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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工業學校  

學校抱負 

  

  本校致力成為一所校風良好和科技創新的中學，讓學生發揮潛

能，並追求卓越，關心社會，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公民。  

  

學校使命  

  

    本校辦學宗旨是致力提供一個完善的學習環境，讓學生的潛能

得以全面發展，使其日後成為盡責的公民，適應未來科技的轉變及社

會的發展。  
  

  本校提供多元化課程，文、理、社、工、商各科並重，學生得

以按個人興趣及能力選讀。本校「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

讓學生得到全人教育，建立積極的人生觀。  

  

短期目標  

1. 學生能提升自我管理能力，衣着端莊，守規知禮。  

2. 推動學生積極學習，發揮自學精神。  

3. 推廣閱讀風氣，提高語文能力，鞏固學習基礎。  

4. 師生團結一心，齊創和諧合作氣氛。  

5. 配合教育改革「學會學習 2.0」方向，各科組改進教學方法，引入多元學

習，提高學習興趣及效能。  

6. 學生積極參與其他學習活動，藉此培養學生自信心，擴闊視野，發展多元智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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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目標  

1. 學生能互相尊重，自律，主動學習，關顧他人，共同建立積極、正面的校園

文化。  

2. 師生對學校有濃厚歸屬感。  

3. 老師發揮敬業樂業的專業精神，以學生為本，竭盡所能關懷照顧學生。  

4. 提升學生適應力，令他們無論在學識、語文水平、科技應用及人際溝通技巧

各方面與時並進。  

5. 學生在各領域能發揮潛能，追求卓越，在同儕間建立楷模。  

6. 配合教育局教育改革的方針，培養學生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

敢於創新的精神，並學會學習以達致終身學習。  

7. 培養學生正確人生觀及價值觀。學生能立己立人，服務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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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8 關注事項 

  

1. 提升學生溝通和表達能力 

2. 生涯規劃教育 

3. 提升 IT 基礎設施以配合電子學習 (e-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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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事務組周年計劃 (2017/18)  

1. 本組目標  

1.1 協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及培養積極的學習態度。  

1.2 推動各學科提升教學效能以進一步改善學生的學術表現。  

1.3 和各科組合作共同策劃不同措施營造校園內學習氛圍及加強學習信心。  

   

2. 本組現況  

2.1 優點 :  

2.1.1 大多數老師教學經驗豐富，樂於持續進修以加深對課程發展的認識。  

2.1.2 師生關係良好，老師對學生在學業上面對的困難及學習概況有充分的了解。  

2.1.3 本組有很大自由度制定切合校情的學務發展策略。  

2.1.4 本組成員教學態度積極，有幹勁，勇於承擔及敢於求變以推動校本學務發

展。  

  

2.2 有待改善的地方 :   

2.2.1 學生基礎知識薄弱，學習動機不強，自信心不足。  

2.2.2 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不斷增加，校方需進一步增撥資源以支援老師有效調

適教學策略。  

2.2.3 部份科組溝通及協調不足，欠缺跨科協作的經驗。  

2.2.4 本組成員要身兼多職，間接削弱組內參與。  

  

3. 本年度關注事項  

3.1 提升學生的溝通和表達能力  

3.1.1 培養學生的書面表達能力，從而提升學業成績。  

3.1.2 培養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從而提升自信。  

3.2 生涯規劃教育  

3.2.1 讓學生認識自己，培養正面的人生態度，建立正確的價值觀，確立日後良好

的工作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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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執行計劃  

項目  重點+目標  策略/ 工作  時間表  成功指標  評估方法  

4.1  3.1+3.1.1  舉行學生成就嘉許

禮，公開肯定學生在

各方面的成就，藉此

提升他們的自信心，

培養正面積極的人生

態度。 

全年  (1) 60%的學生認同學生成   

就嘉許禮能提升他們

的   自信心，培養他們

正面   積極的人生態

度。 

(2)  60%的老師認同學生成

就嘉許禮能提升學生

的自信心，培養學生

正 面 積 極 的 人 生 態

度。 

(1) 問卷調查  

(2) 訪問  

4.2  3.2+3.2.1  培訓高年級學生出任

學長，為中一學生進

行學業輔導，培養學

生的責任感及承擔精

神。 

 

全年  (1) 60%的學長認同出任

學長能培養他們的責

任感及承擔精神。 

(2) 60%的老師認同出任

學長能培養學生的責

任感及承擔精神。  

(1) 問卷調查 

(2) 訪問  

4.3  3.2+3.2.1  統籌推行「做好功

課」獎勵計劃，培養

學生認真完成課業及

準時交功課的習慣。 

全年  (1) 70%的科目落實推行科

本「做好功課」獎勵

計劃。 

(2) 60%的學生認同「做好

功課」獎勵計劃能培

養他們認真完成課業

及 準 時 交 功 課 的 習

慣。 

(3) 60%的老師認同「做好

功課」獎勵計劃能培

養學生認真完成課業

及 準 時 交 功 課 的 習

慣。   

(1) 問卷調查 

(2) 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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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財政預算   

項目  撥款來源  所須購買的物品 / 服務  金額  

1 SMI 學生成就嘉許禮禮物 $8,000 

2 SMI 中一課後考試溫習班 $10,000 

3 校友會 「做好功課」獎勵計劃 $20,000 

  總開支    $38,000 

  

6. 工作計劃小組  

監督﹕鄧慧敏副校長 

組長﹕鍾麗萍老師  

副組長﹕劉愛嫦老師  

組員﹕張嫣琪老師  

 林惠展老師 

 梁國恆老師 

 吳玉晶老師 

 石民健老師 

 葉碧霞老師 

 余健峰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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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Plan for Life Planning Education Committee (former known as 

Careers Committee) (2017/18) 

1. Purposes  
  

 1.1  To cultivate in students a good learning attitude and a responsible approach to their work.  

 1.2  To foster students’ self-understanding, develop their interests/skills and identify their needs.  

 1.3  To foster students’ goal setting - make plans for their future studies and employment.  

1.4   To help students develop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needed for making wise choice, 

managing transition in learning and moving into the workplace.  

1.5  To prepare students to make informed choices for further study and future career and 

connect/integrate their career/academic aspirations with/into whole-person development 

and life-long learning  

 1.6  To develop students’ reflective habits of mind.  

  

2. Current Situation  
 

2.1 Strengths: 

2.1.1 There is support,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of ideas among members of the Life 

Planning committee.  Workload can be shared among the team.   

2.1.2 There are form periods, assemblies and OLE periods in our school timetable which can 

be used to conduct life planning programmes. We get full support from the principal to 

use normal lessons to conduct our activities like talks, seminars and visits if necessary. 

2.1.3 We have a resource room to keep information booklets, prospectus, etc. to serve as a 

library and to counsel students, making careers guidance more effective. 

2.1.4 There is a lot of support from various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Education Bureau, 

Labour Department, the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Careers Masters and Guidance 

Masters, Hok Yau Club,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CLAP for Youth@JC), etc.  

Ready-made career resource packages, “Career Mapping生涯地圖” and “Finding Your 

Colours of Life 尋找生命的色彩”, developed by EDB and HKACMGM are available 

for career exploration.       

2.1.5 Tertiary institutions and private institutions have been very responsive towards our 

questions and requests for assistance.  They provide a lot of information, initiate talks 

and offer visits for our students. 

2.1.6 We are a school with a history of 56 years.  A lot of our alumni are now successful 

people in different fields and are dedicated and still concerned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our students.  They are willing to support many of our programmes. 

2.1.7 Team members are always ready to take seminars or courses to get latest information 

for career counselling. 

2.1.8 With the Career and Life Planning (CLP) Grant, the teaching load of careers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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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expected to alleviate and this enables them to devote more time to explore and expand 

different possibilities for career intervention in school.   

2.1.9 With the use of WhatsApp, it makes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with students a lot easier. 

2.2 Areas for Improvement:  

2.2.1   We receive a lot of information, correspondence and invitations from various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and we have to be cautious when inviting them to 

give talks or offer their services to our students.  

 

3. Major Concerns for this year:  

3.1 Enhancing Students’ Communication and Presentation Skills   

3.2 Career and Education Planning  

3.3 Build up IT Infrastructure for e-learning  

  

4. Implementation Plan   
  

Items 

Key 

Areas  

+ Aims  

Plan/ Activities  Time Schedule 
Success   

Indicators  

Evaluation 

Method(s)  

1  

  

3.2.2  Conducting Careers Talks: 

- Introduction of JUPAS applications 

- Briefing for DSE Day 

- Other further studying opportunities 

 (local and overseas): e.g. VTC, the 

 Mainland, etc. 

- Vocational training: e.g. ERB  

- Introducing different careers: e.g. air 

 hostess, 萬通工程有限公司 etc. 

Form Periods, 

OLE periods 

and after 

school 

sessions over 

the year  

All the interested 
students are able 
to finish the 
JUPAS 
application 
procedures. 

At least 80% of 
students are able 
to choose their 
pathways after 
leaving school.  

JUPAS 

applications 

information 

 

Career 

Survey  

2  

  
  

3.1.2, 

3.2.1,  

3.2.2  

Using resource packages / materials 

designed for S.1 – S.5 during Class-

Teacher periods. 

Form Periods 

over the year  

At least 80% of 

students are able 

to  

finish the tasks in 

the teaching 

materials.  

  

Teachers’ 

observation  

S.1   

1.  My Life Story (Students have to 
reflect their past experience and 
project how their life would be 
like in future.)  

2. The Meaning of Work  

S.2  

1. Time Management  

2. Understanding about senior 
curriculum  

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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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Finding Your Colours of 
Life’ (Life Planning materials to be 
used for self-understanding and 
exploring different subject choices 
for senior secondary.)   

S.4 and S.5  

Using ‘Careers Mapping’ (Life 
Planning Education materials to be 
used for S.4 and S.5 for self-
understanding and exploring 
studying opportunities on 
graduation.)  
Topics for S.4:   

- My learning Style and Plan  

- Revising the Senior  

Secondary Study Plan  

- My Self-management  

Strategies  

  

Topics for S.5:  

- Who am I?  

- My Ideal Life  

- Analysing My Stories  

- Work Values 

3  

  

3.1.2,  

3.2.1, 

3.2.2  

Simulation Activities  

1. Life Simulation Programme for 

S.4: Students can experience the 

transition from school to work and 

learn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setting goals and making plans.  

2. Inter-school Mock DSE Day for 

S.6  

1. 25-10-

2017 

2. 18-10-

2017  

 At least 80% of 
students are able 
to do reflection 
after the 
activities and 
they are more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making plans for 
their future.  

Number of  

self-

reflection 

forms 

collected  

4  3.1.2, 

3.2.2  

Visits to companies or career 

exhibitions for junior and senior form 

students  

At least 3 

times over the 

year  

At least 80% of 

the  students are 

able to  

do reflection after 

the activities and 

they have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of 

work. 

Number of 

evaluation 

form 

collected  

  

5  3.1.2, 

3.2.2  

Interview Workshop for S.6  1-3-2018  All the students 

attended are 

able to complete 

an interview.  

Teachers’ 

observation 

of students’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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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2.1  Probe Test - Aptitude test for students 

 

whole year All the 

participants are 

able to finish the 

test and have a 

general idea about 

life planning on 

leaving school.  

All of the 

students are 

able to 

complete 

the test. 

7  3.1.2, 

3.2.1, 

3.2.2 

 

Career Counselling Sessions 

- S.4 – S.6: study plan, JUPAS 

choice and other further studying 

opportunities 

- DVE application for S.3 and S.4 + 

interview practice 

Throughout 

the whole 

year 

All students are 

able to complete 

their applications. 

Students are 

able to 

make 

applications 

 

8  3.1.2, 

3.2.1, 

3.2.2 

Life stories, career development 

and experience sharing programmes 

1) Human Library Activity for S5 

2) Career Expo for senior students  

1) 5-9-2017 

2) 6-7-2017 

At least 80% of 

students are able 

to fill in 

evaluation form 

after the 

programmes.  

Number of 

evaluation 

forms 

collected 

9 3.2.2 Career Talk for Parents - ‘ To help 

children choose their career 

pathways’ 

24-11-2017 At least 60% of 

parents are able to 

fill in evaluation 

form after the 

talk. 

Number of 

evaluation 

forms 

collected 

5. Budget  
  

Source of 

income  

Source (ECA Fund)  Amount 

149 Membership fee for HKACMGM $400 

149 Purchasing publications about JUPAS and careers information $500 

Life Planning 

Education 

Fund 

Mock DSE Day for S.6 (whole form) 

(Service Provider: ) 
$9,600 

149 Probe Test $5,500 

149 Transportation Allowance for activities $22,500 

 Total $38,500 
  

6. Programme Team  
Overseeing Officer:  YEUNG Lai Ping  

Chairman:     LOUIE Yue Luen   

Vice-chairman:   YIP Pik Har   

Members:  CHEUNG Kai Yee, CHIU Yeung, CHOW Wai Lam, Fu Chi Kit, 

Fung Ka Yee, WONG May Hang, YUEN Wing 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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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教育組周年計劃 (2017/18)   

  

1. 本組目標  

1.1 參與愛護及保育環境活動，營造健康的校園環境加強同學對環境保護的意識。  

1.2 讓同學了解環境保護與對其日常生活的重要性，發展學生環保的生活習慣/態度，提

升學生的責任感、正面價值觀和共通能力。  

1.3 與其他科組協作，加強學生對環保的認識。  

1.4 配合學校 2017/18 年度的關注事項。  

  

2. 本組現況  

2.1 優點：  

2.1.1 本校有綠化區域，環境優美，學生可參與美化及保護。  

2.1.2 本校各科組及課外活動組皆能共同協作，舉辦多元化的活動。  

  

2.2 有待改善的地方  

2.2.1 高中同學因課業煩重，如校本評核 SBA，參與課餘環保活動較為被動，故在

活動推廣上，環保大使要非常落力。  

  

  

3. 本年度關注事項：  

三年計劃重點 

(2015-2018)  

 
目 的  

3.1 提升學生溝通和

表達能力  

1. 

2.  

培養學生的書面表達能力，從而提升學業成績。  

培養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從而提升自信。  

  

3.2. 生涯規劃教育  1.  讓學生認識自己，培養正面的人生態度，建立正確的價值觀，確立日後

良好的工作態度。  

 2.  提升學生對生涯規劃的認知，為生涯規劃作好準備。  

 3.  

  

於各科組課程及學習活動中引入生涯規劃教育的相關元素，讓學生了解

課程及學習活動與升學就業的關係。  

3.3 提升 IT 基礎設

施以配合電子學習 

(e-Learning) 

1. 推行電子學習，於兩個學科的環保議題，試行電子教學。 

  

  

  

   



 

9   

  

  

4. 執行計劃  

  

項目  
重點＋

目標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指標  評估方法  

4.1  3.1+3.2 舉辦科組活動，給予同學機會

在活動過程中參與、討論、協

作及活動後反思等，以提升他

們的溝通和表達能力。 

全年 超過一半的學生同意

活動有助提升他們的

溝通和表達能力 

問卷/習作質素 

4.2  3.2 透過舉辦跨科組協作活動，給

予同學更多機會外出參觀，以

了解環保科學的原理和建立正

確的價值觀，增強學生對環保

事業及工作世界的認識。 

全年 超過一半的學生了解

社會現況，增強學生

對工作世界的認識 

習作質素 

4.3 3.3 於兩個學科的環保議題，試行

電子教學。 

全年 能利用電子學習工具

進行課堂活動。 

校內記錄 

老師觀察 

  

5. 財政預算  

  

撥款來源  用 途  金 額  

149 /185 舉辦活動費用及車資 $2,000 

149 /185 宣傳海報 $300 

149 /185 文具 $300 

 總開支    $2,600 

  

6. 工作計劃小組組長： 

監督﹕楊麗萍副校長 

張錫源組長  

組員：張惠芳老師、黃兆德老師 、葉偉強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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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教育組工作計劃 (2017/18)  

  

1. 本組工作目標：  

  

1.1 照顧高能力學生的學習需要，使學生在自己專長的學習範疇上能進一步獲得培育；  

1.2 照顧高能力學生的情意發展需要，使學生在個人品格素質、人際溝通、領導才能、道 德

情操上均得以培育和發展；  

1.3 使具有各方面較高潛能的學生，具有多樣性的發展機會，得以盡展潛能；  

1.4 推動課堂上照顧學習多樣性的學與教策略，鼓勵教師嘗試運用適異性教學策略以照顧個

別差異 。 

  

2. 檢視現況：  

  

2.1 優勢  

2.11 負責的教師曾接受資優教育的專業培訓，在推行資優教育的行政規劃和課程發展有一

定經驗 。 

2.12 校內高能力的學生具不同的才華，富發展潛力 。 

  

2.2 有待提升的地方  

2.21 具某方面特殊才能(資優)的學生可能同時具有特殊學習障礙 (稱為「雙重特殊學

生」)，教師未必能夠及早識別學生的潛能 。 

2.22 整體教師對資優教育的認識尚待加強，較難推動全班式適異性教學策略  

2.23 校內特殊學習障礙的學生人數較多，教師需花較多精力照顧該類學生，未能兼顧高能

力學生的學習需要  

  

3. 學校本年度關注事項：  

3.1 提升學生的溝通和表達能力  

3.2 生涯規劃教育  

3.3 提升 IT 基礎設施以配合電子學習( e-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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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推行計劃：  

  
項目 執行時間及內容 成功指標 評估方法 負責老師 

4.1   舉辦不同學習範疇的

抽離式課程  

(其中一項課程與口語

或書面溝通有關)  

【配合關注事項 3.1】  

初中：  

以植入常規課堂

的形式進行。中

三級在上學期、

中 二 級 在 下 學

期，每項課程 6 教

節 

 

高中：  

以植入常規課堂

的形式進行。 

中 五 級 在 上 學

期、中四級在下

學期，每項課程 6

教節 

70% 以上學生

同意課程內容

有助提升對該

科目的學習 

 

學生問卷 梁國恆 

盧偉業 

石民健  

  

5. 財政預算：  

項目  預算支出  備註  

5.1 校本資優教育課程 (初中，上下學期) $10,000 學校撥款 

5.2 校本資優教育課程 (高中，上下學期) $10,000 「多元學習津貼」

(DLG)  

總開支   ： $20,000  

  

  

6. 本組成員  

監督﹕楊麗萍副校長 

組長：梁國恆 

成員：盧偉業、石民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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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輔導組周年計劃 (2017/18)  

1 本組目標 

1.1 在學校進行輔導工作，旨在發揮輔助的功能，以期達至教育的最終目標： 

1.1.1 全人發展，自我實現； 

1.1.2 幫助學生善用教育機會，在學業、群性和感情各方面，得到充份的發展，並盡量發展其

潛能，使他們日後成為負責任的成年人。 

1.2 具體來說，輔導工作的目標如下： 

1.2.1 幫助學生加深對自己的了解，加強自信； 

1.2.2 培養尊重別人，平等互助的精神； 

1.2.3 培養理想的學習態度及社交習慣，在學業上有所進行、擴大社交圈子； 

1.2.4 為學生提供意見，協助學生解決問題； 

1.2.5 協助學生訂立實際可行的目標及計劃未來，加強其主動積極的精神； 

1.2.6 協助學生建立自尊，發展多元智能； 

1.2.7 營造積極、愉快及互助互勵的校園氣氛，增加學生的歸屬感； 

1.2.8 為同學提供情感上的支援。 

 

2 本組現況 

2.1 優點： 

2.1.1 校方著重同學的成長及全人發展，給予輔導組有力的支持。 

2.1.2 輔導老師之間有緊密的溝通及聯繫，組內老師有多年的輔導經驗，有助發

揮團隊精神。 

2.1.3 每年皆有新組員加入，為輔導工作帶來新的構思。 

2.1.4 輔導組與其他組別合作關係良好。 

2.1.5 輔導老師與學生有融洽的關係，使輔導組在學校有正面和良好的形象。 

2.1.6 學生主動性有改善，遇有困難時亦能主動求助。 

 

2.2 有待改善的地方 

2.2.1 來自問題家庭的學生的數目越來越多，出現偏差行為及因缺乏學習動機而 

出現自尊心不足的問題，以致許多學生及家長對輔導服務的需求更形殷切。 

2.2.2 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數目日多，對老師教學及輔導工作構成壓力。 

2.2.3 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與一般同學容易產生磨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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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新來港學生增多，對社區及學校認識不足，較易產生問題。 

2.2.5 普遍學生學習動力不足，欠缺目標。 

2.2.6 編制人手穩定性不足，部分組員較難有長遠發展。 

2.2.7 組內有多年的輔導經驗的老師尚有其他行政工作，難以兼顧。 

2.2.8 由於幾乎全部的輔導老師都要兼任班主任，對於分配時間承擔校內的日漸 

繁重的輔導工作頗感吃力；亦由於部分學生質素下降，老師需不斷提升技巧去面

對日益棘手的學生問題所帶來的挑戰。 

2.2.9 在協調及加強輔導功能方面，家庭的支援力量普遍不足。 

2.2.10 小部份輔導老師仍未接受專業訓練。 

2.2.11 香港社會氣氛日益轉壞，對學生及家長的情緒有負面的影響。 

2.2.12 與小童群益會合作多年，惟駐校社工可能出現人事變動，或影響個案跟進。 

3 本年度關注事項： 

3.1 提升學生溝通和表達能力 

3.2 生涯規劃教育  

3.3 提升 IT 基礎設施以配合電子學習( e-Learning) 

 

4 執行計劃  

項

目 

重點 

+目

標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指標 評估方法 

4.1  

3.1  
提升學生溝通和表達能力 

「晨曦雋語」故事分享: 

由組內老師和社工培訓同學，分組在

早會上分享正面訊息的故事，作為學

長計劃的一部分。並與校本學校支援

組合作，邀請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同

學，一同參與「晨曦雋語」計劃。 

中一銜接課程: 

培訓中二至中之師兄師姐在課程中帶

領學弟學妹各小組活動，學習互相溝

通，表達正面訊息。 

 

 

全年  

 

 

80% 已參加「晨

曦雋語」的同學

參與分享 

 

 

 

 

 

 

 

 

 

 

 

 

 
 

 

 

出席率記錄  

 

上下學期各紀

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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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週 

學年中舉辦關愛週，提供平台讓同學

透過不同活動 (關愛點唱站、關愛標語

創作、朗讀及展示寄語、關愛訊息

等)，提升溝通和表達能力 。關愛週活

動亦利用電子裝置和平板電腦，讓同

學發揮創意和潛能用電子科技表達關

愛訊息。 

60%的學生參與

各項活動，70%

的學生認同關愛

週培養他們關愛

的精神 

 

關愛週學生參

與紀錄 

 

問卷調查 

4.2  

3.2  
生涯規劃教育 

初中：培養責任感 

高中：壓力管理 

 協助及鼓勵學生注重學業及培養

良好品德，為將來的就業裝備好

自己。 

 鼓勵同學訂立學習目標，營造良

好學習氣氛。 

 促進學生的社交和情感發展，鼓

勵同學參與不同活動。 

 初中：透過活動、講座、小組活

動等，提升學生自信及培養良好

品德，協助同學建立正面積極的

態度。 

 高中：透過講座、小組活動等，

為同學建立正向形象，保持正向

心理，迎接公開試、升學或就業

的挑戰。 

「好心情＠學校」計劃: 

 以「正向心理學」的理念，建立

安全又具支持作用的校園環境，

加強學生對精神健康的認識，以

及提升學生的社交和情緒控制能

力為生涯規劃作出最好準 備。 

 「愛在當下」生命劇場: 探討生

命的價值，人與人的連繫與關

愛，促使學生以積極樂觀的心態

面對成長歷程的起跌，同時喚醒

同學朋輩間「多分享」互相支

全年 

 

 

 

 

 

 

 

 

 

 

 

 

 

 

 

 

 

 

 

 

 

 

 

 

 

 

 

70% 的學生認同講

座或活動有助他們

規劃生涯 

 

 

 

 

 

60%學生認同計劃

能加強他們對精神

健康的認識。 

60%學生認同計劃

可提升他們的社交

和情緒控制能力 

80%學生出席活動 

 

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 

 

觀察學生 

 

出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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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減低孤獨感及加強希望感及

連繫感，從而建立互相支持及關

愛的校園環境。 

 「快樂就在轉角」校本關懷行

動:  關愛週主題以「欣賞別人，

鼓勵自己」，帶出朋輩之間正面

連繫，加強師生關係，促使學生

學習正面思維及了解個人保護因

素的重要。另外，活動包括早會

分享、午間攤位活動及關愛校園

投票選舉，以行動來營造關愛、

具支持的校園氣氛，讓同學感受

「快樂就在轉角」。 

 學長計劃: 

透過輔導學長訓練，發揚朋輩互

助精神，鼓勵高年級的學長透過

照顧中一同學，讓學長學習服務

精神，並促進友誼，從而增強對

生涯規劃作出準備。 

 「TEEN 天 Power Up」成長小

組 :針對部分有輕微情緒抑鬱、

焦慮及家庭情緒支援較弱的初中

學生，提供成長小組，以正向心

理（Positive Psychology）作為核

心架構。主要重點推動以下方

向： 

a) 正面聯繫 (Connect)  

b) 興趣起動 (Be Active) 

c) 尋找新趣 (Be Curious) 

d) 學習新知 (Learn) 

e) 樂於行善 (Give) 

 

 區本課後支援計劃( 與小童群益
會合辦) Smart Z 世代成長計劃
2017: 透過以下訓練，提昇學生
的效能感及裝備自己對各項技能
的認識： 

• Smart Z 氣球造型班 

• Smart Z 歷奇成長訓練營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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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art Z 義工服務 

• Smart Z 魔術技巧訓練 

• Smart Z 地壺球體驗 

• 小組/活動 (支援活動) 透過興
趣發展小組、日營、乘風航、
健康義工小組、「新樹苗成長
小組」等活動擴闊學生視野，
有助他們認識自己 

 

 生命何價/ 生命大使計劃  利用校

外資源，提供資源給予低𢓉收

入、學業成績差和家庭支緩不足

的同學。安排校外臨床心理學家

確認有自殺傾向的目標同學而作

出跟進。此外，訓練學生為生命

大使，鼓勵身邊的同輩。 

全年 

 

 

 

 

 

 

全年 

 

 

 

 

 

 

 

 

60%或以上學生出

席 SMART 之活動 

 

 

 

 

 

70%參與者認同計

劃可以幫助他們正

面、積極面對逆

境。 

60%學生出席工作

坊、聚會 

 

 

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 

 

5 財政預算  

撥款來源  用途   金額  

ECA / SMI / LWL  購買書籍 

 邀請校外團體舉辦講座  

 學長訓練營 

 龍的天空輔導組刊物印製 

 班本/ 小組工作坊物資 

 我欣賞你獎印計劃 

$38,660   

   

6 工作計劃小組  

監督：楊麗萍副校長 

組長：鄧子筠老師  

副組長：張嫣琪老師  

組員：黃志明老師，葉偉強老師，余健峰老師，尹嬿瓊老師，葉文康老師，朱嘉玲老

師，黃兆德老師，馮嘉怡老師，學校社工蘇恆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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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及國民教育組周年計劃(2017/18)  

  
1. 本組目標  

1.1 培育品德：通過多樣化的學習活動及學習經歷，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及和態度

(例如：「堅毅」、「尊重他人」、「責任感」、「國民身份認同」、「承擔精神」、「誠

信」和「關愛」等)。  

1.2 認同身份：提高學生對家庭、社群、國家和世界的認同和歸屬感，主動關心家

庭、社會、國家和世界，成為有識見和負責任的家庭成員、社會公民、國家國民

及世界公民。   

1.3 積極人生：依循「認識自我，立足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方向，能體驗

及實踐正面價值觀及態度，並樂於關顧家人、服務社會，認識自己的國民身份，

願意為國家及民眾謀福祉，致力貢獻國家及世界，建立積極人生的信念。   

1.4 增長知識 : 提高學生對自我及其在家庭、社群、國家以及世界生活範疇中的角色

和責任之認識。  

1.5 理智判斷：養成獨立思考的習慣，能以客觀和理性方法，懂得辨識所面對的價值

觀，作出客觀分析和合理的判斷。  

1.6 理性負責：養成良好品德和行為習慣，讓學生面對不同的生活事件(包括：個人、

家庭、社群、國家及世界)，能以正面積極的態度，作出理性而負責任的行動。  

  

2. 本組現況  

2.1 優點：  

2.1.1 善用集隊、集會及班主任課，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  

2.1.2 各科組老師樂於合作，可進行跨科組協作，如與中國歷史科、通識教育

科、家長教師會等合辦活動。  

2.1.3 學校的其他組別如輔導組、訓育組等均有推行德育的計劃，如講座、訓

練營、參觀活動等，使德育工作的內容更為豐富，層面更為廣闊。  

2.1.4 社區資源豐富，可借助推展活動。  
  

2.2 有待改善的地方  

2.2.1 德育及國民教育是全人教育的重要元素，內容極其豐富，必須有充足的

人手，因此現時三人小組的形式需要改變。  

2.2.2 受社會因素影響，學生多有錯誤觀念，並且理智判斷的能力不足，亦多 

 欠缺主動學習的態度。  

3. 本年度關注事項：  

3.1 提升學生的溝通和表達能力  

3.2 生涯規劃教育  

3.3 提升 IT 基礎設施以配合電子學習( e-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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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執行計劃  

項目 重點

+目

標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指標 評估方法 

4.1 3.1 提升學生的溝通和表達能力 

利用集隊、集會、班主任

課、課外活動或其他學習經

歷，舉行口語表達、書面語

表達的活動，增加學生學

習、實踐溝通和表達技巧的

機會。 

全年 

超過 60%全校學生同

意、不否定相關活

動的成效。 

 

問卷調查 

4.2 

 

3.2 生涯規劃教育 

舉辦不同的展覽、問答遊
戲、辯論比賽、繪畫活動和
寫作活動，讓學生對不同的
題材內容有所認識，從而思
考人生規劃問題。 

全年 

超過50%全校學生參

加並完成活動。 

 

數據（統計參與、

完成活動的學生人

數） 

 

4.3 3.3 提升 IT 基礎設施以配合電
子學習 (e-Learning) 

舉辦問答遊戲活動，要求學
生善用 IT設施，應用電子學
習，參與並完成相關活動。 

10 月及 7 月 
超過50%全校學生參

加並完成活動。 

數據（統計參與、

完成活動的學生人

數） 

  

5. 財政預算  

  撥款來源  用 途  金 額 

5.1  ECA/235-909-413 

  

舉辦各項活動獎品、舉辦各項活動所需資源及

參加校外活動所需費用 

$2,400 

雜項  $600 

5.2  ECA  

(2016/17 學年 

平和基金學 

校活動資助)  

不賭博繪畫活動（獎品、材料） $1,500 

不賭博寫作活動（獎品、材料） $1,500 

雜項 $500 

  總開支    $6,500 

6. 工作計劃小組  

監督：鄧慧敏副校長 

組長﹕梁志偉老師 

組員﹕周偉林老師、林惠展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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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學生支援組周年計劃 (2017/18)  

1. 本組目標  

1.1 運用各界資源，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1.2 推動全校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讓所有學生均受重視。  

1.3 推廣全校共融關愛文化。  

1.4 協助學生發掘個人潛能，定立人生目標。  

1.5 協助學生生涯規劃，為升學或就職作準備。  

  

2. 本組現況  

2.1 優點：  

2.1.1 大部分組內同事已完成「照顧不同學習需要」的基礎課程、高級課程及專

題課程，有助推動支援工作。  

2.1.2 與其他組別如輔導組、訓育組、學術組等經常合作，舉辦不同活動支援學

生。  

2.1.3 教育局提供不同類型的協助，向教師提供專業意見。  

2.1.4 校本參與教育局「特殊教育統籌主任」先導計劃(SENCO)，負責老師有更

多時間安 排訓練，亦有額外資源聘請人手。  

2.1.5 校本學習支援津貼能為老師及學生提供額外支援。  

2.1.6 教學助理已完成相關訓練。 

2.1.7 大部份老師皆有照顧特殊學習需要同學的經驗。 

2.1.8 同學對有特別學習需要的朋輩包容性大。  

  

2.2 有待改善的地方：  

2.2.1 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人數眾多，特殊需要各有不同。  

2.2.2 學生差異較大，令加重老師工作量。  

2.2.3 教師仍需改進支援不同學習需要學生的技巧。  

2.2.4 學生基礎弱，欠主動性，未能積極參與活動。  

2.2.5 學生自信心弱，欠缺目標。  

2.2.6 家長支援不足。 

  

3. 本年度關注事項  

3.1 提升學生溝通和表達能力  

3.2 探索生涯規劃教育  

3.3 提升 IT 基礎設施以配合電子學習( e-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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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執行計劃  

項

目 

重點 +

目標 
策略/ 工作 

時間

表 
成功指標 評估方法 

4.1  

3.1  提升學生溝通和表達能力  

  

「晨曦雋語」故事分享  

與輔導組合作，由老師訓練同學，分

組在早會上分享正面訊息的故事，作

為學長計劃的一部分，並邀請有特殊

學習需要的同學與一般同學一同參與

計劃  

全年  

 

出席率﹕有特殊

學習需要同學出

席率達 60%。 

約 25%有特殊學

習需要同學參與

活動。 

上下學期各紀錄

一次。  

組內記錄「晨曦

雋語」的時間表

及參與計劃的同

學名單。  

 

   

 

上下學期各紀錄

一次。  

4.2  

3.2  生涯規劃教育  

初中：培養責任感/ 高中：情緒管理  

  

協助及鼓勵學生注重學業及培養良好

品德，為將來的就業裝備好自己。  

鼓勵同學訂立學習目標，營造良好學

習氣氛。  

鼓勵同學參與不同活動。  

  

初中：透過迎新活動、講座、小組活

動、各種訓練計劃等，提升學生自信

及培養良好品德，協助同學建立正面

積極的態度。  

  

高中：透過講座、小組活動等，為同

學建立正向形象，保持正向心理，迎

接公開試、升學或就業的挑戰。  

全年  

60% 表示滿意 

  

  

 

選擇部分活動作

問卷調查。 

年終以問卷調查

作分析。 

4.3  

3.2  提升 IT 基礎設施以配合電子教學  

(e-learning) 強化科學、科技及數學課

程和學習活動，讓學生充分發揮創

意。在下學年輔導週，舉辦至少一項

活動，讓同學以手機或手提電腦作活

動工具，以提升同學參與度 。 

下學

年輔

導週  

達 60%受訪者同 

意活動內容。  

  

選擇部分活動作

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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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財政預算  

撥款來源  用途  金額   

學習支援津貼  聘請教學助理  629,284.95 

聘請資訊老師 419,802.18 

外購專業服務 320,340.00 

融合教育活動 7,000 

訓練課程 120,000 

雜項 20,000 

總開支  1,516,427.13 

6. 工作計劃小組  

監督：楊麗萍副校長 

組長：黃志明老師 

副組長﹕陳笑卿老師 

組員：  張嫣琪老師、葉文康老師、袁永健老師、胡愷琪老師、崔逸興老師、梁耀賓老

師、崔嘉駿老師、學校社工蘇恒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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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育組周年計劃 (2017/18)   

 

  

1 本組目標 

1.1 培養學生的品德修養及法治精神，令學生成為一個有品格及知法守規的良好公民。 

1.2 建立良好的紀律狀況，令學生能在有秩序、有效率的學習環境下進行學習。 

1.3 協助學生建立自尊，營造積極向上學習氣氛，增強學生愛護校園觀念，鞏固對學校

的歸屬感。 

1.4 培育學生尊重他人與顧己及人精神，讓學生建立團隊觀念，為將來立身處世奠定基

礎。 

2 本組現況 

2.1 優點： 

2.1.1 學校訓育政策方向正確, 能以積極正面訓導方式協助學生成長。 

2.1.2 校方給與訓育組有力的支持及信任，而訓育老師亦能同心協力，令訓育工

作能有效地推行。 

2.1.3 學校師生關係良好，學生普遍能接受說理方式並樂於接受老師教誨。 

2.1.4 訓育組與其他老師合作關係良好，有利協助推行學生行為改善各項計劃。 

2.1.5 訓育組建立獎懲制度，有效加強督導學生行為，令校園紀律得以明顯改

善。 

2.2 有待改善的地方： 

2.3.1 學生普遍較為個人主意，團体意識薄弱，不太懂得為他人設想。 

2.3.2 頗多學生學業基礎薄弱，對學習缺乏興趣，因而失去了學習的動力及責任

感，紀律問題由此而生。 

2.3.3 頗多學生意志薄弱，並容易受不良的社會風氣所影響，沈迷於各式各樣時

下玩意，逃避現實，誤入歧途。 

2.3.4 部分學生學業及行為表現欠理想，自我形象較低，缺乏自信，朋輩關係欠

佳，人生目標不明確。 

2.3.5 學生多受不良朋輩影響，家庭問題普遍嚴重，家長對子女缺乏管教，支援

力量普遍不足。 

3 本年度關注事項 

3.1 提升學生的溝通和表達能力 

3.2 生涯規劃教育 

3.3 提升 I.T 基礎設施以配合電子學習(e-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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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執行計劃 

項目 
重點＋ 

目標 
策略 / 工作 時間表 成功指標 評估方法 

4.1 3.1 

 

提升學生的口語及書面表達能力 

(1)在集會或集隊安排學生分享參觀感

受，領袖生滙報訓練日營得著，高年級

學生作校園生活短講等，讓學生有更多

公開說話的機會。鼓勵學生撰寫活動後

感受，提升其表達能力。 

全年 

全校 50%或以

上的學生認為

活動可以進一

步改善說話及

書 寫 表 達 技

巧。 

 

問卷調查分析 

(學生) 

 

4.2 3.2 生涯規劃教育 

(1) 訓育組擴展以「超級班」(Super 

Class)為主題的科組協作活動，讓中

二及中三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確立日後良好的人生態度。 

全年 

中二及中三全

級 50%或以上

的學生認為活

動有啟發人生

體會，引導探

索 承 責 的 意

義。 

問卷調查分析 

(學生) 

(2) 聯繫校外組織團體籌辦「領袖生聯

校訓練營」及「全體領袖生訓練日

營」，提升領袖生領導才能，建立團

隊精神及凝聚正面文化，全力投入

參與解決同學紀律問題，培養律己

盡責的良好品格。 

全年 

參 與 學 生 中

50%或以上認

為活動能建立

積極正面處事

觀念，並提升

團隊精神。 

問卷調查分析 

(學生) 

 

(3)邀(3) 邀請校外人士或團體負責訓育講

座，又或邀請傑出成就校友回校分

享人生經歷，協助學生制訂目標，

構想前路方向，又與紀律部門合力

推行參觀計劃，勉勵學生愛惜和欣

賞自己，加強自信心，建立自強意

識。 

全年 

全校 50%或以

上的學生認為

講座、參觀活

動具有培養品

格 與 教 化 意

義。 

問卷調查分析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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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製訂「違規紀錄制度」以較制度化的

懲處方法，運用缺點、小過、大過的

處分形式處理學生輕微、中度或嚴重

的違規行為，以期產生阻嚇作用，更

有效管理學生紀律。訓育組又會於

上、下學期以優點表揚紀律表現優異

的學生或班別，讓學生建立律己守規

的處世觀念。 

全年 

學生違規行為

的比  率低於往

年。 

數據(統計全年

學 生 違 規 人

數) 

(5) 本學年繼續執行「校服及儀容檢查計

劃」，學生經常校服及儀容不合規

格，訓育組會予以缺點懲處外，訓育

組又會於上、下學期以優點形式表揚

校服及儀容表現優異的學生，提升學

生自律觀念，培養群體合作精神，此

計劃會在開學時向學生清楚說明。 

全年 

 

學生校服及儀

容違規比率低

於往年。 

數據(統計全

年學生校服及

儀容違規人

數) 

(3) (6)繼續執行「學生考勤計劃」，訂明學生

若經常遲到，訓育組會予以缺點懲處

外，訓育組會於上、下學期以優點形

式表揚考勤表現優異的學生，提升學

生自律觀念，培養堅毅的處世態度，

此計劃會在開學時向學生清楚說明。 

全年 
學生遲到的比

率低於往年。 

數據(統計全

年學生遲到人

數) 

 

5 財政預算 

 

 

 

 

 

6 工作計劃小組 

監督：鄧慧敏副校長  

組長：林國成老師 

組員：傅文正老師   李慧蘭老師   周志歡老師   黃美恆老師    馬樂謙老師     盧偉業老師   羅

文生老師   區滿志老師   羅永輝老師        黃育雲老師     林惠展老師   沈德成老師  

撥款來源  用 途  金 額  

SMI  領袖生議會物資 $1,500 

SMI  添置校服 $ 2,000 

LWL 領袖生訓練營  $ 15,000 

835-138 協作計劃 $ 9,000 

LWL 探訪院舍 $12,000 

 總開支 $3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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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組周年計劃 (2017/18)  

  

1. 本組目標  

1.1 透過提供社會服務的機會，讓學生加深對社會的認識，接觸社會不同的階層。  

1.2 讓學生在參與社會服務的過程中，提昇解難能力和批判性思考。讓學生通過參

與社會服務，培養積極負責、關愛社群等正確價值觀。  

  

2. 本組現況  

2.1 優點：  

2.1.1. 本校每星期設有兩節「其他學習經歷」課，學生可在這段時間外出參與社會

服務。  

2.1.2. 校方支持學生積極參與社會服務。  

2.1.3. 所有中二至中五級學生均為公益少年團及少年警訊成員。  

  

2.2 有待改善的地方  

2.2.1. 大部分學生尤其是高中學生較為被動及不積極參與社會服務。  

2.2.2. 新中高課程各科目教學進度緊迫，學生補課頻繁，較難在課餘時間參與社會

服務。   

  

3. 本年度關注事項：  

3.1 提升學生的溝通和表達能力  

3.2 生涯規劃教育  

3.3 提升 IT 基礎設施以配合電子學習( e-Learning) 

      

4. 執行計劃  

項目 重點+目標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指標 評估方法 

4.1  3.1 提升學生的溝通和表達能力  

1. 參加「4C 青年義工領袖計劃」，

讓同學透過不同形式的訓練、交

流和服務，提升溝通和表達能

力。 

全年 

60%或以上參與此

計劃的同學均認同

計劃能提升他們的

溝通與表達能力。 

問卷調查 (參加

計劃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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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校內舉行義賣活動，由學生

擔任義工，向師長、家長、同學

推銷義賣物品，藉此提升他們與

人溝通和表達的能力。  

全年 

 60% 或以上參與

義賣活動的學生義

工認同活動能提升

他們的溝通與表達

能力。  

問卷調查 (參與

義賣活動的學生

義 

工)  

4.2  

  

  

  

3.2  

 

生涯規劃教育  

規定中三、中四、中五級同學參

與社會服務，培養責任感、堅毅

等正確的工作態度和價值觀。   

全年 

80%或以上中三至

中五同學在全年參

與最少一次社會服

務。  

數據 (統計參與人 

數)  

  

5. 財政預算  

  

撥款來源  用 途  金 額  

課 外 活 動

(ECA)撥款 

4C 青年義工領袖訓練計劃報名費 $4,500 

團隊横幅 $1,000 

香港賽馬會

全方位學習

基金 

扭氣球班 $5,000 

SAORI 編織班  $12,000 

領犬義工訓練班 $1,200 

學生外出進行社會服務的車資 $24,000 

學校管理新措

施 (SMI)撥款 
4C 青年義工領袖訓練計劃團服 $2,700 

 總支出 $47,700 

  

6.工作計劃小組  

 

監督﹕鄧慧敏副校長 

組長﹕鄭頌慈老師  

組員﹕胡愷琪老師、黃兆德老師、關碧珊老師、張錫源老師、余健峰老師、張嘉怡老師   

 

 

  



 

27   

教師發展組周年計劃 (2017/18)  

1. 本組目標  

1.1 協助新教師適應本校的教學生活。  

1.2 建立教師團隊精神。  

1.3 建立教師對學校的歸屬感。  

1.4 促進教師專業成長，配合學校發展。  

2. 本組現況  

2.1 優點：  

2.1.1 本校有明確的發展方向，有助本組擬定工作計劃。  

2.1.2 本校教師能互相信任，彼此支持，有良好的交流氣氛。  

2.1.3 本組老師之間有緊密的溝通及聯繫，有助推行本組的工作。  

2.1.4 教師發展組與其他老師合作關係良好，有助發揮團隊精神。  

2.1.5 每年有三天教師發展日，方便本組安排活動，配合本校整體發展。  

2.2 有待改善的地方  

2.2.1 教師工作繁重，能專注在教師發展的時間不足。  

2.2.2 學校關注事項繁重，人力及時間資源不足。  

2.2.3 教師的專業所長各不同，所舉辦的活動難以滿足全體教師。  

2.2.4 官校同事多調動，部份教師欠歸屬感及團隊精神。  

2.2.5 舉辦活動時難以安排適合的時間。  

3. 本年度關注事項：  

3.1 提升學生溝通和表達能力  

3.2 生涯規劃教育  

3.3 提升 IT 基礎設施以配合電子學習( e-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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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執行計劃  

項

目  

重點+ 

目標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指標  評估方法  

4.1  3.2 

 

透過三次的教師發展

日的活動，能提升老

師對生涯規劃教育以

及學生升學就業前路

的認知。  

2017 年 10 月

13 日 、2018

年 1月 25日和

6 月 6 日 

65%參與教師認

同活動能了解及

加深認知生涯規

劃教育及學生升

學就業前路的認

知。 

問卷調查  

4.2  3.1 

 

透過教師發展日的活 

動，有助教師加深了解

如何提升學生的溝通和

表達能力。  

65%參與教師認

同這活動加深對

這項目的認知。  

問卷調查  

4.3  3.3 

 

透過教師發展日的活 

動，能提升老師對電子

學習的認識。  

60%參與教師認

同這活動提升教

師對電子學習的

認識。  

問卷調查  

5. 財政預算  

撥款來源  用途  金額  

  專題講座費用津貼  $10,000  

  

6. 工作計劃小組  

監督：楊麗萍副校長 

組長：葉小芬老師  

組員：趙陽老師、黃志明老師 、雷裕鸞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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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教育工作計劃 (2017/18)   

1 本組目標  

1.1 裝備學生，讓他們具備應有的知識、共通能力，以及價值觀和態度，並能有效地終

身學習，以應對二十一世紀的挑戰。  

1.2 為科學、科技及數學教育各學習領域的教師提供共同合作的機會，以進一步提升學

與教的效能。  

2 本組現況  

2.1 優點  

2.1.1 科學、科技及數學教育各學習領域擁有經驗豐富的老師及支援人員。  

2.1.2 各科老師積極交流和分享，願意不斷優化教學策略及課業設計。  

2.2 有待改善的地方  

2.2.1 各科組的課程緊密，需要找出合作空間。  

2.2.2 學生基礎薄弱，對日常生活中的科學、科技及數學元素認知度低。  

3 本年度關注事項：  

3.1 為科學、科技及數學教育各學習領域提供共同合作的機會，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3.2 提升學生對日常生活中的科學、科技及數學元素認知。  

4. 執行計劃  

項

目  

重點+ 

目標 

策略／工作  時間

表  

成功指標  評估方法  

4.1 3.1+3.2 
推展跨學科 STEM 協作，利用 3D 食

物打印推廣 3D 打印 

全年 150 位學生完成 3D

食物打印培訓 

培訓記錄 

4.2 3.1+3.2 
推展跨學科 STEM 協作，初中各級舉

辦跨學科 STEM 探究/比賽 

全年 70%學生達到理想

學習成果 

學生作品及

老師回饋 

4.3 3.1+3.2 安排學生參與校外 STEM 活動/比賽 全年 90%被提名學生完

成相關活動/比賽 

出席証書 

5. 財政預算  

 項目 4.1   $ 60,000 

項目 4.2   $ 15,000 

項目 4.3   $ 30,000 

6. 工作計劃小組  

監督﹕楊麗萍副校長 

組長﹕崔逸興老師  

組員﹕黃錦光老師 蔡偉強老師 葉偉強老師 梁耀賓老師 沈德成老師 曾照華老師  



 

30   

 

Annual Plan for SPAO (2017/18)  
  

1. Purposes:  
1.1 To provide better service to Parents and Students.  

1.2 To keep a close link between School and Parents.  

1.3 To render more effective support to teachers so as to relieve some of their non-teaching duties.  

    

  

2. Current Situation:  

2.1 Strengths  

2.1.1 We have a strong and full manpower to maintain smooth running of the SPAO.  

2.1.2 Staffs are well experienced with strong team spirit.  

2.2 Areas for Improvement  

2.2.1 Establishing better channels to liaise with parents.  

2.2.2 Streamlining operational procedures on validation to improve data accuracy.  

2.2.3 New staffs may need more time to pick up works. 

3. Major concerns for this year  
3.1 Enhancing students’ communication and Presentation skills.  

3.2 Career and Education Planning.  
  

4. Implementation Plan:  
  

Items  Plan/Activities  
Time 

Schedule  Success Indicator  
Evaluation  

Method  

4.1  

Leaflets and other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eachers are 

organized in sections easily 

reached by students for 

acquiring career and education 

planning  

Whole year  

Teachers are able to 

get enough 

assistance  

through the support 

from SPAO   

To complete the 

survey by  

questionnaire  

   

5. Budget:  

Items  Source(School Funding)   Amount  

5.1  
Consumables, Stationeries, SMS Services 

Package,…etc.  

 
$10,000  

   Total:  $10,000  

 6. Programme Team  
   Teacher i/c:  WONG Chi Ming  

   Members:  SPAO Staf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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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學習經歷周年計劃 (2017/18)  

  

1 本組目標  

1.1 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使他們成為終身學習者，具備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1.2 擴闊學生的視野，以及讓他們培養終身興趣。  

1.3 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  

  

2 本組現況  

2.1 優點  

2.1.1 本校在整體課程安排、課堂時數及上課時間表都有充足的空間讓本組為同學安

排各樣的其他學習經歷。  

2.1.2 本組和其他有關組別在良好的協作關係，能有效合作安排多元化的的其他學習

經歷。  

2.2 有待改善的地方  

2.2.1 部份學生未有投入活動。  

  

3 本年度關注事項  

3.1 生涯規劃教育  

3.1.1 為中四及中五同學於『經歷』課安排與職業導向相關的活動，從而啟發同學規

劃自身的前途。 

3.1.2  擴闊學生的視野，以及讓他們培養終身興趣。 

  

4 執行計劃  

項目  重點+ 目標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指標  評估方法  

4.1 3.1.1 + 

3.1.2 

於 OLE 課節安排與職

業導向相關的活動 

全年 60%同學對自

己的興趣、強

項及職場的認

識有所提升 

抽樣問卷 

老師觀察 

4.2  3.1.1 + 

3.1.2 

安排與職業性向及選擇

相關的講座，工作坊及

分組課堂，以提升同學

對自己及職場的認識  

全年 60%同學對社

會服務有初次

的概念及認知 

老師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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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3.1.1 + 

3.1.2 
安排與藝術發展、德育

及公民教育、體育發展

相關的活動，以加強培

養同學對相關範疇的認

知 

全年 60%同學滿意

所安排我的活

動 

抽樣問卷 

老師觀察 

  

  

5 財政預算  

分組課程、講座及工作坊 $126 000  

  

6 工作小組  

監督：鄧慧敏副校長 

組長：袁永健老師 

組員：黃美恆老師 、葉碧霞老師、梁國恆老師、陳笑卿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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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發展獎勵計劃周年計劃 (2017/18)  

1. 本組目標  

1.1 為配合學生全人發展，培養學生積極的人生觀，設立獎勵計劃，鼓勵學生在品

德行為、學術、藝術、體育及服務五個範疇均衡發展。  

1.2 鼓勵學生學習為他人服務、發展個人興趣及潛能、培養探索及主動學習精神。  

1.3 透過參與各項獎勵活動，讓學生認識自我，培養學生責任感及堅毅不屈的精

神。  

1.4 配合下學年的關注事項，讓學生分享得獎心得，以增強學生的自信心和成就

感。  

  

2. 本組現況  

2.1 優點：  

2.1.1 每次有學生在校內校外獲得獎學金或助學金後，均會在學生成就嘉許禮上

頒發，以推動學生進步。  

2.1.2 學校其他組別如課外活動組、社會服務團等積極鼓勵學生參與活動和服

務。  

2.1.3 學校強調以「獎勵促進學習」，鼓勵各科組以積極正面的方法獎勵學生。  

2.1.4 學校提供不同渠道展現學生獲得獎項的情況。 

2.1.5 2017/18 年度繼續推行優化後的獎勵計劃。  

  

2.2 有待改善的地方：  

2.2.1 學生缺乏學習興趣。  

2.2.2 學生欠主動，未能積極參與活動。  

2.2.3 老師在不同場合以不同形式獎勵學生，有時不透過本組的獎勵計劃給予學       

生優點。  

       

3. 本年度關注事項  

3.1 提升學生的溝通能力和表達能力  

3.2 生涯規劃教育  

3.3 提升 IT 基礎設施以配合電子學習( e-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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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執行計劃  

項

目  

重點+ 目

標 

策略/工作  時間

表  

成功指標  評估方法  

4.1  3.1 

 

1. 鼓勵老師發優點以獎勵同

學。   

2. 預訂禮堂作分享會，讓學

生表達獲獎學金的心得，以提

升口語能力。  

3 鼓勵獲獎學生把得獎感受寫

出來，刊登在校刊、本校網頁

及本組的版面上，以提升學生

的寫作能力。   

4. 把學生得獎資料及相片上載

本校網頁及本組的版面上。  

全年 

 

上學期 

 

 

全年 

 

 

全年 

  

85%以上老師有使用 

獎勵計劃獎賞學生。  

 

50%或以上學生參與  

  

  

 

20%或以上學生參與  

  

  

30%或以上學生參與  

  

統計數據 

 

 

 數據(參與人

數) 

   

數據(參與人

數)  

   

數據(統一參與

人數)  

4.2  3.2 
1. 在三次嘉許禮頒獎日及結

業禮頒發獎品、獎狀、獎盃，

嘉許表現優異的學生。   

2. 在學生面試時加入生涯規

劃教育元素，如設立問題時加

入，讓學生建立正確的態度和

價值觀。  

11/2017
至 

7/2018 

10 月、

2 月及 

4 月 

65%以上的學生的學習

態度、品德行為或參 

與活動的情況有改善。 

  

80%或以上的老師認同

面試時加入生涯規劃教

育元素有助學生認清自

我及建立正確價值觀。  

問卷、數據 

 

 

 

 

面試題目 

  

5. 財政預算  

5.1  獎盃、獎牌  1000 元 

5.2  買感謝卡  500 元 

  總開支  1500 元 

   

6. 工作計劃小組  

監督：鄧慧敏副校長 

負責人：吳玉晶老師 



 

35   

組員：朱嘉玲老師    陳笑卿老師   計凱諾老師    袁永健老師       張嘉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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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Plan for 

Club Activities /  

Overseas Exchange Tour Committee 

(2017/18) 
1. Purposes 

1.1 To promote students’ personal development by broadening their interests 

1.2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opportunities for character formation and leadership training 

1.3 To promote students’ social development by offering opportunities for the broadening of their 

social experiences 

1.4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opportunities to explore the world through immersion programmes 

1.5 To help students build a higher self-esteem by engaging them in ECA activities and giving 

them successful experiences 

1.6 To polish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solving skills 

1.7 To cultivate a strong 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 school 

 

2. Current Situation 

2.1 Strengths 

2.1.1 The majority of KTS students are adventurous and willing to try new activities. 

2.1.2 There are some students who have a fairly strong command of Putonghua.  This gives 

them confidence in communicating with Putonghua speakers they meet on 

immersion programmes. 

2.1.3 Some students show strong interests in sports, debates, drama and public speaking 

and have been doing well in external competitions.  Their involvement in extra-

curricular activities gives them the opportunity to apply their knowledge outside the 

classroom. 

2.1.4 Many teachers are keen to organize ECA activities for students and are willing to 

spend extra time after lessons and during weekends to escort students at various 

outside school activities. 

2.2 Weaknesses 

2.2.1 Students with a humble background are deprived of opportunities to cultivate their 

diverse interests.   

2.2.2 Some students are rather shy to express themselves in front of a bigger audience. 

2.2.3 Some students are reluctant in communicating in English.   

2.2.4 Some students are reluctant to joi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s they are preoccupied 

with the heavy homework and the study of other subjects. 

3 Major Concerns for this year  

3.1 Enhancing Students’ Communication and Presentation Skills 

3.2 Career and Education Planning 

3.3 Build up IT Infrastructure for e-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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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mplementation Plan 
 

 

 

 

 

Items  Plan/Activities Time  

Schedule 

Success  

Indicators 

Evaluation 

Methods 

1. 3.1, 3.2 Running of Clubs / 

Societies activities 

so as to train  student 

leaders with stronger 

leadership skills  

Whole 

Year 

- 80% of clubs 

organising at least one  

activity per term 

- OLE 

Record Form 

-Observation 

of Club 

teachers 

2. 3.1 Mandatory Uniform 

Group Programme 

for S.1 students 

Whole 

Year 

- Attendance rate meets 

80% 

- Take Roll 

Call  

- OLE 

Record Form 

3. 3.1, 

3.2, 3.3 

Overseas Exposure 

Tours / Sister 

Schools Exchange 

Programmes 

Nov, Dec 

Apr, June 

- At least 80% of 

student participants 

have stronger 

confidence in 

communicating with 

others 

- At least 80% of 

student participants 

have their horizon 

broadened 

- At least 80% of 

student participants are 

comfortable to speak in 

front of 

teachers/students from 

sister schools 

- At least 80% of 

student participants are 

willing to share at the 

post-tour presentation 

- 

Questionn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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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udget (Estimates) 
 

6. Programme Team 

Overseeing Officer: Ms. Tang Wai Man Wilma   

Chairman:         Mr. LEE Christopher 

Members:   Mr. Fu Man Ching, Mr. Law Wing Fai, Mr. Cheung Sik Yuen 

 

  

Item Source of Income Resources/Services Amount 

1. ECA funds S1-S3 Clubs, Societies and ECA related Activities $76,300 

2. ECA Fees S4-S6 Clubs, Societies and ECA related Activities   $37,900 

3. ECA funds S1-S3 Mandatory Uniform Group Programme for S1  $8,000 

4.  PTA Overseas Exchange Programmes $80,000 

5. Charles Mak 

Scholarship 

Overseas Exchange Programmes 
$50,000 

  Total: $25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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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學科周年計劃 (2017/18)  

1. 本科目標  

透過真實情境，從應用和實踐中學習有關行業的知識和技能，讓學生：  

1.1 能夠對航空業工作有基本的認識，尤其對飛機工程及維修工作有更深的了

解。  

1.2 認識航空業的專業操守和法例。  

1.3 認識飛機維修工作程序。  

1.4 掌握有關航空動力學，飛機結構、系統及設計的基礎知識。  

1.5 熟悉飛機維修團隊不同崗位的職能及責任。  

  

2. 本科現況  

2.1 優點：  

2.1.1 為不同興趣和取向的學生提供現時學校課程以外的多元學習平台。  

2.1.2 以中文教學，沒有語言障礙。  

2.1.3 本校初中提供的數理工等科目，為學生學習作好基礎。  

2.1.4 教學著重實用性，靈活的課堂設計如參觀、工場實習等，均能提高教與學

效能。  

2.1.5 無須參加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文憑試)，減輕學生應付公開試的壓力。  

2.1.6 學生成功修畢本科，其資歷評定為相當於一科文憑試科目合格(二級)的水

平。  

2.1.7 讓學生在高中階段有機會取得職業認可資歷，為繼續升學及就業作好準

備。  

  

2.2 有待改善的地方：  

2.2.1 學生學習能力頗低、水準參差，使課堂教學進度緩慢。  

2.2.2 本科目職業要求是以英語(詞彙)為主，對同學學習做成一定困難。  

2.2.3 學生普遍缺乏毅力及耐性，當面對真實工作環境或感到辛苦、納悶時，會

產生放棄念頭。  

2.2.4 課程和評估方法須作調適。  

  

3. 本年度目標  

3.1 提升學生溝通和表達能力  

3.2 生涯規劃教育  

3.3 提升 IT 基礎設施以配合電子學習( e-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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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執行計劃  

項

目  

重點+ 目

標  

策略/工作  時間

表  

成功指標  評估方法  

4.1  3.1 

1.1 透過在課堂上的鼓勵、認同和表揚等方

法提升學生說話的自信心。  

1.2 在專題研習中加入演說/講解部份，增加

學生說話的機會，從而提升說話技巧的

能力。  
全年  

70%學生有參

與課堂的活動

和完成有關專

題研習，並認

同該活動能提

升學生的自信

心和說話技巧 

的能力。  

問卷  

4.2  3.2 

2.1  透過課堂上的活動、就業講座、參觀等

讓學生了解航空業的工作現況。  

  全年  

70%學生認同

各項活動能讓

他們了解航空

業 的 工 作 現

況。  

問卷  

5. 財政預算  

項目  內容   金額  

5.1  租旅遊車 
 

HK$ 3,000  

  總開支：  HK$ 3,000  

6. 工作計劃小組  

科主任：羅文生老師  

組  員：黄錦光老師 /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及香港飛機工程有限公司有關教

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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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九龍工業學校航空學科 

問卷調查  

 本份問卷的目的是透過不記名的方式，收集你對本科的意見，希望能夠幫助本科未來的發

展。  

 請依據你的看法，選出（）一個最能表達你意見的選擇。  

  極

之

同

意  

同

意  

不

同

意  

極

不

同

意  

1.  中四的「體驗課程」對我決定選修「應用學習科目」有幫助。  

  

    

2.  選修「應用學習科目」前，校方提供足夠資訊給我參考，例如：課程

資料、講座、體驗課程等。  

  

    

3.  我能從「航空學」、「電腦遊戲及動畫設計」和「酒店營運」三科中選

擇到我感興趣和配合我的能力的科目。  

  

    

4.  修讀了「應用學習科目」使我對該行業有一定的認知和了解和提高我

對從事該行業興趣和信心。  

  

    

5.  本校選擇以模式二上課，即在校內時間上課，切合我的學習需要，使

我更有效地學習。  

  

    

6.  透過在課堂上的活動(如答問等) 和在專題研習中加入演說/講解部份，

增加我的說話的機會，從而提升說話技巧的能力。  

  
 

   

7.  透過課堂上的活動、就業講座、參觀等能協助我了解和認識該行業的

現況。  

  

    

8.  我滿意「應用學習科目」上課和活動的安排。  

  

 
 

  

其他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問卷完  ---  

< 謝謝你的意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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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Plan for Biology 2017/18 

1. Purposes 
1.1. develop students’ appreciation of the wonders of the living world and to promote a 

respect for living things; 

1.2. enable students to acquire an understanding of man as living organism and his role in 

nature; 

1.3. enable students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biological principles; 

1.4. develop students’ power to think creatively, analyze critically and scientifically on 

biological issues, make rational decisions and to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1.5. develop students’ awareness of and concern for biological issues in personal, social, 

environmental and technological contexts; 

1.6. to develop students’ observational, manipulative and experimental skills; 

1.7. to develop students’ ability to retrieve information from proper sources; 

1.8. to develop students’ confidence in self-learning and give them a sense of achievement; 

1.9. to develop students’ apprecia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experimental work in the study 

of Biology; 

2. Issues to be addressed 

2.1. Strengths： 

2.1.1. Our students are curious about life processes and they show great interest in Biology. 

2.1.2. Members of the panel are experienced and enthusiastic. They are willing to update their 

knowledge by attending seminars and workshops organized by the Education Bureau 

and other institutions. 

2.1.3. The Biology Laboratory is well equipped with multi-media equipment as well as 

Audio-Visual aids. We have kept a large collection of models, preserved specimens 

and microscopic slides. 

2.1.4. Biotechnology is a very hot topic and students are constantly receiving information 

about it from the media. 

2.2. Areas for Improvement： 

2.2.1. Some students are not independent enough to develop their power of analysis, 

synthesis and evaluation. 

2.2.2. Most students are rather weak in language and experienced great difficulty in 

memorizing Biological terms as well as expressing their views effectively during 

examinations. 

2.2.3. Some students are too exam-oriented. They show little interest for materials not 

covered in the examination syllabus. However, the current trend in public examination 

requires student to apply their knowledge to daily issues. 
   

3. Major Concerns for this year  

 3.1  Enhancing Students’ Communication and Presentation Skills  

 3.2  Career and Education Planning  

 3.3  Build up IT Infrastructure for e-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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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mplementation Plan：  

Items  

Key 

Areas 

& 

Aims 

Plan / Activities  

Time 

Schedule  
Success Indicator  

Evaluation  

Method(s)  

4.1  3.1+ 

3.2 

Enhancing Students’ 

Communication and 

Presentation Skills  

  

1. Project-learning 

for the students to 

find out what 

careers and 

tertiary education 

courses related  

to studying DSE 

Biology  

  

   

2. Cross-curriculum 

study visit is 

organized  

  

  

  

  

  

  

  

 

Second  

Term  

  

  

  

  

 

 

 

 

 Second  

Term &  

Post Exam  

Activity  

Over 70% students agree 

project learning suitable for 

them to know more their 

careers and tertiary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Over 70% students agree 

project presentation can 

improve their communication 

and presentation skills.  

Over 70% students agree 

suitable for their learning, 10 

biology students join the study 

visit and a report and 

presentation is given by the 

student  

  
  

  

Project Report and  

Presentation  

 

  

 
 

 Questionnaire    

  

 

 

 

Report and  

Presentation  
  

5. Budget  

 6. Program Team 

HOD:  Miss Lee Pui Man (LPM)     

Member : Miss Wu Hoi Ki (WHK)     

LT II : Mr.Wong Wai Kin                 

Items Amount Source 

5.1       Materials for experiment (Subject Grant) $5,000.00 Item 835, subitem 303 

5.2  Chemicals, glasswares and specimens etc. $6,000.00 Item 835, subitem 303 

5.3      Laboratory equipment $8,000.00 Item 669, subitem  201 

  TOTAL $1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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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周年計劃 (2017/18)  

1. 本組目標  

1.1 讓學生能以商界及社會責任的角度理解及批判性地評估世界和本地所發生的種種商

業事務。  

1.2 讓學生能體察商界急速的變遷步伐，從而作出自我反省、不斷自我激勵及自我約束，

使自己成為終身學習者，在瞬息萬變的環境中，能主動作出明智的決定。  

1.3 讓學生能具有認識和能力去蒐集、理解、分析及利用資訊發展商業。  

1.4 讓學生認識商業，並對商業知識產生興趣，從而可以為日後在商業領域進修和事業

發展的方向作出籌畫。  

  

2. 本組現況  

2.1 優點：  

2.1.1 本科組內的老師教學經驗豐富，能有效地掌握教與學的技巧。  

2.1.2 本科組的老師樂於學習或進修，積極參加不同的研討會或工作坊，引入新的

教學方法及理念以提升教學質素。  

2.1.3 本科老師樂於在教學上運用資訊科技，加強學生的學習成效及提高教學效

能。  

2.1.4 本科將在中三開設，佔半個學年的課時，因此初中同學在選科時對本科應有

基本的認識。  

2.2 有待改善的地方  

2.2.1 部份同學欠缺動力，對學習興趣不大。  

2.2.2 部份同學依賴性強，分析能力欠佳，經常期待老師給予答案。  

2.2.3 部份同學書寫表達能力較弱，答題技巧不足。  

2.2.4 部份同學理解能力較弱。  

  

3. 本年度關注事項：  

3.1 提升學生溝通和表達能力  

3.2 生涯規劃教育  

3.3 提升 IT 基礎設施以配合電子學習( e-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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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執行計劃  

項

目  

重點+ 

目標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指標  評估方法  

4.1 3.1  

推廣課外營商活動和修訂

評估和課業設計，例如剪

報及閱讀公司年報等，從

而加強同學對現今商業世

界的關注和興趣，透過營

商活動同學能提升口語表

達能力和自信心。  

全年 

中四及中五各級中有 55%的

同學認同這營商活動和課業

設計能加強他們對現今商業

社會的關注也能提升同學的

自信心。 

 

問卷調查 

4.2 3.2  

推行有關的理財工作坊及

營商的講座或有關的參觀

活動，透過這些活動同學

培養積極的學習態度和良

好的品格，在課堂上營造

正面文化及增強學生對工

作世界的認識更能發展學

生的職業興趣和能力。  

全年 

中四及中五各級中有 55%的

同學認同本計劃能培養他們

積極的學習態度和良好品

格，並在課堂上營造正面文

化及增強學生對工作世界

的認識更能發展學生的職

業興趣和能力。 

問卷調查 

  

5. 財政預算  

撥款來源  用途  金額  

  購買書籍及有關的教具  $2,000  

 總開支 $2,000 

  

6. 工作計劃小組  

科主任：葉小芬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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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科工作計劃 (2017/18)  

1. 本科目標  

1.1. 對化學產生興趣及保持對化學的求知慾及好奇心。  

1.2. 建構及應用化學知識，了解化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關係。  

1.3. 體會和了解科學的演進特質。  

1.4. 掌握進行科學探索的技能。  

1.5. 培養按科學的方法、批判性及創造性的思考能力，以及在單獨或與他人協作

的情況下解決與化學有關的問題的能力。  

1.6. 能運用化學語言討論與科學有關的議題。  

1.7. 在與化學有關的議題上，作出明智的判斷和決定。  

1.8. 建立開放、客觀及主動的態度。  

1.9. 適當地關注實驗安全的事項。  

1.10. 了解及評鑑化學對社會、道德、經濟、環境和科技的影響，及養成負責任的

公民態度。  

  

2. 本科現況  

2.1. 優點：    

2.1.1. 教師富經驗、盡責、具教學熱誠和敢於面對學生提問；並願意付出課餘時間給

予學生作適當指導。  

2.1.2. 老師提供不同類型的習作，例如：實驗作業、工作紙、專題報告、網上學習及

歷屆公開試試題的操練。  

2.1.3. 化學實驗室擁有優良及充足的儀器設備。  

2.1.4. 課室、實驗室及示範室已裝置電腦和投影機設備，老師授課時可使用多媒體教

學材料。  

2.1.5. 化學科教科書詳細，更有豐富的練習和參考資料。  

  

2.2. 有待改善的地方：  

2.2.1. 中三化學科授課時間不足，在教授課文之餘未能有充分練習和做實驗的時間。  

2.2.2. 部份學生學習態度不佳，分析能力較弱，影響成績。  

2.2.3. 部份學生基礎科學知識不足，理解能力弱。  

2.2.4. 圖書館內有關提高學習化學科興趣和專題研習的書籍有待更新及補充。  

  

3. 本年度關注事項 :  

3.1. 提升學生溝通和表達能力  

3.2. 生涯規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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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提升 IT 基礎設施以配合電子學習(e-learning)  

  

4. 執行計劃  

項

目  

重點+ 

目標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指標  評估方法  

4.1  3.1 

3.2 

 

互聯網資料搜集及撰寫報告 

中三級同學以「一位成功的學學

家」為題，介紹他的研究經歷和

成功因素。以班本形式進行。 

上學期 

進行 

全級平均 65%同

學能完成並。 

統計學生作

業 

4.2  3.1 中四和中五級化學科同學五分鐘

化學專題匯報 

老師選定課題，由同學預習及分

組以簡報形式滙報。 

下學期 

進行 

全級平均 70%同

學能完成，表現

優異者給予優點

鼓勵。 

統計學生作

業 

老師評估 

4.3  3.2.1 高中化學科同學 

(1) 參觀大學的理學院、工程學

院、醫學院或護理學院 或 

(2) 科學講座 

協助同學了解修讀化學對升學的

幫助。 

全年進行 

參觀同學中 80%

同學同意有關的

參觀能協助他們

了解修讀化學對

升學的幫助。 

老師觀察和

學生的回應 

  

5. 財政預算  

 擬購買的物品 財政來源 金額 

1. 化學品、玻璃儀器、消耗性物品  (835-303) $16,500 

2. 實驗室設備 (835-303) $12,000 

3. 實驗物料  (835-303) $1,500 

4. 更換LCD投影機和銀幕 (2套) (669-101) $14,500 

5. 電池 (149-402-101) $700 

 總開支  HK$45,200 

 

   6.工作計劃小組    

科主任:  葉偉強老師 

     組員:   李佩雯老師、王偉堅先生、陳楚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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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周年計劃(2017/18)  

1. 本組目標  

  

1.1 提高學生讀寫聽說能力、思維能力。  

1.2 培養語文學習的興趣、良好的語文學習態度和習慣。   

1.3 指導學生從語文學習的活動中充實生活經驗，培養道德觀念，並引導他們認

識和欣賞中國文化，進而培養對國家和民族的情感。  

  

2. 本組現況  

2.1 優點：  

2.1.1 本科老師均為負責任、具團隊精神的資深老師，教學盡心，對本科計劃極為

支持。  

2.1.2 任教高中的老師積極擔任校外考試評卷員等考評局公職，了解並掌握本科的

內容與趨勢。  

2.1.3 本科老師自行設計及製作各種教材，並支持資源共享，成立本科的教學資源

庫。  

2.1.4 本科老師之間能夠衷誠協作，交流經驗及有效的教學法。  

  

  
2.2 有待改善的地方：  

2.2.1 本科老師不但未能專科專教，並要兼顧新高中不同的課程，例如選修單元、

中史和特殊教育課程，要集中人力推動本科的發展，決非易事。  

2.2.2 學生語文基礎薄弱，表情達意的能力不足。  

2.2.3 學生學習能力參差，難以全面照顧。  

2.2.4 學生欠缺主動性，勤奮不足。  

2.2.5 本科課程包括聽、說、讀、寫四方面，加上新高中選修單元和校本評核，教

學時間不足。  

  

3. 本年度關注事項  

3.1 提升學生的溝通和表達能力  

3.2 生涯規劃教育  

3.3 提升 IT 基礎設施以配合電子學習 (e-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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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執行計劃  

項 

目 

重點+ 

目標 
策略 / 工作 時間表 成功指標 評估方法 

4.1 

 

3.1 提升學生的書面表達能力 

1. 建立作文資源庫，收集

各級佳作。 

 

2. 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校內

和校外比賽及語文活

動。 

 

 

全年 

 

 

全年 

 

80%或以上的老師

提供學生佳作，

支持資源共享。 

50%或以上的學生

參與不少於三項

的語文活動或與

本科有關的比賽 

 

-數據 (統計

參與人數) 

 

-數據 (統計

參與人數) 

3.1 提升學生的口語表達能力 

1. 在課堂設計上增加說話

活動，例如朗讀、發表

意見、分享、滙報、短

講等，讓學生有更多公

開說話的機會。 

 

 

全年 

 

80%或以上的老師

在課堂設計中增

加說話活動環節 

 

-問卷調查 

(老師) 

 

 

  2. 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校內

和校外比賽或活動，例

如參與香港校際朗誦節

比賽和善言巧論全港口

語溝通大賽。 

全年 25%或以上的學生

參與不少於一項

的說話比賽或活

動 

-數據 (統計

參與人數) 

 

   

5. 財政預算  

  

撥款來源  用 途  金 額  

185 雜項 $645 

185 獎品 $1,500 

SBASSP 朗誦訓練班 $7,000 

SBASSP 說話訓練班 $14,000 

 總開支 $23,145 
   

6. 工作計劃小組  

楊翠玉老師* 楊麗萍副校長 陳笑卿老師 鄭頌慈老師  周志歡老師 

周偉林老師 張嘉怡老師 劉愛嫦老師 林國成老師 梁志偉老師 

馬樂謙老師 吳玉晶老師   

 

*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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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科周年工作計劃 (2017/18)   

1. 本組目標  

1.1 認識中國歷代治亂興衰的基本史實，以了解現今事物的背景與演變。  

1.2 透過歷史知識的學習，訓練理解、綜合分析及評論史事的能力。  

1.3 通過理解史事的因果關係及相互影響，培養對事物的客觀態度及對事理的分

析力。  

1.4 學習中國各民族政治文化的互動，從而提高對中華民族的歸屬感，培養民族

情感。  

1.5 學習歷史人物的高尚道德和為國為民的情操，培養正確的價值觀和積極的人

生態度。  

2. 本組現況  

2.1 優點：  

2.1.1 本科在中一和中二每周有三課節，教學時間較為充份。  

2.1.2 本科在中二和中三設計校本課程，切合本校教學環境。  

2.1.3 本校圖書館備有適合各級學生閱讀的中國歷史書、圖冊及參考書籍，數量豐

富。  

2.1.4 專題學習已推行數年，累積經驗，並不斷優化，通過我國歷史上的一些人物

的成敗、事件的興衰，較易對學生施行情感教育，達至提高學生的品德情

操。  

2.1.5 中史科舉辦的活動有助提高學生對本科的興趣。  

2.1.6 初中中史科設有展延閱讀，可提高學生學習本科興趣。 

  

2.2 有待改善的地方  

2.2.1 本校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較多，須設計適切課業和考卷。  

2.2.2 由於學生的中文程度較弱，一般難以把史事的因果關係清楚地用書面語表達 

2.2.3 學生缺乏於課餘時間閱讀中國歷史書籍的興趣，對國情了不解不清楚。  

2.2.4 本科老師人數較多，而且每年變動較大，未能做到專科專教。  

  

3. 本年度關注  

3.1 生涯規劃教育  

3.2 提升學生的溝通和表達能力  

3.3 提升 IT 基礎設施以配合電子學習( e-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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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執行計劃  

項

目  

重點＋目

標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指標  評估方法  

4.1  3.2 上下學期的專題以道德高

尚的歷史人物為主題，學

生撰寫文章一篇，優秀表

現同學將獲發獎品一份。

目的是教導學生認真負責

的生活態度。  

上、下學期

各一次  

6 成學生認為專題

習作能促進學習； 

7 成老師認為專題

習作能提高學生學

習興趣。 

問卷、學生

專題  習作成

績、觀課、

習作質素  

4.2  3.1 優秀學生演講，就專題習

作表現優秀的同學，初中

各級一名學生在集會向同

學演講  

下學期 6 成同學認為演講

能提高學習中史的

興趣 

問卷 

  

5. 財政預算  

  

撥款來源  用 途  金 額  

ECA  文具、活動經費  $2,000 

 總開支 $2,000 

  
  

6.工作計劃小組  

    科主任: 林國老師 

  組員: 周偉林老師、魏進添老師、馬樂謙老師、崔嘉駿老師、趙陽老師、張嘉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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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 Plan for Computer Literacy, ICT (2017/18)  

1. Purposes：This syllabus aims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an opportunity to:  

  

1.1 develop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uter system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1.2 apply concepts and skills related to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solve real life 

problems;  

1.3 nurture their problem solving, critical thinking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as well as their 

self-learning ability;  

1.4 appraise the impact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1.5 develop their own values and attitude regarding the proper use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 Current Situation:  

  

2.1 Strengths：  

2.1.1 Teachers in department are well-trained, responsible, energetic and show initiative in 

teaching.  

2.1.2 Teacher to student ratio (one to twenty at most) is higher than that of other subjects and 

therefore, more individual care can be provided and classroom order is easier to maintain.  

2.1.3 Learning environment is comfortable and there is helpful classroom management software 

to give demonstrations to students.  

  

    Areas for Improvement:  

2.1.1 Students cannot master a correct and effective method to think out algorithms and apply 

them into their assignments.  

2.1.2 The application software packages can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AS in the senior 

forms.  

2.1.3 Technical support to maintain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the computer systems is inadequate. 

This is due to the lack of technicians.  

  

3. Objectives for this year：  

3.1  Ensure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the e-learning platform and enhance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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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mplementation Plan：  

  

 

* 2017/18 major concern   

  

5. Budget：  

Items  
Activities  

Material(s) / Service(s) to be 

bought  Amount  

1  Research in I.T. & case study  Reference books ( library grant)  $3,000  

    Total：  $3,000  

6. Programme Team：  

HOD: Mr. Tsang Chiu Wah 

Member: Miss Kai Clara, Miss Leung Kar Yee, Mr. Shum Tak Shing 

 

 

*e-Learning / STEM education 

Items 

Key 

Areas 

& Aims 

Plan / Activities 
Time 

Schedule 
Success Indicators Evaluation Methods 

4.1* 3.1 

 To attend e-

learning related 

seminars/worksho

ps for ICT 

curriculum. 

 To employ e-

learning platform 

to enhance the 

students’ learning 

ability. 

Whole Year 

 At least two 

panel members 

attend not less 

than one e-

learning related 

seminar/worksho

p 

 80% of the 

students involved 

actively in the 

learning 

activities. 

 Teachers participated 

in the seminars or 

workshops have to 

share what they have 

learnt in panel 

meetings.  

 Use students lesson 

record and elicit 

verbal feedback from 

students on the related 

activities about their 

feelings and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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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與應用科技科工作計劃 (2017/18)  

1. 本科目標  

1.1 培養學生的創意及想像力；  

1.2 發展學生設計、應用科技和製造能力；  

1.3 加強學生理解及運用合適的設計程序、材料處理和電腦輔助設計（CAD）

等的方法去解決問題；  

1.4 藉設計習作和實作活動，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1.5 透過個案研習，培養學生評賞設計產品的能力。  

  
2. 本科現況  

2.1 優點：  

2.1.1 本科以中文教學，沒有語言障礙。  

2.1.2 學生對設計和實作活動頗感興趣。  

2.1.3 透過多元化的課堂活動，包括理論、手繪、電腦輔助設計（CAD）、

製造和匯報，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和發展個人潛能。  

2.1.4 本科設新高中課程和教學資源，讓學生選擇。  

2.1.5 學校內聯網 eClass 和特別室的電腦設置完善，可加強學與教的效能。  

  
2.2 有待改善的地方：  

2.2.1 學生水準 / 學習能力參差，進度相差較大。  

2.2.2 學生在繪圖技巧方面根基薄弱，表達能力不足。  

2.2.3 學生對理論學習興趣較弱，書寫和表達能力欠理想。  

2.2.4 學生的創意思維能力薄弱。  

  

3. 本年度關注事項  

3.1 提升學生溝通和表達能力  

3.2 生涯規劃教育  

3.3 提升 IT 基礎設施以配合電子學習 (e-Learning)  

  

4. 執行計劃  

  

項目 
重點+ 

目標 
策略/工作 

時

間

表 

成功指標 評估  方法 

4.1   3.1 

提升學生

溝通和表

達能力 

1.1 加強學生的繪圖技巧訓練有

助提升學生在設計上構思創新意

念時的表達能力和增強自信心。 

1.2 把心智圖運用在創意思維訓

練中，有助提升學生的組織及表

達能力。 

1.3 在工場的習作中，要求學生

全

學

年 

---7 成學生認同繪圖

技巧訓練、心智圖

運用和評估演說有

助提升溝通和表達

能力。 

學生自評問卷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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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分鐘作評估演說，能提升學

生的口語表達能力。 

4.2   3.3 

提升 IT 

基礎設施

以配合電

子學習 

(e-

Learning) 

2.1 透過課程的調適、參觀、講

座和比賽讓學生對 STEM 教育有

更多的認識，從而提高他們的創

造力。 

2.2 透過學習電腦輔助設計和製

造，並購置一部立體掃描機和更

新一部鐳射切割機等，讓學生有

更多機會體驗創作的樂趣，打破

製造上的局限。 

全

學

年 

---7 成學生認同課程

的調適、參觀、講

座和比賽等活動有

助加深了解和認識

STEM教育，從而提

高他們的創造力。 

 

---7 成學生認同購置

一部立體掃描機和

更新一部鐳射切割

機等，讓學生有更

多機會體驗創作的

樂趣，打破製造上

的局限。 

學生自評問卷 

（附件 1） 

  
5. 財政預算  

  
項目  活動  所須購買的物品 / 服務  金額  

1. Class teaching Consumables $30,000 

2. S1-4 Project competition prize Cups/Trophies $1,000 

3. Inno-Tech Centre furniture Benches/Chairs $10,000 

4. 

IT equipment / software / Laser Cutter, 

3D Printers(3 sets) maintenance/ repair/ 

replacement 

 $15,000 

  總開支 $66,000 

  
6. 工作計劃小組 

  科主任：黃錦光老師 

 組  員：鄧偉民老師、廖偉利老師、區滿志老師、羅文生老師、梁耀賓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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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設計與應用科技科學生問卷(2017/18)  

  

本份問卷的目的是透過不記名的方式，收集你對本科的意見，希望能夠幫助本科未來的發展。 

請依據你的看法，選出（）一個最能表達你意見的選擇。  

  

就讀班級：  S1  S2  S3  S4  S5  S6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

意  

1.  我認同繪圖技巧基礎穩固，能有助提升設計表達能

力和增強自信心。 
    

2.  我認同習作評估演說，能有助提升口語表達能力和

增強自信心。。 
    

3.  我認同掌握心智圖的應用技巧有助提升我的組織和

創意能力。 
    

4.  我關注和欣賞本校設計與應用科技科展櫃內的同學

優秀設計作品和市場上具創意的設計產品，從而啟

發我的創意思考和提升鑑賞能力。 

    

5.  我認同透過參觀、講座和比賽讓學生對 STEM 教育

有更多的認識，從而提高我們的創造力。 
    

6.  我認同透過學習電腦輔助設計和製造，能親身體驗

現今工業生產過程的實況，亦有助對 STEM 教育有

更多的認識。 

    

7.  我認同透過參與不同的創新科技活動，讓學生有更

多機會體驗創作的樂趣，有助提升對 STEM 教育的

興趣。 

    

 其它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問卷完  --- 

(謝謝你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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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科周年計劃 (2017/18)  

1. 本組目標本課程旨在幫助學生：  

1.1 培養從經濟學角度探究人類行為及社會議題的興趣；  

1.2 掌握經濟學的基礎知識，了解身處的世界；  

1.3 藉著培養經濟分析的能力，具備對不同議題進行推論及理性選擇的能力，以   加強

終身學習的能力；  

  

2. 本組現況  

2.1 優點：  

2.1.1 本科組內的老師教學經驗豐富，能有效地掌握教與學的技巧。  

2.1.2 本科組的老師樂於學習或進修，積極參加不同的研討會或工作坊，引入新的教

學方法及理念以提升教學質素。  

2.1.3 本科老師樂於在教學上運用資科技，加強學生的學習成效及提高教學效能。 

2.2 有待改善的地方  

2.2.1 部份同學欠缺動力，對學習興趣不大。  

2.2.2 部份同學依賴性強，分析能力欠佳，經常期待老師給予答案。  

2.2.3 部份同學書寫表達能力較弱，答題技巧不足。  

2.2.4 部份同學對學理理解能力較弱。  

2.2.5 同學學習差異較大。 

  

3. 本年度關注事項：  

3.1 提升學生溝通和表達能力  

3.2 生涯規劃教育  

3.3 提升 IT 基礎設施以配合電子學習 (e-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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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執行計劃  

項

目  

重點＋目

標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指標  評估方法  

4.1  3.2  安排學生參與經濟

科參觀和講座，增

加學生對探索本科

出路的認知  

全年  期終時進行抽樣

問卷調查中有 

60%以上學生同

意有關參觀和講

座對學生認知本

科的出路有幫

助。  

問卷  

4.2  3.1+3.2  推 廣 課 外 閱 讀 活

動例如剪報等，從

而 加 強 同 學 對 現

今 商 業 世 界 的 關

注和興趣。  

全年  60%以上同學認

同課外閱讀能加

強他們對商業世

界的關注。  

問卷  

  

5. 財政預算  

撥款來源  用途  金額  

  購買書籍及有關的教具  $2000  

 總開支 $2000 

  

  

6. 工作計劃小組  

科主任﹕傅子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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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Plan for English (2017/18)  
  

1.  Purposes   

1. To raise students’ interest and ability in learning English.  

2. To encourage English learning inside and outside lessons.  

3. To prepare students for public examinations.  

2.  Current Situation  

2.1 Strengths:  

2.1.1  We have a team of English teachers who have good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of our   

students.  

2.1.2  We have good support from the school in terms of extra funding, resources and 

manpower.  

 2.1.3  Support from service-providers, publishers and the community is readily available.  

  

2.2 Areas for Improvement:  

 2.2.1  More efforts are needed to motivate students to learn English.  

 2.2.2  Students do not have the basic grammar and vocabulary essential for learning English.  

 2.2.3  The Curriculum can be further fine-tuned to cater for learner diversity.  

3. Major Concerns for this year:  

3.1 Improving students’ writing and speaking skills   

3.2 Exploring opportunities to promote Life Planning Education through the English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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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mplementation Plan   
  

Items 

Key 

Areas 

+ 

Aims 

Plan/ Activities 
Time 

schedule 

Success Indicators 

 
 Evaluation 

Methods 

 

 

3.1 

& 

3.2 

Exploring opportunities to 
promote Life Planning 
Education through the 
English Curriculum and 
improving students’ writing 
and speaking skills    

i. Curriculum Design  

To include different aspects of 

Life Planning Education into the 

curriculum of different levels:   
S.1: Myself 

S.2: Fashion  

S.3: Dream Jobs 

S.4: Sports & Sports People 

S.5: Popular Culture  

S.6: Social Issues  

 Students will be given 
opportunities to write and 
talk about the above topics.  

 Reading aloud will be made a 
class routine. 

 More open-ended questions 
will be included in lessons 
and exam papers  

 Presentation and discussion 
skills will be introduced in 
S.1-S.3 and developed in S.4-
6.  

ii. To adapt the S.1-3 

Curriculum to strengthen 

speaking and writing skills 
 

Whole 

year 

  

  

 A teaching 

Package on the 

captioned topics 

is produced with 

quality.  
  

 80% of the 

teachers involved 

agree that the 

inclusion of these 

topics can 

improve students’ 

awareness of Life 

Planning.   

  

 

 

 

 

 

 A teaching 
package for S1-3 
will be produced 
with quality. 

 Teachers’ 

comment on 

the Schemes of 

Work and 

teaching 

packages. 

 

 Feedback from 

teachers and 

students. 

 Activity 

participation 

records and 

observation of 

students’ 

performance. 
 

 Questionnaires 

to collect 

feedback from 

students about 

the extended 

learning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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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iii. English Enrichment 

Programmes 
 To run Extended Learning 

Activities to consolidate the 
knowledge gained in lessons 
about Life Planning. 

S.1: Inter-class presentation 
competition: 

 Myself 
S.2: Inter-class Fashion 

Design competition 
with presentation 

S.3: Inter-class essay 
competition:  

My Dream Jobs 
S.4: Inter-class General 
Knowledge Quiz 
S.5: Inter-class Talent Show  
S.6: Essay competition on 

Social Issues 

iv. S.1-S.5 – To enter and train 

students for HK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v. To join the Inter-school 

Drama Festival and put up a 

performance 

 

vi. To join Inter-school Debate 

Competitions 

 

vii. To organize regular lunch 

and after-school activities in 

the English Corner to boost 

the English-learning 

environment, with some 

activities organized on form 

or class basis. 

  

Whole 

Year 

 The EEP 

activities are 

carried out on 

schedule. 

70% of the teachers 

agreed that the 

activities are 

useful in 

promoting 

students 

awareness of life 

planning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80 % of the 

verse-speaking, 

drama and debate 

participants 

agreed that they 

have better 

confidence in 

public speaking.  

 

 All teachers help 

to organize 

activities in the 

English Corner 

and agree that the 

activities are 

useful to boost 

the English 

environment. 
 

 All students have 

the chance to 

attend the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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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udget:  

  

Source of 

income:  
Resources / services  Amount  

835-303 
Books, Consumables, DVDs, games, Prizes & 
Stationery  

18,000.00 

835-138 S.1 Bridging Programme 15,000.00 

404-000 Furniture for English Corner 10,000.00 

ECA Healthy Cooking Competition and other activities 15,000.00 

SBASSP Tutorials, courses & workshops 20,000.00 

 Total    93,000.00 

  

6. Programme Team:  
  
 HOD:    Ms. SS Poon  

      Ms. TK Tang       

Members:  Mr. C Lee    

      Mr. WK Yuen  

Ms. YL Louie     

Mr.  Peter Russell  

Ms. KL Chu   

          Ms. MH Wong    

          Ms. BS Kwan   

          Ms. YK Wan  

Ms. PH Yip  

            Ms. KY F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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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工作計劃 ( 2017/18 )  

1. 本科組目標  

1.1 讓學生認識及了解有關地理的概念。  

1.2 讓學生加深對香港、中國及其他地方的認識。  

1.3 讓學生掌握基本的地理技能及探究能力。  

1.4 讓學生掌握基本能力，例如溝通、思考、分析、運算等，以進行地理探究及應付生

活上的需要。  

1.5 讓學生能欣賞大自然的美及體會人類各種不同的生活情況。  

1.6 讓學生認識國際團結及合作的重要性。  

   

2. 本科組現況  

2.1 優點 :  

2.1.1 本科組內的老師教學經驗豐富，能充分合作，共同備課，並互相分享教材。  

2.1.2 本科組的老師樂於學習或進修，積極參加不同的研討會或工作坊，引入新的教

學方法及理念以提升教學質素。  

2.1.3 本科老師樂於在教學上運用資訊科技，加強學生的學習成效及提高教學效能。  

2.1.4 地理室設備完善，內有投影機、電腦、實物投影機、聰明板、電視及錄影機

等，方便教與學的進行。  

   

2.2 有待改善的地方 :   

2.2.1 學生的表達能力欠佳，老師在課堂上可給予他們更多機會作討論或分享。  

2.2.2 部分學生欠缺學習興趣，本科可安排更多不同的活動如參觀、考察或比賽等引

發他們的學習動機。  

2.2.3 學生學習能力稍遜，欠交功課情況普遍，部分功課質素欠佳，本科老師可配合

校方政策作課後指導。  

2.2.4 部份學生難以掌握地圖閱讀技能，面對有關地圖閱讀的問題時表現有待改善。  

  

3. 本年度關注事項  

3.1 提升學生的溝通的表達能力。  

3.2 生涯規劃教育。  

  

  

  



 

64   

4. 執行計劃  

項

目  

重點 + 

目標  

策略/ 工作  時間

表  

成功指標  評估方

法  

4.1  3.1 

 

1.1 以獎勵形式，鼓勵學生於課

堂中多發問，多回答問題。  

1.2 於課堂中加插小組活動，提

供學生表達及溝通機會，並訓

練他們整理資料的技巧及培養

學生作小組滙報的勇氣和自

信。  

1.3 修訂評估及課業設計，有系

統地教授各種答題技巧。  

全年  (1) 70%學 生 認 同 獎

勵、課堂活動、評

估及課業設計能有

提升他們的溝通及

表達能力  

(2) 70%學生認同課堂

活動，能培養他們

的正面人生態度，

考察及參觀能提升

他們對社會的了解

及認知。  

問卷 

調查  

4.2  3.2 2.1 透過課堂活動，培養正面的

人生態度，建立正確的價值

觀，確立日後良好的工作態

度。 2.2 透過考察、參觀，提

升學生對社會各範疇的了解、

認知，為生涯規劃作好準備。  

全年  

  

5. 財政預算   

項目  撥款來源  所須購買的物品 / 服務  金額  

1  185  購買 USB Floppy Disk 32GB     $1,200 

2  185  購買小禮品(原子筆,直尺,筆袋等)    $800 

3  ECA  租用考察用旅遊巴   $6,000 

      總開支 :  $8,000 

6. 工作計劃  

科主任﹕ 張惠芳老師                              

組員﹕黃兆德老師 、 林惠展老師  、 黃美恆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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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Plan for Integrated Science (2017/18)  
  

1 Purpose  

1.1 To develop students’ curiosity and interest in science.  

1.2 To develop students’ ability to inquire and solve problem.  

1.3 To develop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skills for students to study NSS Biology, Chemistry 

and Physics.   

2 Current Situation  

2.1 Strengths:  

2.1.1 Teachers have strong Science background and experience in teaching NSS Biology, 

Chemistry and Physics.  

2.1.2 Teachers are conversant with the Science curriculum and enthusiastic in the Science 

education.  

2.1.3 The laboratory is well equipped.  

2.1.4 Desktop computer, projector and visualizer are installed in the laboratory. Teachers 

can use e-learning materials easily.  

2.1.5 Most students are co-operative and have strong interest to conduct experiments.   

2.2 Areas for Improvement:  

2.2.1 Students need to improve their motivation in their studies.  

2.2.2 Students should improve their basic scientific skills (e.g. record the reading of 

thermometer, using measuring cylinder, plotting graph).  

2.2.3 Students should improve their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skills.   

3 Major concerns for this year:  

3.1 Build up IT Infrastructure for e-learning  

4 Implementation Plan  

Items  Key Areas  

+ Aims  

 Plan / Activities  Time 

Schedule  

Success 

Indicators  

Evaluation  

Method(s)  

4.1  3.1 Cross-curricular STEM 

program to improve 

integrated skills 

Whole 

year 

70% of 

students show 

good 

performance 

Student work, 

Teacher observation 

  

5 Budget:   

  Source of income Resources / Services  Amount 

 STEM grant Equipment, consumable HK$ $7500 

   6 Programme Team:  
HOD : Mr. TSUI Y.H. 

Member: Miss WU H.K., Mr. CHEUNG S.Y., Mr. LEUNG Y.B., Mr. SHUM T.S. 

Ms LAI Y.H.,  Mr. FONG 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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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科周年計劃 (2017/18)  

1. 本科組目標  

1.1 擴闊學生的視野和學習技能，提高他們對本地社會及現代世界的認知，並培養學生對

現存問題之批判能力。  

1.2 培養學生處理資料的能力和技巧，包括搜集、整理、表達、闡釋和評估資料等能力，

以助學生作出合理及明智的判斷。  

1.3 鼓勵學生獨立思考，從不同角度探討問題。  

  

2. 本科組現況  

   優點 :  

2.1.1 本科組內的老師富有團隊精神，能充分合作，共同備課，並互相分享教材。  

2.1.2 本科組的老師樂於學習或進修，積極參加不同的研討會或工作坊，引入新的教

學方法及理念以提升教學質素。  

2.1.3 本科的課程內容及授課方法以學生為中心，老師的角色為「推動者」而非導

師，對學生或有一定的吸引力。  

2.1.4 本科以中文授課，不存在語言障礙。  

  

   有待改善的地方 :   

2.2.1 由於本科的課程內容以問題形式顯示探究路向，老師需用大量時間選取適當的

教材以切合學生的需要。  

2.2.2 由於本科科任老師多屬兼教老師，科組成員流動性大，在課程規劃及工作安排

上構成一定的困難。  

2.2.3 大多數學生在中學階段的學習，多處於被動的位置，鮮能主動發表意見。  

2.2.4 學生的分析能力及語文水平不高。  

2.2.5 大多數學生沒有每天閱讀報刊雜誌的習慣，對時事的認知了解委實不足。而且，

大量的資料或新論點不斷湧現，學生整理、分析及評估資料的能力尚待改善。  

  

3. 本年度關注事項  

3.1 提升學生的溝通和表達能力  

3.1.1 培養學生的書面表達能力，從而提升學業成績。  

3.1.2 培養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從而提升自信。  

3.2 生涯規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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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讓學生認識自己，培養正面的人生態度，建立正確的價值觀，確立日後良好

的工作態度。  

3.2.2 提升學生對生涯規劃的認知，為生涯規劃作好準備。  

3.3 提升 IT 基礎設施以配合電子學習 (e-Learning)  

3.3.1 老師參與有關電子學習的專業培訓  

  

4. 執行計劃  

項目  重點+目標  策略/ 工作  時間表  成功指標  評估方法  

4.1  3.1+3.1.1  舉辦答題技巧訓練課程及

運用校本答題技巧訓練教

材，強化學生的書面表達

和答題技巧，提升學生的

應試能力。  

全年  (1) 70%的學生認同答題技

巧訓練能強化他們的書面

表達和答題技巧，提升他

們的應試能力。  

(2) 70%的科任老師認同答

題技巧訓練能強化學生的

書面表達和答題技巧，提

升學生的應試能力  

(1) 問卷調

查 

(2) 訪問 

4.2  3.1+3.1.1  

+3.1.2  

配合校內訂報安排，中四

及中五兩級每星期每班在

通識課內最少安排一次 5-

10 分鐘的學生新聞匯報，

藉此創設平台讓學生公開

演說，提升學生口語表達

的自信和能力。  

全年  (1) 60%的學生認同新聞匯

報及新聞評論工作紙能提

升他們的口語表達的自信

和能力。  

(2) 70%的科任老師認同新

聞匯報及新聞評論工作紙

能提升學生的口語表達的

自信和能力。  

(1) 問卷調

查 

(2) 訪問 

4.3  3.2+3.2.1  透 過 講 座 / 参 觀 / 考 察 活

動，擴闊學生視野，培養

學生對己對人的責任感和

承擔精神。  

全年  (1) 60%的學生認同講座/     

參觀/考察活動能擴闊他們

的視野，培養他們對己對

人的責任感和承擔精神。  

(2) 70%的科任老師認同講    

座/參觀/考察活動能擴闊學

生的視野，培養學生對己

對人的責任感和承擔精

神。  

(1) 問卷調

查 

(2) 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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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3.2+3.2.1  強化學生在課堂內摘錄筆

記的技巧，藉此培養學生

良好的學習習慣及態度。  

全年 (1) 60%的學生認同在課堂    

內強化他們摘錄筆記的技

巧能培養他們良好的學習

習慣及態度。  

(2) 70%的科任老師認同在  

課堂內強化學生摘錄筆    記

的技巧能培養他們良    好的

學習習慣及態度。  

(1) 問卷調

查 

(2) 訪問 

4.5  3.3 + 3.3.1  科任老師參與由教肓局或

有關機構舉辦的電子學習

培訓課程。  

全年 (1) 每位科任老師參與由    

教肓局或有關機構舉辦的

電子學習培訓課程全年最

少三小時。  

(2) 70%的科任老師認同參    

與培訓課程能增加他們    推

行電子學習的信心。  

訪問 

4.6 3.3 在六個學習單元中各選取

最少一個課題設計及製作

包含電子學習元素的學習

及教學材料，藉此推動學

生自主學習及加強課堂的

互動。 

全年 (1) 科組教材存檔 

(2) 60%的學生認同電子學

習能推動他們自主學習及

加強課堂的互動。 

(3) 70%的科任老師認同電

子學習能推動學生自主學

習及加強課堂的互動。 

(1) 科組

教材

存檔

紀錄 

(2) 問卷

調查 

(3) 訪問 

  

5. 財政預算   

項目  撥款來源  所須購買的物品 / 服務  金額  

1   通識參考書  $2,000 

2   班本獎勵計劃禮物  $2,000 

3   通識科專用教學印章  $1,200 

4  批判性思考及寫作技巧提升班(卷二)(中四及中五)  $20,700 

5  批判性思考及寫作技巧提升班(卷二)( 進階班)  $20,700 

    總開支      $46,600 

6. 工作計劃小組  

         科主任﹕黃志明老師  

組員﹕張錫源老師、黃兆德老師、余健峰老師、林惠展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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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周年計劃 (2017/18)  

1 本組目標  

培養學生：  

1.1 邏輯、科學性的思考模式；與及清晰的分析力及表達能力，以解決日常生活各情境

問題。 

1.2 建立批判性思考、創意、構思、探究、及數學推理能力。 

1.3 與別人溝通及能以數學語言清楚和邏輯地表達意見的能力。 

1.4 對數學學習持正面態度及欣賞數學中的美學及文化。 

  

2 本組現況  

2.1 優點：  

2.1.1 本科組同事能夠彼此溝通，互相合作，發揮團隊精神。  

2.1.2 同事積極教學，願意付出課外時間，為個別班級，小組或同學補課或溫習。  

2.1.3 同事樂於學習和進修，經常參與科目關聯講座或工作坊，提昇教學效能。  

2.1.4 校方聘有數理科教學助理，協助各同事處理一般非教學職務。  

  

2.2 有待改善的地方：  

2.2.1 初中學生的算術基礎薄弱。  

2.2.2 學生學習態度不積極，學習比較被動。  

2.2.3 學生在學習數學方面未能掌握正確和有效的方法。  

3 本年關注  

3.1 提升學生溝通和表達能力  

3.2 生涯規劃教育  

3.3 提升 IT 基礎設施以配合電子學習 (e-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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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執行計劃  

項

目  

重點+目

標 

策略/工作  時間  成功指標  評估方法  

4.1  3.1 提升學生溝通和表達能力  

 加強學生作答「解說

題」的能力  

 推廣課外延伸閱讀活

動。  

  

  

全年  

 20%學生功課選題上加入解

說題  

 50%學生能完成「解說題」 

 中一至中五全學年進行一次

或以上課外延伸閱讀活動 

  

 老師問卷  

 課堂、功

課表現  

 考試表現  

  

4.2  3.2 生涯規劃教育  

 以獎勵計劃培養學生

自我管理能力，準時

遞交功課 

  

全年  

  

  

 50% 或以上的同學能準時遞

交功課  

  

  

 功課紀錄  

 獎勵計劃

獲獎學生

人數  

4.3 3.3 配合電子學習 (e-

Learning)/STEM 教育 

全年  中一至中五全學年進行一次

或以上電子學習教育 

 活動紀錄

和獎勵 

  

5 財政預算  

撥款來源  用途   金額  

OEP  數學教材 (2 套)   $5,000  

數學比賽培訓班 (2 課程)   $5,000  

獎勵計劃 – 奬品   $3,000  

中三 (TSA) 數學補習班 (2 課程)   $6,000  

SBASSP  初中數學補習班   $16,000  

  總開支 $35,000  

  

6 工作計劃小組  

科主任： 王武友老師 (高中)、張嫣琪老師 (初中) 

組員： 蔡偉強老師、黃育雲老師、陳志剛老師、石民健老師、李慧蘭老師、許漢華老

師、計凱諾老師、葉文康老師、沈德成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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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Plan for Music (2017/18)  

  

1. Purposes  
  

To enable students:  

1.1 to cultivate music as their lifelong interest;  

1.2 to develop musical skills in instrumental playing and score reading;  

1.3 to nurture aesthetic sensitivity and understand the contributions of music to people’s live and 

society at large.  

  

2. Current Situation  

2.1 Strengths:  

 2.1.1  The music room is well equipped with audio-visual devices.  

2.1.2    S1 to S5 students are allocated with one music lesson per week.  

 2.1.3  Some students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Wind and Brass instruments.  

  

2.2 Areas for Improvement:  

 2.2.1  The musical atmosphere of the school is weak.  

  

3. Major Concerns for this year:  

3.1 Cultivate Students’ Oral Presentation Skills 

3.2 Promote Life Planning Education through music education 
   

  

 4.  Implementation Plan   

Items  
Key  

Areas  
Plan/ Activities  

Time 

Schedule  Success Indicators  
Evaluation 

Methods  

1  3.1  

Cultivate Students’  

Oral Presentation  

Skills  

Each student will be 

asked to present 

subject matter taught 

in the previous lesson 

orally during lessons.  

Throughout 

the year 

3 sessions of 

presentation during 

music lessons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present 

individually and 

assessed according 

to the marking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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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2  

Promote Life Planning  

Education through 

Music education 

i. School Choir: 

Develop students’ 

ability in score 

reading and vocal 

techniques. 

ii. Wind Band: Develop 

students’ ability to 

perform as a member; 

outstanding members 

will b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conducting.  

iii.  Music instrumental 

classes: Help students 

to attain international 

qualifications in 

ABRSM or Trinity 

College exams.  

Throughout 

the year in 

lunch time 

and after 

school 

Number of intake of 

participants,  their 

attendance in music 

activities and results in 

international exams: 

i. School Choir – 70 

members, with an 

attendance of 80%. 

ii. Wind Band -  
70 students with an 

attendance of 80%. 

iii. Music 

Instrumental Classes – 

80% passing rate in 

international exams. 

 

 

 

 

i.  School Choir:   
a) No. of choir  

members  
b) students’  

attendance  
  
ii. Wind Band:   

a) No. of 
members  
b) students’ 
attendance  

iii. Music  
Instrumental 

Classes: passing 
rate in 
international 
exam.  

  

5. Budget:  

Items  Source of income:  Resources / services  Amount  

1  LWL Transportation fee 10,000 

2  835-303 One lot of music instruments 60,000 

3  LSG, DLG, ASSP Instrumental Classes Funds 200,000 

4.  835-303 Instruments Maintenance 10,000 

5 835-303 One lot of consumables for 

instruments 
12,000 

    Total  292,000 

  

6. Programme Team:  

HOD﹕     Chui Ka Chun 

Member﹕Tang Wai Man,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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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科工作計劃 (2017/18)   

1. 本科/組目標  

1.1 培養學生對本科的學習興趣及良好學習態度。  

1.2 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包括協作能力、分析能力、獨立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1.3 加入認識與本科出路相關的升學或就業活動，以協助學生作生涯規劃。  

  

  

2. 本科/組現況  

2.1 優點：  

2.1.1 物理科擁有經驗豐富的老師及實驗室技術員，科組的同工合作精神良好。  

2.1.2 本科老師積極交流和分享，願意不斷優化教學策略及課業設計。  

2.1.3 物理科的設備優良，因應新課程而配備了所需儀器。  

2.1.4 校方在物理科課程發展上大力支持。  

  

2.2 有待改善的地方  

2.2.1 學生的學習基礎較弱，掌握物理概念較差。  

2.2.2 部份同學在改用英語學習上會遇上困難。  

2.2.3 學生語文基礎薄弱，文字表達能力不足。  

  

  

3. 本年度關注事項：  

3.1 提升學生的溝通和表達能力  

3.1.1 培養學生的書面表達能力，從而提升學業成績。  

3.1.2 培養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從而提升學生們的自信心。  

  

3.2 生涯規劃教育  

3.2.1 提升學生自我管理能力，培養學生的責任感。  

3.2.2 提升學生對生涯規劃的認知，為生涯規劃作好準備。  

3.2.3 於各科組課程及學習活動中引入生涯規劃教育的相關元素，讓學生了解課

程及學習活動與升學就業的關係。  

  

3.3 提倡及推動電子學習 (e-Learning) 

3.3.1 老師參與有關電子學習的專業培訓。 

3.3.2 推動電子學習，豐富教學策略，提升學與教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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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執行計劃  

項目 重點+目標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指標 評估 

方法 

4.1 3.1.1 於高中增加給予學生實

驗滙報及撰寫實驗步驟

的機會以提升學生表達

能力及分析能力。 

全年 高中能完成兩次

實驗滙報 

老師 

觀察 

4.2 3.1.2 要求學生交齊功課，培

養學生責任感。 

全年 70%學生準時交齊

功課。 

老師 

統計 

4.3 3.2.3 在高中安排與本科有關

的升學或就業活動 

全年 70%參加學生認為

活動有助其認識

與本科相關的升

學或就業途徑 

問卷 

調查 

  

5. 財政預算  

用 途  預算  撥款來源  

實驗室儀器及消耗用品  $6,000 185 

購買雪櫃  $2,500 185 

購買文具  $10,000 149 

購買圖書  $4,000 Library Fund 

總開支 $22,500  

  

6. 工作計劃小組  

  

科主任﹕鍾麗萍老師 

組員﹕ 崔逸興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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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周年計劃 (2017/18)  
  

1. 本組目標  

1.1 協助學生建立積極且健康的生活模式。  

1.2 透過身體活動為學生提供優質而全面的全人教育。  

1.3 發展學生的共通能力，包括協作能力、溝通能力、創作力和批判性思考能力，提昇他們

的審美能力，並培養他們的正確價值觀和態度及自信心，為終身學習和全方位學習建立

良好基礎，敢於面對挑戰 。 

1.4 透過運動技巧的教授，提升學生的協調能力和體適能 。 

2. 本組現况  

2.1 優點  

2.1.1 學生喜愛體育活動，體育教師都受過專業訓練且熱愛教學  

2.1.2 學校支持推廣體育  

2.1.3 社會上普遍認同體育會增進健康  

2.1.4 學校安排全校每班每星期二節體育課  

2.1.5 學校能善用社區及公共設施以提升體育教學  

2.1.6 學校已建立了一套统一的體育評估方法  

2.2 有待改善的地方  

2.2.1 禮堂因學校借用作其他用途，故未能善用作體育課教學  

2.2.2 初中學生的體適能水平偏低  

2.2.3 男生和女生的人數比例差異太大，影响了每班上課人數  

  

3. 本年度關注事項  

3.1 提升學生溝通和表達能力  

3.2 生涯規劃教育  

3.3 提升 IT 基礎設施以配合電子學習 (e-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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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執行計劃  

項目  重點+ 

目標  

策略  時間表  成功指標  評估方法  

4.1  3.1 

 

老師在每班課堂中施行小組

互評方法，讓學生用說話指

出組員練習時的表現  

全年  全部體育老師認為互

評能提升學生的口語

表達能力，從而提升

學生的自信，學生認

為互評能提升學生的

口語表達能力 

觀課 

問卷調查 

4.2  3.2 安排中五、中六進行紀律部

隊招聘的相關體適能測試，

讓學生知道應考的標準  

上學期  80%學生認為測試能

幫助他們認識投考紀

律部隊體能部份 

問卷調查 

4.3  3.2 獎勵計劃  

設體適能獎勵計劃、體育科

獎勵計劃及傑出運動員選舉  

上下學期  全部體育老師認為獎

勵計劃可以鼓勵學生

積極參與體育活動 

80%學生認為獎勵計

劃可以鼓勵學生積極

參與體育活動 

問卷調查 

  

5. 財政預算  

撥款來源  用途  金額  

ECA 獎牌及獎盃 $12,000 

SMI 校隊訓練 $121,000 

835-303 科組體育用品 $23,400 

835-303 科組體育用品 $12,200 

835-303 科組體育用品 $4,440 

ECA 訓練班 $16,000 

SMI 中一運動興趣班 $46,400 

ECA 課堂支援 $16,800 

總開支 $189,040 
  

6.工作計劃小組  

科主任﹕傅文正老師 

組員﹕    周志歡老師、羅永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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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科工作計劃 (2017/18)  

1. 本科目標  

中一：  

1.1     讓學生掌握普通話的發音技巧。  

1.2     學生能以普通話說出簡單的日常生活用語。  

中二：  

1.3     學生能掌握漢語拼音的方法。  

1.4     使學生認識普通話中的兒化韻及其發音的技巧。  

1.5     學生能以普通話與他人作簡單交談。  

中三：  

1.6    使學生全面認識漢語拼音系統從而加強學生的自學能力。  

1.7   學生能掌握輕聲詞及兒化韻的發音技巧及其作用。  

1.8   使學生了解句子聲調和語氣變化所表達的不同意思。  

  

  

2. 本科現況  

2.1   優點：  

2.1.1  任教的老師接受過普通話師資訓練，並通過語文基準考試，取得認可資格。  

2.1.2  本校設有普通話學會，有利正規課程與課外活動互相結合。  

2.1.3  本校設有多媒體語言教學室，學生能透過電腦更有效地學習普通話。  

2.2    有待改善的地方：  

2.2.1  學生水平參差，學習進度各異。  

2.2.2  中三年級每循環週只得一教節， 教學時間極之不足。  

2.2.3  部分學生的學習興趣低落。  

  

3. 本年度關注事項  

  

3.1 提升學生溝通和表達能力 

3.2 生涯規劃教育 

3.3 提升 IT 基礎設施以配合電子學習 (e-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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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執行計劃  

項目  重點+目

標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指標 評估方法 

4.1  3.1 提升學生溝通和表達能力 

1.1 增設說話活動，例如短講、

朗讀、發表意見、分享、滙

報等，培養學生的口語表達

能力，從而提升學生自信。 

1.2 鼓勵學生參加校際朗誦節、

演講比賽,創設更多讓學    生

公開說話的平台。 

全年 

7 成同學的

溝通能力和

表達能力提

升了。 

 

8 成參加比

賽的同學拿

到優異成績 

比賽成績、觀察、

口試的分數 

 

 

4.2  3.2 生涯規劃教育- 提升自我管理能力: 

 2.1 鼓勵同學每堂帶齊課本, 完成家

課及準時交功課, 若同學自我管理

能力良好, 本科會蓋奬印以作鼓

勵。 

2.2 透過課堂活動，培養學生正面

的人生態度，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確立日後良好的工作態度。 

全年 

抽樣問卷調

查中有 60%

以上學生同

意計劃有效

加強自我管

理能力。 

數據 

  

5. 財政預算  

  

項目 所須購買的物品/服務 預算 

1 參考書 $1,000 

2 標音易漢語拼音系統 $1,800 

3 校外朗誦指導班 $8,000 

4 校外演講技巧班 $5,000 

 總開支          $15,800 

  

6. 工作計劃小組     

科主任﹕趙陽老師 

組員﹕   馬樂謙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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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覺藝術科周年工作計劃(2017/18)  
  

1. 目標：  

  

1.1 提高學生對視覺藝術知識的認知能力；  

1.2 提高學生對視覺藝術作品的評賞能力；  

1.3 開闊學生的藝術視野，能比較和欣賞不同文化地域的藝術表現；  

1.4 培養學生的創意思維、批判思維、探究精神、合作學習的能力，並能夠在自己的作品中

反映出來；  

1.5 培訓學生掌握不同藝術媒介的創作技巧，提升他們創造作品的能力和興趣；  

1.6 提供多元化的創作和評賞藝術的經歷，培育學生建立美感觸角  

  

2. 檢視現況：  

  

2.1 優勢  

  

2.1.1視藝科教師具專科資格，經驗十分豐富，有利推行課程發展及行政工作；  

2.1.2部份學生對創作視藝作品很有興趣，甚至願意在課後留校改善創作，具培養的潛

力；  

2.1.3視藝學會經常舉辦和推廣校內校外的藝術活動，學生有充足的渠道接觸藝術  

  

2.2 有待提升的地方  

  

2.2.1學生對學習較被動，創作動機有待提升；  

2.2.2學生的專注能力較弱，要持續專心完成作品具一定困難；  

2.2.3學生的思考能力、溝通能力、視覺表達能力不足，對於要完整及有條理地表達自

己的想法表現困難  

2.2.4學生的創意思維和創造力有待提升  

  

3. 學校本年度關注事項：  

  

3.1 提升學生的溝通和表達能力  

3.2 生涯規劃教育  

3.3 提升 IT 基礎設施以配合電子學習 (e-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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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推行計劃：  

項目 重點+目標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指標 評估方法 

4.1   3.1 提升學生的溝通和表達能

力 

1. 初中學生設定藝術評賞

教學，引導學生以書面

表達對作品的回應 

  

2. 高中選修科學生加強藝

術評賞教學，引導學生

運用視覺藝術語言，以

書面表達對作品的評賞 

全年 

初中的評賞習

作有 70%學生

合格  

  

高中的評賞試

卷有 70%學生

合格 

統計數據以學

生習作的合格

率作統計。 

  

5. 財政預算：  

項目  撥款來源  項目 預算支出  

1  835  課堂消耗性物資 (2017 年 4 至 2017 年 3 月) $40,800  

    總開支  $40,800  

  

  

6. 本組成員：  

科主任﹕梁國恆老師 

組員﹕    盧偉業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