閱讀興趣。 

1. 會議檢討 

2. 統計學生參與

比賽紀錄 

1. 由於插畫設計較難評審，因此視藝科老師建議以封面設計作為比

賽內容。 

2. 本年度的比賽作品質素不俗，得獎作品已張貼於圖書館門外的壁

報板上。 

3. 活動的成效不俗，建議來年繼續舉行。 

1.9 與校園電視台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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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會議檢討 

2. 完成活動的次

數 

1. 本年度在於上、下學期拍攝了一次新書推廣節目，並已於校園電

視台播放。 

2. 在第 1次新書推廣節目中，共介紹 3本書，書本內容較適合高中

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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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3. 因應第 1次節目的問題作調整，在第 2次新書推廣節目中，縮減

每本書的介紹時間，增加書本數量，共介紹 5本書，深淺程度均

備，同學反應良好。 

4. 建議來年可參考本年度第 2次節目的處理方法，簡單介紹書籍內

容重點，增加介紹的書籍數量及類型，選書時希望能盡量配合同

學的興趣。 

5. 建議由首席閱讀大使撰稿及負責介紹。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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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會議檢討 

2. 完成活動的次

數 

3. 按時完成活動 

1. 活動已舉辦數年，負責在早會作書介的同學表現漸見進步。 

2. 因天氣問題令環境氣氛不太合適，影響同學的集中力，令早會書

介的成效不大。 

3. 建議來年取消活動，以其他平台推廣書籍。 

1.11 邀請知名作家於周會時間主持推廣閱讀

講座，介紹不同書籍種類，以此吸引學生

閱讀。 

1. 會議檢討 

2. 問卷 

3. 投票率 

1. 本年度書介講座繼續邀請范建梅老師介紹圖書，並預購了 40 本

書籍。 

2. 為了進一步推廣閱讀，本年安排中一至中四同學參與講座，延伸

至高中。 

3. 當天范老師身體抱恙，稍為影響演講內容，但亦順利完成閱讀講

座。 

4. 有超過 9成的同學表示是次講座能提高閱讀興趣，建議來年安排

中一至中五同學出席講座，令更多同學受益。(參考附件一：17-18

作家講座問卷統計) 

5. 為了范老師的需要，本組代同學訂購所介紹書籍，唯出現已收取

同學款項但無法供應書本的情況。不論在收款、訂購及退款過程

都十分複雜，牽連甚廣。建議下年度不設代訂書籍服務，要求書

商到校出售圖書，避免因訂書帶來之收款問題。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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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會議檢討 1. 本年度共舉辦了 7次，每兩個月轉換 1次。 

2. 近年的新書較以往有趣而且種類較多，以偵探、懸疑書籍最受歡

迎，有助提高學生閱讀興趣。 

3. 本年共 176 人次使用預約新書服務，效果良好。 

4. 建議來年繼續進行新書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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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13 定期舉辦書商書展，並於書展擺放「好 

書為你買」收集箱，幫助學生購買感興趣

及合適的書籍。 

1. 會議檢討 

2. 完成活動的次

數 

1. 本年度配合學期頒獎典禮，邀請樂文書局於 1月 18-19 日及 4月

24-25 日到校舉辦 2次書商書展。 

2. 學生以書劵即場換購書籍，由於第 1次的書展於學期頒獎典禮當

天及翌日舉行，因此學生書劵的使用率較高。 

3. 第 2次書展未能配合學期頒獎典禮的日期舉行，因此學生書券的

使用率大大減少。建議來年盡量安排書展於學期頒獎典禮當日舉

行，以免浪費。 

4. 本年度兩次書展學生的總消費超過 HK$22,227，為歷年之高。 

5. 同學利用「好書為你買」收集箱，讓圖書館代為購置圖書。 

6. 建議來年繼續邀請樂文書局到校舉辦書展，因其圖書種類較多且

內容適宜。 

7. 來年兩次書展暫定 1月 24-25 日及 4月 11-12 日舉行。 

1.14 於圖書館設立「好書為你買」收集箱，為

學生購買心儀讀物。 

1. 會議檢討 

2. 統計學生參與

次數 

1. 本年度共收到 46 張建議表格，並成功購買了 25 本由同學建議的

書籍。 

2. 未能購買的書籍主要是與館內藏書重複或書本內容不適合。 

3. 建議來年加強宣傳，讓更多學生得悉及善用服務，提高活動效益。 

1.15 於圖書館設立「老師及同學書籍」書櫃，

推動分享文化，鼓勵同學閱讀。 

1. 會議檢討 

2. 統計借書量 

1. 在圖書館內設有平板電腦，讓同學查閱所有老師的書介簡報，有

效推動同學見識各類書種，觀察所見，反應良好。 

2. 由於同學推介的書籍質素各異，本年度於圖書館內設置「老師書

介」書櫃，此設施頗受學生歡迎，共有 94 人次借閱老師推介的

書籍。 

3. 來年將繼續設置「老師書介」書櫃，並逐年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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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確立人生目標，豐富生命經歷，傳遞正向價值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2.1 於圖書館常展生命教育主題的書展，讓學生 

透過閱讀相關書籍，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及人

生目標。 

1. 會議檢討 

 

1. 本年度已於圖書館內配合生命教育主題設立長期書展。 

2. 來年將會繼續設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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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會議檢討 

2. 參與閱讀大使之人

數 

 

1. 本年度共取錄了約 45 位閱讀大使。 

2. 本年實施十優閱讀大使計劃，鼓勵閱讀大使表現，整體而言，

閱讀大使的當值情況較去年良好。 

3. 建議來年考慮重點培訓高中同學擔任閱讀大使，負責推廣活

動，初中同學主要在圖書館內當值。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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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1. 本年度共取去 482 本圖書，成效稍遜。 

2. 由於「環保書墟」的書籍多是圖書館多年積累下來的註銷書

籍，不少已經是不合時宜的雜誌、刊物和書本，未能引起同學

興趣。 

3. 建議來年把值得交換的舊書改放在「五育漂書櫃」和「老師漂

書櫃」，讓師生自己交換取閱。 

 

負責老師姓名： 余嘉欣、林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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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720172017 至至至至 2018201820182018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多元教學模式，提升應試能力，展現學習熱情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評估成效 

(1) 多元教學模式 
配合不同學科，安排中三及高中學生

走出校園，參觀不同的機構，提供多

樣化的學習經歷，思考未來的發展方

向及強化其學科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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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不

同學科，安排高中學生進行職場參觀

及職業體驗活動，提升學生對工作世

界的認知。 

 

善用電子學習的資源，安排中三及中

六同學進行職志評估，從中制訂升學

計劃。 

 

學生參與的情況、老師
於活動的觀察、活動檢
討數據、網上職志評估
服務的數據、升就組會
議評估 

本組全年先後與不同學科合作，安排同學前往不同的職場參觀，包括： 
 

學科 參觀機構 

旅款科 馬可孛羅(香港)酒店 

地理科 九龍巴士、民航處 

歷史科 匯豐總行—歷史檔案部 

本組亦透過聖雅各福群會，分別安排中五級同學於全方位學習日的上午參加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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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於過程中表現主

動及投入。老師亦表示活動對同學在發掘職志方面有正面的作用，期望來年繼續

舉辦同類活動。 

本組繼續與英文科合作，配合中五級英文選修課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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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組透過「學校起動」計劃及香

港聖公會的支援下，於全方位學習日下午安排中五級同學按照英文科分組前往中

華電力有限公司、明報報業有限公司、香港專業護理學會、國泰航空飲食有限公

司、酒店及咖啡館參觀。本組更與聖雅各福群會合辦「職場走訪」工作坊，讓同

學外出參觀更多不同類型的機構，從中認識多元的職場世界及了解不同行業所要

求的品格及元素。  

 

根據活動後的問卷調查，同學對整體活動之滿意程度達到 94%，亦有 92%的參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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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參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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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老師均認為科組的合作能夠擴展學科的知識領域，同學亦樂於外出參觀進行學

習，而結合了參觀工作紙更有助學生思考相關的職場世界與未來發展方向的關係。 

建議來年繼續嘗試與其他外間機構合辦活動，安排同學參觀更多不同行業的機

構，為不同學科的學生籌備多元的學習環境。 

 

由於老師反映進行輔導時，使用紙本的職志評估問卷會較方便，因此，本年暫停

訂購網上職志評估服務，以紙本形式作為替代。截至六月，中三至中六級所有同

學皆完成職志評估，人數較往年上升，本組認為來年可繼續維持相關安排。 

(2) 提升應試能力 
安排高中同學參加「生涯規劃」活

動，透過模擬放榜、預計成績及小組

輔導，認清自己的目標及公開試成績

的相互關係，並邀請畢業生回校分享

心得，鼓勵同學善用高中時間，訂下

升學目標，及早準備文憑試。 

 

善用「學校起動」計劃資源及與英文

科合作，積極透過「師友計劃」活動

加插英語學習元素，營造良佳的英語

溝通環境，提升英語運用的能力。 
 

 

學生參與的情況、 

老師於活動的觀察、活

動檢討數據、 

學生的英語能力評

估、升就組會議評估 

本組於十一月收集老師預計文憑試成績，並由聖公會印製模擬放榜成績單，於模

擬放榜發放予中六同學。同學透過活動中的模擬經歷、小組分享、社工講解、找

尋出路等等環節，使同學了解成績對其出路的影響及各類升學及就業所需的相關

學歷或經驗。 

 

同學在活動中分享收到成績單後的徬徨和英文成績的重要性。活動後老師及社工

均反映大部分學生十分認真、投入。不找工作、不面試、與同學在小組中閒談的

問題遠比預期中少。根據活動問卷調查，98.5%同學認為模擬放榜活動促使他們認

識了更多放榜出路選擇及相關學歷的重要性。 

 

本組安排中四至中六同學一起出席參觀活動，而為了讓同學在參觀時有所得著，

本組設計了參觀大學小冊子，並加入自主學習元素，同學需於出發前進行預習該

大學的課程內容，以便於參觀當天加深對課程的了解。而小冊子亦加入校園導賞

指引，期望同學能透過活動進一步了解大學校園生活，提高其向學動力。 

 

為了讓同學認識更多院校，本組亦首次嘗試拍攝一系列之大學院校介紹短片，由

同學主持介紹其課程及環境，讓同學對各院校有更全面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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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評估成效 
本年各所大學參觀的人數資料如下︰ 

大學 日期 帶隊老師 報名參觀人次 

科技大學 23/9/2017 梁美珊 21 

理工大學 30/9/2017 蔡錦樂、梁啟善 67 

浸會大學 07/10/2017 謝偉傑 58 

城市大學 14/10/2017 朱成德 37 

中文大學 21/10/2017 陳幗英、林佳達 83 

香港大學 04/11/2017 林佳達 38 

沙田 IVE 08/12/2017 蔡錦樂、梁啟善 65 

 

本組每年均舉行中六升學小組輔導，以 4-5 人為 1 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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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如大學、高級文憑、海外升學

等)。大部份同學樂意與老師討論前途問題，升就組老師評估了同學的情況後，再

按同學需要提供合適的跟進工作，並鼓勵同學於畢業試及公開試時作更大的努

力，選擇合宜的科目，增加入學的機會。本組老師於會議檢討成效，均認為在生

涯規劃資源中心的配合下，進行小組輔導的效果良佳，同學亦十分願意分享其升

學計劃，但部分能力較弱的同學未有明確的升學方向，老師需於放榜日後作出跟

進。建議來年由數位老師組成跟進小組，於放榜日支援不同能力的學生。 

 

本組於本學年 10 月嘗試組織畢業生回校分享，但由於時間未能配合，故建議來年

再作安排，加強校友支援的角色。 

 

本組與英文科合作，透過「師友計劃」的活動加插英語說話學習元素，期望同學

(Mentee)從中學習相關的英語詞彙和語句，與會德豐導師(Mentor)進行英語互

動，提升英語運用的自信及能力。13 位中五級同學與會德豐義工結成「師徒」，

外出進行不同類型的學習活動。本年同學們與其導師先後進行英語校園定向遊戲

及英語咖啡拉花藝術工作坊(English Latte Art Workshop)，感謝本組英文科老

師為同學用心設計英語工作紙，讓同學於活動前學習相關的英語詞彙及語句，讓

學生能以英語進行相關活動，期望透過活動加強同學英語說話能力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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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評估成效 

(3) 展現學習熱情 
善用「學校起動」計劃及「友導向」

計劃的網絡，安排同學與不同行業的

成功人士作分享交流，為全體同學提

供不同的學習對象。 

 

透過周會，向中四級同學介紹應用學

習課程，鼓勵高中同學因應個人能力

和職志興趣參加。 

 

與不同科組合作，組織相關的行業參

觀，並優化其參觀工作紙，提升學習

興趣，深化學習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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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形式及新的評核安排

等，然後讓同學報讀導引課程。同學分別於 3 月 17 及 24 日共二個星期六參加導

引課程。 

本年度的報名及取錄人數結果如下： 

 4A 4B 4C 4D 4E 總人數 

正式報名 2 8 6 1 8 25 

正式取錄 2 7 2 1 8 20 

本年報名及獲取錄的人數較往年上升。只有少部分報名同學不獲取錄。 

本組建議來年可進一步優化同學對應用學習課程的認識，與及對其升學及就業的

關聯性等，讓不同能力的學生對應用學習有更全面的認識。 

 

本組繼續透過跨科組協作，組織多元職場參觀，讓各科學生能結合課堂與真實世

界的了解，融會貫通，深化高中學科終身學習的元素和共通能力的培養。本組分

別與經商科、地理科、旅款科及歷史科合作，協作設計配合各科課題的參觀工作

紙，讓同學在外出前，先行準備相關行業的基本資訊及參觀訪問時的問題，以提

升學習效能。而本組亦會與各商界夥伴單位先行協調行業人士分享的內容，務求

讓學生能把參觀經歷融入課堂所學，並從中認識多元的職場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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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確立人生目標，豐富生命經歷，傳遞正向價值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評估成效 

(1) 確立人生目標 
安排升就老師與外間機構合作製作

中一至中三班主任課教材，並由升就

老師及班主任協助，為同學進行生涯

規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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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組除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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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為「選科工作坊」)外，本年於

中二及中三級引入校本生涯規劃課，加強班主任之支援角色，協助同學進行生涯規劃。

本組老師及班主任均反映初中大部分同學於活動中表現十分積極投入。 

 

而根據活動後的意見調查所見，中一至中三同學對整體活動之滿意程度平均達到

96.4%，92%的同學認為活動讓他們認識生涯規劃概念，成效良佳。本組建議來年入班活

動安排於第二學段進行，並把校本生涯規劃課擴展至中一級。 

 

透過一系列的選科講座、高中同學分

享、小組輔導、職志評估及入班活

動，讓中三級同學從多角度了解新高

中各科的課程內容及選科時應考慮

的因素，制訂合適的選科計劃。 

學生參與的情況、老師
於活動的觀察、升就組
會議評估 

本組於下學期家長日向中三級同學及家長介紹新高中學制及選科安排，另外亦邀請了 

學友社輔導中心總監及 5位修讀不同選修科的高中同學分享，向家長和中三同學介紹選

科時家長所扮演的角色、同學需考慮及注意的事項。本年度，禮堂繼續加設「選科咨詢

攤位」，由升學輔導大使解答同學及家長對學科的查詢，反應十分良好。根據講座後的

問卷調查所得，超過 97% 的同學及家長認為是次講座內容有助提升他們對選科的認識。 

 

本組聯同聖公會，為中三同學安排入班選科活動及進行職業性向測試，讓學生明白升學

及擇業與個人性向因素之關聯。大部份中三級同學均積極投入體驗活動，並樂於完成 

職業性向測試。本組隨後便安排本組老師為同學進行小組選科輔導，增加同學對新高中

學制的認識及在同學作出選科抉擇時提供輔導支援。本組認為小組選科輔導能有效地支

援同學選科，並解決同學在選科時所遇的疑難。 

 

組織「聯校生涯規劃活動日」及「高

中生涯規劃營」，透過不同的職業體

驗、成長歷奇活動，協助中四同學探

索個人職志，發掘興趣。而中五級則

注重建立堅毅的品格、探索未來的出

路方向及制訂升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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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組安排中四全級同學參加 4月舉行的「聯校生涯規劃活動日」。是次活動分別有職業
體驗、生涯規劃分享及職志諮詢等，讓同學透過一連串的活動去認識自己及體驗不同性
質的工種，及早規劃未來。老師反映同學們都投入及踴躍參與活動，尤其是職業體驗工
作坊，對同學而言都比較新奇有趣。 
 
綜合過往三年生涯規劃營之經驗及各老師的意見，本組更改了中五同學「高中生涯規劃

營」的安排，以「職業專才教育體驗」活動取代「生涯規劃營」，由職業訓練局安排多

元的課程體驗讓同學參與。活動前，本組先行製作工作紙，當中包括職志測試、反思及

計劃出路的元素，以配合體驗活動，讓同學有更大的得著。活動當天由 VTC 的導師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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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評估成效 
校簡介職業專才教育不同升學途徑，再安排同學前往不同的院校進行體驗，期望同學能

對不同種類的課程有更深入及真實的體驗，以作為未來升學參考之用。 

 

根據同學之選修科目，安排同學前往不同的院校進行相關的課程體驗： 

組別 所屬院校 課程 

A 組 黃克競 IVE 工商、酒店 

B 組 沙田 IVE 工程、多媒體 

C 組 觀塘 IVE 藝術、設計 

同學表現十分投入，主動積極，隨隊老師反映同學的投入度及得著均較參與「生涯規劃
營」顯著，強烈建議來年沿用此新安排，更有效地提升同學掌握「職業專才教育」。 
 

安排一系列高中「生涯規劃」活動，

如模擬人生、職場參觀、工作體驗及

模擬面試等活動，並安排升學大使透

過短片介紹不同院校及行業，提高高

中同學的生涯規劃意識、認識多元的

出路途徑、增加對工作世界的了解及

發展所需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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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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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讓學生認

清自己的目標及公開試成績的相互關係。大部份同學均積極投入參與，嘗試模擬申請不

同的院校、工作及參加面試，從中了解學歷程度與出路選擇的關聯性，及早計劃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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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5%，亦有 95%的同學

認為活動讓他們了解學歷及成績與升學及工作選擇的相互關係，而且希望活動時間可以

延長及讓他們參與更多的不同工種體驗。 

 

本年亦首次嘗試拍攝香港科技大學及香港理工大學的院校介紹短片，由同學主持介紹其

課程及環境，並透過校園電視台作全校播放，效果十分良好。期望來年拍攝其他不同院

校，讓師生對各所院校有更全面的認識。 

安排大學參觀及升學講座，讓同學了

解各類課程的收生要求，並善用「生

涯規劃資源中心」，為中六同學提供

小組輔導，協助同學透過 JUPAS、IVE

及 E-APP 系統順利完成報讀大專院

校的不同課程，為升學作最佳準備。 

老師於活動的觀察、 

升就組會議評估 

本組繼續為中六級同學舉行 JUPAS 報名工作坊，希望同學在老師的協助及指導下，認識

系統操作，包括開設帳戶及選擇課程。同學在工作坊中表現專注投入，亦成功解決不少

操作上的困難。本組於會議檢討後，建議來年繼續為中六同學舉辦是次工作坊。 

 

為協助同學裝備更完整的升學資訊及報讀大專院校的不同課程，本組除安排 IVE 的代表

到校外，更邀請開辦副學士的理工大學-HKCC 到校介紹課程、入學要求及涵接大學等內

容，加強同學了解不同專上院校的特色，規劃不同升學途徑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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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評估成效 
中六同學在班主任的協助下組成不同小組。同學於 9月初需填寫模擬課程選科表及制定

3個心儀課程及 3個出路方案，並透過小組輔導，與老師共同探討其可行性。 

老師於 10 月已開始約見同學，全體中六同學於 1 月前分別與老師面談最少 2 次以上，

而師生亦善用生涯劃資源中心共謀出路，效果良佳。 

(2) (2) (2) (2) 豐富生命經歷豐富生命經歷豐富生命經歷豐富生命經歷 
善用「學校起動」計劃及「友導向」

計劃資源，組織同學參與生涯規劃活

動、工作體驗計劃及師友計劃，並鼓

勵畢業生與商界義工擔當導師，提升

高中學生與義工導師的交流，擴闊社

交圈子及視野，豐富人生閱歷。 

參加人數、 

老師於活動的觀察、升

就組會議評估 

感謝「學校起動」計劃及新世界集團的安排，為高中同學安排不同的工作實習機會。本

年度，「Project WeCan--職場體驗計劃」可供實習的機構及工種及數量與去年相若。由

於參與的學生人數較往年增加，面試的競爭亦更為激烈。本組已為參與同學進行中文及

英文面試訓練，而在會德豐地產的支援下，安排了本校同學參與模擬面試。本年度共有

15 位同學參與「Project WeCan--職場體驗計劃」，同學表現十分投入，認真準備面試

內容，珍惜難得的學習機會。本組已於同學正式外出工作前，教授同學工作的正確態度、

職場禮儀及溝通技巧等，並協助同學準備相關服飾，提升同學外出實習的自信心。 

 

本組亦繼續發展師友計劃，除了安排完成工作實習的 13 位中五級同學與會德豐導師義

工以小組形式結成「師徒」外，繼續透過「友導向計劃」與新世界集團組織小組師友計

劃，分別支援 30 多位中四至中六同學。同學與導師一起參與不同的職場參觀、義工服

務及價值教育活動等，培養同學的自信及正面人生觀。 
組織高中同學協助「生涯規劃資源中

心」的活動及輔導工作，讓同學協助

同儕進行生涯規劃，展現其領導素

質。 

參加人數、 

老師於活動的觀察、升

就組會議評估 

本組招攬了 12 名中四至中五級同學協助生涯規劃資源中心的運作，由同學於午膳時間

協助開放資源中心、發布升學資訊及協助其他同學使用網上職志評估工具，進一步支援

同學的不同需要。 

 

本組老師進行檢討後，認為同學用心盡責，但仍有進步空間。建議來年可讓同學參與更

多生涯規劃的工作，如協助中三選科輔導、拍攝升學介紹短片及帶領大學參觀，加強全

校同學的生涯規劃意識。 

 

協助同學競逐不同機構的獎勵計劃

及各範疇的選舉比賽，增加同學的閱

歷，向不同的傑出學生學習。 

老師於活動的觀察、 

升就組會議評估 

 

本組協助同學參與不同的獎勵計劃及選舉提名，鼓勵同學不斷追求卓越及為同儕樹立良

好的學習對象。本年度，同學獲得青苗十大進步獎、上游獎學金、「學校起動」計劃大

學獎學金及「全港青少年進步獎」等多個獎項，成績優異。建議來年提名更多在不同範

疇有良好表現的同學，鼓勵同學參加更多與生涯規劃有關的活動及比賽，從中學習、突

破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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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評估成效 
(3) 傳遞正向價值傳遞正向價值傳遞正向價值傳遞正向價值    
善用「學校起動」計劃及「友導向」

計劃的支援，組織學生參觀不同的社

福機構、社會企業及醫護行業，讓同

學接觸相關行業人士，透過行業分

享，認識相關行業的要求及提升同學

的生命教育。 

 

善用師友計劃平台，組織學生與導師

一起服務社群，回饋社會，傳遞正向

信息。 

參加人數、 

老師於活動的觀察、升

就組會議評估 

本組在全方位學習日安排部分同學參觀香港專業護理學會，透過護理人員的分享及同學

參與護理的體驗活動，提升同學對生命的正確價值觀。 

 

本組亦透過不同的師友計劃，提升同學的生命教育。同學先後參與惜食堂的「粒粒皆辛

館體驗」及「紅十字會戰區 90 體驗」，培養對生命的熱愛及珍惜之情。而師友亦經常一

起參與義工服務活動，包括探訪匡智之家、獨居長者及於新世界維港泳擔當環保大使，

讓同學服務社群，回饋社會。 

 

 

負責老師姓名：林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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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720172017 至至至至 20182018201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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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人生目標，豐富生命經歷，傳遞正向價值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評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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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發掘自我發掘自我發掘自我發掘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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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用班主任、早會、周會、全方位學習

日時段及校園電視台，透過分享及多元

活動，讓同學認識、發掘及確立自我 

(ii) 推行「六年一貫」的體藝培育課程，讓

同學參與校內外不同類型活動，發掘及

培育才能，造就成功經歷 

(iii) 善用校園環境展示師生成就；善用午膳

及周會等時段，提供機會讓同學展現才

能，營造展現自我、互相欣賞的正面環

境及氛圍 

(iv) 優化自我成就獎勵計劃、「叻仔叻女日

日賞」計劃及向善計劃，鼓勵同學參與

公益少年團及社署「義工運動」，發掘

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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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ASO 數據 

 

 

(i) 效果良佳。學生領袖於不同集會中展示主持及領導能力，同學透

過早會短講分享及校園電視台的節目中表現自信。同學積極參與

不同活動，如全方位學習日、社際比賽等，展現活力及潛能。 

(ii)成效理想。初高中同學於不同時段有系統地參與體藝活動，成功

地發掘及培育才能。他們的成就於 40 周年校慶表演和學期終的藝

萃大匯演中表露無遺，深得觀賞者讚賞；同學亦繼續於校外獲得

多項獎項，可見有關課程的正面果效。 

(iii) 校園內不同的空間均展現同學不同成就的照片、作品或獎

盃；校園內仍有很多空間可展示學生成就，來年將進一步善用有

關空間。不同的學術周及午間活動等，給予機會讓同學組織及參

與活動，營造有活力及互相欣賞的氛圍。 

(iv)今年度繼續善用周會時段讓同學有系統地計算校內服務時數，讓

同學填寫校內服務、公益少年團及社署義工服務冊等的有關紀

錄，讓同學檢視自己的參與及成就，也讓老師肯定同學的付出。 

(b) 生涯規劃生涯規劃生涯規劃生涯規劃 

(i) 優化「六年一貫」的「生涯規劃」，讓

同學訂立不同階段的人生目標，發展所

需技能 

(ii) 善用「學校起動計劃」資源，組織升學

及就業講座和工作坊，參觀大專院校及

不同類型機構，參與工作體驗計劃，提

升同學生涯規劃意識，確立人生目標 

學與教檢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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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初中繼續於周會舉辦由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與社福機構合辦的生

涯規劃活動，班主任及級主任均參與其中；初高中同學均配合校

內的反思活動，讓他們盡早訂立目標，並按時檢視及修訂。檢討

詳見升就組報告。 

(ii)於周會邀請學術及專業機構人士到校主講，而參觀大專院校及不

同類型機構，參與暑期工作體驗計劃和模擬放榜活動等等，讓高

中同學盡早了解升學及就業要求，並思考合適自己的出路。檢討

詳見升就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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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 豐富生命經歷豐富生命經歷豐富生命經歷豐富生命經歷            
(a)(a)(a)(a)    展現展現展現展現 4E4E4E4E 領袖素質領袖素質領袖素質領袖素質    

(i) 優化聯課及科組活動，讓同學參與不同

類型活動，豐富學習經歷，提升自信 

(ii) 優化「班內一人一職」計劃，並由「級

會」策劃和組織各級活動，豐富同學體

驗 

(iii) 優化校本領袖計劃，發掘各級領袖；強

化各組別領袖職能，讓同學展現 4E 領

袖 素 質 ： 活 力 (Energy) 、 鼓 舞

(Energize)、膽識(Edge)與執行力

(Execute)，為同學組織不同活動，讓

其從參與中豐富生命經歷 

(iv) 組織境外學習，由同學協助籌備和擔當

組長 

(v) 同學從參與組織 40 周年校慶(2017-18

學年)活動中，豐富生命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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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初高中的體藝活動均按時檢討及優化，讓同學找到最適合其發展

的活動。透過校內表演及展示成果，參與校外比賽取得佳績，均

提升了同學的自信，並肯定了同工的艱辛付出。 

(ii)透過級主任與各級級會領袖一同策劃及推行活動，如籌辦班際比

賽，協助布置該級樓層及壁報，帶領旅行的集體遊戲及境外學習

團活動等等，效果理想。 

(iii) 校本領袖培訓計劃繼續於暑假開始，不少初中同學參與其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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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同學勇於參與不同小組的領袖工作，

雖於初期表現幼嫩及欠自信，但仍努力不懈。欣見他們於學期終

結時表現理想，展現 4E 特質，實屬可貴。 

(iv)除了中二級和中四級的境外學習團外，不同科組亦組織了境外學

習團，讓同學擔任組長；部份學習團更與當地學生交流或一同參

與服務，同學均表現出色及盡責。 

(v) 40 周年校慶的不同活動，如葵青劇院的五育達人、校慶聚餐暨校

友回歸日等，同學積極參與組織和投入活動，於校內外充分展現了

他們的 4E 特質。 

(b)(b)(b)(b)    增加人生閱歷增加人生閱歷增加人生閱歷增加人生閱歷    

(i) 與「學校起動計劃」其他學校加強聯

繫，組織聯校活動；鼓勵同學參與校外

不同機構的活動及比賽 

(ii) 參與不同科組的校外比賽及境內外交

流活動，，透過與他校師生的交流，增

加人生閱歷，擴闊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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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大優質學校改進

計劃數據 

 

 

 

 

 

(i) 師生透過參與「學校起動計劃」的活動獲得寶貴的學習機會，如

參與了「趁墟做老闆」的聯校培訓及展銷會，於荷里活廣場擺設

展銷攤位，與他校同學共展創意及自信。同學表現優良，勇奪 5 個

大獎。 

(ii)不同科組如科學科、視藝科、活動組、環保小組等均組織同學參

與校外比賽，屢獲殊榮，成績有目共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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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評估成效 

3.3.3.3.傳遞正向價值傳遞正向價值傳遞正向價值傳遞正向價值            
(a) 培育培育培育培育「「「「互關愛互關愛互關愛互關愛、、、、敢承擔敢承擔敢承擔敢承擔」」」」的五育人的五育人的五育人的五育人 

(i) 優化價值教育，提升同學的品德素養#，

提供機會讓師生表達對他人的關愛，傳

揚「熱愛生命」信息 

(ii) 加強科組協作，配合德育主題「踐行的

生命」，推動「生命教育」，讓同學透

過不同活動展現對生命的熱情，並學會

感恩 

(iii) 優化「社會認知」活動，讓同學接觸不

同社會企業及弱勢社群，學習關愛他

人，反思及實踐自己於社群中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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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透過不同時段的價值培育主題，德公組於逢星期一及五的早會由師

生分享不同價值的正面訊息，鼓勵同學「熱愛生命」，效果良佳；

星期二的早讀時段，初中各級同學閱讀不同的德育文章，並寫下回

饋於班中分享。同學的課堂秩序表現理想，課堂違規的情況罕見，

顯示同學的品德素養良好。惟同學的守時、缺席及欠交功課的情況

仍有頗大的改善空間，詳情參閱訓導組及德公組報告。 

(ii)輔導組的生命教育周及關愛周活動讓同學明白生命的可貴，讓同學

透過不同活動展現對生命的熱誠和對別人的關懷。德公組則以「踐

行的生命」為題，以不同活動讓同學學習珍惜和感恩。而通識教育

科繼續結合課堂的學習，安排中三及中四全級同學參與社會認知課

程，探訪弱勢社群及社企；中三同學更於人文學科周以攤位分享所

得，讓其他同學也一同學習生命的可塑性及服務他人的可貴，啟示

同學努力地投入自己生活的同時，學習關愛他人，實踐自己於社群

中的責任。 

(b) (b) (b) (b) 推己及人推己及人推己及人推己及人，，，，服務社群服務社群服務社群服務社群    

(i) 推動多元義工服務，讓同學於校內外服

務社群，並提供機會讓參與師生分享及

展示所得，傳遞正向價值 

(ii) 善用「學校起動計劃」資助，優化初高

中的級本服務學習活動；組織境外體驗

活動，讓同學「從服務中學習」，傳揚

正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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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德公組繼續與校外義工機構組織中二全級於校內進行義工服務，一

同服侍區內長者。而中四同學則由輔導組延續與社福機構多年的合

作，於周會時段參與義工培訓及外出服務，當中亦有家長一同參

與。同學於不同科組舉辦的校內外義工服務中表現積極盡責，除可

在自我成就獎勵計劃中反映外，更可在社會福利署主辦的義工運動

的嘉許中可見。全校共 50 名同學獲得社會福利署主辦的義工運動

嘉許狀(50 小時或以上服務及 100 小時或以上服務)，其中兩名同

學更獲得嘉許金狀(服務 200 小時或以上)。4C 褚育綺同學更繼前

年 4B 倪靜虹同學獲得由教育局主辦的香港公益少年團傑出團員

獎，肯定了我校同學的付出。 

(ii)德公組組織同學與理工大學的師生於試後活動到國內服務，讓師生

上了寶貴的一課。檢討詳見德公組的報告。 
#7 大首要培育的價值觀： (1)堅毅； (2)尊重他人； (3)責任感； (4)國民身份認同； (5)承擔精神； (6)關愛； (7)誠信 

 

負責老師姓名： 馮潤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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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720172017 至至至至 20182018201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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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人生目標，豐富生命經歷，傳遞正向價值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一)確立人生目標 

(a) 善用學校環境，展示具正

面價值觀、生命的標語，

營造欣賞生命的正面環境

及氛圍 

 

學生培育檢討會議、全體教

師周年工作檢討會議 

 

 

推展順利，目標達成。在全校各處地方，包括課室、走廊，和各層前後梯的梯級

和牆壁上，均張貼印有正面價值、踐行生命字句的標語，讓學生經常接觸，達致

感染、滲透教育的效果。此外，逢星期一早會上，由公民大使解說每周格言，然

後每班班主任安排學生抄寫在一張橫額上，張貼在課室內適當位置，使同學增加

看見的次數，效果不錯。年終時則由公民大使做總結。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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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培育檢討會議及學生

問卷調查 

推展順利，成效良好。在全年校曆表內不同月份，設定三大範疇，分別為「人與

自己」、「人與社會」和「人與自然」，然後在各範疇內訂立四個相關的品德或價值

觀，對應地在學生手冊內編寫每周格言，並於周一早會由老師或學生詮釋該項品

德或價值觀。 

周一早會由首席公民大使主持，加上其他公民大使和老師，以個人生活、故事及

時事新聞來詮釋該月的主題價值觀及人生觀，效果良好。由公民大使作主持及分

享，有效地提升同學的表達能力和演說能力，亦加強了校園的分享文化。初中級

的公民大使分享周二閱讀文章的感受和得著，相當理想。 

周二閱讀文章，利用多方面的閱讀材料和形式，加深初中級同學對該品德或價值

觀主題的認知和吸收，有一定的成效。 

(c) 優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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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園電視節目、電影分享、

營會等，幫助同學認識自

我、建立健康形象，懂得

尊重自己、尊重別人。 

 

學生培育檢討會議及學生

問卷調查 

推展順利，成效滿意。 

中一至中六各級由家計會或衞生署負責，進行性教育工作坊或講座，切合各年齡

層同學不同的成長需要；學生回應正面，效果良好。 

舉辦了中二級女生的衞生講座及中五、六級女生的子宮癌講座，反應良好。明年

會繼續舉辦。 

此外，舉辦「吃走壓力」講座和「可持續發展」互動劇場等健康教育，效果滿意。 

參與了由綠領行動舉辦的「惜食香港運動：校園零廚餘」計劃，一系列的活動包

括收集廚餘、惜食講座、食晒有獎、參觀農場、大嘥鬼巡遊和堆肥工作坊等，效

果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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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推行「踐行的生命」，透

過不同形式的宣講、展示

和活動，提升學生感到個

人生命的價值，從而熱愛

生命，實行立己達人。 

學生培育檢討會議及學生

問卷調查 

透過短講、分享、閱讀、講座、電影，「Teen 行者」關愛行動、靜觀工作坊、與

明哥同行和理工大學內地社會服務活動等，多方面地宣講「踐行的生命」，加深同

學對踐行美善的生命的體會，進而熱愛生命。效果良好，師生們均表讚賞。 

(二) 豐富生命經歷 

(a) 安排公民大使負責主持周

一早會，作時事及價值評

論，並學習拍攝校園電視

台的時事評論及生命教育

短片；另組織他們籌備德

育組舉辦的不同活動 

學生培育檢討會議 達標。全年均由公民大使作時事評論和分享，表現良好，全校學生均專心聆聽，

有助提升他們對本地、中國及全球時事的觸覺，並培養公民心。另外，亦有效提

升公民大使面對群眾的能力、評論技巧和演說能力。在拍攝影片和組織活動兩方

面則未能組織到，需再檢視其可行性。 

(b) 培育首席公民大使的領袖

職能，讓學生展現良好的

領袖素質 

學生培育檢討會議 首席公民大使主持早會，獲大部分教職員讚許。嘗試交予他們學習籌備活動，培

養領袖素質。 

(c) 組織內地交流團 德育組會議 因只餘下中五級同學為招募對象，造成困難，故予取消。明年嘗試安排在試後活

動期間內進行。 

(三) 傳遞正向價值 

(a) 優化價值教育，提升學生

的品德素養，提供機會讓

同學表達對他人的關愛、

良善，傳揚「熱愛生命」

信息 

學生培育檢討會議 透過工作項目(一)達成，效果滿意。 

(b) 優化初中級的服務學習活

動，讓同學從中認識生命

的多元化 

學生培育檢討會議 安排中二級同學，全年兩次與勵行社合辦的老人聚會中參與服務，包括表演和接

待、派禮物、總務等工作。同學積極參與，表現良好。 

繼續與視藝科合作，安排中二級全級在視藝堂繪畫中國紙扇；然後在新春老人活

動中派發，甚得老人和家長們讚許。 

 

負責老師姓名： 黃智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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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720172017 至至至至 20182018201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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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人生目標，豐富生命經歷，傳遞正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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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導同學明事理、辨是非，培養律己守規精神，提升

自我管理能力及個人修養，成為安守紀律的學生 

� 透過不同的紀律訓練，如集會﹅初中的「律己訓

練營」等，培養學生良好的生活習慣，正確的待

人處事態度和確立適當的學習態度，有利營造良

好的學與教環境。同時，也要求同學學習尊敬師

長，以禮待人的態度，懂得自我尊重 

� 訓導老師適時外巡，了解學生在校外的行為表

現，提醒同學注意在公眾場地要有合宜的言行表

現，保持「五育人」的良好形象，以求「立己達

人」，將自己的良好行為感染他人，推廣公德的

重要 

� 透過教育推廣，引導學生建立正確的人生觀，明

事理、辨是非，養成良好的德性，培養健全的人

格，深刻的倫理觀念，驅使他們走上正確的路途。 

� 培養同學在沒有監督的情況下，通過對自己的嚴

謹要求，自覺地遵循規則，約束自己的言行 

� 訓導主任在校內不同場合及時間，以不同形式向

學生滲透自律守規的重要，如透過早會向同學申

述我校的要求及對同學的期望，讓同學清楚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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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點學生在集隊及周會時應

有之行為及表現模式，並教導同學建立良好的生

活習慣，注意考勤的重要，培養同學自我管理能

力 

� 「級訓導」與任教該級的訓導老師，聯同班主任

 

 

� 老師和學

生對同學

自律守規

的觀察及

評價 

� 缺席及遲

到人數與

往年的比

較 

� 換領「校

服儀容良

好」禮品

數量 

� 獲考勤獎

的人數 

� 學生違規

紀錄及統

計 

� 學生穿新

校服的儀

表 

 

 

 

� 多次在早會及集會時，向全體同學講解考勤及校服儀容整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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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聯絡及約見家長，共同探討改善的方法。 
� 本年度同學的違規情況較多，主要是欠交功課﹅嚴重遲到及曠

課問題，特別是某些同學持續地出現上述問題，加上老師嚴正
處理同學的違規問題，以致令全年違規個案較去年大幅上升，
連帶其他如勵行獎及全勤獎等的人數也下降，同學的紀律秩序
有待改善。下學年須特別加強相關違規情況的提點並及早處
理，期望學生違規情況有所改進。 

� 在放學前的班主任節，訓導老師雖有提醒同學在放學前要清潔
課室，但似乎未有足夠又固定的時間讓同學處理，以致有些課
室整潔度較差。建議下學年要安排較多時間，讓同學領取清潔
用品及進行課室清潔，使之成為一項常規的習慣。 

� 校服儀容的表現普遍較以往理想，每次集隊均進行校服儀容檢
查，檢查效果良好。除了在上學期有較多高中男生髮型不合
適，需訓導組同事不斷跟進，要求同學處理好才上課，之後校
服儀容狀況大致良好。 

� 校內講座方面，初中訓導講座於 2017/11/30 舉行，講題是「青
少年犯罪行為」。警長以不同個案跟同學講解青少年常犯的罪
行性質及刑責，同學均投入及同心聆聽，現場反應良好。高中
級講座則於 2018/4/12 舉行，主題是「求職陷阱」，讓同學了
解有關不同工作的騙案手法。警長提醒同學要小心判斷，不要
受騙或違法，同學均耐心聽取相關資訊。另外，訓導組亦不時
主動與警長交流學生的表現，邀請警長到校共同教育學生，冀
能讓學生明白自律守法的重要。 

� 本年度進行了2次「秩序及整潔及守時比賽」，鼓勵學生養成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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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級輔導老師，就學生的情況及需要作溝通和支

援，藉以加強對學生的照顧，以提升訓育學生的

成效，防患於未然 

� 透過不同層面的獎勵及計劃，如派發「校服儀容

良好」貼紙，鼓勵及奬賞同學保持校服儀容端莊

整齊；提醒及記錄未如理想的同學，要求盡快作

出改善 

� 透過表揚活動，凝聚班級的團結力量，表揚見義

勇為的學生，建立正義風氣，凝造互相鼓勵風氣 

� 表揚每一階段考勤優良、校服儀容端莊的班別及

學生，以樹立良好的規範形象，冀能感染其他同

學以他們為學習目標，帶動他們共同建立良好的

學生形象    

� 本組定期舉辦紀律活動，如「守時比賽」、「秩

序及整潔比賽」，「守時／校服儀容整齊標語創

作比賽」等，讓學生投入活動時也能感受學校對

紀律的嚴謹要求，同時加強學生在個人及團體方

面的責任感，營造自律守規的氛圍 

� 配合學校 40 週年轉換新校服安排，本年會與總務

組合作，商討新校服的樣式及搭配要求，以期讓

新校服順利推展。與此同時，也開放選擇權，讓

校隊同學在周六可選擇穿著體育服或校隊制服回

校參與練習，讓師生了解學校對校服儀容的要求

及理念，明白儀容整齊對團隊的重要，共同塑造

整齊樸素的學生形象，以期令同學建立對學校的

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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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每天

宣布，營造熱烈的比賽氣氛。本年獲得守時獎的班別較去年

多，可見同學在比賽期間表現認真投入。 

� 在獎勵計劃方面，初中同學較投入參與獎勵活動，在下學期請

訓導超人到各班幫助換領禮物，同學反應頗佳，下學年除加強

宣傳外，建議保留以上換領方式。 
� 過去一年在不同的場合，嘉賓、家長、校友及公眾人士均稱讚

同學在儀容及品行方面有明顯的進步。學生有良好的表現，實
在是全校師生共同努力的成果。 

� 配合學校40周年轉換新冬季校服安排，本年先由中一及中四級

同學更換新校服，同學及家長均認為新校服時尚醒目，同學穿

戴亦見整齊。另外，本年讓校隊同學在周六可選擇穿著體育服

或校隊制服回校參與練習，同學了解學校對校服儀容的要求及

理念，明白儀容整齊對團隊的重要，因此同學亦能穿著合適的

活動制服回校，違規情況較以往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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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年首席領袖生的培訓工作直接由訓導主任負責，以

強化他們的領袖形象。另外，會安排他們負責主持早

會﹅統籌相關的領袖生訓練活動﹅協助規劃及處理學

校大型活動的紀律管理，從而建立他們的領導能力及

 

 

� 領袖生服

務優異獎

的統計 

� 領袖生表

 

 

� 首席領袖生盡忠職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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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領袖生的公開講話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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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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信，成為同學的模範 

� 重新編配領袖生當值崗位，增加早上樓層當值領袖

生，巡視樓層情況及提醒同學準時到操場集隊，以期

使樓層秩序井然，學生自律。 

� 舉辦「領袖生訓練活動」，讓首席領袖生與隊長策劃訓

練活動，學習有效溝通方法和團隊帶領技巧，並讓領

袖生更能認識自我，了解自身的領袖特質，從而增強

其自信心，使領袖生的功能更有效的發揮。在領袖生

團隊中，由資深隊員以過來人經驗教導新成員在當值

時的應有的應對方法及態度，除能獲得支援及增強解

難能力外，也能向隊員傳遞正面的價值，達到薪火相

傳之效。 

� 每年設有訓練營，加強全體領袖生紀律訓練，增強團

隊精神及凝聚力，建立團結守規的模範形象 

� 由5位訓導老師分別擔當領袖生小隊的關顧老師，支援

領袖生小隊的日常當值工作，定期檢視領袖生當值情

況，及早了解同學的問題並提供協助 

� 鼓勵領袖生參與校外領袖訓練及交流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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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的評估

紀錄 

� 領袖生參

加培訓的

表現 

� 老師觀察

及評價 

及信心愈見提升。 

� 領袖生小隊由5位訓導老師負責，招募隊員工作也是由各小隊

老師負責，因此本年各小隊的同學也是相熟的同學，早已建立

了默契，有利團隊的運作。負責小隊老師協助指導領袖生隊

長，安排隊員的當值和日常工作，個別領袖生小隊早上當值的

情況良好，而其他小隊仍有改進空間，整體而言領袖生當值表

現仍算不錯。 
� 由負責老師為領袖生在開學前進行訓練和分配崗位，亦由首席

領袖生分享自己當值的經驗，與其他隊員互相交流，讓不同崗
位的領袖生也了解自己的角色責任。 

� 本年度舉辦了4次領袖生訓練及聯誼活動。開學前進行第一次

的組織和訓練，第二次則在上學期考試後舉行，並由首席領袖

生及各隊長組織和帶領，以發揮他們的領導能力及角色，活動

氣氛良好，加強了團隊的歸屬感。下學期統測後到海洋公園參

觀和暑假前到西貢歷奇訓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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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都積極投入各項訓練及

聯誼活動。 
� 本年「訓導超人」形象未夠鮮明，他們有樂於服務的精神，但

較為被動內歛，未有太多露面的機會，但其負責任的精神仍是
值得加許的。 

 

3. 推動正向管教，加深教職員對正向管教的認識，加強

學生的自律及責任感，營造正面和諧校園。 

� 正向管教：以正向的態度與方法來指導學生，協

助他與別人建立健康和諧的關係，讓同學發現自

己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可以克服障礙並且表現出

合宜的行為。換句話說，教師應協助同學發展自

尊、自我控制，並與別人建立健康和諧的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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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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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加

 

 

� 老師和學

生對同學

自律守規

的觀察及

評價 

� 缺席及遲

到人數與

往年的比

較 

 

 

� 在學期初以不同形式向老師分享正向管教的理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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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學段換領

情況未算熱烈，需加強宣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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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年度設有「校服儀容良好獎」，讚賞校服儀容表現良好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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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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老師對訓導組處理學生行為問題的了解 

� 推行「叻仔叻女日日賞」、「校服儀容獎勵」及

「勵行獎」，鼓勵同學做出良好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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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同學繼續

保持良好行為的信念 

� 多表揚同學自律守規的表現，如展示各項比賽的

得獎名單及照片，或公開表揚儀容端莊﹅守時宏

守規的同學 

� 利用早會及校園電視台，針對同學經常發生的違

規行為，拍攝相關的教育短片，引領同學了解學

校的要求；同時塑造「訓導超人」的正面形象，

加強宣傳良好的行為範式 

� 設立不同的向善計劃模式，如簽「課堂行為表現」

或「中期行為改善小組」，讓同學犯錯後，也能

有機會改過，協助同學重新訂定目標，幫助同學

達致自我完善 

� 加強訓輔的協作，交流學生個案及處理方法，及

早糾正同學的不良行為，引導同學正向發展 

� 與校外其他組織合作如警民關係組，舉辦預防性

講座，提升學生對社會的認識，加強其判別是非

的能力，從而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另外，加強與

警長的聯繫，例如邀請他們在中期操行改善小組

協助部分操練環節，及早讓同學有機會改善自己

的行為問題，亦提供除學校以外的有力及正面支

援，鼓勵同學積極向善。 

� 換領「校

服儀容良

好」禮品

數量 

� 獲考勤獎

的人數 

� 學生違規

紀錄及統

計 

� 學生穿新

校服的儀

表 

�  

學。此獎勵計劃頗受初中同學歡迎。 

� 中期向善於 2018/1/20 舉行，第一學段被記超過 6個缺點、遲

到超過 6次或缺席超過 6天的同學必須要參加服務活動。是次

有 28 位同學完成向善計劃，服務項目包括天台花園維護，圖

書館貼反光隔熱膜。同學均投入服務，表現良好的減扣 1-3

個缺點。另外，於 2018/5/23 進行了一次特別向善計劃，安排

6位初中同學協助建設天台花園，表現積極的減扣兩個缺點。 

� 7 月 13、16 日是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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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位同學參與，由警長安排步操訓練，是

次小組延長了步操訓練時間，加強訓練同學刻苦守規的意識及

耐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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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中新增了由駐校社工盧姑娘主持

的「靜觀活動」，引導同學修身養性的基礎是自我反省及立定

目標。另外，同學亦須協助建設校園，包括建設天台花園和清

理樓梯金句貼紙等。最後由老師帶領同學反思，探討來年改進

操行的方法及檢視自己的表現，同學表現認真和投入。對於重

複參與小組的同學，本年度要求他們增加一個上午的服務活

動，以及承擔較吃重的工作，讓他們對自己過去未如理想的表

現有更深的反思。同學都積極投入活動。 

 

 

負責老師姓名： 陳才源、梁愛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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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720172017 至至至至 20182018201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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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元教學模式，提升應試能力，展現學習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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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應試能力提升應試能力提升應試能力提升應試能力      

1.1.1.1. 鞏固初中學習鞏固初中學習鞏固初中學習鞏固初中學習      

a) 成立「學習支援小組」統籌照顧

有特別需要同學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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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同學提供言語治

療、職業治療等服務 

iii) 因應同學的需要，編寫「個別

學習計劃」 

iv) 有需要的時候教育心理學家會

提供專業意見，給予同學適切的照顧 

v) 針對性地為個別有需要的同學提

供個別輔導 

藉此提升同學的學習動機、社交能

力、自信心及自我形象的建立，並促

進多元智能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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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繼續舉辦「Give Me Fly 個人成長計劃」，為學生提供學習支援、校園成長，

戶外體驗及職業導向的服務，當中包括功輔班、高中通識訓練、減壓小組、模型班、

PEERS 社交小組、DSE 英語口試訓練、手機 APPS 班、DIY 小組、攻防箭活動及不同

的職業體驗訓練等，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啟發個人潛能及加強人際溝通技巧，從

而建立身心健康的生活。此計劃亦籌辦不同類型的義工服務，讓學生關注及了解社

區不同需要，藉此培養學生「不計較、多付出」的精神，宣揚正面訊息，成效良好。 

(ii)(1) 有 47 位學生接受服務(中一有 15 人)，訓練時間主要為星期一，已向不接

受言語治療服務的學生講解將可能影響考試調適申請。 

(2) 有 25 位學生接受服務(中一有 5 人)，訓練時間主要為星期二，導師質素

良好。 

(iii) 共開展 4個 IEP 個案，當中 2位是中五及中六生，7月 10 日已完成第 3次會

議，每個個案均有進步。 

(iv) 教育心理學家（EP）盧璟恩姑娘分別出席各個「個別學習計劃」個案會議，及

學習支援組會議，適時對個案提供協助及專業意見，效果理想。EP 為本校開展了功

課、默書及測驗調適的工作，共舉辦了 2次教師工作坊，進展良好。 

(v) 4 個 IEP 個案分別由 4個輔導員進行第三層支援，並有 AIMS Project 的教育心

理學家到訪，全年進行 6次觀課。有賴 AIMS Project 的教育心理學家給予技巧上的

支援及專業意見，讓個案的輔導工作更見成效及進步。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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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了多項單元式活動和課程，包括迎新會、新移民適應互助小組、英語文法班、

廣東話班、大學參觀、香港迪士尼樂園英語之旅和英語電影欣賞。同學均表示喜歡

以上活動和課程，認為有助促進同學之間的友誼，增加他們對學校、社區以至大學

的認識，提升他們在香港的適應能力和學習英語的興趣。 

c) 於初中開辦課後鞏固班，以

提升有特殊需要同學的學習信

心    

問卷調查 

 

(i)「寫作 FUN 、氛、紛中文研習班」由外聘導師教授，以其他教學方法代替抄寫，

減少學生失敗感，同時引發學生寓學習於遊戲。學生表現投入及有自信，願意嘗試

書寫文字。根據問卷調查，學生認為此研習班能提升學習中文的興趣，認識更多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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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彙及句子結構。 

(ii)「三從四『得』中文研習班」由輔導員教授，以「喜閱寫意」為教材藍本，主

要透過圖像及故事幫助提升學生組織力。學生明顯對聲音及圖像記憶較強，故日後

的教學內容可繼續以圖像及聲音輔助教授。根據問卷調查，學生認為此研習班能提

升表達力及聽、說、讀、寫能力。 

d) 為有需要的初中同學提供

個別的學習輔導 

向科任老師及班主

任查詢有關同學的

表現 

本學年緊密與老師溝通，了解同學的情況並作出跟進。針對同學的需要，提供不同

的支援及輔導，包括學習、社交、情緒、家庭層面及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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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確立人生目標，豐富生命經歷，傳遞正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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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立人生目標確立人生目標確立人生目標確立人生目標 

1.1.1.1. 發掘自我發掘自我發掘自我發掘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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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同學的自信心、堅毅和合作
精神    

問卷調查 (i) 1 月 11 及 12 日中一全方位學習日於粉嶺浸會園舉行，主題是律己。透過小組協作、
討論及解難挑戰，同學對自己的潛能有更大認識，而且明白自律和守紀律對團隊的合
作和效能有著相當重要關係。78%以上同學表示喜歡這個形式的團隊訓練營。 
(ii) 3 月 26 日中二級全方位學習日，同學前往賽馬會西貢戶外訓練營參加歷奇活動，
從中鍛練團隊精神、自信心及解難能力。同學積極參與團體競賽活動、定向挑戰及紮
竹筏活動，並按導師指示完成各項挑戰。在問卷調查中，同學對「活動內容及導師表
現」和「個人學習活動表現」評價正面。同學明白個人承擔和關愛對團隊的重要，享
受與組員溝通合作、成為一位負責任及有同理心的組員。 

b) 於中一舉辦「4D 計劃」，鼓
勵同學定立短期目標，然後實踐，以
促進有特殊需要同學投入課堂，積極
向學，令中學生活更見融和    

由老師/班主任/
輔導員觀察同學
的表現 

今年只在第三學段推行，但整體上同學的參與是熱烈的，老師亦觀察到個別同學能因
應自己所訂的目標而有所改變。 

c) 透過各級班級經營活動及班主任
輔導課的配合，落實各級同學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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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設計數個課節之教材，置於內聯網中，供各級班主任採用。 
 

d) 發掘同學中的「好人好事」及派
發鼓勵咭，透過校園電視台、每月通
訊或報告板等展示同學的良好行為    

紀錄及統計數目 
 

本學年共收到 114 張「好人好事」咭，全年撰寫最多的五位老師是余嘉欣老師、譚芷
茵姑娘、林冬虹老師、黃德偉老師和張玉菁老師。所有咭的正本已送給學生，兩份副
本分別張貼在課室門上和校務處外，一些常見的好行為亦透過校園電視台播出，運作
已趨成熟。 

e) 透過「雙月之星」選舉，表揚同
學正面的行為    

紀錄各班所提交
同學名單及發表
揚狀 

響應去年班主任意見，本學年雙月之星不發獎狀，只派文具加以表揚；約 20%老師有將
雙月之星得獎名單張貼於課室門外，成效一般。此選舉計劃形式比較單向，建議來年
更換形式，以鼓勵同學互相欣賞，實行細則有待商討。 

f) 善用學校環境，展示具正面價值
的標語及壁報設計    

由老師巡視校園
環境 

本學年各樓層的金句由老師提供，並由學生參與設計，效果理想。來年會更換新的金
句，以鞏固對同學品德的培育。 
 
 

g) 在各級推行「自我成就獎勵計
劃」，培養同學自治、自律、自愛、
自學及進取精神 

每學段統計及紀
錄同學人數 

全學年有 103 名中一至中五學生參與計劃。初中學生參與率為 23.6%，中一至中三的分
別為 30%、31%及 18%；高中參與率偏低，得 3.7%。建議來年只讓初中學生參與，並加
強宣傳及推廣，適時提醒同學及班主任檢視紀錄冊，望能提升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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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鼓勵同學參與公益少年團（CYC）
活動，發掘自我的才能 

由負責同事觀察
同學的表現 

(i) 全校同學均獲得基本章，有五位同學獲得最高級別的紫章。 
(ii)曾多次參與公益少年團的中央及區本活動，如周年大會操及清潔海灘活動，令同
學增廣見聞，提升認識及參與大型活動的經驗。 
(iii)多次參與義工服務，例如賣旗及售賣愛心曲奇等，提升同學的關愛意識。 
(iv)本年度為所有同學申請公益少年團簿，實現全校均成為公益少年團成員並簽簿紀
錄的目標。 
4C 班禇育綺同學獲得傑出團員獎，暑假免費到日本交流，足證其成果。 

2.2.2.2. 生涯規劃生涯規劃生涯規劃生涯規劃 
適時為有特別需要同學提供職業輔
導資訊、輔導小組，安排職場參觀或
工作體驗活動，提升同學於不同階段
生涯規劃的意識，確立人生目標 

問卷調查 於選科及生涯規劃上都有提供相關的講座或技巧提升小組，擴闊同學對未來方向的認
知，建議加強活動的組織及策劃工作。 

二二二二.... 豐富生命經歷豐富生命經歷豐富生命經歷豐富生命經歷 

1.1.1.1. 展現展現展現展現 4E4E4E4E 領袖素質領袖素質領袖素質領袖素質 
a) 由朋輩輔導員協助統籌「魔
力橋」比賽，並指導及鼓勵中
一同學參與比賽 

「魔力橋」比
賽能順利完成 

朋輩輔導員一手策劃魔力橋大賽，到班房宣傳及教授中一同學，並於 3月 19 日午息舉
辦魔力橋大賽。除中一同學踴躍參與(共 30 多人)，亦有多位高年級同學參加，即日完
成初賽及決賽，場面熱鬧。 

b) 邀請其他科組聯合舉辦關愛活
動，由朋輩輔導員協助推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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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了解同學
的表現 

與視藝科聯合舉辦關愛活動，由中一級製作愛的禮盒，並在學校展出，以增加校園內
關愛氣氛。 
 
 

c) 推動各級組織「級會」及「班內
一人一職」計劃，讓同學展現才能 
    

由級主任/班主
任觀察「級會」
及同學的表現 

(i) 中一「級會」及「班內一人一職計劃」運作漸見成熟，個別班別自發召開班會，
向同學匯報班級經營事項及收集意見。 
(ii)中二「級會」主席因個人理由，其有關責任改由級副主席承擔，帶領其他級會幹
事，籌辦多項活動。副主席表現理想，展現領袖素質，其他幹事亦擔任班聯絡人的角
色，令活動順利進行。「班內一人一職」計劃，大部分學生均主動服務，惟個別學生須
老師提點。 
(iii)中三級舉行了五次級會活動，當中以球類比賽為主。同學反應非常熱烈、投入，
全賴各班的代表帶領。各班代表能力亦有差異，要級主任從旁指導才能完成任務。 
(iv) 高中各級亦能依計劃完成各項活動，效果令人滿意。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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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師生接觸和溝通機會；擔當

由中一級主任/
班主任及負責的
輔導員觀察朋輩
輔導員日常當值
及服務表現 

朋輩輔導員於第一學段當席情況理想，惟 40 週年校慶活動開展後，午息時間較少中一
同學留在班房，因而改以活動服務同學包括：校內露營初體驗、朋輩 X 中一 BBQ 分享
會、打呔王、魔力橋大賽、象棋同樂日等，以增加與中一同學接觸和溝通機會。首席
團的同學於活動中充分展現良好的領導才能和領袖素質，於獨立思考、解難能力和服
務精神方面有顯著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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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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 增加人生閱歷增加人生閱歷增加人生閱歷增加人生閱歷 
a) 開辦「舞動我心」小組，透過身
體語言，讓同學學習表達自己的情感 

由負責同事觀察
同學的表現 

由於資源問題，駐校社工最後改以「共融舞蹈計劃」代替「舞動我心」小組，同學與
傷健人士一起參與活動，但同學缺乏與傷健人士接觸的經驗，成效一般。 
 

b) 組織樂隊，安排聯校交流活動及
公開演出/比賽的機會，以擴闊視
野，建立正確的人生態度 

透過有關老師給
予 的 意 見 及 回
饋，以了解同學
的表現 

我校初中樂隊 Zero 因有主力成員離校，已宣佈解散。而 T2 樂隊則獲乘風航邀請到尖
沙咀作公開表演，並得到公眾的肯定；然而各成員已踏入高中，要專注學業，當有表
演時只能作有限度練習。 
 

c) 參加「乘風航」活動，讓同學帶領及
協助特殊學校學生一同經歷困難、接受
挑戰，豐富同學的人生閱歷 

由負責同事觀察
同學的表現 

活動目的是以平等結伴及互相照顧的原則，透過與殘疾人士一起參加海上歷奇訓練，
促進大家相互的了解，從而鼓勵健全人士與殘疾人士融洽交流，讓他們的生活變得充
實。活動共有 28 名同學參加，與 25 名才俊學校的學生一同經歷 4 節活動及一日的訓
練航程。航程當日，我校同學與才俊同學互相鼓勵扶持，完成不同難度的挑戰。同學
透過服務，學會尊重、照顧他人及互相合作，建議下學年繼續舉辦。 

三三三三.... 傳遞正向價值傳遞正向價值傳遞正向價值傳遞正向價值 

1.1.1.1. 培育培育培育培育「「「「互關愛互關愛互關愛互關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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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舉辦「關愛周」，增加師生互動機
會及提升同學對學校的歸屬感    

透過有關老師給
予 的 意 見 及 回
饋，以了解同學
的表現 

師生競技賽及拍照活動能促進師生關係，成效顯著，來年值得再辦。建議多鼓勵教職
員一起參與活動，並嘗試一些新活動及不同形式的周會。 

b) 中一新生導入計劃： 
i) 讓同學認識學校，建立對學校的
歸屬感及師生關係 

ii) 讓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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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了解同學
的表現 

計劃內容充實，切合中一新生的需要。增加了班級經營的活動時間，藉此促進師生關
係及建立新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c) 各級各班定期舉辦「雙月生日
會」，傳揚互關愛的信息，為師生留
下溫馨的回憶 

透過觀察、有關
老師給予的意見
及回饋，以了解
同學的表現 

大部份同學對於生日會有正面的反應。不少班主任會於生日會時與生日月份的同學及/
或全班拍照，增加彼此間的交流。由於本年度周會安排關係，故中一及中五級的生日
會次數較其他級少一次。 

d) 透過各項有組織的「禁毒教育」
活動，推廣毒品的禍害，引導同學建

問卷調查 
 

本年度也以固定的形式推行「禁毒教育」活動，中一級及中三級以講座形式進行；中
二級是禁毒嘉年華，成效理想。由於周會安排上突然有調動，故中一級被安排一起參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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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正確人生目標，選擇過健康的生活     與中二級的禁毒嘉年華，因此來年的禁毒嘉年華要改讓中一參與，中二級則另作安排，

以免升上中二的同學重複參與同一活動。 
e) 推廣「生命教育」，透過校內、外
活動提升同學的抗逆能力和正能
量，讓同學明白自己於生命中的角
色，懂得珍惜生命 

蒐集老師對同學
觀察所得的意見 

主題為「熱愛生命立己任，踐行美善廣達人」，活動內容豐富，除了填色比賽、主題講
座及手工班外，更加入了 AR 競技活動，透過電子元素，豐富學習體驗。整體而言，同
學表現投入，積極參與不同活動，亦能從中獲益。 

f) 推行輔導書籍閱讀計劃，提升閱
讀風氣，擴闊同學性教育知識及個人
成長的識見，引導同學建立正確價值
觀 

由負責老師紀錄
各班傳閱的時間
及狀況 

鑑於過去高中同學的課業較繁重及反應欠理想，故本年度只在初中級作書籍傳閱。另
因應同學的需要，建議分批更換以傳遞正向思想的書籍，以提升同學的抗逆力。 

g) 舉辦性教育工作坊，透過小組討
論和分享，讓同學懂得保護自己及對
性有正確的觀念 

問卷調查 
 
 

與 7 位同學進行個別輔導活動，大致是有關與異性相處的問題。同學在輔導過程中，
發現自我成長問題，並得到適切的跟進。建議性教育工作坊須按學生的成長需要而安
排，彈性作小組或個別輔導。 

h) 因應同學的問題和需要舉辦「輔
導小組」/「向善小組」，引導同學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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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駐校社工舉辦的輔導小組包括：第二屆悅心大使，活動順利完成，下年會繼續以
靜觀為主題；共融舞蹈計劃，成效理想。 
(ii)由輔導員蘇嘉駿帶領同學完成街跑課程，13 位同學均獲得證書。 
(iii)中期「向善小組」已順利完成，透過服務，給予同學回饋學校的機會，重建對學
校的歸屬感。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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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多個參與者包括操行不合格及考勤表現差的同學，他們均積極投入建設校園的工
作，步操練習亦表現服從和尊重。為同學安排較具體及成效立見的工作，透過反思，
期望能建立同學對學校的歸屬感，並從而得到改變。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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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察同學的行為表
現 

由香港青少年服務處的社工於中二級進行入班活動，因需要班主任協助管理班內秩
序，建議活動前電郵予班主任以作提點。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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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心曲共奏」家長與青少年對談藝術工作坊，由註冊音樂治療師運用各種音樂素
材，讓參加者放鬆心情、調節呼吸速度，並釋放焦慮和壓力，家長非常投入，果效良
好。又透過與年青人對談，各家長一同面對在管教孩子路上的挑戰，從中了解青少年
的心態，雙方都有得著。 

l) 定期拍攝「五育陽光室」短片，
訓練同學負責策劃、拍攝及製作的工
作，於校園電視台播放，以傳揚「熱

由級主任/班主
任觀察同學的行
為表現 

上學期完成「賀年喜洋洋」，負責拍攝的同學主動邀請新老師及不同年級同學參與拍
攝，營造學校歡樂氣氛。 
下學期完成「Believe Yourself 正向社交」短片製作，同學運用聯想，邀請同學以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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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生命」及正面價值訊息 作定格方式，表達自我及非語言的團結力量訊息，效果良好。 

 
m) 開僻一個紓壓空間例如「靜觀
室」，給予同學抒發情緒和壓力的機
會，以提升同學的抗逆力 

由負責老師/輔
導員觀察同學的
反應 

(i)「Relax 30」於午息時段舉辦，為高中學生提供一個紓壓空間，活動內容包括聽音
樂、畫畫、藝術創作、唱歌、棋藝、交談、午睡等憩息活動。由於學生紓壓方式不一，
故參與活動形式由學生自主決定。學生表示活動能為他們節省外出午膳的時間，因此
有更多休息時間放鬆一下。 
(ii)「減壓香薰工作坊」邀請註冊香薰治療師教授學生調配適合自己的安寧香油，了
解香薰、嗅覺與情緒的關係，藉以幫助學生減壓放鬆。根據問卷調查，學生最欣賞活
動能夠親手調配香油，認為能夠幫助減壓放鬆。 

n) 申請優質教育基金，舉辦「尊重
生命，逆境同行」計劃，加強預防性
工作，提升同學抗逆力及傳揚「熱愛
生命」信息 

問卷調查 
 

「Joyful TeenS 小組」由香港青少年服務處提供服務，首五節學生積極性低，經本組
與機構協調後情況稍有改善；7月 5日帶領學生進行長者義工服務，學生表現良好。來
年繼續進行，建議將小組改為中一及中二兩組，每組人數不多於 10人。7月 11 日結業
禮會頒發學生證書，稍後會於 English corner 舉行嘉許禮。 
 
 

2.2.2.2. 推己及人推己及人推己及人推己及人，，，，服務社群服務社群服務社群服務社群 
a) 增加高中同學其他學習經歷的機
會，籌劃有系統的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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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寫感受及問卷時，回應均正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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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增加他們對不同階層的了解。 

b) 推動「義人行計劃」各項服務，
組織「志工菁英」義工隊，帶領同學
一起參與多元義務工作，讓同學從服
務中學習，明白自己於社群中的角
色，並展現五育人的精神    

統計同學的服務
時數 

本學年籌辦了多項不同類型的義工服務，包括義賣、賣旗、海岸清潔及境外服務等，
讓同學透過服務他人，學會「不計較、多付出」的精神。整體同學均積極參與義工服
務，並於活動期間表現優良，態度誠懇，充分展現五育人的精神。建議下學年繼續籌
辦多元化義工服務，讓同學透過不同的義務工作或給予學生擔任不同角色的機會，讓
他們發揮所長。 

c) 透過「五育愛己愛人社區大使計
劃」，舉辦多元化的活動，服務本區
居民，讓同學有機會身體力行，服務
弱勢社群 

問卷調查 
 

透過服務長者如教授電腦及電話基本操作知識，除了讓同學有發揮所長的機會外，更
加強了鄰舍互關愛的訊息。同學透過身體力行，學會服務他人的精神。 

d) 組織境外體驗學習團，讓同學從
服務中學習，傳揚正面信息 

問卷調查 
 

今次的服務團可讓學生見識到中國內地的新城市發展方向和趨勢。同時，也見到當地
的各類社會服務的支援。讓學生可以知道自己將來的發展方向和空間。同時，他們也
可以從中學習到照顧和服務他人的精神。 

 

負責老師姓名： 謝麗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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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720172017 至至至至 20182018201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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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人生目標，豐富生命經歷，傳遞正向價值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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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發掘自我發掘自我發掘自我發掘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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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用班主任、早會、周會及全

方位學習日時段，透過分享及

多元活動，讓同學認識、發掘

及確立自我 

 

 
8/2017 – 
7/2018 

 

學生領袖如首席領袖生、首席朋輩

輔導員、學生會主席等能有效地主

持早會及周會，帶領全校同學積極

參與及分享同學所參與的多元活動

經歷。 

 

十分成功，各組領袖生已能自信地任主持。 

(ii) 推行「六年一貫」的體藝培育

課程，讓同學參與不同類型活

動，發掘及培育才能，造就成

功經歷 

 

8/2017 – 
7/2018 

1. 初中同學全年最少參與十五節

藝術或音樂課程;中四及中五同

學全年最少參與八節。 

2. 超過半數同學全年最少參與一

次校內或校外表演。 

3. 七成同學表示對所學習的項目

有正面的評價及回饋。 

4. 樂團全年在校外參與最少五次

的表演或比賽。 

1. 達標。 

2. 今年，接近 300 位同學在 40 周年校慶音樂

劇中演出，表現亦十分卓越，比預期的成

效更高。 

3. 超過八成的同學表示對所學習的項目有正

面的評價及回饋。 

4. 已參與了最少八次表演或比賽。 

(iii) 善用校園環境展示師生成就；

善用午膳及周會等時段，提供

機會讓同學展現才能，營造展

現自我、互相欣賞的正面環境

及氛圍 

8/2017 – 
7/2018 

1. 以圖片、文字、短講分享或電子

媒體於校內不同空間，展示各校

隊、領袖等於校內外的活動照

片、資料及獎盃等。 

2. 展示最少八成的學生組織及校

隊組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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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員並頒發證書等。 

1. 每月通訊、活動組壁佈板、網頁等，均有

相關資料。 

2. 已完成新一年校隊的拍攝工作，將安排展

示。 

3. 達標。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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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成效 

2. 豐富生命經歷豐富生命經歷豐富生命經歷豐富生命經歷 

(a) 展現展現展現展現 4E 領袖素質領袖素質領袖素質領袖素質 

(i) 優化聯課及科組活動，讓同學

參與不同類型活動，豐富學習

經歷，提升自信 

 

8/2017 – 

7/2018 

 

同學自信得以提升，並能展現 4E 領

袖素質 

 

 

十分成功。 

(ii) 優化校本領袖計劃，發掘各級

領袖；強化各組別領袖職能，

讓同學展現 4E 領袖素質：活力

(Energy)、鼓舞(Energize)、膽

識(Edge)與執行力(Execute)，

為同學組織不同活動，讓其從

參與中豐富生命經歷 

 

8/2017 – 

7/2018 

1. 進一步優化校本領袖訓練計劃

內容，包括暑期、學期中段及學

期完結三個階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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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的

領袖訓練活動或課程。 

3. 超過半數的學生領袖，在全學年

中，最少組織一次學內活動，讓

不同年級的同學參與。 

4. 七成同學表示在領袖訓練所學

的項目有正面的評價及回饋，表

示自信心及不同的領袖素質得

以提升。 

1. 效果十分理想。 

2. 達標。 

3. 達標。 

4. 達標。 

(iii) 組織境外交流團，由同學協助

籌備和擔當組長 

 

8/2017 – 

7/2018 

1. 超過半數中四及中五級同學，最

少參與一次境外學習團。 

2. 協助籌備和擔當組長的同學，自

信得以提升，並能展現 4E 領袖

素質 

1.達標。 

2.十分成功。 

(iv) 同學從參與組織 40 周年校慶

(2017-18 學年)活動中，豐富生

命經歷 

8/2017 – 

7/2018 

1. 超過半數的初中同學參與組織

40 周年校慶(2017-18 學年)的準

備工作活動。 

2. 超過半數的參與組織 40 周年校

慶(2017-18 學年)的準備工作的

1. 全校已有超過 300名學生參與 40周年校慶

音樂劇的台前或幕後工作，遠超於所訂目

標。 

2. 超過九成的同學表示在參與音樂劇的工作

中學習到新知識、豐富了生命，並且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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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成效 

同學，從參與的工作學習到新知

識、豐富了生命。 

3. 超過半數的參與組織 40 周年校

慶(2017-18 學年)的準備工作的

同學對有關工作有正面的評價。 

樂劇產生濃厚的興趣。 

3. 數據同上。 

(b) 增加人生閱歷增加人生閱歷增加人生閱歷增加人生閱歷 

(i) 與其他學校加強聯繫，組織聯

校活動；鼓勵更多同學參與校

外不同機構的活動及比賽 

 

8/2017 – 

7/2018 

 

同學參與及組織校外活動、比賽及

聯校交流活動，並能展現廣闊的視

野 

 

 

學生會已多次參與不同的聯校活動，包括環保

墟、V show、折扣卡等等。參與的同學表示拓

闊了眼界。 

(ii) 參與不同科組的校外比賽，透

過與他校師生的交流，增加人

生閱歷，擴闊視野 

8/2017 – 

7/2018 

超過七成的小組，每學段年最少參

與一個校外的活動或比賽 

達標。 

 

負責老師姓名： 馬淑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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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720172017 至至至至 20182018201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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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元教學模式，提升應試能力，展現學習熱情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1. 參與香港中學校長會

「自主學習」聯校教師

發展雙周 

 

23/10/2017 至

3/11/2017 

同事滿意有關活動 全校教師及教學助理參與了香港中學校長會「自主學習」聯校教師發展雙周，

透過參與不同學校的不同學科的觀課及於可譽中學舉辦的教師發展日，加深

了與他校老師的專業交流，讓同事於自主學習的學與教策略及學生的不同需

要有更多的反思及改進。 

 

全校關注事項(二)：確立人生目標，豐富生命經歷，傳遞正向價值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1. 安排校本講座/工作

坊，增加教師對教育新

發展，如學童精神健

康、電子學習、升學及

就業新趨勢等的了解 

29/8/2017、 

14/11/2017、 

5/3/2018、 

7/6/2018 

70%或以上教師認為

能加深他們對相關

課題的認識 

駐校教育局教育心理學家盧景恩女士於 8 月 29 日到校主講學童精神健康講

座，初步讓同事了解有關的情況及策略；11 月 14 日則由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IVE)的同工分享學生的不同升學及就業出路；3月 5日駐校教育局教育心理

學家盧女士分享不同學習需要學童的課業調適策略，講座後各科同事初步討

論不同需要學生的課業調適；6 月 7 日盧女士主講如何識別及支援有精神病

患的學生，並就同工於 3月 5日提出的課業調適策略作出回應；各科並於講

座後討論對中四及中三不同需要的同學作出具體課業調適方案。問卷數據顯

示，同事認同上述工作坊提高了他們就不同課題的認識。 

2. 安排職員發展日，讓職

員了解及配合學校發展

需要，並提出改善意見 

16/9/2017 同事滿意有關活動 由校長、助理校長及副校長主持的校本職員發展日，透過校長與職員重溫本

校辦學理念，讓職員明白校內所有員工也是培育學生的重要一員。另外，透

過繽紛的汽球協作遊戲，讓職員了解在瞬息萬變的社會中，校內工作也是不

停轉變，明白彼此既要分工，也需要合作；學習尊重和包容彼此的工作和差

異，以適應轉變的社會外，也一同建構持續成長的團隊。職員於過程中非常

投入，笑聲充滿活動的場地，也為培育孩子的使命作出反思。 

3. 參與「學校起動計劃」

聯校教師發展日 

 

20/4/2018 同事滿意有關活動 全校教師及教學助理參與了於我校舉行的「學校起動計劃」聯校教師發展

日。發展日的上午為不同學科或學生培育的講座或工作坊，下午則是照顧同

工身心需要的工作坊。於年終的教師檢討數據所示，同事滿意有關的安排。 

4. 安排關注整體同事身心

靈健康的活動，建立互

關愛的團隊 

13/2/2018 提供機會讓同事間

交流，建立融洽互助

的團隊 

於本年度參加了由香港青少年服務處牽頭的 QEF 精神健康計劃，負責計劃的

青協同事於西貢青協營地與我校同工分享照顧自身身心靈需要的重要性。工

作坊完結後，全體教職員於營地享受大自然之美，輕輕鬆鬆交流暢談，並於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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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營地享用團年午飯。 

5. 推行新任教師啟導計

劃，讓新同事盡早投入

教學及校園生活 

8/2017-7/2018 新任教師滿意有關

的計劃 

進展理想。建議來年的互相觀課集中在上學期進行，並於習作察閱上提早對

新同事多加指導。 

6. 收集家長持份者數據 

 

第一學段家長

日及 5/2018 

成功收集和分析家

長及學生數據 

感謝資訊科技組的協助，繼續以電子平台讓家長填寫問卷，省卻了人手輸入

數據的時間。因本年度是三年計劃的終結，故亦分別以電子平台收集了教師

及學生的持份者數據。三項數據的回應正面，並已上傳給教育局相關部門。 

7. 舉辦「十優教師及五優

職員」選舉 

18/1/2018 完成有關選舉 

 

 

 

職員首年度成為「十優老師」選舉的選民。投票及點票過程順利，獎狀於畢

業禮上頒發，並於之後的教職員會議由校長致送每個獎項 50 元超市禮券為

鼓勵，款項由學生會經費撥出。須留意於投票當天會否有不少同事或同學因

公事外出；若是，可提早一天安排他們投票。 

8. 同事間「漂書」計劃 3/2018-8/2018 同事願意分享書籍 本屆畢業生致送了一個漂書櫃給學校，存放在校務處對面。感謝閱讀組向師

生解釋了使用規則，並張貼了規則，書櫃內已放滿不同種類的書籍。稍後將

設置另一個漂書櫃於 1樓教員室供老師間漂書。 

 

負責老師姓名：馮潤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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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2012017777 至至至至 2018201820182018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總務組總務組總務組總務組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二)：確立人生目標，豐富生命經歷，傳遞正向價值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確立人生目標確立人生目標確立人生目標確立人生目標：：：： 發掘發掘發掘發掘自我自我自我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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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樓層前梯大堂的展示框位置，定期展現 學

生最新的成就。 
檢討會議    二樓至五樓前梯大堂的展示框已定期在暑期更新內容，以配合新學

年的開始。綜合展示本校學生於綠化環保、校外多元活動、服務和

自主學習及各項活動的成果，展現學生不同的成就。 

 
II. 校舍前梯外牆定期更新展示學生活動/學校

主題的橫額，向校外人士展示師生成就。 
檢討會議    二樓至五樓前梯的校舍外牆已定期在暑期更新內容，向外界展示學

校主題。 
III. 安排學生參與設計手冊及學生證的構圖及平

面設計，供機會讓同學展現才能，營造展現

自我、互相欣賞的正面環境及氛圍。 

檢討會議    配合 40 周年校慶主題：「熱愛生命，樂於學習，承先啟後，

立己達人」，設技科及視藝科同學攜手創作了 40 周年校慶

圖案，應用於學生證、學生手冊及其他 40 周年校慶紀念物品，

營造展現自我、互相欣賞的正面環境及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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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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720172017 至至至至 20182018201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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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人生目標，豐富生命經歷，傳遞正向價值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1.1.1.1.發掘自我發掘自我發掘自我發掘自我，，，，栽培栽培栽培栽培「「「「懷自信懷自信懷自信懷自信」」」」的五育的五育的五育的五育

人人人人    

讓同學協助籌備境外學習團和擔當
組長，擴闊同學的識見，透過分享及
多元活動，讓同學豐富生命經歷，認
識、發掘及確立自我    
 

1)組會議檢討 

2)同學在參與活動時

的表現 

3)同學回應 

中二級及中四級國內學習團能分別讓同學增加對肇慶和北京地區的民生、環保和

科技發展的認識。而在學習交流期間，同學表現投入，各組學生組長亦能協助組

老師帶領同學分享。而我組與通識教育科合作的匯報及分享會，亦讓同學以小組

形式製作簡報或短片參加匯報比賽，在合作過程中認識及發揮個人長處。 

 

中文科亦以是次旅程為作文比賽主題，讓同學回港後可以檢視旅程所得，加強活

動成效。建議來年仍以肇慶和北京為首選地點，並加強培訓同學擔任組長，讓他

們可以參與籌備工作，豐富學習經歷。 

 

2222a.a.a.a.展現展現展現展現 4E4E4E4E 領袖素質領袖素質領袖素質領袖素質    
與地理和旅款科合作組織境外交流
團和 40 周年校慶活動，由同學協助
籌備和擔當組長，培養 4E 領袖素質：
活力(Energy)、鼓舞(Energize)、膽
識(Edge)與執行力(Execute)，為同
學組織不同活動，強化領袖職能    
 

1)組會議檢討 

2)同學在參與活動時

的表現 
3)同學回應 

同學在擔任「首席學生大使」和境外學習團小組組長工作時，態度認真，表現自

信，能帶領低年級或同組同學共同工作，發揮領袖素質和營造團隊精神。 

 

2b.2b.2b.2b.增加人生閱歷增加人生閱歷增加人生閱歷增加人生閱歷    

參與境外交流活動和學校推廣工

作，透過與他校師生的交流，增加人

生閱歷，擴闊視野；與中文、英文、

通識、科學、電腦、視藝和體育科合

辦[小學多元繽紛同樂日] ，由同學

負責主持、導賞和接待工作，讓他們

增加人生閱歷，擴闊視野 

 

1)組會議檢討 

2)同學在參與活動時

的表現 
3)同學回應 

參與中二及中四級境外學習團的同學，可以走出課室，走出香港，擴闊視野，對

到訪地區的民生和科技發展有進一步的認識。 

 

今年《小學多元繽紛同樂日》的各項活動，我們鼓勵同學參與籌備、主持、導賞

和接待工作，同學表現良好。而 5 月 25 日學生大使接待深圳松崗實驗學校的師

生參觀及交流，更可以讓同學認識國內教育現況，增廣見聞。而學生大使在這些

接待和推廣工作中，表現認真和盡責，獲得嘉賓不時讚賞，值得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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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3.培育培育培育培育「「「「互關愛互關愛互關愛互關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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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同學參與境外交流活動和學校

推廣活動的籌備工作，安排表現良好

的同學協助培圳初中「學生大使」，

讓同學「從服務中學習」，傳揚正面

信息 

 
安排同學擔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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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同學承擔責
任，從服務社區中，建立良好品格及
積極人生觀，並熱愛生命，成為一個
積極和負責任的公民 

 

1)組會議檢討 

2)同學在參與活動時

的表現 
3)同學回應 

今年我們邀請更多中一同學擔任學生大使，並由首席學生大使協助培訓和帶領。
經培訓後，同學擔任學生大使的表現理想。 
 

今年學生大使已在沙田家教會主辦的沙田區升中博覽(11/11) 、張煊昌小學
(1/12) 、禧年(恩平)小學(16/12) 和靈糧小學(27/1)周年攤位活動中，協助籌
備工作，並向社區人士介紹本校近年的發展和同學的表現。同學表現盡責，能在
服務中學習。他們亦在中一新生家長座談會當值，態度認真。 
 

而同學擔任《小學多元繽紛同樂日》活動的工作人員，接待區內小學師生，讓同
學承擔責任，從服務中建立個人積極和負責任的良好品格。 
 

 
負責老師姓名： 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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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720172017 至至至至 20182018201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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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教學模式，提升應試能力，展現學習熱情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 推展電子學習 

� 學科問答 

� 大門口 

� 電視台 

� 定期電子教學分享會或工作坊 

� 定期介紹最新 IT 發展 

� 早會 

� 電視台 

 

� 師生意見 

� 師生反應 

 

� 不同學段成功舉辦了不同主題工作坊，唯參與人數有待改善。 

� 課堂研究以電子學習為主題，各科努力配合，成果顯著。 

� 在早會及電視台成功向全校師生介紹最新IT發展，反應理想。 

� 成功完成問答環節，同學反應理想。 

 

全校關注事項(二)：確立人生目標，豐富生命經歷，傳遞正向價值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 校園電視台 

� 訓導超人系列 

� 品德教育 

� 好人好事 

 

� STEM 學生小組 

 

 

 

� STEM 課程 

 

� 成功拍攝影片 

� 影片受同學歡迎 

 

 

� 服務生當值情況 

� 服務生完成老師所指

派工作 

 

 

� 成功舉辦相關課程 

 

� 已分別拍攝及播放訓導超人節目、好人好事及品德教育宣傳

片。師生對影片的評價正面。 

 

 

� 個別同學表現積極，唯人數不多。 

� STEM 小組代表學校參與比賽，同學表現積極，但未能獲獎。 

 

� 成功舉辦以下課程： 

� App Inventer2，20 人參與，共 20 堂，每節 1.5 小時。 

� Unity + VR 20 人參與，共 20 堂，每節 1.5 小時。 

� 航拍 9 人參與，共 20 堂，每節 1.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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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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720172017 至至至至 2018201820182018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中文科中文科中文科中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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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關注事項全校關注事項全校關注事項全校關注事項((((一一一一))))：：：：多元教學模式，提升應試能力，展現學習熱情 

 

關注事項一關注事項一關注事項一關注事項一：：：：多元教學模式多元教學模式多元教學模式多元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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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化初中自主學習「導學案」，加強學生課

前準備的能力，加強課堂互動，並於課堂

上展示成果，提升學習效能。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課堂及習作表

現 

學生均願意完成「導學案」，課堂教學亦以導學案為主軸，再配以單元

工作紙。校方的課後自主學習時間由科組提議，方便科組按實際課堂

進度修訂導學案。建議大、細班宜按學生能力，取捨與剪裁導學案內

容，做到照顧學生學習差異。 

1.2 於高中選修單元，引入「自主學習」模式，

學生透過蒐集、篩選、分析資料及匯報等，

提升及展現自學能力。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課堂及習作表

現 

表現良好，學生均能自行分析閱讀材料，並進一步尋找合理依據，推

論想法。口頭匯報的表現亦大致理想。 

1.3 初中運用 KAHOOT、PLICKERS 等應用程式

學習語文基礎知識，加強學習效能。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課堂及習作表

現 

部分班別會反複使用 KAHOOT，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和投入度，特別是

在學校假期前後使用，亦能幫助學生鞏固或重新喚起語文基礎知識。 

由於 KAHOOT 有時間限制，亦帶競賽性質，所以學生對這遊戲的興趣頗

高。即便沒有獎品誘因，他們也能投入於學習。宜每兩人使用一台平

板電腦。建議高中可以設計與範文有關的 KAHOOT 遊戲。 

1.4 高中運用翻轉課堂模式學習十二篇範

文，培養學生自學習慣。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預習內容以語譯為主，程度相對簡單，細班學生亦能完成。對於大班，

則會過於簡單。為進一步提高學生的自學習慣，建議來年可以按內容

拍攝範文教學影片，並以 Google Site 整理所有短片，讓學生在課後

能按自己的進度複習所學。 

    

    

關注事項二關注事項二關注事項二關注事項二：：：：提升應試能力提升應試能力提升應試能力提升應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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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化中三級教材，加入部分高中指定文言

篇章，有助學生銜接高中課程。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測考及上課表

現 

減少並修定了原有工作紙的題目，題目以考問課文內容為主，以進一

步切合中三學生的程度。整體表現良好。學生更樂於完成相關題目，

負擔亦不會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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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初中各單元均安排一個單元基礎能力測

驗，內容包括修辭、文言知識、成語、單

元能力及實用文格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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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級進度良好。基測的題目與單元教學內容一致，學生表現尚算理想。 

2.3 優化初中單元默書紙，培養學生背誦文言

文的習慣。默書加入加分題，以提升學生

的學習興趣。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測考及上課表

現 

各級進度良好。有默書紙的規範令學生背誦更有方向，亦會為了取分

而更願意背誦文言文。 

2.4 初中單元增設總評估跟進練習，讓學生認

識高中答題技巧，銜接高中課程。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測考及上課表

現 

跟進練習所教的答題技巧未能遷移到下一個單元的評估之中，因為兩

個單元所學的學習重點均不同，而閱讀理解的重點在於疏理篇章脈

絡，所以建議每份跟進練習均設以下兩類的題目，第一類為必答題，

要求學生分層次；第二類為選答題，複習評估中的單元能力。 

2.5 優化初中單元短文寫作，以讀帶寫，讓學

生從仿作及多練習中提升寫作應試能力。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測考及上課表

現 

 

各級學生反應參差。部分級別學生認為寫作三篇短文，工作量不大，

並能幫助完成長文；部分級別學生則覺得同一主題的作文，反反複複

作好幾次，因而生厭。所以，取其平衡，建議初中設三道短文題目，

首兩題為必答，最後一題為選答。 

2.6 初中及高中設有寫作導學案及跟進練

習，以鞏固及紮穩學生的語文表達能力。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測考及上課表

現 

進度良好。學生寫作前後均有輔助，對於提高寫作能力有正面幫助。

然而，各班能力不一，寫作導學案的篇幅長度或內容選取，宜繼續保

有班本調適的彈性。 

2.7 優化高中課程與教材，增設閱讀策略、綜

合練習及說話策略，以加強學生應試的技

巧及能力。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測考及上課表

現 

持續優化相關教材，以回應考評制度的不斷變化。建議增設範文校本

筆記。 

2.8 課後課程支援：中三級舉辦全港性系統評

估應試班；高中設有恆常課後補課；星期

六設有中六拔尖班及精研班，並增設中六

拔尖口語班，以加強學生的應試能力。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成績反映 

 

全港性系統評估應試班的做法良好，可繼續保留。建議於中四的第二

及第三學段設較多的課後補課，以配合綜合卷的教學。拔尖班的做法

良好，不論是抽取班中較佳學生拔尖，還是全班整體進入拔尖班均有

其好處。而口語訓練班，學生覺得成效不俗。 

    

關注事項三關注事項三關注事項三關注事項三：：：：展現學習熱情展現學習熱情展現學習熱情展現學習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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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科本閱讀計劃，一年完成三本閱讀報

告，藉此提升閱讀風氣。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的閱讀報告 
良好。建議級聯絡人代為收集各班分紙。 

3.2 舉辦語文雙周，提升學生對語文的興趣。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詳見附件：語文雙周活動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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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全校關注事項全校關注事項全校關注事項((((二二二二))))：：：：確立人生目標確立人生目標確立人生目標確立人生目標，，，，豐富生命經歷豐富生命經歷豐富生命經歷豐富生命經歷，，，，傳遞正向價值傳遞正向價值傳遞正向價值傳遞正向價值    

    

關注事項四關注事項四關注事項四關注事項四：：：：確立人生目標確立人生目標確立人生目標確立人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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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此推動同儕間互相欣賞及學習的氛圍。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做法良好。展示的材料多樣，不單是長文，不同課業的佳作亦有展示

機會。宜繼續保留。 

 

 

關注事項五關注事項五關注事項五關注事項五：：：：豐富生命經歷豐富生命經歷豐富生命經歷豐富生命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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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學生參與朗誦、徵文、演說、書法及

標語等不同類型的校外比賽，增加與外界

交流的經歷，擴闊視野。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成效良好。學生參加了不同比賽，如朗誦、演說、小組討論、徵文和

標語設計比賽等。不少比賽均能奪取佳績，繼續保留。 

各個獎項詳見：成就與反思 

2.2 培訓典禮司儀，增加人生閱歷，提升自信

心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做法理想。於學校各典禮及活動中，訓練中一學生擔任司儀，令新生

更敢於公開演說，改善說話技巧，加強膽量，提升自信。 

 

關注事項六關注事項六關注事項六關注事項六：：：：傳遞正向價值傳遞正向價值傳遞正向價值傳遞正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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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文化專題探討中，灌輸傳統文化道德觀

念，配合德育主題「踐行的生命」，推動

「生命教育」，學會感恩。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問卷 

從不同類型的比賽和教學活動中均滲入儒家的道德思想，讓學生掌握

仁義禮智於現今社會的具體呈現。得獎作品已刊於中文科刊物《苗》

中。 

 

負責老師姓名：郭麗安、黃敬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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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720172017 至至至至 2018201820182018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普通話科普通話科普通話科普通話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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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教學模式，提升應試能力，展現學習熱情 

 
關注事項一關注事項一關注事項一關注事項一：：：：多元教學模式多元教學模式多元教學模式多元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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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模式，各單元安排情景對

話及口語訓練，要求學生完成預習，透過小

組合作，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及匯報能力。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測考及上課表現 

加強生生互動，同學的溝通能力提升，也更投入課堂。 

1.2 推展電子學習，善用網上資源及多媒體教

學，嘗試運用 KAHOOT、PLICKERS 等應用程

式，加強學習效能。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測考及上課表現 

以 Kahoot 進行小組比賽，溫習粵普知識，有助提升課堂氣

氛，同學亦能鞏固所學，成效良好。 

 
關注事項二關注事項二關注事項二關注事項二：：：：提升應試能力提升應試能力提升應試能力提升應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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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各級加強基礎能力訓練。每一單元均安

排學生進行詞語及句子粵普對譯評估。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測考及上課表現 

同學努力完成練習及評估。 

2.2 優化單元工作紙，檢視視聽練習及流行歌曲

工作紙，適時更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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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對歌曲欣賞很感興趣，能投入學習。 

2.3 持續教授「熱愛生命」課題，中一級「繽紛

校園」；中二級「關心社會」；中三級「藝

術人生」。確立正確學習目標。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上課表現 

主題適切同學需要，能培養同學的正向價值觀。 

    

關注事項三關注事項三關注事項三關注事項三：：：：展現學習熱情展現學習熱情展現學習熱情展現學習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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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早會進行朗誦預演，鼓勵同學鑽研普通話

朗讀技巧，延伸學習興趣，深化學習層面。 

 

1) 科務會議檢討 預演順利完成，同學反應積極正面，能鼓舞參賽同學，觀賞

同學亦能學習朗誦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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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舉辦語文雙周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舉辦

普通話話劇欣賞會，讓學生寓學習於娛樂

中，使其樂於發揮及學習。 

1) 科務會議檢討 「歇後語」話劇富趣味，互動性高，同學投入參與。 

 
全校關注事項(二)：確立人生目標，豐富生命經歷，傳遞正向價值    

    
關注事項四關注事項四關注事項四關注事項四：：：：確立人生目標確立人生目標確立人生目標確立人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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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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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校外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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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積極參賽，累積比賽經驗，擴闊視野，成果豐碩。4A

蔡雨茵於香港校際朗誦節普通話獨誦比賽奪得亞軍，中三級

同學於普通話集誦比賽獲得亞軍。同學於普通話演講比賽中

奪得佳績，包括 1C 鄭珀喬、2C 關映霖和 4A 蔡雨茵均奪得

優異獎。不少同學亦於普通話演說比賽中取得優良獎。 

    
關注事項五關注事項五關注事項五關注事項五：：：：豐富生命經歷豐富生命經歷豐富生命經歷豐富生命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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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育普通話大使，拍攝粵普對譯短片，培養

學生的獨立思考和處事能力，豐富學習經

歷，提升自信。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表現及回應 

與校園電視台合作錄音，同學的普通話能力得以提升。 

    
關注事項六關注事項六關注事項六關注事項六：：：：傳遞正向價值傳遞正向價值傳遞正向價值傳遞正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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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社區聯絡組合作，培育普通話接待大使，

提供機會讓學生運用普通話表達關愛，傳揚

「踐行的生命」信息，同時提高同學自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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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大使接待台灣學者，展現同學的自信，與來賓溝通交流

亦提升了同學的普通話應對能力。 

3.2 優化價值教育，提升同學的品德素養。配合

德育主題「踐行的生命」，各級持續教授「品

德」課題，中一級「環保公德」；中二級「為

善最樂」；中三級「體育精神」。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表現及回應 

主題適切同學需要，能培養同學的正向價值觀。 

負責老師姓名：郭麗安、黃敬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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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 Yuk Secondary School 

English Department 

Annual Report (2017-2018) 

 

School Major Concern 1: To promote diversified modes of learning, enhance exam-tackling skills, and demonstrate passion for learning 

Strategies / Tasks Methods of Evaluation Evaluation of Effectiveness Proposed ideas for the follow up 

1. To promote diversified modes of learning 

1.1 For Self-Directed Learning 
(SDL), students will be asked to 
study the usage of vocabulary and 
grammar for Fun Dictations 
(S.1-3) and Vocabulary Building 
Quizzes (S.4-6).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Fun Dictations 
(S.1-3), and 
Vocabulary Building 
Quizzes (S.4-6) 
 
 
 
Stakeholders’ survey 
 

Based on students’ marks in Fun Dictations 
(S.1-3) and Vocabulary Building Quizzes 
(S.4-6), it was found that students had 
better performance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previous year. 
 
Over 80% of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surveyed found that studying the usage of 
vocabulary and grammar could help 
students prepare for Fun Dictations (S.1-3) 
and Vocabulary Building Quizzes (S.4-6). 

The learning of vocabulary and 
grammar would be further reinforced 
with the use of e-learning and QR 
codes (Flipped Classroom) in the 
coming year.  
 
 
 

1.2 For e-learning, more grammar 
exercises with QR codes (Flipped 
Classroom) will be given to S.1-3 
students to enhanc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Lesson observation 
 
 
 
 
 
Students’ responses 

In lesson observation, it was found that 
more grammar exercises with QR codes 
were given to S.1-3 students than in the 
previous year. 
 
 
Students generally found that the QR codes 
in grammar exercises could help them 
understand grammar concepts more easily 
but the videos could have been more 
interesting. 

As there is not an abundant pool of 
grammar videos with QR codes, a 
richer e-learning resource bank and a 
better sharing culture would be 
developed among panel member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grammar exercises with QR codes 
(Flipped Classroom), the videos 
would need to be made more 
appealing to students. 

1.3 Teachers will share e-learning 
materials such as Kahoot 
exercises and PowerPoint slides 
with other English teachers.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the e-learning 
materials shared in the 
sharable folder 

This year, more than 15 Kahoot exercises 
and PowerPoint files were shared among 
English teachers. 
 

Apart from Kahoot exercises and 
PowerPoint files, other e-learning 
resources such as Nearpod and 
Surface e-learning tools would be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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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 Tasks Methods of Evaluation Evaluation of Effectiveness Proposed ideas for the follow up 

1. To promote diversified modes of learning 

 
Stakeholders’ survey 
 

Over 80% of the English teachers 
welcomed the idea of sharing e-learning 
materials as they could refine each other’s 
materials to enhance teaching efficacy. 

explored.  

1.4 For life-wide learning, S.1, S.3 
and S.4 students will have 
English excursions to Kadoorie 
Farm, Stanley and Discovery 
Bay. 
 

Quality of students’ 
worksheets 
 
 
Students’ responses 
 
 
 
 
Stakeholders’ survey 

Most students completed their worksheets 
seriously. 
 
Students responded that the activities could 
motivate them to use English in the real 
world and could help them boost their 
confidence. 
 
Over 80% of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surveyed agreed that the English 
excursions could help them use English in 
an authentic way and boost their 
confidence. 

More e-learning elements would be 
incorporated in the activities, e.g. 
some Kahoot questions would be set 
and students would need to answer 
those pop-up questions using their 
mobile phones on the spot. 
 

 

Strategies / Tasks Methods of Evaluation Evaluation of Effectiveness Proposed ideas for the follow up 

2. To enhance exam-tackling skills 
2.1 To help S.6 students improve 

their oral skills, they will have 
more speaking practice with the 
support of an additional English 
oral teacher.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First Term Oral 
Exam and Mock Oral 
Exam 
 
 
 
 
Stakeholders’ survey  
 

S.6 students had better performance in 
First Term Oral Exam and Mock Oral 
Exam.  
 
Over 80% of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surveyed agreed that the additional English 
oral teacher enabled students to have more 
speaking practice and helped raise 
students’ speaking ability. 

Since there would be fewer students in 
S.4-6 BD groups, there would be 5 
English teachers (instead of 6 as in 
previous years) teaching students’ oral 
lessons in the coming year.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oral lessons, the speaking skills would 
be taught more systematically and 
students would be exposed to a wider 
range of topics. 

2.2 Various Saturday tutorials will be Students’ responses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tutorials To avoid time clashes with other 



88 

Strategies / Tasks Methods of Evaluation Evaluation of Effectiveness Proposed ideas for the follow up 

2. To enhance exam-tackling skills 
organized for S.1-6 students to 
consolidate their English 
foundation. 
 

 
 
 
 
 
 
 
Stakeholders’ survey 

expressed that the Saturday tutorials could 
help them consolidate their English 
foundation, but there were time clashes 
with other school activities at times. 
 
Over 80% of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surveyed agreed that the Saturday tutorials 
could help them consolidate their English 
foundation. 

school activities, the Saturday tutorials 
would be held on Saturday afternoons. 
Students would also be reminded to 
apply for leave in advance so that the 
tutors could plan for the lesson ahead 
of time. 
 

 

Strategies / Tasks Methods of Evaluation Evaluation of Effectiveness Proposed ideas for the follow up 

2.  To enhance exam-tackling skills 
2.3 To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standard and requirements of DSE 
exam, S.3-6 students will learn 
about the various question types, 
assessment criteria and B1/B2 
conversion table. 

Stakeholders’ survey Over 70% of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surveyed responded that students had 
gaine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tandard and requirements of DSE exam. 
 
Some English teachers stated that they 
lacked time in explaining the standard and 
requirements of DSE exam to students.  

More class time would be spent on 
explaining various questions types, 
assessment criteria and B1/B2 conversion 
table. 
 

2.4 To better prepare students for the 
DSE exam, intensive notes, past 
papers and markers’ reports will 
be compiled as a DSE Attack 
Skill Booklet and explained to S.6 
students. 
 

Quality of the S.6 
DSE Attack Skill 
Booklet 
 
 
 
 
Stakeholders’ survey  

The S.6 DSE Attack Skill Booklet included 
the essential skills, vocabulary and 
expressions which were useful to students 
in preparation for DSE. 
 
Over 80% of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surveyed responded that it was a 
comprehensive and user-friendly guide 
book for students’ revision and 
self-learning.  

To facilitate learning and teaching, an 
answer key to the S.6 DSE Attack Skill 
Booklet would be devi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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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 Tasks Methods of Evaluation Evaluation of Effectiveness Proposed ideas for the follow up 

3. To demonstrate passion for learning 
3.1 In the Language Week, English 

Ambassadors will take a leading 
role in organizing activities and 
more students will participate in 
them. 
 

Number of English 
Ambassadors 
organizing activities 
 
Number of student 
participants 
 
Students’ responses 

Over 60 English Ambassadors have 
organized English activities in the 
Language Week this year, with more than 
300 student participants. 
 
Students responded that the activities were 
fun and meaningful. 

The theme of the Language Week this year 
was ‘40th School Anniversary’. Students 
were interested in the activities as they 
were relevant to students’ daily life. Other 
familiar and appealing themes would be 
used in the future. 

 

School Major Concern 2: To identify life goals, enrich life experiences, and promote positive values 

 

Strategies / Tasks Methods of Evaluation Evaluation of Effectiveness Proposed ideas for the follow up 

1. To identify life goals 
1.1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discover 

and develop their talent by joining a 
whole array of English activities 
and competitions. 
 

Record of activities and 
competitions 
 
 
 
Stakeholders’ survey 

There were English form activities in S.1-5 and a 
wide range of English activities such as Speech 
Festival, Inter-school activities with Renaissance 
College and Island School, debating competitions, 
and Language Week activities involving more 
than 70% of the student population. 
 
Over 80% of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surveyed 
found that the activities and competitions could 
help them enrich their language use and enhance 
their confidence. 

In the coming year, there would be 
greater collaboration with Island 
School so that students would be 
given enriched opportunities to use 
English in an authentic manner. 

1.2 Students will have workplace visits 
and conduct follow-up tasks for 
identifying life goals and 
self-reflection. 
 

Students’ writings 
 
 
Stakeholders’ survey 

All S.5 students completed their writings after 
workplace visits. 
 
Over 80% of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surveyed 
agreed that the follow-up writing tasks could help 
them identify life goals and conduct 
self-reflection.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the 
follow-up writing tasks, more group 
discussions would be conducted in 
the lessons to help students 
brainstorm ideas and have a deeper 
ref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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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 Tasks Methods of Evaluation Evaluation of Effectiveness Proposed ideas for the follow up 

2. To enrich life experiences 
2.1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enrich life 

experiences by organizing English 
celebration activities for 40th School 
Anniversary such as musical and 
writing competition. 

Record of activities and 
competitions 
 
 
 
Stakeholders’ survey 

A 10-min English musical and a writing 
competition for 40th School Anniversary were 
organized to enrich students’ life experiences. 
 
Over 90% of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surveyed 
expressed that the musical and writing 
competition could help students enrich their life 
experiences. 

English musical is a motivating tool 
for students to learn English so 
students would be provided with 
more opportunities to have English 
performances of various kinds on 
the stage. 

2.2 Students will make more friends 
from other schools by joining 
inter-school activities such as 
English WeCan and inter-school 
debating competitions. 
 

Record of activities and 
competitions 
 
 
 
 
 
 
Stakeholders’ survey 

English activities with Renaissance College and 
Island School were held on a bi-weekly basis. 
Also, some junior form students joined English 
WeCan activities and some senior form students 
took part in inter-school debating competitions. 
 
Over 80% of the students surveyed responded that 
they could make more friends from other schools 
by joining inter-school activities. 

In the coming year,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forms would be invited to 
join inter-school activities so as to 
enrich the English learning 
atmosphere. 

 

Strategies / Tasks Methods of Evaluation Evaluation of Effectiveness Proposed ideas for the follow up 

3. To promote positive values 
3.1 Students will learn how to care 

about others through sharing in the 
morning assemblies. 
 

Quality of sharing in 
the morning assemblies 
 
 
 
 
 
Stakeholders’ survey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of students’ sharing in 
the morning assemblies, they showed some 
improvement in both the content and delivery of 
their speeches.  
 
Over 70% of the teachers surveyed expressed that 
students could learn how to care about others 
through sharing in the morning assemblies.  

Since there is limited time in the 
morning assemblies, teachers will 
teach students how to care about 
others through different English 
activities and in English lessons. 

 

Prepared by: Mr. Henry Wong, Ms Janice Ho and Ms Karen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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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一)：多元教學模式，提升應試能力，展現學習熱情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多元教學模式 

(a) 已完成中一至中六級的優化計劃，繼續

各級的共同備課節，優化教學質素和資

源，提升學與教效能 

測考成績統計、科務檢討會議 (a) 中一至中五級均設有共同備課節。 

(b) 作適量的調整後，繼續使用校本製作的中一至中三級教學筆記

和補充練習，作為課堂教學和學生溫習之用，效果滿意。 

 

(b) 優化學與教，初高中均以教學影片，配

合補充練習本或工作紙，輔助自主學

習，加上小小測、補測和大測等評估策

略，提升課堂教學技巧，和學生的學習

成果 

科務檢討會議、觀課表數據分

析 

(a) 第二年使用補充練習本作為初中三級的導學案，除中二級另行

安排外，其餘兩級均滿意。 

(b) 中四至中六級有幾組使用教學影片配合工作紙，或利用

WHATSAPP 群組，作為自主學習。 

 

(c) 優化課堂的學與教效能，運用電子教學

工具，利用平板電腦促進學與教，並加

強師生及生生互動。善用學校網上平

台，強化學習。 

科務檢討會議、學生問卷 (a) 除了繼續使用教學影片、ClassDojo、Nearpod、Plickers、Socrative

和 Kahoot 等工具外，部分教師嘗試在課堂上使用 Google 

Classroom 和 Quizizz，效果也算理想。正在了解它們在不同課

題上的使用效果，然後在共同備課節交流分享。 

(b) 在校內互聯網，設置了中一至中三和文憑試四個網上 教室，放

置了筆記、教學影片、溫習材料等教學材料；期望學生們可作

備課和溫習之用。並可透過重複觀看教學影片，加強學習效果。 

2. 提升應試能力 

(a) 加強初中同學在全港性系統評估的準

備，鞏固基礎能力，在中三級下學段引

入文憑試的甲(1)部測試，讓學生提早

適應，銜接高中課程。 

 

科主任報告、校內測考及公開

試成績統計、科務檢討會議 

(a) 中三級任教同事使用歷年 TSA 分類試題作重點教學。 

(b) 全年有五次的星期一放學後，安排 TSA 數學科補課，重點操練

TSA 的難點課題，提升同學的得分能力。 

(c) 繼續在中三級下學段加入教授「複合不等式」，讓中三級同學

學習所有文憑試甲(1)部課題，並在下考中測考。期望由中四開

學直至中六畢業期間，學生可以透過多次的甲(1)部測考，提升

合格率。 

(b) 引入社區資源，開設初中啟導班，鞏固

基礎。 

 

科主任報告、校內測考及公開

試成績統計、科務檢討會議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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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c) 延展多年經驗，推行課後高中補課，讓

同學熟習公開試答題技巧；開設周六公

開試增潤班，鞏固學習，提升公開試成

績。 

 

科務檢討會議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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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題亦以公開試的甲(1)部為必考題，以增加學生的記憶

量，從而提升他們的應考信心。 

(ii) 中五級補課初以甲(1)部為主，然後根據不同能力班別分別

以甲(1)或/及甲(2)部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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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加強其自信心。 

(iv) 中六級 CDE 三班首次嘗試以能力分為三組，校內畢業試合

格率為 0.7%而 DSE 為 40.4%。若以往年 CDE 三班未分組

的校內畢業試 28.8%而 DSE55.8%稍作比較，有少許欣喜。

有關果效仍需觀察多 2 至 3 年才作定論。 

(e) 策略地使用甲(1)及甲(2)部試題溫習套，並配合小小測和整部

測，幫助中五級某些組別和中六級學生熟習所學題型，增加得

分的信心和能力。 

 

(d) 挑選中六級數學科首十一名成績的學

生，進行精選補課，針對乙部課題和選

擇題，提升他們的奪優率。 

DSE 成績 

  

3. 展現學習熱情 

(a) 繼續每年舉辦的初中三級的數學競

賽，提升學生對數學的學習興趣，並透

過遊戲形式，滲透數學知識給予同學。 

 

科務檢討會議 (a) 在初中三級均舉辦數學競賽，安排中三、四級同學負責主持。 

(b) 舉辦數理周，介紹數學科的不同面貎，

刺激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 

科務檢討會議 (b) 本年度並沒有數理周。來年將電子工具加入攤位遊戲中，並推

行中一級 RUMMIKUB 比賽。 

(c) 積極參與校外比賽，延伸學習興趣，加

深知識層次。 

科務檢討會議 (c) 甄選並培訓初中和高中兩組學生，參加了三項校外的數學競

賽，以增廣見識；共獲得一個二等獎和七個三等獎。 

 
負責老師姓名： 黃智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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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一)：多元教學模式，提升應試能力，展現學習熱情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1.1.1. 多元教學模式多元教學模式多元教學模式多元教學模式    

(a)(a)(a)(a) 優化初中優化初中優化初中優化初中「「「「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延展至高中延展至高中延展至高中延展至高中    

1.1  加強與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

計劃」協作，優化各級的科本活動設

計，於活動中加強自主學習元素 

 

1) 級會及科務會議檢討 

2) 同學展示及活動表現 

確立初中活動設計及高中能力指標的設計。初中方面，中一級優化遊走

中上環活動與課堂所學的串連，善用自主學習策略，增加學生對中上環

景點及歷史的認識、中二級「文物保育」部分的課程內容進一步配合內

地考察團、中三及中四級社會認知課程與「今日香港」單元加強連繫，

藉參觀不同社會企業，更了解其營運情況。 

1.2 

 

 

優化初中導學案，制定各級通識議題

的學習重點與課程，以加強同學通識

概念的認知 

1) 級會及科務會議檢討 

2) 同學測考及上課表現 

於中一及中二級的自主學習時段，分別安排學生完成六次導學案，而中

三級學生則完成五次導學案。導學案加入電子學習元素，就通識議題進

行預習，增加學生對相關議題的認識，於課堂展示預習的成果，藉以提

升學習效能。此模式日漸成熟，來年會繼續沿用及優化。 

1.3 

 

 

 

在高中引入「自主學習」元素，各班

需於學年間就指定議題進行資料蒐

集，並進行匯報及帶領討論 

1) 級會及科務會議檢討 

2) 同學自評數據、匯報及

討論表現 

於高中課程中加強自主學習元素。在中四級方面，要求同學於交流團

後，分組完成自主學習的影片及匯報，藉以向其他學生介紹旅程的所見

所聞。中五級方面，已培養學生於課前預習的習慣，利用短片及時事，

增加學生對相關議題的認識。 

(b)(b)(b)(b) 推展電子學習推展電子學習推展電子學習推展電子學習    

1.4 配合「自主學習」，製作「翻轉課堂」

的影片，讓同學在課後也能得以學習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同學回應 

本學年未有製作「翻轉課堂」的影片，以協助學生解題。建議來年嘗試

於中四級進行。 

1.5 善用不同的應用程式，如 Socrative 

Apps、Kahoot、Schoology 等，並建

立電子學習平台，促進本科的教與學 

科務會議檢討 本年度於大部分的平板電腦安裝了「Socrative」及「Explain 

Everything」應用程式，方便師生於課堂上應用。初中級任教老師利用

「Kahoot」電子平台協助學生在試前重溫相關通識概念。 

1.6 善用校外電子平台，高中同學善用明

報電子新聞及通識資源網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同學日常課業表現 

於「遊走中上環活動」讓中一級同學善用 IPAD，進行拍攝工作，並利

用此電子工具，完成指定任務。學生投入學習，表現令人滿意。 

 

(c)(c)(c)(c) 豐富豐富豐富豐富「「「「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    

1.7 增加高中各班外出學習的機會 1) 科務會議檢討 善用九龍倉「學校起動計劃」(Project WeCan)的資助，讓同學能夠參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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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2) 同學在活動中的表現 與中一級遊走中上環活動、中三及中四級社會認知課程，有助學生增廣

見聞，成效良佳。中五級部分學生參與「鯉魚門社區導賞」活動，反應

踴躍。 

1.8 優化全方位學習，舉辦內地交流團，

鞏固學科知識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同學在交流期間的表

現 

未能成功申請教育局舉辦的內地交流團，建議來年可以嘗試申請其他機

構舉辦的交流團活動。 

2.2.2.2. 提升應試能力提升應試能力提升應試能力提升應試能力    

(a)  (a)  (a)  (a)  優化優化優化優化學與教策略學與教策略學與教策略學與教策略    

2.1  加強與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

計劃」協作，並推動校本教師啟導計

劃、共同備課和同儕習作察閱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同學測考及公開試成

績統計 

本年參與中學校長會「基本法跨校學習社群」，各學校以「基本法與選

舉」為主題，透過兩次聯校會議，共同討論課堂的設計與理念，從而優

化校本「基本法課程」的規劃。 

2.2 應用高中基礎能力指標，在各學段教

授指定的提問字眼，並於考測中進行

評核，加強教、學、評的串連 

1) 級會及科務會議檢討 

2)同學測考及公開試成 

績統計 

於高中各級嘗試以基礎能力指標的模式規劃課程，於各學段訂立所須教

授的提問字眼及答題技巧，透過課堂教授、功課習作及小測強化學生相

關答題能力，並於考測中考核，效果理想。 

 

另外，亦為中五級同學製作答題技巧筆記，整理公開試各題型及提問字

眼的答題要求，如比較題、數據題，並派發公開試優秀習作，讓同學更

清晰地了解本科的考核要求成效顯著。 

2.3 高中確立家課及時事習作常規，有系

統地加強同學的答題技巧及時事觸

覺 

1) 級會及科務會議檢討 

2) 同學在日常課業上的

表現 

進一步確立家課及測考常規，高中各級每周或隔周，均需完成指定課業

或考測，從而整理及鞏固課堂所學，成效理想。中六級則善用歷屆卷二

試題，加強訓練學生的答題技巧。 

 

(b)  (b)  (b)  (b)  鞏固初中學習鞏固初中學習鞏固初中學習鞏固初中學習    

2.4 加強初中的時事教育，於初中各級教

授熱門的時事議題，以提升同學的時

事觸覺，建立同學關注時事的習慣 

1) 級會及科務會議檢討 

2) 同學在日常課業上的

表 

現 

進一步於初中課程引入時事專題，善用導學案以增加學生對熱門時事的

認識，成效不錯。 

2.5 於初中教授基本數據、漫畫及文字的

分析及歸納方法，讓初中同學及早掌

握文憑試解題與答題的技巧文憑試解題與答題的技巧文憑試解題與答題的技巧文憑試解題與答題的技巧    

    

1) 級會及科務會議檢討 

2) 同學在測考上的表現 

於初中教授基本數據題及漫畫題，並於測考中考核同學，成效良好。 



95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c)  (c)  (c)  (c)  加強高中課後支援加強高中課後支援加強高中課後支援加強高中課後支援    

2.6 周六舉行高中拔尖保底班高中拔尖保底班高中拔尖保底班高中拔尖保底班，按同學能

力分組，更聚焦地鞏固同學基礎，提

供適切的學習策略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同學公開試成績統計 

集中為中六級同學備戰公開試，根據校內成績數據，分別為能力較強及

稍遜的同學進行分組補課，訓練相應的答題技巧。建議來年沿用此方

式，由科任老師任教相關班別，以練習答題技巧為主，並照顧不同能力

學生的學習需要。 

2.7 善用放學全級補課時間，進行統一測

驗及講座，豐富同學的知識，並提升

應試能力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參與增潤班的同學數

目及出席率 

成功開辦公開試增潤班，加強中五及中六級同學的學習支援，以強化應

試能力，唯個別學生的出席率並不理想，來年需多加留意。 

3.3.3.3. 展現學習熱情展現學習熱情展現學習熱情展現學習熱情    

(a)  (a)  (a)  (a)  優化優化優化優化閱讀策略閱讀策略閱讀策略閱讀策略    

3.1  安排高中同學訂閱明報通識版，於課

堂上討論及完成相關課業，豐富同學

的時事知識 

1) 級會及科務會議檢討 

2) 同學時事習作的表現 

安排高中同學於星期四訂閱明報，鼓勵學生閱讀時事。教師亦會於堂上

和同學探討熱門時事及「明報通通識」中的相關議題，讓學生提升時事

意識，從而更有效掌握本科要求；嘗試製作時事討論工作紙等，以提升

學習效能。 

3.2 優化初中科本閱讀計劃，增購更多通

識科書籍以供同學借閱 

1) 級會及科務會議檢討 

2) 同學閱讀報告的表現 

3) 借閱通識書籍的記錄 

善用科本閱讀計劃，讓初中同學閱讀更多通識書籍，並完成閱讀報告，

反思及整理書中所學。從閱讀報告的表現可見，同學表現認真，相信有

助他們更有效地掌握本科。 

3.3 善用早會及校園電視台，由同學及老

師介紹有趣的通識科書籍，提升同學

閱讀的興趣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借閱通識書籍的記錄 

鼓勵初中及高中同學，多閱讀和通識科相關的書籍，豐富個人知識，並

在班上進行分享。 

(b)  (b)  (b)  (b)  樂於學習樂於學習樂於學習樂於學習    

3.4  為中三級及中四級同學校本社會認

知課程，讓同學到社區考察及探訪，

擴闊視野，並提升學習興趣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同學參與活動的情況 

3) 活動後產出的表現 

4) 老師於活動中的觀察 

繼續善用九龍倉集團「學校起動計劃」的財政資源，安排中三級同學於

全方位學習日參觀社會企業，讓學生走出課室，了解社會的真實狀況，

有效地把課堂所學與社會實況相互串連，加深對科本知識的認知及理

解。帶隊老師於檢討表中認同此活動是有意義，而同學的表現亦良好。 

3.5 強化同學在本科活動的參與，如︰參

觀美荷樓及立法會，出席時事論壇

等，讓同學在活動中發掘學習本科的

興趣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同學參與活動的情況 

3) 老師於活動中的觀察 

安排了不同的機構於試後活動到校講座，以讓同學對不同的社會議題有

更深入的了解。此外，帶領同學走到社區，進行考察，均讓同學有更多

不同的經歷，學生反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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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c)  (c)  (c)  (c)  鑽研學習鑽研學習鑽研學習鑽研學習    

3.6  帶領同學參與校外比賽，延伸同學學

習興趣，令同學更樂於學習 

1) 級會及科務會議檢討 

2) 同學時事評論的表現 

科任老師鼓勵學生參與香港電台舉辦的時事徵文比賽，6C 班的四位同

學獲得嘉許証書。 

 

 

全校關注事項(二)：確立人生目標，豐富生命經歷，傳遞正向價值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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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 (a) (a) 發掘自我發掘自我發掘自我發掘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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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推展校本課程，於初中及高中教授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相關課題，讓

同學了解自己的優缺點，懷自信地

成長 

1) 科任老師的觀察 

2) 科務會議 

於中一及中四課程中，均以個人成長為主題，認識自尊此通識概

念。在學習過程中，透過討論不同的題目，如個人成長小檔案等，

讓學生反思個人形象及自身經歷，並在班上分享，從而建立積極自

信的人生觀。 

1.2 透過全方位活動、校內時事評論比

賽，增加同學進行匯報及展示學習

成果的機會，肯定自我成就，強化

學習自信 

1) 科任老師的觀察 

2) 科務會議 

讓學生在遊走中上環、境外交流團後，製作相關海報及影片，分享

參觀的所見所聞，展示學習成果，成效良好。中一學生及帶隊老師

都對活動有正面評價。 

1.3 善用壁報，展示同學的時事評論及

全方位學習日的研習成果，提供機提供機提供機提供機

會讓同學展現才能會讓同學展現才能會讓同學展現才能會讓同學展現才能    

 

1) 科務會議檢討 

2) 科任老師的觀察 

與德公組合作，於地下整理「中國大事回顧」及「六四事件二十九

周年」壁報，建議下年度可更換更多時事議題的報導。 

(b) (b) (b) (b) 生涯規劃生涯規劃生涯規劃生涯規劃    

1.4 舉辦校內講座及外出參觀活動

(如︰香港記者協會講座)，讓同

學了解不同行業生態，發掘個人

發展方向 

 

 

 

 

 

1) 科任老師的觀察 

2) 同學回應 

邀請了非牟利獸醫診所的創辦人到校宣揚愛護動物訊息，為初中同

學進行講座，亦讓同學了解售賣寵物行業對動物的傷害。同學反應

良好，實屬寶貴的交流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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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2.2.2.2. 豐富生命經歷豐富生命經歷豐富生命經歷豐富生命經歷    

(a) (a) (a) (a) 展現展現展現展現 4E4E4E4E 領袖素質領袖素質領袖素質領袖素質 

2.1 中四及中五級各班通識科科長組

成通識學會，協助籌辦小學通識問

答比賽、校內及校外與通識科相關

的活動 

統籌老師的觀察 各班通識科科長及高中同學，協助籌辦通識科問答比賽，包括擔任

活動司儀、計分員、擬定時事題等工作，展現良好的領導才能。 

本科同事對他們的表現十分欣賞，期望他們下學年能進一步展現其

領導才能，帶領其他級別的學生協助活動的推行。 

 

2.2 安排中四級兩班同學擔任遊走中

上環活動小組導師，帶領學弟學妹

經歷戶外學習活動 

1) 小組老師的觀察 

2) 活動後問卷分析 

3) 中一級同學的回應 

在遊走中上環全方位活動中，邀請了 4A 班同學擔任小組導師及協

助拍攝工作。從小組老師的觀察及中一級同學的回應可見，高中同

學的表現良好，具備領袖應有的素質。建議來年可保留小組導師，

並加強對小組導師的訓練。 

 

2.3 與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合作，安排初

中及高中的公民大使於星期一早

會分享時事，以及定期製作熱門時

事展板，以培訓公民大使的領袖素

質 

1) 負責老師觀察及評估 

2) 同學回應 

初中及高中的公民大使定期於星期一的早會中，向全校同學分享熱

門時事，展現其時事觸覺及分析能力，有效地感染校內的同學。此

外，公民大使定時製作時事展版，如兩岸大事回顧等，令校內同學

能更了解相關時事議題。 

(b) (b) (b) (b) 增加人生閱歷增加人生閱歷增加人生閱歷增加人生閱歷 

2.4 鼓勵同學參與校外活動及比賽(如

出席城市論壇，旁聽立法會會議

等)，擴闊眼界    

帶隊老師的觀察 本年度帶領學生進行社區文化導賞、參加校外徵文比賽，讓同學有

更多不同的經歷，擴闊他們的眼界。同學於活動中表現踴躍。 

 

2.5 舉辦中國境內地學習活動，加強同

學對當代中國的認識，豐富同學的豐富同學的豐富同學的豐富同學的

視野視野視野視野 

1) 負責老師的觀察 

2) 同學在活動中的表現 

本年度未能成功申請教育局舉辦的內地交流團，建議來年可以嘗試

申請其他機構舉辦的交流團活動。 

3.3.3.3.傳遞正向價值傳遞正向價值傳遞正向價值傳遞正向價值    

(a) (a) (a) (a) 培育培育培育培育「「「「互關愛互關愛互關愛互關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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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在課程內外均優化價值教育，透過

「社會認知」課程，加強同學對社

會上不同弱勢社群的關注，關愛社

會上有需要的人士，展現展現展現展現「「「「美善的美善的美善的美善的

生命生命生命生命」」」」 

帶隊老師的觀察 在中三及中四繼續舉辦「社會認知」課程，讓學生認識社企及社會

中的弱勢社群，讓學生進行體驗式學習，深化學生的時事認知及公

民責任。中三級學生更於參觀社企後，製作「社企攤位遊戲」，以

遊戲及展板形式，向其他級別學生介紹相關社企，以增加學生對社

會上有需要的人士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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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3.2 與德公組合作，配合德育主題配合德育主題配合德育主題配合德育主題「「「「美美美美

善的生命善的生命善的生命善的生命」」」」，製作編寫初中時事及

德育文章，為同學建立良好品德及

積極正面的人生觀 

1) 同學回應 

2) 初中班主任觀察 

繼續和德公組合作，於初中各級隔周進行時事文章閱讀。時事文章

以熱門時事作主題，有助加強學生的時事觸覺外，亦能讓學生反思

個人在社會上的角色，並建立正面的處世態度。 

(b) (b) (b) (b) 推己及人推己及人推己及人推己及人，，，，服務社群服務社群服務社群服務社群 

3.3 中三級同學在參與「社會認知」課

程後，製作展版，向全校師生介紹

所探訪的社會企業及弱勢社群，並

舉行籌款活動或製作紀念品，向全向全向全向全

校同學傳揚正面信息校同學傳揚正面信息校同學傳揚正面信息校同學傳揚正面信息    

 

科任老師的觀察 中三級同學積極參與社會認知課程，在人文學科周中製作攤位遊

戲，更以展版展示學習成果。 

#7 大首要培育的價值觀： (1)堅毅； (2)尊重他人； (3)責任感； (4)國民身份認同； (5)承擔精神； (6)關愛； (7)誠信 
 

負責老師姓名：馮潤儀、梁寶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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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720172017 至至至至 2012012012018888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電腦科電腦科電腦科電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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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教學模式，提升應試能力，展現學習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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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化學與教，更新高中校本評核考

核模式，提升公開試成績。 

1. 學生成績 

 

由 2018 年度開始，本科卷三校本評核模式將轉為引導性課業，為進一

步讓同學爭取好成績，本年度科任老師已將與評核有關之教材更新，務

求讓學生成績提升。 

 

本年度卷三平均分為 68.5，比往年度 60.1 為高，可見當中成效顯著。 

2. 提升公開試應試技巧，拍攝最新公

開試解題短片。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成績 

 

本科老師已完成 2017 年度 DSE 試題講解，歷屆 DSE 試題講解已全部上

載至本科 YOUTUBE CHANNEL 上，本屆 DSE 應考生自九月開始可到有關

平台觀看試題講解，提前為應考公開試作準備。 

 

另外亦更新了多套教學短片，讓同學進行課前自主學習及課後溫習，截

至現時為止，本科 YOUTUBE CHANNEL 瀏覽人次已多達 13600 次。點擊率

比上年度多出近一萬次。 

3. 提升同學編程能力，將於中二三級

體藝培 養課程中加入 UNITY+VR 

、航拍及 APP INVENTOR 課程。 

1. 科務會議檢討 

2. 課堂觀察 

 

除航拍外，其他課程均有 20 人參與，全年共 20 節，每節 1.5 小時，同

學每節均有產出，並於課堂展示優良作品。 

航拍班因器材所限，只有 9位同學參加，但同樣全年共 20 節，每節 1.5

小時。 

同學表現理想，感與趣，來年亦會繼續舉辦。 

4. 製作資訊科技屆名人壁報或短

片，提升同學對本科學習熱情及興

趣。 

1. 科務會議檢討 

2. 數字上達標 

 

本科聯同 IT 組一同製作「IT 達人」短片，讓同學更進一步認識資訊科

技最新知識，並於 NYTV 時段及網上公開播放。每集均有有獎問答環節，

鼓勵同學作答。現已完成 4集，主題如下： 

1.比特幣 

2.大數據 1 

3.大數據 2 

4.科學科 STEM  

 

來年將會繼續有關製作，讓同學於課餘增進本科知識。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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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確立人生目標，豐富生命經歷，傳遞正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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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觀不同機構及工作體驗計劃，提升同學

生涯規劃意識，確立人生目標 

1.科務會議檢討 

2.學生問卷 

於 2月 10 日，本科中五部份同學前往數碼港參觀，目的為讓學生了解

資訊科技於香港發展方向及工作前景。參觀後，學生均了解及表示對

於資訊科技相關工作感興趣。 

來年計劃帶領學生到數據中心或本地科技公司參觀及交流。 

鼓勵同學參與校外不同機構的活動及比

賽 

 

1. 次數上達標 

 
本科各級學生積極參與不同校外比賽，項目如下： 

1.網「樂」安全比賽 

2. AI 對弈千人匯 

3.現代激答 

4.恒管 Computing Cup 2018 手機程式設計比賽 

 

本年度共參加 4 次校外比賽，並於現代教育舉辦的「現代激答」比賽

中獲得全場總亞軍；而網「樂」安全比賽亦進入最後 8強。 
同學於早會分享資訊科技消息，表達正確

使用資訊科技信息 

 

1. 科務會議檢討 

2. 次數上達標 

 
 

IT 領袖生於早會期間進行分享，讓同學認識更多資訊科技消息或新

聞。題材涉及大數據，比特幣及區塊鏈等最新資訊。透過這種分享模

式，希望分享的同學能對介紹的知識有更深入的認識，同時亦希望讓

全校同學對使用資訊科技的態度及價值觀有正面影響。 

 

負責老師姓名： 葉志康、蔡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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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720172017 至至至至 201201201201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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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教學模式，提升應試能力，展現學習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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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化中一和中二級電

子學習的內容及增加實驗

影片的數目 

1. 從學生課堂表現作

評估 

2. 科務會議中檢討 

老師已增加拍攝相關的實驗片段供全級學生備課。課堂前學生要預習並觀看這些實驗影

片。課堂裡學生輪流做實驗(燃點本生燈、使用顯微鏡等)，計入實驗評估分數。每組有一部

平板電腦，讓學生在實驗前或即時觀看實驗影片。看著影片的指示，學生們做相關實驗的

水平比往年的學生進步。此外，中一和中二級科學科在逢星期三第 2 節進行共同備課，討

論各實驗及附加實驗的教學重點，及其他有關安排。這可增加教學效能，亦可增加實驗的

安全性。 

 

(2) 強化中一級 STEM 教

學策略及活動 

1.從學生活動表現作

評估 

2.老師作活動評估及

反思 

學生在課堂上了解特定的 STEM 任務和相關科學知識，拿到比賽物料後回家構思及製作，

並在指定日期把製成品帶回校作比賽。這可增強學生的協作及解難能力，亦可教導他們學

懂欣賞別人的作品，並將理論與實踐結合。當中也可訓練他們的毅力和提升創意。 

本科於 2017 年 11 月 9 日(星期四)舉辦了中一級 STEM 風帆車比賽。透過比賽，中一同學

們實踐所學，將學習到的科學知識應用在設計風帆上，他們表現十分積極和投入。 

另外，中一級在 5 月已完成 STEM 羅馬投石車比賽。同學們在課堂前以小組形式裝嵌羅馬

投石車，並嘗試以不同角度把小木球拋出，務求把木球降落在指定的高分位置區。經過這

次活動同學們明白很多 STEM 的設計都需要花時間不斷改良，不斷嘗試，才會有好的結果。

這活動可訓練他們的毅力、創意及合作性，成效理想。 

最後老師們在 2018 年 7 月 10 日(星期二)舉辦了中一級 STEM 科學競技比賽： 

製作飲管抗震塔。是次活動訓練學生的合作精神、創意和毅力，學生十分投入此比賽。 

 

(3) 依據教育局新公佈的

初中科學課程(2018-19

年 度 由 中 一 級 開 始 施

行)，檢視教學策略及更新

校本教材，為來年新課程

的學與教作準備 

1. 檢視已更新的校本

作業冊及工作紙 

2. 科務會議中檢討 

老師們會在教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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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主任和老師們已合力選出來年的新教科書(雅集出版社)，當中著重電子教學和學習元素。

而新的中一校本作業已完成，並在暑假期間更新小小測的內容。一切已準備就緒，迎接來

年的新中一科學課程。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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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確立人生目標，豐富生命經歷，傳遞正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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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地球資源可貴的信

息滲入課堂教學中，例

如：中一級「香港的食水

處理」 

1.從學生課堂表現作

評估 

2.老師作實驗活動評

估及反思 

中一級於 10 月的課堂中學習了瀕臨絕種生物的保護，牠們是地球一些珍貴的生物資源。學

生透過這課題更了解生命的可貴及保護地球資源的重要性。另外，中一級於 4 月中的課堂

學習了新能源的特點，例如太陽能、水力發電等。同學們亦認識節省能源和開拓新能源的

重要性。學生們進行相關的實驗時十分投入，這可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 

 

(2) 把保護環境的重要性

及香港是我家的意識滲入

課堂教學中，例如：中二

級「香港的空氣污染」 

1.從學生課堂表現作

評估 

2.老師作實驗活動評

估及反思 

中二級學生於 10 月的課堂中學習了香港的空氣污染的來源、成因及減少污染物的方法。這

既可增加他們的科學知識，也提升了公民意識。另外，中二級學生於 4 月中學會了處理酸

性或鹼性污水的方法，這樣可從知識層面提升他們對香港海水潔淨的意識。學生表示透過

做實驗去輔助學習是一個十分好的鞏固知識方法。 

 

 

負責老師姓名：馮漢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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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2012017777 至至至至 20182018201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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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教學模式，提升應試能力，展現學習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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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屆文憑試 2級或以上 100%，4 級或以上 87.5%，兩者均高於

全港水平。 

2. 加強對同學的宣傳和教導，使修讀物理到

最後的人數能夠增加 

學生人數 今年有 13 位中三同學選修物理科為第一志願，比上年增加一位，

要繼續努力。 

3. 參與其他學科的課堂觀課 觀課次數 已完成 3 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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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人生目標，豐富生命經歷，傳遞正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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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已帶領同學參加了『2017-18 年度趣味科學比賽』，獲得高中

組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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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暑期內把『2017-18 年度趣味科學比賽』的花絮展示於物理

室壁報板。 

� 把參加科學電子班的同學作品『電子琴』擺放於物理室內的展

示櫃。 

3. 全力協助籌辦科學科的活動。 學生活動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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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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720172017 至至至至 20182018201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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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教學模式，提升應試能力，展現學習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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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從化學課程及校本評核的微

調，在整個 DSE 化學課程的學

與教作全面檢視及優化，務求

令學生更有效地學習。 

1. 科務會議中檢討 

2. 與學生面談去了解他們的

學習情況 

老師在 9 月開學前已檢視所有校本筆記冊及工作紙的內容，並新增許多

小步子式的習作及小小測，例如中四級全年的小小測約有 40 次，以鞏固

學生所學，增強他們的學習自信。老師表示學生在課堂上的學習情況比

往年好。 

 

2. 優化中三級化學電子學習的內

容及增加實驗影片的數目。 

1. 從影片觀看數目的增量作

評估 

2. 科務會議中檢討 

實驗影片數目已增至全年 15 項。老師於課堂上 Q&A 學生相關知識，並於

下一個課堂的小小測成績作評估成效。學生表示老師的教學片段對課前

預習及考測前溫習十分有用，提升了他們學習的效能。 

 

3. 強化中四級STEM教學策略及活

動。 

1. 從學生活動表現作評估 

2. 老師作實驗活動評估及反

思 

學生須在課前預習相關的化學 STEM 課題(例：防銹方法大比併、自製電

池、化學污水淨化、分析市面產品含量等)，然後在實驗課中完成特定的

STEM 任務，再和其他同學的作品或實驗結果作比較。這可增強學生的協

作及解難能力，教導他們懂得欣賞別人的作品，將理論與實踐結合，及

訓練他們的毅力和提升創意。老師已於 12 月在課堂上舉辦了減少電解污

水大比併，學生都十分投入，他們表示透過 STEM 活動去學習化學更為有

趣及有效。另外，中四學生已於 5 月中進行化學滴定實驗去分析市面中

食用醋乙酸的濃度。他們很投入做實驗，分析出來的結果也大致和標籤

上標註的分量相同。在過程中，學生學會了把課堂知識在實驗中應用出

來，增強了他們學習化學科的自信。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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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確立人生目標，豐富生命經歷，傳遞正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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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保護環境的重要性及香港是

我家的意識滲入課堂教學中，

例如：中五級「香港的空氣污

染」。 

1. 從學生課堂表現作評估 

2. 老師作實驗活動評估及反

思 

中四級學生於 12 月的課堂中學習了如何減少電解污水裡的有毒化學

品，亦了解香港的污水處理方法。這既可增加他們的化學知識，也提升

了他們的公民意識。 

 

中五級在 11 月中學習了香港空氣污染的成因，包括來自汽車、發電廠等

排出的廢氣。 

 

他們亦學習了怎樣去除這些污染物。他們也做了一些相關的實驗。這樣

更能鞏固他們對香港環境保護的意識。 

 

2. 藉中六級的城門河環境及水質

考察去提升學生的環保及保育

意識。 

1. 從學生活動表現作評估 

2. 老師作活動評估及反思 

此考察已在 12 月 14 日舉行。當天由任教老師帶領中六級修讀化學的同

學在城門河的三個不同地段(文禮閣、文化博物館、瀝源橋)抽取河水樣

本和觀察河段各環境因素，及後進行各種化學分析實驗(包括量度 pH、

溶解氧及有機物含量)。是次考察發現大圍港鐵站文禮閣附近的城門河河

水的有機物(油污)較去年的少，但仍然有很多垃圾在河面飄浮。 

 

 

負責老師姓名： 馮漢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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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2012017777 至至至至 20182018201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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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教學模式，提升應試能力，展現學習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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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生物科課程中選擇10個比較困難的概念，教導學

生以IPAD Apps Explain Everything製作生物科概

念動畫，讓同學在過程中更掌握有關的概念，加強

同學應用概念來回答題目的技巧 

� 由老師及同學拍攝短片，解釋一些比較困難的題

目，包括問答及選擇題，分析當中的難點，找出不

同題目的解答模式，把短片有系統地放於內聯網

內，讓學生能自主學習，提升應試的信心 

� 蒐集網上電子學習的資料，如影片及動畫，讓學生

有多元化的材料來學習，拓寬學生的學習領域，令

教學模式多元化 

� 利用WhatsApp群組加強與學生溝通，讓學生分享交

流學習資料，鼓勵自主學習 

� 安排中四及中五同學進行專題研習，探究有機耕種

及生態魚缸，在過程中深入研究當中的生物學原

理，完成研究後匯報成果，展現對生物科的學習熱

情 

� 修訂精讀及論述題試題庫材料，加入近年試題的最

新內容，分析考試題目的趨勢，安排學生應試前有

系統地溫習 

� 安排練習1998-2016年的歷屆試題，提升學生的應

試技巧及考試信心    

� 同學利用 IPAD 

Apps Explain 

Everything來製

作生物科概念動

畫的數量和質素 

� 老師及同學拍攝

學習短片的數量

和質素 

� 學生對製作學習

短片的意見 

� 學生匯報的效果 

� 會議的檢討及分

析 

� 學生專題研習匯

報的情況及質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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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已完成在生物室利用IPAD教學，並教導學生以Explain 

Everything製作10個不同課題的動畫，學生表示這製作動畫

來學習的方式十分有趣，能加強他們理解生物學概念。在學

期末考試有關的題目中，學生表現有進步。 

� 已拍攝30多段文憑試試題的題解短片，讓學生進行自主學

習，同學表示短片對了解公開試難題有幫助。 

� 中五級生態魚缸專題研習匯報中，同學展示成果、困難和

解法方法，以實踐的方式來學習生態學，同學可以有進一

步深入研究的機會，展現學習熱情。 

� 在網上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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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了筆記、家課、練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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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安排學生

練習2008-2017的試題，提升學生的應試技巧及考試信心。

本科透過WhatsApp群組加強與學生溝通，讓學生分享和交

流學習資料。 

� 安排同學上網做教育城提供的網上練習，同學作答選擇題

的技巧和信心明顯增強，，，，提升應試能力。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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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確立人生目標，豐富生命經歷，傳遞正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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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參加全球性STEM科研競賽，在過程中引導

學生參與科創研究，走進國際，擴闊視

野，豐富生命經歷 

� 安排考察和參觀活動，豐富學生在生物科

的學習經歷，亦讓學生透過活動來感受生

命，學會珍惜，亦從中思考未來升學就業

的方向，確立人生目標 

� 帶領學生參加全港和學界有關環保綠化

的比賽，讓學生接受挑戰，開闊眼界，磨

練自我，學習解決困難 

� 訓練同學成為天台花園導賞員，向嘉賓介

紹天台花園、創新能源比賽和本校環保措

施，傳遞正面的環保意識，傳遞正向價值 

� 考察和參觀活動

的人數及意見 

� 參與天台花園種

植或建設的人數

及情況 

� STEM 和環保綠化

比賽的成績 

� 導賞員的人數及

導賞次數，嘉賓的

意見及回饋 

� 2018年1月12日安排25位中五同學前往長洲進行生態考察，讓同學

在實際野外環境中學習生態學。 

� 中四級23人參與天台花園種植，曾種植向日葵、栗米、冬瓜、薑

和馬鈴薯，從中學習有關的生物科知識，學生表示十分喜歡種植

活動。 

� 本年度以「綠源仙藻」參加2017-2018智能都會創新能源比賽，獲

得全港冠軍及最佳工藝獎，每位參賽同學獲得$6000獎學金及日本

大阪五天遊學團獎勵。評判非常讚賞同學的創意，也十分欣賞同

學能動手做實驗和模型，更清楚和立體地展示，在比賽過程中學

生學會了接受挑戰，磨練自我和解決困難。 

� 我校在節能方面表現出色，再加上環境教育組在校內推廣節能習

慣，建立了良好的能源管理模式，在眾多的參賽機構中表現突出。 

� 在STEM科研方面，兩位同學王永俊、余樂怡發揮創意，研究以

能夠產生氫氣的細菌來分解廚餘，在2017年12月參加國際知名

的I-SWEEEP科學科技比賽，表現良好。 

� 本年度有6位同學擔任天台花園導賞員，3次為參觀學校的嘉賓介

紹學校的環保和綠化工作，嘉賓對學校留下深刻的印象。學生藉

著成為導賞員及接受傳媒訪問，建立自信和歸屬感，豐富生命經

歷。 

 

 

負責老師姓名： 陳才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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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720172017 至至至至 20182018201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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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教學模式，提升應試能力，展現學習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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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教學模式多元教學模式多元教學模式多元教學模式    
(a) (a) (a) (a) 優化初中優化初中優化初中優化初中「「「「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    

(i) 提升初中同學在預習、完成導學案、摘

錄筆記、溫習技巧、匯報等各方面的能力 

(ii) 高中同學透過蒐集資料、匯報及掌握解

題要求等，提升自學能力  

課業檢視、同儕觀課及科

務會議分享  

 

 

在測考的評核中，分析學

生能否掌握課程的基礎

知 

中二級已完成四次導學案，配合電子學習，以「QR code」動畫影片作

引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導學案以大一統朝代為主題，並增加學

生對中國社會面貌的認識。導學案題目為秦朝、西漢、隋亡及唐代文

化面貌。 

 

中三級全年則有兩次自主學習導學案，以孫中山先生與辛亥革命為主

題，讓學生明白到解讀歷史漫畫及明信片的技巧。 

 

導學堂已加入課堂展示的元素，讓學生在課堂展示預習成果，如投票

活動、小組匯報等，從而強化學生的匯報能力。 

 

另外，透過科內與學習領域內的習作交流，讓各位初中科任老師能分

享教學心得，而交流亦有助各位老師分享教學、設計教材的心得，相

關經驗可用作優化來年的校本作業。 

 

高中方面，中四級課堂進行不定期進行匯報，中四級以小組進行匯報，

課題為安史之亂，而中五級的匯報內容則針對改革開放。透過預習及

匯報，有助同學更深入了解相關議題及答題技巧，學生反應良好。 

 

(b) (b) (b) (b) 推展電子學習推展電子學習推展電子學習推展電子學習，，，，加強創意教育加強創意教育加強創意教育加強創意教育，，，，提升學提升學提升學提升學

習興趣習興趣習興趣習興趣    

利用平板電腦促進學習，加強師生及生生互

動；活用網上資源，提升學習興趣，加強創

意教育，擴闊知識層面  

科務會議分享 初中方面，導學案加入電子元素，藉動畫加強同學對歷史事件的認識，

以引伸到課堂之中。而中三級則利用電子平台「Kahoot」，於下學期統

測及考試之前，協助學生有系統去重溫史事，亦有助加強課堂間與同

學的互動性，學生反應良好，而學生的下考成績亦見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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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方面，中五級學生於改革開放一課題中，透過觀看不同持份者拍

攝的的影片，讓學生更深入認識不同史料的性質及作者的立場，從而

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亦能更有信心去應對公開試的資料題題目要求。 

 

整體而言，各級學生反應良好，建議來年保留及繼續優化。 

2.2.2.2.    提升應試能力提升應試能力提升應試能力提升應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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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科本學與教策略，優化校本「六年一貫」

課程，並引入「熱愛生命」課題，確立正確

學習目標 

課業檢視及科務會議分

享 

 

已更新中二級校本作業，優化資料題的問題，並加以小提示，讓學生

能更深入了解資料題及問答題的作答要求。整體而言，成效不錯，計

分制度能更有效反映同學的表現，亦能獎勵表現良好的同學。 

 

同時，本學年繼續沿用校本課程，並增加建國後之現代史部份，以銜

接接新高中課程，亦增加同學對建國後史事的認識。整體而言，成效

不俗，中三級學生對相關課題甚感興趣。除此之外，老師亦能預留充

足時間，以電子平台進行試前溫習，讓學生更能掌握相關史實，學生

反應熱烈。 

 

而高中方面的教材已逐年更新，由於文憑試新考核模式下，選修單元

的佔分較往年少，而必修單元的佔分相對較重，故本學年已優化必修

單元的筆記及練習、加入相關的文章和部分公開試題目。除此之外，

科任老師已將相關模擬試卷﹑並將優異習作上載到資源庫內，讓學生

能更集中操練必修單元部分，以爭取更好的成績。 

(b) (b) (b) (b) 加強高中課後支援加強高中課後支援加強高中課後支援加強高中課後支援，，，，提升應試能力提升應試能力提升應試能力提升應試能力    

延展多年經驗，推行課後高中補課，讓同學

熟習公開試答題技巧  

科務會議及參閱公開試

的及格率，以分析學生的

表現 

老師按學生能力的發展，於高中三年教授不同類型的答題技巧，而中

五下學期開始在課堂或補課時段進行每周一測，並於試後進行講解，

派發答題要求及優異習作及樣本答卷，提高學生的應試能力。 

 

除了校方安排的補課時間外，高中各級均按照教學進度，於假期中安

排同學進行額外的補課。中六級學生早於十一尾月初參加聯校模擬

試。因此，本屆學生於文憑試上表現不俗，92.3%考生合格，成績較全

港合格率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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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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現學習熱情展現學習熱情展現學習熱情展現學習熱情 

(a)(a)(a)(a)    優化閱讀策略優化閱讀策略優化閱讀策略優化閱讀策略，，，，擴闊學習領域擴闊學習領域擴闊學習領域擴闊學習領域，，，，提升對提升對提升對提升對

知識的追尋知識的追尋知識的追尋知識的追尋    

鼓勵同學閱讀有益身心的課外書籍；加強科

本閱讀，讓同學建構不同領域的知識 

科務會議分享 中二級及中三級分別於第一學段及第二學段完成讀書報告，閱讀材料

為古代人物歷史。除了鼓勵學生閱讀之餘，學生在閱讀報告的表現良

好，學生都用心完成文字及書簽設計部分。 

 

(b) (b) (b) (b) 豐富豐富豐富豐富「「「「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配合學科知識配合學科知識配合學科知識配合學科知識，，，，擴擴擴擴

闊識見闊識見闊識見闊識見。。。。延伸學習興趣延伸學習興趣延伸學習興趣延伸學習興趣，，，，樂於學習樂於學習樂於學習樂於學習    

(i)推動校內、校外考察及聯課活動；豐富「學

術周」，發展跨科協作，強化同學在學術周的

統籌及參與。 

(ii)鼓勵各科積極參與校外比賽，延伸學習

興趣，加深知識層次，讓同學「樂於學習」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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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務會議分享 本學年曾外出參觀文化博物館「「清朝帝后誕辰慶典」」展覽，以增進

學生對本地及中國歷史的認識。另外，校友陳嘉寶獲得「青年史學家

年獎計劃」嘉許狀。 

 

除此之外，中三級學參加「建構中的歷史 Minecraft 創作比賽」，以

電子軟件 Minecraft 組成不同的場景，兩班同學會以唐朝歷史場景作

主題。 

 

 

全校關注事項(二)：確立人生目標，豐富生命經歷，傳遞正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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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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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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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級際比賽及全年考試成績，表揚表現優異的同學，印

製相關優異習作、導學案及測考卷予全級同學，並以獎狀及小禮物作

加許。 

高中方面，定期選取表現優異的習作及小測，印製予其他高中級別的

同學欣賞，並給予小禮物作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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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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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同學參與境外交流團，由學生協助

籌備和擔當組長，以發展學生的潛能。 

 

學生自信得以提升，並展

現其潛能 

中三學生自行組成兩個小隊，每隊五人，由一位學生擔任組長，一同

參與校外比賽「建構中的歷史 Minecraft 創作比賽」，藉以強化學生

的領袖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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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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多參與校內外的活動，如考察﹑比賽，

以豐富學生的經歷，提升學生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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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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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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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與德育組合作，製作「五四運動」及「六四事件二十九周年」

等展板，增加學生對現代中國的認識。 

 

負責老師姓名： 梁寶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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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720172017 至至至至 20182018201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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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教學模式，提升應試能力，展現學習熱情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評估成效 

1. 1. 1. 1. 多元教學模式多元教學模式多元教學模式多元教學模式   

1.1 中一至中五推行「自主學習」，中一至中二級安

排每學段最少兩次課後自主學習時段，其他級則

按單元需要在課堂內進行學習。此外，加強中一

至中五的導學案的運用，增加同學在課前的備課

練習，掌握基礎知識，讓同學在課堂內積極參

與，鞏固科本知識，並提升同學的摘錄筆記、預

習、匯報及分析能力，全面提升學習效能。 

1) 科務會議檢討 

2) 測考成績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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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學習於本年推展至中五級。本科亦在中一級進行了六次導學案及

自主學習課，中三更在「冷戰」課題上進行了近一個月的自主學習課，

同學課前預習及製作簡報，於課堂內匯報，其餘同學則摘錄筆記及提

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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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預習習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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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四級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冷戰兩課中安排導學案研習。其他級別

則在部分課題進行自主學習，把摘錄筆記、預習、匯報等元素帶出。

同學對課題的興趣及認識均有所提高，效果良好。 

1.2 推動老師在教學上利用「電子學習」模式，配

合「自主學習」教學，利用平板電腦在課堂上

教學，善用 Prezi、Kahoot、Plickers 等網上

平台資源，促進教學。高中則可以讓同學展示

電子學習的能力，並在同儕間互相觀摩及學

習，提升學習興趣。老師亦鼓勵學生利用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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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至中五各級均已運用電子學習平台教學，效果良好。中三級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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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四及中五級亦有較多時間

利用 Kahoot 及 Prezi 軟件教學。初中及高中各級利用網上電子學習

平台 Classdojo 鼓勵同學完成家課及主動回答問題；中一及中三級製

作 QR Code 錄製教學短片讓學生預習及重溫課題重點、以準備考試。

透過電子媒介教學，不單能提升同學的學習興趣，更能展示同學的答

案，在改進同學的成績方面有更大的成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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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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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鼓勵同學作戶外考察，歷史科老師不定期帶領同學外出參觀，以提

升同學對研習歷史科的興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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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及中四同學由老師帶

領前往沙田馬鞍山石礦場考察、中四及中六由老師帶領前往欣賞與歷

史科課題相關的電影，如講述戰時邱吉爾的《黑暗對峙》，中五級出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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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評估成效 

席「鯉魚門歷史文化」講座及導賞遊，中六級則參與「聯校歷史科模

擬考試」，祈盼同學在多次的參觀、考察及活動中對歷史文物有更深

的體會，並提升同學對研習歷史科的能力。同學在活動中的表現良

好。來年，歷史科亦會繼續帶領同學外出考察，如 9月老師將會帶領

同學到哈爾濱、瀋陽考察。 

1.4 加強與其他學科的跨科協作，如與其他人文學

科舉辦人文學科周，提升學習興趣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本年度的人文學科周在五月完成，主題是「五育人･沙田情」。透過與

地理、通識、經商、旅遊、中史等科合辦，為同學籌辦攤位活動、問

答比賽、參觀、考察、展覽等，同學更成為籌備活動中的骨幹成員，

組織活動，讓同學更多參與，更認識個人與社會的關係。透過各類活

動，令同學明白學科知識是「活」的，能提升同學的學習興趣。 

2. 2. 2. 2. 提升應試能力提升應試能力提升應試能力提升應試能力   

2.1 檢視六年一貫課程：中一級維持去年的四大課

題，以減省教時之壓力；中三級集中教授國際

衝突部分，以提升學生興趣，並銜接中四。今

年亦會繼續優化初中及高中的筆記冊，修訂相

關工作紙、筆記、生字表、練習等，鞏固學生

學習 

1) 科務會議檢討 

2) 觀課及課後分

享  及檢討 

 

 

全校的中一至中六筆記冊已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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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中三級的筆記冊內

容可作修訂，於科會中科主任已與成員分工，並會在 9月新學年前完

成各級的修訂。各級筆記冊在學校印製，更能靈活修訂筆記內容，也

能減省學生的財政負擔。在調適校本課程方面，為平衡科本知識、亦

讓同學能掌握研習資料題技巧。科會中亦贊成增加各級的「安樂測」、

「小小測」次數，以提升同學的學習效能。筆記冊則可利用作為家課

之用，以平衡課時及學習效益。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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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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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銜接高中課程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成績的反

映 

3) 學生回應 

為配合校本語文政策，本科亦要求同學學好英語。同學在英文詞彙的

學習上持續進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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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仍對英文詞彙較為懼怕，且課時所限，老

師難以利用足夠時間教授英文詞彙，學生在英文詞彙方面表現一般。

相反，下學期有較充裕課時，同學的表現有較大進步，在中三級方面

較為顯著。英文詞彙表亦收錄在筆記冊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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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建立教學資源庫，在 8 月中前把所有本年氷的

教材、筆記、測考卷、卡通漫畫等等放置於學

校伺服器內，並於 8 月底前把修訂來年度教材

上載學校伺服器上，方便任教老師共享教學資

源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成績的反

映 

3) 學生回應 

本年度第四次科會中強調各科任老師有關資源共享的重要性，並須於

每年八月底將筆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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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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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評估成效 

2.4 建立科本學與教常規，課前完成導學案、課堂

內摘錄筆記、小組討論、匯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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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步子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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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同學對

資料題及論述題的關鍵詞回答技巧，以小步子方式，教授同學回答關

鍵詞，如用處、局限、在何等程度上、追溯、成效等，提升同學成績。

惟初中課時有限，故只需教授最基本提問用語。高中則需要有規律地

教授該等關鍵詞，以確保同學的答題技巧能力。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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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 10 月開始針對學生在論述題的弱

點多加練習，每堂完成一題大綱。各級亦增加

「安樂測」的次數，並以小步子方式鞏固學生

所學，提升成績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成績的反

映 

 

成效顯著，效果理想。同學在 2018 年中學文憑試成績理想。考獲第 2

級或以上成績，達 94.1%，取得第 4級或以上成績的同學亦達 35.3%。

中四及中五級同學亦經過密集式的補課及小測，成績較上學期有進

步。來年更要著重針對式的操練，並以小步子的方式教授，使同學在

面對公開試有更佳的成績。此外，科會中亦建議加強「安樂測」及「網

上電子」測考平台的次數，以鞏固學生所學。 

 

3. 3. 3. 3. 展現學習熱情展現學習熱情展現學習熱情展現學習熱情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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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去年，本年度科本閱讀

計劃仍沿用閱讀一本歷史書，培養閱讀的興趣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要求中一及中三同學閱讀一本歷史書，並完成讀書報告，以培養同學

的閱讀興趣。透過讀書報告，更希望同學的書寫、創意及分析能力有

所提升。同學自由選擇圖書，能讓同學透過不同歷史人物如希特拉、

俾斯麥、亞歷山大大帝等的生平事蹟、貢獻，了解領袖的素質，並建

立模範，作為學習的對象。 

3.2 鼓勵科任老師利用聯課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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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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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歷史發展。中一及中四同學由老師

帶領前往沙田馬鞍山石礦場考察、中四及中六由老師帶領前往欣賞與

歷史科課題相關的電影，如講述戰時邱吉爾的《黑暗對峙》、中五級

出席「鯉魚門歷史文化」講座及導賞遊。 

3.3 利用「人文學科周」等聯課活動，推動學生積

極參與校內、外活動及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提升同學的科研興趣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人文學科周在五月完成，主題是「五育人･沙田情」。透過與地理、通

識、經商、旅遊、中史等科合辦，為同學籌辦攤位活動、問答比賽、

參觀、考察、展覽等，提升同學對研習歷史科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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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確立人生目標，豐富生命經歷，傳遞正向價值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評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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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與其他科協作，提供更適切的全方位學習活動，

擴闊學生識見，確立人生目標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在人文學科周中，與地理、通識、經商、旅遊、中史等科合辦，為同

學籌辦攤位活動、問答比賽、參觀、考察、展覽等，擴闊學生識見，

確立人生目標。本科來年更與中史科及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在一月的全

方位活動中，帶領中五級 20 位同學前往湖南張家界考察，增廣見聞，

引證書本知識。效果良好。 

1.2 加強與人文學科合作，如中史科籌辦參觀、考

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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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 5月的學術周外，歷史科與通識科協作，帶領中五級出席「鯉魚門

歷史文化」講座及導賞遊，讓同學走出課室，印證課堂所學，有效提

升同學的研讀歷史科及通識科的興趣。 

2) 豐富生命經歷豐富生命經歷豐富生命經歷豐富生命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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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領袖素質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在人文學科周中，安排歷史學會同學準備了攤位遊戲，亦協助活動流

程、場地設置等工作，提升同學的領袖素質及能力。成效良好。 

2.2 鼓勵科任老師，帶領同學走出香港，認識國內

文化，擴闊視野，增加人生的閱歷；並透過學生

在考察團籌備的參與，提升領導能力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去年與中史及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帶領同學前往山東濟南考察、中四及

中五級同學則參加由教育局舉辦的聯校「西安敦煌歷史文化之旅」。

來年會帶領同學前往湖南張家界及哈爾濱考察。 

3) 傳遞正向價值傳遞正向價值傳遞正向價值傳遞正向價值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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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爾遜等領袖的素質，加

強同學在「堅毅」、「不屈不撓」、「高瞻遠矚」等

的品格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3) 人文學科領域

會議討論 

課堂內老師向同學介紹中外歷史名人，分享各人的領袖素質，向同學

灌輸「堅毅」、「不屈不撓」、「高瞻遠矚」等的品格。老師亦鼓勵初中

同學在圖書館選擇一本歷史書閱讀，並完成讀書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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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老師姓名： 陳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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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017017017017 至至至至 201201201201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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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教學模式，提升應試能力，展現學習熱情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多元教學模式多元教學模式多元教學模式多元教學模式   

(a)(a)(a)(a) 優化初中優化初中優化初中優化初中「「「「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延展至高中延展至高中延展至高中延展至高中    

中二級推行「自主學習」，每學段安排一至兩次自主

學習時段，培養同學在預習、摘錄筆記、小組討論、

匯報等能力；中三至中五級則重點強調預習和摘錄筆

記的能力，讓同學主動參與課堂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中六級可引入自主學習元素，讓同學就個別課題蒐

集、分析資料及在課堂匯報，提升同學的分析、創意

及自學能力 

 

1)科務會議檢討 
2)同學在導學案的 

表現 
3)同學家課及測考 
表現 

 

部份中二同學能在自主學習時段完成導學案，有助同學理解課

堂教學內容；部份中三同學通過小組討論及預習成果展示，增

加課堂互動。來年可以加強後進班別的預習要求，以提升學習

效能。 

中四及中五同學的預習和筆記摘錄工作，有助同學參與課堂；

中六級的課前小測及課堂匯報的表現仍有改善空間。來年加強

以個別文憑試課題進行總結性評估和匯報，建立同學備課常規。 

(b)(b)(b)(b) 推展電子學習推展電子學習推展電子學習推展電子學習    

配合「自主學習」，使用平板電腦，加強電子學習的

應用，如 Kahoot、Nearpod、Prezi、Plickers 等，

鼓勵同學展示學習成果和互相觀摩，提升同學的學習

興趣及效能 

1)科務會議檢討 
2)同學家課及測考 

表現 
3)同學回應  
 

中二級以電子學習程式(Kahoot、Nearpod 和 Google earth)進

行課堂研究，同學課堂反應理想。而同學以簡報展示預習成果，

可以提升課堂互動。 

其他級別再以電郵、面書或即時通訊軟件，提點同學預習進度

和跟進提問，效果理想，但測考表現仍要有所提升。而即時通

訊群組的建立，亦增加了師生互動和同學間的互助。 

 

(c)(c)(c)(c) 豐富豐富豐富豐富「「「「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    

制訂聯課活動，配合學習內容，安排考察活動和參加

校外比賽。與社區聯絡組和旅款科合作，組織中二及

中四級境外學習團，讓同學經歷多樣化學習模式，鞏

固學科知識，並擴闊識見，建立自信，提升思考及分

析能力 

 

 

 

1)科務會議檢討 
2)同學在統籌和參 

加活動時的表現 
3)同學回應 

中二境外學習團讓同學增加對國內城巿問題和環保旅遊發展的

認識。中四級同學通過前往長洲考察，瞭解岩石風化地貌的形

成和旅遊業的可持續發展。 

今年本科聯同社區聯絡組、旅款科和通識科組織中四同學到北

京交流，參觀當地旅遊資源、城市更新和現代化汽車廠房，使

同學可以引證課堂所學和增廣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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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提升應試能力提升應試能力提升應試能力提升應試能力   

(a)(a)(a)(a) 優化學與教策略優化學與教策略優化學與教策略優化學與教策略    

(i)優化「六年一貫」課程，配合「小班教學」優勢，

中二、三級會因應同學能力而作班本課程調適。中三

級會集中教授產業全球化和旅遊課題，讓同學認識高

中課程，有助日後適應 

(ii)加強建立同學的科本學與教常規，提升導學案及

電子學習在課堂內的應用，建立科本學與教常規，有

系統地加強對同學的照顧 

 

1)科務會議檢討 
2)同學家課及測考 

表現 
3)同學回應  
 

初中課程的班本調適，已大致完成；中三級同學亦對高中地理

部份課程有所認識。 

中四、五同學開始養成預習及小組討論常規，但仍要加強照顧

個別同學的學習需要。  

(b)(b)(b)(b) 鞏固初中學習鞏固初中學習鞏固初中學習鞏固初中學習    

(i) 中二、三級課程：我們將強化「自主學習」在課

堂前及課堂內的應用，建立課堂常規，提升同學學習

的自主性 

(ii) 中三級課程：加入公開試課程內容及答題技巧，

提升同學自信及銜接高中課程，並因應個別班別學習

差異，調適教授內容，提升學與教效能和同學興趣    

1)科務會議檢討 
2)校內測考成績統 

計 
3)同學回應  

 

中二級已完成編寫「導學案」，讓同學備課，效果理想。 

在中三級課堂及測考加入公開試的內容和要求，並完成調適個

別班別的課程內容。 

(c) (c) (c) (c) 加強高中課後支援加強高中課後支援加強高中課後支援加強高中課後支援    

高中定期進行課後補課及應試練習：中六級定每星期

至少小測一次，加上課堂預習課業和小測，鞏固同學

所學，利用「學校起動計劃」資助，開設「周六增潤

班」，並在 12 月完成授課後，加強操練公開試題目；

中四及中五則約每星期小測一次，維持同學的學習積

極性及自信，為中學文憑試做準備    

1)科務會議檢討 
2)校內測考及公開 

試成績統計 
3)同學回應 

 

已完成高中的課堂小測和補課安排，以鞏固同學基礎知識，但

公開試成績仍需改善。今年沒有為中六同學開設「周六增潤

班」，建議來年爭取開辦，並因應同學學習需要作小組補課。 

3. 展現學習熱情展現學習熱情展現學習熱情展現學習熱情   

(a)(a)(a)(a) 優化閱讀策略優化閱讀策略優化閱讀策略優化閱讀策略    

(i)中二及中三科本閱讀計劃中，選用全球增溫和糧食

供應等與生活關係密切的課題文章及時事剪報，並讓

同學推介個人的閱讀心得，引發同學閱讀本科書本和

文章的興趣 

   (ii) 鼓勵同學借閱圖書館內的地理雜誌 

 

1)科務會議檢討 

2)科本閱讀工作紙 

表現 

3)圖書館借閱紀錄 

4)同學回應 

科本閱讀計劃的課題文章已完成，同學表現理想。來年可加強

展示同學的閱讀成果，以示鼓勵。然而，在老師多次推介後，

圖書館內的地理雜誌借閱率仍增長不大。為讓同學多接觸本科

雜誌，已在部份班別以漂書形式，將今年的地理雜誌傳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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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b) (b) (b) (b) 樂於學習樂於學習樂於學習樂於學習    

鼓勵同學積極參與聯課活動和校外比賽，讓同學通過

全方位學習，增廣見聞，提升同學學習興趣和積極

性，並讓同學參與籌備工作，培養領袖素質 

1)科務會議檢討 

2)同學回應 

 

同學在聯課活動中表現積極，尤以長洲考察和中四北京學習

團，反應最為熱烈。來年可安排同學參與校外比賽和加強培訓

同學擔任組長。而同學可以走出課室，引證所學，有助提升學

習成效。 

(c)(c)(c)(c)    鑽研學習鑽研學習鑽研學習鑽研學習    

            在初中增設學科常識問答比賽，鼓勵同學參與校外比

賽和考察活動，增加對學科研究的興趣，深化學習層

面，推動校內學科研習的氣氛 

1)科務會議檢討 

2)同學回應 

 

今年曾安排同學參加校外比賽，但未能入選，來年會加強相關

工作。考察活動亦可分級進行，以有效營造團隊精神和學習氣

氛。 

 

全校關注事項(二)：確立人生目標，豐富生命經歷，傳遞正向價值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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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生命經歷豐富生命經歷豐富生命經歷豐富生命經歷   

發掘自我發掘自我發掘自我發掘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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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同學協助組織聯課活動及境外學習團，提供適切的

全方位學習活動，擴闊同學的識見，透過分享及多元

活動，讓同學豐富生命經歷，認識、發掘及確立自我 

1)科務會議檢討 

2)同學在參與聯課

活動時的表現 

3)同學回應 

今年與社區聯絡組、旅款科和通識科合作，組織中二及中四境外

交流團，效果理想。然而參與統籌的同學不多，來年要加強相關

培訓工作。 

2) 傳遞正向價值傳遞正向價值傳遞正向價值傳遞正向價值   

(a) (a) (a) (a) 展現展現展現展現 4E4E4E4E 領袖素質領袖素質領袖素質領袖素質    

與社區聯絡組合作組織境外交流團和 40 周年校慶活

動，由同學協助籌備和擔當組長，培養 4E 領袖素質：

活力(Energy)、鼓舞(Energize)、膽識(Edge)與執行

力(Execute)，為同學組織不同活動，發掘各級領袖，

強化領袖職能 

1)科務會議檢討 

2)同學在參與聯課

活動時的表現 

3)同學回應 

同學在擔任境外學習團小組組長和人文學科周統籌工作時，態度認

真，表現自信，能帶領低年級或同組同學共同工作，發揮領袖素質

和營造團隊精神。 

建議來年仍以肇慶和北京為首選地點，並加強培訓同學擔任組長及

參與籌備工作，強化他們的領袖職能。 

 

(b) (b) (b) (b) 增加人生閱歷增加人生閱歷增加人生閱歷增加人生閱歷    

參與校外比賽及境內外交流活動，透過與他校師生的

交流，增加人生閱歷，擴闊視野 

1)科務會議檢討 

2)同學在參與聯課

活動時的表現 

3)同學回應 

中二級及中四級國內學習團能讓同學增加對肇慶和北京地區的民

生、環保和科技發展的認識，擴闊視野。而在學習交流期間和匯報

分享會上，同學以小組形式製作簡報或短片參加匯報比賽，在合作

過程中認識及發揮個人長處。 

 

負責老師姓名： 馬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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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720172017 至至至至 201201201201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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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教學模式，提升應試能力，展現學習熱情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多元教學模式多元教學模式多元教學模式多元教學模式   

1.1 優化電子學習模式，老師多利用電子學習

工具輔助教學，配合自主學習，善用全校

課室 wifi 上網，利用平板電腦配合適合的

教學軟件，例如 Prezi、Kahoot、Nearpod

等，讓同學展示電子學習能力，提升學習

興趣 

1)科務會議檢討 

2)同學家課及測考表現 

3)同學回應 

電子學習方面，要求同學製作電子簡報上載到學習群組及於課堂

匯報，展示預習及學習成果。此外，利用免費地圖軟件(Google 

Map, ESRI Story Maps)來提升同學學習旅遊景點課題的興趣。 

中六同學能利用 Google Doc 共同整理溫習筆記，有助提升溫習

成效。同學在畢業試及公開試之表現，皆有提升。此外，亦利用

Formative 及 Kahoot 等平台，讓同學溫習課文內容。 

同學能利用即時短訊(Whatsapp)獲得工作紙題解、課業答案及同

學佳作，跟進課堂教學和課業改正。老師利用即時短訊，回答同

學提問，推動師生互動和同學互相合作，協助同學解答疑難。老

師亦利用雲端硬碟放置額外學習材料，方便同學取閱。 

1.2 優化自主學習，於不同課題加入導學案，

透過蒐集資料、分析資料及匯報等，建立

同學自學習慣，重點強調課前預習及摘錄

筆記等能力，鼓勵同學參與課堂活動及鞏

固學科知識，提升學習效能 

1)科務會議檢討 

2)同學展示的表現 

3)同學成績的反映 

4)同學回應 

中四同學能於課前完成預習工作紙，並於課堂展示其成果及作出

更深入討論。此外，同學亦須分析旅遊個案，引證所學，並於課

堂展示。透過個案分析，同學能更深入了解課文內容。組織同學

自行製作溫習筆記，協助同學掌握學習重點。 

1.3 配合科本知識，制訂聯課活動，提供本地

及境外活動，例如參觀旅遊業機構、參與

及協助籌劃參觀考察等，提供多樣化學習

經歷，鼓勵同學參與，增加識見，建立自

信，並提升獨立思考及分析能力 

1)科務會議檢討 

2)同學統籌和參加活動表

現 

3)同學回應 

中二級肇慶學習團增加了學科相關元素，例如自然旅遊。中三級

參觀國城及民航處總部，了解航空業的發展及就業前景。中四級

北京學習團亦加入了相關元素，讓同學探討北京旅遊資源及發展

旅遊的潛力。中四級亦前往龍脊及石澳了解香港地質旅遊資源。

中五級參觀馬哥孛羅酒店，了解酒店運作。這些境外學習團和戶

外考察等，讓同學增加識見，建立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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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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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提升應試能力提升應試能力提升應試能力提升應試能力   

2.1 制訂科本應試策略，增加練習及小測次

數，定期進行課後補課，中四至中六級訂

定每星期小測一次，加上課堂預習課業，

鞏固所學。中六於上考前完成授課，加強

操練公開試題目，及早為考試做好準備 

1)校內測考表現理想 

2)中學文憑試的合格率與

全港平均成績相若 

中六已於九月完成公開試課程，並於十月開始進行重點溫習。同

學在中學文憑試成績比上年進步，文憑試合格率高於全港平均成

績。來年要安排更多小測及補課，提升同學自主學習的動機和公

開試的表現。 

2.2 中四起引入公開試評核模式，由同學互相

評核習作，培養同學適應公開試解題與答

題巧，加強同學對資料回應題及論述題關

鍵詞的理解，多作練習，以提升成績 

1)同學測考成績改善 

2)提升中學文憑試合格率 

於中四習作及測考中已使用公開試評核模式，例如資料分析題及

論述題，並向同學派發公開試考生作答範本，讓同學於中四初期

適應閱讀及回應題目，並培養良好作答技巧。 

2.3 建立教學資源庫，把教材、筆記、測考卷、

剪報教材等放置於內聯網，方便科任老師

共享教學資源 

 

 

1)科任老師樂意分享資

源，提升教學效能 

2)同學課堂更有自信地學

習 

本科配合學校政策，於 8月已將筆記、工作紙、試卷等資源上載

至內聯網，方便科任老師共享教學資源，並不時更新修訂，效果

良好。此外，本科恆常把有關旅遊業的新聞報導剪輯，並上載內

聯網，作為教材的輔助。在課堂上，老師利用網上資源，讓同學

加深認識本科相關課題，提升教學效能和應試技巧。 

3. 展現學習熱情展現學習熱情展現學習熱情展現學習熱情   

3.1 鼓勵同學參與聯課活動和校外比賽，讓同

學通過全方位學習，增廣見聞，擴闊同學

視野，提升同學學習興趣及積極性，鑽研

學科知識。讓同學擔任組長及協助籌劃參

觀、考察等活動，讓同學全面發展，培養

領袖素質 

1)同學參與聯課活動率增

加 

2)同學活動時表現理想 

3)同學品格有所改善 

今年已鼓勵同學多參與聯課活動，例如參觀國泰城、民航處、酒

店及郊遊徑，讓同學通過全方位學習，增廣見聞，提升同學學習

興趣和積極性。來年將盡早安排更多聯課活動，豐富同學學習經

歷。 

3.2 鼓勵同學協助統籌境內外學習團，安排同

學利用校園電視台介紹境內外學習的經歷

和趣聞，提升同學對科本知識的興趣 

1)同學在分享經歷的表現 同學於考察匯報表現認真，能於其他同學面前分享所見所感。展

望來年嘗試多用校園電視台作為學習分享平台。 

3.3 安排剪報課業及外出參觀工作紙，並予以

展示，增加同學的自主性和自信。中四級

推行科本閱讀計劃，提升對學科的興趣，

鞏固科本知識 

1)剪報及工作紙理想 

2)本科學習興趣及對香港

和中國社會現況認識增

加 

中四同學於北京學習團表現積極，回港後認真進行學習反思。中

四級於龍脊及石澳考察時，更分工擔任領隊，負責帶領同學前往

不同景點進行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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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確立人生目標，豐富生命經歷，傳遞正向價值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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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善用校園環境展示同學成就，例如由同學

設計本地參觀考察活動的宣傳海報，展現

同學的才能，造就成功經歷，讓同學認識、

發掘及確立自我，營造展現自我、互相欣

賞的正面環境及氛圍 

 

1)啟發及培育同學多元潛

能，積極協助籌劃活動，

於校內展現才能 

2)同學樂於展示學習成果 

同學於協助組織參觀及考察活動時，表現非常投入，並積極提出

建議。在參觀過程中，同學表現積極，願意細心聆聽，並發問問

題。而中四同學參與石澳考察活動，可接觸巿郊旅遊業的發展概

況。 

1.2 讓同學組織本地考察活動，並組織升學及

就業相關的講座和工作坊，參觀大專院校

及參與工作體驗計劃，擴闊同學的識見，

培養領袖素質，確立人生目標及個人價值 

 

1)同學能組織本地考參觀

考察活動 

2)同學服務盡責 

同學踴躍參與籌備活動，提出有用的建議。展望來年讓中五級同

學實際規劃遊覽路線，實踐相關計劃。 

1.3 加強與人文學科合作，如地理科籌辦參

觀、考察活動，以培育同學不同的能力，

如領導才能、策劃及統籌活技能 

 

1)同學參與聯課活動和校

外比賽的比率有所提升 

2)同學對修讀本科的興趣

得以提升 

中三級聯同地理科舉辦參觀國泰城及民航處，讓同學了解航空業

的發展和就業機會。中四級聯同地理科舉辦龍脊及石澳考察活

動，有助同學了解當地豐富的旅遊資源。此外，中五級聯同升學

及就業輔導組舉辦酒店參觀，同學表現積極。 

2) 豐富生命經歷豐富生命經歷豐富生命經歷豐富生命經歷   

2.1 優化聯課及科組活動，讓同學參與籌劃及

推展不同類型的活動，豐富學習經歷，提升

自信。同學能從不同的職位中展示個人潛

能，培育同學責任感，豐富人生經歷，培育

領袖素質 

 

1)同學在籌辦聯課活動

時，服務盡責及樂於合作 

2)同學修讀本科的興趣提

升 

中四同學於石澳考察團之前要搜集資料，沿途向其他同學講解。

同學對組織聯課活動提出了不少建議，部份同學更願意擔任講解

員工作，富有責任感。中六同學組織 Google Doc 筆記製作小組，

同學們分別輪流擔任編輯及校對等崗位，效果良好。 

2.2 與地理科及社區聯絡組合辦中四級北京學

習團，由同學協助籌備和擔當組長，讓同學

走出香港，認識其他城巿的文化，增加人生

的閱歷 

 

 

 

1)同學修讀本科的興趣提

升 

2)同學在籌辦工作盡責及

樂於合作 

於北京學習團當中，旅款科同學願意主動查考北京的資料，部份

同學更擔任組長，帶領同學進行學習活動，認識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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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3)    傳遞正向價值傳遞正向價值傳遞正向價值傳遞正向價值   

3.1深化本科各課題的德育及公民元素，鼓勵同

學在日常生活中應用旅遊與款待的槪念和

知識，讓同學了解可持續發展的價值觀和款

待業界重視誠信及專業操守的重要性，並能

在日常生活中實踐 

1)同學關心香港社會、祖

國、以及全球的旅遊與款

待業的時事資訊，以及可

持續發展議題 

繼續以全球旅遊業發展議題為剪報主題，讓同學更認識旅遊業全

球化及可持續旅遊發展的議題，有助深入了解旅遊與款待業發展

帶來的問題。 

 

3.2在協助籌辦聯課活動和境外學習團的工作

中，同學可體會校訓「立己達人」的服務精

神，並提供機會讓參與師生分享及展示所

得，傳遞正向價值 

1)籌辦活動時工作盡責及

樂於合作 

部份同學於北京學習團及石澳考察活動擔任組長，帶領同學進行

學習活動，在行程中互相照應，發揮校訓「立己達人」的服務精

神。 

 

負責老師姓名：黃德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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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720172017 至至至至 2018201820182018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經經經經商商商商及經濟及經濟及經濟及經濟科科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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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教學模式，提升應試能力，展現學習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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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課程

及科本「自主學習」策略，提供更

多指引以支援自主學習，進一步提

昇學生的自學能力。 

1. 學生上課表現 

2. 學生課業及測考成績 

3. 筆記冊檢閱 

4. 科務會議檢討 

與科組組員共同商議後，中一級增設新課題「理想貨幣的特質」及「電子支付

方法」，內容適切，但須增設更多練習及整合內容以配合考核。中三級「機會

成本」、「稀少性」及「三個基本經濟問題」須加強整理教材內容。 

2. 持續優化校本教材、課業及日常

課堂教學策略，加強訓練學生分析

資料及答題技巧，強化學生闡釋論

點的能力。初中課業及測考繼續善

用「表述分」，推動學生以完整句子

及附設較詳盡解釋回答題目。 

1. 學生上課表現 

2. 學生課業及測考成績 

3. 科務會議檢討 

自 15-16 年度起，初中經商科的課業及測考已增設「表述分」，並著力改善同

學如何對應題目作詳盡說明，有助推動同學以完整句子作答，效果滿意。 

日後將繼續採用此教學策略作為恆常教學方針，為同學日後提升高中的答題

技巧打好根基。 

3. 持續優化英語運用教材、課業及

測考題目設計，支援學生閱讀英語

題目及以英語作答的能力，期望學

生能活用英語學習商業知識。 

1. 學生課業及測考成績 

2. 科務會議檢討 

同學在測考的英語運用部分中表現大致理想，但英語詞彙默寫表現一般，日後

將優化英文默寫及英語應用練習，提升學習效能及表現。 

4. 持續優化高中經濟科自主學習

模式，採用課前預習、課堂前測，

小組共同研習及成果展示、密集小

測等策略，加強照顧學習差異，提

昇學生應考文憑試的能力和信心。 

1. 學生上課表現 

2. 學生前測及測考成績 

3. 科務會議檢討 

本校中六同學於 2018 經濟科文憑試考獲 2級或以上成績高於全港平均值，反

映連續數年採用自主學習模式的成效顯著，亦有利科任老師善用時間為同學

操練公開試題目，有助提升同學應考文憑試的能力和信心。 

來年將繼續優化自主學習策略，並更著力照顧學習差異，提升學習效果。 

5. 加強推動電子學習，除日常課堂

中按適切課題善用網上平台及資料

作自學、預習及完成課業外，提拔

學習動機較強學生成為「經商科學

習大使」，製作校園電視「樂學經商」

40 周年校慶特輯，透過短片分享經

商科重要概念及正確的理財態度。 

1. 學生的電子學習表現 

2. 科務會議檢討 

已於中一及中三的校本教材冊和導學案增設二維碼，便利同學以手機掃描網

址，觀看短片，強化自主學習的效能。中一級的日常課堂較多採用平板電腦

學習，中三級限於課堂時數非常緊張，只抽取小部分課題以電子學習模式教

學。整體而言，電子學習以配合自主學習成效滿意，但仍有待繼續優化，期

望可照顧學生不同的學習多樣性。 

本學年較往年訓練較多學習動機較強學生成為「經商科學習大使」，從參與經

商科相關活動中提升學習興趣。然而這些同學皆忙於參加各項服務和課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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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未能撥冗製作校園電視「樂學經商」40 周年校慶特輯，實屬可惜。期望

來年有機會揀選合適的同學協助老師製作有關經商科的短片。 

 

 

全校關注事項(二)：確立人生目標，豐富生命經歷，傳遞正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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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教育」活動，鼓勵學

生建立正確的理財觀，為自己規

劃人生。 

1. 觀察學生的表現 

2. 科務會議檢討 
40 周年校慶人文學科周經商科攤位遊戲﹕ 

經商科攤位遊戲連續兩天開設兩個攤位，其中一個邀請香港家庭福利會舉辦，以「需

要與想要」、「消費與借貸」作為主題，內容配合中一經商科學習內容，有助學生從中

認識個人理財的基本概念及建立良好的理財態度，遊戲形式亦吸引初中學生，反應熱

烈。另一個則由經商科學習大使用心籌備的攤位，主題圍繞商業社會及公司的類別，

選材富趣味性，效果良佳。 

未來如繼續舉辦攤位遊戲活動，亦將繼續邀請香港家庭福利會協助舉行。 

 

40 周年校慶人文學科周環保大拍賣活動﹕ 

是次活動為鼓勵同學積極參加攤位遊戲以賺取人文學科幣，競投時可選擇以 10 元人

文學科幣兌換$1 港元方式支付拍賣品。同學踴躍競投物品，經點算後，總共收到 3110

元人文學科幣(等值$311 港元)及現金$241。 

活動有助訓練同學的決策力、體驗拍賣市場的運作及應用兌換不同貨幣的運算能力。 

活動效果理想，日後可繼續舉辦類似活動。 

 

2. 組織境外交流團，推動學生籌備

及執行活動行程。活動前後皆要

求學生連結學科相關知識進行

反思，達致學以致用，並訓練領

導才能及發揮創意。 

1. 觀察學生的表現 

2. 科務會議檢討 
因欠缺合適的活動行程，本年度未能安排境外交流團，期望日後如有機會，可組織與

學科相關的學習團。 

3. 善用「學校起動計劃」及「友導

向」資源，安排學生走出教室，

1. 觀察學生的表現 

2. 科務會議檢討 
學校起動計劃—趁墟做老闆﹕ 

與其他科組跨科合作，安排同學參加營商攤位活動，同學除投入參與外，亦從真實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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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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觀不同類型機構及工作體驗

相關活動，從體驗中學習，提昇

對學科的興趣並加強學生對自

身的生涯規劃意識，確立人生目

標。 

商體驗中學習定價與營銷策略、財務預算及管理等技能，有效培育同學的領導才能及

提升學習經濟及商科的興趣。 

建議來年繼續鼓勵學生積極參加活動。 

友導向職場體驗活動—美聯集團﹕ 

與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協作，本校五位中三級同學參加美聯集團的職場體驗活動，獲公

司職員導師帶領體驗不同部門的工作，包括﹕行政部、企業傳訊部、人力資源部、市

場部等，同學除了認識不同職位及部門運作外，亦同時獲安排參觀一手樓盤示範單

位，了解物業的銷售流程，開拓視野。同學非常投入參與活動，亦積極向導師發問，

更了解物業代理行業和職位要求。活動圓滿結束後，其中一位同學更獲美聯集團安排

暑期工面試，被聘任暑期員工。 

來年如有類近活動，將繼續積極推動同學參與。 
4. 舉辦參觀活動，增潤課本知識以

深化學習層面之餘，豐富生命經

歷。 

1. 觀察學生的表現 

2. 科務會議檢討 
本學年上學期原申請匯豐銀行總行及金融管理局參觀活動，可惜機構最終未能提供合

適日期和時間，以致未能安排參觀活動，實屬可惜。 

相信以上活動有助增潤學科知識及提升同學學習興趣，來年將繼續爭取舉辦相關參觀

活動。 

 

負責老師姓名： 陳幗英、林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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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720172017 至至至至 20182018201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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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教學模式，提升應試能力，展現學習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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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優化校本教材，選取適切的公開試題目

輔助教學，在課業及測考題目中增設過往試

題，配以導引解題以支援學習，鞏固所學，提

升學生應試能力。 

1. 學生上課表現 

2. 學生課業及測考成績 

3. 科務會議檢討 

在課業及測考題目中選取適切的過往試題支援學習，亦提供更多輔

助指引啟發同學運用自學策略完成題目，成效理想。除有助同學促

進對課題更深入的理解外，亦可掌握公開試測考及作答要求，有助

提升他們應考的信心。 

下學年將繼續優化校本教材，支援同學及早為文憑試做好準備。 

2. 持續優化科本「自主學習」模式，採用課前

預習、課堂前測，小組共同研習及成果展示、

密集小測等策略，加強照顧學習差異，提昇學

生應考文憑試的能力和信心。 

1. 學生上課表現 

2. 學生前測及測考成績 

3. 筆記冊檢閱 

4. 科務會議檢討 

增設以過往公開試題目製作導學案，供同學課前預習及在

課堂裡進行小組解難及研習，效果良好。 

建議來年提供答題指引以支援同學作答題目，並繼續推動同學摘錄

及整理個人筆記，深化自主學習策略和技巧。  

3. 整合過往公開試真實答題示例及校內課業

答題樣本資源庫，並上載網上平台，便利學生

課後擷取。在日常課堂中安排學生進行分組討

論，探討優良和錯誤答題模式，從中學習解難

和答題技巧。 

1. 學生課業及測考成績 

2. 科務會議檢討 

同學以小組形式探討過往試題答題示例，但欠缺高階能力及足夠指

引以分析過往試題的難點及答題技巧。 

下學年將結合電子學習元素，逐步整理校內課業及公開試題答題樣

本資源庫，讓同學利用電子平台方式，在課堂以外可擷取有用的學

習資源，強化學習效能。 

4. 採用「以強帶弱」的協作學習策略，學生按

能力分組方式建立同儕學習圈，期望可更加強

照顧學習差異，提升學生學習熱情。  

1. 學生上課表現 

2. 學生課業及測考成績 

3. 科務會議檢討 

中四級比中五級的表現較佳，能力較弱的同學因有能力較強同學從

旁指導和良好榜樣示範下，提升學習信心之餘，亦大大減少滋擾或

拒絕完成課堂活動等不良行為，有助提升整體課堂氣氛及有效照顧

學習差異。然而，能力弱同學慣性依賴他人幫助，其測考成績仍未

如理想，來年仍須繼續加強獨立小測及操練作配合。 

5. 加強推動電子學習，除日常課堂中按適切課

題善用網上平台及資料作自學、預習及完成課

業外，製作短片講解學生常見的學習難點，上

傳於網上平台，便利學生課餘時間觀看，鞏固

所學。 

1. 學生的電子學習表現 

2. 科務會議檢討 

部分課業採用電子方式提交及展示，效果滿意，但仍有改善空間。 

下學年將增設更多電子教材及課業，並向同學提供更多清晰指引，

強化電子學習的成效。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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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確立人生目標，豐富生命經歷，傳遞正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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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教育」活動，鼓勵學生建立正

確的理財觀，為自己規劃人生。 

1. 觀察學生的表現 

2. 科務會議檢討 

40 周年校慶人文學科周環保大拍賣活動﹕ 

是次活動為鼓勵同學積極參加攤位遊戲以賺取人文學科幣，競投時

可選擇以 10 元人文學科幣兌換$1 港元方式支付拍賣品。同學踴躍競

投物品，經點算後，總共收到 3110 元人文學科幣(等值$311 港元)

及現金$241。 

活動有助訓練同學的決策力、體驗拍賣市場的運作及應用兌換不同

貨幣的運算能力。 

活動效果理想，日後可繼續舉辦類似活動。 

2. 組織境外交流團，推動學生籌備及執行活

動行程。活動前後皆要求學生連結學科相

關知識進行反思，達致學以致用，並訓練

領導才能及發揮創意。 

1. 觀察學生的表現 

2. 科務會議檢討 

因欠缺合適的活動行程，本年度未能安排境外交流團，期望日後如

有機會，可組織與學科相關的學習團。 

3. 善用「學校起動計劃」及「友導向」資源，

安排學生走出教室，參觀不同類型機構的

參觀及工作體驗相關活動，從體驗中學

習，提昇對學科的興趣並加強學生對自身

的生涯規劃意識，確立人生目標。 

1. 觀察學生的表現 

2. 科務會議檢討 

學校起動計劃—趁墟做老闆： 

與其他科組跨科合作，安排同學參加營商攤位活動，同學除投入參

與外，亦從真實營商體驗中學習定價與營銷策略、財務預算及管理

等技能，有效培育同學的領導才能及提升學習商科的興趣。 

建議來年繼續鼓勵學生積極參加活動。 

4. 舉辦參觀活動，增潤課本知識以深化學習

層面之餘，豐富生命經歷。 

1. 觀察學生的表現 

2. 科務會議檢討 

參觀黃克兢 IVE 工商管理學系及課程體驗﹕ 

與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合作，於全方位活動日安排中五企會財同學出

席該院校舉辦的商學院課程簡介講座及校園導賞外，亦體驗多元化

的課堂體驗活動。透過參加零售管理擴增實境(AR)及虛擬實境(VR)

教學活動，同學從中學習零售知識理論及了解時裝店面佈置策略，

體驗以科技提升學習樂趣之餘，亦認識工商管理課程涵蓋多個專業

範疇，更清楚 IVE 各項課程的收生要求及特色，對同學計劃自己的

升學出路有不少幫助。 

活動期間，同學投入參與活動，下學年如有機會，將繼續舉辦類近

活動。 

負責老師姓名： 陳幗英、林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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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720172017 至至至至 202020201111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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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教學模式，提升應試能力，展現學習熱情 
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檢討 

1.1.1.1. 多元教學模式多元教學模式多元教學模式多元教學模式    

(a)(a)(a)(a) 優化初中優化初中優化初中優化初中「「「「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    

(i) 檢視「自主學習」發展策略，加入「電子學

習」元素,讓學生更有效學習，繼續以小組

形式上課，並加入討論部份，以提昇學生的

溝通能力及思考能力。 

(ii) 優化初中「導學案」的設計及運用，並配網

上資源，提升學習效能 

 

學生的學習興趣及自學能力有所提升。 

學生能在課堂前完習部份簡單的練習。 

學生課堂表現及「導學案」的習作成效。 

 

中一及中二學生在教學中使用「電子學習」

元素，學習成效有顯著的改善及進步。 

(b)(b)(b)(b) 推展電子學習推展電子學習推展電子學習推展電子學習    

(i) 配合「自主學習」，善用電子學習平台，提

升同學的學習興趣，於適合的課題中，加入

電子學習。 

 

 

優化導學案，配合電子平台，以達致更有效

學習。 

 

以配合電子平台協助學習，效果理想。 

2.2.2.2. 提升應試能力提升應試能力提升應試能力提升應試能力    

(a) (a) (a) (a) 優化學與教策略優化學與教策略優化學與教策略優化學與教策略    

(i) 增加與其他學校的交流及多參與教統局的

課程，與時並進，多了解本科的發展方向 

(ii) 優化「六年一貫」課程，配合「小班教學」

優勢，按同學能力分組，提供適切的教學策

略及支援 

(iii) 建立科本學與教常規，有系統地加強對同學

的照顧 

 

 

以小組形式上課，方便照顧學生的學習差

異。 

工作紙作調適，於課堂安排完成部份堂課，

使學習能力較佳的同學可協助能力稍遜的

同學。 

按同學能力分組，如發現問題，即時修訂。 

 

今年教統局的課程時間未能配合學校的安

排，期望下年可參與。 

大部份學生由中一開始訓練良好的工作習

慣及衛生，學生表現理想，中三級表現較

佳。 

今中一級同學仍有不少改善空間，期望下年

會有較佳表現。 

(b) (b) (b) (b) 鞏固初中學習鞏固初中學習鞏固初中學習鞏固初中學習    

(i) 善用學校資源，強化基礎能力，如參觀煤氣

公司烹飪中心及參加烹飪比賽 

 

學生多接觸相關的情景，讓他們了解修讀本

科將來的發展。 

 

參加了「美味棧新紥廚神挑戰賽」，泱賽隊

伍只有 5隊，我校有 2隊同學入圍，其中一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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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檢討 

(ii) 檢視科內的筆記及工作紙，以多元化形式編

寫，以配合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要求，並加

入中英詞彙對照。 

參加比賽，擴闊學生的眼界。 

學生能獨立完成功課。 

隊獲得亞軍，表現良好。 

 

今年參觀名額已滿，下年再作安排。 

3.3.3.3. 展現學習熱情展現學習熱情展現學習熱情展現學習熱情    

(a)(a)(a)(a) 優化閱讀策略優化閱讀策略優化閱讀策略優化閱讀策略    

(i) 配合科本閱讀計劃，提升對本科興趣，鞏固

科本知識 

(ii) 選取合適的健康資訊，讓學生閱讀 

 

學生的閱讀報告表現。 

 

選取合適的健康資訊，讓學生閱讀，學生感

興趣；他們一起討論，並加入有關的課堂知

識作分析。 

(b)(b)(b)(b) 樂於學習樂於學習樂於學習樂於學習    

(i) 善用學校資源，推動校內、校外聯課活動，

提升學習興趣 

(ii) 積極參與校外比賽，延伸學習興趣，讓同學

樂於學習 

 

學生參與校外烹飪比賽/ 參觀相關機構，藉

此增加自信心及擴闊學生的視野。 

 

參加了「美味棧新紥廚神挑戰賽」，決賽隊

伍只有 5隊，我校有 2隊同學入圍，其中一

隊獲得亞軍，表現良好。 

(c)(c)(c)(c) 鑽研學習鑽研學習鑽研學習鑽研學習    

(i) 鼓勵同學積極參與校外活動及比賽，加強同

學對本學科知識的鑽研 

 

多參與校外比賽，讓參加的人數有所增加。 

在校內加入一些工作坊，以培養學生的興

趣。 

 

每年會挑選新同學參加烹飪比賽，由有經驗

同學組隊一同參與。 

 

 

全校關注事項(二)：確立人生目標，豐富生命經歷，傳遞正向價值    
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檢討 

3.3.3.3.傳遞正向價值傳遞正向價值傳遞正向價值傳遞正向價值    
(a) 培育培育培育培育「「「「互關愛互關愛互關愛互關愛、、、、敢承擔敢承擔敢承擔敢承擔」」」」的五育人的五育人的五育人的五育人 

(i) 從日常課堂分工中，同學培養「互關愛」的

精神；實習課中學生需要帶備食材及上課用

品，從中讓學生培養責任感，體現「敢承擔」

的精神 

 

同學從課堂中展現互關愛、敢承擔的精神。 

 

 

有九成同學能每堂帶備有關材料及用品上

課。 

(b) 推己及人推己及人推己及人推己及人，，，，服務社群服務社群服務社群服務社群 

(i) 安排同學製作一些小食，送贈慈善機構 / 

有需要的人仕 

 

同學積極參與。 

 

會與有關同事再作商討。 

負責老師姓名： 文秀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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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2012017777 至至至至 20182018201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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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科科技科科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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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教學模式，提升應試能力，展現學習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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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各級學生表現理想，進度均能達標。中一及中二級加入自主學習元素的課

堂，始終繪圖及設計講求不斷的練習，學生於自主學習過程中，雖能初步掌握

設計的原理，但表現成效仍有待改善；個別班別學生的能力有明顯的差異，所

以於任教時，老師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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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他們的習作質素。中三級以兩班分三組進行，為提升學生學習興

趣及對本科有更深入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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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印技術的引入和優化，學生在 3D 軟件上的發揮更

見良好。於暑假期間，將會安排 3D 打印的相關訓練課程，學生的反應相當熱烈，

期望他們能於暑假有更好的掌握和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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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的熱情亦高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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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只能當作課外知識的詞彙，未能全面地提升

學生的英語能力。本年度配合電子教學，如PINTEREST程式應用，甚或是YOUTUBE

影片，大部分均使用英語，學生慢慢適應設計的常用詞彙，較往年有所進步。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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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個別設計課題中，學生須於家中進行資料搜集，並於課堂中進行展示，讓學

生有機會發揮其圖象及口頭解說的能力。本年度為配合學校發展「電子學習」，

引入了一些手機應用程式，如「PINTEREST」，讓學生於家中預習時能有更好的

準備。在群組內的成員，包括老師，可及早對匯報者提出不同的意見，以增強

師生及同儕間的互動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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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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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個別設計課題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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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繪圖及設計是講求不斷的練習，學生於自主學習過程中，雖能初步掌

握設計的原理，但表現成效仍有很多進步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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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當了小老師的角式。 

 

5. 透過ECLASS、FACEBOOK、YOUTUBE

及 PINTEREST 等的科本討論區

學習平台及應用程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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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於本年度較多運用 FACEBOOK，YOUTUBE 及 PINTEREST 作分享平台，唯未能

完善地利用 eClass 的科本討論區學習平台，期望下年度能完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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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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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讀本科的高中學生均按不同時段進行補課，每兩星期有最少一次的補課，而

中四、中五及中六級的同學亦於聖誕假期、復活節假期進行補課，為 DSE 作最

佳的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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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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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本年度成立了五育設計師團隊，期望賦予學生有推動藝術及設計的使命

感，引發他們從設計藝術層面來關注社區，透過與社企團體的合作，運用創意、

設計及藝術技巧，來表達他們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期望以學生的身份作出發點，

在社區中凝聚創意藝術設計的新意念。 

此外，這兩年均有參加香港理工大學 MAKER FAIRE 設計活動，配合 STEM 課程發

展之餘，亦讓同學在設計上有充分的發揮。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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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人生目標，豐富生命經歷，傳遞正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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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體藝周暫停。至於科技創作活動方面，這兩年均有參加由香港理工大學主

辦「MAKER FATRE 造大世界」活動，以配合 STEM 課程發展之餘，亦讓同學在設

計上有充分的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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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度的學生完成的設計工作包括有「40 周年校慶標誌設計」、「40 周年新校服

樣式設計」及「17-18 年度學生証設計」，來年將會繼續進行「18-19 年度學生

証設計」，期望學生能發揮本科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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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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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居所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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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育設計師團隊」的學生會於暑假參與社區藝術活動，主題圍繞本土廢物問

題和升級再造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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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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活動

的設計比賽，以增加學生對設計

業界的了解，從而確立將來的人

生目標。 

高中學生將於整個學年參與

最少兩次相關的活動。 
主要參加了幾個大型設計比賽，包括由香港理工大學主辦 

「MAKER FAIRE 造大世界」活動，學生以設計及製作電動車為主題，充分發揮

STEM 的學習元素。活動中同學表現理想，獲得全場多項大獎的殊榮，期望來年

能爭取更佳的成績。 

另外，本科的學生亦透過 PROJECT WECAN，參加了一項大型展銷活動，學生表

現更積極，於產品設計上取得最具創意獎項，對於我們所付出的得到很大鼓舞，

期望來年能爭取更佳的成績。 

負責老師姓名： 梁迪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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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017017017017 至至至至 2222018018018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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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教學模式，提升應試能力，展現學習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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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教學模式多元教學模式多元教學模式多元教學模式   

(a) 優化初中優化初中優化初中優化初中及高中及高中及高中及高中「「「「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   

(i) 初中因應個別課題而安排

導學案，並透過自主學習

時段讓同學完成，培養他

們在課前準備 ( 蒐集資

料)、討論或匯報的習慣 

(ii) 高中同學透過選材、蒐

集、分析資料及班內匯報

等，促進互助學習及加強

自學能力 

1. 科務會議檢討 

2. 課堂表現 

3. 同學回應 

 

� 繼續讓各級學生使用平板電腦瀏覽網上資料，用於創作前參考構圖及製作技巧，此

舉大大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作品質素。 

 

� 繼續善用自主學習課，於中一至中三級自主學習課引入工作紙(「向大師致敬」系

列)，讓同學以個人形式完成。中一級課題內容是藝術家草間彌生、中二級課題是

學習明暗調子及欣賞藝術家 M.C. Escher 的作品。中三級課題內容則是超現實主

義。同學於自主學習課作預習，節省老師在課堂上的教學時間及提升學生的學習動

機。今年部分工作紙的內容有所修改，成效較去年理想，不過同學未有展示匯

報能力的機會。因此，來年會繼續修訂工作紙的內容，讓同學有更多討論及匯報的

空間。 

 

� 高中學生繼續配合「自主學習」的元素，透過蒐集、分析資料及匯報等進行校本評

核作品。同學會因應個人的能力及興趣而自選課題、表達媒體、作品大少及風格。

匯報方面，同學積極發問及回應，互動的機會頗多。 

中四同學已學習蒐集、分析資料及班內匯報等方法，配合「自主學習」的元素，並

開始製作第二份 SBA 作品。 

 

中五同學於復活節假期前完成第二件作品，部分學生開始製作第二件作品的報告。

進度緩慢，有待試後活動下午及暑假跟進，預計暑假期間完成第四件作品。下年度

十月完成所有 SBA 作品，以便騰出時間為公開試作練習及準備。 

 

(b)  推展電子學習推展電子學習推展電子學習推展電子學習   

(i) 讓同學於課堂上使用平板

電腦，尋找網上資源，提
1. 科務會議檢討 

2. 課堂觀察同學 

� 同學極度主動使用平板電腦瀏覽網上資料，多用於創作前參考構圖及製作技巧，大

大提升了同學的學習興趣。對於能力較弱的同學尤為顯著，他們的製作信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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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同學的自學能力及學習

興趣 

(ii) 透 過 學 習 平 台 ， 如

PINTEREST 應用程式，由

同學善用網上資源，促進

學術交流，提升學習興

趣，交流科本電子學習資

源 

反應 

3. 同學回應 

動機及作品質素均有所提升。 

� 透過 PINTEREST 應用程式，同學亦瀏覽到不少的網上圖片及作出互動，用於創作之

中。 

(c)  豐富豐富豐富豐富「「「「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         

(i) 配合學科學習內容，制訂

聯課活動，提高學習趣

味，擴闊同學識見，建立

自信 

(ii) 多鼓勵同學積極參與校外

活動及比賽，以汲取多元

化的學習經歷，豐富本科

知識 

(iii) 加強科組合作，讓同學延

伸課堂所學，提供多樣化

學習經歷，鞏固學科知識 

1. 參加活動人數 

2. 同學表現 

3. 同學作品的反

映 

� 順利完成推展設定的聯課活動，包括校內比賽、聯校作品展、參觀展覧及對外比賽。

同學擴闊識見及獲獎，建立自信。 

� 學生於本學年參加了兩次藝術活動、五次對外比賽及三次出外參觀展覧，參加學生

人數理想，部份參加的學生獲得獎項，豐富了他們的創作經驗及建立自信的機會。 

� 繼續開設視藝學會，讓更多對藝術有興趣的同學得以延伸所學。今年會員以初中同

學為主，出席率穩定，同學均見投入。全年共進行了十二次活動，並於七月參加校

外寫生比賽。 

� 與設技、音樂及家政科在 OLE 藝術經歷課籌辦不同課程，讓同學經歷不同的藝術

範疇，增加額外的藝術知識。本年度新增了Ｑ版人像班及油畫班，整體投入活動，

秩序良好。(詳見第四次科務會議紀錄)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2.2.2.2.提升應試能力提升應試能力提升應試能力提升應試能力   

a)a)a)a) 優化學與教策略優化學與教策略優化學與教策略優化學與教策略      

(i) 加强照顧學習差異同學，

於初中各級設核心課程及

延伸課題以配合同學能

力。 

(ii) 科內進行共同備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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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同學表現 

 

� 大部分初中同學能獨自完成習作，後進的同學會按任教老師的標準而完成習作。至
於能力較高的同學的獨立性强，能因應個人的要求而發揮。 

� 科內不時交流教學心得及教材，優化同儕習作察閱及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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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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鞏固初中教學習鞏固初中教學習鞏固初中教學習鞏固初中教學習   

(i) 科內每個課題的筆記或工

作紙也有中英語詞彙對

照，期望學生能於日後的

匯報或習作中運用出來 

(ii) 初中多滲入欣賞大師班作

品，豐富同學對藝術家的

認識，配合高中所需 

(iii) 中三級課題集中訓練繪畫

及設計技巧，銜接高中所

需，並仿效高中課程，讓

同學熟習書寫創作自白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同學成績的反映 

� 科內設有中英語詞彙對照，但沒有硬性規定同學應用及温習。因此，自學的成效不
高。 

� 初中同學認識更多藝術家的作品，有助銜接高中課程的要求。 
� 中三同學仿效高中同學，在時裝設計及超現實繪畫中書寫創作意念，初步熟習部分

高中的課程要求。 

c) 加強高中課後支援加強高中課後支援加強高中課後支援加強高中課後支援   

(i) 高中方面，因應同學的進

度進行課後補課，讓同學

於中六初期完成校本評核

習作及報告 

(ii) 加設補課及小測，集中操

練試題，讓同學掌握着色

及構圖等技巧，提升應試

能力 

(iii) 於中六盡量安排參加校外

模擬試，以裝備同學的應

考心態 

1. 同學表現 

2. 同學校內成績

的反映 

3. 公開試成績的

反映 

� 本學年的中六同學能力較佳，校內答卷表現不俗，但製作 SBA 的進度緩慢，部分同
學拖拉至十二月才能完成。須加設補課操練試題及應試技巧。 

� 同學試前準備充足，曾進行兩次模擬試及多次補課，但在選題方面或許失準，影響
預期成績。建議來年多練習不同類別的設計題目。 

� 本屆在公開試的成績：合格率達 100%，1 人考獲第 4級。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3.3.3.3.展現學習熱情展現學習熱情展現學習熱情展現學習熱情   

a) 優化閱讀策略優化閱讀策略優化閱讀策略優化閱讀策略   

(i) 推行全年科本閱讀計劃，

以提升對科的興趣，鞏固

科本知識 

(ii) 透過製作不同的習作參與

設計比賽，向同學推介參

1. 借閱藝術圖書

的人數增加 

� 為配合全校閱讀氣氛，本科繼續與閱讀學習組合辦，於中三級舉行圖書封面設計比
賽，而今年的作品質素不俗。 

� 中二級則完成閱讀工作紙，但未見提升閱讀的興趣及氣氛。建議下年度帶初中同學
前往圖書館最少一次，誘發同學的閱讀興趣。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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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的設計書籍，引發他們

的閱讀興趣 

(iii) 配合圖書館「好書為你

買」、「新書介紹」及書

展等活動，加強校園閱讀

氣氛 

b) 樂於學習樂於學習樂於學習樂於學習、、、、鑽研學習鑽研學習鑽研學習鑽研學習   

(i) 豐富校內的藝術比賽及推

動同學參與校外比賽，延

展他們的學習興趣 

(ii) 配合九龍倉集團「學校起

動計劃」(Project WeCan)

所提供的資源，鼓勵同學

多參與不同的比賽及活

動，拓展不同的經驗，讓

同學樂於學習 

(iii) 鼓勵同學於「體藝周」中

參與不同的角色，如活動

統籌、策劃及整體安排

等，藉此提升同學的學習

興趣及自信 

1. 活動舉辦的次

數 

2. 參加活動人數 

3. 同學表現 

4. 老師的觀察 

� 同學於本學年參加了兩次藝術活動、五次對外比賽及三次出外參觀展覧，參加同學

人數理想，部分同學獲得獎項，豐富了他們的創作經驗及建立自信的機會。高中參

加比賽的興趣較濃厚及積極，此讓他們學以致用及豐富製作校本評核的靈感。 

� 同學參加了(Project WeCan) 繪畫比賽，雖未能獲獎，但也能豐富他們的創作經驗。 

� 本年度未有體藝周，來年由視藝學會成員及中四的選修同學統籌。 

 

 

 

全校關注事項(二)：確立人生目標，豐富生命經歷，傳遞正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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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立人生目標確立人生目標確立人生目標確立人生目標   

a) 發掘發掘發掘發掘自我自我自我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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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高中藝術經歷課的活動，啟發及

培育同學多元潛能，積極參與不同活

動，建立興趣，於校內外展現才能 

(ii) 在校園內多展示同學的作品及提供機

1. 科務會議檢討 

2. 觀察同學表現 

� 繼續推行高中藝術經歷課，讓學生經歷不同的藝術範疇及建立興趣。本年中

四五級繼續以分組形式上課，由學生揀選內容(皮革製作、繪圖板Ｑ版人像、

電腦剪片、油畫班、拼貼、非洲鼓及布藝) 。全年共九節，於周會時間進行。

同學整體感興趣及投入，反應不俗，製成品亦很精美。不過，礙於課堂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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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讓同學展現才能，達至自我及相欣

賞的正面學習氣氛 

依然受到限制，故難於安排其他類別的活動(如講座、表演、出外參觀)。來

年的課堂安排將於暑假探討。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2222. . . . 豐富生命經歷豐富生命經歷豐富生命經歷豐富生命經歷   

a) 展現展現展現展現 4E4E4E4E 領袖素質領袖素質領袖素質領袖素質      

(i) 增設校內藝術大使，鼓勵同學協參與

策劃、組織及宣傳藝術活動，培養同

學領袖，加強其主導角色，培養其獨

立思考和處事能力 

(ii) 配合「學校起動計劃」所提供的大型

營商活動，讓同學參與製作活動，豐

富經歴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同學表現 

� 中四級蔡皓森及鄺詩慧為本年度的校園藝術大使，積極鼓勵同學參與藝術活

動，並將於七月六日出席藝術大使頒獎禮。 

� 雖然兩位同學在校的角色未見鮮明或突出，但二人投入參與各項活動，個人

獲益不少。 

� 部分選修同學參與製作荷里活展銷品活動，投入及豐富了個人經歴。 

 

負責老師姓名： 張玉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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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17171717 至至至至 201201201201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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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教學模式，提升應試能力，展現學習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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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一及中二級級延伸至中

三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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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提升初中同學在預習及完成導學案的能力 

 

(2) 善用電子學習平台，提升初中同學的學習

興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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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科任老師根據學生的表現

進行評量 

中一級學生自行分組欣賞音樂劇影片、分組討論、完成導學案及

匯報，增加課堂互動，加強照顧學習差異，提高學生的學習自主

性。中二級學生課前完成有關認識樂器單元的導學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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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

至中三級學生完成認識作曲家的「自主學習」單元，學生表現良

好，能進一步強化學生在預習及蒐集資料的自學能力。課堂內容

具自主性，學生充分展現才能。中三級學生課前先欣賞香港本地

流行音樂發展的影片，了解不同年代的音樂特色及歷史。學生在

課堂能指出及分享對本地流行音樂的特色及感受，從中訓練音樂

欣賞能力及應用已學習的樂理，展現自學能力，提升了整體的學

習效能。 

(3) 延伸課堂所學，提供多樣化學習經歷，鞏

固學科知識及延伸學習興趣 

(3) 科任老師根據學生的表現

進行評量 

超過八成的初中學生參與至少一次校內或校外不同機構的活

動、表演或比賽。音樂科與活動組緊密合作，積極推行中一級「一

人一體藝」及中二和中三級「體藝培養」的樂器班，以成立樂團、

營造校內的音樂氛圍、發展學生的音樂興趣及造就成功經歷為目

標。現已分別成立了管樂及敲擊樂團和中國鼓樂團。中國鼓樂團

參與四十周年校慶匯演及藝箤匯演。管樂及敲擊樂團出席不同場

合的校內表演，分別有沙田區小學沙田繽紛同樂日、藝萃大匯

演、四十周年校慶匯演及畢業禮。學生表現理想，獲得家長及師

生們的讚揚。無伴奏合唱團參與四十周年校慶音樂劇匯演、香港

路德會主辦自由市集表演及香港青年協會主辦的合唱匯演，增加

學生的音樂閱歷。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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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確立人生目標，豐富生命經歷，傳遞正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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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用「學校起動計劃」及社區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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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掘及培育學生的

音樂才能，造就成功經歷 

 

(1)學生表演的次數及演出水

準進行評量 

 

 

學生於「一人一體藝」及「體藝培養」樂器組別上課及練習表現

時積極投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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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四次不同場合的表演，超過八

成初中學生至少參與兩次音樂活動。各樂器班進行大規模的拔尖

計劃，挑選表現出色的管樂、弦樂及敲擊樂學生作重點培訓，於

「體藝培養」訓練班後繼續留校進行四十五分鐘的練習，提升同

學的水平，以參加更多的校外及校內表演或比賽。 

(2) 積極參與校外比賽，增加人生閱歷，擴闊

視野 

(2)學生比賽的人數及次數進

行評量 

本科積極安排校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發掘及培育才能，造就

成功經歷。參與校外比賽及獲獎的人數比較去年有所增長，分

別有藝韻管弦樂協會主辦的第五屆香港國際音樂藝韻盃比賽爵

士鼓第一名、流行聲樂分別獲第二名、一等獎及二等獎及小提琴

獨奏三等獎;飛躍音符音樂大賽取得佳績，流行聲樂獨唱青年組

及公開組金獎及銅獎、流行聲樂獨唱金獎、鋼琴獨奏少年組銀

獎、鋼琴獨奏 ABRSM 六級組銀獎、長笛獨奏 ABRSM 三級組優異獎、

長笛獨奏公開組優異獎，當中聲樂獨唱青年組及公開組中奪得金

獎，獲評判一致讚許。第五屆香港國際音樂比賽藝韻盃(聲樂小

組)無伴奏合唱高中隊獲第一名及初中隊獲第三名;香港青少年

表演藝術交流發展協會主辦第五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中獲西樂重奏組(中學組)冠軍、西樂重奏組(中學組)亞軍、鋼琴

演奏級考試組銀獎、鋼琴八級考試組銀獎、鋼琴專題兒童曲集 A

組銀獎、鋼琴校際六級組銅獎、鋼琴八級考試組銅獎。 

(3)強化樂團的領袖職能及素質：活力

(Energy)、鼓舞(Energize)、膽識(Edge)

與執行力(Execute) 

 

 

(3)學生演出水準及觀察樂團

領袖的表現進行評量 

樂團及無伴奏合唱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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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團及無

伴奏合唱組成員充分地發揮團隊精神，各隊長帶領各成員進行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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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地展示領袖者的風範及才能。 

負責老師姓名： 鄒蕙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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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17171717 至至至至 2018201820182018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體育科體育科體育科體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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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教學模式，提升應試能力，展現學習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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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施行「項目為本」課程，為學生提供

更多機會以自主形式進行學習。 

 

 

中四學生以班本方式編排

一套約兩分鐘的演出；中

五學生能夠在課堂上自行

舉辦比賽；任教中六老師

及學生能根據評量表內

容，為每位學生的試教表

現進行評量。及科務會議

評估。 

中四級於第三學段以自由組合方式，完成一套約一分半至兩分鐘的

舞蹈演出，並以拍攝方法展示成果。 

中五級在第二及第三學段完成了班內足球賽、羽球球賽、躲避盤賽

等活動。所有學生除了做運動員外，則按照自己意願，於比賽中擔

任比賽籌委會成員、裁判、記者等角色。 

中六級於第一學段已完成試教活動，部份學生的學習能力及表達能

力稍遜，因此在試教時成效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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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每年舉辦周年陸運會，一方面透過實

際的環境讓學生實踐在課堂的學習所得；另一方面可以向學生推介

本區的運動設施。就本年的陸運會參加人數而言，就有超過六百位

學生曾經使用本區的田徑運動場。 

以善用社區資源下，各級別均有在不同項目，如中一欖球、中二足

球、中五壘球等都有利用本校附近屋邨球場上課。 

 

3. 參與康文署的運動推廣計劃，邀請不同體

育總會訪校推廣相關項目，以擴闊學生眼

界。 

現場觀察及科務會議評估。 

 

 

於本年度邀請了香港泰拳理事會及香港壁球總會，分別於

7/5-11/5 及 14/5-18/5 兩周到校進行項目推廣。學生反應非常正

面，當中尤其以泰拳運動反應最意想不到。在推廣活動後，除了學

生主動向教練了解外，更有家長希望體育科可以組織訓練班供他們

參加。 

 

4. 將部分技術考核以影片方式拍攝，或者設

計部分功課要求學生以電子方式邀交，藉

以推展學生以電子學習的機會。 

 

科任老師及科務會議評估。 中四級各班的舞蹈課，學生可借用學校提供的平板電腦，或學生以

手機進行拍攝，然後自行挑選最佳表現片段作為習作。學生透過智

能手機的通訊軟件(WhatsApp)繳交片段，打破傳統繳交習作的時間

和地域限制。學生課堂上積極進行練習，而老師則在堂上按個別學

生需要進行指導，課堂充滿「師生互動」及「生生互動」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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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反應正面積極，亦熟悉平版電腦的功能運作。 

 

5. 配合本校閱讀組要求，於初中體育科進行

閱讀活動。可選擇閱讀規範文章、書本，

甚或由學生自由選擇，藉此推動閱讀風氣。 

科任老師及科務會議評

估。 

配合本校閱讀組安排，於一月份為中二級學生進行科本閱讀項，為

中二級學生印製閱讀工作紙，學生積極完成。其中課業要求學生分

享如何在課堂上體現「體育精神」，學生均正面、有心思，且積極

回應。課業既能推動閱讀風氣，亦能展現學生對參與運動的熱情。 

 

6. 組織學生參加本區，甚至全港學界比賽，

藉此延伸學生在課堂所學會的技能，亦把

技術得到深化，並提昇至更高層次。 

統計本學年參加學界比賽

的隊次和人次。 

截至五月份，本校已參與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所舉辦的項目包括有籃

球(男甲、女甲、男乙、女乙、男丙、女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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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乙、男丙)；乒乓球(男甲、男丙)；欖球(男甲、男丙)；室內賽

艇(男甲、男乙、女乙、男丙、女丙)；田徑及長跑(男甲、男乙、

男丙、女甲、女乙、女丙)。根據本校向學體會辦理學界證申請，

共有 205 人申請辦證。由於部分學生參與項目多於一項，若以參與

人次計算，大概有 300 人次出席上述比賽。 

另外，單車、武術及運動攀登亦有參與該體育總會及地區比賽，唯

主辦單位非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因此未有實際數字資料。 

 

 

 

全校關注事項(二)：確立人生目標，豐富生命經歷，傳遞正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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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生

命，亦建立終身健康生活模式。 

現場觀察及科務會議評估。 中一除教授田徑及基本球類技巧之外，亦有教授欖球項目(男

生)，學生非常投入參與，其中更有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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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自

己正面肯定自己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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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本年度完

結前再填寫一次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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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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薦學生擔任學界賽事中的服務生，以

累積他們服務經驗，達致推己及人的精

神。 

 

統計本學年參與服務生的人數。 

 

由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田及西貢區分會舉辦的中學校際越野賽

(9/11)、中學校際田徑賽(18、19、22/1)及城門河長跑賽(2/3)，

本校分別派出超過 30 位學生於比賽日擔任服務生，工作範圍包

括田賽物資管理、賽道檢察、比賽召集及賽道指引工作，為本區

校際體育比賽提供實質服務，比賽亦順利完成。 

此外，一位中三學生於 5月 13 日參與全港中小學校際體操錦標

賽擔任服務生，並順利完成工作。 

學生在服務過程中，實際了解大型賽事的運作，以及感受比賽的

現場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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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日至 27 日一連兩天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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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乒乓球)。學生反應投入熱烈，90%以上學生均對體驗日表示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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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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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

快組織起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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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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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位中二或以上學生協助帶領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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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領導才能。 

他們在兩天的活動表現認真、負責，亦在中一新生面前，樹立「師

兄師姐」形象。 

另一方面，本年度繼續有校友於活動當日以大師兄 / 師姐身份

協助帶領活動(如舞蹈、田徑)。由此可見，體驗日從校友層面中

亦達到「回饋文化、薪火相傳」理念 

 

6. 舉辦周會，邀請運動員或從事體育方面

工作的人士來校分享，讓學生了解體育

科的出路，有助生涯規劃。 

現場觀察、學生回饋及科務會議

評估。 

 

本年度 40 周年校慶陸運會，邀請了香港著名單車運動員黃金寶

為主禮嘉賓，與全校師生分享他的經歷。學生反應非常正面；另

外，學生對運動攝影的工作亦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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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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加強學生體能鍛鍊，讓高中學生負責帶

領本校校隊成員參與，藉此培養學生責

任感、堅毅力及承擔精神的價值觀。 

 

 

統計參與體能鍛鍊的學生人

數、現場觀察、學生回饋及科務

會議評估。 

今年因要準備 40 周年校慶陸運會，暫停了往年的晨跑安排，惟

各校隊亦未有因此而減少訓練量。 

其中田徑隊每周兩次的訓練中，佔去大部分時間均為體能訓練，

因此在本區兩次的長跑比賽中都見到成效；另外，為了準備全新

界區中學校際室內賽艇比賽，更在 4月下旬安排了三次訓練，讓

不同校隊的成員參與，並將成績或表現較佳的學生組織起來，代

表本校出賽。 

 

8. 於體育課堂組織中六級攀爬活動，要求

各準畢業生於活動前自訂攀爬目標，並

親身實踐。 

 

 

現場觀察、學生回饋表及科務會

議評估。 

在一月份的體育堂進行中六級攀爬活動，學生反應正面，均自願

參與挑戰 18 米高牆攀爬。全級只有一位學生沒有參與攀爬(缺

席)。全級 102 人中，共 31 人成功攀至最高點，每班均有學生成

功。 

每位學生於攀爬完成後即時獲頒證書，期望學生於畢業及面對公

開考試之前，能夠讓自己有這個獨特體驗，增強他們在遇見困難

時的信心，及盡力完成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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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017201720172017----201820182018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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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攜手扶弱配對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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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學校起動計劃—

五育人全人發展支援

(第二期)」活動 

全年實
際支出 

$6,595,553.00 $56,287,481.88 $795,699.88 $190,744.83 $1,500,105.10 

小計 $62,883,034.88 $986,444.71 $1,500,105.10 

總計 $65,369,58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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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7.3  7.3  7.3  運用運用運用運用『『『『學校發展津貼計劃學校發展津貼計劃學校發展津貼計劃學校發展津貼計劃』』』』工作檢討報告工作檢討報告工作檢討報告工作檢討報告    
  

報告及檢討報告及檢討報告及檢討報告及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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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運用「整合教師代課津貼」
聘請教學助理及副教師支援各
科教師，因此毋須使用此津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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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2.  中二級「體藝培養」課程 

3.  中三級「體藝培養」課程 

 

 

50 

45 

38 

91%中一同學及 77%中二及中三同學表示對活動感滿

意。89% 及 82%的中一及中二同學表示學習到新知

識，其中超過七成的同學認為發掘到自己未知的潛能

及增加了自信心。各同學表現良佳及十分投入各項活

動。 

4.  舞蹈訓練 

 

22 我校於第 54 屆學校舞蹈節，憑著兩優兩甲兩編的卓

越成績令評判及眾多學校眼前一亮，連續第二次奪得

爵士舞及街舞團體獎項，成功擠身團體亞軍，並被大

會邀請參與優勝者表演及頒獎典禮。 

� 語文訓練 1.  英語繽紛營 51 同學於全英語課堂學習，透過活動學習拼音及生字，

加深對校園之認識。同學表現投入，對課程頗為滿意。 

� 學習技巧訓練 1.  經商學會 3 增潤商科課外知識提升對學科的學習動機。 

� 義工服務 1.  桂港青少年志願工作者雙

向交流考察之旅 

7 同學積極與主動參與各項交流活動及長者服務的籌

備及策劃工作，表現非常出色，提升了同學的自我管

理能力，並有助同學發掘和展現自己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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