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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務報告 

 

我校創立於 1978 年，本年度為創校 41 周年，校慶主題為「多元學習展色彩，攜

手同行互關愛」。現將我校 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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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建築大獎」2014 最高殊榮——主

席大獎及「香港環境卓越大獎」2015 金獎。此外，師生亦參與「創新能源項目

比賽」，並在 2014、2016、2017 及 2018 四奪全港冠軍，表現卓越。 

 

二、班級結構 

 

  為加強照顧同學的學習差異，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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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中六各級亦加開一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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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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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人。教職員編制如下：校長及教

師共 66 人、社工 2 人、輔導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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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人及工友 8 人。 

 

四、行政架構 

 

  我校辦學團體為五育中學管治委員會有限公司，校董來自社會上不同界別

的知名及專業人士。管治委員會全力支持教師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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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校邀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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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代表亦會參

與校務委員會會議，與各組別主任一同檢視及制訂學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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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關注事項 

 

2018-2021 校園主題為「多元學習展色彩，攜手同行互關愛」，並設有以下關

注事項： 

（1） 熱愛學習，追求卓越，創建繽紛未來； 

（2） 正心修身，關顧社群，共建積極人生。 

 

  在「熱愛學習，追求卓越」方面，我校致力優化「自主學習」及「電子學習」，

提升同學的學習動機，增加課堂互動，以建立同學良好的自學習慣。近年，我校

亦致力推動 STEM 教育，增加同學對科學、科技和數學的認識，鼓勵各科積極

參與校外比賽。此外，我校不斷探索不同類型的「全方位學習」活動，讓同學在

課堂外引證學科知識，擴闊視野。我校亦全面提升校園閱讀文化，透過書籍介紹、

閱讀講座、書展及閱報等活動，鼓勵同學閱讀有益身心的課外讀物，探索不同領

域知識。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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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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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四全級同學前往北京考察外，本

年度中四級歷史班同學更參與「哈爾濱歷史文化及經濟發展探索之旅」，增加對

祖國的認識。此外，自 2013 年起，我校每年均舉辦「傑出學生境外學習團」，本

年度的考察地點為廣西省，讓於不同範疇有傑出表現的中一至中五同學免費參

與，拓闊視野。凡此種種，均造就同學跳出校園，認識不同文化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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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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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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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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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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展銷會營商活動及教師專

業發展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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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人，平均教學年資為 11 年。多年來，我

校得到不同專業團隊的大力支援，讓教師不斷學習。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

進計劃」學科專家團隊，多年來與我校教師進行分科及分級課堂研究。去年我校

更把課研成果，集結出版為一套四冊課堂研究文集，以記錄我校師生多年來在學

與教的寶貴經驗。我校教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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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開放課堂，讓友校教師觀摩及交流，分享多年來推行自主學習的

心得。本校 15 位教師更有幸獲香港中學校長會邀請，在自主學習網絡聯校教師

日，在多組專題講座中，向友校老師分享本校在 STEM、數學因材網、中文科、

英文科、經濟科及基本法教育的自主學習課堂的施行情況，促進專業交流，以推

動教師的專業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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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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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定星期三為英語

日，早會由學生英語大使輪流主持和分享，並組織午間及課後活動。English Caf

é的設立，讓同學在一個舒適和輕鬆的環境下與外籍老師以英語溝通，建立自信，

提升英語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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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級粵語集誦、中三級普通話集誦。今年同學表現出色，我校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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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同學獲得粵語散文獨誦冠軍，中三級及中二級同學分別獲得英語獨誦冠軍及

季軍，同時中三級普通話詩詞集誦獲得亞軍，中二級在粵語散文集誦獲得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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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紓緩高中同學的學習壓力。 

 

  我校善用九龍倉和會德豐的資源讓同學「走出教室學習」，這成為我校的課

程特色。今年 1 月和 3 月分別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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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級歷奇訓練，培養團隊合作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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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愉

景灣與外籍人士接觸，了解他們居港的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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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淺嚐大專

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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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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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則全級前往北京，認識當地的歷史文化與科技發展。我校更

於 9 月組織「傑出學生境外學習團」前往廣西考察，了解當地的社會文化及經濟

情況。我校致力透過不同類型的學習活動，提升同學的學習興趣，擴闊同學的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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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同學進行有系統的預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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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同學積極學習；高中方面，每星期進行三天補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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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結合不同學科，助其擴闊閱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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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星期二、四的早讀時段，安排

同學分別閱讀德育文章、中文和英文報章，亦以固定的閱讀時段，培養同學的閱

讀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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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講座及設立漂書櫃等，其中的書商書展更結合學段頒獎典禮，讓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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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同學能善用所得書券，購買心儀圖書，強化其閱讀習慣，令獎勵更添意義。 

 

十、學習評估 

 

  在 2019 年港中學文憑考試，6B 陳子介考獲我校歷來最佳成績，取得 2 科

5**、1 科 5*及 2 科 5 佳績。在應考 17 個科目中，共 25 科次取得第 5 級或以上

成績；共 6 科(物理、化學、資訊及通訊科技、視覺藝術、中國歷史、旅遊及款

待)第 2 級或以上達 100%；共 8 科(物理、化學、資訊及通訊科技、視覺藝術、

中國歷史、旅遊及款待、地理、企會財)第 2 級或以上高於全港平均成績；共 3

科(物理、歷史、視覺藝術)第 4 級或以上高於全港平均成績；同學在物理科和歷

史科表現突出，第 4 級或以上分別為 66.7%及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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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我校繼續以發展電子學習為目標，於課堂上加入電子學習元素，以配

合「自主學習」發展。現時全校均有 WiFi 覆蓋，亦有超過 100 台平板電腦可供

使用。我校積極改善資訊科技設備，為全校員生提供良好的學習及教育環境。各

科積極引入電子學習，通過平板電腦和應用程式，促進同學的討論和交流，提升

協作能力。同時，教師利用電子學習延伸課堂教學，讓同學在家中預習，把課時

用於發問、討論及回饋，以提升課堂的學習成效。 

 

  本學年我校着力發展 STEM，在課餘時間開設不同的工作坊，內容包括航

拍、虛擬實境、遊戲程式及手機程式編寫、風帆車製作比賽、仿生魚、風力獸及

液壓起動機製作活動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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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技科則在中三級教授 3D 軟件應用。不同學科通力合作發展 STEM，以豐富同學

的學習經歷，使同學及早裝備自己，以配合社會發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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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上傳至 Youtube 頻道的影

片超過 700 段，觀看人次接近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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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同學健全和優良的品格，發揚校訓「立己

達人」精神。近年，我校着力建立校園「正面文化」的氛圍，積極推動「班級經

營」活動。在初中實行雙班主任制，而各級則設有兩位級主任，由輔導及訓導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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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擔任，以加強對各班同學的照顧。此外，我校透過中一導入計劃、朋輩輔導計

劃、關愛周、雙月生日會及班級經營等活動，培養同學「互關愛」的精神，並提

升歸屬感。同時，透過「雙月之星」選舉、「自我成就獎勵計劃」、「4D 計劃」及

「好人好事」的表揚，嘉許行為表現良好的同學。 

 

  配合「多元學習展色彩，攜手同行互關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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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珍惜和感恩，

本年度「生命教育周」以「常存感恩，生命滿分」為主題，舉辦周會、展覽、點

唱、寫揮春及工作坊，讓同學探討生命的本質，學會感恩。透過「Joyful Teens 小

組」讓中一同學對生命的意義有更深刻的體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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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義賣花卉、賣旗及樂施滅貧利是收集等。為了讓同學體會義務工作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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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神耆快樂鳥」活動等。此外，

我校成功向長者學苑發展基金申請舉辦「五育長者學苑」，旨在培訓初中同學，

為區內長者舉辦一連串的關愛活動，包括長者電腦班及長者悠閒課外活動等，讓

同學關愛長者，建立社區關愛氛圍。4 月份，我校 40 位同學參與「省外行——

香港中學生內地交流計劃」，到大連、瀋陽作歷史及文化探索之旅，並與當地中

學生進行文化交流，藉此了解年青人在內地的發展情況。另外，我校透過輔導課、

性教育小組及禁毒活動，助同學建立積極健康人生。我校在全方位學習日中，透

過團隊訓練營及挑戰自我「少林武學」團體訓練活動，讓中一及中二同學提高個

人品德修養、培養自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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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間

短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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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活。我校參

加教育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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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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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探訪及戶外活動等，以提升同學的自信和學習能

力。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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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與教職員一起為有需

要的同學及其家長提供適切的輔導服務，關顧孩子成長，提升同學的溝通、解難

及抗逆能力，建立正確人生觀。 

 

  本年度社工透過多元化活動，以靜觀的介入手法，讓同學、老師及家長了解

自己。例如靜觀工作坊，使同學能放鬆自我，活在當下，選擇合適的方式處理壓

力，放下執著；「攝影靜觀」是透過攝影與靜觀的結合，幫助身心發展中的青少

年，尋找自我的身份，順利地度過青春期；「靜觀舞蹈」則引入舞蹈治療，增強

同學探索自我、提升溝通技巧及情緒管理等能力。 

 

  為了讓同學關注心理健康及重視生命的價值，社工舉辦「『心與靈』靜觀園

藝輔導計劃」。透過與植物接觸，讓同學學習擁抱生命、珍惜自己外，亦能增加

與人分享的能力，提升對自身情緒的認知及創意；「靜食星期一」計劃通過靜食

讓同學學懂感恩；靜觀呼吸訓練及靜觀思考工作坊，則為同學提供另類減壓方法。 

 

  健康又充滿動力的家庭關係，對同學的成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故此，社工

舉辦「靜觀教養家長組」，讓家長學會建立對孩子的接納及愛心，促進家庭成員

間彼此的關係。 

 

十四、公民教育 

 

  我校德育及公民教育發展共有五大範疇。性教育方面，本年度組織了以「論

盡性好奇」、「寧缺勿濫」、「性騷擾」和「性行為抉擇」等主題講座及工作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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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十大新聞選

舉」及佈置時事展板，主題包括「30 則香港大事 2018」、「香港男士的侍產假」

等。國民教育方面，我校於 9 月下旬舉辦「國慶周」，主題為「中國建築之美」，

由公民大使組織活動，並於周一早會作國事評論及製作「兩岸大事回顧」短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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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珍惜食物外，

亦舉辦以「個人食物及環境衞生」和「親親導盲犬」為主題等講座，讓同學關注

個人和社會的不同情況。本年度我校繼續參與「惜食香港運動：校園零廚餘」計

劃，活動包括「吃晒有獎」計劃、惜食講座、「大嘥鬼」巡遊、參觀農場和堆肥

工作坊等，讓同學認識有機種植及學會珍惜食物。品德教育方面，本年度的品德

主題以天使為名，了解和培養「慾望、開拓、了解、冒險、留心、淘氣、真誠、

謙卑、恆心、寧靜」等十位心靈天使，幫助他們成長。逢星期一早會，德育及公

民教育組的老師和公民大使會與同學分享相關主題的德育及哲理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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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供初中同學閱

讀。我校安排中二級同學參與老人服務和表演，並繪製中國式摺扇贈送予長者，

讓同學從服務中成長。配合校園主題「多元學習展色彩，攜手同行互關愛」，德

育及公民教育組推動名為「生命的色彩」生命教育，透過老師和同學的分享、文

章閱讀、義工服務、靜觀進食、靜觀工作坊及生命電影欣賞等活動，引導同學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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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生命的不同色彩，活出生命的價值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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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辨是非及律己守規的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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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積極及正面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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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步操及訓練營等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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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聯同沙田

警區學校聯絡主任，舉行不同主題講座及參觀活動，讓同學走出校園，擴闊視野，

了解社會規範，成為律己守法的公民。我校亦設「考勤獎」和「操行獎」，嘉許

守時勤奮的同學，在校內樹立良好榜樣；同時設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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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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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勉互助及和諧愉快的學習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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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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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不同行業的特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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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高中同學

參觀不同企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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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會德豐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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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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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人生閱歷，令同學對升學及就業有進一步

了解，有助他們作出正確選擇，而導師亦能見證同學的成長過程。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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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其終身學習能力，為踏

入瞬息萬變的社會作充足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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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我校共有十名同學獲

得獎學金，並於中文大學接受嘉許。 

 

  我校同學各方面表現優異，連續 7 年獲得全港「青苗十大進步獎」。今年得

獎同學 6D 梁漢威獲主辦單位邀請，分享成長經歷，並獲傳媒報導；6B 梁得希

同學獲頒「卓越今天，成就將來」優秀學生獎；5D 列杏兒同學獲得「全港青少

年進步獎」；6A 陳澤文同學及 6C 蔡慧男同學獲「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

6D 莊綺羚同學獲「應用學習獎學金」；6A 李晨曦及 6C 蔡慧男同學獲「尤德爵

士紀念獎學金」。 

 

十七、聯課活動 

 

  為讓同學發掘自我及培養不同興趣，我校設有 33 個不同類型的活動小組，

並分為學術、藝術及興趣、體育和服務 4 大類別。為提升同學的水平，大部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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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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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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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許每年在運動及藝術方面表現出色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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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級中一同學每星期參與一節樂器或運動培訓。為延續同學的

藝術經歷，我校於 2010 年及 2012 年開始，分別為中二及中三級增設「藝術培

養」課程。為了讓同學有更多選擇項目及加強交流，自 2018 年起，全體初中同

學於逢星期二下午放學後，一同參與不同的藝術或體育項目。每年 5 月，初中同

學聯同高中「藝術教育」課程的同學，一同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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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同學亦積極參加校外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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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籃球、常識問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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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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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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對學生領袖的訓練，讓同學展現 4E（Energy、Energize、Edge、Execute）

的領袖素質，我校於 7 月上旬完成下學年的學生會及社幹事選舉，並委任同學

擔任下年度的公民大使、領袖生及朋輩輔導員。同時，我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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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學習展色彩，

携手同行互關愛」的校園。 

 

十八、學生會務 

 

  學生會自 1979 年 2 月成立至今，歷載 40 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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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幹事致力籌辦社際比賽及不同活動，豐富同學的校園生活；亦為同學提供二

手課本買賣、文具售賣及借雨傘等服務。學生會幹事積極參與各聯校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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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同學意見及為

同學爭取福利。 

 

十九、家校合作 

 

  家長會創立至今已有 41 年。家長會幹事共有 12 人，本年度共有 5 次家長

會會務會議，以籌劃各項家校活動。家長會邀請校長、副校長及社區聯絡組老師

列席，共同討論學校事務，為營造理想的學習環境而努力。家長會舉辦多元化活

動，包括中一家長迎新活動、家長敬師日及頌親恩活動等。同時與輔導組和社工

合作，舉辦家長教育活動，如探訪獨居長者。本年度家長會獲家校合作委員會額

外撥款津貼，資助家長會舉辦多項親子活動，如親子師生大旅行和親子手工藝班

等，希望家長及同學能享受更多親子同樂時光。家長會鼓勵家長多參與校外講座

及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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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選食物部及午膳供應商、

捐贈獎學金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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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校友會均舉辦不同活動，聯繫校友及老師，大家聚首一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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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遠足及去年筵開 49 席的 40 周年校慶聚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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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我校慶祝創校 40 周年，師生共同籌辦了多項活動：於葵青劇院上演

校慶音樂劇「五育達人」；校慶聚餐筵開 49 席；各科總結多年課堂研究經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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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課堂研究特刊等。感激家長、校友和各界友好的支持及教職員的陪伴，讓孩

子從籌劃各項校慶活動中學習，展現 4E（Energy、Energize、Edge、Execute）

領袖才能，充份發揮五育人「懷自信、互關愛、敢承擔」的優良素質。衷心感

謝上任校長連鎮邦先生過去 11 年來為我校帶來的種種變革，奠下了師生繼續

臻善的基石。衷心感謝黃光耀執行董事，自 2011 年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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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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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懷著感恩的心情迎接第 42 周年，師生職員繼續不斷求進，並配合

2018-2021 的新校園主題「多元學習展色彩，攜手同行互關愛」，透過多元的課

堂內外學習活動，讓孩子發揮潛能。各科繼續採用多元教學模式，加強「電子

學習」和「自主學習」，讓學習於課堂外延展。我校亦積極參與香港中學校長

會「自主學習」學習社群和公開課，並獲邀於聯校教師發展日分享中文科、英

文科、經濟科、基本法教育及 STEM 的學與教心得，與同工進行專業交流。 

 

  自 2011 年起參與「學校起動」計劃，我校進一步強化同學五育均衡的發

展，同學在公開試及校外比賽均持續增值。除獲得不同範疇的校外獎項外，我

校是全港惟一的中學，連續 7 年獲頒「全港青苗十大進步獎」。10 位同學於

2018 年香港中學文憑試中取得優異成績，去年 12 月獲頒「學校起動」計劃獎

學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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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文科及物理科則位列全港第一位的增值： 

 

香港中學文憑試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核心 4科 

(中+英+數+通識) 

首 25% 

增值 

首 5% 

增值 

首 25% 

增值 

首 5% 

增值 

最佳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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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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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 10% 

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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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信

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獨特之處，學校的責任便是提供多元機會，發掘孩子潛能，

悉心栽培，讓他們離開校園後，繼續成長，回饋社會。我校會一直堅持全人教

育，五育並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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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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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WeCan Summer Course 

 6A 李翠儀、李晨曦、6B 車軒瑋、馮悅茗同學獲「智能都會創新能源比賽

冠軍」，前往大阪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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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國際音樂節 2018：獲得無伴奏合唱傑出金獎。 

 

二零一八年九月 

 開學禮：由中原集團董事局主席施永青先生主禮。 

 學校起動計劃：「會德豐傑出體藝成就獎 2018」得獎同學及「職場體驗計

劃 2018」參與同學與會德豐有限公司黃光耀執行董事午餐聚會。 

 學校起動計劃：會德豐有限公司黃光耀執行董事帶領同學出席新城財經台

訪問。 

 友‧導向計劃：師友計劃起航禮。 

 第 6 屆傑出學生境外學習團，前往廣西進行學習交流。 

 地理科同學參與 2018 香港環保電影展。 

 歷史科同學參與「哈爾濱歷史文化及經濟發展探索之旅」。 

 中史科同學參觀文化博物館「數碼敦煌——天上人間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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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展中一至中三級「一人一體藝」課程。 

 輔導組舉辦「關愛周」及乘風航「伙伴計劃」。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舉辦「國慶周」及中二級「中秋長者義工服務」。 

 學生會聯同家長會合辦「家長也敬師」活動。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帶領同學參觀各間大學。 

 單車隊參與新地單車學院成立暨先導計劃啟動禮。 

 

二零一八年十月 

 教育局公佈第 7 屆香港中學文憑試「學業增值指標」，我校同學表現良佳，

連續 7 年，4 個核心科目（包括中、英、數、通），及最佳 5 科均為「正增

值」；中文科和物理科為全港增值第一位。 

 學校起動計劃：「奮青創本視」腦震盪訓練營，獲得「最佳團隊合作獎」。 

 友‧導向計劃：新世界維港泳 2018、義跑義行籌款活動。 

 參與香港中學校長會舉辦的「自主學習」雙周，開放中文、英文及視藝課

堂，與友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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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1 屆家長會就職典禮，由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計劃經理華壽康博士主禮。 

 第 41 屆陸運會，由前香港三項鐵人代表李致和先生主禮。 

 6B 梁得希同學獲「卓越今天，成就將來」優秀學生獎。 

 歷史科同學參觀民航處教育徑。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同學參與香港會計師公會主辦的「會計及商業管

理個案比賽」。 

 生物科同學參觀浸會大學可持續發展展館。 

 設計與應用科技科同學參與「廢物升級再造︰創意設計比賽」，獲得冠軍。 

 視藝科同學參與「世界心臟日」繪畫比賽。 

 輔導組舉辦「朋輩輔導員管理訓練營」，並帶領同學參與「愛生命‧電影

節」活動。 

 活動組帶領同學參與陳奕迅《LOVE IS LIVE》慈善音樂會。 

 學生會舉辦社際長跑比賽。 

 單車隊參與新鴻基地產香港單車節嘉年華。 

 沙田及西貢區中學校際游泳錦標賽：獲得 50 米背泳銅牌。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獲得英語獨誦冠軍、粵語獨誦冠軍、普通話集誦

亞軍、粵語集誦季軍。 

 學校起動計劃：師友計劃——Coffee Pro 社企工作體驗。 

 「系統創新‧人才培育(SITEP)：港台專業交流」活動：30 名台灣學者及老

師到訪我校並觀摩課堂。 

 中文科同學參與聯校口語溝通活動。 

 歷史科同學參與聯校香港中學文憑試歷史科論壇。 

 視藝科同學參與新高中視覺藝術科應試策略講座。 

 輔導組帶領同學參與「科幻 V.S. 現實」比例模型製作比賽、「WeCycle」

單車導賞團、香港建造學院「STEM 活動日」及健身室工作間參觀日。 

 社區聯絡組聯同家長會參與「2018 沙田區家長教師聯會中學博覽」。 

 沙西區學界越野賽：獲得男子甲組團體殿軍、男子乙組團體季軍、男子丙

組團體第 7 名。 

 無伴奏合唱團在 2018 香港國際無伴奏合唱比賽進入最後五強，並於香港迪

士尼樂園進行表演。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會德豐地產有限公司及我校合辦「第 10 屆沙田區小學多元繽紛同樂日」。 

 學校起動計劃：畢業生許瑋庭、庾家禧、黃文浩、鄭梽龍、佘人達、蔡云

輝、莊嘉雯、郭榮楷、黃子禧及陳禮軒獲得公開試成績卓越獎學金。 

 學校起動計劃：「我的破嗝 Miss」師生家長電影欣賞活動。 

 學校起動計劃：匡智會電子聖誕卡設計比賽義工活動。 

 學校起動計劃：無伴奏合唱團於將軍澳 Club Monterey 表演。 

 學校起動計劃：中六級模擬放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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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D 莊綺羚同學獲「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 

 4A 班陳樂旻獲「全港青年學藝演講比賽」優異獎。 

 英文科帶領中一同學參觀嘉道理農場。 

 化學科同學進行城門河水化學分析活動。 

 輔導組舉辦團隊精神訓練活動、職業導向計劃「貓之茶房參觀日」、「易物

送愛、關愛互傳」服務計劃、正向團隊訓練小組及「認識香港——英語電

影欣賞活動」。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舉辦「親親導盲犬」活動。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舉辦「職場探索：主題樂園服務」活動。 

 上學期旅行及班際攝影比賽。 

 聖誕聯歡會暨歌唱比賽。 

 活動組帶領同學參與青協港台運動交流之旅「台北騎跑跳」活動。 

 學生會舉辦社際籃球比賽。 

 體育科帶領同學參與「港深兩地中學運動交流之旅」。 

 我校同學獲「一帶一路百人學生研習交流團」短片製作比賽亞軍。 

 外展教練計劃單車比賽：獲得女子組亞軍、男子組季軍及殿軍。 

 

二零一九年一月 

 5C 列杏兒同學獲「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2018 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6A 陳澤文及 6C 蔡慧男同學獲「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 

 學校起動計劃：「職出前路，我做得到」聯校生涯規劃活動日。 

 友‧導向計劃：全城「喜」義關懷大行動、「個人師友」計劃聚會。 

 上學期全方位學習日：中一級「律己訓練營」、中二級「肇慶學習團」、中

三級「赤柱英語學習活動」及「科學科雞蛋撞地球活動」、中四級「北京學

習團」、中五級「職場參觀」、中六級「模擬面試工作坊」。 

 第一學段頒獎典禮、家長日。 

 同儕觀課：人文學科、科技、藝術及文化學習領域。 

 地理科同學前往長洲進行地質考察。 

 體育科帶領同學參與香港體育學院開放日。 

 體育科舉辦中六級畢業攀石。 

 輔導組與家長會合辦「中四級長者探訪活動」。 

 輔導組舉辦生命教育周。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舉辦「細路愛玩營」活動。 

 我校武術隊應邀前往朱正賢小學表演。 

 2D 陳斯媛、黃潔怡、3A 沈晉傑同學獲「煤氣明火中學種饗樂烹飪比賽」

優異獎。 

 無伴奏合唱團於「積極人生愛滿 FUN 嘉年華」表演。 

 學生會聯同專業發展組舉辦「優秀教職員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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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二月 

 中學校長會「自主學習」聯校教師發展日，我校中文、英文、經濟及科學

科進行經驗分享，與友校交流。 

 中六級惜別會。 

 同儕觀課：中文科。 

 中文科帶領同學參與聯校口試練習。 

 數學、理科及電腦科合辦「數理環保周」。 

 科學科帶領同學參與趣味科學比賽「拾級而下」，分別於「零存組」及「整

付組」獲得一等獎。 

 科學科帶領同學參與 JMA STEM 高卡車活動。 

 輔導組舉辦「好心情計劃 Joyful Teens 日營」及「『Eng』」語一齊來課後活

動日」。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帶領同學參與新春長者服務。 

 家長會舉辦「新春行大運」活動。 

 第 55 屆學校舞蹈節：獲得雙人舞及群舞獲甲級獎、三人舞乙級獎。 

 

二零一九年三月 

 6D 梁漢威同學榮獲全港「青苗十大進步獎」，我校同學連續 7 屆獲此獎

項。 

 學校起動計劃：聯校教師發展日。 

 學校起動計劃：我校於「趁墟做老闆」展銷會獲最受歡迎宣傳片冠軍、最

具團隊精神獎亞軍及我最喜愛的產品季軍，無伴奏合唱團參與表演。 

 友‧導向計劃：尖沙咀導賞遊、「個人師友」計劃聚會。 

 下學期全方位學習日：中一「遊走中上環」、中二「挑戰自我『少林武學』

團體訓練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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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儕觀課：英文科。 

 英文科帶領同學參與「由活動到寫作——參觀鴨脷洲洪聖文化節」活動。 

 歷史科同學參與「中文大學博覽香港文化導賞活動」。 

 生物科同學參與「校園零廚餘計劃——參觀有機農場」。 

 輔導組舉辦「志工菁英服務系列：獨居長者探訪日」、「遊」學英語活動

日、美食 DIY：「樂在煮意」活動、「見農在田」有機農耕體驗計劃、LAP

職業生涯活動：「Life Mart」手作市集參觀。 

 無伴奏合唱團出席青協無伴奏合唱音樂慈善晚宴。 

 沙西區學界城門河長跑賽：男子乙組團體冠軍、男子丙組團體第七名。 

 學生會舉辦社際排球比賽、師生排球比賽。 

 

二零一九年四月 

 輔導組舉辦「大連、瀋陽歷史及文化探索之旅」。 

 學校起動計劃：2019 展銷會嘉許午宴。 

 中一級「遊走中上環」全方位學習日匯報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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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儕觀課：數理科。 

 輔導組舉辦「喜樂同行」好心情家長工作坊。 

 下學期旅行。 

 第二學段頒獎典禮、家長日。 

 

二零一九年五月 

 第 41 屆畢業禮，由前財政司司長、Esperanza 薯片叔叔共創社創辦人曾俊

華太平紳士主禮。 

 學校起動計劃：校長及學生代表出席於禮賓府的致謝聚會。 

 活動組舉辦藝萃大匯演。 

 體育、音樂、視藝、設技及家政科合辦「體藝周」。 

 學生會舉辦社際常識問答比賽。 

 閱讀學習組舉辦初中班際書籍介紹及簡報設計比賽。 

 各科「同儕習作察閱」分享會。 

 

二零一九年六月 

 會德豐傑出體藝成就獎面試：會德豐黃光耀董事與多位商界管理人員到校，

與候選同學面談。 

 第 8 屆中六文憑試畢業生畢業聚餐，地點為九龍香格里拉大酒店，並邀請會

德豐地產黃光耀董事、張慧琪小姐及會德豐同事出席。 

 「友‧導向」師友計劃：參觀 Green Atrium。 

 教師發展日：課堂研究分享「善用電子平台促進自主學習」。 

 活動組：參觀沙田文化博物館─大英博物館藏品展。 

 升就組：參觀 M1 Hotel、Cake Del1甜品及咖啡店、香港寵物美容師協會。 

 通識科：中四級社會認知課程。 

 科學科：參加加德士舉辦「推動學校 18-19 計劃：全港水火箭比賽 2019暨

STEM成果展示日」。 

 體育科：參加 2018/19中學學界非撞式欖球錦標賽。 

 視藝科：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時裝表演。 

 2018-19 年度學生會選舉：新一屆幹事主要為中三升中四同學。 

 

二零一九年七月 

 2019 年為第 8 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6B 陳子介同學取得 5 科第 5 級或以上

(2 科 5**、1 科 5*、2 科 5)的佳績。應考 17 個科目中，共 6 科(物理、化學、

視覺藝術、資訊及通訊科技、中國歷史、旅遊與款待科)第 2級或以上達 100%；

共 8 科(物理、資訊及通訊科技、化學、中國歷史、視覺藝術、旅遊與款待、

地理及企財科)第 2 級或以上高於全港平均成績；共 3 科(視覺藝術、物理及

歷史科)第 4 級或以上高於全港平均成績。 

 視藝科：聯校視覺藝術展，地點為香港文化中心。 

 中史科：參觀跑馬地墳場。 

 歷史科：內蒙古歷史文化及自然生態探索之旅。 

 歷史科：中五升中六同學參與聯校 DSE 試題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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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科：參加全國青少年科學影像節─香港區選拔賽，並分別獲得初中組金

獎及銀獎。 

 中史科、歷史科、德公組合辦：張家界歷史文化及自然生態考察。 

 活動組：參加「第四屆新加坡萊佛士文化藝術節(香港賽區)─中國鼓比賽」，

獲得三等獎。 

 校本領袖培訓：工作坊及訓練營。 

 「學校起動計劃」職場體驗計劃：中四升中五同學於九龍倉、會德豐集團旗

下業務單位實習。 

 2018-19 年度四社幹事選舉。 

 四社音樂劇比賽。 

 2018-19 年度結業禮：分享過去一年校園生活片段。 

 2018-19 年度傑出學生表揚聚會：表揚不同範疇表現優異的同學，並邀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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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宗頤文化館，顧問楊寶坤太平紳士、黃光耀董事及會德

豐同事一同參與。 

 校長到廣州出席大灣區姊妹學校夏令學習營開營儀式暨 2019 年粤港姊妹學

校簽約儀式，與東莞市虎門第五中學結成姊妹學校。 

 

二零一九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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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新生導入計劃：學習體驗日，同學學習「自主學習」模式及方法；數學

紮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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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專業發展組主持，透過老師的分享及帶領，進行不同的

團隊活動，讓老師們過了一個輕鬆又可互相交流的上午。 

 新學年教職員聚餐：於校內進行，同事互相輕鬆地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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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外比賽得獎紀錄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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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至 2019 年 8 月) 

類別 月份 項目 

學術 6/2019 香港大學電子學習發展實驗室、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主辦 

初中歷史科電子閱讀獎勵計劃 2019 ─ 嘉許獎： 

1B周焯楠、1B葉耀升、1D簡子軒、1D麥綽樂、3B鄭宇軒、 

3B朱曉翊、3D黎志杰、3D邵維政、3D周子凱、3E周玉山 

7/2019 活意有限公司、記本事有限公司合辦 

「奮青創本視」迷你劇製作表現 ─ 優秀獎： 

1D 陳潤達、1D 彭朗弢、2B 阮臻晞、3B 鍾加進、3D 李樂言 

中國數學教育研究會主辦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香港賽區)初賽 

二等獎：3B 楊穎琳、3D 霍柏兆 

三等獎：1B 許成亨、1D 鄭健龍、1D 簡子軒、2B 張弘光、 

2B 何樂文、2D 陳智源、2D 梁杰恩、3B 魏栢燊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主辦 

2019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 

銀獎：4A 林美琪、4A 劉佳君 

銅獎：1D 張俊泓、1D 簡子軒、1D 張俊達、2B 何樂文、 

2D 陳智源、3B 楊穎琳、4A 鍾楚強、4A 蔡力勤 

香港新興科技教育協會、半島東扶輪社主辦 

2019全國青少年科學影像節香港區選拔賽 

初中組金獎：2B 鄭珀喬、3B 莫千慧、3D 霍柏兆、3D 林樂軒 

初中組銀獎：2B 鄭珀喬、3B 莫千慧、3D 霍柏兆、3D 林樂軒 

藝術 7/2019 新加坡萊佛士音樂學院主辦 

第四屆新加坡萊佛士文化藝術節(香港賽區)  

中國鼓比賽三等獎： 

1A 陳曉桐、1A 陳興林、1B 楊偉郎、1D 周子釩、1E 梁子恆、 

1E 文智鶱、2A 傅俊堯、2B 劉迦嵐、2B 張弘光、2B 羅維港、 

2E 竺嘉欣、2E 李學沂、2E 王碧芯、2E 陳鍵璁、3D 朱兆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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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月份 項目 

體育 7/2019 進達體育會主辦 

進達回歸盃 

碟賽冠軍：2E 鍾嘉朗、4B 陳俊偉 

最佳球員：4B 陳俊偉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主辦 

第 62屆體育節 ─ 全民運動 2019 

男子新秀 5公里捕捉賽 亞軍︰4C 王浩駿 

男子新秀個人計時賽亞軍︰4C 王浩駿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 

沙田及西貢區中學分會 

2018-19年度校際籃球賽 

男子丙組冠軍： 

1A 鄭智鏵、1A 鄭欽堅、1A 劉家瑜、1A MOHAMMAD AWAIS、 

1A 王宏蔭、1B 周焯楠、1B 傅灝汧、1B 劉祖健、2D 勞澤權、 

2E 張永樂 

2018-19年度校際手球賽 

男子丙組季軍： 

1A 歐陽嘉樂、1A 朱家泓、1B 劉祖健、1B 呂曉恩、1B 盤炬燁、 

1D 李嘉圳、1D 張俊達、2A 何晞揚、2C 崔復渟 

2018-19年度校際排球賽 

男子乙組季軍： 

2B 羅維港、3A 梁樂恆、3A 彭景軒、3E 鍾俊星、4A 陳銳珩、 

4B 羅南杰、4E 羅南其 

2018-19年度全年總錦標 

男子組第九名：1A 劉家瑜、1B 劉祖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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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8-2019 全校關注事項整體檢討報告 
 

2018-2021 校園主題：多元學習展色彩，攜手同行互關愛 

 

於 4/6/2019 的校務會議中，全體教師以分組方式，檢討過去一年兩個關注事項共 14 個工作範疇成果，各人對每項評

分(1-6 分，6 分為滿分)，並提出改善建議。 

表一及二總結了兩個關注事項下各範疇的平均分，表三則就個別範疇內的各項工作成效作出評估，並提出改善建議。 

 

表一：全校關注事項(一)：「熱愛學習，追求卓越，創建繽紛未來」各範疇的評分 

 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評分 

1.  熱愛學習 

 a. 優化課堂互動，提升學習動機 中一至中六級廣泛進行「自主學習」教學，同學投入課堂，同學的課堂參與程

度、學習興趣、師生及生生互動有所提升 

4.11 

b. 深化閱讀文化，擴濶知識領域 同學的閱讀興趣及自學能力有所提升，並對本地及世界發展有所認識 3.92 

2. 追求卓越  

 a. 優化學與教策略 

 
各科制訂加強照顧同學的學習差異策略，施行最適合同學學習的學與教方法 3.78 

b. 善用電子學習 

 
同學的學習興趣及創意思維有所提升，課堂的互動增加，學習效能得以提升 4.77 

c. 加強高中課後支援 
 

初中啟導課程參與人數及人次較去年多。各科制訂應試策略，同學在校內及公開

試成績有所提升，增加達致入大學收生門檻的人數 

3.89 

3. 創建紛繽未來 

 a. 豐富「全方位學習」，擴濶識見 豐富「全方位學習」的內容，有系統地安排一年兩次的全校「全方位學習」日，

增加活動模式，結合學科知識，提升學習動機 

5.1 

b.推展 STEM教育 

 

同學樂於參與校內及校外有關科學及科技的活動及比賽，亦獲取理想的成績及獎
項 

4.8 

c.迎向一體化挑戰 

 

各科的聯課活動增加科本知識的深度及闊度，加強學科知識與世界發展的接軌，
同學參與校外科研比賽的人數有所增加 

2.97 

各項平均分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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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全校關注事項(二)：「正心修身，關顧社群，共建積極人生」各範疇的評分 

 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評分 

1.  正心修身 

 a. 提升生活技能，建構品德修養 

 
同學擁有自我管理能力及自信，擁有對生命、學習和工作的熱情； 

發掘及培育同學多元潛能，積極參與不同活動，建立及培育興趣，於校內外展現

才能；於校內外表演，以圖片、文字、短講或電子媒體展現同學的不同得著及成

就，建立互相欣賞的優良文化 

4.03 

b. 優化多元活動及培訓機會，發掘

才能，確立自我，栽培 4E領袖素

質 ： 活 力 (Energy) 、 鼓 舞

(Energize)、膽識(Edge)與執行

力(Execute) 

同學參與及組織校內外活動、比賽及聯校交流活動，並能展現 4E領袖素質及廣闊

的視野 

 

3.97 

2.  關顧社群  

 a. 建立感恩及關愛文化，傳遞正向

價值 

於校內以圖片、文字、短講或電子媒體展現同學的「互關愛」精神，建立感恩及

互相欣賞的文化 
3.48 

b. 推己及人，服務社群 同學熱愛生命，於校內外服務，具有「敢承擔」的精神； 

於校內以圖片、文字、短講或電子媒體展現同學的反思及得著，並於校園內外傳

揚正面信息； 

同學參與「活動及服務獎勵計劃」，成功建立活動資料庫 

3.57 

3.  共建積極人生 

 a. 從活動及比賽中擴闊視野 同學參與校外活動及比賽，展現廣闊的視野 5.22 
b. 提升抗逆力，確立積極人生目標 同學擁有對生命、學習和工作的熱情，並於不同階段擁有目標 3.82 

各項平均分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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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關注事項內各項工作的成效評估 

 

全校關注事項(一)：「熱愛學習，追求卓越，創建繽紛未來」 

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成效評估：現況、例證及建議 

1. 熱愛學習 

a. 優化課堂互動，提升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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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設計及應用，並延展至

中六級，配合課堂教學，提

升學習效能。 

(iii) 各科按需要於各級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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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至中六級廣泛進

行「自主學習」教學，

同學投入課堂，同學

的課堂參與程度、學

習興趣、師生及生生

互動有所提升 

 

平均分：4.11  

現況及例證： 

 各科備有「自主學習」教材 (導學案)，於學年初訂定推展次數及內容 

 自主學習教材形式多元化，如紙本、運用不同的電子應用程式、影片等 

 暑期的中一導入計劃中，讓新生學習自主學習模式及方法，有助他們投入及適應

學習 

 中一及中二學生已適應課後「自主學習」時段，願意完成導學案 

 全校可以無線網絡上網；各班房設有小黑板作分組討論、在課室後設置可貼上小

黑板的新壁報板、學與教委員會編排各班分組名單及座位，有效提升自主學習的

效能 

 從觀課中所見，大部分教師善用不同方法或電子工具，如 Google Classroom，讓

同學自行提取、上傳資料、進行討論等，達到自學及共學；部分課堂的同學能於

課堂開始時即進行討論或匯報，展現課前所學。大部分課堂進行分組討論、匯報

等，並善用不同的電子學習工具，師生及生生互動的情況較去年理想 

 

 中一及二所編排的時間未能配合各班的教學進度，個別班別需修訂導學案的內容 

 部分自主學習時段變質，變成了鞏固學習，而非預習 

 曾因各班的平板電腦不足，影響同學完成導學案的進度 

 跨科分享及教師同儕協作仍有待加強 

 

建議： 

 同學 BYOB，一人一機 

 定期於各級進行自主學習工作坊，教授同學不同的學習方法和技巧 

 各科於級及科會議中分享教材及成功個案 

 邀請同事於校務會議或專業發展日中分享成功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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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成效評估：現況、例證及建議 

1. 熱愛學習 

b. 深化閱讀文化，擴濶知識領域 

(i) 全校推行科本閱讀計劃，

提升對學科的興趣，鞏固

科本知識。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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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利用校園電視台播放同學

及老師的書籍介紹，引發

閱讀興趣。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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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文水平及時事常識。 

 

同學的閱讀興趣及自

學能力有所提升，並

對本地及世界發展有

所認識 

 

平均分：3.92 

現況及例證： 

 各科有序地進行科本閱讀計劃，提升了同學的學科興趣和知識 

 老師書介質素良好，同學借閱所推介書籍的次數明顯較多 

 范老師於講座中推介的書籍，借閱次數明顯較多 

 不同學段的書展，擴闊了同學的閱讀面 

 閱報有助提升同學的語文水平及時事常識 

 初中星期二閱讀德育文章，有助培育同學的價值觀 

 英文科的新閱報安排，有助同學理解新聞內容及學習英文 

 

 學生於書介中推介的書，質素沒有保證 

 范老師已連續多年主講閱讀講座，欠新鮮感 

 

建議： 

 校園不同角落放置書架，隨意取讀 

 設置班書櫃 

 進行多元化的獎勵閱讀活動 

 於高中延續學生書介，如每位學生一年一次/三年一次 

 進行時事分享/匯報 

 除邀請老師外，邀請書介表現好的同學於 NYTV 進行書介 

 班主任協助講解德育文章的內容，並與星期一早會的學生分享內容配合 

 增加閱讀英文報章的頻次 

 增加閱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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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成效評估：現況、例證及建議 

2. 追求卓越 
a. 優化學與教策略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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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推動校本教師啟導計劃、

共同備課和同儕習作察

閱，積極參與友校的科本

合作計劃。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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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建立科本學與教常規，有

系統地加強對同學的照

顧。 

(v) 進行跨科導學案交流分

享。提供適切的教學策略

及支援 

 
各科制訂加強照顧同
學的學習差異策略，
施行最適合同學學習
的學與教方法 

 

平均分：3.78 

現況及例證： 

 各級進行小班教學；於中、英、數科以學習能力分組上課，並按需要加設分

組，照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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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難點及探討改進方法 

 「同儕習作閱覽」及「同儕觀課」有助教師之間互相學習 

 完成了不同科目的 SEN 學生調適計劃，加強對 SEN 學生的照顧 

 個別科目設有核心課程及進階課程 

 個別教師參與校外團體的「學科跨校學習社群」計劃 

 從觀課中所見，教師仍需加強對不同能力學生的照顧。在校長及科主任的評

分中，教師在「照顧學生的多樣性」的分數均較低 

 

 SEN 學生混於各班中，難以以「班」為單位照顧他們，如小測/默書調適 

 各科之間較少交流，除了一年一次的同儕習作察閱外，較少互相分享 

 

建議： 

 跟進、檢視及優化 SEN 學生調適計劃 

 邀請同事於校務會議或專業發展日分享有效學與教策略 

 邀請專家到校分享不同的有效學與教策略 

 優化同儕習作察閱的形式及分組方法，如跨學習領域、不同組合，如英+數 

 以文字轉換軟體輔助 SEN 同學答卷，提升學習效能 

 來年於高中試行新的分班及分組方法，進一步照顧高中同學的學習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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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成效評估：現況、例證及建議 
b.善用電子學習 

(i) 加強「電子學習」在「自

主學習」中的應用。 

(ii) 善用電子學習平台以提

升同學的學習興趣及創

意思維。 

(iii) 校內建立分享文化，鼓勵

老師出席各講座及工作

坊，並與中文大學「優質

學校改進計劃」協作，強

化電子教學的成效。 

 
同學的學習興趣及創
意思維有所提升，課
堂的互動增加，學習
效能得以提升 
 
 

 

平均分：4.77 

現況及例證： 

 很多同事已展開「電子學習」的教學方式，學生亦能善用，提升了學習興趣

及效能 

 學校提供了 Surface Go 給大部分同事，有助電子教學 

 IT 組提供的工作坊有助教師運用不同工具協助學與教 

 觀課要求教師展示電子學習及自主學習策略，有助推展教師積極學習及運用

相關策略 

 從觀課中所見，只有一節課堂沒有運用電子學習，可見教師正努力學習新知

識及技能，以提升學與教效能；同學於課堂中的興趣及動機亦良好 

 課堂研究亦以加強「電子學習」在「自主學習」中的應用為題，有助科內教

師一同探究及進步 

 IT 組成立了跨科學習小組，增加交流機會 

 

 高中可使用手機進行電子學習，同學於課堂時間外使用手機情況嚴重 

 從觀課中所見，部分教師未能有效地運用電子學習以提升學與教效能 

 

建議： 

 教師需思考及學習如何有效地運用電子學習工具以延展課堂前後的學習，並

提升課堂的學與教效能 

 IT 組定期提供最新的電子學習工具資訊給教師或舉辦工作坊 

 來年教師須外出參與最少一次科本或組本的電子教學工作坊或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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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成效評估：現況、例證及建議 
c. 加強高中課後支援 

(i) 初中方面，籌辦「啟導課

程」，與外界機構協作。 

(ii) 提升應試策略，讓同學更

有自信地應付香港中學

文憑考試。 

(iii) 開設「周六公開試增潤

班」、「拔尖班」及「精研

班」等課後鞏固班，增設

暑期課程。 

(iv) 善用放學全級補課時間，

鞏固所學，提升學生應試

能力。 

 
初中啟導課程參與人
數及人次較去年多。
各科制訂應試策略，
同學在校內及公開試
成績有所提升，增加
達致入大學收生門檻
的人數 

 

教師平均分：3.89 

現況及例證： 

 提供初中同學的課後學習支援，除功課留堂班外，繼續與國際神召會及燊火

青年網絡於星期六早上合辦「初中奮進助學金及啟導學習計劃」，啟導班的

報名人數多，需經篩選才可加入，同學的出席率及表現均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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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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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課，如英文拼音

班、文法班、會話班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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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大學的機會；保底班則確保同學

取得基本成績 

 自 2012 首屆文憑考試至今，我校甚少學生獲「U」，而大部分科目的增值表

現理想，於同類學校中表現突出 

 

 各課後班與其他活動相撞，以致學生缺席或未能參與活動 

 參與 APL 課程的同學未能參與周六增潤班 

 同學於下課後相當疲累，令補課的成效未如理想，也沒有足夠時間完成課業 

 

建議： 

 考慮讓同學自由參與補課 

 讓科任老師決定是否補課，而非統一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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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成效評估：現況、例證及建議 

3. 創建紛繽未來 
a. 豐富「全方位學習」，擴濶識

見 

(i) 制訂及統籌聯課活動，擴

闊同學識見，建立自信。 

(ii) 優化全方位學習日的活

動，加強科組合作，並增

加境外學習團，認識不同

民族的文化。 

(iii) 配合 STEM 教育，制訂有

系統全校性活動。 

 
豐富「全方位學習」的
內容，有系統地安排
一年兩次的全校「全
方位學習」日，增加活
動模式，結合學科知
識，提升學習動機 

 

教師平均分：5.1 (於本關注事項中得分最高) 

現況及例證： 

 有系統地推行「全方位學習」，結合學科知識，成效理想。第一次活動於 10-

11/1/2019 進行，而第二次則於 29/3/2019 進行。第一次活動包括中一級的團

隊訓練營、中二級的「肇慶」兩天的交流活動、中三級的科學科雞蛋撞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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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林武學」團體訓練活動、中三級的「社會認知」課程、中四級的「遊走

中上環」小導師及英文科愉景灣學習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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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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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STEM 教育方面，由科學科、設技科、電腦科等組成發展 STEM 教育組，

透過校內外各類活動及比賽，如骨牌比賽、電動車比賽，提升同學的科學知

識發展 

 

 個別同學於境外學習團中不守規，特別是缺席率甚高的同學或重讀生 

 

建議： 

 STEM 教育暫只有個別級的活動，期望來年有關科目可加入 STEM 的教學內

容，推至全校 

 個別重讀生及缺席率甚高的同學將不可參與境外學習團，留港回校自修 

 優化各級「全方位學習」活動，又或可考慮由新活動取替部分推行多年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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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成效評估：現況、例證及建議 
b.推展 STEM教育 

(i) 建立 STEM 統籌委員會，

領導發展 STEM 教育。 

(ii) 配合數理環保周，在校內

增設科技活動及比賽，推

動同學參與校內、外比

賽，提升同學對科學知識

的追尋。 

 
同學樂於參與校內及
校外有關科學及科技
的活動及比賽，亦獲
取理想的成績及獎項 
 
 

 

教師平均分：4.8 

現況及例證： 

 由科學科、設技科、資訊及通訊科技科及數學科組成了 STEM 統籌委員會，

於課程上作出編排，推展中三級跨科 STEM 活動 

 初中的體藝培養課程加入了 STEM 小組，培育有興趣的同學 

 數理環保周的參與情況理想 

 同學於不同的校外比賽中獲得佳績 

 於香港中學校長會的自主學習聯校教師發展日分享校內 STEM 的工作，獲得

業界同工的正面評價，加強了教師推展有關工作的信心 

 

 在中三級別的推展進度理想，其他級別仍有待加強 

 

建議： 

 STEM 教育暫只有個別級的活動，期望來年有關科目可加入 STEM 的教學內

容，推展至全校 

c.迎向一體化挑戰 

(i) 各科制訂提升學習興趣

的策略，探討世界最新議

題。 

(ii) 加強同學在創意教育、科

學科技學科的知識，提升

競爭力，能夠面對全球一

體化的挑戰。 

 
各科的聯課活動增加
科本知識的深度及闊
度，加強學科知識與
世界發展的接軌，同
學參與校外科研比賽
的人數有所增加 

 

教師平均分：2.97 (於本關注事項中得分最低) 

現況及例證： 

 在各科老師帶領下，同學參與多元化的校外活動及比賽，如中一級同學參與

遊走中上環、中三級同學參與社會認知等活動，提升了同學對各學科的興趣，

加深了對社區發展的認識及了解 

 全級中二及中四同學分別到肇慶及北京交流考察，部分高中同學亦在教師的

帶領下前往內蒙、哈爾濱、瀋陽等地考察。透過通識及其他各科的合作，設

計不同的學習歷程檔，讓同學了解世界各地發展 

 部分同學在科學比賽及創新能源比賽中獲得佳績 

 

 大部分同學在創意教育、科學科技學科的知識仍有待發展 

 

建議： 

 來年更有規劃地引入外間機構，如真人圖書館，啟發學生思維 

 改建 STEM 中心，加強 STEM 與創意教育，迎合 AI、VR 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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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正心修身，關顧社群，共建積極人生」 

 

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成效評估：現況、例證及建議 

1. 正心修身 

a. 提升生活技能，建構品德修

養 

(i) 優化班主任、早會、午息、

周會及全方位學習日時

段，透過師生、嘉賓分享

及多元活動，提升生活技

能，培育正面價值觀#，確

立人生方向 

(ii) 落實「班內一人一職」計

劃，增強班級的自理及管

治能力；透過不同的獎懲

制度，鼓勵及提高參與 

(iii) 優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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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立正面積極人生 

(iv) 善用校園環境展示師生

成就及正面價值觀字句；

善用午膳及周會等時段，

提供機會讓同學展現才

能，並營造展現自我、互

相欣賞的氛圍 

 
 
 
 
 

 

同學擁有自我管理能

力及自信，擁有對生

命、學習和工作的熱

情； 

發掘及培育同學多元

潛能，積極參與不同

活動，建立及培育興

趣，於校內外展現才

能； 

於校內外表演，以圖

片、文字、短講或電

子媒體展現同學的不

同得著及成就，建立

互相欣賞的優良文化 

 

教師平均分：4.03 

現況及例證： 

 學生領袖於不同集會中展現主持及領導能力，透過早會短講分享及校園電視

台的節目中表現自信。透過師生、嘉賓分享、早讀及多元活動，同學對社會

上的多元文化、時事、藝術、禁毒等不同層面均有增益，正面價值有所提升 

 「班內一人一職」有成效，令學生增加責任感 

 透過級主任與各級級會領袖一同策劃及推行活動，如安排班際比賽，協助布

置該級樓層及壁報，帶領旅行的集體遊戲等等，效果理想。新的操行評級制

度有助老師較積極地以記優點形式獎勵同學，成效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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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的成就於不同的校外表演及學期終的藝萃大匯演中表現無遺，深得觀賞者

稱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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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賓介紹三項鐵人、卡巴迪運動期間，同學表現有禮，專心和遵守規則 

 校園內不同的空間展現同學不同成就的照片、作品或獎盃；老師在課室壁報

張貼每周金句、同學佳作和獎狀 

 

 部分早讀文章較短，未能善用早會時段 

 英文早會宜提高同學的參與 

 往往在該學年快完結時才展示校隊照片，未能提升成員的自我觀感 

 

建議： 

 班主任可協助講解德育文章的內容，並配合星期一早會的學生分享內容 

 英文早會可增加同學分享環節，例如早前的英文大使分享 

 學校協助拍攝各校隊的相片，提早展示 

 校園內仍有大量空間可供展示，將由總務組統籌各科組需要，營造不同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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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成效評估：現況、例證及建議 
b. 優化多元活動及培訓機會，

發掘才能，確立自我，栽培 4E 領

袖素質：活力 (Energy)、鼓舞

(Energize)、膽識(Edge)與執行

力(Exec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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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化班級經營活動及級

組管理，由班會及級會策

劃和組織班級活動，培育

及提升同學的領導才能 

(iii) 善用校本領袖計劃，發掘

各級領袖；透過參與校外

機構或聯校領袖訓練課

程，擴寬視野，強化同學

4E 領袖素質 

(iv) 組織境外交流團，拓寬視

野，並由同學協助籌備和

擔當組長，培育同學的領

導才能 

 

同學參與及組織校內

外活動、比賽及聯校

交流活動，並能展現

4E 領袖素質及廣闊

的視野 

 
 
 

 

教師平均分：3.97 

現況及例證： 

 中四級北京團對同學很重要，部份同學是第一次乘飛機 

 部分團隊的同學執行力強，大照顧小，團隊精神強，如足球隊 

 各級級會領袖表現成熟，展現膽識與執行力，自行計劃、組識及執行級會活

動，如班際足球比賽、競技賽、旅行的集體遊戲等等 

 同學於不同的級活動中，如撰寫關愛卡、足球比賽、壁報設計比賽、聖誕聯

歡會活動、躲避盤比賽、室內賽艇比賽、書籍介紹比賽、排球比賽等表現積

極，展現出活力、鼓舞等素質 

 同學經常參與校內外活動、比賽及聯校交流活動，如陳樹渠紀念中學欖球邀

請賽、港島中學講座- How to become a pilot / Easter Egg Painting 等，豐富其

學習經歷，提升自信 

 校本領袖培訓計劃繼續於去年暑假開始，不少初中同學參與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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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現 4E特質 

 今年繼續有同學參與校外的領袖訓練班、境外訓練營等等，擴寬視野。學生

會會長更透過聯校學生會組織，增加互相學習的機會 

 

 交流團已很足夠，應避免在第三學段進行，以免影響學習進度 

 可限制同學參與交流團的次數 

 同學有責任感，但部分卻只是將事情做完，而非做好，未能精益求精 

 周會的變動，影響班級經營的推展 

 

建議： 

 盡早規劃全年周會活動，以免影響班級經營工作 

 參觀紀律訓練學校，拓寬視野 

 加強培育同學籌備活動的各項能力，培養臻善的態度 

 增加初中同學參與非級本的境外學習團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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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成效評估：現況、例證及建議 

2. 關顧社群 

a. 建立感恩及關愛文化，傳遞

正向價值 

(i) 優化價值教育，提供機會

讓同學與他人分享，表達

關愛，學懂「感恩」 

(ii) 加強科組協作，推動「生

命教育」，讓同學接觸不

同範疇的生命鬥士，感恩

現在所有，並實踐自己於

生命及社群中的使命 

(iii) 深化「好人好事」獎勵計

劃，師生透過對校內不同

對象表達欣賞及感恩，加

強互相欣賞的正面文化 

 
 
 
 
 
 
 

 
 

於校內以圖片、文字、

短講或電子媒體展現

同學的「互關愛」精

神，建立感恩及互相

欣賞的文化 

 

 
 

教師平均分：3.48 (於本關注事項中得分最低) 

現況及例證： 

 每周早會老師短講，傳遞正向價值 

 同學和老師填寫「好人好事」卡，並張貼於校務處及班房門外 

 校園電視台播放同學在不同活動的生活照或影片，如陸運會、全方位學習日、

旅行期間「互關愛」的情況等，營造正面文化 

 以輔導及德育組為首，其他科組亦於不同時段配合，透過生命教育周、關愛

周、義工服務、金句展示、閱讀德育文章等等，同學接觸及了解到社會上不

同人仕的需要 

 培育組與外間機構「真人圖書館」合作，在周會及試後活動，透過變性人、

網絡歌手、非華裔香港人等生命鬥士到校分享，認識不同社群，了解不同範

疇的人在生活中面對的困難及解決方法，學懂包容及對自己所擁有的感恩 

 輔導組得到優質教育基金的撥款，進行了「喜樂同行-尊重生命，逆境同行」

校本計劃，進一步深化同學在實踐生命及社群中的使命 

 

 基本禮貌仍有待改進，未能養成打招呼和道謝的習慣 

 投訴老師表現的情況，而非檢視自身之不足 

 推廣由學生寫心意卡給老師或職工 

 「感恩」日誌欠跟進，如能持續進行，才可加強「感恩」教育 

 

建議： 

 於各級舉辦律己訓練營 

 教授同學表達基本禮貌，由老師先做起 

 透過「感恩」短片教育同學，但必須有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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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成效評估：現況、例證及建議 
b. 推己及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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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利他價值 

(ii) 優化初高中級本服務學

習活動，讓同學服務不同

的基層或弱勢人士，「從

服務中學習」，傳揚正面

信息 

(iii) 優化學生領袖組織架構

及培訓，讓同學在不同領

導崗位，薪火相傳，共同

管理校園 

(iv) 設立活動資料庫，推動

「活動及服務獎勵計

劃」，鼓勵同學自發籌辦

學習活動或服務 

 

同學熱愛生命，於校

內外服務，具有「敢承

擔」的精神； 

於校內以圖片、文字、

短講或電子媒體展現

同學的反思及得著，

並於校園內外傳揚正

面信息； 

同學參與「活動及服
務獎勵計劃」，成功建
立活動資料庫 

 

教師平均分：3.57 

現況及例證： 

 德育組繼續與校外義工機構組織中二級校內義工服務，服侍區內長者。部份

同學參與了外出探訪露宿者及協助雲吞麵義賣等活動。中四全級同學則由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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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組推行「五育愛己愛人社區大使計劃」，讓同學教導長者使用電腦、手

機等課程，同學表現積極盡責 

 各領袖組織優化了培訓計劃及架構，如領袖生團隊由往年只有一位老師帶領，

改為每組由一位老師負責；學生會也由一位老師負責改為由三位老師協助，

以加強同學在執行實務時的培訓，能更適時提升同學的領導能力 

 領袖生及朋輩輔導員在新實施的午膳當值工作中，展現了領導及管理才能。

他們代替了以往每個初中班房由一位老師協助管理同學秩序，而每樓層亦減

少至只有一位老師當值，大大減低了老師的壓力 

 同學參與不同的校內外服務，如社幹、風紀、朋輩輔導員、圖書館服務生、

畢業典禮準備茶點等，在不同的學屆運動會中擔任工作人員，如計時員 

 由社會福利署主辦的義工運動的嘉許中可見，每年均有數十名同學獲得義工

運動嘉許狀(50小時或以上服務及 100小時或以上服務)及嘉許金狀(服務 200

小時或以上)，肯定了同學的付出 

 

 部分同學於「一人一職」表現一般，只當作例行公事 

 同學於服務後的分享機會可更多，以提高對整體同學的感染力 

 

建議： 

 增加初高中的服務機會 

 改良校內的獎勵計劃，吸引更多同學參與不同服務 

 建議每班體驗校內各種服務，如輪流替工友擺設桌椅或清潔小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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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成效評估：現況、例證及建議 

3. 共建積極人生 

a. 從活動及比賽中擴闊視野 

(i) 參與校外活動及比賽，透

過與他校師生的交流，豐

富人生閱歷，擴闊視野 

 
同學參與校外活動及
比賽，展現廣闊的視
野 

 

教師平均分：5.22 (於各項得分中最高) 

現況及例證： 

 同學於不同校外活動及比賽中屢獲殊榮 

 同學積極投入參與不同活動，值得表揚 

 

建議： 

 學術上獎項相對較少，可繼續於此方面努力 

b. 提升抗逆力，確立積極人生

目標 

(i) 透過師生、嘉賓分享及多

元活動，提升同學的身心

健康及抗逆力 

(ii) 善用九龍倉集團「學校起

動計劃」(Project WeCan)

及不同資源，深化「六年

一貫」的「生涯規劃」，讓

同學訂立不同階段的人

生目標，培養所需技能，

確立人生目標 

 
同學擁有對生命、學
習和工作的熱情，並
於不同階段擁有目標 

 

教師平均分：3.82 

現況及例證： 

 為中一及中二級同學安排律己訓練營及挑戰自我歷奇訓練營，及早為同學面

對逆境作準備 

 推廣「靜觀」課程，包括中一級逢星期一午膳進行「靜食」;初中一人一體藝

增設「靜觀」課程;部份級別在周會進行「靜觀」活動;由社工為家長舉辦「靜

觀」工作坊，加強同學及家長的身心靈健康，以作預防性的工作 

 升就組舉辦如職場參觀、暑期工作體驗計劃和模擬放榜活動等等，讓同學盡

早了解升學及就業要求，並思考適合自己的出路 

 「學校起動計劃」的趁墟做老闆展銷會，讓同學體驗營商的不同要求及困難 

 於中三選科講座和個人化的升學輔導時段了解選科資訊、個人能力和興趣 

 

 成功經歷太多？！學校提供較正面的學習環境，同學多獲取成功經驗，抗逆

力比較低 

 個別同學只求完成中六，目標不清晰 

 

建議： 

 舉辦不同活動，針對抗逆力低的同學，加強其自信心 

 中四實行雙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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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至 2019 年度 
學與教委員會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熱愛學習，追求卓越，創建繽紛未來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熱愛學習 

a. 優化課堂互動，提升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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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組亦 

加強跨科分享及教師同儕協作，優化初中「導
學案」的設計及應用，並延展至中六級，配合
課堂教學，提升學習效能。各科按需要於各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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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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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與教近年的目標均是聚焦於如何優化課堂互動，提升學習動機。建

立自主學習文化是其中一項主要策略。自主學習在我校推行已進入第
六年，由中一級伸延至中六級，並已完成一個循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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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星期一及四的課後進行，效果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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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自主學習在本校推行的成效。在去年 11 月我校參
加了由香港中學校長會舉辦的「自主學習雙周」公開課，參與科目為
中文、英文及視藝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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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同儕觀課上，欣見不少科目有效運用自主學習及電子學習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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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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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閱讀文化，擴濶知識領域 

全校推行科本閱讀計劃，提升對學科的興趣，
鞏固科本知識。此外，我校亦利用周會、小息
及午膳時段安排閱讀講座及書展，推廣全校閱
讀氣氛。校園電視台在星期五放學播放同學及
老師的書籍介紹，引發閱讀興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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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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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組亦把老師的書介簡報放在網上讓同學欣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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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度有更多學生在書展中購買的書籍。閱讀組亦鼓勵各科在書展中增
購書籍，成效良好。 

(2) 追求卓越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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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致力推動校本教師啟導計劃、共同備
課和同儕習作察閱，積極參與友校的科本合作計

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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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建立科本學與教常規，有系統地加強對同學的
照顧。進行跨科導學案交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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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透過「同儕習作閱覽」、「同儕觀課」、「共同備課」等致力改善學
與教效能。我校多年以來與香港中文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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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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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進方法，優化學與教策略，提升同學在課堂內
的參與，效果良好。 

此外，中、英、數三科已制訂初中能力基礎水平測試，讓中三同學在
完成中三課程階段能達致基礎水平。為配合同學的課堂參與，各科亦
制訂導學案，讓中一及中二同學在課後完成，以配合翌日的課堂。我
校在中一至中六全校各級均加開設一班，更在高中的中、英及部分數

學課堂加開一組，減少組內學生人數，小班教學，有利學習。 

b.善用電子學習 

加強「電子學習」在「自主學習」中的應用。善
用電子學習平台以提升同學的學習興趣及創意
思維。校內建立分享文化，鼓勵老師出席各講座
及工作坊，並與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協作，強化電子教學的成效。 

 

透過同儕觀課的觀
察，習作察閱及科
務會議，檢討各項
措施的成效 

 

 

本年，學與教委員會與資訊科技組協作提升教師在課堂內的電子教學
能力，並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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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師發展日、上課日放學後等等時段開辦電子學習工作
坊及電子教學分享會，成效理想，以致在同儕觀課中已見絕大部分教

師已運用不同類型的電子學習平台教學。同學在備課、課堂內討論、
匯報上已多利用電子學習平台協助，成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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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c.加強課後學習支援 

初中方面，籌辦「啟導課程」，與外界機構協作。 

提升應試策略，讓同學更有自信地應付香港中學
文憑考試。開設「周六公開試增潤班」、「拔尖
班」及「精研班」等課後鞏固班，增設暑期課程。 

善用放學全級補課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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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加強初中同學的課後學習支援，除功課留堂班外，我校更繼續與
國際神召會及燊火青年網絡合辦「初中奮進助學金及啟導學習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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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創建紛繽未來 

a.豐富「全方位學習」，擴濶識見 

制訂及統籌聯課活動，擴闊同學識見，建立自信。 

優化全方位學習日的活動，加強科組合作，並增
加境外學習團，認識不同民族的文化。配合
STEM 教育，制訂有系統全校性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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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1/2019 進行，
而第二次則於 29/3/2019 進行。第一次活動包括中一級的團隊訓練營 

、中二級的「肇慶」兩天的交流活動、中三級的科學科雞蛋撞地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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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武學」團體訓練活動、中三級的「社會認知」
課程、中四級的「遊走中上環」小導師及英文科愉景灣學習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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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STEM 教育方面，由科學科、設技科、電腦科等組成發展 STEM 教
育組，透過校內各類活動，如骨牌比賽、電動車比賽，參與校外的比
賽，提升同學的科學知識。成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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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b.推展 STEM 教育 

建立 STEM 統籌委員會，領導發展 STEM 教育。 

配合數理環保周，在校內增設科技活動及比賽，
推動同學參與校內、外比賽，提升同學對科學知
識的追尋。 

 

 

 

 

透過學與教委員會
及各科的科務會
議，分析學生的表
現 

 

 

 

 

在 STEM 教育方面，由科學科、設技科、資訊及通訊科技科等組成
STEM 統籌委員會，透過校內各類活動，如骨牌比賽、電動車比賽，
及參與校外的比賽，提升同學的科學知識，成效良好。第一次全方位
學習活動於 10-11/1 進行，中三級有科學科雞蛋撞地球；在 8/7 的試後
活動，STEM 組老師亦組織了科學探究活動。對外方面，老師帶領同
學參加了一系列的科學比賽，包括趣味科學比賽 2019、全港水火箭比
賽 2019 等等。 

c.迎向一體化挑戰 

各科制訂提升學習興趣的策略，探討世界最新議
題。加強同學在創意教育、科學科技學科的知識，
提升競爭力，能夠面對全球一體化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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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展現對本地社區及境外各地的了解。在一
年兩次的全方位學習活動中，同學參與遊走中上環、出席社會認知等
活動，加深對本地社區發展的認識。此外，全級中二及中四同學到肇
慶及北京交流考察，部分高中同學亦在教師的帶領同學前往內蒙、哈
爾濱、瀋陽等地考察。透過通識及其他各科的合作，讓同學了解世界
各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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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養正面的學習態度；(6)成為有識見的公民及終身學習者，立己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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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正心修身，關顧社群，共建積極人生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正心修身 

a.提升生活技能，建構品德修養 

各科透過課程設計，如設技科、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視藝科等制訂教導同學生活技能的策略。人文學
科，如中史、歷史科亦配合課程內容，通過中、外
名人，加強對同學的價值教育及品格培育，以建立

同學的良好品格及積極人生觀。 

 

 

各學習領域及科務會
議檢討學習活動的成
效 

 

 

我校設技科、經商科、生活與科技科、視藝科等參與的「趁墟
做老闆」營銷活動，提升同學的營銷知識；境外交流活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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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各科亦因應課程內

容，向同學講解領袖素質，提升品格修養，為社會培育未來領
袖。 

b.培育 4E 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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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培育責任感、廣闊視
野等素質。透過學術周，在午膳及課後時間安排活
動，培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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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掘並培養同學

的潛能。 

 

 

學習領域及各科於科
務會議檢討 

 

 

 

 

 

透過科組協作，讓同學參與本地及境外交流活動，建立自信，
為社會培育未來領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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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在校內舉辦不少
活動，包括數理環保周及體藝周、生命教育周、國慶周等等。
我校亦鼓勵同學參與校外各項比賽及活動，如「趁墟做老闆」、
「職場影子計劃」等，盼望同學從中學懂作為領袖的必須素質。 

 

(2) 關顧社群 

a.關立感恩關愛文化 

各科制訂「價值教育」政策，讓同學認識社會各階

層，並帶領同學進入社區，表達對社會的關心；推
動生命教育，並學懂「珍惜」、「分享」、「感恩」
等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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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同學灌輸「價值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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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亦透過校內的午膳「惜食」、「靜
食」文化，讓同學懂得「珍惜」、「分享」、「感恩」等價值觀。
各類的服務及社會認知等活動讓同學走入社區，親身接觸不同
階層，表達對社會的關心，特別是基層的需要，服務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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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b. 推己及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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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科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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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共建積極人生 

a.擴濶視野 

  推動聯課活動，安排校內及校外活動，並鼓勵各科組

織境外交流團，讓同學透過活動，建立自信，豐富人
生閱歷，並培育責任感、擴闊視野。 

 

 

 

 

各科科務會議檢討 

 

 

本年度我校舉辦了不少的級活動，各科、各社亦籌辦了學術性

及非學術性的活動及比賽，如辯論比賽、常識問答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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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級中二及
中四同學到肇慶及北京交流考察，部分高中同學亦在通識科、
歷史科及輔導組的帶領下，分別前往內蒙、哈爾濱、瀋陽等地
考察，藉以培育同學的責任感、擴闊視野。 

b.提升抗逆力，確立積極人生目標 

  各科配合課程內容，安排講座，向學生分享力爭上
游、不屈不撓的例子，讓學生明白「成功需苦幹」、
「辦法總比困難多」的信念，並透過參與「學校起
動計劃」等外界機構的活動，確立不同階段的人生
目標。 

 

 

各科、組於科務會議檢
討 

 

升就組為同學安排不少講座，讓同學了解出路前景，尋找適合
自己的路，為畢業後的路向作好準備。職場影子計劃亦讓參與
的同學親身經歷工作世界的苦與樂，並親身體驗賺錢的辛苦與
付出。參與後向同學的分享更讓其他同學了解在畢業後工作的
裝備自己是最為重要的。各科亦就同學所修讀的科目向同學講
解工作的入職要求；到內地山區的服務亦為同學建立不屈不撓
的的自信心，提升抗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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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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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至 2019 年度 
閱讀學習組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熱愛學習，追求卓越，創建繽紛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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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英文報章方面，高中班主任表示計劃可行，同學已漸漸建立閱

讀英文習慣，並能在堂完成相關報章練習之。 

3. 英文老師表示，第三部分之自由寫作需要批改以確保學生能認真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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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科本以引入電子閱讀平台，

促進學生自主閱讀。同時，安排於結業禮頒

獎，表揚全年表現優異的同學，以期培養學

生的閱讀習慣，提升其學習效能。 

1. 會議檢討 

 

1. 已順利完成計劃，唯個別老師較遲繳交分紙，影響入分工作。 

2. 收集有困難，已提醒老師收集進度將影響處理進程。  

3. 同學如全年獎分等級為 A-或以上，將於結業禮獲頒獎狀以示鼓勵。 

4. 今年獲頒獎狀之同學人數為 17人。獲獎的同學將獲得書券及證書。 

5. 會上討論來年會否繼續此計劃。結論為各科閱讀之材料可以不局

限於書籍，文章亦可接受，前提是照顧學生興趣。 

6. 來年將依今年之運作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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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兩次書籍分享日期為 9月 12日及 1 月 16日。 

2. 所有老師均完成活動，只有個別一兩位較原定之日期延遲完成。 

3. 整體表現理想，當中只有極少數老師沿用上年之書籍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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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9 月 3 日及 9 月 4 日班務時間向中一級學生(分三組)介紹圖書

館設施及借書手續。 

2. 圖書館小冊子已於當天派發給中一級學生。  

3. 來年考慮錄影介紹圖書館設施及借書手續，透過 NYTV播放及不派

發圖書館小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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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會議檢討 

2. 統計中一至中

三同學完成分

享活動的比率  

1. 全校初中名單已收集，惟其中兩班較原定時間延遲繳交。 

2. 會上老師商討了協助同學準時完成的方法，建議林妍老師入班觀

察同學之書介表現，並對繳交有問題之班別提供適切之協助。 

3. 來年暫不考慮高中同學做書介之建議，下年年終會議再商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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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際書介及簡報設計比賽已於 5 月 2 日(中三) 及 7 月 4 日(中一

及中二)順利舉行。 

2. 由於原定之比賽日期被再三調動，本學年中一及中二比賽須在試

後活動期間舉行，建議各級比賽於年終試前舉行較為理想。 

3. 個別班別以英語、普通話進行分享，亦有學生以話劇及影片形式表

現，表現理想。 

4. 收回之問卷顯示，94%的参與同學喜歡書介比賽。 

5. 來年之中二及中三書介比賽暫訂於 5月 21日，中一書介比賽暫訂

於 3 月 26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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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設計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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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籍封面設計比賽已於 1月舉行。 

2. 對象為中三級同學，喜見同學用心設計，作品精美，來年將繼續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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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下學期各拍一條介紹書籍之影片，由中二級陳穎希及中五級施

詠琪同學介紹。 

2. 內容為介紹散文、台灣和日本小說，影片已播出，反應良好。 

1.10 邀請范建梅老師於周會時間主持推廣閱讀 

講座，安排中一至中五級學生參與，由講

者介紹不同書籍種類，以此吸引學生閱讀。 

1. 會議檢討 

2. 問卷 

3. 投票率 

1. 今年安排了中一至中五級學生參與，整體順利。  

2. 收回之問卷顯示，90%的参與同學喜歡是次推廣閱讀講座，惟中五

同學反應較為一般。 

3. 建議來年安排中一至中三同學參與。  

4. 來年將會邀請范建梅老師於 10月 31日到校主持推廣閱讀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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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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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兩個月舉辦一次新書展出。本學年共購入 252本新書。 

2. 當中以漫畫較受初中學生歡迎，譬如男兒當入樽。希望能增加學生

閱讀之興趣。 

3. 種類方面，有文化歷史，翻譯小說等等。本年度新書預約共有 230

人次，較往年上升，書種能顧及同學興趣和需要，情況令人欣喜。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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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了樂文書店到校共舉辦兩次校內書展，同學反應理想。 

2. 兩次書展共收集了 104張新書購買意願表，並購置了 51本新書。 

3. 來年將繼續邀請樂文書店到校舉辦書展， 暫定日期為 2020 年 1

月 16 及 17日及 4月 23及 24日。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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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張新書購買意願表，主要於兩次校內書展收集。  

2. 當中購入 67本圖書放圖書館。其餘不獲購買之原因，為內容不適

合或者圖書館已有藏本。 

1.14 於圖書館設立「老師推介書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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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老師推介書籍書櫃之藏書量有增加。  

2. 9月至今共有 164人次借閱該書之書籍。 

3. 建議增設借閱排名榜，並張貼最多同學借閱之書籍名單，以增強同

學借閱意欲。 

1.15 安排中一部分班別到英基書院(Island  

School)的社區圖書館閱讀英文書籍，並與

該校學生交流閱讀心得。 

1. 會議檢討 1. 今年共進行了六次社區圖書館閱讀活動。  

2. 對象均為中一中二學生，當中包括短篇故事寫作活動。 

3. 來年將繼續舉辦。 

4. 已創作之短篇故事已製成大書（big book），並陳列於圖書館內供

同學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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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正心修身，關顧社群，共建積極人生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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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展安排與往年一樣。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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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閱讀大使均按其特質招募。本年度在招募首席閱讀大使較

為困難。 

2. 建議來年招募時，將當值及活動宣傳兩項服務分開招募，並且

考慮讓閱讀大使以兩人合成一組當值。 

1.3 設立「五育漂書櫃」及「老師漂書櫃」，

讓師生可自由交換書籍，鼓勵閱讀及分

享，以書會友，正心修身。 

1. 會議檢討 

 

1. 漂書櫃使用率一般。  

2. 位於地下之標書櫃，同學多在需要繳交中文科校本評核時使

用。  

3. 建議沿用今年擺放之位置。 

 

負責老師姓名： 余嘉欣、林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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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至 2019 年度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熱愛學習，追求卓越，創建繽紛未來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評估成效 

(1) 熱愛學習 

與不同科組合作，製作不同行業閱讀

素材向全校分享，包括各行業成功人

士的分享及行業的要求素質，鼓勵同

學閱讀及提升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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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闊不同知識領域。 

 學生參與的數據 

 老師於活動的觀察 

 升就組會議評估 

本組安排升就大使按 Holland 理論中的六個職業興趣/性格類別的特質，選

取 6種不同行業的工種及相關進修途徑於早會時段向全校分享，並把相關的

分享及資訊製作成展板供同學參考，鼓勵同學在不同行業中找到個人發展的

方向，提升學習動機。 

經會議檢討後，老師建議來年可以把相關資訊及展板放於不同的樓層，提升

其成效。 

 

本組於 2月早會時向全級中四同學介紹應用學習課程、上課形式及安排等，

同學根據其興趣選報不同的課程。同學主要選擇廚藝、運動及設計類的課程，

並於 5月 11日及 18日外出進行面試。本年度取錄人數結果如下： 

 4A 4B 4C 4D 4E 總人數 

正式取錄 2 3 1 0 3 9 

 

本組建議來年可進一步加強同學對應用學習課程的認識，邀請正在修讀應用

學習課程的中五同學進行分享，讓不同能力的學生對應用學習有更全面的認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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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追求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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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清自己的目標與公開試成績的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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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積極參與有關

的活動 

 同學了解成績與升

學目標的關聯性 

 邀請畢業生回校作

分享 

 同學的英語運用能

力得以提升 

本組於十一月收集中六預計文憑試成績，並由聖公會印製模擬放榜成績單，

於模擬放榜活動中發放予中六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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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在活動中分享他們收到成績單後的徬徨和明白核心四科的重要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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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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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組於 11 月邀請 2 位畢業生回校分享。畢業生分別於高級文憑畢業，並成

功入讀大學。畢業生分享了他們考文憑試的應試心得、溫習方式、大學的生

活及體會等，內容非常豐富及有啟發性，而中六同學十分投入，並於分享會

結束後，向 2位畢業生查詢大學的課程及生活。因應是次分享會的良佳反應，

本組來年將繼續邀請不同畢業生回校分享。 

 

由於本年度的師友活動次數不多，而且活動性質難以加插英語說話學習元

素，因此來年才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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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評估成效 

(3)創建繽紛未來 

配合不同學科，安排中三及高中學生

走出校園，參觀不同機構及新興行

業，提供多樣化的學習經歷，思考未

來的發展方向及裝備對未來行業發展

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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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積極參與有關

的活動 

 學生能透過活動豐

富其學科知識及對

行業的認識 

 全年組織不少於 5次

的職場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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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碼港艾美酒店;M1酒店 

地理科 氣候變化博物館 

生物科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經商科 滙豐銀行總行、中銀香港金融服務中心 

 

本組於全方位學習日繼續與英文科合作，配合中五級英文選修課題，由英文

科先製作相關教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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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中五級同學分組前往不同職

場進行考察，認識各行各業。本組於活動完成後，向帶隊老師查詢參觀的情

況，反應甚佳，惟個別職場的參觀有待改善，來年亦會考慮轉換相關的企業

單位。 

 

本組同時收集了 87 位同學於網上的問卷調查結果，同學對整體活動之滿意

程度達 96.5%，92 %的參與同學認為活動能讓他們認識相關的工作領域及不

同行業的實況。 

 

79.3%的同學表示會考慮於未來投身當天所參觀之行業。而同學認為職場最

重要的 3項元素及分數如下: 

 職場元素 重要性 (最高=5分) 

1 溝通技巧 4.37 

2 個人自信 4.33 

3 英語能力 3.87 

 

參與活動的老師均認為科組的合作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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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參觀更多不同的行業，為不同學科的學生籌備多元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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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正心修身，關顧社群，共建積極人生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評估成效 

(1) 正心修身 
善用商校合作及校友網絡，安排同

學與不同行業的成功人士及畢業生

作分享交流，為全體同學提供不同

的學習對象，建立積極向上的學習

態度。 

 

於校園展示不同校友的成功例子及

勉勵金句，建立欣賞別人及自勉的素

質。 

 成功邀請不同行業

人士及校友作交流

分享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 

 於生涯規劃資源中

心外展示成功校友

的例子 

 

透過「友導向」計劃，30多位中四及中五同學分別與不同機構的成功人士分享

及交流，當中包括來自新世界集團、新創建集團、機電工程署、周大福集團及

消防處的義工導師。 

透過分享會，同學學習導師的成功經驗及培養積極向上流的人生觀。 

本組建議來年繼續沿用此安排，期望更多同學能向社會的成功人士學習，規劃

未來發展路向。 

本組亦邀請 2位畢業生回校分享，同學十分投入，並於分享會結束後，向 2位

畢業生查詢大學的課程及生活。因應是次分享會的良佳反應，本組來年將繼續

邀請不同畢業生回校分享。而本組亦收集了不同校友的學術成就，並將於來年

開學前張貼於校園內，勉勵同學向其學習。 

 

組織高中同學協助「生涯規劃資源

中心」的運作及輔導活動，讓同學

協助同儕進行生涯規劃，展現其領

導素質。 

 15 位升學大使協助

籌辦不同的生涯規

劃活動及工作 

 

本組招募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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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大使於下學期早會時段向全校師生分

享不同生涯規劃資訊，效果良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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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大學參觀及協助模擬

面試等工作，加強全校同學的生涯規劃意識。 
 

(2) 關顧社群 

善用「學校起動」計劃及「友導

向」計劃的支援，組織學生服務社

群，回饋社會，並透過參觀不同的

社福機構、社會企業及醫護行業，

讓同學接觸相關行業人士，認識該

行業的要求及加強對同學的生命教

育。 

 學生積極參與師友

計劃的義工服務活

動 

 通過參觀相關行

業，學生能學懂「感

恩」及展示對生命

的熱愛 

本組安排部分同學參觀香港青年協會及金巴倫幼稚園，透過社工及幼稚園教師

的分享，提升同學對社會服務工作的認識。 

 

本組亦透過「友導向」計劃及「學校起動」計劃，提升同學的生命教育。同學

先後參「Green Atrium」及「氣候變化博物館」，培養對地球環境的熱愛及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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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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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評估成效 

(3)共建積極人生 

加強初中校本生涯規劃課程，安排升

就老師與外間機構合作優化中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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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積極參與有關

的活動 

 升就老師、班主任

及社工共同為同學

進行生涯規劃課 

 學生能了解其個人

特質及認識生涯規

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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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亦優化中二及中三級校本生涯規劃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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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內容能協助同學思考未來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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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8%，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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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年繼續 

安排入班活動及校本生涯規劃課。 

 

優化中三選科輔導的工作，透過高中

同學分享、小組輔導、職志評估、入

班活動及家長日講座，讓中三同學從

多角度了解新高中各科的課程內容、

選科應考慮的因素及個人興趣，以制

訂合適的選科計劃。 

 學生積極參與有關

的活動 

 全級中三學生進行

最少一次小組輔導

及完成職志評估 

 於家長日設置各選

修科的咨詢攤位及

安排高中學生分享

各科目之特色 

本組為中三同學安排入班選科活動、輔導課、職業性向測試及模擬選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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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組老師認為小組選科輔導能有效地支援同學選科及其他升學需要，來年

繼續沿用相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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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友社輔導中心的顧問向家長介紹選科時家長所扮演的角色、同學需考慮及注

意的事項。本組同時安排了 6位修讀不同選修科的高中同學分享選科之經驗及

高中的校園生活，並於禮堂加設「選科咨詢攤位」，由高中修讀不同選修科同學

解答中三同學及家長對學科的查詢，反應十分良佳。根據講座後的問卷調查所

得，超過 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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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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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評估成效 

與職業訓練局合作組織「職業專才教

育體驗日」，安排中五同學按其選修

科目及興趣，參與不同的職業專才課

程體驗，強化同學對大專課程及校園

生活的了解，及早規劃未來的升學目

標。 
 

 學生積極參與有關

的活動 

 同學能制訂升學計

劃及出路方向 

本組與職業訓練局合作，安排不同的「職業專才教育體驗」活動讓高中同學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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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導師在學校簡

介職業專才教育的不同升學途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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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未來升學參考之用。 

根據同學之選修科目，同學獲安排前往不同的院校進行相關的課程體驗。 

組別 參觀院校 體驗課程 

物理、生物 沙田 IVE VR技術、樹木管理 

企會財、地理 黃克競 IVE 工商管理、酒店款待 

設技 觀塘 IVE 藝術、設計 

同學表現相當投入，主動積極，隨隊老師反映同學有很高投入度及獲益良多，
強烈建議來年繼續沿用此安排，提升同學掌握「職業專才教育」及認識大專院
校的生活。 
 

安排一系列高中「生涯規劃」活動，

如模擬人生、聯校生涯規劃活動日、

職場參觀、工作體驗計劃、師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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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路、增加對工作世界的了解及發展

所需技能。 

 學生積極參與有關

的活動 

 成功透過短片介紹

5 間院校及行業 

 有 10位以上的同學

參加職場體驗計劃 

 增加同學對多元出

路與工作世界的認

識及裝備職場所需

之技能 

 有 40位以上的同學

參加師友計劃 

本組安排中四全級同學參加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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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學校起動」計劃的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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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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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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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獲

會德豐導師的高度讚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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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安排去年完成工作實習的 15位中五級同學與
會德豐導師義工以小組形式結成「師徒」外，亦繼續透過「友導向計劃」與
新世界集團組織小組師友計劃，分別支援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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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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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評估成效 

安排中四至中六同學參觀大學、升學

博覽及各類型的升學講座，並配合工

作紙，引導同學於活動中反思，訂下

目標，規劃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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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設立

放榜支援小組，支援同學各種升學需

要。 
 

 高中同學參觀最少

2 所大學 

 同學對大學及其他

院校的收生要求有

充份了解 

 進行 2次小組輔導 

 所有同學均能順利

透過 JUPAS、IVE及

E-APP 系統報讀課

程 

 設立放榜支援小組 

本組安排中四至中六同學一起出席大學參觀活動，而為提升同學在參觀時之得

著，本組進一步把「參觀大學導賞小冊子」電子化，透過電子平台，加入校園

導賞元素，引導同學更有系統地按個人興趣進行參觀，讓本組更有效地收集同

學參觀的不同數據，以進一步改善參觀的工作安排。 

 

本年各所大學參觀的人數資料如下︰ 

大學 日期 報名參觀人次 

科技大學 29/9/2018 20 

理工大學及 HKCC 6/10/2018 98 

浸會大學 13/10/2018 50 

城市大學 13/10/2018 42 

中文大學 20/10/2018 97 

台灣升學展 03/11/2018 30 

恒生大學 17/11/2018 20 

 

根據活動後的網上問卷調查結果，部分結果如下: (共 239位同學回應) 

同學畢業後期望獲取的資歷 人數百分比 

副學士或以上 87% 

學士或以上 54.8% 

 

參觀大學後，入讀大學的動力指

數 
人數百分比 

       5 (最高) 13% 

4 31.4% 

3 41.8% 

2 12.1% 

      1(最低) 4.6% 

 

同學普遍希望以入讀大學為其升學的志向，故本組在安排同學進行小組輔導

時，亦會適切為同學提供不同的出路建議，並以大學畢業為其最終方向，勉勵

同學努力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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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評估成效 

本組繼續為中六級同學舉行 JUPAS、IVE 及 E-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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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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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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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就組老師評估同學的情況後，

再按同學需要提供適切的跟進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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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組亦於放榜日設立不同課程的支援小組，協助同學不同的升學

需要及情緒支援，效果良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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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積極參與校外

的獎勵計劃及選舉

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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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先後獲得青苗十大進步獎、尤德爵士紀

念基金獎學金、上游獎學金、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卓越學生領袖獎及「學校

起動」計劃大學獎學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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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老師姓名：林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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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至 2019 年度 
學生培育委員會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二)：正心修身，關顧社群，共建積極人生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評估成效 

1. 正心修身 

(a) 提升生活技能，建構品德修養 

(i) 優化班主任、早會、午息、周

會及全方位學習日時段，透過
師生、嘉賓分享及多元活動，
提升生活技能，培育正面價值
觀#，確立人生方向 

(ii) 落實「班內一人一職」計劃，
增強班級的自理及管治能力；
透過不同的獎懲制度，鼓勵及
提高參與 

(iii) 優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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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正面積極人生 

(iv) 善用校園環境展示師生成就及
正面價值觀字句；善用午膳及
周會等時段，提供機會讓同學
展現才能，並營造展現自我、

互相欣賞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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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份者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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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自信。透過師生、嘉賓分享及多元活動，
同學對社會上的多元文化、時事、藝術、禁毒等不同層面均有增益，正面價
值有所提升。 

(ii) 透過級主任與各級級會領袖一同策劃及推行活動，如安排班際比賽，協助布
置該級樓層及壁報，帶領旅行的集體遊戲等等，效果理想。新的操行評級制
度有助老師較積極地以記優點形式獎勵同學，成效不錯。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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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成就於不同的校外表演及學期終的藝萃大匯演中表現無遺，

深得觀賞者稱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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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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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在收集校隊
相片中出現困難，令部份的展示進度滯後，來年將以中央拍攝形式處理。另
外，如去年所述，將嘗試進一步善用校園空間，營造互相欣賞的氛圍。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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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評估成效 

(b) 優化多元活動及培訓機會，發掘才

能，確立自我，栽培 4E 領袖素質：
活力(Energy)、鼓舞(Energize)、膽識
(Edge)與執行力(Exec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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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化班級經營活動及級組管
理，由班會及級會策劃和組織

班級活動，培育及提升同學的
領導才能 

(iii) 善用校本領袖計劃，發掘各級
領袖；透過參與校外機構或聯
校領袖訓練課程，擴寬視野，
強化同學 4E 領袖素質 

(iv) 組織境外交流團，拓寬視野，
並由同學協助籌備和擔當組

長，培育同學的領導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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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各科組就學生的需要，進一步優化了各科組活動，如中一級遊走中上環
活動，在活動時間及地點上有所變更，更加入如大館等新的境點，讓同學從
活動中增廣見聞，得益不少。 

(ii) 本年度各級級會領袖表現十分成熟，能自行計劃、組識及執行級會活動，如
班際足球比賽、競技賽、聯歡會、旅行的集體遊戲等等，效果令人滿意。 

(iii) 校本領袖培訓計劃繼續於去年暑假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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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亦有同學參與校
外的領袖訓練班、境外訓練營等等，擴寬視野。而學生會會長更透過聯校學
生會組織，認識不同本港學生，在組織活動及處事上更成熟，令人欣喜。 

(iv) 除了中二級和中四級的境外學習團外，不同科組如中史科、歷史科、設技科、

輔導組、德育及公民組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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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關顧社群 

(a) 建立感恩及關愛文化，傳遞正向價值 

(i) 優化價值教育，提供機會讓同
學與他人分享，表達關愛，學
懂「感恩」 

(ii) 加強科組協作，推動「生命教

育」，讓同學接觸不同範疇的生
命鬥士，感恩現在所有，並實
踐自己於生命及社群中的使命 

(iii) 深化「好人好事」獎勵計劃，
師生透過對校內不同對象表達
欣賞及感恩，加強互相欣賞的
正面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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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育同學除了在學期初及學期完結時會以便條方式向學校領袖生及其他師生
表達謝意，輔導組亦為同學準備感恩日誌，家長會亦會在不同節日，如敬師
日、父親節、母親節等等，為全校老師或同學準備自製小禮，讓同學學懂「感
恩」。 

(ii) 以輔導及德育組為首，其他科組亦於不同時段配合，透過生命教育周、關愛
周、義工服務、金句展示、早會分享、閱讀德育文章等等活動，同學接觸及了
解到社會上不同人仕的需要。今年，培育組與外間機構「真人圖書館」合作，

在周會及試後活動期間，透過變性人、網絡歌手、非華裔香港人等生命鬥士
到校分享，進一步走進社群，了解不同範疇的人在生活中面對的困難，學懂
更包容及對自己所擁有的感恩。輔導組更得到優質學校改進基金的撥款，進
行了「喜樂同行-尊重生命，逆境同行」校本計劃，進一步深化了同學在實踐自己
於生命及社群中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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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評估成效 

(iii) 該獎勵計劃由老師發心意卡給學生，推廣至老師向老師及學生向老師表達謝

意的層面，雖然學生向老師填寫心意卡的數目不多，但已漸漸加強了相關意
識，師生及師師的互相欣賞及感恩之情日濃。 

2. 關顧社群 

(b) 推己及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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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遞正向及利他價值 

(ii) 優化初高中級本服務學習活
動，讓同學服務不同的基層或
弱勢人士，「從服務中學習」，
傳揚正面信息 

(iii) 優化學生領袖組織架構及培
訓，讓同學在不同領導崗位，
薪火相傳，共同管理校園 

(iv) 設立活動資料庫，推動「活動

及服務獎勵計劃」，鼓勵同學
自發籌辦學習活動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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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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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同學亦參與外出探訪露宿者及到沙田協助雲吞麵義賣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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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組亦推行「五育愛己愛人社區

大使計劃」，讓同學透過教導長者使用電腦、手機等課程，與本區長者進一
步聯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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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我校均有數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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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嘉許金狀(服務 200小時或以上)，
肯定了我校同學的付出。惟在與師生分享及展示所得部份仍需加強，讓同學
所作的能感染更多人。 

(ii) 本年度中二級同學所參與的級本義工服務，由往年的派禮物及陪伴長者出

入，發展至今年有不同的表演項目，包括唱歌及樂器演奏等等，而相關表演
由同學自行組織及編排，效果十分理想。 

(iii) 各領袖組織在不同層面也優化了培訓計劃及架構，如領袖生由往年只有一位
老師帶領，至現在每組由一位老師負責，另外，學生會也由以住由一位老師
負責，變為由三位老師協助，以加強同學在執行實務時的培訓，能更適時及
仔細地提升同學各項領導能力。領袖生及朋輩輔導員在今年新實施的午膳當
值工作中，展現了他們的領導及管理才能，他們代替了以往每個初中班房的
一位老師協助管理同學秩序，而每個樓層亦減少至只有一位老師當值。去年

推行期間，效果滿意。另外，部份分組的培訓計劃亦有所改進，如領袖生的
中期訓練，去年由校本形式改為與外間的紀律部隊合作，拓寛了同學的視
野。另外，學生會及社幹事的第二階段培訓也由八月尾改為七月中(暑假開
始時)進行，減低同學離港外遊或回鄉而未能出席的機會，讓更多同學有機
會參與。 

(iv) 本年度學生會協助宣傳及推廣，但他們因會務繁忙，宣傳及推廣力度不足，
暫時未有單位成功申請。來年將與新一屆學生會就相關計劃作進一步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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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評估成效 

3. 共建積極人生 
(a) 從活動及比賽中擴闊視野 

(i) 參與校外活動及比賽，透過與
他校師生的交流，豐富人生閱
歷，擴闊視野 

 

同學參與校外活動
及比賽，展現廣闊
的視野 

 

(i) 不同科組如語文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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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歷史科、通識科、設技科、輔導組
及德育組等，更帶領同學走出香港，與不同的內地中學或大學進行交流，擴
闊視野。 

(b) 提升抗逆力，確立積極人生目標 

(i) 透過師生、嘉賓分享及多元活
動，提升同學的身心健康及抗

逆力 

(ii) 善用九龍倉集團「學校起動計
劃」(Project WeCan)及不同資
源，深化「六年一貫」的「生涯
規劃」，讓同學訂立不同階段的
人生目標，培養所需技能，確
立人生目標 

 

同學擁有對生命、
學習和工作的熱

情，並於不同階段
擁有目標  

 
(i) 德育組透過勵志的金句展示、早會分享、早讀文章、手冊金句等勉勵同學;

輔導組亦舉辦關愛周、班主任輔導課等，提升同學心理健康，他們更為有不

同需要(如有特殊學習需要、新來港及非華裔等)的同學提供不同的課程及支
援，讓同學能更好地融入校園生活。我校亦為中一及中二級同學安排了律己
訓練營及挑戰自我歷奇訓練營，及早為同學面對逆境作好準備。今年，我校
更在不同範疇推廣「靜觀」課程，包括中一級逢星期一午膳進行「靜食」;
初中級一人一體藝增設「靜觀」課程;部份級別在周會進行「靜觀」活動;更
由社工為家長舉辦「靜觀」工作坊，全面加強同學甚或家長的身心靈健康，
作預防性的工作。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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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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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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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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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淑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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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至 2019 年度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二)：正心修身，關顧社群，共建積極人生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一)正心修身 

(a) 善用校園環境，展示

正面價值觀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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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色彩字句的標語，讓學生經常接觸，達致感染、滲透教育的

效果。此外，每星期一早會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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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終由公民大使做總結。 

(b) 優化周一早會分享

和周二德育文章，培

育正面價值觀，確立

人生方向 

學生培育檢討會議 推展順利，成效良好。在全年校歷表內不同月份，設定十個心靈天使，代表十個品德或價

值觀。 

周一早會由公民大使和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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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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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化各範疇的活動，

透過不同類型活動，

豐富學生的學習經

歷，提升自信。 

學生培育檢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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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回應亦很正面，效果良好。 

國慶周的活動進行滿意，大事回顧、五四運動、六四等重大事件的展板或講座也安排順利。 

時事教育推行一般，力度不够。下年度計劃由一位老師統籌推行內容，三位老師帶領三組

公民大使執行。 

此外，舉辦初中級的健康教育講座，效果滿意。繼續參與由綠領行動舉辦的「惜食香港運

動﹕校園零廚餘」計劃的第二年，一系列的活動包括惜食講座、食晒有獎、參觀農場、大

嘥鬼巡遊和紮染工作坊等；其中參觀農場和紮染工作坊的效果不錯。 

(d) 優化公民大使的組

織和管理，培育及提

升同學的領導才能。 

學生培育檢討會議 組織和管理方面未如理想，下年度計劃由三位老師分別帶領三組公民大使。提升才能方面

效果滿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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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亦有效地提升公民大使面

對群眾的能力、評論技巧和演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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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組織內地交流團，拓

寬視野 

德育組會議 今年首次安排在試後活動期間舉行，效果理想。參與學生能認識國內的發展情況，且欣賞

國內豐富的人文地貌。 

(二) 關顧社群 

(a) 推行生命的色彩之

個人篇，提供機會讓

同學與他人分享，表

達關愛，學懂感恩，

並實踐自己於生命

及社群中的使命 

學生培育檢討會議 透過短講、分享、閱讀、校園電視台片段、講座、中一周一覺察進食、初中從心生活小組

等，多方面地宣講個人生命中活出色彩的一面，加深同學對生命的一種美好體會，進而熱

愛生命。效果不錯。 

(b) 優化公民大使的培

訓，讓同學共同管理

校園 

學生培育檢討會議 公民大使主持早會，獲大部分教職員讚許。 

(c) 優化初中級的服務

學習活動，讓同學從

服務中學習，傳揚正

面信息 

德育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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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共建積極人生 

(a) 透過師生分享及多

元化的活動，提升同

學的身心健康及抗

逆力 

學生培育檢討會議 周一早會的師生分享有一定的效果，周二初中從心生活小組教導的靜觀方法可幫助小組的

二十多名學生提升面對壓力的能力。 

(b) 透過服務學習活動

和內地交流活動，豐

富同學的人生閱歷，

擴闊視野 

學生培育檢討會議 初中的老人服務讓同學看見老人的部分面貌，並體會服務他人的喜悅。高中的內地考察活

動讓同學見識國內的迅速發展和大自然的美好風光。 

 

負責老師姓名： 黃智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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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至 2019 年度 
訓導組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二)：正心修身，關顧社群，共建積極人生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本校的訓育工作除控制同學外在的行為外，更

重要是協助同學培養積極和自發的守紀行為，
讓正面的價值觀潛移默化，發展自律能力，更希

望教導同學明辨是非、學會分析解難，並作出明
智的判斷，當他們離開學校時，即使沒有老師的
指導，仍會作出負責任的行為。學校推行訓育措
施的目的是幫助同學改進及改善，期望同學都
具備自律守規、自信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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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導老師不定時外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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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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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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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校服儀表及紀錄 

 

 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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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時聯絡及面見家長，共

同探討改善的方法。中一級主任多利用中一靜食日的
時間，與同學檢討該級的表現，多次提點同學應有的
紀律及與人相處之道，讓同學了解守規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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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新操行品評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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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的自律習慣有待

改善。下學年須特別加強相關違規情況的處理，期望學
生改善陋習，違規情況有所改進。 

 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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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第一學段後集隊次數較少，較少能進行大型及頻密
的校服儀容檢查，使同學在此方面較為鬆懈，校服儀容

的表現普遍未如第一學段般理想。同學在校服儀容方面
的問題多為男生髮型不合適及穿體育服回校，訓導組同
事已不斷跟進，要求同學處理好才上課；訓導主任亦不
時利用集會時段提點同學校服儀容的要求，讓同學明白
合宜莊重的重要。 

 校內講座方面，初中訓導講座於 2019/1/17 舉行，是次
講題是「電話騙案及裝上罪行」。警長以不同個案跟同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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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理能力，期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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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級訓導」與任教該級的訓導老師，聯同
班主任及級輔導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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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設個人的
課堂表現優異獎勵計劃，老師除可獎勵
「叻仔叻女」貼紙外，更可由級主任查看
課室日誌中表現值得嘉許的同學，給予適
當 

的表揚，除給予他們肯定外，更可向其他
同學宣揚課堂應守規向學的正面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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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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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張貼各班考勤表現良好
的同學名單(在地下大堂及課室外)，以此

表掦同學努力堅持的重要 

 本組定期舉辦紀律活動，如「守時比
賽」、「秩序及整潔比賽」，「校園清潔
／守時標語創作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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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講解最新的罪行性質及刑責，同學均投入及用心聆

聽，現場反應良好。高中級講座則於 2019/5/23 舉行，
主題是「性罪行及求職陷阱」，讓同學了解不同性罪行
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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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對相關議題甚感興趣，均耐心聽取
相關資訊。另外，訓導組亦不時主動與警長交流最新的
罪案情報，讓我們可及早提點同學注意及提防。遇到某
些較敏感的學生問題，訓導主任會諮詢警長意見，或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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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次「秩序、清潔及守時比賽」，鼓勵學
生養成守時的習慣，在比賽期間全班守時率達100%的
班別有特別禮物。每次比賽為期一周，有關分數以龍
虎榜形式在大堂展示及每天宣布，營造熱烈的比賽氣
氛。本年獲得守時獎的班別跟去年相約，各班得分也
高，可見同學在比賽期間的認真投入。 

 在獎勵計劃方面，初中同學較投入參與獎勵活動。換

領情況以下學期為佳，亦有同學可以換領大獎，下學
年除加強宣傳外，建議收集同學意見，轉換獎賞的類
形。 

 在表揚學生方面，本年只限於固有的如「勵行獎」及
「全勤獎」等方面的表揚，個別學生的表揚較少，建
議來年可多樹立學生楷模，多公開表揚同學的好表
現，以做到學生之間「立已逹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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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新操行品評方法，訓導老師給予積極的意見，並
不時提點同學相關的品評原則及要求，配合不同範疇
的評核，統整不同的學生紀錄， 讓評核過程更順利。 

 本年利用不同場合提點同學學校對校服儀容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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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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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配合新操行品評方法，訓導組與培育組訂

定一套缺點分類標準以及輸入程式，按不
同的學生問題配對合適的操行品評項目，
期望能讓學生明白自己過去於不同範疇的
表現，知所進退，對自己有更針對性的要
求，完善自我 

 配合學校轉換新校服安排，本組擬定新校
服的搭配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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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校，違規情況較以往少。 

2. 培訓優質的領袖生及班長隊列，藉此幫助領袖

生發掘自我潛質，培養學生樂於服務及勇於承

擔的精神。領袖生透過建立正面自我形象、發

展獨立處事的能力及團隊合作精神，藉此培養

互助互信和關懷別人的態度，使之成為同學的

模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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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及自信，成為同學的模範 

 領袖生當值安排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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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為

了讓小組老師更進一步支援領袖生小隊，

早上的當值時段小隊老師會檢視該隊的當

值情況，而配合午膳領袖生須看飯的值勤

 領袖生服務優異獎的統

計 

 領袖生表現的評估紀錄 

 領袖生參加培訓的表現 

 領袖生當值考勤記錄 

 老師觀察及評價 

 首席領袖生恪守職責，能帶領領袖生小隊隊長的培訓

工作，他們亦會協助檢視全體領袖生紀律，在檢討會

時不時表達意見，積極建立團結合群的團隊形象，領

袖生團隊的相處亦見融洽。 

 本年度由首席領袖生主持星期三及星期五的早會，主

持效果良好，能培養首席領袖生的責任感，訓練到他

們公開講話技巧及信心，建立鮮明的形象。 

 領袖生小隊由5位訓導老師負責，招募隊員工作也是由

各小隊老師負責張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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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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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下學年負責的小隊老師於所屬小隊當值的日

子，加緊管理同學的出勤情況，如早上在當值地點為

同學點名，提點同學當值的禮儀等，讓師生有更緊密

的接觸。 

 由負責老師為領袖生在開學前進行訓練和分配崗位，

讓隊員有初步認識，亦由首席領袖生分享自己當值的

經驗，訓導老師也講解領袖生的責任及作出鼓勵，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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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工作，建議安排負責該隊領袖生的小組老

師也於當天負責樓層秩序，以支援領袖生

的工作，更了解自己負責的小隊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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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與隊員、隊員之間互相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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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次領袖生訓練及聯誼活動。第一次是開

學前的組織和訓練，第二次在上學期考試後舉行，此

次訓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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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學期統測後到水警基地、海洋公園參觀和

暑假前的運動歷奇訓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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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由不同級別的代

表輪流主持，也可讓領袖生同學多參與訓導組宣傳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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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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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檢討訓育組的路向、政策，讓其他教

職員能充分自由地發表有關意見，使訓育

工作更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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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勤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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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職員的專業發展的回

應 

 學生及家長在持份者問

卷的意見 

 訓導組會議檢討 

 各項考勤及操行的獲獎

人數統計 

 同學在操行表現的統計

數字 

 在學期初以及不同的會議時，以不同形式向老師分享

正向管教的理念。 

 本年度設有「校服儀容良好獎」、「叻仔叻女日日賞計

劃」，目的是鼓勵和獎賞同學良好的校服儀容表現及上

課行為。訓導組於每學段向老師派及貼紙，鼓勵老師

多發貼紙，正面獎賞同學。初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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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因為宣傳較

少，特別是中一級同學不知道如何換領，所以上學期

的換領情況未算熱烈。下學期安排訓導超人多宣傳，

及到課室推廣「叻仔叻女日日賞計劃」及即時換禮

物，同學反應熱烈，特別是學期末的換領非常熱烈。

建議積極思考可吸引高中同學的正向鼓勵計劃，讓更

多同學知道正面行為的好處。 

 中期向善於2018/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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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位同學完成向善計劃，服務項目包

括天台花園維護。同學均投入服務，表現良好的減扣

1-3個缺點。另外，於4-6月期間，由陳才源老師帶

領，進行了多次的特別向善計劃，部份初中同學協助

建設天台花園，他們表現積極，持續參與多個星期的

活動，所以減扣了不少缺點。 

 7月16-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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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位同學需要參與。

活動內容由警長安排步操訓練以及一些校園建設服

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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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中新增了由盧姑娘主持的「粉彩畫反思活動」，引導

同學修身養性的基礎是自我反省及立定目標。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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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超人」的正面形象，加強宣傳良好的行為

範式 

 訓導組老師會按不同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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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服務工作，協助同

學重新訂定目標，幫助同學達致自我完

善，讓同學學會擔承及為自己將來付出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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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亦須協助建設校園，包括建設天台花園和拆畫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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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老師姓名： 陳才源、梁愛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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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至 2019 年度 
輔導組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熱愛學習，追求卓越，創建繽紛未來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二. 追求卓越 

3. 加強課後學習支援，提升應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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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Give Me Fly 個人成長計劃」繼續為學生提供

學習支援、校園成長、戶外體驗及職業導向的服務，全年共開
辦了 53個小組（上學期 23個、下學期 27個、試後及暑期 3
個），包括功輔班、閱讀通通識訓練小組、DSE 英語口試練習
小組、「Relax 30」減壓小組、Believe Yourself 正向大使訓
練、PEERS社交小組、「見農在田」有機農耕體驗計劃、長者
手機 APPS 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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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了解社

區不同需要及提升對他們的關注，藉此培養學生「不計較、多
付出」的精神。各項活動均能傳遞正面訊息，果效良好。 
(ii)(1) 本學年共有 50位同學接受言語治療服務(11位為中

一同學) ，部份已有改進，下學年不用入組。 
 (2) 本學年共有 22位同學接受職業治療服務(4位為中 

一同學)，服務質素良好，對同學有幫助。 
(iii) 本學年共有 5個 IEP個案， 其中 2 位是高中生，每個
個案均有不同程度的進步。 

(iv) 教育心理學家盧璟恩姑娘分別出席各個 IEP個案會議、
學習支援小組會議及舉辦閱讀通通識訓練小組，並適時跟進
個案及提供專業意見，效果良好。 

(v) 本學年的 5個 IEP個案，其中 4個為 AIMS Project的
個案，EDB的教育心理學家馮先生曾到校觀課 3次，並給予同
事輔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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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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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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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來港學生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1).所有同學表示他們能夠適應香港的生活和喜歡學校安排
的學習活動如「迎新日」、「英語電影欣賞」、「初中英語訓練
班」、「高中英語訓練班」、「廣東話班」、「午間聚會」等。 
(2).所有參加英語學習活動的同學均表示活動能夠幫助他們
的英語學習。 
(3).90%的同學表示他們能夠適應香港學習英語的模式。 
(4).95%同學表示「午間聚會」讓他們有機會與其他內地同學
互相了解香港和內地的差異，老師和同學亦交流讀書的心得。 

(5).大部份同學表示較喜歡在香港讀書，因為學習壓力較輕，
學習環境較理想；少數表示較喜愛內地生活，因為居所較寬
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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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負責的輔導員 6 月初離職，未能趕及完成問卷調查，但
跟據提供服務的機構交回的學生報告及課堂觀察，大部份同
學的寫作能力和興趣略有提升，如字數多了、內容豐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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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學習層面、社交層

面、情緒層面、家庭層面及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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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正心修身，關顧社群，共建積極人生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一. 正心修身 

1. 提升生活技能，建構品德修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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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團隊訓練營於上水展能運動村進行，營地設備非常簡

陋，但仍適合作團隊訓練。老師反映如能前往較大及設備較

理想的營地，訓練形式可能會更充實，效果可能更理想。超

過75%參與同學表示享受訓練營的活動。同學認為訓練營能

培養他們與組員溝通、合作的精神，明白紀律及自律對團隊

的重要，並表示享受成為一位守紀律及自律的組員，能將學

習成果應用到活動中。 

本學年因為沒有 Project WeCan 的資助，中二全方位學習日

主題改為挑戰自我「少林武學」團體訓練。通過武術的基礎

訓練，讓同學認識相關的禮節和武德，並提升同學的溝通技

巧和團隊合作精神。90%以上同學表示喜歡這個形式的團隊

訓練，建議來年繼續舉辦此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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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此計劃極需要班主任協助推動，否則單靠輔導員，受惠

對象未必是目標同學（SEN學生）。建議來年與班主任合作，

由輔導員支援班主任以建立班規的形式進行，鼓勵同學投入

課堂，專注學習。 

c) 透過各級班主任輔導課的配合，落實各級同學的培

育重點 

年終收集各班主任對

輔導課的意見 

由於本學年各級所有的周會時間均已安排了活動，故不需要

使用班主任輔導課的教材。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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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由「雙月之星服務大使」協助派發小禮物及攝影工作。

9-10月雙月之星，共收到 30班的提名，得獎同學的照片已

張貼於課室門外及於學校大堂的電視播放。部份老師反映照

片遭到破壞，而高中同學對拍照及禮物不感興趣。 

11-6月各期的「雙月之星」，只收到初中 15 班的提名。大

部份同學對所獲的禮品不感興趣，派發零食反而更具吸引

力。建議來年思考下獎勵的形式。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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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張貼在班房外的橫額及各樓層的金句，由老師負責提

供、學生設計，效果理想。來年會更換新的金句，以營造具

品德價值培養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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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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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獲獎人次初中有 118 人，高中有 16 人。由於三個學

段的參加者絕大部份是初中同學，高中參與率非常低，建議

來年改為初中的獎勵計劃，而有興趣藉此計劃爭取出席「傑

出學生海外遊」的高中同學，則歡迎自由參與。此外，今年

獲獎人數較往年稍為減少，建議修改一下運作方式，以增加

成效。 

g) 推動「班內一人一職」計劃，增強班的自理及管治

能力 

由班主任及級主任觀

察同學的表現 

「班內一人一職」計劃運作非常成熟，班主任及級主任表示

同學都明白自己的職責，表現大致良好，惟有些同學仍需要

老師提醒。3E班除了平日清潔之外，班主任更安排所有同學

定期為班房進行大掃除，表現十分積極和團結合作。 

h) 與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合作，逢星期一午膳時間於中

一級舉辦「靜食」活動，以提升同學的品德修養 

 

由負責老師觀察同學

的表現 

問卷調查顯示： 

(1).72.3%同學覺得「靜食」可令他們放下思緒，專心進食。 

(2).72.3%同學覺得此活動可令他們懷著感恩的心去進食。 

(3).是次活動初次舉辦，30%同學喜歡，50%同學感到一般。 

2. 優化多元活動及培訓機會，發掘才能，確立自我，栽培 4E領袖素質：活力、鼓舞、膽識與執行力 

a) 透過各級班級經營活動及推動各級組織「級會」，讓

同學展現才能 

由級主任觀察「級會」

及同學的表現，定期

檢視各級班級經營活

動的進展狀況  

中一級會各班代表能力有差異，要級主任從旁指導，協助他

們籌劃全年活動及帶領簡單活動；全年 4次活動以球類比賽

為主，也包括旅行遊戲等，同學反應熱烈、投入。 

中二及中三「級會」運作漸見成熟，個別班別自發召開班會，

向同學匯報級會事項及收集意見，並在級會上提出班的建

議，溝通良好。中三級會主席 3D 林樂軒表現出色，展現領

導才能，帶領級會成員分工合作、積極主動參與，表現令人

欣慰。 

b) 組織境外交流團，拓寬同學視野，透過協助籌備工

作，培育同學的領導才能 

問卷調查 

 

為了豐富同學的學習經歷及擴闊視野，「大連、瀋陽歷史及

文化探索之旅」共 40 名中一至中五同學參與。除參觀歷史

紀念館及建築外，還參訪了旅順第一中學，與當地同學作深

入交流，了解當地學習環境及升學狀況。是次交流團同時提

升了同學的素質，如安全意識、自我照顧能力、互相尊重及

互助精神；個別同學更展現出領袖才能。同學的回饋是正面

的，並期待學校舉辦更多同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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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c) 由朋輩輔導員協助統籌數理周的「魔力橋」比賽，

並指導及鼓勵中一同學參與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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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力橋」比賽能順

利完成 

本學年活動由比賽形式改為同樂日，藉此降低參加門檻，讓

更多同學可以一同參與。整個活動由朋輩輔導員協助統籌和

推行，約有 40人參與，場面熱鬧。 

二. 關顧社群 

1. 建立感恩及關愛文化，傳遞正向價值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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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視藝科合作，由中三級同學繪畫感欣咭，送贈給身邊需要

關愛的人。部份作品印製成「感欣誌」，派發給全校同學，

以宣揚關愛及感恩的訊息。此項活動值得繼續推行。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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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當輔導

員和調解員的角色；帶領初中同學參與義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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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名朋輩輔導員，除午息當值外，還負責中一午膳當值工

作；策劃及執行多個午間活動，如打呔王比賽、魔力橋同學

日、Running Man等，亦參與了不少校內、外服務。訓練計

劃貫穿整個學年，當中包括「朋輩輔導員管理訓練營」；而

新成員招募工作已完成，下學年將有 20位新成員。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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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生競技賽及主題講座能促進師生關係及提升對社會議題

的認識，來年值得再嘗試。建議多鼓勵其他教職員一起參與

活動，並嘗試不同形式的新活動，如電影欣賞會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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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學習體驗日活動設計貼近平日上課模式，讓同學及早適

應校園生活和加深對中學學習模式的了解；有機會與老師、

社工、輔導員及同學建立關係，增加對學校的歸屬感，明白

守規、合群在團體中的重要性，效果理想。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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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的周會較豐富，大部份生日會均於課後進行，個別 

班別更索取餅咭，自行另覓時間舉行生日會，果效理想。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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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共收到 106 張由老師/輔導員撰寫和 32 張由同學撰寫

的「好人好事」咭；撰寫最多的為譚芷茵姑娘和余嘉欣老師。

「好人好事」咭的正本已交予同學，副本分別張貼在課室門

上和校務處外報告板上，以表揚同學的良好行為。 

g) 推廣「感恩文化」，讓同學懂得珍惜現在所有，並實

踐自己於社群中的使命 

由班主任觀察同學的

表現 

全年共播出九集感恩誌，部份以網路短片配以同學講解，另

外亦設有小劇場及老師的話。同學喜歡觀看節目，亦見思考

當中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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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2. 推己及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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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表示活動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讓他們了解到獨居長者

的生活環境、需要、困難和心境。部份同學與長者面談時表

現投契，不願離開，期望他們能學習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的道理及延續服務他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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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旗及

易物送愛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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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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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同學參與統籌的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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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香港青年協會隆亨青年空間合辦，服務對象為區內長者。

參加同學透過手機電腦班、生日會、外出參觀等活動，學習

如何和長者相處，並提高溝通能力和領導才能。同學表現良

好，展現出學習以外的才能。由於本學年獲得「長者學苑」

計劃的資助，故來年此計劃會易名為「長者學苑」計劃。 

d) 鼓勵同學參與公益少年團（CYC）活動，擴闊視野，

發掘自我的才能 

由負責同事觀察同學

的表現 

全校同學均達基本章要求，其中六位同學更獲得紫章。本學

年舉辦的活動包括公益金便服日及花卉義賣，建議來年增加

參與義務工作機會，讓同學能增廣見聞，並教導他們如何成

為優秀的義工。 

 

三. 共建積極人生 

1. 從活動及比賽中擴闊視野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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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目的是服務有特殊需要的年青人，以平等結伴及互相照

顧的原則，一起參加海上歷奇訓練，讓他們互相認識和了解，

藉此鼓勵同學與殘疾人士融洽交流，讓他們的生活變得充

實。是次活動安排了 23名沙田公立學校的學生與我校 28名

同學一同經歷 4節活動，包括一日訓練航程。航程當日，我

校同學與友校同學互相鼓勵、扶持，完成不同難度的挑戰。

透過是次活動，除提升同學的勇氣外，亦加深同學對智障人

士的認識，讓他們學會溝通、尊重及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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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b) 透過各項有組織的「禁毒教育」活動，推廣毒品的

禍害，引導同學建立正確人生目標，選擇過健康的生活 

問卷調查 

   

本學年的「禁毒教育」活動，中一及中三級安排了講座，中

二級則是禁毒嘉年華。禁毒嘉年華有賴輔導員帶領一班朋輩

輔導員，協助整個活動的進行，效果非常理想，同學們都熱

烈參與並從中明白毒品的禍害。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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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主題為「常存感恩，生命滿分」，活動配合中文科中

五級校本評核，由同學設計海報，加強同學的參與。活動中

亦邀請了「香港傷健共融網絡」舉行「正向人生」生命教育

分享會，為同學介紹傷健人士如何自強不息，從而帶出感恩

訊息。同學普遍樂於參與，反應不俗。建議來年加入不同元

素的活動，以擴闊同學的視野。 

d) 推行輔導書籍閱讀計劃，提升閱讀風氣，擴闊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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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主任反映校本閱讀計劃已推行得非常成熟，建議取消輔導

書籍閱讀計劃，以免活動重複及減輕班主任的工作量。 

2. 提升抗逆力，確立積極人生目標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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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員用心探索及輔導有需要同學，適時為他們提供職業輔

導資訊，安排不同的職場參觀或課程體驗活動，提升同學為

自己作生涯規劃的意識，及為自己的前路作出正確的選擇。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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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觀工作坊」問卷調查結果： 

(1).49.4%同學感到活動有得著及喜歡此工作坊。 

(2).40.6%同學對工作坊活動感到一般。 

亦有同學表示呼吸練習令人深度放鬆，並享受以舞蹈、書法

及攝影作為進入靜觀的媒介，感到靜觀可接觸自己的內在，

期望加入更多放鬆練習及深度放鬆活動。 

c)「I Care 個人提升計劃」鍛煉同學的意志力，協助

同學提升自我效能感 

由小組輔導老師觀察

同學的表現 

44個參與者出席情況良好，他們積極投入建設校園的工作，

步操練習亦表現服從和尊重。計劃能為同學安排具體及成效

立見的工作，透過反思，期望能提升同學的自我效能感，並

從而得到改變。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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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欺凌工作坊」問卷調查結果： 

(1).98.6%同學明白欺凌行為的定義、影響及後果。 

(2).97.3%同學認知應付欺凌及自我保護的方法。 

(3).97.3%同學表示滿意是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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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反應良好，對於「反欺凌」的題目有興趣。工作坊特別

指出「旁觀者」角色對於預防校園欺凌的重要性，以及「網

絡欺凌 」的普及、影響力和嚴重後果，同學均表示認同和

感興趣。同學認為除了不要做欺凌者和要學習保護自己外，

也要向有需要的被欺凌者伸出援手，大家共同建立和諧的校

園。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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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工作坊問卷調查結果： 

(1).100%家長表示認識靜觀教養的概念及專注覺察的理念。 

(2).100%家長表示能提升管教效能。 

(3).100%家長表示能提升專注力並建立覺察平衡之生活態 

度的意識。 

(4). 100%家長表示會學習運用靜觀練習(例如：覺察呼吸)，

留意自己的狀態、處理情緒和壓力。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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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愛

生命」及正面價值訊息 

由級主任/班主任觀

察同學的行為表現 

由於拍攝短片需要消耗一定的人力和時間，且「感恩誌」活

動同是傳揚正面價值訊息，建議來年將兩個活動合併。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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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利用午息時間，分別為新移民同學及在學習、情緒或

社交上出現困難的同學舉辦「午間聚會」及「Relex 30」活

動，給予同學一個抒發情緒和釋放壓力的空間，果效良好，

值得再辦。 

h) 申請優質教育基金，舉辦「喜樂同行-尊重生命、逆

境同行」校本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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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問卷調查，結果篩選了 11 位中一同學及 10 位中二同學

（個別同學由輔導員及老師推薦）參加小組。透過小組活動、

日營、宿營和義工服務，讓同學認識正面處理情緒的方法，

學習如何與人融洽相處和提升自信心。同學均積極投入參

與，並逐漸建立團隊的合作精神，最後能順利完成各項任務。

但由於得不到教育局的支持，明年全港的社福機構將不再協

助學校申辦此計劃，所以來年要重新籌劃提升同學抗逆力的

預防性工作。 

 

負責老師姓名： 謝麗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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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至 2019 年度 
活動組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二)：正心修身，關顧社群，共建積極人生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成效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正心修身 

(a) 提升生活技能，建構品德修養 

(i) 優化班主任、早會、午息、

周會及全方位學習日時
段，透過師生、嘉賓分享及
多元活動，提升生活技能，
培育正面價值觀#，確立人
生方向 

 

8/20187 – 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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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間
活動及周會，帶領全校同學
積極參與，並分享同學所參
與的多元活動經歷。 

 

十分成功。學生會

今年的表現比去年
理想，亦能帶領其
他同學更積極參與
一同的校內外活
動，有十分正面的
影響。 

 

學生培育委員

會、 

活動組 

 

各老師協助 

(ii) 優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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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正
面積極人生 

 

8/20187 – 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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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及
高中同學分別最少

參與了 20次及 9
次。 
2. 逹標，有七成
的同學完成。 
3. 達標，超過七成
同學有正面的評
價。 
4. 逹標。 

活動組組員、 

IT 組同事 

場地配合、禮
堂設備及各老

師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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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所需資源 

(iii) 善用校園環境展示師生成

就及正面價值觀字句；善
用午膳及周會等時段，提
供機會讓同學展現才能，
並營造展現自我、互相欣
賞的氛圍 

8/20187 – 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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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每月通訊、

早會分享、學段頒
獎禮、NYTV、學校
facebook 等展示
同學相關資料。 

2. 超過九成完成。 

3. 超過九成完成。 

活動組組員、 

IT 組同事 

 

場地配合、禮

堂設備及各老
師協助 
 

(b) 優化多元活動及培訓機會，發掘才
能，確立自我，栽培 4E 領袖素質：
活力(Energy)、鼓舞(Energize)、膽
識(Edge)與執行力(Exec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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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187 – 7/2019 

 
 
 
 
超過半數高中同學全年最少
協助帶領或籌備一次聯課或

科組活動，使同學的自信得
以提升，並能展現 4E 領袖素
質 

 

 
 
 
 

各領袖如學生會幹
事、社幹事、領袖

生、朋輩輔導員及
德育及公民大使及
其他迥中同學均為
各科組籌備或帶領
活動，超過六成高
中同學做到。 
 
 

 
 
 
 
 
 
 
 

 

 

 

 

學生培育委員
會、 

活動組 

 
 
 
 
其他校外資源
及各老師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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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成效 負責人 所需資源 

(ii) 善用校本領袖計劃，發掘

各級領袖；透過參與校外
機構或聯校領袖訓練課
程，擴寬視野，強化同學 4E

領袖素質 

 

8/20187 – 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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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時間上及內

容上均作出優化，
如到外間機構參與
領訓活動，或把第
二階段領訓改於暑
假開始進行，均讓
同學在出席率及內
容上有所增益。 

2. 達標 

3. 如(bi)所述，情
況理想。 

4. 逹標，同學的自
信心及團隊精神大
大提升。 

學生培育委員

會、 

活動組 

其他校外資源

及各老師協助 

2. 關顧社群 

(a) 推己及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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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正向及
利他價值 

 

 

8/20187 – 7/2019 

 

1. 超過半數的同學，最少參
與一次校外服務。 

2. 提供機會讓參與服務的
同學分享所得。 

3. 七成同學表示在參與服
務中有所得著，並有正面
的評價及回饋。 

 
 

 

1. 數量達標，惟來
年期望部份義工服

務在質素上可提
升。 

2. 仍欠理想，來年
需加強。 

3. 逹標 

 

學生培育委員
會、 

活動組 

 
其他校外資源
及各老師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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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成效 負責人 所需資源 

(ii) 優化學生領袖組織架構及

培訓，讓同學在不同領導
崗位，薪火相傳，共同管理
校園 

8/20187 – 7/2019 1. 強化高中同學在各組織

中的角色，讓同學作小導
師或小師傅，協助初中同
學籌備活動，成為明日領
袖。 

2. 七成初中領袖表示在籌
備活動得到高中同學的
協助，並對學長的帶有正
面的評價。 

1. 學生會、級會等

均表現理想。來年
學生會更打算在各
級建立第二梯隊，
為未來學生會培訓
人材。 

2. 效果理想，在各
社的效果更為顯
著。 

學生培育委員

會、 

活動組 

其他校外資源

及各老師協助 

(iii) 設立活動資料庫，推動「活
動及服務獎勵計劃」，鼓勵
同學自發籌辦學習活動或
服務 

8/20187 – 7/2019 1. 全年最少有五個單位申
請「活動及服務獎勵計
劃」。 

2. 半數申請能成功達到籌
辦計劃書所列出的主要
目的。 

3. 七成申請單位表示學校
提供的款項及資料對籌

辦活動有重大幫助。 

計劃推行未見成
效，未有任何小組
成功申請款項。今
年由學生會協助宣
傳及推廣，惟學生
會會務十分繁忙，
宣傳力度不足，同
學的主動性也不夠

強，來年必須加
強。 

學生培育委員
會、 

活動組 

活動組資源庫
及各老師協助 

3. 共建積極人生 

(a) 從活動及比賽中擴闊視野 

(i) 參與校外活動及比賽，透
過與他校師生的交流，豐
富人生閱歷，擴闊視野 

 

8/20187 – 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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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九成達標 

 

學生培育委員
會、 

活動組 

 

校外機構資源 

(b) 提升抗逆力，確立積極人生目標 

(i) 透過師生、嘉賓分享及多
元活動，提升同學的身心
健康及抗逆力 

 

8/20187 – 7/2019 

 

超過半數的同學表示參與不
同的活動或比賽，對個人身
心健康有正面的影響。 

 

逹標，情況十分理
想。 

 

活動組 

 

校外機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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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淑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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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至 2019 年度 
專業發展組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熱愛學習，追求卓越，創建繽紛未來 
策略/工作 時間表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參與香港中學校長會「自主學
習」聯校教師發展活動，如聯
校公開課、聯校教師發展日 

11/2018 至
1/2019、
1/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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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11月 14日亦有台灣學者

到訪本校並進行觀摩觀課，了解本校推動自主學習的學與教策略及學生
的課堂運作，課後台灣學者更與授課老師進行交流，他們給予課堂高度
評價，讚賞本校師生的課堂互動和學與教策略。 

2. 安排校本工作坊，增加教師對
電子學習和自主學習新趨勢
的認識 

4/3/2019 同事滿意有關活動 3月 4日教師發展日，資訊科技組為本校老師提供了校本 IT工作坊，IT
組同事按老師的教學需要選出三個較適合的應用程式供同事分組選報，
包括：Google Classroom 2. EdPuzzle & Google Form  3. 
Mentimeter。資訊科技組同事提綱挈領，把各應用程式的使用重點帶
出，同事可按教學需要，日後再深入學習。 

3. 鼓勵各同事每年最少外出一
次參與科本教師專業發展工
作坊或講座 

全年 自評數據 各同事按教學需要參與科本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或講座，並把參與時數
填報於自評表。 

4. 檢討及修訂教職員評鑑制度 9/2018 至
1/2019 

完成有關程序後成
功收集同事的意見 

今年尚未啟動檢討及修訂教職員評鑑制度的工作，惟因應教育局推行教
師全面學位化，本校教員職務部份的評鑑内容應予以配合調整，可展現
更多老師的行政及管理工作成效。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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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正心修身，關顧社群，共建積極人生 
策略/工作 時間表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安排校本講座/工作坊，增加
教師對學生的不同需要的了
解 

30/8/2018 
20/11/2018 

 

70%或以上教師認
為能加深他們對相
關課題的認識 

因應新學年修改學生的操行評級方法後，首次運作，確保同事能一致掌
握評級標凖，因此安排了兩次工作坊： 
8月 30日：第一部分 Mission and Vision：由訓導主任及輔導主任把主
要關注及執行的常規再次統一講解，讓老師及班主任統一施行，一致步
閥。11月 20日：第一節團隊溝通和合作；第二節為新操行評級工作坊，
嘗試以不同學生個案讓老師練習新操行評級。除預先個案評級多，亦即
場讓老師使用 Google form再就不同個案評級，IT組協助即時收集老師
的評級數據作即時的分析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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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2018 同事滿意有關活動 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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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職員工友發展日以增加團隊合作為目標，共三部份；第一部份，由
黃智强及陳凱莉帶領，借用活動組的團隊訓練套件，以歷奇的活動形式
合作進行。第二部份，讓職員工友嘗試以自主學習形式，睇片學製作雞
蛋仔，從而了解本校所推動的學生學習形式。最後由校長講解學校的目
標及發展。整體效果逹到目標，各人能互相合作，亦十分愉快。 

3. 參與「學校起動計劃」聯校教

師發展日 

1/3/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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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2019 提供機會讓同事間
交流，建立融洽互
助的團隊 

20/11/2018 教師專業發展日 
校本團隊溝通和合作活動： 
活動希望增加雙班主任/級老師之間的認識，提供時間及機會讓各老師
互相分享、支持及鼓勵，建立更緊密的團隊關係。內容包括互相認識小
遊戲、雙人矇眼行及小組挑戰活動進行了老師的歷奇活動；使用活動組

所購置的領訓工具等團隊合作訓練，班主任及老師有不同的合作和溝通
機會。感謝馬淑嫺助理校長及黃智強老師精心策劃。 
4/3/2019 教師專業發展日： 
由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華壽康博士主講的「好心情」工作坊，内容輕鬆握
要，準確帶岀不少老師所面對的懮慮來源，在交流暢談之間，引導老師
釋放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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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時間表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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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18-

7/2019 

新任教師滿意有關

的計劃 

進展理想。今年安排互相觀課已在 11月中完成，使啟導老師能在正式觀

課前指導新同事。 

6. 收集家長持份者數據 第一學段 
家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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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舉辦「十優教師及五優職員」
選舉 

1-2/2019 完成有關選舉 
 
 
 

今年安排在學段頒奬禮後進行「十優老師」及「五優職員」選舉，投票氣
氛良好。感謝學生會協助收票及點票，資訊科技組應用新的掃描點票系
統，使投票結果能在隔天便可公布，獎狀於畢業禮上由校董會主席頒發。 

8. 同事間「漂書」計劃 9/2018-
8/2019 

同事願意分享書籍 畢業生送給學校的漂書櫃經閱讀組向師生解釋了使用規則後，書櫃內經
常放滿不同種類的書籍，除老師放置書本，因應五育 facebook的介紹，
亦有校友專程回校放置書籍。按觀擦，生活趣味及休閒小品類别的書册
流動較快。放置 1 樓教員室沙發後的老師間漂書的則流動率較低，相反
部份老師把書籍放於地下升降機前的環保櫃，漂流效果更快。 

 

負責老師姓名：陳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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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至 2019 年度 
總務組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二)：正心修身，關顧社群，共建積極人生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為每班別提供適合的清潔用具，並要求每班

擬訂「課室整潔守則」，培養學生的自我管
理能力 

檢討會議 編排工友每學期檢查各樓層的清潔用具，讓學生有合適的工具
維護課室清潔，擁有自我管理能力。 

2. 協助學生會參與學校小食部的管理，提供機
會讓同學展現才能，強化同學 4E領袖素質 

檢討會議 協助學生會向使用小食部的學生發出問卷、整理數據及分析。數據
整理後亦給予營辦商維他天地作檢討。  

3. 協助家長會參與學校初中午膳的管理，提供
家校合作，共同管理 

檢討會議 配合家長會幹事了解初中午膳的營運管理， 1819 年度共進行
了 5 次「試飯」活動，並每次把評分數據整理後給予飯盒
營辦商作檢討。營辦商美思餐飲服務有限公司亦多次就試
飯的評估內容作回應，包括衛生、味道及非洲豬瘟安排等。 

4. 各樓層前梯大堂的展示框位置及校舍前梯外
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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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新學年
的開始。四大主題，綜合展示本校學生在綠化環保、校外多元活動、

服務和自主學習及各項動的成果，展現學生不同的成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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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學校新三年計劃主題：多元學習展色彩，攜手同行互
關愛。設技及視藝科同學設計了配合主題的圖案，應用於
學生證、學校資料冊等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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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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至 2019 年度 
社區聯絡組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二)：正心修身，關顧社群，共建積極人生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正心修身 

與地理科合作舉辧境外學習交流團，拓寬同學視
野，並由同學協助籌備和擔當組長，栽培 4E領袖

素質：活力(Energy)、鼓舞(Energize)、膽識
(Edge)與執行力(Execut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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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組會議檢討 
2)同學在活動時

的表現 
3)同學回應 
 

 
中二級及中四級的境外學習團，讓同學增加對我國肇慶和首都北京地
區的土地利用、民生、工業和科技發展的認識，從而拓寬視野。而在

學習交流期間和分享會上，同學以小組形式製作簡報參加匯報比賽。
在合作過程中，同學除加深認識自我外，更能發揮個人長處，互相關
顧。 
中文科以學習團為作文比賽主題，而通識科則協助旅程後的分享會，
讓同學回港後可以檢視所得，加強活動成效。來年中二及中四全級境
外學習團將以肇慶和張家界為目的地，而並加強培訓同學參與籌備工
作，提升自信。 

2. 關顧社群 

在中二及中四的境外學習團，均培訓同學擔任組
長，協助老師籌劃行程和帶領組員進行檢討和匯

報分享工作，讓他們以推己及人精神，於校內外服
務他人，有助建立關愛文化，傳遞正向價值 

 

1)組會議檢討 
2)同學在活動時

的表現 
3)同學回應 

 

而同學在擔任境外學習團的小組組長工作時，熱心服務同學，態度
認真，能帶領同級同學工作，有效營造團隊精神。 

至於同學在擔任「首席學生大使」時，工作態度認真，表現自信，
並以關愛態度帶領低年級同學工作，表現理想。 
而學生大使擔任《小學多元繽紛同樂日》活動的工作人員，接待區內
小學師生，讓同學從服務中建立個人積極和負責任的正向價值。 

3. 共建積極人生 
鼓勵同學參與校外活動，例如國內交流團，透過與

他校師生的交流，豐富人生閱歷，擴闊視野 
 

 
1)組會議檢討 

2)同學在活動時
的表現 

3)同學回應 
 

 
除了中二及中四全級境外學習團外，我組協辦的傑出學生境外學習

團，同學表現理想。雖然無法安排與國內中學交流和中四北京學習團
出現秩序問題，但同學大體表示旅程豐富了他們的人生閱歷和視野。 
今年學生大使亦已在沙田家教會主辦的沙田區升中博覽、張煊昌小
學 、禧年(恩平)小學和靈糧小學的周年攤位活動中，協助籌備工作，
並向社區人仕交流本校的學習生活和表現，表現盡責。參與同學表示
滿意能在服務中作出了新嘗試和豐富了生活經歷。 

負責老師姓名： 馬力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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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至 2019 年度 
資訊科技組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熱愛學習，追求卓越，創建繽紛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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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積極參與。 
 成立了電子學習老師小組，全年共聚會兩次，會內老師踴

躍提供意見及相互交流意見。 
 課堂研究以電子學習為主題，各科努力配合，成果顯著。 
 學科問答未能找到合作科目，所以未有實行。 
 只做了一次 IT 達人節目，下學年可更積極拍攝。 

 

 

全校關注事項(二)：正心修身，關顧社群，共建積極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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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體藝） 
 STEM 課程（中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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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分別拍攝相關宣傳片。師生對影片的評價均正面。 
 個別服務生表現積極。 
 一人一體藝舉辦以下課程： 

 App Inventer2 20多人 20 堂 每節 1.5小時 
 Unity + VR 20多人 20堂 每節 1.5小時 
 航拍 11人 20堂 每節 1.5 小時 

 中三級舉辦了全級性跨科的 STEM 活動： 
 科學科、電腦科、數學科及設技科共同合作 
 全級中三級二人一組，一同參與 
 安裝智能車後編寫程式，最後設計裝置收集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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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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至 2019 年度 
中文科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熱愛學習，追求卓越，創建繽紛未來 

 

關注事項一：熱愛學習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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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配合單元進度。 

中二：大致能配合進度，個別難以配合課文的教學進度。 
中三：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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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五：已運作數年，大致順利進行 

1.3 增加高中十二篇範文自學練習，培養學生自
學習慣。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課堂及習作表
現 

中四及中五：按班本處理，部分亦會學生會用作溫習材料 

1.4 優化高中教材，加入閱讀指引，提升閱讀課
外書籍的效能。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中五：整體表現比過往理想，閱讀報告內容較為仔細具體，能從
不同的角度來撰寫，成效較好。 

中四：學生會利用指引中的提問來完成閱讀紀錄，亦能按指引中
提供的書籍來借閱書本。建議來年調整閱讀紀錄，由原來的 40
本改為 25本。可考慮每月要求學生完成一本，以建立閱讀習慣，
提升報告質素。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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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追求卓越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2.1 優化初中教材，加入說理單元，加強同學說
理、議論的能力，有助學生銜接高中課程。 

習作及測考中反映學生
所學的成就 

順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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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測驗中，A,C,E 班超
過 50%合格，, B, D班
超過 70%合格 

順利進行。達標率為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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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測驗中，A,C,E班超
過 50%合格，B, D班超
過 70%合格 

順利進行。達標率為 92%。 

2.4 優化初中單元總評估跟進練習，讓學生認識
高中答題技巧，銜接高中課程。 

習作及測考中反映學生
所學的成就 

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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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作及測考中反映學生
所學的成就 

對學生而言，成效甚佳，有助完成長文。唯中一的短文寫作的題目
主要是回應單元課文，而非長文寫作，可考慮修訂短文題材。 

2.6 豐富寫作題型，優化寫作導學案，以鞏固及
紮穩學生的語文表達能力。 

習作及測考中反映學生
所學的成就 

寫作導學案的篇幅較長，各班可按自己需要自行編輯及列印，各班
亦可參照同儕習察閱的寫作回饋以作調整，唯來年高中將會更改寫
作題目。 

2.7 優化高中課程與教材，緊貼公開考試要求，

加強學生應試的技巧及能力。 

習作及測考中反映學生

所學的成就 

綜合及說話能力的教材將會按本年公開試的要求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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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中六拔尖班及口語班，以加強學生的應試
能力。 

測考中反映學生所學的
成就 

初中的頻次恰當，高中的課後補課表現一般，學生在課後十分疲憊，
所完成的試卷質素未見理想，尤其應避免考試前的一個星期補課，
如老師需要，可自行安排學生補課。建議課後補課盡量以綜合練習
為主，因難以在一般課堂上完成。 
中六拔尖班順利進行；口語班則有個別的學生缺席，須作跟進。 

2.9 優化 KAHOOT題目庫，加入不同主題，通過電
子學習，鞏固語文基礎知識，加強學習效能。 

1) 習作中反映學生所
學的成 

2) 學生的課堂表現 

KAHOOT 加入「挑戰」功能，大致亦順利進行；來年需要借用電子工
具，增加課堂互動及交流。 

 

關注事項三：創建繽紛未來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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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的閱讀興趣及能力
得以提升 

個別班級遲交分紙，建議來年級聯絡人收集所有分紙，交予閱讀
學習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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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正心修身，關顧社群，共建積極人生 
 

關注事項四：正心修身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4.1 善用校園環境，於每班壁報板設立「中文園
地」，展示中文科的學習素材及學生作品，
藉此推動同儕間互相欣賞及學習的氛圍。 

於每班壁報板的「中文
園地」，展示學生的作
品 

順利進行。 

4.2 善用校園環境，佈置走廊及課室，增設與課
文有關之名人名言，推動學習氣氛。 

於各樓層展示名人名言 中文科將負責三及四樓的佈置，已張貼十二篇範文的重要句子，為
免學生作弊，所有紙張已於考試前撤下來。 

4.3 配合「全方位學習日」活動，舉辦徵文比賽，
讓同學展現才能。 

舉辦中二、中四級徵文
比賽 

中四的題目頗難處理，來年可更改題目，唯亦須提供前期輸入，教
授基本技巧及美文欣賞，令學生完成文章。 

4.4 培訓典禮司儀，增加人生閱歷，提升自信心 學生具自信地公開演說 本年順利進行，唯人選較少，建議教授中一級的同事可多留意學生
表現，以作訓練。 

 

關注事項五：關顧社群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2.1 配合德育主題，舉辦徵文比賽，傳遞正向及

利他價值。 

舉辦徵文比賽 配合「生命的色彩」的主題，中一、中三及中五級都順利完成。 

2.2從文化專題探討中，灌輸傳統文化道德觀念，
配合德育主題，推動「生命教育」，學會感恩。 

學生的課堂表現 順利進行。 

 

關注事項六：傳遞正向價值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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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回饋 

學生參與不同類型的比賽，於集誦、獨誦及演說中均取得獎項，表
現理想。 

 

負責老師姓名：郭麗安、黃敬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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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至 2019 年度 
普通話科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熱愛學習，追求卓越，創建繽紛未來 

 
關注事項一：多元教學模式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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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順利完成。活動能加強同學的說話能力，也令課堂氣

氛更活躍。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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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學習動機及效能，讓同
學「熱愛學習」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上課表現 
 

同學反應良好，投入課堂，但部分歌曲較舊，宜改為較近
期的流行曲。 

 
關注事項二：提升應試能力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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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粵普對譯詞語及句子太多，宜挑選重點字詞讓學生學
習。 

2.2推展電子學習，善用網上資源及多媒體教
學，優化 KAHOOT練習，加強學習效能。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上課表現 

同學投入參與 kahoot練習，可增加拼音練習。 

 
關注事項三：展現學習熱情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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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觀賞台上同學的
朗讀技巧，明天可繼續進行。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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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闊識見，延
伸學習興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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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大使表現優秀。接待台灣團時，嘉賓稱讚同學語言能
力強及積極主動。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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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正心修身，關顧社群，共建積極人生 

 
關注事項一：正心修身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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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績及參與人數 

中三同學於普通話集誦獲得亞軍。 
5A蔡雨茵、4A施麗堅及 1D馮寶盈於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
講比賽成功入圍，獲優異星獎。 
 

 
關注事項二：關顧社群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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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自
己於生命及社群中的使命。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表現及回應 

活動順利完成，同學表現良好，來年將更新粵普句子。 
 
 

 
關注事項三：共建積極人生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3.3優化價值教育，提升同學的身心健康及抗逆力。
配合德育主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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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利完成。課堂讓同學思考日常生活中如何展現品德修
養，同學建立良好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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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Department 

Annual Report (2018-2019) 

 

School Major Concern 1: To learn passionately, pursue excellence, and create a bright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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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To learn passionately 

1.1 E-learning and SDL packages will 
be developed to enhance 
classroom interaction,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Number of e-learning and 

SDL packages developed 
 
Stakeholders’ responses 

More than 10 e-learning and SDL packages 
had been developed.  
 
Teachers and students expressed that using 
tablets in the lessons could enhance 
classroom interaction,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Some e-learning apps were used more 
frequently than others due to teachers’ 
familiarity with those apps. 
 
Some teachers reflected that the SDL 
exercises in senior forms were effective but 
too lengthy. 
 

Since some teachers were not very 
familiar with certain e-learning 
apps, teachers would be provided 
with more training on e-learning 
apps in panel meetings. 
 
The ‘Unseen Dictation’ and ‘Your 
View’ in SDL exercises would be 
replaced by ‘Active Vocabulary’ and 
‘Passive Vocabulary’ so as to help 
students focus on vocabulary 
building and adjust the homework 
load. 
 

1.2 Students will read newspapers and 

answer SDL worksheets in the 

Reading Period on Tuesday 

mornings to foster their reading 

culture and broaden their 

knowledge. 

Observation  

 

Stakeholders’ responses 

Teachers expressed that students were 
serious in doing the SDL worksheets during 
the Reading Period. 
 
Most students made a good effort in 
completing all the three stages of the 
worksheets. 
 
Students were required to write a lot and 
teachers had a heavy marking load. 
 
 

Despite the heavy marking load, 
teachers preferred to keep the 
existing length and types of 
questions in view of the great 
learning effectiveness.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write 
more, the open-ended questions 
would be made more inter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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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To pursue excellence 

2.1 Teachers will develop tailor-made 
teaching packages and refine 
learning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Number of teaching 

packages developed 

 
Stakeholders’ responses  

More than 15 teaching packages had been 
developed.  
 
Teachers and students reflected that tailor-
made learning packages involving step-by-
step mini tasks, visual stimulus and pair 
work were the most effective. 
 

The teaching packages would be 
refined and shared among teachers 
teaching the same form. 

2.2 E-learning materials will be more 

frequently used in the lessons to 

enhance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Frequency of the use of   

e-learning devices 

 

Stakeholders’ responses 

Each teacher used e-learning devices around 
10 times per year. 
 
Teachers and students expressed that the use 
of e-learning materials could enhance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Some teachers reflected that students had to 
share tablets with classmates at times and 
some students were not familiar with typing 
on the tablets.  
 

Senior form students would be 
encouraged to use their own tablets 
or mobile phones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eachers. 

2.3 Saturday tutorials will be 

organized to help students 

improve exam-tackling skills. 

Number of students 

attending the Saturday 

tutorials 

 

Students’ exam marks 

 

Stakeholders’ responses 

More than 20 students attended the Saturday 
tutorials.  
 
There was a slight increase in their exam 
marks. 
 
Students expressed that the tutorials could 
help them improve exam-tackling skills. 
 
The tutor designed useful notes for students 
and explained them in an organized manner. 
 
 
 

In view of the great effectiveness, 
Saturday tutorials would be 
launched in mid-September instead 
of late September in the coming 
year. 
 
Since some students might have 
taken the Saturday tutorial in the 
previous year, the tutor would need 
to design a new set of materials for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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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 Tasks Methods of Evaluation Evaluation of Effectiveness Proposed ideas for follow up work 

3. To create a bright future 

3.1 Students will be provided with 

diversified English activities to 

broaden their horizons. 
 

Number of students 

joining the English 

activities 

 

Stakeholders’ responses  

A greater number of students had joined 
various English activities including 
Community Library Programme, English 
Cooking Class, Basketball Game, Christmas 
Fair, English Café and English excursions. 
 
Teachers and students responded that the 
diversified English activities could help 
broaden their horizons. 
 

Since students were interested in 
singing, songs and lyrics writing 
w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English 
activities to raise their awareness of 
language arts. 

3.2 More topics about STEM will be 

included in the curriculum to 

promote STEM education.   

 

Number of topics about 

STEM education 

included in the 

curriculum 

 

Stakeholders’ responses 

Topics about STEM and robots had been 
included in the booklets. 
 
Teachers and students expressed that the 
topics about STEM were interesting and 
could help them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STEM in the world.  
 

English activities or projects on 
technology could be implemented in 
junior forms, from more factual in 
S.1 (e.g. gadgets we like) to problem 
solving in S.3 (e.g. how to reduce 
stress with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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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Major Concern 2: To develop good moral values, care for the community and build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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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To develop good moral values 

1.1 Students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organizing various English activities so 

that they can develop 4E leadership 

qualities (Energy, Energize, Edge, and 

Execute). 

 

Number of activities 
organized 
 
Stakeholders’ responses  

Students brainstormed ideas and helped 
teachers organize morning assemblies 
and English activities. 
 
Teachers reflected that students could 
have played an even more active role in 
organizing morning assemblies and 
English activities. 

More opportunities would be 
provided for students to showcase 
their talents in morning assemblies 
and English activities. 

2. To care for the community 

2.1  Students will learn to build a caring 

culture through sharing in morning 

assemblies. 

Frequency and quality of 
sharing sessions about 
promoting a caring culture  
 
Number of writing 
competitions about 
promoting a caring culture 
organized 
 
Stakeholders’ responses 

A caring culture was promoted in 
morning assemblies and in writing 
assignments, but not very explicitly. 
 
The message of being caring would 
need to be conveyed in a more explicit 
way. 

It was suggested that caring culture 
be promoted in morning assemblies 
more explicitly, in the form of 
singing, sharing or drama. 

3. To build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life 

3.1  More students will join English 

activities and competitions to broaden 

their horizons. 

Number of students taking 
part in English activities 
and competitions 
 
Stakeholders’ responses 

More students were provided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various 
English activities and competitions like 
joint-school activities, excursions, the 
Speech Festival and Speaking Contest. 
 
Teachers expressed that students could 
broaden their horizons through joining 
different activities and competitions. 

A greater variety of English 
activities and competitions would be 
organized for students in the coming 
year. 

Prepared by: Mr. Henry Wong, Miss Janice Ho and Miss Karen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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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至 2019 年度 
數學科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熱愛學習，追求卓越，創建繽紛未來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熱愛學習 

(a) 穩固「自主學習」文化，利用預

習建構基礎學科知識，成為課堂

小組討論、匯報前設知識，增加

生生互動及師生互動，提升學習

動機及效能。 

 

 

測考成績統計、科務檢討會議、觀課表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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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高中班別亦設計有不同的導學案。 

2. 追求卓越 

(a) 建立科本學與教策略，優化校本

「六年一貫」課程，引入「熱愛

學習」元素，提升學習趣味。通

過有效課堂教學技巧及自主學

習工作紙的運用，建立同儕備課

模式，提升學與教效能，共同追

求卓越。 

 

 

科務檢討會議、校內測考及公開試成績統計 

 

(a) 初中級課堂多加入電子教學軟件如 kahoot、quizizz、

Geogebra 等，增加學習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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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Google Classroom，作為自主

學習使用。效果也算理想。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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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更新電子媒體，發揮創意思
維，提升學習與趣及效能。 

 

科主任報告、校內測考及公開試成績、科務檢討會議 

 

 

(c) 推行課後初中及高中鞏固學

習課程，強化基礎知識，伸
延深層次學習，讓同學熟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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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電子工具的輔助溫習，和課後補課的安排，考慮本年

度的同學數學水平後，沒有開設鞏固班和增潤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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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創建繽紛未來 

(a) 善用九龍倉集團「學校起動計
劃」(Project WeCan)及社區
資源，推動聯課活動；豐富「數
理周」，發展跨科協作；推動
STEM 教育，培育科學、科技
和數學的終身學習者；積極參
與校外比賽，創建繽紛學習生
活。 

  

(a) 在初中三級均舉辦數學競賽。 

(b) 甄選並培訓初中和高中兩組學生，參加了兩項校外的

數學競賽，以增廣見識；獲得多個優異獎、三等獎和
二等獎。 

(c) 數理周將電子工具加入攤位遊戲中，並繼續推行
中一級 RUMMIKUB 比賽。 

(d) 在試後活動，與理科、設技科合作，舉辦中三級
STEM 比賽。 

 

負責老師姓名： 黃智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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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至 2019 年度 
通識教育科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熱愛學習，追求卓越，創建繽紛未來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熱愛學習 

(a) 優化初中「自主學習」，延展至高中 

1.1  優化課堂互動，提升學習動機

及效能，讓同學「熱愛學習」 

1) 級會及科務會議檢討 

2) 同學展示及活動表現 

優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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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自主學習時段完成導學
案，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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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連繫加強，藉參觀不同社會企業，更了解其營運情況，從活動中學習，
藉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另外，高中已優化能力指標設計，讓學生在高中三年，循序漸進地認識不同
的答題類型，提升學習的效能。 

1.2 
 

深化閱讀文化，擴濶知識領域 1) 級會及科務會議檢討 
2) 同學測考及上課表現 

初中學生已按校方科本閱讀計劃安排，完成相關課業。中一級學生在老師帶
領下，前往圖書館借閱有關通識科的課外書，再完成科本閱讀工作紙。而中
三級則閱讀有關「現代中國」的篇章，並完成閱讀報告。學生表現大致良好，
計劃亦能擴闊學生對本科的認識。 

 

本年度安排高中同學於星期一及星期四訂閱明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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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嘗試製作時事討論工作紙等，

以擴闊學生的知識領域。 

(b) 追求卓越 

1.3 優化學與教策略，延續「六年

一貫」課程，提升學習效能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同學回應 

本年度中一及中二級的自主學習時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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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初中已

教授基本數據題及漫畫題，並於測考中考核同學，成效良好。初中各級亦設

有能力指標，讓學生可以初步認識不同題型的答題技巧，以便函接到高中的

答題要求，藉以延續「六年一貫」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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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推展電子學習，加強創意教

育，提升學習興趣及學科表現 

科務會議檢討 初中級主要利用「Kahoot」及「Nearpod」等電子平台協助學生在試前重溫相

關通識概念。而高中級則利用「Google Classroom」電子平台去加強師生間

的互動，亦能更有效率去儲存科本的教材。除此之外，中五級學生更利用相

關電子平台去繳交獨立專題報告，以便老師作出即時的回饋，從而提升效率。 

 

本學年的「遊走中上環活動」，讓中一級同學善用平板電腦進行拍攝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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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加強課後學習支援，舉行高中

拔尖保底班，提升應試能力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同學日常課業表現 

已安排部份能力稍遜的中六級學生於第一學段的星期六早上回校補課，藉以

提升應試能力。而中六級學生將定期進行小測，小測以論述題為主，讓學生

針對學習難點，及早操練，以提升應試能力。 

(c) 創建繽紛未來 

1.6 豐富「全方位學習」，配合學

科知識，擴闊識見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同學在活動中的表現 

本年度善用九龍倉「學校起動計劃」(Project WeCan)的資助，讓同學能夠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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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級遊走中上環活動中，中四級同學用心帶領小組，而景點的任務亦已進

行優化，藉以提高各組員的投入程度。整理老師及學的生問卷調查數據後，

評價正面。 

 

社會認知活動中，已安排不同班別走訪各社區中的社企，藉著講解及實習，

讓學生了解到社會企業的營運及服務對象。經科務會議檢討後，科任老師及

帶隊老師的評價均為正面。 

1.7 鑽研學習，強化學生在本科的

活動參與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同學在交流期間的表現 

本年度中五級部分學生在科任老師帶領下，前往內蒙古進行內地交流，並於

新學年的九月份進行校內及對外匯報，藉此與校內學生分享在旅程中的所見

所聞。 

1.8 結合學科知識，迎向全球一體

化的挑戰 

級會及科務會議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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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聯校會議、觀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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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已加入電子學習元素，利用「二維碼」及「Kahoot」

等元素，深化電子學習，並結合學科知識及課程發展趨勢，以提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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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正心修身，關顧社群，共建積極人生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2.(a) 正心修身 
2.1  優化多元活動及培訓機會，發掘

才能，確立自我，栽培 4E領袖素
質 ： 活 力 (Energy) 、 鼓 舞
(Energize)、膽識(Edge)與執行
力(Execute) 
 

1) 科任老師的觀察 
2) 科務會議 

在遊走中上環全方位活動中，本年度邀請了 4A 班同學擔任小組導師及協助拍
攝工作進行，以帶領中一級同學完成考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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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科內各活動都由學生協助統籌，如小學常識問答比賽，由學生擔任
司儀、計分員，讓學生有機會籌備不同的活動，藉以提升領袖才能及執行力。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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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讓學生在遊走中上環、北京境外交流團後，製作相關海報及電子簡報，
分享參觀的所見所聞，展示學習成果，成效良好。相關學生及帶隊老師都對活
動有正面評價。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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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機會讓同學展現才能 

1) 科務會議檢討 
2) 科任老師的觀察 

本年度與德公組合作，於校內壁報展示「侍產假爭議」、「兩岸大事回顧」及
「六四事件三十周年」壁報，建議下年度可更換更多時事議題的報導。 

(b) 關顧社群 

2.4 透過「社會認知」課程，建立感

恩及關愛文化，傳遞正向價值 

1) 科任老師的觀察 

2) 同學回應 

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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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本年度邀請了宣明會及宣揚愛護動物訊息的機構到校，為學生進行講座，
以傳遞正向價值。同學反應良好，實屬寶貴的交流機會。 

(c) 共建積極人生 

2.5 從活動及比賽中擴闊視野 統籌老師的觀察 高中同學參與「香港電台通識網」及「美荷樓社區文化--徵文比賽」，能提高
對相關議題的認識。除此之外，老師已組織不同的校內講座，如「藍屋文化保
育」及「香港貧窮問題」等，從而擴闊學生的眼界。另外，透過外出參觀及境

外交流，能增加學生對社區及祖國的認識。  

2.6 提升抗逆力，確立積極人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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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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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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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寶珊、謝偉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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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至 2019 年度 
電腦科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熱愛學習，追求卓越，創建繽紛未來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提升同學編程及 STEM相關能力，將於中三級

加入 MICROBIT 課程，並聯同數學、科學及

設技科合辦全方位學習日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成績 

 

為提升同學編程及 STEM 相關能力，本年度下學期進行

了 MICROBIT課程，本課程除介紹基本 MICROBIT編程外，

同時亦聯同數學、科學及設技科合辦了智能車比賽。電

腦科主要負責教導學生編程技巧，令智能車能於指定場

地行駛一圈。活動於 7月 8日順利舉行，是次活動讓同

學了解到 STEM的意義，並對編程建立一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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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觀察 

3. 學生成績 

 

本年度本科老師已完成 2018 年度 DSE試題講解，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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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我們亦更新多套教學短片，讓同學進行課前自主學

習及課後溫習，截至現時 (17/7/2019)為止，本科

YOUTUBE CHANNEL瀏覽人次已多達 20000次，觀看影片

次數比上年度多出近 6000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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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如以往，每年度本科聯同 NYTV 同學製作「IT 達人」

節目，讓同學能認識資訊科技最新知識，並於 NYTV 時

段及網上公開播放。本年度播放節目主題主要圍繞操作

系統應用。鑑於於日常生活中，AI應用越見廣泛，來年

建議可多製作以 AI 為主題節目，讓同學更早了解有關

技能，從而提升同學對資訊科技的興趣。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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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正心修身，關顧社群，共建積極人生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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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缺乏數據中心開放參觀，本年度未能安排有關活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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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創新科技設計大賽 

2.趣味科學比賽-拾級而下(與科學科合辦) 

3.Solve for Tomorrow 2018 (與設技科合辦) 

 

本年度共參加 3 次校外比賽，比賽除了能讓同學提供一個展

現才能機會，同時亦認識更外有關資訊科技應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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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主要以校園電視台作平台，讓同學講解不同範疇資訊

科技的知識，並透過網絡短片及示範，讓同學更明白當中原

理，來年我們將會繼續以校園電視台平台，分享更多資訊科

技知識。 

 

負責老師姓名： 葉志康、蔡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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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至 2019 年度 
科學科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熱愛學習，追求卓越，創建繽紛未來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施行教育局新公佈的

初中科學課程，2018-19

年度由中一級開始。在課

程中加入校本元素，例如

自主學習、導學案、反轉

課堂、電子學習及增加

STEM 實驗數目和舉行全

級的 STEM 比賽。另外定

期檢視及更新教學策略和

校本教材。 

1. 從學生課堂表現、

課業作評估 

 

2. 科務會議中檢討 

中一任教老師已多使用教科書上的電子學習工具，例如：VR, AR, Kahoot 等，務求令學

生 

增加學習興趣，並更能深入地了解知識，增加課堂的學習效能。此外，中一級今年會有 

兩個 STEM全級性的比賽，第一是風帆車大賽(於 2月 21日舉行)；第二是飲管抗震塔大賽 

(7月初舉行)。每組學生要動手去製作自己的比賽作品，並和全級同學比賽，把學到的知

識 

應用出來。從中互相觀摩，增加自己的學習興趣和體驗。 

 

(2) 在中三全級推行跨學

科的 STEM 比賽。參與學

科包括科學科、電腦科、

設技科、物理科和數學

科。 

1.從學生活動表現和

作品質素作評估 

 

2.老師作教學和活動

評估及反思 

各科在課程上加入 Micro:Bit 電子車的各項知識並於一月的全方位學習日進行全級性的

STEM比賽。各科老師必須互相合作，例如：科學科教授基礎電路知識；電腦科教授編寫程

式；設技科教授比賽車輛車身的設計；物理科教授怎樣接駁所有電路；數學科教授速度的

計算。在跨科合作的情況下，學生可以學到不同的知識加以整合，並應用在比賽上，互相

切磋。這真是一次難得的機會！活動於 7月 8日早上在禮堂舉行。 中三的學生們努力地去

設計及砌拼程式車的外殼。目的是要在行車時捕獲最多的波子。接著他們一次一次地去測

試自己的作品。然後不斷改良車輛的行駛程式去得到最遠的行車距離。在這熱鬧及投入的

氣氛中，學生們學到很多跨科的 STEM知識，並把這些知識實踐於比賽中，真是難能可貴。 

 

(3) 預備來年中二級的新

科學課程的施行 

1. 檢視已更新的校本

作業冊及工作紙 
 

2. 科務會議中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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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中二級的教學

策略及更新校本教材，為來年中二級新課程的學與教作準備。老師們在教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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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們已分階段更新校本作業冊

及工作紙。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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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正心修身，關顧社群，共建積極人生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成立 STEM 科研小

組，以此聯課活動去栽培

4E STEM 精英。4E 即是

活力(Energy)、鼓舞

(Energize)、膽識(Edge)

與執行力(Execute)  

 

1.從學生活動表現和

作品質素作評估 

 

2.老師作活動評估及

反思 

這個 STEM科研小組的成員包括初中一人一體藝的參與者及科學老師邀請初中科學成績優

異者加入。此小組全年在課後舉辦 20次工作坊。工作坊的內容都環繞生活的科學及科

技。學生要動手去製作模型 (例如：機械蜘蛛、太陽能蟋蟀、風力仿生獸等)，最後要完

成目標、比賽及展示。今年本校獲加德士贊助(五萬元)發展本校的 STEM活動，令我們有

資金去買一些較為昂貴的科技教材，例如機械人等。 

相關的學生們在 7月 6日於觀塘海濱公園向公眾展示我校 STEM 科技小組在課堂中的各個

STEM製成品。當天很多小學生前來我校的攤位去試玩不同的 DIY 科技模型。他們都大力讚

賞五育學生們的努力。來年都會繼續申請加德士 STEM基金，希望令 STEM的活動可持續發

展下去。 

(2) 利用課堂教學、聯課

活動、數理環保週等去提

升學生的科學素養 

1.從學生課堂及活動

表現作評估 

 

2. 科務會議中檢討 

今年數理環保周(18/2至 22/2)的主題是「STEM與生活科技」。數理環保周的學習活動包括

趣味科學、STEM玩具展、解剖老鼠和田雞、展示水耕法、人工智能車及程式編寫、虛擬實

境 VR體驗、攤位遊戲(數學、科學、物理、生物、電腦、環保遊戲等)、STEM科研工作

坊：機械魚製作、中一級 STEM 風帆車大賽、中二級 STEM及科學常識問答大賽、RUMMIKUB

數學競賽、虛擬實境眼鏡製作工作坊等，活動內容豐富、有創意、創新、貼近潮流科技及

十分有趣。 

 

負責老師姓名：馮漢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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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至 2019 年度 
物理科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熱愛學習，追求卓越，創建繽紛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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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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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中三同學和 3位插班同學選修物理
科，比上年增加 3位。 

(3) 參與其他學科的課堂觀課 觀課次數。  已完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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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在中四和中六全面展開電子教學 學生上課和功課

表示有所提升 

學生已習慣電子教學模式上課和交功課，功課的
質素比以往有所提升。 

 

全校關注事項(二)：正心修身，關顧社群，共建積極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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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年度趣味科學

比賽』，初中組獲得 2個一等獎，高中組獲得 1

個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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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在暑期內把『2018-19年度趣味科學比賽』的

花絮展示於物理室壁報板。 

 會把參加紙飛機班的同學作品擺放於物理室內的

展示櫃。 

3) 全力協助籌辦科學科的活動。 學生活動表現 舉辦了第一次中三級跨科 STEM活動『micro:bit

智能小車編程比賽』，同學表現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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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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至 2019 年度 
化學科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熱愛學習，追求卓越，創建繽紛未來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推行中四級化學電子學習， 

拍攝教學片段，提升學習效能 

1.從影片觀看數目的數量作 

評估 

2. 科務會議中檢討 

老師在全年已拍了大約 20個教學片段。學生開始習慣定期觀看，因為老師

會在課堂上提問片段中的內容。學生表示觀看教學片段對他們的學習和鞏

固知識方面有所提升，增加學習化學的自信。 

 

(2) 推行中五級化學 STEM教學及 

活動 

1.從學生課堂表現作評估 

2.老師作實驗活動評估及反思 

老師已在中五級課堂中引入兩個化學 STEM 活動，包括製作酒精測試器及

自製有機香料。活動已在 1月中及 2月進行，學生須在課前預習相關的化

學 STEM課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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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展示。學生們表示活動十分有趣、有用及生活化。

這能增加他們對學習化學的興趣。 

 

(3) 增強中六的應試技巧，增加操

練歷年試題及小小測的數目 

1.從學生課業表現作評估 

2.從學生的文憑試成績作評估 

中六學生已完成約二十年的歷屆試題。學生表示已掌握常見的題型及答題 

技巧。另外老師已對成績處於合格邊緣的學生加以照顧，同時亦對成績很 

好的尖子加以提升。本年度 2019DSE化學科本校合格率 100%，高於全港 

的合格率，證明老師對成績邊緣學生的訓練十分有用。考獲四級以上只有 

10%，來年老師會加倍努力對尖子的訓練。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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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正心修身，關顧社群，共建積極人生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訓練修讀化學的高中學生於學

校舉行的小學 STEM科學班中作為

小組導師去帶領小學生進行一系列

的精彩化學實驗 
 

1. 從高中學生於小學 STEM 

科學班中的表現作評估 

2.老師作活動評估及反思 

已訓練修讀化學的高中學生已於 12月 8日(六)舉行的小學 STEM科學班

中作為小組導師去帶領小學生進行一系列的精彩化學實驗，協助小學生

去掌握那些相關實驗的技巧。他們很有自信地帶領小學生安全地去做實

驗。此大賽共有 12所小學 34名小四至小六的學生參加。參與的小學生

表示活動十分有趣及新鮮，可啟發他們對科學學習的興趣。另外，2019

年 7月 16 日將會舉行「暑期小學 STEM科學班」。 

 

(2) 利用課堂教學、聯課活動、數

理環保週等去提升學生的化學素養 

1.從學生課堂及活動表現作 

評估 

2. 科務會議中檢討 

今年數理環保周(18/2至 22/2)的主題是「STEM 與生活科技」。數理環保 

周的學習活動包括趣味科學、STEM玩具展、解剖老鼠和田雞、展示 

水耕法、人工智能車及程式編寫、虛擬實境 VR 體驗、建築 DIY、攤位遊 

戲(數學、科學、物理、生物、電腦、環保遊戲等)、STEM科研工作坊： 

機械魚製作、中一級 STEM風帆車大賽、中二級 STEM及科學常識問答大 

賽、RUMMIKUB 數學競賽、虛擬實境眼鏡製作工作坊等，活動內容豐富、 

有創意、創新、貼近潮流科技及十分有趣。學生可正確地運用化學科技

協 

助學習及提升環保意識。 

 

負責老師姓名： 馮漢榮 



106 

2018 至 2019 年度 
生物科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熱愛學習，追求卓越，創建繽紛未來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在生物科課程中加入更多STEM元素，讓學生
透過動手製作生物科模型，親身投入設計活
動，啟發學生以創新的方法來解決生物科的
難題，推動同學熱愛，創建繽紛的生物科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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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同學應用這些概念來回答題目，提升答
題能力，追求卓越的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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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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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在課程中加入的STEM教學活動，倒如手機顯微鏡、現
代水耕種植、植物組織培養、建設生態平衡水族箱、向日葵
和蕃茄種植等等。在過程中學生透過親身參與，學習動手學
科學的樂趣，活動中含有不同學科的元素，如手機顯微鏡便
涕及物理和數學，讓學生綜合運用不同的範疇知識，配合現
今STEM的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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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加強同學理解生物學概念。在學
期末考試有關的題目中，學生表現有進步。 

 已拍攝了30多段影片，內容主要是以往公開試題目的題解，
已整理並放上內聯網。這個方式比以往在課堂講解的效果更
佳，因學生做試卷遇上不明白時，可以在網上查見影片的題
解，加強學習的效果。 

 有關資料已上載至新的GOOGLE CLASSROOM，現有大量的閱
讀材料、短片及動畫，供學生參考。資料以中四至中六級排
列，讓學生容易找到需要用的材料。學生對 GOOGLE 
CLASSROOM的回應十分好，表示可以輕易獲取相關的教材，
增加他們的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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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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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心修身，關顧社群，共建積極人生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參加全港及全球性STEM大型科研競賽，在
過程中引導學生參與科創研究，走進國
際，擴闊視野，積極豐富人生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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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區推動環
保，關顧社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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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以超能植物為題，參加智能都會創新能源比賽。超能植物
是研究能夠吸收重金屬的植物，了解他們的生長特性，吸收重金
屬的原理，再進一步設計清理受重金屬污染的方案。這研究包含
了環保、能源、經濟和創新的元素，在2019年4月份進行初賽，
可惜未能進入決賽。 

 2019/1/11到長洲郊野學習中心進行考察，學生嘗試進行抽取士
多啤莉的DNA，繼而以凝膠電泳的技術來分析DNA，中心的生物科
技實驗儀器先進，實驗的效果十分理想。考察的另一部分是岩岸
生態考察，導師帶領學生到洪聖爺灣學習岩岸的生態條件，了解
岩岸生物的適應特徵，令學生真實了解生態系統的結構。 

 2019/3/14參觀屯門新生有機農場，在農場可以學習到不同農作
物的栽種方法，也可以學到有機肥料的製造過程，最後同學以環
保物料製作花盆，用以種植青椒幼苗。 

 中四級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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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有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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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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至 2019 年度 
中國歷史科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熱愛學習，追求卓越，創建繽紛未來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熱愛學習 
(a) 優化課堂互動，提升學習動機及效能，讓

同學「熱愛學習」 

(i) 提升初中同學在預習、完成導學案、摘錄
筆記、溫習技巧及匯報等各方面的能力 

(ii) 高中同學透過蒐集不同史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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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識 

 
 

本學年中二級已完成六次導學案，配合電子學習，以「QRcod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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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文化面貌、安史之亂及宋代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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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
分享教學心得。各位老師在教學、教材設計方面的分享，也可用來協
助優化來年的校本作業。 
 
高中方面，中四級課堂每個學段均安排學生進行小組匯報，課題為封

建郡縣制之比較、隋朝開皇之治及東晉門閥政治﹔而中五級則安排學
生以辯論比賽的形式對相關的課題進行深入的研習。透過預習、匯報
及辯論等形式，有助學生更深入了解相關議題及答題技巧，學生反應
良好。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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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b) 深化閱讀文化，擴濶知識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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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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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鞏固課堂所學的知識。而中三級則利用電子平台「Kahoot」，於統測及
考試前，既能協助學生有系統地重溫史事，亦有助加強課堂間與同學
的互動性，學生反應良好，而學生的下統成績亦見進步。 
 
高中方面，本學年也嘗試在中四級加入課外文章，要求學生閱讀後完
成相關的評論及題目，擴闊學生的史實基礎。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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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卓越 

(a) 優化學與教策略，延續「六年一貫」課
程，提升學習效能 
建立科本學與教策略，優化校本「六年

一貫」課程，確立正確學習目標 

 
 
課業檢視及科務會議分享 

 

 
 
本學年已更新中二級校本作業，優化資料題的問題，並加入作答小

提示，讓學生能更深入掌握資料題及問答題的作答要求。整體而
言，成效不錯，計分制度能更有效地反映同學的表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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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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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更好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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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b) 加強課後學習支援，提升應試能力 

延展多年經驗，善用假期及校本補課時
段，按學生能力進行補課，安排中六學生
及早完成模擬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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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按學生的能力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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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級學生早於十二月初參加聯校模擬試，
學生亦願意在星期六下午及假期中回校操練試題。因此，本屆學生於
文憑試的表現不俗，100%考生合格，合格率略高於全港考生。 

 

3. 創建繽紛未來 

(a) 豐富「全方位學習」，配合學科知識，
擴闊識見 
鼓勵同學參與校外考察活動及徵文比
賽，增加學生對中國歷史的認識及興趣 

 
 
科務會議分享 

 
 
中二級及中三級於第一學段完成讀書報告，閱讀材料為古代人物歷
史。學生在閱讀報告的表現良好，大多能用心完成文字及書籤設計部
分。 

(b) 鑽研學習，強化學生在本科的活動參與 

(i) 推動校內、校外考察及聯課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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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對學科研究
的興趣 

 

科務會議分享 

 

本學年曾安排高中學生到文化博物館參觀「數碼敦煌」的展覽，增進
學生對本地及中國歷史的認識。 
 
除此之外，中四級學生也在試後活動期間到跑馬地墳場進行考察，
增加學生對鴉片戰爭之後香港歷史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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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正心修身，關顧社群，共建積極人生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正心修身 
優化多元活動及培訓機會，發掘才能，確立
自我，栽培 4E領袖素質：活力(Energy)、
鼓舞(Energize)、膽識(Edge)與執行力
(Execute) 
參與校內外的比賽，透過與他校師生的交流，
增加人生閱歷，發掘才能，栽培 4E領袖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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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許。 

 
高中方面，定期選取優異習作及小測，印製予其他高中級別的同學欣
賞學習，並給予小禮物作鼓勵。 

2. 關顧社群  

建立感恩及關愛文化，傳遞正向價值 
優化價值教育，提升同學的品德素養，提供機
會讓同學表達對他人的關愛，傳遞正向價值 

 
學生自信得以提升，並展
現其潛能 

 
本學年邀請學生在觀看「六四事件」紀錄片及話劇後，撰寫小卡片，
讓學生表達自己的感受和反思，增加學生對當代中國的認識。 

3. 共建積極人生 
從活動及比賽中擴闊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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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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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三十周年」等
展板，增加學生對現代中國的認識。 
 
試後活動期間，與歷史科及德育育組合辦「張家界學習之旅」， 

讓學生透過親身遊歷中國的名山大川，既可以擴闊學生的眼界，也可
以增加學生對國家的認識和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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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冬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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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至 2019 年度 
歷史科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熱愛學習，追求卓越，創建繽紛未來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熱愛學習 

1.1 推行「自主學習」，中一級安排每學段最少
兩次自主學習時段，其他級則按單元需要在

課堂內進行學習。此外，加強導學案的運用，
增加同學在課堂內的參與、理解及鞏固科本
知識，並提升同學的摘錄筆記、預習、及匯
報能力，全面提升學習效能。6 月的課堂研
究分享亦會緊扣初中課題，科任老師攜手發
展「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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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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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

匯報課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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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在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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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四及中五級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及中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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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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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級同學在試後前往沙田文化
博物館參觀「大英博物館藏品展」，加深對世界歷史發展的認識。中四
級 9 月到哈爾濱進行境外學習及交流，並與德公組合辦在 7 月帶領中
五級同學參加張家界境外交流團。此外，中四級同學在去年 10 月由老
師帶領前往民航處教育徑參觀，於本年 3 月參與由香港中文大學舉辦
的「博覽香港文化導賞活動」，並前往油麻地考察。中五級同學在 7 月
參加中學文憑試歷史論壇及將於 11 月參與聯校模擬試。中六級在去年
11 月及 12 月分別參加中學文憑試歷史論壇及聯校模擬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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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加強與其他學科的跨科協作，如與通識科、
中史科及德育及公民教育組進行本地及境
外交流學習，提升學習興趣及動機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與德公組及中史科合辦在 7 月帶領中四及中五級 24 位同學參加張家界
境外交流團，更於試後，與活動組合作，帶領中二級同學在前往沙田文
化博物館參觀「大英博物館藏品展」，加深對世界歷史發展的認識。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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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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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科本閱讀計
劃繼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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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級分別在上學期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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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追求卓越 

2.1 檢視六年一貫課程：中一級教授遠古歷史；
中三級集中教授 20 世紀國際衝突，並銜接
中四。今年亦會繼續優化初中的筆記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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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暑假會主要修訂中一級的筆記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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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電子學習模式，配合自主學習，如利用
平板電腦教學，在同儕間互相觀摩及學習，
讓同學展示電子學習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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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至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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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 Form 及 Google Classro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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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在筆記冊中的每一課均加入 QR 

Code，加強同學預習的效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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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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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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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2.4 建立教學資源庫，共享教學資源，把所有教

材、筆記、測考卷、卡通漫畫等等放置於內
聯網，並於 8 月底完成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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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建立科本學與教常規，並在初中引入高中的
評核模式，培養學生適應高中的解題與答題
技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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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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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及
中五級則每兩星期小測一次，為公開試做好
準備。中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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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
及中六方面亦增加「安樂測」的次數，鞏固
學生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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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中學文憑試成績理想。雖然考獲
第 2 級或以上成績，較去年下跌，只有 85.7%，但考獲第 4 級或以上成
績，卻達 57.1%，較去年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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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建繽紛未來 

3.1 善用電子平台教學，建立創意文化，有助全
校推展 STEM 教育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配合學校的電子教學發展，中一至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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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 Form 及 Google Classr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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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
在筆記冊中的每一課均加入 QR Code，加強同學預習的效能。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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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學科跨科協作，為學生籌辦
更多有興趣及有意義的活動，讓學生更喜愛
學習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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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級同學在試後前往沙田文化博物館參觀「大英博物館藏
品展」，加深對世界歷史發展的認識。中四級 9 月到哈爾濱進行境外學
習及交流，並與德公組合辦在 7 月帶領中五級同學參加張家界境外交
流團。此外，中四級同學在去年 10 月由老師帶領前往民航處教育徑參
觀，於本年 3 月參與由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博覽香港文化導賞活動」，
並前往油麻地考察。中五級同學在 7 月參加中學文憑試歷史論壇及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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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於 11 月參與聯校模擬試。中六級在去年 11 月及 12 月分別參加中學文

憑試歷史論壇及聯校模擬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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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推動學生積極參與校外比賽，擴闊學生視
野，並提升同學的科研興趣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初中有二十位同學參加教育局主辦的「初中歷史科電子閱讀獎勵計
劃」，當中超過 10 位同學獲得嘉許狀。中五及中六同學亦參與聯校學科
論壇、工作坊及模擬畢業試，來年仍會繼續鼓勵同學參與校外比賽，拓
濶視野。 

 

 

全校關注事項(二)：正心修身，關顧社群，共建積極人生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所需資源 

1. 正心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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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正面價值觀，並確
立正確人生方向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7 月與中史科及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帶領中四及中五級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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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年亦計劃前往
雲南麗江大理考察。試後活動中，與活動組合辦中二級同學在試後前往

沙田文化博物館參觀「大英博物館藏品展」，加深對世界歷史發展的認
識。 

1.2 鼓勵科任老師帶領同學走出香港，認識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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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學科聯席會
議上討論 

去年 9 月，科任老師帶領同學前往哈爾濱考察，認識當地文化。本年 7

月，再與中史科及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帶領中四及中五級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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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年亦計劃前
往雲南麗江大理考察。 

 

 

 

2. 關顧社群 

2.1 帶領學生參與校外講座及考察，認識社區內
不同階層，關顧基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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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中
四級同學在去年 10 月由老師帶領前往民航處教育徑參觀，於本年 3 月
參與由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博覽香港文化導賞活動」，並前往油麻地
考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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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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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所需資源 

3. 共建積極人生 

3.1 檢視本科的德育及公民教育元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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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解難
能力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在上課期間，老師會因應課題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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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鼓勵學生參與校外活動及比賽，擴濶視野，
豐富人生閱歷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科任老師鼓勵同學參與校外比賽。初中有二十位同學參加教育局主辦
的「初中歷史科電子閱讀獎勵計劃」，當中超過 10 位同學獲得嘉許狀。

中五及中六同學亦參與聯校學科論壇、工作坊及模擬畢業試，來年仍會
繼續鼓勵同學參與校外比賽，拓濶視野。 

 

負責老師姓名： 陳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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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至 2019 年度 
 地理科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熱愛學習，追求卓越，創建繽紛未來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熱愛學習   

(a) 優化課堂互動，善用「自主學習」建構基礎學科知

識，初中優化導學案；高中則就指定課題進行預習

成果匯報和小組討論，以增加生生互動及師生互動，

提升學習動機及效能，讓同學「熱愛學習」 

1.科務會議檢討 

2.同學在課堂的表現 

3.同學家課及測考 

表現 

大部份中二同學能在自主學習時段完成導學案，增進同學

基礎學科知識；而高中同學就指定課題進行的預習成果小

組匯報，增加課堂互動及提升學習動機。 

(b) 深化閱讀文化，擴濶知識領域，除了初中進行科本

閱讀計劃外，高中加強科本閱讀，要求同學完成地

理科文章閱讀報告，深化學科知識 

1.科務會議檢討 

2.同學閱讀報告表現 

3.同學回應  

初中科本閱讀計劃，同學表現理想。來年可加強展示同學的

閱讀成果，以作鼓勵。然而，今年的高中科本閱讀，同學的

表現參差，在深化學科知識方面，效果仍有改進空間。 

2. 追求卓越   

(a) 優化學與教策略，檢視科本「六年一貫」課程，連

結初、高中課程。建立科本學與教策略和同學預習

常規，修訂相關工作紙，鞏固同學基礎，進而提升

學與教效能 

1.科務會議檢討 

2.同學工作紙及測考表

現 

3.同學回應  

初中的課程調適，已大致配合高中地理課程，並在測考加入

公開試的內容和要求。而同學亦開始養成預習及小組討論

常規，但仍要加強照顧後進同學的學習需要。高中同學的預

習工作，則有助同學參與課堂和鞏固同學基礎。 

(b) 推展電子學習，善用 Kahoot等學習程式，配合「自

主學習」教學，鼓勵同學應用互聯網資訊補充敎學

內容。高中建立即時通訊群組，增加師生互動及生

生互動，提升學習興趣 

1.科務會議檢討 

2.同學在課堂的表現 

3.同學在家課及群組的

表現 

初中以電子學習程式(Kahoot、Nearpod 和 Google earth)，

進行「自主學習」教學，同學反應理想。而高中建立即時通

訊群組，提點同學預習進度和跟進提問，增加師生互動，效

果理想。 

 

(c) 加強課後學習支援，提升應試能力，高中定期進行

課後補課及應試練習，每星期至少一次小測，加上

課堂預習課業，強化同學基礎，開設周六公開試增

潤班，並在 12 月完成授課後，加強操練公開試題

目，讓同學鞏固學習基礎和答題技巧，提升公開試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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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同學基礎知識，公

開試成績已有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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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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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3. 創建繽紛未來   

(a) 豐富「全方位學習」，配合學科知識，安排考察活動

和參加校外比賽。加強跨科組協作，與社區聯絡組、

通識科和旅款科合作，舉辦中二及中四級境外學習

團，讓同學跨境學習，認識不同地域文化社群，並

擴闊識見，延伸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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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在聯課活動中表現積極，尤以長洲考察和中四北京學

習團的反應最為熱烈。然而，中二肇慶學習團仍要加強同學

對當地城市土地利用的認識，而中四參觀北京現代化工業

生產廠房，可讓同學親身體驗工業生產過程，擴闊識見，引

證所學。  

(b) 鑽研學習，在初中增設學科常識問答比賽，鼓勵同

學參與聯課活動和校外比賽，創建繽紛學習生活 

1.科務會議檢討 

2.同學回應 

 

今年未能為初中同學報名參加合適的校外比賽，來年會加

強相關工作。而學科常識問答比賽則以班本形式進行，同學

表現被動，效果有待改善。 

(c) 結合學科知識，在敎授全球化和可持續發展等議題

時，讓同學認識全球一體化的挑戰；剪報亦以全球

化議題為主要題材 

1.科務會議檢討 

2.同學測考表現 

3.同學回應 

今年安排高中同學閱讀可持續發展議題的文章及剪報，加

強了同學對全球一體化的認識。 

 

全校關注事項(二)：正心修身，關顧社群，共建積極人生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正心修身   

與社區聯絡組合作舉辧境外交流團，拓寬同學視

野，並由同學協助籌備和擔當組長，栽培 4E領袖素

質：活力(Energy)、鼓舞(Energize)、膽識(Edge)

與執行力(Execut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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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科務會議檢討 

2.同學在參與境外交流

團和聯課活動時的表

現 

3.同學回應 

今年與社區聯絡組、旅款科和通識科合作，籌辦中二及中四

境外交流團，並由同學擔當組長，豐富了他們學習經歷和提

升他們們自信心，效果理想。然而參與統籌的同學不多，要

加強來年的相關工作。 

2. 關顧社群   

在中二及中四的境外學習團，均培訓同學擔任組長，

課堂學習小組亦安排成績較佳同學帶領組員學習，讓

他們以推己及人精神，於校內外服務他人，有助建立

關愛文化，傳遞正向價值 

1.科務會議檢討 

2.同學在境外學習團和

課堂學習小組的表現 

3.同學回應 

同學在擔任境外學習團的小組組長工作時，熱心服務同

學，態度認真，能帶領同學工作，營造團隊精神。 

 

3. 共建積極人生   

鼓勵同學參與校外活動及比賽，透過與他校師生的交

流，豐富人生閱歷，擴闊視野 

1.科務會議檢討 

2.同學在活動及比賽的

表現 

同學參與境外學習團和擔任小組組長時，表現投入和自

信，亦能藉此豐富人生閱歷。然而，今年未能安排與他校

師生的交流，來年將加強相關工作。  

負責老師姓名： 馬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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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至 2019 年度 
旅遊及款待科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熱愛學習，追求卓越，創建繽紛未來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熱愛學習   

1.1 深化電子學習模式，老師利用電子學習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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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hoot、Google Do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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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製作電子簡報及圖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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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六同學能利用網上平台享筆記，老師亦利用電子平台向同學發

送各種筆記，有助同學溫習。同學在公開試之表現有提升。此外，

亦利用 Formative及 Kahoot等平台，讓同學溫習課文內容。 

同學能利用通訊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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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利用通訊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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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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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運用導學案，讓同學自

行蒐集資料、分析資料及匯報等，建立同學

自學習慣，重點強調課前預習、課堂摘錄筆

記及課後整理所學等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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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能於課前完成預習工作紙，並於課堂展示預習成果及作深入

討論。此外，同學亦須分析時事旅遊個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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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本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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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多元化學習經歷，

鼓勵同學參與，豐富體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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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生態旅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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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級參觀酒店(旺角 M1 Hotel)，了解酒店的運

作。這些境外學習團和戶外考察等，讓同學增強識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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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卓越   

2.1優化科本應試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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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預習工作紙及課後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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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務會議檢討 

2)文憑試成績 

中六已於十月完成公開試課程，並即時開始進行重點溫習。同學

在中學文憑試成績比上年有進步，文憑試合格率達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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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四起以公開試評核模式擬題，由同學互

相評核習作，培養同學掌握公開試答題技

巧，加強同學對資料回應題及論述題關鍵

詞的理解，勤加操練，提升成績 

1)科務會議檢討 

2)同學成績反映 

中四起習作及測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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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同學於中四初期已

熟習閱讀及回應題目，並培養良好作答技巧。 

2.3整合教學資源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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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務會議檢討 

2)同學成績成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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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內聯網及雲端硬碟，方便科任老師共享教學資源，並不更新修

訂，效果顯著。此外，本科恆常剪輯有關旅遊業的新聞報導，並

上載內聯網，作為輔助教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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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建繽紛未來   

3.1 推動同學參與聯課活動和校外比賽，讓同

學通過全方位學習，豐富閱歷，擴闊同學視

野，提升同學學習興趣及積極性，鑽研學科

知識。讓同學輪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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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袖質素 

1)科務會議檢討 

2)同學回應 

今年已鼓勵同學多參與聯課活動，例如參觀酒店及郊遊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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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同學利用校園電視台介紹境內外學習

的經歷和趣聞，鼓勵同學協助統籌境內外

學習團，提升同學對科本知識的興趣 

1)科務會議檢討 

2)同學回應 

同學於考察匯報表現認真，能於其他同學面前分享自己所見所

感。展望來年嘗試更多途徑為學習分享平台。 

3.3 安排剪報課業予以展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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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務會議檢討 

2)剪報及工作紙的表現 

透過恆常剪報習作，提升同學閱讀機會，並讓同學利用課堂所學，

回應時事旅遊議題，鞏固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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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正心修身，關顧社群，共建積極人生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正心修身   

1.1善用不同平台展示同學成就，例如由同學設計

參觀考察活動的宣傳海報，展現同學才能，造

就成功經歷，讓同學認識、發掘及確立自我，

營造展現才能、互相欣賞的正面環境及氛圍 

1)科務會議檢討 

2)同學表現 

透過學習平台，同學的優秀習作得以展示，亦有助其他同學掌較

佳寫作技巧。透過不同的考察活動，由同學親身到達現場，回應

課所學，提升同學自信。 

1.2讓同學組織不同考察活動，並組織升學及就業

相關的講座和工作坊，擴闊同學的識見，培養

領袖質素，確立人生目標及個人價值 

1)科務會議檢討 

2)同學表現 

同學踴躍參與籌備活動，提出有用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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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務會議檢討 

2)同學參與聯課活動時

的表現 

中五級聯同升學及就業輔導級舉辦酒店參觀，同學表現積極。中

四級部份旅款科同學在與地理聯辦的長洲考察活動向同學介紹

長洲旅遊資源。 

2. 關顧社群   

2.1深化本科各課題的德育及公民元素，鼓勵同學

在日常生活中應用本科的槪念和知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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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務會議檢討 

2)同學回應 

在中四級跨科考察前，向同學講解旅遊對目的地的影響，並向同

學講解作為負責任旅客要注意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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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祖國的文化，增加人生的閱歷 

1)科務會議檢討 

2)同學在籌辦聯課活動

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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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共建積極人生   

3.1優化科組及聯課活動，讓同學參與籌劃及進行

不同類型的活動，豐富學習經歷，提升自信。

同學能從不同的崗位中展示潛能，培育同學責

任感，豐富人生歷練，培育領袖素質 

1)科務會議檢討 

2)同學在籌辦聯課活動

的表現 

旅款科同學在中四學習團中向同組同學講解旅旅相關

知識，豐富學習經歷。  

3.2在協助籌辦各項活動的工作中，同學可體現校

訓「立己達人」的服務精神，並提供機會讓參

與師生分享及展示學習所得，傳遞正向價值 

1)科務會議檢討 

2)同學在籌辦活動的表

現 

部份同學於北京學習團及酒店考察活動擔任組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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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2018 至 2019 年度 
經商及經濟科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熱愛學習，追求卓越，創建繽紛未來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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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級課題中「支票」內容出現於

不同章節中，教學流程上造成少許混亂，建議整合兩章節的

內容於相同章節之中，提升學與教的成效。而另一課題「銀

行提供的理財服務」內容較多，建議拆細更多章節。 

為針對學生更有效鞏固所學，下學年的中三級校本筆記冊將

於每章節末頁增設課題內容重點摘要，並於「會計比率分

析」章節中增設自學練習，期望以上的優化策略有助加強整

理教材內容，並提升學生的整體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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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學生上課表現 

2. 學生課業及測考成績 

3. 科務會議檢討 

檢視學生的日常課業及測考表現後，普遍皆能以完整句子作

答，但仍有部分學生的表現未如理想。為加強學生養成書寫

完整句子的習慣，除繼續實行以「表述分」評分外，批改課

業及測考時，遇到未能以完整句子書寫答案的情況，須要求

學生重做及改正。 

學生在分析資料作詳盡說明的表現尚可，日後將繼續加強訓

練學生作答技巧及闡釋論點能力，為將來高中學習打好根

基。  

3. 持續優化英語運用教材、課業及測考題目設

計，強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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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但英語詞彙默

寫表現較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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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經濟科文憑試表現滿意，考獲 4 級或

以上成績比去年有所提升，反映一直以來採用自主學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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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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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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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透過製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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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而言，日常課堂的電子學習並配合自主學習的成效滿

意，初中的校本教材冊和導學案中均設有二維碼，便利同學

以手機掃描網址，觀看短片，強化自主學習的效能。 

本學年的課堂研究選取中一級的「企業的盈利與損失」作為

同儕備課的課題，透過實施課堂研究的教學策略後，課堂教

學比以往增設更多及更互動的電子學習元素，經過進一步反

思及優化後，來年將延展至其他課題，甚至延伸至中三級校

本課程中。然而中三級限於課堂時數非常緊張，只能抽取部

分適切的課題以電子學習模式教學。 

本學年中三級學生整體的積極性較往年弱，可培訓成為「經

商科學習大使」的人數不多，當中較積極的同學樂於參與經

商科相關活動，如「趁墟做老闆」展銷會，表現良好，有助

提升學習興趣。然而這些同學皆忙於參加各項服務崗位和課

外活動，未能撥冗製作經商科短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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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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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正心修身，關顧社群，共建積極人生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舉辦「理財教育」活動，鼓勵學生建立正

確及審慎理財的態度，提升生活技能。 

1. 觀察學生的表現 

2. 科務會議檢討 
本學年邀請香港會計師公會到校舉辦「窮小子富小子」中一級

個人理財講座，講座內容配合中一級校本課程，學生參加活動

時表現亦良好，建議日後有類近活動將繼續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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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初中及高中學生參加展銷會攤位活動

及比賽，學生除投入參與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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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培育學生的領導才能及提

升學習經濟及商科的興趣。學生連續多年在展銷會中皆獲獎無

數。承接過往經驗之優勢，學生在本學年比賽中有很好的表現，

勇奪 6個獎項，包括﹕最受歡迎短片冠軍、最高淨盈利冠軍、最

佳進步獎冠軍、最佳學習報告亞軍、最具團隊精神亞軍及我最喜

愛的產品季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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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協作，本學年安排中五修讀經濟科同學參加

三次參觀活動，分別為﹕匯豐銀行總行、沙田 IVE的銀行業體驗

活動及甜品店營運，學生反應積極，活動有助增潤學生的學科知

識及提升學習興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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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2018 至 2019 年度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熱愛學習，追求卓越，創建繽紛未來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持續優化校本教材，選取適切的公開試題目

以導學案形式輔助教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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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設更多支援學生及早為文憑試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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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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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繼續以過往公開試題目製作導學案，供學生課前預習及在

課堂裡進行小組解難及研習，效果良好。為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

及學習動機，科任教師收取學生課堂筆記簿，並於課後即時批改、

給予個別回饋指導及額外課堂平時分作為獎賞，成效不錯。 

建議來年優化教材及課業的答題指引以加強訓練學生的答題技

巧，並繼續收取學生課堂筆記簿以推動學生積極摘錄及整理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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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課堂上採用平板電腦及課後擷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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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初步整理校內課業及公開試題答題樣本資源庫，讓學生利

用電子平台方式，在課堂以外可擷取有用的學習資源。惟內容太

多，仍然有待優化及加強整理。 

本學年學生的整體學習能力和學習氣氛比以往出現下跌情況，為

日常教學帶來不少困難和挑戰，亦影響教學進度較以往緩慢，增

加推行以小組形式探討過往試題答題示例活動的難度，以致表現

仍有改進空間。 

下學年將結合電子學習元素，逐步強化學習效能。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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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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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中五級比中四級的表現較佳，能力較弱的學生因有能力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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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弱學生慣性依賴他人幫助，

其測考成績仍未如理想。 

來年仍須繼續加強小測及操練以鞏固學習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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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新增運用 GOOGLE CLASSROOM電子平台進行存放部分校本

電子教材、預習課業及小測，成效仍有改善空間。部分學生未習

慣使用電子方式提交各項課業及出現登入帳戶等技術問題，而科

任老師亦需要提升採用電子教學的能力，積極探索解決的方案。 

下學年將持續優化電子教材及課業，並向同學提供更多清晰指

引，強化電子學習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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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正心修身，關顧社群，共建積極人生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舉辦「理財教育」活動，鼓勵學生建立正確

的理財觀及審慎理財的態度，提升生活技

能。 

1. 觀察學生的表現 

2. 科務會議檢討 

本學年為中四及中五舉辦「匯豐青年理財師計劃」及「生涯財智

策劃家」個人理財遊戲工作坊，學生以小組桌上遊戲形式，學習

有關理財工具及應有的正面態度，有助增潤學習企財科課程。學

生在活動中表現理想，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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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不同類型的商業

機構及會計工作體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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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初中及高中學生參加展銷會攤位活動

及比賽，學生除投入參與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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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培育學生的領導才能及提

升學習經濟及商科的興趣。學生連續多年在展銷會中皆獲獎無

數。承接過往經驗之優勢，學生在本學年比賽中有很好的表現，

勇奪 6個獎項，包括﹕最受歡迎短片冠軍、最高淨盈利冠軍、最

佳進步獎冠軍、最佳學習報告亞軍、最具團隊精神亞軍及我最喜

愛的產品季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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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全方位活動日中安排中五企會財同

學出席該院校舉辦的商學院課程簡介講座及校園設施導賞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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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樂趣之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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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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至 2019 年度 
科技與生活科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熱愛學習，追求卓越，創建繽紛未來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檢討 

1.1 加 入 「 電 子 化 」 課 堂 互 動 活 動

Kahoot/Nearpod，提高學生參與課堂，『熱

愛學習』。 

全年 學生在課堂中的參與率

及表現 

將於來年於大班中嘗試，看看成效。 

1.2 增添本科相關不同書籍，以拓寬學生的眼

界及視野，讓學生能增長不同學科的知識。 

全年 學生借閱有關書籍的次

數 

今年嘗試增加一些縫紉書籍，而且將在 OLE中，加入

fashion design 課程，暫時反應一般，期望聖誕假

期前的 Catwalk Show，會增加學生對此方面的興趣。 

2.1 提高對學生的作品要求，培養學生做事認

真及追求卓越的態度。 

全年 學生課堂作品表現 大部份學生作品達到一定的水平。 

現將學生優異作品展示 

2.2 持續使用電子學習，提升學習興趣和技能。 全年 學生課堂表現 學生樂於學習，課堂投入。 

3.1 在 OLE 課堂中，與視藝科合作─『華麗舞

台』，讓學生展現時裝設計的天份。 

全年 學生 OLE課堂表現，最後

匯演成效 

暫時參與學生，表現投入。 

3.2 在課堂中加入科學的元素，讓學生明白科

生科及日常生活中是充滿科學元素在內。 

全年 學生課堂表現 在實習及理論課時加入有關元素，學生漸漸明白科學

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份。 

 

全校關注事項(二)：正心修身，關顧社群，共建積極人生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檢討 

1.1 學生以兩人為一小組模式上課，學生參與

度高，從中培養合作精神及責任感。 

全年 學生在課堂中的表現，能

否與同學合作及 90%學生

能帶齊所需用品上課  

現階段，差不多八成半至九成學生有帶齊所需用品上

課。 

2.1 課堂分組中，安排強弱學生同組，互補不

足，學懂互相幫助及建立『關愛』文化。 

全年 學生課堂表現 大多學生願意照顧能力稍遜的同學。 

3.1 參與校外烹飪比賽，讓學生能豐富人生閱

歷，擴闊視野。 

全年 學生比賽表現，並持續讓

參加比賽的人數增加。 

今年參加烹飪比賽的學生表現積極，令人欣賞。 

負責老師姓名： 文秀秀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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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至 2019 年度 
設計與應用科技科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熱愛學習，追求卓越，創建繽紛未來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熱愛學習 
(a) 優化初中及高中「自主學習」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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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初中學生會因應個別課題而安排導學案，

於放學自習時段完成，而高中學生會於每

一設計課題中加入導學案，並要求他們於

課堂上主導學習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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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對於設計的課題，學生主動蒐集相關的資

料後於課堂上與同學和老師進行分享和

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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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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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設計了導學案，讓學生於課堂前

完成，以中四級為例，學生於課前根據導學案自行繪製產

品設計圖，完成後便於課堂上向其他同學分享個人的設計

及想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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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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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表現成效仍有很多進步及改善的空間。 

 於個別設計課題中，學生須於家中進行資料搜集，並於課

堂中進行展示其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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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強同儕間的互動學習。 

(b) 推展電子學習 

(i) 透過不同的學習平台，如 ECLASS、

FACEBOOK及 PINTEREST等應用程式，學生

共用設計相關資料，善用網上資源，促進

學術交流，提升學習興趣，亦能分享科本

電子學習資源 

(ii) 配合「學校起動計劃」及其他資助，提升

3D 立體軟件設施，添置多部 3D 打印機，

加強創意教學，實踐同學的設計意念 

 

 學生可自行負責完

成一些軟件示範教

學步驟，讓他們能

自主學習，亦可讓

其他同學參考。 

 本年度學生已於個別設計課題中，完成一個軟件的使用示

範教學步驟，並於課堂之內向同學分享，一些能力較高的

學生，亦會於課堂之中協助其他同學完成課堂習作，充當

了小老師的角式。 

 學生較多運用 WHATSAPP，FACEBOOK，YOUTUBE及 PINTEREST

作分享平台，唯未能完善地利用其他的學習應用程式，期

望下年度能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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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豐富「全方位學習」 

(i) 加設課內外的「STEM」科技教育內容，配

合學科發展，提高學習趣味，擴闊學生識

見 

(ii) 多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大型活動的設計比

賽，以提供多樣化學習經歷，鞏固學科知

識，讓同學延伸課堂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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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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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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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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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追求卓越 

(a) 優化學與教策略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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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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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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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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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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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參與的專業培

訓數量 

 

 

 本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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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終設計技巧講求不斷的

練習，學生於自主學習過程中，雖能初步掌握設計的原理，

相對表現的成效仍有待練習及改善；中一級班別學生在能

力上均有明顯的差異，所以於任教時，老師有因應情況而

調適課程，故有些班別所完成的設計習作有所不同，同時，

老師經常鼓勵班內對習作特別有興趣及表現良好的同學

進行課後補課，使他們提高了習作的質素。中三級以兩班

分三組進行，為提升學生學習的興趣及對本科有更深入的

了解，老師分別在設計元素及材料探討的課程中優化了很

多不同的內容，為學生於高中選科做好最佳的準備，學生

3D立體軟件學習的反應良好，主動投入學習，期望他們於

選科時可作出最適合自己丟選擇，將來對本科有更好的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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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熱情亦很高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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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由於本科部分時段分上下學期進行，故於每次課程開展

前，科內老師均共同備課及檢視上次的教學策略，由於設

計的習作自由度較高，老師均能按不同的學習需要而改變

學生設計的題目，改善課堂質素之餘，學生的興趣亦不會

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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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固整體學習策略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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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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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加強學生應試能力，提升學習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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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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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加強高中課後支援 

(i) 高中制訂科本應試策略，及早準備，讓同

學更有自信地應付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ii) 於中五升中六，增設暑期課程，以加強本

科 SBA的設計習作 

(iii) 加強課後補課，鞏固所學，提升學生應試能力 

 高中學生加強設計

技巧及理論的訓

練，將會增加補課

的時數，以加強學

生應試能力，提升

學生的自信心 

 本年度修讀本科的高中學生，均按不同的時段進行補

課，每兩星期均有最少一次的補課，而中四、中五及中

六級的同學亦於年中的聖誕假期、復活節假期進行補

課，為 DSE作出最佳的預備。 

3. 創建繽紛未來 

(a) 豐富「全方位學習」，配合學科知識，擴闊識見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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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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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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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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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學生參加由香港青年協會主辦「廢物升級再造」創

意設計比賽，學生以設計及製作空氣淨化機為主題，充分

發揮 STEM的學習元素，活動中同學表現理想，獲得全場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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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冠軍的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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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鑽研學習，推展 STEM教育 

(i) 配合九龍倉集團「學校起動計劃」

(Project WeCan)所提供的資源，鼓勵學生

多參與不同的科技比賽及活動，延伸學習

興趣，以提升學習興趣，拓展不同的經驗，

充分發揮 STEM 的學習元素，讓同學懂得

探究學習、鑽研學習 

(ii) 鼓勵學生於「體藝周」中參與不同的角色，

如活動統籌、策劃及整體安排等，並把自

己所學推展於「體藝周」活動中，如「電

動車設計」及「足球機械人比賽」等，務

求強化同學在 STEM課程上的學習成效 

(iii) 多元化的教學設計以提升同學學習興趣

的策略，深化學習層面，增加對學科研究

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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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香港理工大學 MAKER FAIRE 設計活動，包括「電動車

設計」及「足球機械人比賽」，學生屢獲殊榮，以配合 STEM

課程發展之餘，亦讓同學在設計上有充分的發揮及自信。 

 參加由香港青年協會主辦「廢物升級再造」創意設計比賽，

學生以設計及製作空氣淨化機為主題，充分發揮 STEM 的

學習元素，活動中同學表現理想，獲得全場總冠軍的殊榮。 

(c) 結合學科知識，迎向全球一體化的挑戰 

(i) 運用創意及設計技巧，來表達他們自己的

想法和感受，引發他們從設計藝術層面來

關注社區 

(ii) 鼓勵學生多參與不同的科技比賽及活動，

延伸學習興趣，以提升學習興趣，拓展不

同的經驗，充分發揮 STEM的學習元素 

(iii) 把上述兩者加以發揮，學生便能結合學科

知識，提升競爭力，了解社會民生需要，

並能透過科技加以設計及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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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了「五育設計師團隊」的學生，於暑假將參與社區藝

術活動，主題圍繞本土廢物問題和升級再造的內容。 



133 

全校關注事項(二)：正心修身，關顧社群，共建積極人生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正心修身 

(a) 提升生活技能，建構品德修養 

(i) 推行「六年一貫」體藝培育課程，讓同學發掘及

培育才能，造就成功經歷 

(ii) 用校園環境展示師生成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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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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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推行「校本創意藝術設計推廣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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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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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行藝術經歷課程，由初中至高中，為學生提

供不同層面的藝術課程，讓同學發掘及培育才

能，造就成功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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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種學校設計相關的工作，有很多都交由學生負

責，如學生證、文件夾及典禮邀請卡等，讓同

學展現才能。 

(b) 優化多元活動及培訓機會，發掘才能，確立自我，栽培

4E 領袖素質：活力(Energy)、鼓舞(Energize)、膽識

(Edge)與執行力(Execut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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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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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 領袖素

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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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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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暑假將參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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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關顧社群 

(a) 建立感恩及關愛文化，傳遞正向價值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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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設立五育設計師團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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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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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暑假將參與社

區藝術活動，主題圍繞本土廢物問題和升級再

造的內容。 (b) 推己及人，服務社群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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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共建積極人生 

(a) 從活動及比賽中擴闊視野 

(i) 多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有關「社區」的設計比賽，

以提升學生品德價值，了解社區中的不同需要，

並提供機會讓同學表達對他人的關懐 

 高中學生將於整個學年

參與最少兩次相關的活

動。 

 全年設技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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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TRE 造大世

界」活動，學生以設計及製作電動車為主題，

另外參加了由香港青年協會主辦「廢物升級再

造」創意設計比賽，學生以設計及製作空氣淨

化機為主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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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的學生亦透過 PROJECT WECAN，參加了一

項大型展銷活動，以上年度的經驗，本年度學

生表現更積極，於產品的設計上取得最具創意

獎項，對於我們所付出的得到很大的鼓舞，期

望來年能爭取更佳的成績。 

(b) 提升抗逆力，確立積極人生目標 

(i) 透過「五育設計師團隊」，學生能為社會基層出一

分力，了解社區中的不同需要之餘，從而提升學

生自信及建立正面價值觀 

 

負責老師姓名： 梁迪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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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至 2019 年度 
視覺藝術科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熱愛學習，追求卓越，創建繽紛未來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穩固「自主學習」文化，利用預

習建構基礎學科知識，成為課堂

小組討論、匯報前設知識，增加

生生互動及師生互動，提升學習

動機及效能，讓同學容易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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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回應 

 本學年繼續穩固「自主學習」文化，利用自主學習課，於中一至

中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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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同學能以個人形式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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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初中暫時以個人匯報形式為主，未有太多小組討論。 

 至於高中，則有較多小組討論及匯報，同學於互動過程中提升加

學習氣氛。此外，在製作校本評核作品時，高中同學透過蒐集、

分析資料及匯報等過程，深化了個人對主題的研究。 

 

2.  配合全校閱讀文化，鼓勵初中同學

借閱藝術書藉，並加強高中的科本

閱讀，深化學科知識，從而「熱愛

學習」 

1. 借閱藝術圖書的人數增加 

2. 同學於每次創作前帶備參考

資料或圖書 

 在閱讀推廣文化方面，本科繼續與圖書館合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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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同學的借閱量未見大增。即使分享閱讀心得，

多限於手繪動漫為主。閱讀氣氛亦未濃厚。建議下年度在課堂

上介紹切合課題的圖書吸引同學借閱，並且建議帶中一級同學

前往圖書館最少一次，引發同學的閱讀興趣。 

 

3. 推展電子學習，加強創意教育，提

升學習興趣及效能 

1. 觀察同學表現 

2. 從同學作品質素反 

映 

 此外，課堂繼續讓各級同學使用平板電腦瀏覽網上資料，包括

圖片搜集及短片，加强同學對課題的興趣及創作知識，有助提

升大部分的創作品動機。對於能力較弱的同學尤為重要，此提

升他們的製作信心、學習動機及作品質素。不過，有少部分同

學只愛抄襲而較少發揮個人的創意，尤以中二級為甚。中四同

學則較能善用網上資料，多用於創作前參考構圖及製作技巧，

此能大大提升同學的學習興趣。透過 PINTEREST 應用程式，

同學和老師可以作出互動，用於創作之中。中五同學利用

Google form 匯報及交流創作意見，成效良好。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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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4. 加強跨校協作，讓高中同學走出
校園，擴闊識見，延伸學習興趣 

1. 參加聯校活動次數  本學年繼續在下學期試後活動與四間中學於文化中心舉行聯校

視覺藝術展覽，成效良好。同學在公眾場地展出作品、擔任司

儀和觀賞友校作品，提升了不少自信心及眼界，同時亦豐富了

不少創作靈感。 

 七月初，五位中四級學生參加了「張寶華《一點點美好個人畫

展》導賞員」，成效良好，學生主動向嘉賓介紹作品，從而提

升自信心，擴闊識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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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正心修身，關顧社群，共建積極人生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優化聯課及跨科協作活動，讓同

學參與不同類型活動，豐富學習

經歷，提升自信 

 

1. 從參與同學的人數進行評量  本年的高中藝術經歷課中，同學繼續以分組形式上課，由同學揀選

內容(皮革製作、多媒體製作、油畫班、版畫及時裝設計等) 。全

年共九節，於部分周會時間進行。同學經歷不同的藝術範疇，大部

分感興趣及投入，反應不俗。不過，礙於課堂時間依然受到限制，

故難於安排其他類別的活動(如講座、表演、出外參觀)。不過，同

學能接觸不同範疇的藝術創作，在忙碌的學習日子中輕鬆一會。 

 與音樂組聯合舉辦陶笛藝術活動，由本科教授中一級美化陶笛，再

由音樂科教授吹笛技巧，並在體藝周表演，以增加校園的藝術氣

氛。 

2. 鼓勵同學積極參與校內外活動及

比賽，從而發掘興趣及展現才能，

豐富人生閱歷及擴闊視野 

1. 從參與同學的人數及次數進

行評量 

2. 觀察同學作品的質素 

 第一學段截至 9-5-2019，視藝學會舉行了十次活動，出席率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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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比賽。同學擴闊識見及獲獎，建立自信。同學於本學年

參加了十七次繪畫比賽、一次藝術講座一次服務、及兩次出外參觀

展覧，參加學生人數眾多，參加的學生獲獎亦增多。 

3. 在校園內多展示同學的作品及提

供機會讓同學展現藝術才能，達

至互相欣賞的正面學習氣氛 

1. 觀察同學的表現及作口頭的

查問 

 本學年不斷更新前後梯樓層的掛畫及視藝室門外壁報的作品，效果

理想。此外，今年在大堂共展出三次校內作品展：中六畢業生作品

展、體藝周作品展、初中學生創作展，此能加強學生互相觀摩的機

會及提升自信心。 

 與音樂組聯合舉辦陶笛藝術活動，由本科教授中一級美化陶笛，再

由音樂科教授吹笛技巧，並在體藝周表演，表演學生表現積極，氣

氛不俗。 

 

4. 增設校內藝術大使，鼓勵同學主

動策劃及宣傳藝術活動，尤其「體

藝周」，從而培養積極的學習態度 

1. 藝術大使的表現  本學年的藝術大使為中五級李芷晴及謝濼汶，已於復活節假期出席

活動，並將於七月九日出席暑期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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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老師姓名： 張玉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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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至 2019 年度 
音樂科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熱愛學習，追求卓越，創建繽紛未來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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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本地流行音樂的

特色及感受，展現自學能力，提升了整體的學習效能。 

 

中一至中三級推展電子學習，透過使用「GarageBand」音樂應用程式

去深化樂理知識及加強創意教育，提升學習興趣及效能。本年度初步

建立了學生使用音樂應用程式「GarageBand」去實踐基礎編創的經驗，

新學年將推展階段性的學習。中一級學生錄製兩至四小節拍子及音名

準確的旋律。中二級學生編創兩個聲部的四小節樂句，當中包括轉調。

中三級學生，運用已學的樂理知識，例如模進句及模仿句，創作最少

四個小節及三個聲部的旋律創作。透過電子學習平台，訓練學生的音

樂欣賞能力及應用已學習的樂理，提升了整體的學習效能。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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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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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級學生於體藝周學習吹奏陶笛，延伸課堂所學，加深認識中國傳

統樂器，同時舉辦拇指琴工作坊，讓學生感受自製樂器的喜悅。本科

更與視藝科及家政科合作，在陶笛上繪畫及縫製陶笛袋，讓學生展示

作品及演奏，提供多樣化學習經歷，延伸學習興趣。 

 

部份管樂及敲擊樂團學生參與「音樂關愛義工探訪活動」，與長者合奏

樂曲及交談分享。透過此活動鼓勵學生積極參與社區事務，關心社會，

與長者分享他們的學習成果，透過樂器拉近兩代之間的距離，接觸社

會各階層及認識不同地域文化社群。 

 

上學期安排了中國樂器箜篌課程，讓學生延伸課堂所學，加深認識中

國音樂，但因學費及車馬費的問題於三節課堂後取消。 

 

 

全校關注事項(二)：正心修身，關顧社群，共建積極人生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善用「學校起動計劃」及社區資源，

加強中一至中三級「一人一體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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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科與活動組緊密合作，積極推行中一至中三級「一人一體藝」的樂

器班，以成立樂團、建立校內的音樂氛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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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鼓樂團及非洲

鼓樂隊。超過九成的樂器班初中學生參與至少一次校內或校外不同機構

的表演或比賽。學生上課及練習表現積極及投入，整體表現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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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萃大匯演及畢業禮。整體學生表現理想，獲得家長及師生們

的讚揚。中國鼓樂團及非洲鼓樂隊參加校內的藝萃大匯演，學生展現自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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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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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學生的音樂閱歷。中國鼓樂團於新加坡萊

佛士音樂學院主辦第四屆新加坡萊佛士文化藝術節獲得三等獎。無伴奏

合唱團積極參與比賽，表現優良。本年度同學於香港青年協會主辦香港

國際無伴奏合唱 2018 獲得人聲樂團銅獎、藝韻管弦樂協會主辦的第六

屆香港國際音樂比賽 2019藝韻盃比賽聲樂小組(中學組) 第二名、第五

屆香港國際音樂節 2018總決賽聲樂小組(中學組) 獲傑出金獎及第五屆

香港國際音樂比賽 2018藝韻盃比賽聲樂小組中學第一名。 

 

各樂器班進行拔尖計劃，挑選表現出色的學生作重點培訓，學生參加校

外比賽並獲獎項，分別有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一屆香港

學校音樂節三級鋼琴獨奏優良獎、小提琴四級組銀獎及香港青少年表演

藝術交流發展協會主辦第六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2018 英國皇

家音樂學院木管樂級別青年組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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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隊長盡本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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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2018 至 2019 年度 
體育科  全年工作檢討報告 

  
 

全校關注事項(一)：熱愛學習，追求卓越，創建繽紛未來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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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四級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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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攝錄及上載雲端方法展示學習成果。 

中五級在第二及第三學段期間，完成了班內男子閃避球賽及班內

女子壘球賽活動。所有學生除了任運動員外，則按自己意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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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學生的運動技能、表達

能力稍遜，但整體表現亦算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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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一貫利用區內運動場，於 2018年 10 月份舉辦周年陸運會，

一方面透過實際的環境讓學生實踐在課堂的學習所得；另外可以

向學生推介本區的運動設施。就本年的陸運會參加人數而言，就

有超過六百位學生曾經使用過本區的田徑運動場。 

在善用社區資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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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使用社

區運動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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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科於本年度 6/5 至 10/5 及 20/5 至 24/5 兩周進行了三項鐵人

及卡巴迪項目運動推廣示範。由於康文署未能滿足本科所安排時

間，故今年分別邀請了其體育屬會到校，亦能做到預期效果。學生

對該兩項運動反應亦正面，其中在卡巴迪活動後，除了學生主動向

教練了解外，有關屬會更有意於未來在本校開展訓練班，方便學生

參加。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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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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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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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上載於預先開設的雲端空間(Google Classroom)。學生亦可

透過智能手機通訊軟件(WhatsApp)繳交片段，打破傳統繳交習作

的時間和地域限制。學生課堂上會積極進行練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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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體情況。而中五級同樣用上述方法，把比賽不同持份者

資料上載於雲端，學生可以隨時查閱及跟進，比傳統方法方便，

節省時間。學生反應正面積極，亦熟悉平版電腦及利用雲端技術

進行教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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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科配合本校閱讀組安排，於 2018年 11月為中二級學生進行

科本閱讀項目。本科為全級中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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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已有參與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所舉辦的項目包括

有籃球(男甲、男乙、男丙)；足球(男子高級組及男子初級組)；

排球(男甲、女甲、男乙、女乙、男丙、女丙)；手球(男乙、男

丙)；乒乓球(男甲、男丙)；欖球(男甲及男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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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乙、女丙)。根據本校向學體會辦理學界證申請，參加共有

一百七十人申請辦證。由於部分學生參與項目多於一項，因此以

參與人次計算，大概有三百人次出席上述比賽，佔全校大概 50%

學生於本年度有參與體育比賽相關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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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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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正心修身，關顧社群，共建積極人生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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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中一除教授田徑、體操，及基本球類技巧之外，今年再次

邀請香港欖球總會派出教練教授欖球項目。學生亦非常投入參

與，其中更有中一男、女生選擇參加欖球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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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全校所有學生均在學期初必須填寫個人體育檔案，並會在本

年度完結前再填寫一次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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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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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中學校際田徑賽(17、18、21/1)及城門河長跑賽

(1/3)，本校分別派出超過三十位學生於比賽日擔任服務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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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有十二位中六學生於 5月 17 日參與沙田區小學游泳錦

標賽擔任服務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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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氣氛外，亦代表本校服務社區，親自體現立己達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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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9日至 20日一連兩天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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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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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

球等等。由此可見活動具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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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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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位中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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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欖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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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周年陸運會，邀請了香港著名三項鐵人運動員李致和出席

作主禮嘉賓，與學生(約 700人)分享他的經歷，學生反應非常正

面。另外，於一月份有幸邀請香港中長跑運動員紀嘉文先生，於

中三及中四級周會上進行分享，講述怎樣由問題學生轉變為大學

生，以及把長跑運動發展為事業的心路歷程；學生非常投入其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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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徑隊每周的訓練中，佔去大部分時間均為體能訓練，惟大部份

主力隊員已中六離校，加上原任老師亦於今年離職，田徑隊有需

要重整。可倖在本區兩次的長跑比賽中都仍見成績；另外，為了

準備全新界區中學校際室內賽艇比賽，體育科更在 4月下旬安排

了幾次訓練，讓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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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在一月份的體育堂隨堂進行中六級攀爬活動，亦已順利完

成。學生反應正面，學生均自願參與挑戰 18米高牆攀爬。全級共

106 人，有 29位成功登頂；每班均有學生成功。 

每位學生於攀爬完成後即時授予證書，期望學生於畢業及面對公

開考試之前，能夠讓自己有這個體驗，大大增強了他們在遇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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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全年支出報告* (2018-2019)概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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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97,178.67 $55,144,237.14 $315,249.93 $204,467.86 $918,263.43 

小計 $62,041,415.81 $519,717.79 $918,263.43 

總計 $63,479,39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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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運用『學校發展津貼計劃』工作檢討報告 
  

報告及檢討 

預期目標／工作及策略  實施計劃／方法  預算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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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報告 

活動類別  活動項目  受惠學生人數  
實際開支  

($) 
成效評估  

  文化藝術 
學習技巧訓練  
體育活動  
領袖訓練  

1.  中一級「一人一體藝」課程 
2.  中二級「一人一體藝」課程 
3.  中三級「一人一體藝」課程 

56 
50 
47 

60,500 
53,900 
50,050 

75%初中同學表示對活動感滿意。超過 77%同
學表示學習到新知識，其中  66%的同學認為
發掘到自己未知的潛能，並有 62%同學表示
增強了自信心。  

  語文訓練  1.  中一級英語繽紛營  56 1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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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觀 /戶外活動
(境外學習團 ) 

1.  中二級肇慶學習團  50 10,094 同學在肇慶交流學習期間，態度認真和技
入，對當地的自然地貌和旅遊資源管理有進
一步的認識，在回港後之分享會中，同學均
表示對祖國最新的發展有更深刻的印象。  

2.  中四級北京學習團  33 28,512 同學於北京學習團認識國家的歷史及科技
發展，有助提升同學的公民意識。此外，透
過與北京傳媒大學的交流活動，同學更了解
北京學生的學習情況，有助同學提升求學的
興趣。同學於過程中表現投入，認真完成各
項學習任務。  

292 221,956 



147 

運用推廣閱讀津貼報告書 

2018 - 2019學年 

 

第一部分：成效檢討： 

 

1. 目標檢討：（例如從學生的閱讀態度、借閱圖書情況、參與閱讀活動的投入程度等，檢討「營建閱讀氛圍」能否達

成，是否需要調整。） 

 

18-19年度的總借書量為 5823人次。綜觀全年借書量而言，學生的閱讀態度比以往積極，尤其中文書的閱讀有明顯

上升。第一，本組透過設立「好書為你買」活動，針對未能負擔書籍開支的同學，在書商書長中讓他們可以寫下自

己心儀的書籍資料，讓圖書館購買放置館內，同學可到館內借閱，本年度共收到 104張表格，有助圖書館為同學購

買有興趣的讀物。第二，圖書館在購置圖書時，針對不同同學的需要及興趣，例如為了針對初中同學的興趣，圖書

館特意添置了系列圖書，以故事性較強及圖文書籍來吸引同學借閱，希望從初中開始培養同學的閱讀興趣，根據借

閱況而言，此類圖書大受歡迎，來年會陸續添置；同時圖書館會定期購買新書，書本多能貼近同學的興趣、社會潮

流、學習需要，並配合新書書展及拍攝新書推介的短片，令本年度的借書量上升，本年度的新書預約為 230人次。

第三，圖書館亦使用資助邀請講者到校作閱讀講座，問卷顯示有 90%的同學表示喜歡是次閱讀活動。第四，圖書館

亦利用資助購買禮物書券，獎勵在書簽設計比賽、科本閱讀計劃及班際書介比賽表現優良的同學，鼓勵同學主動閱

讀，多與人分享閱讀心得。 

 

2. 策略檢討：（例如從學生借閱圖書數量的增減、閱讀活動的接觸層面等，檢討「營建閱讀氛圍」所用策略的成

效。） 

 

根據去年的情況，發現同學對自己感興趣的讀物有較大的閱讀興趣。因此來年除了繼續進行以上活動來推廣閱讀，

亦進一步想延伸至想提升各班的閱讀風氣。配合校方來年將會更改時間表，設立閱讀課，圖書館將以資助而得的金

錢為各班增設班書櫃，班書櫃的設立亦會按同學的興趣及意願，希望同學能善用閱讀課的時間，閱讀書籍。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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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財政報告： 

 

 項目名稱* 實際開支（$） 

1. 購置圖書  

   

  實體書 $37,023.90 

  電子書  

2. 網上閱讀計劃  

   e 悅讀學校計劃 / 

  其他計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閱讀活動  

   聘請作家、專業說故事人等進行講座  

   僱用外間提供課程機構協助舉辦與推廣閱讀有關的學生學習活動 $1,800.00 

   支付學生參加閱讀活動或比賽的報名費  

   資助學生參加或報讀與閱讀有關的收費活動或課程  

4. 其他：閱讀獎勵(書券及其他禮物) $3,669.50 

 總計: $42,493.40 

 津貼年度結餘: $17,506.60 

   

 請以選或以文字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