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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12-2015 三年計劃全校關注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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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    
    

目標 預期成果 策略/工作 2012/13 2013/14 2014/15 

1.1.1.1. 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    

    

(a) 推行「六年一貫」課程，優化各科校本課
程，鞏固學生學習基礎，加強照顧學習差
異，讓初中學生達致基本能力，以便銜接
高中課程 

加強與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善計劃」協作，攜手
優化各科校本課程及教學資源，有策略地銜接高中課
程，體現「校本課程目標」*；中、英、數科在初中各級
制訂基本能力的指標，迎接高中 

� � � 

(b) 強化學生兩文三語能力，提升讀、寫、聽
及應用能力，並達致大學收生的第三級水
平 

在初中各科課程加入英語詞彙，讓學生在課堂上多朗
讀、默寫及應用，配合考核，並提供更多課堂以外的機
會，讓學生從活動中學習；整合詞彙庫，讓初中學生有
系統地溫習所學 

� � � 

(c) 配合學生發展需要，加強德育及公民教育
元素 

統整初中、高中課程，加強跨科組協作，提升學生品
德、國民身分認同及世界公民意識 

 � � 

2.2.2.2. 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    

    

(a) 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加強課堂互動，以學
生作主導，令其更積極投入學習 

與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善計劃」協作，建立科本
「自主學習」模式，包括摘錄筆記、預習、匯報、展
示、合作學習、自評和互評等 

�   

(b) 各科建立「自主學習」模式，並讓學生當
小老師，於課堂上展示學習成果 

參與聯校「自主學習試行計劃」，讓老師掌握國內推動
「自主學習」的成功經驗，並與本地友校交流，確立和
發展校本「自主學習」模式 

 � � 

(c) 推行電子學習，發展自學能力 發展校本電子學習平台，活用網上資源，促進師生、生
生學術交流；善用九龍倉集團「學校起動計劃」(Project 
WeCan)及其他資助，發展電子學習，提升學生的學習興
趣，讓其自主學習 

� � � 

3.3.3.3. 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    

    

(a) 優化學與教策略，建立課堂常規，提升學
習效能 

與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善計劃」協作，推動新教
師啟導計劃、共同備課、同儕觀課、同儕習作察閱、課
堂研究，針對學習難點，並善用「小班教學」優勢，配
合適切的教學策略，建立科本學與教常規，有系統地加
強對學生的照顧，提升學習效能 

� � � 

(b) 加強學生應試能力，提升學習自信 初中中、英、數加強同學準備全港性系統評估的準備，
鞏固基礎能力，銜接高中課程；高中各科制訂科本應試
策略，及早預備學生應付中學文憑試；善用「學校起動
計劃」資助，開設公開試增潤班 

� � � 

(c) 豐富「全方位學習」的內容，配合學科發
展，提高學習趣味，擴闊學生識見 

配合科本知識，各科制訂聯課活動，配合學科學習內
容，引證所學 

� � � 

*校本課程目標：(1)善用兩文三語；(2)具廣闊知識基礎；(3)掌握多元智能；(4)建立健康生活方式，積極參與活動；(5)重視生涯規劃，培養正面的學習態度；
(6)成為有識見的公民，立己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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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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    
    

目標 預期成果 策略/工作 2012/13 2013/14 20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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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建立「互關愛」校園文化，傳揚尊重關愛
他人的精神 

重新規劃班主任時段，強化級主任及班主任對學生的支
援 

�   

善用學校環境，如展示具正面價值觀的標語及好人好
事，並建立成就廊，加強學生對學校的認同及歸屬感，
營造關愛校園文化 

� � � 

(b) 提升學生自我管理能力及個人修養，發展
終身興趣 

優化自我成就獎勵計劃、「叻仔叻女日日賞」計劃及向
善計劃，鼓勵及推動學生追求卓越 

� �  

統一課堂常規及禮儀要求，善用早會德育文章、早會分
享及校園電視台，強化品德教育@，建立正面積極的氛圍 

� � � 

初中全面推行體藝培育，發展學生的體藝興趣，造就成
功經歷 

� � � 

2. 2. 2. 2. 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 

    

(a) 提供展現領袖才能的機會，發展學生潛
能，栽培「懷自信」的五育人 

讓學生參與組織 35 周年校慶活動，豐富學習經歷，提升
自信 

�   

推動「班內一人一職」計劃，並由「級會」策劃和組織
各級活動，加強團隊培訓 

� � � 

組織境外交流團，由學生協助籌備和擔當組長；與參與
「學校起動計劃」的九所學校加強聯繫，組織聯校活
動；鼓勵更多學生參與校外不同機構的活動及比賽 

� � � 

(b) 培養 4E 領袖素質：活力(Energy)、鼓舞
(Energize) 、 膽 識 (Edge) 與 執 行 力
(Execute) 

優化校本領袖計劃，發掘各級領袖；強化各組別領袖職
能，讓學生展現良好的領袖素質 � � � 

3. 3. 3. 3. 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    

    

(a) 燃點同學對生命、學習和工作的熱情
(passion) 

組織貫通中一至中六的「生涯規劃」，讓學生訂立不同
階段的人生目標，發展所需技能，建功立業，服務大
眾，回饋社會 

� � � 

善用「學校起動計劃」資源，組織參觀不同機構及工作
體驗計劃，提升學生對工作及社會的認知 

� � � 

加強科組協作，推動「生命教育」 � � � 
(b) 培育「敢承擔」的五育人 優化價值教育，提升學生的品德素養@ � � � 

善用「學校起動計劃」撥款，強化高中的級本服務學習
活動，並嘗試於初中推行；組織國內山區體驗活動，讓
學生「從服務中學習」，為家國出力 

� � � 

#「立己達人」乃本校校訓，出自《論語》，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七大首要培育的價值觀 ：「堅毅」、「尊重他人」、「責任感」、「國民身份認同」、「承擔精神」、「關愛」和「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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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12 至 2013 年度學校關注事項 

 
全校關注事項(一)：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1.1.1. 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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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加強與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協

作，攜手優化各科校本課程及教學資源，有策

略地銜接高中課程 

(ii) 各科優化教材，體現「校本課程目標」* 

(iii) 中、英、數三科在初中各級制訂基本能力的指

標，迎接高中 

8/2012 – 7/2013 加強照顧學習差異，使

初中學生達致基本能

力，順利銜接高中課程 

中大意見報告、 

持分者問卷、 

測考成績統計、 

科務檢討會議 

各學科、 

各學習領域統籌、 

學與教委員會 

善用教師代

課津貼(TRG)

及九龍倉集

團「學校起

動計劃」撥

款，增聘教

師及教學助

理 

(b)(b)(b)(b) 兩文三語能力兩文三語能力兩文三語能力兩文三語能力    

(i) 在初中各科課程加入英語詞彙，讓學生在課堂

上朗讀、默寫及應用，配合考核 

(ii) 提供更多課堂以外的機會，讓學生從活動中學

習 

(iii) 整合詞彙庫，讓初中學生有系統地溫習所學 

8/2012 – 7/2013 讀、寫、聽及應用能力

得以提升，配合大學收

生要求，語文科目成績

達致第三級水平的學生

人數按年提升 

持分者問卷、 

測考成績統計、 

公開試成績統計、 

科務檢討會議、 

語文科科主任聯席會

議檢討 

語文科、 

各學科、 

外籍英語教師、 

學與教委員會 

增聘外籍英

語教師，學

生有更多接

觸英文的機

會；增聘語

文教師，各

級施行分組

教學 

2.2.2.2. 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    

(a)(a)(a)(a) 課堂互動課堂互動課堂互動課堂互動    

(i) 與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協作，

建立科本「自主學習」模式 

(ii) 引入「自主學習」策略，包括摘錄筆記、預

習、匯報、展示、合作學習、自評和互評等 

8/2012 – 7/2013 課堂以學生作主導，學

習動機得以提升，學生

更積極投入課堂學習 

科務檢討會議、 

觀課表數據分析 

各學科、 

各學習領域統籌、 

學與教委員會 

香港中文大

學「優質學

校 改 進 計

劃」 

(b)(b)(b)(b) 電子學習電子學習電子學習電子學習    

(i) 發展校本電子學習平台，活用網上資源 

(ii) 善用九龍倉「學校起動計劃」(Project WeCan)

及其他資助，發展電子學習 

8/2012 – 7/2013 學生的學習興趣及自學

能力有所提升 

持分者問卷、 

科務檢討會議 

各學科、 

資訊科技組、 

學與教委員會 

九龍倉集團

「學校起動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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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態度；(6)成為有識見的公民，立己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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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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3. 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    

(a)(a)(a)(a) 學與教策略學與教策略學與教策略學與教策略    

(i) 與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協作，

推動新教師啟導計劃、共同備課和同儕習作察

閱，並總結「課堂研究」成功經驗 

(ii) 善用「小班教學」優勢，配合適切的教學策略 

(iii) 建立科本學與教常規，有系統地加強對學生的

照顧 

(iv) 初中引入新高中的評核模式，培養學生適應高

中的解題與答題技巧 

8/2012 – 7/2013 各科能配合不同學生的

學習能力，施行最合乎

學生學習的教學策略 

科主任及學習領域統

籌報告、 

校內測考及公開試成

績統計、 

科務檢討會議、 

持分者問卷 

各學科、 

各學習領域統籌、 

學與教委員會 

「學校起動

計 劃 」 撥

款、香港中

文大學「優

質學校改進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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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中、英、數三科加強初中同學在全港性系統評

估的準備，鞏固基礎能力，銜接高中課程 

(ii) 高中各科制訂科本應試策略，及早準備，讓學

生更有自信地應付中學文憑試 

(iii) 善用「學校起動計劃」資助，開設公開試增潤

班 

8/2012 – 7/2013 學生的學習自信及應試

能力得以提升，公開試

的成績有進步 

科主任及學習領域統

籌報告、 

校內測考及公開試成

績統計、 

科務檢討會議、 

持分者問卷 

中英數、 

各學科、 

各學習領域統籌、 

學與教委員會 

「學校起動

計劃」撥款

聘請增潤班

導師 

(c)(c)(c)(c) 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    

(i) 各科制訂聯課活動，配合學科學習內容，擴闊

學生識見 

(ii) 設立全校性全方位學習日，讓學生走出課室進

行參觀和考察，引證課堂所學 

8/2012 – 7/2013 豐富「全方位學習」的

內容，提高學生學習趣

味，擴闊識見 

科務檢討會議、 

持分者問卷  

通識教育科、 

各學習領域統籌、 

學與教委員會 

「學校起動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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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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1.1.1. 修身立己修身立己修身立己修身立己達人達人達人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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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重新規劃班主任時段，強化級主任及班主任對

學生的支援 

(ii) 善用學校環境，展示具正面價值觀的標語及好

人好事 

(iii) 建立成就廊，加強學生對學校的認同及歸屬感 

8/2012 – 7/2013 建立「互關愛」、互相

尊重的校園文化，師生

健康、愉快地成長 

學生培育檢討會議、 

級主任報告、 

全體教師周年工作 

檢討會議 

學生培育委員會、 

級主任、班主任、 

輔導組、訓導組、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總務組 

「學校起動

計劃」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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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優化自我成就獎勵計劃、「叻仔叻女日日賞」

計劃及向善計劃 

(ii) 統一課堂常規及禮儀要求，善用早會德育文

章、早會分享及校園電視台，強化品德教育

@，建立正面積極的氛圍 

(iii) 初中全面推行體藝培育，發展學生的體藝興

趣，造就成功經歷 

8/2012 – 7/2013 學生擁有自我管理能力

及自信；啟發及培育學

生體藝潛能，建立興

趣，並於校內外展現 

學生培育檢討會議、 

計劃檢討數據、 

級主任報告、 

全體教師周年工作 

檢討會議 

學生培育委員會、 

級主任、班主任、 

輔導組、訓導組、 

活動組、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資訊科技組、 

科技、文化及藝術教育 

「學校起動

計劃」撥款 

2.2.2.2. 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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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學生參與組織 35 周年校慶活動，豐富學習經

歷，提升成功感 

(ii) 推動「班內一人一職」計劃，並由「級會」策

劃和組織各級活動，加強團隊培訓 

(iii) 組織境外交流團，由學生協助籌備和擔當組長 

(iv) 與參與「學校起動計劃」的九所學校加強聯

繫，組織聯校活動 

(v) 鼓勵更多學生參與校外不同機構的活動及比賽 

8/2012 – 7/2013 學生自信得以提升，

並展現領袖才能 

學生培育檢討會議、 

級主任報告、 

活動檢討數據、 

全體教師周年工作 

檢討會議 

 

學生培育委員會、 

級主任、班主任、 

輔導組、活動組、 

訓導組、社區聯絡組、 

各班科任老師、 

校慶活動工作小組 

「學校起動

計劃」撥款 

(b)(b)(b)(b) 培 養培 養培 養培 養 4E4E4E4E 領 袖 素 質領 袖 素 質領 袖 素 質領 袖 素 質 ：：：： 活 力活 力活 力活 力 ((((Energy)))) 、、、、 鼓 舞鼓 舞鼓 舞鼓 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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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優化校本領袖計劃，發掘各級領袖 

(ii) 強化各組別領袖職能，讓學生展現良好的領袖

素質 

8/2012 – 7/2013 學生能展現 4E 領袖素

質 

學生培育檢討會議、 

級主任報告、 

全體教師周年工作 

檢討會議 

學生培育委員會、 

級主任、班主任、 

輔導組、訓導組、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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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大首要培育的價值觀 ：「堅毅」、「尊重他人」、「責任感」、「國民身份認同」、「承擔精神」、「關愛」和「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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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3.3.3.3. 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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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sion))))    

(i) 組織貫通中一至中六的「生涯規劃」，讓學生

訂立不同階段的人生目標，發展所需技能，建

功立業，服務大眾，回饋社會 

(ii) 善用「學校起動計劃」資源，組織參觀不同機

構及工作體驗計劃，提升學生對工作及社會的

認知 

(iii) 加強科組協作，推動「生命教育」 

8/2012 – 7/2013 學生於不同階段擁有目

標，擁有對生命、學習

和工作的熱情 

學生培育檢討會議、 

活動檢討數據、 

全體教師周年工作 

檢討會議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輔導組、訓導組、 

學生培育委員會 

「學校起動

計劃」及校

外機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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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優化價值教育，提升學生的品德素養@ 
(ii) 善用「學校起動計劃」撥款，強化高中的級本

服務學習活動，並嘗試於初中推行 

(iii) 組織國內山區體驗活動，讓學生「從服務中學

習」，為家國出力 

8/2012 – 7/2013 學生具有「敢承擔」的

精神，並參與服務 

學生培育檢討會議、 

活動檢討數據、 

全體教師周年工作 

檢討會議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級主任、班主任、 

輔導組、活動組、 

訓導組、社區聯絡組、 

學生培育委員會、 

通識教育科 

「學校起動

計劃」撥款

及校外機構

資源 

@七大首要培育的價值觀 ：「堅毅」、「尊重他人」、「責任感」、「國民身份認同」、「承擔精神」、「關愛」和「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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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11-2017 年度九龍倉集團「學校起動計劃」(Project WeCan) 
    
(1) 學校簡介 

 

本校創立於 1978 年，迄今已有 33 年。本校特色如下： 

 

(a) 校訓：立己達人 

 

(b) 五育人素質：「五育人、懷自信、互關愛、敢承擔」 [30 周年校慶制訂] 

 

(c) 發展策略： 

    

    

 

 

 

 

 

 

 

 

 

 

 

 

 

(d) 管理與組織： 

 

i) 法團校董會：自 2008 年 8 月成立，加入了獨立、教員、家長及校友校董。現
任校董包括：校監顏明仁博士、張玿于女士、毛錫強先生、李
慶煇先生 BBS、邱可珍太平紳士、何鍾泰博士、區軼群博士、
黃寶財教授、馮漢榮老師、馬力老師、梁麗珍女士、李美歡女
士、陳梓杰先生。 

 
ii)  教職員：配合「小班教學」，本校近年持續增聘額外人手，2012-13 年度教

職員之編制如下：校長及教師共 74 人、另有社工及輔導員 3 人、教

學助理 3 人、實驗室技術員 2 人、圖書館助理員 1 人、特別室事務

員 3 人、資訊科技管理員 1 人、校園電視台導師 1 人、校務處職員

7 人及工友 8 人。總計全校教職員工共 103 人。教師的平均教學年

資為 11 年，具有碩士學歷的教師有 22 人。 

 

學與教學與教學與教學與教

學校環境及設施

過程 結果

校風及學生支援管
理
與
組
織

學
生
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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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學與教： 

 

i) 校本課程目標：本校因應新高中課程，制訂了「校本課程目標」，包括： 

(1) 善用兩文三語兩文三語兩文三語兩文三語    

(2) 具廣闊知識廣闊知識廣闊知識廣闊知識基礎 

(3) 掌握多元智能 

(4) 建立健康生活方式，積極參與活動 

(5) 重視生涯規劃，培養正面的學習態度 

(6) 成為有識見的公民，立己達人 

 

ii) 小班教學：本校自 2008 年起推行校本「小班教學」，以加強對學生照顧，提

升學與教質素。配合校本「小班教學」政策及課室不足，本校於

2010 年主動向教育局申請，成為首批參與「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計

劃」的學校之一，於中一級減收 1班。班級結構規劃如下： 

學年 

教育局批核班級結構教育局批核班級結構教育局批核班級結構教育局批核班級結構    校本小班教學班級結構校本小班教學班級結構校本小班教學班級結構校本小班教學班級結構    

中

一 

中

二 

中

三 

中

四 

中

五 

中

六 

中

七 
合共 

中

一 

中

二 

中

三 

中

四 

中

五 

中

六 

中

七 
合共 

2008-09 5 5 5 5 5 2 2 29 6 6 6 5 5 2 2 32 

2009-10 5 5 5 5 5 2 2 29 6 6 6 6 5 2 2 33 

2010-11 4 5 5 5 5 2 2 28 5 6 6 6 6 2 2 33 

2011-12 4 4 5 5 5 5 2 30 5 4 6 6 6 5 2 34 

2012-13 4 4 4 5 5 5 - 27 5 5 4 6 6 6 - 32 

2013-14 4 4 4 4 5 5 - 26 5 5 5 5 6 6 - 32 

2014-15 4 4 4 4 4 5 - 25 5 5 5 5 5 6 - 31 

2015-16 4 4 4 4 4 4 - 24 5 5 5 5 5 5 - 30 

 
iii) 全方位學習：走出教室學習是我們的教學理想。我們為各級同學設計了不同

的全方位學習活動，如中一級「遊走中上環」，同學穿梭於中

上環區，尋找歷史、文化、飲食和購物的景點；中二級於一月

期間更走出香港，參加「肇慶地貌面面觀」兩日一夜的考察。

此外，本校每年於不同月份舉辦學術周活動，包括：語文雙

周、數理環保周、人文學科周、體藝周。 

 

(f) 學生培育： 

 

i) 各級培育重點： 

中一 認識學校，建立歸屬 

中二 認識自我，建立形象 

中三 建立目標，勇於嘗試 

高中 多元發展，勇於承擔 

接受挑戰，服務社群 

 

ii) 體藝培養：2008-09 年度起中一同學逢星期五放學後參與「一人一體藝」活

動；配合新高中課程 2009-10 年度起中四及中五級每星期均設一

節「藝術教育課」；2010-11 年度起中二級同學逢星期二放學後

增設「藝術培養」課程；2012-13 年度起進一步發展，中二、三

級同學逢星期二放學後參加「體藝培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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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輔導活動：本校重視「班級經營」，逢星期四下午設有周會，推動多樣化活

動。此外，本校亦積極舉辦特色的輔導活動，如：「中一新生導

入計劃」、中二及中三級「共創成長路」計劃、高中「生涯規

劃」工作坊及小組輔導、關愛周、生命教育周等。 

 

(g) 校園環境及設施： 

 

i) 校園電視台：校園電視台逢星期五推出「午間直播」，介紹校園生活的最新

資訊。每星期片段均上載至學校網頁及 youtube。 

 

ii) 天台花園、三十周年校慶紀念花園：由師生一同建造。 

 

(h) 學生成就： 

 

i) 公開試成績：2012 年為中七級最後一屆香港高級程度會考，繼 2010 及 2011

年後，2012 年整體及格率及優良率均再創開校以來新高。報考

科目共 14 科，其中 8 科優良率高於全港平均水平，3 科及格率

達 100%，包括物理、地理、通識教育科。同學在中國歷史、歷

史科表現尤其突出，優良率分別為 53.8%、52.4%。2012 年學業

增值指標方面，在師生的一同努力下，中七級英語運用、物

理、地理科均為全港首 10%的增值。 

2012 年為中六級首屆參加香港中學文憑試，共 4 科第 2 級或以

上達 100%，包括：數學(M1)、物理、歷史、設計與應用科技

科。同學在物理科表現尤其突出，考獲第 4 級或以上達

70.8%。至於一直受社會關注的通識教育科，我校同學表現不

俗，考獲第 2 級或以上達 93.4%，高於全港平均水平。整體成

績較 2010 年最後一屆中學會考有很大進步。 

 

ii) 校外比賽：隨著近年中一級「一人一體藝」及中二級｢藝術培養｣課程逐步發

展，我校同學近年積極參與校外比賽，特別在田徑、舞蹈、朗

誦、武術、奧數及短片創作等收穫豐盛，獲得不少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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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校起動計劃」(Project WeCan)基本理念 

 

「學校起動計劃」為香港教育界揭開歷史的新一頁！除提供財政資助外，九龍倉旗下公

司亦將動員職工為本校同學提供多元化活動，令學生走出課室、走出校園。透過是次計

劃，我校將會再次得到中文大學的專業支援。是項計劃結合了商界、大學及中學跨界別

三方協作的力量、心思和熱誠，為本校同學提供全方位的支援，一同培育我們的新一代

成為良好公民，亦同時肯定了我校教職員多年來努力耕耘，對教育的委身和貢獻。 

 

未來 6 年(2011-17)，我校運用九龍倉的撥款，為同學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經歷。配合學

校關注事項，我校已訂出了「學校起動計劃」(Project WeCan)第 1 個 3 年(2011-14)計

劃，設有 10 項發展項目，包括： 

1.1.1.1. 小班教學支援小班教學支援小班教學支援小班教學支援    6. 6. 6. 6. 校園電視發展校園電視發展校園電視發展校園電視發展 

2.2.2.2. 課後學習支援課後學習支援課後學習支援課後學習支援    7.7.7.7. 學生成就展示學生成就展示學生成就展示學生成就展示    

3.3.3.3. 會德豐獎學金會德豐獎學金會德豐獎學金會德豐獎學金    8. 8. 8. 8. 商校生涯規劃商校生涯規劃商校生涯規劃商校生涯規劃    

4.4.4.4. 全人教育培訓全人教育培訓全人教育培訓全人教育培訓    9. 9. 9. 9. 學習設施優化學習設施優化學習設施優化學習設施優化    

5.5.5.5. 藝術體育培養藝術體育培養藝術體育培養藝術體育培養    10.10.10.10.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專業發展    

 

2011 年 9 月 1 日起，我校正式參與「學校起動計劃」(Project WeCan)。本校衷心感謝

九龍倉集團對教育的承擔，為本校同學提供難能可貴的學習機會，為他們日後投身社

會，奠下優良的基礎。未來 6 年，我校承諾善用九龍倉集團所提供的資源，與集團及中

文大學攜手協作，致力提升教育質素，優化學生學習，為同學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經歷，

培養同學成為有自信、具承擔精神的社會公民，畢業後貢獻社會。我們相信這一切投

入，定能為我們的下一代「創建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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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育中學 

九龍倉「學校起動計劃」(Project WeCan) 

2011 至 2014 三年發展計劃具體內容 

    

範疇一範疇一範疇一範疇一：：：：學與教學與教學與教學與教    
目標 預期成果 策略/工作 2011/12 2012/13 2013/14 

1.1.1.1. 小班教學支援小班教學支援小班教學支援小班教學支援    

    

(a) 照顧學習差異 1. 聘請輔導員，支援學習稍遜的同學在學習上的特殊需要  � � 

2. 製作教材，減少班內、校內因學習能力不同而造成學習

差異的問題 
� � � 

3. 實施小組及小班教學，減少學生人數，降低學習差異的

影響 
� � � 

4. 高中小班教學從中文及英文科伸延至數學科及通識科，

提升新高中核心科目的成績 
 � � 

(b) 優化校本課程，提升

課堂教學質素 

1. 在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學校發展主任指

導下，優化校本教材，提供課程支援，特別中、英、數

及通識科，並針對小班教學，探索適切的「小班教學」

策略，提升教學質素 

� � � 

2. 聘請副教師，增加教師空間，提升教學質素 � � � 

2.2.2.2. 課後學習支援課後學習支援課後學習支援課後學習支援    

    

(a) 鞏固學生學習，提升成

績 

1. 於課後或周六開設鞏固班、增潤班，協助基礎較弱和能

力較高的同學 
� � � 

2. 增設公開試增潤班，於公開試前為考試作好準備 � � � 

(b) 新高中應用學習課程 1. 為本校高中學生申請修讀應用學習課程，豐富學習經歷 
� � � 

(c) 提升應試信心 1. 為高中學生舉行模擬放榜活動工作坊 
� � � 

3.3.3.3. 會德豐獎學金會德豐獎學金會德豐獎學金會德豐獎學金    

    

(a) 獎勵學生成果 1. 獎勵於公開試中成績優異的同學 � � � 

2. 成立「會德豐傑出學生獎學金」，獎勵各級表現傑出同

學 
� � � 

(b) 支援清貧學生 1. 增設「會德豐援助金」以支援清貧學生參與不同學習活

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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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二範疇二範疇二範疇二：：：：學生培育學生培育學生培育學生培育    
目標 預期成果 策略/工作 2011/12 2012/13 2013/14 

1.1.1.1. 全人教育培訓全人教育培訓全人教育培訓全人教育培訓    (a) 資優教育 1. 資助優良表現的學生，讓他們接受校外專業培訓 � � � 

(b) 領袖訓練 1. 邀請專業導師以不同模式，分階段推行學生領袖培訓，

並由校內老師或輔導員跟進和檢視 
� � � 

2. 資助部份同學參與由校外組織舉辦的訓練課程或境外交

流，豐富同學的經歷 
� � � 

3. 帶領行為稍遜的學生參與不同類型的訓練活動，讓他們

反思自己的品行 
� � � 

(c) 班級經營 1. 以級為本，為中一至中四各級提供團隊訓練、品德教育 � � � 

2.2.2.2. 藝術體育培養藝術體育培養藝術體育培養藝術體育培養    (a) 體藝培育 1. 聘請專業導師為初中同學提供體育或藝術培訓，讓同學

接受專業訓練，培育興趣 
� � � 

2. 聘請專業導師提供進深課程，讓於體藝有傑出表現的同

學接受進階培訓，培訓專長 
� � � 

3. 購置大型樂器，讓學生能於任何時段均可於校內練習 � � � 

(b) 高中藝術教育課 1. 聘請校外專業導師為中四及五學生提供藝術培訓，擴闊

及豐富他們的學習經歷 
� � � 

(c) 成立區本領袖訓練中心 1. 添置歷奇為本的器材，配合體育科課程，並為校內及區

內中小學學生提供合適場地進行體育及領袖培訓 
 � � 

3.3.3.3. 校園電視發展校園電視發展校園電視發展校園電視發展    (a) 推廣傳媒教育 1. 中一「一人一體藝」、中二「藝術培養」加入校園電視

單元 
� � � 

2. 中一至中四各級每月製作一次「級內電視新聞」，輪流

播放，並挑選各級表現優秀的學生加入 NYTV  
� � � 

(b) 成立「電視學堂」 1. 有系統地提供一系列的校園電視培訓課程 � � � 

(c) 成立教育電視庫 1. 設立「教育電視庫」，如拍攝老師做實驗的重要過程，

讓學生可於網上重温 
� � � 

4.4.4.4. 學生成就展示學生成就展示學生成就展示學生成就展示    (a) 提高同學的自尊，加強

對學校的歸屬感 

1. 以每月通訊為藍本，於校園以展板或橫額形式展示學生

的活動和獎項，提高自尊感 
� � � 

2. 出版學生獲獎及參與活動的刊物，加強學校形象建立 � � � 

3. 成立學校歷史廊，展示歷年學生和教師的成就  � � 



 

 13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預期成果 策略/工作 2011/12 2012/13 2013/14 

5.5.5.5. 商校生涯規劃商校生涯規劃商校生涯規劃商校生涯規劃    (a) 提升同學對工作職場的

認識 

1. 在九龍倉集團及會德豐地產有限公司支援下，舉辦生涯

規劃工作坊 
� � � 

2. 舉辦升學及就業講座 � � � 

3. 參觀各行各業 � � � 

4. 參加工作影子計劃、商校伙伴計劃、營商體驗計劃 � � � 

5. 參加教育及職業博覽 � � � 

 

 

範疇三範疇三範疇三範疇三：：：：管理與組織管理與組織管理與組織管理與組織    
目標 預期成果 策略/工作 2011/12 2012/13 2013/14 

1.1.1.1. 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專業發展    (a) 校本專業發展 1. 由教育心理學家提供培訓，讓同工學習對不同學習需要的

同學提供適切支援 
� � � 

2. 由專業社工提供培訓，學習衝突與和解的策略和技巧 � � � 

3. 邀請專業導師為校內同工提供以歷奇為本的團隊培訓，並

集中訓練有志成為導師的同工，配合區本歷奇中心的發

展 

 � � 

4. 舉辦照顧教師的身心靈工作坊，紓緩教師壓力 � � � 

(b) 聯校專業發展 1．參與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聯校教師專業

發展日，讓老師參與不同範疇的培訓 
� � � 

2.2.2.2. 學習設施優化學習設施優化學習設施優化學習設施優化    (a) 校園電視台培訓中心 1. 優化校園電視台(NYTV)現有設施 � � � 

2. 改建 S001 為校園電視台培訓中心  � � 

(b) 加設器械健身室 1. 有蓋操場加設器械健身室  � � 

(c) 更新教學設施，推動

電子學習 

1. 添置實物投影機、電子白版等器材，並更新已購置 6 年以

上電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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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育中學 

九龍倉「學校起動計劃」(Project WeCan) 

2011 至 2014 三年發展計劃評估方法 
範疇 目標 評估方法 成功準則 

((((一一一一) ) ) ) 學與教學與教學與教學與教 1. 小班教學支援 � 透過訪談、問卷、會議，收集不同持分者(包括家

長、學生、老師)的意見，充分了解本校在「照顧

學習差異」、「優化校本課程」兩方面的工作進展 

� 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得到支援 

� 在中文大學的一同努力下，教材能

配合學生能力和需要，提升課堂教

學質素，以及學生的學業成績 

2. 課後學習支援 � 透過訪談、問卷收集參與課後增潤班學生的意見，

並分析學生的學業成績，了解增潤班的成效 

� 學與教委員會定期檢討及跟進課後增潤班 

� 有效地協助參與課後增潤班的學

生，提升應試信心 

� 學生在校內、公開試成績得以提升 

3. 會德豐獎學金 � 透過訪談、會議，收集不同持分者(包括家長、學

生、老師)對獎學金的意見，作出檢討及修訂 

� 各級表現傑出同學得到嘉許 

� 公開試成績優異學生加以表揚 

� 家境清貧學生得到適切支援 

((((二二二二) ) ) ) 學生培育學生培育學生培育學生培育 1. 全人教育培訓 � 領袖訓練及各級團隊訓練後，以問卷方式，收集參

與學生及老師的意見 

� 學生培育委員會定期檢討各項活動成效 

� 通過多元化訓練，提供全人教育培

訓 

� 學生的領導才能及品德得以提升 

2. 藝術體育培養 � 透過訪談及問卷，了解各級學生在參與「一人一體

藝」、「藝術培養」及「藝術教育課」後的意見 

� 當值老師每節評估導師的教學表現，以及學生的學

習表現 

� 組織「成果分享會」，學生展示所學 

� 活動組、音樂科、體育科及相關科目定期檢討活動

進展，作出跟進 

� 學生從學習中，掌握體藝項目的相

關技巧 

� 學生在「成果分享會」上，展現學

習自信 

� 更多學生參與校外體藝比賽 

3. 校園電視發展 � 透過訪談、問卷收集學生對校園電視台的意見 

� 資訊科技組定期檢討校園電視台發展 

� 善用校園電視的平台，加強學生參

與，並推廣傳媒教育 

4. 學生成就展示 � 透過訪談，收集不同持分者(包括家長、學生、老

師)，以及校外人士(如本區小學校長) 的意見 

� 以不同媒介展現歷年學生和教師成

就，提高學生自尊感，並建立學校

形象，提升本校的受歡迎程度 

5. 商校生涯規劃 � 透過訪談及問卷，了解參與各項活動計劃學生及導

師的意見 

� 同學對工作職場的認識得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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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目標 評估方法 成功準則 

((((三三三三) ) ) ) 管理與組織管理與組織管理與組織管理與組織    1. 教師專業發展 � 每項活動完結後，透過問卷收集教師意見 � 通過校本及聯校專業發展活動，教

師專業能力得以提升 

2. 學習設施優化 � 透過訪談，收集學生及教職員對各項新增設備的意

見 

� 優化學生學習環境，提升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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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01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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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F G-P Q-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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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祥副校長(學與教)、馮潤儀副校長(學生培育)、陳錦權助理校長(行政) 

張家榮老師(學務主任)、馮漢榮老師(課程主任) 

蔡敏芝老師(升學及就業輔導主任)、陳才源老師(訓導主任) 

謝麗芳老師(輔導主任)、黃智強老師(德育及公民教育主任) 

馬淑嫺老師(活動主任)、馬力老師(社區聯絡主任) 

[唐碧瑤小姐、陳麗珍小姐(支援)] 

B 35 周年慶 

籌備委員會 

主席：連鎮邦校長 

副主席：陳永祥副校長、馮潤儀副校長、陳錦權助理校長 

成員：馮漢榮老師、黃智強老師、張家榮老師、馬淑嫺老師、鄒蕙冰老師 

張玉菁老師、林妍老師、梁迪勳老師、郭麗安老師、馬力老師 

陳才源老師、謝麗芳老師 [陳麗珍小姐(支援)] 

典禮小組 組長：馮漢榮老師、黃智強老師、張家榮老師 

成員：鄺惠晶老師、張勇老師、黃德偉老師、區桂萍老師、楊曉霞老師 

賴慧雄老師、徐長樂老師、陳月新老師、吳玉花老師、林雅斌老師 

李靜儀小姐 

匯演小組 組長：馬淑嫺老師、鄒蕙冰老師、陳錦權助理校長 

成員：王麗雯老師、馮子泓老師、葉慧德老師、陳思圓老師、李浩峰老師 

程宇寧老師、歐陽浩邦老師、梁詠茜老師、梁晉彥老師、陳蘭芳老師 

余嘉欣老師、Mike、Nick、陸永基先生、盧映霖姑娘 

馬慶陵老師、葉啟章老師、羅鎧倫姑娘、鄧安迪先生 

特刊小組 組長：張玉菁老師、林妍老師、陳永祥副校長 

成員：李佩芳老師、詹文娥老師、彭嘉瑛老師、梁德趣老師、黃秀雅老師 

胡樂彤老師、梁榮輝老師、梁美珊老師、林冬虹老師、鄺慧敏老師 

馮德賢老師、鄧志豪老師、黃柏霖老師、陳坤鈴小姐 

宣傳小組 組長：梁迪勳老師、郭麗安老師、馬力老師 

成員：葉志康老師、黃永成老師、劉佩琼老師、霍茵婷老師、吳雙揚老師 

梁寶珊老師、王皓生老師、梁愛璋老師、朱立賢老師、林佳達老師 

聚餐小組 組長：陳才源老師、謝麗芳老師、馮潤儀副校長 

成員：霍展熙老師、葉芷淳老師、陳幗英老師、金浩暉老師、馬淑貞老師 

蔡敏芝老師、蔡嘉榮老師、何玉明老師、盧玉嬋老師、吳善揮老師 

黃燕娥小姐 

支援小組 成員：丁紹明先生、尹嘉麗小姐、李靜儀小姐、黃燕娥小姐、陳坤鈴小姐 

陳麗珍小姐、唐碧瑤小姐、朱珮琴小姐、陳秀雲小姐、侯偉英小姐 

劉玉蓮小姐、林英傑先生、鄧安迪先生、姜志文先生、邵君平先生 

何展圖先生、陳龍先生、劉思宏先生 

C 學與教委員會 主席：陳永祥副校長(人文教育) 

副主席：張家榮老師(學務主任)、馮漢榮老師(課程主任、科學教育、考試) 

成員：郭麗安老師(中國語文教育)、林妍老師(中國語文教育、閱讀學習) 

吳玉花老師(英國語文教育)、余嘉欣老師(英國語文教育、閱讀學習) 

黃智強老師(數學教育)、蔡敏芝老師(通識教育、升學及就業輔導) 

張玉菁老師(科技、文化及藝術教育)、蔡嘉榮老師(資訊科技) 

[朱珮琴小姐、陳秀雲小姐(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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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六大學習領域 

(科主任) 

中國語文教育 

中文、普通話：郭麗安老師、林妍老師 [黃柏霖老師、陳坤鈴小姐(支援)] 

英國語文教育 

吳玉花老師、余嘉欣老師、何玉明老師 [黃燕娥小姐(支援)] 

數學教育 

黃智強老師、吳雙揚老師 [葉啟章老師、陳坤鈴小姐(支援)] 

科學教育 

科學、化學：馮漢榮老師 [劉思宏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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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祥副校長 [侯偉英小姐(支援)] 

中國歷史：梁寶珊老師 [林英傑先生(支援)] 

經濟、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陳幗英老師 [林英傑先生(支援)] 

地理、旅遊與款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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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柏霖老師(支援)] 

科技、文化及藝術教育 

視覺藝術：張玉菁老師 [邵君平先生(支援)] 

設計與應用科技：梁迪勳老師 [邵君平先生(支援)] 

家政：盧玉嬋老師 [邵君平先生(支援)] 

音樂：鄒蕙冰老師 [何展圖先生(支援)] 

體育：張勇老師 [何展圖先生(支援)] 

E 閱讀學習組 組長：林妍老師、余嘉欣老師 

成員：林冬虹老師、李佩芳老師、楊曉霞老師、何玉明老師 [何展圖先生(支援)] 

F 升學及就業輔

導組 

組長：蔡敏芝老師 

成員：程宇寧老師、梁詠茜老師、林佳達老師、陳幗英老師、梁美珊老師 

黃柏霖老師 [林英傑先生(支援)] 

G 學生培育委員

會 

主席：馮潤儀副校長 

成員：(訓導) 陳才源老師、梁愛璋老師、徐長樂老師、梁迪勳老師 

(輔導) 謝麗芳老師、鄺慧敏老師 

(德育) 黃智強老師、王麗雯老師 

(活動) 馬淑嫺老師、鄒蕙冰老師、吳雙揚老師 

[李靜儀小姐、陳秀雲小姐(支援)]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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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樂彤老師、金浩暉老師、梁寶珊老師、霍茵婷老師、鄧志豪老師 

盧玉嬋老師 [陳坤鈴小姐(支援)] 

I 環境教育小組 組長：陳才源老師 

成員：陳錦權助理校長、馮漢榮老師、鄺惠晶老師、鄺慧敏老師、梁迪勳老師 

丁紹明先生、尹嘉麗小姐 

J 訓導組 組長：陳才源老師、梁愛璋老師    副組長：徐長樂老師、梁迪勳老師 

成員：張勇老師、霍展熙老師、陳思圓老師、葉芷淳老師、張家榮老師 

梁晉彥老師、王皓生老師、蔡嘉榮老師 

[李靜儀小姐、羅鎧倫姑娘、林英傑先生(支援)] 

K 輔導組 組長：謝麗芳老師    副組長：鄺慧敏老師 

成員：朱立賢老師、梁榮輝老師、賴慧雄老師、黃永成老師、李浩峰老師 

鄺惠晶老師、吳善揮老師、劉佩琼老師、馬淑貞老師、陳月新老師 

盧翠英姑娘(社工)、陸永基先生(社工)、盧映霖姑娘(社工) 

羅鎧倫姑娘(輔導員) [陳秀雲小姐(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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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學習支援小組 組長：鄺慧敏老師(輔導)    副組長：張家榮老師(學與教) 

成員：盧翠英姑娘(社工)、馮漢榮老師(考試)、梁榮輝老師、陸永基先生(社工) 

盧映霖姑娘(社工)、羅鎧倫姑娘(輔導員) 

M 活動組 組長：馬淑嫺老師    副組長：鄒蕙冰老師、吳雙揚老師 

成員：張勇老師、黃秀雅老師、葉慧德老師、陳思圓老師、葉芷淳老師 

馮子泓老師、馬慶陵老師、王皓生老師、葉啟章老師 [何展圖先生(支援)] 

N 專業發展組 組長：馮潤儀副校長 

成員：謝麗芳老師、陳蘭芳老師、陸永基先生 [陳秀雲小姐(支援)] 

O 危機處理小組 組長：馮潤儀副校長(學生培育) 

成員：陳永祥副校長(學與教)、陳錦權助理校長(行政)、陳才源老師(訓導) 

謝麗芳老師(輔導)、黃智強老師(德育及公民教育)、馬淑嫺(活動) 

盧翠英姑娘(社工)  [陳麗珍小姐(支援)] 

P 典禮小組 組長：馮潤儀副校長 

成員：陳錦權助理校長、馮漢榮老師、張玉菁老師、郭麗安老師、梁迪勳老師 

鄒蕙冰老師 [陳麗珍小姐(支援)] 

Q 財務組 組長：陳錦權助理校長 

成員：陳永祥副校長、馮潤儀副校長、陳才源老師、馬淑嫺老師 

[唐碧瑤小姐、林英傑先生(支援)] 

R 總務組 組長：陳錦權助理校長    副組長：梁迪勳老師 

成員：張玉菁老師、吳雙揚老師、區桂萍老師、丁紹明先生、尹嘉麗小姐 

邵君平先生 [唐碧瑤小姐、林英傑先生(支援)] 

S 社區聯絡組 組長：馬力老師    副組長：郭麗安老師 

成員：葉志康老師、詹文娥老師、彭嘉瑛老師、黃德偉老師、梁德趣老師 

林雅斌老師、林冬虹老師、馮德賢老師 [侯偉英小姐(支援)] 

T 資訊科技組 組長：蔡嘉榮老師    副組長：陳才源老師 

成員：葉志康老師、梁榮輝老師、歐陽浩邦老師、鄧安迪先生、尹嘉麗小姐 

姜志文先生、劉思宏先生、陳龍先生 [侯偉英小姐(支援)] 

U 教員室室長 盧玉嬋老師、區桂萍老師(一樓) 

V 醫療室 組長：尹嘉麗小姐    副組長：丁紹明先生 

成員：李靜儀小姐 

W 文件 (行政) 楊曉霞老師(中文)、余嘉欣老師(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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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012-2013 年度教師工作分配總表 
代號 姓名 任教科目、班別 鞏固班/訓導室當值 班主任課 行政組 35 周年 總節數 

1 張 勇 地理：2C、2D(4) 

體育：S1(6)；S4(6)；S5(6) 

訓導室當值(3) 1A(2) 訓導組 

活動組 

典禮小組 27 

2 程宇寧 歷史：1A、1C、1D(6) 

旅遊：4F(5)；5F(5)；6F(5) 

通識：4D(6) 

 1A 升就組 匯演小組 27 

3 黃秀雅 數學：1B(6)；3B、3C(12)；4F(7)  1B(2) 活動組 特刊小組 27 

4 葉志康 電腦：1A、1B、1C、1D(8)；2B、2C、2D、2E(8) 

ICT：S4(5)；S6(5) 

 1B 資訊組 

社區組 

宣傳小組 26 

5 張玉菁 視藝：1C(2)；S2(10)；S4(5)；S6(5) 中四、五藝術教育(2) 1C(2) 學與教 

典禮組 

總務組 

特刊小組 26 

6 朱立賢 英文：1C、1E (18)；4B (9)  1C 輔導組 宣傳小組 27 

7 胡樂彤 中文：1D(7)；3B(7)；5D(8) 

普話：1C、1D、1E(3) 

 1D(2) 德育組 特刊小組 27 

8 詹文娥 英文：1D(9)；5A、5D(18)  1D 社區組 特刊小組 27 

9 彭嘉瑛 中文：1E(7)；5B(8)；6D(8) 中一中文鞏固班(2) 1E(2) 社區組 特刊小組 27 

10 梁榮輝 電腦：1B、1D、1E(6)；2A、2D(4)；3A、3B、3D(6) 

ICT：S4(5)；S5(5) 

 1E 輔導組 

資訊組 

學支組 

特刊小組 26 

11 賴慧雄 英文：2A(8)；5E(9)；6ABC1[oral](2) 中二英文鞏固班(2) 

中二課程設計(3) 
2A(2) 輔導組 典禮小組 26 

12 黃永成 數學：2A、2BD(14) 

科學：1E(4)；2A、2B(8) 

 2A 輔導組 宣傳小組 26 

13 黃德偉 地理：4D(5) 

通識：2A、2B(4)；3A、3B、3C(3)； 5C(6)；6C(7) 

 2B(2) 社區組 典禮小組 27 

14 葉慧德 英文：2B(8)；4C、4E(18)  2B 活動組 匯演小組 26 

15 梁詠茜 英文：2C、2D(16)、3C(9)  2C(2) 升就組 匯演小組 27 

16 歐陽浩邦 中文：2C(7)；5F(8)；6B(8) 

普話：2C、2D(4) 

 2C 資訊組 匯演小組 27 

17 李浩峰 數學：2C、2D(14) 

音樂：1D、1E(4)；2C、2D、2E(3)；3A、3B、3C(3) 

中四、五藝術教育(2) 2D(2) 輔導組 匯演小組 28 

18 郭麗安 中文：2BD(7)；4B(8)；5DEF(8)  2D 社區組 

典禮組 

學與教 

宣傳小組 23 

19 霍展熙 數學：2E(7) 

體育：S2(6)；S3(4)；S6(6) 

中二數學鞏固班(下 1)  2E(2) 訓導組 聚餐小組 26 

20 區桂萍 中文：2A、2E(14)；3A(7) 

普話：2A、2E(4) 

中二中文鞏固班(2) 2E 總務組 典禮小組 27 

21 林佳達 經公：1E(2)；3A、3B、3C、3D(6) 

經濟：S4(5)、S5(5)；S6(5) 

 3A(2) 升就組 宣傳小組 25 

22 陳思圓 數學：1D、1E(12)；3A(6) 

體育：2AC(2)；S4(6) 

訓導室當值(1) 3A 訓導組 

活動組 

匯演小組 27 

23 梁德趣 中文：3BD(7)；5A、5E(16) 

普話：3A、3B(2) 
 3B(2) 社區組 特刊小組 27 

24 林雅斌 英文：3B(9) 中三課程設計(3) 3B 
0.4 教席 

社區組 典禮小組 12 

25 葉芷淳 體育：S1(6)；2B、2DE(4)；S3(4)；S5(6)；S6(6)  3C(2) 訓導組 

活動組 

聚餐小組 28 

26 林 妍 中文：3C(7)；6ABC、6E(16)  3C 閱讀組 

學與教 

特刊小組 23 

27 鄺惠晶 科學：1D(4) 

生物：3A、3B、3D(6)；4B、4C-4F(10)；6B(5) 

 3D(2) 輔導組 

環境組 

典禮小組 27 

28 馮子泓 英文：3D(9)；6C、6DEF(18)  3D 活動組 匯演小組 27 

29 吳善揮 中文：1C(7)；4A、4DEF(16) 中三中文鞏固班(2) 4A(2) 輔導組 聚餐小組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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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姓名 任教科目、班別 鞏固班/訓導室當值 班主任課 行政組 35 周年 總節數 

30 金浩暉 中文：4ABC(8) 

歷史：1B、1E(4)；3B(1.5) 

通識：4B (6)；5B(6) 

 4B(2) 德育組 聚餐小組 27.5 

31 梁寶珊 中史：2B、2C、2E(6)；3A、3B(3)；S4(5)；S5(5) 

通識：4C(6) 
 4C(2) 德育組 宣傳小組 27 

32 林冬虹 中文：2D(7)；4D(8) 

中史：2D(2)；3C、3D(3)；S6(5) 

 4D(2) 閱讀組 

社區組 

特刊小組 27 

33 李佩芳 中文：1B(7)；4E(8)；6F(8) 

普話：1A、1B(2) 
 4E(2) 閱讀組 特刊小組 27 

34 馬慶陵 英文：1A、1B(18)；4F (9)  4F(2) 活動組 匯演小組 29 

35 張家榮 科學：2C、2E(8) 

物理：3A、3B、3C、3D(4)；4A(5)、5A(5) 

 5A(2) 訓導組 

學支組 

學與教 

校務組 

典禮小組 24 

36 霍茵婷 英文：2BD(8)；5B(9)；6ABC2[oral](2) 中二課程設計(3) 

中三英文鞏固班(2) 
5B(2) 德育組 宣傳小組 26 

37 梁晉彥 英文：3BD(9)；5C、5F(18)  5C(2) 訓導組 匯演小組 29 

38 王皓生 數學：5B、5D(14)；6D(7) 中三數學鞏固班(2)  

訓導室當值(2) 
5D(2) 訓導組 

活動組 

宣傳小組 27 

39 陳幗英 經公：1A、1B、1C、1D(8) 

企業：4E(5)、5E(5)、6E(5) 

 5E(2) 升就組 聚餐小組 25 

40 鄒蕙冰 通識：5F(6)；6E(7) 

音樂：1A、1B、1C(6)；2A、2B(2)；3D(1) 

中四、五藝術教育(2) 5F(2) 活動組 

典禮組 

培育組 

匯演小組 26 

41 余嘉欣 英文：4DEF(9)；6ABC(9) 中一課程設計(3) 

中二課程設計(3) 
6A(2) 閱讀組 

學與教 

匯演小組 26 

42 王麗雯 英文：6D(9) 

通識：2E(2)；4F(6)；6B(7) 

 6B(2) 德育組 

培育組 

匯演小組 26 

43 吳雙揚 數學：1C(6)；4E(7)；5AE 必修(2)；6C(7) 中一數學鞏固班(上 1) 6C(2) 總務組 

活動組 

培育組 

宣傳小組 25 

44 馬 力 地理：2A、2B、2E(6)；3A、3B、3C、3D(6)；5D(5)；6D(5)  6D(2) 社區組 

校務組 

宣傳小組 24 

45 楊曉霞 中文：1BD(7)；6A、6DEF(16)  6E(2) 閱讀組 典禮小組 25 

46 梁美珊 英文：2E(8)；6B、6F(18)  6F(2) 升就組 特刊小組 28 

47 鄺慧敏 視藝：1A、1B、1D、1E(8)；3A、3B、3C、3D(8)；

S5(5) 

通識：1A(2) 

中四、五藝術教育(2) 

訓導室當值(2) 
中一 

級主任 

輔導組 

環境組 

學支組 

培育組 

特刊小組 27 

48 徐長樂 科學：1A、1B、1C(12) 

物理：6A(5) 

通識：6D(7) 

訓導室當值(3) 中一 

級主任 

訓導組 

培育組 

典禮小組 27 

49 劉佩琼 英文：3A(9)；4A、4D(18)  中二 

級主任 

輔導組 宣傳小組 27 

50 梁迪勳 通識：1E(2) 

設技：2A、2B、2C、2D、2E(7)；3AB(2)、 3CD(2)；

S4(5)；S6(5) 

中四、五藝術教育(2)  

訓導室當值(2) 
中二 

級主任 

訓導組 

總務組 

典禮組 

環境組 

培育組 

宣傳小組 27 

51 馬淑貞 數學：1A(6)；3BD(6)；4B(7)；5F(7)  中三 

級主任 

輔導組 聚餐小組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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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姓名 任教科目、班別 鞏固班/訓導室當值 班主任課 行政組 35 周年 總節數 

52 蔡嘉榮 電腦：2B(2)；3B、3C、3D(6) 

ICT：S5(5)；S6(5) 

通識：4A(6) 

訓導室當值(3) 中三 

級主任 

訓導組 

資訊組 

學與教 

聚餐小組 27 

53 何玉明 英文：4ABC(9)；5DEF(9)；6DE[oral](2) 中二課程設計(3) 中四 

級主任 

閱讀組 聚餐小組 23 

54 黃智強 數學：3D(6)；4D(7)；5A 核心 + 延伸(7)；6A(7)  中四 

級主任 

德育組 

危機組 

培育組 

學與教 

校務組 

典禮小組 27 

55 梁愛璋 中文：1A(7)；4F(8)；5C(8) 訓導室當值(3) 中五 

級主任 

訓導組 

培育組 

宣傳小組 26 

56 馮漢榮 科學：2D(4) 

化學：3A、3B、3C、3D(4)；S4(5)、S5(5)、S6(5) 

 中五 

級主任 

典禮組 

環境組 

學支組 

學與教 

校務組 

典禮小組 23 

57 蔡敏芝 歷史：6C(5) 

通識：4E(6)；5A(6)；6A(7) 

 中六 

級主任 

升就組 

學與教 

校務組 

聚餐小組 24 

58 馬淑嫺 數學：4A必修+延伸(7)；5AE 必修(2)；6E、6F(14)  中六 

級主任 

活動組 

財務組 

危機組 

培育組 

校務組 

匯演小組 23 

59 謝麗芳 數學：2B(7)；4A(7)；6B(7) 訓導室當值(2)  輔導組 

專業組 

危機組 

培育組 

校務組 

聚餐小組 23 

60 陳才源 生物：3C(2)；4A(5)；5B、5ACDEF(10)；

S6ACDEF(5) 

訓導室當值(1)  訓導組 

資訊組 

財務組 

環境組 

危機組 

培育組 

校務組 

聚餐小組 23 

61 陳錦權 設技：S1(7)；3AB(2)；3CD(2)；S5(5) 中四、五藝術教育(2)  總務組 

財務組 

典禮組 

環境組 

危機組 

校務組 

匯演小組 18 

62 馮潤儀 通識：3D(1)；5E(6)；6F(7)   專業組 

典禮組 

財務組 

危機組 

培育組 

校務組 

聚餐小組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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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姓名 任教科目、班別 鞏固班/訓導室當值 班主任課 行政組 35 周年 總節數 

63 陳永祥 歷史：3A、3C、3D(4.5)；4C(5)；5C(5)   危機組 

學與教 

財務組 

校務組 

特刊小組 14.5 

64 Mike S2(6)；3A-D(4)；S5(14)；6C、6D(4)  NET  匯演小組 28 

65 Nick S1(6)；3BD(1)；S4(16)；6AB、6EF2(4)  ELTA  匯演小組 27 

66 葉啟章 

(副教師) 

數學：1BD(6)；5C(7) 中二數學鞏固班(上 1)  

中一數學鞏固班(下 1) 

數學科、活動組支援 

代堂 

 活動組 典禮小組 15 

67 黃柏霖 

(副教師) 

通識：1B、1C、1D(6)；2C、2D(4) ；5D(6) 中文、通識科支援 

代堂 
 升就組 特刊小組 16 

68 陳蘭芳 英文：1BD(9)；6E(9)  半職 專業組 匯演小組 18 

69 陳月新 中文：4C(8)；6C(8) 

中史：2A(2) 
 半職 輔導組 典禮小組 18 

70 馮德賢 中文：2B(7)；3D(7) 

普話：2B(2)；3C、3D(2) 

 半職 社區組 特刊小組 18 

71 鄧志豪 數學：4C(7)；5A延伸(2)；5E必修(5)；6A M2(2) 活動(2) 半職 德育組 特刊小組 18 

72 盧玉嬋 家政：S1(7)；S2(7)；S3(4) 活動(2) 半職 德育組 聚餐小組 20 

73 陸永基  

 

社工 輔導組

專業組

學支組 

匯演小組 / 

74 盧映霖  

 
社工 輔導組

學支組 

匯演小組 / 

75 羅鎧倫  代堂 輔導員 輔導組

訓導組 

學支組 

匯演小組 / 

76 李靜儀  代堂 訓導助理 訓導組 匯演小組 / 

77 黃燕娥  中一英文鞏固班(2) 

中六退修課 

代堂 

  聚餐小組 / 

78 陳坤鈴  中六退修課 

代堂 
  特刊小組 / 

79 鄧安迪  中一「一人一體藝」 

中二「藝術培養」 

中四、五藝術教育 

電視台導

師 

資訊組 匯演小組 / 

80 吳玉花 英文： 6A(9)、6EF1[oral](2)  半職 學與教 典禮小組 11 

*初中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的班別：1B、1D、1BD、2B、2D、2BD、3B、3D、3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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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012-13 年度班主任及級主任名單 
 

班別 班主任(2) 班主任 級主任 級主任 

1A 張 勇 程宇寧 

鄺慧敏 徐長樂 

1B 黃秀雅 葉志康 

1C 張玉菁 朱立賢 

1D 胡樂彤 詹文娥 

1E 彭嘉瑛 梁榮輝 

2A 賴慧雄 黃永成 

劉佩琼 梁迪勳 

2B 黃德偉 葉慧德 

2C 梁詠茜 歐陽浩邦 

2D 李浩峰 郭麗安 

2E 霍展熙 區桂萍 

3A 林佳達 陳思圓 

馬淑貞 蔡嘉榮 
3B 梁德趣 林雅斌 

3C 葉芷淳 林 妍 

3D 鄺惠晶 馮子泓 

4A 吳善揮 -- 

何玉明 黃智強 

4B 金浩暉 -- 

4C 梁寶珊 -- 

4D 林冬虹 -- 

4E 李佩芳 -- 

4F 馬慶陵 -- 

5A 張家榮 -- 

梁愛璋 馮漢榮 

5B 霍茵婷 -- 

5C 梁晉彥 -- 

5D 王皓生 -- 

5E 陳幗英 -- 

5F 鄒蕙冰 -- 

6A 余嘉欣 -- 

蔡敏芝 馬淑嫺 

6B 王麗雯 -- 

6C 吳雙揚 -- 

6D 馬 力 -- 

6E 楊曉霞 -- 

6F 梁美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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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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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學生活動組織負責老師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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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教職員校內當值表 
時段時段時段時段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    一一一一    二二二二    三三三三    四四四四    五五五五    

早上早上早上早上    7:30–8:00 
正門 

錦權 

靜儀 

智強 

靜儀 

永祥 

靜儀 

敏芝 

靜儀 

潤儀 

靜儀 

B 場 坤鈴 坤鈴 坤鈴 坤鈴 坤鈴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

小息小息小息小息    
9:35 - 9:50 

B 場 燕娥 燕娥 燕娥 燕娥 燕娥 

操場及 A場 靜儀 靜儀 靜儀 靜儀 靜儀 

一樓(新加) 啟章 啟章 啟章 啟章 啟章 

二樓 柏霖 柏霖 柏霖 柏霖 柏霖 

三樓  坤鈴 坤鈴 坤鈴 坤鈴 坤鈴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

小息小息小息小息    
11:35 - 11:50 

操場及 A場 靜儀 靜儀 靜儀 靜儀 靜儀 

B 場 燕娥 燕娥 燕娥 燕娥 燕娥 

一樓及禮堂  月新 蘭芳 志豪 蘭芳 月新 

二樓及新翼 玉嬋 玉嬋 德賢 志豪 德賢 

三樓  慧敏 佩琼 淑貞 Mike Nick 

四、五樓及新翼 坤鈴 坤鈴 坤鈴 坤鈴 坤鈴 

午膳午膳午膳午膳    

((((上上上上))))    

1:00 - 1:25 

 

(同事下課後須立即

到當值課室。 

學生可於 

1:00 - 1:10 

去洗手間， 

響鐘後必須回自己座

位。 

當值老師須點算班內

學生人數。) 

1A 勇 勇 宇寧 佩芳 宇寧 

1B 秀雅 秀雅 志康 志康 佩芳 

1C 玉菁 玉菁 立賢 立賢 蕙冰 

1D 樂彤 樂彤 文娥 文娥 慶陵 

1E 嘉瑛 嘉瑛 慶陵 榮輝 榮輝 

2A 慧雄 慧雄 蕙冰 永成 永成 

2B 德偉 德偉 慧德 慧德 柏霖 

2C 詠茜 詠茜 浩邦 浩邦 啟章 

2D 浩鋒  浩鋒 麗雯  麗安 麗安 

2E 展熙 展熙 桂萍 桂萍 麗雯 

3A 佳達 佳達 善揮 思圓 思圓 

3B 玉花 德趣 雅斌 德趣 Nick 

3C 芷淳 芷淳 妍 Mike 妍 

3D 惠晶 惠晶 子泓 子泓 善揮 

午膳午膳午膳午膳    

((((下下下下))))    

    

1:25 - 2:10 一至四樓 皓生 長樂 迪勳 愛璋 才源 

1:35 - 2:10 

操場及 A場/正門 靜儀 靜儀 靜儀 靜儀 靜儀 

B 場 (1:25 - 2:10) 燕娥 燕娥 燕娥 燕娥 燕娥 

一樓及禮堂  雙揚 馬力 曉霞 玉明 慧敏 

二樓及新翼 家榮 冬虹 寶珊 佩琼 美珊 

三樓  浩暉 晉彥 麗芳 淑貞 嘉榮 

四樓及新翼 淑嫺 幗英 嘉欣 漢榮 茵婷 

五樓新翼 坤鈴 坤鈴 坤鈴 坤鈴 坤鈴 

放學放學放學放學    放學後及外巡 
正門/外巡 家榮 長樂 愛璋 迪勳 嘉榮 

外巡/全校清場 錦權 智強 永祥 敏芝 潤儀 

注意事項/編排原則： 

1. 樓層當值同事應留在走廊，遇事才進入班房；若該樓層級別進行全級午間活動，該樓層當值的同

事請到活動地點當值。 

2. 中一至中三班主任主責留班午膳，其餘同事則盡量依有任教該班或級編排當值。 

3. 每位同事每星期當值一至兩節(副教師及教學助理除外)，放學外巡由訓導同事及早上當值主任負

責；不編排需於周會當值的班主任於星期四午膳(下)當值。 

4. 同事因缺席而沒當值，或需回校後替補其他缺席同事當值。永基、映霖及鎧倫會盡量協助補替缺

席同事崗位。 

5. 同事可按需要互換當值時間，惟必須事前通知潤儀。 

6. 午膳(下)當值同事可於第 6至 7或 8至 9節外出用膳，惟須於 3/9 或以前通知校務處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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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教職員星期六及學校假期當值表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學校假期學校假期學校假期學校假期    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1/9 蔡嘉榮* 陳才源    

8/9 梁德趣、何玉明 陳永祥  21/12 大匯演翌日 

15/9 胡樂彤、詹文娥 馮潤儀  22/12(半天) 陳才源 

22/9 歐陽浩邦、王麗雯 陳錦權  24/12 陳才源 

29/9 彭嘉瑛、謝麗芳 謝麗芳  27/12 陳蘭芳 

6/10 林妍、馬淑嫺 馬淑嫺  28/12 陳蘭芳 

13/10 李佩芳、鄧志豪 馬力  29/12(半天) 張家榮 

20/10 吳玉花、王皓生 蔡敏芝  31/12 張家榮 

27/10 旅行日翌日     

3/11 梁晉彥、吳雙揚 張家榮  9/2/2013(半天) 教職員發展日翌日 

10/11 霍茵婷、馬淑貞 黃智強  14/2 盧玉嬋 

17/11 程宇寧* 陳才源  15/2 盧玉嬋 

24/11 黃秀雅* 馮漢榮  16/2(半天) 陳錦權 

8/12 大匯演翌日 陳永祥  18/2 馬力 

15/12 李浩鋒* 馮潤儀  19/2 梁愛璋 

5/1/2013 霍展熙* 陳錦權  20/2 梁愛璋 

12/1 陳幗英* 謝麗芳    

19/1 張勇 馬淑嫺  2/4 梁迪勳 

26/1 葉志康 馬力  3/4 梁迪勳 

2/2 梁榮輝 蔡敏芝  5/4 黃智強 

23/2 賴慧雄 張家榮  6/4(半天) 馮漢榮 

9/3 自行收生日 余嘉欣、郭麗安 陳永祥  8/4 張玉菁 

16/3 黃永成 黃智強  9/4 張玉菁 

23/3 旅行日翌日     

13/4 黃德偉 馮漢榮    

20/4 葉慧德 馮潤儀    

27/4 梁詠茜 陳錦權    

4/5 鄒蕙冰 謝麗芳    

11/5 區桂萍 陳永祥    

18/5 陳思圓 馬力    

25/5 葉芷淳 蔡敏芝    

8/6 鄺惠晶 張家榮    

15/6 馮子泓 馬淑嫺    

22/6 金浩暉 黃智強    

29/6 梁寶珊 陳才源    

6/7 林冬虹 馮漢榮    

註： 

1． 有“*”為去年沒編入當值同事，故今年先作安排。 

2． 來年將先安排當值：朱立賢、林佳達、吳善揮、馬慶陵、葉啟章、黃柏霖、楊曉霞、

梁美珊、鄺慧敏、徐長樂、劉佩琼、陳月新及馮德賢。 

3． 具體工作詳見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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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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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二零一二至二零一三年度 — 早會短講 
 

目的：配合每月重點培育的價值觀，老師/社工/同學可以該時段的學校活動、時

事新聞等，分享自身的經歷或有關的訊息。   

時間：星期一及五早上集隊五分鐘 

 

重點培育重點培育重點培育重點培育    

價值觀價值觀價值觀價值觀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分享分享分享分享    

同事同事同事同事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分享分享分享分享    

同事同事同事同事    

    重點培育重點培育重點培育重點培育    

價值觀價值觀價值觀價值觀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分享分享分享分享    

同事同事同事同事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分享分享分享分享    

同事同事同事同事    

關愛關愛關愛關愛    

9999 月月月月    

  7/9 謝麗芳 尊重他人尊重他人尊重他人尊重他人    

1111 月及月及月及月及 2222 月月月月    

  4/1/13 陳錦權 

10/9 黃智強 14/9 盧翠英 7/1 胡樂彤 18/1 梁迪勳 

17/9 王麗雯 21/9 陸永基 14/1 中文科 25/1 徐長樂 

24/9 中文科 28/9 盧映霖 28/1 金浩暉 1/2 馬淑貞 

國民身份國民身份國民身份國民身份

認同認同認同認同    

10101010 月月月月    

  5/10 馮潤儀 4/2 中文科 22/2 蔡嘉榮 

  12/10 張勇 25/2 中文書介   

15/10 盧玉嬋 19/10 蔡敏芝 誠信誠信誠信誠信    

3333 月及月及月及月及 4444 月月月月    

  1/3 朱立賢 

22/10 中文科   4/3 中文科 8/3 劉佩琼 

29/10 中文書介   18/3 鄧志豪   

責任感責任感責任感責任感    

11111111 及及及及 12121212

月月月月    

  2/11 陳才源 25/3 中文科 12/4 何玉明 

5/11 梁寶珊 9/11 梁愛璋   19/4 李浩鋒 

12/11 中文科 16/11 馮漢榮 22/4 黃智強 26/4 吳善揮 

3/12 霍茵婷   29/4 中文科   

10/12 中文科 14/12 馬淑嫺 承擔及承擔及承擔及承擔及    

堅毅堅毅堅毅堅毅    

5555 月及月及月及月及 6666 月月月月    

  3/5 梁晉彥 

17/12 中文書介   6/5 盧玉嬋 10/5 鄺慧敏 

 13/5 中文科   

20/5 中文書介 24/5 霍展熙 

27/5 王麗雯 31/5 陳永祥 

  7/6 張家榮 
 

* 星期一由德育及公民教育組、中文科及閱讀學習組同事負責，星期五則主要由訓輔組同事及級主任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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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二零一二至二零一三年度 — 每周格言 
 
九月 

立志 

志不立無可成之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何所底乎? 王守仁 

學貴初有決定不移之志，中有勇猛精進之心，末有堅貞永固之力。 曾國藩 

為學只在立志，志一放倒，百事無成。 徐存齋 

良好的夢想，就是你將來美滿成功的預示。 馬爾頓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必有堅忍不拔之志。 蘇東坡 

十月 

負責 

我們若感到自己的責任，力量和勇敢便很神秘的湧出。 法斯特 

無論何人，言而無信，便一錢不值。 曾文正 

看見一個人所做的事，就如見其為人了。 馬爾頓 

責任是一種力量，隨我們早晨而起，與我們入夜共眠。 格拉德斯通 

十一月 

努力 

殷勤不可懶惰。 聖經 

人之微弱者，懶怠心與自棄心使然也。 拿破崙 

人苟誠心竭力，則無不能為之事。 華盛頓 

不奮發則心日頽靡，不檢束則心日恣肆。 朱熹 

堅其志，苦其心，勤其力，事無大小，必有所成。 曾國藩 

十二月 

專心 

在生活中有一件智慧事，就是精神集中；有一件損失事，就是精神渙散。 愛默生 

追兩兔者必不能獲其一。 佛蘭克林 

決不存苟且心，決不可做偷薄事。 姚舜牧 

在開始學習之前，應該把那些足以分散注意力的東西完全移開。 畢爾 

一月 

朋友 

真誠的友誼好像健康，失去時才知道它的可貴。 哥爾頓 

朋友乃時常親愛，弟兄為患難而生。 聖經 

選擇朋友要謹慎，換朋友更要謹慎。 富蘭克林 

要私下告誡朋友，但要公開誇獎朋友。 西拉士 

二月 

禮貌 

恭敬人要彼此推讓。 聖經 

話語浮躁的，如刀剌人。智慧人的舌頭，却為醫人的良藥。 聖經 

妄發言語，後悔固多；過於沉默，後悔亦不少。 伯治士 

禮貌無須付分文，却能獲得一切。 蒙塔古 

三月 

自制 

不能制服自己的人，便沒有自由。 比達哥拉士 

我要做我的主人。 哥德 

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 黃庭堅 

要凡事察驗，善美的要持守，各樣惡事要禁戒不作。 聖經 

凡人腦力健全，其自制力必強。偉人英雄無不富有自制之力。 蔣智由 

四月 

力行 

真正的求學，就是有機會，有力量，就努力去學。 劉薰宇 

有學問，然後有先見；有先見，然後能力行。 康德 

時間給勤勞者留下串串的果實，而給懶漢只留下一頭白髮和空空的雙手。 高爾基 

如果你很有才能，勤奮會改進你的才能；如果你只有一般的能力，勤奮會彌

補你能力的不足。 

雷諾茲 

五月 

惜陰 

天下之最可貴者，莫如時日。天下之最奢侈者，無如浪費時日。 莫差特 

光陰者，供人建築之材料也。今日明日者，木材瓦石也。 郎克夫士敦 

我荒廢了時間，時間便把我荒廢了。 莎士比亞 

欲愛惜光陰，惟有自現在始。 趙元任 

勤勉造光陰，光陰即黃金。 亞維南特 

六月 

承擔 

眼光當及將來，看力須在現在。 陶覺 

人們缺少的不是力量，而是勇氣。 雨果 

「不可能」一詞，惟愚人之字典中有之。 拿破崙 

應大事，全在理明、心靜、氣足、胆壯。 沈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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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周會安排(逢星期四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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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周會安排(逢星期四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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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周會安排(逢星期四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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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新高中各科校本評核時間表 (2012-2013 年度中六級) 
 

 科目 校本評核分數 校本評核時間 呈分日期 學生完成建議 

核心科目 

中國語文 閱讀活動分數、日常課業/其他語

文活動分數、選修單元分數 

2012. 09-10        2013. 01-03        2012. 10 

英國語文 甲部分數和乙部分數 2012. 09-10    2013. 01-03        2012. 10 

通識教育 習作分數和習作階段的「過程」分

數 

2012. 09-11 2012.12-2013.01  2012. 11 

選修科目 1 

物理 實驗分數 2012. 09-11  2013. 01-02  2012. 11 

生物 能力範圍 A分數及能力範圍 B分數 2012. 09-11  2013. 01-02  2012. 11    

歷史 課業二分數 2012. 09-11 2013. 01  2012. 11    

選修科目 2 

化學 實驗分數 2012. 09-12  2013. 01-02 2012. 12    

中國歷史 中六評核項目分數 2012. 09-12  2013. 01-02  2012. 12    

資訊及通訊科技 第二至第七部分分數 2012. 09-12  2013. 01-02  2012. 12    

設計與應用科技 第二部分分數 2012. 09-12  2013. 01  2012. 12    

視覺藝術 作品集分數 2012. 09-12  2013. 01  20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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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2012-13 年度各組別表格清單 

組別 表格編號 表格名稱 

學與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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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 24 補課申請表 

學務 25 教師用書處理表格 

訓導組 

訓導 01 遲到登記表 

訓導 02 學生經常遲到檢討表 

訓導 03 校服儀容違規紀錄表 

訓導 04 家長通知信(髮式) 

訓導 05 緊急課室支援記錄 

訓導 06 學生個案記錄 

訓導 07 學生上課表現紀錄表 

訓導 08 學生停學或停課通知書 

訓導 09 家長通知信 

訓導 10 記缺點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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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2012-13 年度各組別表格清單 

組別 表格編號 表格名稱 

訓導組 

訓導 11 學生累積缺點數紀錄 

訓導 12 家長通知書(累積缺點數) 

訓導 13 接見家長紀錄 

訓導 14 嚴重缺課警告信 

訓導 15 不準考試通知信 

訓導 16 學生遲返課室表 

訓導 17 接見同學通知書 

訓導 18 早退申請表 

訓導 19 向善計劃章則 

訓導 20 向善計劃記錄冊 

訓導 21 守時計劃 

訓導 22 火警演習各班報到表 

訓導 23 課室日誌 

訓導 24 接見家長紀錄 

輔導組 

輔導 01 輔導個案轉介表 

輔導 02 輔導個案轉介總表 

輔導 03 輔導個案首次面談紀錄表 

輔導 03a 輔導個案問題類別總表 

輔導 03b 輔導個案回覆便條 

輔導 04 輔導服務紀錄表 

輔導 05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資料冊 

輔導 06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表現評估表 

輔導 07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輔導紀錄表 

活動組 

活動 01 入選名單 

活動 02 出席記錄 

活動 03 中期會務報告 

活動 04 年終會組會務報告 

活動 05 記優名單 

活動 06 校內活動紀錄 

活動 07 集體校外活動紀錄表 

活動 09 臨時員工合約 

活動 10 臨時員工合約(公司) 

活動 11 導師簽到表 

活動 12 提款記錄 

活動 13 資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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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2012-13 年度各組別表格清單 

組別 表格編號 表格名稱 

活動組 

活動 14 計劃預算 

活動 15 車費津貼 

活動 16 學生問卷 

活動 17 社選舉點票表 

活動 18 學生會社購物單 

活動 19 學生會社支出單 

活動 20 學生會社固定資產表 

活動 21 自我成就計劃 

活動 22 學會活動記錄表 

活動 23 旅行檢討表 

活動 26 學生活動通知書 

活動 27 活動支出表 

活動 28 書劵申請表 

財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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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補預算暨財政預算 

財務 07 物品請購及支出單 

財務 08 班會財政報告表 

財務 09 五育中學支出單(中、英版本） 

財務 10 傢具及設備註銷單 

財務 11 員工個人發展進修資助計劃 

財務 12 活動支出表 

財務 13 書劵申請表 

財務 14 學生退書名單 

財務 15 各科組自動轉賬收費 

總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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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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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2012-13 年度各組別表格清單 

組別 表格編號 表格名稱 

總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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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招標書範本：投標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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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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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課室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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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2012 至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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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別 A 至 E A 至 E A 至 D A B C D E F A B C D E F A B C D E F 

中國語文 7 7 7 8 8 8 

普通話 1 2 1 -- -- -- 

英國語文 9 8 9 9 9 9 

數學/數學 M1/M2 6 7 6 7 7 7 

電腦/資訊及通訊科技 2 2 2 5 5 5 

綜合科學 4 4 4 -- -- -- 

物理 -- -- -- 5 - - - - - 5 - - - - - 5 - - - - - 

化學 -- -- -- 5 5 5 

生物 -- -- -- 5 5 5  5 5  5 5 

中國歷史 -- 2 1.5 5 5 5 

歷史 2 -- 1.5 - - 5 - - - - - 5 - - - - - 5 - - - 

地理 -- 2 1.5 - - - 5 - - - - - 5 - - - - 5 - - - 

經公/經濟 2 -- 1.5 5 5 5 

旅遊與款待 -- -- -- - - - - - 5 - - - - - 5 - - - - - 5 

通識教育 2 2 1 6 6 7 

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 -- -- -- - - - - 5 - - - - - 5 - - - - - 5 - 

家政 2 2 2 -- -- -- 

設技 2 2 2 5 5 5 

視覺藝術 2 2 2 5 5 5 

音樂/藝術培養 2 1 1 1 1 0 

體育 2 2 2 2 2 2 

周會/班主任課 2 2 2 2 2 2 

各班每周總節數 45 45 45 45 45 45 
a. 中三級 1.5 節的運作：中史及地理科上學期兩節、下學期一節﹔歷史及經公科上學期一節、下學期兩節。 
b. 中三級通識教育與音樂科合成一連堂，各安排一個學期上課(上學期：音樂、下學期：通識教育)。 
c. 中三級設技與家政科課程安排：為使學生銜接新高中的設計及應用科技科，並兼顧同學對家政科的興趣，故中三級每兩班學生按班號分成三

組(家政組、設技 A組、設技 B組)，每學段轉組一次；設技科的課節佔全年 2/3，家政科的課節則佔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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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2012-2013 度開學日工作程序及分配、分級特別周會日程 

 

9999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一一一一））））開學第一天開學第一天開學第一天開學第一天    

學生上學時間：8:00 am – 1:00 pm 

教師上班時間：7:50 am – 1:15 pm (若下午沒會議可離校)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 / / /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負責者負責者負責者負責者    

7:30

– 

8:00 

一．正門 / 檢查校服儀容 

輕者：記錄交班主任，第二天覆查 

嚴重者：即時送訓導室停課，致電家長並由家長接走 

班主任請跟進

有關同學 

*才源、愛璋、

迪勳、長樂、

靜儀 

  B 場   坤鈴  

7:50 

- 

7:55 

 

二．校務處 / 領取班務文件： 

1. 點名簿 (附「開學禮程序」) 

2. 家長通告 

3. 人名紙 1張  

4. (用作登記欠交功課紀錄) 

5. 座位表 2張 

6. 學生手冊：每位學生 1本                   

上課時間表 

7. 校曆表 1張 

 

8. 學生個人紀錄表 

9. 健康狀況申報表 

10. 健康服務表格 

11. label 紙 (監護人簽名

用) 

12. 課室日誌 (附欠交功

課紀錄表) 

13. 釘書機、橡皮圈 

14. 訂餐表格(初中)  

 班主任 (雙班

主任班別由單

數同事負責) 

8:00

– 

8:25 

三．操場 / 集隊、點名、檢查校服儀容 

集隊後由班主任帶領同學回班房 

 班主任、 

級主任 

8:25

–

10:10 

四．課室 / 處理班務： 

1. 編配座位，可先依班號坐 

2. 委任臨時班長 2名及中一至三午膳服務生(派飯)2 名 

3. 安排值日生輪值 (擦黑板，清潔課室等) 

4. 教班長填寫「課室日誌」 

5. 時間表：貼於手冊內，然後把時間表(A4)張貼在壁報 

6. 填寫學生手冊首頁，並提醒同學須每天帶手冊 

7. 講解家長通告內容，並提同學 4/9 交回條 

8. 座位表 2張：傳同學填寫一張，然後交班長抄一張 

9. 學生個人紀錄表：交學生回家修正或補填缺漏。學生須

留意英文名字的串法、出世紙編號、緊急聯絡人及電

話，中一則要填寫 STRN 的學生編號 

10. label 貼紙：每學生 2 張，收集父母或監護人簽名存

檔 

11. 家長通告：派發及解釋內容 

12. 派發學生健康服務表格 
13. 收暑期習作，填寫欠交功課紀錄表及人名紙 (方便

4/9 追收)，臨時班長把習作放在有關老師的簿架 

14. 收回已由家長或監護人簽署的成績表 (中二至中六) 

15. 提醒中一至中四同學明天必須穿著整齊夏季校服拍攝

學生証照片，中五及中六則於 5/9 拍攝。12 張學生照片

會於兩周後發放。 

最遲於 5/9 收

回交校務處： 

a) 個人紀錄表 

b) 已 簽 名 的

Label 紙 

c) 家長通告回

條 3份 

d) 健康服務表

格，不參加

亦須填寫原

因交回 

e) 病歷表格 

f) 中 二 至 中

六：已簽署

的成績表 

g) 暑期習作請

班長交相關

老師 

 

班主任， 

 

8:25-9:00： 

慧敏、佩琼及

淑貞分別於一

至三樓巡值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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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 / / /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負責者負責者負責者負責者    

9:45

–

10:10 

五．禮堂 / 開學禮綵排 

班主任於 9:45 著領獎同學到禮堂參與綵排 

 

領獎名單於開

學禮場刊 

*漢榮、智強、

啟章、柏霖、

靜儀、燕娥 

10:10 

- 

10:30  

六．小息當值： 

操場及 A場：德賢 

       B 場：玉嬋 

一樓：蘭芳 

二樓及新翼：志豪 

 

三樓：月新 

四樓及新翼：玉明 

五樓新翼：坤鈴 

 當值同事 

10:30 

- 

11:00 

七．課室 / 準備參與開學禮 

1. 嘉賓接待 

2. 同學依學號於課室內列隊，於 10:50 前進入禮堂  

3. 班主任坐於班別的最後一行右邊(及左邊)，督促同學安

靜等候 

4. 其他同事於禮堂後排座位就座 

 

 
書包留在課室，

貴重物品跟身 

 

麗芳、敏芝 

班主任 

 

 

非班主任同事 

11:00 

- 

12:15 

八．禮堂 / 開學禮 

程序： 

1. 升國旗 

2. 唱校歌 

3. 校監致歡迎詞 

4. 主禮嘉賓致辭：會德豐地產

有限公司主席梁志堅先生  

5. 頒獎  

a. 會德豐傑出體藝成就獎 

b. 會德豐獎學金 

c. 家長會獎學金 

d. 五育中學獎學金 

6. 校友分享：崔鈞棋 

7. 35 周年校慶啟動禮 

8. 禮成 

                                           

工作分配 

司儀：麗安、妍 

司琴、領唱及奏樂： 

浩鋒、蕙冰 

佈置：慧敏、迪勳 

燈光/音響：紹明、龍 

電腦：志文 

錄影﹕安迪 

攝影：思宏 

獎學金/証書：展圖                              

升旗禮：永成、慧德 

女童軍：寶珊 
學生上台秩序： 

漢榮、智強 

 所有同事 

 

進 入 禮 堂 秩

序： 

長樂、 

迪勳 

12:15

-1:00 
十．課室 / 繼續處理班務 

再提醒重要事項，執整學生校服儀容，放學鐘響後才可離開

課室 

 班主任 

12:55

-1:10 
十一．正門 / 檢查學生校服儀容，招呼家長 

 

 長樂、迪勳、 

淑嫺、靜儀 

1:00- 

3:30 
十二．跟進班務工作 

1. 交回早上領取的物資給校務處朱珮琴小姐 

2. 致電表現良好或校服儀容有輕微問題的學生家長 

訓導同事已致

電校服儀容有

嚴重問題者 

班主任 

*為總負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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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 月月月月 4444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開學第二天開學第二天開學第二天開學第二天    

學生上學時間：8:00 am – 1:00 pm 

教師上班時間：7:50 am – 1:15 pm (若下午沒會議可離校)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 / / /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負責者負責者負責者負責者    

7:30 

-  

8:00 

一．正門 / 檢查校服儀容 

輕者：記錄交班主任 

嚴重者：即時送訓導室停課，致電家長並由家長接走 

 *才源、愛璋、

迪勳、長樂、

靜儀 

  B 場   坤鈴  

8:00

– 

8:25 

二．操場 / 集隊、點名、檢查校服儀容 

集隊後按指示由班主任帶領同學到禮堂或回班房 

 班主任、 

級主任 

8:25

–

1:00 

三．課室或禮堂 / 處理班務或分級周會/校服統查/拍照 

(參看後頁)： 

1. 解釋是日安排：分級周會、校服統查及拍照 

2. 收：家長通告回條、學生病歷表格、健康服務表格、學

生個人紀錄表、家長簽名樣式 label、由家長簽署的成

績表  

3. 港鐵公司「學生身分」個人八達通卡：統計申請人數，

派班長到校務處依數目領取表格，發申請表 

4. 派簿冊 (數量請參閱簿冊附件) 

5. 收集學生資助資格證明書 (粉紅表格) 

6. 處理 3/9 未完成之班務工作：如追收暑期習作、檢查手

冊個人資料是否填妥。 

7. 張貼 2份座位表：於教師桌左上角及班房窗外 

8. 向學生解釋手冊重要內容及一般守則： 

校服儀容要求、課堂常規、交功課方法及記錄、請假方

法、填寫家課冊、班長/值日生/午膳服務生職責、集隊

到特別室上課規則、課室檯椅清潔、火警逃生路線等等 

9. 組織班會，應「一人一職」，並簡單佈置課室 

10. 填寫及簽署違規同學的手冊 

 

 

 

2.  所有收回

文件依學號

排好交校務

處 

 

 

 

5. 即日交雙揚 

 

 

 

 

 

 

 

 

9. 班長可到校

務處找朱小

姐取壁報紙 

班主任 

(請按後表所列

時間，留意中

央播，帶同學

到有關地點) 

 

 

 

 

 

9:35 

- 

9:50

、 

11:35 

- 

11:50 

四．兩個小息當值： 

操場及 A場：德賢 

       B 場：玉嬋 

一樓：蘭芳 

二樓及新翼：志豪 

 

三樓：月新 

四樓及新翼：玉明 

五樓新翼：坤鈴 

 當值同事 

12:55

-1:10 
五．正門 / 檢查學生儀容服飾，照應家長 

 

 愛璋、迪勳、 

淑嫺、靜儀 

1:00- 

3:30 
六．跟進班務工作 

 致電表現良好或校服儀容有輕微問題的學生家長 

 核對成績表上家長或監護人的簽名 

 交回依學號排好的學生文件到校務處 

 班主任 

*為總負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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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級周會分級周會分級周會分級周會、、、、校服統查及拍照安排校服統查及拍照安排校服統查及拍照安排校服統查及拍照安排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 / / /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負責者負責者負責者負責者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分分分分

鐘鐘鐘鐘))))    

協助同事協助同事協助同事協助同事    

第一及二節 

 

中一至 

中三 

學習要求 / 禮堂 

 

 

 

校長 

永祥 

才源 

潤儀 

10 

10 

10 

10 

訓導老師、靜儀 

 

級主任、班主任 

 

禮堂分工： 

燈光/音響： 

紹明、龍 

 

電腦：志文 

錄影﹕安迪 

攝影：思宏 

 

拍照：文風攝影 

第六及七節 

 

中四至 

中六 

學習要求 / 禮堂 

 

校長 

永祥 

才源 

潤儀 

10 

10 

10 

10 

校服統查及

拍照 

各級 待定，請留意中央宣布 訓導組 

總務組 

20 

*檢查校服及拍照的運作形式： 
  �由班主任、級主任及訓導老師一同分級檢查 
  �請班主任留意中央廣播，按時帶全班依學號列隊到有關地點 

 

備註： 

 

9 月 5 日： 

1. 正式上課，學生回校時間為上午 8:00 前，中四至中六午膳後回校時間為下午 2:05 前。 

2. 中五及中六級請必須穿著整齊夏季校服拍攝學生証照片，特別 6C、6D 班 5/9 有體育堂，請提

醒同學穿著整齊校服，並帶備體育服上課。 

3. 派回已核對家長或監護人簽名的成績表予學生（中二至中六）。 

 

9 月 5 日至 7日： 

1. 下午班主任時段：選服務生，組織班會 (應人人有責任) 及完成學期初班務工作。 

2. 收集已填妥學生個人資料的手冊，給校務處同事蓋印。 

3. 9 月 7 日下午 4時前交全班的學生家長或監護人簽名樣式到校務處。 

 

9 月 5 日至 20 日： 

中一級同學須參與課後功輔班，放學時間為下午 4:15。有勞兩位班主任協調有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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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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在學生書櫃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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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 向前門 A 場 

依平時集隊位置排列 

一樓 前梯靠牆壁 A 場 

二樓 後梯靠牆壁 輔導室 

三樓 前梯靠中間欄杆 A 場 

四樓 後梯靠中間欄杆 輔導室 

五及六樓 新翼樓梯 A 場 

禮堂 禮堂側梯 操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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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育中學 

二零一二至零一三年度簿冊清單 

 

編號 類別 單價 
升中一 升中二 升中三 升中四 升中五 升中六 

數量 金額 數量 金額 數量 金額 數量 金額 數量 金額 數量 金額 

A 單行簿 40 頁 $1.70  0 $0.00 2 $3.40 5 $8.50 9 $15.30 8 $13.60 6 $10.20 

B 單行簿 20 頁 $0.90  10 $9.00 10 $9.00 10 $9.00 6 $5.40 6 $5.40 4 $3.60 

E 學生手冊 $13.00  1 $13.00 1 $13.00 1 $13.00 1 $13.00 1 $13.00 1 $13.00 

F A4 資料冊 20 頁 

(視藝課堂派發) 

$7.00  1 $7.00 1 $7.00 1 $7.00             

H 測驗紙 50 張 $3.60                          

I 原稿紙 50 張 $4.50  1 $4.50 1 $4.50 1 $4.50 1 $4.50 1 $4.50 1 $4.50 

K 英文作文紙 30 張 $2.80  1 $2.80 1 $2.80 1 $2.80 1 $2.80 1 $2.80 1 $2.80 

N-1 快勞 (A4) $2.40  14 $33.60 15 $36.00 16 $38.40 11 $26.40 10 $24.00 10 $24.00 

N-2 快勞 (F4) $2.60  6 $15.60 5 $13.00 8 $20.80 3 $7.80 3 $7.80 3 $7.80 

  總額   $85.50   $88.70   $104.00   $75.20   $71.10   $65.90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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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4.7 4.7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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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01220122012----2012012012013333    
    

在過去多年，本校在初中逐步推行留校午膳計劃，對同學的成長有很多好處，包括︰ 

(1) 節省時間︰不用來回往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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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一般食肆較衞生及舒適。 

(3) 正常午餐︰飯商供應的午膳以飯、意粉或麵包為主食，避免同學只以小食或零食充

飢。 

(4) 免受滋擾︰免受不良份子滋擾。 

 

為配合此計劃，本校於午間充分利用校內場地，組織各類型活動，主要有︰ 

 

活動類型 場地 活動 

1.學術 1.  圖書館 閱讀 

2.  課室 溫習、做功課、讀報 

3.  數碼天地(圖書館) 電腦 

4.  電輔中心(地下) 電腦 

5.  英語角 英文、語言練習 

6.  英文語言室 閱讀、會話練習、聽 CD 

2.文娛 後梯外 康樂棋 

3.運動 1. 操場 籃球、排球 

2. 禮堂 羽毛球 

3. 有蓋操場(A 場) 乒乓球 

4.其他 食物部(B 場) 小食、聊天 

 

本年度午膳供應由帆船膳食代理，每盒定價$17.50。高中生可在午膳時間往一樓前梯購買即

日飯盒或到本校小食部購買午飯。 

 

各初中級家長注意事項： 

1. 這項計劃的重點是提供一頓健康衞生的午餐給初中學生，以及教導學生善用午膳餘暇時

間。 

2. 學校期望各家長為子女訂購午餐，不宜在街外買飯。期望家校合作，讓學生有均衡營養

的午膳，並學習珍惜食物。學生可自攜午餐，惟校方不能提供翻熱服務予初中學生。家

長亦可於午膳時間前帶飯到校，在門口工友處放置，由工友代為送上班房。 

3. 歡迎各家長對午膳供應商所提供的服務給予意見，使午餐的質素提升，家長可致電校務

處 2692 1870 聯絡梁迪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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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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至 2013) 

成就與反思： 
「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是本學年的關注事項之一，在校本課程方面，除以往強調提升兩文三語，改進同學讀、寫、聽

及應用能力，達致大學收生的第三級水平。來年更推行「六年一貫」課程，使各科在整個中學教育中有整全的教學目標。此外，中、英、數等主

科及其他各科制訂學習基準，使初中同學達致基本能力，在升高中後能更有效地應付文憑考試。此外，我校將加強學生的德育及國民元素，培養

學生正確的品格及價值觀，從不同的範疇了解現代中國的發展，多角度思考中國改革開放後對中國，以及全世界所帶來的正面及負面影響，致力

提升學生品德、國民身分認同及世界公民意識。 

 

去年，本校目標為優化課堂的教學策略，通過課堂研究、同儕觀課及同儕習作閱覽，改進學與教的效能。來年，我校將引入「自主學習」，盼望

透過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的支援，以及參與聯校「自主學習試行計劃」，讓學生建立「自主學習」的習慣，在摘錄筆記、預習、匯

報、展示、合作學習、自評和互評等各方面有所改進，走向學生主導的學習模式，提升學習效能，讓同學在中學文憑試中有更佳的成績。 

 

本校的電子學習仍處於起步階段。來年，盼望透過九龍倉集團「學校起動計劃」(Project WeCan)及其他資助，發展電子學習，以科本及班本為

發展先導，強化自主學習教育模式，並提升學生學習的興趣及果效。 

 

「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是本學年另一關注事項，透過聯課活動，讓同學從活動中學習，使同學在識見、視野等方面得

以成長，培育同學成為學校的學生領袖，並貢獻社會。來年，本校繼續在中一級進行「遊走中上環」全方位學習活動，培養同學獨立專題探究能

力；中二級則前往國內進行考察；中三級則進行科學探究，發展同學不同的智能。此外，校園電視台、天台花園亦會將軟性知識與環保信念帶給

同學。在建立同學服務社群的志向方面，自去年得到九龍倉「學校起動計劃」(Project WeCan)的支援，來年，學生有更多機會參觀各行各業、

出席生涯規劃工作坊、參與工作體驗計劃、到國內山區進行義務工作等，同學建立自信外，更能回饋社會，服務國家。 

 

學與教委員會為鼓勵同學全面發展，對同學在學業上及品格上均有高的要求。為此，在課程上，透過不同形式向學生灌輸正確的價值觀，讓同學

成為真正的「五育人」，貢獻社會、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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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一)：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1) (1) (1) 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 
a.加強與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協作，

攜手優化各科校本課程及教學資源，體現「校本課

程目標」*；中、英、數三科在初中各級制訂基本能

力指標，迎接高中。 

全年 

各主要科目優化校本課程，
初中同學更達致中、英、數
三科的基本能力標準。 

參閱各科的教學計劃，
於每學段的科務會議，
檢視學生的學習效能。 

各科科主任
及級聯絡人 

 

b.在初中各科課程加入英語詞彙，讓學生在課堂上朗

讀、默寫及應用，配合考核；在課堂以外則提供的

更多機會，讓學生從活動中學習，以提升兩文三語

的能力。 

全年 

豐富學生的英文詞彙，提升
學生兩文三語的運用能力。 

各科利用測考試卷作評
核，並於每次科務會議
檢討。 

各科科主任
及科任老師 

 

(2) (2) (2) (2) 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    
a.與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協作，
建立科本「自主學習」模式。 

全年 

各科建立學生「自主學習」
策略，讓同學更主動地摘錄

筆記、及預習，在匯報、展示

等範疇上更具果效，使課堂
轉為學生主導，在加強課堂
的師生互動之餘，亦能提高
同學的學習興趣。 

透過同儕觀課的觀察，
習作察閱及科務會議，
檢討各項措施的成效。 

學與教委員
各科科主任
及科任老師 

 

b.引入「自主學習」策略，強化同學在摘錄筆
記、預習、匯報、展示、合作學習、自評和互
評等學習模式，提升學習效能。 

c.善用九龍倉「學校起動計劃」(Project WeCan)
及其他資源，發展校本電子學習平台。 全年 

學生的學習興趣及自學能力
有所提升。 

透過同儕觀課的觀察及
科務會議，檢討各項措
施的成效。 

學與教委員
各科科主任 

 

(3) (3) (3) (3) 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    
a.與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協作，
優化「小班教學」策略，建立科本學與教常
規，並在初中引入新高中的評核模式，培養學
生適應高中的解題與答題技巧。 

全年 

各科能配合不同學生的學習
能力，施行最合乎學生學習
的教學策略。 

透過同儕觀課的觀察，
習作察閱及科務會議，
檢討各項措施的成效。 

各科科主任
及科任老師 

 

b.中、英、數三科加強初中同學在全港性系統評
估的準備；高中各科制訂科本應試策略；善用
「學校起動計劃」資助，開設公開試增潤班，
提升同學在公開試中的成績。 

全年 

同學在全港性系統評估及中
學文憑試的成績有所提升。 

透過各科的科務會議
上，分析學生的表現，
並檢視中學文憑試的成
績。 

學與教委員
會及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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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 
豐富「全方位學習」的內
容，提高學生學習趣味，擴
闊識見。 

透過各科的科務會議
上，分析學生的表現。 

學與教委員
會及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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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劃，培養正面的學習態度；(6)成為有識見的公民，立己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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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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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善用學校環境，展示具正面價值觀的標語及好

人好事，並建立成就廊，加強學生對學校的認

同及歸屬感。 

全年 

有系統和有策略地在各科教

授不同的價值觀，如「責任

感」、「國民身份認同」

等。各科亦可透過不同的聯

課活動、參觀、考察，認識

此等元素。 

各科於科務會議檢討

學習活動的成效。 

學與教委員會

及科主任 

 
 

b.各科統一課堂常規及禮儀要求，善用早會德育

文章，強化品德教育@，建立正面的學習環境。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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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通過境外交流團，由學生協助籌備和擔當組長

職責。此外，參與「學校起動計劃」的聯校活

動，如工作體驗計劃及職場參觀，培養學生成

為未來的領袖。 

全年 

學生自信得以提升，並展現

領袖才能。 

人文教育領域內各科

於科務會議檢討、升

學及就業輔導 組評

估，與九龍倉的會議

討論。 

學與教委員會

及科主任 

 

b.結合各科的努力，培養學生的良好品格，制訂

培育七大首要價值觀@ 的發展優次，策劃和提

供機會讓學生實踐。 
全年 

培育「敢承擔」的五育人。 各科於科務會議檢討 學 與 教 委 員

會、科主任及

升學就業輔導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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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加強科組協作，推動「生命教育」，並加強中

一至中六的「生涯規劃」計劃，讓學生訂立不

同階段的人生目標建功立業，服務大眾，回饋

社會。 

全年 

學生於不同階段擁有目標，

擁有對生命、學習和工作的

熱情。 

各科科務會議檢討、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評

估。 

學 與 教 委 員

會、科主任及

升學就業輔導

組 

 

b.各科配合品德教育，提升同學的品格素養及價

值觀，強化知識，並對社會，對國家作出貢

獻。 

全年 

學生具有「敢承擔」的精

神，並參與服務。 

各科於科務會議檢討 學與教委員會

及科主任 

 

@七大首要培育的價值觀 ：「堅毅」、「尊重他人」、「責任感」、「國民身份認同」、「承擔精神」、「關愛」和「誠信」 
 
負責老師姓名：陳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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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閱讀學習組周年計劃書(2012 至 2013) 

成就與反思 

本組致力在校內推廣閱讀文化，培養學生對閱讀的興趣，藉此擴闊學生在不同範疇和學科的知識。此外我們亦悉心培育學生成為有責任感

和敢於承擔的閱讀大使，訓練其獨立思考及處事能力，以期成為學生領袖，發揮自主精神，帶動校內之閱讀風氣。 

 

總結一年的經驗，為落實「調適校本課程，優化課堂教學，積極配合新高中學制」，我們透過早讀計劃和科本閱讀計劃，大力推廣校內閱

讀風氣，同時提升同學個人修養和對時事的觸覺。統計顯示，超過九成半的同學成功完成科本閱讀計劃，效果理想。為增加閱讀趣味和讓

學生有更多語言表達的機會，我們舉辦了不同的閱讀比賽。學生在老師帶領下，按時在早會時段完成演講，效果良好。各項書介活動，包

括老師書介和學生班內書介亦順利進行，學生反映喜歡多項書介活動，也有不少老師認同書介的成效。其中班際書介比賽氣氛良好，中二

及中三學生設計的書介簡報質素甚佳，分享見深度；圖書封面設計比賽的作品亦十分精美。另外，圖書館定期購置新書和舉辦不同的學科

和主題書展，使學生有更多的讀材選擇，吸引他們閱讀書籍。此外，部分學科配合書展而設計相關工作紙讓學生參加，效果良好，建議來

年將與更多其他學科合作，並加以宣傳，繼續推廣閱讀。本年度我們更成功邀請知名作家君比到校主持題為「創作的四個如何」的講座，

同學的反應大致理想，大部分學生表示是次講座有助提升其閱讀書本的興趣。 

 

在「發展多元智能，體現五育人精神」方面， 我們於學期初取錄了共三十一位閱讀大使，由圖書館助理培訓，協助推廣閱讀活動和處理

圖書館事務，部分閱讀大使能主動承擔責任及獨立處事，表現理想。建議來年修訂獎懲制度，鼓勵閱讀大使繼續服務及培育其責任感。另

外，本組提供了不少機會讓學生在各項閱讀比賽中發揮創意、練習說話表達能力和提升自信。今年也是第一次試行培育閱讀大使主持校園

電視台播放的書介分享，讓學生學習獨立自主精神，他們成功製作了兩個書介節目，來年可鼓勵更多閱讀大使參加。 

 

展望來年，我們希望繼續培訓有質素的閱讀大使作為五育領袖，推動閱讀文化。另外我們會加強閱讀活動的宣傳及推廣，期望更多同學能

參與活動和比賽。在添置圖書方面，我們會嘗試進行校內調查，按同學的興趣添置新書，吸引同學多閱讀，以豐富識見，成為有學養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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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一)：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1 推行早讀計劃，中一至中三級在星期二閱讀文章，星期四閱讀

中文報章；中四至中六級在星期二閱讀英文報章及星期四閱讀

中文報章 

全年 學校能建立早讀

風氣 

會議檢討 本組老師       

1.2 推行科本閱讀計劃，安排學生每年閱讀不同學科書籍，並為各

科提供不同閱讀報告的範本，由科主任安排及跟進，科任老師

執行，以期培養學生的閱讀習慣，提升其學習效能。 

全年 每科有 90%學生

能按時完成 

會議檢討 

科主任收集的數

據 

本組老師  

1.3 設立班書櫃，建議中一老師及學生於學期初向圖書館借取一批

書籍置予班內書櫃，其他級別則自由參與，以此方便學生隨時

閱讀，加強班內的閱讀風氣，推動自主學習。 

全年 中一全級設立班

書櫃，全 校有

50%設立班書櫃 

會議檢討 

全校設立班書櫃

的數目 

本組老師  

1.4 安排每位老師在班房向學生作一次的書籍分享，並邀請部分老

師以直播形式，透過校園電視台作書籍分享，以此吸引學生

閱讀。 

全年 90%老師完成書

介活動 

會議檢討 

統計老師完成分

享活動的比率 

本組老師  

1.5 邀請知名作家主持推廣閱讀講座，並安排於周會時間進行。 

 

一月 70%學生滿意講

座安排 

會議檢討 

問卷 

本組老師  

1.6 定期為圖書館購置新書，並於圖書館內舉辦新書書展；與各科

組合作，協辦主題書展，為學生提供更多元化的選擇，吸引其

自主閱讀。 

全年 按時舉辦相關書

展 

 會議檢討 本組老師  

1.7 舉辦「好書為你買」的活動，讓學生投票選出心儀的書籍，添

購並放置於圖書館內，以此吸引學生閱讀。 

全年 全年舉辦兩次或

以上 

會議檢討 

投票率 

本組老師  

1.8 定期舉辦書商書展，並購置合適書籍。 

 

全年兩次，需

因應書商時間 

舉辦兩次或以上

的書商書展 

會議檢討 

完成活動的次數 

本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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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2.1 安排中一以小組，中二至中三以個人形式在班內書介，增

加學生語言表達的機會。 

十月至四月 90%學生完成班內

書介活動 

會議檢討 

統計中一至中三同學完

成分享活動的比率 

本組老師  

2.2 舉辦班際書介比賽，由各班選出代表，與 

同級各班學生代表進行比賽，透過向同儕分享，增加其公

開演說的自信。 

五月 70%學生滿意是次

活動安排 

會議檢討、問卷 

統計各級學生完成比賽

的比率 

本組老師 購 買 禮 物

500 元 

2.3 安排學生每月一次於早會時段作中英文書 

籍分享，藉以培訓學生之中英文的表達能力。 

全年 平均每月作一次

書介分享 

會議檢討 

完成活動的次數 

按時完成活動 

本組老師  

2.4 參與校外讀書報告比賽，讓學生自由參賽，希望藉此提升

學生之寫作能力。 
十二月 派學生代表學校

參賽 

會議檢討 

統計學生參與比賽紀錄 

按時完成活動 

本組老師      

2.5 與視藝科合辦中一級書簽設計及中三級書本封面比賽，讓

學生發揮創意，並藉此提升其閱讀興趣。 

待定 各級有 70%的學生

參賽 

會議檢討 

統計學生參與比賽紀錄 
本組老師      

2.6 舉辦書介簡報設計比賽，培養學生之創意及分享習慣。 五月 初中各班派代表

參賽 

會議檢討 

統計學生參與比賽紀錄 

本組老師      

2.7 培訓閱讀大使，培養其獨立思考和處事能力，以期成為學

生領袖，發揮自主精神，帶動校內之閱讀風氣。 

全年 70%閱讀大使能完

成負責之工作 

會議檢討 

參與閱讀大使之人數 

本組老師      

2.8 舉辦「環保書墟」的活動，讓學生能作免費舊書交換，

推廣閱讀風氣的同時，亦能以身作則，支持環保。 

十月 能成功舉辦一次

活動 

會議檢討 

學生回應 

本組老師  

負責老師姓名：林妍、余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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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周年計劃書(2012 至 2013) 

成就與反思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在去年經歷「雙學年」學制接軌，兩位升就主任及團隊成員盡力協助中六及中七同學順利完成聯招申請，並透過大學參

觀、學院講座及學友社家長講座等，令畢業班同學了解自己、評估實力、計劃前路。另外，升就組首次於各級均籌劃適切同學的活動，除

繼續與聖公會(沙田) 合作在中四級舉行「生涯規劃」及中六級舉行「模擬放榜」活動外，亦嘗試組織活動讓中一及中二級的同學了解職志

興趣與升學及就業的關係，師生的回應也屬正面。升就組除於下學期家長日舉行選科講座協助中三級同學及家長外，亦安排兩次科目介紹

講座，所有學科主任均可向同學介紹高中科目特色。最後，本組由衷感謝九龍倉「學校起動計劃」(Project WeCan)，讓我校同學有機會到

集團旗下多個大型機構(如王歐陽則師樓、有線電視、現代貨箱碼頭、海港城、香港空運貨站等)參觀及於暑期進行實習，令同學對不同行

業的特色及入職要求。 

 

生活事業發展(Life Career Development)的定義是：「個人一生中透過整合不同的人生角色、身處環境和生活事件，而得到的自我成長」。

展望來年，本組將積極配合我校關注事項「確立人生目標，燃點對生命、學習和工作的熱情」，組織貫通中一至中六的「生涯規劃」，讓

學生訂立不同階段的人生目標。另外，汲取去年為中六級同學申報聯招及其他出路(如大專院校、台灣升學等)的經驗，加深高中同學對大

學收生要求的認識，並讓學生按自己的成績和意願去調適升學及就業目標，為自己的人生理想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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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1) 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提昇自我管理能力提昇自我管理能力提昇自我管理能力提昇自我管理能力，，，，發展終身興趣發展終身興趣發展終身興趣發展終身興趣    

與外間機構合作，在中一、中二舉辦

以活動形式為主的工作坊，讓他們認

識自己，盡早了解高中學制 

8/2012 

– 

7/2013 

� 學生積極參與有關的活動 

� 活動能提升同學對職志興趣

及新高中學制的了解 

學生參與的情況、老師於活

動的觀察、活動檢討數據、

升就組會議評估 

升就組 

中一、二級班主

任 

邀請外間機構

費用 

舉辦新高中科目介紹及家長日講座，

讓中三同學及家長了解新高中學科與

其興趣、能力及前境的關係，令他們

作出最適合自己的選擇 

8/2012 

– 

7/2013 

� 同學對各學科加深了解 

� 同學能按時提交選科表 

老師於活動的觀察、升就組

會議評估 

升就組 

學與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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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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周會，向中四級同學介紹應用學

習課程，並鼓勵同學因應個人職志興

趣選報 

8/2012 

– 

7/2013 

� 有 10 位同學申請報讀 參加人數、升就組會議評估 升就組  

透過 JA 及 Project WeCan 影子工作

(job shadowing)計劃，安排高中同學

到各機構參觀及實習，讓學生了解職

場的實況 

8/2012 

– 

7/2013 

 

� 參與工作實習人數超過 15

位 

� 學生能增加對工作的認識 

參加人數、升就組會議評估 升就組 JA 學生成就

計劃 

「學校起動計

劃」 

與中、英文科合作，優化中六同學於

撰寫『自我評述』的流程，既令中英

文同工舒緩壓力，又能令同學因應個

人興趣和能力，建立明確升學目標 

8/2012 

– 

7/2013 

� 學生能按時完成『自我評

述』 

� 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及自信

心 

學生的功課表現、升就組會

議評估 

升就組 

英文科及中文科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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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中六級同學報讀 JUPAS -- 利用

一連串的工作坊，讓新高中的同學能

順利完成 SLP、SRR 和 OEA 等 

8/2012 

– 

7/2013 

� 同學能順利完成所有報讀

JUPAS 的程序 

 

老師於活動的觀察、升就組

會議評估 

升就組 

中六級班主任 

 

利用院校講座、參觀大學、舊生分

享，令同學了解大學收生之要求，並

提升學生對應付文憑試的信心 

8/2012 

– 

7/2013 

� 同學對大學收生之要求有充

份的了解 

� 公開試及大學收生結果 

老師於活動的觀察、升就組

會議評估 

 

升就組 

中六級班主任 

邀請大學及大

專院校 

利用周會，舉辦各類型與工作有關的

講座(如：面試經驗分享、行業要

求)，讓學生了解實際工作情況 

8/2012 

– 

7/2013 

� 學生積極參與有關的活動 

� 學生能增加對工作的認識 

老師於活動的觀察、升就組

會議評估 

 

升就組 勞工處「青年

就業起點」 

學生參與組織 35 周年校慶活動(傑出

校友選舉)，提升成功感 

 

8/2012 

– 

7/2013 

� 學生積極參與有關的活動 

� 學生自信得以提升，並展現

領袖才能 

老師於活動的觀察、升就組

會議評估 

 

升就組 

校友會 

社區聯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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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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3) 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 

組織貫通中一至中六的「生涯規

劃」，讓學生訂立不同階段的人

生目標，發展所需技能，建功立

業，服務大眾，回饋社會 

8/2012 

– 

7/2013 

� 學生積極參與有關的活動 

� 學生於不同階段擁有目

標，擁有對生命、學習和

工作的熱情 

學生參與的情況、老師於

活動的觀察、升就組會議

評估 

升就組 邀請外間機

構費用 

善用「學校起動計劃」資源，組

織參觀不同機構及工作體驗計

劃，提升學生對工作及社會的認

知 

8/2012 

– 

7/2013 

� 學生積極參與有關的活動 

� 確立人生目標，燃點對生

命、學習和工作的熱情 

 

參加人數、升就組會議評

估 

升就組 JA 學生成就

計劃 

Project 

WeCan「學校

起動計劃」 

負責老師姓名：蔡敏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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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學生培育委員會周年計劃書(2012 至 2013)    

成就與反思 

學生培育委員會主要是讓屬下組別一同交流和商議整體學生培育工作方向及策略的地方，而培育同學的工作成效則有賴各組同事的帶

領和整體同事的投入和付出。 

透過每年四次的會議，本會委員除了跟進周年計劃書中的不同工作進展外，更交流培育學生的不同方法、方向及遇到的困難，並共同

尋求解決及改善的方法。去年周年計劃書中所述的大部份項目已完成，且成效不俗。當中最重要的是本會成員努力地帶領其組的組員

推動不同工作，並於本會會議中坦誠地交流，且提出具體的改善方案，以發掘同學更多的潛能。各組同事更能善用九龍倉的撥款，發

展及推動不同的計劃，讓同學的不同智能得以發揮，實屬可喜現象。 

家長的工作仍需大力度的推動；可幸的是，我校擁有一群熱心的家長會幹事及義工，致力參與及推動家校活動。 
 

全校關注事項(二)：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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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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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重新規劃班主任時段，強化級主任

及班主任對學生的支援 

8/2012– 

7/2013 

班主任及級主任能善用

該時段關顧同學 

學生培育檢討

會議、級主任

報告、全體教

師周年工作檢

討會議 

學生培育委員會、 級主

任、班主任、 輔導組 

 

(ii) 善用學校環境，展示具正面價值觀

的標語及好人好事    

建立成就廊，並善用學

校不同位置展現同學的

成 就 ， 建 立 「 互 關

愛」、互相尊重的校園

文化 

學生培育委員會、級主

任、班主任、輔導組、訓

導組、德育及公民教育

組、總務組 

「學校起動

計劃」撥款 

(iii) 建立成就廊，加強學生對學

校的認同及歸屬感    

馮潤儀、活動組、 總務

組 

#「立己達人」乃本校校訓，出自《論語》，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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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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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優化自我成就獎勵計劃、「叻仔叻

女日日賞」計劃及向善計劃 

8/2012– 

7/2013 

 

參與同學率得以提升 學生培育檢討

會議、計劃檢

討數據、級主

任報告、全體

教師周年工作

檢討會議 

班主任、級主任、輔導

組、訓導組 

「學校起動

計劃」撥款 

(v) 統一課堂常規及禮儀要求，善用早

會德育文章、早會分享及校園電視

台，強化品德教育@，建立正面積極

的氛圍 

學生擁有自我管理能力

及自信 

學生培育委員會、班主

任、級主任、輔導組、訓

導組、德育及公民教育

組、資訊科技組 

(vi)(vi)(vi)(vi) 初中全面推行體藝培育，發展學生

的體藝興趣，造就成功經歷    

啟發及培育學生體藝潛

能，建立興趣，並於校

內外展現 

活動組、科技、文化及藝

術教育 

2. 2. 2. 2. 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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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學生參與組織 35 周年校慶活動，豐

富學習經歷，提升成功感 

8/2012– 

7/2013 

學生自信得以提升，並

展現領袖才能 

學生培育檢討

會議、級主任

報告、活動檢

討數據、全體

教師周年工作

檢討會議 

校慶活動工作小組 「學校起動

計劃」撥款 

(ii) 推動「班內一人一職」計劃，並由

「級會」策劃和組織各級活動，加

強團隊培訓 

學生培育委員會、級主

任、班主任、輔導組、活

動組、 訓導組、各班科

任老師 

(iii) 組織境外交流團，由學生協

助籌備和擔當組長 

社區聯絡組、級主任、班

主任 

(iv) 與參與「學校起動計劃」的九所學

校加強聯繫，組織聯校活動 

學生培育委員會、活動

組、社區聯絡組 

(v) 鼓勵更多學生參與校外不同機構的

活動及比賽 

學生培育委員會、活動

組、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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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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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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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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ecute)(Execute)(Execute)(Execute)    

(i) 優化校本領袖計劃，發掘各級領袖 

(ii)強化各組別領袖職能，讓學生展現

良好的領袖素質 

8/2012– 

7/2013 

學生能展現 4E 領袖素質 學生培育檢討

會議、級主任

報告、全體教

師周年工作檢

討會議 

學生培育委員會、級主

任、班主任、輔導組、訓

導組、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3. 3. 3. 3. 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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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組織貫通中一至中六的「生涯規

劃」，讓學生訂立不同階段的人生

目標，發展所需技能，建功立業，

服務大眾，回饋社會 

8/2012– 

7/2013 

學生於不同階段擁有目

標，擁有對生命、學習

和工作的熱情 

學生培育檢討

會議、活動檢

討數據、全體

教師周年工作

檢討會議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通識

教育科 

 

「學校起動

計劃」及校

外機構資源 

(ii) 善用「學校起動計劃」資源，組織

參觀不同機構及工作體驗計劃，提

升學生對工作及社會的認知 

(iii)加強科組協作，推動「生命教育」    學生培育委員會、 德育

及公民教育組、輔導組、

訓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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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優化價值教育，提升學生的品德素

養@ 

8/2012– 

7/2013 

學生具有「敢承擔」的

精神，並參與服務 

學生培育檢討

會議、活動檢

討數據、全體

教師周年工作

檢討會議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通識

教育科、     輔導組、

訓導組、級主任、班主

任、學生培育委員會 

「學校起動

計劃」撥款

及校外機構

資源 

(ii)善用「學校起動計劃」撥款，強化

高中的級本服務學習活動，並嘗試

於初中推行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輔導

組、活動組、學生培育委

員會 

(iii)組織國內山區體驗活動，讓學生

「從服務中學習」，為家國出力 

社區聯絡組 

@七大首要培育的價值觀 ：「堅毅」、「尊重他人」、「責任感」、「國民身份認同」、「承擔精神」、「關愛」和「誠信」 

負責老師姓名：馮潤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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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周年計劃書(2012 至 2013) 

成就與反思 

成就﹕ 

1. 本組在性教育、健康教育、國民及時事教育、品德教育各類範疇有一定的基本框架。 

2. 各範疇均有資深老師參與，與年青老師一同推動德育及公民教育。 

 

反思﹕ 

1. 在各類範疇的基本框架上，豐富活動形式及內容，以增強其教育效果。 

2. 系統地組織並培育公民大使，讓他們參與籌劃活動，從中自我成長，並能成為同學們的榜樣。 

3. 加強品德及生命教育，讓同學建立積極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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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善用學校環境，展示具正面價值
觀的標語及好人好事 

 
2. 善用早會德育文章、早會分享及

校園電視台，強化品德教育，建
立正面積極的氛圍，提升學生的
品德素養 

 
3. 加強性教育和健康教育的推動方

式，例如展板、問答比賽、精神
健康講座、烹飪比賽等，以助同
學認識自我、建立健康形象，懂
得尊重自己、尊重別人。 

 
4. 維持公民大使評論時事及國家歷

史事件的次事，以培養其獨立思
考能力、國民身份認同、關愛和
承擔精神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建立互相尊重的校園文化，師
生健康、愉快地成長 
 
在所收回的問卷中顯示正確的
人生價值觀念，學生擁有自我
管理能力及自信 
 
 
在所收回的問卷中顯示正確的
性觀念和健康的自我形象 
 
 
 
 
全年有五次或以上的評論時段 
 
 
 

學生培育檢討會議、級主任報
告、全體教師周年工作檢討會議 
 
檢討會議及學生問卷調查、學生
具有「敢承擔」的精神，並參與
服務 
 
 
檢討會議及學生問卷調查 
 
 
 
 
 
評論時段的統計數字 
 
 

德育組老師 
 
 
德育組老師 
 
 
 
 
德育組老師 
 
 
 
 
 
德育組老師 

「學校起動計
劃」撥款 

負責老師姓名：黃智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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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訓導組周年計劃書(2012 至 2013) 

成就與反思 
成就﹕ 

1. 本組在學生層面已建立一定的嚴謹而有愛的原則，良好的師生關係有利校規的執行。 

2. 恒常的制度已經建立，有利學生守規，學習自律。 

3. 訓導、輔導兩組與學校社工的默契建立佷好，有利增強培育學生的效能。 

4. 訓導組同事已共事多年，建立了一定的默契和共識，有利執行工作。 

 

反思﹕ 

1. 期望能深化訓導老師的處事方式和對學生嚴謹而有愛的態度，並能更廣泛地傳染給全體老師，提高對學生的訓育效能。 

2. 做好行為改善小組的計劃，希望可以減慢犯事同學們的行為惡化，甚而轉化為正面行為是我們的難點；盼能透過訓輔兩組的合作取得

突破。 

3. 做好領袖生的培訓工作，希望更大面積地影響學生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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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教導學生注意考勤表現，培養對
考勤的正確觀念，及早處理未如
理想的個案。 

 
2. 加強培養領袖生團隊，強化首席

領袖生的角色，更有系統地管理
同學的秩序。 

 
3. 推動正向管教正向管教正向管教正向管教，重視孩子的尊

嚴，發展正面的社會行為、自律
能力和人格，鼓勵孩子盡量主動
參與，重視孩子的發展需求與生
活品質，促進團結。進行教職員
正向管教的專業發展。 

 

全年 
 
 
 
全年 
 
 
 
全年 

改善學生考勤的情況 
 
 
 
領袖生團隊能有效運作 
首席領袖生能負起領導的角色 
 
 
建立嚴而有愛，正面管教的氣
氛。 

� 缺席及遲到人數與往年的
比較 

� 獲考勤獎的人數 
 
� 領袖生服務優異獎的統計 
� 領袖生表現的評估紀錄 
 
 
� 教職員的專業發展的回應 
� 學生及家長在持份者問卷

的意見 
� 訓導組會議檢討 

訓導組老師 
 
 
 
訓導組負責
領袖生的老
師 
 
訓導組老師 

-- 
 
 
 

-- 
 
 
 

-- 

負責老師姓名：陳才源、梁愛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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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輔導組周年計劃書(2012 至 2013)    

成就與反思 
在 2011-2012 年度，為配合全校關注事項（二）「發展多元智能，體現五育人精神」，對於本組的工作，有以下反思： 

(1) 中一導入計劃各項活動運作暢順，來年繼續以班級經營活動為主，以加強師生的互動，並建立學生的歸屬感。 

(2) 中四級其他學習經歷之長者服務，本學年找了沙田專業教育學院(IVE)協辦，運作暢順，果效良好。同學須協助長者檢查家居環境的

安全，並將所發現的問題轉告有關機構負責跟進，讓長者能真正受益。80%以上同學認為是次探訪活動能加深他們對長者的認識及了

解獨居長者對家居安全的意識，來年值得繼續再辦。 

(3) 「關愛雙周」中拍攝「關愛相集」及「關愛樹」的活動，反應不俗，能在校園內帶動和諧及互相關心的氣氛，來年宜善加利用有關

的相集，以建立同學的歸屬感。然而年中並未能舉辦一些延續性的活動，以增加師生互傳關愛訊息的機會，來年可再作嘗試。 

(4) 「生命教育周」增添了「愛愛小魚」領養活動，成效良好，來年值得繼續推行，及考慮以動物作為媒介，傳遞正向的生命訊息。 

(5) 共創成長路計劃」第二層培育活動，中一及中二級活動運作順暢，惟須選擇合適對象，並留意活動的日期及時間。 

(6) 「自我成就獎勵計劃」本學年回收紀錄冊的時間已掌握，惟初中須適時作宣傳。 

(7) 本學年各項禁毒活動反應都頗理想，尤其是有校外過來人分享的活動，特別能觸動同學的情緒。同時組織了「健康大使」，協助推

廣禁毒活動，然而高中同學常因學習問題，沒有時間參與活動，建議選擇一些初中同學擔任大使，他們的空間會較多。 

(8) 新移民同學方面，「英語拼音輔導課程」及香港景點遊歷，同學能走出教室學習英語，寓英語學習於認識香港的活動中，學習動機

亦得以提升。 

(9) 在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同學的工作上，整個工作架構基礎已建立，不論「校本教育心理服務」、推行全校參與模式、為個別有

需要同學編寫「個別學習計劃」（IEP）等工作都運作暢順。利用「中學學習支援津貼」聘請輔導員，為同學開設多元化的課後支援

小組，以提升同學的效能感、溝通能力，啟發同學的多元智能。個別小組的同學更表現突出，曾多次於校外比賽中獲獎，值得讚

賞。教育心理學家繼續與本校老師合作，開辦「中文寫作技巧訓練小組」，將‘喜閱寫意’的教材融入本校中二級課後鞏固班教材

中，藉此增加老師對教材的認識及掌握輔導同學的技巧，惟須要細心揀選合適的參與對象。本學年除言語治療服務外，更為有需要

同學外購職業治療服務，惟服務機構的教材結構性弱，未能針對性地訓練同學的小肌肉。建議來年再另覓服務機構，暫且不增加服

務時數，直至找到理想的機構為止。  

(10) 「I care 個人提升計劃」繼續以去年的活動模式進行，重視紀律訓練，並安排同學為學校服務，讓同學體驗自己努力後的成果，效

果令人滿意。惟連續兩年參加此小組的同學，建議步操後抽離，交由社工為他們組織更深層次的活動，期望同學得以成長。 

(11) 與駐校社工合作舉辦的各項「向善小組」活動，為同學提供改過自身的機會，但建議訓、輔組一起檢視扣減缺點的準則。 

 

在 2012-2013 年度，本組會繼續與社工合作，加強向善小組的輔導工作；並為個別同學組織義工服務，希望透過服務他人，同學能學會珍

惜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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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發展多元能，體現五育人精神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 成功準則成功準則成功準則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 
1.1.1.1.建立建立建立建立「「「「互關愛互關愛互關愛互關愛」」」」校園文化校園文化校園文化校園文化：：：：    
a).邀請其他科組聯合舉辦關愛活動，
以增加校園內關愛氣氛及加強科組間的
合作。 
b).在九月舉辦關愛周，增加師生互動
機會及提升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c).善用學校環境，展示具正面價值觀
的標語。 
d).將朋輩輔導員於中一級舉辦的午間
活動與班級經營活動結合，以增加師生
接觸和溝通機會。 
e).中一新生導入計劃： 
i).讓學生認識學校，建立對學校的歸
屬感及師生關係。 

ii).讓學生認識學校的教育理想：「五
育人，懷自信，互關愛，敢承擔。」 
 

 
a 至 d).
全年 
 
 
 
 
 
 

 
 

e).2013
年 7 月至
8月 

 

 
a 至 d).學生表現有興趣
及愉快地參與各項活
動，並能夠於校園每個
角落接觸到勵志的訊
息。 
 
 
 
 
 
e).學生表現有興趣及愉
快地參與各項活動，並
能夠與老師建立良好關
係。 
 
 

 
a 至 d).透過有關
老師給予的意見及
回饋，以了解學生
的表現。 
 
 
 
 
 
 
e).透過有關老師
給予的意見及回
饋，以了解學生的
表現。 
 
 

 
a).鄺慧敏 
   梁榮輝 
 
b).鄺慧敏 

梁榮輝 
c).鄺慧敏 

梁榮輝 
d).盧映霖 
    
 
e).謝麗芳、 

鄺慧敏、 
陸永基 

 
 

 
a 及 b). 
$4000 

 
 
 

c).$3000 
 

d).$3000 
 
 

e).$3000 
 
 

2.2.2.2.提升學生自我管理能力及個人修養提升學生自我管理能力及個人修養提升學生自我管理能力及個人修養提升學生自我管理能力及個人修養：：：：    
a).透過「雙月之星」選舉，表揚學生
正面的行為。 
 
b).發掘學生中的「好人好事」及派發
鼓勵咭，並透過校園電視台、每月通
訊、電子報告板等展示學生的良好行
為。 
c).藉著在各級推行「自我成就獎勵計
劃」，培養學生自治、自律、自愛、自
學及進取精神。 

 
a 至 d).全
年 

 
 
 
 
 
 
 
 

 
a).每兩個月各班班主任
均提名值得表揚的學生 
 
b).每月均有老師呈上表
揚「好人好事」的紀錄
紙及領取鼓勵咭。 
 
c).全年有 50% 學生能達
標 
 

 
a).紀錄各班班主
任提交學生名單的
資料 
b).紀錄及統計數
目 
 
 
c).每學段統計及
紀錄達標學生人數 
 

 
a).鄺慧敏 
    
 
b).賴慧雄 
 
 
 
c).鄺惠晶 
 
 

 
a 及 b). 
$1000 
 

 
 
 
 

c).$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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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 成功準則成功準則成功準則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 
d).為預防學生的問題惡化，將因應需
要舉辦「輔導小組」/「向善小組」，
以引導學生建立正確方向。 
 
e).「I Care 個人提升計劃」鍛煉同學
的意志力，協助同學提升自己的效能
感。 
 

 
 
 
 

e).暑期 

d).約 50% 參與「輔導小
組」/「向善小組」的同
學，行為或態度有改
進。 
e).約 50% 參與計劃的同
學行為或態度有改進。 

d).由級主任、班主
任及所有科任老師
觀察同學的表現。 
 
e).由小組老師觀察
同學的表現。 

d).劉佩琼 
  黃永成 
 
 
e).劉佩琼 
  陸永基 

d 及 e). 
$15000 

3.3.3.3.優化價值教育優化價值教育優化價值教育優化價值教育：：：：    
a).透過各級班級經營活動及班主任輔
導課的配合，落實各級學生的培育重
點。 
 
 
 
 
b).在各級推行輔導書籍閱讀計劃，提
升校園的閱讀風氣，並擴闊學生對性教
育知識及個人成長的識見，引導學生建
立正確的價值觀。 

全年 
 

 
a)各級主任均能落實執
行分級會議所計劃的各
項工作及活動；各班主
任能依期完成班主任輔
導課的課程 
 
 
b).各級各班能依期完成
書籍的傳閱 
 
 

 
a)定期檢視各級班
級經營活動的進展
狀況；年終收集各
班主任對班主任輔
導課的意見調查表
及課堂紀錄，以察
閱成效。 
b).由負責老師紀
錄各班傳閱的時間
及狀況 
 
 

 
a)鄺慧敏 
陳月新 

 
 
 
 
 
b).吳善揮 
 

 
a).$24000 
 

 
 
 
 
 

b).$1500 

4.4.4.4.燃點同學對生命和學習的熱情燃點同學對生命和學習的熱情燃點同學對生命和學習的熱情燃點同學對生命和學習的熱情：：：：    
a).利用周會及午間活動時間，有組織
地推行「禁毒及健康人生」的講座/活
動，並組織「健康大使」，協助推廣毒
品的禍害和情緒健康的知識，引導學生
健康、愉快地成長。 
b).推廣「生命教育」： 
i).透過校內、外活動，增強學生的抗
逆能力，提升學生的正能量，讓學生知

全年 
 
 
 
 
 
 

 
a).75% 同學認為講座/活
動對他們有幫助，並能
發揮提醒學生的作用。 
 
 
b).學生的抗逆能力和解
決困難的能力提升了 
 

 
a).於講座/活動後派
發問卷，收集同學
的意見。 
 
 
b).於分級班主任會
議中，搜集老師對
學生觀察所得的意

 
a).鄺慧敏 
 
 
 
 
b).梁榮輝 
  李浩峰 
 

 
a).$14000 
 
 
 
 
b).$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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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 成功準則成功準則成功準則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 
道自己的價值和懂得珍惜生命，並為自
己活出有意義的人生。 
ii).與電腦科合作舉辦「打字王」比
賽，以增加學生接觸正面思想的機會，
從而提升同學的正能量。 
c).為新移民同學舉辦單元式的英語學
習活動，並結合認識香港的元素，
讓同學儘快適應香港的生活及學習
英語的模式。 

 
 
 
 
 
c).75% 同學認為活動有
助提升他們學習英語的
興趣，增加他們對香港
的認識。 

見。 
 
 
 
 
c).利用問卷調查
同學的意見 
 

 
 
 
 
 
c).賴慧雄 
 
 
 

 
 
 
 
 
c).$14000 
 
 
 

5.5.5.5.培養同學成為具備培養同學成為具備培養同學成為具備培養同學成為具備 4E4E4E4E 素質的領袖素質的領袖素質的領袖素質的領袖：：：：    
朋輩輔導計劃： 
a).將朋輩輔導員分組，照顧及輔導中
一同學。 
b).由朋輩輔導員為中一各班籌辦午間
活動，以豐富中一同學的校園生活。 
c).協助中一級主任和班主任推行班級
經營活動。 
透過以上各個項目，培養朋輩輔導員領
導才能、獨立思考能力、處事能力和服
務精神，發展學生自主精神，並建立良
好的師生關係。 

全年 
 

中一同學表示朋輩輔導
員能與他們建立良好關
係、樂於助人及他們喜
歡跟這些大哥哥和大姐
姐交往。 
 

透過日常的當值及
午間活動，由中一
級主任、各班主任
及負責的輔導員觀
察朋輩輔導員的表
現。 
 

盧映霖 $12000 

6.6.6.6.提供展現才能的機會提供展現才能的機會提供展現才能的機會提供展現才能的機會，，，，發展學生潛發展學生潛發展學生潛發展學生潛
能能能能，，，，栽培栽培栽培栽培「「「「懷自信懷自信懷自信懷自信」」」」的五育人的五育人的五育人的五育人：：：：    
a).為了讓學生體驗五育人的精神，在
中一及中二級推行「共創成長路計劃」
的第二層培育活動，藉此培育學生的堅
毅、尊重他人、互關愛、敢承擔和服務
精神。 
b).成立「學習支援小組」統籌照顧
SEN 學生的工作： 

全年 
 

 
 
a).80% 學生表示活動對
他們有幫助 
 
 
 
 
 

 
 
a).於每項活動後
均發問卷查詢同學
的意見 
 
 
 
 

 
 
a)總負責： 
鄺 慧 敏 ( 中
一) ； 
朱 立 賢 ( 中
二) ； 
馬淑貞 
 

 
 
a).由香港
青少年服務
處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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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 成功準則成功準則成功準則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 
i).開設課後學習支援小組，為各級
SEN 學生籌劃一些興趣小組、服務小
組、球類比賽或參觀等活動。 
ii).外購資源，為 SEN 學生提供言語治
療及職業治療服務。 
iii).因應 SEN 同學的需要，為同學編
寫「個別學習計劃」。 
iv).針對性地為個別有需要的同學提供
個別輔導。 
藉此提升 SEN 學生的社交能力、自信心
及自我形象的建立，並促進 SEN 學生多
元智能的發展。 

i 至 iv).75% 同學認為
課後學習支援小組、言
語治療小組、職業治療
小組及其他督導小組，
對他們的學習、社交能
力及自信心的提升都有
幫助。 
 
 

i 至 iv).利用問卷
調查同學意見，並
向科任老師及班主
任查詢有關同學的
表現。 
 

b).組長： 
鄺慧敏 

i 至 iv).三
位輔導員 
 

b).$961900 

7.7.7.7.培培培培育育育育「「「「敢承擔敢承擔敢承擔敢承擔」」」」的五育人的五育人的五育人的五育人：：：：    
a).增加高中同學其他學習經歷的機
會，為同學籌劃有系統的六小時社會服
務經驗，讓同學認識其他社群的需要及
體會施比受更有福的精神。 
b).加強家長教育工作，全年有計劃地
引入校外資源，包括講座、小組、工作
坊等形式，讓家長與學校一同關顧學生
成長，培育新一代「五育人」。 

 
a).2013
年 1月 

 
 

b).全年 
 

 
a).75% 同學認為活動能
擴闊他們的視野，增加
他們對社會的了解。 
 
b).75% 家長認為有關講
座、小組、工作坊等，
有助他們的個人成長，
提升他們與子女溝通及
管教子女的技巧。 

 
a).利用問卷調查
同學的意見 
 
 
b).於每次活動後
派發問卷調查家長
的意見 

 
a).馬淑貞 

吳善揮 
    
 
b).李浩峰 

 
a).$12000 

 
 
 

b).$10000 
 

負責老師姓名：謝麗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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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活動組周年計劃書(2011 至 2012) 
 
成就與反思 
過去一年社際比賽有不少變化，包括把音樂比賽及戲劇比賽組合成音樂劇比賽;籃球及排球比賽每年輪換變為每年均舉行等，以配合學生的

興趣、時代的轉變及學校其他各科組頻繁的活動，讓參與的學生能在時間安排上有所改善及更投入各項活動中。來年因應三十五周年校

慶，可能進一步減少社的比賽。但另一方面，多給與各社幹事及學生會幹事機會參與周年慶祝活動，讓他們擴寬視野。 

 

試後活動安排有明顯改善。因今年得到各科組的配合及積極參與，令試後活動更多元化，學生參與時更投入及能從活動中學到更多。惟在

補課、中一新生註冊及其他集隊等細節安排上仍有待改善。 

 

暑期活動的內容比往年豐富及多樣化。因今年各科組也最少舉辦一個活動，令學生在長假期中仍有很多不到的學習經歷及活動，對各同學

的發展很有幫助。來年將繼續以此模式推行。 

 

中一級「一人一體藝」成效比往年佳，另外，亦因應推行了中二級「藝術培養」課程，使同學的潛能得以持續發展及在不同範疇上得以發

掘。在音樂方面，過去三年同學在中國鼓、敲擊樂及管樂的發展最為顯著，已初步發展了具校本特色的樂團。另外，在樂器以外，如影片

製作及戲劇項目等，同學亦有出色的表現及一定的成就，在校外比賽所得的獎項亦肯定了他們的努力。來年，有關的體藝培養活動將推展

至中三級，使同學的發展更整全及可作出更多不同的嘗試，期望在未來三至五年可發展更具規模的樂團，亦期望在其他項目能達到一定的

水平，以致有機會在校外比賽中爭取更佳的成績。來年將加入更多新的項目，如化妝、辯論、園藝、賽艇、山藝等等，既可迎合同學的興

趣，令同學更投入，亦可發掘同學更多不同方面的潛能。 

 

班際歌唱比賽已初步成為同學心目中的常規活動，班的參與率增加了，內容亦豐富了。來年考慮把勝出隊伍的表演加入校慶滙演項目中，

進一步加強班的凝聚力。今年下學期旅行的效果欠佳，因天氣較差(颱風及炎熱)及班的組合上有不完善的地方，但大部份班主任覺得有關

活動對班的溝通有幫助。來年將提早進行下學期旅行，期望今年不理想的情況能有所改善。 

 

午間活動已盡量配合各科的學術周及活動，亦因應學生的興趣推行不同的項目，惟整體的效果仍須改善。來年將考慮以班際比賽形式進

行，期望同學能善用午膳時間及更投入參與。 

 

社會服務成效大大提高了。去年與校外組織合作，為中五級同學安排了一次較整全的服務經歷，當中包括三次服務前訓練及一次外出探

訪，對象包括長者、幼兒及弱能人仕，同學及老師均對有關的訓練及服務有高度評價，超過 90%同學均表示體會很深。來年將配合培育

組，進一步考慮加入初中服務，讓同學能及早有所準備。 

 

組員協作方面，組員間的合作及溝通較少。去年本想藉新的分工方法改善有關的問題，結果令兩位副活動主任增加了很多的工作，而組員

間溝通問題欲未見改進。經與兩位副主任商討，來年將沿用以往的分工方法，惟組員間的合作及溝通需由我們三位領導加以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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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副活動主任均積極及樂意協助各項工作，有責任感，對活動的推廣有很大幫助。他們亦在百忙中抽空完成了中文大學的課外活動主任

證書課程，在專業發展上有很大的成長，實在難能可貴。活動文書支援方面，負責同事所提供的協助很好，效率及質素也很高，對本組很

有幫助。 

 

學生會選舉形式及日期大有進步。去年已於試後活動完成有關的選舉，與社選舉分期進行，避免了人選重疊，而當選的幹事亦有更充足的

時間預備來年的工作。選舉形式方面，除了往年的校園電視台及海報展示等宣傳活動外，去年在試後活動中增設了候選內閣答問大會，同

學亦於禮堂以一人一票形式把選票親自投入票箱，選出心目中的新一屆幹事。惟今年參選的內閣數目不足，競爭相對太小，來年須設法改

善。 

 

全校關注事項(二)：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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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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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藝培養課程推展至中三級，使同學

的發展更整全及可作出更多不同方面

的嘗試，造就成功經歷。在未來三至

五年發展更具規模的樂團及提昇在音

樂以外項目的水平。 

全學年 

 

1. 全體初中學生參與音

樂、藝術及/或體育

活動。 

2. 七成同學表示對所學

的項目有正面的評價

及回饋。 

3. 樂團全年在校內外參

與最少三次的表演或

比賽。 

各初中同學每年最少作

兩次表演或比賽，提升

學生自信及評估其學習

成果。 

以問卷調查。 

 

檢討會議 

活動組員 

 

「學校起動計劃」

撥款、場地配合、

禮堂設備及各老師

協助 

 

2.2.2.2. 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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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信自信自信自信」」」」的五育人的五育人的五育人的五育人    

(i) 學生參與組織 35 周年校慶活

動，豐富學習經歷，提升成功

感 

(ii) 與參與「學校起動計劃」的九

所學校加強聯繫，組織聯校活

動 

(iii) 鼓勵更多學生參與校外不同機

構的活動及比賽 

8/2012 – 7/2013 1. 學生會、社及各小組

幹事能主動參與及組

織 35 周年校慶活動。

學生自信得以提升，

並展現領袖才能。 

2. 配合其他組別，讓學

生能參與「學校起動

計劃」的聯校活動及

校外比賽，增強自信

及擴寬視野。 

檢討會議及問卷調查 

 

 

 

 

檢討會議及問卷調查 

 

 

活動組員 「學校起動計劃」

撥款及各老師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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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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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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舞鼓舞鼓舞鼓舞((((Energize))))、、、、膽識膽識膽識膽識((((Edge))))與執行與執行與執行與執行

力力力力((((Execute))))    

(i) 優化校本領袖計劃，發掘各級

領袖 

(ii) 強化各組別領袖職能，讓學生

展現良好的領袖素質 

8/2012 – 7/2013 1. 學生會、社幹事及各

小組幹事均能獨立運

作，發揮自主精神。 

2. 現任學生領袖能協助

培育未來的領袖。 

於學期未與學生會顧

問、社監及小組導師進

行訪談及 /或問卷調

查，了解各幹事的處事

能力是否達主導角色及

對培育未來領袖是否有

所承擔。 

 

活動組員 

 

「學校起動計劃」

撥款、部份領袖訓

練可能需外聘機構

協助 

 

3.3.3.3. 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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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善用「學校起動計劃」撥款，

強化高中的級本服務學習活

動，並嘗試於初中推行 

(ii) 組織國內山區體驗活動，讓學

生「從服務中學習」，為家

國出力 

8/2012 – 7/2013 1. 全級中五學生參與最

少一次有關服務的訓

練及一次校外探訪服

務。 

2. 配合培育組及社區聯

絡組，嘗試把服務帶

出香港，走進國內。 

3. 七成同學表示對參與

的服務有正面的評價

及回饋。 

檢討會議。 

 

 

 

檢討會議。 

 

 

以問卷調查。 

活動組員 「學校起動計劃」

撥款及校外機構資

源 

#「立己達人」乃本校校訓，出自《論語》，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七大首要培育的價值觀 ：「堅毅」、「尊重他人」、「責任感」、「國民身份認同」、「承擔精神」、「關愛」和「誠信」 

 

負責老師姓名：馬淑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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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專業發展組周年計劃書(2012 至 2013)    
 
成就與反思 
去年所定的計劃項目大部份已完成，本年度共進行了五次的校本專業發展工作坊及參與了一次香港中文大學主辦的聯

校教師專業發展日。經統計五次的校本工作坊的檢討問卷數據後，除了其中一次工作坊的統計數據外，所有工作坊的

檢討數據均平均超過 90%以上的滿意率，部份項目更高達 100%的滿意率，成效良好。去年優化了對新入職教師的啟導

及培訓工作，但仍有改善空間；來年將在配對上作改善，並繼續優化計劃內容。另外，在選擇校本工作坊時，會嘗試

就不同資歷的同工需要作出選擇。 

去年是我校三年發展計劃的完結，故本年度會收集不同持份者對學校的看法，以作調校和制定不同的學校發展策略。 
全校關注事項(一)：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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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安排校本工作坊，與整體同事分享

全校統一的課堂常規、禮儀要求、

學生培育計劃及其他新措施 

8 月 同事明白政策背後理念，並貫徹

執行 

觀察、全體教師周年工作

檢討會議 

謝麗芳、 

馮潤儀、 

陳才源  

 

2. 安排校本講座/工作坊及校外探訪，

擴闊教師對課程發展、自主學習及

全方位學習等等的視野 

全年 70%或以上教師認為能加深他們

對相關課題的認識 

觀察、教師問卷調查 馮潤儀、 

教師專業發

展組、學與

教委員會 

中文大學優

質學校改進

計劃專家團

隊、學校起

動計劃撥款 

3. 優化啟導教師計劃，關注整體同事

的身心靈健康，建立互關愛的團隊 

全年 提供機會讓同事間交流，為新同

事提供適切支援，建立融洽的團

隊 

觀察、教師問卷調查 陳蘭芳、教

師專業發展

組、各啟導

教師 

 

4. 收集持份者數據 第一學段 成功收集及分析家長、教師及教

師數據 

專業發展組會議 馮潤儀  

5. 收集教職員對考績制度的意見 第二學段 成功收集及分析數據，並按需要

提出改善建議 

專業發展組會議、全體教

師周年工作檢討會議 

馮潤儀  

負責老師姓名：馮潤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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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總務組周年計劃書(2012 至 2013)    
 

成就與反思 

本校的教室和場地有限，因此在配合各科組的發展時，亦要檢視現有的空間，使場地能更有效運用。因此，今年度會進
行多項較大型的工程，包括在有蓋操場改建一講臺，除了方便進行全級的週會外，亦可讓學生在午間有更佳的演出場
地。此外，平整 S001 室為多用途課室的工程，使體藝的訓練場地增加，配合學校推動「一體一藝」及「體藝培養」活
動。 

 

 

全校關注事項(二)：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成效評估 負責人 所需資源 
提供多元化的空間予學生及老師，優

化學校的設施，支援各科組的發展需

要。 

 

全年 配合各科組的活動，建設合

適的教學環境和設備。 

 

各科組能順利推展

多元化的課程。 

總務組 各 科 主 任 提 出

規 劃 ， 並 由 總

務 組 協 助 施

行。 

 

建立成就廊，加強學生對學校的認同

及歸屬感，以建立「互關愛」的校園

文化 

 

9 月 至 1

月 

建立「互關愛」、互相尊重的

校園文化，師生健康、愉快地

成長 

收集校友、同學的意

見並在學校培育委員

會進行檢討 

總務組 九 龍 倉 學 校 起

動 計 劃 資 助 ，

由 總 務 組 協 助

施行。 

 

負責老師姓名：陳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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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社區聯絡組周年計劃書(2012 至 2013)    
    
成就與反思： 

上年度，我校籌辦的《沙田區小學多元繽紛同樂日》活動，繼續大受沙田區小學歡迎，參與人數及學校數目甚多，其中

以通識問答比賽及中英文創意寫作大賽最受歡迎，不但可讓本區小學家長加深認識本校，而且本校同學在各項比賽和活

動中，認真服務，表現理想。今年適逢本校三十五周年校慶，我們在九龍倉集團《學校起動計劃》的支持下，繼續與沙

田區議會合作，舉辦相關活動，而部份决賽和頒獎禮，更會移師大型商場進行。本組成員定當悉力以赴，讓我們的同學

能以修身立己達人為宗旨，立功服務社群。 

 

至於台灣環保交流活動和中二級肇慶考察活動，就讓同學走出香港，擴闊視野，進行全方位學習。今年，我組將繼續安

排有關境外交流活動，初步計劃前往韓國，為培育同學成為未來領袖作準備。 

 

校外嘉賓和家長參觀校園時，同學作為接待大使，表現優異。來年將增加同學參與活動的統籌工作及擔任境外交流活動

的組長，加強培養他們的獨立思考和處事能力。至於編輯<<中學概覽>>、<<每月通訊>>和<<學校簡介>>的工作，進展大

致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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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策劃境外交流活動，讓同學

增廣見聞，提升自我管理

能力及個人修養。 

全年 1. 同學協助籌備交流活動，並在擔

任組長時，表現理想。 

1.小組導師及同學

的反思檢討。 

2. 組會議檢討 

組主任及

協助老師 

 

2. 主辦<沙田區小學多元繽紛

同樂日>活動，增加同學服

務社區及發揮領袖才能的

機會。 

全年 1. 同學熱心服務，表現盡責，敢

於承擔。 

 

1.組會議檢討 組 主 任 及

協助老師 

 

3. 編輯<<每月通訊>>，介紹

同學在各科組活動中的表

現，鼓勵同學勇於參與和

積極服務，以回饋社會。 

全年 1. <<每月通訊>>可以及時介紹同

學在各科組活動中的表現。 

 

1.組會議檢討 組 主 任 及

協助老師 

 

4. 培訓同學擔任接待大使，

讓同學在外賓參觀本校

時，負責主持及導賞工

作，培養他們的獨立處事

能力。 

全年 1. 學生參與程度提升，啟發學生潛

能，增強自信。 

1.組會議檢討 

2.活動工作安排及

檢討 

組 主 任 及

協助老師 

 

 

負責老師姓名：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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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資訊科技組周年計劃書(2012 至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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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各科均積極利用資訊科技協助教學，善用資源。 

 

本年度我們將善用九龍倉「學校起動計劃」資源，並全力發展電子學習的模式，製作網上電子學習平台，蒐集合適的

電子學習軟件，擴大學與教的空間。同時培訓學生製作高質素的校園電視台節目，讓師生及家長一同分享學校的生活

片段，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培育懷自信、互關愛、敢承擔的五育人精神。另外，我們亦藉九龍倉「學校起動計劃」

資源，為教員室換掉用了六年或以上的電腦。 

 

為因應本校電子學習的發展的需要，我們於本學年暑假期間，更新了老師及各科檔案的檔案伺服器，令各老師及各科

的儲存空間大增，亦提高了伺服器的備份效能。 

 

全校關注事項(一)：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 推行電子學習 

� 協作各科使用電子學習平台 

(ｅ平台）向各科介紹不同

電子學習的模式 

� 統籌各科運用教育局對電子

學習的撥款 

8/2012 
– 

7/2013 

� 成功協助各科使用ｅ平台 

� 成功協調各科有效地使用

電子學習撥款 

� 藉電子學習提升學與教的

效能 

� 參與電子學習的講座

或課程紀錄 

� 校內舉辦有關電子學

習的講座 

� 師生對推行電子學習

的意見 

陳才源 

蔡嘉榮 

葉志康 

梁榮輝 

約$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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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提昇自我管理能力，發展終身興

趣 

� 拍攝好人好事 

� 拍攝品德教育宣傳片 

8/2012 
– 

7/2013 

� 成功拍攝好人好事 

� 成功拍攝品德教育宣傳片 

 

� 各項目是否按計劃完

成 

� 影片的質素 

� 師生對影片的意見 

葉志康 約$35,000 

負責老師姓名：蔡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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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中國語文科周年計劃書(2012 至 2013)    
 

成就與反思 

為了準確掌握本科發展的效度，上年度繼續沿用問卷調查方式，以評估科組所運用的教學策略，從而適時調節課程及改進活動的設計。 

 

上學年中文科舉辦多項活動，以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當中學生表現出色，投入活動，各項比賽亦獲得不錯的成績。於第六十三屆學校朗

誦節，本校喜獲中三及中四級粵語集誦季軍及粵語詩詞獨誦季軍，並獲得 17 個優良的佳績。為提升學生對社會時事的觸覺，訓練他們的思

辯及語文能力，本校於二零零九年成立中文辯論隊。辯論隊發展漸趨成熟，每周進行常規訓練，透過培訓，讓同學更認識並掌握辯論技

巧，從而增強同學的思辯能力。辯論隊更參加多個校外比賽，如星島日報舉辦的「全港校際辯論比賽」、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舉辦的

「基本法辯論比賽」、「聯校中文辯論比賽」及「新界聯校中文辯論比賽」等，而 5C 潘展宏同學於沙田區議會及文化體育及社區發展委員

主辦的「公民盃──青年辯論比賽」中更獲得最佳辦論員獎項。 

 

本科積極參與不同類型的比賽，亦獲得不俗的成績。我校同學發揮創意，參與多個標語創作比賽，其中 6E 張敬賢同學及 4B 黃詩琦同學亦

榮獲由香港小童群益會主辦的「健康家庭子女有責」標語設計比賽的冠軍及亞軍，而 5C 陳世傑同學獲得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拯溺

會主辦的「2011 至 12 年度水上安全標語創作比賽」優異獎。為提高學生的演說能力，除全面發展辯論隊外，亦鼓勵學生參與演說比賽。

我校同學參加由聖若瑟書院主辦的「第八屆全港校際即席演講比賽」，3A 李俊嶢同學及 5E 吳嘉文同學同時獲得優異獎，而 6C 梁紫敏同學

亦喜獲由香港教育院及理性溝通教育學會主辦的「第六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優異獎。為進一步訓練學生的短講能力，過

去一年除中七級同學外，隔周培訓各級同學於早會向全校師生作個人短講，為初中學生塑造短講模範，提高本校學生的演說技巧。 

 

為配合新高中學制，科組已於過去數年成功調適校本課程並優化教學。首先，上年度貫徹科本要求，有效率地按新高中學制編製工作紙。

除於初中增加文言單元、文學單元、修辭及成語測驗外，初中更加入實用文基礎測驗，以配合文憑試卷五綜合能力考核的發展。在各單元

的恆常測驗下，學生的語文根基更見鞏固。另外，上年度課堂研究十分成功，中二級推行「議論文撰寫」課堂研究，高中課堂研究以「綜

合能力考核」為主題，同學反應良好，教學成效顯著。此外，本科加入自主學習元素，各級必須由同學主導一個學習單元，由同學帶領課

堂，希望同學可以在同儕及老師的協作下，自主學習。最後，為鞏固課堂所學及應付公開試，中三級設有系統性評估應試班及模擬口試

日，中四至中七各級於課後進行密集式模擬測驗，各級成效良好，學生表現認真。來年高中各級將繼續補課，以提升學生語文水平。 

 

來年為我校三十五周年校慶，本科將舉行更多的活動及比賽，以增加學生對語文的認知及興趣。同時希望借學科活動，為學生提供更多籌

劃比賽的經驗，以培訓學生領袖，加強其主導的角色，發揮學生的自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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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一)：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1.1.1.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 

1.1 中一至中六級制定核心課程與延伸課程，
並作定期檢視。延伸課程於每一單元要求
學生多讀兩篇白話文及兩篇文言文的篇
章，務求令學生更掌握該單元的重點。 

全年 1) 學生修讀延伸課程的測考合格率比
核心課程的班別有明顯的升幅。 

2)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超過 50%學生認
同有關的教學內容。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測考及上課表

現 

3) 問卷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1.2 各級學生能掌握篇章的主旨和段落大要，
並在測考中評估學生所學。 

 

全年 1) 學生能掌握擬寫主旨的方法及句

式。 

2) 在主旨測驗中，A、C、E 班於主旨

的表現超過 50%合格，B、D 班超

過 70%合格。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測考及上課表

現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1.3 優化初中課程，初中各級加強基礎能力的
訓練，每一單元均安排學生進行修辭、文
言字詞、成語、單元能力知識及實用文格
式之評估，以紮穩其語文根基。 

全年 1) A、C、E 班的測驗有超過 50%合
格，B、D班超過 70%合格。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測考及上課表

現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1.4 完成初中及高中課程架構，並改善單元工

作紙的內容，使工作紙內的問題變得具層

次及啟發性以訓練學生的思維能力。 

全年 1) 學生樂於學習及完成工作紙。 
2) 學生能順利銜接高中課程。 
3) 學生於文言文及文學單元的測考

見遞進式進步。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3) 文言文及文學單
元測考表現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1.5 初中各級實用文的練習引入新高中綜合卷
的擬卷方式，學生須閱讀不同資料，進行
篩選、整合才可完成有關課業，以培養學
生適應新高中的考核內容。 

全年 1) 習作及測考中反映學生所學的成
就。 

2) 學生能順利銜接高中課程。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成績的反映 

3) 學生回應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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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中一至中五各級最少須安排一次以學生作
主導的課堂教學，可以各種形式安排課堂
內容，加強課堂互動，推動自主學習的風
氣。 

全年 1) 習作中反映學生所學的成就。 

2) 學生在參與科內活動上有所提升。 

3) 學生對修讀本科的興趣得以提升。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2.2 配合科本閱讀計劃，一年最少完成 3本閱
讀報告或口頭匯報之報告，藉此提升閱讀
風氣，鼓勵其自主學習，擴闊識見。 

全年 1) 學生的閱讀興趣及能力得以提升。 

2) 學生對修讀本科的興趣得以提升。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的閱讀報告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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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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優化課堂常規，學生須自備筆記，要求其
在課堂上摘錄重點；並於課前進行預習，
建立學生自主學習的習慣。 

 

全年 

 

1) 從學生筆記中反映其思維及摘錄重
點的能力。 

2) 學生能展示預習成果。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問卷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2.4 中一至中三級老師善用啓思出版社提供的
網上資源，推展網上電子學習，讓學生可
以不同形式自行學習。 

全年 

 

1) 科任老師能令學生運用網上資源。 
2) 學生的學習興趣得以提升。 
 

會議檢討 

學生回應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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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建立教學資源庫，把所有教材、筆記、測
考卷、錄像等等放置於內聯網，方便任教
老師共享教學資源，進行施教，藉此提升
學生之學習效能。 

全年 1) 科任老師樂意分享資源。 
2) 教學資源庫的教材能有助學生學

習。 

科務會議檢討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3.2 老師須於開學前訂合各級教材，以便學生
學習，藉以提升學習效能。 

全年 1)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超過 50%學生 
認同有關的教學內容。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問卷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3.3 初中各級有系統地進行綜合訓練，加強學
生對語境意識、整合拓展及見解論證的掌
握，以培養學生適應新高中的考核內容。 

全年 1) 習作及測考中反映學生所學的成
就。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成績的反映 

3) 學生回應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3.4 初中各級增強學生的說話能力，使之成為
課堂常規。中一及中二級著重個人演講，
中三級著重小組討論，進行有系統的操
練，以期掌握說話技巧及銜接高中課程。 

全年 1) 各班學生能自信地以口語表達。 
2) 學生能順利銜接高中課程。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成績的反映 

3) 學生回應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3.5 整合高中教材，加強學生對文憑試評分準
則的認知，從而提升其應試能力。 

全年 1) 學生能掌握文憑試的評分準則 
並於課業中加以應用。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課業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3.6 課後課程支援：中三級舉辦系統性評估應
試班；中六級於課後進行模擬卷測驗，藉
此培養同學的應試技巧及了解自己的能
力。 

全年 1) 測考中反映學生所學的成就。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成績的反映 

3) 學生回應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3.7 中一至中六級隔週於午膳或課後進行共同
備課，藉此加強老師之間的交流，從而優
化課堂表現，以助學生提升學習效能。 

 

全年 1) 科任老師樂意與同級任教老師分享
教學意念，解決難題及共同商討發
展學生思維的策略。 

2) 學生上課的興趣得以提升。 

1) 觀課及課後分享及

檢討 

2) 科務會議檢討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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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1. 1. 1. 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 

1.1 安排學生隔週於早會進行公開演講，以發
展學生的多元知能。 

全年 1) 學生具自信地公開演講。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1.2 初中每個月安排一次剪報課業，而高中每
雙教節安排學生作「讀報論壇」或「新聞
透視」課，讓學生對有關的新聞進行批判
或互評，以加深其對社會時事的認知。 

全年 1) 習作中反映學生所學的成就。 

2) 學生在參與科內活動上有所提升。 

3) 學生對修讀本科的興趣得以提升。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3) 習作表現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1.3 鼓勵學生參與不同類型的校外比賽，如朗
誦、徵文、辯論及標語等比賽，發展學生
語文興趣，造就成功經歷。 

全年 1) 學生積極參與，積累經驗。 科務會議檢討 

學生回應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2. 2. 2. 2. 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    

2.1 利用中文學會，培養學生領袖，加強其主
導角色，培養其獨立思考和處事能力，發
揮自主精神。 

全年 1) 學生的領袖能力得以提升。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2.2 培訓典禮司儀，訓練其演說能力，提升學
生的自信心，表現自我。 

全年 1) 學生具自信地公開演說。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3. 3. 3. 3. 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    

3.1 優化高中文化專題探討之選修單元， 
   灌輸傳統文化道德觀念，提升學生的品德

素養。 

全年 1)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超過 70%學生表
示課程有效提升其對道德的認知。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問卷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負責老師姓名：林妍、郭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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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普通話科周年計劃書(2012 至 2013)    

成就與反思 

檢討 2011-12 年度工作 

關注事項(一) 調適校本課程，優化課堂教學，積極配合新高中學制。 

(1) 中一至中三各級 3均已完成核心課程。 

(2) 訂定並完成延伸課程：初中各級單元加入各種形式的練習及設計大量的工作紙，以配合學生所需，提升課堂的趣

味性。如：視聽練習、聆聽練習、說話練習、普通話唱歌練習、情景說話、遊戲形式的普通話聽說練習、粵普對

照練習等。A、C 班加強語音教學和說話訓練，B、D、E、F 班則加強粵普對照、朗讀教學，盡量照顧學習差異，

使不同程度的學生盡力達至可及的要求。以上課程設計有效提升學生的普通話聽說能力，學生對視聽練習形式較

感興趣，來年將繼續運用以上設計策略。過去一年老師引導學生大聲朗讀課文及普通話用語，鼓勵學生說普通

話。各級都做了不同形式的說話練習，並隨堂進行口語考核，使學生更重視普通話朗讀，更有口語分數較低的學

生主動要求補考，在下節課再朗讀。來年教師可多給同學正面的鼓勵和讚賞，增加學生朗讀及說話練習的機會，

以提高同學的普通話能力。 

(3) 優化課堂教學：本科教師進行了小組備課，交流教學策略及心得，有助課堂教學。課堂上透過小組合作活動，增

強了學生的協作能力。來年可增加小組匯報的課時，以增加學生的匯報機會。 

關注事項(二) 發展多元智能，體現五育人精神。 

(1) 上學期參加香港校際朗誦節，普通話集誦隊獲良好獎，普通話獨誦 7人獲優良獎，4人獲良好獎。 

(2) 下學期舉行了初中普通話朗誦校內甄選賽，成功選拔優秀的同學參加來年校際普通話朗誦比賽。 

(3) 過去一年語文雙週進行了「粵普對對碰」、「普通話歌唱比賽」，學生踴躍參加，反應良好。 

(4) 推廣普通話的 30 句粵普對照句子，部分已拍錄，在校園電視台播出。來年各位老師每人負責兩次拍錄，第一次

在暑假完成，第一次在聖旦假期完成，配合校園電視台工作。 

通過校內外的比賽和活動，同學們提高了學習普通話的興趣，部分獲獎的同學增強了學習普通話的自信心和敢於承擔

的精神。來年將會繼續鼓勵同學積極參與校內外的各項活動和比賽。本科來年工作將會配合學校的關注事項，繼續推

行可行的措施，並根據學校工作的要求設計新的策略，努力提高教學技巧，增強同學學習普通話的興趣和信心，提高

同學的普通話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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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一)：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1.1.1.    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 

1.1 全面落實校本課程目標，配合學生能力，優

化核心課程與延伸課程，並作定期檢視。延伸課

程加入漢語拼音抄寫工作紙，評估加入語音小測

部分。 

全年 完成核心課程。 

完成延伸課程。 

修讀延伸課程的同學測考合格率

比核心課程的班別有明顯的升

幅。 

科務會議檢討 

學生測考及上課表現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1.2 優化初中課程，初中各級加強基礎能力的訓

練。每一單元均安排學生進行聆聽、粵普詞語和

句子對譯評估。 

全年 修讀延伸課程的同學測考合格

率比核心課程的班別有明顯的

升幅。 

科務會議檢討 

學生測考及上課表現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1.3 優化單元工作紙，加入不同形式的練習，以

配合學生所需，提升課堂的趣味。如：視聽練

習、聆聽練習、說話練習、普通話唱歌練習、情

景說話、遊戲形式的普通話聽說練習、粵普對照

練習等。 

全年 學生樂於學習及完成工作紙。 
 

科務會議檢討 

學生測考及上課表現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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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透過情景說話、遊戲形式的普通話聽說練習

等，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加強課堂互動，以學生

作主導，令其更積極投入學習。 

全年 學生上課的興趣得以提升。 

 

 

科務會議檢討 

觀課及課後分享及檢討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2.2 建立「自主學習」模式，如透過小組合作活

動，增加學生自學機會並訓練學生的協作及匯報

能力。 

全年 學生有小組或個人匯報的機會。 

 

科務會議檢討 

觀課及課後分享及檢討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2.3 建立課堂常規，要求同學完成預習，提升學

習效能。 

全年 能展現預習成果。 
 

科務會議檢討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2.4 推行電子學習，善用網上資源，發展同學自

學能力。 

全年 科任老師能令學生運用網上資
源。學生的學習興趣得以提升。 

科務會議檢討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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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3. 3. 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    

3.1 定期更新教學資源庫，把所有教材、筆記、

測考卷、錄像等等放置於內聯網，方便任教老師

共享教學資源。  

全年 科任老師樂意分享資源，提升教
學技能。 
教學資源庫齊備妥當。 

科務會議檢討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3.2 因材施教，運用不同的策略，以提升學生學

習效能。如大班加強語音教學和說話訓練，小班

則加強粵普對照及朗讀教學。 

全年 學生表現合符要求。 科務會議檢討 

學生測考及上課表現 

  

 

全校關注事項(二)：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1. 1. 1. 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 

推行藝術培育，培訓學生參與朗誦比賽及參加全

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藉此擴闊學生視野，

培育和發揮學生的多元智能，以提升其自信及演

說能力。 

全年 老師帶領學生參賽，累積學生經

驗，擴闊視野。 

科務會議檢討 

朗誦比賽成績及參與人

數 

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

比賽成績及參與人數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2. 2. 2. 2. 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 

培育普通話大使，於早會進行分享及拍攝普通話

科宣傳短片，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和處事能力，

發揮自主精神。 

 

全年 學生的領袖能力得以提升。 

由大使主導拍攝宣傳短片。 

第一學段完成 5 段影片的製作及

播放。 

第三學段完成 5 段影片的製作及

播放。 

科務會議檢討 

學生表現及回應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3. 3. 3. 3. 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    

與社區聯絡組合作，培育普通話接待大使，提高

同學自信及應變能力，並提升學生的品德素養。 

全年 學生的普通話應對能力得以提

升。 

 

科務會議檢討 

學生表現及回應 

社區聯絡組回應 

科主任、 

科任老

師、社區

聯絡組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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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Department 

Program Plan for 2012-2013 

I. Achievements and Reflections 

 

The new 3-year program plan is approaching its finale.  To cater for the school’s development directives and major concerns, much emphasis would 
be placed upon the refinement of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in order to align it with the NSS requirements and expectations, sharing of best 
practices in teaching pedagogies and offering ample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utilize the language functionally within particular contexts. 
Motivating students to immerse themselves into an all-English environment and empowering them to own the language are still the targets of this 
year.  
 
Different strategies will be deployed across junior and senior forms. For junior forms, we expect students to (i) acquire and master their subject 
knowledge, (ii) communicate and respond in decent language construct, (iii) apply the language skill set in daily scenarios, and, (iv) familiarize 
themselves with different learning modes and the public exam requirements.  In this coming year, there will be a pilot scheme to refine the S3 
curriculum by incorporating the TSA elements, perfecting the learning contents in collaboration with CUHK’s expert team and introducing the 
SBA test format in the speaking assessments. This refinement exercise will be extended to S1 and 2 in 2013-14 and 2014-15 respectively. At the 
same time, S1 and 2 would explore the means to engage students in more group work in class and improve their performances in writing and 
reading, through e-platforms and adapting various linguistic devices in the learning materials. To narrow down the achievement gap, differentiation 
will also be a matter of concern when teaching materials and assessments are designed this year.  
 
For senior forms, we expect students to (i) achieve at least the basic competency required by the NSS curriculum and reach for the limits, (ii) 
critically evaluate issues and express their opinion / ideas in natural language, (iii) develop the habit of self-study and revision using guided 
learning frameworks. Communications between senior grades would make room for teachers to cover the teaching materials more efficiently and 
prepare students for the SBAs ahead of time. With the experience of tackling the HKDSE upfront, S5 and 6 teachers will tailor-made revision 
guides for students to prepare for the writing exam. Electronic platforms will be used for discussion, writing and directing students to other online 
learning resources. Moreover, the English team will look into the feasibility of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with the Chinese and Liberal Studies 
Department in delivering similar HKDSE contents (e.g. writing genres, popular topics, test strategies etc.), so that students can tap into the pre-
subject knowledge before they actually learn the theme-based materials in English.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assist our students to gain admission to 
universities.  
 
To nurture students’ multiple intelligence and personal virtues, territory-wide competitions / assessments, student-centered form activities, cultural 
exchanges and visits / lectures would be conducted for the betterment of the students. Well-received activities like the overseas trip and musical 
performance will be delivered again, whilst some other programs are subject to modifications, the “Let’s Speak Out” TV Program, for instance, 
will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culture of reading aloud with a twist, since the Language Week has been put on hold this year. Instead, cultural 
activities will go hand-in-hand with the TV Program to facilitate school-wide participation and maximize English-speaking opportunities on 
campus.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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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pite the challenges ahead, we should still celebrate students’ successes in 2011-12, like the record-high result of the ASUE exam and high 
participation rate in the HK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Teachers are encouraged to invite more students to join various activities to boost up their 
confidence and exposure to the real world. Besides, students’ interest in leisure reading has been rais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figures provided by the 
library, which is a positive indicator for the dedication of our team. The upcoming 35th Anniversary of the School is a nice timing for teachers to 
celebrate their success with a showcase of the students’ best work during various events. Our team shall strive to cultivate students’ spiritual well-
being and explore the potentials of the students. 
 

II. Addressing the Major Concerns of the 2012-15 Three-Year Plan 

* The strategies suggested below are devised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e 2011-12 Annu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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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ives Expected Results Strategies Indicator(s) of 

Success 

Methods of 

Evaluation 

Teacher(s) 

responsible 

1. To fine-
tune the 
school-
based 
curriculum  
 
 
 
 
 
 
 
 
 
 
 
 
 
 
 
 
 

� Students will cope 
with public exams 
and handle subject 
knowledge more 
effectively.  

� Students will learn 
with better foci at  
suitable levels of 
difficulty, and with 
a chance to achieve 
further in 
differentiated 
tasks. 

� Teachers can 
streamline the 
teaching contents 
and maximize the 
benefits of subject 
materials.  

 
 

 

1. Refinement of school-based 
curriculum in phases  
(2012-13: S3 / 2013-14: S2 /  
2014-15: S1) 
� In 2012-13, S3 will conduct a 

pilot scheme in refining the 
curriculum, with reference to the 
advice given by the CUHK & 
HKU educationalists, by – 
o adopting a new Unit Plan 

using the HKU template 
o incorporating TSA elements in 

reading, writing and listening 
papers (e.g. marking rubrics, 
test type like poems in the 
listening papers, thinking 
tactics and formats of writing 
papers) 

o introducing the SBA topics 
and assessment mode in 
speaking exercises 

 

 
 
 
 
� Pilot design of 

Block (Unit) Plan 
and teaching 
materials with 
differentiated 
tasks  

� Conducting 
review 
workshops with 
CUHK experts 

� Value-added 
results for S3 
TSA exam (in 
terms of passing 
rate) 

 
 
 

 
 
 
 
� Feedbacks and 

reflections from 
students and 
teachers in form 
of questionnaires 
  

� S3 TSA exam 
results  
 

 
 
 
 
 
 
 
 
 

 
 
 

 
All teachers 
conce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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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lignment of the Form Activities 
with the Teaching Blocks (S1-5) 
� All form activities have been 

reviewed and will be modified 
or redesigned to fit in the 
curriculum better.  

 
 
 
 
 
 

3. Streamlining of the “High Frequency 
Words” Program as funded by the 
REES, Refined English 
Enhancement Scheme (S1 only) 
� Improving students’ skills in 

phonics and pronunciation 
� Providing extrinsic motivation 

for the S1 students to perform 
better 

� Encouraging students to explore 
the library book series and the 
cataloging system 

� Applying subject 
knowledge when 
participating the 
form activities  

� Generating 
reflections and 
deducing gist of 
learning from the 
activities 
 

 
 
� Evaluate whether 

the streamlined 
program could 
work under the 
time constraint  

� Students’ 
perception 
towards the 
program 

 

� Feedbacks and 
reflections from 
students and 
teachers in form 
of questionnaires 
 
 
 
 
 
 

 
� Rate of attempt 

and performance 
in the proposed 
new section 
within the S1 
reading exam 
paper 

� Library figures 
on the number of 
books on loan 

� Feedbacks from 
S1 form members 

Form 
coordinators 
& form 
members 
 
 
 
 
 
 
 
 
Junior form 
Vice-Panel 
& S1 form 
members 

2. To promote  
     self-  
     directed         
     learning 
 

� Students’ 
awareness towards 
the benefits of self-
study will be 
raised, thus 
improving their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ownership for their 
academic results. 

1. For Junior Forms (S1-3) 
� The “English Builder” program, 

which is an online reading and 
listening scheme, will be a 
supplement to the formal 
curriculum and provide extra 
practices for the elite and 
average students. 

� The contents from the 
Vocabulary Booklet and Theme-

 
� Students will go 

for the extra 
miles to conduct 
self-study or do 
extra exercises to 
achieve better 
grades in 
assessments. 
 

 
� Rate of attempt 

and performance 
in the proposed 
new exam section 
on vocabulary 
and expressions 

� Percentage of 
students who 
manage to meet 

 
All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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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ents can 
engage themselves 
in e-learning on 
self-learning and 
collaborative basis. 

based Idea & Expression 
Booklet will be examined this 
year to encourage self-learning.  
 
 

2. For Senior Forms (S4-6) 
� S5-6 Teachers will prepare a 

detailed study guide with the 
popular writing topics for 
students to revise before the 
school assessments and HKDSE 

� Students’ notebooks will be 
collected for inspection in order 
to track down students’ pre-task 
preparation and note-taking 
practices during classes.  

 
 
3. E-learning trials in all forms 
       (especially in S2, for writing  
       purpose) 

� Pilot Scheme of using e-
platforms to facilitate self-
learning and discussion on 
subject matters beyond class 
hours 

o Teachers are encouraged to 
use e-learning forums like 
Google’s blogspot to post 
articles and invite comments 
from students. 

o The feasibility of counting e-
assignments towards part of 
coursework marks will be 

 
 
 
 
 
� Students can 

build up a habit 
of self-learning 
and revision. 
 
 
 
 

 
 

 
 
 
� Students can 

learn online and 
make 
commentaries 
using the target 
knowledge and 
attitude.  

 

the target of 
reading at least 
three readers a 
year 

 
� Student 

performance in 
the writing 
assessments 

� Commentaries 
and feedback 
from the peer-
reviewed book 
inspection  
 
 
 

 
� Feedbacks from 

students and 
teachers 

� Rate of usage  
� Quality of 

students’ output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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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d. The holiday 
assignments would be a good 
testing ground for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e-
learning in this regard. 

3. Enhance  
    learning    
    efficiency 

� Making the best 
use of teaching 
resources to equip 
students with exam 
techniques and the 
righteous attitude 
to learning 
 

� Offering additional 
guidance to 
students by 
improving their 
study skills and 
providing them 
with a structured 
learning 
framework 
 
 

 

1. Reviewing existing IRS program and 
adopting a new set of readers for 
Junior Forms (S1-3)  
� New readers will be used for 

daily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purposes.  

� Evaluation will be done at the 
end of the school year to assess 
the suitability and level of 
difficulty for the current cohorts.   
 
 

 
 

 
 
 

2. Arrang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orkshops on teaching pedagogies  
(S1-6)  
� Foci for S1-3: Study Skills, 

Planning for Self-Learning 
Activities, Strategies for dealing 
with SEN students, 
Differentiation in practice 

� Foci for S4-6: Developing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to meet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NSS curriculum; planning for 

 
 
 
� Students will find 

the readers and 
related tasks 
more suitable for 
their proficiency 
levels.  

� Students will be 
equipped with the 
skills to tackle 
long questions 
and higher-order 
thinking  

� questions in 
reading tasks.  

 
 
 
� Teachers will be 

informed of the 
innovative 
pedagogies to 
deliver their 
lessons with fun. 

� Students will 
have a better 
view of the world 

 
 
 
� Rate of attempt 

and performances 
in the reading 
exam (i.e. section 
related to the 
readers) 

� Teachers’ 
observation, 
evaluation and 
sharing in form 
meetings 

� Feedbacks from 
questionnaires  

 
 
 
 
� Feedbacks from 

teachers  
� Teachers’ 

observation, 
evaluation and 
sharing in form 
meetings 
 
 

 
 
 
All teachers  
(for 
initiative 1)  
 
 
 
 
 
 
 
 
 
 
 
 
 
 
Panel & 
Senior 
Form Vice-
Panel (for 
initiati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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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learning activities 
 

 
 
3. Structuring the Saturday  
    Enrichment Classes (S1-6)  

� Introducing the program to the 
average-high groups of junior 
form students to improve 
performances 

� Providing target learning items  
for tutors (e.g. specific grammar 
items for new junior form 
nomin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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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onitoring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tutors 

� Developing a databases of 
teaching materials for future 
tutorial programs  

 
4. Pilot Scheme of organizing joint- 
    school oral practices before the   
    HKDSE speaking exam (S5 and S6) 

� Exploring the possibility of 
building a greater learning circle 
with neighboring schools or 
NGO-facilitated alliance  

 

with multi-
faceted 
perspectives. 

 
� Pull-outs 

(average-high 
students) 
nominated by 
teachers to attend 
the program can 
learn spirally on 
top of the 
mainstream 
curriculum, or, 
receive more 
attention in a 
small-class 
setting. 

� Knowledge 
building with 
external resource 
support 

 
 
 
 
� Offering a 

platform for Ng 
Yuk students to 
attempt group 
discussion in a 
challenging 
setting 

 

 
 

 
 
� DSE results 
� Internal and 

external exam 
results 

� Narrowing down 
the achievement 
gaps within 
grades for in-
school exams  

� Evaluation of the 
identified list of 
items to be 
covered in the 
tutorial 
curriculum with 
the external tutors 

 
 
 
 
 
 
� Students’ 

feedbacks and 
observation of 
abilities of non-
Ng Yuk students 

 
 
 

 
 
 
 
Panel, Vice-
Panels  and 
form 
coordinators 
(for 
initiatives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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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easibility study of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 Evaluation of the schemes of 
work of the Chinese and Liberal 
Studies Departments 

� Exploring common topics of 
interests  

� Sequencing the 
teaching blocks 
to correlate inter-
disciplinary 
knowledge 

� Change in 
teaching 
schedules of 
2013-14 if 
deemed fit 

 

 

School Major Concern 2: To realize the spirit of the five virtues, nurture future leaders & serve the community with commitment  

Objectives Expected Results Strategies Success Criteria Method of 

Evaluation 

Teacher(s) 

responsible 

1. To realize  
     the spirit of  
     the five    
     virtues  

� Students would 
build up self-
confidence when 
speaking the 
language 
 

� Gaining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as a 
responsible citizen 

1. Usage of natural and decent 
language in all subject-related 
communications 

2. The “Reading Aloud Program” 
school policy will be carried out in 
different forms, ranging from show-
and-tell, performances by the best 
achievers in the public speaking 
contests, news sharing, book 
sharing, presentation at assemblies, 
Spellathon etc. 

3. The modified “Let’s Speak Up” TV 
program will bring social issues and 
cultures around the world into light. 
The program will be coupled by 
school-wide activities to enhance 
awareness and rate of participation. 
This move is a de-facto Language 
Week in its expansion.  
 
 

� Majority of 
students is 
willing to 
commit 
themselves to 
the usage of 
English in 
complete 
sentences and in 
decent tone 

� High rate of 
student 
participation 
and satisfaction 
in the subject 
activities 
 

� Students’ self-
evaluation of in-
class response, 
rate of 
participation 
and level of 
satisfaction 

� Teachers’ 
observation and 
feedback 

All teachers 
(especially 
NET and 
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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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o nurture 
future leaders  

� English 
Ambassadors will 
be trained to be 
role models of 
learning for others. 
 

� Other students will 
be motivated to 
gain self-access to  
printed English 
materials  

1.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will be 
nominated by English teachers to 
perform various duties, like – 
� Promoting books of interest to 

students in the morning 
assemblies 

� Serving as student MCees at 
different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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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Identifying potential students to join 

the external competitions (e.g. 
writing competitions, public 
speaking contests, drama 
competition, penmanship contests 
and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s like 

     ASUE, Cambridge PET exam etc.) 
� Building up confidence of 

students by testing them against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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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posure of 
students to 
English 
announcements 
and book 
promotions at  
reasonable 
frequencies 

 
 
 
 
� Value-added 

participation 
rate and try-outs 
of new 
competitions 
and assessments 

� Frequency of 
book 
promotions 
during the 
morning 
assemblies 

� The library 
record of hits of 
target books on 
loan  

 
 
� Participation 

rate of students 
� Feedbacks from 

students and 
teachers 

� Positive results / 
Awards from 
various 
competitions 
 

All English 
teachers,  
especially 
the teachers-
in-charge of 
the morning 
assemblies  

3. To serve the 
community 
with 
commitment  

� The English events 
will broaden 
students’ horizons 
and raise their 
awareness towards 
social issues and 
realities.  

� The visits, outings 
and overseas tour 

1. Overseas Study Tour (2012-13) 
� Student nominees will join the 

tour as organized by the NET 
and to interact with foreigners 
and understand a foreign culture 
better 

� To represent our school and 
Hong Kong as goodwill 
ambassadors, who practice the 

� Positive 
feedbacks from 
parents and 
student 
participation 

� Students’ 
reflections for 
publication 
purpose 

� Feedbacks from 
parents 

� Reflections and 
feedbacks from 
student 
participants 

 
 
 

All teachers 
and 
teachers-in-
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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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equip students 
with the life skills 
and attitude to lead 
an independent and 
fruitful life in 
future.  

� Students will be 
prepared 
academically and 
mentally for the 
job market 
challenges ahead.  
 

essence of Chinese virtues in a 
foreign setting 

2. Globalized learning curriculum 
� Topics like overseas travel, 

cross-borders issues, 
multicultural encounters, work 
holidays have been incorporated 
in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of each grade 

 
 

3. Special Outings 
� S5 teachers will organize 

Workplace Visits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Careers 
Team so as to inform students of 
the current market situation and 
the societal expectations upon 
fresh graduates. 
 

 
 

� Evaluation of 
the Schemes of 
Work and Block 
Plans to ensure 
that moral 
values are 
instilled in the 
curriculum 

 
� Students will 

gain better 
understanding 
different 
professions and 
the relevant job 
requirements. 

� Students will 
have higher 
expectations for 
themselves and 
strive for their 
dream jobs.  

� S5 teachers will 
refine the pre-
visit materials 
and prepare 
students for the 
NSS Workplace 
elective with 
real showcases 
in hand. 

 
 
� This concern 

will be 
addressed by 
the refinement 
exercise of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in 
phases. 

 
� Feedbacks from 

students and 
teachers  

� Evaluation data 
from the 
Careers team 

� Reflections 
written by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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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Suggested inter-class competitions / form activities for 2012-13 (To be finalized during the First Panel Meeting of 2012-13) 

Form Activity Time Reference to 
teaching block 

S1 

 
� Lecture by Hong Kong 

Animal Speak / SPCA 
 

2nd May, 2013 (Thurs) 
Block 4 

Pets – Little Friends 

S2 

� Lecture by Hong Kong 
Animal Speak / SPCA 

 
� Quiz show 

 
2nd May, 2013 (Thurs) 

(in collaboration with S1) 
 
 

To be deliberated on 
28th August, 2012 

 
Block 4 Save the Animals 

 
 
 

TBC 
 

S3 � Movie Quiz September, 2012 (in-class hours) Block 1 Films 

S4 � Story Telling competition 
To be deliberated on 

24th August, 2012 
Elective: 

Short Stories 

S5 
 

� Workplace Visit 
 

January, 2013 
(to be confirmed with the 

Careers Team) 

Elective: Workplace 
Communications 

 

• The “Let’s Speak Out” TV program will be modified with an additional school-wide cultural activity plan.  

• The English musical performance will be staged in celebration of the 35th School Anniversary. Also, according to the 2011-12 Evaluation 

Report, the rehearsals should be done earlier.  

• Details within this table are subjected to change arising from discussion in subsequent meetings.  

 

Panel Heads: Miss Ng Yuk Fa, Miss Yu Ka Yan & Miss Ho Yuk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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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數學科周年計劃書(2012 至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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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初中三級對學能稍高的兩班同學進行分組教學，於培養尖子方面有一定的基礎。 
3) 全校各級在課程剪裁和工作紙方面，已累積完備的材料和經驗。 
4) 在評核方面，累積經驗，進行多元化的評估，以增加同學的學習效能。 
5) 在初中三級累積了數學競賽的經驗，有利提升同學們對學習數學的興趣，且刺激尖子的學習動能。 
6) 課堂研習有助提升教學效能，增加老師的同儕交流，包括觀課、教材、教學法等，期能提高教學效能。 
7) 教師的團隊精神很好，有利大家的交流和合作效能。 
 
反思﹕ 
1) 透過數學學會的軟性活動，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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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繼續摸索

比賽題目的類型和種類。 
2) 繼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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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推廣課後奧數班，期能增加數學能力較強的同學人數。 
4) 上年度嘗試舉辦暑期數學探索營，爭取另類提升同學對學習數學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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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一)：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與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
劃」協作，攜手優化中一級校本課
程及教學資源，有策略地逐步銜接
高中課程 

 
2. 優化教材，體現「校本課程目標」 
 
 
3. 初中引入新高中的評核模式，培養

學生適應高中的解題與答題技巧 
 
4. 加強初中同學在全港性系統評估的

準備，鞏固基礎能力，銜接高中課
程 

 
5. 制訂科本應試策略，及早準備，讓

學生更有自信地應付中學文憑試 
 
6. 善用「學校起動計劃」資助，開設

公開試增潤班 
 
7. 舉辦數學競賽活動，配合學科學習

內容，擴闊學生識見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加強照顧學習差異，使中一學生達
致基本能力 
 
 
 
配合不同學生的學習能力，施行最
合乎學生學習的教學策略 
 
配合不同學生的學習能力，施行最
合乎學生學習的教學策略 
 
學生的學習自信及應試能力得以提
升，公開試的成績有進步 
 
 
學生的學習自信及應試能力得以提
升，公開試的成績有進步 
 
學生的學習自信及應試能力得以提
升，公開試的成績有進步 
 
豐富「全方位學習」的內容，提高
學生學習趣味，擴闊識見 

中大意見報告、測考成績統計、科
務檢討會議 
 
 
 
科主任報告、科務檢討會議 
 
 
科主任報告、校內測考及公開試成
績統計、科務檢討會議 
 
科主任報告、校內測考及公開試成
績統計、科務檢討會議 
 
 
科主任報告、校內測考及公開試成
績統計、科務檢討會議 
 
科主任報告、校內測考及公開試成
績統計、科務檢討會議 
 
科主任報告、校內測考及公開試成
績統計、科務檢討會議 

中一級任教
老師 
 
 
 
所有數學科
老師 
 
所有數學科
老師 
 
所有數學科
老師 
 
 
所有數學科
老師 
 
所有數學科
老師 
 
所有數學科
老師 

善用教師代課
津貼 (TRG) 撥
款 增 聘 副 教
師、香港中文
大學「優質教
育 基 金 」 、
「學校起動計
劃」撥款聘請
增潤班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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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培養正面的學習態度；(6)成為有識見的公民，立己達人  

 

負責老師姓名：黃智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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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通識教育科周年計劃書(2012 至 2013)    

成就與反思 

去年是新高中的第三年，中六級同學首次應考中學文憑試。本科作為社會大眾注視的必修科，科任老師在有限的課時完成課

程及安排恆常的功課和考測以提升同學的應試信心，並用心指導同學完成獨立專題探究。於首屆文憑試中取得 2級或以上成

績的同學高於全港平均合格水平，反映整體教學策略和應試技巧初見成效。同時，本科亦重視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及培養學

生的時事觸覺，積極安排專題周會、外出參觀、時事論壇等活動，鼓勵同學作多角度思考，對時事應有獨立見解和立場。 

 

經歷文憑試的洗禮，本科同工深感為學生裝備足夠的概念知識和答題技巧至為重要，而建立常規應由初中開始。我校雖獲共

創成長路(P.A.T.H.S.)繼續撥款，但今年將會是最後一年撥款，故需於 2013-14 學年進行課程重整。而教育局正計劃在初中

引入「生活與社會」科，對初中通識科課程重整是一個契機。因此，本科將與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同工協

作，透過靈活使用初中課程中的單元式設計，引進部分單元，以更新原有的校本課程。務求透過逐步優化課程，最終能組成

「六年一貫」的校本通識教育課程，令教學與時俱進。 

 

本年的工作重點為推動自主學習及提升教學效能。科任老師將推展需事前準備的小組討論或報章評論，建立合作學習文化。

本科亦會善用校方所設的網上討論區平台，促進同學於課堂外多交流和討論時事。而本科團隊將繼續透過共同備課時段檢討

及優化教材和習作，並於補課時段安排小測，以改善教學技能，提升同學的應試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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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一)：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1) (1) (1) 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    

(a)「六年一貫」課程 

(i) 加強與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

校改進計劃」協作，攜手優化新高

中教學資源(如：答題技巧及文本模

式獨立專題探究)，為學生迎接中學

文憑試作好準備 

8/2012

 – 

7/2013 

� 科任老師與與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

校改進計劃」協作，完成有關教材 

� 學生對議題有多角度的掌握 

� 學生透過功課及考測展示對課題的掌

握 

� 科任老師的專業判斷 

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

校改進計劃」老師交流

或到校觀課、學生的功

課及考測表現、於共同

補課節及科務會議檢討

測考及公開試成績 

高 中 科 主

任、科任老

師 

 

香港中文

大學「優

質學校改

進計劃」 

(ii) 將初中通識科撥入常規科目，由

本科老師任教，整合「共創成長

路」及「生活與社會科」教材，體

現「校本課程目標」，有策略地銜

接高中課程 

8/2012

 – 

7/2013 

� 科任老師與與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

校改進計劃」協作，為中一至中三各

單元準備適切教材 

� 使初中學生達致基本能力，順利銜接

高中課程 

� 學生透過功課及考測展示對課題的掌

握 

� 科任老師的專業判斷 

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

校改進計劃」老師交流

或到校觀課、學生的功

課及考測表現、科務會

議檢討測考成績 

初 中 科 主

任、科任老

師 

香港中文

大學「優

質學校改

進計劃」 

外間印刷

教材 

(2) (2) (2) (2) 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 

(a) 課堂互動 

建立科本「自主學習」模式，推展

需預習的小組討論或報章評論，並

建立科本學與教常規，要求同學摘

錄筆記，透過匯報及展示，促進合

作學習、自評和互評等文化 

8/2012

 – 

7/2013 

� 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加強課堂互動 

� 以學生作主導，令其更積極投入學習 

� 學生透過功課及考測展示對課題的掌

握 

� 科任老師的專業判斷 

老師於課堂的觀察、學

生的功課及考測表現、

科務會議檢討、觀課表

數據分析 

初 中 科 主

任、科任老

師 

香港中文

大學「優

質學校改

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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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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電子學習 

善用校本電子學習平台(如 E-平

台、goggle docs 等)，促進同學於

課堂外多交流和討論時事 

8/2012

 – 

7/2013 

� 透過 E-平台或 goggle docs 展示時事

新聞並進行網上小組討論 

� 學生的學習興趣及自學能力有所提升 

 

老師於共同備課的回

饋、 

老師參與觀課及於課堂

觀察、科務會議檢討 

科主任、科

任老師 

 

 

資訊科技

組 

 

(3) (3) (3) (3) 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 

(a) 學與教策略 

初中引入新高中的評核模式，透過

日常練習及每一學段測考，培養學

生適應高中的解題與答題技巧 

8/2012

 – 

7/2013 

� 初中學生善用不同的學習策略，提升

學習效能 

� 學生透過功課及考測展示對答題技巧

的掌握 

學生的功課表現、於科

務會議檢討校內測考及

公開試成績統計 

初 中 科 主

任、科任老

師 

香港中文

大學「優

質學校改

進計劃」 

(b) 應試能力、學習自信 

於功課和測考加入文憑試的評核模

式，安排不同類型的應試練習，重

點提升學生文字表達能力。另善用

「學校起動計劃」資助，開設公開

試增潤班 

8/2012

 – 

7/2013 

� 引入類似公開試的中央核卷模式 

� 學生的學習自信及應試能力得以提升 

� 公開試的成績有進步 

學生的功課表現、於科

務會議檢討校內測考及

公開試成績統計、「公

開試增潤班」持份者問

卷 

高 中 科 主

任、科任老

師、學與教

委員會 

「學校起

動計劃」

撥款聘請

增潤班導

師 

(c) 全方位學習 

於全方位學習日舉行中一級「遊走

中上環」活動，讓學生走出課室，

進行參觀和考察，擴闊學生識見 

8/2012

 – 

7/2013 

� 豐富「全方位學習」的內容，提高學

生學習趣味 

更新教學資源庫，科任

老師能掌握評核要求，

科務會議檢討整體學生

表現  

科主任、中

一 科 任 老

師、學與教

委員會 

「學校起

動計劃」 

全校關注事項(二)：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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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每月設定的德

育主題，配以相關時事新聞製作早

會德育文章，強化品德教育，建立

正面積極的氛圍 

8/2012

 – 

7/2013 

� 學生對社會及時事的關注 

� 學生對德育主題有多角度的掌握 

學生習作的水準，初中班

主任的意見，與學生培育

會和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定

期作檢討 

初中科主

任、副教

師 

德育及公

民教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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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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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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參與組織 35 周年校慶活動(小

學生通識問答比賽)及人文學科週活

動，豐富學習經歷，提升成功感 

8/2012

 – 

7/2013 

� 學生積極參與有關的活動 

� 學生自信得以提升，並展現領袖才能 

學生參與的情況、老師於

活動的觀察、科務會議檢

討 

 

科主任、 

科 任 老

師、社區

聯絡組 

「學校起

動計劃」

撥款、人

文學科週

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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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更多學生參與校外不同機構的

活動及參觀(如：參觀高等法院及立

法局、參與城市論壇、邀請外間團

體到校進行講座等)，積極了解不同

向度的時事，燃點對生命的熱情

(Passion) 

8/2012

 – 

7/2013 

� 學生積極參與有關的活動 

� 學生對社會及時事的關注 

� 活動能提升學生的學習 

 

學生參與的情況、老師於

活動的觀察、科務會議檢

討 

科主任、 

科任老師 

外出參觀

開支及校

外機構資

源 

 

優化價值教育，善用「學校起動計

劃」撥款，參予由香港社會服務聯

會的「ACT 一站活動籌劃平台」

(ACT Social Awareness 

Network)，籌辦體驗式學習活動，

讓學生走進社區認識各種社會議

題，提升學生的品德素養 

8/2012

 – 

7/2013 

� 學生積極參與有關的活動 

� 學生對社會及時事的關注 

� 學生具有「敢承擔」的精神，並參與

服務 

學生參與的情況，老師於

活動的觀察，活動檢討數

據、科務會議檢討 

科主任、 

科任老師 

「學校起

動計劃」

撥款 

及校外機

構資源 

負責老師姓名：蔡敏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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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電腦科周年計劃書(2012 至 2013)    
 

成就與反思 

「調適校本課程，優化課堂教學，積極配合新高中學制」是過去三年的關注事項，經過三年時間，本科達到不少成

就。在調適校本課程方面，初中校本課程中十多個單元經已完全更新，令教學內容更緊貼最新資訊科技發展。另外，

高中同學除使用現有書本外，教師已為新高中課程製作校本精讀筆記，配合學生學習能力，令學習更見果效。在過往

三年高考及會考公開試中，合格率及優良率均高於全港水平。每年成績皆有進步，此有賴本科老師悉心教學，備課充

足，讓學生能投入及專注學習所致。在優化課堂方面，高中學生除修讀公開試課程外，部份學生參與了備受業界認同

的「ICDL 國際電腦使用執照」課程，此課程為提升學生對電腦應用技能而設。於 2012 年初，中七級學生經已修讀完

畢，合格率更達 100%。 

 

在發展多元智能方面，本科學生亦與校園電視台合作，參與多個公開比賽，並奪得多個獎項。有見及此，未來數年本

科將透過九龍倉撥款，增購多部高效能電腦作剪接，讓學生更方便進行多媒體創作，發展所長。而本年度極受學生歡

迎的攝影比賽，來年將會繼續舉行，主題更配合三十五周年校慶，藉此增加學生對學校的認識，提升學生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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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一)：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優化教材，緊貼最新資訊科技發展，因應學生不

同學習能力，選取合適及最新的教學內容。 
 
2. 將初中教材及筆記集結成書本，於學期初派

發給學生，讓他們盡早準備課堂。 
 
3. 於科內進行互相觀課，讓教師互相分享教學

心得。 
 
4. 為推動自主學習，高中學生於課堂前準備一

宗與資訊科技有關的新聞介紹給各位同學。 
 
 

5. 加強電子學習，除現有的 e 平台外，嘗試於
課堂內運用平板電腦進行教學。 

 
 

全年 
 
 
開學前 
 
 
全年 
 
 
全年 
 
 
 
全年 
 
 
 
 

� 除課本知識外，學生對最新資
訊科技發展有所認知 

 
� 於開學前派發有關筆記 
 
 
� 老師能利用分享心得應用於課

堂上 
 
� 學生能具自信地分享所得資料 
� 提升學生演說及自主學習能力 
 
 
� 學生懂得利用平板電腦及有關

設備進行學習 
� 能幫助解決學習上的難點 
� 透過不同電子教材解釋抽象概

念 

1.科務會議檢討 
2.課堂觀察 
 
1.科務會議檢討 
 
 
1.科務會議檢討 
2.課堂觀察 
 
1.科務會議檢討 
2.課堂觀察 
3.觀察學生表現 
 
1.科務會議檢討 
2.課堂觀察 
3.學生問卷調查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 
 
 

---- 
 
 

---- 
 
 

---- 
 
 
 

最少 15 部 
平板電腦 

全校關注事項(二)：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舉行校園美景攝影比賽，讓學生善用學校環

境，展示正面訊息及發揮創意。 

 

2. 讓學生管理 E 平台，從中學習維護及管理伺

服器，培養自我管理能力及責任感。 

全年 

 
 

全年 

 

� 參加作品不少於 20 份 

� 作品將製成展版 

 

� 學生能有效管理及控制 e 平台

日常運作 

參賽作品及質素 

科務會議檢討 

 

與學生進行檢討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 
 
 

---- 
 

負責老師姓名：葉志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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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科學科周年計劃書(2012 至 2013)    
 

成就與反思 

新高中學制的第一屆考試年剛過去，本校理科的成績良好，感謝初中任教老師的付出，積極在課程和教學中對新高中的

配合。科學科已在中一至中三級引入實驗評核作為平時分，也加入非實驗評核的部分(課堂參與、家課表現、測驗分數)

作為平時分，效果良好，學生更投入做實驗及學習。這些措施會繼續執行，務求令初中學生對新高中學制中理科的校本

評核(SBA)有足夠的準備。 
 

配合全校關注事項「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今年工作的重點會放在「自主學習」策略，包括

摘錄筆記、匯報、展示、合作學習等，藉此提升學生學習的動機和興趣。現時中三科學的課程涵蓋物理、化學及生物三

個範疇，本年度中三級科學科將推行課程分科，專科專教，由理科相關科目的老師任教。目的如下是讓中三同學及早了

解新高中理科的學習情況，有助他們正確選科。另外，專科專教提升教學效能和知識深度。 

 

配合全校關注事項「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科學科今年會委派中三級學生於每年兩次的「小

學科學班」中擔任小組導師。這樣既可服務社群，亦可增強本科學生的自信。 

全校關注事項(一)：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中三級科學科將推行課程

分科，物理、化學及生物專科

專教，由理科相關科目的老師

任教，並對相關的課程作校本

調適。 

全學年 專科專教可提升教學效能和知

識深度，藉此提升學生學習的

動機及耐力。 

科主任透過觀課及習作閱

覽去了解各教師的教學情

況；科務檢討會議 

任教老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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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科本「自主學習」模

式及策略，包括摘錄筆

記、實驗預習、匯報、展

示、合作學習(實驗)等 

全學年 課堂以學生作主導，學習動機

得以提升，學生更積極投入課

堂學習 

科主任透過觀課及習作閱

覽去了解各教師的教學情

況；科務檢討會議。 

任教老師 

 

  

 ------- 

(3) 優化網上電子學習 全學年 在校網上展示學生學習成果及

拍攝更多實驗放在校網上讓學

生觀看溫習，藉此提升學生溫

習的動機。 

在課堂上查問學生在校網

上那些實驗的內容，確保

學生有觀看；科務檢討會

議。 

任教老師 

 

 -------- 

全校關注事項(二)：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委派中三級學生於每年兩

次的「小學科學班」中擔

任小組導師 

12 月中

及 

7 月中 

中三級學生作為小組導師去

帶領小學生做實驗，藉此提

升本科學生的自信及歸屬

感，亦可服務社群，也讓小

學生對五育中學的科學教學

有初步的認識。 

從中三級學生活動表現作

評估；老師作活動評估及

反思；小學生已填寫的問

卷作評估及反思。 

科主任   

 ------- 

(2) 多讓有潛能及才能的學生

主導各級科學科聯課活動

的籌備和帶領工作。 

全學年 讓學生透過參與聯課活動的

籌備和帶領工作中提升他們

的領袖才能；在全年約 20 項

的聯課活動中最少有 10 項的

籌備和帶領工作有學生參

與。 

從領袖學生的表現作評

估；科學老師作活動評估

及反思；科務檢討會議。 

科主任、

所有科學

老師 

 -------- 

負責老師姓名：馮漢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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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物理科周年計劃書(2012 至 2013)    
 

成就與反思 

2012 年高考合格率 100 %，優良率 35.5%，兩者都高於全港水平，達到年初定立的目標。 

第一屆文憑試 2 級或以上 100%，4 級或以上 70.8%，兩者都高於全港水平，成績理想。三年以來，不斷的提醒，不

停的檢討，無數的挫敗，慢慢的進步，讓同學由幼嫩變得成熟，由被動變得自覺，他們的底子雖不太高，但他們有一

顆為自己前途拚搏的心，每時每刻，從不鬆懈，他們付出的努力真的使老師非常欣慰，亦為他們在公開試取得合理的

回報。同學取得 5*和 5**的數目比預期中少，需要對有潛質的同學進行針對性的強化訓練。 

中學文憑試已進行了第一屆，但仍然處於摸索階段，評估水平準則亦未能掌握透徹，未來數年仍然充滿挑戰。 

我們必需全力以赴，凡事多做一點，以冀能有更充分的準備。 

 

全校關注事項(一)：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規劃全年的課後及假期補課安

排，務求使應屆文憑試同學能有
效率和有系統地學習 

全學年 公開試成績高於全港水平 公開試的成績 
 

任教老師 --- 

2) 執整全套新高中筆記 暑假 在 2012 年 8 月 31 日前完
成並上載內聯網 

在限期前完成 科主任 --- 

3) 為中三級物理科課程編寫全新的
筆記、練習和小測 

暑假 在 2012 年 8 月 31 日前完
成並上載內聯網 

在限期前完成 
 

科主任 --- 

4) 增加科內老師互相觀課的次數，
亦嘗試到其他學科的課堂觀課 

全學年 全年不少於 4次 觀課次數 任教老師 --- 

5) 增加高中各級的小測次數 全學年 小測全年不少於 10次 小測次數 任教老師 --- 
6) 增加應屆文憑試班模擬試的次數 全學年 不少於 3次 模擬試的次數 任教老師 --- 
7) 在中五級試行自主學習 全學年 校內考試成績明顯上升 校內試成績 任教老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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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帶領學生參加校外科學比賽 全學年 全年最少一次 比賽次數 

 
科主任、
科任老師 

--- 

2) 設置更多展示學生作品的地方，
讓學生有更多機會展示自己的學
習成果，增加自信 

全學年 全年展示不少於 20 份作
品 

展品數量 科任老師 --- 

負責老師姓名：張家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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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化學科周年計劃書(2012 至 2013)    
 

成就與反思 

新高中學制的第一屆考試年剛過去，化學科的合格率高於全港平均水平，感謝任教老師的付出。總結過去三年的經驗，

任教老師會在教學節奏、教學重點、校本評核(SBA)、協助成績邊緣學生及聯課活動各方面作出微調，務求令學生有更

大得益。 

 

配合全校關注事項「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今年工作的重點會放在「自主學習」策略，包括

摘錄筆記、匯報、展示、合作學習等，務求學生在公開試中得到好成績，有利他們繼續升學。去年本科已開展「網上電

子學習」，已拍攝一些實驗放在校網上讓學生觀看溫習，效果良好，今年也會繼續推行。至於聯課活動方面，今年會把

「中六級城門河水質考察活動」優化，增加其化學知識元素，以致可更配合公開試內容。 

 

配合全校關注事項「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化學科今年會委派本科學生於每年兩次的「小學

科學班」中擔任小組導師。這樣既可服務社群，亦可增強本科學生的自信。 

 

全校關注事項(一)：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建立科本「自主學習」模式及

策略，包括摘錄筆記、實驗預

習、匯報、展示、合作學習(實

驗)等 

全學年 課堂以學生作主導，學習動機

得以提升，學生更積極投入課

堂學習 

科主任透過觀課及習作閱覽去了

解各教師的教學情況；科務檢討

會議。 

任教老師 

 

  

 ------- 

2) 優化網上電子學習 全學年 在校網上展示學生學習成果及

拍攝更多實驗放在校網上讓學

生觀看溫習，藉此提升學生溫

習的動機 

在課堂上查問學生在校網上那些

實驗的內容，確保學生有觀看；

科務檢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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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化「中六級城門河水質考察

活動」，增加其化學知識元素 

 

5 月中 在工作紙中加入新的化學知識

元素，以致可更配合公開試內

容，藉此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在考察過程中查問學生所學及感

受；科務檢討會議。 

任教老師 

 

 -------- 

 

全校關注事項(二)：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委派本科學生於每年兩次的

「小學科學班」中擔任小組導

師 

12 月中及 

7 月中 

本科學生作為小組導師去帶領

小學生做實驗，藉此提升本科

學生的自信及歸屬感，亦可服

務社群，也讓小學生對五育中

學的科學教學有初步的認識 

從本科學生活動表現作評估；老師

作活動評估及反思；小學生已填寫

的問卷作評估及反思。 

科主任   

 ------- 

負責老師姓名：馮漢榮 



 

116 

6.10  生物科周年計劃書(2012 至 2013)    
 

成就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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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生有很大的幫助。本校設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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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的學生較依賴老師，需培養自學精神，讓掌握科學探究方法。因此，本科將進一步加強學生在課堂及書寫的專科

語體的訓練，以及答題技巧的訓練，藉此提升學生的中學文憑試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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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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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關注事項(一)：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 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 

新高中課程已完成第一循環，基本的教學材料已經

備妥。本年度已進行第一次新高中考試，參考有關

的試題，調整教學材料的內容，緊貼考評的最新趨

勢。 

 

� 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 

1. 預備課前工作紙，安排同學學習每一課前作預

習，令同學熟習將會學習的課題。 

2. 分組預備每一課的趣味資料，讓同學分享。 

 

 

2012/9 

至 

2013/6 

 

 

 

 

 

 

 

 

� 全年在中五級

生物科進行最

少3次SBA  

 

 

 

� 成功設計課前

工作紙 

� 每一課均以匯

報形式分享趣

味資料 

 

� 是否按計劃完完成 

� 課前和課後討論的

紀錄 

 

 

 

� 課前工作紙的數量

及質素 

� 學生對課前工作紙

的意見 

� 匯報的效果 

 

陳才源 

鄺惠晶 

丁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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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 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    

1. 選取合適精讀材料讓學生應試前使用。 

2. 操練試題並作試題分析。 

3. 加入論述題試題庫，每課提供1至2題論述題供

同學參考。 

4. 利用出版社提供的網上測試，加强同學在選擇

題上的操練。 

� 提升學生應付

公開考試的信

心 

� 提升公開考試

的成績 

� 學生對教材是否能

提升應付公開考試

的意見 

� 公開考試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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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 

本校天台花園面積廣闊，景緻優美，植物品種繁

多，是很好的自然教室。我們推動同學參與種植，

了解有機耕種，進而訓練同學作導賞員，向參觀者

介紹天台花園，服務社群。 

2012/9 

至 

2013/6 

 

� 修讀生物科的

中四、中五及

中六同學均參

與最少一次的

天台花園建設 

� 是否按計劃完完成 

� 同學和老師參與計

劃後對環保意識及

欣賞大自然的智能

是否有所提升 

陳才源 

鄺惠晶 

丁紹明 

 

負責老師姓名：陳才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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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中國歷史科周年計劃書(2012 至 2013)    
 

成就與反思 

「    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是本學年的關注事項之一。初中課程近年雖已完成調適，但由於教學課

時短缺，來年有需要再作修訂，以重整各級基礎知識；又因應學生的能力與課程內容，自行設計初中校本作業，並不斷優

化，藉提高學生的答題技巧以銜接新高中課程。在推動自主學習方面，摘錄課堂重點成為學生在課堂學習的習慣，在此基礎

上，可在課堂以外，培養同學建立預習的習慣，以善用課餘時間，藉此補充課時之不足，亦可讓同學接觸並思考不同之史

料。除此之外，來年可繼續優化分組討論和匯報，由學生主導學習，以加強課堂互動的元素，亦能提升學習效能。由於新高

中的評核模式，主要是資料評論題，為提升書寫長題目的能力，宜將長題目拆細，令學生較易掌握，亦會在課業及測考上進

行練習及考核，以提升並評估學生所學，從而提高學習效能。 

「    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是另一關注事項。本科一直鼓勵同學參與校內外的各類型活動，如參加

與辛亥革命相關的徵文比賽、到屏山文物徑進行考察等。來年亦會組織博物館參觀活動，並鼓勵同學參與校外比賽，使學生

體驗不同的經歷，發展其潛能並增進對本科的興趣。各級的課程均能因應不同史事與人物，以滲透方式向學生灌輸「國民身

份」、「堅毅」及「敢承擔」等元素，培養同學正確的價值觀。 

 

全校關注事項(一)：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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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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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行「六年一貫」課程，優化初中校本課程，設計校本

作業，鞏固學生學習基礎，加強照顧學習差異，讓初中

學生達致基本能力，以便銜接高中課程 

全年 加強照顧學習差異，使

初中學生達致基本能

力，順利銜接高中課程 

校內測考成績統計、 

科務檢討會議 

 

科主任與 

初中級別聯絡老師 

 

(b)  (b)  (b)  (b)  兩文三語能力兩文三語能力兩文三語能力兩文三語能力    

強化學生語文能力，藉回應資料題及問答題以提高學生

的寫作及應用能力。 

全年 學生於課業中能運用史

料，並以完整句子或段

落書寫 

課業檢視及科務會 

議分享等 

科主任與科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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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2. 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    

(a) (a) (a) (a) 課堂互動課堂互動課堂互動課堂互動    

優化學與教策略，建立課堂常規，如摘錄筆記，並加強

課堂互動，提升學習效能 

全年 學生能主導課堂，學習

動機得以提升，學生更

積極投入課堂學習 

科務檢討會議 

 

科主任與科任老師  

(b) (b) (b) (b) 「「「「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模式模式模式模式 

建立「自主學習」模式，培養學生建立預習的習慣，並

於課堂上展示學生的學習成果 

全年 學生的學習興趣及自學

能力有所提升 

科務檢討會議 科主任與科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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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3. 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    

(a) (a) (a) (a) 學與教策略學與教策略學與教策略學與教策略    

(i)善用「小班教學」優勢，配合適切的教學策略，深

化學生的學習策略，開展課堂討論與匯報和課後活動

等，鞏固學生所學。 

(ii)在初中引入新高中的評核模式，培養學生適應新高

中的解題與答題技巧。 

全年 配合學生的學習能力，

施行最合乎學生學習的

教學策略 

     科務檢討會議 

 

科主任與科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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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訂科本應試策略，繼續推動高中的補課和應試練習，

及早準備，讓學生更有自信地應付中學文憑試。 

全年 學生的學習自信及應試

能力得以提升，公開試

的成績有進步 

校內測考及公開試成

績統計、 

科務檢討會議 

科主任與科任老師  

(c) (c) (c) (c) 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    

加強初中和高中各級的其他學習經歷，如參觀博物館、

校外比賽、全方位學習日等課外學習活動。 

全年 豐富「全方位學習」的

內容，提高學生學習趣

味，擴闊識見 

     科務檢討會議 科主任  

負責老師姓名：梁寶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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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歷史科周年計劃書(2012 至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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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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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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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學生的研習本科風

氣；(三)對新高中的工作回顧。以上的工作取得不錯的成就。2012 年公開試成績令人滿意，同學在高級程度會考及首屆中學文憑試中均有

良好的表現。在升中四的選科中，修讀歷史科的人數亦較去年上升。來年我們將更著重優化課堂教學，提倡「自主學習」，以及發展學生

的多元智能，體現五育人精神。盼望來年通過各科任老師的協作，工作做得更好，成效更佳。 

 

在「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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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

在中三級方面，為配合學生興趣，又能解決修讀時數的嚴重不足，來年中三刪去香港一課，集中教授國際衝突部分。此外，來年更鼓勵老

師嘗試讓學生自主學習，鼓勵學生備課、預習，並在堂上展示預習成果，把課堂的主導權交回同學。在新高中學制較充裕的時間下，中四

開始教授學生回答資料題的技巧，下學期統測後才教授回答論述題。另外，各級均以提高課堂學習興趣及各方面的目標，如說話、表達及

作答技巧等；中六級則加強學習效能，利用小測及補課加強學生的應試技巧。 

 

在「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立功服務社群」」」」方面，透過不同的歷史人物的生平事蹟，灌輸同學堅毅等優良品格。從課程中以不

同角度讓學生了解領袖的素質，以及領袖對國家、對民族的影響；結合參觀、考察等活動提升學生興趣，擴闊學生的視野，讓學生在德、

智、體、群、美等各方面均有成就，服務社群。在聯課活動方面，中一級的十八區小冊子設計及中三級的戰時日記寫作成效良好，能提升

同學的創意及表達能力，來年繼續執行。 

全校關注事項(一)：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      

1.1 中一方面，去年進度良好，今年會按去
年般的進度，在課程調適上把部分香港
課程縮減，增加教學深度，提升學生興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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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同學自信心增加，樂於學習。 

1) 科務會議檢討 

2) 觀課及課後分享

及檢討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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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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中三方面，把香港課程刪除，集中教授
國際衝突部分，以提升學生興趣，並銜
接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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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同學自信心增加，樂於學習。 

1) 科務會議檢討 

2) 觀課及課後分享

及檢討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1.3 中一及中三制定核心課程與延伸課程，
並作定期檢視。延伸課程包括戰爭及事
件的經過、內容及補充資料。 

 

全年 1) 能力較高的學生能汲收補充資料。 
2) 能力稍遜的學生亦不會因課程繁多

及艱辛而放棄學習。 
3) 學生在測考中按能顯示按各班程度

的合格率。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1.4 豐富各級學生的英文詞彙，在教授每課
前向學生展示英文詞彙，提升學生兩
文三語的運用能力，並在測考中評估
學生所學。在測考上鼓勵利用挑戰
題，提升學生學習英語的動機。 

全年 1) 在測考中，在英文詞彙部分有超過
半數同學合格。 

2) 同學不再懼怕學習英語。 
 
 

1) 科務會議檢討 

2) 測考中分析 

3) 學生回應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2.    推動自主學推動自主學推動自主學推動自主學習習習習      

2.1 引入「自主學習」策略，強化同學在摘
錄筆記、預習、匯報、展示、合作學
習、自評和互評等學習模式，提升學習
效能。 

 
 
 

全年 1) 學生有更多機會在課堂上展示預習
的成果，如匯報及分享等。 

2) 學生在自學、溝通、協作和思辨等
能力上均有所提升。 

3) 學生在參與科內活動上有所提升。 
4) 學生上課的興趣得以提升。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在測驗及考試成

績中反映學生能

力及課程調適的

成效 

3) 學生回應 

4) 同儕觀課中分享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2.2 老師在教學上多利用電子學習模式，
加強師生互動。老師亦鼓勵同學利用網
上資料補充課本內容，或完成功課。 

全年 

 

 

1) 學生能利用網上知識協助討論及分
享。 

2) 學生的思維及分析能力得以提高。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成績的反映 

3) 學生回應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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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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      

3.1 建立教學資源庫，把所有教材、筆記、
測考卷、卡通漫畫等等放置於內聯網，
方便任教老師共享教學資源。新高中課
堂工作紙須在 8 月底完成修訂，再進行
統一釘裝。 

全年 1) 科任老師樂意分享資源，提升教學
技能。 

2) 各班學生更有自信地學習。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成績的反映 

3) 學生回應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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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 1) 學生測考成績與去年相近，甚至超
越。 

2) 學生在中學文憑試中合格率達 70%
或以上。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成績的反映 

3) 學生回應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3.3 定期進行課後補課及應試練習，中六級
在開學至上學期考試每星期小測一次，
而中四及中五則基本上全年每兩星期小
測一次，為對公開試做好準備。 

全年 1) 學生在中學文憑試中合格率達 70%
或以上。 

2) 學生測考成績與去年相近，甚至超
越。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成績的反映 

3) 學生回應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3.4 制訂聯課活動，讓學生走出課室進行

參觀和考察，引證課堂所學 

全年 1) 學生在參與科內活動上有所提升。 

2) 學生對修讀本科的興趣得以提升。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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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修身立己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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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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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品格有所改善。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1.2 在中一及中三閱讀計劃中，加強閱讀有
關歷史人物的生平事蹟，灌輸正確品格
觀念及領袖素養。 

全年 1) 學生的閱讀能力得以提升。 

2) 學生對歷史人物的品格素養有批判

性分析。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1.3 加強與人文學科中各科的合作，如中史
科，以培育學生不同的能力，如策劃及
統籌活動。 

全年 1) 學生在參與科內活動上有所提升。 

2) 學生對修讀本科的興趣得以提升。 

1) 科務會議檢討 

2) 人文學科聯席會

議上討論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負責老師姓名：陳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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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地理科周年計劃書(2012 至 2013)    
 

成就與反思 
在 2011-12 年度，為配合學校的關注事項『調適校本課程，優化課堂教學，積極配合新高中學制』，地理科修訂了科本的學與教策略，鼓勵同學

在課堂上摘錄筆記和調適初中課程，以提升同學的學習專注程度，成效理想。 

本年度地理科將以全校關注事項『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和『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為科務發

展重點，訂定科本『學生自主學習模式』，重點强調學生在課堂前的預習和課堂中的摘錄筆記工作，培育學生養成自主學習和善用學習時間的習

慣，讓學生投入課堂，專注學習，提升學習效能，這在課程緊湊的高中學習階段，更為重要。 

而本年度，教育局頒佈全新的地理科初中課程，本科教師將檢視新初中課程，並因應我們學生的情况，調適和修訂核心課程和延伸課程，讓學生

在初中階段，鞏固地理科的學習基礎和提升學習本科的興趣，使學生在日後學習新高中地理科課程時，有更充足的準備。 

 

全校關注事項(一)：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調適新初中地理科課程，加強與香港中文

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協作，攜手優

化校本課程，以銜接高中課程，善用「小

班教學」優勢，加強對學生的照顧，提升

學習效能 

全年 1.學生的課堂表現理想，投入學習 

2.學生的家課及測考成績良好 

3.制訂小班教學的科本策略 

1.科務會議檢討 

2.觀課及課後分享及檢討 

3.學生家課及測考表現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2.在初中課程的每單元加入英語詞彙，讓學

生在課堂上多朗讀、默寫及應用，配合考

核，並整合詞彙庫，讓初中學生有系統地

溫習所學 

全年 1.訂定初中英語詞彙表 

2.學生在本科的英語詞彙評核，表

現理想 

1.科務會議檢討 

2.學生的英語詞彙評核表

現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3.統整初中、高中課程，提升教學效能，並

從多度學習有關中國的課題，提升學生對

國家的認識 

全年 1.以高中課程內容制訂初中核心課

程 

2.豐富學生對中國的認識 

1.科務會議檢討 

2.學生在測考中國知識部

份的表現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4.建立科本「自主學習」模式，重點强調學

生在課堂摘錄筆記和課前預習等常規工

作，提升學生學習效能及應試能力 

全年 1.學生的課堂表現理想，主動摘錄

筆記和預習 

2.學生的家課及測考成績良好 

1.科務會議檢討 

2.觀課及課後分享及檢討 

3.學生家課及測考表現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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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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活用網上資源，發展電子學習及網上評核

計劃，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讓其自主學

習，積極求進 

全年 1.學生參與網上評核的表現理想 

 

1.科務會議檢討 

2.網上評核的表現數據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6.配合科本知識，制訂聯課活動，配合學科

學習內容，引證所學 

全年 1.學生參加活動比率增加 

2.學生統籌和參加活動時的表現理

想 

1.科務會議檢討 

2.學生在統籌和參加活動

時的表現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7.制訂科本應試策略，及早預備學生應付中

學文憑試 

全年 1.學生測考成績理想 

2.文憑試成績與全港平均成績相若 

1.科務會議檢討 

2.文憑試成績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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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協助組織境外交流團，讓學生通過全方位

學習，增廣見聞，並讓學生擔任組長，培

養學生的領袖素賀 

全年 1.學生參與境外交流團的表現理想 

 

1.科務會議檢討 

2.學生參與交流團的表現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2.通過閱讀有關中國地理資料的文章或剪

報，增加學生對中國的認識 

全年 1.學生剪報及閱讀報告，表現理想 

2.增加學生對本科的學習興趣及對

中國地理環境的認識。 

1.科務會議檢討 

2.學生剪報及閱讀報告表

現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負責老師姓名：馬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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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旅遊及款待科周年計劃書(2012 至 2013)    
 

成就與反思 
於 2011-12 年度，本科以鼓勵同學在課堂上摘錄筆記和調適中學文憑試課程，以提升同學的課堂學習，成效理想。通過報章資料摘錄和參觀旅遊

業相關機構，加深同學了解香港旅遊業的發展和鞏固課堂所學。 

 

本學年，本科以全校關注事項『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和『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為教學綱

領，培養同學自主學習的求學態度。我們又加强同學在課堂上摘錄筆記的要求及通過預習，使同學有效利用課堂時間，提升學習效能。我們會增

加公開考試形式的課業和測考，提高同學面對文憑試的應試能力和自信。 

 

全校關注事項(一)：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調適新高中旅遊及款待科課程，加強與香港中

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協作，攜手優化

校本課程，加強對學生的照顧，提升學習效能 

全年 1.學生的課堂表現理想，投入

學習 

2.學生的家課及測考成績良好 

 

1.科務會議檢討 

2.觀課及課後分享及檢討 

3.學生家課及測考表現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2.在課程內增加香港周遭地區資料的介紹識，並

多學習有關中國的課題，提升學生國民身分的

認同 

 

全年 1.豐富學生對周遭環境，尤其

是中國的認識 

1.科務會議檢討 

2.學生在測考中國課題部

份的表現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3.建立科本「自主學習」模式，重點强調學生在

課堂摘錄筆記和課前預習等常規工作，提升學

生學習效能及應試能力 

 

全年 1.學生的課堂表現理想，主動

摘錄筆記和預習 

2.學生的家課及測考成績良好 

1.科務會議檢討 

2.觀課及課後分享及檢討 

3.學生家課及測考表現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4.活用網上資源，發展電子學習及網上評核計

劃，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讓其自主學習，積

極求進 

 

全年 1.學生參與網上評核的表現理

想 

 

1.科務會議檢討 

2.網上評核的表現數據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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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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配合科本知識，制訂聯課活動，配合學科學習

內容，引證所學 

全年 1.學生參加活動比率增加 

2.學生統籌和參加活動時的表

現理想 

1.科務會議檢討 

2.學生在統籌和參加活動

時的表現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6.制訂科本應試策略，及早預備學生應付中學文

憑試 

全年 1.學生測考成績理想 

2.文憑試成績與全港平均成績

相若 

1.科務會議檢討 

2.文憑試成績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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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協助組織境外交流團，讓學生通過全方位學

習，增廣見聞，並讓學生擔任組長，培養學生

的領袖素賀 

全年 1.學生參與境外交流團的表現

理想 

 

1.科務會議檢討 

2.學生參與交流團的表現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2.通過閱讀有關中國地理資料的文章或剪報，增

加學生對中國的認識 

全年 1.學生剪報及閱讀報告，表現

理想 

2.增加學生對本科的學習興趣

及對中國課題的認識。 

1.科務會議檢討 

2.學生剪報及閱讀報告表

現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負責老師姓名：馬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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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經公及經濟科周年計劃書(2012 至 2013)    
 

成就與反思 
回顧 2011-12 學年關注事項，在『調適校本課程，優化課堂，積極配合新高中學制』方面： 

� 中一級以探究模式進行教學，通過多元化的課堂活動，確能帶動學生學習興趣和動機，而來年會為學習能力較弱的學生提供較多

適切的輔助，加強探究式教學效能。 

� 在初中推行“新聞匯報”，以培養學生對時事觸角，加強學生批判性思考及評論時事能力，學生表現有進步空間；來年因應學生

能力，提供輔助及繼續鼓勵學生積極討論。 

� 中三教授新高中經濟科課程，有助學生理解及適應新高中經濟科課程，效果顯著。 

� 為提昇學生學習成效，下學期繼續為初中生提供本科校本筆記冊。來年將會刪除部份難深和較抽象的內容，並多用生活例子從而

完善校本筆記。 

� 報刊習作中啟發性思考題目，針對地加強學生們分析能力和多角度思考，效果不錯。明年繼續推行。 

� 本科老師進行了同儕觀課，增加老師之間的交流，優化課堂教學。 

� 高中課後補課及應試練習能提昇學生們對文憑試的應試技巧及信心。 

 

在『發展多元智能，體現五育人精神』方面： 

� 在人文學科周中的「超級環保大拍賣」和「認銀紙我至叻」活動，加強學生對經濟科及商業社會運作認識。學生積極參與活動，

令活動成效更顯著。 

� 參觀海港城、香港交易所和金融管理局活動中，學生表現積極，有效擴闊學生視野，從而培養自信心。 

全校關注事項(一)：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優化中一經公校本課程，加強互動教

學。 

全學年 學生能投入課堂活動 1. 科任老師觀察學生的表現 

2. 學生課業及測考成績 

科任老師及

科主任 

參考書 

 

2. 中三經公科推行校本評核(SBA)的準備訓

練﹕加設報刊/經濟概念習作題，讓學生

準備修讀經濟 SBA 有基礎訓練。 

全學年 學生能運用經濟概念

回答習作題目 

 

1. 習作查閱 

2. 科務會議檢討 

科任老師及

科主任 

報章 

參考書 

3. 要求學生在課前、課堂及課後摘錄學習

重點，訓練自主學習能力。老師不定期

檢視筆記簿，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 

全學年 學生能摘錄學習重點 

 

1. 筆記簿查閱 

2. 科務會議檢討 

科任老師及

科主任 

校本筆記

冊/筆記簿 

(學生自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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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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初中推行「千奇百趣經公 Fun」，學生

可從互聯網、書本、報章等途徑，搜尋

關於經公科相關的有趣事，向全班分

享。培訓學生自主學習和匯報能力，增

加對科目學習的興趣。 

全學年 學生能有信心地匯報 1. 科任老師觀察學生匯報的

表現 

2. 科務會議檢討 

 

科任老師及

科主任 

小禮物 

5. 為文憑試作準備，高中級別定期進行課

後補課及應試練習。 

 

全學年 成績較以前進步； 

學生較有信心應考公

開試 

1. 科任老師觀察學生的表現 

2. 學生課業及測考成績 

3. 公開試成績 

4. 科務會議檢討 

科任老師及

科主任 

參考書 

歷屆試題

及 

參考答案 

6. 更新教學資源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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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 新 校 內 教 學 資 源

庫，同儕間交流分享 

1. 查閱校內本科的資源庫 科主任 參考書 

書商電子

資源 

7. 教師專業培訓 全學年 

 

本科老師最少參與一

次與本科教學相關的

培訓課程 

1. 完成培訓的証明文件 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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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舉辦參觀活動，從而擴闊學生視野，培

養學生探究精神和分析能力。 

 

全學年 學生能積極參與活動 1. 觀察學生的表現 

 

科任老師 旅遊巴服

務 

2. 舉辦與經濟科相關的課外活動或工作

坊，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上學期或下

學期 

學生參與率及投入感

得以提昇 

1. 觀察學生的表現。 

 

科任老師 小禮物 

負責老師姓名：陳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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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周年計劃書(2012 至 2013)    
 

成就與反思 
回顧 2011-12 學年關注事項，在『調適校本課程，優化課堂，積極配合新高中學制』方面： 

� 科任老師不斷優化教材，設計切合學生需要的活動工作紙及筆記。日後將持續優化教材，更新本科的教學資源庫。 

� 在課堂教學上，多以深入淺出策略幫助學生理解課題內容，鼓勵不同能力學生都要多參與課堂活動。下學年將以加強培養學生自

學的習慣，提升其自學的技巧。 

� 本科設有報刊習作，題目有助鞏固日常課堂所學，亦可加強學生的分析能力。但課時所限，科任老師與學生共同討論和回饋的時

間不足，明年有望改善。 

� 本科老師進行了同儕觀課，增加老師之間的交流，優化課堂教學。 

� 畢業班課後及假期密集式補課和應試訓練能提昇學生對文憑試的應試技巧及信心，第一屆文憑試成績滿意，有利加強明年畢業班

學生應試的信心。然而，明年畢業班學生的學習差異比較大，亦未能培養充分的應試態度和準備，為科任老師帶來不少挑戰，故

科任老師須盡力及早完成教授課程，加強補課。 

� 科任老師積極參加專業進修課程，汲取其他學校老師的教學經驗，有助提昇科任老師的學與教效能。明年將持續進修，並期望可

更多參加有關校本評核的課程，為 2016 年正式推行校本評核有更扎實的準備。 

 

在『發展多元智能，體現五育人精神』方面： 

� 在人文學科周中的「超級環保大拍賣」和「認銀紙我至叻」活動，加強學生對經濟科及商業社會運作認識。學生積極參與活動，

令活動成效更顯著。 

� 參觀海港城、香港交易所、金融管理局活動和「協成行」中，學生表現積極，有效擴闊學生視野，從而培養自信心。 

� 舉辦「個人理財」講座，學生能從中認識個人理財的重要性和理財的方法。明年將繼續舉辦。 

� 參加「花旗集團財智星級爭霸戰 2012」，有助學生多認識股票買賣過程和留意財經新聞。明年將繼續參加，期望增加更多師生

交流時間，挑選較自主和積極的學生參加比賽，亦可委派能力較強的高年班學生與初次參加的學生交流比賽心得，加強同儕交流

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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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一)：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要求學生在課前、課堂及課後摘錄學習重

點，訓練自主學習能力。老師不定期檢視

筆記簿，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 

全學年 學生能摘錄學習重點。 1. 筆記簿查閱 

2. 科務會議檢討 

科任老師

及科主任 

筆記簿  

(學生自備) 

2. 調適及整合不同單元的教學次序(中四級

同時教授營商環境及會計導論，詳細教學

安排將列示於各級教學計劃表中)持續優

化校本教材，提升學與教效能。 

全學年 學生更易及加快理解所

學內容；打好會計知識

的根基。 

1. 科任老師觀察學生的表現 

2. 學生課業及測考成績 

3. 科務會議檢討 

科任老師

及科主任 

參考書 

書商電子資

源 

3. 為文憑試作準備，定期進行課後補課及應

試練習。 

全學年 成績較以前進步；學生

較有信心應考公開試。 

1. 科任老師觀察學生的表現 

2. 學生課業及測考成績 

3. 公開試成績 

4. 科務會議檢討 

科任老師

及科主任 

參考書 

歷屆試題及 

參考答案 

4. 更新教學資源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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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校內教學資源庫，

同儕間交流分享。 

查閱校內本科的資源庫 科主任 參考書、書

商電子資源 

5. 教師專業培訓 全學年 本科老師最少參與一次

與本科教學相關的培訓

課程。 

完成培訓的証明文件 科主任  

全校關注事項(二)：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舉辦由香港會計師公會主辦的「窮小

子、富小子」青少年個人理財講座。 

下學期 學生對基本理財有認知。 觀察或問卷調查 

科務會議檢討 

科任老師 嘉賓禮物 

2. 舉辦參觀活動，從而擴闊學生視野，

培養學生探究精神和分析能力。 

上學期或 

下學期 

學生能積極參與活動。 觀察學生的表現 科任老師 旅遊巴服務 

3. 參加「花旗集團財智星級爭霸戰

2013」。 

下學期 學生能瞭解金融產品的買賣過程並

主動留意、掌握和運用瞬息萬變的

財經新聞資訊，培養興趣和學習如

何分析一間公司的發展潛力。 

學生的投資心得回饋 

科務會議檢討 

 

科任老師 小禮物 

負責老師姓名：陳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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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家政科周年計劃書(2012 至 2013)    
 

成就與反思 
回顧 11-12 年度兩項關注事項大致上均能達到要求效果。 

(一) 調適校本課程，優化課堂教學，積極配合新高中學制 

本年課程及作業的設計是因應學生興趣及能力而編排，再加上以各班的情况及能力差異而作教學法及進度微調，故大部份學生均能完

成作業及課程，小部份同學仍對針黹稍欠興趣。本科老師嘗試多元化教學法，包括實驗、比賽、自評及互評等活動，鞏固學生已有知

識及增強對本科的興趣。本科與視覺藝術科及設技科合作，進行「課堂研究」，主題為「基本針法」，並與全校老師交流及分享，成

效良好。課程的設計以培養學生共通能力為本，使學生能銜接新高中課程，課程已加入食物營養與健康，同學樂於學習。 

 

(二) 發展多元智能，體現五育人精神： 

全年家政組安排十一次活動，其中包括烹飪、參觀、準備畢業禮茶點等，同學表現均獲嘉賓及家長讚賞，學生增強自信並學習到課堂以外

的知識。第二學段體藝周舉辦活動，包括針黹作業展覽、攤位遊戲及初中烹飪比賽，參與同學均表現積極投入及盡責，充份體現五育人精

神。 

全校關注事項(一)：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優化校本課程       

(a) 按學生的能力及興趣，引入富趣味性及流行的課題， 

並定時因應學生的學習差異調適課程。 

8/2012- 
7/2013 

學生提高學習動機及興趣 科務會議檢討、 

持分者問卷 

科任老師  

(b) 設核心課程，並加設延伸部份以配合學習差異。能力

較低學生的作業需符合核心課程的基本要求，而能力

較高的學生可要求高於核心課程的基本要求。 

8/2012- 
7/2013 

加強照顧學習差異，能力較

高的學生可因應要求提升作

業的水準。能力一般的學生

能完成 符合基本要求的作業 

 科務會議檢討、 

 測考成績统計 

科任老師  

(c) 強化學生兩文三語能力，提升學生接觸英文的機會，

於筆記、工作纸及菜譜中加入本科的基本英文詞彙，

並於家政室的基本設備、工具及調味料上寫上或貼上

英文名稱。 

8/2012- 
7/2013 

學生能增加詞語的運用力，

英文水準提升。 

 科務會議檢討、 

測考成績统計 

科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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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於課程中向學生介绍及灌輸德育、國民教育、禮貌

及整潔等元素，選取如認識祖國傳统美食及服飾等

課題，加強跨组合作，如推動國慶周 

27/9 至 5/10

國慶周 

 

學生能增加對祖國文化的認

識及提升品德及國民身分認

同 

 科務會議檢討、 

 持分者問卷 

科任老師 

 

 

2. 推動自主學習      

(a) 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加強課堂互動，包括資料和菜

譜搜集、合作學習、展示、自評和互評等 

8/2012- 
7/2013 

學生能作主導，更積極投入

學習 

科務會議檢討、 

持分者問卷 

科任老師 

 

 

(b) 發展學生自學能力，組織校內、校外活動和比賽活

動，如：35 周年校慶烹飪比赛 

3/2013 學生自學力增加及提升並踴

躍參加活動 

科務會議檢討、 

持分者問卷 

科任老師 

 

 

(c) 鼓勵學生到圖書館借閱有關本科書籍、雜誌和報

章，或於網上觀看與本科相關短片，學生於閱後填

寫閱讀報告 

10/2013 能有效地加强學生對家政科

的認識和興趣 

科務會議檢討、 

持分者問卷 

科任老師 

 

 

3. 提升學習效能      

(a) 優化學與教策略，藉同儕觀課、同儕習作察閱、課

堂研究，與其他科任老師交流教學策略。教師積極

參加教育局及其他機構舉辦的培訓課程，自我增

值，提升教學質素 

8/2012- 
7/2013 

科任老師能帮助學生解決 

學習的困難，提高學習興趣 

 科组聯席會議分

享、 

  

科任老師 

 

 

(b) 建立課堂常规，配合適當的教學策略，有系统地加

強對學生的照顧，提升學習效能 

8/2012- 
7/2013 

學生提升學習興趣及效能 科務會議檢討、 

持分者問卷 

科任老師 

 

 

(c) 提升學習自信，將學生佳作在家政室、地下大堂及

家政科網頁展示，以作表揚及鼓勵 

8/2012- 
7/2013 

學生學習自信及成功感提升 科務會議檢討、 

持分者問卷 

科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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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修身立己達人      

(a) 發揮「互關愛」精神，鼓勵合作學習，能力較高學

生教導及照顧能力稍遜學生 

8/2012- 

7/2013 

學生能感受「關愛校園」文

化 

科務會議檢討、 

持分者問卷 

科任老師 

 

 

(b) 提升學生自我管理能力，令學生明白保持家政室內

物品整齊和清潔的重要性，並培養學生的自律能力

及尊重他人的精神。 

8/2012- 

7/2013 

學生自律及自我管理能力提

升；家政室及家政室內公物

及工具能保持整潔 

科務會議檢討、 

持分者問卷 

科任老師 

 

 

2. 培育未來领袖      

(a)發掘及培育領袖才能，設立科長及组長制度 

 

8/2012- 

7/2013 

發掘更多领袖，並展現领袖

才能 

科務會議檢討、 

持分者問卷 

科任老師 

 

 

(b)讓學生參與組織校外及校內的活動，校內活動如家

政组活動、書展、畢業禮茶點及 35 周年校慶活動等 

8/2012- 

7/2013 

提升負責同學之組織及領導

才能 

科務會議檢討、 

持分者問卷 

科任老師 

 

 

3. 立功服務社群      

(a) 鼓勵學生參加校外機構的籌款或服務活動，如煤氣

公司「萬糉齊心為公益」活動 

5/2013 

 

培育服務社會及「敢承擔」

的五育人 

 科務會議檢討. 

 活動檢討 

科任老師 

 

「學校起動

計劃」及校

外機構資源 

(b) 善用「學校起動計劃」及校外機構資源，組織參觀

不同機構，提升學生對社會的認識 

8/2012- 

7/2013 

學生能增廣见聞，及组織自

已的「生涯規劃」 

科務會議檢討. 

活動檢討 

科任老師 

 

「學校起動

計劃」及校

外機構資源 

負責老師姓名：盧玉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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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 設計與應用科技科周年計劃書(2012 至 2013) 
成就與反思 
為配合新高中設計與應用科技科的選修單元——設計實踐及材料處理和視象化及 CAD 模塑，透過有系統的課程編排，使學生能由淺入深，

按著不同層次及程度，讓中一至中三均能掌握設計的主要範疇：表達及應用。 

中一級：提升設計興趣。主要學習徒手繪圖來表達心中意念，並學習金屬處理的方法及工具。 

中二級：發展設計意念。主要學習工程圖及平面電腦軟件，即繪圖工具的運用，用以與其他相關設計的持分者溝通，並學習塑膠處理的方

法及科技。 

中三級：設計實踐及價值。主要學習立體電腦軟件，用以提升設計的層次，並學習木材的處理方法及工具。 

其成效可從學生作品中看到，單是上半年，學生的設計作品均是水準之作。 

至於高中年級，因學生已有初中的基礎，基本的設計表達亦可再提升到更高層次。 

中四級：主要學習以設計師角色為主，除了學習基本繪圖技巧外，更會學習探究及資料搜集的技巧。 

中五級：主要應付文憑試的設計課業，故此集中於學習專題研究的技巧。 

中六級：主要加強應試訓練。 

高中學生亦參加校外比賽，提高學生的創作興趣及技巧，提升解難能力，為他們中六級的專題習作中作出準備。 

透過有系統的課程編排，以及帶領學生參與校外比賽，務求使學生能有足夠的準備去面對中學文憑試。 

 

全校關注事項(一)：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比較初中各班的進度，各班除了完成一

般的設計課程(包括設計元素和設計表達技巧)

外，亦能完成各級訂定的核心課程。 

主要核心課程： 

 中一級：金屬材料探討 

 中二級：塑膠材料探討 

 中三級：木材料探討 

透過以上三種材料的探討，銜接高中課程中材

料處理及加工部分，鞏固學生學習基礎 

全年 

推行「六年一貫」課程，

優化 各科校本課程，鞏

固學生學習基礎，加強照

顧學習差異，讓初中學生

達致基本能力，以便銜接

高中課程 

比較初中各班的進度，各班能

完成訂定核心課程，並會調節

各範疇的深淺程度。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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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檢視科內的筆記及教材，每單元也有中

英語詞彙對照表，並預期學生能於匯報及習作

中運用出來 

全年 

強化學生兩文三語能力，

提升說話及圖象應用能

力，並於學生摘錄筆記及

設計習作過程中運用 

檢視科內的筆記，每單元也有

中英語詞彙對照表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3. 加強學生公開匯報的能力，設計除了以

圖象表達之外，即場的匯報和分析亦相當重

要，高中學生將於每次的設計習作完成後，作

一次公開匯報 

加強學生公開匯報的能

力，設計除了以圖象表達

之外，即場的匯報和分析

亦相當重要 

高中學生將於每次的設計習作

完成後，作一次公開匯報 

4. 多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有關中國及香港具

代表性的大型活動的設計比賽，以提升學生品

德及國民身分的認同 

全年 

配合學生發展需要，加強

德育及國民教育元素 

高中學生將於整個學年參與最

少兩次相關的活動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5. 將貫徹實行「自主學習」模式，以促進

學生互助學習，並讓學生當小老師，於課堂上

展示學習成果 

全年 

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加強

課堂互動，以學生作主

導，令其更積極投入學習 

學生於課堂中自備筆記簿以方

便摘錄課堂筆記。對於設計的

課題，主張學生主動搜集相關

的資料後於課堂上與同學和老

師進行分享和匯報。當設計習

作完成後，老師會安排學生展

示及講解的機會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6. 透過學校 IT School 的科本討論區學習

平台，學生可共用設計相關的資料，包括設計

圖及設計範例，善用網上資源，促進彼此間的

學術交流  

全年 

推行電子學習，發展自學

能力 

學生可自行負責完成一些軟件

示範教學步驟，讓他們能自主

學習，亦可讓其他同學參考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7. 推行共同備課，優化同儕習作察閱和觀

課，老師亦會定期交流教學策略，並檢討共同

備課的成效 

 
全年 

優化學與教策略，建立課

堂常規，提升學習效能 

課程中的每單元開展前，科內

老師也共同備課，訂出教學策

略。單元完成後，老師會分析

學生的課業和習作的量與質，

亦需要即時作出檢討以優化將

來的教學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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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加強學生應試能力，提升學習自信 

全年 

完成核心課程之外，並加

強設計技巧及理論的訓

練，以鞏固學生應試能力 

高中學生加強設計技巧及理論

的訓練，將會增加補課的時

數，以加強學生應試能力，提

升學生的自信心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9. 豐富「全方位學習」內容，配合學科發

展，提高學習趣味，擴闊學生識見 
全年 

每年均有大型的設計比

賽，多鼓勵學生積極參

與，以提升學生進行大型

設計研習的能力 

舉辦科技創作活動，並現場觀

察及統計學生的回應，藉活動

提升學生對學習設計與應用科

技科的興趣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10. 科任老師積極參與設技培訓，促進專業

成長和交流 全年 

老師最少參與兩次專業培

訓 

統計參與的專業培訓數量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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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善用體藝周及科技創作活

動，提升學生對不同科技領域的能

力和興趣 

全年 全年共進行 4 項以上科技創作

活動，學生能透過創作活動，

了解社會所需，從而培養社會

責任感，建立以己所學來解決

社會問題的使命感 

在不同的創作活動或比賽中，有很

多關於社會責任的題材，透過統計

及分析參與活動的學生回應，多鼓

勵學生參加並發揮他們的設計能

力，以培養社會責任感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2. 35 周年校慶部分籌備工作交

由學生處理，包括宣傳品設計、紀

念品設計等，以豐富學生學習經

歷，提升自信 

全年 為高中修讀設計與應用科技的

學生，提供不同類別的户外考

察。讓學生由不同學習經歷中

得到市場中的產品設計知識 

透過統計所進行活動及學生活動後

的報告反映他們所得的經驗，將來

亦可於設計行業中受用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3. 有系統和策略地為各級安排

多元化的學習經歷，擴闊學生的視

野，培育和發揮學生的多元智能，

從而培養社會責任感，建立回饋社

會的使命感 

全年 

在課堂及設計活動的安排上，

多選擇關於社會責任的題材，

例如為老人或殘疾人士解決生

活上的問題，多鼓勵學生參加

並發揮他們的設計能力 

透過統計所進行活動及學生活動後

的工作紙報告，從而擴闊學生的視

野，培育和發揮學生的多元智能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負責老師姓名：梁迪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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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 視覺藝術科周年計劃書(2012 至 2013)    
 

成就與反思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2020202011111111----11112222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兩項關注事項成效大致良好兩項關注事項成效大致良好兩項關注事項成效大致良好兩項關注事項成效大致良好。。。。    

    

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一一一一))))：：：：調適校本課程調適校本課程調適校本課程調適校本課程，，，，優化課堂教學優化課堂教學優化課堂教學優化課堂教學，，，，積極配合新高中學制積極配合新高中學制積極配合新高中學制積極配合新高中學制    

首先，調適校本課程方面，成效大致良好。初中課程設核心內容及延伸課題，讓能力差異的學生各展所長，在不同方面獲得滿足感。中一

及中三級成效不俗，部份班別亦因進度較快而製作延伸部份的習作。科任老師於來年編定進度表時作程度及課題內容的調整。高中方面，

中四級於過去一年完成學習核心課題(平面設計、繪畫及評賞)，並於第三學段因應自己的能力及喜好主題而完成最少一份作品。由學生按

個人的喜好及能力而選材及選題，自由度大，而大部份學生能獨立工作，故整體學生能發揮個人所長及個人風格。至於中五級學生，則已

完成第一期 SBA 習作及報告，並已呈分。個別學生更已完成第二期的第一份 SBA 習作。學生對新高中的要求更明確及清晣。 

 

為提升各級學生接觸英文詞彙的機會，本科雖然於室內張貼中英文對照的字咭及派發詞彙表，但欠缺應用或測考部份，效果一般。工作紙

巳滲入少許英文詞彙，並讓學生朗讀字詞。 

 

優化課堂教學方面，老師不時交流教學策略及檢視教學內容，成效良好。至於期望透過不同的學習策略提升學生的自學、溝通、協作方

面，初中及高中的成效不俗。學生多願意匯報及表達己見。 

 

為配合新高中學制，科任老師會繼續沿用資源庫及更新資料，便於教學。另一方面，初中學生已習慣資料搜集、起草圖及篩選過程，為未

來高中考核內容作好準備。至於工作紙，則已滲入藝術詞彙，讓學生多加認識。高中方面，已集中加强訓練評賞技巧。學生在孝考卷的成

績見進步。 

 

高中藝術經歷方面，本年舉辦了不同的藝術表演，如藝術講座、粵曲欣賞及非洲鼓表演等。星期二、三的藝術課節中，大部份學生能完成

活動，成效理想。中五級對於下半年校外導師教授的課程均表歡迎及投入。 

 

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二二二二))))：：：：發展多元智能發展多元智能發展多元智能發展多元智能，，，，體現五育人精神體現五育人精神體現五育人精神體現五育人精神 

本年繼續透過不同的活動擴濶學生的視野，期間舉辦了兩次校內視藝展、參加了三次校外展及兩次校外視藝活動。此外，周會及學術周舉

辦的藝術表演，給予學生欣賞不同類別的藝術，有助豐富他們的經歷。此策略會於來年繼續。另一方面，本年共參加了十次校外繪畫比

賽，獲獎的學生亦較去年多。此能建立他們的成功感及肯定他們的能力，發揮「懷自信」的五育人精神。最後，本科更希望學生於來年透

過宣傳及推動視藝活動，讓發揮自主及「敢承擔」的五育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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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一)：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    成功準則成功準則成功準則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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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加强照顧學習差異學生，於初中各級設核

心課程，再加設延伸課題以配合學生能

力。此外，按時因應各班的進度及興趣而

作課程調適。 

全年 1) 能力較高的學生能因應要求而提升

習作的素質。 

2) 學生在製作中能按己能而完成。 

3) 學生的學習動機及自信心提升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科任老師  

b) 高中選修班自中四開始先完成核心課程，

讓學生建立基礎，再於下學期開始讓學生

按個人的喜好及能力而選材創作，提升學

生的自由度以配合新高中校內評核的要

求。 

全年 1) 能力較高的學生能製作較佳的作

品。 

2) 能力稍遜的學生亦會按能力完成作

品。 

學生能在指定的日期完成作品的數量。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科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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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透過製作專題報告，給予學生作資料蒐

集、分組討論和匯報的機會，提升學生的

溝通、協作、自學及解難能力。 

 

全年 

 

 

 

1) 學生在溝通、協作、自學及解難能

力上均有所提升。 

2) 學生能獨立完成相關的活動或工作

紙。 

3) 學生能作基本的口頭滙報能力。 

(高中為主)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成績的反映 

3) 學生回應 

 

科任老師  

b) 高中於課堂內進行習作欣賞及互評，以提

升學習氣氛 

全年 

 

1) 課堂以學生作主導，學習動機得以

提升，學生更積極投入課堂學習 

1) 課堂觀察學生反

應 

2) 互評表 

科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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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於初中課題加滲入評賞，並製作簡報及工

作紙，滲入視覺藝術語言，為未來高中考

核內容作好準備。 

中三級則試行仿效高中課程，製作相關連

的習作及作品集。 

高中方面，於中四下學期開始教授評賞技

巧，及早預備學生應付中學文憑試。 

全年 

 

 

1) 初中：獨自完成工作紙及習作 

2) 中四以上：以文章形式寫評賞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成績的反映 

 

科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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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中六加入模擬試，並因應學生的進度及

應試能力進行補課及小測，以確保學生有

足夠信心應付公開試。 

全年 1) 90%或以上的校內評核達基本合格要

求。 

2) 學生在校內測考中合格率達 90%或以

上。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成績的反映 

3) 學生回應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c) 多展示學生的作品及帶領學生出外參觀，

加強學生互相觀摩及學習的機會。此外，

舉辦美化校園的活動及鼓勵學生參加校外

比賽，讓學生學以致用。 

全年 1) 學生投入活動 

2) 學生對藝術的興趣得以提升。 

3) 學生的作品質素提升(例如: 着色技

巧、構圖及混合媒介的選用)  

1) 活動舉辦的次數 

2) 參加活動人數 

3) 學生回應 

4) 學生作品的反映 

科任老師  

 

全校關注事項(二)：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    成功準則成功準則成功準則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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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加強與音樂科及設技科合作，推行高中藝
術經歷課，讓學生經歷不同的藝術範疇及
建立興趣。 

全年 1)學生投入參與科內或有關藝術的活

動。 

2)學生對藝術的興趣得以提升。 

1) 科務會議檢討 

2) 文化、藝術與科

技科聯席會檢討 

3) 課堂觀察學生反

應及回應表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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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鼓勵學生策劃、組織及宣傳視藝活動，培
養學生領袖，加強其主導角色，培養其獨
立思考和處事能力。 

全年 1)學生的領袖能力得以提升。 

2)學生的價值觀念更加正面。 

1) 科務會議檢討 

2) 學生回應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負責老師姓名：張玉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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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 音樂科周年計劃書(2012 至 2013)    
 

成就與反思 
過去一年課程編排已見有系統及全面，涉及演奏、聆聽及創作活動，學生對音樂的學習動機及興趣明顯地提升。學生上課表現理想，對唱

歌及牧笛演奏特別感興趣，大部份學生能掌握基本的樂理知識，對西方及本地流行音樂的種類及發展感興趣，新學年將加入更多流行音樂

的課題，增加學生學習的興趣。學生的專題研習匯報技巧及信心則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故此新學年將於中二級新增小組專題研習及匯報

的課程及評估。 

 

本年度各級的評核方法多元化。中一級包括牧笛演奏、樂理、唱歌、專題研習及課堂表現。中二級包括音樂劇介紹工作紙、西方流行音樂

種類介紹工作紙、唱歌、樂理及課堂表現。中三級包括樂理、香港流行音樂發展工作紙、唱歌及課堂表現。新學年將中一級其中兩班分別

代表我校參加校際音樂節合唱團及牧笛獨奏比賽，學生比賽的表現及練習態度將被評估並納入校內音樂科的評核分數之一。 

 
中四及中五級課程內容多元化，學生可接觸不同類型的音樂藝術範疇。中四級學生可修讀廣告音樂介紹及創作、歌曲旋律創作。中五級學

生可接觸不同類型的綜合藝術，包括粵劇介紹、聲音創作、國畫、舞台化妝、非洲鼓樂、電影製作、默劇及後台音響及燈光控制。學生上

課投入及專注，課堂討論及堂課工作紙表現認真，最後一節課堂為表演課，各位學生能展示其學習成果，表演水準理想。本年度與多間機

構合作參與工作坊及表演，增加了學生對學習藝術的興趣，亦擴闊學生的音樂藝術視野。中四及中五級學生曾到訪香港演藝學院參與粵劇

表演工作坊、於校內欣賞沙畫與音樂藝術、非洲鼓樂工作坊及香港中樂團到校表演多首中樂著名樂曲及介紹中國樂器。學生表現投入，更

即場向講者提問問題及參與工作坊的表演。 

 
「一人一體藝」及「藝術培養」的樂器組別全年至少進行兩次校內及校外表演。學生上課及練習表現積極及投入，透過半個學期的練習，

已成功由三項樂器課程小組成立三個樂團，分別為管樂團、西洋敲擊樂團及中國鼓樂團。管樂團及西洋敲擊樂團分別參加由音樂事務處所

舉辦的聯校音樂表演及比賽。西洋敲擊樂團更在比賽中獲得「評判團嘉許獎」。管樂團及西洋敲擊樂團亦在校內曾參與各場合的表演，分

別有第二學段頒獎禮、畢業禮及結業禮。管樂團及西洋敲擊樂團人數為33人，學生積極投入練習，演出表現自信。團員更表示於新學年會

繼續學習樂器及積極練習以準備本校35周年的校慶表演。中國鼓樂團隊員亦在校內進行兩次表演，並參加大埔區議會舉辦的樂樂國樂團主

領表演的演出，更獲樂樂國樂團音樂總監賞識，邀請本校樂團於11月份再次同台演出。可見「一人一體藝」及「藝術培養」的樂器組別能

建立學生的成功感、肯定他們的音樂能力及潛質，充分發揮「懷自信」的五育人精神。 

 
活動日音樂比賽參加人數理想。班際比賽共有 16 隊參加，個人及小組共有 55 隊參加。學生表演積極及主動，由初賽至決賽日的校內音樂

氣氛熱烈，學生們表現自信及投入，班際師生賽中更發揮其創意。試後活動舉辦了社際音樂劇比賽。比賽氣氛熱烈，各社幹事及社員積極

備戰，假日亦返校練習。各社比賽表現水準理想，觀眾觀賞賽事投入，大大提昇了本校學生的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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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一)：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優化課程內容，中二及中三級加入更多

本地流行音樂及西方音樂種類及發展，

以提昇學生的學習的興趣。 

全年 學生在課堂上掌握課題的內容及

完成堂課工作紙。 

老師根據課堂的觀

察及學生工作紙的

表現進行評量。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2) 中一級加入小組合奏訓練，增加課堂互

動，以多元化方法作評估，加強照顧學

習差異。 

全年 學生於課堂成功合奏一首樂曲。 科任老師根據學生

的表現進行評量。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3) 中一級小組專題研習及匯報的課程及評

估延伸至中二級，以學生作主導，於課

堂上展示學習成果。 

全年 學生能按專題研習主題向同班同

學匯報及講解。 

科任老師根據學生

的表現進行評量。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全校關注事項(二)：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加強中一級「一人一體藝」及中二和

中三級「體藝培養」的音樂訓練，發

展學生的音樂興趣，造就成功經歷。 

 

全年 中一級及中二級學生必須有兩次

演出。中三級學生必須有一次演

出，以評估學生對課堂內容的掌

握及演奏音樂的信心。 

學生表演的次數及

演 出 水 準 進 行 評

量。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學校起動計

劃」撥款 

(2) 學生參與組織 35 周年校慶活動，豐富

學習經歷，提升成功感，展現領袖才

能。 

 

 

 

9/2012-

12/2012 

(1) 中一級「一人一體藝」及中二

和中三級「體藝培養」的音樂

組別學生參與演出。 

(2) 於「體藝培養」音樂組別中挑

選表現較理想的學生為樂團的

領袖，帶領團員練習及演出。 

學生演出水準及觀

察樂團領袖的表現

進行評量。 

科主任及科

任老師 

 

「學校起動計

劃」撥款 

(3) 鼓勵更多初中學生參與校外機構的活

動和比賽。 

 

全年 80%初中學生參與至少一次校外

不同機構的活動或比賽。 

學生參與活動的次

數及人數。 

科主任 

 

 

負責老師姓名：鄒蕙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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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體育科周年計劃書(2012 至 2013)    
成就與反思 
體育科過去一年發展良好。近年我校田徑成績優異，球類運動的表現亦不負眾望。在課程發展方面亦漸上軌道，一套具有校本

特色的課程框架亦漸漸萌芽發展之中。成績斐然，實在是有賴本科一眾同事悉心的帶領，以及其他同事對本科的支持，才能夠

把本校濃厚的體育文化醞釀出來。 

 

在比賽成績方面，本校在過去一年收穫豐盛。田徑項目方面，於 2011 年 11 月份，本校奪得了本區學界越野賽男子及女子乙組

團體冠軍、女子丙組團體亞軍；及後在學界田徑賽中，再奪取了男子乙組團體冠軍；接著在 3 月份學界城門河長跑賽中，女子

乙組奪得團體冠軍，而男子乙組奪得了團體亞軍。除了參與學界比賽之外，本校田徑隊更參與了本地不同的田徑比賽，其中，

在 2012 年 2 月，田徑隊參加了本地一年一度「渣打馬拉松比賽」盛事，在中學隊際比賽中更囊括了男子及女子團體冠軍。統

計去年田徑隊所參與大大小小的比賽中，所獲取的個人及團體獎項超過 100 項，打破本校創校 34 年紀錄。4E 廖樂俊憑藉他田

徑運動出色的表現，獲選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項。 

 

除了田徑運動之外，本校去年在球類比賽的表現亦同樣精彩，男子乙組籃球隊奪取了學界亞軍，這是本校男子籃球隊參與本區

學界比賽以來，所獲取的最高殊榮；而女子乙組籃球隊更加以大熱姿態勇奪學界比賽冠軍，成就驕人。男子甲組足球隊、男子

乙組排球隊及女子乙組排球隊亦分別在學界比賽中奪得殿軍，擠身本區學界四強之列。在球類項目之中，欖球隊表現出色，

2012 年 5 月參加了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及香港欖球總會合辦的首屆中學校際七人欖球賽，我校奪得全新界地域季軍，及後在香港

警務處新界南警區及香港欖球總會合辦的「控球在手」欖球賽中，更囊括了銀碟賽冠軍及亞軍。隊中 4A 梁嘉威、4B 李宗霖及 4E 曾柏翹

更被香港欖球總會挑選了成為精英培訓隊一員，並有機會在 2013 年首屆「亞洲中學生欖球賽」中，為香港披甲上陣。從以上各方

面，可見本校過去一年在體育發展上的表現實在令人鼓舞。 

 

課程發展方面漸見成效。本科在過去幾年經同事們努力發展下，各級體育課程發展良好。初中繼續保留以「技術為基要」的學

習模式；中五級發展「運動教育模式」課程，讓學生有機會學習如何舉辦比賽及大型活動；而中六級則發展「同儕試教」課

程，讓學生提昇自學能力之餘，更提昇他們的自信心、溝通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等等。課程的框架亦漸現雛形，未來幾年會

持續修正及優化。 

 

在暑假舉辦的「中一新生運動體驗日」，更是別具一格的體育活動。一方面讓中一新生感受到本校體育文化，啟發參與運動的興

趣；另一方面更是高年級學生學習帶領活動的平台，是有效培育運動領袖的場地。 

整體氣氛而言，本校體育科致力營造豐富而濃厚的體育運動文化，在同事悉心帶領之下，加上學生認真、投入的參與，本校體

育科發展良好。踏入創校三十五周年，體育科將會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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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一)：優化校本課程，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於學生筆記中，在適當資料內加入英文詞

彙，為學生提供更多機會接觸英文。 

 

 

2. 利用校外社區設施及資源，如保齡球館、

運動場、游泳池等，讓學生可接觸多元化

的運動項目。 

 

3. 參與康文署的運動推廣計劃，邀請不同運

動項目的專業教練訪校推廣有關項目，以

廣闊學生眼界。 

 

4. 中五級推行「運動教育模式」課程，加強

學生組織能力，亦增加學生合作學習的機

會。 

 

5. 中六級進行「學生試教」課程，並以自評

及互評方式作評估，提昇學生自主學習能

力。 

全年 

 

 

 

全年 

 

 

 

全年 

 

 

 

下學期 

 

 

 

上學期 

學生於體育科筆試中，能夠依照

指示作答相關題目。 

 

 

於本學年曾經利用有關設施，進

行體育課，或相關體育活動。 

 

 

於本學年曾經在校外體育課，邀

請到不同運動項目的專業教練訪

校推廣。 

 

學生能夠在此課程，學會了組織

活動技巧，並成功在課堂上組織

過有關活動。 

 

學生能夠如期在課堂上進行試

教，並透過自評及互評表進行表

現評鑑。 

 

學生在本科筆試中能夠

作答有關題目，及科務

會議評估。 

 

現場觀察及科務會議評

估。 

 

 

現場觀察及科務會議評

估。 

 

 

老師根據學生的自評表

及表現進行評量。 

 

 

老師及學生根據評量表

內容，為每位學生的試

教表現進行評量。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科任老師 

 

 

 

科任老師

及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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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關注事項(二)：修身立己達人，培育未來領袖，立功服務社群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於初中課堂裡教授多元化的項目，讓學生

從中發掘自己的運動興趣，建立健康生活

模式。 

 

2. 全面執行個人體育檔案，由學生每年自行

紀錄自己在體育運動上的經歷。 

 

 

3. 組織學生參加本區，甚至全港學界比賽，

並推薦學生負責賽事服務生，以累積比賽

及服務經驗。 

 

4. 繼續舉辦中一新生運動體驗日，讓新生感

受本校體育文化，啟發參與運動的興趣。 

 

5. 透過運動體驗日，組織各校隊高年級學生

負責帶領新生工作，藉以提昇領導能力，

塑造師兄師姐的模範形象。 

 

6. 與活動組合作，讓高中學生於午間組織運

動同樂活動，服務初中學生之餘，亦從中

學習溝通、合作、決策等能力。 

 

7. 與學生培育組落實探討如何善用「學校起

動計劃」撥款，在校內開展校本教育歷奇

計劃。 

全年 

 

 

 

全年 

 

 

 

全年 

 

 

 

下學期至 7

月下旬日 

 

下學期至 7

月下旬日 

全年 

 

 

 

 

 

全年 

學生能夠在每學段學習過一種以

上的運動項目，並透過下學期的

問卷回饋。 

 

學生在課堂上把相關資料填寫在

個人體育檔案內。 

 

 

學生有參加過本年度的學界比

賽，以及參與過不同的服務項

目。 

 

學生能完成整項活動，並在回饋

表對活動有正面評價。 

 

學生能完成整項活動，並在回饋

表對自己的表現作檢視。 

 

 

統計服務生的人數，由組織午間

活動的學生在活動後對自己的表

現作正面回饋。 

 

草擬校本歷奇計劃建議書。 

現場觀察及科務會議評

估。 

 

 

老師檢查每位學生的個

人體育檔案表格是否填

妥。 

 

統計本學年參加學界比

賽的隊次和人次。以及

服務生的人數 

 

現場觀察、學生回饋表

及科務會議評估 

 

現場觀察、學生回饋表

及科務會議評估 

 

 

統計組織活動的學生人

數、現場觀察、學生回

饋及科務會議評估 

 

撰寫好一份校本歷奇計

劃建議書。 

科 主 任 及

科任老師 

 

 

科 主 任 及

科任老師 

 

 

科 主 任 及

有關老師 

 

 

科 主 任 及

科任老師 

 

科 主 任 及

科任老師 

 

 

科 主 任 及

科任老師 

 

 

科主任 

 

負責老師姓名：張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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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育中學 

學校全年財政支出預算(2012-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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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大的營辦津貼帳擴大的營辦津貼帳擴大的營辦津貼帳擴大的營辦津貼帳 

($) 

非擴大的營辦津貼帳非擴大的營辦津貼帳非擴大的營辦津貼帳非擴大的營辦津貼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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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41 萬 教師薪金津貼 2893.63 萬學生活動 19.03 萬 特別室及禮堂電費 8.00 萬 

學校發展津貼 32.62 萬 非教學僱員之強積金 36.70 萬學生服務獎勵 0.00 萬 維修費 1.00 萬 

綜合資訊科技津貼 36.39 萬 其他經常津貼 42.35 萬學生學習獎勵 2.01 萬 新增及更換冷氣機 5.00 萬 

消減噪音帳 10.00 萬 整合教師代課津貼 330.10 萬優質教育項目 7.70 萬 清潔用品 0.50 萬 

新來港兒童津貼 1.40 萬 家校合作計劃 0.40 萬認識中國及世界基金 6.00 萬 打印機支出 1.30 萬 

學校班級帳 174.69 萬 課後學習支援計劃 16.00 萬員工培訓及長期服務 1.00 萬 飲水機更新、維修 1.00 萬 

科目津貼 12.72 萬 加強新高中課程支援 14.01 萬校園電視台 3.00 萬 學生意外保險 1.20 萬 

公民教育 4.31 萬 中學學習支援 96.19 萬 35 周年校慶 20.00 萬 班級經營及品格運動 2.80 萬 

輔導計劃 0.63 萬 加強英語計劃 0.00 萬其他 1.21 萬 35 周年校慶 20.00 萬 

中英文廣泛閱讀 2.60 萬 優化提升英語水平計劃 30.92 萬教師發展及福利 1.80 萬   

綜合傢具與設備 43.28 萬 
為採購電子學習資源而設

的一筆過撥款 
5.89 萬全方位學習 15.00 萬   

校本管理 22.00 萬 
新高中通識教育科課程支

援措施 
16.86 萬緊急援助金 0.30 萬   

其他 7.30 萬 多元學習津貼 3.50 萬     

小計 704.35 萬  3486.55 萬  77.05 萬  40.80 萬 

合計 4190.90 萬 117.85 萬 

總計 4308.75 萬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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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運用運用運用（（（（2012 至至至至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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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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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之撥款約為

$516,6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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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表 所需資源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學與教 

 

 

 

 

 

為各科教師

創造空間以

推行課程改

革、新高中

課和和拔尖

保底工作。 

 

聘用英文科教

學助理 1 名及

中文科教學助

理 1名。 

 

使老師有更多時間

親自處理拔尖保底

之工作和推展新高

中課程。 

。 

 

2012 年 9 月至

2013 年 8 月 

$326,214 

 

 

 

日常文書工

作得以減輕 

 

科務會議檢討； 

科組文書工作報

表之定期審視。 

吳玉花老師 

余嘉欣老師 

何玉明老師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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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教育局多元學習津貼資助的課程 
 

7.3.1. 其他學習經歷 

 
 

五育中學 

2011-14 三年高中資優教育課程 

 

以下是獲教育局多元學習津貼資助的課程 : 

 

教育局多

元學習津

貼資助的

課程 

策略及預期效益 課程名稱及課程提供機構 修業期 學生 預計涉及的學生人數 學生學習

的評估/成

功指標 

負責老師 

11/12 12/13 13/14 

其他藝術

學習經歷 

透過校外導師，

提供多元藝術課

程，藉此擴闊學

生的藝術視野，

豐富學習經歷。 

 

舞台劇 

(幕前) 

演活藝術教育舞台 一年 中五 167

人 

155

人 

163

人 

在年終透

過展板或

表演展示

學習成果 

由校外專

業導師教

授，並由

本 校 科

技、文化

及藝術領

域老師統

籌、跟進

及評估課

程成效。 

舞台化妝 演活藝術教育舞台 

默劇 黑犬劇團 

非洲鼓 Active Concept Ltd 

時裝設計 待定 

國畫漫談 奇遇藝術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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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應用學習課程 

 

五育中學 

2012-15 三年高中應用學習課程 

 

以下是獲教育局多元學習津貼資助的課程 : 

 

教育局多

元學習津

貼資助的

課程 

策略及預期效益 課程名稱及課程提供機構 修業期 學生 預計涉及的學生人數 學生學習

的評估/ 

成功指標 

負責老師 

13/14 14/15 

應用學習

課程 

透過校外導師，

提供不用類型的

應用學習課程，

發展學生與職業

相關的能力，讓

學生從應用和實

踐中學習相關的

基 礎 理 論 和 概

念，並在真實情

境中培養共通能

力和了解自己的

志向，為未來工

作及終身學習做

好準備。 

課程名稱：  

 

待定 

課程提供機構： 

 

待定 

兩年 中五及

中六級 

25 人 45 人 課程機構

提 供 評

估。超過

80%學生出

席率超過

80%，並在

年終成績

上取得合

格。 

課程導師

由教育局

提供，並

由校外專

業導師教

授。校內

則由升學

及就業輔

導主任為

課程的聯

聯人，並

跟進學生

的學習情

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