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僑中學 

學校報告 

（2006/2007） 

 

我們的學校 

一、教育使命與原則 

1 我們的教育使命 

1.1 根據學生的需要、能力及興趣，提供適當的教育，使學生在

學業上達到與個人條件相應的最佳成績，並於離校後具有繼

續學習的動力和能力。 

1.2 根據時代和社會的特點，組織公民教育活動，使學生不斷加

深對社會和祖國的認識，培養學生關心社會、服務社群的精

神，培養學生對祖國的歸屬感、責任感和自豪感。 

1.3 充分利用校內外資源，鼓勵及組織學生參加課外活動，以鍛

煉體魄、發展興趣、培養組織能力和活動能力。 

1.4 維持良好的校風，培養學生的自律和自尊。 

 

2 我們相信的教育原則 

2.1 學校教育的成功，有賴於教師、學生和家長為共同確認的目

標而努力合作。 

2.2 學校教育應同時強調學生個人發展和社會需要。 

2.3 學校應培養學生德、智、體、群、美全面發展。 

2.4 學校應維持嚴謹、和諧、活躍的學習氣氛。 

2.5 對學生的教育，包括輔導和訓導，全校教師人人有責，身教

重於言教。 

二、校舍設施 

    本校有標準課室 24 間，另有各類特別室如校史室、圖書館、電視台、多媒

體語言學習室、電腦室及物理、化學、地理、生物、自然科學、音樂、視覺藝術

等科之實驗／專用室。課室均設多媒體教學系統及空調設備。更有超大型的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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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室內外運動場、網球場、戶外攀石牆、暖水泳池、大型膳堂及學生宿舍等。 

三、學校管理 

    校董會為本校最高權力組織，制定學校發展的交方向，由校長為首的校長

室成員負責管理﹑行政和運作。下設部門行政及各科組長，推動及執行校

務及教務工作。 

四、學校上課日數（中一至中三） 

 

2004 至 2005 年度 2005 至 2006 年度 2006 至 2007 年度 

185 天 184 天 185 天 

 

五、學校活動日數 

2004 至 2005 年度 2005 至 2006 年度 2006 至 2007 年度 

7 天 6 天 7 天 

 

六、八個主要學習領域的課時（中一至中三） 

(中一至中二) 

學習領域 2004 至 2005 年度 2005 至 2006 年度 2006 至 2007 年度

中文教育 21％ 21％ 21％ 

英文教育 19％ 19％ 19％ 

數學教育 15％ 15％ 15％ 

個人、社會 

人文教育 

21％ 21％ 21％ 

科學教育 8％ 8％ 8％ 

科技教育 4％ 4％ 4％ 

藝術教育 8％ 8％ 8％ 

體育教育 4％ 4％ 4％ 

 

(中三) 

學習領域 2004 至 2005 年度 2005 至 2006 年度 2006 至 2007 年度

中文教育 17％ 17％ 15％ 

英文教育 19％ 19％ 19％ 

數學教育 14％ 1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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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社會 

人文教育 

17％ 17％ 19％ 

科學教育 19％ 19％ 19％ 

科技教育 4％ 4％ 4％ 

藝術教育 6％ 6％ 6％ 

體育教育 4％ 4％ 4％ 

 

我們的教職員 

  教師資料 

教師最高學

歷： 

認可教育文憑﹝非

學位﹞ 

學士 碩士 博士 

佔全校教師

人數 

3 35 16 1 

 

補充資料： 外籍教師： 已接受特殊教育培訓： 已接受師資訓練：

佔全校教師人

數 

1 0 52 

年資： 0 至 4 年： 5 至 9 年： 10 年以上： 

佔全校教師人

數 

11 13 31 

 

校長專業發展時數 

項目 04/05 05/06 06/07

有系統學習（海外學習考察/會議/研討會、本地研討會

/ 工作坊/會議/課程、高級學術進修課程）

26 67.5 67 

實踐學習 （校本計劃、著作） 16.5 

 

5 9 

為教育界及社會服務 162 

 

150.5 107 

 

我們的學生 

學生人數 

 3



 04 至 05 年度 05 至 06 年度 06 至 07 年度 

全校人數 約 888 約 892 約 953 

 

班級組織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中七 

班數 4 4 4 4 4 2 2 

 

學生出席率 

年級 2004 至 2005 年度 2005 至 2006 年度 2006 至 2007 年度

中一至中三 98.4％ 98.5％ 98.3％ 

中四至中五 98.2％ 97.7％ 98.6％ 

中六至中七 96.6％ 96.7％ 97.1％ 

 

 

離校學生出路（中五畢業生、中七畢業生） 

中五學生 

 2004 至 2005 年度 2005 至 2006 年度 2006 至 2007 年度

本校預科 34％ 36％ 28% 

外校預科 20％ 15％ 20% 

重讀中五 7％ 7％ 8% 

外國升學 11％ 11％ 11% 

專上院校 10％ 20％ 29% 

IVE 9％ 0 0 

國內升學 5％ 7％ 4% 

其他 4％ 4％ 0 

 

中七學生 

 2004 至 2005 年度 2005 至 2006 年度 2006 至 2007 年度

聯招學位 33％ 21％ 23％ 

聯招副學士/文憑 52％ 34％ 5％ 

非聯招學位 0 0 15％ 

非聯招副學士/文

憑 

0 0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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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升學 2％ 6％ 7％ 

國內升學 2％ 4％ 0 

重讀中七 0 26％ 0 

就業 11％ 9％ 0 

自修 0 0 8％ 

 

香港中學會考成績 

 

 

學校增值表現 

學校由2000年至2007年連續八年中回學會考最主要三科和最佳六科的增值均為

9，表現卓越，穩定性強。 

 

學生參與校際活動的情況 

校際游泳錦標賽 

團體 

男子甲組 4x50M 自由泳接力冠軍 

7B 王逸豪 5B 陳宇濤 5C 陳德麟 5C 陳卓燊 

 

男子乙組 4x50M 四式接力第七 

4B 黎卓賢 3D 林俊匡 3B 伍俊傑 2A 鄭裕勤 

 

男子丙組 4x50M 四式接力殿軍 

2C 許禧彥 1B 伍子橋 1B 周雋逸 1C 陳震聰 

 

男子甲組團體亞軍 

男子團體第五名 

 

個人 

男子甲組 

7B 王逸豪 200M  自由泳  亞軍 

   100M 背泳  第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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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 陳德麟 50M  背泳  季軍 

   100M 自由泳  季軍 

5C 陳卓燊 200M 個人四式 亞軍 

   100M 蛙泳  季軍 

4B 吳夢楠 200M 自由泳  第七名 

 

男子丙組 

1C 許禧彥 50M  背泳  殿軍 

1B 伍子橋 50M  蝶泳  第五名 

   50M  自由泳  第五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中學校際越野錦標賽 

女子甲組第 10 名 

7A 陳嘉琪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中學校際田徑錦標賽 

男子甲組： 

800 米 第 6 名 5C 陳卓燊 

三級跳遠 第 4名 5C 楊子澄 

跳    遠 第 4 名 5C 楊子澄 

標    槍 第 5 名 5B 李志恆 

 

男子乙組： 

三級跳遠 第 7名 4A 張已正 

擲 鐵 餅 第 5名 4C 方浚傑 

 

女子甲組： 

800 米 第 4 名 4C 梁凱茵 

1500 米 第 4 名 5B 陳希汶 

 

女子乙組： 

4 × 400 米接力 第 5名 2B 李嘉怡 

3A 陳煒珊 

3A 陳卓穗 

4D 陳謙妍 

 

女子丙組： 

800 米 第 5 名 1D 黃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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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米 第 3 名 1D 吳沂斐 

4 × 400 米接力 第 6名 1B 高詠怡 

1C 鄺亦騫 

1D 黃梓慧 

1D 吳沂斐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中學校際男子籃球錦標賽 

香港區第一組 男子丙組 第四名 

隊員： 1A 藍家達  1A 葉建材  1B 黎民亨  1C 吳卓聲 

  

1C 王俊生  1C 方栢麟  1D 劉  飛  2A 林承佑 

2C 梁俊傑  2C 林天霸  2C 譚仲銘  2D 劉景康 

2D 陳寶匡  2D 陸浚彥         

 

 

音統處香港青年音樂匯演中樂團比賽 

(2006 年 12 月 31 日) 

15 至 30 人組別優異獎 

學生名單： 

琵  琶 --- 3A 林建欣         

揚琴組 --- 3A 吳詠芯  4A  翁芷茹  2D 王毓林 

拉弦組 --- 4B  黎卓賢  4C  陳丞臻  4D 郭俊恩  1D 潘家維                  

笛子組 --- 1A 吳嘉傑  3D  伍俊傑            

敲擊組 --- 1D 雷若藍  1D  鄧俊韜      

柳琴組 --- 2B 黃珮詩  2C  余嘉澄  4D 尹芷瑩  4C 林芷澄     

阮   --- 4D 康偉美              

大提琴 --- 2C 蕭卓嵐           

 

 

第 59 屆校屆音樂節 

培僑中樂團參與中國器樂合奏 5-14 人組獲季軍 

學生名單： 

琵  琶 --- 3A 林建欣         

揚琴組 --- 3A 吳詠芯  4A  翁芷茹  2D 王毓林 

拉弦組 --- 4B  黎卓賢  4C  陳丞臻  4D 郭俊恩  1D 潘家維                  

笛子組 --- 1A 吳嘉傑  3D  伍俊傑            

敲擊組 --- 1D 雷若藍  1D  鄧俊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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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琴組 --- 2B 黃珮詩  2C  余嘉澄  4D 尹芷瑩  4C 林芷澄     

阮   --- 4D 康偉美              

大提琴 --- 2C 蕭卓嵐           

 

37 位同學參與個人樂器演奏比賽 

1A 鍾浩華 笛子初級組 冠軍 

 

1A 吳嘉傑 笛子初級組 亞軍 

2B 黃珮詩 柳琴初級組 亞軍 

3D 陳朗妮 揚琴中級組 亞軍 

4D 尹芷瑩 柳琴高級組 亞軍 

 

6A 張天使 琵琶深造組 季軍 

4C 林芷澄 柳琴初級組 季軍 

1D 潘家維  二胡中級組 季軍 

 

2C 余嘉澄 柳琴初級組 第四名 

2C 許哲輝 二胡初級組 第四名 

2A 蘇曉栢 二胡初級組 第四名 

 

5 位同學獲發優異獎，名單如下： 

1A 王梓瀠 笛子初級組 

2B 莊灝楠 笛子初級組 

4B 何東儒 二胡中級組 

4B 黎卓賢 二胡中級組 

4C 陳丞臻 二胡中級組 

 

20 位同學獲發良好獎，名單如下： 

2A 簡焯賢 二胡初級組 

2A 聶芷涵 中阮初級組 

2B 李子駿 二胡初級組 

2B 丁光琦 琵琶初級組 

2C 陳柏樺 二胡初級組 

2C 林欣霆 古箏深造組 

3A 吳詠芯 楊琴初級組 

3A 林建欣 琵琶中級組 

3A 陳彥坤 琵琶初級組 

3B 李舒嬈 二胡中級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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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 伍俊傑 笛子中級組 

3C 黃凱琳 中阮初級組 

3C 黃凱琳 柳琴初級組 

4A 黎子蕊 笛子中級組 

4A 翁芷茹 楊琴中級組 

4B 陳宣樺 二胡中級組 

4D 郭俊恩 二胡中級組 

4C 林芷澄 中阮初級組 

4D 康偉美 中阮初級組 

 

7 位同學參與獨唱比賽 

5A 楊佳平  女子中文歌獨唱 (17 歲以下組別) 獲取季軍 

 

6 位同學獲發良好獎 

1D 蔡嘉欣 女聲中文歌獨唱 (13 歲以下組別) 

2C 莊玉琳 女聲中文歌獨唱 (13 歲以下組別) 

2D 朱家慧 女聲中文歌獨唱 (13 歲以下組別) 

2D 黎紫慧 女聲中文歌獨唱 (13 歲以下組別) 

3C 何頌欣 女聲英文歌獨唱 (14 歲以下組別) 

3C 蔡曉彤 女聲英文歌獨唱 (14 歲以下組別) 

 

2 位同學參與其他樂器演奏比賽 

1C 顧慧君 四級鋼琴  良好獎 

2C 張曉晴 四級小提琴 良好獎 

 

合唱團參與女聲英文歌合唱  (14 歲以下組別) 獲良好獎 

學生名單(41 人)： 

1A 班： 陳幗炘  趙詠桐  鍾倩婷  高梓煒  劉嘉盈  劉澍瑩  吳翠兒  冼采

螢  嚴朗而 

1B 班： 陳嘉雯  陳佑銘  梁文雅  楊晴嵐 

1C 班： 顧慧君  鄺亦騫  譚佩瑩 

1D 班： 陳麗嘉  張曉彤  蔡嘉欣  鍾卓羚  雷雪雯  吳沂斐  黃梓慧 姚芷

茵  歐陽宛彤 

2A 班： 林信華  李紫彤  李浩民  何沛芝 

2C 班： 潘楚思  潘釆柔  林欣霆  張曉晴  莊玉琳 

2D 班： 王彥童  王毓林 

3A 班： 陳  洋  馬傑絲  李傑文 

3B 班： 蔡曉彤 

 9



3C 班： 何頌欣 

 

 

第 58 屆校際英文朗誦節 

31 位同學參與獨誦比賽 

4B 班李澄茹取得冠軍 

20 位同學取得優異獎 

1A 趙詠桐  1A 王梓瀠  1A 嚴朗而  1B 沈詩斯  1B

 朱駿基  

1B 張峻銘  1C 黃朗然  2A 何晴虹  2C 雷樂然  2C

 李家豪  

2C 梁俊杰  2C 陳韋諾  2C 許哲輝  3A 馬傑絲  3A

 熊珈琪  

3A 陳煒珊  3A 庾展瑋  5A 蔡佩賢  5A 簡文馨  5C

 粱法鑾  

10 位同學取良好獎 

1A 章奉慈  1A 吳翠兒  1A 梁善婷  1A 周家希  1A

 楊善鈞 

1B 陳雅雯  1C 顧慧君  1C 譚佩瑩  1D 張羲汶  1D

 黎紫慧 

 

 

第 58 屆校際中文朗誦節 

6 班參與 4場詩詞集誦比賽 

其中三場取得亞軍、一場取得季軍，成績如下： 

1C 班 男女同學 亞軍 

1B 和 D 班 男女同學 亞軍 

2A 班 男女同學 季軍 

1B 和 C 班 男同學 亞軍 

 

27 位同學參與詩詞獨誦比賽 

2A 陳家緯獲取季軍 

2 位同學獲取優異獎 

2A 何晴虹  6A 張臻雍 

24 位同學取得良好獎 

2A 聶芷涵  2A 施曉琪  2A 黃邁誼  2B 丁光琦 

2B 余詠儀  2C 許宛婷  2C 雷樂然  2C 王安琪 

2D 林 揚  2A 陳嘉琦  2A 李書君  2A 馬傑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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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施瑛婷  3C 黃珈璐  4A 張駿彥  4A 劉潤澤 

4A 梁光華  4A 黃嘉誼  6A 鍾煒汶  6A 葉穎怡 

 

2 位同學參與二人對話獲發良好獎 

3A 施穎霖  3C 黃珈璐 

 

1 位同學參與散文獨誦獲發良好獎 

2A 何晴虹 

 

 

第 31 屆全港青年學藝古典詩詞朗誦比賽 

高中組優異獎 

6A 張臻雍 6A 張天使 6A 鍾煒汶 

初中組優異獎 

3D 梁俊彥 

 

 

其他 

本校港島第二三零旅團童軍獲「優異旅團獎勵計劃 2006」評選為優異旅團 

 

2006-2007 校際柔道公開賽，獲男子 52 ㎏組季軍 

2A 馬慶南 

 

南華體育會 中國香港柔道總會協辦 第三十八屆香港柔道邀請錦標大賽 2006 

男童組 13-16 歲 50 公斤以下 獲冠軍 

2A 馬慶南 

 

香港青年協會 青少年隊際耐力賽 2006 獲季軍 

7B 謝鴻添 6B 溫尚儒 5C 陳卓燊 4C 梁剴茵 

 

2006 年國慶盃羽毛球比賽 獲季軍 

7B 林漢傑 5C 陳謙元 5C 王銘曦 4D 姚文苓 4A 黎子蕊 4D 陳謙妍 

 

「第七屆青少年數學國際城市邀請賽」比賽成績 

來自中國內地、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台灣省、泰國、菲律賓、南

非、印尼、新加坡等世界各地共 37 支代表隊，148 名選手齊集溫州地區參加比

賽。本校陳柏樺同學是香港代表隊八位代表之一。香港隊一共取得隊際賽季軍及

團體賽亞軍，陳柏樺同學還獲發個人金牌 (大會共頒發 8面金牌，香港代表中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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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位獲此殊榮)。 

 

培僑中學數學精英班 

參加公開比賽獲得獎項 

一、2007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 

Hong Kong & Macao Mathematical Olympiad Open Contest "HKMO Open" 

得獎名單 

年級 姓名  獎項  

中二 陳柏樺 港澳總冠軍 (金)  

中三 李軒 銀獎  

中三 蔡昌興 銅獎  

中四 許婷琳 銅獎  

 

二、培正數學邀請賽初賽 

得獎名單 

年級 姓名 獎項  

中三 林雪清 銅獎  

中三 馬傑絲 銅獎  

中四 許婷琳 銅獎  

中一 蔡方雅 良好表現獎  

中二 余詠儀 良好表現獎  

中二 季瑛男 良好表現獎  

中三 蔡昌興 良好表現獎  

中四 鄧志豪 良好表現獎  

 

香港遊樂場協會及香港電台合辦 2007 年青藝節「十大青少年藝術家」 

6A 洪曉嫻 獲優異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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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與反思 

關注主題一：慶祝建校 60 周年 

成就 

（1） 籌辦 60 周年校慶活動（校外） 

 成功舉辦 60 周年校慶文藝匯演，效果獲高度讚賞。 

 成功舉辦 60 周年校慶宴會，筵開 187 席，蒙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中聯辦主任高祀仁先生
主禮，及社會各界領袖親臨致賀，場面極盛。 

 成功舉辦 60 周年校慶步行籌款，籌得逾 40 萬捐助苗圃行動，贊助國內貧困學童上學。 

（2） 編輯 60 周年校慶特刊及設計紀念品 

 成功編輯 60 周年校慶紀念特刊。 

 成功拍攝 60 周年校慶紀念短片。 

 成功以首日封形式設計 60 周年校慶紀念品，廣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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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籌辦 60 周年校慶活動（校內） 

 成功舉辦校園標語設計、壁畫、海報設計比賽。 

 成功籌辦「培僑與我」系列活動：校史教育、徵文新詩創作比賽、校園攝影比賽、成就校
友講座、英文話劇表演。 

 成功舉辦「培僑優秀學生評選」，12 位學生獲選優秀學生。 

 

反思 

整體活動的成功，實在由於學校持份者以及社會人士的支持所致。活動背後所顯示上下協助能
力、組織能力、創造能力、溝通能力之強，值得他校參考。而學校本身亦應在此基礎上推進一
步，由一批領袖學生的培養，推廣至全校學生，讓所有就讀學生均能在適當的環境下，培養出
可持續發展的領袖素質與能力。 

關注主題二：締造自評與問責文化 

成就 

（1） 建立教職員工考績制度 
 已檢視全體教師職工的工作量，並作適當分配，以提高團隊士氣。又編製《學校程序及實

務手冊》，以作為自評與問責的重要文件。 

 已制訂一系列員工自評及考績表格，逐漸建立員工的考績制度。 

（2） 改善與學校持分者的溝通渠道 

 已將定期舉行的行政人員會議紀錄，上載學校內聯網，方便員工參考。 

 學校已按計劃定期透過網頁報道學校最新發展情況。 

 新建內聯網，提供工具如內聯郵件，討論欄，電子通告等，為老師、學生和家長之間的交
流和溝通提供一個新途徑。 

 成功協助家長教師會推動會務並出版〈家長通訊〉。 

 已在學校的網頁內上載校長及教師的電子郵箱，讓家長及學生直接留言或通訊。 

 已在校友會建立更佳系統及常規的諮詢機制以收集校友的意見。 

 各科均發展教師間的觀課制度，以加強彼此的專業溝通。 

 校長及副校長已定期與學生領袖舉行會議，聽取改善校務的意見。 

（3） 培訓教師，適當賦權，讓他們發揮所長 

 多次安排教師在校內及跨校專業分享活動。 

 已逐步購置有關學校自我評估的參考書／資料。 

（4） 發展用作搜集及分析資料的工具和豐富有關資源 

 已逐步發展蒐集資料的工具（如學校持分者的調查問卷、評估表格）。 

 資訊科技發展組已協助處理及分析相關的自評資料。 

 設置自評與外評資源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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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讓學校持分者參與學校自評工作 

 已循正式（問卷）及非正式（諮詢）渠道收集學校持分者的意見。 

 定期召開學生領袖諮詢會議，收集學生意見，以評估學校的工作；全年共 3次。 

 每月召開家長教師會會議，收集家長的意見，以評估學校的工作；全年共 8次。 

（6） 匯報評估數據，以加強工作透明度和問責性 

 已不時在早會向學生匯報結果。 

 校長在家長教師會議中向家長匯報結果。 

 已經常在大堂壁報板及學校網頁上展示有關資料。 

（7） 在策畫和決策時，參考及運用評估數據 

 已製訂 07-08 年度〈學校周年校務計劃書〉 

 已製訂 06-07 年度〈學校周年報告〉 

 

反思 

要發揮自評與問責精神以使學校不斷自我完善，是一項漫長的、持續的工作；我們終極目標是

締造人人樂於參與、積極自我完善的文化；於此，我們在新學年仍須繼續努力。 

關注主題三：提升學生素質與表現 

成就 

（1） 提升學生學習態度及情意發展 

 成功舉辦「學橋計劃」，以協助中一新同學適應學校生活，建立歸屬感。 

 成功舉辦「培華計劃」，以協助新居港學生的適應學校生活。 

 成功推動「領袖訓練營」及「朋輩調解計劃」以提升學生的領袖才能和應變能力。 

 每月一次進行學生學習態度及學業成績評比。全學年達 5次以上學習態度優異及 6次學習
表現優異者共 17 人次。同學們對此活動持正面、認同態度，部分同學更覺有鼓勵、鞭策作
用。 

 成功訂定班主任工作實務手冊，加強班主任工作。 

（2） 加強學生的群性發展 

 訓導組成功舉辦「自新計劃」及「多元智能躍進計劃」，以增強學生責任感、提升學生自信、
自尊。 

 成功舉辦中一級「軍訓活動」，所有中一學生（特殊情況除外）均參與，表現令人滿意。 

 成功安排全校教師參與訓導組日常執行紀律及預防性工作。 

 學生參與學校舉辦之大型體育活動之參與率有所提升，學生亦較以往主動參與體育活動。

（3） 加強教與學的果效並提升學生學業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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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新的內聯網系統，教師可以利用網上教室向同學傳授知識，避免派發大量的筆記，即
環保又能使學生能養成網上温習和自學習慣。 

 獲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高度評價教師的教學表現。 

 已逐漸締造同儕觀課文化，重點在促進交流而非監察。 

 本校學生在中學會考的主要三科及最佳六科連續 8年獲評 9級增值，成為全港最高增值的
學校之一。 

 2007 年中學會考，本校學生五科合格率為 93.6%，成績斐然。 

（4） 提升學生學業以外的表現 

 學生會由組閣到選舉，以至舉辦各類活動如辯論、乒乓球、籃球、羽毛球、歌唱、象棋比
賽及書展等，取得極佳成績；更參與學校的大型活動服務工作，表現卓越。 

 成功按計劃推行「國民素質教育實踐計劃」。 

 成功舉辦「學生領袖歷奇訓練」，提升領袖的溝通技巧，及建立高效能團隊。 

 成功舉辦中六級通識科考察及中一級軍訓活動。 

 成功在整學年推動輪班升旗儀式，並讓班代表進行「國旗下的講話」，提高全校學生的國民
教育素質。 

 各科組配合課程成功舉辦不同類型的講座、考察、參觀等活動。 

 學生參與校際活動及比賽，在多方面如文學創作、朗誦、辯論、數學及體育方面，表現突
出，成績美滿。 

 成功舉辦年宵維園攤位活動，整體表現突出。 

 

反思 

本校校風純樸，學生在此氛圍下成長，已獲潛移默化的薰陶作用；由於社會急劇變化，要讓學

生適應新的變革而作出最好的回應，莫過於啟導他們立志在高點，訂下人生的高目標，然後有

計劃地向目標進發。校方亦應廣泛爭取更大、更闊的資源，協助學生達成更高的目標。 

關注主題四：配合新學制發展，進行學校設施改善與課程革新 

成就 

（1） 監察學校改善工程的進度及更新設施 
 加建及改善工程已於 2007 年 4 月動工，預計至 2008 年 3 月完成。校方特別成立協調小組，

統籌有關工程進度，確保學生的學習的影響減至最少。 

 校方代表每兩星期與承建商及顧問團召開學校工程進度會議，監察工程的進展。 

（2） 制定新高中課程發展計劃 
 已逐步制定新高中的發展計劃，包括選修科目的設置、教學法、評估方法、人力資源計劃

等。 

（3） 回應 3+3 新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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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中文大學優質學校計劃，營造更新的教學文化；本校教師的課堂表現獲得高度的評價。

 學校已設專責小組迎接新高中學制的挑戰。 

（4）推動教育四個關鍵項目的發展 

 成功進行「香港十八區專題研習」，深受各方重視。 

 成功在 IT School 系統「教學資源庫」內儲存各科組的教學文件（如簡報、工作紙及測驗

卷等）。 

 成功建立電子登記系統，以統計各科在課堂使用資訊科技情況。 

 成功在所有課室增設投影機。 

（4） 加強兩文三語及數學的教與學 

 英文科初中課程將因應程度較弱的學生繼續作出調適及改良。 

 在英文科課程設計中，加入外國文化的元素；又增加學科活動以提高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

 成功籌辦中文及英文話劇，並在校內公開演出。 

 已嘗試在中一級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並取得實證果效。 

 中文學會成功出版兩期《乘》刊物，此刊物除校內派發外，並在大專學院及書局派發，頗

獲好評。 

 成功以學校發展津貼增聘中、英文導師，為學生進行功課輔導。 

 成功以學校發展津貼增聘文員，以協助教師準備教材。 

 成功以學校發展津貼聘請英文話劇導師，以提高學生英語之表達能力。 

 成功培訓數學尖子，參與各類型公開競賽，獲得理想成績。 

 

 

反思 

在加建及改善工程進行期間，學校除按原定規劃執行相關工作外，還須視實際情況作最好的應

變，如下學年十一月以後，一、二樓工程開展之時，全體教師須暫遷往禮堂辦公，其配套的工

作必須有計劃地進行。另新建成樓層的教學空間，可考慮設置成科組的特別室，讓教學之餘，

作更廣泛的使用。 

校方就新學制發展的相關工作如新時間表的釐定、教師的培訓、過渡的安排等，以至初中課程

的改革與配合等，在新學年均須持續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