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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辦  學  宗  旨  

1.1 學校的使命  

我們秉承母會（順德聯誼總會）昭示屬校校訓：文、行、忠、信作為施教

綱目，以博學多聞、敦品勵行、盡忠職守、誠實不欺四教薰陶學生，使其

將來能成為有文化、有學識、有高尚情操，熱心服務社會，為國家貢獻力

量之良好公民。   

 

1.2 學校的願景  

我們的學校，是一個和睦融洽的群體，老師、職工、同學和諧相處，到處

洋溢著關懷、愛心和希望，使學生在親愛、精誠的文化氛圍下快樂成長。

我們有良好的學習環境，有富啟發性和趣味性的課堂學習，有活潑充實的

課餘活動，師生在仁愛、民主、自由及和諧的氣氛下實踐「學」與「教」。 

每天，我們的師生都懷著喜樂的心情回校，共享愉快和諧的學校生活。在

這裏，每一個學生都有公平的機會，同樣受到重視和關懷。在多采多姿的

學校生活中，他們將學會積極面對挑戰，他們的德、智、體、群、美都能

得到均衡的發展。同學們不但在求學期間樂於主動學習，追求知識，他們

還將養成終身不斷自學的習慣。他們都能善於溝通，尊重別人，互相包容，

並且敢於創新，精益求精，追求卓越。  

願每一個在這裡畢業的學生，都有自己的理想，能在不同的領域中各展所

長。願他們都勇於承擔，成為造福社會，服務人群，有識見的領袖。  

願我們的同學都能擁抱希望、迎向挑戰，實現心中夢想。   

 

1.3 譚中的信念   

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深知任重道遠，要做好教學、育人工作，我們堅守

的共同信念是︰  

 以人為本，仁愛關懷；  

我們關注學生的成長，以愛心及耐心，竭誠盡力完成教學、育人的神

聖使命。我們相信學生各有專長，我們會盡力發掘其優點，發展其潛

能，讓他們建立自己的人格及才能，立己立人。   

 承傳文化，鼓勵創新；  

我們鼓勵師生增廣見聞，高瞻遠矚，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及多元發展的

能力，鼓勵創新。  

 提升專業，與時並進；  

我們重視教職員工之操守，積極提升教師的專業知識和技能。我們與

時並進，積極回應社會不斷轉變的需求，竭力提升教學質素。  

 精誠協作，和衷共濟。  

我們極注重發展教師個人專長，也致力推動和促成同工間的協作，以

建立更高效能的團隊，實踐我們的理想。我們堅信，家校衷誠合作才

能讓學生健康成長，因此極注重與家長間之溝通，時刻給予最大的支

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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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學校目標  

1.4.1  培養學生樂於追求知識，主動學習，掌握自學的技巧，建立終身不斷

自學的習慣。  

1.4.2  造就學生成功的機會，使學生對前途充滿希望。  

1.4.3  面向全體學生的同時，照顧個別差異，開發學生的潛能。  

1.4.4 五育 (德、智、體、群、美 )並重，促使學生全面而均衡發展。我們希望

我們的學生在五育方面有如下的成就： 

德育方面  

 有正確的價值觀及人生觀。  

 具良好修養，高尚品德。  

 具獨立思考、明辨是非能力。  

 主動積極，有責任感。  

 誠實有禮。  

 自律守紀、養成守時的良好習慣。  

 懂得為他人著想，具公德心。  

智育方面  

 有學識，有文化修養。  

 有創新的思維能力。  

 有研習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有廣闊的知識領域及世界視野。  

 具良好的中、英文語文能力，精通兩文三語。  

 有效地運用數字和資訊科技，並具多元智能。  

體育方面  

 養成對體育活動的愛好，並積極參與，鍛煉成強健的體魄。  

 鍛煉堅強鬥志和堅毅進取精神。  

 懂得善用閒暇。  

群育方面  

 具備愛心，能關懷別人，善於溝通。  

 能為他人著想，尊重、寬恕及包容別人。  

 團結同儕，有協作能力，具領袖風範。  

 熱心服務，對學校、社區有歸屬感。  

 認識個人的權利和義務，尊重民主和法治。  

 胸懷祖國，放眼世界，承擔時代使命。  

美育方面  

 養成對藝術或音樂的愛好，從而豐富文化生活。  

 認識及欣賞人類的文化藝術。  

 有高尚情操及審美能力。  

 懂得欣賞及愛護大自然。  

 具想像力，敢於創新，精益求精，追求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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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  們  的  學  校  

 

2.1 本校簡史  

本校為順德聯誼總會主辦的六間中學的第三間，開辦於一九八零年九月，

校址在新界屯門友愛邨。本校屬政府資助的傳統文法中學，新高中學制下，

每級四班，全校共 24 班。本校為雙語教學學校，數理科目以英語授課，文

科科目則以中文授課。  

 

2.2 校舍設備  

本校校舍為政府興建標準校舍，另再獲撥款四千多萬新建一幢五層高教學

大樓，與原教學大樓連為一體。全校有標準課室二十八間，特別用途之教

學室共二十間，包括四間電腦室、科技創意室、各理科實驗室及術科特別

室、地理室、設計與科技工場、家政室、音樂室、美術室、英語室、教學

支援室、佔地三百三十平方米之圖書館、可容納全級學生之演講室及小禮

堂。另有大禮堂、食堂、會議室、中、英、數及各科資源室、社工室、家

教會辦公室、學生會辦公室、健身室、有蓋操場、露天操場、設有講台之

廣場、排球場、籃球場及空中花園等。為慶祝學校邁向四十周年，本年度

新建中華文化館 (何式南紀念中華文化館 )及把會議室改建為鴻儒館，以推廣

中國文化。所有教室、特別室、大小禮堂、食堂及地下長廊均設空調，全

部教室均可上網，並裝置電腦及投影機。全校同學的基本室內之書桌設個

人可上鎖抽屜，方便同學貯藏個人書籍及物件。總括而言，校舍設施更趨

完善，學生有更為理想的學習環境。  

 

2.3 校董會組合   

本校法團校董會於 1-4-2006 成立，由順德聯誼總會委任之校董九人，校長

校董、教員校董、家長校董、校友校董各一人、獨立校董二人。校董會每

學年舉行三次會議。 19-20 年度校董會名單如下：  

何德心（主席／校監）、李金（副校監）、吳禎貽（委任校董）、羅維弟（委任校董）、李

詠詩（委任校董）、佘達明（委任校董）、李福林（委任校董）、楊文銳（委任校董）、盧

重葦（委任校董）、陳德榮（替代委任校董）、何奇韜（獨立校董）、林非恩（獨立校董）、

周慕玲（家長校董）、黃珈慧（替代家長校董）、張家豪（校友校董）、康艷美（校長校

董）、尹仲其（教員校董）、蔡志立（替代教員校董） 

2.4 班級結構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總數  

班數  4  4  4  4  4  4  24  

男生人數  54  47  60  59  49  50  319  

女生人數  78  81  67  62  70  60  418  

學生總數  132  128  127  121  119  110  737  

 



5 

 

2.5 教師資歷  

學歷  碩士或以上  學士學位  教育學院  達英文基準  普通話達標  

人數  25  54  1  12  2  

百分比  45%  98%  2%  100%  100%  

 

2.6 專業訓練百分比（包括校長及外籍英語教師）  

專業訓練情況  已接受專業訓練  總數  

人數  55  55  

百分比  100%  100%  

 

2.7 教學經驗  

教學經驗  0-4 年  5-9 年  10 年以上  

人數  13  7  35  

百分比  23%  13%  64%  

 

2.8 持分者對學校管理的觀感  * 

(**局方未能提供全港中位數參考數據，以下參考去年數據作評估。 )  

持分者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老師對學校管理的觀感評分與去年相若，估計應

高於參考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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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持分者對專業領導的觀感   

 (**局方未能提供全港中位數參考數據，以下參考去年數據作評估。 )  

持分者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老師對校長、副校長及中層管理人員的專業領導的

觀感評分均與去年相若，估計應高於參考數據。   

 
 
2.10 持分者對教師專業發展的觀感   

(**局方未能提供全港中位數參考數據，以下參考去年數據作評估。 )  

持分者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教師對教師專業發展的評分與去年相若，估計應

高於參考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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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  注  事  項  的  成  就  與  反  思   

3.1 推行全校參與訓輔合一，加強德育，培養正確價值觀  

成就 

1.  學校對於教學和育人同樣重視，強調五育並重，當中最著重德育，以「全

校參與訓輔合一」的模式進行德育培訓，學生發展組由訓育、輔導、公

民教育及有特殊教育需要等行政組聯合而組成，全方位統籌及推動育人

的工作，副校長負責監察及協調各個組別的合作及支援。「全校參與訓

輔合一」的構思是管理層盡量減省班主任的行政職務，以便騰出更多時

間關顧學生的需要，以班主任作為第一線關注學生的角色，相關的行政

組則作出強力支援。學生發展組制定學生訓輔紀錄表、須關顧學生名單、

中一學生問卷等，讓班主任及科任老師能全面掌握學生的學習和行為情

況，從而跟進輔導。另外，又透過定期召開班主任交流會議及各級各班

的個案會議，增加老師之間的溝通。另外，訓導老師亦安排有嚴重違規

問題的學生，交由輔導主任跟進；如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個案，則交專責

的有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及學生支援助理跟進，全面做到訓輔合一。

另外，校方參考各方面的評估數據，制定每年的「德育活動大綱」，有

利協助學科推行德育活動及促進課堂教學傳授相關的價值觀，並於每學

年終結前作出檢討，以完善新學年的措施。  

2.  本年度的德育重點為「培養學生的關愛之情」。透過課室壁報及公眾地方

展板、「我的行動承諾」活動、校長及老師日一早會講話及學生發展組

推廣關愛之情之重要。初中專題寫作比賽、班際壁報設計比賽等均以德

育重點為題，能夠深化有關之價值觀。另外，「傷健共融」、「老吾老」

和「清潔小先鋒」等探訪活動，既能夠培養學生以關愛別人精神、透過

參與義務工作，從中學習推己及人的無私奉獻精神，培養愛人愛物的高

尚情操。  

3.  學校著重推廣社會服務，全校同學均須參與義工服務。中一至中三級學

生每年均須參與社會服務工作不少於三小時，新高中學制下的學生則須

於三年內參與社會服務工作不少於六小時。如學生在六年內完成 50 小

時義工服務可獲銅獎，完成 100 小時義工服務可獲銀獎，完成 150 小時

義工服務可獲金獎，完成 200 小時義工服務可獲獎杯一座，以此對積極

參與有關活動的學生作出獎勵及嘉許，藉此鼓勵學生關愛社群及培養其

服務精神，學生亦能從中實踐推己及人的關愛他人精神，培養參與義務

工作之習慣，將來樂於貢獻社會。  

4.  義工服務方面，本年度中一級探訪獨居老人、中三級同學與傷健人士進

行共融活動及中四級協助長者清潔家居。另外，亦會安排同學探訪長者

中心、社區探訪、賣旗服務等。透過觀察、問卷及寫作活動後感反映，

學生從中獲益良多，能夠加深對老人生活及傷健人士的認識，從而達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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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更多關心弱勢社群，提高個人的公民意識和對社會的責任感，亦能

逐漸培養學生關愛他人之情。  

5.  透過初中 (中一至中三 )及高中 (中四至中六 )週會課，向學生灌輸關愛他

人的精神，不少週會主題緊扣學校本年度的德育重點。例如安排宣明會

講座「難民‘芝’味」、漁護署講座「做個盡責寵物主人」、環保講座「繽

紛海洋世界」、正向人生教育講座「學校共融與關愛」及教育短劇「齊

享健康資訊」等大型活動向學生傳遞相關訊息。另外，亦為高年級學生

舉辦適切的工作坊，例如：壓力處理工作坊、逆境自強工作坊、性教育工作坊

等。至於低年級周會及班主任課則有認識祖國如：「一國兩制與基本法」、「認識

國家」，認識互聯網世界如：「網絡世界實況」、「網絡欺凌」、「電競人生」，以至

於關注個人成長及生活各方面如：「共融體驗學習坊」、「情緒健康講座」、「性在有

愛」(兩性相處) 、「友情與愛情」、「朋輩關係」等。可說是多方面照顧學生成長和

學習的需要。 

6.  安排星期三放學後為中一至中三級學生安排了兩次德育講座，分別為

10 月份的「禁毒」講座 (認識大麻及電子煙的禍害 )和 2 月份的「好笑融」

棟篤笑互動劇場 (香港傷健協會主講 )。又在周會時段舉辦不同種類的德

育和個人成長活動，包括「傷健共融」、「社區共融」、「老人探訪」、「生

涯規劃」，從而加強對學生的公民意識和德育培訓，同時配合學校的德

育重點，相輔相成。 (2 月份互動劇場因疫情停課取消 )  

7. 「班會自治計劃｣旨在培養學生的責任感、自律自治及承擔精神。各班

班會安排學生輪流當值，放學後打掃清潔課室。旨在培養學生的責任感、

自律自治及承擔精神。校方同時編排老師每日放學後巡察課室，檢視清

潔情況並作紀錄，經過多年來的推行及觀察，大部分班別都能營造清潔

的學習環境，可見學生都能自覺地清潔課室，由此養成一種自律精神和

責任感。近年校方更在學期中舉辦課室整潔比賽，令學生有更大動力盡

職盡責，為人為己。  

8.  學校繼續參加了由「優質教育基金」撥款資助的「好心情 @學校」計劃，

透過與香港家庭福利會的協作，在學校推展「與人分享」、「正面思維」

及「享受生活」三個元素，並透過一系列的活動，提升學生對精神健康

的關注和認識。本校第三年參加上述計劃，在「精神健康」及「身體健

康」兩個層面，為中一級學生建立正面文化，並且讓持續參與的學生提

供支援，深化活動的成效。  

9.  全校推廣健康教育工作漸上軌道，本年度起校方不另設「健康教育專責

小組」，有關工作交輔導組負責。校方參加了由教育局和衞生署合辦的

「好心情@學校」計劃，各項活動仍須推行。輔導組舉辦了更多類型活

動以照顧學生的身心健康。例如：「精神衛生日」、「情緒健康講座」、「正

向心理學講座」、「逆境自強工作坊」、「親歷‧思‧覺 (VR 體驗活動 )」

等。另外，部分新穎活動饒富趣味，成功吸引更多學生參與，例如：「咖

啡拉花課程」、「領犬義工培訓訓練證」、「靜觀 .瑜伽」等。  

10.  本年度學校新設「學生支援督導」職位，聘任資深退休社工擔任相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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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在學校各持分者之間進行聯繫及協調工作，同時加強對外聯繫 (如

社區資源、專業人士和家長等 )，為學校提供專業意見，完善學校的學

生支援工作，促進學生全人發展 (例如生涯規劃、輔導活動、有特殊教

育需要和精神健康等各方面 )。  

11.  為配合教育局政策，本年度學校新設「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

另外新聘一位「學生支援助理」，為有需要之相關學生提供情緒輔導，

個別小組訓練及輔導，同時協助老師執行支援措施 (如行為計劃、執行

技巧訓練 )。以上新安排令學校的有特殊教育需要支援和服務變得更為

全面。  

 

反思  

 

1.  本年度學校以「培養學生的關愛之情」」為德育重點，旨在提倡「推己及人」

的精神，讓學生明白愛人如己的重要。關愛就是包容、接納和尊重的態度，

只要自己確實做到以誠待人，相對地就自然能夠獲得別人的關愛。  

學生必須明白，凡事先由自己內心的「誠意」出發，關懷他人，就是尊重自

己，不應該因為他人的態度而影響自己的心態，一定要由自己做起。尊重自

己和關愛他人，就是改善社會風氣和社會秩序的一個好方法。  

2.  關愛和尊重其實是一體兩面的東西。人與人相處，最珍貴的就是能夠包容和

關懷對方，抱著互相關愛的精神。因此，不要一味的責備別人不愛惜自己，

要先思考我們愛惜了對方嗎？如果要獲得別人的關懷之前，我們必須在生活

中真正表現出以誠待人的行為，凡事先假設別人都是善意的出發，也對別人

表現出我們的誠意，因為唯有先釋放出誠意，對方一定會以誠相報。  

3.  本年度的中一級學生學習能力不弱，但品德行為問題卻明顯較多，加上情緒

化的表現，班主任及訓輔老師須處理較嚴重和複雜的學生問題，至於有特殊

教育需要之學生‚亦需要更多關顧與支援。學生發展組、駐校社工、學生支

援督導、學生支援助理、教育心理學家將與班主任緊密合作，加強溝通與聯

繫，同時主動聯絡家長，令學生得到真正的關懷和協助。  

4.  公民教育是校園生活的重要環節，「學生參與社會服務」是全方位學習及其

他學習經歷範疇的重要部分。現行的義工計劃已經擴大參與名額，讓所有高

年級同學參與。為照顧高中及初中學生的不同需要，亦規定學生必須完成不

同的社會服務時數。學校將繼續與有關社福機構商討，開發不同類型的義工

服務，讓學生在學業、體藝活動以外，有更全面的發展。  

5.  「有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和「學生支援助理」之設立，為有特殊教育需

要的低年級學生提供更為適切的服務和輔導，同時減輕了老師的工作負擔，

加上「學生支援督導」的協助和支援，令學生得到更全面和貼身的照顧，校

方與不同持分者之溝通亦得以加強，讓有需要的學生得到最大的裨益。  

6.  校方把「健康教育專責小組」併入輔導組，由輔導主任全面統籌相關工作。

學生的精神健康和身體健康同樣重要，學校把有關計劃交輔導組負責，顯示

校方高度重視學生的身心健康，並且進一步增撥款資源支持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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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年度起學校按政府政策安排一名專責教師擔任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支

援融合教育。校方把統籌主任和相關工作編入學生發展組之架構內，統籌主

任須參與學生發展組之會議，並與訓導組、輔導組、社工、學生支援督導以

至學生支援助理緊密配合，互相支援，按日常工作所見，成效顯著，當有突

發事件時，更見合作的必要。  

 

 

3.2 優化課程管理，以照顧學生之學習多樣性，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成就  

1.  各科研究提升課堂的互動性，各科於本學年擬定提升課堂互動性的教學措  

 施，列寫於計劃書內，並予以施行，學年終結時須檢討成效。例如：進行分  

 組協作之課堂活動、分組討論、運用不同層次的提問、讓學生完整表達意見、  

 推動同學之間互相評說、實施具互動性的電子流動教學等，提高學生參與課  

 堂的程度，令學習更為投入。  

 

2.   各科開展跨科組合作的預備合作，並將預備工作的進展予以記錄；部分科目

在學期中，就跨科合作的籌備已經成熟，當中亦有學習活動與行政組合作，

已經試行，並於學年終結時檢討成效。先邀請英文科探討與不同科目合作的

可能性，可考慮籌辦跨科協作的英語活動，於英文科早會以英語進行與科學

有關的活動，並考慮與協作科目進行同儕觀課，觀課後亦可進行交流。  

3.   教育局向學校發出《中學教育課程指引》通函，主要更新重點回應了為反映

社會不斷轉變而更新的七個學習宗旨。學校須因應校情及課程不同範疇的發

展階段，按照《中學教育課程指引》，於未來三至六年，有策略地在學校發

展計劃融入各個更新重點，並配合學校的發展優次，以更連貫和有系統地規

劃課程。教育局的更新重點，主要是加強價值觀教育（包括德育及公民教育、

《基本法》教育）及強化中國歷史與中華文化的學習。校方明令各科務必留

意所負責科目課程內容是否有更新，其盡力確保課程之落實。其中下列三個

涉及《基本法》教育的科目，需要於明年的科計劃書內訂出統籌有關課程的

負責人，並按照教育局要求的時數，完成〈初中基本法課程表〉，並將課程

表交教學發展組整理。  

4.   為配合學校發展重點，校方以「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為觀課主題，為了進

一步深化觀課的要求，觀課時須同時達致以下兩個目的： (一 ) 能運用照顧學習

多樣性的策略，及 (二) 時能照顧不同程度的學生。不論授課者與觀課者，都必須更多關

注學生的學習多樣性，在授課前後多作檢討及改善。  

5.  在周年計劃書，應訂定科本每學年之發展重點及相關策略。（學科必須於《周

年計劃書》及《第一次會議紀錄》作出配合。）各科工作檢討宜對應目標仔

細檢視工作的整體成效，並訂定相應跟進措施或改善計劃。校內考試評估方

面，須檢討學生的答題表現和學習難點，並在學與教及課程規劃方面作相應

調適，提出學與教方面的具體建議和改善措施。（各學科必須在《第二次會

議紀錄》及《第三次會議紀錄》作出配合。）  

6.  圖書館於全校推動不同形式的閱讀計劃，例如「閱讀獎勵計劃」，並籌辦各

科目的專題書展，盡量配合學科的教學。各學科繼續推行該科的閱讀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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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須按學科要求完成一定質量的閱讀報告，持續地鍛鍊學生的讀寫能力。

良好的閱讀習慣有助學生鞏固語文和知識基礎，這是照顧學習多樣性的重要

一環。  

7.  在各級舉辦不同課程，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和技巧，包括：中五「升學目標

及策略」資優培訓課程等，讓不同程度的學生都獲得照顧，在不同範疇中持

續進步。  

8.  舉辦初中英文、中文、數學及科學科保底班 (星期六 )，鞏固同學的學習基礎。

另外，又為中、英、數能力較強學生提供課後培訓機會，籌辦更多課後及暑

期拔尖班，照顧同學在學習上的多樣性。  

9.  延續過去多年的成功經驗，繼續聘請校外機構為中五級學生舉辦「升學目標

及策略」資優培訓課程，照顧學習能力較強的學生。又聘請校外機構為中六

級學生舉辦「面試技巧培訓班」資優培訓課程，讓學生為升讀大學做好準備。

以上措施之目的是照顧學習能力較強的學生。  

10.  提名資優及有卓越學習能力之學生參加校外資優課程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

2019-20 年度提名的學生共 3 位 (中四級)，有 2 位獲得取錄。 

 

 

反思  

1.  一直以來，校方推行不少行政措施以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拔尖方面，在

低年級設精英班，英文科開辦暑期精進班，數學科挑選及培訓精英報名參加

奧林匹克數學比賽，又提名優異的學生參加校外資優課程 (香港資優教育學

苑 ) 。保底方面，在中一級中文科及英文科設分組教學，初中各級中文、英

文、數學、科學等科目開辦奮進班，協助學習能力較為滯後的學生，另推行  

   「課後課業支援計劃」，為學生提供理想環境，於課後補做欠交的家課。  

2.  課堂上，老師往往容易忽略學習表現較弱的學生，學習能力較強的學生則較

易受到關注，也有較多機會表現自己。因此「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措施

仍須加強。據去年外評隊伍觀課所得，普遍老師依然偏重以傳統教學方式單

向授課，學生的學習較為被動。校方雖然多番鼓勵老師增加課堂上的互動性，

但部分老師仍未有切實嘗試。  

3.  為提升學與教的效能，同時真正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校方仍會鍥而不捨

地老師須增加教學的互動性，增加同學之間互相評說，老師可就同學的回答

再追問其他同學，：增加延伸問題及答案。另外，須增加小組討論的協作元

素及靈活安排師生互動的學習活動，同時深化照顧學習差異措施，培養學生

的自學能力，利用課堂學習活動跟進預習，教導學生整理筆記以至自製筆記，

預備分層工作紙，以至異質分組，照顧不同能力學生的需要。  

4.  以往年學校的跨科合作主要建基於微調中學教學語言政策的需要，英文科向

數學、科學、電腦三科提供微調支援，包括進行協作教學，另外，在學校內

聯網開設「微調教學語言科目協作」資料夾，內附中二至中三各個微調科目  

(數學、科學、電腦、物理、化學、生物 )，由英文科提供教學支援。這些科

目的協作和合作較為成熟。  



12 

 

5.  按外評建議，學校必須進一步加強科組之間的協作，各科之間必須開展不同  

形式之協作。校方於本年度起開展跨科組合作的預備合作，先邀請英文科探

討與不同科目合作的可能性，同時推動部分科目與行政組開展協作，以不同

方向及由淺入深程度嘗試實踐各方面合作。  

6.  長久以來，學校積極推廣閱讀，學生有大量廣泛閱讀的機會，整體來說學生

的自發性仍然不高，我們每一天都在鼓勵閱讀，無奈學生的時間和空間有限，

各科目的測驗和功課多不勝數，各式各樣的訓練與補課接踵而至，學生實在

難以騰出時間進行課外閱讀，即使閱讀也往往只為了呈交「課外閱讀報告」，

如此情況之下只會愈加抗拒，一定不會找到當中的樂趣。學校仍須努力探討

可行的方法，營造有利條件和誘因，讓閱讀不要變成一種負擔。  

7.  為了令教師的專業發展培訓與學校發展方向有更加緊密的配合，校方將考慮

更有系統地鼓勵及推動教師參加與學校發展重點相關的校外培訓，同時鼓勵

教師多作分享和交流。另外，校方可以進一步加強同儕觀課交流及教學評核

中對教學發展重點（例如自主學習、提問技巧、照顧學習多樣性、電子學習

等）的評鑑及回饋，促進教師反思，令教師專業發展與時並進，適切地與學

校發展同步前行。  

 

3.3 推展生涯規劃教育，協助學生培養正面的學習和工作態度  

成就  

1. 本校在安排「生涯規劃」活動時，關注整個教育活動的「縱向」發展，關顧學生的成長

須具有延續性，由低年級至高年級的個人發展將顧及以下要旨：一、讓學生了解自我形

象，如性格、興趣、志向、長處及短處等。二、讓學生了解人生中所遇到的機會及限制，

如了解不同的升學途徑及其要求、對不同行業的工作性質、前景、所需資歷等。 

2.  「生涯規劃教育」為學校發展重點，學生支援組負責推動「生涯規劃」教育，

全體班主任及科主任共同合作，同時須定期召開跨行政組別「生涯規劃聯席

會議」，兩位副校長、與教學及育人相關之行政組、家教會、課外活動組等

負責人須共商並協調合作。為各級別訂立明確的目標，從而令所有活動、計

劃均圍繞該主題為中心。學校的「生涯規劃教育」涵蓋個人成長以至升學就

業各方面，縱向發展聯繫緊密，各級目標漸次地提高，讓學生循序漸進地規

劃人生，橫向發展則兼及每個人生階段的多方面，可說是全方位地關顧學生

的成長。  

3.  低年級生涯規劃的工作重點在於促進學生的個人發展。透過班主任課、禮堂

周會及義工服務等安排，幫助學生認識自我、建立自理能力，並且學習與人

相處及溝通，為未來的升學及就業奠定基礎。  

4.  高年級生涯規劃的工作重點在於伸延至升學及就業方面的抉擇。中四級生涯

規劃將繼續以自我探索、發掘興趣為主，探索與自己的性格與職志，進一步

認清將來的升學方向；中五級生涯規劃則傾向讓學生親身認識香港的具體升

學及就業情況，重點為認識新高中學制下的多元出路以及與就業相關的訓練；

中六級生涯規劃重點則為協助學生本身以具體行動去落實其生涯規劃，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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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輔導為主來引導學生處理與升學及就業相關的具體工作，如處理 JUPAS

選科、撰寫個人自述、求職信與履歷、面試技巧，以至社交禮儀等。  

5.  教師專業培訓與學校發展重點緊密配合，近年校方加強教師團隊對生涯規劃

的認識，在教師研修日舉辦參觀活動或研討會，另外鼓勵教師參加與生涯規

劃教育相關之校外培訓，深化教師對生涯規劃教育的認知。  

6.  透過家校合作協助家長進一步了解學生的興趣與需要，校方同時為家長提供

更多有關學生的升學及就業資訊，建立更加緊密的溝通平台，加強家長與學

校的溝通。  

7.  持續完善「學生個人學習概覽」檔案的內容及程序，於各級推行，讓學生總

結自己的學習歷程，同時為自己在每個階段定立確切目標，適切地規劃個人

前途，訂立在「學業成績」及「個人成長」兩方面之目標、檢視在生涯規劃

上的學習成果，並總結及反思一年的經驗，同學亦需訂立改善方案，以助其

規劃學業及就業出路。憑著學生妥善管理自己歷年的「個人學習概覽」，反

覆檢視自己的發展路向。  

8.  全體學生每年均會於試後期間參與全校性的生涯規劃活動，如邀請從事不同

行業的校友回校分享他們的經歷，不同行業的特色、要求與前途，從而鼓勵

學生探索自己的興趣與未來的發展方向，並為生涯規劃作更整全的反思。  

9.  適當規劃學生參加課外活動的時間，例如設立每逢星期三下午三時四十五分

至五時為屬會時段，並且利用試後活動及假期繼續舉辦「另類學習經驗」之

活動，例如生涯規劃教育活動。  

10.  為推廣生涯規劃活動，加強學生對職場世界的認識，高年級學生參加了由扶

貧委員會籌劃的跨界別職志師友「友‧導向」計劃。此項目以「商校合作模

式」進行，企業或機構以友師義工隊的形式進入校園與高中生互動。項目為

期約一年，由參與的企業或機構主導，與夥拍的中學合作，為參與項目的學

生定期設計及舉辦不同類型的友師活動，包括就業資訊講座、行業參觀等，

讓學生親身體驗職場實況，從而啟發學生的對將來就業的規劃，協助他們拓

闊視野，規劃未來。  

 

反思  

1.  全校模式之「生涯規劃」活動運作良好，定期召開跨行政組別「生涯規劃聯

席會議」，由學生支援組匯報工作情況，兩位副校長以至主要行政組負責人

共商並協調合作，各個主要行政組別須有充分的協調和共識，籌辦活動時也

須合作體諒，以學生的最大利益為依歸。為取得更廣泛和深入的意見，有需

要時可以考慮增加與會成員，其他重要的科組代表或會加入，共同出謀獻

策。  

2.  「生涯規劃教育」決不能忽略家長的角色。中三級和中六級是中學生涯最重

要的兩個階段，校方把中三、中六各級學生的重要升學資料及通告上載學校

網頁，培養學生主動查閱和蒐集資訊的習慣。近年更主動為中三級和中六級

學生家長分別舉辦「中三級家長選科簡介會」及「中六級家長升學途徑簡介

會」，務求讓家長也可以充分知悉子女的升學前景及教育狀況，既能實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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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同行，有需要時家長亦可以向子女提供意見或協助。  

3.  為了優化生涯規劃，本年度再加強學生認識不同的職業，有關職場的體驗和

職業探索更為重要。讓學生多理解學科與職業的關係，認清個人能力，發掘

自己的職業可塑性及思考達成職業目標的途徑，繼續帶領高年級學生參觀政

府部門或商業機構，加強學生對就業資訊多的認識。另外，亦帶領學生參觀

各大專院校，及邀請大專院校到校舉辦工作坊及升學輔導活動，令學生能為

日後升學及就業裝備自己。此外，選擇參與適合的商校合作計劃和青年就業

體驗，擴闊學生的視野。  

4.  去年外評隊伍按學校的的生涯規劃教育提供專業意見，對於學校「各科組、

老師全校參與」生涯規定的發展方向表示認同。外評人員指出學校能夠回應

上一次外評建議，為各級訂定目標，縱向規劃清晰，亦能增加與各科組連繫，

適切地把生涯規劃滲透於學習之中；惟希望可嘗試安排更多分享及交流機會，

讓更多學生受惠，並且提高職業教育的效能。  

5.  生涯規劃教育本來就是一項龐大的生命工程，加上家長對生涯規劃的重視程

度日增，如要長期保證活動成效，必須積極考慮增撥資源以支持相關工作。

長遠而言，學校如要滿足家長和學生對於這方面的輔導需求，必須審視人力

資源之調配，方能令相關教育發揮更大的效能。  

6.  在教育改革浪潮之下，學校要顧及的層面多不勝數，不論教學抑或訓輔的問

題都層出不窮，我們確實有心做好每一件事情，不過要協助學生完全了解本

身的能力、事業或學術抱負、培養出正面的工作和學習態度，以及把事業或

學業抱負與全人發展及終身學習連結……這絕對是一項龐大的生命工程，我

們都很明白自己的責任，知道終身學習和全人發展對學生的重要，從來沒有

忽視青少年成長的需要，學校需要的是更多自由的空間和策劃工作的自主權，

讓我們可以按著學校之實情，循序漸進地處理各種事務，這樣，學生才可以

得到最大的裨益。  

 

 

4 我  們  的  學  與  教  

  

4.1 開設科目    

  初中：英文、中文、數學、通識、科學、中史 (包括歷史元素)、地理、經濟、物理、 

        化學、生物、普通話、電腦、家政、設計與科技、視覺藝術、體育、音樂 

 
 
高中︰(中四、中五及中六) 

 核心科目：中文、英文、數學、通識 

班別 A B C D 

必修科目 
化學、 

數學單元二 
--- --- --- 

選修一 化學、物理、經濟、歷史、視覺藝術 

選修二 生物、經濟、中史、地理、資訊及通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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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教學語言政策  

初中所有班別使用英語教學之科目為數學、科學、物理、化學、生物及資

訊科技。中四級以上為照顧不同學生需要，理科分中、英文班。本校又特

別重視英語，所以校方投放大量資源以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例如中一級

設分組教學，又設立英語室，為學生提供運用英語的環境。除課堂教學外，

舉辦的活動如暑期英語銜接課程、中一英語先導班、每週英語日、早晨閱

報計劃和早會閱讀分享等，皆有助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  

 

4.3 實際上課日  

學校的實際上課日共 190 天，八個主要學習領域的課時如下（七日循環周）：  

 

八個學習領域  包括科目  初中 /時  高中 /時  

中國語文教育  中國語文  

普通話  

6.66  
1.33  

7.00  
-  

英國語文教育  英國語文  7.33  8.00  

數學教育  數學  5.33  6.00  

科學教育  科學  

生物  

化學  

物理  

3.33  
1.33  
1.33  
1.33  

-  
4.66  
4.66  
4.66  

科技教育  普通電腦  

設計與科技  

家政  

1.33  
1.33  
1.33  

4.66   
-  
-  

個人、社會及人文

教育  

中國歷史  

經濟  

地理  

歷史  

生活教育  

通識教育  

2.00  
1.33  
1.33  

-  
0.67  
2.00  

4.66  
4.66  
4.66  
4.66  
0.67  
4.50  

藝術教育  美術與設計  

音樂  

1.33  
1.33  

4.66  
-  

體育教育  體育  1.33  1.33  

註：七日循環周總時數為 37 小時  

 
 
 
 
 

4.4 持分者對課程和評估的觀感   

 (**局方未能提供全港中位數參考數據，以下參考去年數據作評估。 ) 

持分者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教師對課程和評估的觀感評分與去年相若，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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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應高於參考數據。  

 

4.5 持分者對教學的觀感   

 (**局方未能提供全港中位數參考數據，以下參考去年數據作評估。 ) 

持分者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教師及學生對教學的觀感評分均與去年相若，估

計應高於參考數據。

 

4.6 持分者對學生學習的觀感   

(**局方未能提供全港中位數參考數據，以下參考去年數據作評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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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分者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學生及家長對學生學習的觀感評分與去年相若，

估計應高於參考數據。而教師對學生學習的觀感評分則較去年稍低，但估計

仍高於參考數據。  

 

4.7 學與教方面的特色  

4.7.1  接納 2016 年重點視學建議，根據校內考試成績 (評估數據 )，檢討學生

的答題表現和學習難點，在學與教及課程規劃方面作相應調適，同時

針對學生的作答表現及不足之處，提出學與教方面的具體建議和改善

措施，令教學與考核得以緊密結合。  

4.7.2  各科須於本學年開展跨科組學習的合作預備，並將預備工作的進展記  

錄於第三次科務會議紀錄中；如在學年中，科目就跨科合作的籌備已

經成熟，可於本年度施行。  

4.7.3  持續推行電子教學（流動教學），全校基本室（中六除外）、實驗室及

部分特別室有 WIFI 網絡連接，平板電腦齊備。除了小部分術科獲准暫

緩實施外，大部分科目按規定推行。校方在測驗及考試期間都有舉辦

「電子流動教學」工作坊，讓老師學習和掌握更多技巧，為學生提供  

    適切的支援。另外，本年度學校增聘一位資訊科技助理，支援老師在  

    資訊科技方面的工作 (包括電子教學 )。  

4.7.4  各科目根據校內考試成績 (評估數據 )，檢討學生的答題表現和學習難  

    點，並在學與教及課程規劃方面作相應調適。針對學生的作答表現，  

    提出學與教方面的具體建議和改善措施。  

4.7.5  初中設立精英班，方便老師因材施教。為改善及鞏固學生的語文能

力，中文科及英文科於中一級都有實施分組教學，切合學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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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  配合課程改革，四大關鍵項目  (德育及公民教育、從閱讀中學習、

專題研習、資訊科技教育 ) 皆有實施，近年著意發展資訊科技教育，

調撥資源優化硬件及軟件設施。  

4.7.7  鼓勵及實施跨科觀課，校內同儕觀課活動予以配合，觀課活動必須

配合學校發展重點，在觀課後彼此分享意見，教學相長，共同進步。  

4.7.8   銳意加強學科之間及科組之間的協作，商討更多跨科組協作的可能

性，鼓勵科組之間擬定合作計劃，既有助深化教學及活動的成效，

亦避免重複。  

4.7.9  高中新選科組合及選科安排已經推行數年，中三級學生在選擇修讀  

      高中科目時可享有更大自由，學科組合更為靈活，有助學生選讀適  

      合自己的高中科目。根據統計，本年度中四級有超過六成 (66.67%)  

      學生能夠成功選讀自己的第一意願，超越九成 (90.35%)學生能在首  

      五個意願內成功選讀自己心儀的選修科。  

 
 

5 我  們  對  學  生  成  長  的  支  援  

5.1 國內交流體驗計劃  

為了擴闊學生的視野，培養學生正確、積極的人生觀，並增強其國家民族

意識，學校原定每年均舉辦順德香港雙向交流計劃，透過參觀、訪問、交

流及生活體驗，擴闊粵港兩地學生的眼界，認識國內最新的發展情況，培

養學生的愛國情懷。惟 2019 年 11 月至 12 月期間，適逢香港社會狀況持續

動盪不安，兩地學生的雙向交流意欲大減，故此決定停辦一年。另外本年

度為中四級修讀中史科的同學舉辦了南京歷史文化考察之旅，加深同學對

中國歷史及文化、城市發展、人民生活情況及國家文物保育的了解。  

5.2 拔尖保底計劃  

5.2.1 繼續為學習能力稍遜的中一至中三級學生舉辦英、中、數及科學科輔  

    導班 (奮進班 )，但因為受社會運動及疫情停課影響，全年只舉行 3 次，  

平均出席率超過 90%，超越既定要求 (80%)，而當中有 68%學生的成績  

有所進步，達到預期目標 (65%)。  

5.2.2  校方統籌高年級於假期的補課、各科保底拔尖班及校本評核，經協調  

    後，各科都能互相配合，令學生有最大的學習效益。  

5.2.3  聘請校外機構為中五級學生舉辦「升學目標及攻略」資優培訓課程，  

    照顧學習能力較強的學生。  

5.2.4  聘請校外機構為中六級學生舉辦「面試技巧培訓班」資優培訓課程，  

    讓學生為升讀大學做好準備。  

5.2.5  提名資優及有卓越學習能力之學生參加校外資優課程 (香港資優教育

學苑 )， 2019-20 年度提名的學生共 3 位 (中四級)，有 2 位獲得取錄。 

5.2.6  英文科於中一至中三級各選出英文科前二十名學生參加英文拔尖班。

拔尖班於暑期進行，聘請導師提升學生的英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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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中文科與校外機構合作，聘請導師於暑假舉行中五級拔尖班及保底  

    班，引導學習能力較強的學生進行高階思考，提升寫作能力，另一方  

    面則為學習能力較弱的學生提供協助。  

5.2.8  英文科在試後活動期間繼續舉辦新加坡英語交流團，部分成績非常優

異的高年級學生可獲豁免團費，英語能力較佳的學生得到珍貴的學術

交流機會，令學校的拔尖計劃和活動更趨多元化。  

 

5.3 融合教育的情況  

本校共有 33 位學生評定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當中有 22 位得家長同意而上報

教育局。  

校方一直以「全校參與」模式推行融合教育。  

5.3.1  政策  

 本校致力建立共融文化 ,以「全校參與」模式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學生 ;透過資源調配 ,為學生提供適切和多元化的支援服務 ,以提升學

生的學習效能及協助他們融入學習生活 ;及  

 學校重視家校合作 ,建立恆常溝通機制 ,透過不同渠道 ,與家長一起商

議有關支援學生的策略。   

5.3.2  資源  

 為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本校獲教育局增撥「學習支援津

貼」。  

 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 20 萬舉辦「尊重生命‚逆境同行」----沿途

有你計劃。 (「好心情@學校」微型計劃 )  

5.3.3  支援措施及資源運用方式  

 本年度新設「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另外新聘一位「學生

支援助理」，為有需要之相關學生提供情緒輔導，個別小組訓練及

輔導，同時協助老師執行支援措施 (如行為計劃、執行技巧訓練 )。  

 安排另一位老師擔任總負責，遇有學生須支援其特殊教育需要，即

時聯繫班主任、科任老師、社工、駐校教育心理學家及有關行政組

別，同時與統籌主任緊密配合，令有特殊教育需要支援和服務變得

更為全面。  

 新設「學生支援督導」，聘任資深退休社工擔任相關工作，在學校

各持分者之間進行聯繫及協調，同時加強對外聯繫 (如社區資源、專

業人士和家長等 )，完善學校的學生支援工作，促進學生全人發展 (包

括「有特殊教育需要」和精神健康等各方面 )。  

 學生支援助理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低年級學生提供更為適切的服

務和輔導。如情緒輔導及個別小組訓練，同時協助老師執行支援措

施 (如行為計劃、執行技巧訓練等 )。  

 全校教師以「全校參與」模式照顧個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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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辨識「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流程圖及「處理特殊教育需要學

生程序」，讓全校老師知悉辨識機制及轉介途徑。  

 舉辦「禪繞舒壓」小組以靜觀方式繪畫重覆的圖樣，讓有特殊教育

需要之學生學習專注、覺察自己，把煩惱拋開。  

 透過「領犬義工培訓」小組，讓 8 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學習表

達自己及與人溝通的技巧。  

 

 向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學習、家課和測考調適，又透過課堂觀察，記

錄學生的學習成果，在適當時候，向家長報告。  

 

 轉介懷疑有特殊教育需要之學生，透過駐校教育心理學家評估，為

同學提供適切的支援及服務。  

 為有需要測考調適的學生製定時間表及協調相關之行政組別調配

資源以作支援。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召開個案會議 ,商討任課老師須注意的事

項。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向考試及評核局申請中學文憑試的特別

考試安排。  

 本年度起，健康教育工作交輔導組負責，統籌及推廣初中健康教育

活動。透過推展健康教育，培養學生認識精神健康的重要性以及面

對逆境時的應有態度，協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改善情緒和身心

健康。  

 

5.4 對學生成長的其他支援  

5.4.1  連續第三年參加由「優質教育基金」撥款的「好心情@學校」計劃，  

    透過與香港家庭福利會的協作，在學校推展「與人分享」、「正面思維」  

    及「享受生活」三個元素，並透過一系列的活動，提升學生對精神健  

    康的關  注和認識，務求讓學生明白身心健康同樣重要。  

5.4.2 輔導組負責統籌及推廣健康教育工作，校方參加了由教育局和衞生署  

    合辦的「好心情@學校」計劃，各項活動持續進行。輔導組舉辦了更  

    多類型活動以照顧學生的身心健康。  

5.4.3 新設「學生支援督導」職位，聘任資深退休社工擔任相關工作，在學  

    校各持分者之間進行聯繫及協調工作，同時加強對外聯繫 (如社區資  

    源、專業人士和家長等 )，為學校提供專業意見，完善學校的學生支援  

    工作，促進學生全人發展。  

   5.4.4 多年來與外界團體合作，在初中全面推行義工服務，培養學生的服務  

    精神及關愛社群。  

   5.4.5 學校設立機制，識別「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及為照顧學習差異的學  

    生提供適切的支援。另外與教育心理學家聯繫，為懷疑有特殊教育需  

    要的學生作評估及與相關老師商討合適的支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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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持分者對成長支援的觀感   

(**局方未能提供全港中位數參考數據，以下參考去年數據作評估。 )  

持分者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學生對學生成長支援的觀感評分比去年稍低，但估

計仍高於參考數據。而教師及家長對學生成長支援的觀感評分與去年相若，

估計亦與參考數據相若。  

 

5.6 持分者對學校氣氛的觀感   

(**局方未能提供全港中位數參考數據，以下參考去年數據作評估。 )  

持分者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教師及學生對學校氣氛的觀感評分與去年相若，

估計應高於參考數據。而家長對學校氣氛的觀感評分亦與去年相若，估計與

參考數據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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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持分者對家校合作的觀感  

(**局方未能提供全港中位數參考數據，以下參考去年數據作評估。 )  

持分者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家長對家校合作的觀感評分比去年微升，估計與

參考數據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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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學  生  表  現  

 

6.1 學生出席率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出席率  97.7%  97.9%  99.1%  98.9%  97.6%  96%  

 

6.2 2020 年第九屆中學文憑試成績  

1. 考生總人數共 110 人，考獲 2 級或以上共 657 科次，總及格率（2 級或以上）97.6%，   

   考獲 4 級或以上共 373 科次，總優良率（4 級或以上）55.4%。 

2. 考獲四個核心科目（中、英、數、通識）3、3、2、2 級別成績人數共 64 人(58.1%)。  

3. 每名學生平均取得 1科 5級或以上成績，另每名學生平均取得 3.4科 4級或以上成績，

考獲 5 科 4 級或以上成績之人數為 33 人(30%)，考獲 3 科 5 級或以上成績之人數為

18 人(16.4%)。 

4.  按本地各大學取錄結果，本校獲取錄攻讀本地學士學位課程之中六級學

生共有 70人，比率達 63.6%。  

 

6.3  2020 年中六畢業生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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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學生在學業以外的表現  

課外活動為學校教育中重要的一環。既培養個人興趣，提供機會發展潛能，

又能促進人際關係及適應群體生活。為此本校大力提倡課外活動，並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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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擔任顧問。課外活動大致可分三大類：  

    1. 體育活動：每年除由學生會舉行陸運會及各項班際球類比賽外，學校亦         

               組隊參與校際賽事。  

 2. 學會、興趣及服務小組：各單位均舉辦比賽或經常性活動及訓練。  

3.  戶外及其他活動：每年均舉辦多項戶外活動，如修業旅行、宿營、參觀

等。又派出學生為社區服務，為慈善機構售旗，參加區內團體主辦之文

娛活動及學藝賽事等。  

 

下列為 2019-20年度 學生參與之校外活動：  

 

學術活動  

1. 參加由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主辦的 2019 全港青年對聯比賽，6A 何采霖獲學生組

殿軍，3A 陳朗謙、6A 顧樂鈞及 6A 蔡家恩均獲優異獎。 

2. 2C 石鈞濠參加 2019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 HKMO OPEN》成績優異，

獲銅獎。 

3. 2C 石鈞濠參加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初賽成績優異，獲

中學一年級三等獎。 

4. 參加由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通善壇、中西區區議會、中西區民政事務處及香港

大學職員協會合辦的2019全港青少年書畫比賽，4A陳偉華獲中學毛筆書法組冠軍，

2B 羅秋華獲同組別優異獎。 

5. 由順德聯誼總會舉辦的順德聯誼總會 2019 青少年書法比賽，4A 陳偉華、4A 莫紫晴

及 4D 陳嘉盛獲中學原子筆組優異獎。另外，4A 陳偉華、4D 陳嘉盛及 2B 羅秋華獲

中學毛筆組優異獎。 

6. 參加由香港孟子學院舉辦的全港中小學生孟子篇章書法比賽，4A 陳偉華及 2B 羅秋

華獲中學毛筆組優異獎。 

7. 參加由孔教學院及香港孔教總會聯合主辦的全港孔教儒家書法大賽，4A 陳偉華及

2B 羅秋華獲中學毛筆組優異獎。 

8. 參加星島第三十五屆全港校際辯論比賽(第二回合初賽)，5C 尹少均獲最佳辯論員及

最佳交互答問辯論員。 

9. 派出書法組參加由道教香港青松觀主辦「屯元區毛筆書法比賽 2019」獲中學組總冠

軍。另外，1C 羅筠頤獲初中組亞軍；2B 羅秋華獲初中組優異獎；4A 陳偉華獲高中

組冠軍，4D 陳嘉盛獲高中組季軍。 

10. 2B 羅秋華參加由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語蜜工房合辦之「第三屆全港聖經經文書法

比賽」獲初中組優異獎。 

11. 參加由香港書法愛好者協會舉辦之「第十四屆余寄梅盃全港書法公開賽」，4A 陳偉

華獲青少年組季軍，4D 陳嘉盛獲同組別優異獎。 

12. 參加由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香港硬筆書法家協會合辦第二十四屆全港中小學中

英文硬筆書法比賽-中文硬筆書法，4A 陳偉華、4D 陳嘉盛及 5D 孫睿宏均獲高中組

優秀入圍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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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C 羅筠頤參加由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建生青年空間、屯門民政事務處及屯門區公民

教育委員會合辦之「屯門區公民教育書法比賽」，獲中學毛筆組亞軍。 

14. 陳偉華參加由旺角區文娛康樂體育會主辦，油尖旺區議會贊助的「新春書法比賽

2019」，獲高中組季軍。 

15. 派出學生參加由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主辦、香港書法家協會協辦之「香港學界書

法比賽 2019-2020」，4A 陳偉華獲中學高級組冠軍、4D 陳嘉盛獲中學高級組亞軍、

2B 羅秋華獲中學初級組優異獎。本校亦獲中學組總冠軍「教協盾」。 

16. 參加由屯門區公民教育委員會、屯門民政事務處及香港青年協會青年違法防法中心

青年支援服務計劃合辦之「屯門區公民教育書法比賽」，1C 羅筠頤獲中學毛筆組亞

軍、2B 羅秋華及 4A 陳偉華獲同組別優異獎，2A 劉熾榮獲中學硬筆組優異獎。 

17. 參加旺角區文娛康樂體育會主辦之「新春書法比賽 2019」，4A陳偉華獲高中組季軍。 

 

美術設計 

1. 參加由順德聯誼總會舉辦之「青少年暑期活動 2019 繪畫比賽」，成績如下﹕高中組：

6C 何佩霖獲冠軍；5A 李芓嬈、5B 劉鎧彤、6A 李曉欣、6B 林寶汶、6B 黃國瑜及

6B 潘靖文獲優異獎；5A 黎正恩、5A 馮雅裴及 5D 戴韻希獲良好獎。初中組：1D

林靖希、2C 關敏希、2C 趙祉琦及 4B 甄雪霖獲優異獎；4C 吳映彤、4A 卓軒羽、

4A 莫紫晴、4B 鍾羨桐及 2C 梁恩妍獲良好獎。 

2. 參加賽馬會育藝菁英青少年繪畫計劃:全港青少年繪畫日 2019， 5A 黎正恩及 6A 李

曉欣獲優異獎。 

3. 參加由南聯教育基金舉行之「第十三屆品德教育漫畫創作比賽」，5A 黎正恩、陳智

賢及 5B 周希潼均獲優異獎。 

 

體育活動 

1. 游泳隊參加屯門區學界游泳賽(2019-2020 年度)，女子丙組獲團體第四名，隊員包括

2D 林寶然、1A 余子凝、1B 林子琦、1B 甘藝彤；女子乙組獲團體第七名，隊員包

括 4B 郭婉情、4A 陳柏如；女子丙組獲 4X50 米自由泳接力第 5 名，隊員包括 2D

林寶然、1A 余子凝、1B 林子琦、1B 甘藝彤；4B 郭婉情獲女子乙組 50 米蛙泳冠軍、

100 米蛙泳第 5 名；5B 賴俊希獲男子甲組 200 米個人四式亞軍、50 米蝶泳第 6 名；

1B 林子琦獲女子丙組 100 米背泳季軍及 200 米個人四式季軍；4A 陳柏如獲女子乙

組 50 米蝶泳季軍及 100 米蛙泳第 4 名；2A 黃卓彥獲男子丙組 50 米蛙泳第 4 名及

100 米自由泳第 5 名；2D 林寶然獲女子丙組 50 米自由泳第 5 名及 50 米蝶泳第 6 名；

3B 吳嘉杰獲男子乙組 200 米自由泳第 5 名；6D 黎文諾獲男子甲組 100 蛙第 7 名。

全隊只有 17 名隊員，共獲 1 金、1 銀、3 銅及 2 鐵獎項；達標率達 81%，共 26 項

次。 

2. 越野隊參加屯門區學界越野賽，成績如下﹕2A 梁雋翹獲男子丙組個人第 9 名；4B

郭婉情獲女子乙組個人第 9 名；女子丙組獲團體獎第 7 名，隊員包括：1A 陳欣意、 

1C 盧芍嵐、2A 林映彤、2B 吳焯瑶、2D 張康愉、2D 林寶然、2D 黃文禧。 

3. 箭藝隊參加由北區體育會主辦之「2019 北區青少年室外射箭公開賽」獲青少年團體

賽亞軍，隊員包括：2D 李富寶、2B 曾麗瑩及 3D 楊凱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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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田徑隊參加屯門區學界田徑比賽，個人成績：2B 許英傑獲男子丙組鉛球第 4 名；2D

黃文禧獲女子丙組跳高第 3 名；4B 郭婉情獲女子乙組 1500 米第 4 名，團體成績：

女子乙組獲團體第 6 名；女子丙組獲團體第 7 名。 

5. 田徑隊參加由康樂及文化事務舉行之「屯門區長跑比賽 2019」，4D 潘傲雪獲女子青

少年組第 2名，3D郭婉情獲女子青少年組第 8名及 1B黃家柏獲男子少年組第 7名。 

6. 參加由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香港才能教育研究會、青年會書院舉辦之「活躍及健

康校園動感單車邀請賽暨 VR 單車體驗活動」，4D 潘傲雪獲女子個人組冠軍。 

 
 

6.5 學生對學校的態度   

根據 APASO 問卷，學生對學校的態度評分與全港常模相若。  

 

7 回  饋  與  跟  進  

本校以 2018-2021 三年為一循環，這一循環的工作重點為：  

 
  1  推行全校參與訓輔合一，建立積極人生觀。  

1.1   培養學生的自律精神   (2018)  

1.2   培養學生的關愛之情   (2019)  

1.3   培養學生的承擔精神   (2020)  

  2   完善課程管理，以照顧學生之學習多樣性，提升學生的      

      學習興趣。 (20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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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優化生涯規劃教育，協助學生發掘潛能，建立正面的人  

      生觀。 (2018-21)   

 

 2019-2020 年度學校工作重點  

1.  培養學生的關愛之情。  

2.  完善課程管理，以照顧學生之學習多樣性，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3.  優化生涯規劃教育，協助學生發掘潛能，建立正面的人生觀。  

 

 
7.1 育人工作回饋與跟進  

  7.1.1 近年升讀中一的學生有較多情緒問題，個別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情況  

       較為嚴重。學校須投放大量人力作出不同形式的支援。「全校參與訓輔  

       合一」的模式行之有效，班主任作為最前線的角色，其他不同部門作  

       出全力支援。本年度校方增聘「學生支援助理」以至開設「學生支援  

       督導」一職，正是為了強化整個學生發展組團隊，加上學校新設「有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和獲派 2 位社工，令輔導工作更加切合學生  

       的需要。  

  7.1.2 中一至中三級班主任課之內容圍繞自我管理、性教育、生涯規劃、建立  

       健康生活及認識國家為主。中四至中六級周會課‚內容有對應學校每年  

       的德育重點、壓力處理、模擬放榜及升學途徑。校方為高低年級安排  

       不同主題的講座，例如宣明會講座「難民‘芝’味」、漁護署講座「做  

       個盡責寵物主人」、環保講座「繽紛海洋世界」、正向人生教育講座「學  

       校共融與關愛」及教育短劇「齊享健康資訊」等大型活動向學生傳遞  

       相關訊息，培養學生擁有良好的公民意識。  

  7.1.3 按《校外評核報告》建議，學校已經連續多年從七個首要價值觀選取其  

       中一個作為「德育主題」。鑑於價值觀培育及成長支援工作已在學校扎  

       根，且學生品行良好，學校宜改革以其他學生需要發展的項目作為關  

       注事項，明確區分恆常性工作及策略性工作。因此未來校方將檢視符  

       合學生其他需要的品德項目，在下一個發展計劃周期訂定全新的目標  

       和方向。  

  7.1.4 為了加強對有不同情緒問題學生的輔導和支援，本年度學校增加了學生  

       發展及學生支援方面的人力資源，不論是「學生支援督導」、「學生支  

       援助理」或「有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都屬於新設職位，學校社工  

       亦增至兩位，一眾新成員與學生發展組之合作需時磨合和適應，只要  

       本著學生的最大利益出發，必定能夠衷誠合作。  

  7.1.5 家長愛護子女心切，對學校的訴求和投訴日增，當中不乏情緒不穩甚至  

       激動的表現，老師務必更為謹慎和冷靜地應對，不論精神和工作壓力  

       俱倍增，校方將持續增加對老師的支援，同心同德，迎接挑戰。  

  7.1.6 自學年開始以來，香港社會動盪不斷，人際關係顯得緊張。社會嚴重撕  

       裂，恐懼與仇恨不斷地擴張和蔓延，年輕人處身狂風暴雨之中，以他  

       們的年紀，入世未深卻要處理如斯複雜的局面，必定產生很多負面的  

       情緒，年輕人的行為操守和品德素養亦面臨崩潰。我們必須認真思考  

       如何重建社會的道德價值，讓青少年重拾正確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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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教學工作回饋與跟進  

  7.2.1 按既定計劃繼續實施電子教學（流動教學），大部分科目已經熟習電子  

       教學模式，有些學科的參與度大增，遠超基本使用要求，令課堂的教  

       學更添互動性和趣味。  

  7.2.2 上學年外評隊伍對學校的觀課評價有欠理想，主要是指出課堂授課仍然  

       以傳統的講授為主，學生的參與度少，課堂的互動不足。自本年度起，  

       科任老師須嘗試努力改變授課模式，引導學生多加思考和發問，培養  

       其主動學習精神，產生更大的學與教效能。  

 
  7.2.3 校方繼續統籌高年級各科補課安排，讓學生得到最大的學習效益。另  

       外，除了設立「暑假休閒週」之外，自上年度暑假開始，亦取消了於       

       8 月 1 日進行的暑假第一次檢查暑期作業措施，讓學生有足夠的時間完  

       成暑期作業。  

  7.2.4 為了透過測驗及考試以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效，各科目必須檢討學生的答  

       題表現和學習難點，並在學與教及課程規劃方面作相應調適，針對學  

       生的作答表現，提出學與教方面的具體建議和改善措施。  

  7.2.5 檢討及跟進每年公開考試成績及學科增值指標，迅速檢視有問題的地  

       方，作出針對性應對，加強教與學工作，令學生在學習上得益更大。  

  7.2.6 校方向各科目提供可行建議，實施深化照顧學習多樣性的措施，培養學  

       生的自學能力，利用課堂學習活動跟進預習，教導學生整理筆記以至  

       自製筆記，預備分層工作紙，以至異質分組，照顧不同能力學生的需  

       要，綜合重點視學及外評的建議，教學上必須特別加強關注學習滯後  

       的學生，讓他們得到真正的支援。   

  7.2.7 鼓勵學生參加不同類型的的校內及校外比賽，擴闊視野，增強他們的自  

       信心，同時更多正面評價學生的表現，讓學生在學習上有更大的成功  

       感，提升學習動機，令他們對學習更感興趣。  

  7.2.8 校方把圖書館圖書館主任編進教學發展組，明示圖書館肩負繼續推動  

       閱讀的責任。圖書館每年舉辦大型書展及各個學科專題書展，並且進  

       行不同形式的閱讀獎勵計劃及閱讀活動，主要目的是鼓勵學生恆常閱  

       讀課外書。學校期望學生能夠透過主動閱讀培養自主學習的精神，亦  

       可以與各科目的閱讀計劃配合，相輔相成。  

 

7.3 生涯規劃之回饋與跟進  

  7.3.1 由推展到優化「生涯規劃」教育，校方經教師共同商議後，決定用六年  

       時間全力關注和推動相關事宜。由開始至今已有五年，有賴教師同心  

       同德，證實效果良好。當中不斷優化的「生涯規劃聯席會議」，結合  

       不同科組負責人的智慧，合力出謀獻策，都是為了協助學生健康成長。  

  7.3.2 為了加強全校性之參與，同時取得更廣泛和深入的意見，「生涯規劃聯  

       席會議」未來將會考慮增加與會成員，其他重要的科組代表或會加入，  

       ，進一步優化生涯規劃教育。  

  7.3.3 家長及校友是學校寶貴的資源，在籌劃生涯規劃活動時，可以尋求家教  

       會和校友會的協助，邀請遍及各行各業的人士甚至專才，為學生提供  

       更多種類的職業導向以至工作體驗安排，以加強學生對不同職業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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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讓學生主動探索未來，多理解學科與職業的關係，認清個人能力，  

       發掘自己的職業可塑性及思考達成職業目標的途徑，對自己的將來早  

       作籌謀。  

  7.3.4 隨著校外資源日增，學校將會靈活運用，以便進一步開拓學生的視野，  

       同時亦有助推動更多活動，提供更多選擇，讓學生有更大的裨益，為  

       自己作出更完善的「生涯規劃」。  

 

 

8 財  務  報  告   

總結學校周年財務狀況：  

 

收入($) 支出($)

承上年度結餘 (政府及學校津貼) 9,834,579.21  

I. 政府資助

(甲) 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1) 學校及班級津貼 2,045,815.68  1,164,067.80  881,747.88     

(2) 行政津貼 4,437,652.15  3,740,862.34  696,789.81     

(3) 空調設備津貼 554,522.00     125,000.00     429,522.00     

(4)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420,652.00     415,148.20     5,503.80         

(5) 學校發展津貼 634,017.00     56,725.00       577,292.00     

(6) 校本管理額外津貼 50,000.00       -                 50,000.00       

(6) 承擔其他津貼赤字

中學學習支援津貼 370,716.99     397,237.55     (26,520.56)      

ITE4額外經常津貼 72,920.00       82,726.60       (9,806.60)        

資訊科技人員支援津貼 369,495.90     428,658.06     (59,162.16)      

防疫特別津貼 25,000.00       86,658.00       (61,658.00)      

小結: 8,980,791.72  6,497,083.55  2,483,708.17  

(乙)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 2,998,441.00  2,378,109.82  620,331.18     

小結: 2,998,441.00  2,378,109.82  620,331.18     

II. 學校津貼

(1) 堂費 107,570.00     -                 107,570.00     

(2) 其他 372,186.08     352,022.33     20,163.75       

(3) 具特定用途的收費 53,350.00       30,000.00       23,350.00       

(4) 承擔其他津貼赤字 -                 -                 -                 

小結: 533,106.08     382,022.33     151,083.75     

學校年度總盈餘 3,255,123.10  

學校年度終結總盈餘 13,089,702.31 

2019/2020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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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 生涯規劃教育報告  (2019-2020)   

目標 策略 監察 生涯規劃津貼的

分配 

1. 現時生涯規

劃須加強縱

向輔導的策

劃工作，學

校希望加強

各班級的整

合，為各級

別訂立具體

的目標及策

略，令生涯

規劃的工作

能擴展至各

年級的學

生，全方位

協助學生規

劃人生，而

不單止是擇

業及選科。 

全校各科組參與:  

 與各科組，包括學生發展組、學生活

動組、教學事務組、家教會、各班主

任及各科主任共同合作，召開「生涯

規劃聯席會議」，共同制定生涯規劃

的目標、策略與檢討成效。會議因疫

情影響而延至下年度舉行。 

 

訂立明確的目標: 

 為各級別訂定明確的目標，從而令所

有活動、計劃均圍繞該主題為中心，

令同學、教師及家長均有清晰的方

向，例如: 

級別 目標 

中一 尋找興趣、認識自我 

中二 訂立目標及實踐目標 

中三 確認升學目標(高中選科) 

中四 生涯探索(事業探索) 

中五 落實與行動 

中六 大學聯招與多元升學途徑 

 

教師專業培訓: 

 學生支援組教師團隊不定期參與各

項由教育局、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學

友社等機構舉辦的各項與生涯規劃

相關的講座及培訓課程 

 

 鼓勵其他科組教師參與生涯規劃相

關的培訓課程。 

 

 聯絡各大商業及公營機構、大專院校

安排參觀活動，讓教師了解未來行業

的發展趨勢及各項不同升學途徑。 

檢討會議: 

 每年舉行的「生

涯規劃聯席會

議」，將透過各

科組的參與，檢

討生涯規劃的

成效。 

 

學生、家長與教師參與

評估，反思各級的活動

是否能促進學生了

解其能力、興趣、升

學就業的期望:  

 SLP 自評(學生) 

 SLP 評估(家長及

班主任) 

 問卷調查(中五至

中六級) 

 生涯規劃會議(與

各科組負責人評

估及反思各活動

成效) 

 

 

日常觀察學生表現，並

作出相應的輔導工作 

 

 

聘請員工支出: 

$438,811 

聯招策略講庭: $2,550 

中一生涯規模講

座:$2,550 

中二訂立目標工作

坊:$7,400 

生命歷程體驗支

出:$4,160 

紅十字會戰區 90 探索

活動:$3,750 

文具支出: $359.5 

 

 

全年總支出: $459,5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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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教師研修日(因疫情關係取消) 

2. 尋找興趣、

自我認識，

協助學生了

解自己的特

質及潛能，

從而建立自

己對未來的

夢想，並在

成長中作出

適合自己的

決擇。 

全校性活動策略:  

 於每年開學禮及結業禮邀請於不同

範疇中有成就的校友，分享他們的成

功經驗，啟發學生反思他們的人生，

從而認識自我。(結業禮因疫情關係

取消) 

 

個別級別活動策略: 

 透過週會活動，讓學生初步理解自己

的性格特徵、學習如果確定有效能的

短期與長遠目標，為人生規劃作好準

備 

 

 透邀請學友社舉辦題為「自我認識」

的週會活動。(19 年 12 月)，進而透

過班主任課，認識與他人的關係與相

處之道(班主任課-成長與家庭、朋輩

關係)，協助學生認識自己性格的長

短處、了解自己的情緒，從而學習與

人溝通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協助他

們規劃人生。 

(全學年) 

 

 透過月記，讓中一及中四級的同學了

解自己的性格取向及興趣，並訂立具

體的目標(全年) 

 

 與各科合作，協助學生訂定目標: 

中文科:作文(題目: 學海拾掇—全

年學習感想與展望) 

中一通識科與學生支援組合作製

作「生涯規劃教材套」，主題為「未

來行業」及「醫護行業簡介」。 

中四通識科的「個人成長與人際關

係」單元，教導學生訂立目標的具體

方法(CLEAR 及 SMART 目標設定

法)。 

 透過 SLP 讓學

生、班主任以及家

長評估生涯規劃

的成效。 

 

 利用問卷(中六

級)評估成效，從

而作出適當的安

排--能力較高的

學生將加強有關

聯招選科的 

輔導、而針對能力

較弱的學生則提

供更多副學位課

程、台灣及內地升

學的資訊，並為少

部份希望就業的

同學提供個別與

職業相關的輔導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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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 To lead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their own personality, 

interests and hobbies as well as to 

find friends who are of similar 

personality by aptitude test , peer 

sharing and Presentations.(F.1) 

 

 中三級生涯規劃週會(性向測試)，讓

學生更深入了解自己將來的職業取

向。(因疫情關係取消) 

 

 透過聯招選科個別輔導(每年 11 月及

放榜日)，協助中六學生具體了解自

己的性格取向及將來的升學或就業

路徑 

3. 訂立明確目

標，以及實

踐目標的方

法，思考達

成職業目標

的途徑 

全校性活動策略: 

 於試後活動，邀請兩位校友，分享他

們的如何落實工作或升學的目標，啟

發學生思考如何具體地落實其短期

及長期的升學及就業目標。(因疫情

關係取消) 

 

 以校長早會講話及教師早會分享，分

享落實目標的具體方法(如制定執行

目標的時間表、時間管理等)，讓學

生明白實踐目標的方法。 

 

個別級別活動策略: 

 透過中二級班主任課，學習如何管理

情緒(班主任課-息怒篇)，以落實並執

行目標，從而學習如何堅定地實踐目

標(班主任課-堅定篇)。另一方面，透

過「班主任課-聆聽篇」的內容，令

學生學習聆聽不同職業人士的心

聲，以便了解不同行業的需求，同學

從中亦可思考適合自己的職業範疇

以及將來落實其職業目標的方法，為

將來作好準備。(因疫情關係取消) 

 

 班主任及家長利

用 SLP，評估學生

在制定以至實踐

目標的成效。 

 

 利用 SLP 比較學

生制定的目標(如

於學期末考試某

科目取得什麼成

績、或希望於某項

課外活動取得什

麼成就)與其實際

的成績作出比

較，以評估學生在

實踐目標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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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外機構合作，舉辦題為「定立目

標」的週會活動(中二級)，讓學生掌

握訂定明標及實踐目標的策略與技

巧。(因疫情關係取消) 

 

 與各科合作，協助學生實踐目標: 

中二級中文作文 (題目:「我是個怎

樣的人」) 

F.2 英文科: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s in different fields by 

writing a “Letter of Invitation” to 

invite your role model to give a 

speech on the school career day 

中二通識科與學生支援組合作

製作「生涯規劃教材套」，主題

為「副學士出路」及「香港六大

產業」。 

中四通識科的「個人成長與人

際關係」單元，教導學生實踐目

標的具體計劃與方法，以及定期

評估與修訂目標的需要。 

4. 認識高中學

制、高中選

科的策略及

高中選科與

大學選科的

關係，從而

協助學生修

讀合適的高

中選修科

目。 

個別級別活動策略: 

 駐校社工及學生支援組將分別舉行

兩次針對中三選科而設的生涯規劃

講座，先讓學生了解自己的就業興趣

(個別學生性向測試及講解)(因疫情

關係取消)，繼而介紹各高中科目課

程的特點(改以網課進行)，從而讓學

生能選舉與其職業相關的選修科目。 

 

 透過中三班主任課(金錢篇)，認識不

同職業的待遇，認識自己的職業價值

觀，從而選擇合適的高中科目。(上

學期) 

 

 中三級班主任及科任老師利用 SLP

及月記，了解學生的興趣及性格取

向，從而進行個別學生選科輔導。(全

學年) 

 學生於生涯規劃

活動後，於 SLP

填上相關的反思

問題，讓班主任、

科任老師、學生支

援組以及社工能

了解學生的興趣

及將來的事業取

向，以便作出最適

切的選科輔導 

 

 透過班主任、科任

老師的觀察以及

家長的回饋，對不

同需要的學生作

出不同的輔導工

作，如對無意升讀

高中的學生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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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中三級家長晚會，加強家長對高

中學制的認識，協助家長進一步了解

學生的興趣與需要，從而讓中三學生

作出最適切的選科組合。(19 年 12 月) 

 

 與各科合作，協助學生實踐目標: 

中三級中文科作文題目: 「從學

習、性格、志向看高中選科」 

英文科: To let students see options 

they can have when choosing a career 

and to understand the criteria of the 

jobs they may want to do in the future 

Students find their interested 

advertisements from the newspaper. 

Students are exposed to the format of 

application letter 

中三通識科與學生支援組合作製

作「生涯規劃教材套」，主題為「一

帶一路」及「跨國企業」。 

其他課程，如 IVE

的中專文憑。 

5. 透過事業探

索，讓學生

認清自己的

能力，發掘

自己的職業

可塑性及思

考達成職業

目標的途

徑，思索自

身未來的理

想生活。 

全校性活動策略:  

 透過各科任老師，在課堂中利用滲透

模式，分享該科目的就業及選科前

景，協助學生發掘自己的職業可塑性

及思考達成職業目標的途徑 

 邀請於不同行業範疇工作的校友分

享及學生訪問，分享其工作苦與樂、

具體的事業發展(如入職要求、晉升

機會、待遇等)，情況、成就、工作

的苦與樂等，從而增加學生對不同行

業的認識。  

 

個別級別活動策略: 

 中三及中四級: 透過參與「入境處青

年領袖」計劃，協助學生發展良好個

人品格及領袖才能之餘，亦加深對政

府架構，尤其是紀律部隊的運作、入

職要求、訓練等有所認識。(全學年) 

 

 

 透過班主任、科

任老師的觀察

以及家長的回

饋，對不同需要

的學生作出不

同的輔導工

作，如對無意升

讀高中的學生

介紹其他課

程，如 IVE 的中

專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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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四及中五級: 參與「友導向-師友計

劃」，透過迎新會、求職面試工作坊、

職場參觀、師友交流等活動，讓學生

理解職場實際的運作及需要。(受疫

情影響只進行一次活動) 

 

 中四級: 參觀「生命歷情體驗館」(因

社會事件取消)，經歷模擬人生旅

程，從中領略時間的寶貴，令學生反

思其人生目標，從而落實其目標並有

所行動 

 

 利用中五級生涯規劃活動(試後活動)

介紹「個人自述」的概念，讓學生了

解個人學習概覽的撰寫方法，並反恩

及前膽其升學及就業目標。(因疫情

關係取消) 

 

 與各科組的合作: 

中四級中文科作文題目: 「我看高

中課程」 

    數學科: 透過科本製作的生涯規劃

教材，讓    學生掌握數學科對日後升學

的重要性。 

6. 透過經驗反

思及具體行

動(撰寫個

人履歷、求

職須知

等)，讓學生

逐漸具體達

至升學目標

的行動部署

以及達至目

標所需要的

能力 

個別級別活動策略: 

 中五級: 訂立 11 月 23 日為「生涯規

模活動日」，與香港家庭福利會合

作，透過「模擬社會實況」活動，讓

同學暸解香港就業市場的資訊、具體

情況，以及求職或升學時可能面對的

困難與挑戰，從而激發學生反思其目

標，及如何為日後升學或就業的理想

鋪路。(因社會事件取消) 

 

 與科組合作: 

中文科-: 「實用文」寫作---教導中

四及中五學生撰寫求職信；英文科透

過教導中六學生撰寫個人自述，以反

思自己的成長歷程，從而思索自己將

 透過問卷、活動檢

討及調查，反思活

動是否能促進學

生落實其目標。 

 

 收集學生有興趣

行業的資訊，從而

加強學生對該行

業資訊的掌握 

 

 透過班主任、科任

老師的觀察以及

家長的回饋，對不

同需要的學生作

出不同的輔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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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升學及就業興趣與途徑，了解自

己的強項及推銷自己的技巧。(全學

年) 

 

英文科: T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university application and the job 

market and be prepared to sharpen 

their competitive edge by doing 

online research about the 

requirements for university 

admission and job application. 

 

 中五級: 帶領中五級學生參觀升學

及就業博覽會、各大專院校及工商機

構，令同學明白各行業的入職要求、

途徑、晉升機會等。(因疫情關係取

消) 

 

 邀請大專院校講者到校舉行「升學工

作坊」，教導學生大學面試技巧、撰

寫個人履須知等，為中六畢業升學及

就業裝備自己。(因疫情關係取消) 

 

 在試後活動期間，舉辦「職場大搜查」

活動(相關工作從業員分享會等)，計

對有特殊需要、學習動機較低的同

學，激發他們反思自己的目標，並鼓

勵他們落實其目標。(因疫情關係取

消) 

 

 加強職場體驗活動，參觀青年就業起

點模擬工作世界工作坊，協助學生了

解職業世界 

 

 參與教育局「商校合作計劃」，在許

可情況下帶領中四至中六的同學參

觀不同的工商機構。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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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師友計劃—職場體驗活動(7 月) 

7. 透過活動及

資訊，讓學

生認清自己

的能力以及

深化學生對

升學及求職

環境的認

識，從而協

助學生選擇

大學聯招的

學科以及其

他升學途

徑，確切協

助學生掌握

客觀的環境

及形勢，令

學生能掌握

形勢，尋找

適合自己的

道路。 

全校性活動策略:  

 於開學禮邀請升大校友分享他們升

學的歷程，從而鼓勵同學尋找自己的

升學及就業路向。 

 

個別級別活動策略(中六級): 

 與校外機構合作，為中六同學舉辦

「升大選科策略講座」，協助同學整

理與反思自己的升學及就業路向，從

而明白面試前的準備工作，強化學生

對升學及求職的認識，亦協助學生盡

快掌握形勢，尋找適合自己的道路。

(11 月) 

 

 透過中六級家長晚會，加強家長對學

生完成中六課程後的不同升學途徑

(如學士、副學士、台灣及內地升學)，

協助家長進一步了解學生的興趣與

需要，從而讓學生作出最適切的升學

或就業選擇。(12 月) 

 

 透過兩次週會活動，向同學介紹大學

聯招程序、學科資訊與出路等。(9 月

及 10 月) 

 

 個別面談(中六)，討論其升學興趣、

大學選科策略，從而協助學生尋找適

合自己的道路。 

(11 月/放榜後改以電話輔導)  

 

 科組合作:英文科負責協助學生完成

個人自述。(9 月至 12 月) 

 利用日常觀察及

個別選科輔導，讓

教師團隊的輔導

工作能迎合學生

的不同需要。例

如，讓能力較高

的學生將加強有

關聯招選科的輔

導、而針對能力較

弱的學生則提供

更多副學位課

程、台灣及內地升

學的資訊，並為少

部份希望就業的

同學提供個別與

職業相關的輔導

工作。 

 

 中六問卷及活動

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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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19 / 20 學年「姊妹學校計劃津貼」報告  
學校名稱：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                 姊妹學校名稱：順德區均安中學 

締結日期：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第一部分：交流活動詳情 

項目

編號 
交流項目名稱及內容 預期目標 評估結果 反思及跟進 

1 

順德均安雙向交流團： 

 本校有20位學生及4

位老師到均安中學

進行校園交流活

動。11 月下旬本校住

順德交流及 12 月下

旬均安中學訪港。 

 兩校學生透過專訪

交流兩地生活的差

異，探討兩地學制異

同(部分項目以全英

語交流) ，並由均安

中學同學照顧香港

學生，體驗內地生活

及感受住宿均安中

學宿舍,整體以學校

學制交流，生活體

驗，文化切磋及參觀

活動為主。 

 透過參觀、訪問等生活體

驗，了解中華民族文化，

培養愛國情懷，開拓視野。 

 使學生認識當地的教育制

度。 

 與當地高中學生交流學習

心得，了解順德區的中學

教育和當地的人民生活。 

 透過製作專題報告、匯報

和展覽等活動，分享彼此

經驗和學習心得。 

 由本地學生接待內地學

生，使港順兩地青年增加

彼此的認識及了解，交流

彼此的思想及價值觀。 

鑒於社會運動，

顧及學生安全，

最後取消此交流

團。 

 

2 

姊妹學校夏令營： 

 暑期 7 月中，香港學

生 40 人及 均安學生

30-40 人，一同進行

五日遊學團, 以遊覽

桂林學習體驗當地

風土人情。 

 內容：破冰遊戲， 另

可附遊記寫作，攝影

比賽等元素。 

 透過參觀、訪問等生活體

驗，瞭解中華民族文化，

培養愛國情懷，開拓視野。 

 使學生認識兩地的文化差

異。 

 與當地高中學生交流學習

心得，瞭解順德區的人民

風俗生活。 

 由內地學生接待本地學

生，使港順兩地青年增加

彼此的認識及瞭解，交流

彼此的思想及價值觀。 

鑒於疫症爆發，

顧及學生安全，

最後取消此夏令

營。 

 

 

本學年參加交流活動的總人次如下： 

老  師：共  ／  人次 

學  生：共  ／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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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財政報告 

 
項目編號 交流項目 支出項目 費 用 備 註 

1 姊妹學校交流

計劃  

活動幹事薪金 $6376.00 首兩天(24-25/9)到均安

中學交代取消事宜; 

次兩天 (23-24/12)代表

本校到均安中學頒發獎

助學金; 

共四天費用。 

  2019/20 年度總支出 $6376.00  

  2019/20 年度津貼 $150000.00  

  2019/20 年度總結餘 $1436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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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全方位學習津貼津貼運用報告 19/20 學年 

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對象 

（級別及

參與 

人數） 

評估結果 

實際 

開支 

（$） 

開支 

用途＊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

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智
能
發
展
︵
配
合
課
程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第 1 項 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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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 網球、高爾夫球及保齡球訓練 

透過網球、高爾夫球及保齡

球訓練，培養學生對不同球

類活動的興趣，啟發學生的

多元智能 

全年 
中四及 

中五級 
出席率達標 $663 E1      

地理 大嶼山梅窩實地考察—農業系統 

明白香港農業系統的特色 

城市發展如何影響香港的

農業系統 

16/12/201
9 

中五及 

中六級 

成功達成學習 

目標 
$4,737.4 E2      

English 

Summer Induct ion and Engl i sh  
Fun Week:  Introduce world  

cultures and customs to  
students through  game booths 
and a  drama per formance put  

up by a  professional  drama 

1.  To provide a  chance  

to  s tudents to  use  

English in an 

authentic  s i tuat ion.  

2 .  To deepen students ’ 

unders tanding about  

February  
2020  

Whole 
school 

Satisfactory $ 28,345 
E1、

CO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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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對象 

（級別及

參與 

人數） 

評估結果 

實際 

開支 

（$） 

開支 

用途＊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

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智
能
發
展
︵
配
合
課
程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company.  world cul tures and 

customs.  

English 

Travel  costs and fees  for  
theater  v i s i t  /  Cu ltural  
per formances:  Provide 

subsid ies  to  students  to  let  
them have the chance to v i s i t  
theater,  c inema or  part ic ipate 

in  d i fferent  cu ltura l  events.  

To a l low students to  
broaden their  hor izons 
and get  to  exper ience 
cultura l  e vents in  an 

Engl i sh -speaking 
environment.  

Whole 
school  

year  

Whole 
school 

Satisfactory $23,595 E1       

物理 參觀機電工程署總部  

提升學生對物理科的興

趣及了解物理科於現代

生活的應用  

20 年 1 月

14 日  
中六 出席率達標 $1,300 E2       

    第 1.1 項總開支 $58,640.40       

1.2 
本地活動︰按學生的興趣和能力，組織多元化全方位學習活動，發展學生潛能，建立正面價值觀和態度（例如：多元智能活動、體藝文化活動、領袖

訓練、服務學習、學會活動、校隊訓練、制服團隊活動、軍事體驗營） 

音樂  管樂團每週一次的常規性    $95,860 E2、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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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對象 

（級別及

參與 

人數） 

評估結果 

實際 

開支 

（$） 

開支 

用途＊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

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智
能
發
展
︵
配
合
課
程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管樂團 

練習，而每月各聲部有三至

四次聲部練習，並參加校外

比賽及校內表演。 

全年 中一至中

六 

出席率達標 E7 

體藝 田徑隊 

學習田徑技巧及裁判知

識，參與學界、全港及聯校

田徑賽。 

全年 
中一至中

六 

出席率及比賽成

績達標 
$29,296 

E1、E2、

E5、E7 
     

文化 戲劇班 

透過話劇欣賞、化妝教學、

髮型設計等活動，亦會邀請

專業導師到校教授戲劇知

識。 

全年 
中一至中

六 

 

 

出席率達標 
$9,600 E5      

體藝 

 

射箭隊 

為同學提供 12 小時有系統

的射箭訓練，讓同學親身體

驗射箭的樂趣。 

全年 
中一至中

六 

出席率及比賽成

績達標 $12,500 
E1、E2、

E5、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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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對象 

（級別及

參與 

人數） 

評估結果 

實際 

開支 

（$） 

開支 

用途＊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

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智
能
發
展
︵
配
合
課
程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體藝 
女子排球隊 學習排球技巧及比賽戰術 全年 

中一至中

六 

出席率達標 
$10,240 E5、E7      

文化 舞蹈學會 
學習舞蹈技巧；包括 Funky 

Dance、Jazz、Hip-Hop 等。 
全年 

中一至中

五 

出席率達標 
$5,400 E5、E7      

體藝 
足球隊 學習足球技巧及比賽戰術。 

全年 
中一至中

六 

出席率達標 
$4399.99 E5、E7      

體藝 籃球隊 學習籃球技巧及比賽戰術 
全年 

中四至中

六 

出席率達標 
$8,320 E5、E7      

文化 書法學會 

提高同學對中文書法的興

趣，並推廣中國傳統書法藝

術。 

全年 

中一至中

五 

出席率達標 

$3,400 E5      

德育 靜觀‧瑜伽 
讓學生調整健康、提升正向心

理，以助學生發展身、心靈健

11 月至 12

月 
中二至中六 出席率達標 $2,000 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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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對象 

（級別及

參與 

人數） 

評估結果 

實際 

開支 

（$） 

開支 

用途＊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

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智
能
發
展
︵
配
合
課
程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康。 

    第 1.2 項總開支 
$181,015.

99 
      

1.3 境外活動︰舉辦或參加境外活動／境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視藝科 台北藝術交流團 
培養多元智能以及學生欣賞

藝術的能力，擴闊視野 
取消 中四至中五 因疫情取消 $11,550 COVID      

English/ 
Liberal 
Studies 

Travel cost for 3 teachers in a study 
Tour to Singapore: S4 and S5 students 
will go on an LS-English study tour to 
Singapore. 3 teachers are to escort 

them there. 

To allow students to have the 
chance to use English in an 

overseas country. 
 

To provide a chance for 
students to investigate a 
Liberal Studies issue in a 

real-life situation. 

Cancelled 
30 students 
in S4 and S5 

Cancelled due to 

COVID‑19 pandemic 
$33,000 COVID      

    第 1.3 項總開支   $4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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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對象 

（級別及

參與 

人數） 

評估結果 

實際 

開支 

（$） 

開支 

用途＊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

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智
能
發
展
︵
配
合
課
程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1.4 其他 

      0       

    第 1.4 項總開支    0       

    第 1 項總開支 
  
$284,206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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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項目 用途 實際開支（$） 

第 2 項 購買推行全方位學習所需的設備、消耗品或學習資源 

體育  排球隊  購買球衣 $10,750 

體育  乒乓球隊  購買球衣 $917.8 

體育  足球隊  購買球衣 $4,861 

體育  田徑隊  購買球衣 $29,040 

體育  射箭隊  購買射箭用之消耗品 $15,570 

藝術  管樂團  維修樂器 $7,820 

藝術  舞蹈學會  裝置舞蹈學會所需之牆身鏡 $18,975 

其他  紅十字會  購買制服 $737 

其他  女童軍 購買制服 $1,722 

  第 2 項總開支 $90,392.8 

 
 

 
 
 
 

第 1 及第 2 項總開支 $374,599.19 

＊： 輸入下表代號；每項開支可填寫多於一個代號。 

開支用途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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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2 交通費  E7 設備、儀器、工具、器材、消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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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4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隨團教師）  E9 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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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學生人數︰ 737 
   

受惠學生人數︰ 737 
   

受惠學生人數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 100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職位）﹕ 廖世文老師(學生支援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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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校長持續專業發展  (2019-2020) 

1 有系統學習 

日期 研討會 / 講座名稱 時間/小時 主辦機構 

16/09/2019 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簡報會 3 教育局 

24/09/2019 Professional sharing 2 香港中學校長會 

25/09/2019 孔學講座 1 順德聯誼總會 

14/10/2019 「處理員工的不當行為」證書課程 7 香港專業培訓學會 

15/10/2019 學校處理社會事件分享會 2.5 香港中學校長會 

24/10/2019 統籌主任專業聯網活動 3 香港教育大學 

25/10/2019 保險計劃簡介會 3 教育局 

01/11/2019 「善用評估‧適時輔導 - 2019 生涯規劃教育

研討會」 

3 教育局 

26/11/2019 香港中文中學議會 AGM 2 香港中文中學議會 

03/12/2019 香港中學校長會 AGM 3 香港中學校長會 

13/12/2019 就持續的社會事件為學校安排的「精神健康

專題講座」(二) 

3 教育局 

08/12/2020 香港津貼中學議會 AGM 3 香港津貼中學議會 

14/01/2020 香港經濟回顧與展望 3 教育局 

21/01/2020 「保護兒童免受虐待—多專業合作程序指

引」簡介會 

4 教育局 

19/05/2020 香港津貼中學議會 GM 3 香港津貼中學議會 

29/06/2020 香港中學校長會 AGM 3 香港中學校長會 

    

 順德聯誼總會校長雙月會 6 順德聯誼總會 

 

 

2 為教育界及社會服務 

07/12/2019 學校簡介 1 譚中開放日 

06/12/2019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家長講座 0.5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10/12/2019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家長座談會 0.5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

學 

11/12/2019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家長講座 0.5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

念小學 

16/06/2020 屯門區校長大會 2 屯門區中學校長會 

09/19~07/20 屯門區學體會會議 5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

區中學分會 

09/19~07/20 屯門區公民教育組會議 4 屯門區公民教育組 

09/19~07/20 屯門區中學校長會執委會會議 6 屯門區中學校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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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踐學習 

13/12/2019 參觀林大輝中學中華文化館 2.5 林大輝中學 

    

  75.5  

 

註：在職校長由二零零二至零三學年起，須在一個為期三年的周期內參加至少 150 小時的持

續專業發展活動，每年約 50 小時。在職校長須參與包括下列三種模式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

(1) 有系統的學習 (2) 為教育界及社會服務 (3)實踐學習；而每一種模式在為期三年的周期內

的時數上限和下限，分別為 90 小時和 30 小時以符合上述至少 150 小時的要求。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