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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願景、使命、理念 

1. 願景 （Vision)
我們將以教育專業及創新精神，凝聚家長及社會力量，繼續營建一所學習組

織型態的學校， 培養新一代具備自主學習能力及責任感的終身學習者， 使他們

擁有知識、 技能 、創意、 自信心、倫理價值、健全人格和體魄及國際視野，

能夠在急劇多變、中西文化交匯、全球化的社會中，充份發揮個人潛能，為社會

和國家作出貢獻：通過教育研究及實踐探索，為香港的教育模式提供新經驗 、

新突破。

我們將繼續努力建構具下列特色的校園文化的校園 ：
 學習校園  － 人人主動學習、建構知識 。
 成長校園 －  身、心 、智能全面成長， 因材施教 ，潛能充分發揮 。
 愉快校園 －  融洽有序、充滿挑戰與成功機會 ﹔學生在校園 中愉快學習 。
 關愛校園 －  愛心洋溢、彼此關心、互相扶持 。

 健康校園 － 體魄強健、品格高尚、保育環境 。

 創新校園 － 專業主導 、探索創新教學經驗 。

 社區校園 － 家長參予、融人社區 、服務社會。

 網絡校園 － 發揮資訊科技力量 ，建立全方位學習 網絡 。

要營建具特色的校園文化，挑戰不少，「後現代」社會早已著地，由此衍生的「什

麼也不確定」又「無限自我」的價值觀，資訊爆炸、網絡虛擬世界，真假難決，個人

權利與慾望無法見底，「社教」光怪陸離、「家教」失效，學校教育對學童的成長，更

形重要，因此，「校教」的各個關鍵持分者，任重道遠。

學生方面： 學習上要建立自信，有持續進修，追求知識的動力、行為上要培育

自律、自尊，有尋夢與覓找理想的動力，明白求學的目的在做人、

服務為快樂之本，懂得為己為人而努力讀書。

家長方面： 認真關愛子女、做好身教，與學校衷誠溝通合作，能投入學校活動，

抗拒外來的歪風，成為學校教育的重要持分者，支持者。

教師方面： 熱心教學與育人的工作，擁有獨特的高尚情操，積極的人生觀，在

學科知識、教學方法與課程知識，乃至社群文化的知識，都有獨到

的一面；肯學習，顧大局，能發掘學生潛能、導引學生守規識禮，

成為提升學生質素的核心團隊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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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持分者相互尊重，彼此協調，共同建立清晰「品學共融」學校教育的目標、不

斷求進，為學生謀取最大的幸福。

當教學良性循環的方向得到確立，而師生整體都能掌握之後，學校應遵從兩個教

學實踐、三角思考空間，此即在校師生的任何教學活動，應該服膺於「品德」、「學

業」與「聯課活動」的適度平衡，不宜偏廢。而教育事功的推動要顧及「學生為

本」、「教師治校」與「校長領導」的三者關係，相輔相成，但最終是要以「學生

為本」作最後依歸，從而建構風采一家。家風承傳，一路走來，本校十分重視學

校各科組部門優良傳統的建立，每兩年各科組反思自身的優良傳統，以為殷鑒。 

風采中學兩個三角教學實踐圖

 
 

學生在校的主人翁精神發揚，是學校推動價值教育的重要一環。學生直接參

與，明白自律、自治和責任的重要，開拓「風采人」的愛校傳統，當踏出社會後，

能懷抱「植根香港，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的遠見，承擔公民及國民的責任。

在品德與校風、學業與考試成績，以及服務與聯課各項活動，都有優良表現，教

育是良心事業，薪火要相傳，昨天與今天真誠對話，要展望明天，必須為學生謀

最大的幸福。確實，我們的十六年來的辦學，並未有辜負社會人士、家長及學生

的期望 ，不過，學校教育成就必須要經歷長時的考驗，日久才更見真章，協同

力量必須長期維繫。

品德

(Character Building) 

學業

(Academic Performance) 
聯課活動

(Co-curricular Activities) 

校長領導

(Principal Leadership) 

學生為本

(Student-oriented) 

教師治校

  (Teacher Involvement and 
Aut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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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辦學使命 (Mission) 
為實現教育願景， 我們將致力 ：

（1） 繼續建構愉快、溫暖、關愛、積極、進取及充滿創意的學習環境，培養及發揮

學生的多元智能。

（2） 把學校建成學習組織，使校內每位成員（學生 、教師、家長 、行政人員）群 
策群力、不斷學習、持續進步。

（3） 以「全人教育理念」培養學生，使他們在知識、智慧、技能、品格、情感、藝 
術、體魄各方面全面發展。

（4） 維繫有使命感與高效能的校董會與學校教育顧問團，堅持教育信念，開放包 
容，持續學習，勇於創新，與時俱進。

（5） 營建高透明度、開放與問責的校政架構，容讓及鼓勵學生、家長和社會人士參 
與學校教育工作。

（6） 重視教師的專業發展，提供機會及資源，讓教師專業知識與技能不斷更新、成 
長。

（7） 廣泛運用資訊科技，支援知識建構學習，讓教師、學校作跨校／區的教與學活 
動，並與本港、內地及全球建立學習網絡關係。

（8） 與其他學校、社區和社會各界建立網絡關係，充份運用各種資源，支持學校工 
作，開拓學生的視野與學習空間。

（9） 與本港教育學院和大專院校建立伙伴關係，透過教育研究計畫，實踐嶄新教育 
理念及豐富香港教育發展的理論與實踐經驗。

3. 辦學理念 (Idea)

教學工作者具備獨特高尚的情操，並擁有教學專業綜合能力，能讓學生先安頓，

再釋放，繼而建立自我，以及多元發展。

風采中學特色的教學良性循環

註：安頓作為起點，逐步揭開至多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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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辦學信念 (Belief) 
 

我們抱著以下的信念： 
（1） 人人皆可教，並且能成為終身學習者，但學習風格和速度不盡相同。 

（2） 學習的歷程是愉快的，同時富挑戰性 。 

（3） 每人有不同的天賦及多元智能，可以透過正規課程及校內、外活動課程得以

發揮。 

（4） 製造成功機會，讓學生建立自信心、自尊心，在成功的基礎上取得更大的成

功。 

（5） 學習要透過多種感官功能、多種形式、多渠道及全方位進行才可取得高效。 

（6） 學生的身心需要在一個充滿關愛、支持、安全、融洽有序的教育環境中健康

地成長。 

（7） 在教育過程中，家長與社會的參予和支持至為重要。 

（8） 教育的進步需要專業研究、探索，不斷革新和改進。 

（9） 學校需要專業領導及管理，使學校的抱負及使命得以有效地落實。 

（10） 教師專業需要持續發展，教師要成為終身學習的先導及楷模，不斷進修，進

行教研、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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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簡介 

本校為一所政府資助的文法中學，由余風采五堂會贊助，教育評議會主

辦，於2002年創校。本校以「品學共融」為教學理念，以培養新一代成為具

備自主學習能力及高度責任感的終身學習者為目標。創校以來，學生在品德、

學業、聯課活動均有長足的發展，為區內外人士所稱許。  

  

 

（三）學校資料 

（1） 學校管理 

本校已成立由學者、專業人士、校長等組成的法團校董會，本年度法團校董

會組合如下： 

 

1. 辦學團體校

董 

余健倫先生(主席)、余浩霖醫生、余海虎教授、馮文先生(校

監)、蔡國光校長、鄒秉恩校長 

2. 必然校董 何漢權校長(秘書)  

3. 教師校董 陳玉燕副校長 

4. 家長校董 戴萍女士 

5. 獨立校董 蘇鑰機教授、黃顯華教授、白威醫生 

6. 替代校董 屈佩儀副校長（老師）、冼擎峯先生（家長） 

 

 

（2）本年度學校實際上課日數：190 日 

 

 

（3）八個主要學習領域的課時 

 

中國語文教育 18% 科學教育 11% 

英國語文教育 21% 科技教育 8% 

數學教育 13% 藝術教育 8%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13% 體育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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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資料： 

 
1. 班級結構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總數 

班數 4 班 4 班 4 班 4 班 4 班 4 班 24 班 

  

2. 學生人數及全年平均出席率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人數 132 131 132 136 130 135 

出席率 98.7% 98.7% 97.8% 97.3% 97.5% 98.1% 

    

     全校學生人數共 796 人 。 

 

 

3. 學生離校情況：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人數 3 3 1 2 0 0 

   

     全校退學/轉校共 9 人 。 

 

4. 畢業生出路 

 

  本校共有 135 名學生參考 2018 年文憑試，其出路如下： 

 

 升讀海內外 

學士學位課程 

 

升讀專上學院課程

（副學士、文憑課

程） 

基礎文

憑等 

 

重讀中六 

工作 

百分比 80% 17.8% 2.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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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師資料 

 
(1) 教師資歷及教學經驗 

 

        本校校長及常規教師共有 56人，學歷與經驗如下： 

 

學歷  教齡 

碩士 49 88% 0-4年 6% 

學士 56 100% 5-9年 26% 

  10年或以上 68% 

 

 

     （2）本校所有英文科(12人)及普通話科老師(4人)均符合語文能力要求。 

 
 

 

 

 

 

 

 

 

 

 

 

 

 

 

 

 

 

 

 

 

 

 

 

 

 

 

 
 

7



(六) 學校本學年關注事項的成效與反思 

關注事項一：培養學生成為具自信的自主學習者。 

成就  

本年度為學校發展周期（ 2017-2020）的第一年，在學與教方面，主要回

應「培養學生成為具自信的自主學習者」。是年目標包括：協助學生建立

學習自信、提升學生自我管理能力 ------時間管理能力、聚焦及深化不同

學習策略的應用 ----預習及筆記、透過電子學習推動自主學習能力、推動

STEM 學習，以提升同學的創意思考、解難及明辨性思考能力。  

 

1.  協助學生建立學習自信：  

 針對是項目標，今年主要策略是在透過提高老師的表揚意識、展

示學生課內外學習成果及持續鼓勵學生參予不同學術活動等，期

以協助學生建立學習自信。  

 各科積極配合，就課堂觀察所見，老師提升了表揚意識，在課堂

上刻意增加讚賞的用語及頻次，以鼓勵學生參與課堂活動及回

應；另外，各科在學生課業及測考上，加強文字回饋、蓋印章或

貼紙，表示對學生努力的欣賞及認同。  

 此外，在課堂上展示優秀課業，肯定學習成果，已成為大部分科

目的習慣，在年度課業檢查中，也得到驗證。設有專室的學科，

如中文、英文、數學、中史、科學等，均善用室內外壁報，展示

同學課業或所獲獎項，以增鼓勵性。另外，教務組及學務組通過

「自主學習周會」，邀請師生分享自學心得，效果良好。除此之外，

學校亦設恒常展板，展示及分享學生在校外學術方面取得的成就。 

 就年終「學與教」檢討問卷可見，超過八成的同學表示在課堂內

外得到老師的讚賞，另亦有接近八成同學認為展示課業有助培養

自信。總結一年，接近八成同學認為自己的學習自信有所提升。  

 

2.  提升時間管理能力  

 是年期望透過日常課堂、各級學習活動、學習周會，提升同學對

「時間管理」的認知及掌握相關的執行方法。  

 就科務報告所見，各科均落實以不同策略提醒同學時間管理意

識，個別科目於給予份量較重課業時，提早通知學生有關要求，

分階段收取，以協助學生建立時間管理的習慣。  

 教務組及學務組於「有效學習周會」、「自主學習周會」，通過學習

專使分享，教導同學做好時間管理的方法及策略。每次派發測考

時間表，教務組今年增設「測考前溫習時間表」，讓學生做好個人

時間規劃，以期同學漸而養成習慣，良好的設計亦於「學術檢討」

周會展示，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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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年終「學與教」問卷調查所見，超過八成同學自己在時間管理

方面有所進步，在老師方面，有七成多老師認同同學在這年有所

改善。如何進一步深化同學的時間管理的執行技巧，要進一步探

討。  

 

3.  聚焦及深化不同學習策略  

 承接上一發展周期有關預習及筆記策略的基礎，各科在這些學習

策略上已漸建立文化及習慣。本年度希望特別加強深化整理筆記

及延伸學習技巧，以期同學掌握學習策略，以提升學習自信。  

 就課堂觀察所見，大部分科目預習形式多樣化，與課堂教學緊密

配合、電子學習等緊密結合。另外，發展至今年，各科的筆記設

置已發展完備，課堂以不同方式摘記重點，已成為不少同學的學

習習慣。惟就觀察、課業檢視及各科反映，對筆記的課後延伸、

補充等，仍有提升的空間。  

 為加強同學對筆記的認識，學習周會中亦常設教授如何做筆記的

環節，本年度針對此目標，加入了展示各科優良筆記例子，以讓

同學有一效法的目標及方向。另外學務組亦於學期終設筆記展，

展示每位老師挑選的優秀筆記，並撰寫其值得欣賞的原因，效果

良好。  

 根據年終的「學與教」問卷調查結果，超過八成老師同學均表示

自己已建立預習及整理筆記的習慣。  

 

4.  透過電子學習推動自主學習能力  

 

 過去幾年學校積極更新電腦設施如更換全校 switch 、擴展 WIFI 覆蓋

範圍，加強課室電腦對外的連接，優化對電子教學的支援，從觀察所見，

各科透過電子學習推動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工作已建立恆常模

式，包括 I Pad 借用常規。今年所見， I Pad 借用率高，英文早讀學

生一人一機閱讀電子書，圖書館閱讀課亦已全面電子化。  

 就科務報告所見，各科使用電子平台教學已普及化，老師能廣泛使

用 Google Form、Google Classroom、E-class 多種網上學習平台進

行教學，有學科開始於課堂使用 VR 技術，從觀察所得，學生的課

堂互動明顯增加。在課業設計方面，老師安排學生於課後看短片做預

習、於網上設自習題庫、發放材料讓學生整理筆記、進行伸延練習

及進行自我評估，此外於中六級模擬試後有系統地安排學生於網上

提取資料自習，照顧學生不同需要，效果明顯。  

 全年安排 24 場快閃工作坊及分享，共 200 人次參與，根據年終的

「學與教」問卷調查結果，超過六成老師曾使用網上學習平台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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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業，超過七成老師已習慣於課堂上使用電子媒體作為教學工具，

可見使用電子教學已成為習慣模式，至於學生方面，超過八成學生

對使用電子平台學習有信心。  

 

5.  推動 STEM 學習，以提升同學的創意思考、解難及明辨性思考能

力  

 就科務報告所見，數學科已訂立校本 STEM 能力指標，至於科學

學習領域亦正持續更新有關 STEM 的能力指標。於今年 1 月，教

育局到校對科學教育的發展情況進行重點視學，對於本校 STEM
的發展及與各理科的配合有非常正面的評價。  

 本校於中三級進行校本式的「PL+STEM」順利展開，專題研習科

老師與理科老師各顯所長，互補協作，指導學生從人文關懷角度

思考 STEM 的發展，學生的學習反思及有關 STEM 的設計進一步

肯定了本校 STEM 的發展方向。  

 已完成 STEM Room 的建設，亦購買了 3D 打印機及鐳射切割機等

基本設施，並會開放給老師於課堂借用，或於創科學會、學生準

備比賽時使用。從觀察所見，今年於推廣學生參與 STEM 有關校

內、外活動，提升學生對 STEM 的認識方面有大躍進。  

 根據年終的「學與教」問卷調查結果，接近八成學生表示明白

STEM 的理念及內容，亦同意 STEM 能培養創意思考、解難及明

辨性思考能力，但至於落實普及化並能融入學生日常生活，則工

作有待持續發展。  

 

 

 

反思  

 在協助學生建立學習自信方面，本年度的策略主要是用「外力」，藉

老師不同形式的讚賞，肯定學生，成效漸見，但仍須持續。另外，

通過向家長表提學生的良好表現，本年度部分老師嘗試，來年仍可

在來年加強。另外，來年策略除了持續「外力」外，可推展至「互

力」，提升朋輩互相欣賞學表現的文化。  

 在提升學生自我管理能力方面，本年度開展了時間管理的方向，學

生初部亦提升了意識，掌握了基本方法，但進一步如何深化，則需

要進一步與學習目標配合，故來年度除了要延續時間管理的策略

外，亦須教導學生掌握目標管理的方法。  

 在預習及做筆記這兩個學習策略上，經幾年的推行，學生漸而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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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但如何將「預習」轉化為「自動自覺」，而非另一份課業，筆

記在課後如何延伸及整理，當須想再設法加強。  

 過去幾年本校持續推動電子教學，不但更換軟硬件、添置裝備，同

步透過測考期間進行快閃工作坊及分享，提升老師對電子教學的信

心，觀察所見，課堂容量提升，師生互動增加。未來發展方向須從

學生層面入手，讓學生正確認識使用電子平台進行學習自習，提升

學習主動力及學習效能。  

 本校以調配整合現有資源包括人力、課程、活動為推動 STEM 的主

要策略，讓 STEM 能配合學校發展的大方向，觀察所得，校本式的

STEM 於去年有初步成果，奠下進一步發展的基礎。來年希望在外能

爭取更多機會讓學生參與校外比賽，於校內展示學生的設計，推動

STEM 氛圍，拔尖與普及同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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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 

深化學生的人生價值，培養正向思維習慣，提升學生的成就感。 

 

成就  

 求學的目的是學做人，因此培育學生正確人生價值是學校教育成功的基石，全校

老師多年來認同及同心推廣本校七大核心價值(風采 DNA)，在不同科組中，為學

生悉心設計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和體驗，共同創建融洽有序的校園文化。一如以

往，為了深化「盡責」的價值及態度，各科組透過星期三德育早讀，提供了相關

價值教育的閱讀資料，以豐富學生對「盡責」的知識基礎，同時讓學生從不同角

度、領域、層次掌握有關價值。德育組製作每月「星期三德育早讀回應」，供全

校師生閱覽。 
 
 各科組除了為德育早讀提供閱讀資料外，均安排不同形式的活動或於課程設計

中，融合價值教育，培養學生「盡責」的價值。 
 
1. 德育組一年一度的品德教育日，初中午間週會活動邀請到復康會的人士到場

分享肢體殘障者在生活上的實際困難，觀察所見學生認真去了解他們的需

要。高中午間週會活動邀請到有「中國麥當勞之父」之稱的朱源和先生到場

分享他的個人經歷，鼓勵學生要對自己生命的各方面盡責，在場所見學生反

應熱烈，他的見證能觸動人心。達 90%同學表示品德教育日的活動有助深化

學生「盡責」的正面價值觀。 
 
2. 訓導組透過警方學校聯絡主任葉警長和校友林振佳督察分別上、下學期到

校，與學生分享最新的警方資訊，如水貨、電話騙案、運毒、暑期工陷阱等

等，讓學生認知校園以外的罪行，提高對有關罪行的警覺性與自律性，深化

學生「守本份、盡責」的正面價值觀和態度。同學均專注地聆聽，有正面的

回應。 
 
3. 聯課活動培訓學生領袖，協助老師管理會務，增加學生參與校內外服務的機

會，讓同學在助人和勞動中培養盡責的價值。全校共有 502 人次的學生參與

服務崗位，以全校 796 人計算，為 63 %，出席率方面，按學生年終問卷調

查所得，有 94.56%的學生表示其出席率高於 70%，並能盡責完成崗位職份。 
 
4. 由中文科及德育組主辦“盡責，啟動人生….”為題的標語設計。中一至中五

級學生全部參與。對本年度德育主題的作深入反思，並以文字表達出來。得

獎者在早讀時間向全校同學分享創作理念，加強學生對本年德育主題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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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5. 視覺藝術科透過設計全校海報、插畫及壁報設計等，營造全校德育主題「盡

責」氛圍。是次德育主題橫額由學生設計，以一輛汽車的車廂作為背景，以

一條充滿各樣才能及強項的鑰匙準備啟動汽車。觀察所見學生不時會運用橫

額上的標語作為同學間的鼓勵及文章的題材，反映標語能有效植入同學的思

想當中。各班均以「盡責，啟動人生….」為主題設計壁報，且運用多元化的

媒介，表現美觀、具創意和帶出盡責訊息。中三、四選修 VA 同學以此主題

繪畫插畫，佳作已張貼於各樓層前後梯，並加以解說。整體而言，透過藝術

創作，有效加強同學對本年德育主題的了解和提升校園氛圍。 
 
 從德育早讀、各科組的課程規劃、以及每周的全方位學習，縱橫交錯地滲透著盡

責的核心價值，這種充滿正面的校園氛圍，起著潛移默化之功效，深深栽植了學

生正面價值觀，激發正能量。 
 

 培養學生健康生活習慣，提高學生資訊素養是本年度工作目標之一，本組特別邀

請本校法律顧問方兆光律師到校為學生主講網絡欺凌定義、網絡欺凌有關罪行

（網絡上的威脅恐嚇、損壞、誹謗）、後果及預防方法。讓學生認知互聯網罪行，

並教導學生如何保障自己，如私隱資料使用及存放、使用個人電腦注意事項、尊

重知識產權、預防他人竊取/竊用、提高跌入網絡罪行的意識。觀察學生用心聆

聽，專注學習。 
 

 近年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指出，現時全球共有 3.5 億人患

有抑鬱症，「焦慮」、「抑鬱」是這一時代的問題，因此培養學生正向思維習慣，

提升學生抗逆力，仍是本組工作發展的重要方向。 
1. 本年度由輔導組與香港基督教信義會合辦「尊重生命，逆境同行」- 心靈成

長計劃（好心情@學校微型計劃），向優質教育基金成功申請約二十萬元，

目的提升學生抗逆力及解難能力，建立「正向思維」之校園文化，此計劃同

時希望提高家長及老師對「正向思維」的認識及提升家長及老師對精神健康

的認識和處理的能力。主要工作為中一至中三級學生進行「初級預防」校本

服務，以問卷篩選有需要之中二級學生及提供「次級預防」支援服務，此外，

為家長、教師安排講座，提升教師、家長對學生精神健康需要的關注。首先，

透過參與次級預防計劃，個別有需要學生的情緒、行為和價值觀都有正面轉

變，例如透過參與宿營訓練內的歷奇活動和團隊活動，令學生的自信心有所

提升，較多自我欣賞和嘗試表達自己。介入活動也增強了學生的支援系統，

學生藉團隊活動建立互助關係，有助提升朋輩間之支援網絡。部分班主任也

能夠觀察到學生在小組活動前後的正面轉變，例如﹕積極投入參與班中活

動、人際關係的改善、主動表達意見等，都能反映參與次級預防計劃的學生

在情緒、行為和價值觀都有正面轉變。從次級預防活動前後測結果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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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5%參與學生在抗逆力和自尊感方面均有正面轉變。抗逆力和自尊感的提

升有助學生肯定自我價值和重要性，並有助學生建立清晰價值觀，使人有較

強抵禦逆境的能力和以正面積極方式面對困難。平均 88.89%出席學生表示

能在宿營活動和小組活動當中嘗試以正面積極的方式解難，參加者能以正面

的方法面對困難，可見其正向思維有正面轉變，從而達致計劃的目標。其次，

計劃活動期望藉初級預防校本服務以建立校園關愛文化，例如藉午間減壓活

動體驗，如躲避盤、地壺、軟式飛鏢、師生照相館、健康壓力測試等，向全

校師生推廣正向生活和壓力處理，並共同建立校園關愛文化。就工作員觀察

所見，老師與學生都投入參與活動，師生共融，共同享受輕鬆午後時光，並

一同營造健康關愛校園氛圍。就午間活動的意見收集數據反映，91.80%受訪

的參加者認同活動能有效地帶出運動有益身心的正面訊息﹔96.72%參加者

表示活動有助減壓；由此可見，午間減壓活動體驗有助推廣正向生活和壓力

處理。88.53%受訪的參加者都認同能在活動中感受到健康關愛校園氛圍，關

愛文化亦逐漸在校園中散播。最後，計劃活動中包括兩次的老師培訓，藉以

增加老師對學生精神健康的認識，並能回應學生在心理、情緒和發展方面的

需要，以協助提升學生的抗逆力。就工作員觀察所見，老師們都投入參與老

師培訓的活動，活動的回饋都十分正面，出席老師都同意活動能讓他們更了

解學生在精神健康方面的需要；另外，97.3%老師認為活動後能掌握提升學

生抗逆力的方法，學習正向溝通以關顧學生需要，因而能按照情況作出適度

的支援。 
 

2. 本年度邀請聖雅各福群會到校主辦正向教育課程。教授 Seligman’s PERMA 
Model，讓學生認識及體會性格強項帶來的好處。觀察到學生普遍積極參與

課堂活動，回應工作紙反映學生態度積極。問卷顯示超過 90%學生同意有以

下的得著： 
 認識更多正向思維面對未來挑戰(Growth mindset) 
 更了解自己的性格強項 
 認識正向關係的溝通模式 
 活動設計有趣及具吸引力 

 
 「尋寶、尋夢、尋找人生意義」是成長組三年發展周期的培育學生的方向，今年

重點在「尋寶」，培育學生領袖是其中一個要項，將透過現有的學生及學會組織，

給予各學生領袖有更大的發揮空間，以增強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提升多元的成

就感。一如以往，德育先鋒、領袖生、小天使、聯課大使及禮儀大使等領袖團隊，

積極提供一個重要的平台，讓學生學習、體驗、實踐與成長。除了加強各團隊領

袖的培訓，聯課活動組為學生提供全面兼顧體育、音樂、藝術等層面活動，培養

學生五育及靈育發展，照顧學生的多元發展及提供機會讓學生發展所長。本年度

各科組舉辦的各類活動，從問卷調查所得，絕大部份都達到成功指標。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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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同學有 91%認同學生成長委員會三年發展計劃「尋寶、尋夢、尋找人生的

意義」的方向，另外，同學認同全方位活動能夠讓同學發掘自己的專長、優點或

強項有 89%、能使同學的思維變得更正面有 90%、能夠提升同學對學校的歸屬感

有 84%。 

 

 

 

反思  

 
 現代人在價值多元、紛亂的社會氛圍下，容易迷失，持續培育風采 DNA(盡責、

尊重、同理心、自律、仁愛、公義、忍耐)，讓學生抱持正確的人生方向和價值，

行之有效，為深化學生的重要價值，繼續努力。  
 
 現代社會競爭日趨嚴重，考試壓力越來越大，家長對子女的期望日高，學生承

受壓力日增，為了提升學生抗逆能力，以正向思維，積極面對競爭日漸激烈的

社會，推行正向教育急不容緩，本年度輔導組與香港基督教信義會推行好心情

計劃，成效顯著，只是費用昂貴，來年將繼續向優質教育基金申請類同計劃，

讓更多學生受惠。 
 

 聖雅各福群到校主辦正向教育課程，學生獲益良多，本校老師經觀摩後，參考

了有關課程規劃，來年將設計校本課程，以推行「共創成長路」初中成長課的

成功經驗，發展校本正向教育課程，加強高中學生正能量，面對人生種種的挑

戰。 
 

 持續「尋寶、尋夢、尋找人生意義」三年發展周期的培育方向，來年將更有系

統地推廣正向教育中 24 個性格強項，讓風采人進一步了解個人的優勢，掌握內

在資源，創造多元成就，為「尋夢」與「尋找人生意義」打下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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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我們的學與教 

 
1.  重視兩文三語  

 

1.1 本校重視學生的語文能力培養，本校獲教育局批准，開設英語班。

另外，中一中二設普通話科，大部分班別英文科設分組教學，以提

升教學效能。外籍英語老師擔任中一班主任，同時任教部分班別，

另外主持英語早會、推廣午間、課後英語活動，以提升學生聽說的

能力。本校初中各班按班別制定教學語言，除英語外，「英語班」

的數學、科學、地理、電腦均以英語教授；「雙語班」則採母語授

課，惟科學則以英語教授，本年度中一開始，數學科也以英語教授。

初中以母語教授的學科，設有英語延展教學活動，以讓學生可銜接

高中課程。  

 

1.2 學校每周二設英語早會、每周兩節英語早讀，培訓學生讀、聽、說

的能力。另外，學校設英語專室 ------English Funland，有助推行英

語活動。另外，英文科舉行各類型英語午間活動、Halloween 週會、

英語日、安排英語學習交流團、出版英文雜誌等，期望創設語境，

提升同學學習英語的信心。  

 

2.  重視初中基礎  

 

2.1 穩固的知識基礎  

本校重視學生的學科知識基礎，初中中史、歷史、地理為獨立學科，

科學至中三分為生物、物理、化學三門學科，中三級增設校本會計

及經濟科。期望學生通過三年培訓，建立一紥實而廣泛的學科知識

根基，除有助高中課程的順利銜接，亦為持續終身學習奠定穩固的

基石。  

 

2.2 初中校本課程  

為讓學生有多元的發展，本校初中設具校本特色的課程，包括中文

戲劇、英語戲劇、地理能力、歷史人文、專題研習及圖書館等科目。

各課程均由老師自行設計，通過學習，發展同學的多元智能、共通

能力、協作能力及解難能力。校本專題研習科更培訓同學的思維、

分析及組織能力，有助銜接高中通識課程。本年度中三專題研習科

設專題研習 +STEM 課程，課程重新設計，加入創意及解難元素，

以配合本港 STEM 教育的推廣。  

 

2.3 初中學習能力指標  

本校各科初中設校本學習能力指標，藉以檢視初中三年的學習成果，

以期更好地銜接高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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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教、評結合  

 

3.1 學習策略  

本校學務組培訓「學習專使」，藉著課後學習活動，教授初中同學

不同的學習策略，例如：腦圖、寫筆記、時間管理等，期望通過朋

輩影響，同學不但可以互相學習，同時能推廣朋輩支援風氣。另外，

學校亦會邀請已進大學的學兄學姐，主持「傳承風采」周會，談學

習心得，作為在校同學學習的榜樣。  

 

3.2 教學策略  

本校各科推行教學資源共享，發展共同備課文化，課堂使用不同教

學策略，以照顧學生的不同需要。  

 

3.2 課業  

本校課業重視回饋、講評及提供範例的過程，期望通過有質素的回

饋及講評，附以例子，提升學生的眼界及水平。此外，亦重視指導

學生於測考後進行自我檢視，掌握在科目學習上的強弱項。  

 

3.3 評估  

本校重視測考成績檢討及分析，以回饋教學。除學科層面外，教務

組亦提供數據予科主任、家長、學生，以讓不同持分者作自我檢視。

過去於初中學習活動加入成績分析與學習反思，近年，更發展到設

立成績檢討周會，通過整體成績檢視，教授同學如何利用數據作自

我檢討，完善學習。  

 

4.  全校閱讀計劃  

 

本校設全校閱讀計劃，初中每天早上均設早讀節，兩天中文早讀、

兩天英文早讀，一天德育早讀。高中每周設一天德育早讀。學校期

望學生在寧靜的環境下閱讀中英文書籍、文章，培養閱讀習慣。另

外德育早讀範圍廣泛，包括本地新聞、國際時事、藝術修養、個人

成長等，期望學生通過閱讀相關資訊，反思自身，作出回應，豐富

個人識見之餘，確立一套合宜的價值觀。  

 

5.  創設跨學科平台  

 

本校設理科委員會及藝術教育小組，為相類學科創設平台，以讓科目

互相交流、支援，在課程策劃、活動推廣方面，達互相增益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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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1.  照顧學習或情緒的多樣性  
1.1 中一級方面，主要以學校適應、建立自我身份及家庭問題為主。  
由於學生升中後其學習模式及環境有所轉，變部份學生因應問題而難  
以跟上學習的進度或出現功課壓力，輔導組、社工為學生提供個別輔  
導、強化家校合作及家長監管角色，建立正面解決學習困難的方法， 
以提升同學的抗逆能力。  
 
1.2 本年度中二級同學的精神支援需要較大；同時，檢視近年學生情意 
及社交表現評估數據中可見，中二級同學的壓力及社交表現相對需要較多支援。 
因此，透過香港中文大學「學生需要調查 (HKSIF 1.1)」及早識別個別有需要學 
生參與「次級預防」活動，活動後評估參與學生大部份的抗逆力及自尊感有正面 
轉變。 
 
1.3 高中方面，個別學生因學習壓力及家庭問題而出現較大的情緒及

壓力問題。對此，社工一方面就其壓力問題而作出了情緒上的紓緩，

亦以不同的治療手法以減低學生的表徵行為。同時，社工建議他們一

些有效的學習策略，協助他們釐定讀書目標和升學的意向，從而提升

他們的適應能力。  
 
1.4 為了照顧同學在學習的多樣性，輔導組亦舉辦中港新生適應小  
組、針對 SEN 特別學習需要同學的支援的小組、LEGO 小組 --針對  
社交困難的同學、執行技巧小組 )等，讓同學在參與的過程中學習適  
應，融入校園。  
 
    

2.  照顧不同階段的成長需要  
針對不同級別的成長需要，為學生特別設計了校內外活動：  
中六級「成長路回顧」、「升學講座」、「面試訓練」、「體育周會 ---安排

外出射箭、攀石、騎馬」等活動；中五級「參觀教育及職業博覽」、「生

涯輔導講座」、由衛生署提供「性在有愛」、  「避無可避」的性教育

工作坊」、「壓力管理」、「正向教育課程」、「生涯輔導活動」；中四級「服

務學習計劃」、「策劃大未來」，高中生活調適教育；中三級「共創成長

路」、「高中選科講座」、「理財教育講座」，中二級「共創成長路」、「護

苗性教育課程」、「生涯規劃講座—我有一個夢」；中一級「迎新日、迎

新營」、「暑期銜接班」、「學習活動」、「共創成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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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凝聚校友  

本校校友會凝聚校友力量，回饋母校，去年學務組、訓導組、生涯

輔導組、輔導組、德育組、聯課活動組等分別邀約在學或就業的校

友回校分享、功課輔導及協助學校舉辦不同類別的領袖培訓活動，

並能成為學生的楷模。校友會建立第三屆師友計劃，連繫校友，透

過與學弟學妹分享成長經歷，協助未有明確目標的中五學生，為自

己的升學定立方向，激發積極上進精神。  
 

4.  家長教育  
為了提升家長在家庭中的影響力和感染力，推動家庭與學校合作是

本校重要的工作之一。一年兩度全校性家長日，讓班主任與家長檢

視學生的學習情況；為中一新生家長，於入學前本校安排家長會，

培育家長成為優質父母，作個稱職的中學生家長，又在第一次統一

測驗前，教導家長正確照顧子女應付第一次中學考試；中三級安排

選科家長講座，提升家長對子女選科的認知；中六級又為家長安排

升學講座。按學生不同的需要，有系統地為家長提供適切的教育和

服務，對學生成長有著重要的支援。  
 
   
 
 
 
  

 
 

19



(九) 學生表現 

 
1. 學業表現 

   1.1 本年度本校共 135 名學生參加 2018 年文憑試，成績如下： 
  
 跨越大學門檻百分率遠超全港 —— 中、英、數、通四個核心科目，另加一科選

修科達「3, 3, 2, 2, 2」百分率為 75.6 %（全港為 37.2%）。 
 
 本校考獲最佳 5 科（包括核心科目取得「3, 3, 2, 2」）達 19 分或以上百分率為 

56.3 %（全港為 28.0%）。 
 
 應考科目其中 7 科 100% 達第 3 級；100% 取得第 2 級或以上科目共 13 

科。 
 
 共取得 170 個 5 至 5** 級，平均摘 5 或以上級別人次為 1.26 。 
 
 取得第 2 級或以上成績百分率為 99.4 %（全港為 84.7%）；取得第 3 級或以

上成績百分率為 91.6 %（全港為 61.0%）；取得第 4 級或以上成績百分率為 
64.5%（全港為 34.8%）。 

 
 取得 5 科第 2 級或以上成績百分率為 98.5 %（全港為 76.0%）。 
 
 中、英、數、通四個核心科目考取第 3 級或以上者遠超全港，分別為： 

中文：91.1 %（全港為 55.4%）； 英文：77.8 %（全港為 52.3%）； 
數學：96.3 %（全港為 59.5%）； 通識：96.3 %（全港為 65.9%）。 

 

 學生全部應考科目考獲4級或以上遠超全港水平，包括： 
中文：59.3 %（全港為 29.4%）； 英文：35.6 %（全港為 25.7%）； 
數學：77.0 %（全港為 38.8%）； 通識：68.1 %（全港為 34.3%）； 
生物：71.7 %（全港為 43.8%）； 化學：83.3 %（全港為 50.9%）； 
中史：95.0 %（全港為 35.6%）； 經濟：80.0 %（全港為 46.0%）； 
地理：82.6 %（全港為 37.2%）； 歷史：91.7 %（全港為 48.5%）； 
資通：61.5 %（全港為 27.3%）； 物理：68.2 %（全港為 49.2%）； 
視藝︰30.8 %（全港為 22.1%）； 
企會財（會計）：89.5 %（全港為 43.2%）； 
組合科學（化學、物理）：41.4 %（全港為 23.3%）； 
數學延伸單元二：92.3 %（全港為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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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考獲優異成績學生名單(部份)： 

學生姓名 考獲成績 升讀大學 
伍凱文 5** 5** 5* 5* 5* 5 5  香港大學 

莊詠嵐 5** 5** 5* 5 5 4 4  香港大學 

劉祖輝 5** 5* 5* 5 4 4 4 北京外國語大學 / 香港中文大學 

伍雍晴 5** 5* 5 5 5 4 4 香港中文大學 

梁文思 5* 5* 5 5 5 4 4 香港中文大學 

陳曉晴 5** 5 5 5 4 4 4  北京清華大學 / 香港科技大學 

陳志龍 5* 5* 5 4 4 4 4  香港中文大學 

余嘉慧 5 5 5 5 4 4 4  香港大學 

曾煦琪 5 5 5 5 4 4 3  北京清華大學 / 香港大學 

馬凱鈴 5* 5* 5* 5* 4 4 香港科技大學 

洪偉揚 5* 5* 5 5 4 4 香港大學 

黃汶薈 5* 5 5 5 5 4 香港理工大學 

郭浚希 5** 5* 5* 4 3 3 香港浸會大學 

葉文亭 5** 5* 5 4 4 3 南京大學 / 香港中文大學 

陸思敏 5* 5* 5 4 4 4 香港中文大學 

管禧龍 5* 5 5 5 4 4 香港中文大學 

陳能威 5* 5 5 5 4 4  香港大學 

陳智遙 5** 5* 4 4 3 3 香港中文大學 

吳世杰 5** 5 5 4 3 3  香港中文大學 

伍孝彥    5** 5 4 4 4 3 香港大學 

熊珀熙 5* 5 5 4 4 3 香港中文大學 

黎子銘 5* 5 5 4 4 3  香港理工大學 

梁家灃 5* 5 4 4 4 4 香港科技大學 

梁芷淇 5* 5 4 4 4 4  香港理工大學 

陳紫慧 5 5 5 4 4 4 香港科技大學 

陳葉彤 5 5 5 4 4 4  香港大學 

黃展俊 5 5 5 4 4 4  香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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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學業以外表現 
本年度學生校外獲獎部分紀錄如下： 

 

 (1) 藝術 
 項目 舉辦機構／團體 成績 

＊ 第六屆徐悲鴻國際青少年兒童 

美術比賽 2017 
 

香港青年協會 

 

 

香港區賽事 - 西方畫系高中組優異獎 

(3D 馮玉怡、5B 陳郁子、5D 韓沐恩、 

6B 王潔雯、6D 梁焯然) 

＊ 北區青年節藝動樂四格漫畫繪畫 

比賽 

 

北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秘書處 

 

中學組季軍 (5B 陳綺雯) 

中學組優異獎 (5C 魏嘉怡、5D 夏若桐) 

 

＊ 三十周年卡通人物及標語 

創作比賽 

香港唐氏綜合症協會 

 

卡通人物創作(青年組)亞軍 (5C 魏嘉怡) 

 

＊ 「世界心臟日」香港心臟基金會 

繪畫比賽 2017 
香港心臟專科學院 

 

優異獎(4B 冼丹琪、4B 孫珮嘉、4B 植漫潼) 

 

＊ 賽馬會藝育菁英計劃全港青少年 

繪畫日 2017 
香港賽馬會 

 

優勝者 (4B 孫珮嘉、5B 陳郁子) 

 

＊ 第 16 屆校際郵集設計比賽 

 

香港郵政 

 

優異獎 (4A 鄧淑嫻、4B 孫珮嘉) 

 

＊ 低鹽低糖我識揀標語創作暨 

海報設計比賽 

教育局、食物及衛生

局、食環署、衛生署等 

初中組優異獎 (3C 楊千樂) 

 

＊ 「恩典太美麗」四格漫畫 

創作比賽 (2017-2018) 
香港教育大學 

 

高中組優異 (5B 陳綺雯) 

 

＊ 
2018 中學生傑出作品展 

 

香港城市大學 

 

傑出作品獎 (5B 陳郁子、5C 魏嘉怡) 

嘉許狀 (共 13 位學生) 

 

＊ 聖公會榮真小學校友會會徽 

設計比賽 

聖公會榮真小學校友會 

 

得獎者 (2C 郭璧儀) 

 

＊ Grade 8 Musical Theatre 
Examination (Group) 
 

Trinity Guidhall  
London 
 

Exhibition Award 2016 (Let's Fly High!)  
29 名中六學生 

 

＊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

會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中學合唱隊 

14 歲或以下(冠軍)(共 61 位學生) 

中學合唱隊 - 中文女子第二組別中級組 

16 歲或以下(季軍)(共 59 位學生) 

中學合唱隊 - 英文女子第二組別中級組 

16 歲或以下(優良獎狀)(共 57 位學生) 

分級鋼琴獨奏 - 六級(季軍) (2C 譚樂恩) 

16 歲或以下女子中文獨唱季軍(4A 李靖兒) 

14 歲或以下女子中文獨唱亞軍(2A 曾櫻桐) 

14 歲或以下女子中文獨唱季軍(1C 李羽鑫) 

14 歲或以下男童聲獨唱季軍(1C 李懿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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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中學合唱高級組金獎(女子中級合唱團) 

(共 55 位學生) 

中學合唱挑戰組金獎(童聲合唱團)  

(共 60 位學生) 

口琴樂團（中學體驗組）金獎 (1D 劉煒灝、 

2A 華永鑫、2D 譚嘉祐、4A 區家儀、5A 張嘉笑) 

古箏樂團(中學中樂合奏組)金獎 (1A 陳之信、 

1A 張嘉穎、1B 周潔瑜、1B 吳佩葸、1D 吳卓賢、 

3B 陳藹媚、3B 林正善、4A 蔡汶恩) 

弦樂小組(中學弦樂合奏組)銀獎 

(1C 陳穎恩、1C 古禮瑞、2D 邱玥、3A 張詩雨、 

3B 廖瀛軒、3C 楊千樂、3D 郭思辰、4B 周千凱) 

管樂團(中學組)銅獎 (共 27 位學生) 

 

＊ 2017 國際無伴奏合唱比賽 

 

香港青年協會 

 

中學組銅獎(共 17 位學生) 

 

＊ 愛的旋律學校聯演 

 

 

 

 

 

 

 

康文署音樂事務處 

 

 

 

 

 

 

 

優良表演獎(弦樂班及樂團)(共 42 位學生) 

優良表演獎(銅管室樂團)(共 37 位學生) 

優良表演獎(拉丁美洲動感敲擊樂團) 

(共 11 位學生) 

優良表演獎(古箏樂團) (1A 陳之信、1A 張嘉穎、 

1B 周潔瑜、1B 吳佩葸、1D 吳卓賢、3B 林正善、 

3B 陳藹媚、4A 蔡汶恩) 

 

＊ 第 53 屆學校舞蹈節 

 

 

 

 

香港學校舞蹈節協會 

 

 

 

 

風鳴動(漢族)(雙人舞)乙級獎 

(3C 李卓穎、6A 程珀清) 

Variation from Don Quixote (Spain) (Solo) 
乙級獎 (6A 程珀清) 

 

＊ 香港創意戲劇節 2017 
 

 

香港浸會大學 

 

 

傑出獎 (中學組)  (4A 劉俊明、4D 梁璇兒) 

優異獎 (中學組)  (4A 劉俊明、5C 王嘉麗、 

5D 徐海琪) 

＊ 香港學校戲劇節 

 

 

 

 

 

香港學校戲劇節導向 

委員會秘書 

 

 

 

 

傑出演員獎 - 2016-17 年度劇社成員 

(4B 黃志瀚) 

傑出劇本獎 - 2016-17 年度劇社成員 

(共 12 位學生) 

傑出合作獎 - 2016-17 年度劇社成員 

(共 12 位學生) 

＊ 香港藝術節青少年之友計劃 

 

香港藝術節協會 

 

傑出學校獎及傑出老師獎(蔡以瓦老師) 

 

＊ 香港藝術節駐節藝術家計劃 

 

香港藝術節協會 

 

甄選作學員及表演嘉賓(共 10 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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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術 
 項目 舉辦機構／團體 成績 

＊ 葛量洪獎學金 2016-17 葛量洪獎學基金 

 

葛量洪獎學金 2016-17(共 30 位學生及 

7 位 1617 年度中六畢業生) 

＊ The Indian Chamber of Commerce 
Hong Kong 60th Anniversary 
 
 
 

Indian Chamber of 
Commerce Hong Kong 
60th Anniversary 
Education Trust 
 

Nehru Memorial Trust Scholarship 
(1617 年度 6B 譚嘉豪、6C 阮智康) 

 

 

 

＊ 2016-17 年度亞洲國際數學 

奧林匹克競賽 (AIMO) (總決賽) 

 

香港奧林匹克協會 金獎 (2A 華永鑫) 

 

 

＊ 香港理工大學數學及科學比賽 

 

 

 

 

 

 

 

 

 

 

香港理工大學 

 

 

 

 

 

 

 

 

 

 

高級優異(6A 伍雍晴、6B 張昱行、 

6C 伍凱文、6D 陳頌喬、6D 陳薇芷、 

6D 郭浚希) 

優異 (6A 張芷齊、6C 陳婉晴、6C 陳葉彤、 

6C 莊詠嵐、6C 任曉琳、6D 劉文杰) 

優良 (6A 何婉芳、6A 曾煦琪、6C 黎子銘、 

6C 李沛桐、6C 殷程、6D 黃銘財) 

良好 (6A 樊嘉怡、6B 陸思敏、6C 周穎儀、 

6C 梁淑儀、6C 梁芷淇) 

參與 (6B 陳彥寧、6C譚靖蕎) 

 

＊ 第二十二屆全國華羅庚金杯 

少年數學邀請賽(香港賽區) 

香港華羅庚金杯少年 

數學邀請賽協會 

三等獎 (2A 華永鑫) 

 

＊ 第二十六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

選舉 

 

 

 

 

 

學友社 

 

 

 

 

 

 

全情投入獎 

最踴躍參與獎 

中文紅新聞評述比賽(初中組)優異 

(1A 鄔俊逸) 

中文紅新聞評述比賽(高中組)入圍 

(5C 張欣騰) 

 

＊ 2017 年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 

聯合盃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 

 

 

聯合盃殿軍(2B 李天龍、2C 李雲龍、 

4A 陳詠欣、5A 白曉君) 

 

＊ 2017 遊學台灣行程設計比賽 

 

 

旅遊學庫 

 

 

高級組(冠軍)(3A 鄺詩瑜、3B 陳友友、 

4A 謝穎豪、4A 嚴寶琪、4C 傅熠熠、 

4C 孫家禧) 

＊ 「香港傳承」歷史文化學習計劃

2017「尋找香江的故事」 

專題研習比賽 

饒宗頤文化館 

 

 

初中組季軍(4A 謝穎豪、4A 嚴寶琪、 

4C 傅熠熠、4C 孫家禧) 

 

＊ 真光女子數學邀請賽 2017 
 

香港真光女子中學 

 

Distinction(4C 李韵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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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高中學生普通話演講大賽

2017 
 

恆生管理學院中國語言 

及文化研習所、語常會 

 

銀獎(5C 李婧雯) 

 

 

＊ 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 

 

 

保良局、數理教育學會 

 

 

一等獎(4C 林華康、4C 雲皓楠、 

4C 侯健業) 

 

＊ 「認識祖國‧認識香港」系列比賽

2017「解難 X 問答」校園遊蹤 

偵探比賽 

香港青年協進會 

 

 

季軍(2B 黃晞彤、3A 吳芯燁、4D 梁璇兒、

4D 徐倩怡、5A 梁倩瑜) 

 

＊ 「更生」微電影觀後反思 

徵文比賽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優秀作品 (2B 鍾浩華、2B 姚曼莉) 

 

＊ 第十二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 

口語溝通大賽》 

 

香港教育大學 

 

 

初中組小組討論項目(粵語)小組優異獎

(2B 李天龍) 

 

＊ 小作家培訓計劃 

 

語常會、明赧合辦 

 

全年大獎 - 優異獎 (4A 謝穎豪) 

 

＊ 第十八屆深圳讀書月- 深港澳中

學生讀書交流活動 - 中學生讀書

隨筆寫作比賽 2017 
 

深圳讀書月組委員會 

辦公室 

 

 

高級組優秀獎(4A 蔡汶恩、4B 周千凱、 

6B 張彥霞) 

初級組二等獎(3B 陳友友、3B 曾伊芙、 

3D 李君岳) 

＊ 「知史知彼挑戰賽之抗戰篇」 

網上校際問答比賽 

大中華青年在線知史 

 ── 電子教與學平台 

優異獎(3A 鄺詩瑜、3B 陳友友) 

 

＊ 第八屆「全港中學中國歷史研習 

獎勵計劃」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 

文學碩士課程同學會 

初級組三等獎(3A 鄺詩瑜) 

 

＊ 參觀機場分享見比賽 

 

機管局 

 

優秀隊伍獎(3D 陳俊汶、3D 甘明軒) 

 

＊ 中學數學專題習作比賽 

 

 

教育局 

 

 

表現良好獎(3C 余雨濤、3D 李君岳、 

3D 黃宇軒) 

 

＊ 第二十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

比賽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 

 

 

優異星獎(5C 李婧雯) 

優異獎(3D 李詠琪) 

 

 
 
(3) 體育 
 項目 舉辦機構／團體 成績 

＊ 大埔及北區校際乒乓球團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女子甲組 - 冠軍 (4B 高舒婷、 

5A 李善俞、5B 陳墡壁、5C 簡珮琪) 

 

＊ 大埔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2017-18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女子單打青少年組(16-18 歲)冠軍 

(5C 簡珮琪) 

女子雙打青少年組(18 歲或以下)冠軍 

(4B 高舒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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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全港公開乒乓球單項 

錦標賽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女子丙組單打賽季軍(4B 高舒婷) 

 

＊ 香港青少年柔道隊際錦標賽 2017 
 

中國香港柔道總會 

 

冠軍 (4B 王浩彰) 

 

＊ 2017 香港青少年柔道錦標賽 

 

中國香港柔道總會 

 

男子 D 組- 66 公斤級冠軍 (4B 王浩彰) 

 

＊ 2017 年度香港級組柔道錦標賽 

 

中國香港柔道總會 

 

男子 60 公斤級組別季軍(4B 王浩彰) 

 

＊ 第四屆 J Cup 國際青少年柔道 

邀請賽 

J Cup 馬來西亞 

 

個人-55 公斤級隊際季軍 (4B 王浩彰) 

 

＊ 2017 東亞青年暨青少年柔道 

公開賽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 

 

 

男子少年組 55 公斤以下級別 - 銅牌  

(4B 王浩彰) 

 

＊ 2017 日朗盃柔道邀請賽 

 

 

 

 

康文署、中國香港柔道 

總會、日朗柔道會 

 

 

 

D 組-55 公斤級亞軍 2nd Runner-up  
(4B 王浩彰) 

C 組-55 公斤級季軍 3nd Runner-up  
(4B 王浩彰) 

 

＊ 捷青盃柔道邀請賽 

 

元朗捷青柔道會 

 

季軍(4B 王浩彰) 

 

＊ 亞洲柔道公開賽 2017 
世界排名賽 

 

International Judo 
Federation 
 

參與獎狀 (4B 王浩彰) 

 

 

＊ 北區中學女子七七足球聯賽 

 

 

 

 

香港賽馬會、和富社會 

企業、北區體育會 

 

 

 

亞軍(1A 鄧世盈、1A 莫巧華、1A 葉彩翎、

1C 陳穎恩、1C 鄒卓嵐、2C 張芷菲、 

2D 江靜兒、3A 蕭愛詩、3B 蔡依璇、 

5B 盧家文、5D 徐海琪) 

 

＊ 大埔及北區校際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女子甲組團體第六名 

女子甲組 50 米蝶泳第二名(5B 陳嘉盈) 

女子甲組 4 x50 米自由泳接力第三名 

(4A 蔡汶恩、5B 陳嘉盈、6A 張芷齊、 

6B 蕭海晴) 

女子乙組團體第五名 

女子乙組 50 米自由泳第二名(3D 蔡善珩) 

女子乙組 4 x50 米自由泳接力第二名 

(3B 林正善、3D 蔡善珩、3D 簡愷悠、4A 
丘慧琳) 

女子丙組團體第八名 

女子丙組 50 米自由泳第一名(2C 周祖泳) 

女子丙組 200 米自由泳第一名 

(2C 周祖泳) 

男子甲組 50 米蛙泳第三名(5B 柯澤朗)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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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賽馬會女子青少年社區盃 

 

 

香港賽馬會 

 

 

亞軍 Runners-up (2C 張芷菲) 

最佳球員 (2C 張芷菲) 

 

＊ 建造業議會開放日室內賽艇邀請

賽 

 

 

 

 

 

 

 

 

 

 

 

建造業議會 

 

 

 

 

 

 

 

 

 

 

 

 

男子初中組 4x500m 接力賽冠軍 

(2B 王文杰、3B 陳琪丰、3B 許成輝、 

3D 李浩文) 

男子高中組 4x500m 接力賽冠軍 

(5B 柯澤朗、5D 李澤岷、6B 陳彥寧、 

6D 黃銘財) 

女子初中組 4x500m 接力賽季軍 

(3B 陳友友、3C 潘詠琛、3D 劉嘉儀、 

3D 蔡善珩) 

女子高中組 4x500m 接力賽季軍 

(4B 丘沛盈、4D 周芷彤、4D 梁璇兒、 

5A 高穎瑜) 

 

＊ 2017-2018 年度校際田徑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女子丙組團體優異獎 

女丙接力 4x100 米季軍(1B 江穎茵、 

1C 陳穎茵、2C 張芷菲、2C 周祖泳) 

男甲 400 米冠軍(6D 謝偉龍) 

男乙鐵餅季軍(2B 王文杰) 
男丙鐵餅冠軍(1A 劉彥夆) 

 

＊ 北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7-18 
 

 

康文署、北區體育會 

 

 

女子青少年 D 組跳高冠軍(3A 李希瑜) 

女子青少年 D 組跳高季軍(3A 吳芯樺) 

 

＊ 全港校際新春花式跳繩比賽 2018 
 

 

 

 

 

 

 

 

 

 

 

 

 

 

 

 

北區體育會 

 

 

 

 

 

 

 

 

 

 

 

 

 

 

 

 

中學混合組團體總成績冠軍(2A 華永鑫、

3B 鄒曉穎、3C 吳鎧泓、 

3C 鄧安程、3D 簡愷悠、3D 李景琳、 

3D 鄭晞童) 

中學混合組團體總成績亞軍(1A 陳可、 

1A 洪嘉儀、1B 陳志鵬、1C 洪景隆、 

1C 李懿澤、1D 陳志鵬、2B 文鈞彥、 

2D 林宇軒、3C 薛梓維、6D 陳頌喬) 

中學女子組團體總成績冠軍(1D 陳嘉莉、

1D 蔡嘉敏、1D 許沛柔、1D 陸欣、 

2A 歐芷穎、2A 趙欣彤、2A 王淇、 

3C 劉天悅) 

中學混合組 1 分鐘朋友跳冠軍(1A 陳可、

1D 陳志鵬) 

中學混合組 30 秒二重跳冠軍(2A 華永鑫) 

中學混合組 30 秒單車步冠軍(6D 陳頌喬) 

中學混合組 1 分鐘 3 人交互繩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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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 林宇軒、3C 薛梓維、6D 陳頌喬) 

中學混合組 1 分鐘 6 人大繩冠軍 

(3B 鄒曉穎、3C 吳鎧泓、3C 鄧安程、 

3D 簡愷悠、3D 李景琳、3D 鄭晞童) 

中學混合組 1 分鐘車輪繩冠軍 

(3C 吳鎧泓、3C 鄧安程) 

中學混合組 30 秒後繩跳冠軍(3D 鄭晞童) 

中學混合組 30 秒交叉跳冠軍(3B 鄒曉穎) 

中學混合組 1 分鐘 6 人大繩亞軍 

(1A 陳可、1A 洪嘉儀、1C 洪景隆、 

1C 李懿澤、2B 文鈞彥、2D 林宇軒) 

中學混合組 30 秒單車跳亞軍(2A 華永鑫) 

中學混合組 1 分鐘朋友跳亞軍 

(2A 華永鑫、3D 李景琳) 

中學混合組 1 分鐘 3 人交互繩亞軍 

(2A 華永鑫、3D 簡愷悠、3D 鄭晞童) 

中學混合組 30 秒二重亞軍(3C 薛梓維) 

中學混合組 30 秒交叉跳亞軍(3D 簡愷悠) 

中學混合組 30 秒二重跳季軍(6D 陳頌喬) 

中學混合組 30 秒交叉跳季軍(1A 陳可) 

中學混合組 1 分鐘車輪繩季軍 

(1A 洪嘉儀、2B 文鈞彥) 

中學混合組 30 秒後繩跳季軍(3C 吳鎧泓) 

中學混合組 30 秒單車步季軍(3C 薛梓維) 

中學女子組 30 秒單車步冠軍(1D 陳嘉莉) 

中學女子組 1 分鐘朋友跳冠軍 

(1D 陳嘉莉、1D 蔡嘉敏) 

中學女子組 1 分鐘 6 人大繩冠軍 

(1D 陳嘉莉、1D 蔡嘉敏、1D 許沛柔、 

2A 歐芷穎、2A 趙欣彤、2A 王淇) 

中學女子組 1 分鐘車輪繩冠軍 

(1D 許沛柔、1D 陸欣) 

中學女子組 1 分鐘 3 人交互繩冠軍 

(2A 歐芷穎、2A 趙欣彤、2A 王淇) 

中學女子組 30 秒後繩跳冠軍(2A 趙欣彤) 

中學女子組 30 秒二重跳冠軍(3C 劉天悅) 

中學女子組 30 秒交叉跳亞軍(1D 陸欣) 

中學女子組 30 秒後繩跳亞軍(2A 歐芷穎) 

中學女子組 30 秒單車步季軍(1D 陸欣) 

 

＊ Ziberty 全港跳繩挑戰賽 2017 

 

 

Ziberty Sports Studio 
 

 

個人賽總成績 - 季軍 (6D 陳頌喬) 

個人賽 (45 秒個人花式)-季軍 

(6D 陳頌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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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賽 (2 分鐘速度耐力) -季軍 

(6D 陳頌喬) 

個人賽 (30 秒速度) -季軍 (6D 陳頌喬) 

 

＊ 全港跳繩錦標賽 2018 
 

 

 

 

 

 

 

 

 

 

 

中國香港跳繩體育聯會 

 

 

 

 

 

 

 

 

 

 

 

二人車輪花式比賽(45 秒至 75 秒) 

十六歲或以下公開組冠軍(3C 鄧安程、 

3C 吳鎧泓) 

二人車輪花式比賽(45 秒至 75 秒) 

十六歲或以下公開組亞軍 

(3D 簡愷悠、3D 鄭晞童) 

1x30 秒單車速度跳比賽十五歳男子組 

亞軍(2A 華永鑫) 

二人車輪花式比賽(45 秒至 75 秒) 

十六歲或以下公開組季軍(3B 鄒曉穎、 

3D 李景琳) 

 

＊ 2017 年度第二屆校際高爾夫球 

練習場比賽 

精英高爾夫球學院 

 

男子個人 12-14 歲組別 冠軍 (2A 楊子軒) 

 

＊ Academy of Fencing 2017 Q3 
Competition 

香港劍撃學院 

 

2nd Runner-Up U14 Girl's Sabre 
(2B 鄧佳欣) 

＊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7-18 
 

 

屈臣氏集團 

 

 

A.S. Watson Group H.K Student Sports 
Awards Leadership Workshop 
(5C 簡珮琪) 

＊ 2017-2018 年度新界地域中學 

校際室內賽艇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新界地域中學校際室內賽艇比賽女子組 

總冠軍 

女丙團體冠軍(1B 陳嘉儀、1D 馮宇彤、 

2C 張芷菲、2C 周祖泳、2D 張麗柔、 

2D 李芊婷) 

女丙 4x500 米接力冠軍（破紀錄） 

(1B 陳嘉儀、2C 周祖泳、2D 張麗柔、 

2D 李芊婷) 

女丙 300 米冠軍 (1B 陳嘉儀) 

女丙 300 米亞軍 (2D 李芊婷) 

女丙 500 米第 7 名 (2D 張麗柔) 

女丙 1000 米第 4 名 (2C 周祖泳) 

女乙團體第 3 名(3A 李希瑜、3B 謝善怡、 

3D 劉嘉儀、4A 丘慧琳、4B 李璇、 

4B 丘沛盈) 

女乙 500 米亞軍 (4B 李璇) 

女乙 4x500 米接力第 2 名 (3B 謝善怡、 

3D 劉嘉儀、4B 李璇、4B 丘沛盈) 

女乙 1000 米第 6 名 (3D 劉嘉儀) 

女甲團體第 5 名(3B 陳友友、4D 梁璇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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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 周芷彤、5A 高穎瑜、5A 袁嘉蔚、 

5C 張穎僮、6A 林曉桐) 

女甲 4x500 米接力第 4 名 (4D 周芷彤、 

4D 梁璇兒、5A 高穎瑜、6A 林曉桐) 

女甲 500 米第 5 名 (4D 梁璇兒) 

女甲 500 米第 6 名 (5A 高穎瑜) 

女甲 1000 米第 7 名 (4D 周芷彤) 

男甲團體第 6 名(5B 張元瀚、5B 柯澤朗、 

5C 于銘、5D 李澤岷、6B 陳彥寧、 

6D 黃銘財) 

男甲 1000 米冠軍 (5B 柯澤朗) 

男甲 1000 米亞軍 (6D 黃銘財) 

男乙 1000 米第 6 名 (3D 陳偉康) 

男丙 500 米第 7 名 (2D 陳聖) 

 

 
(4) 服務及其他 
 項目 舉辦機構／團體 成績 

＊ 2016-2017 年度訓練盾 香港紅十字會 新界東總部冠軍 (青年團第 308 團) 

＊ 2016-2017 年度服務盾 

 

香港紅十字會 

 

新界東總部冠軍 (青年團第 308 團) 

新界東總部總亞軍 (青年團第 308 團) 

＊ 2016-2017 年度傑出青年團比賽 

 

香港紅十字會 

 

北區冠軍 (青年團第 308 團)  

(紅十字會會員 57 人) 

＊ 香港紅十字會漸進式活動計劃 

 

香港紅十字會 

 

漸進式活動計劃所有階段「榮譽章」 

(6C 李沛桐、6C 余嘉慧) 

＊ 漸進式活動計劃所有階段 

 

香港紅十字會 

 

榮譽章(4C 冼蓁谷、6A 林曉桐、 

6B 王潔雯、6C 陳葉彤) 

＊ 志願服務獎項 

 

 

 

香港紅十字會 

 

 

 

志願服務銀獎 (200 小時) 

(6B 王潔雯、6C 余嘉慧) 

志願服務銅獎 (100 小時) (學生 18 人) 

 

＊ 童軍技能比賽 2018 
 

 

 

 

香港童軍總會雙魚區 

 

 

 

 

團隊機智項目冠軍(3A 張嘉婷、 

3B 徐子燁、3B 余天玉) 

團隊機智項目全場總季軍 (3A 張嘉婷、 

3B 徐子燁、3B 余天玉) 

 

＊ 科技與跨代 2017 -2018 年度智能

遊戲設計比賽 

 

願景基金會 

 

 

冠軍 (3D 甘明軒、3D 郭思辰、 

3D 林宇晴、3D 李俊賢) 

 

＊ 從一帶一路到生活 - 內蒙大漠體

驗之旅報告 

香港青年動力協會 

 

優秀報告獎 季軍 (4B 張家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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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財務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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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回饋與跟進 

本年度為學校發展周期（ 2017-2020）的第一年，汲收今年推

行各目標及策略的成效，貫徹關注以下重點：

1. 培養學生成為具自信的自主學習者

2. 深化學生正確人生價值，培養學生正面思維習慣，提升學生

成就感，發展個人生涯規劃及確立人生使命

   在學與教方面，來年度在「培食學生成為自信的自主學習者」

的大方向下，來年度的目標如下：  

1. 協助學生建立學習自信

2. 提升學生自我管理能力 ------目標管理能力

3. 聚焦及深化不同學習策略的應用 ----閱讀策略

4. 透過電子學習推動自主學習能力

5. 推動STEM學習，以提升同學的創意思考、解難及人文素養。

至於學生成長及支援方面，有以下關注重點：

1. 深化及持續發展學生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2. 培養健康生活習慣，提高學生資訊素養

3. 培養正向思維習慣，推廣PERMA理論

(Seligman’s PERMA Model)：正向情緒 (P)、全情投入 (E)、
正面人際關係 (R)、意義 (M)、成就感 (A)

4. 發展學生性格強項，發掘潛能與天賦

5. 讓學生追尋夢想，明白人生的價值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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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gantia College (sponsored by Education Convergence) 
2017 - 2018 

Evaluation Report on DLG-funded Other Programme (Gifted Education) 
Name of 
programme(s) 
/ course(s) 

Objectives 
Duration & venue 
of the Program / 
course   

Target 
students & 
no of 
students 

Selection 
Mechanism 

Expenditure 
(HK$) Deliverables  Evaluation of student learning / 

Further Reflection   

English Debate 
Course 

 To enhance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and
logical thinking
skills on current
issues

 To sharpen their
presentation skills

 To encourage
collaborative
learning

 A total of 14
sessions, each
lasting for 1.5
hours to be
arranged
between
mid-September
and
mid-December
2017 

S4 
20 students 

Students are 
selected based on 
their motivation,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teachers’ 
recommendation. 

$18,900 
including 
hire of the 
service, 
design of 
course 
materials, 
marking and 
analyzing of 
students’ 
written work 
and giving 
students 
feedback  

 Quality of
deliverables e.g.
teaching packs and
student worksheets,
etc.

 a quality friendly
debate held after
school on 7th

December 2017 as a
whole-form activity
which was proved to
be a success

 marked debate
speeches from
participants for
demonstration of
expected output for
target audience of a
similar level in future

 On the whole, the targets of the
course were fully fulfilled. Having
re-visited the formats and style of
writing for different genres, nearly
all students (94%) agreed that the
course was useful in enhancing
their writing skills.

 The course enabled students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formats and style of writing for
different genres as indicated in the
end-of-course student evaluation.
All students agreed that they
benefitted from the post-writing
feedback from the instructor.

中四【學習技巧培
訓】活動

 掌握學習技巧、解

決 學習困難

 學習及升學期望

管理

共 2 節，每節 1.5
小時

S4  20 學生 由學務組資優培 
育部老師挑選學

年成績優秀同學

參與

$4980 
包括導師費

活動物質及

教材費用

 學生學習紀錄

 學生分組匯報學習

成果

 學生 100%出席

 觀察所見，學生投入活動，討論

熱烈

 從學生匯報中可見學生能調較自

己的學習期望及信心

中五【學習期望管
理】活動

 引導學生從多角
度評估自己的學
習情況

 讓學生學會修訂
目標，並作出有效
的期望管理

共 2 節，每節 1.5
小時

S5  20 學生 $4980 
包括導師費
活動物質及
教材費用

 學生分享感受
 負責老師觀察學生

於活動內的表現

 學生 100%出席

 觀察所見，學生投入活動，討論

熱烈

 學生能多角度評估自己的學習情

況、修訂目標，並掌握落實行動

的要素

 
中六級【學習及升
學期望管理】

 學習及升學期望
管理

共 3 節，每節 2
小時，課程共 6 
小時。

S6  20 學生 $12,000  學生分享感受

 負責老師觀察學生

於活動內的表現

 從學生匯報中可見學生的成長心

路歷程及面對困難的解決策略

English Writing 
Course 

 To enhance students’ 
confidence in
expressing opinions

A total of 11 
sessions, each 
lasting for 3 hours, 

S5 
15 students 

Students are 
selected based on 
their motivation, 

$33,000 
including 
hire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student
worksheets, covering

 On the whole, the targets were
fulfilled. 95% of students found
the course helpful and expr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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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resenting 
arguments in English 

 To maximize
students’ potential
and competence in
writing

were held on school 
campus 
from 21st April – 
14th July 2018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teachers’ 
recommendation. 

service, 
design of 
course 
materials, 
marking and 
analyzing of 
students’ 
written work 
and giving 
students 
feedback  

a range of writing 
formats for different 
genres  

 marked sample
essays from students
for demonstration of
expected output for
target audience of a
similar level in future

their interest in joining similar 
courses to improve their language 
competence in future.  

 The majority of students found the
course useful in enhancing their
writing skills. Nearly 90% of them
believed that they became more
confident in expressing opinions in
English.

 Nearly all of them agreed that they
benefitted from feedback, both
verbal and written, from the course
instructor. They were given more
opportunities to practise their
writing skills.

Advanced English 
Writing Course 

 To equip students
with advanced
writing techniques
in different genres
e.g. proposal,
debate speech,
persuasive and
argumentative
writing, etc.

 To maximize
students’ potential
and competence in
writing

A total of 10 
sessions, each 
lasting for 2 hours, 
were held on school 
campus 
from    
23rd September  – 
2nd December 2017 

S6 
15 students 

Students are 
selected based on 
their motivation,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teachers’ 
recommendation. 

$16,000 
including 
hire of the 
service, 
design of 
course 
materials, 
marking and 
analyzing of 
students’ 
written work 
and giving 
students 
feedback  

 teaching materials
and student
worksheets, covering
a range of writing
formats for different
genres

 marked sample
essays from students
for demonstration of
expected output for
target audience of a
similar level in future

 On the whole, the targets were
fulfilled. Over 90% of students
found the course useful and
expressed their interest in joining
similar courses to improve their
language competence in future.

 The majority of students found the
course useful in enhancing their
writing skills. Nearly 88% of them
believed that they became more
confident in expressing opinions in
English.

 Nearly 90% of them agreed that
they benefitted from feedback,
both verbal and written, from the
course instructor. They were given
more opportunities to practise their
writing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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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一八學年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校本津貼-活動報告表

學校名稱: 風采中學(教育評議會主辦) 

負責人姓名:              聯課活動主任鄭重謙老師 聯絡電話:        243683680    

A.校本津貼實際受惠學生人數  (人頭)  108  名(包括 A.領取綜援人數：  16  名，B.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人數：  80  名及 C.學校使用酌情權而受惠的清貧學生人數： 12 名) 

B. 受資助的各項活動資料

*活動名稱/類別
參加合資格學生人數# 平均出

席率 

活動舉辦時期 

/日期

實際開支 

($) 

評估方法 

(例如:測驗、問卷等) 

合辦機構/ 服務供

應機構名稱 (如適

用)

備註(例如:學生的學習及 

情意成果)
A B C 

A. 語文訓練 

  趣味日本語班 0 8 1 88% 全學年 $8,100.00 老師評估 N.A. 

  演辯學會 0 0 1 80% 全學年 $400.00 老師評估 N.A. 

B. 文化藝術 

  口琴樂隊 1 5 0 90% 全學年 $8,307.60 老師評估 N.A. 

  古箏樂團 0 1 0 95% 全學年 $1,400.00 老師評估 N.A. 

   弦樂團及弦樂班 1 10 4 93% 全學年 $24,000.00 老師評估 N.A. 

   拉丁美洲動感敲撃樂團 0 4 1 91% 全學年 $7,500.00 老師評估 N.A. 

  無伴奏合唱團 2 17 2 97% 上學期 $3,360.00 老師評估 N.A. 

   銅管室樂團 0 4 0 92% 全學年 $8,000.00 老師評估 N.A. 

  舞蹈學會(中國舞) 1 3 0 90% 全學年 $2,000.00 老師評估 N.A. 

  資助購買口琴及樂譜 1 3 0 / / $1,040.00 / N.A. 

   資助贎買小提琴 0 2 0 / / $912.00 /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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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參觀/戶外活動 

  學校旅行費用 12 52 2 100% 22/12/2017 $4,476.00 活動問卷 N.A. 

    郊野研習課程 1 7 2 100% 25-26/6/2018 $1,700.00 活動問卷 N.A. 

  地理考察營費用 1 2 0 100% 26-27/3/2018 $900.00 活動問卷 N.A. 

  天文學會 0 4 2 85% 全學年 $900.00 老師評估 N.A. 

D. 體育活動 

     花式跳繩訓練 0 4 0 88% 全學年 $1,720.00 老師評估 N.A. 

  劍擊學會 0 1 0 100% 全學年 $1,242.20 老師評估 N.A. 

     男子足球學會 0 1 0 93% 全學年 $398.10 老師評估 N.A. 

  排球學會 0 2 0 95% 全學年 $1,860.00 老師評估 N.A. 

  田徑學會 1 4 0 94% 全學年 $2,505.00 老師評估 N.A. 

     女子籃球隊 3 3 1 90% 全學年 $2,485.00 老師評估 N.A. 

     男子籃球隊 2 4 0 91% 全學年 $1,560.00 老師評估 N.A. 

  乒乓球學會 0 3 1 92% 全學年 $1,280.00 老師評估 N.A. 

 花式跳繩暑期訓練班 0 1 0 100% 7 月至 8 月份 $480.00 老師評估 N.A. 

  男子籃球隊(丙組) 2 3 0 90% 5 月份 $540.00 老師評估 N.A. 

E. 社交、溝通技巧 

  朋輩小天使訓練營 0 8 0 100% 16-17-9 $2,000.00 活動問卷 N.A. 

  佛山及廣州的嶺南文化交流團 0 16 0 100% 22-23/12/2017 $2,928.00 活動問卷 教育局

  青年匯聚 2018 北京交流團 0 1 0 100% 4-10/7/2018 $1,200.00 活動問卷 香港青年協進會

F. 領袖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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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育先鋒培訓營 0 6 0 100% 3-4/11/17 $1,500.00 活動問卷 N.A. 

  領袖生培訓宿營 1 5 0 100% 13-14/4/18 $2,100.00 活動問卷 N.A. 

G. 學習技巧訓練 

      創科學會 0 5 0 85% 全學年 $250.00 老師評估 N.A. 

  模型學會 0 3 0 80% 全學年 $150.00 老師評估 N.A. 

H. 義工服務 

  紅十字會青年國際人道法探索 1 0 0 100% 7/10、14/10 $50.00 測考 N.A. 

      紅十字會青年傳訊課程 0 1 0 100% 2/12、9/12、
16/12

$50.00 測考 N.A. 

  紅十字會青年領袖訓練課程 1 1 0 100% 26/11/17 $100.00 測考 N.A. 

  紅十字會團委員訓練課程 1 1 0 100% 22/10/17 $100.00 測考 N.A. 

活動項目總數：     34

@學生人次 32 195 17 
總開支 $97,493.90 

**總學生人次 244 
備註:*活動類別如下：功課輔導、學習技巧訓練、語文訓練、參觀/戶外活動、文化藝術、體育活動、自信心訓練、義工服務、歷奇活動、領袖訓練及社交/溝通技巧訓練
@學生人次：上列參加各項活動的受惠學生人數的總和
**總學生人次：指學生人次(A)+(B)+(C)的總和

#合資格學生:指(A)領取綜援、(B)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及(C)學校使用不超過 25%酌情權的清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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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計劃成效

整體來說你認為活動對受惠的合資格學生有何得益? 

請在最合適的方格填上「 」號 
改善 沒有

改變 
下降 

不適

用 明顯 適中 輕微 

學習成效 

a) 學生的學習動機  
b) 學生的學習技巧  
c) 學生的學業成績  
d) 學生於課堂外的學習經歷  
e) 你對學生學習成效的整體觀

感

 

個人及社交發展 

f) 學生的自尊  

g) 學生的自我照顧能力  
h) 學生的社交技巧  
i) 學生的人際技巧  
j) 學生與他人合作  
k) 學生對求學的態度  
l) 學生的人生觀  
m) 你對學生個人及社交發展的

整體觀感

 

社區參與 

n) 學生參與課外及義工活動  
o) 學生的歸屬感  
p) 學生對社區的了解  
q) 你對學生參與社區活動的整

體觀感

 

D.對推行校本津貼資助活動的意見

在推行計劃時遇到的問題/困難

(可在方格上超過一項) 

 未能識別合資格學生(即領取綜援及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的

學生)；
□ 難以甄選合適學生加入酌情名額；

□ 合資格學生不願意參加計劃(請說明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伙伴/提供服務機構提供的服務質素未如理想；

□ 導師經驗不足，學生管理技巧未如理想；

□ 活動的行政工作明顯地增加了教師的工作量；

□ 對執行教育局對處理撥款方面的要求感到複雜；

□ 對提交報告的要求感到繁複、費時；

□ 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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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學生及家長有否對校本津貼資助活動活動提供意見？他們是否滿

意計劃的服務？  

(可選擇填／不填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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