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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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育並行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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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中英語文能力，鞏固學習基礎，提升學業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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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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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九龍工業學校三年發展計劃 (2018/19 至 2020/21) 

 關注事項 預期成果/目標 策 略 
時間表 

2018/19 2019/20 2020/21 

1 營造良好的英

語環境及提升

英語學習能力 

1.  加強校園的英語

學習氣氛，增加學

生接觸及運用英

語的機會 

 

1.1 加強跨科組協作，提升學生的英語詞彙

及閱讀能力 

1.2 定期舉辦英語早會，讓學生用英語作科

目知識分享 

1.3 於集隊推廣英語廣播，增加學生說英語

的信心 

1.4 壁報及校園展板，多輔以英文展示，以增

加字庫及句子示例等 

1.5 鼓勵學生參加校外英語朗誦、演講、辯

論、話劇、作文、歌唱等比賽 

1.6 舉辦英語週，提供多元英語活動，以提高

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 

   

2.  改善學生的英語

基礎及英語學習

能力 

2.1 繼續優化課程(如鼓勵有關科目於初中

加入英語延展學習活動)，改善學生的英

語基礎 

2.2 透過強化電子學與教，讓初中學生更有

效學習英語 

2.3 透過引入各類拔尖保底或增潤課程(如

拼音課程、職業英語課程等)提升學生英

語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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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預期成果/目標 策 略 

時間表 

2018/19 2019/20 2020/21 

2 深化生命教育 1. 培養學生正向思

維，增強學生抗逆

能力 

1.1 設立生命教育小組，統籌學校生命

教育的推行 

1.2 功能組別籌劃適切的輔導活動計劃 

1.3 學科於課程中加入正向思維元素 

   

2. 協助學生肯定自

身價值，提升學生

成就動機 

2.1 建立展現學生才能的平台 

2.2 優化學生獎勵計劃    

3. 培養學生自省自

察，促進學生自我

管理，進而履行對

家庭和社會的責

任 

3.1 各功能組別籌劃適切的專題活動，

灌輸學生正確的是非觀 

3.2 各學科於課程中加入生命教育的元

素，引導學生建構正確的道德觀、價

值觀 

3.3 推動班級經營，培養學生的責任感

與反思能力 

3.4 推動服務學習，培養學生關心社會 

   



 

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學年 

各科組周年計劃 

目 錄  

 A. 功能組別 頁 

學術事務組 5 – 6 

生涯規劃教育組 7–10 

環境教育組 11 – 12 

資優教育組 13 – 14 

學生輔導組 15 – 18 

德育及國民教育組 19 – 20 

校本學生支援組 21 – 23 

訓育組 24 – 27 

社會服務組 28 – 29 

教師發展組 30 – 31 

STEM 教育 32 

學生家長辦事處 33 – 34 

其他學習經歷 35 – 36 

全人發展獎勵計劃 37 – 39 

學會活動及海外交流組 40 – 42 

   



 

 B. 科 組  頁  

 應用學習-航空學  43 – 44  

 生物  45 – 46  

 企業會計與財務管理  47 – 48  

 化學  49 – 50   

 中國語文  51 – 52 

 中國歷史  53 – 54  

 電腦認知、資訊及通訊科技  55 – 56  

 設計與應用科技  57 – 59  

 經濟  60 – 61 

 英國語文  62 – 64  

 地理  65 – 66  

 科學  67 – 68 

 通識  69 – 70 

 數學  71 – 72  

 音樂  73 – 74 

 物理  75 – 76 

 體育  77 – 78  

 普通話  79 – 80 

 視覺藝術  81 –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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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事務組 周年計劃 ( 2018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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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良好的英語環境及提升英語學習能力 

  3.1.1  加強校園的英語學習氣氛，增加學生接觸及運用英語的機會。  

      3.1.2  改善學生的英語基礎及英語學習能力。 

 
3.2 深化生命教育 

3.2.1 培養學生正向思維，增強學生抗逆能力。  

3.2.2 協助學生肯定自身價值，提升學生成就動機。  

3.2.3   培養學生自省自察，促進學生自我管理，進而履行對家庭和社會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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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舉行課後英語興趣

班/英文加強班  

全年 70%以上參加學生認為課

程有助提升其英語能力。 

調查問卷 

4.2 3.2+3.2.3 推行中一功課留堂

班  

 

全年 70%任教中一老師認同有

助學生建立準時交功課的

習慣。 

調查問卷 

 
5. 財政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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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撥款來源 所須購買的物品 / 服務 金額 

1 SMI 學生成就嘉許禮獎品及證書 (學術獎項) $8000 

2 SMI 中一課後考試溫習班 $10000 

3 校本課後學習 精進增潤班及奮進增潤班(英數) $80000 

  總開支： $98000 

 
6. 工作計劃小組 
    監督﹕鄧慧敏副校長 

鍾麗萍老師  ( 組長 ) 

    吳玉晶老師 ( 副組長 ) 

    張嫣琪老師  

梁國恆老師 

    石民健老師 

葉碧霞老師 

    余健峰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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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Planning Education Committee Annual Plan (2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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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years.  A lot of our alumni are now 

successful people in different fields and are dedicated and still concerne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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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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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The world of work changes rapidly and teachers have to keep learning 

about the new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professions and programmes 

offered by different tertiary institutes so as to provide latest information and 

offer the most appropriate advice for students. 

3. Major Concerns for this year: 

3.1 To create a rich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to enhance students’ ability in 

learning English. 

3.2.1 To enrich the English environment in the campus to increase students’ 

exposure to English and use the language. 

3.2.2 To strengthen students’ English foundation and ability to learn English 

effectively 

3.2 To strength life education. 

3.2.1 To cultivate students’ positive thinking and enhance their ability to face 

resilience. 

3.2.2 To help students build positive self-image to motivate them striving for 

achievements. To foster students’ introspective ability to improve their self-

management in families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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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mplementation Plan 

Items 

Key 
Areas  

+ Aims  
Plan/ Activities  

Time 
Schedule 

Success   
Indicators  

Evaluation 
Method(s)  

 4.1 

  

  

3.2+  

3.2.3 

  

Using resource packages / materials 
designed for S.1 – S.5 during Class-Teacher 
periods. 

 

At least 80% of 
students are able 
to finish the tasks 

in the teaching 
materials. 

 

Teachers’ 
observation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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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m 
Periods 
over the 

year 

S.2 Time Management 

S.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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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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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3.2+ 
3.2.1 

Simulation Activities  

Inter-school Mock DSE Day for S.6  

19/1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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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1.1 Interview Workshop for S.6  28/2/2019 All the students 
attended are 
able to 
complete an 
interview.  

Teachers’ 
observation 
of students’ 
performanc
e  

4.4 3.2+3.2.1 Career Counselling Sessions 
- Assisting S.4 – S.6 to make study plan, 

JUPAS choice and expl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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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icati
ons 
 

5 3.1+3.1.2 Vocational English Programme for S.5 Throughout 
the year 

50% of students 
are able to 
complete the VEP 
course.   

Students 
finishing 
the 
course 

5. Budget 

Source of income Resources /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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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U Yeung, CHOW Wai-lam, FU Chi-kit, CHU Wai-tong, NG Yin-

ting Irene, WONG May-hang, YUEN Wing-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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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教育組 周年計劃 (2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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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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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營造良好的英語環境及提升英語學習能力。 
3.1.1 加強校園的英語學習氣氛，增加學生接觸及運用英語的機會。 

3.1.2 改善學生的英語基礎及英語學習能力。 

3.2 深化生命教育 

3.2.1 培養學生正向思維，增強學生抗逆能力。 

3.2.2 協助學生肯定自身價值，提升學生成就動機。 

3.2.3 培養學生自省自察，促進學生自我管理，進而履行對家庭和社會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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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校園的環保壁報板及舉辦科

組活動時，同時附以英語作宣

傳。在兩個學科(通識/地理/科

學)的環保議題中，增加向學生

教導相關英語詞彙。 

全年 超過 70%的學生同

意活動有助增加接

觸及運用英語的機

會 

問卷/習作質素 



12 
 

4.2  3.1 及

3.2 

+ 

3.1.1 及

3.2.3  

與英文科合辦活動，以環保為

議題，增強學生對社會的責任

及促進學生對環保行為的自我

管理。 

全年 超過 70%的學生能

積極參與討論環保

議題。 

全年最少參與一次

英文科活動 

習作質素 

 

4.3 3.2+ 

3.2.3 

透過舉辦跨科組協作活動及外

出參觀，以了解環保問題的情

況和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增強

學生對社會的責任及促進學生

對環保行為的自我管理。 

全年 超過 70%的學生同

意了解社會現況，

增強對社會的責任

及促進學生相關行

為的自我管理 

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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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具(獎品) $400 

 總開支    $2,400 

  

6. 工作計劃小組 

監督﹕ 楊麗萍副校長 

組長: 張錫源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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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年計劃 (2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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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否有特殊學習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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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組現況： 

2.1 優勢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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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校內高能力的學生具不同的才華，富發展潛力 

 

2.2 有待改善的地方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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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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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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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有

效  兼顧高能力學生的學習需要 

 

3. 本年度關注事項： 

3.1 營造良好的英語環境及提升英語學習能力。 

3.1.1 加強校園的英語學習氣氛，增加學生接觸及運用英語的機會。 

3.1.2 改善學生的英語基礎及英語學習能力。 

   3.2 深化生命教育 

3.2.1 培養學生正向思維，增強學生抗逆能力。 

3.2.2 協助學生肯定自身價值，提升學生成就動機。 

3.2.3 培養學生自省自察，促進學生自我管理，進而履行對家庭和社會的責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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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舉辦不同學習範疇的校本資優教

育課程，在課程內容中加入英語

學習元素 

 

初中精英班： 

以植入常規課堂的形式或課後抽

離的形式進行。 

中二及中三均推薦一班參與，每

項課程 6 教節，或 3 小時。 

 

中一英、數資優課程： 

以課後的形式進行。 

在中一推薦英文、數學成績優異

的學生參與，每班約 15 人，每

項課程 6-8 教節，每節 1 小時。 

全學年 在英語課

程中，70%

以上學生

同意課程

增加他們

接觸和學

習英語的

機會；及有

助提升學

習英語能

力。 

 

學生問卷 

 

5. 財政預算： 

撥款來源 用途 金額 

學校常規性撥款 (835-303) 初中資優教育課程費用 (上下學期) $16000 

   

 總開支： $16000 

 

6. 工作計劃小組：  

監督﹕ 楊麗萍副校長 

組長: 梁國恆老師  

組員：  盧偉業老師、石民健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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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輔導組 周年計劃 (2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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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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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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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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良好的英語環境及提升英語學習能力。 

3.1.1 加強校園的英語學習氣氛，增加學生接觸及運用英語的機會。 

3.1.2 改善學生的英語基礎及英語學習能力。 

3.2 深化生命教育 

3.2.1 培養學生正向思維，增強學生抗逆能力。 

3.2.2  協助學生肯定自身價值，提升學生成就動機。 

3.2.3 培養學生自省自察，促進學生自我管理，進而履行對家庭和社會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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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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3.2 + 

3.2.1 

輔導週 
學年中舉辦輔導週，提供平台讓同
學透過不同活動，並以不同組別行
協作合適的輔導活動計劃，灌輸學
生正確的是非觀。 

三月  

70%的學生參
與各項活動，
70%的學生認
同輔導週培養
他們關愛的精
神 

出席率記
錄 
 

輔導週學
生參與紀

錄 

3.2 

3.2 + 

3.2.2 + 

3.2.3 

主題講座及工作坊 

 全年 
 

70% 的學生認同
講座或活動有助
他們建構正確的
道德觀、價值觀
及培養學生的責
任感與反思能力 

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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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 
 

80%學生出席活
動 
 

問卷調查 
 

觀察學生 
 

出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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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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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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正確
的道德觀、價值觀及培養學生
的責任感與反思能力 

70%參與者認同
計劃可以幫助他
們建構正確的道
德觀、價值觀及
培養學生的責任

感與反思能力 

問卷調查 

 區本課後支援計劃( 與小童群益
會合辦) Smart Z 世代成長計劃
2018: 透過以下訓練，提昇學生
的效能感及裝備自己對各項技
能 

70%或以上學生
出席活動 

70%參與者認同
計劃可以幫助他
們建構正確的道
德觀、價值觀及
培養學生的責任
感與反思能力 

出席率記
錄 

 
5. 財政預算 

撥款來源 用途 金額 

SMI  龍的天空輔導組刊物印製 $5,000.00 

SMI  邀請校外團體舉辦講座 $7,000.00 

LWL  學長訓練營 $6,500.00 

ECA  班本/ 小組工作坊物資 $2,000.00 

 總開支 $20,500.00 

   

6. 計劃小組 
 

監督： 楊麗萍副校長 

組長： 黃志明老師 

副組長： 張嫣琪老師，朱嘉玲老師 

組員： 葉偉強老師，余健峰老師，尹嬿琼老師，葉文康老師，黃兆德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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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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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良好的英語環境及提升英語學習能力 
3.2 深化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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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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行本組活動仍然以中文書面

和口語為優先，但會提升英語的

使用機會。在派發給學生閱讀的

資料、書寫的工作紙，會加插相

關的英文詞彙，讓學生溫習和累

積新詞。此外，在不同的環境，

善用英文短語，既加強表達，亦

能幫助學生提升英語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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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生命教育 

舉辦多樣的全校性活動、全級活

動、班本活動及個人活動，讓學

生對不同的題材內容有所認識，

並能從德育、公民教育、國民教

育等多個範疇認識生命及思考

人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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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財政預算  

  撥款來源 用 途 金 額 

5.1 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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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5.2 ECA  無賭博繪畫活動（獎品、材料） $1,500 

2018/19 學年平和基金學校
活動資助計畫 

無賭博寫作活動（獎品、材料） $1,500 

  總開支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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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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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參與教育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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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於 2019/20 學年特殊教育方面的培訓要求，校方已提早完成。 

2.1.8 大部份老師皆有照顧特殊學習需要同學的經驗。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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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工作量及壓力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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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學生的情緒精神方面需要增多。 

 

3. 本年度關注事項 

3.1 營造良好的英語環境及提升英語學習能力 

3.1.1 加強校園的英語學習氣氛，增加學生接觸及運用英語的機會 

3.1.2 改善學生的英語基礎及英語學習能力 

 

3.2 深化生命教育 

3.2.1 培養學生正向思維，增加學生的抗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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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協助學生肯定自身價值，提升學生成就動機 

3.2.3 培養學生自省自察，促進學生自我管理，進而履行對家庭和社會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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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良好的英語環境及提升英語學

習能力 

「晨曦雋語」故事分享 

與輔導組及英文科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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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提升同學說英語的信心。另

外邀請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同學與其

他同學一同參與計劃 

全年 

組內記錄「晨曦

雋語」的時間表

及參與計劃的同

學名單。 

約 25%有特殊學

習需要同學參與

活動 

上下學期各紀錄

一次。 

出席率：有特殊

學習需要同學

出席率達 60% 

「晨曦雋語」的

時間表名同學

名單 

 

上下學期各紀

錄一次。 

4.2 
3.2+ 

3.2.1 

深化生命教育 

協助及鼓勵學生注重學業及培養良
好品德之餘，鼓勵同學訂立目標，
培養正向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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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自己及
他人，協助同學建立正面積極的態
度。 

高中：透過講座、小組活動等，肯
定自身價值，保持正向心理，增強
抗逆能力。 

全年 

選擇部分活動作

問卷調查。 

60% 表示滿意 

年終以問卷調

查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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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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7,829.00  

聘請資訊老師 562,731.12  

外購專業服務 350,000.00 

生涯規劃活動 30,000.00 

融合教育活動 3,000.00 

訓練課程 125,000.00 

雜項 5,000 

總開支 1,723,56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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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嘉怡老

師、崔嘉駿老師、學校社工蘇恒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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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育組 周年計劃 (2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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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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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2.2.3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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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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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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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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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良好的英語環境及提升英語學習能力 
3.1.1 加強校園的英語學習氣氛，增加學生接觸及運用英語的機會。 

3.1.2 改善學生的英語基礎及英語學習能力。 

 
3.2 深化生命教育  

3.2.1 培養學生正向思維，增強學生抗逆能力。 

3.2.2 協助學生肯定自身價值，提升學生成就動機。 

3.2.3 培養學生自省自察，促進學生自我管理，進而履行對家庭和社會的責任。 
 

 

4. 執行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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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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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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學生

成就感，確立積極的人生

觀。 

全年 

(1)全校 50%或以上的

學生認為分享可以

進一步加強自信。 

 

-問卷調查分析 

(學生) 

 

4.2 
3.2＋
3.2.2 

(1) 訓育組與生命教育組籌

劃，擴展以「超級班」

(Super Class)為主題的科組

協作活動，讓中一至中三

學生確立正向思維，建立

自我管理能力。 

全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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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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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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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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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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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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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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學生遲到的比率低

於往年。 

-數據 (統計全

年學生遲到人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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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財政預算 
 

撥款來源 用 途 金 額 

SMI  領袖生議會物資 1,500 元 

SMI  添置校服 2,000 元 

LWL 領袖生訓練營 15,000 元 

835-138 協作計劃 9,000 元 

LWL 探訪院舍 12,000 元 

 總開支 39,500 元 

 

6.  工作計劃小組 

監督﹕ 鄧慧敏副校長 

組長﹕ 林國成老師 

副組長﹕傅文正老師   李慧蘭老師    

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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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惠展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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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組 周年計劃 (2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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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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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良好的英語環境及提升英語學習能力。 

  3.1.1 加強校園的英語學習氣氛，增加學生接觸及運用英語的機會。 

  3.1.2 改善學生的英語基礎及英語學習能力。 

 3.2 深化生命教育 

  3.2.1 培養學生生正向思維，增強學生抗逆能力。 

  3.2.2 協助學生肯定自身價值，提升學生成就動機。 

  3.2.3  培養學生自省自察，促進學生自我管理，進而履行對家庭和社會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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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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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學

生積極正面的人生

態度。 

全年 

80%或以上參與此計

劃的同學均認同計劃

能幫助他們建立積極

正面的人生態度。 

問卷調查  (參

加計劃的學生) 

 

組織不同的校內外

服務，擴闊學生視

野，加深他們對社會

不同背景人士的認

識，從而引起學生反

全年 

70% 學生能夠協助

籌辦或參與最少一次

校內或校外義工服

務。 

統計參加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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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增強他們的抗逆

能力。 

推薦學生參與不同

的校內外分享及提

名學生參與義工獎

勵計劃，增強學生自

信及肯定自我價值。 

全年 

80% 參加「4C 青年義

工領袖計劃」的學生

能夠參與最少一次校

內或校外分享；或獲

提名校內或校外義工

獎項。 

統計參加人數 

籌辦與動物相關的

服務，堷養學生民胞

物與的精神，除了重

視人的價值外，也尊

重其他生命的價值。 

全年 

80%參與與動物相關

服務的學生認同相關

服務令他們學會尊重

生命的價值。 

問卷調查  (參

加動物服務的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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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 5,600 元 

香港賽馬會全方

位學習基金 

 

 

扭氣球班 

SAORI 編織班 

領犬義工訓練班 

學生外出進行社會服務的車資 

港幣 800 元 

港幣 12,000 元 

港幣 2,860 元 

港幣 1,200 元 

學校管理新措施 

(SMI)撥款 

4C 青年義工領袖訓練計劃團服 港幣 2,000 元 

總開支 港幣 24,4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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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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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發展組 周年計劃 (2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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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良好的英語環境及提升英語學習能力  

3.1.1  加強校園的英語學習氣氛，增加學生接觸及運用英語的機會 

3.1.2  改善學生的英語基礎及英語學習能力 

3.2 深化生命教育  

3.2.1  培養學生正向思維，增強學生抗逆能力 

3.2.2  協助學生肯定自身價值，提升學生成就動機 

3.2.3  培養學生自省自察，促進學生自我管理，進而履行對家庭和社會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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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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3.2.2 

+3.2.3 

 

透過三次的教師發展

日的活動，能提升老

師對深化生命教育的

認知。  2018 年 9 月

24 日、2019 年

1 月 24 日和 6

月 6 日 

65%參與教師認

同活動能了解及

加深認知生命教

育。 

問卷調查 

4.2  3.1+3.1.1 

 

透過教師發展日的活動，

有助教師加深了解如何

營造良好的英語環境及

提升學生的英語學習能

力。  

65%參與教師認

同這活動加深對

這項目的認知。  問卷調查 

5. 財政預算  

撥款來源  用途  金額  

  專題講座費用津貼  10,000 元 

 總開支 10,000 元 

  

6. 工作計劃小組  

監督：楊麗萍副校長 

組長：葉小芬老師  

組員：梁嘉儀老師、楊翠玉老師 、雷裕鸞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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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教育 周年計劃 (2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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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良好的英語環境及提升英語的機會學習能力 

3.1.1  加強校園的英語學習氣氛，增加學生接觸及運用英語的機會 

3.1.2 改善學生的英語基礎及英語學習能力 

3.2 深化生命教育 

3.2.1 培養學生正向思維，增強學生抗逆能力 

3.2.2 協助學生肯定自身價值，提升學生成就動機 

3.2.3 培養學生自省自察，促進學生自我管理，進而履行對家庭和社會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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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英語週等計劃安排 STEM 有關

的英語活動 
全年 

舉辦最少一次 STEM 有

關的英語活動 
活動記錄 

4.2 
3.2 + 

3.2.1 

與科組合辦盆栽種植活動。讓同學

觀察和經歷生命成長的高低起伏。 全年 

六成同學認真觀察盆栽

的生長和用心處理栽種

中遇上的問題。 

栽 種 記

錄、老師

評價 

4.3 
3.2 + 

3.2.2 

培訓學生運用 STEM 的解難能力和

安排他們參加比賽，以協助他們肯

定自身價值，提升學生成就動機。 

全年 

每學期最少安排 4 次培

訓活動及參加 1 次比

賽。 

活動記錄 

5. 財政預算 

撥款來源 用  途 金  額 

STEM 津貼 購買盆栽 $ 7,500 

STEM 津貼 學生培訓 $ 10,000 

 總開支 $17,500 

6. 工作計劃小組 
監督﹕楊麗萍副校長 

組長﹕崔逸興老師  

組員﹕李佩文老師、黃錦光老師、蔡偉強老師、葉偉強老師、梁耀賓老師、曾照華老師  

   石民健老師、羅文生老師、朱偉堂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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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Administration Support Team Annual Plan(2018/19) 

1. Purposes: 
1.1 To provide better services to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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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AE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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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create a rich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to enhance students’ ability in learning 

English. 

3.1.1 To enrich the English environment in the campus to increase students’ exposure to 

English and to use the language. 

3.1.2 To strengthen students’ English foundation and ability to learn English effectively. 

3.2 To strengthen Life Education.  

3.2.1 To cultivate students’ positive thinking and enhance their ability to face resilience. 

3.2.2 To help students build positive self-image to motivate them striving for 

achievements. 

3.2.3 To foster students’ introspective ability to improve their self-management in families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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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mplementation Plan: 
 

Items 

Key 

Area

s + 

Aims 

Plan/Activities 
Time 

Schedule 

Success 

Indicator 

Evaluation 

Method 

4.1 
3.1+

3.1.1 

To create a rich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to 

enhance students’ ability in 

learning English.  

Selected information are 

provided in English, as that 

students would have more 

chance to learn English. 

To put up English signs and 

notices in SPAO and AERC to 

enhance the English 

environment.  

To assist teachers to make 

announcements in English.  

Whole 
year 

60 % of the 

feedbacks 

from teachers 

agreed that 

SPAO and 

AERC help 

to enhance 

the English 

environment. 

To complete 

the survey by 

questionnaire 

5. Budget: 
Source of 

income 
Resources/services Amount 

 
Consumables, Stationeries, Whatapps Services 

Package,…etc. 
$3,000 

 Total: $3,000 

 

6. Program Team 
Overseeing Officer:  YEUNG Lai Ping 

Teacher i/c:   WONG Chi Ming 

 Members:   SPAO Staffs and 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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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學習經歷 (中四及中五課堂) 周年計劃 (2018/19) 

1. 本組目標 
1.1 透過不同的講座、探訪、工作坊及分組活動，同學認識自身興趣和專長，從而展開生涯規

劃，將來對家庭及社會作出貢獻。 

1.2 跟其他組别合作，協辦不同的「其他學習經歷」活動及課程。 

2. 本組現況 

2.1 優點 

   2.1.1 校方將星期三下午定為中四及中五「經歷」課。 

   2.1.2 各組别(如社會服務及生涯規劃組)已合作多年，協辦活動。 

2.2 有待改善的地方 

   2.2.1 塲地及器材未能滿足分組活動需要。 

3. 本年度關注事項 

3.1 營造良好的英語環境及提升英語學習能力 

3.1.1 加強校園的英語學習氣氛，增加學生接觸及運用英語的機會 

3.1.2 改善學生的英語基礎及英語學習能力 

3.2 深化生命教育 

3.2.1 培養學生正向思維，增強學生抗逆能力 

3.2.2 協助學生肯定自身價值，提升學生成就動機 

3.2.3 培養學生自省自察，促進學生自我管理，進而履行對家庭和社會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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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1.2 

跟生涯規劃組合作，協辦

Vocational English Programme, 提升

同學英語能力。 

全年 

60% 参 與 者

達到完成該課

程要求 

導師評估

及同學成

績 

4.2 
3.2 + 

3.2.1 

安排生涯規劃講座、探訪及工作坊, 

着同學認識自我，確定生涯目標, 

並勇敢面對將來生涯及工作的挑

戰。 

全年 

60% 同 學 滿

意活動安排 

 

問卷調查 

4.3 3.2 + 

3.2.3 跟 NGO 合作籌辦興趣班，為同學

掌握一技之長作準備, 將來投身及

貢獻社會。 
全年 

60%同學認為

興趣班對將來

生涯規劃有作

用 

問卷調查 

NGO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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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財政預算 

撥款來源 用途 金額 

OEP 興趣分組活動 (NGO) $96,000 

OEP 講座、探訪及工作坊 $4,000 

 總開支 $100,000 

 

6. 工作計劃小組 

監督﹕ 鄧慧敏副校長 

組長﹕ 袁永健老師 

副組長﹕ 崔嘉駿老師 

組員﹕ 葉碧霞老師 梁國恆老師 陳笑卿老師 阮智堅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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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發展獎勵計劃 周年計劃 (2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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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良好的英語環境及提升英語學習能力 

3.1.1 加強校園的英語學習氣氛，增加學生接觸及運用英語的機會。 

3.1.2 改善學生的英語基礎及英語學習能力。 

3.2 深化生命教育  

 3.2.1 培養學生正向思維，增強學生抗逆能力。 

 3.2.2 協助學生肯定自身價值，提升學生成就動機。 

 3.2.3 培養學生自省自察，促進學生自我管理，進而履行對家庭和社會的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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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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預訂禮堂作分享
會，讓學生以英語
表達獲劉國禎校長
獎助學金的獲獎心
得，以提升英語能
力。 

上學期 

 

20%學生以英語作

表達。 

數據(參與
人數) 

2. 鼓勵獲獎學生以英
語把得獎感受寫出
來，刊登在本組的
版面上，以提升學
生的英語寫作能
力。   

全年 10%或以上學生參
與以英文寫作。 

數據(參與
人數) 

3. 在學生參與校內獎
學金面試時，加入
英語作自我介紹及
回答問題的機會。 

全年 70%或以上學生參
與各項獎學金的面
試及以英文表達。
60%或以上的老師
認同面試時加入英
語有助學生增強以
英語介紹自己的信
心。 

面試題目
及數據(參
與人數) 

 

4.2 

3.2+3.2.2 
 

1. 鼓勵老師發優點以
獎勵同學及推行做
好功課獎勵計劃，
提升學生的學習態
度、品德行為。 

上、下學
期各一次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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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數據 

2. 三次嘉許禮頒獎日
及結業禮頒發獎
品、獎狀、獎盃等，
嘉許表現優異的學
生，提高學生參與
活動的積極性。 

統測後及
上學期考

試後 

 

全校 30%以上學生
獲獎。 

獲獎名單
統計數據 

3. 把學生得獎資料及
相片上載本校網頁
及本組的版面上，
以提升學生的成就
感。 

全年 

 

60%獲獎學生能更
認清自我價值。 

網頁資料 

 

4. 與生命教育組合作
推出「生命教育足
印冊」，以激發學生
在各方面的奮鬥精
神。 

上、下學
期各一次 

 

60%老師認同計劃
的成效及 50%以上
獲獎學生處事更積
極。 

問卷調查
及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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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財政預算  

 

 

 

6. 工作計劃小組  

監督：鄧慧敏副校長 

負責人：吳玉晶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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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獎盃、獎牌  1,000 元 

5.2  獎品 及 感謝咭 1,000 元 

5.3 小食劵 4,830 元 

  總開支  6,830 元 



40 
 

Club Activities / Overseas Exchange Tour Committee 
Annual Plan (2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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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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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ajor Concerns for this year  

3.1 To create a rich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to enhance students’ ability in learning 

English 

3.1.1 To enrich the English environment in the campus to increase students’ exposure 

to English and to use the language 

3.1.2 To strengthen students’ English foundation and ability to learn English   

  effectively. 

 3.2 To strengthen Life Education 

  3.2.1 To cultivate students’ positive thinking and enhance their ability to face   

   resilience 

 3.2.2 To help students build positive self-image to motivate them striving for 

achievements 

3.2.3 To foster students’ introspective ability to improve their self-management in 

families and society. 

4. Implementation Plan 

Items 

Key 

Areas + 

Aims 

Plan/Activities 
Time 

Schedule 

Success 

Indicators 

- Evaluation 

Methods 

4.1 3.2 + 

3.2.1 

Running of Club/ Society 

activities, such as scuba-

diving, so as to enhance 

students’ ability to face 

resilience 

Whole 

Year 

- 80% of clubs 

organising at least one 

activity per term 

- OLE Record 

Form 

- Observation of 

Club Advisers 

4.2 3.2 + 

3.2.2 

3.2.3 

Mandatory Uniform 

Groups for S1 
Whole 

Year 

- Attendance rate reaches 

80% throughout the year 

- OLE Record 

Form 

4.3 3.1 + 

3.1.1 

3.1.2 

Participate in inter-school 

activities to brush up the 

thinking and English 

speaking skills, and to help 

them cope with pressure 

Whole 

Year 

- Participate in at least 1 

inter-school English 

speaking activity 

- Enrollment of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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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udget (Estimates) 

 

 

 

6. Programme Team 

Overseeing Officer:  Ms. Tang Wai Man Wilma  

Chairman: Mr. Christopher Lee 

Members: Mr. Cheung Sik Yuen, Mr. Fu Man Ching, Mr. Law Wing Fai, Ms. Kwan Bik San,  

Ms. Leung Kar Yee 

4.4 3.1 + 

3.1.1 

Overseas Exposure Tours / 

Sister Schools Exchange 

Programmes 

- Organising tours to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such as 

Australia, UK, Canada 

Whole 

Year 

- At least 80% of student 

participants are 

comfortable to speak in 

front of teachers/students 

from sister schools 

- Student participants are 

willing to share at the 

post-tour presentation 

- Questionnaires 

for participating 

students 

- Overseas tours 

presentations 

Source of Income Resources/Services Am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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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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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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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TA Overseas Exchange Programmes $80,000 

Charles Mak 

Scholarship 

Overseas Exchange Programmes 
$50,000 

 Total: $25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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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學科 周年計劃 (2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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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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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良好的英語環境及提升英語學習能力 

3.1.1 加強校園的英語學習氣氛，增加學生接觸及運用英語的機會。  

3.1.2 改善學生的英語基礎及英語學習能力。 

3.2 深化生命教育 

3.2.1 培養學生正向思維，增強學生抗逆能力。 

3.2.2 協助學生肯定自身價值，提升學生成就動機。 

3.2.3 培養學生自省自察，促進學生自我管理，遵義你行對家庭和社會的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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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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科任老師於每一課教授英

語詞彙 
全年 

70%學生認為教授英語

詞彙，能提高英文水平 
問卷 

4.2 3.2+3.2.3 

2.1 透過中六課堂中的『空難

研究報告』 加入工作責

任感與生命的關係的反

思。 

上學年 
70%學生認同能讓他們

深思生命的重要性。 
問卷 

5. 財政預算 

 

撥款來源 用途 金額 

 租旅遊車 $2,000 

 資助同學參與由『香港航空學院』舉辦的五天夏日營(5 名) $5,000 

 總開支： $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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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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 周年計劃 (2018/19)  

1. 本組目標 

1.1 培養和保持對生物學的興趣、對奧妙的生物世界的好奇心，並尊重一切生物及環
境； 

1.2  建構和應用生物學的知識，了解與生物學相關情境的科學本質，以及體會生物科學
與其他學科之間的關係；  

1.3 培養科學探究的技能、科學思維、明辨性思考能力和創造力，以及獨立或合作解決
有關生物學問題的能力；  

1.4 了解科學語言，並能就有關生物學的議題交流意見和觀點； 

1.5 知道生物學對社會、道德倫理、經濟、環境和科技的含意，並在有關生物學的議題
上能夠作出明智的決定及判斷； 

1.6 培養負責任的公民態度，致力促進個人和社區健康。 

2. 本組現況 

2.1 優點： 

2.1.1 學生對生命好奇，普遍對本科感興趣。 

2.1.2 老師富經驗、盡責、具教學熱誠和敢於面對學生提問。老師積極參加研討會

及工作坊，發展及更新知識和技能。此外，老師樂意交流及分享教學經驗，

優化教學策略。 

2.2.3 生物實驗室擁有優良及充足的儀器設備，包括大量的標本、 

模型及預製玻片等。 

2.2 有待改善的地方 

2.2.1 學生的學習表現較被動，自學能力較弱，過份依賴老師。 

2.2.2  大部份學生語文能力未如理想，溝通能力和批判性思考能力有待改善。  

2.2.3 部份學生未能掌握科學探究方法，未能有效應用生物學知識，分析考試問題

和日常生活的事物。 

 

3. 本年度關注事項： 

3.1 營造良好的英語環境及提升英語學習能力。 

3.1.1 加強校園的英語學習氣氛，增加學生接觸及運用英語的機會。 

3.1.2 改善學生的英語基礎及英語學習能力。 

3.2 深化生命教育 

3.2.1 培養學生正向思維，增強學生抗逆能力。 

3.2.2  協助學生肯定自身價值，提升學生成就動機。 

3.2.3 培養學生自省自察，促進學生自我管理，進而履行對家庭和社會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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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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英文組合辦跨科英語學
習活動。中三學生首先在英
語課學習被動語態，然後，
在生物課將所學的知識撰
寫實驗報告，並且有口語實
習。 

下學期 

六成學生認為跨科
英語學習活動能提
升英語基礎及書寫
能力。 

問卷、觀
課、習作質
素 

科任老師於每一課教授英
語詞彙。 全學年 

七成學生認為教授
英語詞彙，能提高
英文水平。 

問卷 

本科與嘉道理爵士 (西九
龍)化學科進行跨科協作。
中四同學及友校同學互相
到訪交流，以英語溝通，並
一同進行化學實驗。 

 

下學期 

 

六成學生認為交流
活動能提英語溝通
能力。 

口頭回饋、
學生課堂表
現 

4.2 3. 2+3.2.1 

與生命教育小組及綜合科
學組合辦去種植盆栽活動。
各中一學生將會獲得一盆
栽，然後在家中栽種，並且
用文字、相片或圖晝記錄生
長狀況，科任老師選取優秀
作品，邀請有關學生帶盆栽
回校，作口頭匯報，分享成
果。 

全年 

六成同學認為透過
栽動活動，能培養
耐心、恆心及愛心，
亦學習解決困難及
面對挫折。 

問卷、習作
質素 

 

5. 財政預算 
 

撥款來源 用途 金額 

835-303 科組消耗性用品 $8,000 

835-303 實驗室設備 $8,000 

835-303 實驗物料 $8,000 

 總開支 $24,000 

 

6. 計劃小組 

    科主任: 李佩文老師 

組員:  胡愷琪老師、王偉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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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周年計劃 (2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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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已在中三開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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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同學欠缺動力，對學習興趣不大。  

2.2.2 部分同學依賴性強，分析能力欠佳，經常期待老師給予答案。  

2.2.3 部分同學書寫表達能力較弱，答題技巧不足。  

2.2.4 部分同學理解能力較弱。  

 

3. 本年度關注事項 

3.1 營造良好的英語環境及提升英語學習能力  

3.1.1 加強校園的英語學習氣氛，增加學生接觸及運用英語的機會。 

3.1.2 改善學生的英語基礎及英語學習能力。 

 

3.2 深化生命教育  

3.2.1 培養學生正向思維，增強學生抗逆能力。 

3.2.2 協助學生肯定自身價值，提升學生成就動機。 

3.2.3 培養學生自省自察，促進學生自我管理，進而履行對家庭和社會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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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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四及中五的課業設計

中，加入英語剪報及解讀

英語公司年報等，從而鼓

勵同學多閱讀英文的商業

活動資料。透過閱讀加強

同學對現今商業世界的關

注和興趣，亦能提升同學

學習英語的自信心。  

全年 

中四及中五各級中有 50%

的同學認同課業設計能

增加他們接觸及運用英語

的機會，從而加強他們學

習英語的自信心。 
問卷調查 

科任老師於每一課教授與

BAFS 有關的英語詞彙  
全年 

中四及中五各級中有 50%

的同學認同教授科目中的

英語詞彙，能加強他們對

學習英語的自信心。 

4.2 3.2+3.2.3 

透過課堂活動和於課程中加

強生命教育的元素，培養學生

正面的人生態度，建立正確的

價值觀、商業道德與社會責

任，確立日後的人生態度。 

全年 

中四及中五各級中有 50%的

同學認同課堂活動和課程內

容能培養他們的正確人生態

度。 

問卷調查 

  

5. 財政預算  

撥款來源  用 途  金 額  

835 -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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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年計劃 (2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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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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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學生學習態度不夠積極，分析能力較弱，影響成績。 

2.2.3 部分學生基礎科學知識不足，理解能力弱。 

3. 本年度關注事項  

3.1 營造良好的英語環境及提升英語學習能力  

3.1.1  加強校園的英語學習氣氛，增加學生接觸及運用英語的機會。 

3.1.2  改善學生的英語基礎及英語學習能力。 

3.2 深化生命教育  

3.2.1  培養學生正向思維，增強學生抗逆能力。 

3.2.2  協助學生肯定自身價值，提升學生成就動機。 

3.2.3  培養學生自省自察，促進學生自我管理，進而履行對家庭和社會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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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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各級教授化學英文詞語。 

 

 

全年 學生認識化學英

文詞語 

中三: 30 個 

中四: 80 個 

中五: 80 個 

中六: 50 個 

統計教授化

學英文詞語

的總數 

 

 

4.2 3.2 

+3.2.1 
互聯網資料搜集及撰寫報告 

中三級學生以「化學發明如何

改善人類生活」為題，介紹有關

化學研究的過程和如何改進人

類生活，藉以培養學生正向思

維。 

上學期 65%學生完成互

聯網資料搜集及

撰寫報告。 

統計學生作

業的數量 

4.3 3.2 

+3.2.3 
安排修讀高中化學科學生參觀

大學的理學院、工程學院、醫

學院或護理學院，或出席科學

講座，培養學生自省自察，了

解化學對社會發展的幫助。 

全年 

 

 

80%參觀學生同

意本科安排的參

觀能協助他們了

解化學對社會發

展的幫助。 

老師觀察和

學生的回應 

 

5. 財政預算 

撥款來源  用途  金額  

835-303 購買實驗儀器 $12,000 

835-303 購買消耗性物品 $17,000 

835-303 購買實驗物料  $1,500 

CITG 更換 IT 器材 $3,200 

 總開支 $33,700 

 

6. 工作計劃小組 

  科主任:  葉偉強老師 

  組員:   李佩文老師、王偉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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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科 周年計劃 (2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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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教高中的老師樂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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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老師要兼顧高中不同的課程，例如選修單元、中史和支持特殊教育

交流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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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良好的英語環境及提升英語學習能力  

3.1.1 加強校園的英語學習氣氛，增加學生接觸及運用英語的機會。 

3.1.2 改善學生的英語基礎及英語學習能力。 

 

3.2 深化生命教育  

3.2.1 培養學生正向思維，增強學生抗逆能力。 

3.2.2 協助學生肯定自身價值，提升學生成就動機。 

3.2.3 培養學生自省自察，促進學生自我管理，進而履行對家庭和社會的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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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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介紹一些勵志或奮鬥故事，例如
運動員、科學家、殘疾人士、影星、
校長等，鼓勵學生正向思維，學習
人物積極進取的態度。 

全年 

80%或以上的老師向每
班學生介紹五個或以
上的勵志奮鬥故事，激
發他們的奮鬥精神。 

問卷調查
(老師) 

 

4.2 
3.2+ 

3.2.2 

推行科本奬勵計劃，例如  初中
默書獎勵計劃和智愛  中文/智愛
文言文閱讀獎勵  計劃，適時給
予小獎勵，提升動機。 

全年 

30%或以上的學生獲得
獎勵 

數 據 ( 統
計得獎人
數) 

 

鼓勵學生參與校內和校外比賽，
強化個別學生的成功經驗。凡初
中學生參與 3 項，高中學生參與 4

項校際、區際或全港性語文活動，
將獲推薦參加學校奬勵計劃。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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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3.2+ 

3.2.3 

結合課程內容，選取合適的切入
點，提高學生的品德素養和對社
群的責任感。 全年 

80%或以上的老師善用
語文學習材料中與品
德情意相關的素材，提
高學生的品德素養和
對社群的責任感。 

問卷調查
(老師) 

創設情境，與中史科合辦中一級
徵文比賽－一封給岳飛的信，強
化學生品德情意的體驗。 

上學期 

90%或以上的中一學生
參與徵文比賽。 

數 據 ( 統
計參與人
數) 

5.  財政預算  

撥款來源  用 途  金 額  

 雜項 $360 

 獎品 $1,800 

 朗誦訓練班 $7,000 

 說話訓練班 $12,000 

 總開支  $21,160 

6.  工作計劃小組  

科主任﹕ 楊翠玉老師    

組員﹕ 楊麗萍副校長 陳笑卿老師 鄭頌慈老師  周志歡老師 

 張嘉怡老師 劉愛嫦老師 林國成老師 梁志偉老師 

 吳玉晶老師 周偉林老師 馬樂謙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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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科 周年工作計劃 (2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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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關注事項 

3.1  營造良好的英語環境及提升英語學習能力 

3.1.1  加強校園的英語學習氣氛，增加學生接觸及運用英語的機會。 

3.1.2  改善學生的英語基礎及英語學習能力。 

3.2  深化生命教育  

3.2.1  培養學生正向思維，增強學生抗逆能力。 

3.2.2  協助學生肯定自身價值，提升學生成就動機。 

3.2.3  培養學生自省自察，促進學生自我管理，進而履行對家庭和社會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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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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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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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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教導
學生認真負責的生活態
度。 

上、下
學期各
一次 

1.60%學生認為專題習作
能促進學習。 

2.70%老師認為專題習作
能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3.60%學生認為演講能提
高學習中史偉人的興趣。 

問卷調查  

(學生、老師) 

學生專題習
作成績 

觀課 

習作質素 

4.2 
3.2+ 

3.2.2 

創設情境，與中文科合辦
中一級徵文比賽－一封
給岳飛的信，中史科提供
歷史材料，強化學生品德
情意的體驗。 

上學期 90%或以上的中一學生參
與徵文比賽。 

數據  

(統計參與人
數) 

4.3 
3.2+ 

3.2.3 

與政府部門或校外機構
聯繫，舉辦到校活動，深
入認識中國歷文化。 

上學期 60%中二學生認為專題活
動別具教育意義。 

問卷調查  

(學生) 

舉辦五四運動 100 周年
紀念活動，官校中史學習
圈推動，結合課程內容，
選取合適的級別參與，提
高學生的關愛社會情操，
建立忠義精神。 

全年 70%學生認為活動能提升
對近代史的認識和建立
關愛社會的觀念。 

問卷調查  

(學生) 

5. 財政預算 

撥款來源 用 途 金 額 

ECA 文具、活動經費 2,000 

6.  工作計劃小組 

   科主任:  林國成老師 

組員:  周偉林老師、梁志偉老師、馬樂謙老師、崔嘉駿老師、吳玉晶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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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er Literacy,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nual Plan (2018/19) 
1. Purp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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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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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jor Concerns for this year： 

3.1 To create a rich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to enhance students’ ability in learning 

English 

3.1.1 To enrich the English environment in the campus to increase students’ exposure to 

English    

and to use the language. 

3.1.2 To strengthen students’ English foundation and ability to learn English effectively. 

 

3.2 To strengthen Life Education 
3.2.1 To cultivate students’ positive thinking and enhance their ability to face resilience. 

3.2.2 To help students build positive self-image to motivate them striving for achievements. 

3.2.3    To foster students’ introspective ability to improve their self-management in families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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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mplementation Plan： 

 

5. Budget： 

Source of income: Resources / services Amount 

Library grant Reference books $3,000 

 Total $3,000 

6. Programme Team： 

HOD : Mr. Tsang Chiu Wah    

Member : Miss Kai Clara Miss Leung Kar Yee   

 

  

Items 
Key Areas 

+ Aims 
Plan / Activities 

Time 

Schedule 
Success Indicators 

Evaluation 

Method(s) 

4.1 3.1 + 3.1.1 

Introduce common 

technical terms of 

Computer in English to 

arouse the awareness of 

using those technical 

terms during lessons. 
Whole Year 

For selected topics, at 

least 1/3 of the class 

shows acquisition of 

technical terms in 

English. 

Collect feedback 

from students’ 

lesson records 

To employ e-learning 

activities to enhance the 

students’ ability in 

learning English. 

70% of the students 

involved actively in 

the learning 

activities. 

Participation 

records of e-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observation of 

students’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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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與應用科技科 周年計劃 (2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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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內設有「創新科技中心」、「建築資訊模型中心(BIM Centre)」和其它電腦

輔助設計和製造特別室，設備完善，加強學生學習科技和創新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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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良好的英語環境及提升英語學習能力 

3.1.1  加強校園的英語學習氣氛，增加學生接觸及運用英語的機會。 

3.1.2  改善學生的英語基礎及英語學習能力。 

 

3.2 深化生命教育 

    3.2.1  培養學生正向思維，增強學生抗逆能力。 

3.2.2 協助學生肯定自身價值，提升學生成就動機。 

3.2.3  培養學生自省自察，促進學生自我管理，進而履行對家庭和社會的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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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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場內主要或常用的工具
和機器上張貼中英對照的名
稱，創造良好的英語環境。 

全年 
 

7 成學生認同在主要或常用的
工具和機器上張貼中英對照的
名稱，能創造良好的英語環境。 

學生自
評問卷 
（附件

1） 
 

每當使用工具和機器的時候，
老師都會讓學生朗讀一次英
語詞彙，提高表達能力。 

7 成學生認同朗讀英語詞彙能
提高英語表達能力。 

4.2 
3.2+ 
3.2.1 

課堂上，老師以身作則，用正
面用語和積極態度面對學生，
有助培養學生正向思維和增
強抗逆能力。 

7 成學生認同老師要以身作則，
用正面用語和積極態度面對學
生，有助培養他們的正向思維和
增強抗逆能力。 

在工場做習作時，老師多鼓勵
學生逐步完成習作，不要中途
放棄，讓學生培養應有的學習
態度，建立正向思維。 

7 成學生認同堅持完成工場習
作，不會中途放棄，有助培養應
有的學習態度，建立正向思維。 
 

4.3 
3.2+ 
3.2.2 

推薦學生參與校內、外比
賽，增強自信心，肯定自我
價值。 

7 成學生認同參與校內、外比
賽，增強自信心，肯定自我價值。 

4.4 
3.2+ 
3.2.3 

老師要求學生準時交功課和
做改正，培養應有的學習態
度，自省自察。 

7 成學生認同養成準時交功課
和做改正的習慣，能培養應有的
學習態度，學會自省自察。 

督促學生整理和保持課業、工
作紙和功課等整潔，上課時帶
齊所需用品，能培養自省自
察，促進自我管理能力。 

7 成學生認同整理和保持課業、
工作紙和功課等整潔，上課時帶
齊所需用品，能培養自省自察，
促進自我管理。 

要求學生收拾和清潔工場工
具、設備等，以培養學生自省
自察，促進自我管理能力。 

7 成學生認同收拾和清潔工場
工具、設備等，能培養自省自察，
促進自我管理。 

5. 財政預算 

項目 活動 所須購買的物品 / 服務 金額 

1.  Class teaching Consumables $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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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IT equipment / software / Laser Cutter, 3D 
Printers(3 sets) maintenance/ repair/ 
replacement 

 
$20,000 

4.  
購置 1 部「除異味機」和要求 ASD 改大
鐳射切割機抽氣喉。 

鐳射切割機配備 
$10,000 

  總額： $66,000 

6. 工作計劃小組 

   科主任：黃錦光老師 

   組  員：鄧偉民老師、阮智堅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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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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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同在工場的工具和機器上張貼中英對照的名稱，

能創造良好的英語環境。 

 

    

2.  我認同朗讀英語詞彙能提高英語表達能力。 

 
    

3.  我認同老師要以身作則，用正面用語和積極態度面

對學生，有助培養學生的正向思維和增強抗逆能力 

 

    

4.  我認同堅持完成工場習作，不會中途放棄，能培養應

有的學習態度，建立正向思維。 

 

    

5.  我認同養成準時交功課和做改正的習慣，能培養應有

的學習態度，學會自省自察。 

 

    

6.  我認同整理和保持課業、工作紙和功課等整潔，上課

時帶齊所需用品，能培養自省自察，促進自我管理。 

 

    

7.  我認同課堂完結前收拾工具、設備等和清潔工場，

能培養自省自察，促進自我管理。 

 

    

8.  我認同參與校內、外比賽，增強自信心，肯定自我

價值。 

 

    

 

其它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問卷完  --- 

(謝謝你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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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科 周年計劃 (2018/19) 

1. 本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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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有待改善的地方 

2.2.1 部分學生欠缺動力，對學習興趣不大。 

2.2.2 部分學生依賴性強，分析能力欠佳，經常期待老師給予答案。 

2.2.3 部分學生審題欠仔細，以致答非所問。 

2.2.4 部分學生書寫表達能力較弱，答題技巧不足。 

2.2.5 部分學生對學理理解能力較弱。 

2.2.6 學生學習差異較大。 

3. 本年度關注事項 

    3.1 營造良好的英語環境及提升英語學習能力  

3.1.1  加強校園的英語學習氣氛，增加學生接觸及運用英語的機會。 

3.1.2  改善學生的英語基礎及英語學習能力。 

3.2 深化生命教育  

3.2.1  培養學生正向思維，增強學生抗逆能力。 

3.2.2  協助學生肯定自身價值，提升學生成就動機。 

3.2.3  培養學生自省自察，促進學生自我管理，進而履行對家庭和社會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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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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教學材料的專科用語中

加入英語，增加學生接觸及

運用英語的機會。 

全年 

在年終試前的默書中，

60%以上學生合格。 默書合格率 

4.2 

3.1+3.1.2 

及 

3.2+3.2.3 

推廣課外閱讀活動(包括英

文資料)，改善學生的英語

基礎，並加強他們對現今商

業世界的關注和興趣。 

全年 

60%以上學生認同課外

閱讀有助改善學生的英

語基礎，並加強他們對商

業世界的關注。 

問卷調查 

4.3 3.2+3.2.1 

介紹經濟學家的勵志及/或

奮鬥的故事，使學生學習積

極的人生態度。 

全年 

60%以上學生認同那些

故事使他們有積極學習

的動力。 

問卷調查 

4.4 3.2+3.2.2 

安排學生參與經濟科的參

觀活動或講座，增加學生對

探索本科出路的認知，肯定

修讀本科的價值。 
全年 

60%以上學生同意本科

安排的參觀活動或講座

對認知本科的出路有幫

助。 

問卷調查 

鼓勵及/或推薦學生參與校

外比賽，增強自信，肯定自

我。 

60%以上參加比賽的學

生獲得優異成績 

參加人數 

及 

校外評估機

構成績 

 

5. 財政預算 

撥款來源 用途 金額 

835-303 購買書籍及有關的教具 $2,000 

 總開支 $2,000 

 

6. 工作計劃小組 

傅子傑老師 (科主任) 

  



62 
 

English Annual Plan (2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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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create a rich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to enhance students’ ability in  

learning English.  

3.1.1 To enrich the English environment in the campus to increase students’ exposure to 

English and to use the language. 

3.1.2 To strengthen students’ English foundation and ability to learn English effectively. 

   
3.2 To strengthen Life Education. 

3.2.1 To cultivate students’ positive thinking and enhance their ability to face resilience. 

3.2.2 To help students build positive self-image to motivate them striving for 

achievements. 

3.2.3 To foster students’ introspective ability to improve their self-management in 

families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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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mplementation Plan    

Items 
Key 

Areas + 
Aims 

Plan/ Activities 
Time 

schedule 
Success Indicators 

 
Evaluation 

Methods 

4.1 
3.1+ 
3.1.2 

1. Theme-based vocabulary 
will be taught and 
consolidated by 
appropriate measures such 
as a vocabulary booklet, 
visual displays, spelling 
games and dictations. 

Whole 
year 

80% of teachers agree that 
the vocabulary building 
measures  help students to 
have a better English 
foundation 

Observation of 
students’ 
performance. 

2. Reading aloud will be 
made a class routine to 
strengthen students’ 
speaking skills. 

60% of Junior form students 
perform better in the 
speaking exams 

Questionnaires 
to collect 
feedback from 
teachers and 
students. 

3. The Junior form 
curriculum will be refined 
to include more reading 
and post-reading tasks 
such as book reports and 
presentations. 

60% of teachers agree that 
students work seriously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skills. 

4.2 
3.1+ 
3.1.1 

1. To organize an English 
Enhancement Programme 
(EEP) with at least one 
activity for each form. 

Whole 
year 

All students have the 
chance to take part in at 
least 2 English activities 
outside the classroom. 

Participation 
records of 
activities 

2. To enter and train students 
for the HK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80%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agree that the 
activities help improve the 
English environment in the 
school 

Questionnaires 
to collect 
feedback from 
teachers and 
students. 

3. To train a group of English 
Ambassadors to help 
organize English activities 
to enhance the language 
environment. 

60 % of students agree that 
they have improved 
confidence and English 
skills through participating 
in the activities. 

 

4. To join the Inter-school 
Drama Festival and put up a 
performance. 

  

5. To assist the organization of 
English Assemblies 

  

 

6. To organize an English Week 
in collaboration with 
different subjects and 
committ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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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o work with the library to 
set up a reading scheme to 
promote reading. 

  

3.2 
+ 3.2.2 

1. To involve students in 
different learning activities 
such as verse-speaking, 
presentations, drama and 
talent shows to improve their 
self-confidence and self-
esteem. 

Whole 
year 

Each form will be involved 
in at least one confidence-
building learning activity. 

Participation 
records of 
activities and 
observation of 
students’ 
performance. 

2. To display proverbs and 
sayings with positive energy 
on the classroom display 
boards as a daily reminder or 
form of encouragement. 

All English teachers help to 
display such words of 
wisdom and promote 
positive values in the 
classroom. 

Quality of the 
board 
displays. 

 

70% of students agree that 
the board displays help to 
develop a positive attitude 
of life. 

Questionnaires 
to collect 
feedback from 
teachers and 
students. 

5. Budget:  

Source of income:  Resources / services  Amount  

OEP S.1 Bridging Programme 15,000.00 

ECA 
English Week, Healthy Cooking Competition and other 
English activities 

20,000.00 

404-000 Furniture and facilities for English Corner 5,000.00 

835-303 DVDs and Games 5,000.00 

835-303 Reading Resources 5,000.00 

 Total    50000.00 

  

6. Programme Team:  

  

 HOD:    Ms. SS Poon   

      Ms. YT Ng         

Members:  Mr. C Lee    Ms. YL Louie 

      Mr. WK Yuen  

Ms. YL Louie     

Mr. Peter Russell  

Ms. KL Chu   

Ms. KL Chu 

          Ms. MH Wong    Ms. PH Yip 

          Ms. BS Kwan   Ms. YK Wan  

           Mr. P. Russ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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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 周年計劃 (2018/19) 

1. 本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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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組現況  

2.1 優點 :  

2.1.1 本科老師教學經驗豐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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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有待改善的地方 :   

2.2.1 學生的表達能力欠佳，老師需要在課堂上給予他們更多討論或分享機會。  

2.2.2 部分學生欠缺學習興趣，本科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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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老師需

要配合校方政策作課後指導。  

2.2.4 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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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良好的英語學習環境及提升英語學習能力 

3.1.1 加強校園的英語學習氣氛，增加學生接觸及運用英語的機會。 

3.1.2 改善學生的英語基礎及英語學習能力。 

       3.2 深化生命教育 

           3.2.1 培養學生正向思維，增強學生抗逆能力。 

           3.2.2 協助學生肯定自身價值，提升學生成就動機。 

     3.2.3 培養學生自省自察，促進學生自我管理，進而履行對家庭和社會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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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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初中各班根據學生能力，在
課程中加入英語學習元素，增
加學生接觸及運用英語的機
會。  

全年 
70%學生認同在課
程中加入英語學習
元素，能增加他們接
觸及運用英語的機
會。 

問卷 

調查 

4.2  3.2+3.2.3 透過課堂活動及課業設計，培
養學生自省自察，促進學生自
我管理，進而履行對家庭和社
會的責任。 

全年 
70%學生認同在課
堂活動及課業設計
中，能培養他們自省
自察，促進他們自我
管理，進而履行對家
庭和社會的責任。 

問卷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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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格尺、原子筆、直尺、筆

袋等)    

$1500 

3 ECA 租用考察用旅遊巴士   $6,000 

                                 總開支 :     $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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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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nnual Plan (2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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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ents’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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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create a rich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to enhance students’ ability in learning 

English 

3.1.1 To enrich the English environment in the campus to increase students’ exposure to 

English and to use the language 

3.1.2 To strengthen students’ English foundation and ability to learn English effectively 

3.2 To strengthen Life Education 

3.2.1 To cultivate students’ positive thinking and enhance their ability to face resilience 

3.2.2 To help students build positive self-image to motivate them striving for achievements 

3.2.3 To foster students’ introspective ability to improve their self-management in families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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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mplementation Plan 

Items 
Key Areas + 

Aims 
Plan / Activities 

Time 

Schedule 
Success Indicators 

Evaluation 

Method(s) 

4.1 3.1 + 3.1.2 

Run English 

extended learning 

activities in the 

subject for selected 

students 

Whole 

year 

60% of the 

students show 

active engagement 

in the activities 

Student work, 

Teacher 

observation 

4.2 3.2 + 3.2.1 

Home planting 

activity to cultivate 

students’ positive 

thinking and 

enhance their ability 

to face resilience 

Whole 

year 

60% of students 

show patience in 

taking care of the 

growth of plant 

Student work, 

Teacher 

observation 

 

5 Budget:  
 Source of income Resources / Services  Amount 

 Subject grant Equipment, consumable HK$ $7,500 

 

6 Programme Team: 

HOD ﹕   Mr. TSUI Y.H. 

Members﹕  Mr. IP W.K. Miss WU H.K. Mr. LEUNG YB Mr. CHU WT.   

Lab. Assistant﹕ Ms LAI Y.H. Mr. FONG 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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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科 周年計劃 ( 2018/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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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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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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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良好的英語環境及提升英語學習能力 
3.1.1 加強校園的英語學習氣氛，增加學生接觸及運用英語的機會 
3.1.2 改善學生的英語基礎及英語學習能力 

 

3.2 深化生命教育 
3.2.1 培養學生正向思維，增加學生的抗逆能力 

3.2.2 協助學生肯定自身價值，提升學生成就動機 

3.2.3 培養學生自省自察，促進學生自我管理，進而履行對家庭和社會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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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課程內選取合適的

課題或內容，除授以

中文教授外，亦以英

語教授重要的概念

全年 

(1) 60%的學生以英語教授重要

的概念詞能提升他們英語詞

彙的運用 

(1) 問卷

調查 

(2) 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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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以提升學生英語

的基礎能力 

(2) 70%的以英語教授重要的概

念詞能提升學生英語詞彙的

運用 

4.2 
3.1+ 

3.1.2 

舉辦答題技巧訓練課

程及運用校本答題技

巧訓練教材及加強英

語詞彙或句子的運

用，改善學生的英語

基礎及英語學習能力 

全年 

(1) 60%的學生認同舉辦答題技

巧訓練課程及運用校本答題

技巧訓練教材能改善學生的

英語基礎及英語學習能力 

(2) 70%的科任老師認同舉辦答

題技巧訓練課程及運用校本

答題技巧訓練教材能改善學

生的英語基礎及英語學習能

力 

(1) 問卷

調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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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brary Fund 通識參考書 $2,000 

2 ECA 活動獎勵計劃禮物 $1,200 

3 SMI 通識科專用教學印章 $500 

4 835-303 批判性思考及寫作技巧提升班(卷二)(中四及中五) $20,700 

5 835-303 批判性思考及寫作技巧提升班(卷二)(進階班) $20,700 

   45,100 

6. 工作計劃小組 

科主任﹕張錫源老師 

組員﹕ 黃志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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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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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良好的英語環境及提升英語學習能力 

3.1.1 加強校園的英語學習氣氛，增加學生接觸及運用英語的機會 

3.1.2 改善學生的英語基礎及英語學習能力 

 
3.2 深化生命教育 

3.2.1 培養學生正向思維，增強學生抗逆能力 

3.2.2 協助學生肯定自身價值，提升學生成就動機 

3.2.3 培養學生自省自察，促進學生自我管理，進而履行對家庭和社會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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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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營造良好的英語環境及提升英語
學習能力 

 在不同課題中，適切加入英
文同義詞。以增加學生接觸
英語機會。 

 介紹有關數學學習、數學歷
史、數學家故事等的(英文)閱
讀材料、短片或歌曲( Youtube
短片) 

 教授學習能力較高的學生使
用(以英文為介面)的數學軟
件(如 GeoGebra)自我學習。 

 配合英文科組，舉辦跨學科
英語活動。 

全年 

 學生課堂工作紙加入英
文詞彙 

 中一至中五全學年進行
一次或以上英文語言為
主的課外延伸的學習活
動包括觀看與數學相關
影片、英文滙報學習 

 20% 或以上的同學能使
用數學軟件自我學習 

 全學年進行一次或以上
跨科組活動 

老師問卷 

學生課堂
和活動紀
錄 

學生問卷 

4.2 
3.2+ 
3.2.3 

深化生命教育 

 以獎勵計劃培養學生自我管
理能力，準時遞交功課 

 數學課程中，加入數學家的
奮鬥故事，從而勉勵同學。 

 推薦學生(能力較高)參與校
內、外比賽，增強自信心，
肯定自我價值。 

 設計課業符合學生能力，讓
學生增加成功機會。 

 50% 或以上的同學能準
時遞交功課 

 70% 或以上的老師在數
學課堂中介紹數學家的
奮鬥故事。 

 學生參與至少一次校外
數學比賽 

 各級進行課程剪裁、不
同程度的課業設計 

功課紀錄 

獎勵計劃
獲獎學生
人數 

課堂紀錄 

 

5 財政預算 

6 工作計劃小組 
科主任： 王武友老師、張嫣琪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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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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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補習班 $16,000 
 總額： $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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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ic  Annual Plan (2018/19) 
1. Purposes 

1.1 to cultivate music as students’ lifelong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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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to nurtur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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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portunities to learn Wind and Brass instruments. 

2.2 Areas for Improvement: 

2.2.1 The musical atmosphere of the school is weak. 

2.2.2 Most of the students have low motivation in learning English. 
 

3. Major Concerns of this year: 

3.1 to create a rich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to enhance students’ ability in learning 

English  

3.1.1 to enrich the English environment in the campus to increase students’ exposure to 

English and to use the language 

3.1.2 to strengthen students’ English foundation and ability to learn English effectively.   

3.2 to strengthen life education 

3.2.1 to cultivate students’ positive thinking and enhance their ability to face resilience 

3.2.2 to help students build positive self-images to motivate them striving for achievements 

3.2.3 to fosters students’ introspective ability to improve their self-management in families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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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mplementation Plan  

Items 

Key 

Areas + 

Aims 

Plan / Activities 
Time 

Schedule 
Success Indicator 

Evaluation 

Method(s) 

4.1 
3.1+ 

3.1.2 

Fine-tuning in 

medium of 

instruction (MOI):  

Some junior form 

classes will be 

taught in English, 

with the assistance 

of Cantonese, as 

well as bilingual 

notes and exams. 

Throughout 

the Year 

 65% of students 

agree the fine-

tuning in MOI 

create an 

environment to 

learn English 

 80% of students 

pass their exams 

 Questionnaire to 

collect 

feedbacks from 

students about 

fine-tuning in 

MOI 

 School Exam 

(Music) Results 

4.2 
3.2+ 

3.2.2 

1. School Choir: 

Develop students’ 

ability in vocal 

techniques. 

2. Wind Band:  

Develop students’ 

ability to perform as 

a member 

3. Music 

instrumental 

classes:  

Help students to 

attain international 

qualifications in 

ABRSM or Trinity 

College exams. 

Throughout 

the Year 

1. School Choir:  

 70 members, with 

an attendance of 

80%. 
2. Wind Band:  

 70 students with 

an attendance of 

80%. 

3. Music 

Instrumental 

Classes:  

 80% passing rate 

in international 

exams. 

1. School Choir:  

 No. of choir 

members 

 students’ 

attendance 

2. Wind Band:  

 No. of band 

members 

 students’ 

attendan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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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LSP Instrumental Classes Funds 200,000 

4 835-303 Instruments Maintenance, Piano Tuning 15,000 

5 835-303 One lot of consumables for instruments 12,000 

6 ECA Singing Contest, Choir 4,000 

  Total 301,000 

6. Programme Team: 

HOD:   Chui Ka Chun  

Member:  Tang Wai Man, Wil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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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科 周年計劃 (2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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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的數學基礎較弱，處理物理數據的能力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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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良好的英語環境及提升英語學習能力 

3.1.1 加強校園的英語學習氣氛，增加學生接觸及運用英語的機會 

3.1.2 改善學生的英語基礎及英語學習能力 

3.2 深化生命教育 

3.2.1 培養學生正向思維，增強學生抗逆能力 

3.2.2 協助學生肯定自身價值，提升學生成就動機 

3.2.3 培養學生自省自察，促進學生自我管理，進而履行對家庭和社會的責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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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英文組合辦跨科英

語學習活動。 

下學期 全學年最少一次與英文

組合作活動 

老師觀察 

4.2 3.1+ 

3.1.2 
在工作紙中加入英語

詞彙 

全學年 70%學生認同物理課堂

中能增加其英語詞彙量 

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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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財政預算 

用 途 金 額 撥款來源 

實驗室消耗用品 $6,000 185 

購買儀器 $10,000 149 

購買圖書 $4,000 Library Fund 

總金額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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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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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關注 

3.1 營造良好的英語環境及提升英語學習能力 

3.1.1 加強校園的英語學習氣氛，增加學生接觸及運用英語的機會 

3.1.2 改善學生的英語基礎及英語學習能力 

 
3.1 深化生命教育 

3.2.1    培養學生正向思維，增強學生抗逆能力 

3.2.2  協助學生肯定自身價值，提升學生成就動機 

3.2.3  培養學生自省自察，促進學生自我管理，進而履行對家庭和社會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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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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體育室內貼上體育
器材的英文標簽 

全年 

透過問卷，有 70%同學認為將
體育庫存內的器材全部貼上英
文標簽, 能營造良好的英語環
境及提升英語學習能力 

觀課 

問卷調查 

3.1 + 

3.1.1 

運動員介紹 

讓學生了解運動員成
功背後要刻苦鍛練 

下學期 

透過問卷，有 70%同學認為透
過運動員介紹能認同成功背後
要刻苦鍛練 

問卷調查 

4.2 
3.2 + 

3.2.2 

體適能獎勵計劃 

鼓勵正向思維 
下學期 

抽樣問卷中有 80%同學同意體
適能獎勵計劃能鼓勵他們積極
做運動。 

問卷調查 

4.3 
3.2 + 

3.2.2 

傑出運動員選舉 

提升運動員自信心及
肯定自我價值 

下學期 

抽樣問卷中有 80%同學同意傑
出運動員選舉可提升運動員自
信心及肯定自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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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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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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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良好的英語環境及提升英語學習能力 

3.1.1 加強校園的英語學習氣氛，增加學生接觸及運用英語的機會 

3.1.2 改善學生的英語基礎及英語學習能力 

3.2 深化生命教育 

3.2.1 培養學生正向思維，增強學生抗逆能力 

3.2.2 協助學生肯定自身價值，提升學生成就動機 

3.2.3 培養學生自省自察，促進學生自我管理，進而履行對家庭和社會的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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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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3.2.2 

+3.2.3 

深化生命教育: 

每個單元添加以普通話背

誦勵志文句。定期朗讀一 

些勵志或奮鬥故事，播放

正向短片，引導學生學習

積極人生態度，加強抗逆

能力。 

全年 

80%學生能背誦勵

志文句，提升同學正

能量。 

數據 

普通話晨曦雋語勵志故事

分享。  

抽樣問卷中有 60%

學生同意晨曦雋語

有效學習積極人生。 

問卷調查 

推薦學生參與比賽，增強其

自信心，肯定自我價值。 
 

8 成參加比賽的同

學取得優異成績 

比賽成

績、觀察 

 

5. 財政預算 

項目 所須購買的物品/服務 金額 

1 參考書 $2,000 

2 漢語拼音系統 $3,000 

3 校外朗誦指導班 $10,000 

   

 總開支     $15,000 

 

6. 工作計劃小組    

 科主任﹕趙陽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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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科 周年工作計劃 (2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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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良好的英語環境及提升英語學習能力 

3.1.1 加強校園的英語學習氣氛，增加學生接觸及運用英語的機會 

3.1.2 改善學生的英語基礎及英語學習能力 

3.2 深化生命教育 

3.2.1 培養學生正向思維，增強學生抗逆能力 

3.2.2 協助學生肯定自身價值，提升學生成就動機 

3.2.3 培養學生自省自察，促進學生自我管理，進而履行對家庭和社會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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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推行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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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及高中課題中引入視

藝科英語詞彙和句子學

習，並設定考評制度，例如

默寫、測考 

 

壁報及展板上輔以英語展

示，以增加英語字庫和句

子示例 

 

全學年 有 60%學生認

為措施有助提

升對英語的接

觸，增加運用

英語學習的機

會。 

以學生問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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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4 至 2019 年 3 月) $50800 

  總開支： $50800 

 

 

6. 本組成員： 

科主任﹕ 梁國恆老師 

組員﹕ 盧偉業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