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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06-09 年度全校關注事項 
 
全校關注事項全校關注事項全校關注事項全校關注事項(一一一一)：：：：改進課堂教學效能改進課堂教學效能改進課堂教學效能改進課堂教學效能 
 

目標 預期成果 策略/工作 06/07 07/08 08/09 
1.  透過科本的管理透過科本的管理透過科本的管理透過科本的管理，，，，提升學與教效能提升學與教效能提升學與教效能提升學與教效能 
1.1 各科制定班規、紀律及上課要求等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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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各科制定小班教學策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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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各科加強教師學與教自評(包括：班規、紀
律及上課要求等、教學及提問技巧、照顧
學習差異等) 

 
1.4 各科加強評鑑性觀課(包括：班規、紀律及

上課要求等、教學及提問技巧、照顧學習
差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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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各科推行初中課程調適及檢視跟進 
 

� � � 

提升課堂學與教
效能 

改進課堂學與教的策
略和技巧，提升同學
的學習技能 

1.6 各科安排共同備課及課堂研習 
 
 
1.7 各科/組制定支援新入職老師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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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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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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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預期成果 策略/工作 06/07 07/08 08/09 
2.  透過運用外間資源透過運用外間資源透過運用外間資源透過運用外間資源，，，，提升學與教效能提升學與教效能提升學與教效能提升學與教效能 
2.1  引入外間專業指導(如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

進計劃等) 
 
 
2.2 舉辦不同類型工作坊，例如： 

a. 舉辦「小班教學策略」工作坊 
b. 舉辦「改善提問技巧」工作坊 
c. 舉辦「評估策略」工作坊 
d. 舉辦「改善學生創意及高階思維」工作

坊 
e. 「初中銜接高中的課程安排」工作坊 

 
� 
 
 
 
 
� 
 
� 
� 
 
 
 
 

 
� 
 
 
 
 
 
� 
� 
� 
 
� 

 
� 
 
 
 
 
 
 
 
� 
 
� 

 

三年關注事項三年關注事項三年關注事項三年關注事項（（（（二二二二）：）：）：）：為新高中學制作準備及過渡工作為新高中學制作準備及過渡工作為新高中學制作準備及過渡工作為新高中學制作準備及過渡工作    
年度 

目標 預期成果 策略/工作 
06/07 07/08 08/09 

1. 部署在新高中
學制下的科目
開設及整合 

 

 

 

 

 

1. 開設多元化的科
目，切合學生的能
力和興趣。 

2. 擴闊學生視野，學
生能涵蓋各類知
識。 

3. 提昇學生的職業技
能 

1. 諮詢學校持份者對新高中學制學校所設立
的科目取向。 

2. 落實校內高中科目，「文可選理、理可選
文」的選科策略 

3. 提供應用學習(COS)課程 

4. 增設通識科 

5. 對相關科目進行檢視，訂出迎接新高中課
程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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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部署在新高中
學制下的人力
資源整合 

 

1. 有系統地培訓教
師，能順利轉型，
具備適當能力教授
新科目。 

2. 任教新高中科目教

1. 制定教師培訓計劃，適當部署教師任教新
科目。 

2. 支援需要轉型或接任新科目的教師。 

3. 計算新高中人力資源的分配 

4. 增聘輔助教員，配合新高中學制的預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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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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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目標 預期成果 策略/工作 

06/07 07/08 08/09 

師能順利過渡，沒
有焦慮感。 

3. 恰當地運用學校人
力資源，決策過程
有高透明度。 

作。 

5. 初中全面推行對基礎薄弱學生的小班教
學。 

 
� 

 
� 
 
 

3. 配合新高中課
程的趨勢，修
訂/調節初中課
程，以培養學
生能銜接新高
中課程的能
力。 

 

1. 初中確立通識教育
課程，並能配合新
高中學制。 

2. 各科配合新學制的
趨勢，適時調節本
科課程，以培養學
生具備銜接高中課
程要求的能力。 

1. 中三級增設通識科 

2. 初中全面推行初中專題研習教學 

3. 各科進行課程檢視，配合高中科目課程的
銜接。 

4. 初中中文及普通話科合併。 

 
� 
� 
 

 

� 
� 
� 
 

 
� 
� 

4. 建立有系統及
全面的學習評
估制度 

 

1. 發展校內評估模
式，各科能制定多
元化及配合新趨勢
的評估策略。 

2. 學生能全面地自我
評估並作出自我完
善的計劃。 

1. 各科全面推展校本評核(SBA) 

2. 檢視進展性評估所佔的比重 

3. 推行學生學習概覽(SLP)及其他學習經歷
(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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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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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2 2008 至 2009 年度學校關注事項 
 
全校關注事項(一)：改進課堂教學效能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訂定科本的教學策略與學習

技巧：透過科務會議討論、

觀課分享交流，釐訂策略 

全年 

科任老師共同制訂科本的

教學策略與學習技巧 

參閱科務會議紀錄及科務

手冊 

科主任  

2.初中課程調適：配合編班政

策，精英班需加入延伸課

程，普通班則以核心課程為

主 

全年 

各科訂出延伸與核心課程

的內涵；定期檢視，符合

學生的能力與程度 

參閱教學工作計劃及教學

進度表 

科主任  

3.各科建立教學資源庫，儲存

教學參考資料、工作紙及測

考試卷等，鼓勵教學資源共

享 

全年 

於校內伺服器或科櫃建立

資源庫，同事間互相交流

分享 

科務報告顯示 科主任  

4.定期舉辦學術周，藉活動提

升學生對學習的興趣 全年 

如期推行各項活動，學生

樂於參與 

現場觀察及在科務會議檢

討 

學與教委

員會 

及科主任 

學會活動經費 

5.加強評鑑性觀課，透過分享

回饋，改進教學技巧 
全年 

藉觀課評估師生互動、提

問技巧、同學表現等 

觀課評估報告 校長 

及科主任 

 

6.參與「優質學校改進計

劃」，協助各科推行共同備

課、同儕觀課、協作教學及

課堂研習 

全年 

同科老師樂於分享教學經

驗，交流教學策略 

課研會議、同儕觀課紀錄

及教學反思 

學與教委

員會 

及科主任 

 

7.加強中五、中七級的課後小

測，藉測驗培養同學的審

題、解題與答題等技巧 

九月至

三月 

公開試及格率貼近或超越

全港平均水平；增值數據

顯示正增值 

參閱公開試的及格率與增

值數據 

學與教委

員會 

及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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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鞏固中、英、數三科基礎，

進行分組教學，為升讀高中

作準備 
全年 

拉近輔導班學生與正常班

學生的成績差異 

分析測驗、考試的成績統

計 

學與教委

員會及

中、英、

數科主任 

 

2.課後支援計劃：初中的拔尖

保底課程、中三系統評估練

習、中四強化班、中五備戰

班、中七應試班等 

全年 

如期開辦各類型的補習

班，學生出席率超逾 80% 

參閱學生的出席紀錄、觀

察學生的表現及其測考成

績 

學與教委

員會及

中、英、

數科主任 

外聘導師 

3.協助學生建立學習目標與學

習信心：制訂《個人學習目

標》小冊子，定期檢視 

全年 

學生於每學段檢視自己的

進步，並作出反思 

查閱學生《個人學習目

標》小冊子 

學與教委

員會 

及科主任 

 

4.各科完成新高中的課程規劃 2008 年

底 

如期完成新高中的課程規

劃 

科務報告顯示 科主任  

5.培養初中學生的獨立專題探

究能力：與全方位學習活動

整合 

全年 

如期完成專題研習各項活

動，產出具一定質素 

科務報告顯示 學與教委

員會及相

關科主任 

 

6.各科參考新高中的評核方式

與內容，並於初中試行評

核，以便同學更易適應新高

中的要求 

全年 

科務會議或科務手冊需有

明確指引 

參閱科務會議或科務手冊 科主任  

7.初中推行小班教學，善用人

力資源進行拔尖保底的工作 全年 

學生每學段成績較去年有

所提升 

分析測驗、考試的成績統

計 

學與教委

員會 

及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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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008-2009 年度組別成員名單 
 

A 至 V 項分別由校長、副校長及助理校長統籌及督導： 

 

A B-E F-N O-V 

校長 副校長(學與教) 副校長(學生培育) 助理校長(行政) 

A 校務委員會 主席：連鎮邦校長 

成員：陳泳楷副校長(學與教)、王立新副校長(學生培育)、 

黃金沙助理校長(行政)、黃智強老師(訓導主任、德育及公民教育主任) 

吳玉花老師(學務主任)、陳永祥老師(升學及就業輔導主任) 

謝麗芳老師(輔導主任)、馬伙根老師(活動主任) 

陳才源老師(訓導主任、資訊科技主任)、馬力老師(社區聯絡主任) 

陳錦權老師(總務主任) [唐碧瑤小姐、陳麗珍小姐(支援)] 

B 學與教委員會 主席：陳泳楷副校長    副主席：吳玉花老師(學務主任) 

成員：楊曉霞老師(中國語文教育)、何玉明老師(英國語文教育) 

馬淑嫺老師(數學教育)、蔡敏芝老師(通識教育) 

陳永祥老師(人文教育)、馮漢榮老師(科學教育、考試) 

張玉菁老師(科技、文化及藝術教育)、蔡崇信(閱讀學習) 

[朱珮琴小姐、陳秀雲小姐(支援)] 

中國語文教育 

中文：楊曉霞老師(高中)、區桂萍老師(初中)  [陳坤鈴小姐(協助)] 

普通話：馮德賢老師 [陳坤鈴小姐(支援)] 

英國語文教育 

吳玉花老師(高中)、何玉明老師(高中統籌)、陳蘭芳老師(初中)  

[黃燕娥小姐(支援)] 

數學教育 

黃智強老師(高中)、馬淑嫺老師(初中) [林英傑先生(支援)] 

科學教育 

科學、化學：馮漢榮老師 [戴志強先生(支援)] 

物理：張家榮老師 [陳龍先生(支援)] 

生物：陳才源老師 [陳龍先生(支援)] 

電腦：葉志康老師 [侯偉英小姐(支援)] 

人文教育 

歷史：陳永祥老師 [侯偉英小姐(支援)] 

中國歷史：陳泳楷副校長 [林英傑先生(支援)] 

經濟：關寶瓊老師 [林英傑先生(支援)] 

商業：黃金沙助理校長 [林英傑先生(支援)] 

地理：馬力老師 [侯偉英小姐(支援)] 

通識教育：蔡敏芝老師(高中)、王麗雯老師(初中)  [陳坤鈴小姐(支援)] 

C 六大學習領域 

(科主任) 

科技、文化及藝術教育 

視覺藝術：張玉菁老師 [劉天欣小姐(支援)] 

設計與科技、圖象傳意：陳錦權老師 [邵君平先生(支援)] 

家政：盧玉嬋老師 [劉天欣小姐(支援)] 

音樂：陳藝琳老師 [劉天欣小姐(支援)] 

體育：張勇老師 [陳永輝先生(支援)] 

D 閱讀學習組 組長：蔡崇信老師 

成員：吳玉花老師、楊曉霞老師、林冬虹老師 [何展圖先生(支援)] 

E 升學及就業輔

導組 

組長：陳永祥老師 

成員：葉慧儀老師、蔡敏芝老師、王偉雄老師、余嘉欣老師、王雪慧老師 

[林英傑先生(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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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學生培育委員

會 

主席：王立新副校長 

成員：黃智強老師(德育及公民教育、訓導)、陳才源老師(訓導) 

謝麗芳老師(輔導)、馬伙根老師(活動) [陳秀雲小姐(支援)] 

G 德育及公民教

育組 

組長：黃智強老師    副組長：王麗雯老師 

成員：梁寶珊老師、蕭劍輝老師、謝水燕老師、林芷老師、陳麗娟老師 

盧玉嬋老師 [陳坤鈴小姐(支援)] 

H 訓導組 組長：陳才源老師、黃智強老師    副組長：陳錦權老師、徐長樂老師 

成員：王婉綺老師、梁迪勳老師、梁愛璋老師、蔡嘉榮老師、張家榮老師 

陳思圓老師 [李靜儀小姐、陳永輝先生(支援)] 

I 輔導組 組長：謝麗芳老師 

成員：鄺慧敏老師、劉佩琼老師、馬淑貞老師、王皓生老師，梁韞璣老師 

陳月新老師、林麗移老師、關寶瓊老師、梁榮輝老師、鄧志豪老師 

何德琪姑娘、陳玉銘姑娘 [李靜儀小姐(支援)] 

J 學習支援小組 組長：謝麗芳老師(輔導)    副組長：吳玉花老師(學與教) 

成員：盧翠英姑娘(社工)、何德琪姑娘、陳玉銘姑娘、鄒蕙冰(中) 

梁韞璣(英)、鄧志豪(數)、馮漢榮老師(考試)、張勇(學生支援) 

[陳秀雲小姐(支援)] 

K 活動組 組長：馬伙根老師    副組長：馬淑嫺老師 

成員：李第宏老師、李潔雯老師、葉芷淳老師、陳藝琳老師、張勇老師 

黃永成老師、李素萍老師、鄒蕙冰老師 [陳永輝先生(支援)] 

L 專業發展組 組長：王立新副校長 

成員：林冬虹老師、吳雙揚老師、何玉明老師、馮德賢老師、馬伙根老師 

陳蘭芳老師 [陳秀雲小姐(支援)] 

M 危機處理小組 組長：王立新副校長(學生培育) 

成員：陳泳楷副校長(學與教)、陳才源老師(訓導) 

黃智強老師(訓導、德育及公民教育)、謝麗芳老師(輔導) 

馬伙根(活動)、盧翠英姑娘(社工)  [陳麗珍小姐(支援)] 

N 典禮小組 組長：王立新副校長 

成員：陳永祥老師、馮漢榮老師、陳錦權老師、張玉菁老師、馬力老師 

盧玉嬋老師 [陳麗珍小姐(支援)] 

O 財務組 組長：黃金沙助理校長 

成員：陳才源老師、馬伙根老師、陳錦權老師、陳泳楷副校長 

王立新副校長 [唐碧瑤小姐、林英傑先生(支援)] 

P 總務組 組長：陳錦權老師    副組長：梁迪勳老師 

成員：吳雙揚老師、區桂萍老師、盧玉嬋老師、丁紹明先生、 

尹嘉麗小姐 [唐碧瑤小姐、林英傑先生(支援)] 

Q 社區聯絡組 組長：馬力老師 

成員：張玉菁老師、黃德偉老師、馮德賢老師、詹文娥老師、李佩芳老師 

陳順權老師、何德琪姑娘、陳玉銘姑娘  

[劉天欣小姐(美工) 、侯偉英小姐(支援)] 

R 資訊科技組 組長：陳才源老師    副組長：蔡嘉榮老師 

成員：蔡崇信老師、葉志康老師、袁振光老師、梁榮輝老師、尹嘉麗小姐 

姜志文先生、阮雄光先生 [侯偉英小姐(支援)] 

S 學校生活紀錄

小組 

組長：袁振光老師 

成員：姜志文先生、戴志強先生、陳龍先生、尹嘉麗小姐 

T 教員室室長 盧玉嬋老師、蕭劍輝老師(一樓)、梁愛璋老師(005 室) 

U 醫療室 組長：尹嘉麗小姐    副組長：丁紹明先生 

成員：陳永輝先生、李靜儀小姐 

V 文件 (行政) 楊曉霞老師(中文)、何玉明老師(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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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008-2009 年度教師工作分配總表 
代號 姓名 任教科目、班別 拔尖保底/訓導室當值 班主任課 行政組 總節數 

1 區桂萍 中文：1A、1C(14),2C(7) 
普話：1A、1C、1D(3) 
通識：1A(2) 

 1A(2) 總務組 28 

2 張家榮 物理：5A(5),6A(10),7A(9) 
科學：1A(4) 

1(訓導室當值) 1A 訓導組 29 

3 鄒蕙冰 中文：1B、1D(14) 
音樂：1A、1B、1D、1E(8),2E(1),3B、3E(2) 
通識：1B(2) 

 1B(2) 活動組 29 

4 馬伙根 英文：1B(9) 
體育：S4-S7(16) 

 1B 活動組 
發展組 
財務組 

25 

5 黃德偉 地理：3B、3D、3F(4.5),4C(5),5ABC(4.5),5DE(5) 
通識：1C(2),3A(1) 
經公：1A、1C(4) 

 1C(2) 社區組 28 

6 梁寶珊 歷史：1A-1F(12),3A-3D(6) 
中史：4B(5),5DE(5) 
通識：3C(1) 

 1C 德育組 29 

7 余嘉欣 英文：1D(9),4ABC(8),6A(8) 2(中一英文拔尖) 1D(2) 升就組 29 

8 李第宏 經濟：4E(6),5DE(5) 
商業：5DE(5) 
經公：1B、1D、1E(6),3A、3B、3D(4.5) 
通識：1D(2) 

 1D 活動組 28.5 

9 李潔雯 英文：1A、1E(18),4B(8)  1E(2) 活動組 28 

10 馬淑貞 數學：1E(6),2A、2C(14),5D(7) 
通識：1E(2)  1E 輔導組 29 

11 葉芷淳 體育：S1-S2(12),S7(2) 
中文：1F(7) 
經公：1F(2) 
通識：1F(2) 

 1F(2) 活動組 27 

12 盧玉嬋 家政：1D-1F(6),S2-S3(24)  1F 德育組 
總務組 

30 

13 梁榮輝 電腦：1A-1F(12),2A、2C、2F(6),3D、3E(4),S4(5)  2A(2) 輔導組 
資訊組 

29 

14 王麗雯 英文：2A(8),2E(8),4D(8) 
通識：2A(2),3E(1) 

 2A 德育組 27 

15 張  勇 體育：S1-S3(18) 
地理：2B、2C、2F(6) 
通識：2B(2) 

 2B(2) 活動組 28 

16 陳思圓 體育：S3-S6(20) 
數學：2B(7) 

2(訓導室當值) 2B 訓導組 29 

17 馮德賢 中文：1CE(7),3C(7),5B(8) 
普話：2C(2) 

2(中一中文保底) 2C(2) 社區組 
發展組 

28 

18 吳雙揚 數學：2CE(7),3C、3D(12),4E(7) 
通識：2C(2) 

 2C 總務組 
發展組 

28 

19 謝水燕 中文：2D(7),5C(7),7A(5) 
普話：2A、2D、2F(6) 
中史：2D(2) 

 2D(2) 德育組 29 

20 蕭劍輝 英文：2B、2D(16) 
通識：2D(2),3B(1),6AB(5),7AB(5) 

 2D 德育組 29 

21 蔡崇信 電腦：2D、2E(4),3A、3B、3E(6) 
通識：2E(2) 

 2E(2) 閱讀組 
學與教 
資訊組 

14 

22 葉慧儀 英文：2CE(8),5A(9),6B(8) 2(中二英文拔尖) 2E 升就組 27 

23 劉佩琼 英文：2F(8),3C、3D(18)  2F(2) 輔導組 28 

24 梁愛璋 中文：2F(7),3A、3B(14) 
中史：2C、2F(4) 
通識：2F(2) 

2(訓導室當值) 2F 訓導組 29 

25 陳藝琳 數學：3A、3E(12) 
音樂：1C、1F(4),2A、2B、2C、2D、2F(5),3A、3C、3D、
3F(4) 

 3A(2) 活動組 27 

26 徐長樂 科學：2B、2C、2D(12),3A、3D、3E(12) 
物理：4A(5) 

1(訓導室當值) 3A 訓導組 30 

27 葉志康 電腦：3A-3C、3F(8),4D(5),5BC、5DE(9.5),7AB(4.5)  3B(2) 資訊組 29 

28 王婉綺 數學：2E、2F(14),3B(6),4B(6) 2(訓導室當值) 3B 訓導組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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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關寶瓊 經濟：5BC(4.5),6B(10),7B(9) 
經公：3C(1.5)  3C(2) 輔導組 27 

30 黃永成 科學：1C-1E(12),2E(4),3B、3C、3F(12)  3C 活動組 28 

31 李素萍 中文：2A(7),3D、3F(14) 
中史：2A、2E(4) 

2(中二中文保底) 3D(2) 活動組 29 

32 蔡嘉榮 電腦：3C、3D、3F(6),S4、4D(10),5A(4.5),6AB(5) 
通識：3D(1) 

2(訓導室當值) 3D 訓導組 
資訊組 

28.5 

33 何玉明 英文：3CE(9),7AB(7) 4(校本課程設計) 
2(中三英文拔尖) 

3E(2) 學與教 
發展組 

24 

34 林麗移 英文：3E(9),5AB、5E(20)  3E 輔導組 29 

35 陳麗娟 英文：2C(8),3B、3F(18)  3F(2) 德育組 28 

36 黃金沙 經濟：4C(5),5ABC(4.5) 
商業：S4(5),5BC(4.5) 
經公：3E、3F(3) 

 3F 財務組 22 

37 王雪慧 英文：3A(9),4A(8),7A(7) 2(中二英文保底) 4A(2) 升就組 28 

38 馮漢榮 化學：4A(5),5A(5),6A(10),7A(9)  4A 學與教 29 

39 馬  力 地理：2A、2D、2E(6),3A、3C、3E(4.5),4B、
4D(10),5BC(4.5) 

 4B(2) 社區組 27 

40 張玉菁 視藝：S2(12),3A、3C、3F(6),S4(5),5BC(4.5)  4B 學與教 
社區組 

27.5 

41 王偉雄 數學：1F(6),3F(6),4C(6) 4(校本課程設計) 

6(初中數學拔尖) 
4C(2) 升就組 30 

42 蔡敏芝 歷史：4C(5),5BC、5DE(9.5),6B(5),7B(4.5) 
通識：3F(1),6AB(5)  4C 學與教 

升就組 
30 

43 林芷 中文：3E(7),4B、4D(14) 
普話：3A、3B、3E(3) 
中史：3B、3E(3) 

 4D(2) 德育組 29 

44 陳永祥 歷史：3E、3F(3),4B、4D(10),5BC(4.5),6B(5),7B(4.5)  4D 升就組 
學與教 

27 

45 詹文娥 英文：1C(9),4C、4E(17)  4E(2) 社區組 28 

46 林冬虹 中文：3CE(7),4C(7) 
中史：3A、3C、3D、3F(6),4E(6) 

2(中三中文保底) 4E 閱讀組 
發展組 

28 

47 李佩芳 中文：2E(7),4E(8),5A(7) 
普話：3C、3D、3F(3) 
中文說話：5C(2) 

 5A(2) 社區組 29 

48 陳蘭芳 英文：1CE、1F(18),5B(9)  5B(2) 發展組 29 

49 梁韞璣 英文：5C(10),7B(7) 
家政：1A-1C(6) 

2(中三英文保底) 5C(2) 輔導組 27 

50 陳月新 中文：2B(7),5D、5E(16) 
中文說話：5A(2) 
中史：2B(2) 

 5D(2) 輔導組 29 

51 馬淑嫺 數學：3CE(6),5C、5E(13) 
數統：6AB(5) 

 5E(2) 活動組 
學與教 

26 

52 楊曉霞 中文：1E(7),4A(7),6A(6) 
中文說話：5D、5E(4) 

 6A(2) 閱讀組 
學與教 

26 

53 張文貞 地理：6B(10),7B(9)  6B(2) -- 21 

54 袁振光 生物：7A(9) 
科學：2A、2F(8) 
電腦：2A-2D、2F(10) 

 7A(2) 資訊組 29 

55 陳順權 中文：2CE(7),6B(6),7B(5) 
普話：1B、1E、1F(3),2B、2E(4) 
中文說話：5B(2) 

 7B(2) 社區組 29 

56 梁迪勳 設技：S1(12),S2(12) 
圖傳：S4(5) 

1(訓導室當值) 中一級主任 訓導組 
總務組 

30 

57 謝麗芳 數學：1A、1CE,1D(18),4D(6)  中一級主任 
輔導主任 

輔導組 24 

58 王皓生 數學：1B、1C(12),2D(7) 
科學：1B、1F(8) 

 中二級主任 輔導組 27 

59 陳才源 生物：4A(5),5ABC(4.5),6A(10) 
電腦：2B、2E(4) 

2(訓導室當值) 中二級主任 
訓導主任 

訓導組 
資訊組 
財務組 

25.5 



 10 

60 鄺慧敏 視藝：S1(12),3B、3D、3E(6),S4(5),5DE(5)  中三級主任 輔導組 28 

61 黃智強 附數：5ABC(4.5) 
數學：5A(6) 
純數：6A(10) 

2(周會統籌) 
2(訓導室當值) 

中三級主任 
訓導主任 

德育組 
訓導組 

24.5 

62 鄧志豪 數學：4A(6),5B(6) 
附數：4A(5) 
純數：7A(9) 

 中四、七級
主任 

輔導組 26 

63 王立新 電腦：1A-1F(12),5A、5DE(9.5)  中四級主任 發展組 
財務組 

21.5 

64 陳錦權 圖傳：S4(5),5BC、5DE(9.5) 
設技：3A-3F(12) 

1(訓導室當值) 中五、六級
主任 

訓導組 
總務組 
財務組 

27.5 

65 吳玉花 英文：5D(11),6AB(8) 2(中一英文保底) 中五級主任 閱讀組 
學與教 

21 

66 陳泳楷 中史：5BC(4.5),6B(10),7B(9)  中六、七級
主任 

學與教 
財務組 

23.5 

67 Madden 英文：4ABC(4)、S5(12)、S6(6),S7(6)   -- 28 

68 趙淑珊 S1(7),S2(7),S3(7) 6(中三英文 TSA)  -- 27 

69 何德琪    輔導組 
社區組 

0 

70 陳玉銘    輔導組 
社區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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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008-09 年度班主任及級主任名單 
 

班別 課室 班主任 班主任 級主任 級主任 

1A 101 區桂萍 張家榮 

1B 102 鄒蕙冰 馬伙根 

1C 103 黃德偉 梁寶珊 

1D 104 余嘉欣 李第宏 

1E 105 李潔雯 馬淑貞 

1F 106 葉芷淳 盧玉嬋 

梁迪勳 謝麗芳 

2A 201 梁榮輝 王麗雯 

2B 202 張  勇 陳思圓 

2C 203 馮德賢 吳雙揚 

2D 204 謝水燕 蕭劍輝 

2E 205 蔡崇信 葉慧儀 

2F 206 劉佩琼 梁愛璋 

王皓生 陳才源 

3A 401 陳藝琳 徐長樂 

3B 402 葉志康 王婉綺 

3C 403 關寶瓊 黃永成 

3D 404 李素萍 蔡嘉榮 

3E 405 何玉明 林麗移 

3F 406 陳麗娟 黃金沙 

鄺慧敏 黃智強 

4A N502 王雪慧 馮漢榮 

4B N501 馬  力 張玉菁 

4C N401 王偉雄 蔡敏芝 

4D 006 林芷 陳永祥 

4E 007 詹文娥 林冬虹 

鄧志豪 王立新 

5A 301 李佩芳 -- 

5B 302 陳蘭芳 -- 

5C 303 梁韞璣 -- 

5D 304 陳月新 -- 

5E 305 馬淑嫺 -- 

陳錦權 吳玉花 

6A S404(生物室) 楊曉霞 --  

6B S301(地理室) 張文貞 -- 
陳錦權 陳泳楷 

7A S401(物理室) 袁振光 -- 

7B N201 陳順權 -- 
鄧志豪 陳泳楷 

其他：Madden、趙淑珊、何德琪姑娘、陳玉銘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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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學生活動組織負責老師名單 
1.1.1.1.《《《《社社社社》》》》HM 為社監，社內各項工作由社老師會議按各老師專長及意願分配；FI 代表負責管理該社全年財政工作 

紅紅紅紅(R)(R)(R)(R)社老師社老師社老師社老師 11117777 人人人人    黃黃黃黃(Y)(Y)(Y)(Y)社老師社老師社老師社老師 1 1 1 17777 人人人人    藍藍藍藍(B)(B)(B)(B)社老師社老師社老師社老師 11117777 人人人人    綠綠綠綠(G)(G)(G)(G)社老師社老師社老師社老師 11117777 人人人人        
HM 葉慧儀老師   HM 李第宏老師 HM 李素萍老師 HM 蔡崇信老師 
FI 馮漢榮老師   FI 陳才源老師 FI 王麗雯老師   FI 詹文娥老師 
  陳泳楷老師     馬淑嫺老師    馬  力老師    張文貞老師 
   陳月新老師     區桂萍老師    林冬虹老師    黃德偉老師   
   馬伙根老師     林芷老師    關寶瓊老師    鄒蕙冰老師 
   袁振光老師     李佩芳老師    李潔雯老師    吳雙揚老師 
   張玉菁老師     徐長樂老師    王浩生老師    林美玲老師 
   蔡敏芝老師     黃金沙老師    蕭劍輝老師    陳思圓老師 
   陳蘭芳老師     吳玉花老師    盧玉嬋老師    張  勇老師 
   陳永祥老師     張家榮老師    王立新老師    謝麗芳老師 

 Mr. Michael Madden     梁迪勳老師    陳錦權老師    陳順權老師 
   謝水燕老師     王雪慧老師    王偉雄老師    陳麗娟老師 

葉芷淳老師     梁愛璋老師    林麗移老師    楊曉霞老師 
蔡嘉榮老師     余嘉欣老師    鄺慧敏老師    梁韞璣老師 
陳藝琳老師     何玉明老師    馬淑貞老師    黃智強老師   
王琬綺老師     葉志康老師    黃永成老師    馮德賢老師   
趙淑珊老師     梁寶珊老師    梁榮輝老師    劉佩琼老師 

A.A.A.A.學術類學術類學術類學術類  C.C.C.C. 藝術類藝術類藝術類藝術類    
1. 中文學會: i.c 楊曉霞, 區桂萍, 馮德賢 1. 舞蹈組 :  i.c 馬淑嫺, 陳思圓 

2. 英文學會: i.c 陳蘭芳, 吳玉花, 詹文娥, Mr.Madden, Crystal 

 
2. 戲劇組   :  i.c 陳順權, 王麗雯 

3. 歷史學會: i.c 陳永祥  3. 合唱團   :  陳藝琳 

4. 數學學會: i.c 馬淑嫺, 王偉雄 4. 流行樂隊 : 鄒蕙冰 

5. 理科學會: i.c 馮漢榮 D.D.D.D.興趣類興趣類興趣類興趣類    
6. 地理學會: i.c 馬力 1.  基督徒團契  :  i.c 張玉菁, 梁韞璣 

7. 經商學會: i.c 關寶瓊 

 

2.  水族園藝組  :  丁紹明 

8. 電腦學會: i.c 葉志康 3.  天文學會    :  i.c 張家榮, 謝水燕 

9. 設技學會: i.c 陳錦權 4.  攝影學會    : i.c 袁振光, 尹嘉麗 

10. 視藝學會: i.c 張玉菁 

 

5.  棋藝學會   : i.c 林芷 
  6.  家政組 :  i.c 盧玉嬋 

B.  B.  B.  B.  體育類體育類體育類體育類                   EEEE 服務類服務類服務類服務類    
1.   籃球組  : 張勇  1. 童軍         :  i.c 陳永輝, 王婉綺 

2.   足球組  :   徐長樂   2. 女童軍        :  i.c 梁寶珊, 劉佩琼 

3.   排球組 :   葉芷淳  3. 紅十字會      :  i.c 李偑芳, 林冬虹 

4   乒乓球組 :  馬淑貞  4. 公益少年團    : i.c 蕭劍輝, 蔡敏芝 

5.   羽毛球組 :  蔡嘉榮  5. 社會服務組   : i.c 盧翠英, 社工助理 

6.   壘球組  :  馬伙根  6. 圖書館服務組  : 蔡崇信 

7.   運動攀登組 :  馬伙根  7.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 王雪慧 

8.   武術    :  鄧志豪  8. 校園電視台   : i.c 陳才源, 葉志康, 梁愛璋, 林麗移 

9.   田徑    :   i.c 張勇, 陳思圓, 葉芷淳, 王皓生  9. 少訊領袖團 : i.c.陳麗娟, 梁迪勳 

10.  單車    :   黃永成, 吳雙揚  10. 綠社        : 蔡崇信 

  11. 黃社        : 李第宏 

  12. 藍社        : 李素萍 

  13. 紅社        : 葉慧儀 

0809 一人一體藝負責老師名單 

類別 小組名稱 地點 開班學期 教練 總負責老師 負責老師  類別 小組名稱 地點 開班學期 教練 總負責老師 

1.   籃球 操場 上、下  張勇 陳永輝  12. 小提琴 音樂室 上 有 陳藝琳 

2. 足球 新翠 上、下  黃德偉 葉志康  13. 結他 音樂室 上、下 有 陳藝琳 

3. 排球 側場 上、下  王偉雄 黃永成  14. 流行鼓 音樂室 上 有 鄒蕙冰 

4. 手球 車公廟 下  葉芷淳 梁迪勳  15. 長笛 音樂室 上、下 有 鄒蕙冰 

5. 乒乓球 N601 上、下  馬淑貞 鄺慧敏  16. 電子琴 音樂室     下 有 鄒蕙冰 

 

6. 羽毛球 禮臺下 上、下  蔡嘉榮 陳月新  

7. 網球 顯徑 上、下  陳永祥 梁榮輝  

8. 運動攀登 A 場 上、下  馬伙根   

9. 田徑 源禾路 上、下  陳思圓 王皓生  

10. 單車 大圍 上、下 有 李第宏 李潔雯  

11. 舞蹈 禮臺上 上 有 余嘉欣   

外聘教練條件 
1. 老師帶 2 個或以上的小組/分組 
2. 老師沒有該項專長 
3. 校外導師不收費 

各小組(學術類除外)每年需完成 
1. 體育類需要最少參加一次對外比賽 
2. 非體育類需作最少一次校內演出或校外比賽表演 
3. 各小組除每年最少八次集會外，最少上、下學期各辦一次參

觀、考察、營會、校內或校外公開比賽、旅行等。 



 14 

2.6 教職員當值表 
 

(甲) 星期一至星期五當值(1-9-2008 至 10-7-2009，不包括學校假期) 

 (上)為上半段 1-9-2008 至 6-2-2009，(下)為下半段 9-2-2008 至 10-7-2009。 
 

1. 早上回校當值教師及放學清場當值教師與教學助理當值分配表 

(工作詳見相關之當值表)：  

當值時段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早上正門(上午 7:30-8:00) 錦權(上) 麗芳(上) 玉嬋(上) 永祥(上) 漢榮(上) 

 玉菁(下) 崇信(下) 蘭芳(下) 玉花(下) 馬力(下) 

 靜儀,永輝 靜儀,永輝 靜儀,永輝 靜儀,永輝 靜儀,永輝 

B 場(上午 7:30-8:00) 坤鈴,天欣 坤鈴,天欣 坤鈴,天欣 坤鈴,天欣 坤鈴,天欣 

訓導組(上午 7:45-8:00) 思圓 婉綺 家榮 嘉榮 迪勳 

午饍正門(下午 1:55-2:10) 思圓 婉綺 家榮 嘉榮 迪勳 

 靜儀,永輝 靜儀,永輝 靜儀,永輝 靜儀,永輝 靜儀,永輝 

放學清場(下午 5:00-5:15) 錦權(上) 麗芳(上) 玉嬋(上) 永祥(上) 漢榮(上) 

 玉菁(下) 崇信(下) 蘭芳(下) 玉花(下) 馬力(下) 

 坤鈴,天欣 坤鈴,天欣 坤鈴,天欣 坤鈴,天欣 坤鈴,天欣 

註：(1)馬伙根老師為後備值勤主任，遇有上述主任老師請假，需即時補上。 

 (2)梁愛璋老師為後備訓導值勤老師，遇有上述訓導老師請假，需即時補上。 

 (3)黃燕娥老師為後備教學助理，遇有上述教學助理請假，需即時補上。 

 (4)如當日當值時段沒有學生上課則不需當值，考試統測期間早上照常當值。 
 

2. 小息教師及教學助理當值分配表： 

當值時間︰第一,二小息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統籌訓導老師 思圓 婉綺 家榮 嘉榮 迪勳 

(地下操場及 A 場) 靜儀,永輝 靜儀,永輝 靜儀,永輝 靜儀,永輝 靜儀,永輝 

地下新翼有蓋操場(B 場) 順權 

玉花(上) 

玉嬋(下) 

Mike 

蘭芳(上) 

錦權(下) 

芷 

玉菁(上) 

麗芳(下) 

慧敏 

馬力(上) 

漢榮(下) 

伙根 

崇信(上) 

永祥(下) 

禮堂、一樓(中一)及 淑貞 皓生 第宏 蕙冰 寶珊 

二樓連新翼校舍(中二) 慧儀 佩芳 德賢 水燕 雙揚 

三樓(中五)、四樓連新翼校舍(中三)

及五樓連新翼校舍(中四) 

韞璣 

藝琳 

劍輝 

志康 

玉明 

文娥 

月新 

振光 

志豪 

雪慧 

註：(1)一至二樓老師請於 106 室外集好，並與領袖生一齊巡。 

(2)三樓至五樓的老師請於 306 室外集好，並與領袖生一齊巡。 
 

3. 訓導組學習日當值分配表   （當值時間︰上午 7:45—下午 5:20） 

學 習 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教 師 編 號 思圓 婉綺 家榮 嘉榮 迪勳 

註：梁愛璋老師為後備訓導值勤老師，遇有上述訓導老師請假，需即時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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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初中午膳留校主任教師及教學助理當值分配表(當值時間﹕下午 1:00—下午 1:30)： 

學習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錦權(上) 崇信(上) 玉菁(上) 玉嬋(上) 蘭芳(上) 
當值主任 

麗芳(下) 漢榮(下) 永祥(下) 玉花(下) 馬力(下) 

 靜儀 靜儀 靜儀 靜儀 靜儀 

中一 天欣 天欣 天欣 天欣 天欣 

中二 永輝 永輝 永輝 永輝 永輝 
教學助理 

中三 坤鈴 坤鈴 坤鈴 坤鈴 坤鈴 

註：午膳當值老師，可選擇午膳時間，例如利用第 6 至 7 節或第 8 至 9 節空堂用膳， 

統籌老師﹕ 錦權(正)，迪勳(副) 
 

5. 午膳後教師及教學助理/技術員當值分配表︰ 

 當值時間﹕下午 1:30—下午 2:10 

學習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統籌訓導老師 思圓 婉綺 家榮 嘉榮 迪勳 

地下操場及 A 場 永輝 永輝 永輝 永輝 永輝 

CAL I 雄光/志文 雄光/志文 雄光/志文 雄光/志文 雄光/志文 

地下新翼有蓋操場(食物部) 天欣,靜儀 天欣,靜儀 天欣,靜儀 天欣,靜儀 天欣,靜儀 

禮堂 坤鈴 坤鈴 坤鈴 坤鈴 坤鈴 

一樓(中一)及 芷淳 潔雯 桂萍 德偉 嘉欣 

二樓連新翼校舍(中二) 佩琼 麗雯 張勇 冬虹 榮輝 

三樓(中五)、四樓連新翼校舍(中三) 素萍 敏芝 文貞 曉霞 淑嫺 

及五樓連新翼校舍(中四) 寶瓊 麗娟 偉雄 麗移 永成 

註：午膳當值老師，可選擇午膳時間，例如利用第 6 至 7 節或第 8 至 9 節空堂用膳， 

時間為 1 小時 10 分鐘，請選定用膳時間後通知校務處陳麗珍小姐作全年紀錄。 
 

6. 放學正門當值及外巡教師及教學助理 

1-9-2008 至 10-7-2009  正門當值時間---下午 3:35 至下午 3:50 

學校外巡時間---下午 3:50 至下午 4:10 

學習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教學助理(正門當值，不需外

巡) 

坤鈴,天欣 坤鈴,天欣 坤鈴,天欣 坤鈴,天欣 坤鈴,天欣 

當值老師(正門當值，不需外

巡)  

寶珊(上) 

劍輝(上) 

振光(下) 

佩芳(下) 

月新(上) 

雪慧(上) 

玉明(下) 

蕙冰(下) 

慧儀(上) 

志康(上) 

順權(下) 

芷(下) 

德賢(上) 

水燕(上) 

淑貞(下) 

第宏(下) 

文娥(上) 

雙揚(上) 

藝琳(下) 

韞璣(下) 

訓導老師(祇需外巡) 思圓 婉綺 家榮 嘉榮 迪勳 

錦權(上) 麗芳(上) 玉嬋(上) 永祥(上) 漢榮(上) 
主任老師(祇需外巡) 

玉菁(下) 崇信(下) 蘭芳(下) 玉花(下) 馬力(下) 

註： (1)外巡組員包括當值主任、當值訓導老師及陳玉銘姑娘，一般外巡路線為新翠邨。 

(2)特別外巡路線由訓導主任黃智強老師提供，如需要請加派訓導老師一齊外巡。 

(3)如當日下午沒有學生上課則不需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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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星期一至星期五整體校園巡視工作： 

早上—副校長王立新老師 

小息—副校長陳泳楷老師 

午飯—助理校長黃金沙老師 

放學(校內)—訓導主任陳才源老師 

放學(校外)—訓導主任黃智強老師(如有需要，請編排特別外巡路線及事前知會

外巡主任老師 
 

(乙) 學校假期當值主任分配表(工作與星期六當值工作相同，惟不需處理留堂班事宜)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2008 年 12 月 22 23 24   27 

 錦權(上、下) 麗芳(上、下) 玉花(上、下)   漢榮(上) 

 29 30 31    

 才源(上、下) 馬力(上、下) 蘭芳(上、下)    

2009 年 1 月    29 30 31 

    玉菁(上、下) 玉嬋(上、下) 永祥(上) 

2009 年 2 月 2 3 4    

 漢榮(上、下) 永祥(上、下) 崇信(上、下)    

2009 年 4 月  14 15 16 17 18 

  錦權(上) 玉菁(上) 蘭芳(上) 玉嬋(上) 崇信(上) 

  麗芳(下) 才源(下) 玉花(下) 馬力(下)  

由副校長及助理校長分配學校假期中校務處相關工作。  

當值時間： (上午)上午 9:00 - 下午 12:15 

            (下午)下午 1:15 - 下午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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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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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二零零八至二零零九年度 — 早會短講 
        

目的：(1)加強學生在德、智、體、群、美方面的教育。 

  

      (2)使學生分享到老師的寶貴人生體驗、各科學識及待人接物態度。   

 

時間：星期五早上集隊五分鐘。（註一） 

日期 老師       日期 老師 

05.09.2008 陳泳楷 06.02.2009 葉慧儀 

12.09.2008 謝麗芳 13.02.2009 黃永成 

19.09.2008 黃金沙 20.02.2009 梁愛璋 

26.9.2008 袁振光 27.02.2009 陳永祥 

03.10.2008 馬伙根 06.03.2009 鄧志豪 

10.10.2008 林麗移 20.03.2009 楊曉霞 

17.10.2008 區桂萍 27.03.2009 陳順權 

24.10.2008 蕭劍輝 03.04.2009 張玉菁 

31.10.2008 馬淑貞 24.04.2009 張家榮 

14.11.2008 林冬虹 08.05.2009 鄺慧敏 

05.12.2008 梁榮輝 15.05.2009 關寶瓊 

12.12.2008 馮德賢 22.05.2009 何玉明 

19.12.2008 張  勇 29.05.2009 鄒蕙冰 

02.01.2009 馬淑嫺 05.06.2009 王浩生 

09.01.2009 吳雙揚 12.06.2009 張文貞 

16.01.2009 蔡嘉榮   

     註：去年未有安排短講者作優先安排次序 

 

今年會再推行品格運動，請老師按以下品格作短講：勤奮、自律、尊重、誠

實、盡責、主動。老師亦可按個人的認識和興趣，配合時事新聞、假期和歷

史文化事件，講一些這方面的話題----例如校園主題，即「懷自信、互關

愛、敢承擔」，九一八事件、中秋節、國慶日、重陽節等……..。 

 

  註一：倘該日早會取消或因故未能安排短講，則該短講延至下周一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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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2008-2009 年度每周格言 
 

日期 格言 

8/9/08 教育的目的，是要訓練一個人欣賞人生的能力---欣賞那些優美的東

西。 

16/9/08 人假如沒有自尊心，那就會一無價值。 

22/9/08 自敬則人敬之，自慢則人慢之。 

29/9/08 話語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頭，卻為醫人的良藥。 

6/10/08 各人的喜好不同，你的至愛，可能是我最討厭的。 

13/10/08 未經你的認可，沒有人能使你自卑。 

20/10/08 人若不尊重別人的尊嚴，自己就不會有尊嚴。 

27/10/08 追求自身的利益，不是自私；只有忽視他人的利益，才是自私。 

3/11/08 守信用勝過有名氣。 

10/11/08 撒謊者即使說實話也無人相信。 

1/12/08 謊言掩蓋錯誤，等於挖一個洞除掉污漬。 

8/12/08 德不孤，必有鄰。 

16/12/08 好名聲勝過擁有財富。 

5/1/09 勇於承認錯誤對我們的心靈有幫助。 

12/1/09 輕諾者必寡信。 

19/1/09 信任別人，別人才會對你忠誠。 

9/2/09 憐憫是對別人需要的一種回應，願意盡全力來滿足他的需要。 

16/2/09 誰對別人如果沒有同情心，他自己也不會得到憐憫。 

23/2/09 一個人如果能分擔親人的痛苦和災難，就可使痛苦變成快樂。 

2/3/09 處人不可任己意，要悉人之情。 

16/3/09 培養仁慈之心乃人生最有價值的事。 

23/3/09 助人為快樂之本。 

31/3/09 真正的快樂來源於寬容和幫助。 

6/4/09 寬恕的實踐是我們治療世界的最重要的貢獻。 

20/4/09 注視事物才能發現事物美。 

27/4/09 要想成就大事業，要在青春的時候著手。 

4/5/09 人生的價值，是由自己決定的。 

11/5/09 不可因失敗而屈膝，仍當進行弗止。 

18/5/09 每一個成功者的秘訣，是由於堅定不移的志向，和熱烈不懈的工

作。 

25/5/09 做事不可遲滯，不可反覆，不可煩碎。 

1/6/09 不耐煩者，百事無成。 

8/6/09 熱心的人，可以勝過痛苦，增加能力，減輕艱難。 

* 請班主任於每周一使令學生將每周格言抄於手冊上，並就自己人生的體驗與

學生分享及於班主任課時，適當檢查同學手冊並督促欠抄者補回。各中、英文

科老師，亦可於每周上課期間，抽一段時間教導同學格言的意義/讀音，以收鞏

固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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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周會/班主任課/輔導課的安排(逢星期四下午)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逢星期四逢星期四逢星期四逢星期四) 

節節節節 

8-9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負責老師負責老師負責老師負責老師/組組組組 

4/9/2008  班主任課：學期初班務工作 課室 全校 班主任 

11/9/2008 8 確立學習目標/閱讀推廣週會 禮堂 中一,二,三,四,六 學與教組/閱讀學習組 

 9 初中自我成就奬勵計劃 禮堂 中一,二,三 輔導組 

  確立學習目標 SAC 中七 學與教組 

 9 班主任課 課室 中四,六 班主任 

  班主任課 課室 中五 班主任 

18/9/2008  Teen Teen 無煙校園 禮堂 中二,三 德育組 

  班級經營 A 場及操場 中四 中四級班主任會 

  班級經營 SAC 中五 中五級班主任會 

  JUPAS 網上報名 006-007 中七 升就組 

  班主任課 課室 中一,六 班主任 

25/9/2008 

 

 學生會、四社選舉及社員大

會 

禮堂 全校 活動組 

2/10/2008  服務生交職禮 

 

禮堂 全校 活動組 

9/10/2008  練啦啦隊 SAC,A 及 B

場,N402 
中一 活動組 

  互動劇〈有質素的年青人〉 禮堂 中二,六 德育組 

  輔導課 課室 中三,五,七 班主任 

  班主任課 課室 中四 班主任 

16/10/2008  練啦啦隊 SAC,A 及 B

場,N402 

中一 活動組 

  英文旅遊周會 禮堂 中二至中七 英文科 

23/10/2008  山野安全講座 禮堂 中三 活動組 

  浸大講座 SAC 中七 升就組 

  班級經營 操場 中一 中一級班主任會 

  輔導課 課室 中二,四,五,六 班主任 

6/11/2008  班級經營及旅行前提點 禮堂 中三 中三級班主任會 

  班主任課：檢視 SAS進度及簽

署紀錄冊 

課室 中一 班主任 

  旅行前班主任課 課室 中二,四,五,六,七 班主任 

13/11/2008  青少年關懷愛滋及認識愛滋 禮堂 中四,五 德育組 

  理大講座 006-007 中七 升就組 

  科學常識問答比賽 SAC 中一 理科 

  班主任課：檢視 SAS進度及簽

署紀錄冊 

課室 中二,三 班主任 

  班主任課 課室 中六 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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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逢星期四逢星期四逢星期四逢星期四) 

節節節節 

8-9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負責老師負責老師負責老師負責老師/組組組組 

4/12/2008  欺凌行為 禮堂 中一,二 訓導組 

  性教育 SAC 中三 德育組 

  班級經營 操場 中六,七 中六、七級班主任會 

  輔導課 課室 中四 班主任 

  班主任課 課室 中五 班主任 

11/12/2008  濫藥講座 禮堂 中一,二,三,四 輔導組 

  輔導課 課室 中五,六,七 班主任 

18/12/2008  IVE 講座 禮堂 中五,七 升就組 

  班級經營 操場 中四 中四級班主任會 

  班主任課 課室 中一,二,三,六 班主任 

8/1/2009  捐血講座 禮堂 中五 活動組 

  性教育 SAC 中六,七 德育組 

  班主任課：訂定第二學段 SAS

目標 

課室 中一至中三 班主任及輔導組 

  班主任課 課室 中四 班主任 

15/1/2009  人文學科周 禮堂 中一,二,三 升就組 

  輔導課 課室 中四,五,六,七 班主任 

22/1/2009  性教育 SAC 中一 德育組 

  班級經營 課室 中二 中二級班主任會 

  盜竊罪行 禮堂 中三,四 訓導組 

  班主任課 課室 中五,六,七 班主任 

5/2/2009  壓力處理與情緒健康 禮堂 中五,六,七 德育組 

  輔導課 課室 中一,二,三 班主任 

  班主任課 課室 中四 班主任 

12/2/2009  社際辯論比賽決賽 

 

禮堂 全校 活動組 

19/2/2009  性教育 SAC 中二 德育組 

  英文周會-多姿多采閱讀 禮堂 中一,三,四,五,六 英文科 

26/2/2009  作家講座 禮堂 中一,二,三,四 閱讀學習組 

  官塘職訓講座 SAC 中五 升就組 

  輔導課 課室 中六 班主任 

5/3/2009  呂宇俊講座(零分小子) 禮堂 中四,五 升就組 

  科學常識問答比賽 SAC 中二 理科 

  班主任課：檢視 SAS進度及簽

署紀錄冊 

課室 中一,三 班主任 

  班主任課 課室 中六 班主任 

19/3/2009  中一閱讀比賽 禮堂 中一 閱讀學習組 

  班級經營 操場 中二 中二級班主任會 

  輔導課 課室 中三,四,六 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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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逢星期四逢星期四逢星期四逢星期四) 

節節節節 

8-9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負責老師負責老師負責老師負責老師/組組組組 

26/3/2009  中二閱讀比賽 禮堂 中二 閱讀學習組 

  班級經營 操場 中三 中三級班主任會 

  班主任課 課室 中一,四,六 班主任 

2/4/2009  應用學習課程 禮堂 中三 升就組 

  輔導課 課室 中一,二,四,六 班主任 

9/4/2009  中三閱讀比賽 禮堂 中三 閱讀學習組 

  輔導課 課室 中一,二 班主任 

  班主任課 課室 中四,六 班主任 

23/4/2009  班級經營 SAC 中一 中一級班主任會 

  班級經營 操場 中二 中二級班主任會 

  輔導課 課室 中三,四 班主任 

  班主任課 課室 中六 班主任 

30/4/2009  中四閱讀比賽 禮堂 中四 閱讀學習組 

  班主任課：訂定第三學段 SAS

目標 

課室 中一,二,三 班主任及輔導組 

  班主任課 課室 中六 班主任 

7/5/2009  升中四選科講座 禮堂 中三 升就組 

  輔導課 課室 中一,二,六 班主任 

  班級經營 校外參觀 中四 中四級班主任會 

14/5/2009  中六 JUPAS 篩選程序 SAC 中六 升就組 

  雞蛋撞地球比賽 禮堂 中二 理科 

  輔導課 課室 中一,四 班主任 

  班主任課 課室 中三 班主任 

21/5/2009  閱讀總結週會 

 

禮堂 全校 閱讀學習組 

4/6/2009  畢業禮綵排 禮堂 中四,六  

  科學常識問答比賽 SAC 中三 理科 

  班主任課：檢視 SAS進度及簽

署紀錄冊 

課室 中一,二 班主任 

11/6/2009  常識問答 

 

禮堂 全校 活動組 

 

註1： 請各班主任於每月月頭合適的班主任課或輔導課，收取學生手冊，並利用 10-15 分鐘時間

登記同學每月遲到、缺課及獎懲數目於學生手冊第 20 頁，並覆核家長簽名，兩位班主任應

作適當的分工。另外請初中班主任於適當的班主任時間為為學生作 SAS 簽名小結。 

註2： 如第二欄「節」沒有任何註明，該周會則佔用 8-9 節，否則依所寫節數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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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2008-09 年度各組別表格清單 

組別 表格編號 表格名稱 
學務 01 教學計劃表 

學務 02 教學進度表 

學務 03 科務會議紀錄表 

學務 04 科務簡報 

學務 05 教科書採用提議 

學務 06 教科書甄選委員會紀錄 

學務 07 來年教學工作分配表 

學務 08 工作紙目錄 

學務 09 作業紀錄表 

學務 10 測考目錄 

學務 11 習作察閱表甲 

學務 12 習作察閱表乙 

學務 13 習作察閱表丙 

學務 14 學生習作察閱報告 

學務 15 擬卷紀錄表 

學務 16 考試需用物品紀錄表 

學務 17 畢業試需用物品紀錄表 

學務 18 校內成績統計表 

學務 19 退修申請表 

學務 20 中一學位申請 

學務 21 中六中七中五入學申請表 

學務 22 中六收生名單 

學務 23 中五重讀生名單 

學與教委員會 

學務 24 補課申請表 

訓導 01 遲到登記表 

訓導 02 未領學生証或手冊通知書 

訓導 03 家長通知書(遲到) 

訓導 04 學生經常遲到檢討表 

訓導 05 校服儀容違規紀錄表 

訓導 06 家長通知信(髮式) 

訓導 07 緊急課室支援記錄 

訓導 08 學生個案記錄 

訓導 09 學生上課表現紀錄表 

訓導 10 學生停學或停課通知書 

訓導組 

訓導 11 家長通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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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 年度各組別表格清單 

組別 表格編號 表格名稱 
訓導 11A 記缺點通知書 

訓導 12 學生累積缺點數紀錄 

訓導 13 家長通知書(累積缺點數) 

訓導 14 接見家長紀錄 (A)：累積至兩大過 

訓導 15 接見家長紀錄 (B)：累積至三大過 

訓導 16 嚴重缺課警告信 

訓導 17 不準考試通知信 

訓導 18 學生遲返課室表 

訓導 19 接見同學通知書 

訓導 20 早退申請表 

訓導 21 守時計劃 

訓導 22 向善計劃章則 

訓導 23 向善計劃紀錄表 

訓導 24 火警演習各班報到表 

訓導 25 課室日誌 

訓導組 

訓導 26 接見家長紀錄 

輔導 01 輔導個案轉介表 

輔導 02 輔導個案轉介總表 

輔導 03 首次面談紀錄表 

輔導 04 輔導服務紀錄表 

輔導 05 有特殊教育需學生資料冊 

輔導 06 有特殊教育需學生表現評估表 

輔導組 

輔導 07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輔導紀錄表 

活動 01 全年計劃及預算 

活動 02 入選會員名單 

活動 03 會員出席活動紀錄 

活動 04 向學校提取款項紀錄 

活動 05 固定資產表 

活動 06 會務報告 

活動 07 校外集體活動紀錄表 

活動 08 校內集體活動紀錄表 

活動 09 學生活動家長通知書 

活動 10 活動記優學生名單建議 

活動 11 借用場地登記表 

活動組 

活動 12 自我成就計劃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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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 年度各組別表格清單 

組別 表格編號 表格名稱 
活動 13 校外導師簽到表 

活動 14 校隊出賽車費津貼表格 

活動 15 學生自費通知 

活動 16 課外活動通告表格 

活動 17 活動小組學生問卷 

 

活動 18 學生會社幹事選舉點票表 

活動 19 學生會社物品請購單 

活動 20 學生會請購支出單 

活動 21 學生會/社固定資產 

活動 22 上半年學生參與活動情況統計 

活動 23 活動紀錄表 

活動組 

活動 24 修業旅行經驗分享 

財務 01 周年財政預算草案 

財務 02 財政預算支出細表 

財務 03 綜合傢具及設備(標準)表格 

財務 04 綜合傢具及設備(非標準)表格 

財務 05 招標及採購新程序：內部指引 

財務 06 延遲預算支出申請表 

財務 07 增補預算申請 

財務 08 財政預算收支檢討 

財務 09 物品請購及支出單 

財務組 

財務 10 傢具及設備註銷單 

總務 01 維修簿紀錄表 

總務 02 維修通知便條及待修通知表格 

總務 03 公物損壞賠償表格 

總務 04 公物損壞檢查報告 

總務 05 小型維修報告 

總務 06 維修及建設進度計劃表 

總務 07 小型建設項目申請 

總務 08 房屋署緊急維修申請表格 

總務 09 招標書範本：投標邀請信 

總務 10 招標書範本：投標注意事項 

總務 11 招標書範本：投標表格(服務) 

總務 12 招標書範本：投標表格(傢具及設備) 

總務組 

總務 13 招標書範本：投標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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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 年度各組別表格清單 

組別 表格編號 表格名稱 
總務 14 招標書範本：投標簡介會出席回條 

總務 15 投標書簡介會文件範本 

總務 16 價目比較表範本 

總務 17 校園清潔及維修檢查表 

總務 18 工友清潔工作表現評估問卷範本 

總務 19 課室清潔工作表現評估問卷範本 

總務 20 傢具及設備報銷申請表 

總務組 

總務 21 傢具及儀器盤點覆核報告 



 27 

4.2 課室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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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2008 至 2009 年度各級各科目課節分配表 
科   目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中五級 中六級 中七級 

班   別 A 至 F A 至 F A 至 F A B C D E A B C D E A 或 B A 或 B 

中國語文 7X7 7X7 7X7 7 7 7 7 8 7 8 7 8 8 6X2 5X2 

普通話 1X6 2X6 1X6 -- -- -- -- 

英國語文 9X7 8X7 9X7 8X3 8 8 9 9X3 10 11 11 10X3 9X3 

數學/統計學 6X7 7X7 6X7 6 6 6 6 7 6 6 6 7 7 5 -- 

附數/純數 -- -- -- 5 4.5 -- 10 9 

電腦 2X6 2X6 2X6 5X4 4.5

X2 
4.5 5X2 5 4.5 

綜合科學 4X6 4X6 4X6 -- -- -- -- 

物理 -- -- -- 5 -- 5 -- 10 9 

化學 -- -- -- 5 -- 5 -- 10 9 

生物 -- -- -- 5 -- 4.5 -- 10 9 

中國歷史 -- 2X6 1.5X6 -- 5 --  6 -- 4.5 5 10 9 

歷史 2X6 -- 1.5X6 -- 5 5 5 -- -- 4.5X2 5 10 4.5+4.5 

地理 -- 2X5 1.5X6 -- 5 5 5 -- 4.5X2 5 10 9 

經公/經濟 2X6 -- 1.5X6 -- -- 5 -- 6 4.5X2 5 10 9 

通識教育 2X6 2X6 1X6 -- -- 5X2 5 

商業 -- -- -- 5 -- 4.5 5 -- -- 

家政 2X6 2X6 2X6 -- -- -- -- -- -- 

設技/圖傳 2X6 2X6 2X6 5X2 -- 4.5 5 -- -- 

視覺藝術 2X6 2X6 2X6 5X2 -- 4.5 5 -- -- 

音樂 2X6 1X6 1X6 -- -- -- -- 

體育 2X6 2X6 2X6 2X5 2X5 2X2 2X2 
周會/班主任課 2X6 2X6 2X6 2X5 2X5 2X2 2X2 

註 1：中三級 1.5 節的運作：上學期中史、地理兩節，歷史、經濟一節；下學期中史、地理一

節，歷史、經濟兩節。 

註 2：中五級 4.5 節的運作：上學期 5ABC 附數/生物/經濟 1/地理 1、5BC 歷史 1/視藝/商業五

節，5A 電腦、5BC 歷史 2/電腦 1/地理 2、中史/圖傳 1/經濟 2四節； 

下學期 5ABC 附數/生物/經濟 1/地理 1、5BC 歷史 1/視藝/商業四節，5A 電腦、5BC 歷史

2/電腦 1/地理 2、中史/圖傳 1/經濟 2 五節。 

註 3：中七級電腦應用/歷史(歐洲史)於上學期五節、歷史(亞洲史)四節，下學期電腦應用/歷

史(歐洲史)四節、歷史(亞洲史)五節。 

註 4：中三級通識教育科與音樂科合成一連堂，上學期為音樂，下學期為通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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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2008-2009 度開學日工作程序及分配、分級特別周會日程 

 

  日        期：二零零八年九月一日(星期一) 

  學生返校時間：上午 8:00 – 下午 1:00  

  教師返校時間：上午 7:50 – 下午 3:30 

時   間 程               序 

7:30 – 8:00 學校正門口當值，檢視進校同學的校服儀容，登記違規同學並將校服儀容違規紀錄

表，稍後交回有關班主任跟進。若同學嚴重違反校服儀容標準，當值老師可即時將該

生帶至訓導室，作出記缺點處分及通知家長作出停課或即時帶該生回家改善等。 

當值老師：*錦權,靜儀,永輝(正門)；伙根,坤鈴,天欣(食物部)(巡視校舍學生活動地

點) 

訓導老師:(7:50-8:00)*長樂,迪勳 

(*為總負責老師) 

7:50 - 7:55 一.班主任到校務處領取班務文件：                              

   1. 點名簿(內附「開學禮程序」一疊) 

   2. 家長通告第一號(申請「學生身分」個人八達通及學生健康服務等事宜) 

   3. 人名紙 1份 

      登記欠交暑期功課紀錄(方便翌日追收) 

4. 座位表 2張                        8. 家課日誌(內有欠交功課紀錄表) 

   5. 班時間表 1份及空白時間表一疊      9. 釘書機一個 

   6. 校曆表一疊                        10. 橡皮圈若干 

   7. 學生個人紀錄表乙疊                11. label 紙(監護人簽名式樣) 

   (攝影公司會於 2/9/2008 來校替中一、中二、中四、中六及插班新同學拍照。) 

8:00 - 8:25 二. 班主任到課室安排學生就座、點名及著學生聆聽中央咪宣佈。 

8:25 - 8:45 三. 班主任此階段可收取暑期習作及指引臨時班長交功課到地下一樓或 

簿架(*燕娥,坤鈴,天欣在簿架附近協助)。 

8:45 - 10:10 四. 班主任班務工作：（在課室） 

  1. 安排學生座位及委任臨時班長或服務生（可請教去年曾任教老師） 

  2. 請先收取同學暑期習作並將欠交暑期習作同學姓名登記在人名單及欠交功課 

     紀錄上。然後著臨時班長將暑期習作交到有關教員室老師簿架。 

  3. 填座位表，並用膠紙貼於教師桌左上角上，(浮動班在每課室及特別室均須有 

     座位表)，(可考慮先由學生傳寫姓名，再由臨時班長抄寫在四張空座位表上) 

  4. 讓學生把上課時間表抄在學生手冊上，抄妥後將該時間表釘在壁佈板上。(可 

     選出字體端正的學生在黑板代為抄寫) 

  5. 通知中一、中二、中四、中六及各級插班新同學在 2/9 會拍攝製作數碼學生証，

需穿著整齊夏季校服，製作証件費用為每位同學$5(中一及二不用交費)於 2/9 班

務日收取。(舊生遺失學生証，可於 5/9 往校務處朱小姐申請補做，費用為$10) 

  6. 安排班長每日填寫「學生出席考勤板」 

7. 安排值日生輪值。（擦黑板，課室清潔等） 

  8. 派回學生填寫之個人紀綠表，吩附學生返家補填缺項，2/9(二)再交回班主任。 

     （請學生注意英文名字的串法，出世紙編號，緊急事聯絡電話等，中一要補回 

       填寫 SRN 的學生編號) 

  9. 派發家長通告第一號及第二號。（回條於 2/9 交回） 

提點學生有關申請「個人身份」八達通卡、交「資格証明書」等事宜。 

10. 派每位學生 label 貼紙帶回家讓父母或監護人簽名作為簽名式樣存案，並著

2/9 交回。 

  11. 收回已簽署的成績表(適用的級別及學生)，並核對家長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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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程          序 

9:45 – 10:10 五. 綵排工作 

1. 請班主任 9:45 着領獎同學(開學禮場刊中已列出)到禮堂參與綵排 

協助老師：＊智強、燕娥、坤鈴及有關職員。 

10:10 - 

10:30 

六.小息 

靜儀,永輝(A 場,操場), 順權,慧敏(B 場), 淑貞,德賢(1 樓,2 樓連新翼),  

韞璣,藝琳(3 樓,4 樓連新翼), 芷(5 樓連新翼) 

10:30 - 

10:50 

七. 學生返回課室，在課室內列隊然後進入禮堂，(班主任帶領學生進入禮堂，在禮堂

協助學生就座)(同學物件、書包可放在課室內)。 

10:50 - 

11:00 

八. 班主任在禮堂中班位置旁邊就座，督促學生安靜留心聆聽，其他老師於禮堂後排

座位就座。 

11:00 - 

12:15 

 

 

 

 

 

 

 

 

 

 

 

 

九. 開學禮程序                                   開學禮工作分配 

  1. 升國旗                                      司儀：學生 

  2. 唱校歌                                      司琴：學生 

  3. 校監顏明仁博士致辭                          佈置：朱佩琴小姐 

  4. 頒獎                                        錄影﹕尹嘉麗小姐 

   (1)頒發 2007-08 年度家長會獎學金               攝影：戴志強先生 

   (2)頒發 2007-08 年度五育中學獎學金             獎學金/領獎証書:蔡崇信老師 

  5. 連鎮邦校長致辭                              何展圖先生  

  6. 學生分享校園主題：伍浩楠，黃智聰，廖慧玲    燈光/音響：丁紹明先生 

7. 禮成                                                   陳  龍先生 

                                               升旗禮︰陳永輝老師 

                                  戴志強先生 

頒獎學生上台秩序︰黃智強老師,李靜儀老師 

                             

12:15 – 1:00 十. 返回課室(各班主任協助同學有秩序地離開禮堂及帶學生返回課室，待放學鐘響

後，才讓同學離開課室。) 

12:55 – 1:10 十一. 學校正門閘口當值、照應等放學的家長，檢視同學離校儀容，A場可作為臨時

整理校服儀容位置，監視校門外附近有否不良份子等候(若有此情況，著教學助

理通知訓導主任/副校長) 

     當值老師：*錦權,迪勳,靜儀,永輝(*為總負責老師) 

1:00 – 3:30 十二. 班主任跟進工作： 

  1. 即日交一份課室座位表到校務處。 

  2. 九月八日十二時前將貴班學生家長/監護人簽名式樣交到校務處  

  3. 九月二日早上追收欠交暑期功課同學, 若仍欠交, 親自交回任教老師處理。 

     各班主任着學生 4/9 帶回一張相片並將相片貼在手冊中，然後給校務處蓋印。 

     (中一、中四、中六及新生可稍後處理) 

2:30 – 2:45 學習日當值老師會議(包括小息、午膳、放學後門口當值老師、訓導老師) 

2:45 – 3:00 學習日早上門口當值老師、放學後清場老師及訓導老師會議 

3:00 – 3:15 教學助理及訓導老師當值會議 

各班中、英、數老師請於開學一星期內簡單查閱暑期習作及追收欠交同學, 若遇到困難, 請主動

找科主任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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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二零零八年九月二日(星期二)班務日
Δ
 

學生返校時間：上午 8:00 – 下午 1:00 

教師返校時間：上午 7:50 – 下午 1:00  

早上 

7:30 – 8:00 

早上門口當值老師：*玉嬋,靜儀,永輝 

巡視校舍學生活動地點：伙根 

食物部：坤鈴,天欣 
A 場、操

場 
B 場 1 樓 2 樓 3 樓 4 樓 5 樓 

兩個小息 

靜儀 
永輝 

慧敏 
劍輝 

芷淳 張勇 月新 永成 文娥 
請協助維持秩序 

下午 

12:55 – 1:10 

學校門口當值老師：*玉嬋,嘉榮,靜儀,永輝(*為總負責老師) 

I. 班主任班務工作(一至六節；其中部份節數用作周會或統查校服) 

(班主任請先到校務處領取有關文件：成績表) 

1. 收回家長通告第一號、第二號、學生個人紀錄表、家長簽名樣式 label。  

2. 統計申請地鐵公司之「學生身分」個人八達通卡人數，派發申請表(可著班長到校務處依數目

領取表格)。   

3. 登錄收取家長已經簽署之學生資助資格證明書。 

4. 派回核對過簽名的成績表予學生（適用的級別及學生） 

5. 辦理九月一日未完成之班務工作如追收暑期習作，追收相片費用等。 

6. 向學生解釋：一般課室守則、校服儀表要求、交功課方法及記錄，家課冊的填寫（指定其中

一位班長長負責），班長及值日生職責，集隊到特別室上課規則，火警演習，,班會組織，學

生手冊填寫及運用(翻閱一次)、報告板及壁佈板運用、課室檯椅清潔、粉筆、粉擦及粉盒的

運用等。 

7. 中四及中六班主任收取學生証費用$5。 

8. 收回學生証(中一、二、四及六級除外)，交校務處朱小姐處理。 

 

註：為配合校服統查，班主任先在課室向同學詳加講解校服儀容規則；分級周會及校服統查，請

班主任/協助老師按時帶全班到所安排地點統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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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分級周會/校服統查** 

時間 地點 級別 主題 負責人員 時間(分) 協助老師 

第一節

及 

第二節 

禮堂 中一

至 

中三 

學習要求 

 

 

 

校長 

教務組老師 

訓導組老師 

輔導組老師 

5 

15 

15 

5 

級主任及班主任、訓導老

師(靜儀,永輝) 

第一節 A 場 中六 

及 

中七 

校服統查 

拍照 

訓導組 30 級主任及班主任、訓導老

師(靜儀,永輝) 

第二節 B 場(食物部) 

A 場 

禮堂 

中一 

中二 

中三 

校服統查 

(在禮堂周

會後) 

訓導組 20 級主任及班主任、訓導老

師(靜儀,永輝) 

第三節

及 

第四節 

A 場 中四 校服統查 

拍照 

訓導組 50 級主任及班主任、訓導老

師(靜儀,永輝) 

第五節 A 場 中五 校服統查 

 

訓導組 20 級主任及班主任、訓導老

師(靜儀,永輝) 

第六節

及 

第七節 

禮堂 中四

至 

中七 

學習要求 

 

 

 

校長 

教務組老師 

訓導組老師 

輔導組老師 

10 

15 

15 

15 

級主任及班主任 

第六節

及 

第七節 

A 場 中一 

中二 

拍照 訓導組 50 級主任及班主任、訓導老

師(靜儀,永輝) 

**檢查校服的運作形式為： 
  �由班主任、連同級主任及訓導老師分級統查。 
  �班主任先在課室向同學詳加講解校服儀容規則。 

  �按時帶全班列隊到所安排地點統查。 

 

 

九月三日(星期三)開始正式上課，學生回校時間，在上午 7:55 及下午 2:05 前回到學校。 

 

九月四日(星期四)第八節班主任課時間：選服務生，組織班會及完成學期初班務工作。 

 

中一級同學由九月三日至九月十九日須參與課後功輔班，離校時間為下午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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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54.54.5 開學初期班務工作開學初期班務工作開學初期班務工作開學初期班務工作    
 

學生桌櫃使用守則 

 

1. 學生自備「配匙式」鎖頭一個。 

2. 交一條鎖匙予班主任保管。 

3. 櫃內只宜放置書簿，銀包及貴重物品必

須隨身攜帶。 

4. 逢統測、考試及長假期前必須清理桌

櫃，所有書簿、物品必須帶回家中。 

5. 經常欠功課者或經常無帶書本回校的同

學，會被禁止使用。 

6. 每位同學用貼紙寫上學生姓名，班別，

班號，貼在學生書櫃膠板內側左邊，方

便日後跟進。 

7. 愛護桌櫃，如有損壞塗污，立刻通知班

主任；惡意破壞者，除紀律處分及賠償

外，日後將被禁止使用。 

8. 坐在空桌鄰座的同學，有責任定期檢查

並報告空座位的桌櫃有否被破壞、被放

置物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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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物維修及賠償手續公物維修及賠償手續公物維修及賠償手續公物維修及賠償手續 

１． 如屬自然損耗者，教師應到正門工友檯填寫在「「「「小型維修報告小型維修報告小型維修報告小型維修報告」」」」簿上。。。。 

２． 若發現有公物被故意毀壞，經查明損毀人後，由班主任或調查老師審核，請

填寫「「「「公物損壞賠償報告單公物損壞賠償報告單公物損壞賠償報告單公物損壞賠償報告單」」」」，並交校務處存檔及跟進。  

３． 損毀人可購買同規格、品質之原物補償，或修理復原，但各項維修工程必須

由相關項目的合格註冊人員合格註冊人員合格註冊人員合格註冊人員承造。 

４． 以下價格只供參考，實際收費以報價為準： 

     維修工程 收費 

1 電掣及電燈掣 $300 

2 廁所水龍喉 $1500 

3 玻璃窗 $100 至$300 

4 消防喉玻璃門 $300 

5 滅火筒(9L) $900 

6 消防鐘玻璃 $100 

7 浮動班儲物鋼櫃 $1200 

8 課室書檯儲物櫃門 $120 

9 課室黑板 $2500 

10 學生椅 $75 

11  窗撐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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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護課室愛護課室愛護課室愛護課室 人人有責人人有責人人有責人人有責 
1. 全體同學對於學校內所有公共設備，均要妥善使用及維護，不得故意破壞。 

2. 禁止塗污課室的桌椅及儲物櫃，或在其上劃任何記號。 

3. 全班同學離開課室時，值日生負責關上課室電器及門窗。 

4. 同學若發現有人破壞公物，應立即向老師報告。 

5. 保持課室清潔整齊﹕每個學生時常清理自己座位附近的垃圾，而班會幹事定期整

理教師桌及班櫃。 
 

[清潔課室行動] 
行動日期﹕每學段安排一節班主任課 

所需時間﹕10 分鐘 

行動程序﹕ 

1. 要求學生清潔自己座位附近的垃圾。 

2. 要求臬生檢查、清潔自己的書桌桌面。若有損毀，即時報告。若有塗污，即時清

理。 

3. 同時安排學生清潔並整理教師桌面、ERS 櫃、壁報板及公用物品。 
 

請張貼於課室報告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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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育中學走火警路線圖 

 

 

 

 

 

 

 
 

 

 

 

 

 

 
 
 
 
 
 
 
 
火警演習路線圖的原則如下： 
 
地點 落樓原則 經地下到達操場 到達操場 

前門 向前門 A 場 

一字樓 前梯靠牆壁 A 場 

二字樓 後梯靠牆壁 輔導室 

三字樓 後梯靠中間欄杆 A 場 

四字樓 後梯靠中間欄杆 輔導室 

五及六樓下 新翼樓梯 A 場 

禮堂 禮堂側梯 操場 

依平時集隊位置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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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育中學五育中學五育中學五育中學((((二零零八至二零零九年度二零零八至二零零九年度二零零八至二零零九年度二零零八至二零零九年度))))    

開學日須知開學日須知開學日須知開學日須知    
        

(一) 開學禮：全校學生均須穿齊整夏季校服依時回校。校服儀容不合標準的同學， 
 學校將予紀律處分；嚴重者，會作停課處理。 
 

開學禮日期 二零零八年九月一日（星期一） 

時      間 上午八時正至下午一時正 

學生攜帶物品 
 

1. 各科暑期作業：必須準時完成，交回學校，否則開學
後 

須留堂補做。 
2.經家長簽署之成績表。(舊生適用)  
3.相片：學校將安排攝影公司為中一新生、升中四及升

中六及留班學生攝製數碼學生証，另有壹打相
片送給有關同學，詳情如下： 

 
 
 
 
 
 
 
 
 
 
 
 
 
 
4.文具及紙張：用作抄寫上課時間表用。 
 

 
(二) 班務日：二零零八年九月二日（星期二） 

回校時間：上午 8：00 
放學時間：下午 1：00 

(三) 正式上學：二零零八年九月三日（星期三） 
上午 ( 8:00-1:00 ) 
                         學生須於上課前五分鐘回校集隊。 
下午 ( 2:10-3:35 ) 

(四) 家課輔導節： 
為協助各中一同學培養和建立良好的做功課習慣，所有中一同學由九月三日至

九月十九日期間，放學後須參與家課輔導節，放學時間須因此順延至下午

4:10。 

｝

級別 拍攝日期 費用(請自備輔幣) 

升中四學生 

升中六學生 

所有留班生 

 

2/9/2008 

 

$5 

升中二學生 

 

換新學生証，無需交費，拍攝日 

期為 2/9/2008，同學請自備相片 

一張供張貼在學生手冊之用。 

升中三學生 

升中五學生 

升中七學生 

原有數碼學生証將於新學年繼續使

用，同學請自備相片一張供張貼在學

生手冊之用。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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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育中學 

4.6 二零零八至二零零九年度簿冊清單二零零八至二零零九年度簿冊清單二零零八至二零零九年度簿冊清單二零零八至二零零九年度簿冊清單 

編號 類別 單價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中七 

A 單行簿 40 頁 $1.50  2 2 3 15 15 10 10 

B 單行簿 20 頁 $0.80  10 10 10 6 6 10 10 

C 長單行空白簿 20 頁 $1.20  0 0 0 2 2 0 0 

D 長單行簿 20 頁 $1.20  5 5 5 1 1 2 2 

G 圖解簿 20 頁 $1.20  1 1 1 1 1 1 1 

H 測驗紙 50 張 $3.80  1 1 1 1 1 2 2 

I 原稿紙 50 張 $3.90  1 1 1 1 1 1 1 

J 原稿紙封面 $0.70  2 2 2 1 1 1 1 

K 英文作文紙 30 張 $2.50  2 2 2 3 3 2 2 

L 幾何紙 20 張 $1.60  1 1 1 1 1 1 1 

M 廣泛閱讀紀錄咭 $0.30  1 0 0 0 0 0 0 

  快勞 $2.70  6 6 7 7 7 12 10 

  A4 資料冊 20 頁 $8.00  1 1 1 0 0 0 0 

 總價   $58.40  $58.10  $62.30  $68.50  $68.50  $77.80  $72.40  

                               

 二零零八至二零零九年度堂費，冷氣費及簿冊費         

 (轉帳日期：1/8/2008)         

 全年     

 

年  級 
堂費 HK$ 

簿費 HK$ 自動轉帳金額 HK$ 
 高中學費免費  

 升中一級 0.00 58.40 58.40 繳交現金     

 升中二級 0.00 58.10 58.10  按政府宣佈，2008-09 年度起， 

 升中三級 0.00 62.30 62.30  學生之學費全部免繳，學生 

 升中四級 290.00 68.50 358.50  僅需繳交全年$290 之堂費． 

  升中五級  290.00 68.50 358.50     

 升中六級 290.00 77.80 367.80 繳交現金     

 升中六級 290.00 72.40 36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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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7 .7 .7 .7 午間優質校園生活計劃午間優質校園生活計劃午間優質校園生活計劃午間優質校園生活計劃 ( ( ( (中一同學午膳安排中一同學午膳安排中一同學午膳安排中一同學午膳安排))))    
                          

    過去多年，本校在初中推行留校午膳計劃，以協助同學的成長，優點如下﹕  

(1) 節省時間﹕不用來回往返家校，每日午飯後有 40 分鐘時間可供使用。 

(2) 環境舒適﹕校內的空氣質素及地方清潔，比一般食肆為佳。 

(3) 正常午餐﹕飯商供應的午膳以飯、麵類等為主食，避免同學只選擇小食為午膳。 

(4) 免受滋擾﹕免受街外不良份子滋擾。 

 

所以在下一學年，本校仍會安排中一至中三同學留校午膳，供應商為「盈信膳食天

地」。為配合此計劃，學校於午間將利用校內場地，組織各類型的消閒或學習活動供同學參

與。 

請家長將此回條於七月十五日著貴子弟交回學校，若有疑問，請致電 2692 1870 向陳錦

權老師查詢。 

    

＊＊＊＊各家長如決定訂購午膳，請於七月十日至十二日辦理付款手續，並吩咐子女帶同已填妥的

9 月份午飯訂購表及支票/銀行入數紙回校交給校務處。請家長在所有交回的票據背面寫

上學生姓名及班別。 

 

＊＊＊＊如交現金如交現金如交現金如交現金，，，，請於七月十二日早上十一時至下午一時直接將請於七月十二日早上十一時至下午一時直接將請於七月十二日早上十一時至下午一時直接將請於七月十二日早上十一時至下午一時直接將 9月份午飯訂購表及現金交到午及現金交到午及現金交到午及現金交到午

膳供應商設立的櫃位負責人膳供應商設立的櫃位負責人膳供應商設立的櫃位負責人膳供應商設立的櫃位負責人，，，，並取回收據並取回收據並取回收據並取回收據。。。。    

 

特此通告 

各位中一同學家長 

 

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 

          (連鎮邦) 

二零零八年七月十日 

-----------------------------------回    條----------------------------------- 

(5) 

 

 

連校長﹕本人已知悉二零零八至二零零九年度家長特別通告第二號內有關午膳事宜，本人會

於 2008 年 9 月份﹕ 

 

（請� ）�  吩咐子女訂購飯盒，並於七月十日至十二日交回 9 月份午飯訂購表及 
�現金／支票／銀行入數紙／繳費鈴編號。 

�  每日為子女預備飯盒／親送飯盒到校供子女留校午膳。 

            （若學期中段，有所變動或更改午膳形式，家長可書面通知班主任） 

 � 請刪去不適用者 

學生姓名(中文)﹕                                 家長簽署﹕                    

        (英文)﹕                                 家長姓名(正楷)：_____________ 

編班考試編號  ﹕                                 聯絡電話﹕                     

二零零八年七月

此回條於 7 月 15 日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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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各級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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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各級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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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各級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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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各級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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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各級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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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各級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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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各級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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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學與教委員會周年計劃書(2008 至 2009) 

成就與反思： 
 

「改進課堂教學效能」是二零零七至二零零八年度全校的關注事項之一，配合這項工作，各科雖已制訂班規及課堂

要求等指引，然未盡在課堂上應用，下學年宜切實執行；至於課堂的提問技巧，仍有改進空間，大部分的課堂，師生互

動較少；建議在下學年聚焦於發展課堂的提問技巧，並鼓勵同科老師分享良好的課堂設計。 

中四級英文科，中一、二級數學科，中三級中文科各自推展共同備課節，雖具一定效果；下學年宜借助外間資源，

協助各主科先行發展課堂研究。為提升課堂的管理技巧，本學年舉辦一系列「以腦科學為基礎的教與學」講座，邀請陳

惠良先生主講，在十多個小時的培訓，令老師掌握不同的課堂提問技巧和課堂管理方法，並開始應用於課堂教學上。 

良好的評估策略能促進學生學習，本學年曾邀請莫慕貞教授講解的「自主學習導向評估」；寄望同事能將不同的教

學策略在課堂上嘗試。下學年再次參與「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將學與教的新趨勢、新知識帶進校園。 

對於初中現行的小班教學策略，成效平平，更易產生標籤效應，下學年將調整編班政策，善用人力資源，做好拔尖

保底的工作。 

本年度另一項關注事項為：「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首先，在 2008 年初，以問卷方式收集老師、學

生、家長等持分者對新高中開設科目的意見，經深入討論後，訂定符合各方意願的新高中科目組合。限於本校高中開設

的科目不多，故「文可選理、理可選文」這理念需延至新高中學制始落實。 

教師培訓方面，已有首批受培訓的老師於二零零九至二零一零年任教新高中的科目，特別是通識教育科；培訓工作

於本學年繼續施行，務求有足夠的老師任教新高中的課程。為輔助教師轉型或吸收教學新趨勢，學校曾舉辦「新高中的

學與教及通識面面觀」講座，為老師做好銜接的準備；同時，各科組主任又參加教育局舉辦的「學校中層管理人員在新

高中課程改革中的角色」工作坊，使學校的中層管理主任明瞭自己的角色和責任。為配合推行新高中學制，下學年的上

課時間表由六日循環周改行星期制，並由每天八節增至九節。各學科則建立科本的教學資源庫，使科任老師能共享資

源。 

本校第二個三年發展計劃(2006-2009)已推行兩年，個別措施曾作調適，以強化其效能；在新的一年，各科組將總

結經驗，配合教育的形勢，籌新一個三年發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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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一)：改進課堂教學效能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訂定科本的教學策略與學習

技巧：透過科務會議討論、

觀課分享交流，釐訂策略 

全年 

科任老師共同制訂科本的

教學策略與學習技巧 

參閱科務會議紀錄及科務

手冊 

科主任  

2.初中課程調適：配合編班政

策，精英班需加入延伸課

程，普通班則以核心課程為

主 

全年 

各科訂出延伸與核心課程

的內涵；定期檢視，符合

學生的能力與程度 

參閱教學工作計劃及教學

進度表 

科主任  

3.各科建立教學資源庫，儲存

教學參考資料、工作紙及測

考試卷等，鼓勵教學資源共

享 

全年 

於校內伺服器或科櫃建立

資源庫，同事間互相交流

分享 

科務報告顯示 科主任  

4.定期舉辦學術周，藉活動提

升學生對學習的興趣 全年 

如期推行各項活動，學生

樂於參與 

現場觀察及在科務會議檢

討 

學與教委

員會 

及科主任 

學會活動經

費 

5.加強評鑑性觀課，透過分享

回饋，改進教學技巧 
全年 

藉觀課評估師生互動、提

問技巧、同學表現等 

觀課評估報告 校長 

及科主任 

 

6.參與「優質學校改進計

劃」，協助各科推行共同備

課、同儕觀課、協作教學及

課堂研習 

全年 

同科老師樂於分享教學經

驗，交流教學策略 

課研會議、同儕觀課紀錄

及教學反思 

學與教委

員會 

及科主任 

 

7.加強中五、中七級的課後小

測，藉測驗培養同學的審

題、解題與答題等技巧 

九月至

三月 

公開試及格率貼近或超越

全港平均水平；增值數據

顯示正增值 

參閱公開試的及格率與增

值數據 

學與教委

員會 

及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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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鞏固中、英、數三科基礎，

進行分組教學，為升讀高中

作準備 
全年 

拉近輔導班學生與正常班

學生的成績差異 

分析測驗、考試的成績統

計 

學與教委

員會及

中、英、

數科主任 

 

2.課後支援計劃：初中的拔尖

保底課程、中三系統評估練

習、中四強化班、中五備戰

班、中七應試班等 

全年 

如期開辦各類型的補習

班，學生出席率超逾 80% 

參閱學生的出席紀錄、觀

察學生的表現及其測考成

績 

學與教委

員會及

中、英、

數科主任 

外聘導師 

3.協助學生建立學習目標與學

習信心：制訂《個人學習目

標》小冊子，定期檢視 

全年 

學生於每學段檢視自己的

進步，並作出反思 

查閱學生《個人學習目

標》小冊子 

學與教委

員會 

及科主任 

 

4.各科完成新高中的課程規劃 2008 年

底 

如期完成新高中的課程規

劃 

科務報告顯示 科主任  

5.培養初中學生的獨立專題探

究能力：與全方位學習活動

整合 

全年 

如期完成專題研習各項活

動，產出具一定質素 

科務報告顯示 學與教委

員會及相

關科主任 

 

6.各科參考新高中的評核方式

與內容，並於初中試行評

核，以便同學更易適應新高

中的要求 

全年 

科務會議或科務手冊需有

明確指引 

參閱科務會議或科務手冊 科主任  

7.初中推行小班教學，善用人

力資源進行拔尖保底的工作 全年 

學生每學段成績較去年有

所提升 

分析測驗、考試的成績統

計 

學與教委

員會 

及科主任 

 

 

負責老師姓名：陳泳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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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閱讀學習組周年計劃書(   2008 至 2009  ) 
成就與反思 

本校圖書館在配合教育改革的關鍵項目「從閱讀中學習」和「運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下，自建一個以廣泛閱讀為主題的網上閱讀系統，於

過往四年在學校全面推行。除此以外，07-08 年度中，我們繼續推行各類型書籍分享交流計劃、各項閱讀推廣活動及比賽，我們亦嘗試推行「20

本好書推介計劃」、「閱讀推廣大使計劃」及「讀書王大賽」。 

以下為 07-08 年度推行的各項活動的成就與反思： 

1.1 網上廣泛閱讀計劃 - 「閱讀多 fun」參與率每日平均為 49 人，比較 06-07 年度平均人數下降了 18%。參與人數不斷減少，究其原因為

系統已推行四年，閱讀內容缺乏新鮮感，但製作閱讀材料及構思內容上卻缺乏人手參與；其次是禮品不夠吸引力。根據 07-08 問卷調查

結果顯示，33.3%學生認為參與閱讀多 FUN 系統不能提高對廣泛閱讀的興趣，而只有 22.3%學生認為能夠。在資源分配與效益考慮之下，

來年「閱讀多 fun」系統將暫停推行； 

1.2 學生書籍分享 – 於全校中一至中四合共 780 人中，完成分享比率約為 95%，優良級約 22%，合格級約 88%。效果較往年理想，學生亦

在問卷調查中反映出比較喜歡今年的書籍分享活動。原因是在學年初先安排中六學生分 3 次入班介紹書籍，然後安排每班學生以 3 人一

組分 4 次於班內進行書籍分享。學生投入感增加，個別組別準備功夫不錯。此模式可於 08-09 年度再嘗試。 

1.3 老師書介分享 –根據 07-08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老師書介分享活動很受學生歡迎，亦有不少老師認同書介的成效，來年可繼續推行； 

1.4 星期二之早讀時段，常有學生欠帶書籍，不能參與閱讀，來年可考慮設立班書櫃，提供書籍予學生閱讀； 

1.5 閱讀推廣大使計劃 – 這計劃於今年度首次推行，與中文科合作，組織中六同學成為學校閱讀推廣大使，學期初為他們安排口才訓練工

作坊，於 10-2 月期間安排他們到中一至中四班書籍介紹 1 次。從學生問卷調查中反映，他們的介紹頗受歡迎，明年可再推行； 

1.6 20 本好書推介計劃 –於學期開始，我們便向中一至中四級每級同學重點推介 20 本好書，除了預先購置有關書籍和刊於閱讀手冊外，

更邀請范建梅老師在週會中推介這些好書。從借閱統計數字中，發現這些書籍借閱率均很高。此模式可於 08-09 年度再嘗試。 

1.7 讀書王大賽 – 這活動今年第二年次推行，在 3 月期間利用週會時間進行中一和中二分級讀書王問答比賽，學生頗為喜愛此活動，但考

慮到整個比賽得受惠人數不多，來年度應考慮一些更能推動更多學生閱讀的比賽或活動； 

1.8 學科聯合書展 –於 17/9 至 13/6 期間，學科輪流於圖書館內共 17 次展出書籍及展品，效果不如理想，偕因科主任工作頗忙碌，未能及

時和用心推廣有關書展。來年可考慮每月只邀請一學科書展，由圖書館組織服務生協助一切展覽的工作，期望更有效地推廣學科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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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以上種種，學生的問卷調查反映了他們對閱讀的興趣增加了。綜觀上年度之成就與反思，我們於來年將： 

a) 停辦網上閱讀系統 [閱讀多 FUN(分)]，嘗試搜尋坊間能推廣廣泛閱讀而有新鮮感的網上閱讀系統，以作未來推廣之用； 

b) 推行廣泛閱讀計劃，要求學生一年內完成閱讀十本不同學科書籍，讓科任老師協助評核，提升全校閱讀推廣的質與量； 

c) 設立班書櫃，與學科合作選書，使廣泛閱讀計劃能更順利推行，亦可讓學生可於早讀時有書可讀； 

d) 改變班內以小組推行書籍分享的形式，讓每人有機會獨立地書介，學習演示的技巧 

e) 繼續加強與中文科及英文科合作，組織中六級學生，提升他們的質量，向低年級學生進行書籍分享交流； 

f) 繼續舉辦書商書展、作家講座、閱讀比賽等活動，並安排每位老師在班房向學生分享書籍 1 次； 

g) 加強與學科的合作，每月只邀請一學科書展，由圖書館組織服務生協助一切展覽的工作，期望更有效地推廣學科書籍。 

 

全校關注事項(一)：改進課堂教學效能 

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推廣校內閱讀風氣： 

- 推行早讀計劃 

- 設立班書櫃，與學科合作選書 

- 推行廣泛閱讀計劃，要求學生完成閱讀十本書籍 

- 邀請知名作家主持推廣閱讀講座 

全學年 全校 70%學生按時完成廣

泛閱讀計劃 

製作閱讀手冊作評核

紀錄，統計學生完成

計劃人數 

蔡崇信 

閱讀學習組 

$3000 (書券及

禮品) 

(2)推廣校內書籍分享風氣： 

- 安排中六學生向中四或以下學生介紹書籍 

- 安排中一以小組，中二至中四以個人形式在班內書介 

- 安排每位老師在班房向學生分享書籍 1 次  

- 舉辦班際書介比賽，讓每班最佳書介學生進行級際比賽 

全學年 60%以上的學生喜歡分享

書籍活動；90%學生完成

班內書介活動 

統計各同學完成分享

活動的比率，以問卷

調查的方法評估成效 

蔡崇信 

閱讀學習組 

$1000 (書券及

禮品) 

 

(3) 舉辦學科書展 -加強與學科的合作，每月只邀請一學

科書展，由圖書館組織服務生協助一切展覽的工作 

全學年 50%以上學生曾參觀學科

書展，10%以上學生借閱

學科所展覽的書籍 

統計各同學借閱數據 蔡崇信 $1400 (學科書

展佈置), 

$8000 (協助學

科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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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 二 )：_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度工作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配合新高中課程趨勢，培養初中學

生銜接新高中課程的能力： 

1. 提高初中學生對新高中學習的準

備 

1.1 製作有關「認識通識科」的展

板及專題書展 

1.2 舉辦班內分組書籍介紹 

 

2. 增加「專題研習」專櫃的材料及

書籍 

 

 

 

 

 

12 月 

 

全年 

 

9-4 月 

 

 

 

 

 

 

50%初中學生對通識科加深了解 

90%完成分組書介 

 

 

通識科老師滿意其中的材料及

全面向學生推介 

 

 

 

 

學生問卷 

 

統計參與數據 

 

老師意見調查 

 

 

 

 

蔡崇信 

 

蔡崇信 

 

蔡崇信 

 

 

 

 

 

 

製作展板$200 

 

 

 

購置材料$2,000 

 

負責老師姓名：蔡崇信 



 

 53 

5.3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周年計劃書(   2008 至 2009  ) 
 

成就與反思 

本組的基本精神是向學生提供適切的資料，讓學生認識各種不同的升學及就業途徑，也讓學生對自己的升學及就業潛能作進一步的認識。

此外，灌輸正確的人生觀及價值觀對學生而言是非常之重要的，使同學不會對工作及升學有不正確的態度。透過個人或小組輔導，我們幫

助同學積極面對升學及找尋工作上的困難。最後，我們更希望學生在成長時期的學習過程中懂得明辨是非，貢獻社會。 

 

總結一年的經驗，去年所訂下的目標歸納以下各項重點︰(一)在中三級向同學灌輸不同的升學途徑及升中四的選科原則；(二)向中四及中

五級同學灌輸不同的升學途徑及各行各業的工作環境；(三) 向中六及中七級同學灌輸大學的聯招方法；(四)協助同學申請不同的獎、助學

金。 

 

在向中三級同學灌輸不同的升學途徑及升中四的選科原則向中三級同學灌輸不同的升學途徑及升中四的選科原則向中三級同學灌輸不同的升學途徑及升中四的選科原則向中三級同學灌輸不同的升學途徑及升中四的選科原則方面，這方面的工作尚算滿意。中三畢業的同學的出路主要是兩種︰一是升讀中

三結業生課程；一是升回本校中四。今年只有一位同學參加中三級結業生課程，大部份同學也是升回原校中四，對於中四的選班及選科資

料而言，大部份同學在透過學生週會及家長週會的講座後而對中四科目組合有一定的認識，向老師透露選錯科及選錯班的情況則不算嚴

重。此外，我們亦為同學舉辦了中專文憑課程及應用學習課程，希望同學能對其他升學的出路有更深的了解，並找尋自己有較大興趣及能

力的課程。 
 

在向中四及中五級同學灌輸不同的升學途徑及各行各業的工作環境向中四及中五級同學灌輸不同的升學途徑及各行各業的工作環境向中四及中五級同學灌輸不同的升學途徑及各行各業的工作環境向中四及中五級同學灌輸不同的升學途徑及各行各業的工作環境方面，也是有不錯的效果。從升回原校中六，到舉辦實用科目講座，如

官塘職業訓練中心、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到海外及國內升學及交流生計劃，同學均對自己的前途有一定的理解及認識，故所作出的決定也

合乎個人的需要，這方面也有不錯的成效。 

 

在向中六及中七級同學灌輸大學的聯招方法向中六及中七級同學灌輸大學的聯招方法向中六及中七級同學灌輸大學的聯招方法向中六及中七級同學灌輸大學的聯招方法方面，雖然在下學期的三月開始已向中六同學灌輸升大學的觀念，但大部份同學仍覺得路仍是

很遙遠，沒有主動接觸更多的資訊。故此，我們在試後活動安排了另一次的講座，讓同學了解剛放榜中七同學的成績及所選的課程，讓同

學更投入升讀大學的資訊。我們亦要求同學在暑假期間進入各大學網頁及大學聯招網頁，模擬選擇 25 科，並記下入讀成績，以便在十月底

進行小組輔導之用。希望透過此活動而讓同學在知己知彼的情況下，提升入讀大學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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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協助同學申請不同的獎在協助同學申請不同的獎在協助同學申請不同的獎在協助同學申請不同的獎、、、、助學金助學金助學金助學金方面，類型雖比以往少了，但我們盡量為同學申請，以協助他們渡過在經濟上的難關，讓同學能專心向

學，此方面成效也很大。 

 

展望來年，我們希望讓學生更了解工作上的要求及需要。我們並計劃申請商校伙伴計劃，使學生對畢業後的工作更了解。並透過認識工作

的成績要求、工作態度、所需的語文能力，使同學更認真地學習，發展全人教育。 

 

 

全校關注事項( 二 )：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從本年度升中四同學的選科意

願、獲派班別及選修科等數據中

反映中四課程之適合性，向學校

有關部門反映。 

2) 部門及科目負責人開會討論科目

組合的配搭。 

 

全年 1) 能切合學生的能力和興趣的

科目組合。 

2) 大部分同學在能力及興趣上

均能入讀首志願的班別及科

目。 

 

1) 組內評估。 
 
2) 學生選科調查。 
 
3) 會議中討論 
 
 
 

升就組老師  

1) 探 討 應 用 學 習 課 程 (Applied 

Learning)在 新高中 開 辦的 合適

性。 

2) 繼續舉辦應用學習課程講座，讓

學生更了解。 

3) 就讀同學向來年中三同學分享修

讀的苦與樂、實用性等等。 

 

全年 1) 同學對此類課程有更深的了

解。 

2) 同學申請人數應與本年度相

近。 

 

1) 組內評估。 

2) 同學在出席講座的投入感。 
 
3) 參加此類課程的學生人數。 
 
 

升就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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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輔導組周年計劃書(   2008 至 2009  ) 

成就與反思 

在 2007-2008 年度，為配合全校關注事項（一）：改進課堂教學效能，本組已 

(1) 透過教育局特殊教育組督學及教育心理學家的指導，進一步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同學整理中央檔案資料庫及檢視同學的評估報

告，存於校務處，以紀錄學生的情況、考試調適方法及輔導工作的跟進，以便日後為學生申請公開試的調適； 

(2) 加強與「學與教委員會」的合作，發放「有特殊教育需要」同學的資料予相關的老師，讓老師能作出適切的輔導，並為個別有需要

的同學作考試的調適； 

(3) 繼續與教育局特殊教育組合作舉辦「校本言語治療協作試驗計劃」，由言語及聽覺服務組的督學為有需要的同學提供言語治療服

務，並轉介有需要的同學到教育局特殊教育組接受跟進及治療；又邀請中文科老師進行協作教學，親身示範授課技巧及指導老師，

並接見聽障同學、同學的家長和班主任，以提供適當的輔導； 

(4) 與學校社工合作，為老師舉辦「情緒管理」的講座，以提升老師的認知、教學及輔導同學的技巧；  

(5) 為學校參加了「校本教育心理服務」，來年每三星期便有一位教育心理學家駐校一日，支援學生及老師； 

(6) 替學校申請「中學學習支援津貼」，期望透過「三層支援模式」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 

  在 2008-2009 年度，本組會加強學生課後的支援，鼓勵學長協助照顧有需要的同學，又為個別「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同學編寫「個別學

習計劃」（IEP），並邀請教育心理學家及家長出席個案會議，期望能為同學提供更全面的協助。 

 

  為配合全校關注事項（二）：為新高中學制作準備及過渡工作，本組於本學年已順利完成各項工作，並於每次活動後，提供參與學生的

資料予學生訓育工作委員會，以協助建立學生的學習概覽系統；來年本組將繼續協助學生訓育工作委員會完成此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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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 一 )：改進課堂教學效能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針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

生，定期於午膳作個別輔導及

於課後作小組督導，以提升同

學的學習能力。 

全年 75%同學認為個別輔導及課

後小組督導對他們的學習

有幫助，且同學的學習表

現有改善。 

利用問卷調查同學意見，

並由科任老師或班主任觀

察同學的學習表現。 

輔導員 $1000 

2. 為個別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召開個案會議及編寫「個別輔

導計劃」（IEP），讓相關老

師因應學生需要來進行輔導教

學。 

全年 各相關老師能依據學生的

「個別輔導計劃」（IEP）

來施教。 

檢視學生的「個別輔導計

劃」（IEP）各相關老師的

紀錄和意見。 

謝麗芳、 

輔導員 

 

3. 為新來港學童開設英文補習

班，以協助他們適應及掌握學

習英文的模式。 

第二學

段 

80%同學認為英文補習班對

他們有幫助，且能提升學

習興趣。 

利用問卷調查同學意見。 梁韞璣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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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關注事項( 二 )：為新高中學制作準備及過渡工作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推行各級學生學習概覽(SLP)及

其他學習經歷(OLE) 的工作 

全年 協助學生訓育工作委員會

建立學生的學習概覽系統 

根據教育局的指引，年終

作檢討。 

謝麗芳  

 

負責老師姓名：謝麗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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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活動組周年計劃書(  2008 至 2009  ) 

1. 成就與反思 

 

回顧過去一年，活動組繼續通過學校旅行推廣無污染旅行，並讓學生實踐本地旅遊的不同方式及認識不同的旅遊資

源。這些以級形式的旅行方式需要老師間發揮合作精神及對學生的宣傳和推廣，並需整理每年的資料於下年度給老師作

參考。下年度需跟進统一學生出席旅行的服裝，方便老師辨認學生。 

 

在推動學生參與社區服務方面，活動組每年均安排中四及中六學生協助各非政府組織進行賣旗籌款活動。每年均有

約 260 人次的高中生親身經歷回饋社區。此外，過去十年本校高中生持續每年捐血達 100 人。本校發展校本學生學習概

覽以配合新高中課程發展。過去一年通過修改活動表格內容，改進收集活動數據令學習概覽資料更詳盡。 

 

學校雖然每年都派學生對外參賽，並在體藝發展方面取得良好成績，但因現時投入活動的人手有限，所以在活動種

類及參與數量方面仍有發展空間。下年度學校計劃在中一級發展「一人一體藝」，培養中一學生的興趣及建立歸屬。學

校亦會增加帶領活動的人手，以提升學生參與活動的機會與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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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 一 )：改進課堂教學效能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各活動小組加强帶領活動過程

中與學生互動的自評(包括:常

規、上課要求、教學及提問技

巧、照顧學習差異等)，導師完

成 10 次聚會後向學生發出問

卷並回收作统計 

 
 
 

16/1/09

及 

29/5/09 

1. 教師所設計的問卷必須

包含所列各項。 

2. 兩年內達至 80%教師所

收回的問卷顯示出各項

均能達致一般或以上的

表現,從而增加學生對學

校的歸屬感。 

帶領課外活動教師向學生

發問卷及作反思報告 

各活動導

師 

問卷 

加強活動觀摩探訪  (包括 :常

規、上課要求、學生參與程

度、師生互動、教學提問技

巧、照顧學習差異等) 

 
 

13/10-
24/10 

及 

4/5-15/5 
 

1. 在探訪中，集中評估各

項師生間的互動。 

2. 同學顯得積極，投入。 

觀摩探訪 活動組觀

摩探訪專

責小組 

 

安排觀摩探

訪 

 

透過運用外間資源，引入外間

專業指導(如香港單車聯会會派

出專業教練指導單車活動；專

業舞蹈及音樂導師指導學生技

巧，提升課外活動的效能。 

全學年 1. 老師在學與教方面的理

念得以更新，更貼近專

業去帶領活動。 

2. 老師如何利用課堂去促

進師生互動、增進師生

情感上的交流。 

觀摩探訪 活動組觀

摩探訪專

責小組 

 

安排觀摩探

訪 

 

負責老師姓名：馬伙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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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專業發展組周年計劃書(2008-09) 
 

成就與反思 

在過去的一年，本校為教師專業發展共舉辦十次講座或工作坊合共三十七小時，其中關於學與教的工作坊共 21.5 小

時、關於新高中課程改革共 6 小時、關於學生培育共 3 小時及關於檢討工作共 6 小時，在各次講座及工作坊中，教師十

分投入及積極參與討論各方面的問題，對策劃教師專業發展的工作起正面的回應。 

 

新的一年，為協助新教師盡快適應新環境，有效地投入工作，會安排新教師啟導計劃，幫助新教師了解學校及學生情
況；並會配合學校關注事項，再次舉辦其他有關提升學與教及教師培育發展的工作坊，以增進教師間的交流及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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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一)：改進課堂教效能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教學效能分享會 

透過經驗及成果的分享，增進教

師間的交流及協作空間，提升彼

此的教學效能 

 

 

各學段 

 

 
� 60%教師樂意參與分享會，
教師能透過分享會互相交

流，提升教學熱誠 
 

 

� 教師問卷調查及觀察

教師對分享會的投入

程度 

 

 

專業發展組 

 

 

 

2. 新教師啟導計劃 

協助新教師盡快適應新環境，了

解學校及學生情況，有效地投入

工作 

    

全年 

 

� 每位新同事均獲一啟導教師

作為友伴 

 

� 問卷調查 

� 會議檢討 

 

專業發展組 

 

 

3. 校本教師發展日 

配合本年度關注事項，舉辦有關

提升學與教的講座及工作坊 

    

全年 

 

� 是日活動有助本年度關注事

項的推行 

� 60%同事對活動是正面回應 

� 教師回應表 

� 會議檢討 

專業發展組 

 

 

負責老師姓名：王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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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總務組周年計劃書(2008-09) 
 

成就與反思 

  本校的教室和場地有限，在配合各科組的發展時，須從新檢視現有空間的使用，減少浪費盡量有效運用。 

 

全校關注事項(二) 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成效評估 負責人 所需資源 
配合各科完成新高中的課程規

劃，檢討校舍的設備及空間，支

援各科的發展需要。 

 

全年 配合各科組新高中學科的 
課程改動，建設合適的教
學環境和設備。 
 

各新高中學科的
科主任能順利推
展新高中課程。 

總務組 各科主任提
出規劃，並
由總務組協
助施行。 
 

 

負責老師姓名：陳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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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社區聯絡組周年計劃書( 2008 至 2009 ) 

1. 成就與反思： 
 

在 07 至 08 年度，為我校三十週年校慶，本校部份科組聯同友校舉行培訓班、座談會和聯校

辯論比賽，效果令人滿意。因此，今年我校擬主辦沙田區小學運動攀登培訓班暨挑戰賽和趣味學

科學培訓班，藉此引領同區小學認識本校。 

今年，為配合新高中學制發展，本組增加了家長聯繫的工作，以加強本校新高中課程發展的推

廣，增加家長對有關措施的認識。而組織跨境文化交流團、小學運動攀登培訓班暨挑戰賽和趣味學科

學培訓班等工作，亦能增加同學的視野和服務社區的機會，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而今年校方將透

過<每月通訊>，將本校在新高中課程的發展向社區人士及區內小學介紹。新的工作安排和新的成員組

合，相信在大家的互相扶持，今年一定是社區聯絡組豐盛富足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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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校關注事項(二)：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聯同<運動攀登組>及科學科，主辦《沙

田區小學運動攀登培訓班》及《趣味學

科學培訓班》，以增加同學的視野和

服務社區的機會，豐富學生的學習經

歷。 

11/2008

至

12/2008 

 

 

成功舉辦培訓班及安排本

校同學參與服務工作 

 

學生能投入參與活動 

程序表、會

議紀錄 

 

學生問卷檢

討 

組長及組

員三人 

 

2.聯絡校內各科組，編輯《每月通訊》、

《中學概覽》及《學校簡介》內容，加

強介紹本校在新高中課程的發展。 

全年 

 

 

完成工作 

 

各科組大致滿意有關工作 

 

紀錄文件及

會議檢討 

 

各科組意見

調查 

全體組員 

 

 

3.組織跨境交流團及接待校外來賓，擴闊

同學的視野，進行多元化的學習。 

金年 

 

完成工作 

學生能投入參與活動 

程序表 

工作流程 

參與者回饋 

全體組員  

負責老師姓名：  馬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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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資訊科技組周年計劃書(2008 至 2009) 

成就與反思 

    

本校多年來積極發展資訊科技教育，為了讓同學能有效地應用互聯網及內聯網學習，本校已於全校課室、圖書館、

各教員室、校務處及特別室鋪設電腦網絡接點共 450 個，以供 450 台電腦接上互聯網及內聯網，全校共有 18 台伺服

器，為全校網絡及電腦提供服務。我們的電腦學會及 IT 服務生為同學進行定期的訓練及支援，同學積極參與學校網頁

的設計，為學校網頁增添不少生氣。電腦學會的同學更學以至用，參與學校的網絡建設，把理論與實踐結合。 我們於

2001 年 7 月完成教育署所指定的 BIT、IIT 及 UIT 個人教學概覽; 另有兩位老師於 2002 年 10 月完成 AIT 培訓。 我們

過去積極組織聯校 IT 會議，在 2000 年 6 月舉辦 IT 實戰經驗交流日，2001 年 6 月舉辦 IIT/UIT 成果分享交流日，藉著

經驗分享及交流，推動本港資訊科技教育發展。本校各科均積極利用資訊科技協助教學﹐因此 我們獲優質教育基金撥

款，發展多個優質教育計劃，這些計劃包括資訊科技統籌員(1998-2004)、多媒體教學中心(1999-2000)、Cisco 網絡班

(1999-2001)、創藝綜合實驗室(2000-2002)、千禧多媒體教室(2000-2002)及電腦輔助學習中心 2(2005-2006)，使本校

的資訊科技教學得以進一步發展。 

然而本校亦有多項可加強及改善的資訊科技項目。 本年度我們校園電視台將會努力製作高質素的節目，讓師生及

家長一同分享學校的生活片段。 在配合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方面，我們會建立有系統及全面的學習評估制度，

推行學生學習概覽(SLP)及其他學習經歷(OLE)紀錄電子平台。 

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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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 二 )：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改善資訊科技設備 

� 改善課室投影機，添置適

量的實物投影機，嘗試使

用 Smartboard 電子白板 

 

2008/9 

至

2009/6 

� 成功加添資訊科技設 
備，並培訓教職員如何   

使用 
                   

� 是否按計劃完成 

� 年終檢討報告 

陳才源 

蔡嘉榮 

梁榮輝 

 

 

約$100,000 

2. 發展校園電視台 

� 增加直播和錄播的時間 

� 協助各組別製作宣傳短片 

� 加強學生的培訓 

 

2008/9 

至

2009/6 

� 增加直播和錄播時間至 

每星期兩次 

� 協助各組製作宣傳片 6 

套 

� 進行學生培訓班 2 次 

 

� 各項目是否按計劃完成 

� 影片的質素 

� 師生對影片的意見 

� 學生對培訓班的意見 

葉志康 約$50,000 

3. 推行學生學習概覽(SLP) 

� 建立學生學習概覽(SLP)

系統的資料輸入程序 

� 為教師和首批新高中的學

生提供應用講座 

 

2008/9 

至

2009/6 

� 成功建立學生學習概覽 

 (SLP)系統的資料輸入

程序 

� 成功舉行學生、老師和 
 職員的簡介會 

� 是否按計劃完成 

 

陳才源 

梁榮輝 

尹嘉麗 

蔡崇信 

-- 

 

負責老師姓名：陳才源，蔡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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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中文科周年計劃書( 2008  至 2009  ) 

1. 成就與反思 

預科方面，要正視學生的學習態度，特別是Ａ班的要求。本年度高考，學生在口試中，表現仍然較佳，Ａ級考生達

21.4%，Ｃ級以上的考生達 41.1%，表現較佳。學生連續多年在口試中有好表現，與中六及中七兩級進行模擬說話考

試，讓學生對公開考試有充足的認識有關係。 

  照顧學習差異方面，在初中能參考過往的經驗，學生的成績略有進步。而中四級，因要應付公開考試，課程要求統

一，彈性較少，成績稍遜學生在提升成績方面有待改善，下學年對學生的要求須作調適。 

  新會考課程，經過了三年的施教及兩年公開試的洗禮，大致掌握其方向，會要求學生掌握每篇的主旨及內容大要。

此外，本年於課後要求學生進行模擬卷練習，效果不錯，來年可繼續施行。至於校本評核，本年雖不將分數計入會考成

績內，但進行順利，預計來年可以沒有問題地進行。 

  本學年在中三級進行集體備課，在教材釐訂和教學方法交流上有效用，在新的學年，仍會繼續集體備課。 

  來年會與英文科和普通話科合辦語文周活動，希望能藉活動提升學生對學習本科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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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一)：改進課堂教學技能改進課堂教學技能改進課堂教學技能改進課堂教學技能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訂定科本的教學策略與學習

技巧，增強學生的說話能

力，要求學生能掌握篇章的

主旨和內容大要：透過科務

會議討論、觀課分享交流，

釐訂策略。 

 

全年 

 
 

科任老師共同制訂科本的

教學策略與學習技巧。 

參閱科務會議紀錄。 科主任 

 
 

 

2. 初中課程調適：配合編班政

策，設立核心、延展課程。

延展課程方面，每一單元加

至少一篇導讀篇章，使學生

對單元重點能多了解。 

 

全年 能訂出延展與核心課程的

內涵；定期透過分級會議

作檢視，符合學生的能力

與程度。 

 

參閱教學工作計劃及教學

進度表。 

科主任 

 

 

3. 在內聯網建立教學資源庫，

儲存每一單元的教材，包括

教學參考資料、工作紙及測

考試卷等，鼓勵教學資源共

享。 

 

全年 於校內伺服器建立資源

庫，同事間互相交流分

享。 

 

察看內聯網資源庫及同事

間的分享。 

 

科主任 

 

 

4.與英文科和普通話科合辦語

文周，藉活動提升學生對學

習的興趣。 

二月 

 

如期推行各項活動，學生

樂於參與。 

 

現場觀察及在科務會議檢

討 

 

科主任及

枓任老師 

學會活動經

費 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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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5. 加強評鑑性觀課，講求教學

互動，學生樂於參與，透過

分享回饋，改進教學技巧。 

 
 

全年 

 

藉觀課評估師生互動、提

問技巧、同學表現等。 

 

觀課評估報告 

 

科主任  

6. 中五、中七級於課後舉行應

試活動，進行模擬卷測驗或

小測，藉此培養同學的應試

技巧及了解自己的能力。 

 

九 月 至

三月 

 

公開試及格率高於全港平

均水平；增值數據顯示正

增值 

參閱公開試的及格率與增

值數據 

科主任及

任 教 中

五、中七

級老師 

 

 

 

全校關注事項(二)：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鞏固初中學生中文科的基

礎，要求學生能掌握每篇的

主旨、內容大要及基本單元

知識，為升讀高中作準備。 

 

全年 拉近輔導班學生與正常班

學生的成績差異。 

分析測驗、考試的成績統

計。 

科主任  

2.課後課程支援：初中舉辦拔

尖保底課程，鞏固同學的基

礎，增強尖子的自信；中三

級舉辦全港性系統評估應試

班；中五及中七級於課後加

全年 

 

如期開辦各類型的補習

班，學生出席率超逾 80%。 

 

參閱學生的出席紀錄、觀

察學生的表現及其測考成

績。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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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應試活動。 

3. 協助學生建立學習目標與學

習信心：制訂《個人學習目

標》小冊子，要求學生訂立

自己對中文科的學習目標和

要求，定期檢視。 

 

全年 

 

學生於每學段檢視自己的

進步，並作出反思。 

查閱學生《個人學習目

標》小冊子。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4. 完成新高中的課程規劃，確

立開辦的選修單元及安排老

師修讀有關課程。 

 

2008 年

底 

如期完成新高中的課程規

劃。 

 

科務報告顯示。 

 

科主任 

 

 

5. 參考新高中的評核方式與內

容，並於初中試行評核，以

便同學更易適應新高中的要

求。並於中三級下學期試教

新高中部分選修單元，藉此

了解學生對新課程的適應情

況。 

 

全年及

2009 年

4 月後 

科務會議指引。 參閱科務會議及學生成

績。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負責老師姓名：招文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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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普通話科周年計劃書( 2008  至 2009  ) 

1. 成就與反思 

檢討全年工作檢討全年工作檢討全年工作檢討全年工作 
 

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 (一一一一) 改進課堂教學效能方面改進課堂教學效能方面改進課堂教學效能方面改進課堂教學效能方面：：：： 
 
(1) 本科課程核心內容 (每級 8 課基礎篇章，三份粵普對照工作紙) 及延展內容 (情景說話、語音知識)。A、B 班加強語音教學、說話練

習。C-E 班加強粵普對照、朗讀教學，讓能力差異的學生盡力達致可及的要求。因此，教師已達成共識，此策略會在來年繼續進行。

可是由於普通話課節少，每個巡環周只有 1-2 節，多集中教授課本內容，故學生興趣不太大，而學生最感興趣的是視聽練習。因此，

來年的練習要作適當的調配，盡量加入視聽練習，尤其中二級每周有兩節課，可適量加入遊戲形式的聽說練習，以配合學生所需，提

升課堂的趣味性，從而提高學生的普通話聽說能力。 

 

另方面學生的口語能力普遍較低，盡管老師鼓勵同學多說，敢於說普通話，但課堂上主動說話，回答問題的同學不多，(A、B 班稍好

些)，來年教師要多給同學正面的鼓勵和讚賞，增加同學說話訓練的機會，希望加強他們學習的自信心，提高對學習普通話的興趣。 

 
 

(2) 活動與比賽方面 

(a) 普通話周於 4 月進行，全體同事盡心盡力，得以順利完成。五天的點唱反應熱烈，兩天的「粵普對照」和「普通話對答」每天 50

多人參加，兩天的普通話電影欣賞座無虛席，訪問老師活動效果良好。 

(b) 2A 及 3A 班 7 位同學參加了語常委主辦的「香港任我行」普通話大使培育計劃活動，取得了證書，得到主辦機構好評。 

(c) 參加香港校際朗誦節，我校普通話集誦獲優異奬。獨誦 5 人獲優良、優異獎。 

(d) 我校兩位同學參加了 2008 年香港中學普通話演講比賽，3B 班林俊雨同學獲優異奬。 

(e) 下學期初中各班選派了同學參加本校普通話朗誦比賽，評出 8 名普通話朗誦優良同學，準備培訓參加下學年香港中小學朗誦節比

賽。 

(f) 每周星期四的粵普對照，同學大多數表現佳，態度認真，但有個別班的同學準備不足，下學年要加強訓練。 

 

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 (二二二二) 為新高中準備及過渡工作為新高中準備及過渡工作為新高中準備及過渡工作為新高中準備及過渡工作：：：： 
 

去年 A、B 班有教授語音知識，但只作階段性評估，本學年為銜接新高中普通話選修單元課程，加強了說話和語音教學。Ａ、Ｂ班的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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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筆試卷也加入了語音內容。從考試可見 A、B 班普通話口語和語音知識漸見進歩，但有些同學表現仍未夠理想，因此，來年 A、B 班要繼

續加強說話和語音知識的練習，讓同學打好基礎，更好地銜接新高中課程。 

 

此外，要改進課堂教學的技巧，適應學生的需要，適當加入遊戲及視聽練習，鼓勵同學多說普通話，敢於說普通話。能力差的同學回答

問題時若未能用普通話表達，亦可准許先用廣東話回答，再引導同學轉譯為普通話回答，也可引導同學把長句拆開用幾個短句回答。 

 

透過全年檢討，本科來年工作，將會配合學校的關注事項，繼續推行可行的大部份的策略，努力提高教學技巧，增強同學的自信心和學

習普通話的興趣。 

 
 

 

全校關注事項(一)：改善課堂教學技能改善課堂教學技能改善課堂教學技能改善課堂教學技能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修訂科本的教學策略與學習技

巧：透過科務會議討論、觀課

交流，釐訂策略。  

 
 
 
 
 
 
 
 
 
 
 
 
 
 
 

全年 

 

 

 

 

 

 

 

 

 

 

 

 

 

 

 

 

(1) 健全課堂常規，同學上課

要帶備課本、補充教材(粵

普 對 照 工 作 紙 等 ) 、 練 習

薄。遵守課堂紀律，用普

通話大聲朗讀、大膽說普

通話、認真做練習、積極

用普通話回答問題。 

(2)  加 入 視 聽 練 習 及 普 通 話

遊 戲 形 式 ， 以 提 升 學 生

學習普通話的興趣。 

(3)  鼓 勵 同 學 敢 於 說 普 通

話 。 學 生 回 答 問 題 時 若

未 能 用 普 通 話 表 達 ， 亦

可 准 許 先 用 廣 東 話 回

答 ， 再 引 導 學 生 轉 譯 為

普通話。 

科務會議紀錄及科務手冊 

 

 

 

 

 

 

 

 

 

 

 

 

 

 

 

 

科 主 任 及

各 級 聯 絡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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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初 中 課 程 調 適 ： 設 有 核 心 課

程、延展課程。 

 

 

 

 

 

 

 

全年 

(4) 聆聽、視聽練習主要是訓

練 學 生 聆 聽 普 通 話 的 能

力，設計的工作紙要根據

學生的能力，問題要簡單

直接。 

 

根據學生能力與程度，重點提

升普通話的聽、說和粵普對譯

能力。核心課程為課本基礎篇

章，每學年 8 課，重點是朗讀

和粵普對照。延展課程為說話

和語音知識，每課須加入說話

和基本的語音知識練習。各級

需於每單元定期檢視。 

 

 

 

 

 

 

參閱教學工作計劃及教學進度

表 

 

 

 

 

 

 

科 主 任 及

各 級 聯 絡

人 

 

 

 

 

 

 

 

 

 

 

 

 

 

 

 

 

 

3. 建立教學資源庫，儲存教學參

考 資 料 ， 工 作 紙 及 測 考 試 卷

等，共享教學資源。  

 

全年 

 

 

  

各級工作紙、測驗、評估、試

卷要存入校內伺服器普通話科

資源庫，教材參考書及光碟會

放在科櫃，同事間互相交流分

享。 

科務報告顯示 

 

 

 

科 主 任 及

各 級 聯 絡

人 

 

 

4. 積極支持配合學校舉辦的學術

周，藉活動提升學生對普通話

學習的興趣。  

語文活動

周期間 

協助語文活動周，舉辦普通話

活動項目。培訓普通話大使。

鼓勵同學積極參與活動。 

現場觀察及在科務會議檢討 科 主 任 及

科任教師 

 

 

5. 進行評鑑性觀課，透過分享回

饋，改進教學技巧。  

全年 藉觀課評估師生互動、提問技

巧及同學表現等。 

 校 長 及 科

主任 

 

6. 參與「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推行共同備課，同儕觀課，協

作教學及課堂研習。  

全年 各級每單元共同備課一次，分

享教學經驗，交流教學策略。  

共同備課、同儕觀課紀錄及教

學反思。 

科 主 任 及

科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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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完成新高中的課程規劃。 

 

2008 年底 協助中文科完成新高中普通話

選修單元的課程規劃 

科務報告顯示 科主任  

2. 參考新高中普通話選修單元的

評核方式與內容，於初中試行

評核，以便同學更易適應新高

中的要求。 

全年 於科務會議及科務手冊有明確

指引 

參閱科務會議及科務手冊 科主任  

 

負責老師姓名：馮德賢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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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NG YUK SECONDARY SCHOOL 

ENGLISH DEPARTMENT 

PROGRAM PLAN FOR ENGLISH DEPARTMENT 08 – 09 

FORM A – SCHOOL MAJOR CONCERN 

Achievement and Reflection: 

This year is the second year for us to realize the objectives of the school major concern items in the 3- year plan: enhancing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classroom and the preparation for the new senior secondary curriculum.  From the 

questionnaires we issued to teachers and students, we found that there was a 9% progress in students’ feedback towards 

classroom desirable behaviour.  A 16.4% progress in teachers’ feedback towards classroom desirable behaviour was also 

found.  Although there was still a discrepancy rate of 25% between the figures of teachers’ response and students’ response 

towards the desirable classroom behaviour, we can still perceive a positive picture of continuous progress, approaching the 

goal we set.  This is further confirmed by the above average performance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when they were observed 

the lessons by the principal and the panel chairpersons.  A few target items to be achieved in classroom learning and 

teaching are included in the new departmental year program next year.  Teachers will strive to work this out more 

satisfactorily with the students then.  As stated in our year program to be our goal this year, we achieved greater progress in 

teachers’ participation in the NSS training programs this year.  Yet, owing to the limitation of vacancies allocated to each 

school, we still need to make use of the chances of next year’s offer of the EDB of such training programs.  Our target next 

year is that all senior form teachers completing all basic and elective training programs.  Meanwhile, junior form teachers 

will start to enroll and we hope that they will finish their training by August 2010.  For the drama program in junior forms, 

we have explored a new service provider, hoping that the situation can be improved next year. The pace of NSS preparation 

will be speeded up in the next year.  All preparation will be finished by the 2nd term of next academic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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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chool major concerns:  

1. To enhance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classroom 

2. Preparation for the new Senior Secondary Curriculum 

 

School Major Concern 1: 

To enhance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classroom  

Objectives Expected 
results 
 

Strategy / Work  Success Criteria Method of 
evaluation 

Resources 
required 

Teacher 
responsible 

1.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skills for all 
junior form 
students so that 
they can cope 
with senior form 
curriculum with 
confidence. 

Students, of 
whatever 
ability and 
foundation 
find 
themselves 
more 
confident and 
more capable 
than before as 
the four skills 
in English is 
concerned. 

1. There is a 
complete 
overhaul of the 
junior 
curriculum and 
assessment and 
the 
modification of 
daily practices 
to go along with 
it.  

1. Students can fulfill 
the language 
requirements laid 
down in the 
departmental 
curriculum guidelines 
in each form upon 
completion of the 
form in each year. 
This is just like 
scaffolding as well as 
quality control in 
business world, or 
benchmark in the 
academic world. 

1. Students’ 
attainment 
level in the 
summative 
assessment 
each year. 

2. Students’ 
daily 
performance 
inside and 
outside 
classroom 

3. Students’ 
confidence 
and 
avoidance 

 All junior form 
te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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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 to the 
language 
shown 
through their 
attitude 
towards the 
subject and 
subject 
activities. 

2. To further 
enhance the 
quality of 
classroom 
teaching 

 

The less well- 
achieved 
desirable 
classroom 
behaviour has 
to be enhanced 
by all English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he 
coming year. 

Collaborative 
effort in lesson 
planning,  
frequent formal 
and informal 
exchange and 
sharing of 
successful 
strategies, 
activities, 
management, 
etc so as to 
raise the quality 
of the 
classroom. 
 

The following 
desirable classroom 
behaviour is 
commonly  and 
naturally found in the 
classroom: 
a. students can 

answer teachers’ 
questions naturally 
and spontaneously 
in completed 
sentences. 

b. Students have lots 
of opportunities to 
express, listen, 
talk and work 

Student and 
teacher 
questionnaire, 
students 
become more 
interested and 
engaged in 
class,  
students show 
their 
confidence, 
ownership of 
learning 
through their 
daily 
performance in 

 All teachers in 
the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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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planning 
initiatives with 
IEd experts  in 
S1 and some 
other junior 
forms.  
 
 
 
 
 
 
 
 
 
 
 
 
 
 
 
 
 
 
 
 

interactively in 
English during the 
class. 

c. Teachers praise 
students wisely 
and abundantly 
when they deserve 
so.  

d. Teachers try to 
avoid using mixed 
codes as far as 
possible if 
situations allow.  

e. Teachers have to 
make effort to 
require students to 
hand in homework 
punctually. 

f. Teachers try to 
empower students 
in class and 
enhance their 
ownership of their 
learning by 
respecting their 
choices, if sensible 

their work, 
especially in 
writing and 
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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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ossible.  
 
 
 

3. To establish 
the resource 
bank so as 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sharing and 
collaboration
.  This is cost 
effective too. 

 

All teachers in 
the 
Department 
have the habit 
of sending the 
materials they 
have designed 
to the subject 
folder for 
sharing and 
exchanges.  A 
even better 
practice is to 
invite 
colleagues to 
refine it for 
catering to 
specific needs 

This should be 
a departmental 
policy strictly 
monitored at 
the beginning 
stage.  Clear 
and solid 
procedures and 
pathway have 
to be provided 
to new 
colleagues.  
This part of the 
work 
contributed by 
colleagues will 
be counted in 
the annual 

All colleagues get 
used to the practice 
and treat it as part of 
their daily work. 

Regular 
monitoring of 
the subject 
folder on 
material design 
by the panel 
chairperson. 

 All teachers in  
the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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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tudents. appraisal. 
 

4. To organize 
language 
week and 
regular mass 
activities to 
rais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students in 
activities is 
greatly 
boosted, 
including the 
number of 
students and 
the quality of 
participation. 

Besides subject-
based activities, 
there are cross-
curricular 
functions as 
well so as to 
integrate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put to use their 
knowledge in 
different 
disciplines.  

Smooth cooperation 
in cross-curricular 
activities, enjoyable 
experiences for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high 
participation rate and 
quality engagement 
in the process. 
 
 
 
 

Tally of 
participants in 
each function, 
inviting 
students and 
teachers to give 
feedback on 
activities by 
making use of 
journals and 
sharing in class 
and meetings.   

 All teachers 
and students 

5. To enhance 
the present 
departmental 
reading 
policy and 
make it in 
line with the 
school 
program.  

Students’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exposure 
to other 
cultures are 
obviously 
enhanced. 
Students 
acquired and 

1. S6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act as 
reading 
ambassadors 
to promote 
and share 
the reading 
experiences 
with all 

50% of the students 
in all forms have their 
interest in reading 
aroused in the first 
year. 
Students come to 
realize that reading 
English books, to 
students, is not a 
torture. 

The reading 
record each 
student keep for 
their own in the 
reading scheme, 
Students’ 
sharing in class 
/journal, their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in 

 All teachers in 
the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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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zed the 
enjoyment of 
reading 

other fellow 
students 
through the 
video 
broadcast in 
the NY 
Channel. 

2. Activities 
promoting 
reading  will 
be organized 
during the 
Language 
Week, 
including an 
assembly 
inviting all 
teachers to 
do the 
sharing.  

3. Students 
have to read 
at least 3 
English 
books on 
their own in 

They are exposed to 
current affairs 
through reading the 
newspaper in English 
and form a habit of 
doing so.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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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on to 
their class 
reader. 

4. Book fair 
will also be 
organized. 

6. Action 
research in S1  

Colleagues 
grasp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analyze 
students’ 
weaknesses in 
specific areas 
and devise 
strategies to 
help them 
improve on 
their 
weaknesses.  

An expert team 
from Institute 
of Education is 
to be invited to 
come for the 
following 
service 
a. consultation 
service 
b.class 
observation 
service. 

Colleagues can make 
use of what they have 
learnt in subsequent 
years to solve the 
puzzles they have in 
their daily work, like 
designing appropriate 
tools to diagnose 
students’ weaknesses 
and formulate good 
strategies and 
methodology to help 
students learn. 

The outcome of 
the action 
research to be 
tools and aid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in the 
respects 
concerned, 
colleagues’ 
sharing and 
feedback, their 
decision to go 
on doing this or 
making use of 
skills learnt for 
advancement in 
the future, etc. 

 Colleagues in 
S1 

 

 



 

83  

School Major Concern 2 

Preparation for the new Senior Secondary Curriculum   

Objectives Expected 
results 
 

Strategy / 
Work  

Success 
Criteria 

Method of 
evaluation 

Resources 
required 

Teacher 
responsible 

1. The 
framework and 
all the detailed 
arrangements  
of NSS 
curriculum and 
assessment are 
finished. 
 

The logistic 
arrangements 
on 
departmental 
and school 
level will be 
ready and well 
worked out. 

Timetabling, 
student 
grouping, 
teacher 
arrangement 
of electives 
taught, etc. 

Everything 
arranged to the 
satisfaction of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Everything 
are ready and 
systematically 
arranged   

The support of 
the school 
academic team 

Hannah, Janice  
- co-

ordinato
rs 

All other 
colleagues 
involved 

2. All senior  
form teachers 
have completed 
all training in 
the NSS 
curriculum 
while junior 
form teachers 
have completed 
  70% of the 
NSS training. 
They have to 

All senior form 
teachers have 
to be well 
prepared and 
perfectly ready 
to teach the 
NSS electives 
as well as the 
Diploma exam 
in the senior 
forms 

The scheme of 
work and 
teaching 
materials for 
all the 
selected NSS 
electives are 
all ready for 
use before 
summer 
holiday   

All teachers 
concerned are 
happy with the 
preparation of 
the NSS 
schemes and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hey are ready 
to prepare the 
curriculum 
during summer 

The scheme 
of work for 
NSS 
electives, the 
corresponding 
teaching 
materials 
available and 
given to all 
colleagues 
concerned 
after they are 

 All teachers 
concerned 



84 

complete their 
training by 
2010.  

holiday. examined and 
fully 
discussed by 
the work 
group. 

3. Preparation 
of NSS in the 
junior forms by 
incorporating 
some of the 
elective 
modules in 
junior forms, 
e.g. drama, 
short stories, 
films, social 
issues, etc.  

To familiarize 
students, from 
junior form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senior 
form 
curriculum and 
assessment so 
that it will be 
easier for them 
to adapt 
themselves to 
the NSS 

Some 
elements of 
NSS and 
SBA, as well 
as TSA a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junior 
curriculum 
strategically 

Students are 
confident of 
coping with 
both the core 
curriculum as 
well as the 
elective 
modules when 
they study in 
senior forms. 

Daily 
classroom 
verbal 
feedback to 
teachers and 
sharing in 
their journal 
or written 
assignments. 

 All teachers in 
senior forms 

Prepared by Hannah Ng Yuk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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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數學 科周年計劃書(2008 至 2009) 

成就與反思 
成就﹕ 

1. 本科在初中三級對學能稍遜的同學進行小班教學、課程調適，於照顧學習差異方面有一定的優勢。 

2. 全校各級在課程調適方面，已累積一定的材料和經驗。 

3. 在評核方面，已有少許經驗，進行多元化的評估。 

 

反思﹕ 

1. 老師的同儕交流方面仍可提升，包括教材、教學法等，期望能提高教學效能。 

2. 如何減少同學們對學習數學的恐懼、提高同學們對數學學習的興趣，是我們的難點。盼能透過數學學會的軟性活動可以稍為突破。 

3. 透過照顧分數在合格邊緣的同學，提升他們的自信心和各級的合格率。 

 

全校關注事項(一)：改善課堂教學技能改善課堂教學技能改善課堂教學技能改善課堂教學技能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中一或中三級進行課堂研習 

 
 

2. 中一至中五級各任教老師自選一

課題設計教材套與同事分享 

 

3. 加上教師在學與教方面的自評 

全年選一

個課題 

 

全年選一

個課題 

 

上下學期

各一次 

任教老師感到效果比前大及學

生在學習上反應良好 

 

任教老師感到分享的喜悅及施

教較前順暢及豐富 

 

在所收回的問卷中顯示能達致

一般或以上的表現 

任教老師檢討報告及學生問卷 

 
 

任教老師回饋報告 

 
 

教師教學問卷及反思報告 

中一或中三

級任教老師 

 

所有數學科

老師 

 

所有數學科

老師 

共同備課節 

 

全校關注事項(二)：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調節初中課程及教學策略，以培

養學生銜接新高中課程的能力 

 

全年 能設計相關課材，配合新學制

高中科目課程。 

 

科務會議 初中級任教

老師 

 

負責老師姓名：黃智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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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科學科 周年計劃書 (2008 至 2009)  

 

成就與反思 

 

 

為配合 2009-2010 年度新高中學制的 SBA(校本評核)，科學科在中一至中三級已引入實驗評核作平時分，效果良

好，學生十分投入做實驗，這可令評核多元化，今年度會繼續強化這措施。另外，去年老師已加入非實驗評核的部分

(例：課堂表現、家課表現、小測分數等)，學生反映這樣他們學習時會更認真和投入，所以今年度也會繼續強化這措

施。而去年理科老師檢視「新高中學制」與初中科學在各方面的銜接性後，建議可在初中科學強化實驗評核和課外文章

閱讀，所以今年本科將增加各級課外文章閱讀工作紙的數量。 

 

本科著重共同備課。任教老師會輪流主持每大課題的備課工作坊(或稱為科學科分級會議)，簡報書內各實驗及 

附加實驗的教學重點，及其他有關安排。這不但可有效地執行照顧學生學習的措施，亦可增加實驗的安全性。去年主力

在中二級，今年會擴至中三級。 

 
此外，本科的聯課活動及專題研習已步入成熟階段，為了集中人力資源及營造一個良好的科學學習環境，科學科會

在今年舉辦的「科學週」專題活動，並邀請物理科、化學科及生物科協助。「科學週」可增加學生對學習科學的興趣。 

 

最後，本科會積極配合在「新高中學制」中各理科科目的發展，並繼續在今年聖誕及暑期舉辦「小學生科學興趣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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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一)：改進課堂教學效能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加強中三級共同備課， 

提升教學質素。任教老師輪

流主持每大課題的備課工作

坊(或稱為科學科分級會

議)，簡報書內各實驗及附

加實驗的教學重點，及其他

有關安排。這不但可有效地

執行照顧學生學習的措施，

亦可增加實驗的安全性。 

全學年 1.共同備課後，各老師都清

楚其教學內容，並一致執

行 

2.在教案中不同的教學策

略，如互動學習活動等去

提升學習興趣和效能。 

1.用問卷給同學，作教學

評估。另外科主任透過觀

課及習作閱覽可了解各教

師的教學情況 

2.同儕觀課紀錄 

3.教案 

  

科主任、中

三級聯絡人 

 

  

 ------- 

2. 照顧學習差異— 拔尖保底 

(a) 成績較佳班別 

(i) 多做作業的挑戰自己部份 

和額外工作紙 

(ii)老師會教授核心課程和延 

展課程 

(iii)老師會教授一些重要的科

學英文名詞 

(b)一般班別只完成核心課程，

並要求學生多寫有關的科學

生字及句子  

全學年 1. 完成有關的工作。 

2. 成績佳的班別每次考測

的合格率可達約 75%或以

上 

1. 從小測、統測和考試中

學生的表現及統計數據

作評估 

2. 從家課中學生的表現作

評估 

 

科主任、 

任教老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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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3. 製作各級的「科學科學習

概覽冊」，當中內容包括實驗

評估工作紙、科學探究工作

紙、課外閱讀工作紙、全級統

一測驗、自我學習反思工作紙

等。 

全學年 1. 完成有關的工作。 

2. 教師及學生都認為此學

習概覽冊有助提升學習效能 

1.從學生的習作表現作評

估 

2.任教老師對此學習概覽 

冊的內容及使用作反思 

科主任、 

任教老師 

 ------- 

4. 舉辦的「科學週」專題活

動 

上學期 1.活動數量上要達標(最少

4 個相關活動/比賽) 

2.參與活動的總人數要多於

300 人 

1.從學生的活動表現作評

估 

2.用問卷給同學作評估 

科主任、所

有理科老師 

 ------- 

 

全校關注事項(二)： 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深化校本評核制度

(SBA)，包括實驗評核及非實

驗評核，以配合來年的新高中

要求。 

全學年 實驗評核及其他習作、小

測等都全部計入平時分 

1.達到科務會議上定立的 

  特定數量 

2.用問卷給學生作評估 

  

任教老師  

 

 -------- 

(2) 安排本科老師參加「新高

中學制」各理科科目及通識科

的培訓課程 

全學年 今年內可成功安排所有本 

科老師參加基本的培訓課 

程。 

數量上要達標 

 

  

科主任  

 -------- 

(3) 增加各級課外文章閱讀工

作紙的數量 

全學年 各級學生要完成指定數量

的工作紙。 

數量上要達標  

 

科主任及 

任教老師 

 

 -------- 

負責老師姓名：馮漢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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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化學科 周年計劃書 (2008 至 2009)  

成就與反思 

 
為配合 2009-2010 年度新高中學制的 SBA(校本評核)，化學科在中四及中五級已引入實驗評核作平時分，效果良

好，學生十分投入做實驗，這可令評核多元化，今年度會繼續強化這措施。另外，去年老師已加入非實驗評核的部分

(例：課堂表現、家課表現、小測分數等)，學生反映這樣他們學習時會更認真和投入，所以今年度也會繼續強化這措

施。 
 

為了集中人力資源及營造一個良好的科學學習環境，化學科會全力協助來年由科學科舉辦的「科學週」專題活動。 
 

此外，本科的聯課活動及專題研習已步入成熟階段，例如本科已有四年帶領學生往城門河作環境及水質考察的專題

研習經驗。在這些考察中，學生都覺得十分有趣和有用。另外，去年舉辦的「中五級化學品分析大賽」及「中七級化學

品分析大賽」十分受學生歡迎，此活動可增加學生對學習化學的興趣。 
 

對於本科今年的重點關注事項方面，因為去年(2008)高考化學科的成績表現一般，任教老師會更新中六及中七 

級 AL 化學的習題工作紙，以達致較理想的教學效能。另外，老師會檢視去年自訂的中四及中五級會考化學科實驗工作

紙，以更有效地輔助學生的學習。最後，老師會深化化學科的校本評核制度(SBA)，以為來年新高中作最後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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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一)：提升課堂教學效能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檢視去年自訂的中四及中

五級會考化學科實驗工作紙，

以更有效地輔助學生的學習。 

 

全學年 老師和學生覺得做實驗有 

趣、流暢及可輔助學習 

1.用問卷給同學作教學評

估。 

2.觀察學生做實驗時的反

應。 

 

中四及中五

級任教老師 

 

 -------- 

(2) 再更新中六及中七級 AL

化學的習題工作紙。 

 

全學年 學生覺得工作紙可輔助學

習，並可把知識溫故知

新。 

 

1.從學生的家課表現作評 

估。 

2.中七公開試合格率和全

港合格率相若 

中六及中七

級任教老師 

  

 -------- 

(3) 支援學生學習策略： 

對成績後進的中五及中七學生

進行額外的訓練(例：做額外

的基礎練習、課後補課等)。

另外，中五及中七都會分別最

少進行一次模擬畢業試。 

上學期

考試後 

學生覺得這些措施可幫助

他們重拾學習此科目的自

信。 

中五及中七公開試合格率

和全港合格率相若 

中五及中七

級任教老師 

  

 -------- 

(4) 為了集中人力資源及營造

一個良好的科學學習環境，化

學科會全力協助來年由科學科

舉辦的「科學週」專題活動。 

上學期 化學科於「科學週」內最

少舉辦一次相關的活動。 

1.用問卷給同學作教學評

估。 

2.觀察學生參與「科學

週」活動時的反應。 

 

科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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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深化化學科的校本評核制

度(SBA)，包括實驗評核及非

實驗評核，以為來年新高中作

最後準備。 

全學年 實驗評核及其他習作、小

測等都全部計入平時分 

1.達到科務會議上定立的 

  特定數量 

2.用問卷給學生作評估 

  

任教老師  

 

 -------- 

(2) 安排本科老師參加「新高

中學制」科本的培訓課程 

全學年  今年內可成功安排所有本 

 科老師參加基本的培訓課 

 程。 

數量上要達標 

 

  

科主任  

 -------- 

(3) 為「新高中學制」化學科

的課程(核心及選修)作詳細的

備課，以促進有效的學與教。 

全學年 分析舊有學制及「新高中

學制」化學科課程上的分

別，並在第四次科務會議

上作簡單匯報及製作「新

高中學制」中四級化學科

教學輔助工作紙。 

要有簡短的紀錄 及 

數量上要達標  

 

 

科主任及 

任教老師 

 

 -------- 

 

負責老師姓名：馮漢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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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物理科 周年計劃書 (2008 至 2009)  

成就與反思 

 
為配合 2009-2010 年度新高中學制的 SBA(校本評核)，物理科在中四及中五級已引入實驗評核作平時分，效果良

好，學生十分投入做實驗，這可令評核多元化，今年度會繼續強化這措施。另外，去年老師已加入非實驗評核的部分

(例：課堂表現、家課表現、小測分數等)，學生反映這樣他們學習時會更認真和投入，所以今年度也會繼續強化這措

施。 
 

為了集中人力資源及營造一個良好的科學學習環境，物理科會全力協助來年由科學科舉辦的「科學週」專題活動。 
 

此外，本科的聯課活動及專題研習仍未成熟，所以今年度會強化這措施，以增加學生對學習物理的興趣。 
 

對於本科今年的重點關注事項方面，因為去年(2008)高考物理科的成績表現一般，任教老師會更新中六及中七 

級 AL 物理的習題工作紙，以達致較理想的教學效能。另外，老師會檢視去年自訂的中四及中五級會考物理科實驗工作

紙，以更有效地輔助學生的學習。最後，老師會深化物理科的校本評核制度(SBA)，以為來年新高中作最後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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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一)：提升課堂教學效能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檢視去年自訂的中四及中

五級會考物理科實驗工作紙，

以更有效地輔助學生的學習。 

 

全學年 老師和學生覺得做實驗有 

趣、流暢及可輔助學習 

1.用問卷給同學作教學評

估。 

2.觀察學生做實驗時的反

應。 

 

中四及中五

級任教老師 

 

 -------- 

(2) 再更新中六及中七級 AL

物理的習題工作紙。 

 

全學年 學生覺得工作紙可輔助學

習，並可把知識溫故知

新。 

 

1.從學生的家課表現作評 

估。 

2.中七公開試合格率和全

港合格率相約 

中六及中七

級任教老師 

  

 -------- 

(3) 支援學生學習策略： 

對成差的中五及中七學生進行

額外的訓練(例：做額外的基

礎練習、課後補課等)。另

外，中五及中七都會分別最少

進行一次模擬畢業試。 

上學期

考試後 

學生覺得這些措施可幫助

他們重拾學習此科目的自

信。 

中五及中七公開試合格率

和全港合格率相約 

中五及中七

級任教老師 

  

 -------- 

(4) 為了集中人力資源及營造

一個良好的科學學習環境，物

理科會全力協助來年由科學科

舉辦的「科學週」專題活動。 

上學期 物理科於「科學週」內最

少舉辦一次相關的活動。 

1.用問卷給同學作教學評

估。 

2.觀察學生參與「科學

週」活動時的反應。 

 

科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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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深化物理科的校本評核制

度(SBA)，包括實驗評核及非

實驗評核，以為來年新高中作

最後準備。 

全學年 實驗評核及其他習作、小

測等都全部計入平時分 

1.達到科務會議上定立的 

  特定數量 

2.用問卷給學生作評估 

  

任教老師  

 

 -------- 

(2) 安排本科老師參加「新高

中學制」科本的培訓課程 

全學年  今年內可成功安排所有本 

 科老師參加基本的培訓課 

 程。 

數量上要達標 

 

  

科主任  

 -------- 

(3) 為「新高中學制」物理科

的課程(核心及選修)作詳細的

備課，以促進有效的學與教。 

全學年 分析舊有學制及「新高中

學制」物理科課程上的分

別， 

並在第四次科務會議上作

簡單匯報及製作「新高中

學制」中四級物理科教學

輔助工作紙。 

要有簡短的紀錄 及 

數量上要達標  

 

 

科主任及 

任教老師 

 

 -------- 

 

負責老師姓名：馮漢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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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生物科 周年計劃書 (2008 至 2009) 
成就與反思 

1.1.1.1. 本科的老師有豐富教學經驗, 多年來老師編寫了大量中文教材, 在本港十分欠缺中文參考的情況下, 對學生有很大

的幫助。 校方亦提供足夠教學資源及視聽器材, 故此我們準備了大量的多媒體教材進行資訊科技教育, 近年我們對

新課程作積極的準備, 特別是科學與科技的發展、新類型實驗及生物科技等。    

2.2.2.2.  仍需改進的是本校的學生過份依賴老師, 欠缺自學精神, 大部份學生仍未能掌握科學探究方法。 改進的方法是加強

學生在課堂及書寫的專科語體的訓練, 亦進一步加強專題研習的訓練, 藉此提升學生的會考成績。    
3.3.3.3. 本科老師樂意帶領同學出外參觀和考察，增加同學對本科的興趣。 

4.4.4.4. 本科具特色的專題研習，讓同嘗試進行科學探研，是一個非常難得的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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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為新高中學制作準備及過渡工作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所需資源 
� 設計新高中的校本評核實

驗 

 
 
 
 
 
 

� 開發趣味性高的生物科實

驗以訓練高階思維 

 

2008/9 

至 

2009/6 

 

 

 

 

 

2008/9 

至 

2009/6 

 

� 成功設計最少3個適合

用於新高中的校本評核

實驗，並附實驗資料及

評核準則 

 

 

 

� 成功設計最少 3個趣味

性高的生物科實驗，並

附實驗資料 

� 是否按計劃完成 

 

 

 

 

 

 

� 是否按計劃完成 

� 同學和老師對實驗是否可

訓練高階思維的回饋 

陳才源，袁振光， 

丁紹明 

 

 

 

 

 

陳才源，袁振光， 

丁紹明 

 

    

負責老師姓名：  陳才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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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電腦科周年計劃書(2008 至 2009) 

成就與反思 

2007-08 年度的兩個關注事項，(一)改善課堂教學技能：在加強教師學與教自評項目，教師設計各項自評問卷調查，平均值為 70%，全部能

達到計劃所定之 50%或以上的認同表現指標，表現理想；在同級教師共同備課項目，各級教師均緊密地共同備課達一半課題以上，各級學

生有超過一半人數應用本科的互動平台作下載學習課材，全部能達到計劃所定之最少一半的課題有作共同備課，並且上載於互動平台，每

個課題教材平均有 50%本科學生作互動學習，表現滿意。(二)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在制定教師培訓計劃項目，本科教師已達

標，全體教師已接受新高中基礎課程培訓；在配合新學制的趨勢，以培養學生具備銜接高中課程要求的能力項目，各初中級別課程內，最

少設計或調節一個或以上課材，配合新學制高中科目課程，亦已達標；但在提供校本應用學習(ApL)課程，因計劃不能實行，所以不能評

估。 
 

今年的兩個公開試結果，成績是有保証的，高考的合格率，比全港高 8.2%，比去年升 9.5%，而會考的合格率，比全港高 14.5%，比去年升

3.3%，但優良率則為 31.5%，比去年升 4.8%，78 位本屆修讀本科的學生，有 1 人摘 A、14 人摘 B 及 9 人摘 C 級成績，共 24 人取得優良成

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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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全校關注事項全校關注事項全校關注事項((((一一一一))))：：：：改善課堂教學效能改善課堂教學效能改善課堂教學效能改善課堂教學效能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安排共同備課及課堂研習 全年 1. 科任老師能分享教學意念

 及教學資源 

 

2. 各單元最少進行一次共同

 備課 

 

3. 由教師設計各項自評問卷 

 調查，並能達到 70%或以上 

 的認同表現指標 

科本問卷調查及

科務會議檢討 

科主任及科任

老師 

--- 

2.舉辦課後電腦工作坊：如「砌機

班」、「機械人設計班」及「圖像

設計班」等，増加同學對本科興趣 

全年 1. 全年最少舉辦三次相關工

 作坊 

數字上達標 科主任及科任

老師 

--- 

3.參與校外各類型比賽，擴濶學生

學習經歷 

全年 1. 全年最少參與三次校外比

 賽 

數字上達標 科主任及科任

老師 

--- 

4.重整本科網頁，促進資源運用 全年 1. 教學資源上載至該網頁 

2. 學生作品上載至該網頁 

五成以上學生作

品上載至學科網

站 

科主任及科任

老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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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全校關注事項全校關注事項全校關注事項((((二二二二))))：：：：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調整中三級課程內容，以便銜

接新高中課程 

  

全年 1. 課程設計能配合新高中 ICT 課程 

2.  同學對新高中 ICT 課程有所認識

及理解 

科本問卷調查及

科務會議檢討 

科主任及科任

老師 

--- 

2.  為每一教學單元設計紙筆作

業，盡早訓練同學答題技巧 

全年 1.  每一單元最少有一份紙筆作業 科務會議檢討 科主任及科任

老師 

--- 

3.  新高中電腦課程增潤計劃 全年 1.  一半之本科教師接受培訓 年終科務會議檢

討 

科主任及科任

老師 

 

 

負責老師姓名：葉志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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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歷史科周年計劃書(2008 至 2009) 

成就與反思 

本科的基本精神是向學生灌輸學科上的知識，使他們對世界的歷史發展有更深的認識。透過學習，使同學能掌握分析、理解、綜合史料的

方法，提高個人的思考能力。不過，要在學習上有所裨益，提升學生對本科的研習興趣是不容忽視的。最後，我們更希望學生在成長時期

的學習過程中懂得明辨是非，貢獻社會。 
 

總結一年的經驗，去年所訂下的目標歸納了以下各點︰(一)鞏固學習，提升研習本科能力；(二)推廣科內活動，提高學生研習本科的風

氣；(三)對新高中本科的前瞻性工作。在來年本科的發展上，我們亦以這三項目標發展，盼望做得更好，成效更佳。 
 

在鞏鞏鞏鞏固學習固學習固學習固學習方面，經科務會議討論後，本科老師在低年級(中一及中三)均作出課程調適。刪減部分課程，使教學時間相應增加，更重視同

學所學的質素。在提高學習興趣方面，鼓勵老師嘗試不同形式的活動式教學；老師亦在中一至中三教授歷史資料題及簡單的論述題結構，

以銜接新高中。中四至中七方面，最重要是使學生了解考試內容、範圍及技能。故中四開學的首月便教授回答資料題的技巧，上學期考試

後才教授回答論述題。中六級則加強在課堂上的分組討論及匯報，藉以提高課堂學習興趣及各方面的能力，如說話、表達及作答技巧等。 
 

在推廣科內活動推廣科內活動推廣科內活動推廣科內活動，提高學生的研習本科風氣方面，鼓勵老師帶同學前往參觀歷史文物，以增進課外知識。此外，中四級、中六級及中七級

同學也在放學後分別舉行了科內的辯論對抗賽。而中一級往年的十八區小冊子設計及中三級的戰時日記寫作也能提升同學的創意及表達能

力。希望通過各樣的活動能而提升同學研習此科的興趣。 

 

在對新高中的前瞻性工作新高中的前瞻性工作新高中的前瞻性工作新高中的前瞻性工作上，由於新高中學制在校本評核部分有所修訂，所要求同學的自我研習及完成考察報告的要求較高，故來年的中

三同學會把考察報告的不同部分逐一嘗試，汲取經驗，為新高中本科的同學在第二及第三年中能有效地完成校本評核的功課。戶外考察方

面，亦希望能加強量度，使同學在選修部分(本地史研習)更容易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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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 一   )：改善課堂教學技能改善課堂教學技能改善課堂教學技能改善課堂教學技能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3. 透過科本的管理透過科本的管理透過科本的管理透過科本的管理，，，，提升學與教提升學與教提升學與教提升學與教
效能效能效能效能 

     

1.1 加強教師的課室管理效能(包
括：班規、紀律及上課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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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的書本及文具。 
 

1) 教師教學問卷及反思報告 

2) 科務會議檢討 

3) 觀課及課後分享及檢討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1.2 提升同學對本科的研習興趣(包
括通過班內講解、互動活動、戶
外考察、科內活動等) 

 

全年 1) 學生在參與科內活動上有所
提升。 

2) 學生上課的興趣得以提升。 
3) 學生積極回應老師的提問。 

1) 教師教學問卷及反思報告 

2) 科務會議檢討 
3) 觀課及課後分享及檢討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1.3 提升同學對本科的研習能力(包
括家課、課堂內小測、統測、考
試及公開試的成績) 

 

全年 1) 學生能準時交回所有功課，
並能完成大部分的課題。 

2) 學生測考成績與去年相近，
甚至超越。 

3) 學生在中學會考中合格率達
70%或以上。 

 

1) 科務會議檢討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1.4 加強觀課(包括：教學及提問技
巧、照顧學習差異等) 

 

全年 1) 在觀課中，集中評估所列各
項及師生間的互動。 

2) 同學顯得積極，投入等。 
 
 

1) 觀課及課後分享及檢討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1.5 推行初中課程調適及檢視跟進 
 
 
 
 

全年 1) 初中課程及教材經調適後切
合同學的學習需要、能力及
興趣，能夠鞏固薄弱的基
礎，又能預備同學較高層次
的學習。 

2) 同學自信心增加，樂於學

1) 老師課堂上觀察學生的課業

表現 

2) 科務會議檢討 

3) 在測驗及考試成績中反映學

生能力及課程調適的成效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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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3) 能在全年課習日中完成所有

課程。 

1.6 安排共同備課及課堂研習 
 
 
 
 

全年 

 
 

 

1) 科任老師樂意與同級或該級
同能力的班/組別的任教老師
分享教學意念，難題及發展
學生思維的策略等。 

2) 中三級科任老師對指定課題
分享教學策略及檢討成效。 

 

1) 課研會議及課研 

2) 科務會議檢討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全校關注事項( 二 )：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2.1 進行課程檢視，配合高中科目

課程的銜接。如在中一級增加

同學寫完整句子的要求，下學

期要求同學在測考中回答短答

題。中三級則在下學期要求答

長 問 題 ， 並 要 認 識 何 謂 論 述

題。資料題方面，兩級也要在

課堂內多作練習，以銜接高中

課程。 

 

全年 在測考中有超過 50%的中一同

學能寫出完整的句子結構；而

中三同學則在測考中能有 60%

的 同 學 懂 得 寫 作 論 述 題 的 格

式。兩級同學能了解資料題的

作答技巧。 

 
 

1) 老師課堂上觀察學生的課

業表現 

2) 科務會議檢討 

3) 統測及考試成績中反映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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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開展校本評核（SBA ），並對

各 級 的 平 時 功 課 、 小 測 、 報

告、上課表現計分，以全面反

映同學的學習效能，並讓同學

對公開試中的校本評核課程有

所準備。 
 

全年 1) 發展校內評估模式，能

制定多元化及配合新趨勢的

評估策略。 

 

2) 能全面檢視學生各方面

的能力。 

1) 老師課堂上觀察學生的

課業、小測、報告、小組匯

報等等 

2) 科務會議檢討 

3) 校內測考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負責老師姓名：陳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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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中國歷史科周年計劃書( 2008 至 2009 ) 

成就與反思： 
 

零七至零八年度以「改進課堂教學效能」和「為新高中學制作準備及過渡工作」作為的關注項目。在改進課堂教學效能方

面，透過一系列的教師培訓工作坊，我們將吸收的提問技巧和課堂管理方法，嘗試應用在課堂教學上，繼而總結出本科點滴的

教學策略；來年將朝這個方向前進。 

另一方面，為提升本科的教學效能，老師各出奇謀，然成效未彰；來年將建立科本的資源庫，鼓勵同事間作資源分享。至

於中二級的課程調適，本年度繼續向齡記出版社購買單元，亦修訂作業的內容，並由老師設計合適的問答題；由於來年縮減教

學時間，調適中二及中三兩級的課程乃勢在必行。在提升公開試成績方面，中七級略見成效；但中五級學生在審題與解題的技

巧仍需磨練，建議來年加強課後測驗的催谷。 

聯課活動方面，集中在高中級別的考察活動和中七聯校模擬試等；效果理想，此等活動仍於來年繼續推行。 

對於新高中課程的準備，教師基本上已完成培訓，預計在新高中學制下，本校將開設一組中國歷史讓同學選修。雖然本科

在會考課程已設有校本評核，但形式與新高中的校本評核略有不同，來年將在中二級嘗試推行多元的評核策略，使同學體驗一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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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 一 )：    改進課堂教學效能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訂定本科的教學策略與學習

技巧 

科任老師於科務會議、觀課交流等途

徑，釐訂科本的教學策略與學習技巧 

參閱科務會議紀錄及科

務參考資料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2)跟進初中課程調適，切合同

學的學習能力和興趣，確立

同學對本科的自信心 

於分級會議討論成效，再於科務會議

作交流 

 

 

老師課堂上觀察 

學生的課業表現 

 

科 主 任 及

科任老師 

 

 

(3)建立教學資源庫，儲存教學

參考資料、工作紙及測考試

卷等，共享資源 

 

於校內伺服器或科櫃建立資源庫，同

事間互相交流 

科務會議檢視 科 主 任 及

科任老師 

 

(4)透過學術周，與其他人文學

科協作，藉活動提升學生對

本科的興趣 

 

如期推行活動，學生樂於參與 現場觀察及在科務會議

檢討 

  

(5)提升公開試成績：加強課後

測驗、講解及分析，使同學

掌握審題和答題技巧 

 

全年 

公開試成績不低於全港平均及格率 參考學生的公開試成績 

 

科 主 任 及

科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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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 二 )：   為新高中學制作準備及過渡工作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調整中三級課程內容，課程

斷限延伸至 2000 年，以便銜

接新高中課程 

設計及完成相關教材，令學生掌握中

國的現代史 

 

參考測驗考試的結果，

並在科務會議作檢視 

 

科 主 任 及

科任老師 

 

 

(2)於初中開展校本評核，制定

多元化的評估策略 

 

全學年 
於各級的評核中，加入專題式課業的

成績 

科務會議及年終檢討報

告 

科主任  

 

負責老師姓名：陳泳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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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經公及經濟科周年計劃書(2008 至 2009) 

成就與反思 

 

    在『改進課堂教學效能』方面： 

 

� 今年初中推行的『新聞匯報』與『新聞小組討論』，確能增加同學的表達力及互動性，來年會繼續推行。 

 

� 明年的中一會以『通識』的模式進行教學，希望能增加同學的學習興趣，並為將來新高中的『通識科』打好基礎。 

 

� 由於老師的更替，集體備課及資源共享的施行未如理想，來年必須加強。 

 

    在『為新高中學制作準備及過渡工作』方面： 

 

� 所有本科老師已修讀『課程詮釋』及『學習評估』的第一部份。由於教育局/考評局未能在今年開辦所有必修課程，老師的新高中

培訓，必須押後至明年才能全部完成。 

 

� 明年的中三經公改為經濟，開始教授新高中課程，並會以新高中的模式作學習評估，讓同學能更快適應新高中帶來的轉變。 

 

在『全方位學習』方面： 

 

� 『沙田古蹟考察』施行多年，已無新意，須另擇地點，例如『龍躍頭文物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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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一)：改進課堂教學效能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透過科本的管理，提

升學與教效能 

     

1. 在初中推行“新

聞小組討論”及

“新聞匯報”，

以培訓學生的時

事觸覺，增加課

堂的趣味性及學

生的表達力。 

全學年 1. 同學在討論時能積極投入。 

2. 同學能有信心地匯報。 

1. 觀課。 

2. 與初中同學面談。 

科任老師及初

中各級聯絡人 

 

2. 中一會以‘通識’

的模式進行教學，

以增加學生的興

趣。 

全學年 1. 同學能積極投入課堂。 

 

1. 與初中同學面談。 科任老師及中

一級聯絡人 

 

3. 在高中推行集體備

課，就四個較難處

理的課題(市場干

預、需求彈性、銀

行乘數及國民收入)

進行改善教學效能

的交流。 

9 月、10

月、3 月

及 4 月，

每月各一

次。 

1. 在備課時，各任教老師能投入認

真。 

2. 老師能將討論結果，應用於課堂

教學。 

1.  觀課。 

2. 與高中同學面談。 

科任老師及高

中各級聯絡人 

 

4. 建立教學資源庫，

儲存教學參考資料、

工作紙及測考試卷

等，鼓勵教學資源共

享。 

全學年 

1.  於校內伺服器或科櫃建立資源庫，

同事間互相交流分享。 

1. 科務報告顯示 科主任  



 

109 

全校關注事項(二)：為新高中學制作準備及過渡工作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教師培訓 全學年 1. 所有本科老師須在 09 年 8 月前

完成任教新高中經濟科的必修課

程。 

2. 本科老師最少參與一次選修單元

的增潤課程。 

1. 完成培訓的証明文件。 科主任 代課老師 

2. 為加強中三學生

對新高中經濟科

的認識及適應，

本科九月開始在

中三教授新高中

課程。 

全學年 1. 教授基本的經濟學概念及生產兩

個課題。 

1. 觀察學生的表現及其測考成

績。 

科主任  

3. 校本評核(SBA)的

準備工作：增加

報刊習作的『自

由題』，並進行

小組協作，讓同

學對新聞有較深

入的分析。 

全學年 1. 每次報刊習作，最少有一題『自由

題』。 

2. 每班最少進行一次小組協作。 

1. 習作察閱。 

 

科主任  

 

負責老師姓名：關寶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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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商業科商業科商業科商業科  周年計劃書周年計劃書周年計劃書周年計劃書(2008 至至至至 2009) 

 

1. 成就與反思成就與反思成就與反思成就與反思  

    近年開展針對性的課餘拔尖保底工作已達預期成效，成績有所提升。 

    本「先管後教」的理念和配合新高中學制之發展，本科本年度仍繼續跟進校方三年發展計劃。關注事項(一)「改進課

堂教學效能」：對學生有所要求，有希冀。通過舉行義賣活動及有獎問答比賽等活動，建立平台讓學生探索不同商業事

項，鞏固商業基礎知識，並培養其分析、研習等共通能力。此外，也冀建立科本教學資源庫和通過共同備課，任教老師

分享彼此的教學心得，提升教學技巧，以應付學生的學習差異之日益擴闊。關注事項(二)「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

作」：來年當處於培訓及轉型高峰期，應再接再勵，以充足裝備迎接新高中的來臨。 

 

 

2. 全校關注事項全校關注事項全校關注事項全校關注事項(一一一一)：：：：改進課堂教學效能改進課堂教學效能改進課堂教學效能改進課堂教學效能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訂定數學策略與學習技
巧，全年四次的共同備
課，觀課分享交流，提升
教學技巧。 

 

2. 建立教學資源庫，儲存教
學參考資料、工作紙及測
考卷等。 

3. 和其他人文科協作，定期
舉辦學術周，藉活動提升
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加深對
本科的了解。 

 

 

全年 

 

 

 

 

全年 

 

 

全年 

科任老師分工合作，共同
制訂和統整教學策略和學
習技巧。 

 

 

在校內伺服器建立平台，
上載教學資源，讓教學資
源得以共享。 

如期推行各項活動，學生
樂於參與。 

備課會議，觀課跟進檢
討。 

 

 

 

科務報告檢討 

 

 

現場觀察，科務報告檢
討。 

 

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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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全校關注事項全校關注事項全校關注事項( 二二二二 )：：：：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檢視現行課程，配合將來新
高中的相關科目─企業、
會計與財務概論科。 

全年 積極參與教育局舉辦的進
修課程。 

科務會議及年終檢討報
告 

科主任  

2.  開展校本評核，制定多元化
及新的評估策略 

全年 建立校本評核策略： 

1. 知識理解： 

通過測驗和考試，學生
能掌握本科基本概念和
技能。 

2. 商業探討： 

評核學生蒐集、詮釋和
分析現實商業環境議題
的能力。 

科務會議及年終檢討報
告 

科主任  

 
負責老師姓名：黃金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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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地理科周年計劃書地理科周年計劃書地理科周年計劃書地理科周年計劃書( 2008 至至至至 2009 ) 

成就與反思： 
 

在 07 至 08 年度，本科配合全校的關注事項『改進課堂教學效能』，要求科任老師加強課堂管理及

營造課堂師生互動和同學間互動的學習氣氛，使同學更能專注於課堂學習，效果大致良好。 

然而，部份班別的同學或因地理科知識基礎較弱和專注力不足，而影響教學效能。但是，在科任老

師的共同合作和努力提點下，情況漸見改善。 

而本年度，我們繼續以『改進課堂教學效能』和『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為關注事項。在

綜合上年經驗後，我們在今年會及早地讓高中同學了解高級程度會考和中學會考等公開試的形式、準備

工作和重要性。 

地理科更會增加專題研習和資料分析的課業，以迎接新高中地理科新增設的校本評核項目的安排。 

而初中課程調適方面，地理科老師會因應新高中學制地理科的課程內容，而制訂核心課程和延展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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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 一 )：    改進課堂教學效能                   

策略/工作 時間

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訂定科本的教學策略和

學習技巧：透過科務會議討

論和交流。 

全年 科任老師於級會共同制訂科本

的教學策略和學習技巧。 

科務會議及分級會議

檢視。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2. 加強評鑑性觀課，注重

教學及提問技巧，並透過分

享和回饋，改進課堂教學效

能。 

全年 在觀課中，營造師生互動的氣

氛和改進提問技巧。 

 

觀課報告及課後檢

討。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3. 推行初中課程調適：配

合編班政策，除核心課程

外，加入延展課程。 

全年 編訂初中核心課程和延展課程

及教材，配合同學的學習需

要、能力及興趣。 

 

教學進度表和於科務

會議檢討。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4. 加強中五和中七級的小

測，改善同學的審題和答題

技巧。 

九月

至三

月 

公開試及格率貼近全港平均水

平。 

公開試統計數據。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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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 二 )：   為新高中學制作準備及過渡工作              

策略/工作 時間

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於初中進行課程調適，配

合新高中課程的銜接。 

全年 調適後的初中課程，配合新高中

課程的內容。 

進度表及科務會議檢

討。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2.完成新高中課程的規劃。 2008

年 

如期完成新高中課程的規劃。 科務會議檢討。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3.於初中以新高中的評核方

式進行評估，讓同學更早

適應新高中的要求。 

全年 科務會議及分級會議檢討及制訂

指引。 

科務會議及分級會議

紀錄。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負責老師姓名：馬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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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通識科周年計劃書(2008 至 2009) 

成就與反思成就與反思成就與反思成就與反思        

本科十分重視同學對時事新聞關心和了解，因此, 經常透過堂上的時事測驗和時事評論活動，保持同學對社

會時事的敏銳觸覺；因此,同學的時事意識已普遍提高,時事評論寫作的能力亦見漸有改善。 

於課堂上進行小組討論亦是本科特色。由組內各人輪流擔當組長,文書及發言等不同的角色，同學之間的合

作學習得以加強。同學間交換習作互評的措施亦進展順利,能鼓勵同學互相欣賞和學習，培養同學的獨立思考及

批判能力。 

本科於初中級引入校外資源，於中二推行衛生署的『成長新動力課程』，同學對該課程的反應十分正面和積極，課

堂氣氛活潑，同學間能愉快學習。 

此外,又於中一推行『共創成長路課程』，效果良好;同學及家長對課程的反應正面, 老師覺得該課程對幫助同學

健康成長有價值。因此,來年『共創成長路課程』全面於中一,中二級推行,使更好地照顧初中同學的心理、社交、道德

價值觀等整體需要。 

今年將由班主任負責教授此課程, 希望能透過班主任與同學關係, 使同學在學習此課程時,能有最大的得益。『共

創成長路課程』共分兩層。第一層於課堂進行，教導同學健康成長重要的技巧和價值觀；第二層只針對於第一層活動中

被識別為有特別需要的同學，由專業的社工舉辦活動如歷奇訓練營，EQ 情緒訓練班，家長專題講座等，希望此課程更

能照顧到個別差異的同學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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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一)：改善課堂教學技能改善課堂教學技能改善課堂教學技能改善課堂教學技能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透過科本的管理透過科本的管理透過科本的管理透過科本的管理，，，，提升學與提升學與提升學與提升學與

教效能教效能教效能教效能 

1.1 推行初中課程調適及檢視

跟進 

- 中一、二級通識課內滲入賽

馬會『共創成長路 PATHS』

課程 

- 中三級則選教三個新高中通

識課題 

全年 1. 透 過 『 共 創 成 長 路

PATHS』課程，提升初

中同學的個人生活技能

及人際溝通技巧，切合

同學的學習需要，能力

及興趣。 

2. 70%中三同學能了解新

高中通識課程的學習範

圍。 

老師課堂上觀察學生的表

現 

學生問卷調查 

科務會議檢討 

科主任 

科任老師 

 

1.2  各科安排共同備課及課堂 

研習 

- 各級全年完成最少三次的共

同備課會議 

 

全年 1. 同科老師樂意與同級或

該級同能力的班/組別的

任教老師分享教學意

念，難題及發展學生思

維的策略等。 

課研會議 

同儕觀課 

科主任 

科任老師 

 

2. 透過運用外間資源透過運用外間資源透過運用外間資源透過運用外間資源，，，，提升學提升學提升學提升學

與教效能與教效能與教效能與教效能 

2.1 引入外間專業指導 

- 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 中一、二級通識課內滲入賽

馬會『共創成長路PATHS』課

程 

全年 1. 透過中文大學優質學校

改進計劃，使中三級任

教老師在學與教方面的

理念得以更新，更貼近

新高中通識科所強調的

重點。 

2. 在中一、二級『共創成

長路PATHS』課程中，

透過由專業的社工舉辦

課外活動如歷奇訓練

營、EQ情緒訓練班、家

科主任觀課 

同儕觀課 

科主任 

科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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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專題講座等，希望更

能照顧到個別差異的同

學的需要。 

 

全校關注事項(二)：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部署在新高中學制下的人力部署在新高中學制下的人力部署在新高中學制下的人力部署在新高中學制下的人力

資源整合資源整合資源整合資源整合 

1.1 支援需要轉型或接任新科

目的教師 

- 推薦並安排有意任教高中通

識的老師參加有關的培訓課程 

全年 1. 根據教師工作意願編排

中三級任教老師，以訂

定新高中通識科課程規

劃大綱，如受訓人手及

任教單元編配等。 

2. 有至少四位老師完成教

育局指定的新高中通識

科專業發展課程。 

教師工作意願調查 

教師培訓記錄 

教師發展

組 

科主任 

科任老師 

 

2. 配合新高中配合新高中配合新高中配合新高中課程的趨勢課程的趨勢課程的趨勢課程的趨勢，，，，修修修修

訂訂訂訂/調節初中課程調節初中課程調節初中課程調節初中課程，，，，以培養以培養以培養以培養

學生能銜接新高中課程的能學生能銜接新高中課程的能學生能銜接新高中課程的能學生能銜接新高中課程的能

力力力力 

2.1 進行課程檢視，配合高中科

目課程的銜接 

- 中一、二級『共創成長路

PATHS』課程主要銜接新高中

通識的「個人成長與人際關

係」 

- 與中一級經公科協作，教授

與「今日香港」有關的課題 

- 透過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

全年 1. 透過中文大學優質學校

改進計劃，使中三級任

教老師在學與教方面的

理念得以更新，更貼近

新高中通識科所強調的

重點。 

2. 有意任教新高中通識科

的老師於兩年內曾試教

新高中通識課程(包括中

一經公科或中一、二、

三級通識科)。 

科務會議檢討 

各初中級教材(包括中一經

公科、及中一、二、三級

通識科) 

科主任 

科任老師 

經公科科

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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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檢視中三級課程，並選

教三個新高中通識課題 

- 於新高中學制推行前，提供

老師試教的經驗 

3. 建立有系統及全面的學習評建立有系統及全面的學習評建立有系統及全面的學習評建立有系統及全面的學習評

估制度估制度估制度估制度 

- 對各級的平時功課、時事測

驗、上課表現計分，以反映同

學的學習效能 

- 在中三級引入考測，同學需

作答資料回應題，讓同學對新

高中課程的公開考試有所準備 

全年 1. 建立校本評核策略，以

全面檢視學生各方面的

能力。 

2. 70%中三同學能了解新

高中通識課程的評核方

法(公開考試)。 

科務會議檢討 

學生問卷調查 

校內測考 

科主任 

科任老師 

 

 

負責老師姓名：蔡敏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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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6.166.166.16 視覺藝術科視覺藝術科視覺藝術科視覺藝術科周年計劃書周年計劃書周年計劃書周年計劃書        
    

總觀 07-08 年度，關注事項(一)：改進課堂教學效能方面的成效喜樂參半。 

本科於初中課程設核心內容(指定完成部份)及挑戰部份，較靈活及具彈性。此能讓能力差異的學生各盡其力，各展所長，更

便於老師進行課堂監管及教學，減少學生因有空餘時間而引致的秩序問題。因此，此策略會於來年繼續進行。根據自評表所得

的數據顯示，中一、二級對本科的興趣較佳，平均達 75%以上，欣賞自己的作品亦達 70%以上。可是中三級對本科的興趣及欣賞

自我作品的數字則較低(約 67%)。此或許與課題內容及製作難度有關。因此，科任老師會於來年編定進度表時作程度及課題內容

的調整。 

     高中方面，第一、二學段設核心內容(平面設計、繪畫及西洋書法)，及後則由學生按個人的喜好及能力而選材及選題，自

由度大，此令大部份學生發揮個人所長及個人風格。可是，當中亦不乏一些欠獨立工作及能力的同學，故老師作個別指導的時

間難於分配。 

     另一方面，學生的自我認同感偏低，自信心多只建基於老師的讚賞。因此，本科擬於來年增加同學欣賞作品的機會，要求

同學給予正面及鼓勵的評語，希望藉此加強他們信心及成功感。老師方面，須於每張作品背面填寫較正面的評語。 

     在帶領學生參觀展覽方面，成效頗理想，全年共舉辦八次以上活動。參加的同學均見投入欣賞，互有交流意見及向老師提

問。部份初中同學的作品，在媒介的運用更見進步，而高中同學將展覽的意念配合自己的作品亦有。因此，可見此策略有助擴

濶同學的視野，更會於來年延續。 

     本年的初中學生多不慣於搜集資料，兼且理解能力及口頭滙報能力較弱，故於來年繼續給予更多滙報的機會，讓學生再嘗

試。高中以 BC 班的表現較佳，但資料搜集的功夫未足，及後有見改善，個別作品集亦不錯。來年會繼續加強此策略。 

     觀課方面，已於二月完成，老師在秩序的管理、課堂的安排、工具的處理、工作的分配及課題的詮釋等亦有不少的分享及

正面的評語，得益不少。本科繼續於來年中四會作共同教材的預備。 

 

     關注事項(二)：為新高中學制作準備及過渡工作的成效未達理想，會於來年加強推行。 

本年初中課程能以單元形式進行，課題互有連繫，工作紙亦能配合。惟初中評賞內容仍嫌不足，課程較散。加上學生本身的

知識不足，難於對作品作出評賞。有見及此，來年於中一至中三級額外加入作品評賞課題，並設測考，以鞏固學生知識。 

     另一方面，初中仍未習慣起草圖及篩選的學習過程，此會於來年繼續進行。高中方面，則已習慣此程序，有助製作作品

集。 

      

整體而言，本科會透過檢討，繼續於來年推行大部份的策略，配合學校的關注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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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一)：改進課堂教學效能    
目標 預期成果 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1. 提高老師的

自我完善能

力，從而改

進課堂秩序

及教學情况 

老師能因應評

鑑結果而作出

改善 

− 設學生自評表 

− 全年評核分二次進行： 

− 十二月及四月 

− 自評表下列各

項均達 80%以

上 

− (關注重點: 

 老師教學情

況) 

− 學生自評表 

(第 20-23 項) 

科任老師 

 

− 初中按學生的能力及興趣設計課

題，並因應學生的學習差異作彈

性的調改 

− 高中則讓學生按個人的喜好及能

力而選材及選題，自由度較大 

− 70%學生的學

習動機提升 

− 學生的自信心

被提升 

 

科任老師 

 

 

 

− 設加分紀錄表，加強提問及讚賞

學生，提高學生的自信心 

2. 提高學生的

學習興趣及

自信心 

提升學生的學

習技能 

− 要求同學互給正面及鼓勵的評

語，希望藉此加強他們的信心及

成功感 

− 學生的自信心

被提升及多主

動作答 

− 學生自評表 

(第 13-17 項) 

 

− 課堂觀察 

 

科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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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擴闊學生的

視野目光 

− 舉辦校內展覽，展示學生作品及

帶領學生參觀校外展覽  

− 學生的審美能

力被提升 

− 學生的作品質

素提升(例如:

技巧) 

− 檢示作品質素 

− 學生自評表 

   (第 18-19 項) 

 

科任老師 

 

 

4. 提升協作及

解難能力 

− 多讓學生進行資料搜集、小組討

論及滙報的練習  

− 學生的解難能

力被提升 

− 學生能作基本 

的口頭滙報能

力 

− 課堂觀察 

− 學生自評表 

(第 10-11 項) 

 

科任老師 

 

 

關注事項(二)： 為新高中學制作準備及過渡工作    

目標 預期成果 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1. 初中額外加

入作品評賞課

題，滲入視覺藝

術語言，為未來

考核內容作好準

備 

課題內容有助

學生認識更多

視覺藝術詞彙

及評賞能力 

− 製作簡報及工作紙，令學生

進行討論及早口頭滙報。 

− 初中完成工作紙 

中一：填充題形式 

中二：短句作答 

中三：完整句子 

-  能於欣賞作品過程中

運用藝術語言。 

 

 

− 觀察匯報情況及

工作紙的表現 

 

 

 

科任老師 

 

 

 

 

2. 提升初中學

生的文字表達能

力及自學的能力 

學生能獨立完

成相關的活動

或工作紙 

− 透過工作紙讓學生慣於製作

前經歷資料搜集、起草圖及

篩選過程。 

− 70%學生能獨立完成

資料搜集、相關的活

動或工作紙 

− 學生自評表 

(第 10 項) 

− 高中作品集 

科任老師 



122 

聯課活動項目 

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1) 07-08 作品回顧展 

 

(2) 馬賽克製作活動 

 

(3) 參觀中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 

(4) 中五美術畢業展 

(5) 陸運會場刊封面設計比賽 

(6) 藝林畫廊展覽 

(7) 藝術號快車聯校展 

(8) 校內及聯校視覺藝術展 

(9)  校內佈置 

(10) 跨部門聯課活動—與圖書館

合辦比賽： 

(a)中一、二級書簽設計比賽 

(b)中三級書面設計比賽 

透過指引性工作紙，鼓勵同

學於設計前到圖書館借書閱

覽。 

9 月 

 

9-12 月 

 

12 月 

2 月 

待定  

待定 

5-6 月 

7 月 

全年 

 

 

11 月

11 月 

− 學生主動參加活動及投

入該項活動 

− 學生能在活動中彰顯創

意及協作能力 

 

 

 

 

 

 

 

 

 

− 學生能於設計前到圖書

館借書閱覽或自行帶備

書藉，並完成工作紙 

學生的習作質素理想 

− 現場觀察學生反應及堂上訪問 

 

–視乎參加人數 

 

− 現場觀察學生反應及即時訪問 

− 現場觀察學生反應及即時訪問 

− 視乎參加人數及作品的質素 

− 現場觀察學生反應及即時回應 

− 現場觀察學生反應及即時回應 

− 現場觀察學生反應及即時回應 

− 視乎參與人數 

 

 

 

− 書簽及書面設計的質素 

 

張玉菁 

 

張玉菁,鄺慧敏 

 

張玉菁 

鄺慧敏 

鄺慧敏 

張玉菁 

張玉菁 

鄺慧敏 

張玉菁,鄺慧敏 

 

 

科任老師 

科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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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其他科務工作 
 

日程(月） 實行方案 評估方法代號(參看附表 a)a)a)a) 評估內容 負責人代號 

8/08 編寫及剪裁本年度教學課程 f 審查進度表的內容是否合適 科任老師 

全年 分工擬定各級工作紙及整理舊有的資料 e 視乎工作紙及資料是否適合學生程度 科任老師 

全年 搜集電腦軟件及製作更多教材 a 視乎數量及質量 科任老師 

 購買書籍、光碟、畫冊 a 視乎數量及質量 科任老師 

 與學生討論及欣賞作品 c 透過工作紙及堂上的回饋 科任老師 

 張貼及更換學生作品 c 更換作品的次數 科任老師 

全年 檢查學生「資料搜集冊」 b/d 學生必須於指定時間繳交資料冊 科任老師 

全年 鼓勵及推選老師參加研討會及工作坊 f 視乎參加的次數 科主任 

 

附表 aaaa: 評估方法代號 

a. 表示以達致目標的數量評估                  e.  表示由通過會議討論評估 

b. 表示以達致目標的質量評估表                f.  示由部門主管評估 

c. 表示以學生的回饋作評估                    g.  表示請上級評估 

d. 表示由負責該方案老師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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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設計與科技及圖傳科周年計劃書(2008 至 2009)  

成就與反思 

 

本年度的中三級學生將是首屆修讀新高中的『設計與應用科技』課程。經老師仔細分析課程綱要和參閱考評局的摸
擬試題樣本後，以本校學生的能力定位，本校提供選修「實踐設計及材料處理」和「視象化及 CAD 模塑」兩個單元
較為適合。因兩個單元皆以『產品設計』為主題，過往的學生較容易掌握，畢業後學生亦有較多元化的出路。 
 
因此在今年初中各級的課程內會重新加入產品設計和分析的課題，亦在中三級加入實踐式的習作，以配合「實踐設
計及材料處理」課程單元的內容。去年度亦首次教學生應用鐳射切割機於中二級的訊息座習作。使該習作的學習重
著為設計形狀、平面化為立體和產品的用途和效能等，較以往的花大半時間於生產有明顯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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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與科技科(中一至中三) 
 
全校關注事項(一)：改進課堂教學效能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建立設技科教學資源庫，儲

存教學參考資料、工作紙及

測考試卷等，鼓勵教學資源

共享 

全年 

於校內伺服器或科櫃建立

資源庫，同事間互相交流

分享 

科任老師能取用較统一的

教學資源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2.舉辦學術周或科技創作比

賽，藉活動提升學生對學習

設技科的興趣 

全年 

如期推行各項活動，學生

樂於參與 

現場觀察及在科務會議檢

討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科務津貼 

3.加強評鑑性觀課，透過分享

回饋，改進教學技巧 
全年 

藉觀課評估師生互動、提

問技巧、同學表現等 

觀課評估報告 校長 

及科主任 

 

 
全校關注事項(二)：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訂定設技科的教學策略與學

習技巧，以配合新高中設計

與應用科技的課程 

全年 

科任老師共同制訂科本的

教學策略與學習技巧 

參閱科務會議紀錄及科務

手冊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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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傳科(中四至中五) 
 
全校關注事項(一)：改進課堂教學效能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建立圖傳科教學資源庫，儲

存教學參考資料、工作紙及

測考試卷等，鼓勵教學資源

共享 

全年 

於校內伺服器或科櫃建立

資源庫，同事間互相交流

分享 

科任老師能取用較统一的

教學資源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2.舉辦圖傳科會考習作展，增

加學生對學習圖傳科的興趣 
全年 

如期推行各項活動，學生

樂於參與 

現場觀察及在科務會議檢

討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3. 每週安排共同備課節，透

過分享回饋，改進教學技巧 
全年 

藉觀課評估師生互動、提

問技巧、同學表現等 

觀課評估報告 校長 

及科主任 

 

 
全校關注事項(二)：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訂定圖傳科的教學策略與學

習技巧，以配合新高中設計

與應用科技的課程 

全年 

科任老師共同制訂科本的

教學策略與學習技巧 

參閱科務會議紀錄及科務

手冊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負責老師姓名：陳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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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 家政科周年計劃書(2008 至 2009)  

1. 成就與反思 

   

  07-08 年度本科配合全校關注事項「改善課堂教學技能」，透過一系列的策略及工作，例如引入趣味及流行的課

題，跨科合作，引入外界專業資源，課程整合等，在改善課堂教學效能及引起同學的學習動機上已見效果。但跨科

或跨組合作方面明年可增加與其他組別的合作機會。例如：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及視藝科等。 

 另一項全校關注事項 -「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度工作」亦進行課程檢視，配合新高中科目課程的銜接，擴闊學 

生的視野及提升興趣，帶同學參觀及鼓勵參加校外及校內比賽，例如：時裝設計比賽，烹飪比賽，故 07-08 年度 

亦有多位中三及中四同學參加了應用學習課程中之「西式食品製作」及「時裝形象及髮型設計」，學生能發掘自己 

的興趣並為自己的前途鋪路。 
 
 

 

全校關注事項(一)：改善課堂教學技能改善課堂教學技能改善課堂教學技能改善課堂教學技能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共同備課,檢視課堂研習成

效 

 

 

2..引入趣味性及流行的課

題，例如:食物標籤,議論食

品 , 流行食品及作業製作  

 

 

上 下 學

期 各 一

次 

 

全年 

 

 

 

 

同級任教老師能分享教學

意念,難題及發展學生思維

的策略 

 

同學對本科上課投入及增

加興趣 

 

 

 

同學檢討問卷回饋教師的

教學反思 

 

 

同學問卷 

 

 

 

 

任教老師 

 

 

 

任教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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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檢視及建立班規及上課要

求 

 

 

4. 製作拍攝教學短片，例

如： 

   針黹 - 穿針線方法、剪 

          布法等 

   烹飪 – 清洗用具的步驟 

          及方法 

 

5.跨科或組別合作 , 例如: 

與 科學科－中三食物與營

養餐單設計。 

視藝科、圖傳科－全方位學

習日。 

  周會、公民教育組、通識科 

  -專題研習活動等。 

  使教學多元化及可培養學生

表達意见、決策、實踐及評 

  檢的能力。 

 

6. 重新編製教材及筆記，更

新資料，由中一開始編製

成一本筆記，節省每次上

課派發筆記的時間。 

 

全年 

  

 

 

全年 

 

 

 

 

 

 

與 科 及

組配合 

 

 

 

 

 

 

 

 

 

全年 

 

 

 

 

大部份同學帶齊上課物品

及材料 

 

 

大部份同學能掌握針黹及

烹飪基本技能及正確方

法，亦能培養自律及衛生

習慣 

 

 

 

1. 跳出課室，更多元化及

趣味性 

2. 同學更樂於及主動學習 

 

 

 

 

 

 

 

 

同學上課更投入及對本科 

增加興趣 

 

 

 

同學檢討問卷 

 

 

 

同學問卷及老師自評及反

思 

 

 

 

 

 

就學生作業及報告作評估 

－老師自評及反思 

 

 

 

 

 

 

 

 

 

同學問卷及教學反思 

 

 

 

 

任教老師 

 

 

 

任教老師 

 

 

 

 

 

 

科主任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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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嘗試引入外界專業資源,例

如:煤氣或電力公司到校作

烹飪示範或參觀等活動 

 

8.照顧學習差異 

  8.1 課程整合： 

照顧同學學習差異及興趣,

針黹課較少,烹飪課較多。

能力較差同學的作業需符合

核心課程的基本要求，而能

力較佳的同學可要求高於核

心課程的基本需要 

8.2 建立學習社群,將同學於

課堂上混合分組,將能力

較佳同學與能力差同學

混合分組,建立互助學習

社群 

8.3 評核制度-設計不同能力

的實習考試 

8.4 資優同學的照顧  －鼓

勵同學參加校內外不同

種類的比賽,並參加與家

政有關的校外課程 

  8.5 個別輔導 

     學習能力較差同學可於

午膳或放學後由老師指

導完成作業 

全年 

 

 

 

 

全年 

同學對本科興趣提升 

 

 

 

 

1. 提升學習差異同學對本

科的興趣 

2.同學成績及表現良好及

有進步 

 

 

  

學生問卷調查 

 

 

 

 

1.評分表評分 

2.學生問卷回應 

科主任 

 

 

 

 

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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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為新高中學制準備及過渡工作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配合新學制趨勢進行課程檢

視,配合高中科目課程的銜

接,例如食物與營養、健康生

活、時裝設計等知識，亦可

宣傳應用學習課程 

 

2.擴闊學生視野,課程能涵蓋

各類知識、 時裝表演及參

觀不同機構及展覽等 

 

 

 

 

 

 

 

 

全年 

 

 

 

 

 

全年 

設計相關教材,配合新學制

課程,同學樂於學習並了解

課程 

 

 

 

同學能發現及了解自己的

興趣及能力,從而於新高中

課程或應用學習課程中選

擇合適的課程學習 

學生問卷調查及年終檢討

報告 

 

 

 

 

學生問卷調查 

科主任及

任教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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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 音樂科周年計劃書( 2008 至 2009 ) 

成就與反思： 

本年度中一學生以兩節連堂上課，學生有充足時間進行較多的課堂活動，學生的學習動機及興趣明顯地提升了。同
時，學生能有較多的課堂演奏活動，學生的音樂知識及技巧亦有明顯改進。 
  學生在合唱團及流行樂隊的出席率漸趨穩定，表現亦較以往投入，來年可再進一步發展。而學生在校際音樂節及校
外比賽表現積極，反映學生開始對比賽有信心及興趣，可繼續加以培養。 
    

 

全校關注事項( 一 )：_透過課程調適，提升課堂學與教效能。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中一、中二及中三推行課

程調適。在音樂科課程指

引中，因應學生的興趣及

能力，選取適合的教學內

容，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

機及興趣。 

 

2. 修訂課程內容，除演奏活

動外，增加聆聽及創作活

動，以全面地提升學生的

音樂知識及技巧。 

 
 
 
 

全年 

 

 

 

 

 

 

全年 

 

 

 

 

 

 

 

1. 在學生的自評問卷

中，學生表示對音樂

科有興趣。 

 

 

 

 

2. 中一級課堂中各有二

次或以上的演奏、聆

聽及創作活動。中

二、三級各有一次或

以上的演奏、聆聽及

創作活動 

 

 

1. 以年終的學生自評問

卷，分析學生對課堂

內容的掌握及興趣。 

 

 

 

 

2. 學生課堂活動的次

數。 

 

 

 

 

 

 

科任老師 自評問卷、

DVD、CD、

音樂教材、

工作紙、樂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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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能力較高的班別增設增

潤課程，教授更多的音樂

知識及進行要求較高的課

堂活動。 

 

全年 3. 在能力較高的班別，

學生成績較其他班理

想。 

 

 

 

3. 學生成績。 

 

 

全校關注事項( 二 )：_透過合唱團、流行樂隊、聯課活動及一人一體藝，發展學生的其他學習經歷。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重點培養合唱團及個別

學生，參加校際音樂

節。 

2. 加強發展流行樂隊，讓

學生嘗試有合奏的排

練。 

3. 透過活動日音樂比賽，

除高級及初級組外，增

設班際比賽，讓全校學

生均可參與音樂活動。 

4. 在中一級推行「一人一

體藝」，讓學生掌握演

奏樂器的基本技巧，並

培養學生對音樂的興

趣。 

全年 

 
 

全年 

 
 
 

十 至 十

二月 

 
 

全年 

1. 學生出席率達 80%

以上。 

 

2. 學生出席率達 80%

以上。 

 

3. 高級組、初級組及

班際比賽均有五隊學生

進入決賽。 

 
 

4. 學生出席率達 80%

以上，並於學期終有一

次或以上的演出機會。 

1. 學生出席率。 

 

 

2. 學生出席率。 

 
 

3. 參賽人數。 

 
 
 

4. 學生出席率及演出次

數。 

 

科任老師 學校津貼部

份學費 

負責老師姓名：   陳藝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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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育中學 

學校全年財政支出預算(2008-2009)摘要 

(因應法團校董會成立，本財政年度將歷期 13 個月) 

 

第Ⅴ部份：學校全年支出預算摘要 

                                                 政府帳政府帳政府帳政府帳($) 學校帳學校帳學校帳學校帳($) 

一般範疇一般範疇一般範疇一般範疇($) 非營運津貼帳非營運津貼帳非營運津貼帳非營運津貼帳($) 

教師薪金教師薪金教師薪金教師薪金

津貼津貼津貼津貼($) 

款項可在各帳目互通款項可在各帳目互通款項可在各帳目互通款項可在各帳目互通 專項專用專項專用專項專用專項專用，，，，赤字由一般範疇或堂費帳支付赤字由一般範疇或堂費帳支付赤字由一般範疇或堂費帳支付赤字由一般範疇或堂費帳支付   

堂費帳堂費帳堂費帳堂費帳($) 特別收費帳特別收費帳特別收費帳特別收費帳($) 

行政津貼 347.4 萬家校合作計劃 0.8 萬 3,531 萬 學生活動 15.1 萬特別室及禮堂電費 10.7 萬 

學校班級帳 142 萬代課津貼 190 萬  學生服務獎勵 1.1 萬維修費 3 萬 

消減噪音 22.1 萬教師專業準備津貼 71.2 萬  學生學習獎勵 4.3 萬新增及更換冷氣機 6 萬 

校本管理 15.4 萬新高中過渡準備津貼 17.9 萬  優質教育項目 11.8 萬家長手冊、報紙等 1.5 萬 

科目津貼 26.6 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 7.7 萬  全方位學習 11.3 萬打印機支出 0.9 萬 

綜合資訊科技 41.8 萬法團校董會籌備 32.6 萬  更新維修飲水機 2.5 萬 

學校發展津貼 45.8 萬英語增強計劃 60 萬  

認識中國及世界基金 

- 中國文化 
4 萬

學生集體保險 1.7 萬 

輔導計劃 0.7 萬電子學習金 1.6 萬  員工培訓及長期服務 2.8 萬班級經營及品格運動 4.5 萬 

中、英文閱讀計劃 3.4 萬新來港兒童津貼 3.6 萬  緊急援助金 1 萬    

綜合傢具與設備 40.2 萬奧林匹克津貼 0.5 萬  其他 3.5 萬    

  第三期資訊科技撥款 23.6 萬     

小計 685.4 萬  409.5 萬 3,531 萬   54.9 萬  30.8 萬 

合計 4,625.9 萬 85.7 萬 

總計 4,711.6 萬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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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運用運用運用（（（（2008 至至至至 2009））））學年學年學年學年「「「「學校發展津貼學校發展津貼學校發展津貼學校發展津貼」」」」計劃書計劃書計劃書計劃書    

學校：五育中學                        

開辦班級數目：29 
 

前言  

     學校發展津貼可用以減輕教師工作量，以便騰出空間改善學生的學習表現和施行校本評核及教育改革的各項措施，今年之撥款為

$458,000。經諮詢教師意見後，作如下分配： 

項目 關注重點 策略 / 工作 

預期好處 

(例如：如何減輕

教師的工作量) 

時間表 所需資源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Ⅰ學與教 

 

 

 

 

 

 

 

 

 

 

 

 

 

 

� 為各科教師

創闊空間以

推行課程改

革，迎接新

高中學制和

關注拔尖保

底工作。 

聘用： 

1. 體育，訓輔

及活動教學

助理 1名 

2. 下例科目之

教學助理 2

名：中文、

通識、普通

話、公民教

育、視藝、

音樂及家政

科。 

� 提升各科文書

處理之效率兼

使老師有更多

時間親自處理

拔尖保底之工

作和新高中學

制之準備工

作。 

� 學生在其他學

習領域有更多

元化的發展。 

� 加強對學生訓

輔工作的支

援。 

2008 年 9 月 1 日 

至 

2009 年 8 月 31 日 

教學助理 2名 $190,000 

體育、 

訓導助理 1名 $124,000 

合共：       $314,000 

� 各科組的日常

文書工作得以

減輕。 

� 學生在活動、

訓輔方面有專

人照應跟進 

� 各科科

務會議

檢討。 

� 科組文

書工作

報表之

定期審

視。 

區桂萍 

張玉菁 

馬伙根

老師 

7.2 



 

135 

 

項目 關注重點 策略 / 工作 

預期好處 

(例如：如何減輕

教師的工作量) 

時間表 所需資源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Ⅱ資訊科

技支援 

 

� 全校電腦

設備技術的

支援 

聘用： 

1. 兼職助理 2

名推行下列

工作： 

- 定 期 電

腦維修 

- 即 時 技

術協助 

- 電 腦 美

術設計 

 

 

� 深化資訊科技

在教與學之運

用 

2008 年 8 月 1 日 

至 

2009 年 8 月 31 日 

兼職助理 2名  $80,000 � 解決電腦故障 

� 協助老師應用

軟件及網絡工

作。 

� 加強網頁美術

設計，藉此改

善學校對外形

象。 

� 每月查

閱維修

紀錄 

� 科組主

任檢討 

陳才源 

     總款：       $394,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