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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我們的學校 

A. 學校簡介 

本校於一九七三年由基督教九龍五旬節會開辦。初期為一所非牟利私立中學。一九七

九年，本校接受政府邀請分期轉為資助中學。由一九八二年開始，本校成為全資助中學。 

 

本校以傳福音為宗旨，引導學生認識真理，並依照政府教育局所規定標準課程以求學

生在靈、德、智、體、群、美各方面均衡發展。 

 

本校的願景是讓學生享受學習的樂趣，全面發展為自勵、上進、盡責、滿懷信心、盼

望和愛心的人。 

 

校內設施包括多媒體學習中心、電腦室、中英數通學習資源室、學生活動中心、宗教

輔導室、學生輔導室、社工室、圖書館、美術室、音樂室及科學實驗室等，全部設有空調。 

 

為配合資訊科技教育之發展，全校已鋪設電腦網絡，並分別於課室、實驗室及各特別

室等安裝電腦、投影機及銀幕。本校更設有內聯網絡系統，全體師生均可透過內聯網及互

聯網互相連繫，收發本校最新的信息。另外，圖書館及一些行政事務亦推行電腦化，多個

科目已引入資訊科技推行教學。 

 

B. 學校管理 

本校法團校董會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三日正式成立，成員 18 人。校董成員分別來自辦學

團體、校長、教師、家長、校友及獨立人士。法團校董會本年度共舉行四次會議，以制定

學校發展方向和監察學校的表現。另外，法團校董會亦於每次會議前安排校董教師聯誼晚

宴，增加雙方的溝通。 

 

在校內，行政諮議會逢 Day A 開會，討論學校各方面的事務。行政及科目小組亦定期

開會，策劃及評估科組計劃及活動。本年度共舉行 6 次全體教職員會議，報告學校日常事

務及商討學校相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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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持分者問卷調查 

調查項目 教師 學生 家長 

我對學校管理的觀感 3.4 不適用 不適用 

我對校長專業領導的觀感 3.3 不適用 不適用 

我對副校長專業領導的觀感 3.4 不適用 不適用 

我對中層管理人員專業領導的觀感           3.6 不適用 不適用 

我對教師專業發展的觀感 3.2 不適用 不適用 

我對學校課程和評估的觀感 3.4 不適用 不適用 

我對教學的觀感 3.9 3.5 不適用 

我對學生學習的觀感 2.8 3.4 3.2 

我對學生成長支援的觀感 3.7 3.5 3.7 

我對學校氣氛的觀感 3.6 3.6 3.9 

我對家校合作的觀感 不適用 不適用 3.5 

5 分為滿分 

 

D. 我們的學生 

1. 班級組織 

本年度全校共開設 24 班，其中中一至中六級各 4 班。在二零一七年九月開學時，學生

人數共有 673 人，分別編入信、望、愛、恩四社，讓學生參與各類社內及社際活動。 

 

2. 學生實際上課日數 

本年度實際上課日數為 190 天，包括學校旅行、考試、試後活動等學校活動。 

 

3. 學生出席率 

本年度全校學生平均出席率為 96.7%，各級平均出席率見下表：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97.5% 98.5% 97.9% 97.1% 95.3% 90.1% 

 

4. 學生退學情況 

本年度學生退學率為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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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我們的團隊 

1. 教師資歷 

本年度全校教職員共 99 人，包括教師 56 人、外籍英語教師 1 人，他們分別畢業於 

香港及海外大學，並具有認可教學資格，其中 95%教師受過師資培訓。 

教學資格 人數 百分比 

教育文憑 55 97% 

學士學位 57 100% 

碩士或以上學歷 37 64% 

 

2. 教學經驗 

本校教師任教之教學年資如下： 

教學年資 人數 百分比 

0 – 4 年 7 12% 

5 – 9 年 7 13% 

10 年或以上 43 75% 

 

3. 教職員身心靈成長 

a. 教職員退修會 

18/08/2017 於突破青年新村舉行教職員退修會，目的是讓老師們有個人安靜時間，

思考在學校中如何有心有力，實踐信仰。當日陳競存先生(突破機構)帶領及分享

主題「教師的職場靈性與成長」，透過不同例子鼓勵老師多去陪同和聆聽少年人 

(學生的心聲，從而更了解學生的行為背後的動機及需要，更能思考如何幫助他們

學習與成長。下午有個人安靜默想時間，透過靈修材料實踐靈修，增進與神的關

係。最後以互相分享交流與祈禱結束。整個退修進行暢順，信息內容合適。 

b. 逢星期三校長與各教師小組一起參與祈禱早會，而全年則有兩次全體教師祈禱

會，同心為學校守望。 

c. 設教師細胞小組，主內互相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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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 1：優化生涯規劃，實施多元出路  

本校 2016/2017 至 2018/2019 三年學校發展計劃將「生涯規劃」定為重點發展項目。

希望學生能認識自我，探索發展方向，訂立目標，制訂行動方案並落實執行，並能配合適

時反思以帶出持續發展。教師及家長方面，期望能透過專業培訓、講座及工作坊，使師長

明白生涯規劃對學生的重要性及讓師長明白在協助學生生涯規劃時有一重要的角色。 

 

成就 

 

A. 擴闊及深化班主任課內容 

1. 擴闊及深化已推行的初中「共創成長路」課程，令生涯規劃成為課程的核心元素。77%

受訪學生表示「共創成長路」課程能協助他們規劃生涯。超過 75%受訪老師亦表示「共

創成長路」課程能協助學生規劃生涯。 

2. 優化高中班主任課內容，協助學生及早規劃未來。80%受訪學生表示高中班主任課能

協助他們及早規劃未來。82%受訪老師表示班主任課能協助學生及早規劃未來。 

 

B. 中一級推行摘星計劃，協助學生認識自我，探索發展方向 

95%受訪學生表示活動能協助他們認識自我，探索發展方向。100%受訪學長表示學弟/妹

已有初步的發展方向。 

 

C. 中二級推行生活體驗計劃，增加學生對社會上不同階層人士的認識，擴闊學生生活的視野

及經驗，強化學生知禮守規、律己自重、尊重別人的品格 

86%受訪學生表示活動能協助他們擴闊視野及經驗，強化知禮守規、律己自重、尊重別人

的品格。89%班主任表示學生活動後在尊重別人方面有進步。 

 

D. 中三級推行大專院校體驗計劃讓學生對大專院校的設施及課程有初步的認識，為未來升學

作好準備 

88%受訪學生表示活動能協助他們對大專院校的設施及課程有初步的認識，為未來升學作

好準備。100%班主任表示學生活動後能為未來升學作好準備。 

 

E. 中四級推行職場體驗計劃(模擬營銷工作坊)，讓學生汲取有關經驗，增廣見聞，引導學生

為未來事業發展作好準備 

82%受訪學生表示活動能協助他們汲取有關經驗，增廣見聞，引導他們為未來事業發展作

好準備。80%班主任表示學生活動後能為未來事業發展作好準備。 

 

F. 中五級推行服務體驗計劃，培育學生關心社會，孕育公民意識，作為起點，令學生逐步養

成服務社會及以愛待人的精神 

    80%受訪學生表示活動能協助他們培育關心社會，孕育公民意識。100%班主任表示學生活 

    動後在公民意識上有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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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優化多元體驗計劃後續活動，以加強培養學生反思能力 

80%受訪學生表示活動能協助他們培養反思習慣及提升反思能力。93%班主任表示學生活

動後，學生有反思能力。 

 

H. 透過專業培訓、工作坊及不同渠道發放最新資訊，令教師與時並進，使教師明白生涯規劃

對學生的重要性及明白教師在協助學生生涯規劃時有一重要的角色 

90%受訪者表示活動能提升他們對生涯規劃的意識。85%受訪者認同工作坊能協助他們有

效地使用生涯規劃課程的教材。81%受訪者認同已獲得足夠資訊令他們能與時並進。 

 

I. 透過講座、工作坊及不同渠道發放最新資訊，令家長與時並進，使家長明白生涯規劃對學

生的重要性及明白家長在協助學生生涯規劃時有一重要的角色 

86%受訪者表示活動能令他們明白生涯規劃對學生的重要性。 85%受訪者認同工作坊能令

他們明白生涯規劃對學生的重要性。85%受訪者認同已獲得足夠資訊令他們能與時並進。 

 

反思 

 

A. 班主任課 

1. 初中班主任課內容漸漸成熟，大部份教師亦有相應的培訓。推行效果理想。 

2. 高中班主任課主要處理生涯規劃《生涯地圖》，日後校方需調配更多資源以協助發展

其他元素。 

 

B. 摘星計劃 

計劃不但可協助中一學生盡快適應中學生活，亦可提供機會給師兄/姐發展其領導才能。 

來年所有中一學生必須參加摘星計劃。 

 

C. 生活體驗計劃 

活動後即時填寫檢討問卷，學生表現投入，積極參與。班主任課內讓學生回顧及反思，學

生表現投入。 

 

D. 大專院校體驗計劃 

學生參觀職業訓練局，正好配合「實施多元出路 」的關注。 

 

E. 職場體驗計劃 

負責活動社工表示學生能積極參與工作坊，多個活動主題能讓他們認識就業知識及技巧、

社會上雇主、雇員及顧客的角色。問卷調查結果所得，他們全都表示對營運生意的概念更

為了解。 

 

F. 服務體驗計劃 

推行效果良好，值得繼續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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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多元體驗計劃後續反思活動 

反思活動安排於班主任課進行，班主任亦是活動隨隊老師，安排合適。 

 

H. 教師培訓 

1. 透過問卷調查結果，反映教師培訓的時間、地點及內容都十分合適。 

2. 教師發展培訓活動能夠提升老師對生涯規劃的意識，活動內容以遊戲方式嘗試分析性

格的傾向和職業導向。 

3. 

4. 

期望進一步加強實踐部分，冀能在班主任節推行。 

來年全體老師接受初中共創成長路課程(優化課程)的培訓 

 

I. 家長教育 

透過問卷調查，反映家長教育推行的時間、地點及內容都十分合適。家長都表示獲益良多。 

 

關注事項 2: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本校 2016/2017 至 2018/2019 三年學校發展計劃將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定為重點發展項

目。2017/2018 年度是這周期的第二年，本校刻意營造自主學習氛圍， 讓學生積極投入學習，

自我構思學習方向，建立學習習慣和技巧，提升學生合作能力及學習效能。 

 

成就 

 

A. 提供學校資源配套培養自主學習的環境氛圍 

1. 所有初中課室已添置各項配備包括磁石黑板、小黑板、Apple 電腦機盒和 60 部平板電

腦等。 

2. 為全校完成改善遷移電腦螢幕及投影機位置，大大改善學生和教師書寫空間，配合電

子學習教學。 

 

B. 建立自主學習氛圍 

1. 45 名中一學生參加摘星計劃， 其中 80%學生在家長督促下達成自訂學習目標包括自行

執拾書包、溫習和做家務等，參加人數比去年增加 12.5%。 

2. 「交齊功課計劃」 

優化策略後，學生全年欠交功課的情況有明顯改善。全年欠交功課(20/9/2017-5/6/2018)

之人次為 1,597(中一至中三級)，與上學年比較總體下降了 5.4%。本年度中一及中三級

使用人次平均有下跌的趨勢，與去年之數字相比，中一及中三級分別下降了 11.9%及

20.1%。來年繼續推行，培養學生交功課的良好習慣。 

3. 自主學習嘉許禮 

 由中一及中二級教師共同選出全級最佳表現的小組及組長。9 組具備積極參與，樂於協

作，專注及守規的良好合作表現。亦選出 9 名最佳組長，具備正面積極主動態度、有

責任感、良好溝通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學習和領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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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推動自主學習課程 

全年中國語文、中國歷史、歷史、通識教育、科學科、數學科、音樂科和視覺藝術科， 

共 8 科代表教師參與 3 次聯席會議一起交流教學心得和檢視學習成果；順利完成教授 

第一和第二階段自主學習課程。 

 

D. 學生能運用學習技巧，提升自學能力 

1. 透過班主任課教導中一學生運用最少一種思考工具 

 初中各班主任配合計劃完成教導學生運用思考工具和做筆記，全級學生能應用最少一

次應用思考工具，各班收集優異範例，並張貼在課室壁佈板，讓其他學生參考。 

2. 

 

 

 

3. 

各科教導初中學生應用圖形思考工具或相關學習技巧 

大部份科目分別教導學生理解和應用圖形思考工具如分類組織圖、溫氏圖、流程圖、

腦圖、圖表、詞彙簿、筆記簿等幫助學生整理學科知識，對學習有幫助。74%中一級學

生、71%中二級學生及 65%中三級學生曾使用思考工具幫助整理學習內容，加深理解。 

 全體中二、四學生出席 4次溫習程式應用工作坊，平均 90%學生能掌握基本功能。 

全年使用人次為：中二級為 595 次及中四級為 457 次。但上、下學期學生使用率偏低，

情況未有改善。 

 

E. 實施合作學習策略 

通識教育科、中國語文科、歷史科、中國歷史科、科學科、數學科、音樂科及視覺藝術科

共同建立十分之一的自主學習課程，運用合作學習模式教學，學生課堂回饋問卷數據顯示

學生反應正面，積極參與課堂活動。中一級 87.4 %學生及中二級 88%學生喜歡課題、中一

級 92.5%學生及中二級 85%學生明白學習內容、中一級 82.3%學生及中二級 72%學生對課

堂活動感興趣、中一級 73.8%學生及中二級 72%學生會繼續探究所學的課題。各科均達成

教學目標，有關教學教案，教材及學生作業均已上載學校內聯網，讓同儕互相觀摩。 

 

F. 培養中一及中二級學生帶領學習小組態度及技巧 

1. 小組組長簡介會和誓師會 

由校長和副校長(學務)於自主學習禮堂集會介紹自主學習的目標和對學生的要求。在組

長誓師會中，鼓勵士氣及介紹組長的角色和責任。 

2. 小組組長訓練 

全年舉行 2 次工作坊，透過活動建立組長們團隊精神、解難能力和認識領袖應具備之

態度，如：學習欣賞他人。90%以上學生認為是次培訓能啟發思考及能學習實用技巧。 

3. 匯報技巧訓練 

除中國語文科在中二級教授科本匯報技巧外，科學科亦讓中一及中二級學生課堂進行

匯報，學生在匯報時會展示和解釋實驗結果、分享實驗時所遇到的困難和改善方法。

科學科於中一及中二級的匯報人數多於 50%，中一級約 67%學生評估自己的言語表達

能力  有所改善，中二級約 45%學生評估自己的言語表達能力有所改善。 

4. 56 名組長全年表現良好，共 45 位學生(80%)取得 4 分或以上，中一級學生佔 27 位，中

二級學生佔 18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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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促進專業交流，讓教師實踐自主學習教學 

1. 自主學習應用程式工作坊(一)及(二) 

90%教師能應用各項功能以制作精簡筆記。 

2. Google 教室工作坊 

66%教師能掌握基本操作及 69%教師願意將部分 Google 教師功能應用在課堂上。 

3. 探究學習 

地理科於中一級全級學生在 2018 年 3 月 9 日全方位學習日在何文田區進行城市考察。

76%學生表示增加探究精神，84%學會更多學習技巧，90%得到更多知識，82%更主動

學習。 

化學科於中三個別班級推行探究式實驗設計，讓學生觀察不同化學物品顏色，從而推

斷組成該化學物品的個別離子顏色，100%學生完成實驗及工作紙，超過一半組別實驗

結果理想及完成匯報。 

英國語文科透過小組學習照顧不同學習需要，讓同學進行訪問和搜集資料，撰寫報告。

本年度開展新課題 Odd Jobs Around the World，增加學生匯報和互評活動。 

中國語文科於中二級透過閱讀策略(如：「腦圖」和「溫氏圖」)讓學生了解課文內容，

從而幫助學生以此延伸閱讀整本名著及創作短篇故事。81%學生積極參與課堂，53%學

生能完成閱讀整本名著，所有學生均能達到學習目標並展示所學，學生佳作已上載內

聯網。 

4. 電子學習及專題研習 

物理科教導中三級學生使用模擬軟件以觀察物件在不同位置的成像轉變，從而深入發

掘光學透鏡的成長原理，有助提升探究能力。 

通識教育科於中四級學生全年使用平板電腦學習，學生表現積極，投入度高，促進師

生和生生互動。配合多媒體電子平台 Google Classroom 上載課堂教材、討論資料和延

伸學習內容，方便學生使用學習資源，有助學生搜集資料、進行討論，提升分析能力。 

科學科於中一及中二級分別進行個人專題研習及小組專題研習，讓學生訂定與生活有

關主題，自行設計實驗去證明所推斷的及解釋現象，有助提昇學生對科學的興趣和促

進學生自學能力，包括解難和探究的能力。中二級 80%學生完成個人專題報告，表現

理想。 

電腦科教導學生使用 Office365 平台，90%以上中一和約 80%中二級學生能作文件編

輯，並與其他學生進行文件分享、溝通、繳交習作及協作。 

5. 校內共同備課及專業交流 

共 14 個科目及 53 名教師參與共同備課計劃，各科建立最少一個良好教學範例，其中

有 4 科，包括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及歷史科，於本學年舉行公開課，共 23 人次

來自不同科目教師出席公開課，並給予回饋。課堂具備自主學習元素，資料豐富，照

顧學生多樣性，學生表現投入。 

6. 根據學生持份者問卷數據顯示，學生對「教學的觀感」，持續第三年有提升。 

7. 優化教學資源庫 

共 14 個自主學習課堂設計包括教案、教材、學生回饋和作業、教學反思等均上載於各科

的教學資源庫及中央教學資源庫內，讓同事互相觀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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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A. 改善初中課室設備 

所有課室已完成改善電腦螢幕及投影機位置。仍須增加電子設備如平板電腦。 

  

B. 建立自主學習氛圍 

 1. 期望中一全級家長可配合摘星計劃，讓更多學生建立良好習慣。 

 2. 雖然大部分組長及小組組長表現理想，但中一級組長較難處理不合作成員、中二級因

大部分組長分配入個別班別，使其他班別出現組長人數不足。 

 

C. 推動自主學習課程 

中一及中二級推行順利，來年延展至中三級。成功經驗可供新加入科目作參考。 

  

D. 教導學生運用學習技巧 

 1. 學業促進及評估組為教師提供簡報及例子以教導學生運用思考工具。 

 2. 繼續由中一級班主任和各科教師按科本需要教導學生應用相關學習策略。 

 3. 由於 Edcollect 應用溫習程式使用情況未如理想，主要因為學生認為運行程式須使用大 

量數據、程式運行速度慢、不穩定及難以登入等技術性問題，學生未能善用外購電子 

溫習程式，來年度將不再使用該程式。 

 4. 學生持續溫習習慣仍有待改善。 

 

E. 實施合作學習策略 

 1. 八科均能順利推行課程，從學生回饋顯示，喜歡小組學習：中一級約 84%學生、中二 

級約 84%學生及中三級約 82%學生；積極參與課堂：中一級約 80%學生、中二級約 87% 

學生及中三級約 84%學生。整體學生對課堂反應正面， 

值得繼續推行。 

 2. 課堂討論方面，小組討論設計仍須促進討論及互相交流，並預留足夠時間讓學生進行 

討論和表達觀點。 

 3. 教師進一步培訓學生匯報技巧。堂上並要預留時間，讓學生提出疑問，教師更要對各 

組結果作出分析及總結。 

 4. 部分科目如視覺藝術重視個人創造力，分組創作有時局限個人創意，應作適當平衡。 

F. 培養初中小組組長帶領學習小組態度及技巧 

 1. 綜觀自主學習計劃的各科問卷調查，中一級學生表示與組員合作有困難，來年會安排 

組長培訓活動，提升學生帶領小組技巧。中二級學生表現及效果良好，繼續推行，但 

須避免在考試期間進行，以免影響出席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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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促進專業交流 讓教師實踐自主學習教學 

 1. 有關運用合作學習教學模式透過共備教學及公開課等的校內培訓和交流經驗已足夠。

已制作「自主學習行動計劃指引」和「自主學習 FAQ」詳細描述有關運用合作學習運

作，包括學生角色的要求和訓練計劃、科任教師和班主任老師的職責、推行細節及解

答教師疑問。 

 2. 有關電子學習的培訓，須加強教師支援，如：提供筆記和定期發佈資訊。另外，學校

WIFI 網絡有待改善。 

 3. 部分科目的探究課程須更多課節，影響整體教學進度。另外，個別科目只在部分班級 

推行，有待調適內容，讓全級學生參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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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我們的學與教 

A. 課程設計 

本校是一所標準津貼文法中學。為有系統傳遞信仰，本校設聖經科，讓真理早植同學

心中。中一至中三是初中課程，各同學所修讀的科目相同。本校於中一至中三級引入「共

創成長路」課程，以培育學生各方面的能力，加強他們的人際關係，建立健康的信念和清

晰的行事為人標準，促進學生全人發展。 

 

此外，因應教學語言微調政策的推行，本年度中一至中三級分別開設以英語為主要教

學語言的班別，以不超過 25%的課時推行英語教學活動，以提升學生的英語水平，幫助學

生運用英語學好其他學科，並為銜接新高中課程做好準備。 

 

中四至中六的新高中課程提供多元化的選擇，照顧學生的興趣，在中、英、數、通識

四個必修科目外，學生可因應興趣選讀文、理、商類別中之視覺藝術、中國歷史、歷史、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會計)、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商業管理)、經濟、地理、物理、化學、

生物共十科，十五組不同的科目組合，以期學生在大學專修學習前有更廣闊的學習基礎。 

 

B. 八個主要學習領域的課時 

本年度中一至中三級時間表中八個主要學習領域的課程所佔課時的相對百分比： 

 

C. 教學與策略 

1. 語文教育    

a.     中國語文科推行自主探究閱讀計畫，中一及中二級有指定閱讀書目，培養學生的

閱讀興趣和習慣。此外，亦於初中各級教授校本「自主學習──中文閱讀理解能

力訓練」 筆記及「校本學習筆記」。 

b.     為提升學生之說話能力，該科推行為期三年之說話特訓計劃。除有系統地在各級

進行不同形式的說話訓練外，該科更與同區學校進行聯校口語溝通練習及考試，

以拓寬同學的視野及提高同學在公眾面前說話的信心。 

c. 高中辯論比賽：中五級於每年舉行一次辯論比賽，藉以加強同學思辯能力及提升

口語表達技巧。同學透過資料搜集，彼此合作、構思講稿，以提升同學對辯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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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言辭表達，以至敏銳的思考和即時反駁的能力。 

d. 中國語文科資源室：全年共舉辦了 15 次活動，超過九成活動參與人數達 20 人以

上。 

e. 為提高學生學習普通話的興趣，老師於課堂上進行不同的活動，如聽歌填詞或填

拼音、觀看卡通動畫等，同學反應良好。 

f. 本年度普通話科舉辦了 4 次小劇場，由尖子學生擔任普通話大使，於操場早會上

分享、宣傳、報告等，台下學生反應積極踴躍。 

  「普通話傳藝比賽」：初中散文組 2 位學生分別獲得冠軍及季軍、詩歌組 1 位

學生獲得亞軍、高中詩歌組 1 位學生獲得季軍，學生成績超過 80 分以上，學

生表現具自信 

  「全港中小學演講比賽」：有 4 位學生參加，其中 1 位學生獲得九龍區初中組

金獎、1 位學生獲得優異星獎、1 位學生獲得優異獎及 1 位學生獲得良好獎 

g. 英國語文科初中以分組形式教學，因材施教，讓學習更有效能。 

h. 課程方面，英國語文科採用由外籍老師及資深戲劇工作者協作的成果，以新高中

課程為框架，編寫由中一至中四的戲劇教育單元。透過趣味性的戲劇活動豐富學

習經驗，提昇學生英語演說的信心和能力，學習創意寫作技巧。本課程更設有獎

學金，獎勵有藝術天份及表現優異的學生。每年都有機會出外觀看由專業英語話

劇團演出的話劇，學習欣賞及鞏固知識。此安排獲得師生正面的評價。 

i. 英國語文科配合新高中的課程需要，發展校本課程，搜尋及設計不同類型的教材，

並因應學生需要作出改善，持續發展。 

j. 在高中課程中，除了戲劇單元外，英國語文科更以「職場英語溝通」（Workplace 

Communication）及時事議題(Social Issues)為選修單元，好讓學生掌握實用英語及

提升學生的分析能力。 

k. 英國語文科十分著重培養學生的閱讀能力，系統地教導學生掌握閱讀技巧，訓練

他們開聲誦讀課文。又於初中推行「廣泛閱讀計劃」，鼓勵全校學生參加「閱讀獎

勵計劃」。為了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習慣，與外間機構合作，提供網上閱讀平台，

當中有三十位同學能百分之百完成指定的目標。英國語文科持續訓練一群中三至

中六閱讀大使，藉以推動同儕伴讀，增加全校閱讀氣氛，有八成以上的閱讀大使

經過密集的訓練後，都能有效地帶領中二級的同學掌握閱讀「非故事類型」

（non-fiction）書本的技巧。 

l. 為了讓學生能正確地發出標準英語的讀音，特意加強教導學生學習國際語言音標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讓他們掌握此學習技巧，有助學好英語。 

m. 在課程以外，在英語資源室舉辦了三十多次各種有趣及互動的英文活動，例如棋

盤遊戲、串字比賽、英語手工藝及電影播放等，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讓同學沉

浸在豐富的英語學習環境中。每次活動平均有 18 位學生出席，他們特別喜歡有關

手工藝及食物製作的活動。 

n. 本年度有 30 位學生參加了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所舉辦的英詩獨誦比賽，有

96%的參賽者取得優異獎，其中一位獲得小組第三名，一位獲得小組第二名及一

位獲得小組第一名。英文辯論隊參加了香港中學辯論比賽(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 在九龍新界第一組別中先後獲得第二名及第一

名。學生在英詩朗誦和辯論比賽中表現卓越，令人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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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英國語文科繼續為中六學生安排與不同學校進行了 4 次聯校口語考試練習，讓學

生接觸不同程度的同儕，訓練他們應付考試的能力及提高他們的信心，同學們非

常珍惜這些機會。 

 

   2. 數學教育 

a. 數學科於初中推行「課外閱讀計劃」，學生需於閱讀書本後撰寫閱讀報告，本年     

度有 217 位初中學生參加，共閱讀了 872 本書。 

b. 於第一次考試後及第二次統一測驗後，中一至中五每班進步最多的五名學生及數

學成績最佳的三名學生分別獲頒發進步獎及優異獎。本學年分別有 170 位學生獲 

得進步獎及 123 位學生獲得優異獎。 

c. 為建立學生每天做家課的習慣，數學科每天分別向各班學生發放適量的數學家課。 

有 18 班於每次收功課時，有 80%以上的學生繳交，其中有 10 班每次更有 90%以 

上的學生交齊功課。 

d. 於中六級推行「師傅計劃」，協助 47 名成績稍遜的學生，其中 35 名於公開試取得  

及格或以上的成績。 

e.  「國際聯校學科(數學)評估及比賽」：31 位學生得獎，其中 20 位取得優異獎項、

6 位學生取得優良獎項及 6 位學生取得榮譽獎狀 

  本年度共 3 位學生參加校外機構培訓課程，1 位中四級學生及 1 位中五級學生

分別獲香港中文大學暑期課程及香港大學暑期課程取錄(共 3 個課程) 

  香港大學數學宗課程「數學博達通」：3 位中五級學生在上學期完成，有 2 位

中四級學生及 3 位中五級學生則在下學期亦繼完成 

  12 位學生使用多元學習津貼，參加數學資優培訓課程，並完成課程 

f. 數學資源室：本年共開放 35 次，平均每次有 12 人參與。 

 

3.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a.     通識教育科以議題教學為本，透過不同的教學活動，例如分組討論、角色扮演、

辯論及考察活動，提升學生的分析及批判思維能力，並促進同學探索社會議題的

興趣，鞏固相關學科知識。 

b. 通識教育科安排學生參觀立法會及高等法院，讓學生加深對法律行業的認識。 

c.    中一及中二級開設通識教育科，鞏固不同知識的基礎及共通能力，為高中通識教

育科作好準備。教學模式多元化，包括搜集時事新聞與資訊、個人與小組專題研

習，以及其他課堂討論或演講等。 

d. 通識科資源室：全年舉辦了 20 次通識資源室活動，平均每次約 15 人參加。 

e. 為加強學生的時事觸覺，通識教育科推行「新聞閱讀計劃」。中一、中二與中四級

同學完成新聞反思練習，分析不同持分者的論點與論據，提升學生批判思維能力，

學生表現理想。 

f.    在人文學科方面，學生從中一級開始學習地理、歷史和中國歷史各科。自 2012 年

起，中三級加開經濟科，以助學生在中四選科時對各科有基本的認識，減少選錯

科目的可能。 

g.    歷史科、中史科、通識科、地理科及經濟科於 11/12/2017 在學校禮堂合辦了社際

問答比賽，學生反應熱烈。 



  16/45  

h.   為訓練學生批判性思考能力，中國歷史科以小組討論評論不同朝代的歷史事件和

人物，讓學生得以深化知識，加強思考。 

中國歷史科建立學生課堂學習常規，老師在課堂上教導學生撰寫學習筆記、繪畫

腦圖，使學生能循序漸進地養成自主學習習慣。 

i. 中國歷史及歷史科安排中五選修中國歷史和歷史科的學生參觀歷史博物館 - 「萬

壽載德 ─ 清宮帝后誕辰慶典」和科學館 - 「永生傳說- 透視古埃及文明」，讓

學生走出課堂，擴闊視野。 

j. 中國歷史科於試後活動期間舉行生活驗體考察團，如泰國生活體驗交流團

（8/7-12/7/2018），共有 20 名學生參加，透過生活交流團學生不但可以親身了解

不同地方的歷史文化，而且學生亦能服務不同地方的弱勢社群，增進自身的知識，

並提升個人的責任感。 

k. 中國歷史科建立學生課堂學習常規，學生能在課堂上完成學習筆記、腦圖、報告

議題及回答意見題，養成自主學習習慣。 

l. 歷史科於初中推行合作學習教學法，促進師生互動，學生積極學習；並在課堂上

以不同角度思考問題，從而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同時實行「重點式課題」

研習，讓科任老師更深入教授課題知識，並讓學生多角度思考。 

m.    地理科為加強學生閱讀與使用地圖的能力，初中着重給予地圖閱讀練習。為進一

步提升學生學習效能，更特別設計地圖閱讀工作紙，以照顧習差異。 

n.    地理科完成與教育局合作發展中四級及中五級「海岸考察」的課程，並為各級學

生安排實地考察，讓他們有機會在現實中應用課堂上學到的知識，並且學懂設計、

觀察、蒐集和分析等技能。 

o. 經濟科舉辦了「五旬節特賣場」，讓中四學生應用經濟學原理推行售賣活動。另一

方面，中四及中五級學生參加「消費文化考察報告」比賽，部分學生表現優越，

更有組別獲得特別嘉許(選題)獎)。 

p. 為促進自主學習能力，本科透過讓學生閱讀經濟月刊及英文報章，從而建立學生

匯報能力及提升學習興趣。 

 

4. 科學教育 

a.   初中科學科延續優質教育基金所贊助的校本科學科課程，推動以能力為本的評核

和活動教學模式，加強學生的科學過程技能及探究精神。 

b. 除設計教材外，也與物理、生物及化學科共同協作設計校本科學科課程，讓初中

課程容易銜接高中課程。 

c. 中一及中二級設小型專題研習活動，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學生參與率及表

現滿意。 

d.   科學科鼓勵中一、中二級學生參加校外比賽，屢獲佳績：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UNSW)主辦的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ICAS) - 科學

科：6 名獲榮譽證書；11 名獲優異證書；7 名獲優良證書 

e. 中三級將科學科分為物理、化學及生物三科，有助學生在中四選科時對不同的科

學範疇有基本的認識。 

f. 為讓初中學生深入發掘物理概念原理，有助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物理科設計生

活化的實驗及工作紙，鼓勵學生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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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化學科為提高學生對本科的興趣，在中三級推行探究式的實驗設計，讓學生自行

設計實驗去證明所推斷的離子顏色正確。 

h. 化學科強調課堂上多做實驗以明白所學概念；多作小測及多做練習以複習所學。 

i. 生物科為中四及中五級學生舉辦了 1 次野外生態研習活動，配合專題研習，學生

需閱讀有關生態書籍，加入野外生態研習數據及結果，預備簡報作分組匯報及研

習報告書。 

j. 生物科鼓勵學生參與校外活動及比賽： 

 校外活動 

 - 5 位升中四學生參加 GEM HS Hong Kong Team，訓練營(基因工程) 

 香港理工大學主辦的初中科學比賽及高中數理學科比賽 ─ 生物科： 

 -  4 名獲優異成績及 1 名獲良好成績 

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及科學科於 22/2/2018 在禮堂集會中聯合舉辦社際數理問

答比賽，學生表現理想。 

   

 

5. 科技教育 

a. 本年度電腦科讓學生熟習電子學習器材及系統(包括 E-class 及 Office365 平台)，以

檢視訊息、編輯文件及進行協作學習。 

b. 為培養學生批判思考能力，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推行閱讀計劃，超過 50%同

學閱讀財經新聞，並完成閱讀報告。 

c.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參加「商校伙伴計劃」： 

 30 位學生完成此計劃； 

 24 位獲得證書； 

 17位學生報考相關專業團體考試HKICPA Examination in BAFS和香港商業教

育學會模擬考試，其中 15 位學生獲得合格成績，以增強學生的考試信心，； 

d. 30 位學生報名參加商校伙伴計劃(JP Morgan 投資公司為合作伙伴)，其中 24 位獲得

證書。本年度學生表現卓越，獲得 Best Performance Award。 

 

6. 藝術教育及體育 

a. 視覺藝術科讓初、高中學生透過每學期至少兩次評賞課節，讓同學互相觀摩評鑑， 

提高對藝術作品的欣賞能力。 

b. 視覺藝術科與美術學會合作，全年提供了 7 次藝術體驗活動，全年活動的參與總

人次為 203 人。 

c. 本年度學生參加了多個校外比賽，總百分比約為 10%，2 人獲獎。 

d. 本科透過不同平台如展覽、圖書館及各樓層畫框展出同學的作品。根據觀察所得，

老師及同學均欣賞同學作品。 

e. 為提高學生的運動知識，體育科設體育運動理論課，教導多元運動項目。學生喜

愛參與體育活動，學習成果理想。 

f. 體育科挑選學生參與個別運動項目的訓練，在多項學界賽事中，成績理想。男子

籃球保持在學界分組的第一組別，團體第 6 名，男子乙組第 3 名；女子籃球隊在

學界第三組別，團體第 5 名，乙組第 3 名；而男子足球隊亦順利完成所有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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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泳隊在學界第三組別，分別得女子乙組 50 米自由泳殿軍、男子甲組 100 米胸泳冠

軍；田徑隊在鄧鏡波學校主辦的何文田區中學聯校新春環校跑師生組獲季軍；乒

乓球方面，代表成員在全港乙組排名第 3 名。 

h. 音樂科的合唱團團員於本屆學校音樂節取得良好獎狀，一位中二學生獲二胡深造

級亞軍，並於 24/5/2018 舉行午間音樂會。 

 

7. 全校功課政策 

本校教師參考教育局有關家課安排指引給與功課，包括種類、次數。同時，部分上課日設

有收功課時間，以鼓勵同學依時繳交功課。 

 

8. 課後學習支援措施 

a. 為鼓勵中一同學善用暑假準備新課程以及熟習學習環境，本校舊生會舉辦了中一

暑期補習班，由本校具大專學歷的學兄學姊擔任導師，盼望以薪火相傳的精神協

助中一同學適應中學生活。 

b. 為協助同學應付學業上的問題，鼓勵同學在學業上以優秀舊生為模範，舊生會在

考試前舉辦溫習班，由本校優秀舊生擔任導師，為有需要的同學提供功課輔導。 

c. 為營造測考前的溫習氣氛，設有試前溫習週，學生須於測考前一星期停止一切球

類和課外活動，專心溫習。 

d. 為協助高中學生掌握應考心得，校方安排「群星薈」，邀請應屆香港文憑試獲傑出

成績學生與中五、六學生交流。在會上，學弟妹們踴躍發問，且出席率理想。 

e. 「交齊功課計劃」目的在改善學生欠交功課情況，安排當天未能交齊功課的同學

於放學後留校完成功課。全年共有 1597 人次出席完成功課，比去年下降了 

5 .4%。全年中一及中三級使用「補做功課班」人次均有下降的趨勢，分別比去年

下降了接近 12%及 20%；而中二級則上升了 17%。 

 

9. 全校參與照顧學習差異 

各科組在不同層面上照顧學習差異的教學策略，目的在協助能力稍遜的學生提升成績和發

掘能力較強的學生。 

 

10. 資優學生培訓課程 

本學年學習評估及課程發展組聯同三個科/組共提名十三位學生參加香港資優教育學苑課 

程的選拔，全數被取錄成為學員。現獲取錄之學員共 19 人。 

除此之外，本校多個科組運用教育局的多元學習津貼，為高中資優學生舉辦相關培訓，包 

括：中文演辯隊、英文辯論隊、數學資優培訓班、中國語文科資優教育課程、英國語文科 

資優教育課程、經濟科及歷史科暑期增潤課程計劃。藉此提升同學的高階思維、語文能力、 

邏輯思考，並擴闊視野。參與同學表現積極，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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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本校秉承基督教全人教育精神，按照《聖經》的教導和原則，透過禮堂集會、操場

早會、課堂教學、班主任課，課後活動等培育學生優良的品德和積極自強的人生態度。 
 

  A. 宗教    

1. 堂校合作：校牧及傳道同工經常列席學校宗教組會議，互相連繫，同心興旺福音。辦 

學團體安排傳道人長駐校內，隨時與同學探討信仰及生活問題，同學亦可參加教會安 

排之宗教活動。 

2. 教會傳道同工亦會在福音周佈道會後開設栽培小組，協助決志學生認識信仰。 

3. 與辦學團體合辦中一新生成長營暨中一開學崇拜，主題為「五旬聯盟」，讓同學藉 

此探索成長課題及一同敬拜讚美神。 

4. 除了定期舉辦福音活動和聚會，如午間福音詩歌分享會、福音週、福音營及團契職員 

訓練營等，亦舉辦聖誕崇拜與復活節記念，讓學生深入認識基督教信仰。 

5. 福音週活動內容豐富，如早禱會、師生排球賽、閱讀文章、老師獻詩、福音點唱、佈 

道會、基督徒大會、陪談員訓練等。初年級共有 63 人決志或回轉。而高年級共有 22

人決志或回轉。基督徒學生約全部學生 41%，盼望同學能深入認識基督教 

信仰，供神使用，多結果子。 

6. 超過 100 位學生參與團契或小組聚會。透過團契生活，讓學生思考自己作為校園基督 

徒的身份、並學習把信仰融入生活中。 

7. 透過宗教組及團契壁報板，推廣團契及各項福音活動。 

 

 B. 課外活動 

1. 本年度共提供不同課外活動，包括核心活動、體育、學術、興趣小組和制服團隊，共 

有 668 人次參加，讓學生有多元化發展。 

2. 課外活動組、學生會及各社安排各類活動給同學參與，如社員大會、社際活動、陸運 

會、旅行日、人文學科及數理問答比賽、歌唱比賽及球類比賽等，以增強同學對學校 

的歸屬感。 

3. 多元化的試後活動，活動項目動靜兼備，除科組活動外，亦舉辦社際球類比賽，讓學

生善用閒暇。 

4. 為促進學生的群性發展，提供了 50 項學生組織及服務團體的職務，如學生會、領袖生、 

社職員會、班會職位和各科組助手等。 

5. 校際活動方面，有校際音樂節、校際朗誦節和校際戲劇比賽。同學踴躍參加相關活動， 

並獲得獎項。 

6. 校外活動方面，學生發展組、公益少年團和紅十字會青年團安排多次生活體驗及社會 

服務工作給同學參與，讓同學的身心靈獲得均衡的發展。 

 

C. 訓導 

1. 

2. 

3. 

定期舉辦訓育集會，培養學生知禮守規，律己自重的自律精神。 

為培養正面的校園文化，對學生多鼓勵、多讚賞。 

為提高學生的責任感，定期舉行「愛校、愛班」活動，教導學生維持校園清潔及節省 

能源。在課室清潔比賽中，中一至中六各班達 B 級或以上，表現理想。全校同學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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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離開課室時皆有關燈、關風扇及冷氣機，養成節約能源的習慣。 

4. 舉行領袖生委任典禮，總領袖生及組長能有效地監察及指導組員維持秩序，領袖生團 

隊間溝通良好。 

5. 與社工機構合辦領袖生訓練營，強化領袖生質素、溝通能力、服務技巧、自信心及團 

隊精神。同學的表現投入，一致認為活動能協助他們認識自己的優缺，提升自信心及 

歸屬感。 

6. 中一級「飛躍之旅計劃」，今年共 20 人參加。同學透過各項歷奇及合作性遊戲，提升 

自信心、加強與人合作及解決問題的能力。除此以外，計劃中設有軍事訓練營，讓學 

生明白服從紀律的重要性。透過義工服務，促使他們投身社區，服務社群。100%的參 

加同學，同意活動能幫助他們肯定自己，建立自信及使他們有正面的改變。 

 

D. 輔導 

1. 駐校社工、輔導老師與教育心理學家為有需要的學生進行個別跟進及提供專業輔導， 

適時介入，以跟進危機事件。 

2. 舉辦性教育週，透過分級活動和講座，協助同學認識及適應成長中的性生理或心理轉 

變所引起的困擾和顧慮，使他們健康成長。 

3. 為加強學生的溝通技巧，並學習關心別人，設立「師兄姊輔導培訓計劃」，培訓高中學 

生輔導及照顧初中學生。同學在完成培訓後，均表示計劃能使他們勇於接受挑戰，增 

強他們克服困難的能力，改善表達能力及提升自信心。 

4. 與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合作，幫助學生裝備自己，計劃將來。 

5. 協助高危學生建立自信心及提昇他們的抗逆能力，開設關愛小組及藝術治療小組，鼓 

勵同學以多角度和正面思想分析問題，有效減低負面情緒，並學會與家人溝通和提升 

相處技巧。全體參與同學均表示願意以更正面的方法解決問題。 

6. 推行「摘星計劃」，共有 45位中一學生參加。透過各項活動，協助中一學生適應中學 

生活。同學在融入中學生活、與人相處的技巧及對學校的歸屬感都有明顯進步。 

7. 

 

 

8. 

駐校社工聯同所屬社工機構舉辦了義工小組，共有 9位中三至中四同學參加。透過訓 

練及服務課餘托管的小學生，他們學懂如何與人溝通、合作及關心社區內有需要的社 

群。 

為中一同學今年七月初舉辦了聯校原野求生體驗營，透過原野烹飪，製作竹筷，讓同

學學懂如何與人合作及體會簡樸生活的樂趣。另外「Funfun藝術班」招募了 12位中

一至中二的男生參加，目的是透過學習藝術讓他們能培養「打機」以外的興趣，發展

潛能。 

 

E. 公民及品德教育 

1. 推行「超越自我」學習獎勵計劃，獎勵在課堂、功課和平日小測上表現良好的學生， 

全年合共有 54 人次獲優點。 

2. 推行「愛心支票」獎勵計劃，對學生在各方面的良好表現表示支持和讚賞，換禮物人 

次 290。 

3. 安排全校性籌款活動為樂施會「毅行者」籌款。全校師生捐款總數: $43,518 由於本年 

籌得善款超過三萬六千元，故 20/12/17 聖誕聯歡會當天舉行了便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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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排全體中四及中五同學最少參與一次社會服務工作，例如：參與不同機構的賣旗活 

動，以培養學生的助人情操。 

5. 設立「義工服務時數記錄卡」為學生作一整全的義工服務記錄；亦頒發獎項予服務時 

數多的義工學生。 

6. 提升學生的環保意識，在禮堂集會介紹潔淨能源及提醒學生節約用電。 

7. 設立「義工服務時數記錄卡」為學生作義工服務記錄；亦頒發獎項予服務時數多的義 

工學生。 

8. 2017 社會福利署義工服務嘉許，共有 33 位同學獲社會福利署頒發義工服務嘉許獎狀。 

9. 「長者學苑」義工服務計劃，與東華三院黃祖棠長者地區中心合辦，舉行長者學習班 

6 次，每次約十位學生義工作助手。學生義工人數:約 14 人。 

10. 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瞳心護眼計劃，本校共招募了 26 位中三至中五學生作「護眼大 

使」。「護眼大使」之主要工作為協助醫生、護士及醫學院學生為小學生作臨牀檢查， 

活動完畢後將獲發證書，每名義工需最少當值 4 個時段，服務地點：何文田亞皆老街 

香港眼科醫院。 

11. 「CHEER 銀齡力量在社區」義工服務，學生義工人數:17 人。 

 

F. 升學及就業輔導 

1. 本學年繼續推行更多與工作相關的活動及工作體驗機會予學生，包括為學生舉辦「職 

業『體』真 D」和暑期工作實習計劃，目的是協助學生探索個人對職業的選擇，加深 

他們對職場的認識。另外，有 15 名學生參與了建設健康九龍城協會舉辦的「2018 青 

少年專業導師計劃」，讓學生透過師友計劃與香港專業人士溝通互動，從而認識自我， 

促進他們對香港專業界別的認識和了解，以扶助他們升學及就業。 

2. 參加由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方樹泉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主辦的「模擬營銷工作 

坊」。這個計劃能讓中四學生透過經驗式學習方法，掌握就業知識及技巧、社會上僱 

主、僱員及顧客的角色，以及各種營銷策略，藉此有效地提升學生的就業能力。 

3. 舉辦不同的工作坊，包括參加了香港青年協會的《生涯財智策劃家》理財桌上遊戲工 

作坊，中五級同學能透過活動及社工的即時解說學習理財策劃的技巧。而「從夢啟航」 

工作坊，讓中二學生能了解自己的優缺點和性格特質，從而為自己的夢想制定清晰而 

明確的目標。 

4. 定期舉辦聯招選科講座、中三選科分享會、中五級模擬放榜工作坊、家長晚會等，解 

說聯招申請辦法、學生學習概覽、各大專院校的收生要求、選科策略等，讓學生在選 

科、升學或就業方面有更好準備。 

5. 本校重視學生選科、升學及就業出路，除了為中三、中六級提供有關選科、公開試放 

榜前後的諮商輔導外，亦設立大專院校諮詢站，曾邀請職業訓練局、香港城市大學專 

上學院、香港科技專上學院及香港樹仁大學等大專院校為學生提供課程介紹，讓中六 

級學生獲得適切的輔導和支援。 

6. 將「生涯規劃」課程融入班主任課，邀請班主任利用學習工具協助學生了解自己的性 

向、能力、興趣及限制，從而規劃自己的人生。本校積極與舊生會聯繫，並與他們通 

力合作，舉辦校友職業分享會，以加強在校同學的支援網絡系統，亦讓他們從學兄學 

姊的身上有多方面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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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課後學習支援 

本學年獲教育局批出$147,000 推行「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年終結算，使用款項率為 

81.5%，申請資助而獲批的人次為 60 人。另外，本學年亦獲教育局批出$124,740 推行「全 

方位學習基金支援計劃」，年終結算，使用款項率為 100%。申請資助而獲批的人次為 32 

人。由於目標學生積極參加兩項計劃中的項目，故使用款項率十分理想。約 86.5%的同學 

認為計劃中的活動有助學習；約 70.4%的同學更認為計劃有助提升學業成績；同學對獲得 

經濟支援，亦心存感激。 

 

H. 對特殊學習需要同學的支援 

1. 本校安排具特殊教育及輔導資歷，且有豐富教學經驗的老師，策劃及安排支援學習活 

動。 

2. 外購專業支援服務，針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個別及小組訓練，包括中文讀寫 

訓練、言語治療訓練、專注力小組訓練、認知行為及情緒輔導訓練。 

3.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訂立合適的個人學習計劃，以照顧個別學生的學習需要。 

4. 與不同科組協作，舉辦多元智能興趣活動，讓同學發掘自己的興趣及強項。包括與視 

藝科合辦皮革工作坊及陶藝班；與魔術學會合辦舉辦魔術班。另外舉辦迷你小結他 

班、舞蹈班、及戲劇學會，同學踴躍參加，活動效果非常好，學生還有機會參加香港 

學校戲劇節演出，提升自信心。 

5. 為有需要的同學在考試及編班上作出適切的安排，包括加長應考時間及分數調整等。 

6. 舉辦不同的家長聚會，提升家校合作的機會。同時讓家長們可互相交流，分享經驗， 

彼此互勉，同心培育學生成長。 

7. 

 

 

8. 

 

 

9. 

設「生命導師計劃」，定期約見相關學生面談，協助推行融合教育，關顧融合生紀律 

及學習情況。  

 

為初中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舉辦生涯規劃小組活動，提升學生的自我認識，尋找自己的

興趣及強項，及早定立個人目標。另外推薦個別高中的同學參加工作體驗計劃，在暑

假有試工活動，讓學生增加工作體驗。學生亦獲得許多寶貴的驗歷和讚賞。 

與足球學會合辦台灣高雄足球交流團，學生有機會到外地增廣見聞，擴闊視野，了解

當地的大學生活及當地文化；亦與台灣學生舉行友誼賽，提升技術。整體學生反應獲

益良多。 

  

V. 學生表現 

1. 公開考試成績 

本年度參加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中六級學生共 116 人，共參加 16 科公開考試。有八科

及格率分別高於全港 0.7-12.2%，包括中國語文科、英國語文科、數學科(必修部份)、通

識教育科、中國歷史科、化學科、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商業管理)及地理科。其中

七科及格率超過 90%，包括中國語文科、通識教育科、中國歷史科、化學科、地理科、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商業管理)及歷史科；當中生物科(中)及地理科及格率達

100%。另外，通識教育科、經濟科(中)及歷史科的優良比率與日校非常接近，地理科及

視覺藝術科的優良比率分別高於全港 2.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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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本校文憑試考獲入讀大學資格(33222)比率達 35.3%，較全港日校成績相差約 6.7%；

四個核心科目皆考獲二級或以上成績的同學佔 76.7%，較全港日校成績相差約 6.9%；

而考獲五科二級或以上成績(入讀副學位最低要求)的同學佔 76.7%，較全港日校高

5.1%.。 

與上年度本校成績比較，其中十科及格率較上年度上升，最高上升至 42.8%，包括中國

語文科、數學科(必修部份)、通識教育科、數學科延伸部份一(微積分與統計)、化學科、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商業管理)、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會計)、地理科、物理

科及經濟科。其中七科優良比率較上年度上升 3.6%-28.6%，包括通識教育科、數學科

延伸部份一(微積分與統計)、化學科、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商業管理)、企業、會

計與財務概論科(會計)、物理科及經濟科，其中數學科延伸部份一(微積分與統計)、化

學科、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商業管理)、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會計)、物理科

及經濟科上升幅度達雙位數，而數學科延伸部份一(微積分與統計)更上升接近 30%。 

 

2. 學生對學校的態度及人生目標的調查結果 

根據 APASO 數據分析，本校初中生對學校的觀感評分在對照香港常模數據下，有三項

較低分(總項數為七項)。高中生則只有二項較低分。整體而言，學生對學校的觀感十

分正面。至於學生的「人生目標」的調查結果，根據 APASO 數據分析，本校初中生得

分比照香港常模數據下，有一項較低分(總項數為三項)。高中生亦只有一項評分低於

香港常模數據。校方需留意學生「對事業的期望」的看法。 

 

   3. 畢業生出路 

 2018 

出路類別 總人數 百分比 

本地大學課程  22 18.8 

中六課程(重讀) 4 3.42 

本地全日制專上/職業訓練課程 72 61.54 

國內/海外升學 6 5.13 

全職就業 8 6.84 

其他 1 0.85 

未能聯絡 4 3.42 

總數 117 100 

 

  4. 學生校外優異表現 

  本校同學多才多藝，在靈、德、智、體、群、美六育的活動參與度及獲獎次數均教人欣 

  喜，學生校外得獎名單詳見附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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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財務報告

I

收入 $ 支出 $ 餘額(赤字) $

行政津貼 3,685,590.18 3,506,773.73 178,816.45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397,670.00    365,430.44    32,239.56              

學校發展津貼 599,381.00    498,456.00    100,925.00            

基線指標 4,002,813.77 1,656,922.04 2,345,891.73         

小結： 8,685,454.95 6,027,582.21 2,657,872.74         

收入 $ 支出 $ 餘額(赤字) $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的活動計劃津貼 15,372.00      15,372.00      0.00

薪金津貼賬 0.00 183,305.01    (183,305.01)

僱主為非教學人員向公積金計劃供款 495,901.10    498,647.65    (2,746.55)              

雜費：收支賬 47,882.49      0.00 47,882.49              

英語為母語英語教師加強計劃附帶福利津貼帳 0.00 183,692.61    (183,692.61)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193,456.20    119,749.00    73,707.20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 3,884,016.52 1,227,941.10 2,656,075.42         

中學學習支援津貼 989,016.70    934,825.30    54,191.40              

多元學習津貼 130,811.20    89,329.00      41,482.20              

小數位職位現金津貼 702,276.47    151,803.75    550,472.72            

額外高中課程支援津貼 243,267.45    243,315.00    (47.55)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支援 69,359.20      6,498.80        62,860.40              

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經常津貼 66,740.00      48,020.00      18,720.00              

加強學校行政管理津貼 29,185.00      28,632.00      553.00                   

在學校推動電子學習的一筆過資訊科技津貼 199,450.00    116,960.00    82,490.00              

生涯規劃過渡津貼 100,000.00    100,012.50    (12.50)                   

在中學推動STEM教育 (一筆過津貼) 185,107.00    33,285.54      151,821.46            

推動中國歷史及文化 (一筆過津貼) 150,000.00    0.00 150,000.00            

資訊科技人員支援津貼 300,000.00    300,184.50    (184.50)                 

ASDF 學校體育計劃之推廣主任 398,477.81    398,477.81    0.00

賽馬會全方位活動津貼 124,740.00    124,802.50    (62.50)                   

香港學校戲劇節 5,538.00        0.00 5,538.00                

EDF - School Based Professional Support Prog ESR 7,410.00        7,410.00        -                        

小結： 8,338,007.14 4,812,264.07 3,525,743.07         

II

收入 $ 支出 $ 餘額(赤字) $

作特定用途認可收費* 500,071.53    227,600.00    272,471.53            

學生會會費 79,945.70      21,154.30      58,791.40              

影印費 4,128.40        5,600.00        (1,471.60)              

保險支出 0.00 15,206.08      (15,206.08)            

獎學金 394,541.93    8,500.00        386,041.93            

回報社會服務計劃 12,927.00      7,250.00 5,677.00                

堂費 112,000.00    7,031.70        104,968.30            

小賣部租金收入 250,000.00    0.00 250,000.00            

捐款 30,510.00      0.00 30,510.00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及其他獎學金及撥款 4,600.00        4,600.00        0.00

綠化校園資助計劃 2,000.00        850.00           1,150.00                

圖書過期罰款* 5,538.70        0.00 5,538.70                

優質教育基金 166,400.00    145,100.00 21,300.00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19,800.00      0.00 19,800.00              

陰雨操場改建計劃 0.00 503,422.50    (503,422.50)          

*費用包括：課室空調電費及維修($200,000)及電子學習($27,600)

The IMC of Pentecostal School

Financial Report for the period 2017-2018

(甲) 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政府津貼 (津貼收入包括上年度結餘)

(乙) 非擴大的營辦開支整津貼

學校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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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回饋與跟進 

關注事項 1：優化生涯規劃，實施多元出路 

  高中班主任課內容相對單薄，校方需調配更多資源以協助發展令生涯規劃成為課程的核

心元素。推動生涯規劃活動主要由學生發展組處理，可考慮各科在課程內容作出調整以配

合推動生涯規劃。 

  推行生涯規劃活動主要在課外時間進行，課外時間同時要照顧學生的其他學習經歷。在

時間及空間有限下，必須作出仔細的安排及計劃，以免出現衝突的情況。 

 

關注事項 2：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本年度全面落實自主學習計劃，各科制定科本自主學習方案，落實於課堂教學中，透過

共同備課，教師一起設計課堂，彼此觀課交流，以促進教學成效。將透過學生互評和自評，

結合教師回饋，各科繼續反思學習成效和調整學習策略以能持續優化教學。另外，將結集

教案，累積良好的教學範例和展示學生佳作，讓同工互相學習，在教學上精益求精。來年

全校教師參加自主學習聯合教師日，觀摩不同模式的自主學習課堂，以能開濶眼界，促進

本校課程發展方向。 

  學校繼續引入不同資源促進各科發展，包括：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優質學校改

進計劃檢視自主學習課堂效能，促進中層領導角色及推動科組持續改進、數學科參與教育

局伙伴計劃探討及發展運用資訊科技提升中學教學修訂課程之學與教效能及地理科繼續參

與教育局合辦的探究學習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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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附件 

A.  校外得獎名單 

類別 比賽名稱及項目 獎狀 / 獎項 班別 學生姓名 

學術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2017-2018 Term 1 KLN & NT Division II Senior 
1st Runner-up 4B 柯智樂 

學術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2017-2018 Term 1 KLN & NT Division II Senior 
1st Runner-up 4D 楊志臻 

學術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2017-2018 Term 1 KLN & NT Division II Senior 
1st Runner-up 5C 彭衍喬 

學術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2017-2018 Term 2 KLN & NTW Division II Senior 
 Champion 4B 柯智樂 

學術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2017-2018 Term 2 KLN & NTW Division II Senior 
 Champion 4D 楊志臻 

學術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2017-2018 Term 2 KLN & NTW Division II Senior 
 Champion 5C 彭衍喬 

學術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2017-2018 Term 1 KLN & NT Division II Senior Final 
Best Speaker 5C 彭衍喬 

學術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2017-2018 Term 2 KLN & NTW Division II Senior Final 
Best Speaker 5C 彭衍喬 

學術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2017-2018 Term 2 KLN & NTW Division II Senior Final 
Best Speaker 4D 楊志臻 

學術 五旬節中學及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中文辯論比賽 獲勝 5D 施淑嫻 

學術 五旬節中學及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中文辯論比賽 獲勝 5D 朱家翹 

學術 五旬節中學及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中文辯論比賽 獲勝 5D 謝耀輝 

學術 五旬節中學及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中文辯論比賽 獲勝 4D 葉嘉慧 

學術 五旬節中學及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中文辯論比賽 獲勝 5D 施淑嫻 

學術 五旬節中學及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中文辯論比賽 最佳辯論員 5D 施淑嫻 

學術 五旬節中學及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中文辯論比賽 獲勝 5D 朱家翹 

學術 五旬節中學及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中文辯論比賽 獲勝 5D 陳光壇 

學術 五旬節中學及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中文辯論比賽 獲勝 5C 彭衍喬 

學術 消費者委員會(第十八屆消費文化考察報告獎-高級組) 特別嘉許(選題)獎 6A 呂詩薇 

學術 消費者委員會(第十八屆消費文化考察報告獎-高級組) 特別嘉許(選題)獎 6B 陳婉筠 

學術 消費者委員會(第十八屆消費文化考察報告獎-高級組) 特別嘉許(選題)獎 6B 李灝銘 

學術 消費者委員會(第十八屆消費文化考察報告獎-高級組) 特別嘉許(選題)獎 6C 歐紫珊 

學術 消費者委員會(第十八屆消費文化考察報告獎-高級組) 特別嘉許(選題)獎 6D 林小莉 

學術 理工大學中學生數理比賽(生物) 優異獎狀 5D 張文思 

學術 
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第十四屆《基本法》大使培訓

計劃：「政策多面體」政策報告書比賽) 
季軍 5D 朱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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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第四屆「我們一起閱讀的日子」寫作出版) 
獲評優秀文章 2A 李永祺 

學術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第四屆「我們一起閱讀的日子」寫作出版) 
獲評優秀文章 2A 譚學泰 

學術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第四屆「我們一起閱讀的日子」寫作出版) 
獲評優秀文章 3A 林嘉欣 

學術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第四屆「我們一起閱讀的日子」寫作出版) 
獲評優秀文章 3A 劉佳怡 

學術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第四屆「我們一起閱讀的日子」寫作出版) 
獲評優秀文章 3A 鮑世龍 

學術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第四屆「我們一起閱讀的日子」寫作出版) 
獲評優秀文章 3A 邢福贊 

學術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第四屆「我們一起閱讀的日子」寫作出版) 
獲評優秀文章 3B 楊善喻 

學術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第四屆「我們一起閱讀的日子」寫作出版) 
獲評優秀文章 3B 劉煒烽 

學術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第四屆「我們一起閱讀的日子」寫作出版) 
獲評優秀文章 3D 梁嘉銘 

學術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第四屆「我們一起閱讀的日子」寫作出版) 
獲評優秀文章 2A 謝晞桐 

學術 
香港華仁書院主辦拔萃男書院協辦  

(聯校圖書館管理員比賽) 
冠軍 3A 黃俊諺 

學術 
香港華仁書院主辦拔萃男書院協辦  

(聯校圖書館管理員比賽) 
冠軍 3A 邱顯倫 

學術 
香港華仁書院主辦拔萃男書院協辦  

(聯校圖書館管理員比賽) 
冠軍 4D 鄭婉晴 

學術 
香港華仁書院主辦拔萃男書院協辦  

(聯校圖書館管理員比賽) 
冠軍 4D 施純鉦 

學術 
香港華仁書院主辦拔萃男書院協辦  

(聯校圖書館管理員比賽) 
冠軍 4D 楊澤龍 

學術 
香港華仁書院主辦拔萃男書院協辦  

(聯校圖書館管理員比賽) 
冠軍 4D 楊志臻 

學術 
香港華仁書院主辦拔萃男書院協辦  

(聯校圖書館管理員比賽) 
冠軍 5D 何冠毅 

服務 公益少年團(中學基本級) 黃色徽章 4C 呂曉彤 

服務 公益少年團(中學基本級) 黃色徽章 4C 楊景晧 

服務 公益少年團(中學基本級) 黃色徽章 5C 黃嘉璇 

服務 公益少年團(中學基本級) 黃色徽章 5D 吳灝璋 

服務 公益少年團(中學基本級) 黃色徽章 5D 謝耀輝 

服務 公益少年團(中學基本級) 黃色徽章 5D 蔡灝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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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公益少年團(中學初級) 綠色徽章 5D 蔡灝梃 

服務 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義工嘉許禮) 優異狀 3D 林沁頴 

服務 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義工嘉許禮) 優異狀 4A 葉詠詩 

服務 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義工嘉許禮) 優異狀 4C 蔡子琳 

服務 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義工嘉許禮) 優異狀 4C 周穎琪 

服務 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義工嘉許禮) 優異狀 5D 何冠毅 

服務 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義工嘉許禮) 金狀 5C 黃嬡羚 

服務 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義工嘉許禮) 金狀 5D 張文思 

服務 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義工嘉許禮) 金狀 5D 李佩熹 

服務 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義工嘉許禮) 金狀 5D 梁竣迪 

服務 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義工嘉許禮) 銀狀 4A 洪健明 

服務 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義工嘉許禮) 銀狀 4B 張嘉凌 

服務 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義工嘉許禮) 銀狀 4C 梁咏琳 

服務 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義工嘉許禮) 銀狀 4C 張珈熹 

服務 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義工嘉許禮) 銀狀 4D 葉嘉慧 

服務 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義工嘉許禮) 銀狀 5A 殷曉彤 

服務 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義工嘉許禮) 銀狀 5B 鄭婷心 

服務 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義工嘉許禮) 銀狀 5C 陳卓欣 

服務 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義工嘉許禮) 銀狀 5C 林旻軒 

服務 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義工嘉許禮) 銀狀 5D 石晶晶 

服務 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義工嘉許禮) 銀狀 5D 施淑嫻 

服務 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義工嘉許禮) 銀狀 5D 謝盈 

服務 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義工嘉許禮) 銀狀 6C 彭穎潼 

服務 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義工嘉許禮) 銀狀 6C 招俊希 

服務 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義工嘉許禮) 銀狀 6C 葉仲軒 

服務 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義工嘉許禮) 銀狀 6D 程羽靖 

服務 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義工嘉許禮) 銀狀 6D 鄒善興 

服務 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義工嘉許禮) 銀狀 6D 馬健峰 

服務 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義工嘉許禮) 銅狀 3D 梁嘉雯 

服務 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義工嘉許禮) 銅狀 4B 陳碧玲 

服務 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義工嘉許禮) 銅狀 4B 陳展鋒 

服務 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義工嘉許禮) 銅狀 4C 潘潔儀 

服務 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義工嘉許禮) 銅狀 4D 李俊法 

服務 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義工嘉許禮) 銅狀 5A 周芷瑩 

服務 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義工嘉許禮) 銅狀 5A 馬紫晴 

服務 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義工嘉許禮) 銅狀 5B 曾宝恩 

服務 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義工嘉許禮) 銅狀 5B 王梓浩 

服務 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義工嘉許禮) 銅狀 5C 劉淑儀 

服務 社會福利署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義工運動 銀獎 6C 彭穎潼 

藝術 70 屆學校音樂節二胡獨奏深造組 亞軍 2A 李永祺 



  29/45  

藝術 教育局及香港藝術學院(2017-2018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合作獎 1A 羅喜悅 

藝術 教育局及香港藝術學院(2017-2018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合作獎 2A 陳穎欣 

藝術 教育局及香港藝術學院(2017-2018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合作獎 2A 戚子柔 

藝術 教育局及香港藝術學院(2017-2018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合作獎 2A 鍾穎熙 

藝術 教育局及香港藝術學院(2017-2018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合作獎 2A 李嘉泳 

藝術 教育局及香港藝術學院(2017-2018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合作獎 2A 曾敏惠 

藝術 教育局及香港藝術學院(2017-2018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合作獎 2A 葉穎思 

藝術 教育局及香港藝術學院(2017-2018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合作獎 2B 鍾詠睎 

藝術 教育局及香港藝術學院(2017-2018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合作獎 2D 阮家豪 

藝術 教育局及香港藝術學院(2017-2018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合作獎 4B 梁嘉儀 

藝術 教育局及香港藝術學院(2017-2018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合作獎 4D 孔湘柔 

藝術 教育局及香港藝術學院(2017-2018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合作獎 4D 羅嘉琪 

藝術 教育局及香港藝術學院(2017-2018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合作獎 4D 梁子雅 

藝術 教育局及香港藝術學院(2017-2018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合作獎 4D 余綺琪 

藝術 教育局及香港藝術學院(2017-2018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合作獎 5B 鄒月欣 

藝術 教育局及香港藝術學院(2017-2018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合作獎 5B 羅浩源 

藝術 教育局及香港藝術學院(2017-2018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合作獎 4B 莊穎琳 

藝術 教育局及香港藝術學院(2017-2018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演員 4B 莊穎琳 

藝術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 

(第二十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九龍區初中組) 
金獎 3A 劉佳怡 

藝術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 

(第二十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優異星獎 5D 張文思 

藝術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 

(第二十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優異獎 5D 黃洁怡 

藝術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 

(第二十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良好獎 3C 葉敏喬 

藝術 
普通話教師學會 

(18 屆全港學界普通話傳藝比賽-初中散文組) 
冠軍 2B 鍾詠睎 

藝術 
普通話教師學會 

(18 屆全港學界普通話傳藝比賽-初中散文組) 
季軍 1C 呂其其 

藝術 
普通話教師學會 

(18 屆全港學界普通話傳藝比賽-初中詩歌組) 
亞軍 1D 王碧珊 

藝術 
普通話教師學會 

(18 屆全港學界普通話傳藝比賽-高中散文組) 
冠軍 5D 張文思 

藝術 
普通話教師學會 

(18 屆全港學界普通話傳藝比賽-高中詩歌組) 
季軍 5D 李佩熹 

藝術 第二十四屆聖經朗誦節( 中一至中三組-普通話對誦 ) 亞軍 1C 呂其其 

藝術 第二十四屆聖經朗誦節( 中一至中三組-普通話對誦 ) 亞軍 2B 鍾詠睎 

藝術 第二十四屆聖經朗誦節( 中四至中六組-普通話對誦 ) 冠軍 5D 張文思 

藝術 第二十四屆聖經朗誦節( 中四至中六組-普通話對誦 ) 冠軍 5D 李佩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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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 第二十四屆聖經朗誦節( 中四至中六組-普通話獨誦 ) 季軍 5D 李佩熹 

藝術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散文獨誦 ) 亞軍 1C 呂其其 

藝術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散文獨誦 ) 亞軍 5D 張文思 

藝術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散文獨誦 ) 季軍 3A 劉佳怡 

藝術 
第十三屆全港經典故事、小品、詩歌表演比賽 (2018)  

(中學組普通話散文獨誦) 
亞軍 3A 劉佳怡 

藝術 
第十三屆全港經典故事、小品、詩歌表演比賽 (2018) 

(中學組普通話詩歌對/合誦) 
金獎 5D 張文思 

藝術 
第十三屆全港經典故事、小品、詩歌表演比賽 (2018) 

(中學組普通話詩歌對/合誦) 
金獎 5D 李佩熹 

藝術 
第十三屆全港經典故事、小品、詩歌表演比賽 (2018)  

(中學組普通話詩歌獨誦) 
亞軍 5D 張文思 

藝術 
第十三屆全港經典故事、小品、詩歌表演比賽 (2018)  

(中學組普通話詩歌獨誦) 
季軍 5D 李佩熹 

藝術 賽馬會藝育菁英計劃(全港青少年繪畫日) 優勝者 5C 何子喬 

藝術 賽馬會藝育菁英計劃(全港青少年繪畫日) 優勝者 5C 林穎茵 

藝術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 69 屆英詩獨誦比賽) 優異奬 1A 陳慧堤 

藝術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 69 屆英詩獨誦比賽) 優異奬 1A 孔卓楠 

藝術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 69 屆英詩獨誦比賽) 優異奬 1A 羅喜悅 

藝術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 69 屆英詩獨誦比賽) 優異奬 1A 陳睿希 

藝術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 69 屆英詩獨誦比賽) 優異奬 1A 杜治宏 

藝術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 69 屆英詩獨誦比賽) 優異奬 1A 馮偉鑫 

藝術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 69 屆英詩獨誦比賽) 優異奬 1A 黎孝然 

藝術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 69 屆英詩獨誦比賽) 優異奬 1A 林明昊 

藝術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 69 屆英詩獨誦比賽) 優異奬 1A 劉俊霆 

藝術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 69 屆英詩獨誦比賽) 優異奬 1B 陳凱欣 

藝術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 69 屆英詩獨誦比賽) 優異奬 1B 王心怡 

藝術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 69 屆英詩獨誦比賽) 優異奬 1B 聶迦安 

藝術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 69 屆英詩獨誦比賽) 優異奬 1C 呂其其 

藝術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 69 屆英詩獨誦比賽) 優異奬 2A 顏希霖 

藝術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 69 屆英詩獨誦比賽) 優異奬 2A 曾敏惠 

藝術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 69 屆英詩獨誦比賽) 優異奬 2A 謝晞桐 

藝術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 69 屆英詩獨誦比賽) 優異奬 2B 張鴻毅 

藝術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 69 屆英詩獨誦比賽) 優異奬 2C 趙匡琪 

藝術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 69 屆英詩獨誦比賽) 優異奬 3A 鍾天僖 

藝術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 69 屆英詩獨誦比賽) 優異奬 3A 盧恩瞳 

藝術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 69 屆英詩獨誦比賽) 優異奬 3A 何梓泳 

藝術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 69 屆英詩獨誦比賽) 優異奬 3A 賴建衡 

藝術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 69 屆英詩獨誦比賽) 優異奬 3A 林竣鴻 

藝術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 69 屆英詩獨誦比賽) 優異奬 4D 葉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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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 69 屆英詩獨誦比賽) 優異奬 5B 雷振銘 

藝術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 69 屆英詩獨誦比賽) 小組冠軍 5C 彭衍喬 

藝術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 69 屆英詩獨誦比賽) 小組亞軍 5D 李佩熹 

藝術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 69 屆英詩獨誦比賽) 小組季軍 5A 劉燕沁 

體育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沙田區分齡賽-乒乓球) 冠軍 4D 許俊僖 

體育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油尖旺區分齡賽-乒乓球) 亞軍 4D 許俊僖 

體育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官塘區分齡賽-乒乓球) 亞軍 4D 許俊僖 

體育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葵青區分齡賽-乒乓球) 冠軍 4D 許俊僖 

體育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中西區分齡賽-乒乓球) 季軍 4D 許俊僖 

體育 九龍體育會( K-League Senior 2017 Super Cup ) 季軍 4A 梁信行 

體育 九龍體育會( K-League Senior 2017 Super Cup ) 季軍 4B 董諄朗 

體育 九龍體育會( K-League Senior 2017 Super Cup ) 季軍 5A 張振東 

體育 九龍體育會( K-League Senior 2017 Super Cup ) 季軍 5A 許榮權 

體育 九龍體育會( K-League Senior 2017 Super Cup ) 季軍 5A 李浩晉 

體育 九龍體育會( K-League Senior 2017 Super Cup ) 季軍 5A 余卓毅 

體育 九龍體育會( K-League Senior 2017 Super Cup ) 季軍 5B 李光東 

體育 九龍體育會( K-League Senior 2017 Super Cup ) 季軍 5B 廖躍暉 

體育 九龍體育會( K-League Senior 2017 Super Cup ) 季軍 5C 麥謙祖 

體育 九龍體育會( K-League Senior 2017 Super Cup ) 季軍 5C 易樂恒 

體育 九龍體育會( K-League Senior 2017 Super Cup ) 季軍 5D 谷政德 

體育 九龍體育會( K-League Senior 2017 Super Cup ) 季軍 5D 林煒鍵 

體育 九龍體育會( K-League Senior 2017 Super Cup ) 季軍 5D 司徒昱沛 

體育 樂然體育會(樂然校際籃球邀請賽男子丙組) 亞軍 1A 陳睿希 

體育 樂然體育會(樂然校際籃球邀請賽男子丙組) 亞軍 1B 張博堯 

體育 樂然體育會(樂然校際籃球邀請賽男子丙組) 亞軍 1C 楊智豪 

體育 樂然體育會(樂然校際籃球邀請賽男子丙組) 亞軍 1D 李港渝 

體育 樂然體育會(樂然校際籃球邀請賽男子丙組) 亞軍 1D 施俊龍 

體育 樂然體育會(樂然校際籃球邀請賽男子丙組) 亞軍 2A 孔俊傑 

體育 樂然體育會(樂然校際籃球邀請賽男子丙組) 亞軍 2A 李光沂 

體育 樂然體育會(樂然校際籃球邀請賽男子丙組) 亞軍 2A 謝日朗 

體育 樂然體育會(樂然校際籃球邀請賽男子丙組) 亞軍 2B 龔子羽 

體育 樂然體育會(樂然校際籃球邀請賽男子丙組) 亞軍 2B 林健輝 

體育 樂然體育會(樂然校際籃球邀請賽男子丙組) 亞軍 2B 余逸天 

體育 樂然體育會(樂然校際籃球邀請賽男子丙組) 亞軍 2C 張榮澤 

體育 樂然體育會(樂然校際籃球邀請賽男子丙組) 亞軍 2C 洪彼得 

體育 樂然體育會(樂然校際籃球邀請賽男子丙組) 亞軍 2D 黎珏韜 

體育 樂然體育會(樂然校際籃球邀請賽男子丙組) 亞軍 2D 林凱俊 

體育 
鄧鏡波學校 

(何文田區中學聯校新春長師生長跑比賽-師生組) 
季軍 3A 邱顯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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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鄧鏡波學校 

(何文田區中學聯校新春長師生長跑比賽師生組) 
季軍 3C 黃鴻昇 

體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 九龍區第一組中學校際男子乙組籃球比賽 ) 
季軍 2D 李丙成 

體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 九龍區第一組中學校際男子乙組籃球比賽 ) 
季軍 3A 尹仲賢 

體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 九龍區第一組中學校際男子乙組籃球比賽 ) 
季軍 3B 陳永樂 

體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 九龍區第一組中學校際男子乙組籃球比賽 ) 
季軍 3B 施銘豐 

體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 九龍區第一組中學校際男子乙組籃球比賽 ) 
季軍 3B 黃俊彥 

體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 九龍區第一組中學校際男子乙組籃球比賽 ) 
季軍 3B 王嘉熙 

體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 九龍區第一組中學校際男子乙組籃球比賽 ) 
季軍 3D 佘家進 

體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 九龍區第一組中學校際男子乙組籃球比賽 ) 
季軍 3D 黃偉進 

體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 九龍區第一組中學校際男子乙組籃球比賽 ) 
季軍 4A 張聰睿 

體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 九龍區第一組中學校際男子乙組籃球比賽 ) 
季軍 4A 李栢軒 

體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 九龍區第一組中學校際男子乙組籃球比賽 ) 
季軍 4A 黃啟濠 

體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 九龍區第一組中學校際男子乙組籃球比賽 ) 
季軍 4C 馮燿枏 

體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 九龍區第一組中學校際男子乙組籃球比賽 ) 
季軍 4C 洪銘俊 

體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 九龍區第一組中學校際男子乙組籃球比賽 ) 
季軍 4D 林學哲 

體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港島及九龍地域中學分會 

( 第三組女乙背泳 50 米游泳比賽 ) 
殿軍 3C 張思韻 

體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港島及九龍地域中學分會 

( 第三組男乙蛙泳 100 米游泳比賽 ) 
金獎 5A 徐雅恆 

體育 鳳凰國際邀請賽之跆拳道超級聯賽 2018  亞軍 4B 林紫瑩 

 



  33/45  

B. 學校發展津貼報告 

推行計劃 成效 改善地方/建議 

處理與學生學

習有關的各項

事宜 

1. 「課後功課補做計劃」的一切行政安排順利，能有效

地看管及教導有關學生，並改善他們欠交功課的問

題，減輕教師追收功課的困難。在各方策略的配合下，

部分頑劣學生亦有改善。 

2. 支援測考、留校溫習及暑期留級生計劃的各項文書工

作，如測考學生名單、座位表、聯絡缺席留校溫習的

學生家長等文書處理，減輕教師之文書工作。 

3. 處理測考前溫習安排的文書工作(如名單、座位表、家

長通告等等)，減輕負責教師之工作。 

4. 減輕學術發展組組員之文書工作，如繕寫會議記錄、

整理及分析活動問卷等，使老師有更多時間反思和策

劃教師發展活動。 

5. 有效地聯絡和安排「全方位學習日」的活動，減輕教

師的聯絡和文書上的工作，使整個活動能流暢地進行。 

交功課的人數已有

改善，須留意建立 

學生溫習及個人學

習習慣。 

照顧學生不同

和特殊的學習

需要；支援學生

成長組籌辦活

動 

根據評核文書助理的工作表現，進行調查，蒐集老師的意

見後，項目能達到預期好處，相關老師滿意有文書助理協

助文書工作，令老師能更專注在提供更多協助予有關的學

生 

文書助理工作量大，

需要增加人手處理大

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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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計劃 成效 改善地方/建議 

男子籃球隊發

展支援 

1. 聘用兼職籃

球 體 育 幹

事，於練習時

間領導訓練 

2 於球隊比賽時

擔當教練職

責，指導球 

  員 

 

1. 兼職籃球體育幹事工作質素 因男子籃球隊乃是本

校的卓越傳統，數年

前晉升至九龍區第一

組的位置，成績彪

炳。籃球隊訓練人數

超過 70 人，全年練習

次數超過 180 次，平

均每星期至少進行 5

次練習。自從 2010 年

在九龍區第一組達到

第四名，僅次於男拔

萃書院、英華書院和

喇沙書院開始，吸引

校外有關人士注意。

另外，校評報告亦視

籃球事工為本校最出

色的項目之一。由

2014 年開始，本校更

增設五旬節中學籃球

隊的網站，增加外界

對五旬節中學的認識

及對外宣傳。 

 

男子籃球隊已經成為

進入基督教九龍五旬

節會少年崇拜的橋

樑，其中超過 80%的

同學參與週六少崇聚

會。透過籃球的訓練

及參與崇拜，學生能

養成堅毅的精神及良

好品格，並且有機會

接受耶穌基督為救

主。所以我們建議繼

續聘任羅澤強先生為

兼職籃球體育幹事，

以致男子籃球事工得

以繼續保持和發展，

並增加額外時薪。 

 i. 在籃球教練技術、戰術運用及體能訓練方面，幹 

事均具高級教練水平。在各方面能作出妥當的安 

排，以致訓練流暢。 

 ii. 幹事責任感強，出席率佳，並能與老師合作。 

 iii. 幹事關心學生成長，和學生建立良好關係。 

 iv. 能有效地協助教師處理球隊行政。 

 v. 願意平均每星期付出至少額外 5 小時工作，希望 

明年獲取額外時薪。 

   

2. 學生成長 

 i. 學生在體格及技術上均有加強，在中一學生身上 

更為明顯。 

 ii. 透過全年紀律性的練習，讓學生在球隊中都培養 

出自律、堅忍的品格。有 90%球員出席率全年達 

八成以上，紀律甚佳。 

 iii. 透過對外的學界籃球比賽，學生除增加比賽經驗、 

擴闊視野外，還建立了合作和團結精神，及增強 

對球隊及學校的歸屬感。 

    

3. 教師空間 

 聘用兼職籃球體育幹事不單能為學生提供籃球訓 

練，更能協助教師處理球隊行政，例如致電予缺席學

生、與家長溝通、籌備球隊聯誼活動、關顧個別學生

的個人成長，以及福音工作等。 

   

4. 比賽成績 

 2017-2018 年度學界比賽，五旬節中學男子籃球隊在九

龍區學界第一組進行比賽，乙組獲取獲季軍，全體在

該組別排第六，成績十分理想。 

 

5. 其他校外獎項 

   i . 九龍體育會：K-League Senior 2017 Super Cup 2nd  

    Runner up 

ii. 樂然校際籃球邀請賽：男子丙組 - 亞軍 

iii. 沙田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35 週年友校籃球邀請賽： 

   冠軍 

  



  35/45  

 

推行計劃 成效 改善地方/建議 

女子籃球隊發

展支援 

1. 聘用籃球教

練，於練習 

時間領導訓

練 

2.於球隊對比賽 

  當教練職責， 

  指導球員 

1. 教練質素 在學校優化班級計劃

實施以後，中一級收

生減少，導致加入女

子籃球隊的女生也相

應減少，艱苦經營。 

 

放學留堂補做功課班

對初年級學生準時出

席球隊練習構成一定

影響。 

 

 i. 教練為本校舊生，對學校制度及文化有深入瞭 

解，而且富有歸屬感。 

 ii. 在籃球技術、戰術運用及體能訓練方面，教練均具

普遍教練水平。在各方面能作出妥當的安排，以致

訓練流暢。 

 iii. 教練責任感強，出席率理想，且能與校方及老師

合作。 

 iv. 教練關心學生成長，和學生建立良好關係。 

      

2. 學生成長 

 i. 學生在體格及技術上均有加強，在中二、中三及中

四級學生身上更為明顯。 

 ii. 透過全年紀律性的練習，讓學生在球隊中都培養出

自律、堅忍的品格。有 80%以上球員出席率全年

達八成以上，維持女籃傳統的良好紀律。 

 iii. 透過對外的學界籃球比賽，學生除增加球場經驗、

擴闊視野外，還建立了合作和團結精神，並增强對

球隊及學校的歸屬感。 

   

3. 教師空間 

 聘用教練，使教師有更多空間處理球隊行政，例如致

電予缺席學生、與家長溝通、關顧個別球員的個人成

長，以及處理其他科務及課外活動。 

   

4. 比賽成績 

 在 2017-2018 年度學界比賽中，五旬節中學女子籃球

隊成績理想，甲乙丙組均能取得小組首名出綫席位，

甲組及丙組躋身八強，兩組均取得第五名。乙組出綫

後最終勇奪季軍，成績令人鼓舞。甲乙丙組團體得第

五名，成績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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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多元學習津貼報告 

高中演辯隊 

課程名稱 高中演辯隊資優訓練課程 

目標 1. 藉著觀摩比賽及思維訓練課程，引發前列同學對辯論的興趣及提高高

階思維。 

2. 通過參與比賽，讓前列同學有交流切磋的機會，並藉此提高演辯能力

及營造演辯氛圍。 

學習成果 1. 學生運用課程中學習的策略及手法，組織及編寫比賽講稿。 

2. 學生參與校內、校外辯論比賽。 

目標學生 約 13 位前列中四及中六學生 

遴選機制 中文科老師透過以下準則遴選學生： 

1. 中文說話課的說話表現。 

2. 校內中文科口試及寫作成績。 

修業期及上課地

點 

高中演辯隊資優訓練課程是以校外辯論比賽或活動為主軸： 

1. 按參加比賽的次數作決定。 

2. 每場比賽的籌備、比賽及賽後檢討時數約 16 小時。 

3. 在校內提供學習平台，讓更多同學擔任司儀工作，以建立自信心。 

成效評估 1. 在辯論比賽方面，以中四及中五同學為主力。 

i. 學生積極參與，備戰認真，曾參與基本法盃、華辯盃、鳴辯無限辯論   

  賽及兩場友誼賽 (對賽學校為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和聖母玫瑰書院) 

  其中以基本法盃及友誼賽表現為佳： 

基本法盃 (初賽) 5D 謝耀輝 (最佳辯論員：正方結辯) 

友誼賽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比賽結果為 1：2，由本校獲勝。 

友誼賽 

(聖母玫瑰書院) 

比賽結果為 0：3，由本校獲勝。 

5D 施淑嫻(最佳辯論員：反方主辯) 

 (星島全港校際辯論比賽因名額有限，故未能參加；文化盃因賽期

問題而臨時取消，已致函跟進；學思盃與鳴辯無限辯論賽時間相

撞，故未能參與學思盃比賽。) 

ii. 在比賽中，學生學會： 

a. 不同的思考方法。 

b. 組織辯論稿，提升演說技巧。 

c. 與人交流，建立聆聽及回應他人的習慣。 

d. 指導初中同學有關辯論技巧。 

e. 建立團隊精神。 

iii. 在賽後檢討中，學生學會： 

   a. 檢視自己需要改善的地方，提升演辯技巧。 

   b. 與校外人士交流，作多方面學習。 

2. 建議 

i. 建議校方繼續為尖子同學提供更穩定的學習機會及平台，使他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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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有的基礎上發揮所長，如：學會臨場應變及靈活應對，以增強演辯 

    能力。 

ii. 繼續外聘導師，但轉變學習模式，以重新鞏固學生基礎能力的發展。 

由於核心成員為本年度中五學生，故大部分成員會因準備公開考試而 

大量流失。為配合辯論隊將來的發展，建議校方繼續外聘導師，指導 

經驗尚淺的學生。內容將以工作坊為主導，輔以多元化的公開比賽， 

如：演講比賽、校內辯論比賽、友誼賽、交流會，讓學生能結合實際 

和理論的技巧，逐漸建立演辯能力和自信心，藉此促進校內、校外的 

交流。 

iii. 繼續發掘同學作培訓，以便銜接高中的演辯課程。現時初中和高中的 

核心成員嚴重不足。為配合本隊的長遠發展，希望透過學會的司儀工 

作招募更多有志於發展演辯能力的同學，藉此培養他們對演辯興趣， 

發掘其更大的潛能。 

支出 $16,730.00 

 

數學科 

課程名稱 Mathematics for Abler Students 

目標 1. 提升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 

2. 增強學生的解難技巧 

3. 學習較深數學課題 

課程內容 Mathematical Logic, Properties of Integers, Divisibility, Prime Numbers, 

Rational and Irrational Numbers, Continued Fractions, Pythagorean Numbers  

學習成果 1. 學生能澄清容易誤解的數學概念 

2. 學生能證明較抽象的命題 

目標學生 12 位中四學生，全部只有必修數學科課程知識 

遴選機制 數學老師找出成績較佳學生 

修業期 上下學期共 6 節，每節 1.5 小時 

上課地點 五旬節中學課室 

成效評估 1. 學生出席率理想，亦能用心學習，惜當中沒有特別出眾的成員。 

2. 由於上課時間都是中四上學期，故不能引用較深例子，但參與者仍能藉

着已有知識學習數學證明方法。 

支出 $ 5,400.00(導師費) 

$ 46.00(影印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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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暑期課程 

課程名稱 University Mathematics I 

目標 學生了解微分與幾何的結合, 並讓學生體驗大學學習模式 

課程內容  Pre-calculus topics (set theory, combinations and permutations, 

mathematical induction, binomial theorem, exponential, logarithmic 

and trigonometric functions) 

 Limits and Differentiation with Applications 

 Indefinite and Definite Integrals with Applications. 

學習成果 學生能完成課程並通過評核 

目標學生 1 位中四學生 

遴選機制 數學老師找出成績較佳學生, 並經過香港大學數學系選拔 

修業期 2018 年 6 月 25 日至 7 月 12 日(共 7 整天) 

上課地點 香港大學 

成效評估 1. 學生出席率達 100% 

2. 學生通過課程評核並取得優良証書 

支出 $4,400.00 (課程學費) + $350.00 (報名費) 

  

課程名稱 Mathematical Laboratory and Modeling 

目標 學生了解基礎數學建模技術，教授用於研究模型在物理，化學， 

生物學，生態學和管理軟件 Scilab，並讓學生體驗大學學習模式。 

課程內容  Introduction fundamental programming techniques in SciLab. 

 Demonstrate how mathematical models are formulated. 

 How to interpret these models with the help of computer 

學習成果 學生能完成課程並通過評核 

目標學生 1 位中五學生 

遴選機制 數學老師找出成績較佳學生, 並經過香港大學數學系選拔 

修業期 2018 年 7 月 16 日至 8 月 3 日(共 9 整天) 

上課地點 香港大學 

成效評估 1. 學生出席率達 100% 

2. 學生通過課程評核並取得優良証書 

支出 $4,400.00 (課程學費) + $350.00 (報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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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Number Theory and Cryptography 

目標 學生了解微分與幾何的結合, 並讓學生體驗大學學習模式 

課程內容 We will proceed from basic to deeper knowledge about Number Theory, 

including Divisibility Theory, Euclidean Algorithm, Congruence Equation, 

Chinese Remainder Theorem, Euler’s Theorem, Fermat’s Little Theorem and 

Continued Fractions. 

學習成果 學生能完成課程並通過評核 

目標學生 1 位中五學生 

遴選機制 數學老師找出成績較佳學生, 並經過香港大學數學系選拔 

修業期 2018 年 8 月 6 日至 8 月 21 日(共 9 整天) 

上課地點 香港大學 

成效評估 1. 學生出席率達 100% 

2. 學生通過課程評核並取得優良証書 

支出 $3,840.00 (課程學費) + $20.00 (報名費) 

 

中國語文科 

課程名稱 校本中文資優培訓班 (中五) 

目標 1. 對本科課程的學習目標有更明確的掌握 

2. 培養學生以更積極及正面的態度學習語文 

3. 訓練學生的高階思維能力。 

課程內容 1. 綜合技巧：篩選、分析、重新組織資料、實用文格式 

2. 寫作能力：議論文、抒情文、記敘抒情文 

學習成果 1. 學生能在綜合能力一卷中，掌握如何篩選、分析、重新組織資料、熟

習實用文格式。 

2. 學生能在寫作能力一卷中，掌握議論文之論證技巧、於抒情文及記敘

抒情文中運用多角度描寫。 

目標學生  20 位中五學生 

遴選機制 全級成績首二十名學生 

修業期 下學期 6 節，每節 1.5 小時 

上課地點 課室 106、201、206 室 

成效評估 學生出席率       (出席人數 / 總人數) 

   第一堂：95%         (19/20) 

   第二堂：75%         (15/20) 

   第三堂：90%         (18/20) 

   第四堂：65%         (13/20) 

   第五堂：85%         (17/20) 

   第六堂：55%         (11/20) 

支出 (導師費) $8,000.00 

(文具及影印費) $0.00 

共$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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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校本中文資優培訓班 (中六) 

目標 1. 對本科課程的學習目標有更明確的掌握 

2. 培養學生以更積極及正面的態度學習語文 

3. 訓練學生的高階思維能力。 

課程內容 1. 綜合技巧：篩選、分析、重新組織資料、實用文格式 

2. 寫作能力：議論文、抒情文、記敘抒情文 

學習成果 1. 學生能在綜合能力一卷中，掌握如何篩選、分析、重新組織資料、熟

習實用文格式。 

2. 學生能在寫作能力一卷中，掌握議論文之論證技巧、於抒情文及記敘

抒情文中運用多角度描寫。 

目標學生  20 位中六學生 

遴選機制 全級成績首二十一名學生 

修業期 上學期 6 節，每節 1.5 小時 

（因校舍停電等原因而調整為 5 節，首兩節每節 1.5 小時，最後三節每節 2 小時） 

上課地點 課室 202、404 室 

成效評估 學生出席率達%     (出席人數 / 總人數) 

   第一堂：44%            (7/16) 

   第二堂：38%            (6/16) 

   第三堂：38%            (6/16) 

   第四堂：38%            (6/16)  

支出 (導師費) $7,200.00 

(文具及影印費) $0.00 

共$7,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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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Title: 1. S.6 & S.5 English LIS and Reading Skills Programme  

2. English Programme for S.6 & S.5 English Competent Students 

Objectives: 1. To sharpen S.6 & 5 top students’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in various 

contexts and boost their power of having higher order thinking skills 

To improve S.6 & 5 top students’ reading skills so that they can comprehend 

complicated texts with varied vocabulary items and complicated linguistic 

devices in English, communicate with coherent and structured texts and 

become life-long readers  

2. To enhance S.6 & S.5 competent English students’ receptive skills so that 

they can interact with people and express their ideas effectively and 

proficiently in English, generate original ideas and solve problems 

appropriate to the contexts confidently, as well as use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to resolve difficulties and determine the best course of action. 

Course contents: 1. Teach note-taking skills, time management, listening for main ideas 

locating specific information, revise reading graphs, charts and tables,  

develop students’ awareness of the features of genres of writing e.g. letter 

writing, proposal writing, interpret instructions and adapt information, and 

develop critical ideas on social issues 

2. Guide high achievers to comprehend challenging texts visually and audibly,  

respond to the ideas in the texts critically and develop their critical thinking  

to resolve difficulties 

Deliverables: 1. The S.6 and S.5 target students attended 6 and 8 two-hour lessons 

respectively taught by an experienced English tutor from a service provider.  

It was expected that the students’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 and writing 

skills would be brushed up and their higher order thinking skills would be 

enhanced. 

2. The S.6 and S.5 English competent students attended 6 and 4 two-hour 

lessons respectively taught by a tutor with Level 5 in HKDSE English 

Examination graduated from our school.  It was expected that the students’ 

competency in reading and listening would be polished. 

Target: 1. S.6 & S.5 top 20 students respectively 

2. S.6 & S.5 ten students attempting Papers 1 & 3 B2 respectively 

Selection 

mechanism: 

1. S.6 top 20 students of the Second Term of 1516 & S.5 top 25 students of the 

First Term of 17-18 

2. S.6 & S.5 students attempting Papers 1 & 3 B2 

Duration and venue: 1. S.6: 5 two-hour lessons from Christmas Holidays to Chinese New Year, 

2016 in a classroom 

2. S.5: 6 two-hour lessons during Easter Holidays and Summer Vacation, 2016 

Evaluation: 1. Only four S.6 students attended the course. Among the participants, 75% of 

them were present.  25% of them were absent o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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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0% of them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teacher’s performance. 

  -  100% found the course helped them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listening  

     skills and reading skills 

  -  None of the participants got Level 4 in the HKDSE Examination 

Fifteen S.5 students attended the course 50% or above.  Five of them  

 had 100% attendance rate. 

-  100% of the students agreed that the course was interesting, fun and  

useful.  

-  100% of the students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programme. 

-  100% of the students showed that the teacher was good at explaining the  

course subject. 

- The students’ S.6 First Uniform Test results will further show the 

effectiveness 

2. S.6 Special Programme for English Competent Students 

- Owing to their tight schedule, they had no time to join this course. As a 

result, this course had not been organised.    

S.5 Special Programme for English Competent Students 

- Eleven students attended the course. Among them, 72% attended the  

course more than 75%.  Five participants had 100% completion rate.   

- Seven of them filled in the questionnaires. All of them reported that they  

had more confidence in doing these two papers after the course. 

- Summarising skill was the most useful one when doing reading while  

anticipation skill was the most useful one when doing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Expenditure: 1. $15,400.00 

2. $1,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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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Debating Team 

Title: Provision of English Debating Coaching to Debate Team members 

Objectives: To enhance students’ research skills, presentation and delivery skills in English 

through debating. 

Deliverables: 1. Use English in debating by participating in debating competitions organised 

by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HKSSDC). 

2.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Diversity Learning Fund, an experienced debating 

coach from HKU was employed to help with developing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information searching as well as script and rebuttal writing.  

3. Team members’ communication and presentation skills have been highly 

polished. 

Targets 3 Debate Team members from S.4 to S.5 

One Senior Team was formed 

Selection 

mechanism: 

Students who are interested in English debating 

Duration and 

venue: 

1. 9 hours of coaching before each competition 

2. All trainings were held after school. 

Evaluation: 1. Students’ ability to search for useful information in a time-efficient manner 

had significantly improved.  

2. Speaking confidence had been highly strengthened. 

3. Debaters’ presentation and delivery skills had been polished. 

4. The team captain was able to use spontaneous rebuttals in the competitions. 

5. Overall performance: 

 Debaters participated in 6 competitions, including one friendly match, 

organised by HKSSDC in this academic year. 

 They had 5 wins.  

 In Term 1, they won the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2017-2018 Term 1 Kowloon and NT Division II Senior 

first runner-up.  

 In Term 2, they won the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2017-2018 Term 2 Kowloon and NTW Senior Division II 

Champion. 

 Hebe Pang Hin Kiu (5C) was named as the Best Speaker  

5 times in a row.  

 Wilson Yeung (4D) also earned the title of Best Speaker in a friendly 

debate in Term 2.  

Expenditure: $24,300.00 (coaching 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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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科 

課程名稱 歷史科暑期增潤課程計劃 (中五) 

目標 藉著參與暑期增潤課程，引發前列同學對歷史科的興趣，鞏固日常課堂所

學及提高高階思維能力。 

課程內容 1. 資料題分析技巧：篩選、分析、重新組織資料 

2. 論述題寫作技巧  

指標 1. 透過問卷調查檢視學生對增潤課程的意見(超過 70%學生認同增潤課 

程能達到課程目標)。 

2.   完成課程前作小測，所有學生可達小測總分的 70%。 

目標學生  9 位中五學生 

遴選機制 透過學生校內測考成績並老師對學生表現觀察，於中五級選出 9 名歷史科

能力較佳的學生接受培訓。 

修業期 5 節，每節 3.5 小時 

上課地點 課室 302 室 

成效評估 1. 學生出席率 

                  (出席人數/總人數) 

   第一堂：89%   (8/9) 

   第二堂：78%   (7/9) 

   第三堂：89%   (8/9) 

   第四堂：78%   (7/9) 

   第五堂：56%   (5/9) 

 

2. 共收回 5 份問卷，100%學生認同增潤課程能達到課程目標。 

 

3. 共收回 8 份小測，12.5%學生可達小測總分 70%或以上成績。 

支出 (導師費) $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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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科 

課程名稱 經濟科暑期增潤課程計劃 (中五) 

目標 藉著參與暑期增潤課程，引發前列同學對經濟科的興趣，鞏固日常課堂所

學及提高高階思維能力。 

課程內容 問答題分析及作答技巧：找重點字句、分析題目並有效作答。 

                       

指標 1. 透過堂上試做練習，讓老師評核以確定同學懂得使用答題技巧。 

2.  有超過 75%同學懂得使用答題技巧。 

目標學生  11 位中五學生 

遴選機制 透過學生校內測考成績並老師對學生表現觀察，於中五級選出 11 名經濟

科能力較佳的學生接受培訓。 

修業期 4 節，每節 3 小時 

上課地點 課室 101 室 

成效評估 1. 學生出席率     (出席人數/總人數) 

   第一堂：91%       (10/11) 

   第二堂：55%        (6/11) 

   第三堂：82%        (9/11) 

   第四堂：82%        (9/11) 

    

2. 根據導師的報告，超過 75%同學懂得使用答題技巧。 

支出 (導師費) $2400.00 

 

D. 調配過剩實驗室技術員計劃 

推動計劃 成效 改善及建議 

1. 協助 STEM 教育小組老師發

展校內的各類相關活動，協助

舉行 3D 打印機組裝班及 

3D 打印機繪圖班。 

相關實驗室技術員出席及協

助每次 3D 打印機組裝班及

3D 打印機繪圖班，亦協助解

答參加學生的問題，學生反應

熱烈，已組裝五部 3D 打印機

並印出不少成品。 

參與校內 STEM 教育小組

會議，給予技術支援意

見，探索更多其他與

STEM 教育有關的活動。 

2. 舉辦課外活動，讓學生有機會

進行課堂外的小實驗，期望加

強學生對科學科的興趣，並提

升學生的實驗操作技能。發展

及測試創新實驗活動和製作

實驗手冊，以供師生參考。 

相關實驗室技術員在「小六開

放日」於各實驗室協助預備各

項實驗活動，以及有關的實驗

程序指引，讓小六學生能根據

指引積極參與活動，反應熱

烈。 

可與科學科老師商討，嘗

試舉辦午間科學小實驗活

動，技術員可協助搜集不

同的趣味性科學實驗，預

備實驗材料及製作實驗文

件。 

3. 協助初中科學科學生進行科

學探究，為學生作專題報告匯

報時錄影記錄，促進學生對科

學科的探究精神，從而培養學

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相關實驗室技術員協助錄影

學生實驗匯報，收集中一及中

二級學生專題作品及解答學

生問題。 

可協助老師搜集更多有趣

又可性高的科學專題影片

及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