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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幼會中華會省 

教育信念、憧憬和使命 
 
信念  

我們相信耶穌基督是主，  

祂的福音是我們人生旅途的明燈，  

按祂的指引而行必能實現全人的發展和獲得永恒的生命。  

我們相信聖鮑思高是上主所派遣來的聖者，  

作為青少年的慈父和導師，  

他的預防教育法是我們教育牧民事工的指南針。  

憧憬  

我們企望見到我們的教育團體，  

上下一心，像聖鮑思高一樣熱愛青少年，尤其貧苦無告的青少年。  

我們企望見到我們的青少年，  

對真理鍥而不捨，  

對上主充滿敬意和仰慕，  

對近人、家庭、社會、國家及世界滿懷情義。  

使命  

我們承諾會竭盡所能，把我們的教育團體塑造成一個充滿關愛的家，  

以理智，來說服青少年，  

以宗教信仰，來薰陶青少年的品格，  

以親切的愛，來打動青少年的心。  

青少年是我們的摯愛，是上主交託給我們的寶藏，  

我們會珍惜、愛護，並輔助他們，  

去追尋和滿全上主在他們身上的救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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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校 
 
辦學宗旨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秉承天主教辦學的宗旨，培育學生全人均衡的發展，以基督

福音作為最高指引，將福音的愛、自由和信任瀰漫在學校的教育環境中，使基督救世的使命

能夠在培育學生的過程上產生美滿的成果。 
 

本校亦依據慈幼會興辦教育的宗旨，以「預防教育法」的精神，為有特殊需要的學生提

供適切的服務，使他們能盡量發揮潛能，培養優良品格及積極的學習態度，俾能有機會健康

地成長，成為良好的公民。 
 

學校歷史 
 

早於 1964 年香港政府和香港教區白英奇主教為了配合城市設計和應付工業教育的需

求，邀請天主教慈幼會考慮在葵涌區興辦一所工業中學。慈幼會會長蕭希哲神父雖然感到經

濟能力薄弱，但有賴熱心公益、愛護青少年的殷商梁伍少梅女士鼎力支持，再蒙政府撥地及

支付百分之八十建築費，於 1968 年 6 月舉行動土儀式，開始興建校舍及鮑思高青年中心。 
 

1972 年學校正式上課，六班中一學生在校監邱心源神父、校長黎如漢修士、財務主任

江華年神父和八位年青的老師領導下，開始為學校寫下新的一頁。 
 

本校由創校至今，一直秉承慈幼會辦學宗旨，致力全人教育，著重學生的均衡發展。 
 
學校管理 

學校主要校政及發展方向由校政執行委員會擬定，再由七個委員會及八大學習領域推

行。各委員會及學習領域分別由校長及助理校長監察。 
 本校法團校董會包括主席 (校監)、校長、辦學團體、獨立代表、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及

校友代表組成。 
 

2019-
20 

主席(校監) 辦學團體

校董 
校長 獨立校董 教師校董 家長校董 校友校董 

人數 
 

1 7 1 1 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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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老師 
教師人數 
 全校教師總人數  41 人 

 

 學歷(佔全校教師人數百分比) 

教育文憑   85% 

學士    100% 

碩士、博士或以上 41% 

特殊教育培訓  24% 

 

 年資 (佔全校教師人數百分比) 

0 至 4 年    36% 

5 至 9 年    20% 

10 年或以上   44% 

 

 已接受特殊教育培訓教師 (教育局認可 15 小時或以上的專業培訓) 

基礎課程：11 位 

高級課程：6 位 

專題課程：9 位 

 

 上課日數 

按上課時間表上課日數：144 

考試日數：18 天 

全方位學習活動日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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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 
 學校層面 
每年舉行不少於三次教師發展日，配合當年學校的關注事項。 

2019 年 9 月 30 日教師專業發展日（於饒宗頤文化館演藝廳舉行） 

學校邀請了香港教育大學的詹浩洋博士，與老師分享照顧學習多樣性的策略；邀請了香港青

年協會學校社會工作組的導師，讓老師體驗靜觀和全健經歷。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學期大部份時間老師需分批回校當值或在家工作。因此，原擬舉行

的其他教師展日須取消。自 2019 年 5 月尾開始逐步復課後，學校舉行了以下教師發展項

目： 

2019 年 6 月 11 日全體教師周年及三年檢討會議 

2019 年 6 月 18 日科組負責人三年計劃會議 1 

2019 年 7 月 15 日科組負責人三年計劃會議 2 

全體老師和科組負責人分別經歷了 PIME 管理循環的不同環節，學習和提升管理技能。 

 

 探訪課堂  

本年度，校長與助理校長以探訪課堂形式，參與全校老師的課堂，期望教師在日常教學中，

教師團不斷反思，針對個人教學的強弱項，優化課堂設計，提高教學效能，使學生學有裨

益。 

 

 科組層面 

不同學科積極與教育局及大專院校合作，優化校本課程，促進教學效能。此外，學校鼓勵委

員會成員進修相關課程或研討會，並與組內成員分享所學。此外，本校不同科組也積極參與

各式培訓，如中文科參與教育局語文支援組「校本支援計劃」，另外教育局語文支援組高級

學校發展主任黎耀庭先生於 10 月 23 日（星期三）到校，為我校中文科團隊進行「文憑試說

話教學」培訓。 

 

 觀課交流活動： 

本學年中文科於全校「課堂參觀」前舉行了一次科本的同儕觀課。透過「觀課──評課──修

正」的循環，讓中文科同事在學與教中有更好的預備，也讓同事進行了一次個人化的專業交

流。同儕觀課增加了科組專業交流的氣氛；提升了同事課堂教學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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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受疫情影響，本學年中文科未能如期舉辦大規模的圓桌會議，但於共備會議上老師有機

會互（科組層面）相觀摩學生的課業，並於會議中進行交流分享。根據其他老師的意見，有

助老師檢視課業設計的質素，並能建立互相學習的氣氛。 

2020 年 6 月，本校英文科參加了優質教育基金「照顧初中學生個別差異的閱讀與寫作網絡

學習」網絡計劃,進行了校內試教及校外分享。 

科學科參加了教育局質素保證及校本支援分部中學校本課程發展組科學教育支援服務學校分

享會 (2019/20) 。 

 

 教師個人層面 

鼓勵教師積極進修，與時並進，持續不懈學習，提升個人專業素養，促進學生學習及學校發

展。此外，鼓勵教師透過專業進修課程，提升教師建立共融校園的能力，認識有特殊教育需

要學生的學習需要及有關支援策略，並於科組中分享實踐經驗，全面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

性。 

 

本年度因應疫情和網上教學的需要，學校安排教師透過網上資源和網上培訓，協助教師學習

使用不同的電子教學軟件和平台，包括 Zoom、Google Meet 和 Google Classroom 等，以便更

佳地進行網上教學和照顧不同學生的需要。 

 

 照顧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層面 

為提升教師照顧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本校將安排教育心理學家、言語治療師等，按本校情

況，為教師提供訓練。通識科參與教育局教育局教育局心理服務「為有讀寫困難的中學生提

供加強服務︰校本支援計劃」，按學生需要調適課程及教材，照顧學習差異；學習支援組則

參加教育局心理服務組「全校參與分層支援有自閉症學生計劃」，加強輔導自閉症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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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生  
 

本校乃一所政府資助中學，提供完整之中學課程，課程如下： 
 
科目 

 
S1 

 
S2 

 
S3 

 
S4 

 
S5 

 
S6 

倫理與宗教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English             

數學             

數學延伸課程二         

通識教育          

綜合人文          

綜合科學          

生物          

物理        

化學          

中國歷史          

中國研究 China Studies         

設計與科技         

設計與資訊科技          

旅遊與款待         

經濟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烏爾都語 URDU        

音樂          

體育             

文憑試體育          

視覺藝術             

健康管理與社區關懷         

全人健康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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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與教  
課程發展 

 創設校本課程  

 初中華語繪本課程：與教育局語文支援組（華語）合作，引入繪本作為學習材料，激

活學生的思維，並以生涯規劃元素，規劃校本課程，營造跟以往不一樣的中文課堂。

成果顯著：一位嚴重讀寫障礙學生的作品（校本單元的作文），成功投稿至「中學生

文藝月刊」；中文科教師團隊獲教育局語文支援組邀請，分享校本教材設計的心得。 

非華語校本課程：非華語學生中一至中六全校本課程，秉持「不同能力的學生，不同

的校本課程，不同的活動教學。」作原則發展校本課程，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 

2019-2020學生根據最新的IGCSE 課程及較育局的第二語言學習架構，撰寫了一套全

新的校本課程； 

「一日一詞」自學手冊； 

中五六職業中文校本課程； 

與教育局語文支援組（非華語）合作，調適華語課程，設計《背影》單元教材，讓非

華語學生融入主流課程，提升學生學習中文的信心。 

 通識科：本組老師珍視每個學生的獨特性，因材施教。本科組參加教育局心理服務

組「為有讀寫困難的中學生提供加強服務︰校本支援計劃」。由教育局提供教師培

訓，引導老師為學生提供小組訓練、課堂指引等，完善老師教學，提升學與教表現，

使學習表現稍遜的學生及早改進，提升水平，而能力較佳的學生精益求精，追求卓

越。 

 英文科：初中方面，老師以學生英語運用能力作根據，分為高、中、低三組進行教

學，課程設計及教學內容因應學生組別而有所調適。至於校內評估試題，亦依照學

生能力作相應安排，以便了解學生學習進度。學校初中課程以說話能力為切入點，

並配合廣泛閱讀計劃，為學生英語程度奠下基礎。同時，初中加插表演為本 

(Performance-based Learning) 的英語學習活動，提升學生英語說話能力及信心。

如每年度下學期，學生均要參與校本英文話劇比賽 (From Page to Stage)展示學習

成果 。高中方面，高中課程以學生備戰英文文憑試(DSE)為目標。其科目任教老師

均富有教授文憑試應試技巧的經驗。中六則實行小班教學，以加強學生備試能力及

應試的信心。同時亦於課餘時間設有英文增潤班，為學生對文憑試作充足準備，並

確保學生有足夠能力應付日後升學及就業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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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科：本年度初中綜合科學科已完成校本課程，利用VARK問卷分析伍少梅學生的

學習風格，以釐定最適合學生學習的還境，照顧差異。在各課題中，滲入相關的科學

探究實驗，使學生從實驗中學習科學知識及培養學生對科學的興趣。亦加入跨科協

作，以STEM元素的活動，解決日常生活解難為前題，利用學生的創意、設計及製作不

同的原形產品，透過設計測試改良的循環過程，訓練學生技能。 

本科亦透過利用不同的評估方法，如學生除了繳交基本的文字習作外，亦須繳交實

驗報告，利用電子器材拍攝實驗結果相片及短片作為實驗記錄。亦須進行實驗技能

評估。 

本年度校學參加了中大賽馬會智為未來計劃，被獲選為其中一間2021-22年參與計劃

的學校，試行在校內推行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人工智能課程，對像主要

為初中學生。 

暑假期間，DT和科學老師已通過視像會議，進行課程陪訓。來年2020-21亦會繼續參

加不同的AI工作坊。相關科目的老師，亦己準備在來年把AI課程元素滲入其校本課

程中。 

另學校亦得到有心機構損助約200萬款項，以把舊有的工場改建為AI人工智能育教中

心，以配合學校將來的IT教學發展，詳細的設計仍在商確中。暫定可今個學年內完

成工程及使用。 

 數學科：建立「校本課程」，根據考評局的TSA及DSE課程，在每個學習單位訂立「基

本能力指標」，讓學生學會每章基本且重要的知識，科組同工一起製訂每章學習重

點,讓學生清晰知道重點內容。參與由教育局課程發展處（數學）舉辦有關資訊科技

提升數學學與教效能的計劃，在校本數學課程中加入了電子學習元素；建立數學教

師學習團隊，分享學與教資源（包括電子學習資料），協助數學教師逐步建立校本的

電子學習資源。 

 綜合人文科︰為迎接教育新趨勢，本科組參加教育局課程發展組「校本支援計劃」，

為學生製訂校本教材，運用多元化的學習材料，設計多元化的學習活動，以配合學

生不同的學習需要，亦為來年初中全面開展綜合人文科作好準備，為學生創設空間，

發揮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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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學習能力指標 

學科設基礎學習能力指標，透過課程規劃，訂定核心及延伸部分，務求讓學生達到學科基礎

學習水平。日常習題，設分層課業，讓能力稍遜者完成基礎部分；能力較高者可嘗試完成挑

戰題目，提升學習動機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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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學科學習活動  

透過戶外考察活動，鼓勵學生參與不同學術活動，開拓視野，刺激新思維，學有進益。從活動

中培養學生協作能力、溝通能力、創造力及研習能力。 

本年度計有 

 中文科十月九日與圖書館合辦享受閱讀講座。由於受疫情影響，本學年未能如期舉辦跨科

合作活動，下學年會作妥善跟進及檢討，並重新舉辦。 

 科學科與 DT 科合作，帶領中一同學參加泰國創意發明大賽。本校 STEM 隊成立目的是為人

類創造一個美好世界，解決人類（特別是長者）生活上問題，如創作「智能分藥器」，讓老

人家準時及準確服藥。「智能分藥器」在比賽中獲「創意銀獎」，肯定了學生在科學上的成

就。 

在暑假期間，科學科及 DT 科亦再次合作，學生改良了「智能分藥器」，參加由匯豐及社聯

舉辦的 HSBC Hong Kong Community Partnership Programme 2020 SMART Community 

Hackathon 比賽，同學通過視像對話分享設計心得及解難過程，再次進入前 20名，獲發五

千元獎金作為改良作品之用，希望奪得更好成績！ 

 

學校與外間機構合作，設計多樣化的學習經歷，按學習課題帶領學生參與工作坊、參觀及考

察，深化所學，有助照顧學生不同的學習需要，並從中得到豐富的生活體驗。 

 

教學策略 
 調整合作學習策略 
學校繼續推行合作學習，因應過往兩年推行的經驗調整推行策略。各科可有更大的施行彈性，

靈活決定何時運用、如何運用合作學習，以配合不同學生群組的學習需要。老師能善用不同

的學習小組和同學緊密聯繫，培養學生批判性思考、協作能力及表達能力，展現學生的學習

成果，提高學生的學習自信。 

 

 發展資訊科技教學  
本年度學校致力發展學生資訊科技素養，旨在提升學生有效及符合道德地使用資訊的相關能

力及態度，並發展學生的知識、技能及態度，讓他們在不同的主要學習階段中，都懂得如何

使用資訊及資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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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由於疫情關係，大部分學科在學校停課期間，應用 Google Classroom及其他網上學

習軟件及工具，讓同學在網上互相交流，互相切磋，亦有利老師作即時回饋，提升教學效能

及實踐「停課不停學」的理念。 

 

 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 

為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各科組在日常的教學、課程及評估都作出相應調適。亦同時為成

績稍遜的同學，安排課後學習支援小組，讓他們重溫所學。而且，為延伸課堂學習。發展網上

學習資源庫。運用問卷找出選修本科同學的學習模式 Learning Style 和在學習上有特別需

要照顧的同學。  

 

 善用數據回饋教學  
各科善用中一入學試、中三全港性系統評估、中六香港中學文憑試數據，檢視並分析學生成

績，撰寫為檢討報告；另呈交提升學生學業成績建議方案。 

校學成效評估組協助各科組檢視中學文憑試各評分等級積分，協助老師調節 2019 年 11 月中

六模擬試的設題難道，改善教學策略及質素。此外，老師按校內測考卷成績分佈，重點分析

個別學生強弱項，掌握學生學習難點，重點施教，鞏固所學。 

 

為不同需要的學生提供學習支援 

 安排訓練小組 

學校與教育心理學家及社工，保持緊密合作，評估學生的需要，適時提供教學及測考調適。 

為有需要的同學安排專業服務及小組訓練，如專注易小組、讀寫樂小組、社交小組、生涯規

劃小組等。 

 

 校內考試調適 

為學生申請公開試，包括文憑試考試調適，並於校內考試安排調適，另設特別考試課室、延

長答卷時間、使用讀屏軟件及語音轉換文字軟件等輔助工具，照顧不同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

生應試。 

 

 個別學習計劃 

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繼續設立「個別學習計劃」，按學生個別情況，訂立學習、社溝、情

緒等方面的目標，安排大班支援、小組及個別訓練，以有效支援每位學生的學習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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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進一步提升「個別學習計劃」的質素，學習支援組參加教育局心理服務組「全校參與分

層支援有自閉症學生計劃」，加強輔導自閉症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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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受着社會運動及疫情停課影響，本年度部份學生成長支援活動未能按計劃進行。雖然如

此，老師們仍然在停課期間，透過申請或善用外間資源，為處於困難境況的同學及其家庭提

供物質及情緒支援，時刻陪伴同學，共渡難關。 

 

 

「抗疫同行」地區學童支援計劃 

 

我們獲香港賽馬會 CODIV-19緊急援助金撥款資助港幣$500,000，協助於荃灣、葵青、及

深水埗區就學而經濟有困難的學童及其家庭，包括向共 180 個因疫情而陷於經濟窘境的家庭

提供每戶等值港幣$2000元的超市現金卷，以減輕他們在生活必需品上的生活負擔。我們亦進

行了「伴您同行筆友計劃」，啟動區內中、小學老師作義工，透過書信與學童聯繫，引導學童

以正向思維面對逆境，並建立支援網絡。此外，我們亦製作了附以插圖，並譯成英文、烏爾都

文、簡體中文及繁體中文字版本的電子版及實體版資訊卡，由學校以電郵或郵寄方式寄予不

相關團體，教導學童正確的衛生及防疫知識。 

 

聯繫資源照顧學生需要 

 

在疫情期間，不少學生及其家人在防疫物資、應付網上學習的設備、或在家庭經濟上都

面對很大困難。學校積極聯繫外間資源，亦感恩有很多有心人主動支持，舒緩同學的困難。

詳情如下： 

 

一、口罩及防疫用品 

 派發日期 派發內容 派發份數 

1. 2 月起 學校提供(10 口罩) 59 份 

2. 20/3 沃土發展社(10 口罩) 29 份 

3. 30/3 沃土發展社(口罩及防疫包) 100 份 

4. 27/5 紅十字會防疫包(口罩40 個及消毒用品) 100 份 

5. 9/7 學校提供(註冊新生) 口罩 600 個 

6.  18/9 教育局口罩(2盒) 150 份 (300 盒) 

 

二、電腦裝置、數據卡、上網配套支援 

 派發日期 派發內容 派發份數 

1. 29/2 DATA CARD 1 31 份 

2. 13/3 DATA CARD 2 20 份 

3. 16/3 HGC 2nd Hand Computer Set (HGC) 20 套 

4. 16/3 PC 用 Data Card,wifi adaptor, earphone 20 套 

5. 4/5 DATA CARD 1-2 張 19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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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3/4 HKDCA 免費寬頻兩年 2名學生 

7. 21/7 HKDCA 免費寬頻兩年 1名學生 

8. 7 月 Lenovo Tab M10 平板電腦 1名學生 

9. 28/8 教關 二手 iPAD Air 平板電腦 2名學生 

10. 9/9 旭日基金電話卡 預算200 張 (已發出 55 

張) 

11. 10/9 教關 全新 SAMSUNG TAB A 27 

12. 23/9 教關 AVITA LIBER V 14" 手提電腦 1 

13. 18/9 教育大同 AVITA 14"手提電腦 20 部 

14. 18/9 陳葒校長補習天地 Lenovo E15 手提電腦 5 部 

15. 18/9 陳葒校長補習天地 Lenovo Tab P10 平板電腦 15 部 

 

三、現金券或現金 

 派發日期 派發內容 派發份數 

1. 4/4 賽馬會COVID-19 ($2000 超市現金券) 20 份 

2. 28/5 劉氏教育基金(HK$69000) 17 人受惠(現金 3000~5000) 

 

四、飯券及其他 
 派發日期 派發內容 派發份數 

1. 25/5 7-11 飯劵(30 張一份) 50 份 

2. 30/6 7-11 飯劵(30 張一份) 70 份 

3. 7/9 7-11 飯劵(30 張一份) 36 份 

4.  30/8 「劉氏教育基金」眼藥水 全校學生 

 

 

學生輔導 

專業輔導團隊 

本校同學多來自社經地位較低的家庭，加上不少來自不同文化背境的南亞裔和國內新來港學

童，培添成長和適應困難。本校現時的專業輔導團隊包括兩位駐校社工、校本全職輔導員、

教育心理學家（外購服務）及言語治療師及每年來校的實習社工及輔導員等，讓有需要的同

學能得到及早的介入和跟進服務。 此外，神長陸神父、校長及助理校長（學生發展）均為註

冊社工，在有需要時能就學生輔導或危機處理上作即時支援。 

 



2019-2020 學校周年報告                                                       頁 17 

駐校社工 

本校駐校社工來自香港青年協會。本年度學生個案共 52個，當中 34 名是上年舊有累積個案，

而本年度新開個案則有 18名。整體個案中以中三級學生最多，共有 15人，佔整體 28.8%，其

次是中二級（ 12人， 23.1% ）及中四及中六級(各佔 7人，13.5% ）。問題性質主要與學校

生活事宜有關，如校園適應、學習技巧和缺課等。此外，社工亦透過足球訓練計劃、社交情緒

小組及其他活動等進行輔導。 

 

中一新生活動 

本年度中一新生多以新來港學童為主，包括來自國內或巴基斯坦，大多不暗廣東話及英語。

於新學年初進行「中一新生適應周」及「中一新生迎新家長晚會」活動。這些活動讓新同學及

其家長能及早認識學校，並與老師建立互信關係。活動亦有助老師對同學和有關家庭作初步

了解，提升老師對同學的特性和可能面對的困難的敏感度，在有需要時可盡早作出回應。 

 

回應學生參與社會運動 

社會事件對學生帶來不少影響。學校一直採用開明的態度，以願意聆聽和關懷學生安全和健

康的角度輔導同學。學校按同學的要求，安排了壁報板讓有需要的同學對事件表達心聲，在

老師的引導下，同學都能以「說事實、不仇恨」的態度去表達意見和張貼訊息。另一方面，學

校亦舉辦了「祝福香港」計劃，鼓勵同學透過拍攝表達感受，並轉化負面情緒成為正面祝福，

積極面對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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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表現及成就 

獎助學金 

 

活動及獎項 獲獎學生名單 

青苗基金 

青苗學界進步獎 

林靖宇 趙浩光 沙基(2019畢業生) 

S6A 洪义炟 S6B 馬森美 S5A 吳浩倫 

S5B 馬永文 S4A 甄健桐 S4B石家華 

S3A 郭明澤 S3B彭成曉 S2A林  欽 

S2B 李艾力 

2019 青苗十大學界進步獎 S3B彭成曉 

2019香港廣東社團獎助學金 李浩銘(2019畢業生) 

2019祁良神父教育基金獎學金 S4B 馬毅力 

2019尤德爵士紀念基金高中學生獎 S6A 王亮亮 S6A洪义炟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第五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S2A 陳靖峯 S3B 趙偉俊 S6A劉栢勤 

2019 荃葵青優秀學生選舉  

 

S2A魏晨坤 S3A陳逸培 

S3B趙偉俊 S3B彭成曉 S4B彭成輝 

2019 伍少梅大學獎學金 

 

梁仕池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李浩宏 香港中文大學 

陳浩賢 臺北市立大學 

何子熹 嶺南大學 

區耀林 暨南大學  

方厚霖  中山大學 

蔡榮然 暨南大學 

蔣卓誠 理工大學 

劉曉嵐 暨南大學 

姚文廣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朱能立 暨南大學 

伍超明 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 

楊子敬 浸會大學 

徐卓霖 文化學園大學(Japan) 

羅金平 浸會大學 

梁仕力 明愛專上學院 

劉澤宏 廣州體育學院 

周澤眾 山東大學 

謝萬智 華僑大學 

王強 華僑大學 

林靖宇 廣州中醫藥大學 

林建成  輔仁大學 

古炽鋒 華僑大學 

丁栢雄  華僑大學 

陳漢杰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李浩銘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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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比賽 

I.  中文科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獎項 比賽名稱 班別 學生姓名 

良好獎狀 詩詞獨誦-普通話-中學一、二年級-男子組 1C 卓樺楠 

良好獎狀 詩詞獨誦-粤語-中學三年級-男子組 3B 冼耀祖 

良好獎狀 詩詞獨誦-普通話-中學三、四年級-男子組 4A 張富城 

 

獎項 比賽名稱 班別 學生姓名 

優良獎狀 詩詞獨誦-普通話-中學一、二年級-男子組 1A 朱嘉豪 

優良獎狀 詩詞獨誦-普通話-中學一、二年級-男子組 1A 楊俊星 

優良獎狀 詩詞獨誦-普通話-中學三、四年級-男子組 3A 陳俊霖 

優良獎狀 詩詞獨誦-普通話-中學三、四年級-男子組 3B 趙偉俊 

王啟龍 暨南大學 

岑梓禧 宜蘭大學 

伍毅峰 暨南大學 

林嘉程 大仁科技大學 

2019華近禮神父紀念基金助學金 

 

S6A 陳嘉軒  洪义炟  劉栢勤 

S5A 蘇振烈 

S5B 古利文 

S4B 彭成輝 

S3A 李科成 余駿杰 林賞賜 黎志光 

    龔丹霖 遲浩翔 王楚彬 

S3B 劉孝勤 何潤濤 洪文濤 

S2A 廖逸峰 張誌豪 胡映星 蘇振燁 

S1A 楊俊星 

S1B 艾逸明 

S1C 古梓燦 郭耀揚 吳景霖 衛明志 

2019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 S4A 顏偉亮 S3B 趙偉俊 

2019 融和獎學金 S2A 葉智成  S3B莫雅威 

S4A 張偉韓  S4A甄健桐 

S4B 彭成輝  S6B李嘉希 

2020哈佛圖書獎  S5A 張力嘉 S5B古利文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9-2020」  S6A 鄧洋 

2019-20年度少年警訊奬學金 S3B 趙偉俊  S3B彭成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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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獎狀 詩詞獨誦-普通話-中學三、四年級-男子組 3B 何浩申 

優良獎狀 詩詞獨誦-普通話-中學三、四年級-男子組 3B 何潤濤 

優良獎狀 詩詞獨誦-普通話-中學三、四年級-男子組 3B 翟靜康 

 

II. English Department: 71st Speech Festival 

            Class Student Award 

1 3B_15 Zhai Ching Hong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Solo Verse Speaking 

2 1B_3 Ale Magar Krishpoo Certificate of Merit: Solo Verse Speaking 

3 3A_13 Guo Ming Ze Certificate of Merit: Solo Verse Speaking 

4 3B_17 Abbas Sahil Certificate of Merit: Solo Verse Speaking 

5 4B_1 Safeer Abbas Certificate of Merit: Solo Verse Speaking 

6 5B_9 Moen Ali Certificate of Merit: Solo Verse Speaking 

7 4B_1 Safeer Abbas  Certificate of Merit: Dramatic Duologue 

8 3B_17 Abbas Sahil Certificate of Merit: Dramatic Duologue 

9 4B_9 Mohammad Samir 
Matloob 

Certificate of Merit: Solo Verse Speaking 

Champion 

 

 

  III. 融和獎学金及上游獎学金 

融和獎學金 2A  葉智成 

3B  莫雅威 

4B  彭成輝 

4A  甄健桐 

4A  張偉韓 

上游獎學金 3B  趙偉俊 

4A  顏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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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HKQAA & EDB Photography Competition (S.1-6 Secondary School): from Ms YU Pui Ying 

         * S.5B No.4 Hamedkhan: Certificate of Merit 

          *The Most Active Participation Award 

 

V. Prizes from Mr CHEUNG Ho Kin: 泰國曼谷 IPITEx 國際創新發明展 2020銀獎:  

   中一 A 班周嘉銘同學 

 

VI. 香港電台通識徵文比賽 第二十八期每月優秀作品（初中組）: 3A 遲浩翔 

 

VII.  華夏盃 1920 

英文姓名 
中文姓

名 
獎項  

CHOW KA MING  周嘉銘  二等獎  

LI FUKANG  李富康  二等獎  

LIAO WEIJIANG  廖葦江  三等獎  

LO SHUN YIN  盧信言  三等獎  

GU SKY TSZ TSAN  古梓燦  二等獎  

CHEN JINCAN  陳錦燦  三等獎  

GAO JIABAO  高佳宝  三等獎  

LIN YUZHI  林宇至  三等獎  

LIN ZULIN  林祖林  三等獎  

WU YING SING  胡映星  三等獎  

YANG ZILIANG  楊子梁  三等獎  

CHIU WAI CHUN  趙偉俊  二等獎  

HE RUN TAO  何潤濤  一等獎  

 

VIIII: 比賽名稱：校園耕作大賽 2020 (荃葵青區中學) 

參賽同學：3A 03  陳嘉輝、3A 07 張誌豪、3A 16 廖逸峰 、3A 18 林賞賜、3A 23 楊文杰 

頒發獎品：參賽證書、紀念品(酒精消毒噴霧)  

 
VIIII: 香港大學 全港第二屆非華語學生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獎項 班別 學生姓名 
高中組 優異獎 4B 彭成輝 
高中組 優異獎 5B 簡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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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晶文薈萃—網上優秀文章展廊 
第 51 期展覽 
獎項 班別 學生姓名 
參展 2A 林欽 
參展 1C 王漢彬 
參展 3B 林凱達 
參展 1A 余凌昊 
參展 3A 張誌豪 
參展 3B 翟靜康 
參展 4A 甄健桐 
參展 4A 陳展鋒 
參展 5A 張力嘉 
參展 5A 吳浩倫 

 
 
 
XI: LINK CENTER 舉辦「第三屆全港少數族裔廣東話挑戰賽」 
獎項 班別 學生姓名 
最勵志演講大獎 3B 彭成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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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主要關注事項   
 

 

 

關注事項一：提升學與教效能，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 (人性教育的提升) 

 

關注事項二：啟發學生多元潛能，培養學生的自信，建立正面人生態度(信仰教

育及小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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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一：提升學與教效能，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 (人性教育的提升) 

目標 1：重整各科課程，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 

目標 2：提升課堂教學，提高教學成效 

目標 3：提升評估素質，評估促進教學 

目標 4：教師專業發展，成為學習型團隊 

 
目標 1：重整各科課程，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 

成就 
 中文科已自擬校本課程，以繪本教學及合作學習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例如自行編制校

本文言先導手冊，希望於初中逐步為學生建立文言閱讀理解能力。中文科組亦重新編排

高中各單元的教學內容，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平衡學生的學習及應試需要。而且，

中文科組透過「合作學習」，全面提升課堂教學效能，加強合作學習的實效性；並善用

合作學習的元素，訂定學習材料。同時，中文科組引入多元化的學與教模式：善用教學

軟件（例如：Kahoot），以提升學生於課堂的參與程度，提升學生對中文科學習的興

趣。 
 在本年度，為了讓老師有更多時間及更有效地照顧學生多樣性，英文科優化校本課程，

加入教科書的多元教學素材，使學習過程更多元化。透過 QEF QTN讀寫策略發展網絡計

劃 (初中)/ Thematic Network on Support for Diverse Learning Needs (Reading 

and Writing) in Junior Secondary Schools的撥款，聘用了教學助理，為中一至三

不同組別的學生設計了分層寫作教材(基本及高級程度)。亦透過新來港學童撥款，聘用

了教學助理為新來港學童有系統地剪裁了基本英文學習材料。另外，為鼓勵學生的自主

學習精神，英文科訂閱了 A-Z網上閱讀計劃。為了使中六學生在文憑試做好準備，英文

科剪裁了文憑試應試課程。英文科又引進跨科學習活動，聯繫體育科組織年度盛事 

“Amazing Race”，還學生體驗跨科課程。 

 數學科與 BAFS 科合作舉行情境學習，名為金錢數學，主題為錢家有道。 
 通識科在製作校本教材時，透過不同學習策略，如合作學習、電子學習、腦圖、組織

圖、鷹架等，增添課堂趣味，並照顧差異。同時，通識科透過建立情景，安排參觀、交

流等活動，讓學生更多、更主動地參與學習活動。通識科亦透過與中英文科的跨科合

作，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亦會與其他科目合作，從而改善學生概念建構的能力。 
 BAFS 科透過與中文和英文科協調，推動了跨學科語文學習 Language across the 

Curriculum (LaC)。同時，BAFS 科利用電子教學，提高師生及學生之間的互動，鼓勵學

生以多媒體方式和電子方式提交課業。 
 經濟科已調適文憑試課程，重點在中五級，進行課程剪裁及分層，讓不同能力的學生有

信心地學習。 
 視覺藝術科推行了學生的學習歷程檔案，從而指導學生運用學習歷程檔案紀錄及反思所

學。同時，在中四階段及早識別學生的學創作強項（繪畫/設計），以設計及安排個性

化學習內容。 
 科學科舉行了跨科 STEM 活動，探究實驗，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並發展和改善校本

STEM 活動教材。 
 生物科因應學生的能力，按考評局制定的水平參照模式，分別制定（水平參照第一、二

級）及（水平參照第四、五級）課程大綱，適度剪裁課程，從而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

而且，生物科在課堂中使用不同的教學方法，包括短片、動畫等聽覺及視覺學習，以及

實驗及 STEM 活動等動手學習，滿足學生不同的學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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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本校各科有進行課程重整，以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事實上，本校各科組均有制定和運用不

同策略來照顧不同學習需要，譬如按能力分組、異質分組、課程剪裁、課程調適、定立校本

課程、以及使用電子教學等。惟儘管多管齊下，綜合學生上學期成績數據可見，學生各科成

績普遍比較參差，學與教的效能未見顯著提升。各科組也表示，各班學習差異頗大。 

 

除此之外，各科組有就合作學習策略的運用作出適度微調，源於去年檢討會議後，學與教委

員會賦予科組彈性空間，決定是否採用或如何採用此等策略。個別科目較容易滲入合作學習

策略於課堂中，諸如體育科，因有較多的小組互動元素，以及團體合作的運動。本小組建議

各科可善用其學科性質(例如科學科、設計工藝及通識科當中，較容易設計及將小組互動元

素深入期課程及課堂當中)，發揮其優勢，以照顧學習差異；體育科繼續以合作學習策略為

主導的教學方針，並且反思該等策略深化的可行性。例如，除了開始小組活動前的先前的功

夫，包括制定組別大小、異質分組方式、講解活動、小組分工外等，更重要的是活動進行期

間組員面對面的助長式互動、人際及小組學習技巧、以及積極互賴的精神，最後為小組反思

和個人學習績效的認定，方能提升學生學習效能；與此同時，本小組建議體育科可向其他科

組分享其採用合作學習策略的教學心得和成功之道，讓同事借鑑。 

 

在 2019-20上學年開始容許各科組微調照顧學習差異策略後，各科組也採取自訂的多元學習

策略，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惟各科組之間就有效的策略，各有不同意見，沒有統一的規

劃。這導致學生在每一個學科當中，也要適應數個至十多個學習策略。這百花齊放的現象，

也對於提升教學效能有很大的影響。本小組建議學與教委員會可與各科組溝通之後，揀選及

整理較具效能的照顧學生多樣性策略，以減低學生需要適應多種不同策略及要求的情況。各

科也有必要定下共通而有效的策略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另一方面提高學生自理能力、時間

管理能力和促進自主學習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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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2：提升課堂教學，提高教學成效 

成就 
 中文科舉行了觀課活動，透過互相觀摩課堂，學習到不同老師的教學方法、教學微技巧、

課室管理、時間運用等，從而提升教學能力。 在觀摩課堂後，老師亦需要為課堂作紀錄，

令被觀摩的老師有據可依，繼續發展自己的強項及改善自己的弱項。科組亦透過「合作

學習」，全面提升課堂教學效能，加強合作學習的實效性；並善用合作學習的元素，訂定

學習材料，最後取得顯著的成效 
 為了提升課堂教學及老師的專業培訓，英文科參加了優質教育基金「照顧初中學生個別

差異的閱讀與寫作網絡學習」網絡計劃,進行了校內試教及校外分享。又透過每星期的共

同備課節，老師互相分享經驗及交流意見。 
 通識科培訓學生對學習表現作「自我評估」，本科將會於每課題後設有「自我評估」，令

同學能夠明白學習的主要目的，掌握為達成目標從而學生需要完成的工作，並於每課題

後填寫自評及反思表格，指出自我學習表現優劣，再讓學生調整自我學習的態度及方法

等；並善用合作學習的互評工作。 
 生物科在課堂中，不同學生活動均有使用合作學習的策略，特別是模型製作及探究實驗，

學生都能做到互相提點、共同學習之果效。 
 
反思 
超過九成半的同工認為各科於上學期已制定並實施一連串指施，致力提升課堂教學以及提高

教學成效。各科均有按其學科本性和學生特質，採用不同的教學策略。個別學科如數學科、

科學科、通識科及中文科有定下學生基本能力指標，亦有調整教學方針，讓教學內容得以貼

近學生水平，同時讓學生較易適應課程。基本上各科組有充足的顯證有落實事項工作，惟多

數未見到顯證說明已提升學與教之效能。 
 
另外，有個別班別面對因為學生的學習背景而造成的學習差異，另外一些班別則因為在班中

有太多各種各樣的特殊需要學生聚集在一班，令老師分身不暇，因而影響教學效能。就此，

學生支援組在第二學段開始推行了「特殊學習需要學生全面篩查計劃」，在這篩查中，也包括

了科任老師及家長的觀察，這全面性的資料有助學生支援組更好地規劃，在第二學段課堂上

可提供給科任老師的支援，從而提升教學效能。 
 
本小組建議評估方式宜多元化，以便檢視不同策略的效能和達標與否，並讓各科可適當地調

整教學策略。另一方面，本小組建議各科致力提升學生學習動機、改善學習習慣，尤其於課

堂外。 
 
 

目標 3：提升評估素質，評估促進教學 

成就 
 各科已重新檢視持續性評估及總結性評估，並制定評估策略。 
 英文科為各中一的新生及各年級插班生安排入學試，目的是更準確地分配他們到適當的

組別，從而設計一些適當的學習策略，好讓學生在英文學習上有更穩固的根基。為了更

準確評估學生的英文能力，評估分為基本及延伸部分。每份評估試卷的深淺程度分為高

(30%)、中(40%)及低(30%)，使學生能夠因應自己的程度而選擇適合的試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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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逾九成同工認定科組有落實評估促進教學的方針，致力提升評估素質。實際上，大多數科組

均有採取策略，提升考卷的質素，例如運用試題藍本。然而，就如何分析學生學習成果和善

用數據促進教學等方面，仍有待顯證支持是否達標，且應制定清晰的數據收集和分析方法。 
 
科學科在第一學段深入地以學生為中心及以探究的形式進行學習。因為科學科大部分時間都

是以實驗的過程作為學習，在這方面相對容易滲入這兩個元素。相對其它科學，面對書本及

老師講解的單向教學時間較少，發現學生較能享受學習過程。 
 
就跨學科學習環節上，數學科及科學科亦加入大量STEM學習課題，以日常生活及解決問題的

能力來訓練學生的思維，透過以小組形式來進行，互相負責不同的工作，同時能解決班中學

生差異的問題。最後能產出不同形式的學習成果，例如：報告、作品等，讓同學有演示的機

會。經過本小組的分析，發現學生對於這種跨學科、以學生為中心及探究式學習，有助促進

教與學過程及提升評估素質。 
 
建議各科主席多聚焦如何量度促進學習的評估果效，以提升下學期的評估素質。另一方面，

本小組建議評估策略和制度應多元化，可以成績計算以外的方法作考量，例如學生的參與度、

投入度、學習動機、合作學習的個人責任和團隊責任等。 
 
 

目標 4：教師專業發展，成為學習型團隊 

成就 
 強化中層管理人員的管理技巧，各中層管理人員必須利用自評機制「策畫—推行—評估」 

(PIE)的原則運作，透過此循環檢視工作進展，回饋策畫，完善學校各項工作。 
 各科組推行知識管理的概念，整理學校 A-drive 及 Google drive 作為科組系統管理。 
 英文科鼓勵老師不斷進修，例如高慧賢老師參加了教育大學為期 120 小時的「支援有特

殊學習教育需要學生」- 認知及學習需要專題課程 (促進英國語文學習 – 針對特殊學習

困難及智障學生需要)。通過科會、級會及共同備課節，老師互相交流意見及分享經驗，

務求成為學習型團隊。另外，科主任不斷更新及整理科務手冊及 Google Drive，作為科組

發展根據，以便老師能清楚英文科的重要事頂及發展。 
 
反思 
 
目前來說，學校在教師專業發展的一環表現可謂稍為遜色，距離成為學習型團隊還有進步空

間。各科雖有在知識管理層面花功夫，如把學科資料整理並存放在雲端硬碟，但老師是否積

極運用來提高工作效能仍有待收集顯證。另一方面，對於觀課 - 評課 - 修正三部曲，學科甚

少有非正式的同儕觀課和觀摩交流(除中文科有完整和系統性的同儕觀課)。上學期我校於饒

宗頤文化館舉行了一次教師發展日，是次活動確實讓同工在身、心、靈方面得以健康發展。

對於知識層面的深化，本小組發現，在是次發展日中，教師團隊們覺得分享中有大量其他學

校實際操作的例子，這有助提升校內同事間交流的機會，使同儕間的分享達致專業交流，互

惠互利，為到逐步邁向成為教學型團隊，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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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啟發學生多元潛能，培養學生的自信，建立正面人生態度(信仰教育及小組經驗) 

目標 1 : 培養學生自律自愛及良好的品德 

目標 2：擴闊學生視野，發展潛能，提升學生的自信 

目標 3：促進學生身體及心靈的健康發展，建立正面的價值觀 

目標 4：促進學校在信仰上的培養，建立正面人生態度 

 

目標 1：培養學生自律自愛及良好的品德 

 

成就：  

 

 統一全年德育主題，包括「責任」及「尊重」。並透過串連早會、周會及班主任節，讓

同學能深化所學，培養盡責任和懂尊重的良好品德。利用學生反思日誌  (reflective 

journal)，引導同學回顧每週德育所學，並展望及訂立個人行動計劃，以實踐所學。 

 

 以全面性的學生發展計劃(Comprehensive Guidance and Counselling)作為學生發展委

員會各屬下小組的服務架構。 

 

 實踐全校性班級經營計劃，包括：班主任與同學訂立班規及班目標；透過級會議，加強

科任老師與班主任連繫；培育組級主任實踐監察和協助角色。 

 

反思 

 

 從第一學段可見，部份班別同學能夠嘗試透過反思日誌，記錄和反思每周所學。基於疫

情導致停課，這安排於第二學段未能進行。同學的反思深度有很大差異，反映他們仍需

要更長時間發展自省能力。在新學年宜繼續鼓勵同學運用反思日誌記錄和反思所學，並

以此作為個人行動計劃的基礎，主動地加以實踐正直和誠實行為。 

 

 學生發展委員會各小組已於第一學段按「全面性的學生發展計劃」框架完成策劃附件。

這框架能夠引導同事在策劃時能更全面地考慮「輔導課程」、「個別規劃」、「回應服

務」、「系統支援」這四個範疇。 

 

可是，同事對有關概念的理解只流於表面，雖然勉強能把服務內容作出分類，但這無助

實際服務質素的提升。現時，同事相對較能運用如「預防、發展、補救」、「紅、黃、綠

燈」、「三級預防機制」等概念作服務策劃和分析，因此建議在新三年計劃中終止採用全

校性的學生發展計劃框架。 

 

 學校一直非常重視班主任的角色，並採用雙班主任制，期望透過兩名同事的互相協作，

做好班級經營，加強與家長聯繫，充分照顧每位學生的成長需要。此外，本年度分別增

設初中級會及高中級會會議，讓班主任有一平台，與同級班主任及科任老師彼此交流照

顧及管教同學的心得，並且在有需要時，討論共同策略，一致地跟進學生情況。 

 

每班均有進行班級經營計劃，惟基於疫情導致長期停課關係，難以評估各班的班級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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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宜進一步加強班級經營的策劃、實踐、監察和評估（PIME)流程。班級經營計劃

需配合全校發展方向及回應各班獨特的需要。 

 

建議來年各班班級經營計劃我考慮以下範疇括： 

 

學校文化：成長型思維、學校作為一個家庭的觀念 

關注事項：自主學習、正直誠實、全人健康 

生涯規劃：自我探索（初中）、實踐目標（高中） 

其他：考勤、校服儀容等 

 學校一直重視學生培育工作，希望透過有效實踐的三級預防機制，及早發現及介入以阻

止問題惡化，並配合校內輔導轉介系統及建立個案會議機制，盡快協調及引用專業及社

區資源處理問題較嚴重的個案。 

 

可是，在實際運作上有關機制似乎未見成效。以第一學段學生考勤表現為例，情況令人

擔心。於第一學段中一至中五級學生考勤表現，完美出勤（無遲到或無故缺席）只有整

體學生人數 11.4%，而遲到 7次以上（根據培育組政策，遲到 7次屬嚴重級別）則高達

31%，當中 20.3%更屬遲到 15次或以上，或無故缺席 10次或以上。 

 

在第一學段中期檢討調查中，老師對現時學生成長制度能否積極快速地跟進和糾正違規

行為，或利用獎勵制度強化正面行為未有一致看法。當中，17位老師(38.6%)傾向認為

成長制度未能發揮功效，而另外 27位老師(61.4%)則認為制度有效。 

 

兩位駐校社工及輔導員表示現時的個案轉介系統有改善空間，特別是一些可能涉及較嚴

重的學生問題未能作迅速轉介。 

 

就如何有效實踐有關機制，我們仍有很大進步空間，包括：我們需要確保考勤記錄能迅

速更新及準確、負責同事對有關數據能作出持續監察並且迅速採取回應行動、老師對學

生的需要和問題能作出有效的評估、介入手法具成效、並在有需要時適時作出轉介等。 

 

學生發展委員會對此責無旁貸。我們將與專業輔導團隊一起，全面檢討及重新規劃學生

支援及輔導政策，協助同事實踐，並加強監督和持續檢討工作。 

 

 

目標 2：擴闊學生視野，發展潛能，提升學生的自信 

 

成就： 

 

 重組 OLE課程，分類為「職業相關」(career-related experience)和「身體及美學」

(physical and aesthetic development) 兩組。「職業相關」經歷重點為職業探索和認

識，包括：咖啡拉花師、體適能教練、多媒體製作、糕點及甜品行業、設計思維等。而

「身體及美學」發展重點為全人安健(wellness)及藝術培育，包括：泰拳、舞蹈、音

樂、魔術、飛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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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校隊專項訓練。同學可按興趣報名，惟需作選拔（表現、潛能、興趣），包括：舞

獅隊、板球、足球、藍球、手球等。 

 

 雖然受疫情影響，但同事仍努力進行了多項生涯規劃活動，包括為同學安排了職業性向

測試及為中六同學於放榜前後進行了個人生涯規劃輔導。此外，活動設計亦能夠按照同

學成長階段，定立不同生涯規劃重點： 

 

初中：自我認識和探索； 

高中：確立人生目標，並加以實踐 

 

 

 

反思： 

 

 因應新三年計劃重點的改變，以往於逢星期五下午進行的其他學習經歷(OLE) 活動將會

終止。有關時段將會舉辦與提升身、心、社、靈健康Wellness)相關的全健經歷活動。 

 

 吸收了過往舉辦OLE的經驗，在進行WLE活動時，建議將會採納小組及全校進行模式，當

中除了學習有助提升全人健康的知識和技巧外，亦包含更多體驗部份，讓同學能對自己

有更深入的認知和接納。 

 

 此外，我們亦將加強發掘和發展學生多元才能，並為同學提供相應機會，進一步學習和

深化有關領域上的知識、技巧和建立正面態度。 

 

 吸收了過往經驗，負責同事對策劃和實踐生涯規劃輔導已有一定掌握。新學年，小組同

事將會為中一、中三及中六級同學進行個別生涯規劃輔導。我們將會進一步建立「學生

生涯規劃檔案」（Student Profile)，讓學生和老師可以更有計劃和依據地，在中學的

六年生活中，相關老師能與同學一起持續修訂和跟進計劃，並陪伴同學實踐目標。 

 

 

 

目標 3：促進學生身體及心靈的健康發展，建立正面的價值觀 

成就： 

 

 強調「學習為社區」及「學習在社區」概念，本年度學校成立了長者學苑，並於第一學

期進行了兩次活動。當中陶瓷小組亦能按計劃安排學生與長者一起學習，彼此交流認

識。透過成立「長者學苑」讓同學與區內長者建立關係，並且建立同理心和重視個人及

社區全人健康發展。 

 

反思： 

 

 待疫情平穩後，長者學院苑計劃將會恢復進行。除了學習班外，本年度亦會籌組包括由

長者和學生一起參與的長者學苑管理委員會。 

 

學生發展委員會將會啟動全校性服務學習計劃的策劃工作，以期能更有系統地發展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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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與跨科目的服務學習活動，從中實踐所學，並透過社區服務學習書本以外的知識

和技能，培養他們對社區的歸屬感，並成為富關愛及承擔精神的良好公民。 

 

 在學生領袖發展方面，領袖生團隊能投入職務，在疫情復課期間協助替同學進行體溫檢

查等工作。可是，原定參與外間機構舉辦的外展訓練活動及國際領袖交流培訓活動等均

未能進行。制服團隊運作欠理想，紅十字會已無會員並停止運作。新辦的航空少年團參

加人數持續下滑，由起初接近 20位參加同學，漸漸只餘下數位同學出席活動，這多少

反映了活動內容及導師未能凝聚同學，增加同學對團隊的參與動機和歸屬感。 

 

 過往，學校領袖訓練多以安排同學參加外間團體所舉辦的個別活動為主，欠缺整體及長

遠規劃。在新學年，學生發展委員會將統籌和策劃全校學生領袖發展工作，制定初中及

高中同學訓練目標，並讓每一位同學在六年的中學生活中，均能接受有系統的培訓，發

揮領袖才能。 

 

 校方一直期望能透過引入外間資源，包括參與「兒童發展基金」計劃，為家境清貧的學

童建立資本（儲蓄）及人脈網絡（師友），並且透過計劃資助，參與有助個人長遠發展

的訓練項目。 

 

第四期兒童發展基金計劃有多項指標未達，負責同事在第一學段只能忙於補做有關文

件，以向主辦當局交代。第六期計劃則大受疫情停課影響，只能進行了一次師友和學員

的燒烤活動及個別節數的學員小組訓練。負責同事雖然開設了 WhatsApp群組，希望師

友和學生能彼此溝通，惟成效不彰，師友和學員在未有其他安排下，於群組內甚少交

流。 

 

兒童發展基計劃在規劃、執行、監察上都有改善空間。加上受疫情影響，在新學年不論

在師友聯繫、學生成長訓練和學生儲蓄計劃等各方面均需要重新起步，並且透過舉辦更

多有趣味的活動，提升參加同學對計劃的投入程度。 

 

於新學年學校切換了兒童發展基計劃的統籌員，期望新同事在負責老師的帶領、督導和

共同努力下，能令計劃重返正軌，令參加同學得到成長支援和受益。 

 

 

目標 4：促進學校在信仰上的培養，建立正面人生態度 

成就： 

 重新規劃宗教課程，優化早會、瞻禮及宗教活動，並於周會多作 信仰的分享，加強信

仰的宣揚。 

 組織慈青活動，透過多樣化的活動傳揚天父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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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校園頗有濃厚的宗教氣氛，每天早會由天主教徒老師帶領早禱，並分享聖

經故事。校園設有小教堂，聖母像和鮑思高像，四周環境繪有鮑思高神父

事蹟的壁畫。此外，學校部份場地亦以聖人名字命名，如 Bosco Cafe及沙

維豪健身室等。  

 

神父及牧民助理積極於學校推展慈幼青年運動。透過舉辦不同群體活動、

瞻禮及宗教活動，引領同學認識天主。受疫情影響下，原定於第二學段舉辦的活

動都未能夠如期進行。惟牧民助理仍透過網上與同學保持緊密接觸，宣揚天父的旨意。 

 

雖然學校宗教氣氛濃厚，但畢竟天主教教友老師人數較少，在工作繁忙的情況下，較少

機會能向其他同工分享信德及愛德精神。在情況許可下，可更有系統地開展以教職員團隊

為對象的信仰傳揚活動。 

 

 教師會於七月進行了一次不記名的老師意見調查，惟個別同事濫用了該機會，對同事作

出謾駡及涉及人身攻擊的嚴厲批評。而教師會亦把有關內容以電郵傳送給所有老師，並

於教員室中張貼。事件不單嚴重傷害被批評者，破壞了同事間的互信基礎，亦與慈幼會

憲第 16條「家庭精神」背道而馳： 

 

「鮑思高神父要團體中每位成員，都能感覺到彷彿在自己家裡一樣；為將團體化成家
庭，大家要相親相愛，會士和青少年都要感覺到自己是受歡迎的，並有份去分擔責任，
促進團體的公益。這樣的團體，充滿著彼此信任、互相諒解的氣氛，大家自然覺得需要
並樂意將自己的一切與人分享，大家彼此的關係也無須借重於法律的規限，愛心和信德
已成為行動的準則。這樣的家庭精神，會引起青少年去認識並追隨本會的聖召。」 
 

校長已就此作出跟進，事件亦告一段落。在新學年，我們的團隊更需要以天主的信德及

愛德體現慈幼會一家精神。而學校新成立的 Wellness Team亦會就如何提升教職員的全人健

康，包括促進同事間關愛文化作出構思和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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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年度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財政報告(EOE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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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年度照顧非華語學生學習財務報告(NCS)  

一、 財政收入 
2018-19 結餘： $1,100,000.00 
2019-20 教育局撥款： $1,098,437.40 
總收入： $2,198,437.40 
2019-2020 實際支出： $1,128,222.87 
2019-2020 結餘： $1,070,214.53 

 
二、財政開支 

內容 預算支出 實際支出 備註 
1. 聘請教師(1 名 pt17:34,980 x 

1.05x12) 
$440,748 $438,480  

2. 聘請教師(2 名 24,000 x 
1.05x12x2) 

$604,800 $604,800  

3.  共融活動 $10,000 $1744.47 因疫情關係，活

動未能如期舉

行。 
4.  校本教材製作及印刷 $20,000 $81,500  
5.  Smart Boy Scheme $20,000 $0 因疫情關係，新

一期計劃未能開

展。 
6.  香港大學支援服務(MLANG) $6,000 $0 因疫情關係，香

港大學豁免了有

關收費。 
7.  教材用具 $3,000 $1698.4  
    

小結 $1,104,548 $1,128,222.87  
 
超出預算原因如下： 
1. 1920 的結餘不能多於$1,100,000，餘額會被教育局收回； 
2. 因疫情關係，有部份活動未能如期舉行，故多花資源製作校本教材及有關非華語學中文

的宣傳單張，避免餘額會被教育局收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