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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們的學校 

辦學宗旨 
 

慈幼會中華會省教育信念、憧憬和使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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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祂指引而行必能實現全人的發展和獲得永恆的生命。 

我們相信聖若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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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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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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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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目標 

1. 為學生提供靈、德、智、體、群、美六育並重的全面教育，使他們在身心方面得

到均衡的發展。 

2. 教育學生認識宗教，以基督的價值觀作為生活準則，服務社會。 

3. 培養學生求知的熱誠，使他們能做到終生學習。 

4. 培育學生有適當的和正確的分析能力，能分辨善惡，不為個人私 利、社會潮流、

大眾傳媒等所操縱。 

5. 提供適切的課程，運用資訊科技，使學生具備探究的精神和主動學習。 

6. 培養學生愛心，關心別人、關心社會，成為社會良好的公民。 

7. 培養同學愛護學校、尊重他人。 

8. 教導同學遵守紀律、積極向善。 

9. 培養學生的體育精神。 

 

學校期望的成效 

1. 學生在學業成績增值； 

2. 學生在品德的表現進步； 

3. 學生積極參與校內、外活動； 

4. 學生處事認真； 

5. 教師、家長、舊生積極參與及協助學校活動； 

6. 老師專業及團隊精神提升； 

7. 欣賞及互助精神瀰漫全校。 

 
慈幼學生具備的質素 

� 立德修靈 

� 守紀自律 

� 勤奮好學 

� 樂於助人 

� 熱衷運動 

 

 

 

 

 



學校報告（2011/2012） 5 

學校簡介 

慈幼英文學校由天主教鮑思高慈幼會所主辦，接受政府資助的男子中學。學校創立於一

九四一年，小學部校舍於一九五一年建成，而中學部校舍，則於一九六零年完成，在一九七

二年更擴建現時西翼之室內球場。一九九五年，在教育署及舊同學的支持下，我們更在室內

球場及三樓的課室上，加建兩層，增加了一些特別室、音樂室、地理室、教員室、視聽室、

語言室及多間新的課室。二零零六年夏天，學校完成校舍改善工程，在禮堂前增建校舍，改

善多媒體學習室及教員室。學校亦多設了四個教室，以配合校本評核及新高中學制的發展，

供各級學生分組上課。此外，工程尚包括增設傷健人士使用的通道及洗手間及改善電梯等設

施。 

慈幼學校創立之目的，是為本區內青少年提供全人教育，除了基本的學術知識外，我們

更積極提倡課外活動，培養學生積極、自律、自治的精神。我們深信：本校寬敞的校舍、雅

靜的環境、完善的設施，加上優良的教育傳統和實幹的教師團隊，確為培育靈、德、智、體、

群、美，提供了足夠的條件。 

 

 

學校管理 

校董會的組合 

校董會成員共八位，包括四位慈幼會會士，校長及教師、家長教師會代表及舊生會代表各一

位。 

 

辦學團體 校長 家長 教師 校友 

4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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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們的學生 

 

班級組織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中七 

班數 4 5 5 5 5 5 2 

人數 143 170 177 177 179 154 58 

 

 

學位空缺率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中七 

空缺百分率 0.7% 5.6% 6.9% 11.5% 10.5% 23% 3.4% 

 

 

出席率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中七 

出席百分率 98.9% 98.4% 98.3% 97.7% 97.3% 98.6% 98.0% 

 

 

離校學生出路（包括學生退學情況） 

中七畢業生的出路 

本地大學課程 30 

副學士 19 

中七課程 0 

本地全日制專上/ 職業 訓練課程 3 

海外升學 2 

全職就業 2 

其他 1 

不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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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畢業生的出路 

本地大學課程 36 

副學士 51 

中六課程 11 

本地全日制專上/ 職業 訓練課程 15 

海外升學 18 

全職就業 7 

其他 1 

不詳 14 

 

 

提早離校學生 

中一 1 

中二 1 

中三 1 

中四 1 

中五 1 

中六 3 

中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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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們的教師 
 

教師資歷 

學校教師的數目：校長 1 人，教師 66 人 

 
 

教師獲得的最高學歷的百分比 

碩士學位或以上學歷 45% 

學士學位學歷 55% 

本地專上非學位學歷 0 

中六 / 中七級學歷 0 

中五級或以下學歷 0 

 

教師的專業資格的百分比 

已接受專業訓練教師的百分比 98.5% 

 

已接受專科訓練教師的百分比 

中文科教師 100% 

英文科教師 93% 

數學科教師 70% 

 

教師教學年資的百分比 

0 – 4 年 20% 

5 – 9 年 22% 

超過 10 年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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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主要關注事項（成就與反思） 

1. 培養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及責任感 

 1.1 培養學生自我管理能力 

1.1.1 靈德育及公民教育組負責強化班會結構及制度，按各級成長的需要為同學

  設計學生自我評估表。開學第一周各班已組成班會並訂定課室十誡作為全

  班同學努力建立班風的目標。九月下旬各班已交出課室十誡並完成壁報。

  但學生對「課室十誡」(班規)的規範作用卻未重視，也沒有定期檢討。故 

  建議每月有特別強調的一誡讓同學倍加注意；班會每月也要檢討課室十誡

  執行情況，並建議同學多採用「應/需/宜」等正向觀念的字詞，以加強同學

  對班規的認受性。 

1.1.2 宗教教育組透過建立自我評估文化，加強善會會員的質素。有 14位學生已

  考獲慈青章，仍有部份學生正在積極預備考章。 

 1.1.3 其他學習經歷小組讓同學透過「學生學習概覽」，以及單項活動的成效得 

   益，檢視自己的個人成長。課外活動組為增加同學參與活動的積極性，推

   出了「活動星級獎勵計劃」，讓同學透過參與活動，爭取星級獎勵，鼓勵同

   學養成自我監察文化；除了在學會中表揚獲取星級獎勵的同學，還可在課

   外活動組的展板定期公布名單，並作公開表揚，建立欣賞文化，使學生自

   尊自重。 

1.1.4 訓育組透過「慈幼大搜查」中的資料室介紹活動，讓中一級新生明確了解

  學校對學生紀律的要求。使同學合群，學懂尊重團體。訓育組老師聯同校

  紀律領袖生維持秩序(水運會、聖誕聯歡、陸運會、感恩節) 。大部分同學

  積極参與團體活動，活動完畢後有秩序離開場地，自覺地收拾場地垃圾。 

1.1.5 輔導組讓欠學習目標的中五同學實踐訂立計劃，自我設訂短期目標，反思

  表現的體驗。透過中五級的『師友計劃』, 加強教師對同學的跟進及協助, 培

  養同學積極的學習態度，和責任心。實踐鮑思高慈幼會的預防教育法，以

  生命影响生命。 

  1.1.6 學生支援組透過訓練，讓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同學加強自我管理能力及責任

    感，融合中學生活。中一級社交小組參與率甚高，整體效果不錯，大部份 

    學生都能投入當中，導師的帶領技巧很好，有助同學從活動經驗中自我成

    長。高中級通識小組主要鼓勵同學多角度思考，增加學生的溝通能力，並

    教授他們處理文字資料等技巧。參加者有中三、中四及中五級不同類別的

    有特殊學習需要同學。有部份同學主動積極參與，表現出色；但亦有同學

    未能投入活動，表現不太主動，較難融入小組當中。建議明年工作宜繼續

    為中一同學重點提供有關人際相處的小組訓練；高年級同學則安排同級同

    學進行，避免因不同級別引致的尷尬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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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 

� 有部份班別上課時情況較混亂，也偶有起哄情況，而在持份者問卷中，也有 25.4%學生

不同意同學能自律守規(平均數為 3.2) ，由此可見同學們的自我管理能力和自律精神仍

需提升。 

� 學生對班規、常規的建立並不重視，來年期望透過全校性的協作，培養學生各樣常規，

特別是課堂上的常規。同時期望透過引導學生進行反思活動，促進學生自我提升課堂學

習氣氛及改善課堂秩序。 

 

 1.2 培養學生的責任感 

  1.2.1 靈德育及公民教育組藉班級經管手冊，提供班級經營的策略，加強對教師

    的支援。開課前為中一班主任舉辦工作坊，讓老師們交流經驗。開學初活

    動組為班會幹事提供一天的工作培訓。每學期舉行班會幹事聯席會議，了

    解班會的運作情況、協助班會幹解決工作遇到的問題、幹事自評互評。 

 1.2.2 宗教教育組強化同學勇於承擔的精神：讓幹事實踐領導才能，有效地統籌

   慈青善會聯會競技日活動。但在安排及統籌宗教週各項活動方面則未如理

   想，部份慈青善會的幹事未能在善會中發揮領導才能。故來年必須訂定具

   體策略和行動方針，使得善會幹事的領導才能能更有效的發揮。 

 1.2.3 「愛德（義工）服務紀錄冊」巳推展至中六學生，填報「義工服務紀錄」 

   的人數增加。中四級賣旗﹝義賣﹞籌款活動共 297 人次參與，大約五十多

   位同學參與了三次或以上的賣旗籌款活動。中五級同學共 87 人次參與了外

   間社福機構義工訓練或義工服務。全校同學因義工服務總時數達 16587 小

   時而奪得義務工作嘉許金獎。 

1.2.4 學校推行「綠色校園」運動，定期清理回收箱，並呼籲同學協助，培養同 

  學關心校園，服務社群的精神，活動加強了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和公民責

  任感。 

1.2.5 課外活動組於 2011 年完成組織聖約翰救傷隊制服團隊，加強他們的紀律和

  承擔的精神；並配合「其他學習經歷」及「個人學習檔案」推動學生參與 

  校內外服務，強化同學勇於承擔的精神。 

1.2.6 訓育組安排各級訓育檢討。讓同學檢視自己不足之處，進而改過遷善。大

  部分同學留心聆聽，違規情況減少。 

1.2.7 輔導組藉著『Fire Zone 及友晴大使』培訓初中學生領袖，推動校內外服務，

  午膳開放『Fire Zone』，深受初中同學歡迎，本年中三同學的參與性較強。

  而『導航先鋒』配合 PATH (第二層培育)的推行，發掘中四、中五同學的領

  導才能並發展所長，成為學生領袖。本年有 3 次領導才能培訓及團隊訓練，

  出席率理想，責任心和凝聚力亦滿意。 

  1.2.8 中國歷史科鼓勵學生從歷史人物閱讀中，培養個人情操及公民責任感。今

    年新設計了兩份工作紙：中一級「孔子」及中三級「李鴻章」。各班級老師

    都能按照進度給學生完成歷史人物閱讀研習。其中「李鴻章」的課業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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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學生表現都得到外評工作坊導師的讚許。 

 1.2.9 升學擇業輔導組進一步加強升學就業領袖生的工作的職責和訓練，安排他

   們參加領袖訓練。此外，升學擇業輔導組也有為中六及中七同學舉辦「大

   學面試工作坊」, 在兩級同學畢業試閱卷期間報名，共有 143 人簽名參加，

   但舉行當日只有 44人出席。而升學擇業輔導組及課外活動組在 5月所 

   舉辦的「求職面試工作坊」，共有 45 人報名，但舉行當日只有 10 人出席。

   這兩項活動的缺席率顯示了我校畢業班同學嚴重的問題：缺乏責任心及處

   事輕率，令協助舉辦的單位及人員失望、浪費各方面的資源。為此，升學 

   擇業輔導組已作深刻檢討，並決定日後的類似活動需加倍謹慎進行策劃，

   避免類似情況再度發生。 

 1.2.10 電腦行政管理組設立 IT 助理，部份 IT 助理未能盡其責任，令課室設施有 

   時未能正常運作，影響教學。學年初曾舉辦了一次家課日誌助理工作坊，

   中一、二的家課上網服務大致暢順，但也曾出現少許錯漏。 

反思 : 

� 2011 年學生再次因義工服務總時數達 16587小時而奪得義務工作嘉許金獎，反映出學生

具有承擔精神。但從老師觀察學生日常的表現例如 : 準時回校、準時到達上課或集會地

點、交齊回條、交齊功課等情況可見，學生的責任感仍有待改善。 

� 升學擇業輔導組針對同學欠缺責任心的情況，未來將會舉辦參觀本港工高金融企業、政

府機構及社會服務機構，帶領同學接觸及認識「工作世界」，並計劃本身的未來職志目標，

結合學業計劃，期望能協助同學充分發展自己的管理能力和責任感。 

� 初中有網上查功課系統讓家長查閱學生每天的功課情況，但由於部份 IT助理未能盡其責

任，正確地填寫課室日誌，令網上查功課系統服務受阻。因此，未來必須訂定具體策略

和計劃，以協助 IT助理及家課日誌助理提升其責任感及服務質素。 

 

 

 2. 提升課堂學與教的效能提升課堂學與教的效能提升課堂學與教的效能提升課堂學與教的效能 

 2.1 貫徹自評循環，檢視、監察並評估本校課程發展並作出改善及支援 

2.1.1 課程發展組負責規劃本校課程，期望讓學生能因應本身興趣及能力發展，

  貫徹不同的學習階段，推動學生持續學習。包括規劃初中及高中課程、商

  議開設生活與社會科的具體安排及探討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具體安排。經

  商議後，決定下學年中三級綜合科學科將分為物理、化學及生物部份授課；

  另外，下學年中四 D、E班將改為 2班 3組，學生可按能力及興趣選擇生 

  物科、數學延伸部份 (一) 或數學延伸部份 (二) 其中一科修讀。而過往中

  四 E班要「同時修讀生物科及數學延伸部份，並在中五分流」的安排將會

  取消。課程發展組已完成 2013/2014 高中課程的規劃；完成生活與社會科 

  的課堂節數及課程初步安排。 

2.1.2 學校適當調配資源，推動課程發展。聘請教學助理 (中文科及 EMI科)，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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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任教師創造空間。本學年分別聘請了一位中文科及初中 EMI科目教學助

  理，為老師製作教材、處理文書工作及協助推行活動。 

2.1.3 教務組支援及跟進科組間的工作。定期約見科主任，了解學科落實情況( 課

  程規劃、教學內容、教學策略、評估政策)，並運用所得的資料，回饋及調

  適學與教。教務組於下學期開始定期約見小組組長及科主任，了解科組本

  學年的工作情況。另外，由於下學年將開展下一周期的三年發展計劃，所

  以會議重點放在如何策劃及執行未來的三年發展計劃。 

反思 : 

� 「自評循環，檢視、監察並評估本校課程發展」己起步，學校將持續發展，逐步完善自

評循環制度，例如加強科主任的功能，緊扣下周期關注事項的備課及課業檢視、分科會

議的課程及學生學習分析、專業交流等，以提升學與教效能。 

 

 2.2 提升教師的教學效能 

2.2.1 為配合校本課程需要和提高教師的教學效能，學校舉辦校本的教師專業發

  展活動，以提升教師的專業水平。本學年共舉辦了三次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題目分別為「太極 (吳式) 體驗班」、「成功課堂的關鍵」及「如何利用課 

  業設計以提升學與教效能」。LAC team 為初中 EMI 科目老師提供校本培 

  訓，提升他們以英語授課的效能；英文科運用 Refined English Enhancement 

  Scheme，為英文科老師提供校本培訓。 

2.2.2 學科透過課堂研究及共同備課，共同設計教案。加強教師協作交流，推動

  課程發展。教師專業發展組在電腦行政管理組協助下安排了共同備課節，

  讓各科老師可定期進行備課活動，本學年的重點為提問技巧和運用資訊科

  技促進教學互動。 

2.2.3 由於本學年有較多新老師加入，為了讓他們盡快適應本校工作，教師專業

  發展組曾為他們舉辦了數次的專業培訓活動；另外，教師專業發展組也繼

  續推行「新入職教師啟導計劃」，委派資深教師擔任班主任伙伴和學科伙 

  伴，為新老師提供適切的支援。 

2.2.4 生活教育科為加强對老師支援，安排教學助理協助修改及整理教已有教 

  材，加上已有的共創成長路教材適合本校學生使用，及老師在共通備課時

  有良好的經驗交流。有助老師規劃優良課堂。 

2.2.5 中國歷史科在初中設有級聯絡後，各級的教學進度、統一測驗及考試範圍

  都較以往劃一。惟各級聯絡尚未能安排固定時間與同級老師進行共同備 

  課。今年任教高中老師與初中老師合作設計習作﹝例如：辛亥革命百年紀

  念﹞並協助擬訂測驗卷。 

反思 : 

� 各科在校本教材方面投有良好發展，共同備課亦已漸成為常規，有助推動同工之間的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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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加強學生的學習能力 

2.3.1 學校由學科舉辦的全方位活動，擴闊學生的學習經驗。創設積極主動的學

  習環境，引發學生投入學習。在生活教育科教授學習技巧 (心腦圖、互聯 

  網、資料搜集……) 及建立正確的學習態度。亦著重培養學生獨立學習能 

  力。使他們能訂立個人學習目標、善用多元的學習途徑及養成反思學習的

  習慣。 

2.3.2 資訊科技教育組經常更新電子學習資源庫，搜羅有趣及實用的電子學習材

  料。並以新聞系統（Wisenews 及 eClass）輔助教學。 

2.3.3 優化跨科組活動 (「語文嘉年華」、「英語日」)，讓學生有更多機會接觸英

  語，提升學生對中、英文及普通話的興趣。學校在五月中旬舉辦了一個名

  為「愛上語文」的跨學科活動，參與科目計有英文科、中文科、普通話科 

  及初中以英語為授課語言的科目，使學生有更多接觸英語的機會，從而提

  升學生對中、英文及普通話的興趣，走向自主學習。 

反思 : 

� 不少教師在表現評量會議中指出，科與科之間的交流較少，雖然有跨科合作但傾向各自

為政。來年嘗試探討以學習主題形式去貫通不同學習領域進行學習，以促進各科組協作。 

� 部分科目有提供多元化的教學策略，例如辯論、匯報、I.T.協助等，有效提升課堂學與

教的效果，但學科普遍採用互動學習頻次不足，來年將探討如何在課堂中透過多元化及

「生生互動」形式的學習活動，以增加同學生課堂的參與機會。  

 

 2.4強化學習評估 

2.4.1 教師設計多元化的課業類型，讓不同程度的學生均有發揮的機會。學校曾

  於六月下旬舉辦了一個名為「如何利用課業設計以提升學與教效能」的工

  作坊，以提升老師設計及批改課業的技巧，本校課業的設計得到講者高度

  的評價。 

2.4.2 制訂全面的考試及家課政策。考試後能分析及了解學生的學習難點，並提

  出相應解決辦法。學科已於 3 月下旬前完成家課檢查；在科主任會議與科

  主任檢討學生考試表現；學科須在每次考試後檢討學生表現。 

 反思 : 

� 考試評估的設計及收集數據檢討成功，例如審視考試數據再調適課堂教學及教學進度。

在持份者問卷中，77.9%教師同意科組能監察課程的實施情況，如有系統地運用學與教的

資料和評估所得數據以回饋課程的實施(平均數為 3.8)。而 95.7%教師也同意在課堂上有

經常因應學生的學習進度調節教學內容和策略 (平均數為 4.3，十分理想) 。 

� 「學習評估」己開展，學校將持續發展，配合學生表現的檢討分析，作出相應的教學改

善，以持續提升學與教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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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微調政策下的教學策略與配套微調政策下的教學策略與配套微調政策下的教學策略與配套微調政策下的教學策略與配套 

 3.1 提供合適的支援協助語文微調政策下的學習差異 

3.1.1 學校採取的策略是為學生提供適合的上課語言，並協助學生適應有關的教

  學語言。因應教學語言微調政策和學生的語文能力，規劃未來高中課程。

  經商議後，由 2013 年開始，物理、化學及生物科班所有別將改以英語為授

  課語言，但地理科則維持以中文授課。 

   3.1.2 安排升中二進出機制。在 4月曾派發通告通知家長本校「進出機制」安排，

    本學年共 16 位中文班學生成功轉往彈性班；另外，由於 5位彈性班學生 

    成績不符合要求，將在中二編入中文班。為成功轉往彈性班的同學及中三

    重讀生(數學及綜合科學科需改變學習語言)，在暑期期間有安排暑期輔導 

    班及暑期練習，以協助同學順利銜接。 

   3.1.3 編製升中三暑期學業輔導班英文版教材。因應教學語言微調政策，升中三

    暑期學業輔導班的數學及科學科須改為英文版，學科已在六月下旬編製完

    成升中三暑期輔導班英文版教材。 

  3.1.4 在暑期中為小六升中一同學安排六天「小六升中一銜接活動」，聘請校外機

    構協助，以小班形式由外籍導師教授課堂常用英語及數學、科學的基本概

    念，同學表現理想。 

   3.1.5 優化中三級英語增潤課程 (包括字彙、句式、閱讀技巧及寫作)，為高中以

    英語授課作好準備。 

反思 : 

� 以英語為教學語言的科目均有課程(包括教學及評估)調適，以照顧學生不同學習需

要。例如綜合科學科對 EMI班及 CMI班設定不同的學習目標。 

� 配合教學語言微調政策而成立的初中英語跨課程小組，有助協調課程統整、跨科協

作及老師培訓課程，各初中以英語為授課語言的科目，均有訂定其語文目標，並達

評估學習成效指標。在近期的語文微調重點視學中，視學人員對學校初中以英語為

授課語言的科目，均有高度的評價。  

� 「小六升中一銜接活動」，同學表現理想，並獲得教師及家長讚賞，期望來年能繼續

增撥資源為初中學生舉辦暑期英語強化課程。 

� 上述的不同措施有助照顧不同能力的學生，在照顧學習差異初見成效，明年將繼續

進行以鞏固之。 
 

 3.2 營造良好英語學習環境 

  3.2.1 藉校園佈置 (指示牌、海報、標語….) ，為學生提供更多接觸英語的機會。

    在課室張貼學生課業 (作文、閱讀報告…..)，讓學生可欣賞其他同學作品。

    EMI 學科及英文科定期佈置主題壁報，讓學生能有更多接觸英語的機會。

  3.2.2 在提升學生對語文的興趣及能力方面，加強跨科組協作 (例如「語文嘉年 

    華」、「英語日」等)，透過活動提升學生對中、英文及普通話的興趣。學校

    在五月中旬舉辦了一個名為「愛上語文」的跨學科活動，參與科目計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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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科、中文科、普通話科及初中以英語為授課語言的科目，使學生有更多

    接觸英語的機會，從而提升學生對中、英文及普通話的興趣。活動內容包

    括語文嘉年華、書展等大部份學生都能積極投入活動，表現令人滿意。 

  3.2.3 為提升學生對語文的興趣，圖書館與閱讀推廣組共舉辦了三次的主題書 

    展，學生反應踴躍；而且，由於今年改在家長日進行，得到家長的配合， 

    銷售情況較過往理想。 

  3.2.4 午間在「英語角」播放電影，增加學生接觸英語機會，初中同學積極參與。 

  3.2.5 於第二學期開始每循環週 Day 3 均以英語進行早會，藉此增加學生接觸英

    語機會。惟 Day 3只有初中同學進行集會，高中同學未有機會以英語進行 

    早會。建議在 Day 2 及 Day 3 全校進行集會時，也可嘗試用英語進行早會。 

反思 : 

� 英文科致力營造英語學習氣氛，例如英語角、壁報製作等，英語角的出席率持續上

升，可見學生已養成參與英語角的習慣。來年，期望能進一步培養學生主動學習英

語的興趣。 

� 英語學習環境已趨多元發展：英語角、早會、英語閱讀報等，部分以英文為教學語

言的科目，亦舉辦跨科活動，能提升學生的英語水平 (如：語文嘉年華)。 

� 上述的不同措施增加了學生接觸英語的機會，師生均認同學校致力提供較佳的英語

學習環境。明年將持續發展進行以加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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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們的學與教 
 1. 課程發展組本學年進行規劃初中及高中課程、商議開設生活與社會科的具體安排和

  探討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具體安排。已完成 2013/2014 高中課程的規劃及生活與社 

  會科的課堂節數及課程初步安排。 

 2. 因應教學語言微調政策，學校制定升中二「進出機制」安排。本學年共 16 位中文 

  班學生成功轉往彈性班；另外，由於 5 位彈性班學生成績不符合要求，將在中二編

  入中文班。為使升中二轉讀彈性班及中文班的學生盡快適應以英語學習，他們分別

  安排在暑期完成銜接練習。 

 3. 為提升學生對語文的興趣及能力，學校在五月中旬舉辦了一個名為「愛上語文」的

  跨學科活動，參與科目計有英文科、中文科、普通話科及初中以英語為授課語言的

  科目，讓學生有更多接觸英語的機會，從而提升學生對中、英文及普通話的興趣。

  活動內容包括語文嘉年華和書展，大部份學生都能積極投入活動，表現令人滿意。

 4. 為提升學生對語文的興趣，圖書館與閱讀推廣組共舉辦了三次的主題書展，學生反

  應踴躍；而且，由於今年改在家長日進行，得到家長的配合，銷售情況較過往理想。 

 5. 全方位學習組、英文科與以英語授課語言的科目合作，在 5月 11日舉辦野外定向  

  (Orienteering Competition)，學生投入活動，亦有盡量使用英語。而高年級做領袖的 

  角色亦稱職，達到師兄弟互有相長。 在 7月 11日舉辦常識問答比賽 (Trivia Quiz) ，

  學生反應及氣氛大致良好，但因為 CDE班的英語水平較弱，部分遊戲令到與 AB班

  的差距太大。另外，部分學生對於試後活動回校參加活動的動機不大。 

 6. 讓使升中一學生能盡快運用英語上課，並有更多機會接觸英語，使英語能力有所提

  升，學校聘請了外間機構，在八月中為學生舉辦「小六升中一銜接課程」，效果滿意。

 7. 學校在暑假期間舉辦了升中四銜接課程，活動於八月中進行，讓學生能在中四適應

  以英語上課。 

 8. 全級中一學生在 6/12/2011 參觀中央圖書館，讓他們認識如何尋找自己合適閱讀的

  圖書，學生對活動大致都持正面回應(有八成的學生表示對圖書館的認識有所增加)。 

 9. 中一學生並在 26/4/2012參觀濕地公園，透過參觀活動，讓他們提高對科學的興趣，

  對公園內的動植物有進一步的認識，因當天下雨，活動只能安排於室內進行，令成

  效欠佳（因原意是想觀察動植物）。 

 10. 7-11/4/2012舉辦全級性的北京考察團，讓中四及中五學生透過實地考察活動，體 

  驗及認識中國文化，並從活動中培養他們的合作精神。學生對於活動的意見非常正

  面，對於行程及安排亦表示很熱愛，而學生亦表示，活動可以令大家多認識中國文

  化，目標達到。 

 11. 初中的中、英、數及高中的各學科均在課後舉辦保底課程，以照顧學生學習差異。

  部份同學在學科成績上有所進步，學生出席率尚算理想。雖則學校已有所協調，惟

  部分活動或比賽與補課時間仍舊有衝撞，需要進一步協調。 

 12. 學校在暑假期間舉辦升中一及升中二學業輔導班，安排舊生為成績未達水平的學生

  補課，以鞏固他們的學業基礎，對學生的學業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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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逢第六循環周日(Day 6) 早上進行晨早閱讀，除了閱讀圖書外，學校設多次的晨早閱

  讀分享日，讓學生推介閱讀過的書籍，使學生能夠在交流中互相學習，老師或其他

  同學透過提問，加強學生對閱讀的反思。晨早閱讀成效理想，同學普遍投入閱讀。

  學校也安排高年級分享日，讓部分中五及中六同學到訪初中進行閱讀分享，活動成

  效不錯。 

 14. 本學年共舉辦了三次教師專業發展活動，題目分別為「太極 (吳式) 體驗班」、「成 

  功課堂的關鍵」及「如何利用課業設計以提升學與教效能」。英文科運用 Refined  

  English Enhancement Scheme，為英文科老師提供校本培訓。本校教師樂於參加不同

  類型的進修，提升自己的學養。教師專業發展組推行「新入職教師啟導計劃」，委派

  資深教師擔任啟導教師，為新老師提供適切的支援。新教師主要由班主任伙伴協助

  他們融入慈幼大家庭。若有需要，他們亦可多邀請一位同科的教師擔任學科伙伴，

  提供教學上的支援。 

反思 : 

由於教學語言微調政策和優化班級結構計劃的施行，學校需要重新規劃校內部份課程安排，

課程發展組下學年需要制訂 2013/2014 年度高中編班準則和 2014/2015 班級結構為 4 班時的

高中課程安排。此外，下學年將進一步商議將生活教育科轉為生活與社會科的具體安排。來

年中國語文科亦會繼續與教育局語文支援組合作，發展課程領導的工作，透過向學界交流分

享以擴闊同工視野，提升教學效能。為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及獨立學習能力。來年的工作重

點如下： 

專題研習方面： 

~ 協調各科推行專題研習的時間； 

~ 展示優異的專題研習作品，讓同學互相欣賞； 

~ 促進跨學科專題研習方面。 

資訊科技教學方面： 

~ 按學科需要，添置所需器材， 

~ 研究運用資訊科技的教學方法，以提高課堂的互動性。 

閱讀方面： 

~ 優化晨早閱讀時段，安排閱讀新聞文章/社評，及時事分享，提高同學的時事觸覺及閱

讀的風氣； 

~ 通過更多元化的活動，營造全面性的校園閱讀氛圍。 

~ 促進閱讀推廣組、學科與圖書館的合作； 

~ 記錄各班借閱圖書的數目，對喜愛閱讀的學生給予獎勵； 

~ 提升不同級別學生的閱讀深度； 

~ 促進網上閱讀、電子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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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實際上課日數 

整學年上課日數（中一至中三） 

日數 197 

 

為全校或全級學生安排學習活動日的數目 

中一 22 

中二 23 

中三 22 

 

八個學習領域的課時的平均百分比（中一至中三級） 

中國語文教育 18.75 

英國語文教育 18.06 

數學教育 11.80 

科學教育 11.11 

科技教育 3.47 

人文教育 22.92 

藝術教育 7.64 

體育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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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1. 學生支援組，在駐校教育心理學家和社工的協助下，照顧具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 

 2. 為讓具特殊學習需要的同學融合中學生活。學校安排面談輔導、課程及課業調適等

  強化在校內同學間的共融。本年度設初中及高中的核心成員，個案由個案經理(Case 

  Manager)貼身跟進。(即詳細了解學生背景，由中一至中六跟進該學生的校內情況和

  需要，作為學生、家長及教育心理學家之間的溝通橋樑。) 增加同學間和與老師溝 

  通的機會，促進了師生的關係。本學年，社工和輔導老師共與處理 19位具特殊學習

  需要的學生，面談和協助他們融合校園生活。 

 3. 為具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作考試調適方面，2名中六具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申請於 

  公開考試(DSE)作調適，獲考評已批准。共 11 名同學申請校內考試調適：當中兩位

  非具特殊學習需要同學，因具焦慮症狀並具醫生証明，故也批准其申請。與校內考

  試組商議及共識：鑒於學校資源有限，故聆聽考卷未能安排調適，暫無聽障考生因

  此而感到不滿。試卷(包括中文科 SBA筆試)加時安排則以每五分鐘加一分鐘為原 

  則。對於亞氏保加症及自閉症的同學進行有關口試(包括 SBA 個人演說、小組討論)

  時亦會有調適的安排，例如：準備時間加時、與相熟的同儕作小組討論。 

 4. 學校加強校本輔導工作的推行，透過輔導工作強化在校內同學間的共融。活動計劃

  包班級經營、朋輩計劃、中一級社交小組和高中級通識小組活動等。 

  4.1 在班級經營方面，中一級各班主任開學前收到一份「初步與具特殊學習需要學

   生家長聯絡」之有關資料，以供班級經營作參考。 

  4.2 在朋輩計劃方面，暫時較困難普遍實行，只在班風温淳，亦有不計較的同學的

   外在因素才可推展。 

  4.3 中一級社交小組致力加強具特殊學習需要同學的自我管理能力及責任感，融合

   中學生活。整體效果不錯，參與率甚高。大部份學生都能投入當中。導師的帶 

   領技巧很好，有助同學從活動經驗中自我成長；另外亦有角色扮演及不斷重複

   的提點亦能起一定作用。每次安排社工及本組老師駐場提供即時支援及了解同

   學的學習情況。惟活動未能針對個別不同類型的具特殊學習需要同學。亦有同

   學有搗亂行為影響活動進行。 

  4.4 高中級通識小組主要鼓勵同學多角度思考，增加學生的溝通能力，並教授他們

   處理文字資料等技巧。分別有中三、中四及中五級不同類別的具特殊學習需要

   同學參加。有部份同學主動積極參與，表現出色；但亦有同學未能投入活動，

   表現不太主動，較難融入小組當中。其間導師運用的技巧可能不夠多元化，有

   些選材亦未見恰當，如錄像中提及一些能力弱的同學前路暗淡，令參與的學員

   「對號入座」信心受到打擊。而教學生如何審題較為單向，其後亦只有個人短

   講作練習，並未能照顧不同學習需要的同學。故建議小組活動宜集中針對某類

   別具特殊學習需要的同學。 

 5. 教育心理學家定期與本校老師會面及作分享交流，讓同事對教育心理學家的工作有

  進一步的了解。協助老師面對具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在個人成長、學業、家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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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緒等問題更了解。在學期結束時，老師掌握更多個別具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的特性。

  學期初將具特殊學習需要個案通知有關的班主任；嚴重個案則通知任教中、英、數

  及科學之老師，並作進一步觀察，待 9月中再作決定是否召開個案會議。 

 6. 靈德育組透過建立班會及舉辦不同的班際比賽及活動，強化班會結構、培養同學的

  合作服務及團隊精神，並在班中建立正面的價值觀。藉每週温馨提示，作為行動實

  踐的指引，深化德育培養。 

 7. 訓育組透過班會幹事領袖訓練，讓學生學懂團隊精神，協助學校維持秩序和執行學

  校紀律。 

 8.課外活動組妥善安排活動的時間及場地，統整學校的活動並配合新高中課程的「其

  他學習經歷」部分，以現有的課外活動(五大領域：宗教、音樂、服務、體育和學藝)

  作試點，為學生提供不同的「其他學習經歷」機會。 

 9. 升學及擇業輔導組透過舉辦卓越校友專題講座及模擬大學面試工作坊，培養積極正

  面價值觀，增強自信及學習能力、培養學生終生學習的精神。 

反思 :  

本校比往年多了兩類的特殊學習需要的同學，分別為聽障及語障。由於本校有不同類型的特

殊學習需要的學生，亦有情緒行為差異的同學，故教育心理學家強調要繼續現有的監察支援

系統以進行預防性的工作。教育心理學家指出社交小組活動只能為同學提供初步認識自己的

強項、弱項，至於如何將所學的社交技巧應用在日常生活則需學生透過校園生活作深化。而

活動應多採用雙向模式，並能照顧學習差異為佳。明年工作宜繼續為中一同學重點提供有關

人際相處的小組訓練；高年級同學則安排同級同學進行，避免因不同級別引致的尷尬情況。

另方面，面對新學制中學文憑考試的改變，同學對未來的升學就業前景都會有更多的問題需

要輔導。學校除了要加派人手，以協助推行升學及擇業輔導組的工作計劃外，也期望能透過

與校外機構合作，為同學作出更有效的升學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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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學生表現 

學生的學業表現 

學校在本學年高級程度會考的平均及格率為 92.8%，優良率為 26.5%。在香港中學文憑試成

績為整體達 2級或以上為 91.4%，取得報讀本地學位課程最低要求「33222」的百分率為 37.9%。 

 

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成績 

學生在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中、英、數各科的平均分數 

中文 52.4 

英文 49.7 

數學 61.1 

 

全港性系統評估 

 學校已達基本水平學生百分率 
全港已達基本水平學生百分率 

中國語文 81% 77 % 
英國語文 78% 69% 
數學 92% 80% 
 

 

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成績  
考生人數 58 

取得報讀本地學位課程最低要求的百分率 79.3%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 

考生人數 153 

整體合格率(即達到「2級」或以上成績) 91.4% 

整體優良率(即達到「4級」或以上成績) 26.8% 

取得報讀本地學位課程最低要求「 3 3 2 2 2」

的百分率 

37.9% 

考獲五科二級「 2 2 2 2 2」 的百分率 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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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增值表現 

香港高級程度會考 2011/12 

 九位數 增值表現 高級補充程度中國語文及文化 7 0 高級補充程度英語運用 3 - 高級程度生物 7 0 高級程度化學 8 + 高級程度物理 8 + 高級程度純粹數學 7 0 高級補充程度數學及統計學 8 + 
 

 

 

 2010 2011 2012 
 九位數 九位數 增值表現 增值表現 增值表現 增值表現 高級補充程度中國語文及文化 8 + 1 - 7 0 高級補充程度英語運用 6 0 6 0 3 - 高級程度生物 4 0 2 - 7 0 高級程度化學 8 + 9 + 8 + 高級程度物理 9 + 8 + 8 + 高級程度純粹數學 4 0 9 + 7 0 高級補充程度數學及統計學 7 + 6 0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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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學業以外的表現 

 

過去一年在國際和校際活動中獲得的獎項 類 別 
比賽 活動主辦團體 

所獲獎項 / 項目 音樂 第六十四屆校際音樂節 

公開組素歌合唱比賽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亞軍 體育 50 米背泳 校際游泳錦標賽 季軍 

100米背泳  亞軍 

200米自由式  殿軍 

100米自由式  第六名 

200米蛙式  第八名 

50米背泳  第八名 

100米背泳  第八名 

200米個人四式  第八名 

4X50米四式接力  殿軍 

甲組  全場季軍 

100米自由式  殿軍 

200米個人四式  季軍 

200米蛙式  亞軍 

100米蛙式  季軍 

200米蛙式  第七名 

4 X 50米四式接力  季軍 

乙組  全場殿軍 

50米背泳  冠軍 

50米蛙式  冠軍 

100米蛙式  亞軍 

4 X 50米四式接力  冠軍 

丙組  全場亞軍 

游泳隊  榮獲男子團體全場 

總亞軍 

排球隊 校際沙灘排球比賽 季軍 

禁毒排球比賽  冠軍 

全國 16歲以下青少年錦

標賽 

 亞軍 

香港第一屆青少年超級

聯賽 

 總冠軍 

75度的一棒最高度數獎 

200米 學界田徑比賽  第七名 

400米  第八名 

800米  第六名 

1500米  第九名 

三級跳  殿軍 

跳高  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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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餅  冠軍 

標槍  第七名 

4 X 100米接力  第七名 

4 X 400米接力  第六名 

甲組  全場亞軍 

100米  第八名 

200米  第七名 

1500米  季軍 

800米  第五名 

鐵餅  亞軍 

鉛球  第七名 

4 X 400米接力  殿軍 

100米  冠軍 

200米  第六名 

800米  第五名 

1500米  殿軍 

跳遠  亞軍 

跳高  第六名 

鐵餅  冠軍 

鉛球  第六名 

4 X 100米接力  冠軍 

4 X 400米接力  殿軍 

丙組  全場冠軍 

田徑隊於男子組  全場總亞軍 

丙組排球隊  亞軍 

聯校足球賽  亞軍 

 香港桌球總會桌球大賽     
 

 16歲以下組別(Event 2) 

- 冠軍 

桌球大賽 16 歲以下組別

(Event 1) - 亞軍 

14 歲以下組別(Event 1) 

- 亞軍 國術組 第二屆全港黃飛鴻洪拳

邀請賽  男子少年組套拳 亞軍 

第三十屆全港公關國術

群英會 

 男子少年組套拳 優異獎 

全港公開兒童國術分齡

賽 2011  男子少年組套拳 優異獎 

男子中童組套拳 優異獎 

第二屆全港黃飛鴻洪拳

邀請賽 

16歲以下團體組套拳  
冠軍 

亞軍 

第二屆全港黃飛鴻洪拳

邀請賽 

16歲以上團體組套拳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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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區公開龍獅組錦標

賽  
中學獅藝組 冠軍 

地青獅藝組 優異獎 

全港公開兒童國術分齡

賽 2011  團體組套拳 優異獎 通識科 第三屆政策研究青年峰

會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 亞軍 

優異獎 美術 
第十一屆〝星星河〞全國

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

大賽 

 美術優秀獎 

攝影叁等獎 

美術叁等獎 

攝影貳等獎 

美術貳等獎 

美術壹等獎 

「「「「世界心臟日」香港心臟

基金會繪畫比賽 

 高級組優異獎 

高級組團體賽銅獎 

 

九龍倉全港中學生繪

畫比賽    

 5B 陳子康獲選為東區最

優秀作品 

全港十八區優異獎 

復活節假期中獲邀參加

台灣藝術文化交流團。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優異獎  環保為主題設計的燈飾  優異獎 其他 祁良神父獎學金  容卓希（5E） 
尤德爵士基金  溫啟晞 (5E) 、姚子希

(6E) 

東區學校進步生獎及模

範生獎 

 東區學校模範生獎：5E朱

軒正 

東區學校進步生獎：4A 梁

子健 

獲選「21 世紀東亞青少年

大使交流計劃」代表團成

員  羅繼朗（5E） 
「我愛香港協會」閱讀網

「越讀越有」比賽  獎狀 
「年青有為」獎勵計劃 

 

 最全力以赴獎 

最年青有為大獎 

獲選參加海外交流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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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財務報告 

  收入 （$） 支出 （$） 收入 （$） 支出 （$） 承上結餘（政府資助及學校津貼） 4,777,407.80  

I. 政府資助 

(1) 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甲) 一般範疇 

1. 行政津貼 

2. 學校及班級津貼 

3. 科目津貼（包括普通話津貼、德育及公民教育津貼） 

- 英文科經常津貼              19,224.00        - 

- 綜合科學津貼               141,428.63    130,653.65 

                      小計： 

4. 培訓津貼 

5.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6. 其他津貼（包括增補津貼、補充津貼、升降機保養津貼等） 

- 校本管理 - 補充津貼         176,366.00   115,625.71  

- 校本管理 - 增補津貼           6,851.00         - 

- 減低噪音設備                 42,166.00    28,878.53 

- 實驗預備室空調設備津貼       16,828.00     9,941.27 

- 升降機保養                  191,280.00   113,695.00            小計：     7.  其他收入              

 

3,736,966.07 

744,277.00 

 

 

 

160,652.63 

7,287.00 

397,585.00 

 

 

 

 

433,491.00 

 

2,894,123.24 

1,169,283.46 

 

 

 

130,653.65 

31,184.20 

398,615.15 

 

 

 

 

268,140.51         小計： 5,480,258.70 4,892,000.21 (乙) 特殊範疇 1. 有關學生支援津貼 2. 學校發展津貼 3. 其他津貼  

    7,639.00 

  498,185.00 

150,000.00 

 

   46,949.70 

  270,644.75 

582,551.70         小計： 655,824.00 900,146.15 (2) 家具及設備津貼 (3) 銀行利息   490,699.00 

  323.36 

600,381.00 II. 學校津貼（一般津貼） (1) 堂費收支帳 (2) 捐款 (3) 籌款 (4) 具特定用途的收費（空調電費） (5) 其他收入（食堂租金，雜項） (6) 銀行利息 
 

  301,570.00 

   67,650.00 

 - 

  285,600.00 

  101,460.00 

     756.79 

 

302,111.70 

67,550.00 

- 

217,289.00 

- 

-         小計： 757,036.79 586,950.70 

2011/12 年度總盈餘 404,663.79  

2011/12 年度終結總盈餘 5,182,0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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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回饋與跟進 
 2009-2012 年度的關注事項「培養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及責任感」方面，從學生義工服務

 總時數反映出，學生具有承擔精神。但從學生日常的表現，例如 :欠回條、欠交功課、

 欠帶課本等，可見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及自律精神仍需提升。因此，必須延續關注。 

 關注事項「提升課堂學與教的效果」方面，部份科目在共同備課已漸成常規，且見成效。

 各科均在校本教材方面的發展理想，科目也能提供多元化教學，例如:辯論、匯報、I.T.

 協助等，以提升課堂學與教的效果。唯學科普遍採用互動學習頻次不足及同儕觀課交流

 較少。 

 關注事項「制訂微調政策下的教學策略與配套」方面，初中英語跨課程小組有助協調課

 程統整、跨科協作及老師培訓課程，各初中以英語為授課語言的科目，均有訂定其語文

 目標，並達評估學習成效指標。在近期的語文微調重點視學中，視學人員對學校初中以

 英語為授課語言的科目，均有高度的評價。 

 

 在經過全校老師對上周期(2009-2012)學校發展計劃的成效檢討後，大家一致決定下一

 個三年計劃(2012-2015)需要關注的事項如下 : 

 

1. 培養學生自律守規的精神，強化責任感和歸屬感。 

2. 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