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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務報告 

 
我校創立於 1978 年，本年度為創校 43 周年，校慶主題為「多元學習展色

彩，攜手同行互關愛」。我校 2020-2021 年度的發展概況如下： 

 

一、校舍規模 

 

我校由兩座校舍組成——主教學大樓及新翼校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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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活動中心等。此外，我

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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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花園」由我校生物科師生多年來用心創建，歷

年獲頒多個獎項，表現卓越。本年度我校參與由政府推動的可再生能源發展計

劃「採電學社」，於天台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並將於夏季投入發電，以參加本

地兩間電力公司推行的上網電價計劃。 

 

隨著學校新近的發展，校園設施不斷優化。暑假期間，所有課室已安裝「電

子互動白板」，以配合「自主學習」及「電子學習」的全面推行。有蓋操場增設

了「智能測控體適能訓練及學習中心」，讓同學透過電子監測系統及設備，設定

個人訓練目標，提升體能表現。另外，透過校園整體布置，展現同學於學術、

活動、才藝、體育及設計藝術等各方面的成就，讓同學享有舒適的學習環境及

營造良好的學習氣氛，能有助學習之餘，更熱愛學校，提高對學校的歸屬感。 

 

二、班級結構 

 

為加強照顧同學的學習差異及不同成長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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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年，我

校更獲教育局認同，於中一級加開 1 班至 5 班。為貫徹小班教學理念，我校在

初中各級均額外加開 1 班，每班平均人數約 26 人；高中各級也繼續推行小班

教學，並在中、英、數、通四核心科目按能力分組教學，除增加師生和生生互

動，亦加強對同學在學習上的照顧。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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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課堂互動及即時回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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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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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人。教職員編制如下：校長

及教師共 68 人、輔導員 3 人、教學助理 3 人、校園電視台導師 1 人、資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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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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人、

校務處職員 7 人及工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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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學生會代表獲邀參與校務委員會

會議，與各主任一同討論及制訂學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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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致力推動 STEM 教育，讓同學對科學、科技和數學有更深入的認識和運用。

同時，鼓勵同學鑽研學習，積極參與校外比賽。我校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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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能增長知識

及提升個人素養，閱讀學習組與各科共同推動校園閱讀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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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課後增潤課程及活動，致力鞏固同學的基礎知識，掌握答題技巧，提升應

試能力。我校更鼓勵跨科組合作，如舉辦學術周及推動各類型學術活動，在課

堂內外培養學習興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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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結合外界資源下，發展有特色的校本課程，如

中一至中三級的「一人一體藝」及中四至中六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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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疫情肆虐下，以往所舉辦的國內考察交流團，如中二級「肇慶自然地貌

及保育學習團」、中四級「北京學習考察團」及「傑出學生境外學習團」等均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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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舉辦。若疫情結束，我校必會復辦，讓同學走出校園，結合課堂內的學習，

豐富生命經歷，促進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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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透過社會福利署的配

對基金資助，繼續獲得計劃的資助。本學年是計劃的第 10 年，我校秉承過去多

年的寶貴經驗，透過發展以下項目，繼續為同學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經歷： 

 

1. 自主學習支援 5. 全人教育培訓 

2. 創意教育發展 6. 藝術體育培養 

3. 課後學習增益 7. 商校生涯規劃 

4. 會德豐獎學金 8. 教師專業發展 

 

本計劃除資助同學參與不同的校內外活動外，會德豐地產有限公司黃光耀

常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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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老

師一同栽培同學成長。今年活動包括「網上職場體驗計劃」、「聯校網上生涯規

劃日」等。我校衷心感謝會德豐及九龍倉對我校員生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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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人，平均教學年資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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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進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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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教師積極參與香港中學校長會的不同教師專業發展小組，鑽研不

同的教學策略，以提升學與教效能，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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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開放課堂及主講分享環節，與友校教師交流，分

享多年來推行自主學習的心得及如何透過電子學習和 STEM 課程，提升整體學

習成效。 

 

為了表揚教職員的卓越表現，專業發展組聯同學生會於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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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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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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推動「一老師一腦」計

劃，每位老師均獲配置一部平板電腦，讓老師在課堂內外運用「電子學習」促

進「自主學習」，增加課堂互動及提升同學的學習興趣和效能。 

 

在課程規劃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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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英文課堂進行分組教學，以培養同

學兩文三語的能力。為增加同學學習英語機會，我校與英基港島中學（Island 

School）合作，一同舉辦有趣、互動性強及具教育元素的活動。為提升同學的

英語學習能力及自信心，我校開辦周六啟導英文班及文憑試英文班。朗誦是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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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第

72 屆校際朗誦節中取得男子組英語獨誦亞軍及男子組粵語詩詞獨誦季軍。為讓

同學更易適應高中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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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在中四至中六級全面推行校本藝術教育課，一

方面豐富同學的其他學習經歷，同時也讓同學舒緩繁重的學習壓力。 

 

善用外界資源讓同學「走出教室學習」是我校課程的一大特色。由於疫情

關係，我校取消了本年度各級的境外考察活動，但仍繼續舉辦不同類型的全方

位學習日，讓同學透過多元化的活動，發掘及發展同學的潛能，貫徹全人發展。 

 

課後支援方面，為配合自主學習，我校協助同學進行有系統的預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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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類型的「啟導

學習計劃」，由大學生提供免費小組功課輔導，並設獎學金，以鼓勵同學積極學

習。高中方面，每星期進行三天課後補課，並增設「周六增潤班」，全面提升同

學的學習效能。受疫情影響下，減少了面授課堂及課後補課的時間，同學在學

習上遇到不少困難。我校利用校內外資源為初中同學設立網上及實體功課輔導

班，並為應試的高中同學安排網上課後補課，以協助同學解決學習疑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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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同學分別閱讀班書櫃內的書籍、中文和英文報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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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舉辦老師書籍介紹及拍攝新書介紹短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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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疫情關係，本年度取消了學生

書籍介紹，希望來年復辦。為增加同學閱讀書籍的機會，我校先後舉辦新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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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閱讀講座和設立漂書櫃等，希望以多元化的活動，提升同學的閱讀興趣。 

 

十、學習評估 

 

在 2021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同學表現理想，在應考 17 個科目中共 4

科 (物理、化學、歷史、視覺藝術) 第 2 級或以上達 100%；共 6 科 (中文、化

學、物理、歷史、視覺藝術、設計與應用科技)第 2 級或以上高於全港平均成績；

共 3 科 (物理、歷史、旅遊與款待) 第 4 級或以上高於全港平均成績。當中以

6A 劉佳君同學的成績最佳，考獲 2 科 5*級、3 科 5 級佳績。 

 

為進一步支援同學的學習，讓更多同學能夠成功入讀大學，我校每年暑期

開設「高中拔尖班」以栽培有潛能的同學。我校亦開設各類型的增潤班，增強

同學的學習自信心，從而提升他們的學業成績。學業增值指標方面，我校的增

值指標持續表現理想，中文科、通識科、核心 4 科及最佳 5 科的增值均於多年

位列全港中學首 5%增值；中文科及物理科均曾位列全港中學的首位增值。 

 

另外，疫情下，我校以網上形式進行家長日。透過班主任與家長於上學期

考試及統測後於家長日面談，一起勉勵同學力臻至善。 

 

十一、資訊教育 

 

本學年我校繼續以發展電子學習為目標，於課堂加入電子學習元素，以配

合「自主學習」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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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全校教員均配置平板電腦，增加課堂的互動性。全校均有

Wi-Fi 覆蓋，亦有超過 100 台平板電腦可供同學使用。各科積極引入電子學習，

促進同學的討論和交流，提升協作能力；同時，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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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課堂的學習效

能。本學年，受疫症關係影響，面授課堂減少。承接往年經驗，學校編定網課

時間表，安排網上實時教學。老師們積極製作網上教材，務求讓同學「停課不

停學」。 

 

STEM 發展方面，各科在課堂內加入 STEM 元素，例如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在初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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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

設技科則在中三級教授 3D 軟件應用等。停課期間，我校在課餘時間開設多元

化的網上工作坊，內容包括 Micro:bit 程式編寫、籃球機模型、竹筒蟬、避障車

製作活動等。不同學科通力合作發展 STEM，並鼓勵及帶領同學參與不同的校

外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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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均積極拍攝教學節目。同學

只要透過校園電視台，即能學習到不同學科知識。我校至今上傳至 YouTube 頻

道的影片超過 750 段，觀看人次接近 40 萬。負責校園電視台的同學更積極參

與不同校外比賽，取得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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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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致力建立校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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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中一至中四級設有三位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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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職計劃及班級經營等活動，培養同學「互關愛」的

精神，並提升同學對學校的歸屬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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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每學年均舉辦「生命教育周」，本年度以「迎難而上，色彩人生」為主

題，舉辦「開心無界限」口罩設計比賽、短片欣賞、網上點唱站及「減壓 App」

介紹等，又讓全校同學填寫「情緒自評量表」，以便及早識別需要支援的同學。

同時，透過播放感恩短片及填寫「感恩誌」，讓同學探討生命的本質，從中學會

感恩、珍惜及熱愛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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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今年受疫情影響，只能以電話慰問本區長者。

透過參與「公益少年團」，鼓勵同學積極參與社會事務，但因為疫情關係，本學

年只能參與網上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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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同學體驗施比受更有福的道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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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培訓同學，為區

內長者舉辦長者電腦班、手機使用班及「健康你要知道」等活動，建立社區關

愛氛圍。另外，我校透過輔導課、輔導小組、禁毒活動及反欺凌工作坊，協助

同學建立積極健康人生。在全方位學習日中，透過「性在『友』距離+預防網上

危機」工作坊，提升中一同學自我保護意識及學習男女相處之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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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位朋輩輔導員原定每天午膳時間到中一

各班，關顧中一同學在學習及校園適應的需要，協助籌辦午間活動及小組功課

輔導；無奈大部份活動受疫情影響而暫停。疫情下，我校仍透過「新來港兒童

校本支援計劃」，開辦英語文法班、英語電影欣賞及午間短聚，協助新來港同學

盡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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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心理學家更定期為

教師職員提供專題工作坊，讓同工學習輔導同學時的要素。 

 

我校的 3 位輔導員用心創建「五育陽光室」，為同學作生涯規劃、設立功課

輔導班、提供個別及小組輔導和組織個人成長、義工及社交訓練小組等，以提

升同學的自信和學習能力。同時，輔導組亦透過家長教育活動及發放家長勵志

短訊，協助提升家長與子女的溝通技巧，以助建立和諧家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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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委派，為有需要的同學及家長提供適

切的輔導服務，例如處理學習壓力、朋輩關係及親子間的相處技巧等。 

 

升中後，同學面對不同的成長挑戰，如朋輩關係和與異性相處問題。有見

及此，我校為中二級同學舉辦「社交戀愛小組」，希望幫助同學學習與朋輩及異

性的相處技巧，並認識網上交友的危機及建立恰當的戀愛價值觀。 

 

疫情蔓延下，同學減少回校上課時間，不少同學未能適應網上學習。因此，

我校帶領同學參與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的「Level Up 學堂計劃」，

為同學提供功課輔導及情緒支援，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和興趣。 

 

同學除了一般的成長及學業壓力外，還受到疫症及社會運動的影響，需要

適應新的學習環境及社會變化，甚至因家庭環境的種種改變，呈現不少的情緒

起伏。為提升同學的抗逆力及處理情緒的能力，我校推行了「滋養身心靈系列」，

當中主要以學習靜觀及創意書法，以穩定個人情緒；以心靈拼貼等活動，幫助

同學發現個人特質和心靈需要。而「澄心與健康」活動，則讓同學認識常見青

少年精神疾病的成因，藉此提升對精神病的認知及求助的意識，有助建立校內

支援。另外亦設「高中動力站」，讓高中同學在面對學習及公開考試壓力時，學

習表達自己的擔憂、期盼及情緒。 

 

十四、德育及公民教育 

 

我校德育及公民教育發展，力求均衡，共有五大範疇： 

 

國民教育方面，我校於每年 9 月下旬舉辦「國慶周」，今年主題為「大城小

城樂逍遙」，並於周一早會作國事評論及製作「兩岸大事回顧」短片和展板等。

另外，本組亦舉行國家憲法日短片介紹及問答比賽和多項國家安全法的教育活

動，加強同學愛國守法的意識。 

 

健康教育方面，我校籌辦「開心果月」活動，由科技與生活科老師帶領公

民大使，為全校師生準備不同水果及相關食品，強調水果的營養價值，協助同

學建立健康生活習慣。我校亦安排公民大使參與由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辦，

教育局協辦的「無煙 TEENS」，培育公民大使成為未來領袖，於社區推動無煙

文化。 

 

性教育方面，本年度為各級同學舉辦「論盡性好奇」、「寧缺勿濫」、「講愛

情」、「性在有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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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砭時事、佈置時事

展板、籌辦年度十大新聞選舉和高中時事評論比賽，提升同學對時事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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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教育方面，本年度的品德主題為「十位心靈天使」，透過一系列的活動

讓同學了解和培養「群體、慈悲、寬厚、捨棄、耐心、希望、開朗、和解、愛

心、尊重」等 10 種心靈特質，匡正心靈成長。逢星期一早會，德育及公民教育

組的教師和公民大使，與同學分享相關主題的德育及哲理故事；因停止面授課

堂的關係，本組老師改以多媒體模式，定期向同學傳遞相關內容。同學透過參

與由民政事務處主辦的「社區種族和諧」講座，提升同學的同理心及公民社會

責任感。 

 

每年，我校均安排中二級同學參與義工服務，為長者服務和表演，並繪製

中國式摺扇贈與長者，讓同學從服務中成長。因應疫情關係，雖取消各項聚會，

我校同學仍心繫長者。於 2 月初，中二全級同學製作立體布揮春，再透過非政

府組織，送贈區內長者，發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傳統孝敬美德，讓長者

在疫情中，仍能感受孩子對他們的關愛。 

 

配合本年度關注事項「正心修身，關顧社群，共建積極人生」，我校以「生

命的色彩」為生命教育課程主題。透過老師和同學的互動分享、文章閱讀、義

工服務、靜觀進食、靜觀工作坊及本地景觀欣賞等活動，引領同學感受大自然

之美，體驗生命中不同層次的色彩，了解生命的多元價值和意義，建立正向人

生，積極展現所長，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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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同學秉持嚴而有愛的態度，引導同學改過遷

善。我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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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培育同學自律自愛的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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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領袖生團隊具有系統的管理架構，不同隊員

均有清晰的工作崗位，與老師共同管理校園，協助同學建立自律習慣。本年度

繼續由首席領袖生與老師一起統籌各項訓練活動，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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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建立自信及責任感。通過

班長及領袖生的協助，在同儕的正面影響下，培養同學自律和自治能力，實踐

校訓中「達人」的精神。此外，我校聯同沙田警區學校聯絡主任，就不同主題

進行宣傳活動，讓同學了解社會規範，成為律己守法的公民。我校亦設「考勤

獎」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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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校於每

學段舉辦「班際守時、清潔及秩序比賽」及「叻仔叻女日日賞」等活動，加強

表揚自律守規的同學，鼓勵各班營造積極進取、自律自主、互勉互助及和諧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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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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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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透過生涯規劃營、小組

輔導、升學講座、模擬面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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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於暑假參與「職場體驗計劃」，透過實習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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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同學實

體或網上參觀不同企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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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合辦「師友計劃」，由黃

光耀常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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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亦能見證同學的成長過程。另外，本年度我校繼

續與大華銀行結成合作伙伴，為全校員生籌備生涯規劃活動及推行「師友計劃」，

協助同學建立正確的工作態度和價值觀，發展終身學習能力，為踏入瞬息萬變

的社會作充足準備。 

 

會德豐及九龍倉集團致力栽培我校同學成長。為鼓勵同學力求上進，特設

「WeCan Scholarship」，獎勵入讀大學的畢業生，我校共有二十多名同學成功獲

得獎學金。 

 

我校同學於各方面均表現優異。除了於 9 年內獲得 8 次全港「青苗十大進

步獎」及連續 9 年獲得全港「青苗學界進步獎」外，6A 林美琪及 6A 劉佳君同

學獲「尤德爵士紀念獎學金」；6A 李政賢同學、6B 許成軒同學及 6C 鄭力升同

學獲「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6A 楊天聰同學則獲「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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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個不同類型的活動小組，

分為學術、藝術及興趣、體育和服務 4 大類別。為提升同學水平，大部分體藝

項目，如運動攀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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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1 年成立管樂和敲擊樂團及單車

隊，並添置大型樂器和體育器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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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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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更設「會德豐傑出體藝成就獎」，由會德豐地產有限公司黃光耀常務董事擔

任評審委員會主席，並與一眾校外評審，選出獲獎同學，以嘉許每年在運動及

藝術方面表現出色的同學。本年度參與競逐「會德豐傑出體藝成就獎」的同學

表現突出，黃光耀常務董事及各評審決定把獎項由 5 名增至 7 名，鼓勵同學繼

續努力追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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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的體藝經歷，「一人一體藝」活動逐步擴展至中三級。為了讓同學有更多選

擇項目及加強交流，自 2018 年起，全體初中同學逢星期二下午放學後，參與不

同的藝術、體育及科技等項目。本年由於疫情緣故，初中「一人一藝」活動改

以網上形式進行。高中設有「藝術教育」課程，延續同學的藝術經歷。每年 5

月，全校同學一同參與「藝萃大匯演」，並邀請家長一同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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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同學積極參加校外比賽，豐富人生經歷。過往多年，我校同學屢次在

游泳、田徑、單車、足球、音樂、朗誦、微電影、科學及環保各方面表現優異，

獲得不同獎項，收穫豐盛。本學年，我校於線上音樂比賽、線上朗誦比賽及短

片製作比賽中亦取得佳績（各獎項詳列於後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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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比賽、午間和

試後活動等。因疫情關係，大部份校內外比賽均未能如期進行。我校以線上形

式，舉辦了歌唱比賽、樂器訓練班、辯論工作坊、中一級社同樂日及辯論比賽，

讓同學在新常態下，繼續在不同範疇為所屬社別爭光，展現才華，成為懷自信

的五育人。各小組及社別得以順利運作，全賴學生領袖的策劃。為加強對學生

領袖的培訓，讓同學展現 4E（Energy、Energize、Edge、Execute）的領袖素質，

我校於學年完結前的 7 月上旬完成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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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輩輔導員及學生大使；新當選及被委任的

學生領袖隨即參加於暑假期間的校本歷奇領袖訓練營，為擔任新一年的領袖崗

位作準備。其後，更透過多次的工作坊，讓各團隊的學生領袖透過參與不同服

務及學習規劃全年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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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會務 

 

學生會自 1979 年 2 月成立至今，經歷 42 載。過去多年，學生會內閣由全

體同學於每年 7 月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讓幹事有更充足的時間規劃新學年活

動。學生會會長帶領幹事致力籌辦社際比賽及不同活動，豐富同學的校園生活。

另外，學生會亦為同學提供商店折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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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持續，學

生會不時為同學送暖，包括為中六同學送上聖誕禮物包，並於恢復面授課堂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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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同學送上親自設計的心意卡及小禮物，期望在艱難的日子鼓勵同學，以正面

積極的態度面對逆境。 

 

十九、家校合作 

 

家長會創立至今已有 43 年。家長會幹事共有 13 人，本年度共進行了 7 次

家長會會務會議，以籌劃各項家長活動。家長會邀請校長、副校長及社區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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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敬師日及念親恩活動等，並鼓勵家

長參與校外講座，了解子女的成長需要，學習與子女相處溝通的技巧，促進親

子關係及加深對生涯規劃的認識。家長會更積極參與及支持學校發展工作，例

如協助學校籌辦沙田中學巡禮、捐贈獎學金、甄選校服供應商、甄選食物部及

午膳供應商等，發揮「家校合作」精神。 

 

二十、校友會會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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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過去的精彩校園生活。校友幹事會積極參與學校不同類型的活

動及代表眾校友出席校董會，為學校政策提供寶貴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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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回顧與前膽 

 

前所未見的疫症顛覆了世界各地人民的生活，各地政府疲於奔命地應付這

場突襲；儘管努力迎戰，仍有不少人賠上寶貴的生命，重創了各地的經濟，令

很多家庭陷入困境。 

 

這場前所未見的世紀疫症，在考驗我們各人的應變及抗逆能力。作為培育

下一代的基地，我校在校董會的全力支持及帶領下，教職員一直堅持創校的初

心，五育並重培育孩子，讓他們在德、智、體、群、美五方面得到均衡的發展。

這些堅持，讓孩子面對種種不如意的事情時，仍能保持樂觀積極的態度應對挑

戰；在遇到困難時，懂得尋求他人協助，讓我們能為他們及家人提供適切的援

助，共度困境。 

 

全球疫情下，抗疫物資短缺，不少家長更失去工作，生活艱難。感謝不同

善長和機構送上抗疫物資，為師生職員打氣。「學校起動」計劃除了捐助抗疫物

資外，繼去年與樂善堂和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發起「轉贈愛」計劃捐出善款

後，今年更成立了「學校起動」關懷學子抗疫援助金，解決孩子及其家人的燃

眉之急。衷心感謝「學校起動」計劃基金會及自 2011 年與我們結成合作伙伴的

會德豐地產黃光耀常務董事和他的團隊，多年來付出寶貴的時間、金錢和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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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們一同培育孩子成才。 

 

2018-2021 校園主題為「多元學習展色彩，攜手同行互關愛」，過去三年，

我校致力落實兩個關注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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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多年，各科老師除了在校內與同儕互相砥礪外，更與校外的不同專家

團隊，努力鑽研「電子學習」和「自主學習」，採用多元教學模式，讓同學透過

有系統的預習，建立優良學習習慣，並於課堂上展示預習成果，體會學習樂趣，

追求卓越。疫症下，孩子至今仍只可回校上課半天。我們過去所奠下的「電子

學習」和「自主學習」的基礎，讓老師早於疫情初期，已全面開展網上實時教

學，孩子亦可持續學習和進步。 

 

根據「全港學業增值指標」，我校自 2012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開始，連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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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2020 年，核心 4 科、最佳 5 科、中文及通識科則位於全港首 5%增值。 

 

香港中學文憑試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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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 5% 
增值 

首 25% 
增值 

首 5% 
增值 

最佳 5科 
首 25% 
增值 

首 5% 
增值 

首 5% 
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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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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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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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 10% 
增值 

首 25% 
增值 

通識教育 
首 25% 
增值 

首 10% 
增值 

首 5% 
增值 

首 10% 
增值 

首 5% 
增值 

首 5% 
增值 

首 10% 
增值 

首 10% 
增值 

首 5% 
增值 

 

在 2021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同學表現理想，在應考 17 個科目中共 4

科 (物理、化學、歷史、視覺藝術) 第 2 級或以上達 100%；共 6 科 (中文、化

學、物理、歷史、視覺藝術、設計與應用科技)第 2 級或以上高於全港平均成績；

共 3 科 (物理、歷史、旅遊與款待) 第 4 級或以上高於全港平均成績。當中以

6A 劉佳君同學的成績最為突出，考獲 2 科 5*級、3 科 5 級佳績。超過 95%的

同學畢業後繼續升學，持續學習，努力追尋人生理想，回饋社會。 

 

除了教職員積極營造不同的機會外，感激家長、校友和各界人士的支持，

讓同學從籌劃及參與多元化的校內外活動中學習，展現 4E（Energy, Energ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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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e & Execute）領袖才能，發揮五育人「懷自信、互關愛、敢承擔」的優良素

質。儘管在疫情下，不少活動及校外比賽已取消，但我校仍努力為同學創造豐

盛的學習經歷，發掘及發展同學的多元潛能，促進全人發展。 

 

學校是由孩子與教職員共同建立、一同學習及實踐夢想的地方。我們深信

每個孩子都有其獨特優良之處，我們的責任是提供多元豐富的發展機會，發掘

孩子的潛能，悉心栽培，期盼他們離開五育的校園後，繼續進步，致力臻善，

回饋社會。 

 

經過師生職員多年的努力和家長的信任，我校獲得教育局的認許，於下年

度中一級加開一班，讓我們有更多機會培育下一代。適逢下年度是我校展開新

一個周期的三年計劃，我們會繼續建基於堅實的基礎，秉持五育並重的全人教

育，發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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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8 月 

 「學校起動」計劃：職場體驗計劃，中四升中五同學於會德豐及九龍倉集

團業務單位進行暑期網上工作實習。 

 「學校起動」計劃：English WeCan Summer Course。 

 中五升中六暑期網上實時平台上學課程。 

 我校同學獲得第 22 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2020 優異星獎。 

 

2020 年 9 月 

 開學禮。 

 中一迎新輔導活動。 

 活動組聯同學生會舉辦中一級四社同樂日。 

 活動組舉辦學生會及四社選舉。 

 開展中一至中三級「一人一體藝」課程。 

 輔導組舉辦「關愛周」。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舉辦「國慶周」。 

 家長會舉辦「家長也敬師」活動。 

 閱讀學習組舉辦老師書籍推介活動。 

 

2020 年 10 月 

 教育局公佈第 9 屆香港中學文憑試「學業增值指標」，我校同學表現良佳，

連續 9 年，4 個核心科目（包括中、英、數、通），及最佳 5 科均為「正增

值」。 

 第 43 屆家長會就職典禮，由香港著名教育專家陳德恒校長主禮。 

 350HK 邀請我校同學參與氣候變化特輯拍攝活動，並於無綫電視 

 《星期日檔案》播出。 

 學生會交職、服務生授章暨運動員宣誓典禮。 

 中文科舉辦普通話劇場。 

 我校同學參與香港資優（天才）教育培訓總會主辦國際聯校音樂大賽 2020，

獲得結他七級組冠軍。 

 輔導組舉辦社會種族和諧講座。 

 活動組舉辦捐血日。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為各級舉辦不同的講座：中六級大學聯招、內地及台灣

升學；中五級學生學習概覽；初中生涯規劃。 

 閱讀學習組舉辦初中閱讀講座，邀得我校校友、資深傳媒人及《佛系推理》

的作者余家強先生到校向學弟學妹分享書籍。 

 單車隊開展新地單車學院訓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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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學校起動」計劃：我校同學獲得「十周年標誌設計比賽」冠軍。 

 中文科舉辦讀書會講座。 

 活動組舉辦校本領袖培訓計劃工作坊。 

 化學科帶領同學進行「城門河環境及水質考察」活動。 

 科學科舉辦中一級「一人一花」活動及 STEM 活動。 

 

2020 年 12 月 

 社區聯絡組舉辦多元學習體驗日暨升中資訊日。 

 地理科同學參與網上野外考察體驗課程。 

 我校同學獲第 72 屆學校朗誦節英語獨誦亞軍及粵語獨誦季軍。 

 

2021 年 1 月 

 「學校起動」計劃：聯校網上生涯規劃活動日。 

 我校同學獲得勞工及福利局主辦「推廣精神健康幕後功臣創意大賽」短片

攝製比賽冠軍。 

 中文科及英文科合辦「語文雙周」。 

 閱讀學習組舉辦老師書籍推介活動。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舉辦模擬放榜活動。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帶領中二級同學製作立體揮春贈予區內長者。 

 輔導組舉辦「生命教育周」。 

 活動組舉辦網上歌唱比賽。 

 第一學段家長日。 

 

2021 年 2 月 

 「學校起動」計劃：參觀現代貨櫃碼頭有限公司。 

 

2021 年 3 月 

 中六級惜別會。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舉辦高中生涯規劃活動及中三選科工作坊。 

 

2021 年 4 月 

 下學期全方位學習日：中一「性在『友』距離及預防網上危機工作坊」、中

二及中三「團隊訓練活動」、中四「心靈拼貼靜觀減壓活動」。 

 學生會舉辦社際籃球比賽及社際辯論比賽。 

 第二學段頒獎典禮、家長日。 

 

2021 年 5 月 

 第 43 屆畢業禮，由「學校起動」計劃基金會委員會主席吳天海先生主禮。 

 通識教育、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中國歷史、經濟、地理、歷史、旅遊與

款待科合辦「人文學科周」。 

 科技與生活科聯同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合辦「水果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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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科「同儕習作察閱」分享會。 

 輔導組帶領同學參與賽馬會「Level Up」學堂計劃。 

 

2021 年 6 月 

 輔導組帶領同學參與「長者學苑—義工服務」。 

 我校同學於「元朗區青年節 - 競技疊杯錦標賽」獲得花式循環冠軍。 

 

2021 年 7 月 

 中文科及體育科同學帶領同學參與「體路小記者」計劃。 

 英文科帶領同學前往香港大學進行暑期英語課程。 

 學生培育委員會帶領同學參與領袖訓練日營。 

 我校同學獲得智能都會創新能源比賽亞軍。 

 我校視藝科同學於「疫中傳情」聯校視覺藝術創作展參展。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帶領同學參與「教育及職業博覽」。 

 我校同學於「趣味科學比賽 2021-過關斬將 II」奪得低年班電動組二等奬。 

 「企業、會計與財務科」帶領同學參與第十一屆「少年財政司」─ 暑期訓

練課程。 

 

2021 年 8 月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及旅遊與款待科帶領同學參與迪士尼行業體驗活動。 

 

  



17 

3. 校外比賽得獎紀錄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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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21 年 6 月至 2021 年 8 月) 

類別 月份 項目 

學術 6/2021 教育局主辦 

SOW (Sayings of Wisdom) Creative Writing Competition 

Commendable Award (Senior Secondary Division)：4A 陳啟鉞 

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商業教育學會有限公司合辦 

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商業教育學會 

「企會財」獎學金 (2020-2021) 

5A 張佩琳 

7/2021 香港青年協會、香港大學電子工程系主辦 

創意編程設計大賽 2020/21 

「創意編程競賽」（校際賽）初中組 

銀獎：1C 陳 曦、1C 姚 政、1C 李建濤、1D 林鋒樺 

夫子會主辦 

抗疫徵文比賽 

添花獎：2D 左恩睿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香港科學館協辦 

趣味科學比賽 2021 ─ 過關斬將 II 

低年班電動組二等奬：3C 曾子風 

8/2021 沙田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辦 

「校長‧早晨！」短片創作比賽 

亞軍：2A 徐翎碧、2A 何正清、2A 羅貝思、2A 李  翊、 

2A 丘芷晴、2A 游依桐、2A 陳震東、2A 梁立燊、 

2A 葉  蔚 

環保 6/2021 香港工程師學會、中華電力主辦 

2020-2021 智能都會創新能源比賽 

全港亞軍：3D 楊雪晴、3D 鍾海盈、4A 黃嘉慧、4B 劉迦嵐、 

4C 鄭珀喬、4D 羅維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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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月份 項目 

體育 6/2021 會德豐地產有限公司、五育中學主辦 

2020-2021 會德豐傑出體藝成就獎 

5A 許慧嵐、5A 李芷欣、5A 林樂軒、5A 羅南杰、5B 李子蔚、 

5B 魏子龍、6E 鄭嘉瑤 

香港競技疊杯總會主辦 

元朗區青年節 ─ 競技疊杯錦標賽 

2D 黃芝霖：【花式循環】冠軍、【3-3-3項目】季軍、 

【3-6-3項目】Top 10 

2D 葉敏瑤：【3-3-3項目】Top 5、【3-6-3項目】Top 10、 

【花式循環】Top 10 

2D 莊彩盈：【3-3-3項目】Top 10、【3-6-3項目】Top 10、 

【花式循環】Top 10 

服務 7/2021 公益少年團主辦 

公益少年團(沙田區) 

傑出團員獎：5B 莫千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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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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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本周期三年計劃的最後一年，各科組總結了過去兩年的經驗，修訂各項策略及落實不同工作。可惜，疫情持續下，

同學仍只可回校半天上課或活動，以致很多科組仍需大大壓縮原定的工作，影響工作成效。 

 

早於上年度的停課初期，我校已全面開展網上實時學習；疫情持續下，感謝老師職員們更積極地發掘及學習不同的電

腦軟件和程式等，以提升學與教及培育工作的效能。為進一步提升同學的學習興趣及學與教效能，於暑假期間，我校以 140

多萬，於各課室裝置「互動電子屏幕」，進行各項翻新工程，並舉辦教職員培訓工作坊，以加強推展多元化的學與教模式。 

 

疫情持續下，教師員生均努力適應學與教新常態；教師積極營造不同的學習機會，惟疫症限制了各項活動的時間和空

間，大大減低了同學參與學習活動的機會。可幸的是，我校過去多年致力推廣感恩文化，教育同學以正面積極的態度面對

不同的挑戰；面對迹境時，努力保持安定的心，嘗試以多角度理解不同情況，把困難轉化為成長的土壤。我們亦一直與同

學及家長以不同渠道保持溝通，並努力協助因疫情持續下而出現困難的家庭。感謝社會上不同人士對我校師生的支援，讓

我們能以校內及校外資源，紓援受困家庭的困境。 

 

一如以往，全體教師於學年終結前的校務會議中，由各級主任帶領下，以分組形式檢討過去一年兩個關注事項共 14 個

工作範疇的成果；各人對每項評分(1-6 分，6 分為滿分)，舉出例證及提出改善建議。除分組檢討外，每位教師均獲發一份

「回顧與前瞻」表格，填寫對不同組別的工作及兩個關注事項的「保、改、開、停」建議，最後由校長總結，再交予各科組

檢視及規劃工作。 

 

教師整體尚算滿意各項工作。下頁的表一及表二總結了兩個關注事項中各範疇的平均分，並列出過去兩年的評分及三

年的平均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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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各科組就有關工作的成效評估，則詳列

於後頁的各科組檢討報告。我校團隊會繼續反思，持續改進，努力栽培每一位同學。感謝全體教職員的堅持不懈，校董會

和會德豐地產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同學的投入學習和家長的諒解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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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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9 

評分 

2019-20 

評分 

2020-21 

評分 

三年 

平均分 

1.  熱愛學習 

 a. 深化課堂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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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 4.1 4.06 

b. 加強閱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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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 3.11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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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3.8 3.69 

b. 強化電子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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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 4.8 4.74 

c. 加強課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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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4.59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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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3.76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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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 4.15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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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3.22 3.15 

各項平均分 4.17 3.83 3.94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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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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9 

評分 

2019-20 

評分 

2020-21 

評分 

三年 

平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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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3.86 4 

b. 優化多元活動及

培訓機會，發掘

才能，確立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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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3.68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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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 4.09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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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 3.77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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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 3.7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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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 3.81 3.9 

各項平均分 4.02 3.96 3.82 3.9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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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各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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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電子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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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現況及例證： 

 

 同學做實體「導學案」的機會少了，但電子學習範疇則有進步。如老師於 Google 

classroom 放了不少網上學習材料，如不同的練習、教師製作的短片等，讓同學進

行預習和隨時重溫，促進同學自學 

 同學學懂了網上交功課，教師也學懂了評改電子版功課 

 各科編寫了很多電子學習材料，師生都習慣使用電子教材，有利於同學自學 

 學習使用 Loilonote，提升實時上課的效能 

 部分高中學生表現良好，未有受疫情影響 

 

 學生(初中較明顯)未能適應新常態的學習模式 

 部分學生的自主性和自律性較弱 

 追收同學的功課有困難，部分同學於網上學習時「掛機」 

 沒有機會與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協作 

 

建議： 

 加強課後支援，提升學習效能，重建「學習習慣/信心」 

 於上午上課，下午做功課(由老師指導)或進行補課等學習活動，協助同學處理學

習問題，建立學習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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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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閱讀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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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全校閱讀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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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於本關注事項中得分最低) 

 

現況及例證： 

 疫情下，老師仍繼續進行書介 

 老師用心準備書介 

 

 高中閱讀英文報紙因班主任時間短，未能使用已準備的簡報 

 因疫情下，未能提升班書櫃的借書率 

 因疫情影響縮減上課時間，班主任節也縮短了，減少了早會閱讀時間，未能協助

同學建立閱讀習慣 

 部分同學認為報紙不潔，故不想翻閱 

 老師拍片進行書介頗浪費時間，且效能不大 

 

建議： 

 善用班書櫃資源，讓同學借書回家 

 增設「閱讀課」，培養同學的閱讀習慣 

 閱讀雜誌可能較有吸引力 

 鼓勵同學借閱公共圖書館的電子書 

 可讓同學閱讀一些有測考元素的書，閱讀後做匯報 

 全校(校長及師生)閱讀同一本書，之後一起討論，作讀後分享，每年 2 至 3 次 

 代堂老師可帶同學往圖書館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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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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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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現況及例證： 

 

 於網上授課時，各科有序地安排教學內容、教材及執行評估 

 以電子學習促進自主學習，增加了同事間的交流與互動，如學習工具的應用 

 高中中文、英文以全級按能力分組，更能照顧學習差異，效果更好 

 高中的中、英、數、通均有分組教學 

 課堂研究、同儕習作察閱及跨科習作察閱提供了十分好的同儕交流機會 

 部分科目有共同備課節，增進交流 

 老師因應情況變通，如視藝科增加了很多平面習作教材，歷史科會因同學程度設計

「六年一貫」習作 

 

 部分術科人數較多，較難配合小班教學 

 在課堂可如常討論部份導學案，但展示成果部份則因時間緊逼而縮減 

 跨科的導學案較少 

 

建議： 

 

 老師要有兩手預備，培養學生網課及面授的常規 

 疫情下同事間較少交流，建議改為科本專業發展，提高科內同事交流的機會 

 讓初中同學初步了解 DSE 模式，可於試題加入部分 DSE 考試模式 

 需關顧有特別學習需要學生的考卷調適問題 

 加強對中四級同學的關顧，可於中四班設雙班主任制 

 英文科於初中部分班別跨班分組，讓老師因材施教 

 於中一能力較強的班別試行課後英語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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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成效評估：現況、例證及建議 
b.強化電子學習 

(i) 強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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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於本關注事項中得分最高) 

現況及例證： 

 

 老師的電子教學及學生的電子學習能力十分高 

 在教師發展日開辦電子學習工作坊及分享會，每位老師也學懂拍片，以 ZOOM 教

學，運用不同的軟件和學習平台及網上收發功課等技能，增加了老師之間的交流 

 各科已習慣使用不同的電子平台作教學或收集數據，並作分析及跟進 

 學校引入 Loilonote 作電子教學，並優化了電子學習器材 

 學生多了機會進行電子學習及使用不同網上學習平台 

 學生的電子學習能力及運用均較去年進步 

 學生配備個人的 iPad，能增加其學習動機，也提升課堂上的互動 

 學生較易掌握 Online learning 的技巧, 能純熟運用 Google Classroom、Loilonote，

收發老師的筆記/功課自如 

 BYOB 計劃促進了學生電子學習的文化 

 

 Ipad 數量不足以應付所有課堂的需要，課堂上一人一機會更佳 

 電子學習應是輔助教學工具，但現時卻仿似課堂主要工作 

 學生學習興趣因網課而減低了 

 高中可以 BYOD，初中則在申請後可使用手提電話上課，方便推展電子學習 

 電子學習較優勝，自主學習則仍可進一步改善 

 中文大學的支援較以往少 

 部分同學欠缺建立抄筆記的習慣，會以 iPad 或手機影相取代之，或會影響他們的

學習能力 

 

建議： 

 學校繼續增購有用的教學軟件 

 不同科目可多參與和友校的不同科本合作計劃，互相學習 

 思考如何於面授課堂中以電子學習提升自主學習，進一步提升學與教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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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成效評估：現況、例證及建議 
c. 加強課後學習支援 

(i) 初中方面，推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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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分：4.59 

現況及例證： 

 

 老師盡力支援學生 

 校外機構能有效照顧同學的需要，師生比例亦合理 

 周六繼續設有各種輔導班，如英文、中文等拔尖班、增潤班 

 不同的課後班，如數學、英文、功課輔導班等，數目十分多 

 英文拔尖班和數學補底班，人數達 100 人 

 功輔班一星期三天，學生出席達九成 

 

 部分導師的質素需提升 

 初中支援較少，有特別學習需要的同學需要更多協助 

 部份同學需要一對一輔導 

 缺少了可於補課或課堂時段進行完整的文憑試試題練習的機會 

 不同科偶有撞時間補課 

 

建議： 

 於半天上課的下午由各科老師輔導學生，培養同學自學習慣及協助同學解決學習

上的困難 

 加強監管外間機構的課堂及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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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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分：3.76  

現況及例證： 

 

 疫情下老師仍盡力提供不同的外出學習機會給學生 

 疫情下仍有全方位學習日、試後參觀活動、STEM活動等 

 各科各組仍舉辦很多聯課活動 

 中二、中三級級活動，學生建立合作精神，表現投入 

 

 疫情下，所有境外團已取消，十分可惜 

 科組間合作較少 

 

建議： 

 若於下學年仍取消境外學習，可改辦網上虛擬旅行團(VR) 

 以本地學習團代替境外學習團 

 應用 VR 教導 SEN 學生 e.g. 社交小組 

 

b.推展 STEM教育 

(i) 利用 STEM 統籌委員會，

領導發展 STEM 教育。 

(ii) 配合 STEM 學科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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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分：4.15 

現況及例證： 

 

 以精英或普及式發展 STEM 教育，學生參加了不少校外比賽，亦舉辦了全級

性的活動 

 同學於全港性的比賽中獲得獎項 

 學生對動手做感興趣(hands-on experience) 

 於校園內放置展品，提升同學的興趣及訪客對本校 STEM 推展的認識 

 

建議： 

 推展跨科組合作活動，如製作肥皂、分子料理 

 多展覽 / 展示同學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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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成效評估：現況、例證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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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分：3.22  

現況及例證： 
 

 各科已有提升學習興趣的策略 

 老師明白提升學習興趣才能加強學生學習的主動性 

 老師會於早會分享世界議題 

 一人一體藝中設有 STEM 班，培育同學的知讖及技能 

 科學比賽是本校的恆常活動 

 學生於全港的科學比賽中表現出色，如再生能源比賽 

 

 對外的比賽較少 

 同學在創意教育、科學科技學科的知識仍有待增加 

 

建議： 

 加強跨科的合作 

 社際問答比賽中多加入科學、世界議題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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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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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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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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會、特別節日及試

後活動等時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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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 

現況及例證： 

 

  透過網上影片平台 YouTube 分享大量不同題材的短片，包括「德育分享」、

「老師分享」、「學術周短片」、「輔導短片」、「老師書介」等，有助多方面培育

同學正面的價值觀，並提升生活技能 

 老師盡力安排於網上班主任節播放短片分享，可能成效不高，但內容非營豐富 

 早會有不同主題的分享 

 周會活動和德育文章向同學發放健康生活習慣的訊息，嘉賓的分享亦有助提升

同學的抗逆力 

 「班內一人一職」計劃實施情況良好，同學按自己的職位擔當職責 

 一人一體藝課程讓同學擴闊視野，培養興趣，減輕學習壓力 

 不同的獎懲制度，如「叻仔叻女日日賞」、「校服儀容貼紙」、「守時比賽」、「功

課向善計劃」、「遲到向善計劃」、「行為缺點向善計劃」、「SAS 自我成就獎勵計

劃」、「好人好事」等協助同學提升品格 

 全方位活動能凝聚同學團結 

 校園內展示了不同的鼓勵片語 

 

 展示成就方面，大部份於校網或其他電子形式進行 

 疫情關係，大大減低了實際參與活動的機會 

 活動及比賽較少，未能提供足夠機會讓學生展現才能 

 初中一人一體藝、高中藝發課、早會及周會分享等，改為 YouTube 播放或播

片，成效較差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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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成效評估：現況、例證及建議 

 刪減「班內一人一職」計劃內一些不重要的職位，將各科科長加入職責範疇

內 

 班主任時段：精簡宣布事項，同時避免一個時段內有數位老師及同學分享 

 定時更換校園張貼的字句 

 彈性處理一人一職的分配，班主任按需要安排不同職位；個別職位可每半年

換一次 

 檢視較多人到達的校園位置，展示新近同學的成就及校隊照片 

 於校園內多展示初中同學在體藝培養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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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 (於本關注事項中得分最低) 

現況及例證： 

 各科組積極培訓同學，給他們機會展現才華，如：典禮司儀、畢業禮服務生

等，同學表現優良 

 同學積極參與不同的科組活動，如「寵物講座」、「彩虹傘活動」、「禁毒講座」、

「性教育講座」、「跳繩活動」、「上網成癮嘉賓分享講座」、「學科周網上問答

比賽」等，擴闊視野 

 同學於「中一導入計劃」、「中一社同樂日」、「社際比賽」和校外團體訓練日

營中充滿活力，展現領袖才能及學習熱情 

 於暑假進行職埸實習及領袖訓練 

 學生參加朗誦訓練、司儀訓練、辯論比賽、音樂比賽等 

 學生會準備「打氣包」及心意卡送給每位復課同學 

 學生組織人文學科周、語文雙周、關愛周、國慶周、網上歌唱比賽等 

 和 Island School 的英語交流活動，提升自信 

 

 由於疫情停課，取消了大部份活動及境外交流團，窒礙了同學發揮所長 

 部分同學擔當的領導角色過重 

 

建議： 

 中四級活動，進行沙灘波比賽 

 於領袖訓練活動中，要求每個組別負責一個校外的服務活動 

 領袖生/服務生身份可更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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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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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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 (於本關注事項中得分最高) 

現況及例證： 

 

 老師透過早會短講影片和德育文章與同學分享和傳遞「關愛」、「感恩」和

「包容」等價值觀 

 班主任於疫情期間，致電學生詢問情況，並提供協助 

 老師於 ZOOM 分時段與學生小組傾談 

 各班生日會和「關愛周」活動有助加強師生之間的聯繫，並讓同學從中學習

感恩和關懷別人的美德 

 很多外間機構捐贈物資及款項給本校，師生均感受到他人的關愛，學懂感恩 

 師生之間互相撰寫心意卡和「好人好事」卡，表達感恩和欣賞之情 

 教職員為學生準備福袋，讓同學感到被關愛 

 學生會準備了復課禮物包給每位同學 

 復課時，輔導組派發抗疫包，鼓勵學生 

 到老人院送禮物，與有需要人士分享防疫用品等 

 輔導組安排不同的活動關心學生精神健康 

 新辦生果周，讓同學感到被關愛 

 音樂科參加生命鬥士音樂會 

 舉辦動物權益講座，推動生命教育 

 

 減少了社會服務的機會 

 早會時間不足，減少了分享及討論機會 

 

建議： 

 繼續進行生日會及派發獨立包裝蛋糕 

 在限制下繼續推展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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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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化學生領袖培訓，加強各

組別「小隊長」的角色，讓

同學在不同領導崗位，薪火

相傳，共同管理校園 

(iv) 加強推廣「活動及服務獎勵

計劃」，鼓勵同學自發籌辦

學習活動或服務，設立活動

資料庫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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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 

現況及例證： 

 

 包裝口罩送給校外弱勢社群 

 SAS 計劃及活動資料庫如常運作 

 同學參與義工服務，如長者學苑 

 德育組中二級服務活動「致送揮春」 

 領袖生、科長和各活動組隊長或組員在校內服務同學 

 同學於「班內一人一職」計劃和級會中服務同學 

 同學於「家長會就職典禮暨家長晚會」和「畢業禮」中擔任工作人員，服務

嘉賓、家長和同學 

 同學於社際比賽如社際辯論比賽中擔任工作人員，服務參賽的老師和同學 

 同學透過校本領袖訓練活動，學習服務校內師生及校外有需要人士 

 中二級在校做服務，包裝小禮物供機構派發給有需要人士 

 

 因疫情關係，取消了對外服務，如中四級探訪獨居老人的義工服務 

 

建議： 

 為推動更多同學參與校園服務，建議級會組織校園清潔活動，讓每次自選一

個校園地方並清潔一次 

 以 ZOOM 形式(如錄影唱歌/跳舞片段)與服務對象分享 

 同學於服務後的全校分享機會可更多，以提高對整體同學的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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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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現況及例證： 

 

 各科組組織同學參加外間比賽，如電腦科、生物科、中英文科、中史科等 

 同學積極參與各類比賽，如徵文、演講、辯論、朗誦、音樂、科學比賽等 

 同學參加不同類型的校外比賽，並獲得獎項 

 初中同學與鄰校港島中學學生一起上英文網課，並體驗不同的英語學習模式 

 

 因疫情關係，校外活動及比賽也大幅減少，同學失去學習的機會 

 

建議： 

 繼續於限制下組織及鼓勵同學參與不同的校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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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 

現況及例證： 

 疫情下學生身心及抗逆力較弱，需要協助的學生較多，輔導組及社工提供不

同的協助 

 舊生的分享，擴闊了同學的視野，並從中獲得啟發 

 畢業禮吳天海先生鼓勵同學擴闊自己的眼界，接受挑戰，迎難而上  

 同學透過嘉賓和老師的分享中擴闊視野，並從他人的經歷中獲得啟發 

 「和你傾」、「靜觀」和關愛周活動，提升同學的抗逆力 

 同學參與九龍倉集團「學校起動」計劃，如網上職場體驗，擴闊視野、了解

人生目標和職場所需技能 

 初中及高中同學皆有機會透過生涯規劃活動，建立人生目標，並對職場有初

步的認識 

 

建議： 

 生涯規劃紀錄冊：尚在起步階段，若有中期跟進，如班主任/相關老師協助同

學反思，果效將更佳 

 提供不同機會讓同學及早了解工種/選科的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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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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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課堂互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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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延展至全校各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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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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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學習已在全校各級推行，並已完成一個循環。學與教委

員會作統籌，全校現已可用無線網絡上網作教學；學與教委

員會亦提升課室的硬件裝備，與資訊科技組及總務組協作，

如購置互動顯示屏、編排分組、安排分組座位等。來年自主

學習時段仍在中一及中二於星期一及五的課後進行，盼望在

疫情過後，效果會更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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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中中一新生學習如何整理筆記，如何運用文件夾來處理交

功課等，亦有中、英、數三科協助同學適應課堂內的自主學

習。本年雖因疫情而取消了原訂在 12 月進行由香港中學校

長會舉辦的「自主學習雙周」公開課，但部分老師也有外出

觀摩友校的公開課，一同學習，分享成果，優化學與教效能。 

 

在同儕觀課上，由於疫情，全年只進行了新入職(入職兩年

或以下)老師的觀課，但在指導老師及科主任的協助下，亦

能窺見新入職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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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儕課業察閱則繼續進行，只是

因為上、下午也需上課，而把分享環節改為一對一，即科主

任與科任老師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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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閱讀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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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全校閱讀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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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分者問卷、科務檢

討會議、班主任意見 

在促進校園的閱讀風氣方面，兩次的老師書介及整段時期的

學生書介鼓勵同學閱讀，閱讀組亦把老師的書介簡報放在網

上供同學欣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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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惜書展卻因疫情而取消。而為加強班中的閱讀文化，早上的

閱讀課取消了德育文章而全面實施閱報，盼望能強化同學的

語文能力。雖仍保留班主任節，但時間縮短了，對提升閱讀

文化卻又是杯水車薪。期盼來年疫情過後，會復辦更多對閱

讀有幫助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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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主任及學習領域統

籌報告、校內測考及

公開試成績統計、科

務檢討會議、持分者

問卷 

由於受疫情影響，「同儕習作閱覽」、「同儕觀課」未能全面

進行。「同儕觀課」只於新老師方面進行，而「同儕習作閱

覽」則在分享部分改為一對一，即科主任與科任老師的交流。

「共同備課」方面亦受影響。而中學校長會的「學科跨校學

習社群」計劃多以網上進行，而我校的公開課(中史及數學

科)則取消。 

在六年一貫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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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同學

在家中備課，以配合翌日的課堂。 

在按能力分組方面，不同科目於指定級別進行全級或兩班按

能力分組教學。除中四及中五級外，我校在中一至中三、中

六各級均加開設一班。中四級方面，為加強同學的表現，以

能力為編班標準，A 班拔尖，以中三全年成績第 1-30 名組

成，B 班則以第 31-60 名組成，C 及 D 班則由餘下同學以 S

型編班組成，盼望在能力相近的情況下加強同學的學習效

能。在學與教會議中，老師分享在 A 班的成效較為顯著。但

各委員亦認為要對 C 及 D 兩班加強教學及輔導，避免兩班

同學有放棄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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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b.強化電子學習 

(i) 強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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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同儕觀課的觀

察，學與教委員會及

科務會議檢討各項措

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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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舉辦分享會。在校務會議及教師發展日中亦

探討如何優化電子教學，以提升同學的學習興趣及能力。今

年更多老師利用 Loilonote 作教學、發放功課及筆記、收功

課、堂課練習等等。老師亦不斷作出嘗試，優化電子學習，

成效較以前邁進一大步。 

c.加強課後學習支援 

(i) 初中方面，擴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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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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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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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繼續加強初中同學的課後學習支援，除功課留堂班外，

我校更繼續與燊火青年網絡合辦「初中奮進助學金及啟導學

習計劃」。可惜受疫情影響，啟導班在第三學段才正式推行。

但在形式上卻擴展至英文科及數學科，實在難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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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因疫情而取消了部分的課後補課。 

受疫情影響，初中同學欠交功課嚴重，學與教聯同「遊樂場

協會」社工及我校補導員及教學助理，於放學後進行功課輔

導班，讓同在得到輔助的情形下補回功課，改善交功課情況，

建立做功課習慣，成效顯著，全年已扣減 253 缺點。來年更

引入電子功課紀錄系統，讓同學及家長透過網上紀錄知曉功

課紀錄，亦會清楚顯示同學所欠功課的內容。盼望此政策能

協助同學準時交功課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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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學與教委員會、

各科的科務會議、學

生及老師問卷，分析

學生的表現及活動成

效 

 
 
 

由於疫情，兩次全方位學習活動的內地交流團均取消。第一

次全方位學習日只進行了中六級模擬放榜活動，而第二次則

進行了中一至中四各級的活動。 

受疫情影響，本年度所有的境外交流也取消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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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校內各類活動及參與校外的比賽，提升同學的科學

知識。在香港中學校長會舉辦的分享會中，STEM 教育組也

向友校分享我校的 STEM 教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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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b.推展 STEM 教育 

(i) 利用 STEM 統籌委員會，領導發展 STEM 教

育。 

(ii) 配合 STEM 學科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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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與教委員會檢討成

效，科學科務會議討

論學生的表現 

 
 
 

受疫情影響，由中學校長會舉辦的自主學習分享，我校 STEM

活動只能於網上分享，幸好校內不少的 STEM 活動也能進

行。在試後活動期間，STEM 統籌委員會，透過校內各類活

動，提升同學的科學知識。當然，同學在疫情下，只能參加

零星旳校外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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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各科的科務會議

上，分析學生的表現  

我校除致力提升同學的成績外，亦在各科老師帶領及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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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疫情下，以往所舉辦的中一級遊走

中上環、中三級社會認知、各級境外交流考察團均未能成

行。盼望來年有更多的機會帶領同學到境外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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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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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科科務會議檢討 由於疫情，所有境外交流活動取消了。可是，在學科方面，中

史、歷史科等仍因應課程內容，向同學講解名人素質，如邱吉

爾、羅斯福、孫中山、港督麥理浩、彭定康等，透過講解，提

升同學的品格修養，為社會培育未來領袖。設技科、科技與生

活科也在生活上協助同學建立不同的生活技能，如烹飪、使

用日常生活用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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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學習領域及科務會

議檢討學習活動的成

效 

 

 

因所有境外交流活動均取消了，同學未能從對外交流考察中

訓練他們的自主、獨立及領導的能力。今年的全方位學習日，

也因疫情而舉辦另類活動，透過團隊活動，讓同學在參與的

過程中成長。而領袖訓練營亦能建立同學的自信及領袖才能，

並培育責任感、廣闊視野等素質。透過語文雙周及人文學科

周兩次學術周活動，同學在協助籌辦活動、整理資料、佈置壁

報等等，能培育正面的校園文化及價值觀，並能發掘及加強

同學的潛能。 

老師及同學的早會短講改為網上分享時事，各科在教學過程

中，也以滲透方式透過不同的領袖如邱吉爾、羅斯福、港督麥

理浩、彭定康等領袖，向同學灌輸正確的價值觀及領袖素質。

7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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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就組在「職場

影子計劃」的推行，讓學生多了解時事，讓同學從中學懂作為

領袖的優良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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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領域及各科於科

務會議檢討 

雖然疫情使各科取消大部分的外出參觀及工作坊，但通識科、

科技與生活科、德育及公民教育組等也為同學籌辦不同的活

動，培養同學良好的品格；亦透過校內的「水果周」、「靜觀」

等活動，向學生灌輸「分享」、「感恩」、「恬逸」等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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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所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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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向同學講解他人的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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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同學講解本

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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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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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疫情，本年度大部分的活動均須取消，只餘部分球類比

賽，如籃球、排球等，也有辯論及問答比賽。透過這些活動及

比賽，期望同學努力爭勝，也經歷勝與敗的起跌；惟活動減少

下 建立自信及不屈不撓素質的機會亦減少了。各類的學習及

境外交流團也取消，未能使同學藉參加境外學習以培育同學

的責任感及擴闊視野的機會。盼望來年可以復辦各類比賽及

境外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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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疫情期間，講座減

少、職場影子計劃規模亦減少，同學失去不少親身經歷工作

世界苦與樂的機會。各科只能就同學所修讀的科目向同學講

解工作的入職要求，以建立同學不屈不撓的自信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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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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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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星期四閱讀中文報章；中四至中五級

在星期二閱讀英文報章，星期四交替閱讀中

文報紙及圖書；中六級在星期二閱讀英文報

章及星期四閱讀中文報章。 

會議檢討 1. 因應疫情，變成閱讀網上報章，未能評估同學的閱讀情況。 

2. 復課後，閱讀課時間不足，大部分班別都需要時間處理班務，

未能集中閱讀報章，只能派發讓同學回家閱讀。 

3. 英文報章方面，由於時間不足，跟進有困難，建議來年改為以

Google Form 取代現時的練習本。 

4. 另外為了減省班主任開啟簡報的時間，建議來年英文科同事把

Google Form 製作為二維碼，把列印出來派發予高中各班，讓

同學可直接於網上完成課業。 

1.2. 為中一至中五級各班設立班書櫃，配合學生

的興趣，購置不同種類的書籍，讓學生在閱

讀課閱讀，培養閱讀習慣。 

會議檢討 

 

1. 因疫情關係，閱讀課時間大大減少，各班使用機會不多。 

2. 本年有 9本失書，大部分班主任已追收同學款項，由圖書館補

購書籍。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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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檢討 

 

1. 順利完成，唯可能由於轉為網上授課，課時減少，因此同學的

表現一般，未見佳作。 

2. 由於本年取消班際書介比賽，因此今年不設頒獎，唯來年繼續

進行頒獎。 

1.4. 安排每位老師在班房向學生作一次的書籍

分享，並於圖書館設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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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老師分享活

動完成的比率 

3. 統計借書量 

1. 本年已於 9月 30日、1月 13日及 2月 24日順利完成老師書

介，亦把所有書介簡報上載於圖書館網頁。 

2. 本年共有 141人次借閱老師書介的書籍。 

3. 建議來年中六也安排老師書介。 

4. 書介當天，必須與訓導同工協調宣佈及響鈴時間，避免影響各

班的書介。 

5. 如未能安排老師到班房書介，則改為拍攝書介短片。 

6. 可考慮安排老師的書介短片於學校正門的電視機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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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檢討 

 

1. 於 9月 3日班務時間向中一級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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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年將會繼續進行。 

1.6. 安排中一以小組，中二至中三以個人形成，

在閱讀課進行班內書介，增加學生以語言分

享閱讀樂趣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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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疫情關係取消。 

2. 因疫情關係已取消兩年，來年情況如無太大變化，將會如常舉

行。 

3. 由於初中各級都未曾嘗試進行書介，來年可考慮先提供示範影

本，讓班主任指導同學完成。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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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整合從閱讀中

反思的機會。 

1. 會議檢討 

2. 統計各級學生完

成比賽的比率 

3. 問卷 

1. 因疫情關係取消。 

2. 因疫情關係已取消兩年，來年情況如無太大變化，將會如常舉

行。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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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疫情關係取消。 

2. 因疫情關係已取消兩年，來年情況如無太大變化，將會如常舉

行。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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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順利完成比賽。 

2. 得獎作品在圖書館門口展出。 

3. 今年配合中文科活動，把優異作品展示，來年將繼續舉辦。 

1.10. 與校園電視台合作，安排學生製作新推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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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疫情關係，同學未能於放學留校討論及訓練，因此拍攝只拍

攝一次，並把影片連結傳送予班主任。 

2. 建議來年上下學期各拍攝一次。 

3. 可考慮安排同學的新書推介短片於學校正門的電視機播放。 

1.11. 邀請講者於周會時間主持推廣閱讀講座，安

排初中學生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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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邀請了校友余家強先生到校演講，唯作家一般的演講內容

只限自己所撰寫的書種，由於講者介紹書籍種類不足，學生反

應一般。 

2. 鑑於難以邀請對同學邪言有吸引力的講者，建議來年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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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12. 定期為圖書館購置新書，並於圖書館內舉辦

新書書展，每次展期約兩個月，以最新及多

元化的書籍，吸引其自主閱讀。 

會議檢討 1. 盡量配合學生興趣來購置新書。 

2. 全年共購置 401本新書。 

3. 全年共安排 6次新書書展。 

4. 本年在新書書展預約為 30人次，較往年減少，相信與疫情有

關。 

1.13. 定期舉辦書商書展，並於書展擺放「好書為

你買」收集箱，幫助學生購買感興趣及合適

的書籍。 

1. 會議檢討 

2. 完成活動的次數 

1. 因疫情關係取消。 

2. 來年如一切正常，將繼續舉辦。 

1.14. 於圖書館網頁設立「好書為你買」Google      

Form，讓學生可隨時建議心儀書籍，並由圖

書館代為購買。 

1. 會議檢討 

2. 統計學生參與次

數 

本年因疫情影響，未能進行宣傳工作，全年共購買 12本，主要是

高中同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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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檢討 1. 今年主要用 zoom的形式舉行。 

2. 來年將因應情況而決定活動形式。 

 

1.16. 向學生介紹香港公共圖書館的電子書設置

及其他電子的閱讀平台，鼓勵學生使用。 

會議檢討 1. 今年成功向中一同學介紹公共圖書館的電子書閱讀平台。 

2. 來年會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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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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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檢討 

 

已於圖書館安置常設書櫃，順利完成。 

 

2.2. 培訓閱讀大使，培養其獨立思考和處事能力，

以期成為學生領袖，發揮自主精神，帶動校

內之閱讀風氣。 

1. 會議檢討 

2. 參與閱讀大使之

人數 

 

1. 今年閱讀大使主要負責宣佈和拍片，由於疫情關係，沒有安排

當值。 

2. 來年集中招募中一同學。 

3. 如果來年疫情仍未穩定，考慮繼續不安排當值工作，集中在閱

推廣閱讀活動。 

2.3. 設立「五育漂書櫃」及「老師漂書櫃」，讓師

生可自由交換書籍，鼓勵不同持份者閱讀及

分享，以書會友，正心修身。 

會議檢討 

 

1. 已於學校正門附近設置「五育漂書櫃」，另外於教員室設置「老

師漂書櫃」。 

2. 來年會繼續進行。 

負責老師姓名：林妍、余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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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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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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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要求質，鼓勵同學閱讀及提

升學習動機。 

1. 老師於活動的觀察 

2. 升就組會議評估 

本組安排升就大使選取 5 種不同行業的工種及相關進修途徑向全校分享，汲取上

年疫情停課的經驗，本年的行業分享由同學製成影片，並於網上進行分享，同學的

分享亦配合了短文閱讀及網上問答遊戲，網上問答遊戲參與率平均約 200-300 人

次，效果理想。 

 

經會議檢討後，老師建議來年可以把相關資訊上載至校網，讓家長及學生可以獲得

不同的生涯規劃資訊。 

 

會議檢討評分:4.78 分 

1.2 於周會向中四級同學介紹應用

學習課程，鼓勵同學因應個人

能力和職志興趣參加，擴闊不

同知識領域。 

1. 申請學生的數據 

2. 學生於課程的成

績數據 

3. 升就組會議評估 

本組老師向中四同學介紹應用學習課程的申請，包括 6大學習範疇、上課形式、評

核安排及參與課程的考慮及守則等。本年度取錄人數結果如下： 

 

 4A 4B 4C 4D 總人數 

正式取錄 9 9 11 2 21 

就讀 2020-22 應用學習課程的位中五同學，大部份同學的累計出席率介乎 80%-

100%，合乎課程要求的 80%出席率。有 2位同學的出席情況有不同的狀況，已經向

同學了解及作出跟進。而就讀 2019-2021 應用學習課程的 7 位中六同學，有 6 位

取得達標或以上的成績，1位同學獲更獲頒應用學習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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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檢討評分:4.3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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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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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勵同學善用時間，訂下升學目

標，及早準備文憑試。 

 

1. 學生參與的情況 

2. 問卷檢討數據 

3. 老師於活動的觀

察 

4. 升就組會議評估 

本組於上學期考試期間收集老師預計文憑試成績，讓聖公會印製模擬放榜成績單。

中六同學透過模擬放榜活動中的經歷、小組分享、社工講解、找尋出路等等環節，

使同學了解成績對其出路的影響及各類升學及就業所需的相關學歷或經驗。同學在

活動中分享收到成績單後的徬徨和英文成績的重要性。活動後老師及社工均反映大

部分學生十分認真投入。期望中六同學透過是次嘗試放榜後規劃未來的經歷，有助

同學選科之餘，也能鼓勵同學於畢業考試中努力溫習。下列是活動問卷調查的結果: 

 人數百分比 

(同意或十分同意) 

我在今次活動中認識了更多放榜

出路選擇 
97.18% 

今次活動能夠鼓勵我規劃放榜後

的出路 
97.18% 

我對活動的流程安排感到滿意 97.18% 

我對主持的講解感到滿意 100% 

我對小組謝師的講解感到滿意 100% 

其他意見 

 需要更多面試時間   

 活動中的課程可增加 

 活動有趣，有助我規劃出路   

 可以增加多些副學位的課程選擇  

綜合以上結果，本組認為是次活動的效果與預期相乎。而本年因周會及疫情所限，

未能為同學舉辦模擬面試工作坊。而來年亦可於活動中加入更多的升學選擇。 

 

本組邀請了 3位畢業生到校分享他們的大學生活、成長歷程及準備公開試的心得。

3位畢業生以過來人的經驗作分用心及真誠的分享。 

 

本組進行會議檢討後，認為高中同學對畢業生的分享會反應正面，對他們對未來的發

展有所啟發。建議來年再邀請更多不同的校友作分享。 

會議檢討評分: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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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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用「學校起動計劃」資源，與不同

科組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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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學生參與的情況 

2. 老師於活動的觀

察 

3. 問卷檢討數據 

4. 升就組會議評估 

因疫情關係，本年未能與不同企業安排同學進行職場考察。惟在「學校起動」計劃的

支援下，本組安排了中三同學進行網上企業參觀，了解企業內的多元化工種，以進一

步擴闊同學的視野。同學雖然只能透過網上進行實時參觀，但反應甚佳，而且主辦單

位所展示的參觀內容實用，有效提高同學對該行業的認識。 

 

本組進行會議檢討後，認為同學雖然不能外出進行參觀，但於網上進行職場參觀亦

是另一個較佳的方法以提高同學對工作世界的認知。建議來年繼續嘗試與不同行

業機構合辦實地考察或網上活動，為不同學科的學生籌備多元的學習環境。 

 

會議檢討評分: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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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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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同學提供

不同的學習對象，建立積極向上

的學習態度。 

1. 學生參與的情況 

2. 老師於活動的觀

察 

3. 升就組會議評估 

因疫情關係，本年的「友導向」計劃暫時停辦。來年安排則視乎疫情的發展再

作決定。 

本組亦邀請 2 位畢業生回校向中五同學分享成功衍接學位的經驗，同學十分投

入，相信當中獲得不少啟發。建議來年將繼續邀請不同畢業生回校分享。 

 

會議檢討成效評分:4.55 分 

1.2 於校園展示不同畢業生的成功

例子及其學術成就，建立欣賞別

人及自勉的素質。 

升就組會議評估 本組於校園展示了入讀大學的校友成就，效果甚佳。建議來年將繼續。 

 

會議檢討成效評分:4.5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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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評估成效 

1.3 組織高中同學協助「生涯規劃資

源中心」的運作、升學資訊分享

及輔導支援等活動，讓同學協助

同儕進行生涯規劃，展現其領導

素質。 

1. 學生參與人數 

2. 老師於活動的觀

察 

3. 升就組會議評估 

本組招募了 10位升就大使，負責分享各類升學及就業資訊予全體同學及籌組升

學活動，以提高同學的生涯規劃意識。同學的表現十分優異，用心付出，除了

製作了不同的新興行業分享外，亦協助籌組不同的升學活動，包括「教育及職

業博覽」及「迪士尼工作體驗」。 

來年的招募工作亦已完成，本年度大部分同學會繼續留任，以帶領新的成員。 

 

會議檢討成效評分: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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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學生參與人數 

2. 老師於活動的觀

察 

升就組會議評估 

本年相關的行業機構未有開設參觀活動，故未能安排同學前往。 

而 10位升就大使於試後活動組織了社區服務，同學設計及印製了不同款式的升

學打氣卡，連同小禮物，贈送予小學生，表現良好 

 

如來年的情況與本年相同，建議由升就大使搜集相關的行業資訊，並透過網上

資源或影片向同學進行分享。 

 
會議檢討成效評分:4 分 

(3)共建積極人生 

3.1. 加強校本生涯規劃課程，優化

中一至中三班主任輔導課教

材。透過生涯規劃手冊，協助

同學檢視及制定目標，加強個

人生涯規劃。 

1. 學生參與情況 

2. 老師及社工於活

動的觀察 

3. 問卷檢討數據 

4. 升就組會議評估 

本組除了繼續與香港聖公會沙田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合作，於初中安排活動工作

坊(中二級:「職志前哨坊」、中三級:「選科工作坊」)，惟因周會的次數限制關係，

中一級的「職志探索坊」及中二、中三級的校本生涯規劃課未能進行。 

汲取上年受疫情停課影響的經驗，本組製作了網上輔導課，帶領中一、中二、中

四及中五學生全年進行三次生涯規劃，並於學習、活動及人際關係範疇上進行目

標訂立及檢討。大部分同學均用心填寫，表現良好，本組於下學期向成功完成手

冊的同學送予小禮物以作鼓勵。 

 

本組老師進行會議商討後，建議來年繼續沿用相關的生涯規劃手冊，並擴展至全

校的同學，讓同學有序地建立不同範疇的目標，強化個人規劃的意識。 

 

會議檢討成效評分:4.56 分 



49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評估成效 

3.2. 優化中三選科輔導工作，透過

高中同學分享、小組輔導、職

志評估、各科課程影片、入班

活動及家長日講座，讓中三同

學從多角度了解中學文憑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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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學生參與的情況 

2. 老師及社工於活

動的觀察 

3. 升就老師於輔導

的觀察 

4. 升就組會議評估 

因疫情關係，下學期家長日之中三升中四選科講座改以網上進行。大部分的家長

也陪同子女一同出席 zoom的講座，並於講座完結後勇躍發問。 

本組亦高中選科分享會，邀請各選修科的高中同學及畢業生進行選科分享，並隨

後為同學安排選科工作坊及進行小組輔導。同學於選科工作坊完成職業性向測

試，並由社工指引同學在選科上的不同注意事項。根據老師觀察，大部份中三級

同學均積極投入活動及樂於完成職業性向測試。98.1% 的同學認為工作坊內容有

助提升他們對選科原則的認識。 

 

本組老師進行建議來年繼續沿安排相關的輔導活動，並考慮提以下 2項 

1. 提早舉辦高中選科家長講座  

2. 於 2月開始為同學進行輔導 

3. 評估小組輔導成效 

 

會議檢討成效評分:4.56 分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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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學生參與的情況

及 

2. 問卷檢討數據 

3. 老師於活動的觀

察 

4. 升就組會議評估 

本組與職業訓練局合作，安排中五同學於試後活動進行「職業專才教育體驗」活

動。是次活動包括了「會計」、「生命科學」、「長者及幼兒服務」及「智能運動學」

的課程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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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檢討成效評分:5 分 

3.4. 安排一系列高中「生涯規劃」

活動，如聯校生涯規劃活動

日、職場參觀、工作體驗計劃、

師友計劃及模擬面試等活動，

並安排升學大使介紹不同院

校，提高同學的生涯規劃意

識、認識多元出路、增加對工

作世界的了解及發展所需技

能。 

1. 學生參與的情況 

2. 老師於活動的觀

察 

3. 問卷檢討數據 

4. 升就組會議評估 

由「學校起動」計劃所舉辦的網上生涯規劃活動日，活動對象為中四級同學，讓

同學透過 Zoom 平台進行一連串的活動包括職業體驗、行業分享及探索大學生活

等活動去認識個人志向及體驗不同性質的工種，及早規劃未來。同學大都投入參

與活動，尤其是職業體驗工作坊，反應十分正面。 

而「Project WeCan--職場體驗計劃」共有 15 位同學參與，人數較往年上升。  

感謝組內老師指導同學完成英文求職信，並為同學安排中文及英文網上面試訓

練，提點同學面試需注意之事，並給予寶貴回饋。同學表現亦十分認真，充分準

備面試內容，珍惜難得的學習機會，表現令人欣賞。 

因疫情關係，本年的師友計劃暫時停辦。來年安排則視乎疫情的發展再作決定。 

 

會議檢討成效評分:4.4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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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評估成效 

3.5. 安排同學參觀大學/大專院校

及升學博覽展，配合電子工作

紙，引導同學於活動中反思，

訂下目標，規劃未來。 

1. 學生參與人數及

次數 

2. 老師於活動的觀

察 

3. 問卷檢討數據 

4. 升就組會議評估 

本年度，由於疫情關係，所有院校的資訊日改以網上進行，本組先收集同學的參

觀意願，並透過班主任協助，向同學發放網上參觀之連結。同學完成參觀後，需

填寫本組之網上問卷調查，以完成參觀活動。 

 

活動數據 (185則回應) ()為人數百分比 

最多同學參觀之大學(首 3位) 

1.理工大學(27%) 

2.中文大學(22%) 

3.香港大學(19%) 

大學最吸引的地方(首 3位) 

1.大學宿舍(43%) 

2.演講廳(22%) 

3.大學飯堂(20%) 

高中畢業後 10 年內，最希望獲得之資

歷(首 3位) 

1.學士(53%) 

2.碩士(15%) 

3.副學士(21%) 

透過參觀活動，增加你考入大學的動力

(最高 5分) 
平均 3.8 分 

 

本組於試後活動安排 40多位高中同學前往「教育及職業博覽」，認識各行各業的

工種。同學需於活動中搜集最少一個行業及升學出路的資訊，並完成參觀工作紙。

同學於活動中表現十分積極，表現令人欣賞。 

 

會議檢討成效評分:4.4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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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評估成效 

3.6. 善用本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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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老師於輔導的觀

察 

2. 升就組會議評估 

本組以往舉辦 JUPAS、IVE 及 E-APP 報名工作坊，由老師協助及指導下，認識系

統操作，包括開設帳戶及選擇課程。由於疫情關係，本組製作影片指導同學進行

報名。同時，亦邀請了大專院校於網上為同學進行課程介紹及升學出路，鼓勵同

學作好不同的升學準備。 

 

本組每年均舉行中六升學小組輔導，以 3-4人為 1組，每班分別由 1至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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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就組老師於會議檢討後，均認為小組輔導的效果良佳，同學信任老師，願意分

享內心想法及計劃。而放榜後，同學的出路則由不同的輔導老師作跟進， 

大部分同學均有不同的出路安排。 

 

會議檢討成效評分:4.67 分 

 

3.7. 協助同學競逐不同機構的獎

勵計劃及各範疇的選舉比賽，

增加其閱歷，並向不同的傑出

學生學習。 

1. 推薦合資格的人

數及獲獎人數 

2. 升就組會議評估 

本組協助同學參與不同的獎勵計劃及選舉提名，鼓勵同學不斷追求卓越及為同儕

樹立良好的學習對象。本年度，同學先後獲得青苗學界進步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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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檢討成效評分:5 分 

 

 
負責老師姓名：林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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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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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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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優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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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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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會、特別節日

及試後活動等時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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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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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疫情關係，實體早

會取消了。班內一人

一職及體藝課程也

未能如期進行。惟師

生仍努力透過電子

渠道、周會、試後活

動、全方位學習日

等，培育學生的正面

價值觀，發掘同學不

同的潛能。 

同學也透過校內比

賽、表演及校外線上

比賽等，展現才能，

建立互相欣賞的文

化。 

學生培育委員會、 

級主任、班主任、 

輔導組、 

訓導組、 

活動組、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總務組、 

資訊科技組、 

科技、文化及藝術教

育 

 

「學校起動

計劃」資源

及全方位學

習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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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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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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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良佳。雖然大部

份校外活動及比賽

取消，但各領袖生在

校內不同學術周及

活動均能協助帶領

工作，展現 4E 領袖

素質。 

 

學生培育委員會、 

級主任、班主任、 

輔導組、 

活動組、 

訓導組、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社區聯絡組、 

各科組老師 

全方位學習

津貼、國民

教育基金及

校外機構資

源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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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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用校本領袖計劃，發掘各級領袖，強

化學生領袖角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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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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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包

容」 

(ii) 加強科組協作，推動「生命教育」，讓

同學接觸不同背景的社會人士及生命

鬥士，了解不同階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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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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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包容

社會上與自己持不

同意見或不同文化

背景的人，建立感恩

及互相欣賞的文化 

效果良好。透過生命

教育周、關愛周、好

人好事獎勵計劃等，

同學能展現互關愛

的五育人精神。亦因

社會各界在疫情下

對同學提供不同的

幫助，同學學懂感

恩，並以文字或圖畫

對施助者表達感謝。 

學生培育委員會、 

級主任、班主任、 

輔導組、 

活動組、 

訓導組、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各科組老師 

全方位學習

津貼及校外

機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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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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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化學生領袖培訓，加強各組別「小

隊長」的角色，讓同學在不同領導崗

位，薪火相傳，共同管理校園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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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優異，除校內服

務外，各領袖團隊

(包括四社、學生會、

朋輩、領袖生、德公

大使、升就大使、公

益少年團)自行組織

及推行校外服務活

動，包括製作心意包

送贈老人院或小學、

清潔沙灘、清潔行山

徑等等，展現敢承擔

的五育人精神。同學

學生培育委員會、 

輔導組、 

活動組、 

訓導組、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級主任、班主任 

全方位學習

津貼及校外

機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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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成效 負責人 所需資源 

(iv) 加強推廣「活動及服務獎勵計劃」，鼓

勵同學自發籌辦學習活動或服務，設

立活動資料庫 

 
 
 
 

亦已進行總結及反

思，將於新學年九月

於周會上與全校同

學分享成果。 

近兩年「活動及服務

獎勵計劃」没有任何

同學或團隊申請，相

信與疫情有關，也因

同學已有十分多活

動參與，故來年將取

消相關計劃。 

3. 共建積極人生 

(a) 從活動及比賽中擴闊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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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 同學參與校外活動

及比賽，展現廣闊的

視野 

大部份體育比賽均

取消。樂器、演講、

科學等比賽均在線

上進行，同學均積極

參與，擴闊視野。 

各科組老師、 

活動組、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輔導組、 

訓導組、 

學生培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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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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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良佳。同學透過

校內師生及不同嘉

賓的分享，並善用學

校起動計劃資源，提

升了抗逆力及自己

訂下不同階段目標。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輔導組、 

訓導組、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級主任、班主任、 

學生培育委員會 

「學校起動

計劃」資源、

校外機構資

源及教育局

生涯規劃撥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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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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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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授課模式改變及課時減少，推行方法有所改變，期望採用不同的方式達成目標。本

年度持續在全校各處地方，包括課室、走廊，和各層前後梯的梯級和牆壁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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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課時銳減，亦曾一度取消班主任節，星期一早會的短講首當其衝。盛載品德價值

的每周格言亦未有機會向學生解說。本組遂改以展板展示，將每周格言以文案設計方

式，於校內主要位置展示，營造正面的環境，不因疫情而束手無策，於受限制的學習

安排下，竭力保持校園的正面氣氛。 

 

課室展示方面，授課模式改變，未有採用，來年將恢復運作。。 

(b) 豐碩周一早會分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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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教

師周年工作檢討會議 

 

推展順利，成效顯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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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老師主要利用短片形式，以個人生活、故事及時事新聞，詮釋該月的

主題價值觀及人生觀，效果彰顯；亦加強了校園的分享文化。本年度組員增加了個人

分享的次數，提升了師生間的了解之餘，亦為同學作出示範，如何將生活中的事件，

發展成對人生有正面意義的反思。  

 

雖受反覆的授課模式影響，組員發揮團隊協作精神，已能善用短片的特點，以多元化

及更具彈性的模式，將品德主題及不同的正面價值觀傳遞，不受疫情局限。 

 

周二德育文章被取消，組員正研究相關的替代，避免學生失卻從生活事件中深思生命

意義的途徑，本組將盡快以適切方式作出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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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提昇各範疇的活動，透

過不同類型活動，豐富

學生的學習經歷，提升

自信。 

 

學生回應表 

教師回應表 

學生培育檢討會議 

 

性教育方面，由家計會或衞生署負責的性教育工作坊或講座，切合各年齡層同學不同

的成長需要。各級講座均圓滿完成，未受授課模式變更的影響；學生們於網上講座中

主動回應比面見形式更見踴躍，效益更豐，師生們亦一如以往地對講座作出正面的評

價。 

 

國民教育方面，國慶周的活動進行暢順，年度大事回顧、五四運動等重大事件的展板

或短片也安排順利，學生積極瀏覽。 

 

內地交流機會可惜如預期中未能開展，然而在國民教育的其他上方面則展開多項工

作，憲法日、國家安全日及基本法的推展順利，惟推廣進程仍需再予整合，循序漸進

地向學生灌輸相關的重點。 

 

時事及公民教育方面，除本港及兩岸年度大事回顧外，本地時事及公共事務亦有所涉

獵，本組分別安排社區種族和諧講座、廉政互動劇場、無煙 TEENS、「假如我是財政司」

等多類別活動，幫助學生確立不同層面的公民身份，學生反應踴躍。 

 

去年學生表示對時事性的對談饒具興趣，表現投入，期望有更多類近的活動，惟本年

仍受疫情及授課模式所限，本組雖有不少活動構思，相關的工作惜未能進行，寄望來

年能尋找相關的機遇，實踐今年初議項目。 

 

健康教育方面，公民大使透過參與無煙 TEENS活動，警惕師生煙草產業對身心所帶來

的禍害，並於校內進行教育活動，推廣無煙社區的概念。聯同科技及生活科於五月中

旬合辦為期五日的「水果日」活動，派發不同的水果製品，介紹不同製品的營養價值

及新鮮水果於膳食中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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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大使會議 因早會短講機會減少，限制本年度公民大使析述時事評論和分享，改以培訓公民大使

於籌劃活動的能力，水果周、無煙 TEENS及十大新聞選舉都由公民大使參與策劃及執

行的工作，讓公民大使能實踐領袖培訓中所學，效果不遑多讓。 

 

(e) 組織內地交流團，拓寬

視野 

 

教師及學生問卷 因疫情關係，未能舉辦學習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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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二) 關顧社群   

(a) 推行生命的色彩之他

人篇，鼓勵同學與他人

分享，一起表達關愛，

學懂感恩，體現生命的

多姿多采 

學生培育檢討會議 

 

通過短講、分享、校園電視台片段、講座等活動，提醒學生於生活中學懂欣賞「他人」

為社會的付出；惟有感恩各人的付出，我們才會樂善好施，活得幸福。學生於不同活

動的反思及回應上，都表達對各社區服務者的尊敬和對父母及師友的謝意。 

 

因課時減少及防疫措施限制，本年「生命的色彩」的推展形式除科組合作的中文徵文

比賽外，更以高中學生為對象，舉行「生活拼圖」活動，讓學生體驗生活，抒發對生

活所感，鼓勵學生以正面的心態去面對生活中不能避免的難關，塑造正向心志。 

(b) 優化公民大使的培訓，

讓同學共同管理校園 

德育組會議 

 

公民大使協力籌辦不同活動，表現可圈可點，令各項活動更貼近學生的需要。 

 

來年將繼續鼓勵組員於不同活動中，帶領各公民大使進行籌備及執行工作，讓公民大

使有更多機會投入校園運作，甚至可增加其主導性，由首席公民大使統籌工作項目，

令公民大使更具使命感，師生更樂於承擔管理校園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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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培育檢討會議 

 

二月上旬，安排中二級同學，改以手製立體揮春贈予區內長者，替代於長者聚會中的

服務，過程中需要學生依指引，自行設計及製作揮春，為長者送上窩心祝福，中二學

生在疫情限聚下，仍能體驗服務的要義，活動得到學生踴躍的回應。 

 

預計來年長者聚會的服務將會取消，本組將以不同的形式推行初中各級的服務活動，

主動了解身邊人士的不同需要，讓更多學生體驗從生活中出發的服務精神。 

 

學生服務獎亦鼓勵一直不計付出，盡心盡力回饋同儕的學生領袖，獲獎者得到全校老

師的認同，直接鼓勵全校學生投入校園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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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健康教育及性教育活動亦有助提升學生情緒

管理的能力及建立正向思維，培育身心靈健康。 

 

(b) 憑藉服務學習活動和

內地交流活動，豐腴同

學的人生閱歷，拓寬視

野 

德育組會議 

學生培育檢討會議 

 

初中的長者服務讓同學親見長者的部分生活需要，淺嘗服務他人的喜悅。時事及教師

分享早會亦讓學生有機會了解其他人的生活經歷及視野，了解社群中不同持分者的付

出和限制，有助拓寬學生人生視野，亦鼓勵學生反思個人的經歷，對學生的個人成長，

有莫大增益。 

 

負責老師姓名： 王麗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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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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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訓導組以「正面訓導」理念為藍本，培養同學養

成知規守禮及擇善而為的操守品格。 

  

1.1 善用不同集會及訓練活動，灌輸正確價值觀   

1.1.1. 本組利用不同的紀律訓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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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要求

同學學習尊敬師長，以禮待人，懂得自我尊重。 

老師和學生對同學自律守規

的觀察及評價 

本年度因疫情緣故，上學期進行半網課半面授

課，而下學期雖回復面授課，但因課時緊張及仍

須減少人群聚集，以致沒有正式進行全校集隊，

也未有進行「律己訓練營」，因此只能利用早會宣

布的時段教育同學，成效未及當面教育來得直

接。整體而言，因較少集會常規的訓練，同學守

規意識較前鬆散，以考勤、校服儀容問題較為嚴

重。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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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點學校對校服儀容的

要求及理念、學生在集會時應有之行為及表現模式、

教導同學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等，主要培養同學自

我管理能力為要務，使同學明白個人行為對團隊的

重要，以期令同學建立對學校的歸屬感。 

1 老師和學生對同學自律

守規的觀察及評價 

2 學生違規紀錄及統計 

3 學生穿新校服的儀表 

4 校服儀容違規紀錄 

5 換領「校服儀容良好」禮

品數量 

情況如 1.1.1.所述，同學缺少集會等恒常紀律訓

練，學習及紀律表現較為鬆散。在上學期仍有網

課時，同學在考勤及功課等方面表現欠佳，直至

完全恢復面授課，才見到有改善。全年缺點數比

去年上升不少，由去年 3208 上升至 6784，當中

的校服儀容違規紀錄人次有 606 人次，整體操行

水平有需要提升。 

1.1.3. 本年會重點針對有嚴重考勤問題的同學作特別訓

育，如在學期初善用半天上課的日子作嚴厲處理，

或增設午膳留堂班等，為他們設特別個案處理及跟

進，期望同學可從根本改善考勤問題。另外，本年

也重點處理同學使用電話情況，會考慮定立使用規

限，如使用時間及空間等。 

1 缺席及遲到人數與往年

的比較 

2 獲考勤獎的人數 

本年度學生考勤表現不理想，以全年平均人次計

算，遲到人次由去年的 12.9 上升至 19.22，而本

年曠課及缺席人數總計約有 3400 人次，獲考勤

奬人數稍有回落，隶去年 93人降至本年 84人，

以網課期間積累大量缺課問題為主要原因。第二

學段回校上課的日子同學則較多遲到情況，雖至

第三學段稍有回落，但遲到問題仍見嚴重，應與

上述在疫情下學生生活作息不定及心態有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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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同學持續有考勤問題，這些同學都曾經級主任

或訓導主任處理，但因半天課的限制，未能跟進

得更深入。本組安排訓導助理利用其輔導專業，

向個別同學了解考勤問題的因由及稍作輔導，但

始終不是長時間跟進，未能令同學有明顯改善。 

學生在校使用手機問題愈趨嚴重，除學習需要

外，應與在疫情下養成學生「機不離手」的習慣

有關。本組老師雖不斷提點，但使用電話問題仍

禁之不絶。下學年須重點處理此問題。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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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家長和同學對同學校

外表現的觀察及評價 

過去一年較少外巡，學生在校外表現尚算良好。 

1.2 透過不同比賽及表揚奬勵計劃，建立自律守規精神   

i. 本組透過不同層面的獎勵及計劃，如派發「叻仔叻

女」及「校服儀容良好」貼紙、每一學段考勤和勵

行奬等、奬勵保持校服儀容整齊及行為有表現良好

的同學；更鼓勵老師對課堂表現優異的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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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將多思考可

正面鼓勵同學的方向，如增設額外奬勵給予表現良

好的班別，期望能讓同學得到更多成功的經驗。 

1 老師和學生對同學自律

守規的觀察及評價 

2 換領禮品紀錄 

3 學生違規紀錄 

及統計 

4 表揚學生及班別數量 

本年度的「叻仔叻女日日賞」及「校服儀容良好

獎」，雖新增了在學生表現 GOOGLE FORM 中記錄

貼紙數目，但使用的老師不太多，學生換領情況

一般，需要進一步推廣宣傳。 

第一學段獲得「考勤奬」及「勵行奬」的學生較

多，第三學段及全年整體勵行奬得奬同學有所減

少，主因是大量同學於網課期間積累考勤及功課

缺點所致。 

本年因各級上課時間不一，且以半天課模式上

學，未能就不同班別的表現作統整，以致未有額

外表揚奬勵予相關同學。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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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老師和學生對同學自律

守規的觀察及評價 

2 學生違規紀錄及統計 

3 各項比賽結果 

本年度只於第一及第三學段進行了「秩序、清潔

及守時比賽」，每次比賽為期一周，但參與的情況

未如以往積極。本年獲得守時獎的班別跟去年相

約，可見同學在比賽期間的認真投入。來年須加

強宣傳比賽。 

 

 

http://www.hkedcity.net/ihouse_tools/photo_album/photo_index.phtml?cp=6&photo_album_id=212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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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3 級主任、班主任緊密合作，關注學生需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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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經常與家長保持緊密聯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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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違規紀錄 

及個案處理紀錄 

 

級主任、班主任緊密合作，經常與家長保持緊密

聯繫，對學生情況有深入的了解及即時的處理。 

1.4 完善賞懲紀錄   

1.4.1. 優化學生違規紀錄系統，配合學生點名系統，將紀

錄電子化，更方便統整紀錄及進行分析。 

 

1 學生違規紀錄及統計紀

錄 

2 成績表 

3 老師評價 

違規紀錄清晰準確，有各項紀錄的統計分析，清

楚表列同學違規詳情，運用相關數據，在跟進學

生問題可更有針對性。各項數據詳見於訓導組報

告中。 

2. 培訓優質的領袖生及班長，藉此幫助同學發掘自我潛

質，培養其樂於服務及勇於承擔的精神，使之成為同

學的模範，也是老師的好幫手，共同建立和諧的校園。 

  

2.1 本年繼續安排首席領袖生負責主持早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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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能讓他們在同學中樹立好榜樣。在不同的

領袖訓練中，老師和領袖生之間有不少交流，互相支

持，希望同學在崗位上培養到個人的責任感、自信心、

正義感和互助合作的精神。 

1 領袖生服務優異獎的統

計 

2 領袖生表現的評估紀錄 

3 老師觀察及評價 

2 位首席領袖生及各小隊隊長均恪守職責，能帶

領領袖生小隊負責當值工作。但本年度上課情況

較多變，領袖生的當值工作不多，訓練亦較少，

他們的值勤情況尚算良好。  

原本安排首席領袖生主持的早會，也因上述原因

而減少，因此他們未有太多機會建立學生領袖的

形象。 

2.2 首席領袖生以下，安排各領袖生小隊隊長負責管理小

隊，讓團隊合作更密切。另外，由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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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老師觀察及評價 

2 領袖生表現的評估紀錄 

3 領袖生當值考勤記錄 

負責領袖生小隊的訓導老師克盡己責，對自己的

隊員當值情況相當了解，不時發揮指導及觀察的

作用。 

2.3 本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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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領袖生表現的評估紀錄 

2 領袖生參加培訓的表現 

 
 
 
 
 

全年 3次大型訓練因疫情取消。 

2 位首席領袖生主動協助團隊的管理，能發揮領

導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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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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同學的整體紀律水平，共同建立正面愉快的校園。 

  

3.1 正向管教：以正向的態度與方法來指導學生，對同學

多加讚賞及鼓勵，藉以啟發學生向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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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教職員對本組的意見 

 

2 訓導組會議檢討 

本組老師在集會等場合不時讚揚表現良好的同

學；處理學生問題亦多引導學生思考問題本質，

啓發同學解難能力。本組亦把握周會時間來向同

學灌輸正向思想，適時提點同學生活上須注意的

事項，如建立生活作息規律的重要。 

3.2 訓導組因應學生的不同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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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邀請領袖生就不同訓育主題向同學演講，向同學提

供正向的資訊，互相學習；塑造「訓導超人」的正面

形象，加強宣傳良好的行為範式。  

1 訓導組會議檢討 

2 師生對演講或 

宣傳短片的反應 

 

因上課情況多變及需時訓練學生，本年未有機會

進行。 

3.3 透過教職員專業發展及內聯網的資訊交流，分享有效

的正向管教方法，增加全體教職員對正向管教的認識。 

經常檢討訓導組的路向、政策，讓其他教職員能發表

有關意見，使訓育工作更到位。 

訓導組會議檢討 

 

本組在協助同事處理同學問題時，不時跟同事交

流正向管教意見，讓大家明白賞罰原則。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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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每學段會安排一次

特別向善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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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學生申請向善計劃紀錄 

2 各項考勤及操行的獲獎

人數統計 

3 同學在操行表現的統計

數字 

全年均接受遲到向善和行為向善的申請。第一學

段申請的學生人數為 91 人次，第二學段申請人

數為 0人，第三學段申請人數為 110人。 

中期向善計劃在 2021 年 5 月 5-6 日舉行，同學

被記超過 12 個缺點、遲到 12 次和缺席 12 日以

上，經篩選後共 53 同學參加服務活動。 

暑期向善於 2021 年 7 月 13-14 日舉行，同學被

記超過 18個缺點、遲到 18次和缺席 18日以上，

必須要參加服務活動，共 63 同學參加。 

2次向善活動學生表現大致良好。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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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學生個案紀錄 

 

訓輔同事經常交流學生情況，共同處理學生問

題，合作無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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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3.6 與校外其他組織合作如警民關係組，舉辦預防性講座

及訓練活動，借用外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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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組鼓勵同學參與社區服務活動及參觀，如參觀懲教

所活動，或邀請紀律部隊校友，向高年班同學分享工

作實況等，讓同學多接觸社群，了解生活的現況，能

積極地裝備自己，回饋社會，有貢獻他人的意識。 

學生及老師對活 

動的反應 

本年警民關係組曾在校門外擺放關於「網絡騙

案」攤位；於 6月 25 日警長到校主持「網上罪

行」講座，向同學講解有關青少年網上罪案的趨

勢、犯案的手法及刑責等，提醒同學小心注意，

切勿誤墮法網。本年亦曾邀請警長到校協助教育

同學及於操行小組教授步操。 

除領訓有領袖生外出服務外，其他參觀活動因疫

情而未有進行。 

 
負責老師姓名： 陳才源、梁愛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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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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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負責老師觀察同學

的表現，並向科任老

師及班主任查詢有關

同學的表現 

 

疫情下，「學習支援小組」仍努力完善各項工作： 

-疫情期間，在有限的空間，針對不同同學的需要，

為同學安排功課輔導班、課後功課輔導小組及暑期

「Give Me Fly」小組，充實同學的校園生活。 

-本學年因仍未聘請到言語治療師，需要自行外購服

務，質素一般，幸好來年將有言語治療師到任。 

-疫情關係，部份職業治療服務改用視像形式進行，

同學的出席率及效果尚算良好。 

-各個 IEP個案會議均順利完成，透過家校合作，為

同學安排適切支援，例如參觀外校、社交小組、繪本

班及個別輔導。 

-教育心理學家復課後亦努力為同學完成各項評估工

作 

-透過輔導員的協助，順利完成「功課調適」的工

作，鼓勵同學參與小組活動及服務，並致陽光電話予

家長，保持良好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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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負責老師觀察同學

的表現及記錄出席情

況 

 

-本學年為新來港同學舉辦了「個別學生面談」、「午間

聚會小組」和「電影欣賞」活動，以協助他們認識學校

和建立個人的支援網絡。所有同學表示十分喜愛「電影

欣賞」活動，並能讓他們認識其他級別的新來港同學。 

-「英語文法班」同學出席情況理想，八成同學認為英

語班加強他們對英語文法的認識。 

-所有同學皆表示感謝學校為他們準備的「口罩套」、

「手提電腦借還服務」和「文具套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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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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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科任老師及班主任

查詢有關同學的表現 

-同學上網課吸收能力有限，要完成功課更感吃力，

故改辦課後功課輔導班，以減輕同學的壓力。由於反

應良好，所以暑假繼續開辦暑期功課輔導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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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參加了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舉辦的「Level Up 

小組」，為有需要的初、高中同學安排外間導師作功

課輔導，成效不俗，考試期間，部份同學更主動要求

加堂。 

-下學期亦外聘了導師，以小組或一對一形式為有特

殊需要的同學進行個別學習輔導，惟個別同學持久力

不足。 

-暑假會開辦暑期功課輔導班，支援有需要的初中同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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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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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定於第二次全方位學習日舉辦的中一「少林武學團

體訓練」及中二的「挑戰自我歷奇訓練營」均因疫情而

取消，但按往年學生問卷調查結果，建議來年繼續嘗試

舉辦以上兩項活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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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疫情關係，本學年沒有空間進行班主任輔導課。

輔導課的內容多因應相應級別的目標而設計，過往大

部份班主任亦滿意相關的設計及活動，有互動性，故

來年可重用。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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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課後只頒發了一期雙月之星的獎項，由於欠缺宣

傳，效果稍遜。 

-來年老師提名表會改用 google form 形式，以提升

獲取得獎名單的效率，然後表揚得獎同學。 

d) 善用學校環境，展示具正面價值的標語及壁報設計 由老師巡視校園環境 本學年班房內及樓梯的金句如常更換了，為學校營造

正向及鼓勵的環境。來年會配合美化校園組的工作，

統一校內設計風格，並再更新有關佈置。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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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疫情影響，本學年於第三學段才收紀錄冊，並調整

達標要求，參與情況比去年理想，共有 250位中一至

中三學生參與計劃，其中 112 人達標，包括 8個銅

章、7個銀章、97個金章及 7 個鑽石章。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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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級實施情況正常，同學能按分工履行職責。惟受疫

情影響，初中的午膳大使未能發揮功能；中三級常忘

記簽課室日誌，要級主任提點。另個別中一班主任建

議將各科科長編入計劃之中。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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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疫症，未能舉辦此活動，期望來年可以再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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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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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級會幹事表現有責任感、敢於承擔，能按時與

級主任開會，從中學習如何組織活動。上學期的「彩

虹傘活動」順利舉行，惟下學期的「班際 Switch比

賽」因惡劣天氣停課而取消，期望同學可於來年補辦

活動。 

-中二級在疫症影響下，很多計劃如班際活動、比

賽、旅行日活動等，均未能如期舉行。 

-中三級代表在疫症下缺乏帶領活動的機會，但從級

代表填寫「保、改、開、停」問卷顯示，他們積極用

心工作及處事有條理。 

-雖受疫情影響而停課，但中四級會仍舉辦了兩次活

動。負責的幹事均見用心及投入，而且勇於承擔自己

的責任，值得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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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疫症而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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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疫症而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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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二. 關顧社群 

1. 建立感恩及關愛文化，傳遞正向價值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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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的上課時間表因為疫情不斷變動，朋輩輔導員

和中一同學欠缺面對面互動的時間，原定復課後在五

月入班指導同學使用計數機的活動，亦只能在小息有

限度地進行，但同學反應不俗，建議來年再辦。 

b) 舉辦「關愛周」，由朋輩輔導員協助推行，以增加校園

內關愛氣氛及師生互動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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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疫情，本學年的活動受形式及人數所限，未能

舉辦大規模活動，如師生競技賽及主題周會。 

-適逢中六級復課，關愛周其中一個活動是在門口派

發歡迎小禮物，因同學反應熱烈，故中一級復課亦再

派發歡迎禮物。 

-建議未來可多鼓勵其他組別的教職員(如班主任)一

起參與活動，並嘗試不同形式的活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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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疫情影響，計劃未能在八月進行，改在九月復課後

的下午舉辦活動，以致同學及老師均覺疲累，影響投

入感。若來年遇上同一情況，建議取消上午的課堂，

讓中一新生投入參與認識校園生活及中學學習模式的

活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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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疫情關係，未能訂生日蛋糕，改為派發獨立包裝蛋

糕，讓同學帶回家享用，效果不俗。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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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張由老師和同學撰寫的「好人好事」

咭。所有「好人好事」咭均已張貼於各班班門和校務

處外的玻璃櫃上，以表揚同學的好行為。 

f) 推廣「感恩文化」，讓同學懂得珍惜現在所有，熱愛生

命，並實踐自己於社群中的使命 

由班主任觀察同學的

表現 

透過老師早會分享故事成效欠理想。老師反映普遍同

學不太懂感恩，有時收到禮物也不會欣賞和珍惜，來

年需採取及嘗試不同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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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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疫情及停課關係，活動未能如期舉辦，已跟合作機

構商討來年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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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疫情關係，本學年未能籌辦不同類型的義工服

務，只能於試後疫情較穩定期間，協助長者學苑舉辦

活動，包括智能手機教學、健體課程及長者生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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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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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亦為同學填寫了「義工紀錄冊」，紀錄同學的

服務時數，將會為其申請義工嘉許狀作表揚。本學年

乎合義工運動獎狀申領資格的同學分別有「金狀」1

位、「銀狀」8位及「銅狀」26 位。 

-我校的總服務時數高達 4947 小時。 

c) 透過「長者學苑」計劃，舉辦多元化的活動，服務本區

長者，讓同學有機會身體力行，體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的精神 

由負責同事觀察同學

的表現 

 

-完成義工訓練後，同學要自行籌劃未來 4節的課堂

活動及安排。初中義工 11人，高中義工 13人，整體

均能主動與長者互動，認真積極參與。 

-同學反映享受幫助別人的滋味，亦學會如何與長者

交流，並期待下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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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有一位同學獲簽紫章，一位獲簽藍章；5B莫

千慧同學更獲推薦參與傑出團員選舉。 

-因應疫情，很多中央活動及校本活動均須取消，故

同學未有機會參與相關活動。 

-來年的新團長參加了校本的領訓活動，已出席領訓

工作坊及日營，期望來年能帶領其他團員參與更多的

義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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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三. 共建積極人生 

1. 從活動及比賽中擴闊視野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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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級主任及班主任觀

察同學的表現 

受疫情影響，本學年部份禁毒講座、入班活動及禁毒

嘉年華也被迫取消。復課後，中一級進行了網上禁毒

講座，同學都積極發問、反應熱烈；中三級亦於試後

活動期間進行了禁毒講座。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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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級主任及班主任觀

察同學的表現 

-疫情下，班主任只能在周會時段用 zoom播放短片，

並跟同學進行主題式討論，引導同學作正向思維。然

而隔著螢幕，同學的反應不如以往熱烈，成效一般。 

-口罩設計比賽及點唱活動反應不俗，安排暢順。 

-特意派發予中六同學的減壓小玩意，頗受歡迎，來

年可以再辦。 

c) 因應同學的問題和需要舉辦「輔導小組」，引導同學建

立正確方向 

由級主任/班主任/所

有科任老師觀察同學

的表現 

-為提昇同學對自我的了解及解決問題的能力，駐校

社工盧姑娘舉辦了以下輔導活動： 

(1)滋養身心靈系列一：靜與定的體驗 

(2)滋養身心靈系列二：寧謐與動力 

(3)滋養身心靈系列三：澄心與健康 

(4)連結中六明心窗計劃 

-駐校社工石姑娘於 12/2020 至 5/2021 期間以網上

及實體形式舉辦了「社交戀愛小組」，對象是中二同

學。小組目的是幫助同學建立恰當的社交技巧，學習

與異性相處，以及建立健康的戀愛價值觀。同學都能

投入參與小組活動，並能與其他組員分享自己的經

歷。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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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疫情關係，家長工作坊及家長日營未能如期舉

辦，只透過網上發放資訊形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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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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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小組輔導老師觀察

同學的表現 

因疫情限制了職場參觀或工作體驗活動，但仍為有需

要同學作不同階段生涯規劃的輔導，提供合適和相關

資料予同學，例如學校轉介、參訪學校等。此外，亦

有了解專為 SEN學生而設的應用學習課程講座資訊，

以便支援同學。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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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定 2020年 7月舉辦的暑期小組，因疫情關係延至

2020年 10月才進行。共有 56 名同學參加，其中包括

去年和本學年考勤欠理想的同學。  

-本學年原定 2021年 1月舉辦中期小組，亦因疫情關

係延至 5月才進行。共有 50名同學參加，通過校園

服務，每個同學均被扣減 1-4 個缺點。 

-本學年的暑期小組已於 7月中順利完成，因有較多

同學於網課缺席或遲到，共有 63人參加。 

-每次 均由警長到校與同學進行步操訓練及訓示，並

進行自我反思及校園服務活動，同學均表現認真、投

入。   

c) 初中「反欺凌工作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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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級的「反欺凌講座」因紅雨停課而取消。中二級

的「網絡欺凌講座」已於 6月順利完成，大部份同學

反應很正面，有些更積極回答問題。從問卷調查所

得，大多數同學都明白網絡欺凌的影響和後果，也懂

得應付欺凌及自我保護的方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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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同學的需要，安排同學於輔導室稍作休息或靜

思，以紓緩壓力，惟環境方面的配置，尚有待改善。 

e) 舉辦有關精神健康的周會及小組，加強預防性工作，提

升同學抗逆力，協助同學建立積極人生目標 

由駐校社工/班主任/

科任老師觀察同學的

行為表現 

-本學年於全校各級進行精神健康問卷調查，並嘗試

以 google form形式進行，惟因不熟習有關的操作，

整理結果較費時，期望來年運作暢順。 

-駐校社工盧姑娘還在不同級別舉辦提升精神健康及

情緒處理的輔導活動，如: 

(1)活在我心:心靈拼貼靜觀減壓中四行 

(2)中六動力站 

(3)沙維雅小組：Be my best 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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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駐校社工石姑娘於 3月舉辦了「生命教育講座」，對

象是中三同學，講座目的是幫助同學肯定生命的價

值，以及建立感恩樂觀的生活態度。同學大致上都能

留心聆聽講座的內容，並對相關的影片感到興趣。 

f) 加強性教育的預防工作，建立初中同學對性的正確態

度，並學習自我保護的方法。 

由級主任/班主任/科

任老師觀察同學的行

為表現 

4月參加了香港青少年服務處的「Kissing U性情健

康教育計劃」，舉辦了「性在『友』距離+預防網上危

機工作坊」，旨在提升同學對網上交友的危機意識、

保護自己的意識及對男女界線的敏感度。透過活動、

討論及角色扮演，誘發同學的參與，同學反應良好。

有老師建議主持的社工宜用一些切合中一生的例子和

名稱，方便同學理解。此外，由於當天是全方位學習

日，人手不足，欠缺男同事協助帶組，因為男生較女

生多，建議來年在其他日子進行。 

 
負責老師姓名： 謝麗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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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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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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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會及大型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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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疫情關係，早會已取消，但

部份領袖生如德公大使、朋

輩輔導員、社幹事及學生會

幹事等，於不同的周會、午間

活動及大型活動或比賽，均

積極帶領同學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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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 1. 初中同學全年最少參與二

十節藝術或音樂課程;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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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因停課關係，初中非樂器

組別的同學只參與了 7

節課，但 80 位樂器組別

的同學共參與了 23 節

課。高中同學也因疫情關

係只參與了 5 節課。 

2. 只有樂器組別約 20%達

標，其他均未能不達標，

因大部份比賽或活動均

因疫情而取消。 

3. 根據年終的問卷調查，超

過 85%學生對所學習的

有正面的評價及回饋，包

括學習到新知識及欣賞

導師的教學。 

 

 

活動組組員、 

IT 組同事 

場地配合、

禮堂設備及

各老師協

助，全方位

學習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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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 1. 以圖片、文字、短講分享或

電子媒體於校內不同空間，

展示各校隊、領袖等於校內

外的活動照片、資料及獎盃

等。 

2. 展示最少八成的學生組織

及校隊組別照片。 

3. 七成的組別能在學校頒獎

禮上表揚同學成就，如選出

各組傑出組員並頒發證書

等。 

 

 

1. 每月通訊、活動組壁佈

板、網頁等均有相關資

料。 

2. 學生組織能全數完成，但

大部份體育校隊因没有

練習而没有組隊，故没有

拍攝相關校隊照片。 

3. 獲得的獎項，超過九成能

在頒獎禮中頒發。有組隊

的隊伍中，傑出組員證書

亦已在結業禮上頒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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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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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份活動均因疫情取消，

只有約 40%的高中同學參與

帶領或籌備工作，但參與人

數已比去年大大提升。 

 

 

 

 

 

 

學生培育委員會、 

活動組 

 

 

 

 

 

其他校外資

源及各老師

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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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 1. 進一步優化校本領袖訓練

計劃內容，包括內容及舉行

時間，並與外間機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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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高學生的

出席率。 

 

 

1. 進展十分良好。除訓練

營因疫情取消外，其他

工作坊在內容及時間

上已作出優化。同學出

席率達 95%以上。 

2. 達標。 

3. 達標，學生會幹事、社

幹事、朋輩、德公大使

等均完成相關工作。 

學生培育委員會、 

活動組 

其他校外資

源及各老師

協助，全方

位學習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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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成效 負責人 所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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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超過 97%的同學對訓

練所學的項目有正面

的評價及回饋，並同意

自信心及各項領袖素

質得以提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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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 

 

 

1. 超過半數的同學，最少參與

一次校外服務，並於外出服

務前參與最少一次外訪前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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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疫情關係，只有超過

30%同學完成。 

2. 因疫情取消 

3. 達標 

 

 

學生培育委員會、 

活動組 

 

 

其他校外資

源及各老師

協助，香港

青年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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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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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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標，雖因疫情而籌備活

動的次數減少，但高中同

學也爭取所有的機會培

訓初中同學。 

2. 達標 

學生培育委員會、 

活動組 

其他校外資

源及各老師

協助，全方

位學習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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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 1. 全年最少有兩個單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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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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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未達標，没有單位申請，

也未有機會加強宣傳。 

2.  未達標，没有單位申請。 

3.  同第 2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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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 

 

超過七成的小組，每學段最少

參與一個校外的活動或比賽 

 

未達標，因大部份活動或比

賽均因疫情取消，但不少組

別如樂器、朗誦、辯論等項

目均積極參與各項線上比

賽，並取得優良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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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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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標。特別於關愛周的活動、

試後活動及周會中，邀請不

同的嘉賓作分，或由社工帶

領工作坊等，有效地提升同

學的身心健康及抗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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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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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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0至

1/2021、

8/2/2021 

1)活動取消 

2)大會 Google 

form評估表 

1) 原定於 11月至 1月進行的公開課因疫情而取消。 

2) 2月 8日進行的香港中學校長會「自主學習網絡學校」聯校教師

發展日，因應疫情改以網上實時進行。首節主題講座：學習的認知

基礎 Cognitive Basis of Learning 由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心理學系

謝志成教授主講。第二節為聯校的分組專題講座，本校同事亦分享

「STEM 課堂教具及經驗」講座，共 56位來自不同學校的老師參與

講座，答問環節反應熱烈，積極提問本校帶動 STEM的教學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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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1/2021 同事滿意有關活動 資訊科技組因應老師網上教學的進階需要，提供了進階 IT培訓，包

括：LoiloNote 平台及 Google Classroom 進階應用等網上教學軟

件。老師嘗試軟件後，因應科本教學的不同需要，部份科目老師感覺

十分適合，立即轉用 LoiloNote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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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事仍能按教學需要參與科本網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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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20至

12/2021 

完成有關程序後成

功收集同事的意見 

今年仍以原有的教職員評鑑方式進行，而評鑑內容亦已兼顧教師在

科務教學及組別行政範疇內的工作表現。 

5. 組織姊妹學校交流活動，探訪東

莞市虎門第五中學，進行觀課及

評課 

1/2021 至

8/2021 

探訪活動取消 因應疫情，本港仍暫停與內地進行交流活動，未能開啟兩校管理層

老師進行探訪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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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2020 

17/11/2020 

 

70%或以上教師認

為能加深他們對相

關課題的認識 

第一次教師專業發展日(8月 27日)，活動包括 3部分： 

第 1部分：由本校體育科老師帶領同事進行辦公室內的伸展活動。 

第 2部分：由跨平台專業小組簡介本校參與的精神健康計劃。 

第 3 部分：由 IT 組講解新學年實時網上教學 Zoom 的設定，Google 

classroom網上發放及收課業的安排等示範。 

第二次教師專業發展日(11月 17日)，活動包括 2部分： 

第 1部分：由本校 IT組老師科網上教學習的軟件 

第 2部分：由「跨專業平台」臨床心理學家蔡珊珊女士主講：學生精

神健康─教師應對精神健康問題 Do & Don’t，簡介學

生精神健康問題及說明老師如何協助學生應對有關情況 

兩次校本工作坊皆依據教師的需要，應對教學環境的變化而作出安

排，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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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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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透過分享，讓職員更

明白各施其職、互相補位、團隊合作的重要。當日邀請本校體育科老

師帶領同事學習楊氏太極，及可於辦公室進行的伸展活動。此外，在

品嚐不同花茶期間，同事亦在木片上繪出祝福「繪馬」。 

發展日安排不同的主題活動，讓同事展現正能量，舒緩工作壓力及

學習積極面對疫情。 

3. 參與「學校起動計劃」聯校教師發

展日 

19/3/2021 個別參與講座的老

師提交網上評估表 

原定於 19/3進行，因疫情下面授課堂限制，我校當天改為考試日，

因此大部份老師因監考工作而未能參與所安排的 Zoom講座。秘書處

知悉本校情況，容許本校老師個別參與各場講座。同事對聯校教師

發展日内的講座主題感興趣，在不影響監考工作情況下，仍可自行

登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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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2021 教師的提交的活動

相片及匯報 

提供讓同事閒靜反思的空間，舒緩因應對疫情下教學環境及方式不

斷變化的工作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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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20-

7/2021 

新任教師滿意有關

的計劃 

運作進度理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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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策略/工作 時間表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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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疫情下家長未能到校進行家長日，家長持份者問卷的收集日期修

訂至第二學段家日期間，並以網上 Google form 形式進行，填寫日

期為 2021/04/15 至 2021/04/18。共 332位中一至中五級家長提交，

回應率為 54.6% (332/608) 。 

 

7. 舉辦「十優教師及五優職員」選舉 16/1/2020 完成有關選舉 

 

 

因取消了第一學段頒獎禮，故優秀教職員選舉改於 15/4下學段頒獎

禮後進行。然而下學段頒獎禮當日的程序超時,最後改在 16/4 的班

主任節進行。學生會在 20/4 早上進行點票，選出 10 位學生眼中的

優秀教師及 5位優秀職員。中六級則已在 22/3 惜別會活動前填寫。 

8. 同事間「漂書」計劃 9/2020-

7/2021 

同事願意分享書籍 放置於校務處對面的學生漂流書櫃，經常放滿不同種類的書籍，並

會不斷更新，相信除了老師放置及取去書本外，學生也有參與其中。  

 
負責老師姓名：陳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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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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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各班別提供適合的清潔用具，並要求每班

擬訂「課室整潔守則」，透過「一人一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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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膳/小食部的管理，讓

同學可從中建立對學校的歸屬，同時讓他們

的意見得以反映，強化同學的領袖素質。 

(因疫情停課關係暫停) 

檢討會議 協助學生會向學生發出有關午膳/小食部的問卷、並協助整理數據及分

析。數據整理後亦給予營辦商作出檢討及優化。 

(因疫情停課關係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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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疫情關係暫停) 

檢討會議 配合家長會幹事了解初中午膳的營運管理，由於疫情關係，2021 年度

沒有進行「試飯」活動，往年每次評分的數據，將給予飯盒營辦商作檢

討，而營辦商亦有為試飯評估的內容作出回應，包括衛生、味道及營運

上的安排等。 

(因疫情關係暫停) 

4. 由於新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肆虐，為了能讓學

生及教職員在一個安全、清潔及衛生的環境

下學習和工作，制定了一系列的清潔消毒工

作。 

檢討會議 工友們及外判清潔公司人員定時為校園，包括課室、操場及各戶外活動

位置等作徹底的消毒和清洗。8月尾將進行一次全校大清洗，包括所有

的課室、特別室及各教員室，清洗後會安排進行一次全面的噴灑式消毒

工作，以確保學生及教職員在一個安全、清潔及衛生的環境下學習和工

作。 

5. 制訂不同的展示學生成就的方式，如展示位

位置，盡可能善用校舍空間，如前後梯間、

大型橫額展示區及校舍外圍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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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內容，以配合新學年的開始。 

以五大主題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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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更新獎杯櫃的

展示狀況。 

6. 安排學生參與設計手冊及學生證的構圖及平

面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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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與

應用科技科及視覺藝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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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迪勳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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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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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款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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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會議檢討 

2)同學在活動時

的表現 

3)同學回應 

中二級丶中四級和中五級的境外學習團，可以讓同學協助籌備工作
和擔當組長，以培養同學的領袖素質和提升自信，但學習團因應疫
情而取消。 
期盼來年中二丶四和五級可以舉辦境外學習團，並培訓同學參與籌

備工作。 

2. 關顧社群 

在中二及中四的境外學習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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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同學，並建

立關愛文化，傳遞正向價值 

學生大使在沙田家教會及各小學主辦的沙田區升
中博覽和周年攤位活動中，參與社區服務工作 

1)組會議檢討 

2)同學在活動時

的表現 

3)同學回應 

原本由學生大使擔任工作人員的《多元學習體驗日暨升中資訊日》
活動，因疫情改為網上資訊日，而中二及中四的境外學習團亦取
消，加上沙田家教會主辦的沙田區升中博覽和靈糧小學的周年攤位
活動亦改於網上進行，所以學生大使只能在一些校內活動，例如中
一導入計劃的家長講座和中一新生面試等，負責接待區內小學生及

家長以從服務中建立積極和負責任的正向價值。首席學生大使帶領
同學工作，有效營造團隊精神。 
學生大使亦協助籌備中一家長遊覽校園活動，並在導賞工作中，向
家長介紹本校學生的學習生活，表現盡責。 

3. 共建積極人生 

協助學校籌辦傑出學生境外學習團，鼓勵同學在

學業、操行、服務和體藝培養方面積極進取 

鼓勵同學參與校外活動，例如「姊妹學校」計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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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二及中四全級境外學習團和傑出學生境外學習團，因應疫情取消。 
「姊妹學校」計劃亦沒有相關活動進行。 

 

負責老師姓名： 馬力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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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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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行時間 成功準則 成效 

1. 改善學校資訊科技設施，確保教學順暢 全學年 1. 增加運用資訊科技於學與教

的數量。 

2. 減少教師處理非教學工作的

時間。 

3. 資訊科技技術員能為學校網

絡，各電腦的運作及維護作

有效的支援。 

 改善學校資訊科技設施，提升教師資訊科

技的使用能力，確保教學順暢及減少教師

處理非教學工作的時間。早前有系統被駭

客嘗試入侵，但未能成功。 

 BYOD方面，因應疫情，今年訂購超過 150

部，明年會透過 QEF 資助有需要同學購買

平板電腦。 

 早前已向QEF提交更換課室互動顯示屏計

劃申請書。 

2. 推展電子學習 全學年 1. 教師善用學校的設備，設計

合適的課堂活動，同學投入

參與。 

2. 增強教師使用資訊科技教學

的信心及質。 

 成功推展電子學習，協助教師在課程設計

及內容上加入電子教學及資訊科技的元

素，提升了課堂的趣味性及互動性，亦配

合同學發展自主學習能力，提升學與教效

能。 

 現時全校老師均配備 Surface Go 電腦

及手寫筆，停課期間大部份老師均使用

Surface Go作錄播及直播教學，效果相當

理想。 

 疫情期間所有教學均以 Zoom 直播，課堂

檔案均使用雲端儲存，老師們操作已經相

當純熟。 

 無線網絡方面，11月會轉用新供應商，頻

寬達 2Gbps。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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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推行時間 成功準則 成效 

3. 發展校園管理系統 全學年 1. 校園管理系統正常操作，簡

化行政程序，全校老師及同

學一同受惠。 

2. 系統能有效記錄所有資訊及

紀錄。  

3. 電子通告能大大減少列印通

告的紙張亦減少追收通告時

間。 

 系統現時記錄了全校同學、老師及員工出

席情況。家長可透過手機程式，接收學校

最新通告、突發消息、同學返校及離校時

間紀錄等。 

4. 透過學校網站向外推廣學校形象 全學年 1. 學校網站適時更新。 

2. 外間對本校的資料為最新及

準確。 

3. 同學/家長/公眾人士能透過

學校網頁，了解本校最新消

息及學校活動情況。 

 加強了同學、家長、教師以至公眾人士的

緊密聯繫，以便了解本校最新發展、消息

及學校活動情況。根據過往經驗，

Facebook難以控制使用者留言，我們會考

慮停用。 

5. 資訊科技活動 全學年 1. IT服務生能有效管理及維護

電腦設施。 

2. 同學積極參與校外資訊科技

活動，擴闊視野及見識，提高

學習興趣。 

3. 同學明白使用資訊科技的法

律、道德及健康問題。 

 同學積極參與校外資訊科技活動，擴闊視

野及見識，提高學習興趣。同學亦從中明

白使用資訊科技的法律、道德及健康問

題。 

6. WebSAMS 系統維護及應用 全學年 1. 老師能運用WebSAMS系統處理

有關行政工作。 

2. 系統能快速及準確地獲得資

料。 

3. 同學個人資訊及私隱受到保

障。 

4. 同學能利用同學學習概覽SLP

系統資料申報JUPAS。 

 WebSAMS系統資料/報表準確及安全可靠，

同學及老師個人資訊及私隱受到保障。本

學年尾已經把系統升級為雲端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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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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行時間 目的 成效 

1. 資訊科技培訓 全學年 1. 老師減少教師應用資訊科

技時面對的困難。 

2. 老師提升教師運用資訊科

技的信心。 

3. 老師能分享應用科技資訊

教學經驗。 

 協助教師在課程設計及內容上加入電子教

學及資訊科技的元素，提升了課堂的趣味

性及互動性，亦配合同學發展自主學習能

力，提升學與教效能。 

2. 校園電視 全學年 1. 校園電視節目製作的數量

及質素。 

2. 校園電視台使用者能夠順

利及正常使用有關設備。 

3. 師生喜歡電視台所製作的

影片。 

 校園電視台製作高質素的節目，Youtube頻

度內有接近 800 多段影片，瀏覽人次達 36

萬多，讓師生及家長一同分享學校的生活

片段。 

 

負責老師姓名： 蔡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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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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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化課堂互動，提升學習動機 

(1) 配合文憑試發展，重整高中課程，配合課堂

教學，培養學生自學習慣，提升學習效能。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導學案設計得宜，示例具體，能引導學生了解公開試答題要求。 

 因疫情影響，下學期主要教授綜合，故白話文教學未能如預期般實

行。 

 部份學生認為單元一的白話文〈清潔的精神〉內容比較難懂，未能

完全符合學生興趣，但鑒於教育局近期剛發佈新的八篇文言文範文

篇章，故來年重點放於文言文，白話文篇章暫不改動。 

1.2 深化閱讀文化，擴濶知識領域 

(2) 舉辦讀書會，由老師帶領，深入閱讀不同讀

物，提高閱讀風氣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出席人數 

(3) 學生回應 

 受到疫情影響，下學期的課程進度緊張，故讀書會的活動受到限制，

由原定 8次聚會改成 3次網上會面及 1次周會活動。 

 本年度舉辦了一次中四級活動及一次中四至中六級活動，兩次活動

分別有 120及 327人次回應，同學反應熱烈。 

 今年的《苗》的出版順利進行，形式改為以電子版發出。另外，《苗》

開設新的板塊，分別為文學、現代詩及隨筆。 

(3) 優化科本閱讀計劃，加入指定讀物，一年完

成三本閱讀報告，藉此提升閱讀風氣。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的閱讀報告 

 已收集所有的閱讀記錄，但受到疫情影響，質素較為參差。 

 

關注事項二：追求卓越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2.1優化學與教策略 

(1) 優化初中教材，調適課程內容，更新基礎能

力測驗及聆聽評估，提升學習效能。 

(1) 學生的課堂表現 

(2) 學生的習作表現 

 部份聆聽卷只有多項選擇題，故成績較為理想；相反，同學在較複

雜的評估題中表現較參差。 

(2) 優化高中課程，加入自主學習 3.0元素，鼓

勵同學因應個人進度學習，深化學習內容。 

(1) 學生的課堂表現 

(2) 學生的習作表現 

 因疫情影響，難以評估其成效。來年會繼續推廣，鼓勵各同事嘗試

於各班實行。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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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2.2善用電子學習 

(1) 各班運用電子平台建立班本學習區，加強生

生及師生互動，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科務會議檢討  今年因疫情，各同事現已能熟悉及善用部分電子平台，如 google 

classroom、kahoot等。 

 各班均已開設 google classroom 學習平台，部份班別亦會輔以

OneNote、Padlet等平台。 

 鼓勵各同事運用不同的電子平台，例如 Loilonote 等，強烈推薦每

班嘗試運用。 

(2) 建立分享文化，老師定時於科資源庫上載自

編教材，以收互相砥礪之效，促進科組發展。  

(1) 科務會議檢討 

(2) 習作查閱檢討 

 有部分同事定時將自編教材上載至科資源庫，促進科內專業發展。 

 今年同儕習作查閱，各同事各有不同的特色，同事間能互相參考，

互相學習。 

2.3加強課後學習支援 

(1) 中三級舉辦全港性系統評估課後補課，高中

設有恆常課後補課；星期六設有中六拔尖

班，以加強學生的應試能力。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成績反映 

 因疫情，全港性系統評估取消，故中三級的相關補課亦取消。 

 中六拔尖班在學生考文憑試前，幫助其最後衝刺，加強學生應試能

力，現已順利完成。 

 中六同學於文憑試表現頗佳，合格率為 90.4%，高於全港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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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富「全方位學習」，擴濶識見  

(1) 配合「全方位學習日」活動，與通識科合作，

於「遊走中上環」中加設語文學習元素，連

結不同的學習體驗。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因疫情關係，相關活動未能如期進行。 

(2) 舉辦語文雙周，籌備多元化活動，鞏固語文

知識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語文雙週順利完成，學生對於多元化的活動反映熱烈，各活動的參

與度高達八成或以上。 

 同學投入參與活動，最多同學喜歡元宵燈謎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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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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提升生活技能，建構品德修養  

(1) 與英文科合作，製作校園電視台節目，介紹
與品德相關的名言。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因疫情關係，相關活動未能如期進行。 

(2) 善用校園環境，佈置走廊及課室，增設佳作
節錄、詩句及名人名言，推動學習氣氛。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因疫情關係，相關活動未能如期進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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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ergy)、鼓舞 (Energize)、膽識 (Edge)

與執行力 (Execute) 

(1) 培訓同學參與辯論比賽，與友校砥礪交流，
提升自信心。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辯論隊能順利進行常規訓練，最終派出三位同學參加「全港學生
1vs1演辯之星挑戰賽」，其中 2A梁立燊成功進入八強，期望能有
更多學生參加類似比賽，從而提升學生自信心，擴充學生視野。 

 3A 周子釩於全港中學生普通話演講比賽中，榮獲「優異星獎」。 
 同學認為自己能在比賽中汲取經驗，建立自信。 

 

關注事項五：關顧社群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2.1 建立感恩及關愛文化，傳遞正向價值  

(1)  配合德育主題，舉辦徵文比賽，傳遞正
向及利他價值。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徵文比賽順利完成，初中及高中組各收到不少的作品，學生多能從
中傳遞正面價值觀，稍後進行頒獎。 

  同學認為自己能在比賽中反思生活，學以致用。 
 

關注事項六：共建積極人生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 鼓勵學生參與朗誦、徵文、演說、書法及標
語等不同類型的校外比賽，增加與外界交流
的經歷，擴闊視野。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本年度派出十二名學生參加校際朗誦比賽，學生多能取得優良的成
績，提升其自信心。 

 中文科與設計科合作，讓學生參加了「中華有禮 AR 工作坊」，學生
從活動中製作漫畫版《弟子規》，加深了學生對中華文化的印象，亦
更有趣味地學習中文。 

 中二級學生參加「探索時間——文字偵探計劃」，一連串的活動反映
不錯。超過八成的學生表示活動能提升他們對學習中文的興趣。 

 中文科與體育科合作，參加了「賽馬會感動校園體路小記者計劃」，
學生在採訪及拍攝學習時興致滿滿，促進學生在寫作時的興趣。 

負責老師姓名：郭麗安、黃敬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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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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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愛學習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1.1各單元安排多元化活動，例如觀看短片、分

享時事、聆聽流行歌曲等，增加生生互動及師生

互動，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測考及上課

表現 

 

本年因為課時緊絀、網上授課等因素影響，未能讓同學在課上觀看短

片。復課後每單元均播放歌曲，讓同學從流行曲中學習普通話，培養學

習興趣。 

1.2 各單元要求學生分組完成預習，例如課堂朗

讀、粵普對譯等，培養自學習慣。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上課表現 

 

預習能提升同學的學習效能，同時節約課堂時間，例如中二教授粵普

對譯時，先讓同學在家閱讀一次，課上抽問及講解部份常用字詞，有助

學習。 

然中一同學欠預習經驗，適應需時，但已初步建立預習意識。 

1.3 優化閱讀計劃，以視聽資源介紹書籍的精彩

段落，並加入粵普對譯，引發閱讀興趣，鞏固知

識。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測考及上課

表現 

 

本年因為課時緊絀、網上授課等因素影響，相關活動未能如期進行，將

延至下學年作更新。 

 
關注事項二：追求卓越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2.1 運用電子平台加強學習效能，提升學習興

趣，培養自學習慣。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上課表現 

3) 電子平台數據 

本年課上時常使用 Google Classroom、Google Form、Kahoot!等等的

電子軟件，課堂安排更為靈活有效，讓同學投入學習。來年將嘗試運用

OILNOTE進行學習。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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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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普通話學習活動，如普通話互動劇場，

加強同學對普通話的學習興趣。 

科務會議檢討 第一學段已順利完成，同學反應熱烈，十分投入，提高學習興趣。 

3.2 與社區聯絡組合作，培育普通話學生大使，

提供機會讓學生運用普通話表達關愛，擴闊識

見，提高學生自信及應變能力。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表現及回應 

3) 社區聯絡組回應 

因疫情關係，暫未有機會接待外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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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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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和發揮學生的多元智

能，以提升其自信及演說能力。 

1) 科務會議檢討 

2) 朗誦比賽成績及

參與人數 

3) 全港中小學普通

話演講比賽成績及參

與人數 

同學參與本年度校際朗誦節，表現不俗，多能取得「良好」或以上

評級，豐富了學習閱歷。 

四位同學參加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其中一位取得優異星

獎，其他均獲「良好」評等，成績理想，提升同學對普通話的學習興

趣及應用能力。 

 
關注事項五：關顧社群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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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表現及回應 

本年因為網上授課因素影響，相關活動未能如期進行。 

 

關注事項六：共建積極人生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優化價值教育，提升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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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表現及回應 

每級均能按照課程大網教授，讓同學培養良好德育精神，成效頗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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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Department 

Annual Report (20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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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keholders’ responses 
 

A number of e-learning and 
SDL packages were 
produced for students to 
prepare for lessons and do 
revision. 
 
Many students considered 
that e-learning and SDL 
materials were very useful 
and could help them better 
understand the teaching 
content.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s such as LoiLoNote 
and e-learning applications 
were used to conduct online 
lessons with students.  
 

Since LoiLoNote was found to be an 
effective learning tool for students, 
English teachers would start using it 
with students in 2021-22. 

1.2 Teachers will be able to use e-learning 
more effectively. 
 

Number of training sessions 

on e-learning attended 

 

 

 

Stakeholders’ responses 

 

Most teachers attended 1-2 
training sessions on e-
learning while some attended 
3-6 sessions. 
  
Teachers reflected that they 
were able to make use of e-
learning more effectively. 
 

Some English teachers who are more 
proficient in IT skills would share e-
learning strategies with other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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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Students will be more interested in   

doing SDL tasks in the Reading 

Periods on Tuesday mornings to foster 

their reading culture and broaden their 

knowledge. 
 

Observation  

 

 

 

 

 

Stakeholders’ responses 

Most Reading Periods on 
Tuesday mornings were 
cancelled and teachers had to 
spend lesson time on 
explaining the SDL tasks. 
 
Teachers responded that they 
had insufficient time to help 
students with the SDL tasks 
in class due to the 
cancellation of the Reading 
Periods. 
 

Online SDL tasks would be designed 
and completed by students so that 
lesson time could be sa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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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teaching booklet was 
designed for each block in 
junior forms; and two theme-
based booklets (writing and 
speaking) were designed in 
senior forms. 
 
Teachers reflected that the 
tailor-made teaching 
packages could cater to the 
students’ ability and were 
user-friendly. 
 

More e-learning elements such as 
tasks completed on LoiLoNote would 
be incorporated in the teaching 
pack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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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software 

 

Stakeholders’ responses 

 

E-learning materials and 
applications were used in the 
lessons regularly. 
  
Students enjoyed having the 
e-copies on LoiLoNote as it 
is easier for them to have 
self-access learning. 
 

Airplay would be needed in the 
classro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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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 Tasks Methods of Evaluation Evaluation of Effectiveness Proposed ideas for follow up work 

2.3 Saturday tutorials will be organized to 

help students improve exam-tackling 

skills. 

Number of students attending 

the Saturday tutorials 

 

 

 

Stakeholders’ responses 

 

Over 60 students attended the 
Mentorship English tutorial 
and HKDSE Preparation 
Course. 
 
Both students’ attendance 
and behaviours were very 
good. 
 

To enable more students to enhance 
their English proficiency, 34 S.4 
students would participate in HKU 
ApL (Vocational English) in 2021-22.  

2.4 More cross-curricular collaboration 

will be in place to facilitate students’ 

learning. 

 

Number of NYTV 

programmes featuring 

Chinese-English equivalents 

 

 

 

Satisfaction rate of the panel 

heads with regard to the 

progress and effectiveness of 

cross-curricular collaboration 

with the English Department. 

No NYTV programmes 
featuring Chinese-English 
equivalents were filmed due 
to the shortened face-to-face 
teaching time. 
 
Subject teachers and panel 
heads of Visual Arts, 
Technology and Living, and 
Life and Society were 
pleased with the progress and 
effectiveness of ELA. 
 

Since some teachers suggested 
introducing EL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chool year, a more structured 
ELA framework in other subjects 
would be in place commencing in 
September. 

3. To create a bright future 

3.1 Students will be provided with 

diversified English activities such as 

songs and lyrics writing to broaden 

their horizons. 
 

Number of students joining 

the English activities 

 

 

 

 

 

 

Stakeholders’ responses  

 

A wide variety of English 
activities were arranged for 
students such as Halloween 
activities, S.6 Christmas 
Celebration activities, 
Language Week, and English 
Programmes with Island 
School and HKU. 
 
Most students responded that 
they were able to broaden 
their horizons. 
 

Most activities this year were 
conducted online. It would be good to 
have more face-to-face activities for 
better interaction if the situation 
a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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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 Tasks Methods of Evaluation Evaluation of Effectiveness Proposed ideas for follow up work 

3.2 More activities or projects on STEM 

will be implemented in junior forms. 

Number of activities or 

projects about STEM 

education implemented 

 

Stakeholders’ responses 

 

Due to the shortened face-to-
face teaching time, no 
activities or projects about 
STEM education were 
implement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Virtual 
Reality (VR), cryptocurrency, 
robotics, space technology and 
experiments could be introduced in 
class to promote 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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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icipating in the 
Speech Festival and English 
activities promotion not only 
developed their English 
speaking skills but also 
qualities of being a leader 
such as being confident and 
courageous. 
 

Various online English activities 
could be turned into competitions. 
English Ambassadors would be 
responsible for organizing and 
holding the competitions. 

2. To care for the community 

2.1  Students will learn to build a caring 

culture through a greater variety of 

activities promoting ‘Caring Culture’ in 

morning assemblies. 

 

Number and modes of 
activities promoting ‘Caring 
Culture’ 
 

‘Caring Culture’ was 
promoted through various 
activities such as videos 
made for English morning 
assemblies, movie watching, 
story reading, newspaper 
reading and writing tasks. 
 
Students’ good works, 
activity photos and posters 
promoting positive values 
were posted on English 
boards to spread the message 
of ‘Caring Culture’ in school. 
 

The NET could invite a small number 
of students (4 students at most) to 
perform some mini-dramas on topics 
promoting good moral values. The 
mini-dramas would then be video-
taped and broadcast via Campus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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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ed by: Mr. Henry Wong, Miss Janice Ho and Miss Karen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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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To build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life 

3.1 The NET will organize inter-class 
activities, for example, Spelling Bee 
and Singing Contest, to help students 
build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life in 
Day F assemblies. 

 

Number of inter-class 
activities held 
 
Stakeholders’ responses 

Online Story-telling and 
Reading activities  were 
conducted to help students 
build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life. 

Some inter-class competitions about 
building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life could be organ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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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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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教學」文化，利用電子軟件

刺激學生建構基礎數學知識，也成為課

堂小組討論、匯報知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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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初、高中各級的課堂多加入電子教學軟件如 kahoot、quizizz、Geogebra

等，而高中更加入 Nearpod，增加學習趣味。此外，中二及中三級的筆記內

已加入所有例題的講解影片，有助學生備課或溫習。 

 

(b) 中四至中六級有幾組使用 LoiLoNote，或利用 WHATSAPP 群組，或 Google 

Classroom，作為自主學習使用。效果也算理想。 

(b) 初中使用加入了講解例題影片的筆記

本，這有助學生作自主學習或重溫之用。 

測考成績統計、科

務檢討會議、觀課

表數據分析 

(a) 本年度因停課關係，大部份課題均有教學影片，期望學生們可作備課和溫習

之用。並可透過重複觀看教學影片，加強學習效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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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至中五級均設有共同備課節，並設有「備課矩陣表」以統一同事的備課

的方向，亦有助新同事瞭解該課擁有的資源。惟停課關係以致較少機會共同

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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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更新電子媒體，發揮創意思維，提升學

習與趣及效能。 

 

科務檢討會議、校

內測考、觀課表數

據分析 

(c) 推行升中一和中一、二的鞏固學習課

程，強化基礎知識，讓同學掌握核心知

識。 

測考成績統計、科

務檢討會議、 

於上考、下統及下考後，數學科安排了「數學加油站」和「數學精修班」，分

別由本校老師及校外導師為中一及中二的同學進行補底工作班。學生成績雖

未能突飛猛進，但學習態度有明顯改善。期望能培養他們不放棄的精神，以

致最後能達致較理想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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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改變中五的補課策略：首幾次於禮堂補

課時，全級科任老師均會在場協助解答

學生的問題。當學生做卷時遇上問題，

他們可以舉手問老師，或打開課本查看

公式。讓他們有動力作戰至最後，避免

學生只在發呆，浪費時間。希望從而能

訓練他們具有堅毅的特性，及勇於嘗

試。 

 

 

校內測考及公開試

成績統計、科務檢

討會議 

 

因疫情關係，今年所有補課均取消了，期望下學年能有機進行新策略的補

課。 

(e) 5CD 嘗試用協作教學：先將學習動機相

對較低的學生抽出，人數不宜多於 12

人，這組學生以建立成功感為目標，期

望能幫他們找到學習的興趣及目標，以

致他們能重新出發，學會終身學習；餘

下兩組將會一同上課，每組學生均由強

帶弱，期望後進生遇到問題時，組內同

學可幫助解答他們的疑問，而多一個老

師亦可幫助解答學生問題，期望從而營

造一個具有良好學習氣氛的環境，讓他

們的成績能更上一層樓。 

校內測考成績 因疫情關係，CD1 及 CD2 未能嘗試協作教學； 

而 CD3 人數只得 12 人，老師對他們的照顧充足，從觀課時看見，學生表現與

中四時截然不同，變得積極，勇於作答！雖然成績未見大進步，惟學習態度

有很大的進步 

3. 創建繽紛未來 

推動聯課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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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務檢討會議 原訂在試後活動，與理科、設技科合作，舉辦中三級 STEM 比賽，惟因停課關

係而取消了。 

 

 
負責老師姓名： 吳雙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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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至 2021 年度 
通識教育科、生活與社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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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已優化中一至中二級及中五級的能力指標及教材設計，以提高學生的

學習效能。雖然，本學年因疫情關係而未有於課後進行「自主學習節」，科任

老師仍善用課餘時間，安排學生進行預習，並於課堂進行討論、投票及展示所

學，以加強課堂間的師生互動。 

 

另外，高中各級已優化教材設計，讓學生在高中三年，由淺入深地認識不同的

答題類型，以提升學習的動機及效能，及早預備公開試。本學年亦逐步優化中

五級的堂課工作紙，科任老師能利用相關堂課練習，讓學生分組討論並進行匯

報，從而增加課堂間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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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級學生完成科本閱

讀工作紙，主題為「校園欺凌」，既能配合課堂所學，又能提升學生的閱讀能

力。而中三級的閱讀工作紙則以「大灣區青年發展計劃」為題。兩級學生表現

大致良好，計劃既能擴闊學生對本科的認識，亦能推廣閱讀風氣。 

 

本年度安排中四級中五級同學於星期五訂閱《信報-通識版》，鼓勵學生閱讀，

並定期完成班本工作紙。教師亦會於堂上和同學探討熱門議題，讓學生提升時

事意識，從而更有效掌握本科要求。 

(b) 追求卓越 

1.3 優化學與教策略，提升學習

效能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同學回應 

本學年初中級的導學案及課堂筆記已加入電子學習元素，善有不同的網上資

源，讓學生先進行預習，增加對相關議題的認識，又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而中五級的堂課練習亦已進行優化，練習善用表格形式進行展示，讓學生可更

有系統整理資料，並進行解釋，而科任老師亦會安排學生在課前先進行預習，

以提升課堂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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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本學年開始實行「六天循環周」，課時較往年減少。因此，優化教材及培

養預習習慣能有效提高學習效能，以彌補課時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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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學習方面，各位老師善用「Google Classroom」電子平台去加強課堂的互

動，亦能更有效率去儲存科本的教材，學生可以隨時隨地重溫相關的教材。另

外，初中課堂亦會利用「Kahoo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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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ilonote」電子平台，以便於課堂進行小組討論及進行匯

報，能有效加強課堂之間的師生互動，亦能有系統地展示討論後所得的結果、

老師的回饋，以便鞏回學生所學，亦能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另外，老師亦能

定時發佈筆記、教材，而學生亦能在課餘時間重溫所學，以提升學習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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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第二學段期間的星期六早上回校

補課，藉以提升應試能力。同時，安排能力較好的同學參與拔尖班，由外間導

師任教，主要教授學生不同類型題目的答題技巧及認識公開試的題目要求，學

生出席率大致理想，從問卷調查數據反映，學生反應正面。由於中六級拔尖班

反應踴躍，我們已於第三學段及暑假為中五級同學舉辦拔尖班，讓學生提早預

備公開試，而參與的學生表現良好。 

 

再者，本年度中六級學生將定期進行小測，以考核論述題為主，讓學生針對學

習難點，及早操練，以提升應試能力。而部分中六級同學亦於去年十二月參與

由學友社舉辦的模擬考試，以早預備公開試，學生表現理想，合格率為 100%。

本屆文憑試，學生考獲 4 級或以上的百分比較往年上升，6A 班有 4 位學生考

獲 5級，成績較以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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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停課關係，本年度中一級「遊走中上環」活動未能如期舉行。本學年，通

識學會的組員協助「人文學科周」各活動的舉行，例如「冷知識問答比賽」，

工作人員表現良好，而活動亦能提高學生對本科的學習興趣。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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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內各活動都由學生協助統籌，如「人文學科周」常識問答比賽，由學生擔

任司儀、計分員及工作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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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停課關係，本年度「遊走中上環」活動未能如期舉行。而本年度則舉辦

了全校性「財政預算案問答比賽」及「《基本法》與我」問答比賽，藉此增

加學生對相關議題的認識，比賽分為初中組及高中組，學生表現大致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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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大事回顧」及「《基本法》與

我」等壁報。另外，舉辦了中二級「如果我是財政司司長」活動，學生的優

異習作已張貼在壁報之上，提供機會讓同學展現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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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停課關係，本年度在中三及中四繼續舉辦「社會認知」課程均未能如期

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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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領學生參與電台演講比賽《歷史文化學堂—香港街道紀行》廣播劇比賽，

主題為「石板街的日與夜」，我校獲入圍獎，作品將於稍後新城知訊台《世

界隨時門》節目內播出。由於停課關係，本學年未能安排其他外出參觀。本

科已於下學年財政預算上申請撥款，希望舉辦「VR內地導團」，讓學生可在

疫情下都能擴闊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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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於中一級及中四級課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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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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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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追求卓越 

1. 加強同學編程及 STEM 相關能

力(今年主題為 AI，於一人一

體藝舉辦「創客班」，讓同學

一展所長。 

 

 

 學生能完成 3個

STEM 作品 
 

1. 科務會議檢討 

2. 課堂觀察 

 

本年度於第二/第三學期，初中已安排不同編程課程(中

一:LOGO、中二:SCRATCH、中三:MICROBIT)，由於疫情持

續，面授時間縮減，本科只能以遙距學習方式讓同學了解

編程基本知識，亦讓同學認知編程於現今世界當中的重要

性。但因課時關係，未能將理論化為實作，寄望來年有更

多時間讓同學了解及明白編程的樂趣。 

 

一人一體藝方面，本年度繼續舉辦創客班，讓有興趣於此

方面的同學發揮所長，停止面授課前每組學生已完成 2個

作品，分別為跳舞機械人及電子鎗。由於 STEM 活動受同

學歡迎，來年 STEM 一人一體藝課程會增至 3 個，讓更多

同學早日接觸相關知識。 

2. 提升公開試應試技巧，拍攝最

新公開試解題 短片。 

 完成 2020年試題

講解 
 

1. 科務會議檢討 

2. 課堂觀察 

 

 

本年度本科老師已完成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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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2021)為止，本科 YOUTUBE 

CHANNEL瀏覽人次已多達 34,141 次(比往年多 4000次)。 

 

熱愛學習 

3. 與 NYTV 合作，製作資訊科技

短片，提升同 學對本科學習熱

情及興趣 

 全年製作 3次短

片 

(每學段一次) 
 

1. 科務會議檢討 

2. 數字上達標 

 

本年度已播放 3次與資訊科技有關資訊科技有關短片， 

主題如下： 

1. 「人工智能」你要知 

2. 加密貨幣在香港 

3. 大數據、大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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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共建積極人生 

1. 善用不同平台，讓同學展示作

品，建立 自信心及互相欣賞文

化。 

 展示次數不少於

3次 

科務會議檢討 

 

本年度學生作品，均儲存於校內伺服器，亦於開放日期

間作展示。同時，於課堂期間，亦盡量安排時間讓同學

有機會分享及介紹自己創作的資訊科技作品，讓同學互

相交流。 

正心修身 

2. 鼓勵同學參與校外不同機構的

活動及比 賽。 

 

 學生能積極參與

活動 

 

科務會議檢討 

 
因疫情持續，本年度未有進行任何外間活動及比賽。 

關顧社群 

3. 透過不同平台，展示資訊科技

對社群的影響或幫助，讓同學

多關注社區或身邊所發 事情。 

 學生能積極參與

活動 

科務會議檢討 

 
 

一如以往，本年度亦以校園電視台作平台，讓同學講解不

同範疇資訊科技的最新知識(人工智能/區塊鏈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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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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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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1

年度延至中三級，老師們

需定期檢視及更新教學策

略和校本教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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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學生課堂表現作 

評估 

2. 科務會議中檢討 

老師們經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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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們表示用 VR學習物理、

化學及生物十分有趣。老師已增加了約 5 個 STEM 實驗，例：製氯氣、製氫氣、製二氧化

碳等。老師在大班派一些 STEM 模型給學生回家拼砌，作為先導計劃去籌備來年的一人一

拼砌計劃，這使學生們了解不同機械零件之間的相互作用及增加他們拼砌的技術。 

 

(2)復辦中三全級跨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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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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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活動須在課堂進行約兩個月的時間才能進行全級比賽。因疫情關係，本年復課後時間 

不足舉辦此活動，所以暫停一年，但會於新學年復辦及優化。 

 
 

(3)施行每課堂由 35 分鐘

改至 50 分鐘的新教學時

間表。老師們會不斷檢視

教學策略及教學材料等的

配合性。老師們亦會優化

各級的課堂教材、校本作

業冊、實驗工作紙、小小

測、大測和溫習筆記等。 
 

1. 從學生課堂表現、

課業作評估 

2. 科務會議中檢討 

老師們已優化及更新各級的課堂教材、校本作業冊、實驗工作紙、小測、大測和溫習筆記

等。因第三學段復課的時間太短，學生在可以面授上課時，老師已安排那些必須體驗、 

不可缺少的重要實驗(各級約十個)給學生做，令整體教學進度有點趕急。最後老師也能完

成整個課程的教授，並在下學期考試前在課堂上帶領學生溫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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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選一些初中優秀的

學生去訓練他們作為校內

舉行的向外公開宣傳日的

科學展覽中作為講解員。 

1.從展覽中學生們的

表現作評估 

 

2.老師作活動評估及

反思 

在高中理科生的協助下，初中優秀的學生可一起去帶領小學生進行一系列精彩的科學 

實驗。期望所有初中及高中的導師們都投入及樂於參與，並於小學 STEM科學活動中展示 

才華及領導能力。他們都能掌握那些相關實驗的技巧，並有自信地帶領小學生去做實驗。 

此活動的預備工作已經完成，學生們已被訓練至可有效地協助小學生們進行 STEM活動。 

因疫情關係此活動已取消。雖然如此，老師和同學們都覺得在籌備活動的過程中，大家都 

增益不少。老師們會於新學年復辦及優化此活動。 

 

(2) 利用課堂教學、聯課

活動、參加校外 STEM

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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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在 7月舉辦了中一級科學 STEM競技比賽-風帆車大賽。學生們覺得這個比賽可發揮他 

們的創意，並在競技中向不同組別互相學習。另外也舉辦了中二級科學 STEM競技比賽- 

雞蛋撞地球。學生們覺得這個比賽可學以致用，因為他們可以動手去製作載蛋器，又可以 

測試它的實用性。此外，中一和中二全級在課堂上一起拼砌指定的 STEM模型。這可訓練 

學生們的手作和協調能力，以及認識普通的機械零件。學生們十分喜歡及投入去製作自己 

的 STEM模型。再者，老師們帶領各級學生共參加了 5個校外 STEM 比賽，當中於由香港 

青年協會舉辦的創意編程設計大賽中勇奪初中組銀獎；於由香港數理教育學會與香港科學 

館協辦的趣味科學比賽 2021過關斬將 II中奪得低班電動組二等獎；於由香港新興科技教 

育協會和半島東扶輪社舉辦的 2021全國青少年科學影像節香港區選拔賽中奪得兩個初 

中組優異獎。 

 

 
負責老師姓名：馮漢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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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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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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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位中三同學選修物理科，比上年增
加 6位，創近年新高。 

(3) 參與其他學科的課堂觀課 觀課次數 因疫情關係無法完成。 
(4) 增加應屆文憑試班模擬試的次數，使同學

對文憑試更熟練 
模擬試的數 中六級在 10月至 3月期間每個月進行 1次模

擬試，共進行了 6次。 
(5) 在中四至中六繼續使用電子教學  學生講課表現 

 功課和改正的次
數和質素 

 大部分同學都能完成課前備課，然後在堂上
講解，但部分同學講解時需要老師協助。 

 學生已能利用電子平台交收功課並完成批改
後的改正，功課的質素比去年有所提升。 

 幸運之前學生已適應電子教學，所以於疫情
期間亦可以繼續授課和批改功課，將不能面
授的影響減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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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了 1隊初中和 1隊高中同學參加趣味科
學比賽。 

 趣味科學比賽初中組取得一個二等獎。 
(2) 設置更多展示學生作品的地方，讓學生有

更多機會展示自己的學習成果，增加自信 
展品數量  會安排得獎同學作品於物理室展覽。  

(3) 全力協助籌辦科學科的活動。  協助學生人數 
 學生在活動中的

投入程度 

因疫情關係今年活動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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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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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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行中六級化學電子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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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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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行中四級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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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已於 10 月中在中四級課堂中引入一個化學 STEM活動：鐵生鏽及其 

保護方法。學生們首先學習了日常生活中如何防止鐵製產品生鏽的原理。 

然後他們利用 STEM實驗自己去設計一些防止鐵製產品生鏽的方法。再和 

其他同學的作品或實驗結果作比較並展示。透過這次活動，學生們學習 

了延長鐵製產品壽命的方法，這間接減少堆填區的廢物量。 

 

(3)施行每課堂由 35分鐘改至 50

分鐘的新教學時間表。老師們會不

斷檢視教學策略及教學材料等的配

合性。老師們亦會優化各級的課堂

教材、校本作業冊、實驗工作紙、

小測、大測和溫習筆記等。 

 

1. 從學生課堂表現、課業作 

評估 

2. 科務會議中檢討 

老師們已優化及更新各級的課堂教材、校本作業冊、實驗工作紙、小測、

大測和溫習筆記等。因第三學段復課的時間太短，學生在可以面授上課

時，老師已安排那些必須體驗、不可缺少的重要實驗給學生做，令整體教

學進度有點趕急。老師會在暑假補課去追回進度及鞏固學生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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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中五學生了解生活上使用的

燃料所引致的污染問題及其解決方

法，讓他們從不同角度去理解人類

活動與環境破壞及保育的互動關

係。 

1.從學生設計的測試的成效作 

評估 

2.老師作活動評估及反思 

學生們已自行設計一些測試使用燃料後產生的污染物的方法，並在課堂中 

討論如何減少這些污染物。比較往年的測驗成績，今年在空氣污染的測驗 

成績整體都比上年高，證明學生動手去做實驗可提升學習效率。 

 

(2) 復辦中六級城門河環境及水質

考察去提升學生的環保及保育意識 

1.  從學生活動表現作評估 

2.  老師作活動評估及反思 

老師在 11月帶領中六級修讀化學的同學在城門河的三個不同地段(文禮

閣、文化博物館、瀝源橋)抽取河水樣本和觀察河段各環境因素，及後便

進行各種化學分析實驗(包括量度 pH、溶解氧及有機物含量)。是次考察

發現大圍港鐵站文禮閣附近的城門河河水的有機物(油污)輕微超標及有

一些垃圾在河面飄浮。學生們覺得今次的城門河考察活動十分有應用

性，從取水樣本及作化學分析等使他們了解用科學方法去監察水質的操

作過程。 

 

負責老師姓名： 馮漢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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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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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一步豐富學生自主學習資源，製作講課影片、

網上習作和網上評改回饋，加強同學在疫情中的

自主學習能力。為中三至中六級生物科開設

GOOGLE CLASSROOM，讓同學可以有系統地取得有

關的教材及習作。在 GOOGLE CLASSROOM 中解答同

學的問題，引導學生進行討論和探索新知識，提

升學習和溝通的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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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身投入設計探究活動，

啟發學生以創新的方法來解決生物科的難題，推

動同學熱愛學習，創建繽紛的生物科學習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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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在生物科

GOOGLE 

CLASSROOM的自

主學習情況、學

生的參與程度和

討論的情況 

 STEM活動的次

數及質素，學生

參與 STEM動手

製作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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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務會議的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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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三至中六已開設Google Classroom，上載了很多教學資

料給同學參考，而且在Classroom發放及收集Google Form

功課和小測，同學有系統地在Classroom取得有關的教材及

習作，提升學習效能。同學也透過Classroom遞交專題報

告，Classroom可容易紀錄進度，亦可上載相片及影片，令

報告更加豐富。同學利用Classroom內的通訊功能，向老師

詢問，老師能即時回覆，解答同學的困難，整體上師生使

用Classroom的效果良好。 

 本年度在課程中加入STEM教學活動，例如手機顯微鏡、現

代水耕種植、植物組織培養、建設生態平衡水族箱、種植

向日葵和蕃茄等等。在過程中學生透過親身參與，學習動

手學科學的樂趣，STEM活動含有不同學科的元素，如手機

顯微鏡便涉及物理和數學，讓學生綜合運用不同的範疇知

識，配合現今STEM的發展趨勢。 

 由於停課，老師製作了90多套教學影片，放在網上供同學

自主學習用。除了課程的片段外，亦拍攝了家課和試卷的

講解片段，以這個方式向同學講解，比以往在課堂講解的

效果更佳，因同學可按自己的情況，在網上查看題解影

片，加強學習的效果。 

 網上電子學習的資料已上載至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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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至中六級的課題排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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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同學的學習興趣。 

 

 

甲表：配合全校關注事項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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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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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020年的歷屆試題，提升學生的

應試技巧及考試信心 

 

 中五級生態魚缸專題研習中，同學學習面對困難和解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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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疫情取消了匯報部分，但

同學繼續飼養魚兒，長期了解生態系統的運作。 

 在本學年多次在WhatsApp與學生溝通，能迅速回應同學的

提問，解答同學的疑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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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了最新的考試趨勢資料，更貼近現時考

試的趨勢。 

 本年度安排學生練習2012-2020的試題，經過練習和詳細講

解和分析，學生的應試技巧及考試信心提升了不少。 

 增加了各個課題的公開試題目分類教材，供學生預備考試

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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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以量子點產生氫氣和AI智能回收箱為題，參加智能

都會創新能源比賽，5月份進行決賽，獲得全港亞軍。 

 原定2021/1/8前往長洲進行生物科生態考察，因疫情嚴峻

取消，將以其他方式代替野外考察學習。 

 中四級25人參與天台花園種植，曾種植向日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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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約100人參觀天台花園，本科安排同學作天台花園

導賞員，為參觀天台花園的嘉賓介紹和導賞，嘉賓對學校

留下深刻的印象。學生藉著成為導賞員，建立自信和歸屬

感，豐富生命經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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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老師姓名： 陳才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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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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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電子學習平台，增加課堂教學的多元化，

提高生生、師生的互動性。 

(i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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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受疫情影響，在半天的上課時間表下學校取消了課

後初中自主學習時段的安排。 

 

 透過科內與學習領域內的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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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各級校本作業。 

 

 在半天的上課時間表下，高中的課堂方面難以安排在每個

學段進行小組匯報或其他形式的自主學習模式。配合學校

電子學習平台的設立，有助學生取得詳盡的教學筆記，更深

入了解相關議題及答題技巧，學生反應良好。 

 

(b) 深化閱讀文化，擴濶知識領域 

(i) 配合科本閱讀計劃，初中各級舉行閱讀報告比

賽。 

(ii) 於各級課程加入課外閱讀元素，透過補充資

料，讓學生進一步認識歷史人物、史事、史學

觀點以至現代國情，誘發學生學習的興趣及增

強史識。 

 

科務會議分享  本年度受疫情關係，課時大減，閱讀組只安排中二级完成課

外閱讀報告。同學需要閱讀文章後，在 google form 上完

成作答，表現尚算理想。 

 

 高中參加了由中國文化研究院舉辦的「篇篇流螢」網上閱讀

計劃，幫助學生延伸學習，有效增進和學科相關的歷史文化

知識。有關閱讀分數會用來計算部分的平時分，學生的表現

大致良好。 

 

 整體而言，各級學生反應良好，來年繼續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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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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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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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配合初中新課程及中史科著重的「探究式學習

模式」，製作及優化中一級校本課堂筆記，加

入資料題訓練、課外閱讀及相關影片等元素，

協助學生及早認識本科的學習特點及要求。 

 

課業檢視及科務會議分享 

 

 隨著初中新課程的推展，本學年中一級將設有中史科，並採

用新的教材，課堂筆記中加入簡單的資料題訓練、閱讀文章

及短片預習欣賞等元素，希望有助培養學生對本科的學習

興趣。 

 

 本學年持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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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三級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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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受到近年社會事件的影響，中三級學生對國家的

認同感及歸屬感難免有所降低，教學時要花更多的時間去

解釋。同時，這也影響了來年願意選讀本科的學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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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屆公開考試的考核要求有所更改，老師在課後操練時要

即時做出調整，希望協助學生更好地準備考試。 

 

 除此之外，科任老師已將相關模擬試卷、優異習作及參考筆

記上載到學校開設的電子學習平台，讓學生溫習操練時更

加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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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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五復課後，即安排學生在上午回校進行補課，希

望追回疫情下流失的上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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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六級學生早於十二月初參加聯校模擬試，也安排學生在

假期中回校操練試題。不過，本屆學生受社會事件和疫情

的影響，流失了大量的學習時間，學生又突然感受到英文

科成績對將來升學的重要，因此在最後數個月把許多時間

撥去沉浸英文科，放在中史科的操練時間少了許多。 

 

 本屆學生於文憑試的整體及格率及優良率尚算可以，但比

起心目中的目標略低一些，來年要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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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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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與德育組合辦「國慶周」活動，增加學生對

國民身份的認同。 

 

科務會議分享  本年度受疫情關係，課時大減，閱讀組只安排中二级完成課

外閱讀報告。同學需要閱讀文章後，在 google form 上完

成作答，表現尚算理想。 

 

 高中參加了由中國文化研究院舉辦的「篇篇流螢」網上閱讀

計劃，幫助學生延伸學習，有效增進和學科相關的歷史文化

知識。有關閱讀分數會用來計算部分的平時分，學生的表現

大致良好。 

 

 通過與德育組合辦「國慶周」活動，從文化情意方面去建立

學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 

 

 通過「五四運動」歷史展板的製作，配合漫畫及電視圖片

(「覺醒時代」)，將「五四運動」的資訊生動呈現給學生，

協助學生更好地認識這起中國近代史上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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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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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受疫情影響，外出參觀及考察活動均無法舉行。 

 

 本年度有三名中四級學生參加了〈歷史文化學堂-香港街道

紀行〉廣播劇比賽獲得入圍獎，作品將於稍後新城資訊台

〈世界隨意門〉節目內播出。有份參賽的學生回饋良好，來

年若有類似的活動，建議繼續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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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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新設「信望愛慈善基金中國歷史科學科獎」，由「信望愛慈

善基金」贊助。獎金價值合共 15000元，為期 3年，中一至中五

各級設 1 名得獎者，每名得獎者可獲頒 1000 元獎學金。獎項將

會頒發給中一至中五級在中國歷史科全年平均成績中獲得第 1名

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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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相關歷史人物事跡的教授，協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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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受疫情影響，所有內地交流活動均已取消，來年則視乎疫

情的發展情況再作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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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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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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及中二級安排每學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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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在導學案內加進電子學習元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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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疫情，本科原定在中一級及中二級的導學案及自主學習課也被迫

取消。這些導學案在開學前已完成，故會留在下學年應用。其餘各級

也因面授課堂的減少而未能有規律地推行。可是，老師仍是透過自主

學習元素，鼓勵同學在課堂內積極參與討論。本年度，本科致力加強

在筆記摘錄方面的練習，盼望同學在課堂上多動手、多寫，除了較易

集中上課外，亦能訓練同學的聽、寫能力，提升作答技巧及能力。高

中方面，亦多利用簡短的討論及寫作，提升成績。科任老師在全校各

級也多利用腦圖(Mind Map)，以提升同學的理解及分析能力。在課堂

研究方面，由於人文學科 5 月進行了學術周，故此課堂研究只會在來

年(2021-22)進行。 

1.2 增加聯課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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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疫情影響，本年度取消了所有的戶外活動。盼望來年在疫情結束或

放緩後，可以有更多的機會帶領同學外出參觀及考察。歷史科老師一

貫會鼓勵同學作戶外考察，希望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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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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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疫情及停課因素，以往與德公組及中史科合辦的境外交流團已取

消。但 5 月與人文學科各科合辦的「人文學科周」仍有推行， 以提升

同學對學習的興趣及能力。本年度的人文學科周本科的活動是「猜猜

我是誰」收集老師的兒時相片，並加以描述，讓同學在 Google Form 

完成。除此之外，本科亦協助「中三級學科常識問答比賽」及「學科

冷知識」，提供問題及冷知識內容等。雖在疫情下進行，但效果也不錯。 

1.4 中一至中三閱讀計劃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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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科本閱讀計劃方面，本科積極鼓勵同學閱讀課外參考書，以了解宏

觀的世界歷史發展。初中方面，中一級在十一月完成科本閱讀報告，

中三級則在四至五月進行。本年的閱讀報告形式略有改變，除了要求

同學完成讀後感或四格漫畫外，把以往內容撮要及最欣賞部分改為填

充題及問答題，要求同學從文章中尋找答案，並加以分析。中一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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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閱讀為古埃及文明；中三級則為1929年經濟大衰退。高中則一直

鼓勵同學多閱讀課外書以增加歷史知識，並透過閱讀訓練他們的分析

能力。 

此外，歷史科老師也會藉課題內容，透過不同歷史人物如希特拉、俾

斯麥、邱吉爾、羅斯福、亞歷山大大帝、凱撒一帝等的生平事蹟、貢

獻，讓同學了解領袖的素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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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古羅馬》一課；中二級則會教授《伊斯
蘭文明的興起與中古時代的歐亞文化交流》、
《美國獨立戰爭》及《法國大革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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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受疫情影響，但各級筆記冊亦透過停課

期間及復課後派發同學。在調適校本課程方面，中一級增加了古羅馬

一課，但部分改為網上教學，面授課堂減少，需要追趕進度。中三級

在新課時下亦減少了課時，故冷戰一課只能教完冷戰緒論部分。 

2.2 優化電子學習授課，配合自主學習，如利用平
板電腦或流動電話預習及上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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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疫情影響，本科在停課期間改以Zoom電子課堂，另外透過Google 

Classroom收發功課。此外，科任老師亦透過Google Document 設計

網上工作紙及堂課練習，善用同學的課餘時間進行自主學習。此外，

科任老師把課堂筆記及參考文章等教材上傳到Google Classroom，讓

同學透過其電話及ipad進行溫習，亦可妥善保存其筆記。來年本科亦

會嘗試試出用他網上學習平台，例如：「LoiLoNote」，期望能提升學習

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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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利用小小測及測考鞏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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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在停課下，

教學的時間更少。在復課後，初中各級同學在測考中的英文詞彙題強

差人意，原因也是老師未能在充裕課時下教授此等英文詞彙。盼望來

年有更多的時間教授，以協助提升同學的英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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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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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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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因疫情而影響教學，但在有限的面授課堂中，老師亦加強各級對

資料題及論述題的解題認識，以提高同學對應付公開試題目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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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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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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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疫情影響，全年大部分時間只上半天課，高中的課後補課也被迫取

消，老師只可利用上課時間及放學對個別同學的補課補足答題技巧。

由於上課時間減少，故以往的小小測及安樂測也減少了。故高中老師

在暑期會安排補課，以提升同學的答題技巧能力。 

3. 創建繽紛未來 

3.1 善用電子平台教學，建立創意文化，配合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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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特別受疫情影響，部分課堂改為網上教學。兩

位歷史老師善用 Google Form 、Google Classroon 等，再配合 Kahoot

及 Prezi 等軟件教學，讓學生在電子教學的配合下，沒有因為疫情而

影響學習。 

3.2 增加聯課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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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疫情影響，戶外考察及交流團等活動相繼取消。部分外間機構雖提

供網上活動，但吸引力欠奉，因此沒有報名參加相關活動。科任老師

計劃來年自行組織戶外考察，如考察「醉酒灣防線」、「魔鬼山炮台」、

「殖民地時代大埔」、「元朗鄧氏文物徑」等。期望透過考察活動，讓

同學走出課室，從另一個向度認識香港歷史，亦提升同學對歷史科的

興趣。此外，本年人文學科周本科的活動是「猜猜我是誰」收集老師

的兒時相片，並加以描述，讓同學在Google Form 完成。除此之外，

本科亦協助「中三級學科常識問答比賽」及「學科冷知識」，提供問題

及冷知識內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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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疫情影響，校外較多活動及比賽取消，由於面授課堂減少，為追

趕課程，原訂再參加的「初中歷史科電子閱讀獎勵計劃」也未有參

與。參加了多年的中五及中六同學的聯校學科論壇、工作坊及模擬

畢業試也只好取消。盼望來年有更多機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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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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需資源 

1. 正心修身 

1.1 與其他科組協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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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與中史科及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帶領中四及中五級同學前往國內考

察的活動已連續兩年取消，同學又一次失去前往境外學習的機會。本

年人文學科周本科的活動是「猜猜我是誰」收集老師的兒時相片，並

加以描述，讓同學在 Google Form 完成。除此之外，本科亦協助「中

三級學科常識問答比賽」及「學科冷知識」，提供問題及冷知識內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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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史科及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帶領中四及中五級同學前往國內考察的

活動已連續兩年取消。盼望下學年能有較多機會與其他科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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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多次參與由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博覽香港文化導賞活動」如前

往油麻地考察，了解基層生活。今年該機構改為網上進行，因未知效

果及同學參與的反應，故沒有參與。盼望來年有機會體實前往各區考

察，以了解香港不同階層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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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

中一級的亞歷山大大帝、凱撒大帝；中三至中六級的希特拉、羅斯福、

邱吉爾、港督彭定康、麥理浩、尤德、議員及政黨領袖曾鈺成、李柱

銘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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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受社會事件及疫情影響，校

外較多活動及比賽取消，原訂再參加的「初中歷史科電子閱讀獎勵計

劃」也未能參與。參加了多年的中五及中六同學的聯校學科論壇、工

作坊及模擬畢業試亦只好取消。盼望來年有更多機會參與，讓我校同

學可以與不同能力的其他學校學生交流合作，也可到境外參觀考察，

擴濶視野，豐富人生閱歷。 

 
負責老師姓名： 陳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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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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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同學「熱愛學習」 

1)科務會議檢討 

2)同學在課堂的表現 

3)同學測考表現 

今年因應疫情，停課了一段時間，而網上學習互動較少。部份

初中同學在課堂前能進行預習，並回應老師提問。而高中同學

的預習匯報，亦有效增加課堂互動，提升學習動機，然而同學

取得文憑試 2級成績只有 58.3%，較往年低，表現未如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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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同學完成科

本文章閱讀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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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因停課後的課時縮短，

未能有效展示同學的閱讀成果。今年的高中科本閱讀，則以在

社交平台上介紹網頁及文章給同學瀏覽閱讀，同學不時提問相

關文章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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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測考表現 

3)同學回應  

初中課程已配合高中地理課程調適，並在測考中加入公開試的

要求。高中同學亦開始養成預習常規，但是同學取得文憑試 4

級成績只有 16.7%，較往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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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在家課及通訊

群組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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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學習」教學，同學反應理想。高中同學較多應用互聯網

資訊補充敎學內容。然而，課堂時間有限，難以在課堂應用互

聯網增加互動。而以即時通訊軟件提點同學預習和跟進提問，

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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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中六課堂小測和補課安排，以鞏固同學學科知識。然而，

部分同學於學習上較為散漫，故未能在公開試取得合格成績，

合格率只有 58.3%。而努力回校補課的同學，成績便較預期上

調，共有二人取得 4級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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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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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人文學科周的地理科問答比

賽。而中五長洲考察因疫情而取消，而以兩節網上課堂代替，

同學在網上課堂的表現尚算理想。然而，中二及中四國內學習

團取消，致未能讓同學到境外學習。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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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已在部分課堂講解公平貿易的重要性，閱讀文章亦以全球化

為題材，讓同學認識全球一體化的挑戰，同學反應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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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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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在參與境外學

習團和聯課活動時

的表現 

3)同學回應 

中二級及中四級的境外學習團可以讓同學協助籌備，以培養領袖素
質和提升自信，但學習團因應疫情而取消。 
來年中二及中四全級境外學習團將繼續舉辦，以培訓同學參與籌

備工作，提升自信。 

2. 關顧社群   

在中二及中四的境外學習團，培訓同學擔任組長，

課堂學習小組亦安排成績較佳同學協助帶領，讓他

們以推己及人精神，服務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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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二級及中四級的境外學習團因應疫情而取消。同學未能擔任境

外學習團的組長工作，期盼來年相關學習團能順利完成。 

 

3. 共建積極人生   

鼓勵同學參與校外活動及比賽，透過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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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未能安排境外學習團及與他校師生交流，來年將繼續安排。  

 
負責老師姓名： 馬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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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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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推行電子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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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於 Google Classroom 收取筆記及習作，並

於課堂匯報，展示預習及學習成果。此外，利用各種軟件及網站

(Google Earth、ESRI Story Maps、360 Cities)協助同學學習

旅遊景點課題。老師亦利用電子平台向同學發送各種筆記，有助

同學溫習，同學在考試之表現有所提升。此外，課堂加活動入電

子學習元素，例如 Formative 及 Kahoot 等，協助同學溫習課文

所學。 

同學利用即時通訊軟件(Whatsapp)獲得習作及測驗題目及題解，

同時亦可分享同學佳作，跟進課堂教學及課業改正。老師亦利用

電子平台回應同學提問，有助師生互動，同學更可互相合作，彼

此協助解答課題疑難。老師亦於 Google 硬碟放置額外的自學教

材和學習資料，方便同學隨時取閱。 

 

1.2優化自主學習，課前派發導學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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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有預習工作紙，同學於課堂前先行預習，並於課堂展示預習成

果，並作深入討論。此外，同學亦須分析旅遊時事相關個案，引

證課堂所學。透過分析個案，同學能複習課堂所學，且能練習分

析題目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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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學習經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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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本年疫情影響，未能安排海外學習團及本地參觀活動。為了

讓同學了解酒店及旅遊業界的實際運作，老師播放酒店部門的全

景照片及教學短片，加深同學對酒店及旅遊業界的認識。期望來

年能鼓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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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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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小測一至兩次，加上預習工作紙及課

後習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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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六已於上學期考試前完成公開試課程，並進行重點溫習，協助

同學鞏固所學。中五級則增加了小測次數，培養同學作答論述題

的能力。 

 

2.2 中四起以公開試評核模式擬題，同學互相
評核習作，培養同學掌握公開試答題技巧，
加強同學對各種題型及關鍵詞的理解，勤
加操練，提升成績 

1)科務會議檢討 

2)同學成績反映 

同學於中四已開始接觸公開試形式的枰核模式，透過有系統的習

作及測考訓練，讓同學熟悉資料回應題及論述題的作答方法。此

外，老師派發公開試考生作答範本，讓同學於中四初已掌握閱讀

及回應題目的能力，培養良好的作答技巧。 

 

2.3整理教學資源庫，把教材、筆記、測考卷、

剪報教材等放置於內聯網及雲端硬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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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已將整年的筆記、工作紙等資源上載

至互聯網及雲端硬碟，方便科任老師共享教學資源，並因應教學

需要作出修訂更新，提升同學學習效能。此外，本科恆常剪輯與

旅遊與款待業相關的新聞報導，並儲存在內聯網內，成為輔助教

材。 

3. 創建繽紛未來   

3.1 鼓勵同學參與聯課活動和校外比賽，讓同
學通過全方位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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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由於疫情關係，未能安排外出參觀活動，減少了同學透過全

方位學習增廣見聞的機會。展望來年能安排聯課活動，讓同學親

身到達旅遊與款待業的職場，體驗業界運作，豐富同學學習經歷。 

 

3.2 安排同學利用不同媒界介紹境內外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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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疫情關係，本年未能舉辦學習團，同學未能匯報學習團學習

成果。展望來年疫情完後，能嘗試舉辦更多活動，提升學對本科

知識的興趣。 

3.3 把習優異習作透過互聯絡傳送給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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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剪報及時事分析習作，提升同學閱讀機會，同學亦能利用課

堂所學，回應旅遊與款待業的時事議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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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觀考察活動的路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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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 Classroom 及 Whatsapp 等平台分享同學的優

秀作品，鼓勵同學努力學習之餘，亦有助其他同學掌握較佳

的作答技巧。 

 

1.2 讓同學組織不同考察活動，並籌辦升學及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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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疫情影響，本年未能舉辦學習團及參觀活動。為提升同學

對酒店及旅遊業的了解，老師向同學推介各大專院校的網

上講座，讓同學能從不同渠道認識業界資訊。 

1.3加強與人文學科合作，如地理科籌辦參觀、考察

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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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疫情影響，本年未能安排野外考察活動，只能在人文學科

周聯同地理科舉辦問答比賽，提升同學對保護環境的意識。 

 

2. 關顧社群   

2.1 深化本科各部份的德育及公民元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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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包括旅遊業可持續發展議題，要求同學舉出日常生活

及旅程時的可行例子，以保護環境。同時，同學在老師要求

下於日常生活實踐課文內有關可持續發展的原則。 

 

2.2與地理科及社區聯絡組合辦中四級境外學習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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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疫情影響，本年未能安排境外學習團。為提供機會讓同學

實踐領袖精神，課堂上安排同學分組活動，輪流擔任組長，

負責帶領同學進行課堂活動，並於授課內容加入有關祖國

的議題，讓同學更了解祖國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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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疫情影響，本年度跨科考察營活動改為 Zoom進行，同學

未能如以往邊充當領隊帶領其他同學進行活。為讓同學發

展領導潛能，本年於課堂活動及習作加入角色扮演處境議

題，讓同學設身處地思考領袖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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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疫情影響，在減少人與人接觸的措施下，本年度的聯課活

動減少了同學間的互動性，因此未能提供很多機會讓同學

協助籌辦活動。展望來年能讓同學協助籌辦各類考察活動，

體驗「立己達人」的服務精神。 

負責老師姓名：黃德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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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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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的校本筆記冊於每章節加入更多不同的自習元素，包括網上自

習材料二維碼及於每章節末增設內容重點摘要，由同學自行摘錄課

堂重點。 

 

整體而言，自主學習的成效滿意，但日後仍須繼續努力優化電子學

習教學，並配合導學案的自主學習活動，期望可加強照顧學生不同

的學習多樣性，提升學習效能。 

2. 持續優化校本教材、課業及日常課堂教

學策略，加強訓練學生擇錄筆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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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於每一課堂要求學生總結課堂重點，並以完整句子書寫於

筆記冊內。惟受疫情及網課所限，每班學生在摘錄的進度上有所差

異。來年將重新整理優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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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英語詞彙默寫表現較差，

來年將加強英文默寫的次數及英語應用練習，提升其表現。 

4. 持續優化高中經濟科自主學習模式，參

與自主學習研習小組，共同研課，與友

校交流不同的教學策略，優化自主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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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經濟科文憑試表現一般，考獲 4 級的成績較

去年有所提升，考獲 2級的成績則下跌。反映一直以來採用自主學

習模式有一定成效，但補底的工作需要進一步加強。來年除了繼續

沿用恆常教學策略外，亦要思考在不同的課題建立更多分層的學習

目標，讓能力稍遜的學生能掌控學習及建立學習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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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更多電子教學工

具以提升教學效能及促進自主學習。 

1. 學生的電子學習表現 

2. 科務會議檢討 

在疫情下，部分實體課堂轉為網課，因此，各級同學均使用不同的

網上學習平台來進行學習及完成課業，使電子學習的推行步伐進一

步加快。經過一年多的密集式電子學習，大部分同學對使用電子學

習的不同工具均較以往大有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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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因疲情關係，原訂計劃邀請香港小童群益會到校舉辦

「匯豐青年理財師」個人理財活動亦需暫停。來年會繼續與主

辦單位協商新的安排。 

2. 訓練學生善用學科相關知識在校內舉辦

小型活動，如製作學科壁報及展覽、攤

位遊戲和比賽等，增潤課本知識以深化

學習層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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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中三及中四學生協助籌備人文學科周的經商冷知識題目，

同學表現良好，表現對學科的濃厚興趣。 

另外，本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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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校外資源，

安排學生走出教室，參觀不同類型的商

業機構及工作體驗，從體驗中學習，提

升學生對學習學科的興趣並加強學生對

自身的生涯規劃意識。  

1. 觀察學生的表現 

2. 科務會議檢討 

本年因疲情關係，「學校起動計劃—趁墟做老闆展銷會」的活動

改以網上平台進行，學生未能外出進行實體銷售，略為可惜。惟

同學亦可以參與營商計劃書匯報及撰寫財務報告的部分，從中學

習營商之道。 

建議來年繼續鼓勵學生參加相關活動。 

 

負責老師姓名：林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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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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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學生上課表現 

2. 檢視學生課業表現 

3. 科務會議檢討 

在課業及測考題目中選取適切的過往公開試題支援學習，亦

提供更多輔助指引啟發同學運用自學策略完成題目，同學的

課業分數比以往有所提升。此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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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學年繼續聚焦與同學多探究公開試題目的難點及常犯錯

誤，提升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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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學生上課表現 

2. 檢視及批改學生前測及測考 

3. 筆記冊檢閱 

4. 科務會議檢討 

受制於停課及網課帶來的負面影響，本學年校內面授上課的

日子不多，難以安排較多空間供同學完成課前預習後返校上

課以進行小組解難及研習。然而，科任老師積極製作自主學習

材料及採用電子學習平台發放學習資訊。同學一般皆能按指

引完成課業但小測次數及教學進度稍有不足及拖慢。科任老

師收取同學的課堂筆記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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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同學皆能摘錄課堂

重點及完成堂課練習。 

來年除繼續優化教材及課業的答題指引以加強訓練學生的答

題技巧外，將同時加強訓練同學摘錄及整理課堂筆記的技能，

同時加設課堂筆記同儕分享，加強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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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學生上課表現 

2. 科務會議檢討 

受制於停課及網課帶來的負面影響，同學的學習根基較難鞏

固，嚴重影響教學進度。中四及中五同學上網課的互動較差，

幸而後來逐步恢復面授課堂後，整體的學習動機有所提升，尤

以小組同儕互學的形式探討練習題目的效果更顯著。但受限

於課時縮短的影響，在缺少課堂時的操練機會下，同學的學習

根基較難鞏固，以致作答題目時表現較差。 

下學年將繼續結合電子學習元素，強化學習效能及加強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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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動，並加快教學進度。 

同學已掌握透過登入 google classroom，下載學習資源。惟

資料太多且課程發展議會已公布 2022/23 學年起在中四級實

施優化企會財科課程及評估架構，為及早作出相應調適，科任

老師將根據最新課程及評估指引，持續優化及加強整理科本

評估及學習資源庫，並增設更多支援學生及早為文憑試做好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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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強照顧學習多樣性，提升學習動力。 

1. 觀察學生上課表現 

2. 檢視及批改學生課業 

3. 科務會議檢討 

中五及中六級的學習差異較大，中四的表現及學習動機較

佳，在推動協作學習時有較好的表現。 

來年將繼續加強建立及執行分組常規，期望可促進不同學習

能力的同學皆可提升學習效能及表現，同時，亦將繼續加強

操練以鞏固學習根基。 

5. 提升電子教學層次及電子學習成效，強化

善用 GOOGLE CLASSROOM網上學習平台，製

作教學短片講解學生常見的學習難點，以

便利學生可於課餘時間作自學、預習及完

成課業並鞏固所學。  

1. 觀察學生的電子學習及檢視  

   課業表現 

2. 科務會議檢討 

同學已能熟練使用電子方式(如﹕GOOGLE CLASSROOM)觀看短

片、完成預習、提交電子課業及下載各項教材資料，亦能從

中鞏固所學。科任老師亦能因應個別同學的學習需要，以電

子方式給予適切的回饋。 

日後科任老師在課堂上可善用新配置的電子白板以便利電子

教學，尤其繼續加強探索如何以電子教學模式進行同儕互

動，不斷優化電子教材及課業的質素，以進一步提升電子學

習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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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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五企財同學於下學期參加由「存款保障委員會」舉辦的「理財教育網

上工作坊」，內容關於儲蓄理財、存款保障及金融科技的簡介。大部分

同學投入參與活動，並以「網上投票」形式回應講者提問。同學從中認

識健康理財的態度，反應良好，建議日後可繼續舉辦類近活動。 

本學年暑假期間挑選三位將於中四修讀企會財科及經濟科的中三同學，

參加「匯豐青年理財師計劃」—「少年財政司暑期訓練課程」，同學從

中學習理財知識及建立正確理財觀念，除有助增潤學習企財科課程外，

同學亦可擴闊視野，增強領導才能及學習自信。 

建議日後可繼續舉辦類似活動。 

2. 訓練學生善用學科相關知識在校內舉辦小

型活動，如製作學科壁報及展覽、攤位遊戲

和比賽等，增潤課本知識以深化學習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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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增潤同學有關個人理財的知識及培養良好的理財態度，本學年「人

文學科周」活動中舉辦「個人理財小知識網上問答比賽」及「經商科

冷知識」，本科組與經商科組共同製作理財小知識壁報及冷知識卡片供

同學細閱，同學可掃描二維碼參加網上問答比賽，同學表現理想，部

分高中同學更獲取滿分。 

3. 善用「學校起動計劃」及其他校外資源，安

排學生走出教室，參觀不同類型的商業機

構及工作體驗，從體驗中學習，提升學生對

學習學科的興趣並加強學生對自身的生涯

規劃意識。  

1. 觀察學生的表現 

2. 科務會議檢討 
因疫情關係，「學校起動計劃—趁墟做老闆」的展銷會活動改以網上平

台 BIG BIG Shop 舉行。由於網上平台的操作十分繁複，故同學能參

與的部分不多。部分同學已於 5月進行營商計劃書匯報，表現十分積

極。期望來年同學能參與實體銷售，有更多的學習和得益。 

受制於疫情及限聚人數的規定，不少原可安排參觀及工作體

驗的主辦機構取消相關活動。 

寄望下學年可以繼續參加。 

 

負責老師姓名： 陳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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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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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1.1 在課堂中，加入「電子化」課堂互動活動

Kahoot/Nearpod，讓學生多參與課堂，『熱

愛學習』 

學生在課堂中的參與率及表現 因疫情開關係，三級學生在疲情期間使用ＺＯＯＭ及 

GOOGLE FORM 等協助學習，成效尚可，基於網上學

習有別於面授，學習成效較以往稍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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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借閱有關書籍的次數 今年借書人數偏少，因疫情而停課關係，所以反映學

生實質興趣。來年繼續留意潮流的動向，購買合適書

籍，提高學生的閱讀興趣。 

2.1 對學生的作品要求提高，培養學生做事認真

及追求卓越的態度。 

學生課堂作品表現 基於食物衛生及疫情下，本科對學生的要求未有鬆

懈，期望學生從中學懂做事認真及負責任，大部份學

生表現理想，值得讚許。 

2.2 持續使用電子學習，提升學習興趣和技能。 學生課堂表現 學生對教學內容感興趣，課堂投入。學習效能亦因使

用電子學習而提升。 

3.1 在 OLE課堂中，開設不同課程，豐富學生人

生閱歷，擴闊視野。 

學生 OLE課堂表現，  學生樂於參與，表現投入。導師評價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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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課堂表現 實習與理論並重，從課堂中加入科學的元素講解，讓

學生明白個中的原理，學生表現良好，積極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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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效檢討 

1.1 學生課堂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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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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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差不多 85%-90%學生有帶齊所需用品上課。 

2.1 課堂分組中，會安排強弱學生同組，互補不

足，學懂互相幫助及建立『關愛』文化。 

學生課堂表現 老師按學生能力分組，一強一弱，學生願意照顧能力

稍遜的同學。他們大多表現包容及友善。 

3.1 參與校外烹飪比賽，讓學生能豐富人生閱

歷，擴闊視野。 

學生比賽表現，並持續讓參加

比賽的人數增加。 

因疫情關係,未有參加比賽。來年再按實際情況安排

比賽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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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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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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當設計習作完成

後，老師會安排學生展

示及講解的機會。 

(ii) 學生於課堂中自備筆

記簿以方便摘錄課堂

筆記。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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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高中學生將於每次的

設計習作完成後，作一

次公開匯報。 

 

基於疫情停課關係，有部份的教學內容安排網上進

行，課堂活動亦有所調整： 

(i) 於個別設計課題中，老師設計了網上學習的

導學案，當中包括設計相關的影片及圖片，

運用 GOOGLE CLASSROOM 向學生發放，讓學

生於上網課前完成，以中五級為例，學生於

網課前根據網上學習導學案的要求，自行了

解資訊圖象設計的特色及技巧，完成後便於

網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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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繪圖及設計講求不斷的練習，學生於自主學

習過程中，摘錄自己的課堂筆記，於網課時

亦不例外，老師設置最少兩個視像鏡頭，以

協助展示繪圖的方法及技巧，另一方面要觀

察學生是否能跟上進度，學生跟隨老師繪製

個人化筆記，不單能有效掌握設計的原理，

同時透過課堂筆記展現學習成效。 

(iii) 於個別設計課題中，學生須於家中進行資料

搜集，並於網課中進行展示其內容，讓學生

有機會發揮其圖象及口頭解說的能力。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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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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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見，以增強同儕間的互動學習。於這一年

多疫情停課的關係，對於「網上電子學習」

的技巧，學生老師都已逐漸熟練，期望一切

回復正常後，「網上電子學習」可持續發展。 

(b) 推展電子學習 

(i) 透過不同的學習平台，如 GOOGLE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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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置及更新電腦設備，加強創意教學，

實踐同學的設計意念。 

 

(i) 學生需定時檢視不同學

習平台上的應用程式，促

進師生彼此交流，讓學生

能自主學習，亦可讓其他

同學參考。 

(ii) 學生可自行負責完成一

些軟件示範教學步驟，

以配合 3D 打印機的使

用，展示設計成效。 

 

 

(i) 正式復課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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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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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學期因疫情停課關係，電子學習成為了主導，

老師能善用 ZOOM 網上教學，反之，學生則較為被

動，特別是初中個別的學生，高中學生仍能保持以

往的方式，善用 WHATSAPP，FACEBOOK，YOUTUBE及

PINTEREST 作分享平台，與任教老師保持良好的溝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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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舉辦科技創作活動，並現

場觀察及統計學生的回

應 

(ii) 藉活動提升學生對學習

設計與應用科技科的興

趣。 

 

 

剛過去的學年，由於疫情關係，很多的 大 型 設

計活動均被取消，雖然如此，五 育設計師團隊仍

有發揮，適逢「學校起 動計劃」10周年，舉辦了 10

同年標誌 設計比賽，五育設計師團隊成員 5A 班李

芷欣，壓倒其他學校的對手，勇奪冠軍， 實 在 可

喜可賀，期望來年疫情過去，讓 學生能繼續發揮

所長，爭取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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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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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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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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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上學期，初中各級按不同情況回校上課，同

時亦進行網課，學生表現稍有參差，進度勉強能達

標，中一及中二級於網課時天能體現自主學習元素

的課堂，但始終設計技巧講求不斷的練習，學生於

自主學習過程中，特別是留在家中進行網課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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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復課

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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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停課期間未

能使用電腦軟件，未能有正式實踐的經驗，期望他

們於選科時可作出最適合自己的選擇，將來對本科

有更好的掌握和發揮。 

 

(因疫情停課關係，有部份學生未能按原定的進度

學習，改用 ZOOM 網上教學，電腦軟件及手作練習

較難進行，故未能充分體現學習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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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b) 鞏固整體學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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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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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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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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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活節假期進行網上補課，為 DSE作出最佳的預

備。 

 

(因疫情停課關係，課後補課均全部暫停，中五及

中六同學改為 ZOOM網上補課，但次數比行常安排

較少，故未能充分突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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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過去的學年，由於疫情關係，很多的大型設計活

動均被取消，雖然如此，五育設計師團隊仍有發揮，

適逢「學校起動計劃」10 周年，舉辦了 10 同年標

誌設計比賽，五育設計師團隊成員 5A 班李芷欣，

壓倒其他學校的對手，勇奪冠軍，實在可喜可賀，

期望來年疫情過去，讓學生能繼續發揮所長，爭取

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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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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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過去的學年，由於疫情關係，很多的大型設計活

動均被取消，雖然如此，五育設計師團隊仍有發揮，

適逢「學校起動計劃」10 周年，舉辦了 10 同年標

誌設計比賽，五育設計師團隊成員 5A 班李芷欣，

壓倒其他學校的對手，勇奪冠軍，實在可喜可賀，

期望來年疫情過去，讓學生能繼續發揮所長，爭取

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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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過去的學年，由於疫情關係，很多的大型設計活

動均被取消，雖然如此，五育設計師團隊仍有發揮，

適逢「學校起動計劃」10 周年，舉辦了 10 同年標

誌設計比賽，五育設計師團隊成員 5A 班李芷欣，

壓倒其他學校的對手，勇奪冠軍，實在可喜可賀，

期望來年疫情過去，讓學生能繼續發揮所長，爭取

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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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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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設計習作完成後，老

師會安排學生展示及

講解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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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學生將於每次的

設計習作完成後，作一

次公開匯報。 

 

基於疫情停課關係，有部份的教學內容會安排網課進行，課

堂活動亦有所調整： 

 於個別設計課題中，老師設計了網上學習的導學案，當

中包括設計相關的影片及圖片，運用 GOOGLE CLASSROOM

向學生發放，讓學生於上網課前完成，以中五級為例，

學生於網課前根據網上學習導學案的要求，自行了解資

訊圖象設計的特色及技巧，完成後便於網上課堂上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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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圖及設計講求不斷的練習，學生於自主學習過程中，

摘錄自己的課堂筆記，於網課時亦不例外，老師設置最

少兩個視像鏡頭，以協助展示繪圖的方法及技巧，另一

方面要觀察學生是否能跟上進度，學生跟隨老師繪製個

人化筆記，不單能有效掌握設計的原理，同時透過課堂

筆記展現學習成效。 

 於個別設計課題中，學生須於家中進行資料搜集，並於

網課中進行展示其內容，讓學生有機會發揮其圖象及口

頭解說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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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這一年多

疫情停課的關係，對於「網上電子學習」的技巧，學生

老師都已逐漸熟練，期望一切回復正常後，「網上電子

學習」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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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b) 推展電子學習 

(i) 透 過 不 同 的 學 習 平 台 ， 如 GOOGLE 

CLASSRO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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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置及更新電腦設備，

加強創意教學，實踐同學的設計意念。 

 學生需定時檢視不同

學習平台上的應用程

式，促進師生彼此交

流，讓學生能自主學

習，亦可讓其他同學參

考。 

 學生可自行負責完成

一些軟件示範教學步

驟，以配合 3D 打印機

的使用，展示設計成

效。 

 

 正式復課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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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學期因疫情停課關係，電子學習成為了主導，老

師能善用 ZOOM 網上教學，反之，學生則較為被動，特

別是初中個別的學生，高中學生仍能保持以往的方式，

善用 WHATSAPP，FACEBOOK，YOUTUBE 及 PINTEREST作分

享平台，與任教老師保持良好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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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過去的學年，由於疫情關係，很多的大型設計活動均

被取消，雖然如此，五育設計師團隊仍有發揮，適逢「學

校起動計劃」10周年，舉辦了 10同年標誌設計比賽，

五育設計師團隊成員 5A 班李芷欣，壓倒其他學校的對

手，勇奪冠軍，實在可喜可賀，期望來年疫情過去，讓

學生能繼續發揮所長，爭取佳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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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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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上學期，初中各級按不同情況回校上課，同時亦

進行網課，學生表現稍有參差，進度勉強能達標，中一

及中二級於網課時天能體現自主學習元素的課堂，但始

終設計技巧講求不斷的練習，學生於自主學習過程中，

特別是留在家中進行網課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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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復課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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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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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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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 

 統計參與的專業培訓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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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停課期間未能使用電腦軟件，

未能有正式實踐的經驗，期望他們於選科時可作出最適

合自己的選擇，將來對本科有更好的掌握和發揮。 

(因疫情停課關係，有部份學生未能按原定的進度學習，

改用 ZOOM 網上教學，電腦軟件及手作練習較難進行，

故未能充分體現學習的成效。) 

(b) 鞏固整體學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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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補課，為 DSE作出最佳的預備。 

(因疫情停課關係，課後補課均全部暫停，中五及中六

同學改為 ZOOM網上補課，但次數比行常安排較少，故

未能充分突出成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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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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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過去的學年，由於疫情關係，很多的大型設計活動均

被取消，雖然如此，五育設計師團隊仍有發揮，適逢「學

校起動計劃」10周年，舉辦了 10同年標誌設計比賽，

五育設計師團隊成員 5A 班李芷欣，壓倒其他學校的對

手，勇奪冠軍，實在可喜可賀，期望來年疫情過去，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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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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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能繼續發揮所長，爭取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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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過去的學年，由於疫情關係，很多的大型設計活動均

被取消，雖然如此，五育設計師團隊仍有發揮，適逢「學

校起動計劃」10周年，舉辦了 10同年標誌設計比賽，

五育設計師團隊成員 5A 班李芷欣，壓倒其他學校的對

手，勇奪冠軍，實在可喜可賀，期望來年疫情過去，讓

學生能繼續發揮所長，爭取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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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過去的學年，由於疫情關係，很多的大型設計活動均

被取消，雖然如此，五育設計師團隊仍有發揮，適逢「學

校起動計劃」10周年，舉辦了 10同年標誌設計比賽，

五育設計師團隊成員 5A 班李芷欣，壓倒其他學校的對

手，勇奪冠軍，實在可喜可賀，期望來年疫情過去，讓

學生能繼續發揮所長，爭取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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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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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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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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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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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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過去的學年，由於疫情關係，很多的

大型設計活動均被取消，雖然如此，五

育設計師團隊仍有發揮，適逢「學校起

動計劃」10 周年，舉辦了 10 同年標誌

設計比賽，五育設計師團隊成員 5A班李

芷欣，壓倒其他學校的對手，勇奪冠軍，

實在可喜可賀，期望來年疫情過去，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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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繼續發揮所長，爭取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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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過去的學年，由於疫情關係，很多的

大型設計活動均被取消，雖然如此，五

育設計師團隊仍有發揮，適逢「學校起

動計劃」10 周年，舉辦了 10 同年標誌

設計比賽，五育設計師團隊成員 5A班李

芷欣，壓倒其他學校的對手，勇奪冠軍，

實在可喜可賀，期望來年疫情過去，讓

學生能繼續發揮所長，爭取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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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過去的學年，由於疫情關係，很多的大型

設計活動均被取消，雖然如此，五育設計師

團隊仍有發揮，適逢「學校起動計劃」10周

年，舉辦了 10同年標誌設計比賽，五育設計

師團隊成員 5A班李芷欣，壓倒其他學校的對

手，勇奪冠軍，實在可喜可賀，期望來年疫

情過去，讓學生能繼續發揮所長，爭取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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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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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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繼續於中一至中三級自主學習課引入工作紙(中一級：漫畫

工作紙、草間彌生工作紙，中二級：M.C.Escher 工作紙及手的素

描工作紙，中三級：人體比例工作紙)，目的讓同學於課前預習，

藉此提升同學自學能力。由於疫情關係，第一二學段進行網課，

難於課堂內進行小組討論，故生生互動及師生互動機會不多。此

外，大部份同學愛拖欠功課，自學能力更弱，少於 50%同學能完

成工作紙，尤其細班為甚，故成效不佳。 

 高中則主要進行 SBA 資料製作，小組討論不多，不過同學亦願意

發表意見，學習氣氛亦良好。及至第三學段，同學在實體課的學

習態度變得認真及投入，因此成績重回昔日的水平。中四同學投

入課堂學習，尤其是討論測考作品，互動氣氛濃厚。至於中五，

作第一二份校本評核報告的互評，同學態度認真，並給予不少正

面意見，成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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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同學熱愛學習，但閱讀習慣仍然較弱。 

 第二學段，原定於中一會引入圖書課，希望吸引同學對閱讀藝

術圖書自的興趣，但疫情關係，未有實行。建議下年度推行，

由科任老師帶領中一級同學前往圖書館最少一次，引發同學的

閱讀興趣。 

 老師於高中滲入有關藝術家文章，讓同學多閱讀。 

 高中同學能在創作前預備網上參考資料，但並非利用圖書作參

考。 

 去年建議今年整理好視藝室的圖書櫃，讓同學可以直接參考，

增添對學科的興趣。但由於疫情進行網課關係，故未能順利執

行。 

 在推廣閱讀文化方面，本科順利與閱讀組合辦中三級圖書封面

設計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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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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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網課關係，第一二學段集中進行了電子學習，部份課題要

求學生瀏覽網上短片自學，提升學習效能，並利用 Google 

classroom 收發功課，不過交功課情況卻未如理想。高中同學繼

續透過 PINTEREST 應用程式，與同學和老師分享資料，作出互

動，成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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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聯校活動次數  第一至三學段未有舉辦參觀活動，但七月中順利進行了兩項藝

術活動(聯校藝術展及全港中學生藝術創作展)，學生眼界大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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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參與同學的人數進行評量  本科與輔導組合辦了中一級《疫情打氣卡》及全校《口罩設計比

賽》，反應及質素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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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學生参與了四個校外比賽，屢獲佳績： 

健康四格漫畫創作大賽(小組)-亞軍 

健康四格漫畫創作大賽(個人)-優異-謝沁怡(5A) 

香港城市大學第六屆中學生傑出作品獎-李子萌(3A) 、李子蔚
(5B) 

「學校起動」計劃十周年標誌設計比賽-李芷欣 (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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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同學的表現及作口頭的查

問 

 本中六畢業生作品已於四月進行，成效良好。學年已於六七月

更新前後梯樓層的部份作品，效果理想。暑期會更新視藝室門

外壁佈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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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大使的表現  疫情關係，本學年未有申請藝術大使，有待來年繼續。 

 

負責老師姓名： 張玉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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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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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穩固「自主學習」文化，利用預習建構

基礎學科知識，成為課堂小組討論及匯

報的前設知識，增加生生互動及師生互

動，提升學習動機及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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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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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粵劇的導學案，透過閱讀文章

及討論思考題，加深認識樂器的構造和特色及粵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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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自主學習能力，亦有效擴展課堂討論的深度。 

 

(2)  配合學校新課時規劃，持續優化校本教

材，促進教學效能 

(2) 科任老師根據學生的表

現進行評量、科務會議

檢討 

配合教育局的最新音樂科課程發展指引，加入「國歌」單元課題，賞

析國歌的音樂特徵，討論歌詞與音樂的關係，鞏固歌唱技巧，體會國

歌的精神。 

 

配合新課時規劃，校本教材當中各個單元課題有所增刪，部分題型

亦有所調整，促進課堂的整體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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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展電子學習，加強創意教育，以

GarageBand 編創習作提升學習興趣及

效能 

 

(3) 科任老師根據學生的表

現進行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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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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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學生的音樂欣賞能力及應用已學習的

樂理，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創意思維，提升整體的學習效能。 

 

因應疫情以致課節不穩，各班面授課節的次數差異大，令各班電子

編創的進度大受影響，以致部份班別未能完成創作，只有較多面授

課堂的中三級，以及部分中一及中二班別能夠完成。 

 

各班已建立使用 Google Classroom的習慣，學生每節課堂完結後把

習作上載到 Google Classroom，包括電子編創習作，由此建立分享

文化，學生表現較以往認真，亦能夠從同學的創作中學習，改善自己

的作品，強化學習成效。 

(4) 善用 Google Classroom平台展示學生

創作成果，建立分享文化，強化學習成

效 

(4) 科任老師根據學生的表

現進行評量 

(5) 豐富「全方位學習」，配合學科知識，推

動學生參與校外音樂活動，擴闊知識領

域，延伸學習興趣 

(5) 科任老師根據學生的表

現進行評量 

疫情下校外演出場地未有開放，為了讓學生有更多機會欣賞校外音

樂演出，本科申請了一系列由「香港藝術節-青少年之友」舉辦的網

上節目，其中包括《阿根廷探戈網上音樂會 Astor Piazzolla X CY 

Leo》、《尼高拉斯.麥卡菲鋼琴示範演奏會》、《這一站太短–合唱》、

《陪伴工廠劇團 - 醜小鴨日記》及《音樂劇–鼠疫》等不同地域及

不同類型的音樂，讓學生得以擴闊知識領域，延伸學習興趣。以上節

目大多由身體有殘缺人士擔任表演者，學生能夠從中感受音樂的力

量及學習表演者不屈的精神，老師在課堂向學生簡介及播放一小段，

鼓勵學生在家觀看完整版，學生回饋正面，表現對音樂會感興趣。新

學年將繼續向學生提供多樣化音樂欣賞的經歷，鞏固學科知識及延

伸學習興趣。 

(6) 整理科內知識管理系統，促進知識和經

驗的分享及傳承 

(6) 各級教學材料有系統地

儲存在雲端硬碟 

各級教學材料及校外進修取得的資源已有系統地儲存在雲端硬碟，

促進知識和經驗的分享及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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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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化體藝培育課程，讓學生參與不同類

型的音樂訓練，發掘及培育學生音樂才

能，造就成功經歷 

(1)學生表演的次數及演出水

準進行評量 

 

受疫情影響，管樂及敲擊小組以 Zoom形式上課，並按能力分為多

個小組教學，照顧學生不同能力需要，進展良好，敲擊小組更於四

月開始改為面授課堂，加強訓練合奏能力，並於畢業典禮配合管

樂網課片段進行現場演奏，為學生造就成功經歷，學生用心上課，

並於表演前主動借用音樂室積極排練，學生在表演中充分展現才

能，表現自信。 

(2) 提供更多機會讓學生參與校外比賽及校

內外活動，發掘及培育才能，豐富人生

閱歷，擴闊視野 

(2) 學生參與比賽的人數及次

數進行評量 

本科積極推動學生參與不同校外比賽，發掘及培育才能，造就成

功經歷。學生在各個比賽中表現優異，獲得不少獎項，今年共發掘

13位學生參賽，並獲得 14個獎項。當中包括《創意藝術發展協會

主辦菁藝盃線上音樂比賽》獲得鋼琴三級組及小提琴考試曲目八

級組金獎；《藝韻管弦樂協會主辦第七屆香港國際音樂節網上視頻

比賽》獲得結他中學組第一名、少年流行聲樂組第三名、小提琴組

三等獎、鋼琴組三等獎，及聲樂小組三等獎；《藝韻管弦樂協會主

辦藝韻盃網上視頻比賽(決賽)》獲得結他中學組第三名；《香港資

優(天才)教育培訓總會主辦國際聯校音樂大賽 2020》獲得結他七

級組冠軍;《國際藝穗協會主辦全球音樂精英線上大賽 2020》獲得

結他傑出少年組銀獎；《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

香港學校音樂節》獲得結他獨奏中級組金獎、小提琴獨奏四級組

銀獎、以及鋼琴獨奏八級組銅獎等。 

(3) 優化音樂表演團隊的學生領袖架構及職

能，挑選表現較理想的學生為音樂表演

團隊的領袖，讓同學在不同領導崗位，

薪火相傳，共同管理校園 

(3)老師觀察學生演出水準及

觀察團員領袖的表現進行

評量 

領唱及司琴學生於校內的典禮活動表演，並帶領初中各成員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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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增設音樂大使，鼓勵學生協助策劃及宣

傳音樂活動，強化校園音樂氣氛 

(4) 根據學生的表現進行評量 今年共招募了 36位學生擔任音樂大使，主要協助收集同學的音樂
興趣，為同學選擇合適的音樂節目，特別是富正能量的音樂會，例
如沒有右手的鋼琴家、心光合唱團表演等，以音樂傳遞正面訊息，
成功申請節目後透過音樂大使協助宣傳，音樂大使表現良好，主
動提出不同意見，並積極以不同途徑宣傳，強化校園音樂氛圍。
樂會，例如沒有右手的鋼琴家、心光合唱團表演等，透過音樂傳遞
正面訊息，共建校園音樂氛圍。 

負責老師姓名： 許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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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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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更多機會鞏固自主學習文化。 

 

中四學生以一整級方式編排一套

約兩分鐘的演出，並製作 MV，另外

需要展示個人舞蹈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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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每位學生試教表現進行評

量，並於科務會議評估。 

 

中六級於第一學段已完成試教活動，大約 85%學生大致

完成要求，惟受疫情及教育局指引下，未有安排實體施

教體驗。教案表現方面，有學生表達能力稍遜，因此在

教案上表現稍出現差異。 

另外中四及中五原定於第二及第三學段進行跳舞(中

四)及籌辦體育活動(中五)課程，因網課關係未能進

行，改為進行學習其他項目，如競技疊杯、運動創傷處

理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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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因疫情關係，全港絕大部分康樂場地都按政府

要求封閉，第四十三屆陸運會亦要取消。而大部份課堂

亦因為改為網上進行，而沒有需要使用社區場地。 

 

雖然受限於網課模式，本科老師亦積極透過網課內容

介紹本區運動設施，例如在馬鞍山郊野公園進行戶外

直播介紹登山健行；在屋邨公園內拍攝如何善用有關

設施進行健身鍛鍊；老師在直播網課中親自進行長跑，

向中一級學生介紹本校長跑路線。鼓勵學生待疫情緩

和時，可以善用區內運動設施加強鍛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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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新冠肺炎持續肆虐，康文處暫停所有運動推廣計劃，

原本每年進行的推廣活動受阻。可幸，在二月本科老師

與香港精英運動員協會接觸，介紹了「動感校園」計劃，

經安排下本科與香港競技疊杯總會合作進行了連續三

個學習循環周的疊杯活動，開拓學生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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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中六級各班(男生)試教，老師透過網上教室

(Google Classroom)將課堂所需教材、文件等上載；同

時亦讓學生可將設計教案透過上述電子平台及時上

傳，方便老師更有效給予回饋。 

老師亦在上述電子平台把學生教案設計分數、具體表

現等發表，方便學生查閱。打破傳統繳交習作的時間和

地域限制。 

另外，本學年本科老師自行製作「疫流宜動」系列影片，

介紹了健康飲食、消脂運動、公園健身、運動創傷處理，

以及競技疊杯等，並上載於各班體育科網上教室。一方

面作為本科網上功課，另一方面可以讓學生不時翻看，

終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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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五月份為中一級學生

進行科本閱讀項目。除了長期缺席學生外，所有中一學

生都有交回有關欖球運動文章工作紙。 

另外，本科於每月上旬向各班派發《體路》雜誌，讓學

生透過閱讀豐富對本地學界運動的認識；至今已經派

發了八期，下學年會繼續安排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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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大部份學界比賽未能開展，今年參與比

賽的隊次和人數大幅下降。然而經過競技疊杯課堂後，安排

了三位中二級學生參與該總會在六月廿六日比賽，包括 2D

班葉敏瑤、黃芝霖及莊彩盈。其中黃芝霖同學更在花式循環

項目中奪得冠軍，足見我校學生只要經過訓練，亦有機會取

得成就。 

7. 優化個人體育檔案邁向電子化，方

便師生查閱資料。 

老師檢查每位學生的個人體育檔

案表格是否填妥。 

科任老師及科務會議評估。 

本年度中一新生的個人體育檔案已改以 Google From 型式

紀錄，學生於學期初按計劃進行量度身高及體重，以及掌上

壓、仰臥起坐等測試，接著即時把資料輸入已設定的 Google 

From，90%學生都可以自行處理有關數據，惟 10%學生需要

老師協助，或在覆核資料時需要更正。整體表現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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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8. 每學段每級設立「體育科進步獎」，

表揚在課堂上默默耕耘學生。 

科任老師及科務會議評估。 本年度因為以網課為主，難以在第一及第二學段頒授此獎

項，而第三學段雖然已回復實體課，但各班實際上課日子並

不平均，難以作全面評估。 

然而，本科認為設立此獎勵可進一步正面鼓勵學生持續投

入體育課堂學習，因此，下一學年會繼續設立此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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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的生活

模式。 

 

現場觀察及科務會議評估。 本學年因疫情下，主要以網上模式上課，學生較少機

會親身參與不同體育項目的練習，而且本科亦把原本

課程作出調整，以適合學生可以在家居安全環境下進

行活動。當中包括瑜珈帶操、家居體適能操、運動創

傷包紮、競技疊杯等。學生在停課期間亦可以在家中

鍛鍊，保持一定運動量；其中競技疊杯項目完成後，

有三位中二學生已報名參與該總會的恆常訓練，以及

六月廿六日的比賽。 

 

2. 全校執行個人體育檔案，由學生每年

自行紀錄自己在體育運動上的經歷，

讓自己正面肯定自己的改變。 

 

老師檢查每位學生的個人體育檔案

表格是否填妥。 

全校所有學生均在學期初必須填寫個人體育檔案，包

括量度個人身高、體重、身體核心肌肉柔軟性；以及

透過幾項身體活動測試，初步估算個人肌肉表現和心

肺功能。上述測量已於 2020 年九月份及 2021年 6 月

份各進行一次，以得到較有系統數值，從而了解身體

狀況改變。 

3. 推薦學生擔任學界賽事中的服務

生，以累積服務社會經驗，達致推

己及人的精神。 

 

統計本學年參與服務生的人數。 

 

因應肺炎疫情，本年度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所有地區比

賽取消，未能安排學生出席活動提供服務。此外，本

校一年一度的小學多元繽紛同樂日小學三人籃球賽，

亦因應疫情取消，學生亦未能參與上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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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4. 續辦中一新生運動體驗日，讓新生感

受本校體育文化，啟發主動參與運動

的興趣。 

 

現場觀察、學生回饋表及科務會議評

估 

 

活動將於八月十九、二十日舉行，惟目前因應疫情發

展，及教育局對學校活動安排作出一系列防疫指引。本

科把活動簡化，每日只安排其中兩個學社學生出席，以

及精簡至參與四個項目，確保可依據防疫指引進行，成

效有待活動完成後再作進一步評估。 

5. 透過運動體驗日，組織各校隊高年級

學生負責帶領新生工作，藉以提昇領

導能力，塑造師兄師姐的正面形象。 

現場觀察、學生回饋表及科務會議

評估 

因應肺炎疫情，為減少人群聚集風險，本年度運動體驗

日的模式會簡化，將不會安排高年級學生回校協助，以

減輕風險。 

6. 舉辦陸運會、周會或試後活動講座，

邀請運動員或從事運動產業方面人

士來校分享，讓學生了解體育科出

路，有助生涯規劃。 

 

現場觀察、學生回饋及科務會議評

估 

 

今年在疫情下邀請退役香港龍舟運動員鄭俊軒教練拍

攝體適能訓練及運動創傷處理影片，期間更由鄭教練

分享如何透過進修，成功轉型為體適能教練，以及香港

發展運動產業潛力的議題。 

 

此外，本科在七月八日試後活動期間，邀請了香港高等

教育科技學院(THEi)運動及康樂學系導師及學生到

校，向中五級學生介紹該學院的課程，讓學生有更全面

認識，從而為未來升學作出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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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疫情，在教育局頒布的防疫指引下，九月開始暫停

各校隊訓練工作；至復活節假期後(即四月上旬)，由於

疫情稍有放緩跡象，部份校隊相繼開始進行簡單訓練，

包括排球、籃球及長跑，惟在限聚令、口罩令及社交距

離等指引下，上述校隊只能安排有限度訓練，如人數及

訓練模式都有所相應調整。 

 

學生在難得的情況下可以重啟活動，都非常珍惜；由於

平日上、下午已有實體課堂安排，上述活動只能在每個

星期六進行，但學生都非常願意參與，每次出席率都有

80%以上；而且，亦配合老師和教練的防疫活動安排，

如全程配戴口罩進行活動、進行個人技術訓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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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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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中六級攀爬活動因應疫情，在教育局頒布的防疫

指引下取消，活動未能開展，因此未能評估。 

 

 

負責老師姓名： 張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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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育中學 

學校全年支出報告* (2020-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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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期)」活動 

全年實
際支出 

$6,710,014.23 $61,819,631.27 $102,119.36 $219,699.13 $2,288.00 

小計 $68,529,645.50 $321,818.49 $2,288.00 

總計 $68,853,75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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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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聘教師及教學助理支援

各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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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42 
43 

52,142.20 
40,650.60 
42,085.30 

因疫情關係，今學年的「一人一體藝」
活動改以網上實時及面授課堂並行
方式進行，部份課程亦有改動或取
消。學期完結 ,活動組向所有參與課
堂的學生進行「一人一體藝」課程問卷
調查，收回 284 份問卷統計顯示，
86.3%學生滿意所參與的項目內容，
95.3%學生讚賞導師有專業知識。  

  STEM 學習  高中 STEM 課程 12 12,170.17 透過一系列 STEM 主題的學習套件，
學生提升了科技應用的知識和解難的
能力。 

  文化藝術活動  
 

高中 Designers’Team 課程 13 13,175.75 30 位修讀視藝或設計與應用科技
學生參與了 UV 打印工作坊及展銷
會產品設計及生產活動，加深了對
產品設計的專業知識。  

167 160,22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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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推廣閱讀津貼報告書 

2020 -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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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度的總借書量為 2851人次。綜觀全年借書量而言，同學的閱讀態度較往年少，相信與受疫情影響，同學留校時間大大減少有關。

去年本組以津貼為中一至中五各班增設了班書櫃，共購置了 628本圖書。在設計各班班書櫃的書目清單時，多以配合同學的興趣及能力，

並盡量安排不同範疇的書目種類，藉以開拓視野，從而培養閱讀興趣。同時希望透過配合學校每循環周的閱讀課，能培養同學的閱讀習

慣，可惜在疫情下，縮短上學時間，未能善用班書櫃。 

 

另外本組在購置圖書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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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繼續添置了系列圖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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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共添置了 401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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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

的新書預約為 30人次，較往年減少，相信與上學時間有關。 

 

本組亦利用資助購買禮物書券，獎勵在參與各項閱讀活動及比賽的同學，但鑑於疫情停課關係，原訂班際書介比賽、書介簡報設計比賽

等項目都已取消，將順延至來年繼續。 

 

策略檢討 

根據去年的情況，由於疫情影響，有不少活動均未能順利舉行，鑑於往年經驗，來年將會盡量保留及推動原訂的閱讀活動，為同學建立

一個良好的閱讀氛圍。另外，本組已為各班濛添置班書櫃，往來亦會配合閱讀課及其他課餘時間，希望盡量增加同學的閱讀時間，善用

班書櫃的書籍，為自己培養良好的閱讀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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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661.46   實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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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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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總計: $106761.46 

 津貼年度結餘: 

-$46761.46 

(多出的款項以往年餘下的資助處理) 

 請以選或以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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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育中學全方位學習津貼 

2020-2021學年 

津貼運用報告 

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對象 
(級別及參

與人數) 
評估結果 

實際開支 
($) 

開支 
用途
＊ 

基要學習經歷 

智
能
發
展(

配
合
課
程)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工
作有
關的
經驗 

第 1項 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1.1 在不同學科/跨學科/課程範疇組織全方位學習活動，提升學習效能 (例如：實地考察、藝術賞析、參觀企業、主題學習日) 

語文 英語探索之旅：嘉道理
農場、赤柱市集及愉景
灣 

透過全方位英語學習活動，
讓同學於生活中找到學習英
語的樂趣。 

12/2020-
4/2021 

初中 

(40人) 
因疫情影響，英語探索活
動未能按計劃進行。老師
仍透過與鄰校英基學校
協作，為學生提供多樣化
的英語語境及持續學習

英語的樂趣。 

$3,280 E1 
E2 

     

語文 英語朗誦節及說話比賽 透過參加公開比賽提升學生
學習英語的信心及技巧。 

11/2020-
12/2021 

中一至 
中五級 

因疫情影響，所計劃的
活動未能進行。 

0       

語文 中文朗誦比賽 透過參與校外比賽，提升學
習語文的興趣，增加自信。 
 

2/2021-
4/2021 

中一至 
中五級 
(30人) 
 

雖然校際朗誦節因疫情
影響而延期，老師仍透過
網上教學，為學生提供持
續的中文朗誦培訓。其中
5A 林樂軒同學表現出色，
於中五、六年級男子組粵

語詩詞獨誦比賽中獲得
季軍。 

$6,493 E1 
E5 

     

語文 普通話朗誦比賽 透過參與校外比賽，提升對
學習語文的興趣。 

9/2020-
12/2021 

中一至 
中三級 

因疫情影響，所計劃的
活動未能進行。 

0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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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對象 
(級別及參

與人數) 
評估結果 

實際開支 
($) 

開支 
用途
＊ 

基要學習經歷 

智
能
發
展(
配
合
課
程)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工
作有
關的
經驗 

音樂 參與校外音樂會、講座
及工作坊 

透過與他校師生的交流，豐
富人生閱歷，擴闊視野，培

養正面價值觀及態度。 
 

9/2020-
8/2021 

中一至 
中四級 

(30人) 

本校無伴奏合唱團參與
了訓練，並於 8月份參

加比賽。 

22,860.00 E1 
E5 

    
 

 

音樂 參加樂器比賽、聲樂比
賽及音樂比賽 

參與校外活動及比賽進一步
豐富學生的經歷。 
 

9/2020-
7/2021 

中一至中四
級 
(40人) 

本校樂團積極爭取演奏
機會，於本年度畢業典
禮演奏，為畢業生送上
祝福。 

3,002.00 E5      

體育 體適能課程 透過合適的高強度運動，讓
學生在學校或在家中仍然能
持續進行多元化的體育活

動。 

6/2021–
8/2021 

全校 
(685人) 

配合新落成的體適能訓
練中心，體育課堂加入
高強度運動訓練，有效

提升同學的鍛煉成效。 

3,000.00 E1      

 
 

    
第 1.1項總開支 $38,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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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對象 
(級別及參

與人數) 
評估結果 

實際開支 
($) 

開支 
用途
＊ 

基要學習經歷 

智
能
發
展(
配
合
課
程)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工
作有
關的
經驗 

1.2 按學生的興趣和能力，組織多元化全方位學習活動，發展學生潛能，建立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例如：多元智能活動、體藝文化活動、領袖訓
練、服務學習、學會活動、校隊訓練、制服團隊活動、軍事體驗營) 

1.2.1 遊走中上環 走訪中上環不同地點，豐富
學生經歷，並學習欣賞不同
文化和歷史景點及古跡。 
 

4/2021 中四、中六
級 
(120人) 

中一級遊走中上環活動
因疫情影響未能進行。本
校在抗疫安全情況下，為
高中學生提供全方位學
習活動。 

6,494.10 E1 
E2 

     

1.2.2 社會認知課程：校外社
會認知活動，例如探訪
社會上不同背景/階層
人士[如非華語人士、新

來港婦女、劏房居民] 

透過探訪及交流，建立關愛
文化，傳遞正向價值。 

7/2021 中一至中四
級 
(190人) 

疫情下，各外間機構也停
止了探訪活動，因此，本
校安排了不同的到校工
作坊和講座，以擴闊學生

的社會認知。 

28,470.44 E5      

1.2.3 領袖訓練活動、工作坊
及訓練營 

透過不同的工作坊、服務實
習計劃及訓練營等，讓學生
認識自我、建立正面自我形
象；從服務他人的過程中，
學習與人相處、承擔責任及
建立自信心，培養領袖素
質。 

11/2020-
8/2021 

中一至中五
級學生領袖 
(80人) 

在抗疫安全情況下，各組
別老師為領袖服務生提
供多樣化的訓練活動。當
中包括於 11 月進行芬蘭
木棋及躲避盤工作坊、  
4 月及 7 月進行的服務生
歷奇訓練日營等。學生會

及四社幹事，皆能夠把工
作坊所學的活動統籌技
巧，實踐於策劃各社活動
及學生會工作中。 
 

57,058.20 E1 
E2 
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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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對象 
(級別及參

與人數) 
評估結果 

實際開支 
($) 

開支 
用途
＊ 

基要學習經歷 

智
能
發
展(
配
合
課
程)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工
作有
關的
經驗 

1.2.4 校隊訓練營 透過參與訓練營，提升個人

技術及全組合作戰術，從而

訓練團隊合作精神，令學生

在比賽有更好的發揮，建立

自信心。 

全年 田徑隊及球
隊 

(100人) 

因疫情影響，校隊訓練營

未能進行。本校仍在抗疫

安全情況下，聘用專業教

練為不同校隊提供技術

訓練。 

25,543.70 E1 
E5 

     

1.2.5 獨木舟生命教育訓練課
程 

同學透過參與課程，認識划
獨木舟運動。 

5/2021至
7/2021 

中三至中五
級學生 

因疫情影響，所計劃的
活動未能進行。 

0       

1.2.6 中一級團隊訓練 提升同學的紀律及培養正面
積極品格素養。 
 

 
11/2020 
7/2021 

中一級 
(130人) 

本校在抗疫安全情況下，
為中一級學生提供團隊
訓練，包括 11 月彩虹傘

團體活動、6 月法式滾球
活動等。 

15,500.00 E1 
E2 
 

     

1.2.7 挑戰自我歷奇訓練營 提升同學的團隊合作精神及
建立正向思想。 

4/2021 中二級 
 

因疫情影響，所計劃的活
動未能進行。 

0       

1.2.8 探訪獨居長者 讓同學體會「施比受更為有
福」及「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的精神。 

12/12/20
19 

中四級 因疫情影響，所計劃的活
動未能進行。 

0       

1.2.9 畢業生攀爬活動 讓畢業生透過攀爬活動，各
自訂立完成目標，並經過親

身實踐，明白人生總有起
趺，只要努力總會成功。 

4/2021 中六級 
(80人) 

復課後，在抗疫安全情況
下，全體畢業生完成攀爬

20 米校舍外牆的畢業活
動，標誌著人生新階段的
開始。 
 
 

1,448.30 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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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對象 
(級別及參

與人數) 
評估結果 

實際開支 
($) 

開支 
用途
＊ 

基要學習經歷 

智
能
發
展(
配
合
課
程)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工
作有
關的
經驗 

1.2.10 初中體藝培養： 
樂器班、武術、單車、

混合童軍、園藝及靜觀  

提供平等學習及參與機會，
培養終身體藝興趣，提升自

信；透過樂器課程，發掘及
培育音樂才能，造就成功經
歷，建立正面積極人生。 

9/2020-
8/2021 

中一至中三
級 

(380人) 

疫情影響下，各初中體藝
培養活動改以網上學習

方式繼續進行。各小組導
師和負責老師各出其謀，
為學生提供適切的課外
活動訓練。 

201,604.71 E1 
E5 

 

     

1.2.11 學生會活動支援 支援學生會為全校學生組織
班際、社際比賽校及綜藝表
演；代表學參與沙田區的聯
校活動。 

9/2020-
8/2021 

全校 因疫情影響，所計劃的活
動未能進行。 

0       

1.2.12 舉辦「Designers’ 

Team」設計師團隊活動 

以「Designers’Team」設

計師團隊組織活動，有系統
地提升有志成為設計創作人
的學生的素質。 

9/2020-

8/2021 

中四及中五

级 
(30人) 
 

透過製作產品參與展銷

會，實踐商品設計。同學

積極參與，表現優異，並

獲得展銷會的最佳產品

設計獎項。 

35,425.08 E1 

E7 

     

1.2.13 暑期全方位體驗活動 升就組在暑期為學生提供不
同的校外活動。 

8/2021 全校 
(685人) 

透過不同的全方位學習

活動，豐富同學的學習經

歷。 

29,820 E1 
E2 

     

 

 
 

    

第 1.2 項總開支 401,36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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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對象 
(級別及參

與人數) 
評估結果 

實際開支 
($) 

開支 
用途
＊ 

基要學習經歷 

智
能
發
展(
配
合
課
程)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工
作有
關的
經驗 

 

1.3 舉辦或參加境外交流活動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1.3.1 學生境外學習團 認識境外特選地點的地理、
歷史和文化，以及探討其可
持續發展的去向與挑戰。 

4/2021 中二及中四
級 

因疫情影響，所計劃的活
動未能進行。 

0       

1.3.2 「傑出學生境外學習
團」 
 
 

鼓勵孩子奮力向上，獎勵成
績及活動表現卓越的同學。 
 

7/2021-
9/2021 

中一至中六
級 
(30人) 

因疫情影響，傑出學生學
習團地點改以於香港境
內進行。 

50,972.00 E1      

1.3.3 「境外義工服務團」 

 
 

豐富同學的學習經歷，擴闊

視野及體驗志願工作的精
神。 

4/2021 中二至中五

級 

因疫情影響，所計劃的活

動未能進行。 

0       

1.3.4 「中國歷史及文化」學

習團 

 
 

豐富同學對祖國歷史文化及
地理的認識。 

4/2021 中四至中五
級 

因疫情影響，所計劃的活
動未能進行。 

0       

1.3.5 「日本福岡及長崎文化

保育和地質」學習團 

 

豐富同學的對日本文化及地
理認識。 

7/2021 中一至中五
級 

因疫情影響，所計劃的活
動未能進行。 

0       

 
 
 
 

    

第 1.3項總開支 50,9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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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對象 
(級別及參

與人數) 
評估結果 

實際開支 
($) 

開支 
用途
＊ 

基要學習經歷 

智
能
發
展(
配
合
課
程)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工
作有
關的
經驗 

1.4 其他 

 / /    /       

     第 1.4項總開支 /       

     第 1 項總開支 490,971.53       
 
 

範疇 項目 
用途 
 

實際 
   開支($) 

第 2項 購買推行全方位學習所需的設備、消耗品、學習資源 

體育 購買校隊隊衣及用品 代表學校比賽用 $14,838.22 

體育 購買體適能課程設備 供全校學生及校隊運動員使用 $167,730.00 

設技 購買「Designers’Team」設計師團隊課程及比賽的設備 供全校學生及設計師團隊學生使用 $49,600.00 

活動 購買樂器、樂器保養及維修 樂器班使用 $198,464.00 

音樂 購買樂團服飾 代表學校比賽及表演用 0 

  第 2 項總開支 $430,632.22 

  第 1 及第 2項總開支 $921,60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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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下表代號；每項開支可填寫多於一個代號。 

開支用途代號  

E1 活動費用（報名費、入場費、課程費用、營舍費用、場地費用、學習材料、活動物資等）  E6 學生參加獲學校認可的外間機構所舉辦之課程、活動或訓練費用 

E2 交通費  E7 設備、儀器、工具、器材、消耗品 

E3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學生）  E8 學習資源（例如學習軟件、教材套） 

E4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隨團教師）  E9 其他（請說明） 

E5 專家／導師／教練費用  COVID 透過「一次性支援措施」支付因應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取消學習活動引致的開支 

 

受惠學生人數 
 

全校學生人數︰ 
685    

受惠學生人數︰ 
685    

受惠學生人數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 
100%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職位）﹕ 陳錦權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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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育中學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運用報告 

2020-2021學年 
 

（一） 財務概況 

A 本學年獲發撥款： $187,200.00 

B 本學年總開支： $89,387.97 

C 須退還教育局餘款（A - B）： $97,812.03 

 

（二） 受惠學生人數及資助金額 

學生類別 受惠學生人數 資助金額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19 $9,164.04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全額津貼 105 $52,199.47 

校本評定有經濟需要 59 
$28,024.46 

（上限為全學年津貼金額的 25%） 

總計 183 
$89,398.97 

［註：此項應等於（一）B「本學年總開支」］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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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動開支詳情 

編號 活動簡介及目標 
範疇1 

（請參考附註例子） 

受惠學生 

人次2 

開支 

（$）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

於一項） 

智
能
發
展
︵
配
合
課
程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1. 本地活動︰資助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參與不同學科／跨學科／課程範疇的全方位學習活動，提升學習效能，或參與多元化全方位學習活動，以豐富五

種基要學習經歷 

1 球類體育活動 (足球、排球) 體育 37 5489.29      

2 越野長跑 體育 3 281.25      

3 單車 體育 7 1473.71      

4 武術 體育 9      1,071.45       

5 攀石 體育 10      3,535.70       

6 無伴唱合唱團 音樂 3      4,067.01       

7 敲擊及管樂 音樂 45      52,680.15       

                                         
1 適用範疇包括：中文 / 英文 / 數學 / 科學 / 地理 / 歷史 / 藝術 (音樂) / 藝術 (視藝) / 藝術 (其他) / 體育 / 常識 / 公民與社會發展 / 跨學科 (STEM) / 跨學科 (其他) / 憲法與基本

法 / 國家安全 /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 價值觀教育 / 資優教育 / 領袖訓練等，如活動不屬於上述所列範疇，請自行填寫該活動所屬範疇。 
2 受惠學生人次指參加每項活動的學生人數，學生參加多於一項活動可重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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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活動簡介及目標 
範疇1 

（請參考附註例子） 

受惠學生 

人次2 

開支 

（$）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

於一項） 

智
能
發
展
︵
配
合
課
程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8 中國鼓 音樂 11      1,820.01       

9 非洲鼓 音樂 7      1,409.24       

10 園藝 跨學科 (其他) 8      1,421.20  
     

11 STEM 科研組 跨學科 (STEM) 13      12,170.21  
     

12 雜耍 跨學科 (其他) 10      1,600.00       

13 花式跳繩 跨學科 (其他) 9      108.90       

14 爵士舞 跨學科 (其他) 11      2,259.84       

 第 1 項總開支 89,39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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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活動簡介及目標 
範疇1 

（請參考附註例子） 

受惠學生 

人次2 

開支 

（$）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

於一項） 

智
能
發
展
︵
配
合
課
程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2. 境外活動︰資助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參與境外活動／境外比賽 

1          

2          

  第 2 項總開支 0.00      

3. 資助有經濟需要的學生購買參與全方位學習活動所必要的基本學習用品及裝備 

1          

2          

  第 3 項總開支       

  總計  0.00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職位）﹕ 陳錦權副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