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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歷史 

培僑中學創建於 1946 年，至今己有 60 年歷史。 

1983 年，學校由跑馬地朗園山舊址遷至北角天后廟道現址。 

1991 年，學校加入直接資助類別，接受政府資助。 

 

 

辦學理念 

以母語教育為基礎，令學生達到優良的成績，並採取多種方式，提高學生英語水

平。學校強調培養學生的良好品德、自律和組織能力。使學生既有愛國情操，又

具國際視野。 

 

 

學校對學生的要求 

熱愛祖國：認識自己的民族和國家，關心國家大事，繼承和發揚民族的優良傳 

統。 

關心社會：關心時事，了解社會動態，積極參與社會活動，學習民主精神，培養 

社會責任感，做一個有益於社會的良好公民。 

刻苦學習：認真刻苦學習文化科學知識，樹立科學精神，養成獨立思考的習慣。 

端正作風：養成樸素、自律的生活習慣，潔身自愛，待人以誠，謙虛有禮，培養 

公德心，孝敬父母，尊敬師長，關心他人，使自己成為一個有高尚品 

德的人。 

發展身心：加強身體鍛鍊，認真上好體育課，積極參加課外活動，豐富生活內容， 

使身心均能得到健康發展。 

 

 

學生人數及班級結構 

全校學生 892 人，男學生 482 人；女學生 410 人。 

年級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中五級 中六級 中七級

數目 4 4 4 4 4 2 2 

 

 

師資 

教學人員 53 位，師生比例 1：16。 

有博士 1人；碩士 11 人；學士 38 人；非學位教師 3人。 



全校學位教師 94％；已獲教育文憑或教育證書教師佔 86.3％。 

全體教師已達資訊科技能力標準。達 BIT 級 100﹪；IIT 級 83﹪；UIT 級 29﹪；

AIT 級 4﹪。 

全體任教英文科及普通話科教師己達語文能力基準。 

 

 

學校設備 

校園佔地 4800 平方米，校舍樓高六層，共有標準教室 24 個，實驗室 (物理、化

學、生物、綜合科學) 4 個，專用室 (美術、音樂、地理、視聽) 4 個，電腦室

及多媒體學習中心各 1個，圖書館 1個，千人禮堂 1個。全部教室、實驗室、專

用室、電腦室及禮堂已安裝空調和抽氣扇。所有課室和特別室均設有 34 吋電視

機。 

 

運動設施包括標準游泳池、木地板室內體育館、健身室、舞蹈練習室、露天球場、

雨天操場、網球場、乒乓球場。 

 

另設有學生會辦公室，十層高學生宿舍大樓，及可同時供 200 人使用的膳堂。 

 

 

品德教育 

學校一向重視培養學生的思想品德和樹立嚴謹的生活作風。學校在培養學生的良

好品德方面，通過班主任組織班級活動，及對學生進行教育工作進行；班主任與

家長緊密聯繫，以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訓導處領導學長工作，管理校園秩序，

維持嚴謹紀律；學生會除組織全校體藝活動外，更配合學校教育方針，開展活動。 

 

為提高學生的愛國主義精神，學校每循環周的第一個早集會，由學生會訓練，每

班組織升旗隊，輪流主持升旗禮及進行「國旗下的講話」。 

 

本年度班級品德教育活動表： 

活 動 名 稱 舉 辦 單 位 參 加 班級 

學界慶祝國慶文藝節目表演 級組 中一 

軍訓 級組 中一 

性教育講座 輔導組 中一 

闔注世上貧窮兒童 學生工作組 中二 

CCT 領袖訓練營 級組 中二 

性教育講座 輔導組 中二 

前途教育 輔導組 中三 

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營 學生工作組 中三 



國情教育：內地專家學者講座

系列 

學生工作組 中三 

國民大使訓練班 學生工作組 中一至中三 

話劇《唔係講笑，你睇過未？》學生工作組 中一至中四 

明日之星 – 領袖歷奇訓練日 學生工作組 中二至中四 

電影欣賞：《太行山上》 學生工作組 中三或以上學生購票進場 

性教育講座 輔導組 中三、四 

青少年賭博問題教育講座 學生工作組 中三、四 

廉政公署教育活動 輔導組 中四 

國民教育之旅 -- 北京研習體

驗團 (1) 

學生工作組 中四 

國民教育之旅 -- 北京研習體

驗團 (2) 

學生工作組 中四 

《中華龍騰》系列活動 －《龍

耀浦江》青年大型交流活動代

表 

學生工作組 中四及中六 

南京軍區–蘇港兩地青年 

事學習、文化交流營 2006 

學生工作組 中四至中六 

 

性教育講座 輔導組 中五、六 

國內考察活動 通識科組 中六 

香港領袖生獎勵計劃：國情教

育課程  

學生工作組 中六 

《香港 200》領袖計劃 學生工作組 中六 

全球最佳老友學生領袖研討會 社會服務團 中六 

國慶填字遊戲比賽 學生工作組 全校 

 

 

開設科目 

中一至中三 

母語授課科目：中文、數學、科學、地理、歷史、普通話、通識、電腦、音樂、

視覺藝術、體育 

英語授課科目：英文 

 

中四至中五 

母語授課科目：中文、數學、中史、經濟、地理、世史、附加數學、物理、化學、

生物、商業、通識、音樂、電腦、視覺藝術、體育 

英語授課科目：英文 

 



中六至中七 

母語授課科目：中文、通識、經濟、文學、地理、中史、企業概論、數學及統計、 

純數、電腦應用、生物、體育 

英語授課科目：英文、物理、化學 

 

 

通識科課程 

通識科是我校中六及中七的必修科目。自 92 年起開辦，已有十多年的教學經驗。

學生透過探究和討論，通過到內地實地考察，獲得課本不能得到的知識，並提高

分析事物能力和思考方法。學校已將中一、二的社會科，及中三、四、五的公民

科改為通識科。目的是以培養初中生的學習習慣和思考方法為經，以個人關懷社

會以至放眼世界為緯。通過統整課程，達至初高中課程的融合統一。 

 

 

學業表現 

中學會考成績科目平均合格率達 90.％，其中英文科課程甲合格率達 94.8％；英

文科課程乙合格率達 100％。此外，合格率達 100﹪的科目有美術、電腦，而超

過 90﹪的科目包括生物、化學、中國歷史、地理、數學和普通話。 

 

本校連續六年成為全港最高增值學校之一，其中包括中文、英文、數學及其餘三

科成績 (即最佳六科) 均取得頂級 (第九級) 增值。 

 

 

中七生升讀本港大專院校情況 

本校中七學生升讀大專院校比率約 70﹪。 

校名 本港大學學位 本港大專 國內大學學位 外國大學學位

人數 10 16 2 3 

 

 

課外活動 

學校重視學生「德、智、體、群、美」全面發展，每年均舉辦水運會、陸運會和

越野賽，又設立學會和課外活動組，以培養學生集體精神和豐富學生的課餘生活。 

本年度校隊在校際籃球比賽中，甲組獲得季軍、乙組獲得冠軍、丙組獲得季軍，

最後以優異成績取得港島第二組團體總亞軍，明年將升級至第一組參賽。舞蹈組

參加第 42 屆學校舞蹈節比賽，以「梅花盛世」勇奪甲級獎。在校際游泳比賽中，

男子甲組取得團體季軍及乙組取得團體亞軍，最後得到男子總團體季軍；此外，

尚獲得個人 3項冠軍、5項亞軍、2項季軍及 2項殿軍。在校際音樂節和朗誦比

賽中，共取得 1項冠軍、3項亞軍、3項季軍、1項殿軍和多項優異獎。參加「飛



雪青少年隊際耐力賽」獲得團體季軍。我校童軍旅團又榮獲童軍總會港島地域頒

發「區總監嘉許銅獎」。最值得高興的是我校學生參加「第二屆華羅庚杯香港中

學(中一級)數學邀請賽」獲得個人季軍，及參加「全港中小學生作文比賽 – 主

題：神舟六號升空」中，分別在高中組及初中組獲得優異獎。 

 

 

家長教師會 

家長教師會通過建立「家長聯絡網」和「家長義工隊」開展家長活動和推動家校

合作。家長理事會派出代表參與學校「關注膳食委員會」，反映子女對膳食的意

見；福利組申請了團體優惠卡，方便家長購物；又設立了「學生成績進步獎」，

獎勵學年成績進步的學生。今年又撥出二萬元予「課外閱讀基金戶口」，推動閱

讀風氣，培養閱讀習慣。 

 

本學年還組織了下列活動： 

2005 年 11 月 20 日 『奇妙之旅』-- 親子一天遊 

2006 年 2 月 18 日 新春團拜暨聯歡會 

2006 年 3 月 12 日及 3月 19 日 說話訓練班 

2006 年 5 月 29 日至 6月 9日 明日之星 – 形象禮儀課程 

 

 

學生會 

本校學生會初創於五十年代，早期已用一人一票方式全民投票選出幹事。學生會

作為學生代表扮演了積極角色。幹事會在一年任期內，組織了大量活動，如籃球

賽、足球賽、獨唱比賽、棋類比賽、班級大合唱等；又關注同學的學業，特為會

考班設立圖書閣，提供會考參考書、試題等；學生會努力為同學提供服務和福利，

在校內售賣文具。學生會更負責升旗隊訓練和組織派報組，配合學校中心工作。

學生會主席代表學校出席「五校學生會聯席會議」，並組織同學參與聯會舉辦的

活動和比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