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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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長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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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老師
教師人數


全校教師總人數



學歷(佔全校教師人數百分比)
教育文憑
96%
學士
96%
碩士、博士或以上
39%
特殊教育培訓
26%



年資 (佔全校教師人數百分比)
0至4年
24%
5至9年
24%
10 年或以上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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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位
高級課程：6 位

46 人

專題課程：7 位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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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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8 月 22 日教師專業發展日主題：學校的強弱機危分析
2016 年 10 月 28 日教師專業發展日主題：有效的課堂設計
2016 年 11 月 25 日教師專業發展日主題：學生課業評析
2017 年 4 月 1 日教師專業發展日主題：2017-2020 學校發展計畫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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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組內成員分享。
觀課交流活動：
2016 年 10 月至 11 月，本校不同科組教師參與中學校長會舉辦之「2016 自主學習節—公開課」
2017 年 1 月，本校科學科老師前往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參與觀課交流活動
2017 年 5 月，本校中文科老師兩次前往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參與觀課交流活動
2017 年 5 月，本校通識科老師前往香港鄧鏡波書院參與觀課交流活動
2017 年 5 月，本校科學科老師前往李球恩中學參與觀課交流活動
2017 年 5 月，本校科學科老師前往柴灣張振興中學參與觀課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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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校方將教師曾修讀課程及獲取資格等資料，於年終統計並作紀錄。校方鼓勵所有教職員參
加在職訓練活動，三年內進修時數不少於 150 小時，以增進專業發展及改善教學技巧，提升
學與教效能。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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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與教
課程發展



各科基礎學習能力

學科設基礎學習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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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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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 IOT 科技設計比賽 2017」、「2017 Robosteam 香港區公開比賽」、「主」宰
我生命、
「香江匠心代代情」等跨學科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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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2017 年 2 月籌辦之「新年文化樂融融」為一大型跨學科活動，目的是回應「中六學生
心聲」內容，畢業生希望非華語、新移民及本地生有一大型共融活動；教師專業發展方面，
以「新年文化樂融融」作試點，嘗試創設小型跨科及 STEM 教材製作；並為籌備 2017-18 年
之中國文化周 / 世界文化周 之熱身活動。



善用分層教材

本校參加教育局言語及聽覺組的協作計劃，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於音樂科設計合適的協
作學習及分層教材，以提升教師的專業能力。此外，中國語文(非華語學生課程)，善用教育
局及校本評核工具，調適及優化課程和教材，以照顧學生學習需要。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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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策略


發展資訊科技教學

學校致力將資訊科技教育融入課堂，並鼓勵老師參加教育局針對不同學科特點的資訊科技教
學培訓課程，包括運用不同種類平板電腦作為教學工具，加強教學效能。
科技教育課程上，本校運用 3D 立體打印機及鐳射切割機教授 3D 立體打印技術，並鼓勵學生
運用資訊科技發展不同設計項目，展現創意工業成果。
科學教育課程上，本校與校外機構合作，設計校本 STEM 課程，強化科學、科技和數學教育，
並在科學和科技範疇培養不同層面具備不同能力的多元人才，提升學生的競爭力。



推行合作學習

本年度，教學顧問以走訪課堂形式，參與全校老師的課堂，並提供專業教學回饋，期望教師
在日常教學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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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大力鼓勵學科推行合作學習，透過不同的工作坊、教師專業培訓、個案分析、優秀教師
課堂影片及教學分享，務求讓教學團隊有一致性的教學策略；各科在不同級別或班別，透過
合作學習，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讓學生經歷學習過程，讓教師掌握學生的學習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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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用數據回饋教學

各科善用 TSA 及香港中學文憑試數據，檢視並分析學生成績，呈交提升學生學業成績建議方
案。老師按校內測考卷成績分佈，分析學生強弱項，掌握學生學習難點，重點施教，鞏固所
學。



安排教師參加「教師專業進修課程（照顧不同學習需要）」

為提高教師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專業能力，本年度安排兩位老師參加相關課程，並由
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小組成員以「全校參與」模式推動融合教育。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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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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內考試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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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不同能力的學生應試。



學習支援計劃

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繼續設立「學習支援計劃」
，有效支援每位學生的學習需要，本年度
合計處理七個個案。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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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全校性策略
 一生一導師
學校受益於教育局的政策，人力資源相對充裕，本年度實施一生一導師計畫，每位學生由一
位老師作人生導師，平均一位老師負責約 10 名學生，加強師生溝通，了解學生各方面的需要，
引導學生追求卓越，以助學生成長。



一師一比賽

為了增加學生的經歷，照顧學生的多元智能，學校安排了每位老師一年至少帶領一次校外比
賽，創造機會，讓學生探索自己的興趣，發揮潛能。
宗教、德育及公民教育
 明愛賣物會
宗教、德育及公民教育委員會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推動建立正面樂觀的人生價值觀； 同時，
透過強化班會功能，培養同學的合作服務及團隊精神。
學生輔導
 「中一、二適應活動」
為了讓中一、二學生更快投入學校生活，安排於九月課後進行聯班活動，藉集體藝術創作活
動，讓師生發揮創意，活動有團結一心工作坊、冰皮月餅製作及 We_Are_Union 集體創作，
合作製作一件富活力和表達共融合一的雕塑作品，不但美化校園更可提升同學和師生的溝通
和關係。



義工及領袖培訓計劃

本校與與香港青年協會協辦，透過義工或領袖訓練及實踐，讓學生提升學生的自信心，以及
建立良好的價值觀，並增加學生對社會的關注及認識。義工隊籌辦了葵青區青少年社區服務
計劃暨比賽—信樂共融計劃，探訪區內獨居老人及新來港家庭及弱勢社群，向長者及社區傳
達正面信息，關懷社區，同學反應理想。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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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輩輔導計劃

透過「朋輩輔導計劃」計劃，除了讓學生初步掌握課堂常規及學習常規外，並藉以加強學生
與學生之間及教師的關係。



「主」宰我生命計劃

透過不同藝術形式，於早會、午間分享展示等方式，提升學校華語及非華語學生的宗教幅度。
第一學段進行午間點播音樂分享會，並多次於早會向同學分享及介紹聖母經、將臨期，並於
上水聖堂進行服務學習。



新來港學童「校本支援計劃」

透過不同的課程與活動，包括適應課程、英語班，協助新來港學童提升英語及中文水平，以
盡快適應香港社會及建構個人發展。適應課程由社工負責，增加學生對香港社會環境，社區
設施和服務之認識，以及人際關係技巧，新來港英語班分兩班進行。

生涯規劃


中六模擬面試工作坊

為中六級非華語學生舉行模擬面試及工作配對計劃，於 11 月為中六各班舉行了兩次履歷撰寫
及面試技巧的講座和工作坊，反應正面。此外，中六級非華語學生 12 月已完成 GCSE 中文的
考試，我們利用部份的中文課節與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合作，推行職場準備工作坊。工作
坊內容能貼合非華語學生的需要，分享嘉賓所從事的行業亦能吸引學生。



「生涯規劃先鋒」Careers Team

學生透過兩項 OLE 課程和擔任 Bosco Cafe 委員會成員，得到專業社工的生涯規劃輔導，以及
企業營運和工作體驗的培訓和啟發，表現比以往更有自信和成熟。學生亦漸漸帶動其他同學
參與本組的活動，有助提升各項活動的效能。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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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夢飛翔」生涯規劃計劃

「多元文化夢飛翔」計劃分別為中四及中五非華語學生提供了數次培訓工作坊和職場參觀活
動。學生反應正面，亦有主動了解工作實務和入職要求。下學期除了培訓工作坊、職場參觀
和家長工作坊外，更為大部份同學按照他們的意願，安排工作影隨活動，同學都表示機會難
得，亦從中學到很多東西。



師友計劃

校方邀請近年畢業的校友，於一月底為中五及中六華語學生舉行校友升學分享會，校友們亦
已同意與學弟保持聯絡作為師友

全方位活動


多元活動

舉辦多項課外活動小組，當中包括學習技巧訓練、文化藝術、體育活動、義工服務、領袖訓
練等，提供多元化活動讓學生選擇，為不同能力的學生創造成功感。



年宵攤位活動

本年度，學生會及經濟科合辦農曆新年年宵攤位活動，讓同學籌辦及參與年宵攤位，體驗真
實的營商過程，學以致用。師生及校友鼎力支持年宵攤位活動，並向參加同學提供不少寶貴
意見。



班級經營及團隊建立

本校中五級參加香港遊樂場協會「職‧輕‧鬆」計畫，活動內容多元化，探訪露宿者、職場
體驗、團隊建立、挑戰自我活動，透過活動提升學生的學習自信，了解不同職業的特質，為
日後升學及就業作更好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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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團活動

2016 年 11 月，中一至中三級參加「同根同心內地交流計畫 2016-17 肇慶的自然地貌及保育交
流團」
2016 年 12 月，高中學生參加「同一天空下 粵港兩地情—花都義教探訪」
2016 年 11 月，中三至中五級參加香港青少年國防體驗營
2016 年 12 月至 1 月，11 位學生參加十八日外展活動訓練課程
2017 年 7 月，中四級參加「薪火相傳平台系列：杭州、紹興文化及創新科技探索之旅」
2017 年 7 月，中五級參加「薪火相傳平台系列：貴州的民族文化及自然探索之旅」
2017 年 7 月，東莞青少年志願工作者雙向交流考察之旅
2017 年 7 月，學生暑期工作體驗計畫—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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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表現
獎學金
活動及獎項

獲獎學生名單

伍少梅大學獎學金

盧本熙
嚴珏明
李浩宏
吳彬豪
林宇偉

香港大學
香港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公開大學

資訊管理科學
電機工程
科學
化學
專業會計

楊嘉輝
唐 卿
朱皓楠
陳浩賢
李泓銓

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 土木工程
中國廣州暨南大學
金融
台灣天主教輔仁大學
金融與國際企業
臺北市立大學
技擊運動學
美國內華達大學雷諾分校 營養學

羅氏慈善基金、教育局合辦
應用學習獎學金

特別嘉許 6A 陳漢杰

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 2017

5A 姚文廣

4A 徐

彪

5C 白

里

融和獎學金

1A 周柏軒

2B 關

利

4A 徐

彪

5A 伍超明

5A 梁俊康

祁良神父教育基金 奬學金

6C 華山希

尤德紀念基金高中學生獎

6A 何子熹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
積極人生獎勵計劃 奬學金

4B 戴栢渝

6C 李丹城

6C 白立必

學術比賽
活動及獎項

獎項及獲獎學生名單

香港品質保證局
第九屆理想家園徵文比賽高中組 冠軍

6B 穆紅雨

香港學校朗誦協會
第 68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文朗誦)
散文獨誦─普通話 亞軍

6A 蔣卓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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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校朗誦協會

6A 徐卓霖

第 68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文朗誦)
散文獨誦─普通話 季軍
2016 年國際復康日「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 6A 陳漢杰、6A 方厚霖、4A 丁志恆、
校際問答比賽 殿軍
4A 陳明希、3A 沈松澤
哈佛圖書獎 2017
冠軍
亞軍
季軍

5A 姚文廣
5A 黃宇綿
5C 白 里

家 + 共融遊樂節遊戲設計比賽
亞軍

4A 黃瑋倫
4A 趙達志

林建成
林俊淮

4A 鄺俊華

周國安

李浩銘
黃子峯

第二屆全港非華語中學生粵語朗誦比賽
優異獎

5A 侯偉立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ICAS）- 科學科
榮譽證書

5A 劉曉嵐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ICAS）- 科學科
優異證書

3A 鄧

洋

3A 王亮亮

5A 莊煌亮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ICAS）- 科學科
優良證書

3A 馬世耀
5A 黃宇綿

3A 李子浩

5A 朱能立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ICAS）- 數學科
優異證書

1A 甄健桐
3A 王亮亮

1A 張富城
4A 林俊淮

1A 周柏軒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ICAS）- 數學科

3A 李子浩

藝術比賽
活動及獎項
香港品質保證局

獎項及獲獎學生名單
6B 陳建文

第九屆理想家園攝影比賽高中組 入圍獎
第四屆紫荊盃兩岸四地青少年書畫大賽
優異獎

6A 徐卓霖

全港中學第七屆健康人生繪畫比賽
高中組 優異獎

6A 徐卓霖

2016「活水行動」海報及標語設計比賽 亞軍

6A 徐卓霖

愛滋寧養服務協會
「向歧視說不，繪出平等社會」面具設計比賽
入圍獎

5C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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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民教育基金會 我的香港夢 2017 攝影比賽

6B 陳健文

亞軍
平等機會委員會 平等共融多媒體創作比賽(攝影)
出色作品獎

4A 李浩銘

體育運動
活動及獎項

獎項及獲獎學生名單

2016-17 慈幼英文中學 4x100m 接力邀請賽
第六名

6C 華山希 6C 李丹成
5C 穆 先 5C 樂 文

2016-17 路德會啟聾學校 4x100m 接力邀請賽
第三名

2B 簡凱文 4C 沙 基
5C 穆 先 5C 樂 文

沙田區壁球比賽 2016 12-14 歲組
沙田區壁球比賽 2016 15-18 歲組

第4名
亞軍

3A 曾梓華
5A 黃宇綿

沙田區壁球比賽 2016 15-18 歲組
沙田區壁球比賽 2016 15-18 歲組

季軍
第4名

5A 侯偉迪
4B 周俊灝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青區中學分會 2016-2017 年度
校際籃球 (甲乙二組)冠軍

5A
5A
3A
4A

黃宇綿
侯偉廸
林德政
林俊淮

(隊長)
(副隊長)
3A 馬世耀 3A 符祥進
5B 張永楷 5A 劉俊偉

5A 姚文廣 6B 葉聖杰 6B 源偉倫
最佳板球運動員 2016 年

6C 華山希

警察拳擊比賽
金牌 及最佳拳擊手

5C 穆先

荃灣區地壺球挑戰賽
殿軍

4C 石漢文
4C 馬偉思

石艾文
甘亞森

科學科技
活動及獎項

獎項及獲獎學生名單

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暨競技大賽
太陽能模型車大賽
最佳環保物料應用一等獎

4A 丁志恆 ,4A 陳明希, 1B 譚景華

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暨競技大賽
手搖發電機智能機械模型車挑戰賽
優異獎

4A 陳明希, 3A 張祟滿, 1B 馬毅力

第二屆飛鳥模型設計及製作比賽
冠軍

1A 朱晃正 1A 劉鑫
2B 古利文 3A 王亮亮 4A 余俊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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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會中學

3A 沈松澤 3A 李子浩

香港青年手機應用程式編寫大賽 一等獎(初級組)
廠商會中學
香港青年手機應用程式編寫大賽 一等獎(高級組)

4A 李浩銘 4A 黃子鋒

保良局長康青少年發展中心
創新‧氣象‧科技設計發明比賽
嘉許狀

4A 陳明希 李浩銘 丁志恒 黃子峯

2017 RoboSTEM 香港區公開賽 公開組(高級)
冠軍

4A 李浩銘 丁志恒 黃子峯

香港科技大學 水底機械人比賽 2017
銅章級

1B 馬毅力 文世倫 譚景華

義工服務
活動及獎項

獎項及獲獎學生名單

保良局長康青少年發展中心「愛在長康」
嘉許狀

5A 黃宇綿 侯偉廸 姚文廣
5A 朱能立 張志雄 蔡庭軒
5A 莊煌亮 古炽鋒 梁俊康
5A 林晨曦 伍超明

葵青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葵青區社區服務計劃
優良服務獎

5A 侯偉立
5A 姚文廣

黃宇綿
朱能立

侯偉廸

其他活動
活動及獎項

獎項及獲獎學生名單

香港紅十字會 2016 年度新界西總部
傑出紅十字青年會員

6A 陳漢杰

香港紅十字會 紅十字青年會員 榮譽章

6A 陳漢杰

教育局及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
「多元文化夢飛翔計劃」(2015/16) 嘉許禮
卓越表現學生 銀獎

6C 李志朗
6C 甘艾文

全港學界咖啡拉花比賽 季軍

6B 陳彪成

紀念孫中山先生誕辰 150 周年暨國防教育體驗營

2A 何傲舷 張韋諾 羅家驅

會操比賽

3A 黃俊文 陳顯揚 劉興樂

第三名

3A 廖民輝 符祥進 馬世耀 沈松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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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黃文杰 洪义炟 王亮亮 林德政
3A 鄧洋 梁欽賢 何冠樑
4B 戴栢渝、周浚灝
5A 黃宇綿、張志雄、姚文廣、劉晨
5A 侯偉迪、侯偉立、古炽鋒、丁健浩
5B 黃金綿、朱能展
紀念孫中山先生誕辰 150 周年暨國防教育體驗營

5A 黃宇綿、侯偉立、姚文廣

優秀學員

5B 黃金綿

荃灣葵涌及青衣區中學校長會
第二十七屆傑出學生 優異學生

5A 姚文廣

香港及澳門愛爾蘭節 愛爾蘭寶藏獵人

4A 陳明希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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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主 要 關 注 事 項
一 、 提升學生的學習表現
二、培養學生正面的人生觀
三、建立共融校園

補充關注事項
為同學提供接觸天主教信仰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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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注 事 項 一 ： 提升學生的學習表現
目標 1: 學生能掌握各科的基礎學習能力
目標 2：學生能建立學習常規
目標 3：學生能掌握有效的學習策略

成就
 部分科目於初中訂定各科基礎學習能力框架
 各科參考測考數據及公開試考生表現，修訂教學策略及內容，以檢視學生的考試表現。




據學生自評問卷調查顯示，77.43%學生滿意個人學習觀感及學習常規。
邀請專業人員到校舉行工作坊或講座，讓老師掌握不同學習策略



學校邀請嘉賓及顧問為教師講解教學策略，並透過教學顧問課堂走訪改善教學策略。95%老
師認為工作坊及課堂走訪能有效幫助老師改進教學。

反思
 基礎學習能力框架方面，建議訂立更客觀具體的評核準則，並據評核結果，調整教學。
 各科就著本校學生的特質及按各科各級之基本能力指標，重新規劃及編寫初中校本課程，並
強調初中及高中校本課程的銜接與過渡。
 建議課業加入更多趣味及具創意的元素，亦需實行不同的獎勵計劃，照顧不同學習能力的學
生。


於共同備課節，教師宜善用測考數據及公開試報告，作出檢討及跟進。然後設計相應的課堂
活動或為課程作適量剪裁，提升學生學習表現。



建議推廣課堂日誌或反思簿，為學生建立反思學習內容的平台，深化所學。



多向學生闡明課堂及學習常規的重要性，有助學生建立課堂常規。



按課堂教學策略，配合課室佈置，引入合作學習，分組常規化。



各科必須引進個性化學習，讓學生能以多元化的方式，充分發掘學生興趣及潛能，展現學生
學習成果。



重新規劃校內的成績表，檢視各科比重、進展性評估及總結性評估的比例，具體呈現學生學
習成果。



仔細審閱校外評核報告及重點視學報告，分析教學強弱項，優化教學。



合作學習、個性化學習、自主學習為學校政策，致力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並提升學
生學業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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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培養學生正面的人生觀
目標 1 :學生能利用個人學習概覽進行反思
目標 2 更多學生能在校內外活動的不同工作崗位上盡展所長
目標 3 培養學生品德，成為良好公民

成就：



中五及中六的學生完成了「學生學習概覽」的反思工作紙，總結了上學年的成果。高中
各班的學生學習概覽」亦已按時完成及發放予同學。
透過「一師一比賽」活動，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各類課外活動，提升學生的成功感及正面人生
觀，並個人的社交技巧及領導才能。



透過全校「一生一導師」計畫，縮減師生比例，老師與家長保持緊密聯繫。



本年度持續進行多元社會服務，按學生能力為學生安排社會服務方面的學習經歷。透過各







類型服務，可培養學生對不同社會階層人士的關注和尊重，從而發展德育及公民教育的
正面價值觀和態度。透過接觸不同界別，學生會對個別社會服務感興趣，或發展成日後
專長。
學生免費參加各項課外活動，有籃球隊、足球隊、花式單車、舞獅、板球隊、參觀考察、
交流團、紅十字會、各項比賽等等。本年度新設武術散打、泰拳及舞蹈課程，同學積極
投入活動及比賽，於學校大型慶典中表演，反應良好。
本年度區本活動包括以下項目：赤柱領袖訓練日營、一級運動攀登證書課程、無火煮食
烹飪班及口才訓練班。學生積極投入各項區本活動，獲得導師一致讚賞。
在早會及四大瞻禮中，學生表現良好，並積極參與活動；慈青成員積極投入活動。
超過50名學生參加本年度兩次功過相抵活動，其中多於30名學生達標。

反思：



建議把學生的活動、比賽和服務的資料集中處理，使資訊共通，除了可更有效地準備「學
生學習概覽」
，也有助撰寫推薦信，申請獎助學金，以及協助班主任關顧學生。
各類型的校外比賽，旨在培養年輕人對學術、科學科技、運動體育、音樂藝術的興趣，提供
平台，發展學生的多元潛能。建議策略可更具持續性，繼續推行全方位、多元化之活動，並
推廣至生活層面。



全校「一生一導師」計畫，每位老師負責不多於 10 位學生，接觸學生家長並定期報告，效
果良好，宜再優化，讓老師盡快並適時跟進學生情況，培育學生。



持續進行社會服務，學生反應積極，進展良好，並可擴闊學生視野；惟安排社會服務時，應
具體訂立指標 (學生層面、服務對象、學習方向)，方可正確地評估及跟進。



學生由下而上向校方申請舉辦不同課外活動，學生主動投入，認真參與，做法可取；建議來
年繼續進行，並提供不同的體驗計畫，開拓學生視野，並藉學生心聲收集同學意見，提升學
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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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外界資源，繼續參加區本計畫之多元化的課外活動及領袖訓練。



進展良好，能培養興趣，發展學生潛力，校內宗教活動頻仍，早會、瞻禮、交流活動等，均
能讓同學正確認識天主教，尊重及認識不同宗教文化，建議繼續推行，並訂定具體評估方式，
檢視成效。



紀律委員會功過相抵計畫，宜加強宣傳，讓學生明白守規律己，改過遷善的重要，提高學生
參與計劃的積極性；另外，宜闡釋不達標同學的跟進情況。

關注事項三、建立共融校園
目標 1 : 不同族裔或文化背景的學生能和諧相處，彼此包容。
目標 2： 擴濶學生的生活視野，正確認識文化的差異及尊重其獨特性。
目標 3： 在課堂內外，學生勇於/樂於結交不同族裔或文化背景的朋友。

成就：
 邀請不同族裔學生參與慈青活動，認識天主教信仰。瞻禮中亦有不少活動由非華語同學
負責（例如醒師表演、花式單車表演等），有助不同族裔學生建立友誼，互相認識。
 「多元文化夢飛翔」計劃分別為中四及中五非華語學生提供了數次培訓工作坊和職場參
觀活動。學生反應正面，亦有主動了解工作實務和入職要求。下學期除了培訓工作坊、
職場參觀和家長工作坊外，更為大部份同學按照他們的意願，安排了工作影隨活動，同
學都表示機會難得，亦從中學到很多東西。






全體中一學生參加板球訓練，體驗不同運動文化，促進交流及共融；持續舉辦各種活動
及比賽如籃球賽、足球賽、乒乓球賽、閃避球賽及板球賽，藉此增加非華語、內地新來
港和本地學生的接觸機會，促進瞭解和交流。
鼓勵各課外活動組織及隊伍由不同族裔學生組成，提高學生接觸機會，互相認識。
透過不同的傳統文化活動，促進學生認識不同族裔的文化，並促進不同族裔學生的友誼。
積極與校外機構合作，汲取別人的成功經驗，以提升共融活動的效益。輔導委員會邀請近20
名中三至中五的華語和非華語學生參與義工服務。參與活動的學生均反應正面，認為活動有
意義，達到彼此共融的目的。

反思：






「多元文化夢飛翔」計劃均十分成功，下學年會繼續為中三及中四的非華語學生提供服
務。
學生投入各類型校內球類比賽；非華語學生對板球甚有興趣，華語學生雖然興趣不大，
但也積極參與。建議來年體育課或全方位學習的活動上，多加宣傳，讓學生對不同族裔
的活動，有更深入的認識。
建議繼續舉辦不同的傳統文化活動，來年可加強宣傳，讓更多學生及早報名參與競賽活動。
此外，建議加強跨科組合作活動，籌辦兩項文化活動，持續培育及深化 學生自主學習態度、

習慣及策略，自我管理與反思學習的能力，提升學生對學習的責任感，藉文化活動宣揚
民族共融訊息。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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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與社福機構、大專院校、慈幼會屬下團體繼續保持聯繫，協助推展共融文化及學校
推廣活動。來年，將推行「兒童發展基金計畫」的個人發展規劃項目，為參加儲蓄計劃
的學生配對校友，提供持續指導。

補充關注事項：
為同學提供接觸天主教信仰的機會
成就：
 宗教、德育及公民教育委員會的問卷調查中，80% 學生認為自己能在校內宗教活動中熱







心服務；74% 高中學生認為自己能反省自己的生活：77% 學生認為自己明白瞻禮活動
的意義。
宗教、德育及公民教育委員會安排學生參與明愛賣物會；與與通識科合作舉凡跟國家重
大慶典，張貼相關資料於禮堂底讓學生瀏覽。
輔導委員會「主宰我生命」活動，透過不同藝術形式，於早會、午間分享、瞻禮或壁報
展示等方式，提升學校華語及非華語學生的宗教幅度，藉此建立正面的人生觀、價值觀
和態度，為學生帶出有關人生、生命、信仰的意義。
全方位學習委員會安排籃球隊及足球隊落實賽前祈禱，提高學生接觸天主教信仰的機會。
足球隊曾邀請非華語學生領禱，藉此建立對不同宗教的和諧、尊重氣氛。
企業營運活動「鮑思高咖啡室」的命名，徽標、圍裙及菜單座的設計均包含鮑聖和聖經
金句的元素，當中的設計和創作均由同學完成。菜單座的設計亦已融入初中設技科，成
為一項習作。

反思：
 學生在瞻禮活動中能發揮所長，少部分同學在瞻禮活動期間表現冷漠。教師可留意相關
的情況，向學生解釋瞻禮的意義，也可安排學生參與瞻禮的事務。
 學生在早會的宗教分享次數較少，可考慮來年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明愛賣物會的服務活動可再優化，讓學生擔當更多統籌角色，例如籌募出售的物資，或




策劃遊戲攤位等。
主宰我生命計劃中，建議以更多的藝術形式，如視藝作品、英文歌曲藉以將宗教融入學
生日常生活中。
賽前祈禱有助提高學生接觸天主教信仰的機會。透過不同族裔學生領禱，體會尊重不同
信仰的重要，建立和諧社會。
展望來年企業營活動採用多項學生設計的紀念品，宣揚鮑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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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年度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財政報告(EOE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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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年度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財務報告(SBASLSP)

* 活動名稱/類別

實際開支

合辦機構/ 服務供應

備註

($)

機構名稱 (如適用)

(例如:學生的學習

文化藝術

$21,434.4

體育活動

$73,946.6

自信心訓練

$1,950

社交/溝通技巧訓練
義工服務

學生互相溝通時愈益成熟

$819
$11,250

參觀/戶外活動

及情意成果)
教育局/香港青年協會 學生認為參與活動後有助
提升學習動機、建立自
信。
學生認為參與活動後有助
啟發領導才能、培養社交/
溝通技巧、確立正確價值
觀
學生認為參與活動後有助
發展潛能

$3,400

勵心服務協會

學生認為參與活動後能擴
闊視野、確立正確價值
觀。
學生認為參與活動後能擴
闊視野

總學生人次
514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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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年度學生學習支援計劃財務報告(LSG)
項目名稱

服務目的
(例如:分班或小組教學/共融活動、讀
寫訓練、社交訓練、
培養專注力等)

預算數目

1.

聘請教學
助理

$15,605*1.2*12=$224,712

$215,356

2

聘請支援
教師
言語治療
服務

協調教育心理學家及言語治療
師的服務、抽離班支援、聯絡
家長、撰寫會議紀錄、協助推
行小組活動
初中「喜閱寫意」計劃

$17,000*1.1*12=$224,400

$196,350

為學生提供言語治療服務，為
家長提供支援，並與教師合作
舉辦初中及高中的言語治療小
組，並與教育局言語及聽覺服
務組協作
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
讀屏器軟件
為有情緒問題及社交問題的學
生及家長提供支援

次數：48 次
每次時數：5-14 小時
總數：343 小時
$158,400

$158,400

$800

0

$18,000

$18,000

$622,262

$638953

3.

4.
5.

讀屏器軟
件
人際關係
提昇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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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年度照顧非華語學生學習財務報告(NCS)

預算支出

實際支出

使用百分比

財政收入
上年結餘

1,029,150.92

教育局撥款

$1,500,000

財政開支
教師 1_薪酬

$407,700

$407,640.00

100%

教師 2_薪酬

$407,700

$407,640.00

100%

中文教學助理

$212,840.00

/

南亞裔中文支援 1

$145,200

$145,530.00

100%

南亞裔中文支援 2

$158,400

$155,345.81

98%

教學支援老師

$209,742.93

S1-3 NCS 校本全方
位

/

$100,000

$69,099.83

69%

中文字母輸入法

$58,000

$64,800.00

112%

Smart Boy Scheme

$25,000

$26,082.50

104%

NCS 語文活動

$3,300

$1,976.40

60%

NCS 活動室

$3,000

$1,130.30

38%

$40,000

$43,120.00

108%

$1,348,300 $1,744,947.77

129%

NCS 職業中文課程

$2,529,150.92
結餘 / 尚欠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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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年度生涯規劃津貼財務報告(CLPG)
生涯規劃津貼財務報告（含分項）：
預算數目

實際數目

上學年結餘
收入

$
89,658.20
566,880.00 566,880.00

支出
項目 1 統籌、領導及監察各級生涯規劃輔

336,420.00 428,815.00

使用百分比

$

導活動，並協助推行各項 OLE
項目 2 為中四及中五級學生開辦具生涯規
劃教育元素的其他學習經歷(OLE)
課程
項目 3 為非華語學生提供生涯規劃課程及
升學就業輔導
項目 4 協助高中的華語學生掌握適合自己
的升學及就業方向，並為將來的面
試和求職作好準備
項目 5 推動師友計劃，提升校友和學生的
連繫，以為學生提供升學及就業的
指導和培訓
項目 6 企業營運實踐及外出服務訓練
項目 7 推行各項生涯規劃活動所需的交通
費用和雜項費用

餘額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127%

99,000.00

97,000.00

98%

8,000.00

4,800.00

60%

30,000.00

14,700.00

49%

25,000.00

3,000.00

12%

60,000.00
15,000.00

65,274.85
3740

109%
25%

573,420.00 617,329.85

108%

39,208.35

2016-17 學校周年報告

第 28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