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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們的學校 Our School 
 

本校乃一所由基督教中華傳道會興辦的政府津貼全日制男女中學，在 1999 年 9 月創立。 

 

上世紀 50 年代，中華傳道會東亞教區監督桑安柱牧師與會內同工深感教育對兒童的重要，

於是成立教育部，在九龍區開辦多所天台小學和幼稚園，為貧苦兒童提供基督教全人教育。從

1971 年至 1997 年，本會先後在葵青區創辦許大同小學、呂明才小學、安柱中學和李賢堯紀念

中學，以及在秀茂坪創辦基石幼稚園，為莘莘學子提供優良教育。秉承基督教教育理念，中華

傳道會於 1999 年在柴灣成立本校，致力營造一個溫馨重紀律的校園，透過完備及適切的課程

和品德教育，促進學生愉快學習，全人成長。 

 

A. 管理及組織 

 

 本校自創校以來一直貫徹教育局所倡議的「校本管理」的精神辦學，致力建立一套以校為

本、以學生為中心、以質素為主的管理和問責制度，提供優質全人教育。2006 年 8 月底，本校

成立法團校董會，加入各持份者成員，包括辦學團體代表、校長、教師、家長和獨立人士，參

與學校管理與發展，進一步提升學校管治的透明度和問責性，使學校的行政更臻完善。學校設

家長教師會、校友會和學生會，並有足夠溝通渠道給教職員、家長和學生反映校政意見。學校

定時召開校務委員會會議及教師會議，藉此商討學校工作。校務委員會下設教學事務、學生支

援、校務支援、福音事工及教師支援五大部門，致力運用學校和社區資源，規劃學校的發展，

從而提升教師培育學生水平和學生在各頷域的學習效能，締造一個不斷反思和進步的校園環境 
 

B. 學校設施 
 

 本校佔地 6,800 平方米，擁有兩個操場、三十間標準課室、六間小班教學室、五間實驗室、

視覺藝術室、音樂室、家政室、人文教學室、溫習室暨互動教學室、教師參考圖書館及 English 

Café。其他非教學室包括禮堂、圖書館、校園電視室、樂恩小禮堂、醫療室、社工室、4 間學

生輔導室、會議室、會見室和小組活動室各三間以及福音園地(宗教室)。 

 

  本校資訊科技教學設備先進，設有電腦輔助教學室、多媒體學習中心和四間電腦室，共有

電腦超過四百台，近年亦新設遠程教室。所有課室、實驗室及教學特別室均設有空氣調節系統、

擴音設備、中央廣播系統，以及視像投映機和電腦教學配套系統等，能促進資訊科技學習。本

校電腦網路設施完備，各層均以光纖主軸連接，使校務處、禮堂、教員室、圖書館、實驗室及

課室皆可連接互聯網和內聯網，透過網絡結點能互相交換訊息，以提高行政效率和促進師生交

流。此外本校亦設食物部及提供學生優質膳食服務。提供融合教育服務與設施，支援有特殊教

育需要學生的設施：領路磚、大堂扶手欄杆及斜坡、傷健人士洗手間和失明人士點字及聲音播

放的升降機。 
 

C. 環保政策 
   

 設生態湖、生態保育中心、自然生態教育徑、綠茵花園、香草園、生態長廊和天霖花園。

於天台及地下設太陽能和風力能發電站與照明系統；設置 5 部環保健身單車。校園遍佈青蔥花

卉及樹木，以及雀鳥、魚類和太陽能燈。 

  

 培訓環保學生領袖，推動廢紙、碳粉盒、膠樽、鋁罐和碎布等回收計劃，以及留校午膳

自攜餐具計劃。舉辦環保時裝表演和美「裡」廚房，加強環保及健康意識。榮獲校際環保多個

獎項；曾奪得全港第三屆香港綠色學校獎中學組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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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Major Concerns 
 

 

關注事項一︰提升英語學與教效能 

 

「提升英語學與教效能」是本校 2019/2020 至 2021/2022 三年學校發展計劃的其中一個關

注事項，今年是這週期的第一年。 

 

為增強學與教的互動效能和照顧學生個別學習多樣性，本校在各級別推行分組拔尖補底教

學，以及在各級會話課堂推行小組教學。本校英文科亦增聘教學助理，以強化教學隊伍和學與

教效能。 

 

成就 
A. 本校推行以下活動增加學生機會接觸英語，提升英語學習，成效滿意： 

 

1. 課堂及課程設計 (Learning & Teaching) 

(a) 初中課程增加與課題相關的延伸閱讀，提升學生的閱讀技巧及能力。 

(b) 外籍教師教授所有初中會話課堂。 

(c) 初中設英文廣泛閱讀計劃，提升同學閱讀的興趣；評估電子化，提升同學英語學習

效能。 

 

2. 推動閱讀 (Reading Across Curriculum) 

(a) 逢雙數的月份，全校進行每循環週兩次的英語早讀，以推廣英語閱讀。 

(b) 將學生優秀的早讀讀書報告，製作成電子版。 

(d) 舉辦書展，推動學生閱讀英文書籍。 

(e) 全年推行閱讀活動，去年兒童文學為主題，舉行書籍展覽及活動。 

(f) 鼓勵初中學生參與 Battle of Books 的比賽，學生需閱讀指定書目，並參與問答比

賽。 

 

3. 舉辦課後英語課程 / 銜接課程 (Language Support Measures) 

(a) 為中一級多英班英文水平稍遜的學生舉辦課後英語鞏固課程，幫助他們以英文作為

學習語言。(每學期舉辦一次，全年共三次，每次五課。) 

(b) 舉辦升中暑期英文銜接課程，有八成半中一新生參加。課程既提升學生英語水平，

也推動跨學科學習。(課程加插其他學科詞彙，並輔以各類英語運用的情境。) 

 

4. 電子學習 (e-learning) 

(a) 初中各級設“Scholastic Lit Pro Library”網上學習，培養學生閱讀興趣。 

 

5. 英語跨學科 

(a) 在初中的多英班，運用英語教授科學、數學、經濟及公共事務(中三級)及電腦科；

家政科推展英語延展活動，在其中 25%的課題以英文教授。 

(b) 在初中非多英班的家政、科學、數學及電腦科五科，在其中 25%的課題以英文教

授。 

(c) 在中一、二級推行英文科跨學科(English Language Across Curriculum)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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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與科學跨學科合作，以主題形式(Theme-based)及技巧形式(Skill-based)進行； 

ii) 與科學科合作，推行跨學科閱讀(Reading)及寫作(Writing)； 

(d)  舉辦小型跨學科漂書活動，讓中一至中三同學參加。  

(e)  定期舉行跨學科活動，例如 :英文閱讀比賽、跨學科英文生字大賽，中

一學生積極參與。  

 

6. 課外活動及締造英語學習環境 (English Language Environment) 

(a)  每兩個循環週舉行一次英語早會分享。 

(b) 透過英語餐廳(English Café)營造英語環境，並訓練學生日常英語運用。英文科表       

現良好的同學獲特惠劵(Coupons)，免費享用 English Café 飲品和小食，以茲鼓勵。 

(c) 兩期校訊內設英文專欄，以表揚同學的優秀作品及記錄饒具意義的英語活動。 

(d)  舉辦課外活動趣味英語班(如 iPad Club)及朗誦訓練班。 

(e) 每年舉行英語節/跨學科語文節，主題為「食物大不同」(Food for Thoughts)。

活動包括廚神大招募、份子料理盛宴、食物實驗攤位、英語講座、書

展、音樂茶座來提升同學對英語學習各科目的信心及興趣。  

(f) 由英文科老師訓練學生演出英語話劇，並編寫劇本。 

(g) 同學優良獎狀的複製版張貼在佈告板上，以作表揚。 

 

B. 校外獎項，同學獲取成功感 

參與第 70 屆校際朗誦節，13 位參與同學成績優良。 

 

C. 聯校活動 

舉辦中六聯校文憑試說話練習，本校學生有所得益。 
 

 

反思 

A. 增加學生機會接觸英語，提升英語學習 

(a) 舉辦書展，並安排學生在英文課堂前往參觀及購買英文書籍。同時，書展在禮堂舉行，

並以配以音樂茶座形式舉行，學生享受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選購圖書。  

(b) 在中一級，推行跨學科閱讀及英文生字大賽，情況理想，學生投入參與。  

(c) 同學投入 English Café 的活動，惟仍須加強訓練英語大使，以便推行更多具質素的活動。 

(d) 英語節/ 跨學科英語節節目豐富，負責同學參積極投入，學習氣氛濃厚。 

(e) 負責同學投入預備週年話劇 “Out on a Limb”工作，幕後人手亦足夠，惟招募高中演

員有困難。來年將招募更多初中同學參加。 

(f) 建議下學年增聘外籍英語老師，增潤學生英語語境 

 

B. 聯校活動 

 聯校中六文憑試說話練習，一直以來都在本校舉行。老師建議可以帶學生到其他學校參

加聯校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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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營造校園閱讀氛圍，提升學生閱讀效能。 

 
 本校以「營造校園閱讀氛圍，提升學生閱讀效能。」作為 2018/19-2020/21 學年的關注

事項之一。 

 

成就: 

A. 加強語文科在課程內推動閱讀教學  

 中文科 

(1) 閱讀課 

 中一及中二級每學期撥出 4-6節，全年共 16節的中文課節作為閱讀課。老師

帶領同學深度閱讀董啟章《練習簿》，結合說話評估、創作等閱讀活動，提升學

生閱讀深度及興趣。 

  

(2) 廣泛閱讀計劃 

 建議每級指定閱讀書目（及數量），讓同學有清晰目標；設計指定閱讀書目閱

讀任務。 

 

英文科 

(1) 廣泛閱讀計劃 Extensive Reading Scheme 

 英語廣泛閱讀計劃今年起採用 Scholastic Literacy Pro Library (電子書平台)分

級閱讀。平台上有超過一千本電子書，讓學生可按 Lexile scale 選擇合宜書籍

閱讀。 

 

(2) 閱讀課 Reading Lessons 

 在中一級及中二級推行閱讀課，每學期二節。中一級的閱讀課中讓學生認識

各類型的書籍(小說及非小說)，從而了解各類型書種的特色，擴闊視野和引起他

們對閱讀的興趣。中二級的閱讀課的主題為介紹各著名作家。 

 

(3) 高中早讀 Morning Reading Sessions 

 高中各級同學在 10月、12月、2月和 4月英文早讀時，閱讀預設的早讀材料。

各級材料乃根據教學有關課題及 Lexile scale 選擇適切文章，以增強學生的閱

讀量及速度。學生閱讀後需完成簡單的多項選擇題，以作檢視。 

 

B. 開展跨學科閱讀計劃及加強圖書館對推動閱讀的支援 

(1) 跨學科閱讀計劃（中一至中三） 

   由各科提供建議閱讀書目，學生閱讀書籍後，須完成指定閱讀任務，多元化任務

可包括模型製作、口頭報告、故事演講、閱讀工作紙或繪製插圖等。最後於 2-24/5/2019

舉行「優秀閱讀報告作品展覽」。把每班 3份的優異作品展出，供全校參觀。 

 

(2) 中文科閱讀龍虎榜 

   由圖書館統籌及收集中文科廣泛閱讀、英文科(Scholastic閱讀平台)、跨學科閱

讀及「閱讀力量」閱讀獎勵計劃數據，每學期印製各班閱讀龍虎榜，供班主任張貼各

班壁報板，讓學生定期檢視自己的閱讀成果，營造校園閱讀氛圍。 

 

(3) 閱讀能量卡 

   使用閱讀能量卡幫助學生反思閱讀所得，建立學生閱讀的習慣。 

以閱讀量作為檢視學生閱讀情況的其中一項指標，藉此鼓勵學生多閱讀、多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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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提升校園閱讀氛圍 

(1) 閱讀週 Reading week 

    2018年 9月 26日至 10月 3日，主題為『書』送喜『閱』。內容豐 富，包括大型

書展、「AR擴增實境閱讀區」、「閱讀+愛家人」 生命教育 攤位、LWS Café、「好書

對對碰」、班主任課、《小王子》電影欣賞、：「音樂 X 閱讀」圖書館活動、閱讀週會

講座等等。 

 

(2) 閱讀比賽 Reading Competitions 

   初、高中閱讀比賽分別於 4月 29日及 5 月 3日舉行。透過此比賽，期望加強學

生的獨立思考與閱讀理解的能力。同時，鼓勵學生閱讀優質書籍，增進人文素養。 

 

(3) 書展 Book Fair 

   圖書館全年舉辦兩次書展。提供一個師生交流閱讀心得的平台，能讓學生接觸不

同範疇的書籍，培養閱讀習慣。第一屆閱讀週書展於 2018年 9月 26 至 27日在學校

禮堂舉行。書商展出的中、英文書籍種類多元化，並提供折優惠，供全校師生選購。

第二次書展於 2019 年 5月 2至 3日舉行。書商展出中、港、台各種類的書籍，並提

供折扣優惠，供全校師生選購。 

 

(4) 閱讀論壇 Reading Forum 

    圖書館於 2019 年 3月 18日舉行「跨代談夢想」閱讀論壇，邀請了學生代表、老

師代表及嘉賓劉智聰先生參與討論。討論主題為「夢想看似不切實際，其實很有意

義」。約有 100個學生出席論壇。場內展出嘉賓推介的書籍，同學亦可於意見區表達

對論題的看法。 

 

反思 

A. 加強語文科在課程內推動閱讀教學  

 中文科 

(1) 閱讀課 

 學生積極投入閱讀課，明年將會開展另一個閱讀教材，老師以《伊索寓言》

及《小王子》帶領學生投入閱讀，目標提升學生閱讀深度及興趣。 

  

(2) 廣泛閱讀計劃 

   

 大部份同學能夠完成指定閱讀目標及閱讀任務。明年會繼續推行此計劃。 

英文科 

(1) 廣泛閱讀計劃 

 約只有五成學生能完成指定閱讀六本電子書的目標。原因學生未能普遍接受

閱讀英文電子書。下學年推行這計劃時，需要增加推廣如在早讀時讓學生使用   

I pad進入系統閱讀電子書。  

 

(2) 閱讀課 

  學生普遍享受英文閱讀課，能讓他們擴闊視野和引起他們對閱讀的興趣。中

一教學材料將會繼續使用，而中二級別將會重新設計教學內容。 

 

(3) 高中早讀  

  大部份學生投入閱讀及完成有關多項選擇題，明年會繼續使用早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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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開展跨學科閱讀計劃及加強圖書館對推動閱讀的支援 

(1) 跨學科閱讀計劃（中一至中三）Reading Across Curriculum 

 

   建議定期提醒相關老師遞交學生閱讀任務完成名單，並自行輸入相關數據。鼓勵

多元化閱讀任務並繼續於第三學期展出優秀閱讀報告。 

 

(2) 中文科閱讀龍虎榜 

 

    閱讀龍虎榜展示各班的閱讀量，本為供班主任掌握各班的閱讀情況，表揚喜愛

閱讀的同學，激勵平日少閱讀的同學。然而，某些班別閱讀風氣不盛，龍虎榜頓失

意義，難以營造班本閱讀氛圍。 

 

(3) 閱讀能量卡 

   

    收集閱讀能量卡統計，約九成是中文書籍，英文書籍不足一成，反映同學未能

建立英文閱讀的習慣。建議英文科課程連結閱讀任務，以提升學生閱讀英文書的能力

及信心。 

 

C. 提升校園閱讀氛圍 

(1) 閱讀週 

 

    本校「『書』送喜『閱』」閱讀週於 2018 年 9 月 26 日至 10 月 3 日舉行，由於活

動內容豐富，學生能積極投入活動及體會閱讀樂趣。閱讀週將於學校三年發展計劃的

最後學年再次舉行。 

 

(2) 閱讀比賽 

 

   初中及高中閱讀比賽分別於 2019年 4月 29日及 5月 3日完成。部份同學投入比

賽中。然而，學生投入比賽未必能提升學生閱讀。觀察所見，初中比賽涉及的書本極

多，學生難於預備；而高中學生功課繁忙，只部份參賽學生預備較多。故計劃是否能

提升學生閱讀，效果成疑。然而，比賽應能從另一角度看閱讀，增加閱讀的趣味。建

議只在初中進行。高中學生學習壓力大，比賽可能令他們百上加斤。 

 

(3) 書展 

    可邀請多間書商參與大型書展，增加英文書籍的比例。安排多元化的閱讀活動。

 繼續印製書券，增加面額及各班書券數量，以吸引學生購書。圖書館領袖生可於書

展內為圖書館選購新書，惟必須經老師審批。  

 

(4) 閱讀論壇 

   可考慮結合中文課程，增加學生參與活動的動機。 參與者以高中同學為主，初

中同學較少。討論題目乃高中中文科卷二題目，議題對初中同學略為遙遠，投入程度

不足，理有固然。台上嘉賓討論熱烈，書籍推介時間則不甚充足。嘉賓的推介書籍可

於活動後再次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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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三：提升責任感和抗逆力，培育領袖素質 

 
 訂定「提升責任感和抗逆力，培育領袖素質」為 2018-2021 的第三個關注事項，期望透過

不同的活動加強學生的責任感、抗逆力和領袖素質。 

 為配合主題，全年舉行了全校性活動、分級活動以及團隊活動，各類活動都以不同主題

焦點配合關注事項： 

全校性活動 ~ 培養正面態度及責任感 

分級活動： 

中一級 ~ 提升正向心理素質自理能力、責任感 

中二級 ~ 提升正向心理素質 

中三級 ~ 培育領袖素質和提升解難能力 

中四至中六級 ~ 處理壓力 

團隊活動 ~ 培育學生領袖素質 

 

成就 

A. 全校性活動 

於 11 月初舉行了「感恩有你」的班主任課及感恩活動。各班設立清潔大使，定時推行課室

清潔運動。 

 

B. 分級活動 

(1) 中一至中三級舉行了兩次心理健康成長的講座。全體同學參與。 

(2) 中一至中二級舉行了四次心理健康成長課。全體同學參與。 

(3) 中一級舉行中一挑戰活動日(合作活動及分組清理校園)。全體同學參與。 

(4) 中一級舉行了「好心情@學校」微型計劃(「喜樂同行 – 尊重生命﹑逆境同行」校本

計劃)。部份同學參與。 

(5) 中三級舉行了「兩地一心」青展基金全費資助的全人領導力-潛能展現培訓課程。部份

同學參與。 

(6) 中四及中五舉行了一次處理壓力課。全體同學參與。 

(7) 中五及中六舉行了一次處理壓力講座。全體同學參與。 

(8) 中五舉行生命之旅工作坊。全體同學參與。 

 

C. 團隊活動 

各團隊，包括領袖生、學生會幹事、課外活動幹事、學會幹事、朋輩輔導員、環保大使、

圖書館領袖生、升輔大使、IT Prefect、Study Prefect、Sparklers 都舉行領袖訓練活動，並給

與學生更多籌劃和參與的機會。 

 

反思 

承接過上一週期在培養學生品德方面的工作，這一個新的週期繼續推行課室整潔計劃，透過各

班的整潔大使、環教組老師和環保領袖生，放學後巡查和計分，協助同學維持課室整潔。並於

每學期完結後，於早會進行頒獎，鼓勵表現理想的班別。今年中一級還舉行了挑戰活動日，透

過在校園內進行分組團體遊戲及清潔活動，讓同學學習關愛別人，藉此培養班內團結氣氛、提

升學生的責任感、自理及協作能力。 

 

在優質教學基金的贊助下，今年在中一至三級推行「好心情@學校」微型計劃。由循道愛華村

服務中心社工負責，透過心理健康成長週會、心理健康成長課，讓初中同學認識自己，促進學

生的社交和情感發展；提升學生抗逆力和正向生命能量。此外，透過識別問卷工具，邀請抗逆

力較低、危機因素較高之中一學生參加「抗逆力培訓」計劃，包括開幕禮、成長小組、原野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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飪日營、歷奇活動日營、義工服務和閉幕禮。整體出席率達 80%，情況令人滿意，參與同學比

預期更積極投入參與活動。 

 

中三級 30名學生參加了全人領導力-潛能展現培訓課程，培訓內容豐富，同學投入參與，獲益

良多。 

 

中五級舉行的生命之旅工作坊，是由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社工主領，內容包括講座、

模擬人生活動。活動內容豐富，學生積極參與。但中五一開學舉行並不是一個合適的時候，同

學未認真去思考自己的升學方向，建議往後在中五第三學期舉行。 

 

整體來說，透過多元化的活動安排及課程，是加強了學生對責任感的重視及正向思維的學習。

但我們仍需持續教導和培養學生負責任的情操、抗逆的能力以及領袖的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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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的學與教  Learning & Teaching 
 

A. 教學語言政策 

中一至中三級  

 
 教育局教學語言微調政策於 2010/2011 從中一級推行，逐年擴展至中三級。  

 

  本校根據： (i)學生的學習能力、志趣和期望、 (ii)家長的意願、 (i ii)科目

 的性  質，以及 (iv)學校支援措施等，運用專業判斷，制訂本校初中級微調政

 策實  施後多元化的校本教學語言安排。  

 

  本校從 2010/2011 年度中一級起逐年推展至中三級，在不同科目以英語、

 母語，或母語附加英語延展活動授課。涉及英語和英語延展教學的科目涵蓋

 數學、普通電腦、電腦設計與科技、科學、經濟及公共事務和家政。  

 

  採用母語教學的科目包括音樂、班主任課、聖經、視覺藝術和體育。這

 些科目的教學時數偏少，兼且著重學生的體藝發展和生命教育，十分需要學

 生的高層次思維、高度參與以及師生緊密互動，所以採用母語教學。  

 

涉及英語或英語延展教學的科目的教學語言，安排如下：  

 

(a)  符合以英語授課的班別（多英班）  

  (該班學生以 32 人計，有 85％屬全港中一派位生「前列 40％」 ) 

 

科目 

英語教學/英語延

展教學活動佔該

科課時比例 

課本、教材 

、測考 
教學語言 

備註 

(配合其他班) 

科學、 

普通電腦、 

電腦設計與

科技(S.2-3) 

100% 
英文 

（附中文解釋） 
英文 一級兩制 

數學 100% 英文 英文 一級兩制 

經濟及公共

事務(S.3) 
100% 英文 英文 一級兩制 

家政(S.1-2) 25% 
1/4 英文、 

3/4 中文 

按課題以中/英

授課 
一級一制 

 

   本校選擇普通電腦、電腦設計與科技、數學、科學和經濟及公共 

 事務五科以英語授課，基於以下考慮 :  

 

 首四科的語文成份較輕。學生的英語及學習能力只要達到應有水平，

   英語授課應該不構成他們學習的障礙。為了順利銜接新高中經濟的

   教學，因此在中三級部分班別以英語教授經濟及公共事務科。  

 

 本校在新高中以下科目設英文班或英文組：數學、企業會計與財務

   概論 (BAFS)、物理、化學、經濟。為讓學生完成初中後，有部分  

   能順利銜接以上新高中英語授課的課程，本校需要安排以上相關初

   中課程以英語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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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其他班別  (非多英班 ) 

 

   本校按教育統籌局《檢討中學教學語言及中一派位機制報告》  

  (2005)，繼續有系統和策略地調撥課時，以漸進方式，推行各種程度和  

  類型的英語延展教學活動，讓初中學生有更多機會在校內接觸和運用英

  語，從而加強學生以英語學習的能力，為將來升學或工作做好準備。  

 

   英語延展教學在數學、科學、家政 (S.1-2)和普通電腦科推行，教學  

 模式亦多元化，包括：  

 

  (i)  按個別單元、專題或特定教學活動運用英語授課；  

  (ii)  使用英文書籍、筆記、學習材料和資訊科技教學資料講授；  

  (iii)  教授英文專有詞彙；  

  (iv) 推動閱讀英語文章和其他閱讀材料；  

  (v) 教師因應學習材料的性質（例如英文互聯網資料），以英語授課；  

  (vi)  每學習單元完結時派發英文練習，以英語作總結；  

  (vii)  強化數學科、電腦科、科學科和商業相關科目的銜接，以便那些選

   擇在高中階段以英語學習的學生能順利從母語過渡等。  

 

   以上科目的習作、測驗及考試將按比例加入不同程度和形式的英文題，

  以評估學生理解和應用英語的能力。學生必須以英文作答。以上英語延

  展教學的時數，約佔各級各科總課時 25%。  

 

 

科目 

英語教學/英語延展

教學活動佔該科課時

比例 

課本、教材 

、測考 
教學語言 

數學、科學、普通電

腦、電腦設計與科

技、家政 

25% 
按課題加入英語內

容；測考 25%為英語 

按課題以 

中/英授課 

 

 

  備註 :  根據教學語言微調政策：  

 

 凡使用英語作為教學語言的科目，其課堂語言、基本教科書、課業

   習作  及學生評估這四方面，都以英語為主。  

 

 凡使用母語作為教學語言的科目，其課堂語言、基本教科書、課業

    習  作及學生評估這四方面，都以中文為主。  

 

 在教學語言微調的新安排下，本校在學業及語言學習評估方面，訂

    定清  晰的指標，藉此進行自評及甄審，確保採用有關安排後，能  

    營造具挑戰性及互動性的優質課堂環境，促進學生學習，並能讓學

    生順暢地銜接高中、專上教育，為將來工作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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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至中六級  

  隨著教學語言微調的安排，本校因應新高中學生的能力和需要，以及教

師的英語授課能力和支援措施等校本情況，運用專業判斷，決定非語文科目

包括通識教育科的教學語言，並按新高中科目的性質、學生的語文能力和升

學就業需要，以分科或分組形式施行母語或英語教學。  

  本校在英文、中文、數學、通識教育四個必修科目之中，通識教育科採

 取中  文教學；數學科則有三個英文組 (其中兩組需分別修讀單元一 (Module 1)

 或單元二 (Module 2)的課題 )和兩組中文班。本校選修科目的教學語言如下： 

 

資訊及通訊科技(ICT) 中文組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BAFS) 英文組 

經濟、物理、化學 中文組 及 英文組 

歷史、中國歷史、地理 中文組 

生物、視覺藝術 中文組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 (BAFS)在社會上均屬於應用性強和職業導向的

 科目，無論作為學科抑或職業，都以英文為主體。  

 

  相對歷史、地理和生物三科而言，經濟、物理和化學三科均屬於語文成

 分較少的科目。本校根據學生的英語和學科能力以及升學需要，在經濟、物

 理和化學三科除了開設中文組之外，也開設英文組供學生選讀。  

 

  通識教育科著重學生的高層次思維、課堂討論、口語與書面表達以及師生

 互動。為有利學生學習，該科採用母語教學。按學校的人力資源和學生的能力，

 視覺藝術科只開設中文組。  

 

  以上科目的英文班或英文組的課堂語言、教科書、講義與筆記、課業習

 作，以及學生測驗和考試等評估，都以英語為主。教師如教授艱深課題時，

 除了運用大量英文講解外，也可小量中文講解，惟須避免句語內「中英夾雜」

 (Mixed Code)。教師在有需要時可在中文口語裡加插英文專有名詞。  

 

B.  英語提升配套措施 

 

 (a) 英語學習動機提升  

  活動包括中一至中三英語廣泛閱讀計劃採用(Scholastic Literacy Pro Library 電子

  書平台)分級閱讀、中一級英語戲劇課程、任務為本學習  (Task-based  

  Learning)、暑期銜接課程、英語  朗誦隊和英語學習專訊、高中會話訓

  練以及英語刊物 (English Newsletter，Newspaper Reflections & Book  

  Reports)出版等。  

 

 (b) 英語學習環境提升  

   活動包括全校英語早讀、英語節趣味活動、英語話劇、英語學習中

  心 (English Café 英語餐廳 )、英語午間活動、早會老師及學生英語分享、

  英語電視台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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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初中跨學科語文提升  

 

   舉辦跨學科語文活動包有趣主題活動、英語講座、書展、音樂茶座。

  透過不同的英語活動提升同學用英語學習不同科目的興趣。透過外籍教

  師觀課及英文科老師與非英文科老師單元合作，科目包括數學及科學。  

 

C.  學習和教學策略  
 
    加強英語培訓，包括網上英語功課平台、英語餐廳、英語話劇、英語寫作

與會話班和英語大使計劃等。推動全方位學習、專題研  習和資訊科技教學，

包括電子教學；透過觀課和觀課業，加強教學成效；推行優質家課計劃、皇

牌功課增值計劃和學業提升計劃；設網上家課日誌，讓家長了解學生家課。

調適課程、拔尖補底，以適切學生需要。  
     

 

D. STEAM 教育 

 
教育局和學界近年倡導「 STEAM 教育」(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  

& Mathematics)，結合科學、科技、工程、藝術，及數學各科的教學方法，透

過相關課程，將五大領域的知識結合，補強不同學科間的隔閡。本校成功申

請教育局中學校本課程發展組「中學校本課程發展支援服務 (STEM 教育 )」計

劃。老師定期與負責官員舉行備課會議，共同制定中二級及中三級的 STEAM

課程。中二級 STEAM 課程以電腦及科學為主，音樂、視藝和數學為輔。中三

級 STEAM 課程以數學及視藝為主，電腦及科學為輔。同時，學生亦參與不同

比賽及 STEAM 教育體驗團，以增強學生在這領域的發展。  

 

 

E. 校本課程  School-based Curriculum 
 
(a) 選修科目：2X。本校提供的選修科，包括生物、化學、物理、資訊及通

  訊科技、經濟、地理、歷史、中史、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及視覺藝術。

  詳情可參閱  http://www.lws.edu.hk。  

(b) 課程重點：校本設計或剪裁的課程包括中文、英文、普通電腦、電腦設

  計與科技、音樂、普通話、聖經、家政、體育、視覺藝術。特色如下：   

  (i)  按學生的能力和興趣，因材施教；  

(ii)  配合課程改革；   

(iii)  因應社會文化與科技的最新議題；   

(iv) 教學策略和教學法，與時並進。  
 

F.  生涯規劃 Life Planning 

 

  本校透過舉辦講座、資料展覽、參觀工商業與學術機構、個別及小組輔

 導等活動，讓同學認識自己的興趣、能力、需要和志向，了解各種升學途徑，

 以及擴闊學生對工作世界及社會環境的認識，從而協助同學及早籌組自己的

 升學及擇業計劃。  

•  中一至中六級：認識職業世界   

 透過一年三期由本校升輔大使出版的《升輔通訊》、師生校友的早會分

  享以及外出參觀等，認識各行業的工作性質、前景及資歷架構等。（預  

http://www.lw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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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同學到中六畢業時已最少認識 100 個  職業。）  

•  中二級：「大學遊踪」體驗活動   

 全級同學分組參觀各大學校園並探訪該大學的校友，從而激發升讀大學

  的決心。  

•  中三級：自我探索（高中選科）   

 安排全年四次班主任課、兩個升輔小組及一次家長晚會，旨在協助同學

  認識高中學科的特色以及大學院系對高中學科的入學要求，然後按個人

  興趣、能力和志向等明智選擇高中學科。  

•  中四級：檢視高中學習經歷  

 安排校外機構所舉辦的工作體驗計劃和全年三次班主任課，藉此協助同

  學反思高中的學習經歷及將來的事業方向，從而調整自己的學習策略。  

•  中五級：規劃生涯發展方向  

 安排全年七次班主任課、兩個升輔小組及兩次家長晚會，促進同學深入

  認識各大院校的課程概要和收生成績要求，以及其他多元升學出路。   

•  中六級：向目標進發（大學聯招）   

 安排全年八次班主任課、兩個升輔小組、十次職業工作坊、兩次家長晚

  會及一次模擬面試，協助同學確定升學及就業方向，再配合個人志向及

  預期文憑試成績，明智選擇大學的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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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們對學生的成長支援 Student Support 
 

A.  校風 

 

 校風純樸，著重學生守紀和自律精神；設雙班主任制以提高對學生的關

顧。為輔助學生在靈、德、智、體、群、美六育健康成長，結合宗教教育、

 訓導、輔導、德育及公民教育和課外活動，並推行多項學生成長計劃，如

 「飛雁．  飛」朋輩輔導計劃、中一迎新日、中一及中二體驗日、中四、五級

社會服務「 2+1」有心計劃、領袖訓練營、領袖生、環保大使、公民教育大

使、學生會、課外活動幹事、 Sparklers、自勵向善計劃及獎勵計劃等，讓學

生從中建立自信，發展興趣和潛能。全校各級推行「學生學習概覽」，促進

學生檢視及反思個人在各方面的學習成果。  

 

B.  學生支援  

 

 校風純樸，著重學生守紀和自律。設雙班主任制以提高對學生的關顧。

為輔助學生在靈、德、智、體、群、美六育健康成長，校方結合宗教教育、

訓導、輔導、公民教育和課外活動，並推行多項學生成長計劃，朋輩輔導計

劃、領袖訓練計劃、社會服務、自勵向善計劃和多項欣賞和獎勵活動等，讓

學生從中建立自信，發展興趣和潛能。為配合新高中，由中一開始推行「學

生學習概覽」，培養學生檢視及反思自己的學習成果。  

 

C.  全校參與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  

 

按班級需要實施中、英、數小班教學。按照學生的基礎和能力，編排適

切的教學材料，並運用各種教學方法、教學進度和評估方式，照顧學生學習

多樣性，並提供學生融合教育。  

 

D.  測考及學習調適措施  

 

設多次統一測驗和三次大考。採用持續性及總結性評估，評核學生的學

業表現，方法包括功課、考試、測驗、專題研習、閱讀和課堂表現等。  

 

E.  家校合作  

 

家長教師會會務成效卓越。定期活動包括家長晚會、家長日、家長團契、

親子講座、課程和工作坊、家長校董選舉、美食班、敬師聚餐、電腦  班、旅

行、串珠班、會訊出版及舊書本轉售服務等。通過舉行一年三次家長日和家

長晚會，及一系列家長講座和工作坊，扶助學生成長。  

 

F.  融合教育  

 

所有學生均應享有公平的學習機會，發展潛能。作為主流學校，本校也

應協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融入校園生活，在關懷和接納的環境下成長。

本校於一九九九年創校二零零一年參加了「全校參與模式的融合教育計劃」，

並成立一專責小組，聯同不同科組，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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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向各師生推廣平等及傷健共融的訊息，塑造一個溫馨，和諧及傷健共

融的校園文化。本校每年均舉行多項全校性的教育活動，例如黑暗中對話或

傷健同樂日等，讓學生能在一個輕鬆和有趣的環境下學會互相尊重和彼此接

納。本校會定期釐定和檢討學生的學習目標，並建議在教學及課程上，按著

學生的需要進行調適和支援。同時藉著不同的小組，訓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學生在不同方面的成長，例如社交小組、執行技巧訓練小組、溝通訓練小組

等。  

 

本校期望藉著不同層面的支援，令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能在本校有好

美的學習機會，盡顯所長。  

 

G.  課外活動  

 

設三十多個學會及興趣班。按同學的需要，不斷更新活動內容。活動分

為五大類，第一類為制服隊伍，包括童軍、海事青年團和聖約翰救傷隊；

第二類為服務團隊，包括公益少年團及年青有為獎勵計劃；第三類為學術

及體藝訓練隊伍，包括管弦樂團、中樂團、合唱團及獨唱小組、田徑隊、

游泳隊、籃球隊、排球隊、乒乓球隊、羽毛球隊、足球隊、手球隊、中文

及普通話朗誦隊、英文朗誦隊及數學比賽隊，並推動學生積極參與校內外

表演和比賽；第四類為學術學會及興趣班，包括英文興趣班、中文學會、

中史學會及英文話劇班，透過輕鬆手法提升學生學習興趣；第五類為興趣

班，包括電腦、美術、家政、戲劇學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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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生表現 Student Performance 
 

2018 - 2019 校外活動獎項 Academic & Non-academic Achievement 

類別 比賽名稱及項目 獲取獎項及成績 參加學生 

學業 

科學評核測驗 鑽石獎 陳芷君(3D) 

科學評核測驗 金獎 
施煜姝(3C)、譚鈞輔(3D)、陳敏蕎(4C)、 

袁譽澄(4D)、黃藹俐(4B) 

科學評核測驗 銀獎 

陳子健(2D)、張淑琳(3A)、林芷欣(3C)、 

任凱琳(3B)、李慧瑤(3C)、羅進耀(3D)、 

陳依琦(3D)、吳煬榕(3D)、陳麗琳(3D)、 

楊俊煌(3D)、馮朗琦(3A)、許嘉桐(3A)、 

潘  昕(3A)、麥子信(4C)、譚俊泓(4C)、 

黃煒軒(4D)、蔡綺琦(4D)、林晨婕(4C)、 

施清源(4C)、蔡泳彤(4C)、劉泰延(4D) 

科學評核測驗 銅獎 

雷仟渙(3D)、翟進禧(3A)、陳振隆(3A)、 

林豊竣(3B)、周麗怡(3A)、伍詠恩(3A)、 

孫碧珺(3A)、葉俊亨(4D)、吳衍毅(4D)、 

任嘉淇(4B) 

知史知彼挑戰賽-抗戰篇 優異獎 
鄭欣桐(4C)、羅子涵(4D)、戴淵虹(4D)、 

黃藹俐(4B) 

澳洲科學比賽 優良證書 
陳子堯(2A)、陳心源(2B)、林子聰(3A)、 

姚諱澎(4D) 

第 21 屆明報校園記者計

劃 

全年最佳寫作大獎-優異

獎 

林煒晴(6A) 

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東區優秀學生獎(高中組) 劉泰延(4D) 

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香港島十大優秀學生獎

(初中組) 

陳芷君(3D) 

卓越學生領袖選舉(第四

屆) 
嘉許狀 

林詠雪(6C)、郭境汶(6D) 

第十三屆善言巧論：全港

學生口語溝通大賽(初賽) 
小組討論-表現特優 

黃綽琳(6B)、廖詠詩(6C)、何日華(6D) 

第十三屆善言巧論：全港

學生口語溝通大賽(初賽) 
小組討論-表現優異 

鄭曜德(6A)、何浩雲(6A)、梁顯逸(6A)、

柯子雯(6A)、施賢達(6B)、陳曼琦(6B)、

連曦旻(6C)、譚益雯(6C)、吳思亮(6D)、

陳詠儀(6D)、周穎晞(6D)、李婷慧(6D) 

第十三屆善言巧論：全港

學生口語溝通大賽(初賽) 
政策辯論-表現優異 

譚俊泓(4C) 

第十三屆善言巧論：全港

學生口語溝通大賽(初賽) 
經典誦讀-表現特優 

王楚詠(3C)、陳芷君(3D)、鄺洹汧(3D) 

第十三屆善言巧論：全港

學生口語溝通大賽(初賽) 
經典誦讀-表現優異 

吳煬榕(3D) 

第十三屆善言巧論：全港

學生口語溝通大賽(決賽) 
經典誦讀-總季軍 

鄺洹汧(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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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善言巧論：全港

學生口語溝通大賽(決賽) 
經典誦讀-卓越表現獎 

陳芷君(3D) 

第十三屆善言巧論：全港

學生口語溝通大賽(決賽) 
經典誦讀-優異獎 

王楚詠(3C)、吳煬榕(3D)、陳芷君(3D)、 

鄺洹汧(3D) 

學業 

 

第十三屆善言巧論：全港

學生口語溝通大賽(決賽) 
小組討論-優異獎 

楊萌嫣(5C)、鄭曜德(6A)、柯子雯(6A)、 

黃綽琳(6B)、廖詠詩(6C)、吳思亮(6D)、 

何日華(6D) 

青苗學界進步獎 青苗學界進步獎 

周鴻文(2A)、陳冠岐(2B)、洪敏婷(3A)、

賴塏倬(3A)、樊諱諾(3B)、羅啟耀(4A)、 

麥子信(4C)、戴淵虹(4D)、柳偉昌(4D)、 

李裕婷(5A)、黃漢琳(5B)、黃金安(5C)、 

陳偉鋒(5D)、林曉揚(6A)、李諾勤(6B)、 

黃子軒(6D) 

真光女子數學邀請賽 優異證書 陳敏蕎(4C) 

「華奧盃」全港數學大賽

校內速算賽 

中一組冠軍 吳泳希(1D)、梁俊樂(1D) 

「華奧盃」全港數學大賽

校內速算賽 

中一組季軍 陳熙嵐(1D) 

「華奧盃」全港數學大賽

校內速算賽 

中二組冠軍 陳諾恆(2A) 

「華奧盃」全港數學大賽

校內速算賽 

中二組亞軍 王浩賢(2B)、何諾呈(2C) 

「華奧盃」全港數學大賽

校內速算賽 

中三組冠軍 蕭鏊霆(3D) 

「華奧盃」全港數學大賽

校內速算賽 

中三組亞軍 何煒熙(3C)、符錦源(3C)、譚鈞輔(3D) 

加拿大數學比賽(Pascal) 獎牌及優異證書 蕭加熹(3A) 

加拿大數學比賽(Pascal) 優異證書 陳俊希(3C)、蕭鏊霆(3D)、黃振銘(3D) 

加拿大數學比賽(Cayley) 獎牌及優異證書 蔡泳彤(4C) 

加拿大數學比賽(Cayley) 優異證書 
潘  婧(4A)、陳敏蕎(4C)、施清源(4C)、 

吳衍毅(4D)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 菁英銅獎 羅凱霖(3D) 

香港數學競賽 三等榮譽獎狀 施清源(4C) 

加拿大數學比賽 傑出成就及優異證書 蘇伊彤(1C)、郭浚謙(2D) 

加拿大數學比賽 優異證書 關頌恆(1C)、張信夷(1C)、陳心源(2B) 

東區學校進步生獎勵計

劃 
進步生獎 

陳梓峰(2C)、陳俊希(3C)、謝立言(4C)、

盧駿業(5C)、何浩雲(6A) 

東區學校模範生獎勵計

劃 
模範生獎 

陳心源(2B)、陳心竹(3D)、徐健藍(5C)、 

黃綽琳(6B)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

學生獎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

學生獎 

黃綽琳(6B)、郭境汶(6D) 

美國數學公開比賽 8 第一名 梁梓豪(2D) 

美國數學公開比賽 8 第二名 陳心源(2B) 

美國數學公開比賽 8 第三名 陳熙嵐(1D)、陳宇軒(1D)、王凱浚(2C) 

美國數學公開比賽 10 第一名 黃煒軒(4D) 

美國數學公開比賽 10 第二名 施清源(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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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數學公開比賽 10 第三名 林晨婕(4C)、蔡綺琦(4D) 

美國數學公開比賽 12 第一名 蔡芷樺(5D) 

美國數學公開比賽 12 第二名 陳楚荻(5C) 

美國數學公開比賽 12 第三名 潘  婧(4A) 

學業 

加拿大數學比賽(Galois 

Contest) 

獎牌 黃煒軒(4D) 

加拿大數學比賽(Galois 

Contest) 

優異證書 蔡泳彤(4C)、吳衍毅(4D)、黃煒軒(4D) 

香港「百博思」國際運算

思維挑戰賽 
優異證書 

陳浩煬(1A)、邵添毅(1A)、王立行(2A)、

陳富傑(2B)、陳心源(2B)、李韋南(2B)、

蕭鏊霆(3D)、陳偲銘(4B) 

初中歷史科電子閱讀獎

勵計劃 
優異獎狀 

陳心源(2B) 

初中歷史科電子閱讀獎

勵計劃 
嘉許狀 

盧嘉兒(1A)、許穎欣(1B)、鄭沛樂(1C)、 

林雅妍(2A)、陳冠岐(2B)、李韋南(2B)、 

黃思敏(2C)、鄺浩民(3A)、潘藹雯(3A)、 

譚栩琳(3C)、陳心竹(3D)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寫作-優良證書 伍信堯(1C)、黎芯怡(2B)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寫作-優異證書 冼子城(3A)、鄧卓妍(4D)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科學科(英文組) 

-優異證書 

張信夷(1C)、陳心源(2B)、黃煒軒(4D)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科學科(中文組) 

-優異證書 

黃思敏(2C)、蘇宏豐(2D)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英文科-優良證書 蔡名郗(2B)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英文科-優異證書 
張信夷(1C)、黎芯怡(2B)、姚諱澎(4D)、 

徐健藍(5C)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數學科(英文組) 

-榮譽證書 

陳心源(2B)、黃煒軒(4D)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數學科(英文組) 

-優良證書 

黃加曦(1D)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數學科(英文組) 

-優異證書 

薛銘言(1D)、蘇伊彤(1C)、陳諾恆(2A)、 

黃奕豪(3A)、蔡泳彤(4C)、吳衍毅(4D)、 

徐健藍(5C)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數學科(中文組) 

-榮譽證書 

何志誠(2C)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數學科(中文組) 

-優異證書 

周鎮乾(2C)、郭浚謙(2D)、陳俊希(3C) 

澳洲科學比賽 優異證書 林子聰(3A)、陳芷君(3D) 

澳洲科學比賽 優良證書 蔡子豪(1B)、羅凱霖(3D) 

科學評核測驗 鑽石獎 陳芷君(3D) 

科學評核測驗 金獎 

陳諾恆(2A)、洪逸軒(2A)、陳心源(2B)、 

鄭頌恩(2C)、謝美天(2C)、蘇宏豐(2D)、 

莊嘉儀(3B)、羅凱霖(3D) 

科學評核測驗 銀獎 

潘芷恩(2B)、何志誠(2C)、郭浚謙(2D)、 

杜梓濰(2D)、鄺浩民(3A)、馮朗琦(3A)、 

許家寶(3C)、李俊超(3C)、施煜姝(3C)、

陳心竹(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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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 

科學評核測驗 銅獎 

王立行(2A)、周雅晴(2A)、林雅妍(2A)、 

李嘉儀(2A)、陳璟昇(2B)、蔡名郗(2B)、 

林芷瑩(2B)、陳梓峰(2C)、周鎮乾(2C)、

黃俊謙(2C)、陳振隆(3A)、蕭加熹(3A)、 

潘藹雯(3A)、林豊竣(3B)、陳俊希(3C)、 

楊公鵬(3C)、馮惠紅(3C)、王楚詠(3C)、

蕭鏊霆(3D)、陳麗琳(3D) 

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計

劃「兩代情」徵文比賽 
優異獎 

蔡希澄(1D)、李子欣(2C)、許景博(2D)、 

吳佩瑜(2D)、鄧曉琳(2D)、盧詠妍(3B)、 

羅凱霖(3D)、賴卓亨(4B)、王炯聰(4B)、 

薛芊蕾(4B)、譚詠茵(4B)、王菘蔚(4B)、

吳狄朗(4C)、鄭嘉敏(4C)、鄭欣桐(4C)、

蔡泳彤(4C)、麥若南(4C)、陳芷翹(4D)、 

蔡綺琦(4D)、李珮彤(4D)、呂芷晴(4D)、 

彭伊禮(4D)、施雯雅(4D)、石伊婷(5A)、 

陳子聰(5B)、馮家寶(5B)、吳振霖(5B)、

(5B)、董卓琳(5B)、余樂怡(5B)、

關兆銘(5C)、陳楚荻(5C)、伍兆銘(5D)、 

譚景航(5D)、蔡芷樺(5D) 

體育 

東區教會籃球盃賽 冠軍 

羅啟耀(4A)、郭文御(6A)、伍啓智(6A)、

楊梓剛(6A)、蘇浩霖(6A)、林泠翹(6B)、

施賢達(6B)、徐灝森(6B)、黃浩廷(6C)、

吳思亮(6D) 

學界羽毛球裁判班 裁判證書 
周雅晴(2A)、朱昕彤(2A)、林子聰(3A)、 

陳俊希(3C)、林嘉偉(3D) 

學界游泳比賽(港島區第

三組) 
男子甲組 200 米蛙泳冠軍 

麥嘉祐(6C) 

學界游泳比賽(港島區第

三組) 
男子甲組 100 米蛙泳殿軍 

麥嘉祐(6C) 

學界游泳比賽(港島區第

三組) 

男子甲組 4x50 米四式接

力殿軍 

盧志燿(3D)、謝梓聰(4A)、李梓軒(5D)、 

麥嘉祐(6C) 

學界乒乓球裁判班 裁判證書 麥敬滔(3A)、楊俊煌(3D)、邱梓泓(3D) 

學界乒乓球比賽(港島區

第三組) 
男子乙組亞軍 

麥敬滔(3A)、楊俊煌(3D)、邱梓泓(3D)、 

張子軒(4A)、周嘉豐(4B) 

學界乒乓球比賽(港島區

第三組) 
女子乙組亞軍 

李倩桐(3B)、陳敏蕎(4C)、何敏寶(4D) 

東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男子青少年組單打殿軍 樊諱諾(3B) 

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賽 男子戊組亞軍 陳子軒(4A) 

亞洲橄欖球 U18 女子賽 亞軍 王思敏(6C)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

動員獎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王思敏(6C) 

學界乒乓球比賽(港島區

第三組) 
男子團體亞軍 

陳子楊(1C)、朱澔霖(1C)、陳宇軒(1D)、 

余文龍(1D)、鍾沛諺(2A)、麥敬滔(3A)、

樊諱諾(3B)、楊俊煌(3D)、邱梓泓(3D)、 

陳子軒(4A)、陳卓賢(4A)、張子軒(4A)、 

周嘉豐(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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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學界乒乓球比賽(港島區

第三組) 
女子團體季軍 

周雅晴(2A)、李嘉儀(2A)、李沁怡(2A)、 

李子欣(2C)、葉梓彤(2C)、李倩桐(3B)、 

凌雅雯(3C)、譚凱遙(3D)、陳敏蕎(4C)、

何敏寶(4D)、古嘉翎(5C) 

校際田徑錦標賽 男子丙組 100 米冠軍及達

標證書 

王逸朗(2B) 

校際田徑錦標賽 男子丙組 200 米冠軍及達

標證書 

王逸朗(2B) 

校際田徑錦標賽 男子丙組 800 米季軍及達

標證書 

張梓浩(2C) 

朗誦 

第七十屆校際朗誦節 
中六級女子英文散文獨

誦-良好獎狀 

許綺雯(6A) 

第七十屆校際朗誦節 
中六級女子英文散文獨

誦-優良獎狀 

江樂瑤(6A)、黃寶瑩(6A) 

第七十屆校際朗誦節 中一級男子英詩獨誦-優

良獎狀(第二名) 

陳一鳴(1B) 

第七十屆校際朗誦節 中一級女子英詩獨誦-良

好獎狀 

陳芷淇(1C)、蔡倩雯(1D) 

第七十屆校際朗誦節 中一級女子英詩獨誦-優

良獎狀 

梁凱鈴(1C) 

第七十屆校際朗誦節 中二級男子英詩獨誦-優

良獎狀 

陳璟昇(2B)、譚柏曦(2B) 

第七十屆校際朗誦節 中三級女子散文獨誦-優

良獎狀 

許溢雅(3A)、溫安禔(3A) 

第七十屆校際朗誦節 
中五級女子英詩獨誦-優

良獎狀 

黃寶琳(5A)、李善雅(5C)、蔡芷樺(5D)、

楊慧飛(5D)、余芷殷(5D) 

第七十屆校際朗誦節 中六級女子散文獨誦-良

好獎狀 

許綺雯(6A) 

第七十屆校際朗誦節 中六級女子散文獨誦-優

良獎狀 

江樂瑤(6A)、黃寶瑩(6A)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

節 

中一、二級男子普通話詩

詞獨誦-優良獎狀 

陳一鳴(1B)、關頌恆(1C)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

節 

中一級女子粵語詩詞獨

誦-良好獎狀 

孔慧翹(1B)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

節 

中一、二級女子普通話詩

詞獨誦-良好獎狀 

李敏詩(1B)、蘇伊彤(1C)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

節 

中二級女子粵語詩詞獨

誦-優良獎狀 

林芷瑩(2B)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

節 

中三級女子粵語詩詞獨

誦-優良獎狀 

張淑琳(3A)、許嘉桐(3A)、盧詠妍(3B)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

節 

中三、四級女子普通話詩

詞獨誦-優良獎狀 

樊芷晴(3B)、凌雅雯(3C)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

節 

中四級男子粵語詩詞獨

誦-優良獎狀 

張子顥(4B)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

節 

中四級女子粵語詩詞獨

誦-優良獎狀 

劉泰延(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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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屆聖經朗誦節 
中一至中三級二人對誦

(普通話)亞軍 

林熙凡(2B)、吳卓瑤(2C) 

音樂 

新聲盃(笛子小組) 三等獎 
林志豪(1B)、陳禮延(3A)、王  淇(3B)、

吳煬榕(3D) 

新聲盃(中樂小組) 季軍 

陳紀衡(1D)、林雅妍(2A)、陳禮延(3A)、 

江冰宇(3A)、祁珍寶(3B)、李俊超(3C)、 

馮惠紅(3C)、林  琳(3C)、陳芷君(3D)、

吳煬榕(3D)、陳卓賢(4A)、陳盈盈(4C)、 

黎景靖(4D)、彭伊禮(4D)、黃頌誠(5A)、 

鍾曉彤(5B)、董卓琳(5B)、江希婧(5C)、  

譚嘉琦(5C) 

新聲盃(中樂團) 亞軍 

江宇欣(1A)、林志豪(1B)、曾穎昕(1D)、 

陳紀衡(1D)、陳嘉敏(2A)、林雅妍(2A)、 

李君悠(2B)、張緯茵(2C)、池云瑜(2C)、

趙芷晴(2D)、吳雨詩(2D)、黃愷婷(2D)、 

陳禮延(3A)、陳盈煒(3A)、洪敏婷(3A)、 

江冰宇(3A)、王  淇(3B)、祁珍寶(3B)、 

王樂瑤(3B)、李俊超(3C)、馮惠紅(3C)、

林  琳(3C)、陳芷君(3D)、吳煬榕(3D)、 

陳卓賢(4A)、陳盈盈(4C)、黎景靖(4D)、 

彭伊禮(4D)、黃頌誠(5A)、鍾曉彤(5B)、 

董卓琳(5B)、江希婧(5C)、譚嘉琦(5C)、

莊穎欣(6D) 

聯校音樂大賽(中樂小組) 銀獎 

陳紀衡(1D)、林雅妍(2A)、陳禮延(3A)、 

祁珍寶(3B)、李俊超(3C)、馮惠紅(3C)、 

林  琳(3C)、陳芷君(3D)、吳煬榕(3D)、 

陳卓賢(4A)、陳盈盈(4C)、黎景靖(4D)、 

彭伊禮(4D)、黃頌誠(5A)、鍾曉彤(5B)、 

董卓琳(5B)、江希婧(5C)、譚嘉琦(5C) 

聯校音樂大賽(中樂團) 銀獎 

江宇欣(1A)、曾穎昕(1D)、陳紀衡(1D)、 

陳嘉敏(2A)、林雅妍(2A)、李君悠(2B)、 

張緯茵(2C)、池云瑜(2C)、趙芷晴(2D)、 

吳雨詩(2D)、黃愷婷(2D)、陳禮延(3A)、 

陳盈煒(3A)、洪敏婷(3A)、江冰宇(3A)、 

王  淇(3B)、祁珍寶(3B)、王樂瑤(3B)、  

李俊超(3C)、林  琳(3C)、陳芷君(3D)、 

吳煬榕(3D)、陳盈盈(4C)、黎景靖(4D)、 

彭伊禮(4D)、黃頌誠(5A)、鍾曉彤(5B)、 

董卓琳(5B)、譚嘉琦(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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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管弦樂團) 銅獎 

江海鋒(1C)、蘇伊彤(1C)、鍾紀堯(1D)、 

何諾勤(2A)、劉卓軒(2A)、劉卓華(2A)、 

陳富傑(2B)、蔡名郗(2B)、許梓昊(2C)、

楊晉珞(2C)、蕭加熹(3A)、陳梓鋆(3A)、 

周麗怡(3A)、林豊竣(3B)、盧振輝(3B)、 

張允恩(3B)、羅進耀(3D)、楊瀚桁(3D)、 

陳藹婷(3D)、陳依琦(3D)、蔡焯瑤(3D)、 

朱恩琦(3D)、何煒晴(3D)、雷仟渙(3D)、 

施曉雯(3D)、蕭可婷(3D)、陳麗琳(3D)、 

陳麗琳(3D)、王飄洋(3D)、伍愷逸(4B)、 

鍾昕桐(4B)、王菘蔚(4B)、羅嘉浩(5A)、 

黃頌誠(5A)、梁誦閔(5B)、陳曉駿(5C)、 

蔡盈盈(5D)、楊慧飛(5D) 

聯校音樂大賽(合唱團挑

戰組) 
銀獎 

蔡樂行(1A)、李美儀(1A)、廖珮思(1A)、 

吳鍶研(1A)、陳一鳴(1B)、孔慧翹(1B)、 

李敏詩(1B)、葉詠珊(1B)、江海鋒(1C)、

布震昇(1C)、張信夷(1C)、施鎧澄(1C)、

柯奕城(1D)、楊沚濂(1D)、蔡倩雯(1D)、 

何曼琪(1D)、黎心陶(1D)、馬梓亭(1D)、 

黃加曦(1D)、陳子朗(2A)、郭天佑(2A)、 

周雅晴(2A)、梁鈞甯(2A)、李沁怡(2A)、 

吳家穎(2A)、張佩霞(2A)、林振昊(2B)、 

譚柏曦(2B)、潘芷恩(2B)、王雅瑾(2B)、

何佑生(2C)、鄭頌恩(2C)、李子欣(2C)、

吳卓瑤(2C)、謝美天(2C)、葉梓彤(2C)、

阮穎詩(2C)、陳家僖(2D)、潘  昕(3A)、 

孫碧珺(3A)、蔡珮琪(3A)、溫安禔(3A)、 

張允恩(3B)、樊芷晴(3B)、盧詠妍(3B)、

陳依琦(3D)、蔡焯瑤(3D)、朱凱晴(3D)、 

何煒晴(3D)、陳麗琳(3D)、陳凱晴(4C)、 

李鎧咏(4D)、黃韻然(4D)、黎景靖(4D)、 

麥詠晞(5A)、韓  菲(5A)、劉綺彤(5B)、 

楊慧飛(5D)、余芷殷(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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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合唱團初

級組) 
金獎 

蔡樂行(1A)、李美儀(1A)、廖珮思(1A)、 

吳鍶研(1A)、陳一鳴(1B)、孔慧翹(1B)、 

李敏詩(1B)、葉詠珊(1B)、江海鋒(1C)、

布震昇(1C)、張信夷(1C)、施鎧澄(1C)、

柯奕城(1D)、楊沚濂(1D)、蔡倩雯(1D)、 

何曼琪(1D)、黎心陶(1D)、馬梓亭(1D)、 

黃加曦(1D)、陳子朗(2A)、郭天佑(2A)、 

周雅晴(2A)、梁鈞甯(2A)、李沁怡(2A)、 

吳家穎(2A)、張佩霞(2A)、林振昊(2B)、 

譚柏曦(2B)、潘芷恩(2B)、王雅瑾(2B)、

何佑生(2C)、鄭頌恩(2C)、李子欣(2C)、

吳卓瑤(2C)、謝美天(2C)、葉梓彤(2C)、

阮穎詩(2C)、陳家僖(2D)、潘  昕(3A)、 

孫碧珺(3A)、蔡珮琪(3A)、溫安禔(3A)、 

張允恩(3B)、樊芷晴(3B)、盧詠妍(3B)、

陳依琦(3D)、蔡焯瑤(3D)、朱凱晴(3D)、 

何煒晴(3D)、陳麗琳(3D)、陳凱晴(4C)、 

李鎧咏(4D)、黃韻然(4D)、麥詠晞(5A)、 

劉綺彤(5B)、楊慧飛(5D)、余芷殷(5D) 

聯校音樂大賽(合唱團高

級組) 
銀獎 

蔡樂行(1A)、李美儀(1A)、廖珮思(1A)、 

吳鍶研(1A)、陳一鳴(1B)、孔慧翹(1B)、 

李敏詩(1B)、葉詠珊(1B)、江海鋒(1C)、

布震昇(1C)、張信夷(1C)、施鎧澄(1C)、

柯奕城(1D)、楊沚濂(1D)、蔡倩雯(1D)、 

何曼琪(1D)、黎心陶(1D)、馬梓亭(1D)、 

黃加曦(1D)、陳子朗(2A)、郭天佑(2A)、 

周雅晴(2A)、梁鈞甯(2A)、李沁怡(2A)、 

吳家穎(2A)、張佩霞(2A)、林振昊(2B)、 

譚柏曦(2B)、潘芷恩(2B)、王雅瑾(2B)、

何佑生(2C)、鄭頌恩(2C)、李子欣(2C)、

吳卓瑤(2C)、謝美天(2C)、葉梓彤(2C)、

阮穎詩(2C)、陳家僖(2D)、潘  昕(3A)、 

孫碧珺(3A)、蔡珮琪(3A)、溫安禔(3A)、 

張允恩(3B)、樊芷晴(3B)、盧詠妍(3B)、

陳依琦(3D)、蔡焯瑤(3D)、朱凱晴(3D)、 

何煒晴(3D)、陳麗琳(3D)、陳凱晴(4C)、 

李鎧咏(4D)、黃韻然(4D)、麥詠晞(5A)、 

劉綺彤(5B)、楊慧飛(5D)、余芷殷(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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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 (女子合唱)(中文歌

曲) 

優勝者 

李美儀(1A)、廖珮思(1A)、吳鍶研(1A)、 

葉詠珊(1B)、張信夷(1C)、何曼琪(1D)、 

馬梓亭(1D)、黃加曦(1D)、周雅晴(2A)、 

梁鈞甯(2A)、李沁怡(2A)、吳家穎(2A)、 

張佩霞(2A)、潘芷恩(2B)、王雅瑾(2B)、 

鄭頌恩(2C)、李子欣(2C)、吳卓瑤(2C)、

葉梓彤(2C)、阮穎詩(2C)、陳家僖(2D)、 

潘  昕(3A)、孫碧珺(3A)、蔡珮琪(3A)、 

溫安禔(3A)、樊芷晴(3B)、盧詠妍(3B)、 

陳依琦(3D)、蔡焯瑤(3D)、朱凱晴(3D)、 

何煒晴(3D)、陳麗琳(3D)、陳凱晴(4C)、 

李鎧咏(4D)、黃韻然(4D)、麥詠晞(5A)、 

劉綺彤(5B)、楊慧飛(5D)、余芷殷(5D) 

香港演藝音樂節(管弦樂

團) 
銀獎 

江海鋒(1C)、蘇伊彤(1C)、鍾紀堯(1D)、 

何諾勤(2A)、劉卓軒(2A)、劉卓華(2A)、 

陳富傑(2B)、蔡名郗(2B)、許梓昊(2C)、

楊晉珞(2C)、蕭加熹(3A)、陳梓鋆(3A)、 

周麗怡(3A)、林豊竣(3B)、盧振輝(3B)、 

張允恩(3B)、羅進耀(3D)、楊瀚桁(3D)、 

陳藹婷(3D)、陳依琦(3D)、蔡焯瑤(3D)、 

朱恩琦(3D)、何煒晴(3D)、雷仟渙(3D)、 

施曉雯(3D)、蕭可婷(3D)、陳麗琳(3D)、 

陳麗琳(3D)、王飄洋(3D)、伍愷逸(4B)、 

鍾昕桐(4B)、王菘蔚(4B)、羅嘉浩(5A)、 

黃頌誠(5A)、梁誦閔(5B)、陳曉駿(5C)、 

蔡盈盈(5D) 

藝術 

青少年暑期活動繪畫比

賽 
良好獎 

韓  菲(5A)、陳曼琦(6B) 

全港青少年繪畫日比賽 優異獎 陳朗升(6B)、陳曼琦(6B) 

十。坊環保產品創意設計

比賽 
季軍 

陳玥澄(5A)、韓  菲(5A)、江樂琳(5D)、 

蔡盈盈(5D) 

環保聖誕樹設計比賽 季軍 
吳倬鋒(3A)、鄺浩民(3A)、陳玥澄(5A)、

韓  菲(5A)、江樂琳(5D)、蔡盈盈(5D) 

第 9 屆健康人生繪畫比賽 優異獎 韓  菲(5A) 

世界心臟日繪畫比賽 優異獎 張允恩(3B)、沈卓藍(4C) 

新春兒童繪畫比賽 優異獎 譚凱遙(3D) 

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 金獎 蔡盈盈(5D) 

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 銀獎 陳曼琦(6B) 

青年藝術節西畫比賽 嘉許狀 
周文雯(4A)、吳欣桐(4B)、韓  菲(5A)、

蔡芷樺(5D)、陳朗升(6B) 

興趣 
港島區校際桌遊比賽 團體亞軍及個人獎季軍 譚俊泓(4C) 

港島區校際桌遊比賽 團體亞軍 王立行(2A)、陳梓峰(2C)、陳振隆(3A) 

演講 東區學校演講比賽 優異獎 陳芷君(3D) 

寫作 
第五屆香港中學生文藝

散文即席揮毫大賽 
初中組冠軍 

江冰宇(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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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 

服務 

公益少年團團員獎勵計

劃 
中學中級(橙色徽章) 

林鍵豪(4C)、鄭舒庭(4A)、梁樂晴(5C)、 

陳敏蕎(4C)、蔡綺琦(4D)、古嘉翎(5C)、 

蘇珮雯(6C) 

公益少年團團員獎勵計

劃 
優秀團員 

陳芷君(3D) 

義工嘉許狀 義工嘉許狀 

黃佳俊(1A)、陳熙嵐(1D)、余文龍(1D)、 

蔡希澄(1D)、何曼琪(1D)、馬梓亭(1D)、 

吳泳希(1D)、林鍵豪(4C)、陳敏蕎(4C)、 

林晨婕(4C)、彭偉滔(4D)、蔡綺琦(4D)、 

陳天恒(5C)、古嘉翎(5C)、林嘉淇(5C)、 

梁樂晴(5C)、唐詩諾(5C) 

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 義務工作嘉許狀(金狀) 

楊汶才(5B)、陳曉駿(5C)、譚智釗(5C)、

李蔚妍(5C)、吳芷珊(5C)、陳偉鋒(5D)、 

洪嘉賢(5D)、伍兆銘(5D)、蔡詩琳(5D)、 

蔡芷樺(5D)、江樂瑤(6A)、宋卓塱(6B)、 

蘇卓文(6C)、陳詠儀(6D) 

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 義務工作嘉許狀(銀狀) 

陳梓由(4A)、鄭舒庭(4A)、王菘蔚(4B)、 

吳狄朗(4C)、蔡展峰(5A)、馮澤遠(5A)、 

甘景圖(5A)、鍾詠祺(5A)、韓  菲(5A)、

李裕婷(5A)、梁蕙婷(5A)、吳樂怡(5A)、

何思穎(5B)、關兆銘(5C)、林泓夆(5C)、

盧駿業(5C)、江希婧(5C)、古嘉翎(5C)、

林嘉淇(5C)、羅彩樺(5C)、唐詩諾(5C)、

黃慧潼(5C)、張梓勤(5D)、顧顥文(5D)、

何宗祐(5D)、李梓軒(5D)、譚景航(5D)、

曾向昇(5D)、曹學銘(5D)、李欣悅(5D)、

余芷殷(5D)、柯子雯(6A)、高卓楠(6C)、

連曦旻(6C)、蘇珮雯(6C)、王思敏(6C)、

楊綺翹(6C)、陳戩鋒(6D)、周俊睿(6D)、

郭境汶(6D)、李婷慧(6D)、伍英蕙(6D)、

譚家淇(6D)、王嘉雯(6D) 

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 義務工作嘉許狀(銅狀) 

潘  婧(4A)、黃珮珊(4A)、原曉俐(4A)、

鍾昕桐(4B)、薛芊蕾(4B)、黃藹俐(4B)、

何永健(4C)、施清源(4C)、陳敏蕎(4C)、

鄭欣桐(4C)、林晨婕(4C)、黎守謙(5A)、

阮崇曜(5A)、陳玥澄(5A)、李沛楨(5A)、

馬嘉若(5A)、盤慧雯(5A)、陳天恒(5C)、

張錦濤(5C)、李文浩(5C)、徐健藍(5C)、

梁樂晴(5C)、譚嘉琦(5C)、蔡頌行(5D)、

許綺雯(6A)、謝梓琪(6A)、陳盈芝(6B)、

吳佩芸(6B)、溫籽言(6B)、黃綺婷(6B)、

林沛鴻(6C)、董嘉軒(6C)、廖詠詩(6C)、

蘇詠茵(6C)、何樂遙(6D)、司徒朗悅(5D) 

其他 

年青有為獎勵計劃 參與台灣交流團資格 鍾紀堯(1D)、陳敏蕎(4C)、蔡綺琦(4D) 

年青有為獎勵計劃 心靈對話活動傑出表現

獎 

湛芷盈(1A) 

年青有為獎勵計劃 山藝傑出表現獎 施偉壕(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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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年青有為獎勵計劃 Cooking BaBa 傑出表現

獎 

鍾紀堯(1D) 

年青有為獎勵計劃 最具領袖潛質獎 陳奕權(3B)、譚栩琳(3C)、蔡綺琦(4D) 

年青有為獎勵計劃 Hip Pop 傑出表現獎 原曉俐(4A) 

年青有為獎勵計劃 全力以赴獎 原曉俐(4A)、陳敏蕎(4C)、林晨婕(4C) 

年青有為獎勵計劃 最佳報告書獎 蔡綺琦(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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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報告(2018-2019年度) Financial Report 
 
 

 上
年
度
結
餘 

收
入
 
$ 

支
出
 
$ 

I. 政府基金    
(甲) 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5,706,474.10   

行政津貼  3,891,054.67 3,409,681.58 

空調設備津貼  583,757.30 377,260.88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407,645.12 181,824.04 

新來港學童而設的校本支援計劃  16,556.00 14,040.00 

融合教育計劃（經常津貼帳）  23,188.00 256,319.00 

學校發展津貼  613,766.00 491,783.23 

風災特別津貼  64,114.00 64,114.00 

其他收入（包括利息、租借場地及其他行政收入
等） 

   

經擴大的營辦津貼的基線指標  1,952,631.97  

日常運作開支 (包括雜用開支、清潔費、郵
費、交通費、印刷 
費、消耗品、維修保養費用等) 

  
968,940.69 

課外活動及獎品   551,836.80 

科目   201,033.34 

活動   117,704.35 

家具及設備津貼   862,986.00 

培訓津貼   26,743.30 
小結 : 5

,
7
0
6
,
4
7
4
.
1
0 

7,552,713.06 7,524,267.21 

    
(乙) 非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的活動計劃津貼
帳 

- 10,000.00 5,981.50 

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聘請津貼 - 4,000.00 4,000.00 
代課教師津貼帳 98,659.82 4,782.00 - 
法團校董會學校之整合代課教師津貼帳 5

,
5
6
3
,
3
4
8
.
1
3 

2,851,634.76 2,577,92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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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學習津貼 - 應用學習課程 - 127,640.00 120,870.00 
多元學習津貼 - 其他課程 66,137.00 84,000.00 78,003.00 
額外高中課程支援津貼 997,492.89 - 1,017,530.33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支援津貼 527,000.00 - - 
加強支援有自閉症學生的延展試驗計劃津貼 14,667.94 214,434.00 185,469.97 
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 66,740.00 73,200.00 
推廣閱讀津貼 - 60,000.00 7,199.57 
姊妹學校計劃津貼 - 150,000.00 2,480.00 
生涯規劃過渡津貼 100,000.00 - 167,050.50 
在學校推動電子學習的一筆過資訊科技津貼 199,450.00 - 202,894.92 
在中學推動STEM教育 136,092.00 - 140,684.14 
推動中國歷史及文化津貼 116,208.80 - 55,218.00 
資訊科技人員支援津貼 - 307,733.33 401,052.14 
學校夥伴計劃  196,000.00 224,973.00 

香港學校戲劇節津貼 24,810.44 - 18,223.00 

    
II. 學校津貼( 一般津貼)    
學校經費（堂費收支見下表）    
捐款    
獎學金、助學金及課外活動津貼    

林翠瑩同學獎學紀念基金 6,800.00 40,000.00 4,000.00 
中華傳道會柴灣堂基金 18,741.80 15,000.00 6,939.00 
主恩獎學金及助學金 213,333.30 - 30,300.00 
劉永生醫生獎學金及助學金 151,842.60 - 24,000.00 
陳恩仕同學紀念獎（歷史科） 3,700.00 - 1,200.00 
蔡禮行同學紀念校園福音事奉傑出獎 1,000.00 - 400.00 
鄭亦先生紀念獎學金 - 60,000.00 - 
吳仲江醫生紀念獎學金 - 10,000.00 600.00 
劉永生醫生醫療津貼  200,000.00 3,660.00 

西樂發展基金 4,460.00 - - 
賽馬會全方位基金 - 129,150.00 120,647.00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92,400.00 82,400.00 68,062.00 

    
具特定目標的收費    

~ 空調電費 851,756.74 50,880.00 3,059.92 
~ 校本教材 206,813.02 2,073.00 1,691.14 

 

 

 堂費收支報告（2018-2019） 

  
$ 

 
$ 

堂費收入（中四至中六@$290）   98,890.00 

申請豁免（49個）   (14,210.00) 

 

減︰開支 

  84,680.00 

宣傳開支  82,841.30  
校訊及校報  93,850.00  
保險  17,015.22 193,706.52 

   (109,02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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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回饋與跟進 Feedback & Follow-up 

 
關注事項一︰提升英語學與教效能 

  

 為了增加學生接觸英語的機會，英文科將會增加 English Café 的活動，例如英語電影欣賞，

讓同學能在輕鬆愉快的環境下學習英語。同時，亦會訓練英語大使及強化英語大使的角色，以

便推行更多具質素的活動。此外，繼續推動閱讀，讓學生能於早讀及餘暇的時間閱讀合適的電

子書及實體書。 

 

     在課程與評估方面，英文科持續檢視初中課程、學與教及評估，加強學生英語聆聽評估及

字彙建構。跨學科英語組(LAC)會繼續與其他英語授課科目(EMI subjects) 發展跨學科學術英

語及支援措施，以及探討在多英班增加英語授課科目的可能性及檢視非多英班的英語延展現況。 

 

    在校園環境方面，建議下學年增強校園雙語環境，包括：增聘外籍英語教師(NET 2)、中英

文告示、文件、獎狀、刊物、網頁、英語字彙海報、陸運會雙語宣布、英語早會等。 

 

關注事項二：營造校園閱讀氛圍，提升學生閱讀效能 

  

 繼續加強中英文科在課程內推動閱讀教學的計劃。學生普遍對英文閱讀缺乏動力，須在

下學年加強有關英文閱讀的推廣。建議在課室設立閱讀閣，試行閱讀中英文學術雜誌，以 ipad

閱讀英文篇章或電子書。 

 

在學與教方面，下學年鼓勵學科把有關篇章、QR code、參考書目及網址等放入筆記、

專題研習作為預習或延伸學習，逐步試行自主閱讀。 

 

 繼續舉行優秀跨學科閱讀報告作品展覽，鼓勵學生以多元化方式完成閱讀任務。圖書館

繼續加強對推動閱讀的支援如安排作家分享閱讀心得及定期舉辦書展等活動，以提高學生的閱

讀興趣。 

 

  

關注事項三：提升責任感和抗逆力，培育領袖素質 

 

在中一的挑戰活動日及「抗逆力培訓」計劃中，同學的反應十分理想，由於近年學生輕生

自殺問題仍然嚴重，故來年會擴大規模至中二級。 

 

為著學生得到更全面的培訓及學習，將於下年及後年逐步把協作活動、挑戰活動及領袖培

訓等整合，在各級中擴展推行。 

 

建議未來以學校核心價值，啟發潛能教育 (Invitational Education, IE)  ，在各項

活動試行以「學生為中心」的服務模式，包括：司儀、領唱、籌備、表演等，鼓

勵學生和教職員嘗試，不怕錯的文化，增加學生歸屬感、擁有感、責任感、協作

和解難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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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 學校自行選取的表現評量：描述性校務報告  
 

   本校本著基督教信仰的精神，以「道路、真理、生命」為校訓，提供學生全人教育； 

在聖經真理基礎上，悉心扶育學生在靈、德、智、體、群及美各方面健康成長，並培養好 

學自律、有禮合群、熱愛生命、勇於承擔的情操，和高尚的品格與公民的意識，以及活出 

豐盛的生命、將來貢獻社會。 

 

(一) 學生編制 

    本校今年度有 24 班，包括中一至中六各級 4班。2018年 9月全校人數為 721人。 

 

(二) 教職員工編制、動態及培訓 

   全校教師暨校長共 58人，按教育局編制常額教席佔 56人。老師持碩士學位 29人、學士學

位 57人、教師專業資格（教育文憑或教師專業文憑）56人；實驗室技術員 3人、文員 5人、

資訊科技技術員 2人、學生輔導員 5人、教學助理 6 人、圖書館助理 1人、全職工友 7人，部

份時間工作工友 6人，全校員工共 93人。本校教師積極參與在職培訓，致力提升團隊精神和

教育專業水平。新教師入職輔導包括退修營與迎新。教師積極出席校內外教育研討會、工作坊

及講座。校內培訓主題涵蓋「香港教育專業操守講座」、「與抑鬱症學生共舞：溝通技巧工作坊」、

「老師欣賞活動」、「圓圈．圈出正能量」、「正向情緒學習之旅」工作坊」及友校交流等。此外

亦設教師團契和每天教師守望祈禱會，加強彼此支持，以及為學生、教職員及學校祈禱。 
 

(一 )  校務運作  

 

    本校法團校董會於 2006 年成立，致力貫徹「校本管理」和基督教全人教育的辦學精神。

法團校董會成員包括辦學團體、校長、教師、家長、校友和獨立人士等持份者，共同參與學校

宏觀管理與發展，進一步提升學校管治的透明度和問責。學校常規工作由校務委員會策劃、統

籌和監管，並下設教學事務部、學生支援部、校務支援部、福音事工部與教師支援部，以及約

廿個組別，推展校務。 

 

    本校鄭德富校長年屆退休，將於 2019 年 9 月 1 日離任。黃仲良副校長亦於今學年結束後

轉往另一所中學榮升校長一職。他們兩位均於創校時入職，一直以來致力發展校務，建樹良多，

本校法團校董會、眾師生、校友和家長多謝他們廿年的貢獻。 

 

    本校法團校董會甄選盧維中和高健珩兩位資深老師在新學年分別擔任助理校長(學校行政)

和助理校長(學與教)，以利新學年的校務工作順利過渡；法團校董會已透過招聘和遴選機制，

喜聘林達豪校長於新學年接任校長一職。本校同仁祝願林校長帶領眾教職員在本校 20 週年發

展里程的紀念時刻，繼往開來，今後校務拓展蒸蒸日上。 
 

2018-2019 年度校務報告 

 

A. 20 週年校慶紀念 

本校 1999年創校。適逢今年 20週年紀念日子，本校舉辦一系列校慶活動，藉著回顧過去上主

的眷顧以及眾教職員的悉心耕耘，培養師生團結和感恩的心，從而凝聚對學校的愛護和歸屬

感。 

2018/19 學年校慶紀念活動包括：開學禮「福杯滿溢」校慶揭幕、學校網頁更新、學校歷史介

紹週會、早會校友回顧及感恩分享、標語創作比賽、中英徵文比賽、科組內校慶活動或比賽、

英語話劇、籃球比賽(校慶盃)、校園開放日、校慶報章廣告刊登、LOGO設計比賽、書籤和橫額

印製、紀念品製作、短片拍攝比賽、感恩回顧宣傳短片、校慶同樂日、早會頒獎台設置 Sig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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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校慶感恩晚宴於 6月 14 日在尖東彩福皇宴舉行。當晚宴開 57席，約 700名來賓懷著感恩

歡聚一堂。出席者包括歷屆校友約 500人；歷任校監校董、教職員、家長教師會家長委員，以

及中華傳道會總會董事、各友校校長、堂會牧者及其他嘉賓共約 200人。 

 

     2019/20 學年校慶紀念活動包括：校友、資深老師及離職老師回顧及感恩分享、20 週年

校慶生命樹地標的設置、乒乓球比賽(校慶盃)、校園開放日、20 週年紀念校刊出版，以及 20

週年校慶感恩崇拜(12月 6 日)。 

 

B. 關注事項： 

   今學年學校主題是「廿載樹人主恩伴 才德奮進迎未來」(Grow in God’s grace. 

Advance in knowledge and virtues)，全年關注事項有以下三項︰ 

 

1. 提升英語學與教效能 

營造英語學習語境，鼓勵學生於課堂外運用英語；舉辦多元化學習活動，以豐富他們的學習經

歷，進一步提升學習英語的興趣和讀寫聽說的能力。活動包括廣泛閱讀計劃(Scholastic LitPro 

& LitPro Library)、“English Café” (英語學習中心)和英語活動、跨學科英語節、英文學

會、英文朗誦、英語戲劇學會、課餘英語提升班、暑期英文銜接課程、各級網上英語課程、英

語電台廣播及聯校英語會話訓練等。此外協助推動數學、科學、家政及電腦五科的英文教學。 

 

2. 關注事項：「營造校園閱讀氛圍，提升學生閱讀效能」 

(a) 推動初中跨學科閱讀計劃，提升學生閱讀習慣。 

(b) 舉辦閱讀週，主題為『書』送喜『閱』，活動豐富，包括大型書展、「AR擴增實境閱讀區」、

「閱讀+愛家人」生命教育攤位、LWS Café、「好書對對碰」、班主任課、《小王子》電影欣

賞、「音樂 Cross閱讀」圖書館活動、閱讀講座等。 

(c) 中文科及英文科閱讀課在中一及中二級全年推行。 

(d) 優化英語廣泛閱讀計劃，採用 Scholastic Literacy Pro Library (電子書平台)分級閱讀。

平台上有 1000本電子書供學生按 Lexile scale 選擇。 

(e) 持續及優化中、英文早讀。為高中同學準備英文早讀適切材料。(材料乃根據教學有關課

題及 Lexile scale，以增強學生閱讀量及速度。) 

(f) 舉辦閱讀公開論壇及初高中閱讀比賽。 

(g) 舉辦中文科初中級「漂書活動」、閱讀報告作品展及週會分享會。 

 

 

3. 提升責任感和抗逆力，培育領袖素質 

   為提升學生的抗逆力和健康心理素質，舉辦全校性感恩活動、初中級心理健康成長課及

週會、高中級壓力處理班主任課、中一級的挑戰計劃，以及中五級的生命之旅工作坊；為加強

中一級同學的合作、責任感及溝通能力，舉辦體驗日團隊活動；舉行初中領袖培訓日 

(U-Training)以及加強各團隊的領袖訓練，以培養學生的素質、解難能力和責任感。 

 

E. 教育局的特別資助或支援 

1. 參加教育局中學校本課程發展組「中學校本課程發展支援服務--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

(STEM)教育」計劃。 

2. 參加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組「校本支援計劃－教師學習社群」計劃，透過共同學習和交流，

促進中文科教學反思和校本課程規劃與革新。 

3. 獲教育局語文教育組邀請參加「種籽計劃－普通話科課程規劃，按新修訂課程的學習重點，

提升中一級和中二級學習單元的策略與成效，加強學生自學能力以及累積更多課內、外普

通話實踐的經歷。科主任陳靜岩老師獲教育局邀請向學界分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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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繼續參加「粵港姊妹學校締結計劃」，與深圳市高級中學和成都西川中學締結為姊妹校，並

開展「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計劃－遠程教室」活動。 

5. 參加「加強支援自閉症學生的延展試驗計劃(2017/2018 和 2018/2019 學年)」。兩年撥款總

額為$413,700，用作聘請輔導員以支援自閉症學生、協助教師推行以上計劃及準備教師所

需的工具和教材。 

6. 參加教育局「全校參與模式的融合教育計劃」，並獲増聘一名文憑教師及一位學生輔導員。

(本校於 2001年起參加這項計劃。) 

7. 再獲教育局推薦參加 2017/18-2018/19 學年「學校伙伴計劃－『全校參與照顧學生個別學

習差異』資源學校」，每年獲撥款$196,000，向學界分享本校「以全校參與方式照顧學生個

別學習差異和特殊教育需要」的實踐經驗。(本校自 2005年起獲推薦參加這項計劃。) 

 

F. 教育局官員來訪 

1.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先生來訪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先生於 2018 年 9 月 6 日，在東區民政事務專員陳尚文先生及東區區議

會主席黃建彬先生陪同下，與其他 6位嘉賓蒞臨本校親善訪問，了解本校在新學年的校園生活。

楊局長和眾嘉賓會晤鄭德富校長、兩位副校長及 5位老師，了解本校的現況和發展，並且交流

對本港現今教育的觀點。隨後他們參觀天霖花園、英語餐廳(English Cafe)、教師參考圖書館、

學生圖書館，以及各類綠色校園和環保設施。最後，楊局長與嘉賓到學生活動中心與 18 位學

生會、領袖生、公民大使及環保大使同學暢談，聽取他們校園生活的點滴和對現今中學通識教

育的看法。(其他來賓包括：教育局局長政治助理施俊輝先生、教育局局長新聞秘書張志明先

生、教育局東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鄭慧雯女士、東區區議會主席黃建彬先生、東區民政事務專

員陳尚文先生、東區民政事務助理專員魏麗盈女士，以及東區民政事務處其他官員。) 

 

2. 教育局與內地嘉賓來訪 

  經香港中華總商會和香港教育局的安排，16位內地嘉賓於2018年11月2日上午來訪本校。

眾嘉賓乃屬於香港中華總商會所舉辦的香港工商業研討班的成員。他們是來自國務院港澳辦以

及各省市行政部門的領導和幹部。他們在中華總商會和教育局的行政人員陪同下蒞臨本校親善

訪問，了解本校的學生支援教育和參觀校園。在座談會上，校長和三位老師分別介紹本校的背

景、生涯規劃、融合教育、內地考察、心理健康推廣計劃和校園讚賞等活動。隨後校長與兩位

副校長、兩位老師，以及 10 名初中同學，帶領眾嘉賓參觀圖書館、天霖花園、電腦室、家政

室、視藝室、英語餐廳(English Cafe)、教員室以及生態湖等綠色校園設施。本校溫馨和諧的

校園生活和同學的積極學習，給嘉賓留下深刻印象。(隨同嘉賓來訪者有香港中華總商會秘書

處陳玉潔小姐、教育局對外聯繫組何慧珊小姐，和教育局東區學校發展組學校發展主任鍾焯軒

先生。) 

 

3. 科技教育領域重點視學 

  教育局質素保證及校本支援分部視學人員鄭柏忠先生及梁逸然先生於 2019 年 1 月 21 日、

23 日及 28 日來校重點視學，以了解本校科技教育領域內各科目的學與教現況與發展，以及科

技教育的全方位學習配套活動。以上視學科目包括高中級的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和資訊及

通訊科技科，以及初中級的普通電腦科、電腦設計與科技科和家政科。視學範圍亦涵蓋 STEAM

教育（Science, Technology,Engineering, Art and Mathematics）和各科推行電子學習的現

況與發展。他們在首兩天觀課，所觀課的科目包括資訊及通訊科技科、普通電腦科和電腦設計

與科技科。此外他們瀏覽科技教育領域內各科的會議記錄、工作報告、習作、教學進度表及相

關文件等。他們亦與鄭校長、黃副校長、以上各科科主任和老師個別或小組會談，以作深入了

解。會上視學人員與老師們彼此熱切討論，氣氛良好；本校多年以來在科技教育學習領域的努

力與成果獲得肯定。視學人員亦給予本校科 

技教育發展不少寶貴意見。 



P.35 

 

4. 英語跨學科教學支援 

  教育局教育統籌委員會及策劃分部「檢討及策劃組」教育主任鄭穎琪女士於 2019 年 5 月

31 日來校探訪，與鄭校長、黃副校長、英文科主任、英語跨學科教學支援組組長、數學與科學

兩科的科主任小組會談，了解本校初中級非語文科目以英語教學的安排和支援措施，以及初中

與高中跨學科英語教學的銜接。 

 

G. 國內及海外考察與交流 

1. 3位中四及 7位中五同學參加青年事務委員會「香港青少年紅色之旅江西行」，日期由 2019

年 4月 15日至 21日。他們前往江西井崗山、南昌、盧山、廣昌、瑞金、贛州等地方參觀、

遊覽、學習和交流。 

2. 2 位中二及 8 位中三級同學參加教育局「北京藝術文化探索之旅」，於 2019 年 4 月 10 日至

13 日到北京考察交流,認識和感受當地著名戲劇院校的歷史、文化背景與氛圍，並與當地

的同學就年青人的文化生活及發展空間等方面做交流。 

3. 20 位中一至中三級同學參加由國際學生交流中心舉辦的暑期 17天澳洲墨爾本遊學團，出發

日期為 2019年 7月 20 日。 

4. 中五級梁樂晴、黃慧潼和林嘉淇同學以及中四級沈卓藍同學參加香港青年協會「一帶一路

一友情－東北冰雪之旅」，於 2018年 12月 21日至 26日前往中國遼寧交流及考察。 

5. 2019 年暑期內地 STEM交流活動： 

(a) 華東師範大學環境化學課程 (7月 1日至 14日；4名中四學生) 

(b) 上海交通大學工程設計課程 (7月 15日至 28日；1名中四學生) 

(c) 西部能源生態探索之旅＠新疆 (6 月日 30 至 7 月 7 日；3 名中三、2 名中四及 1 名中五學

生) 

(d) 古今絲路陝西文化行(7 月 10日至 17日；12名中三、4名中四及 9名中五學生) 

(e) 粵港澳大灣區青少年科技體育模型夏令營暨海陸空模型鐵人三項邀請賽(7 月 13 日至 16

日；6名中一及 2名中二學生) 

6. 中四級任嘉淇和黃藹俐兩位同學於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0 月參加為期一年的救世軍柴

灣青少年綜合服務港島東聯校學生領袖訓練計劃。她們與其他學校的學員於 2018 年 7 月

23 日至 27 日參加台灣領袖交流團，前往台北參觀弁當工場松山總店及其他社福機構，並

參與社會服務驗。 

7. 中四級蔡綺琦、陳敏蕎和中一級鍾紀堯三位同學參加柴灣浸信會為期一年的年青有為獎勵

計劃，學習表現優異，獲甄選參加台灣交流團，日期由 2019年 7月 17日至 22日。 

8. 與遊學團機構合辦澳洲墨爾本暑期 17 天遊學團，有 20 位初中同學參加，日期由 2019 年 7

月 20日至 8月 5日。 

9. 中五級蔡芷樺和張錦濤兩位同學獲甄選參加東區民政事務處「東區青藤計劃」，表現優異，

完滿完成了一系列多元化培訓活動，包括領袖訓練營、研討會、參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

和私人企業等。他們兩位同學與其他學校的學員免費參加 2018年聖誕假期 7天韓國首爾考

察交流團。 

 

H. 校外獎學金 

1. 香港島東區傑出學生獎 

  由香港島校長聯會主辦的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於 2018 年 11 月 24 日下午舉行頒獎禮。中

三級陳芷君同學及中四級劉泰延同學獲得東區傑出學生獎。 

2. 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 

  中六級陳盈芝及林芷盈兩位同學榮獲「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頒獎禮於 2019年 1月 26

日(星期六)在灣仔修頓場館舉行，主禮嘉賓是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司長。 

3.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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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六級郭境汶同學和黃綽琳兩位同學獲獎。頒獎禮於 2019年 3月舉行。 

 

I. STEAM 教育 

   教育局和學界近年倡導「 STEAM 教育」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 

&Mathematics)，結合科學、科技、工程、藝術，及數學各科的教學方法，透過相關課程，將

五大領域的知識結合，補強不同學科間的隔閡。以下是本校全年的 STEAM教育工作： 

 

1. 成功申請教育局中學校本課程發展組「中學校本課程發展支援服務(STEM 教育)」計。本校

5位核心成員老師定期共 10次與負責官員舉行備課會議，共同制定中二級及中三級的 STEM

課程。中二級 STEM 課程以電腦及科學為主，音樂、視藝和數學為輔。中三級 STEM 課程以

數學及視藝為主，電腦及科學為輔，詳情如下： 

 

級別  活動  參與科目  日期  

中二  
20 週年校慶顯示板  

電腦設計與科技、音樂、

科學、視覺藝術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3 月  

足球機製作  電腦設計與科技、科學  2019 年 3 月至 4 月  

中三  
紙盒包裝設計  數學、視覺藝術  2019 年 1 月至 2 月  

高度測量  普通電腦、數學  2019 年 4 月至 5 月  

 

2. 5 位核心成員老師於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2 月參加教育局「為中學課程領導和中層管理

人員而設的 STEM教育進深培訓課程」，完成共 12 小時 4個培訓項目。 

3. 6 位中二級同學獲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贊助參加香港小童群益會「新地資優科學創意發

展計劃」，於課餘時間參加香港小童群益會為期一年的培訓計劃，內容包括「高階思維訓練

小組」、「地球科學（主修科）」、「STEM X 藝術（副修科）」。 

4. 參加 Bebras Challenge 2018（STEM國際挑戰賽），8位同學獲頒發優異證書。 

5. 兩位中五級同學參加四川大學與愛學遊教育機構合辨 STEAM 教育體驗團。日期為 2018 年

11月 25日至 29日。 

6. 副校長與兩位核心成員老師應教育局邀請，向學界有以下 3次分享： 

日期  會議  

2019 年 1 月  STEM 教育支援服務學校交流會  -- 從規劃到實踐  

2019 年 4 月  中學校本課程發展支援服務 -STEM 教育週年分享會  

2019 年 7 月  STEM EXPO 教育展覽  

 

7. 2018 年內地暑期 STEM交流活動： 

(a) 長江三角洲經濟區科技文化考察之旅(7 月 6 至 12 日；7 名中一、9 名中二、3 名中四及 1

名中五學生) 

(b) 探古訪今－南京合肥文化交流考察之旅(7 月 13 至 21 日；2 名中一、2 名中四及 1 名中五

學生) 

(c) 西部能源生態探索之旅＠新疆(8月 8至 15日；1 名中一、1名中二、2名中三及 6名中四

學生) 

(d) 穗港澳青少年科技體育模型夏令營暨海陸空模型鐵人三項邀請賽(7月 15日至 18日；1名

中一、4名中二及 4名中五學生) 

8. 2019 年內地暑期 STEM交流活動： 

(a) 華東師範大學環境化學課程(7月 1日至 14日； 4名中四學生) 

(b) 上海交通大學工程設計課程(7月 15日至 28日；1名中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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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西部能源生態探索之旅＠新疆(6月日 30至 7月 7日；3名中三、2名中四及 1名中五學生) 

(d) 古今絲路陝西文化行(7 月 10日至 17日；12名中三、4名中四及 9名中五學生) 

(e) 粵港澳大灣區青少年科技體育模型夏令營暨海陸空模型鐵人三項邀請賽(7 月 13 日至 16

日；6名中一及 2名中二學生) 

 

(四) 教務工作 

1. 第十一屆中三級高中體驗課程於 2019年 3月舉行，參與科目包括數學科、地理科、資訊及

通訊科技及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2. 初中學業提升計劃：全年跟進考試成績稍遜的初中級學生，工作包括輔導、目標執行、改

善計劃及與學生及家長面談；於 12月家長晚會及 4月家長日後分別舉行家長及學生聚會，

介紹對同學的學業要求及是項計畫，並各學生及家長分別與副校長、主任面談，討論改善

學業成績的方法。 

3. 推行各級「課堂追蹤器」計劃，鼓勵學生自主學習。 

4. 「突破」學習日：中三級全體學生於 3月參加半天「全方位學習活動」，按興趣參加 

各科考察活動，並須完成考察後的功課。 

5. 舉辦第二屆「午間加油站」學術工作坊，促進中一級尖子學生更深刻了解學習。工作坊全

年兩期，每期四講，由各學習範疇的老師、教育心理學家和輔導員負責；內容包括從遊戲

中學習、閱讀心得分享、學習技巧及方法及趣味學科學習等。兩期工作坊共約 70名學生參

加。 

6. 統籌全年中四至中六級課後補課和暑期補課，以及功輔加強班及課後提升班，包括暑期進

修及銜接課程。 

 

日期會議 

2019年 1月 STEM教育支援服務學校交流會－從規劃到實踐 

2019年 4月中學校本課程發展支援服務－STEM 教育週年分享會 

2019年 7月 STEM EXPO 教育展覽 

 

7. 推行中一級時間管理班主任課，協助同學反思及制訂個人學習計劃。在中一及中二級舉行

自主學習班主任課，促進學生掌握自己的學習方法（如摘錄筆記、訂立溫習計劃等）。中一

級首次使用《新超凡學生手記》閱讀課的主題，第一課是「學習的意義」，第二課是「學習

四大週期新設計」。 

8. 在中一及中二級生活與社會科及初中經濟及公共事務科推行《基本法》中學生網上自學課

程。 

9. 中六級週六拔尖進深課程：本學年有七個科目（中、英、數、生物、中史、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經濟）參與，共開辦 11班，有 82位中六同學參加，佔全體中六人數的 72%。 

10. 3 名學術表現優異的同學參加校外資優課程，包括中文大學冬季資優課程及香港資優教育

學苑。 

11. 英語學習提升活動：除多英班外，初中部分科目利用 25%的課時進行以英語為媒介的延展

教學活動。科學、數學、電腦及英國語文科在中一及中三級進行跨學科協作，在課堂上共

同推行閱讀及思考策略訓練。暑假期間舉辦英語學習銜接課程，幫助各級以英語修讀學科

的同學。 

12. 在 5 月舉辦跨學科語文節(Language Across the Curriculum Festival)，主題為「食物

大不同(Food for thought)」，活動包括廚神大招募、份子料理盛宴、食物實驗攤位、英語

講座、書展、音樂茶座，以提升同學用英語學習不同科目的興趣。 

13. 安排中六學生參加學友社香港模擬文憑試（中、英、數、通識及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香港標準評核模擬文憑試(中、英及通識)以及勤達數學模擬文憑試。 

14. 安排中四至中六級選修科退選學生的增潤課。同學須於退選科目上課時段參加中、英、數、



P.38 

通增潤課堂，並完成指定課業。 

15. 推行教師觀習作和同儕觀課活動。 

16. 友校交流：全體老師於 2019年 3月 1日按各教學領域前往 10間友校進行交流考察。 

17. 全年進行兩次全校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意見調查，以檢視教與學的情況。 

18. 設立「遠程教室」促進本校與內地學校教與學的交流。已連繫內地四川中學作視 像交流

活動。遠程教室設備完善，包括視像會議系統、電子白板、「智慧教室」教學系統等。台灣

「智慧教室」教學系統的職員及友校副校長蒞臨本校分享教學經驗。 

19. 主辦第 14 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東區)」賽項。比賽於 2018 年 12 月 8 日在本校舉行，

有東區 24間小學共 192名小五及小六學生分成 64隊參加。全港 18區聯合頒獎典禮於 2019

年 3月 27日在香港理工大學舉行。 

 

(五) 升學及擇業輔導 

1. 「大學遊蹤」活動：安排中二級全級同學分組在一月份一個下午參觀香港大學、中文大學

及科技大學、理工大學、浸會大學及教育學院，讓同學了解大學的校園生活，從而激發考

入大學的決心並趁早定立個人的升學目標，規劃未來數年的學習方向。 

2. 透過班主任課推行生涯規劃課程：中三級 5 次；中四級 3 次；中五級 7 次；中六級 7 次。

23 

3. 為中三級同學及家長舉辦中四選科升輔講座。選科期間為同學進行個人及小組輔導。 

4. 5 位中六同學及 12位中五同學報讀教育局「應用學習課程」。 

5. 為中六級同學舉辦午間職業介紹工作坊、面試技巧工作坊及大學課程介紹講座；提供升學

擇業資料、個人和小組升學輔導，重點包括「大學聯招」、E-APP、內地和台灣升學等。 

6. 為中六級同學及其家長於 5 月及 7 月舉辦兩次升輔晚會，內容包括多元學習出路、文憑試

放榜須知。 

7. 與校友會合辦「模擬面試工作坊」。由 7 位校友作面試導師，協助 40 位中六級同學準備大

學入學面試。 

8. 出版《升學及擇業輔導通訊》、《高中選科資料冊》、《如何協助子女選科》等刊物，並派發

各類升學及擇業資料。 

9. 培訓高中同學擔任升輔大使，工作包括編輯《升學及擇業輔導通訊》、主持升輔活動、介紹

各類行業的升學途徑及職業前景等。 

10. 與遊學團機構合辦澳洲墨爾本暑期 17天遊學團，有 20位初中同學參加。 

11. 推動同學參加以下各類升學及擇業體驗活動： 

(a) 51 位中一至中五同學參加香港迪士尼樂園工作體驗坊。 

(b) 20 位中六同學參加學友社大學聯招講座工作人員。 

(c) 8 位中四至中六同學參加教育局商校合作計劃體驗工作坊。 

(d) 5 位中四、中五同學個別參加教育局商校合作計劃 THEi合辦的事業探索比賽；3 

位中五同學參加香港會計師公會的會計及商管個案比賽。 

(e) 9 位中四、中五同學個別或小組參加港鐵公司、香港航空學院、社署和香港青年協會各自

的工作訓練計劃。 

(f) 3 位中五、中六同學個別參加科技大學、公開大學和職業訓練局的培訓課程。 

 

(六) 訓導工作 

   訓育工作以「愛中建立」為基礎，著重全校教師參與，致力建立積極正面、互相欣賞的良

好校風，培養學生端正誠實、有禮盡責和明辨事非的優良品格。 

1. 建立公平一致的訓育原則，引導學生在校內外持守良好行為。 

2. 委任及培訓領袖生及班長協助維持校園秩序。 

3. 培養領袖生自信、團隊精神及領導才能；訓練領袖生在早會分享良好品德的意義。 

4. 舉辦領袖生訓練營及工作匯報會；指導領袖生長籌辦年終分享會，促進訓育精神薪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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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傳。 

5. 推行「美裡班房」計劃、課室秩序口號設計及比賽，協助同學建立課室常規。 

6. 推行「操行卓越獎」，提升學生自我認識和自尊感。 

7. 推行「自勵向善計劃」，鼓勵學生立志改過，以良好行為抵銷違規紀錄。 

8. 推行「準時回校獎勵計劃」，協助遲到學生改善陋習。 

9. 推行「言語清潔運動」，鼓勵學生立志「不說污穢的言語，只說造就人的好話」。 

10. 統籌班主任在學校長假期間跟進部分學生善用假期生活。 

11. 籌劃訓育講座、展覽和班主任課等動，主題包括濫藥、欺凌等。 

12. 在新學年舉辦中一級全體新生守規工作坊，讓學生了解和遵守校規及課室規則。 

13. 統籌老師校內、外巡邏，督導學生持守良好行為。 

14. 定期檢查學生儀容服式，以維持純樸形象。 

 

(七) 輔導工作 

本著訓輔合一及全人關顧的理念，在補助性、預防性及發展性三個層次的輔導工作 

上，提供學生個別及小組輔導及安排以下大型活動： 

1. 開學時在中一、中四和中六各級舉行學習啟導活動，協助學生迎接新挑戰。 

2. 舉辦性在有「理」週一系列性教育活動，培養學生理性和負責任的性態度。按中一至中六

各級同學的不同處境，舉辦形式多元化的活動，包括由學校社工、明光社和護苗基金分別

主領的講座、班主任課專題活動，以及「網絡交友」早會學生連續劇等。 

3. 推行「飛雁．飛」朋輩輔導計劃，鼓勵高年級同學推己及人，協助中一同學適應學校新環

境。今學年 24名朋輩輔導員接受了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青少年綜合服務隊的訓練之後，籌

備了開幕禮、挑戰訓練營、小組聚會、大組聚會和結業禮，以及參與義工服務和雁長與雁

仔定期面談。 

4. 推行「尊重生命，逆境同行－好心情@學校」計劃。該計劃由優質教育基金贊助」.透過心

理健康週會及班主任課，促進初中學生的社交和情感發展，提升抗逆力和正向生命能量。

本年度 21名中一級同學經過甄選後，參與了進深計劃內的訓練與義工服務。 

5. 推行關愛活動，設午間攤位活動鼓勵同學在考試前彼此關心勉勵，以及舉辦減壓活動，營

造彼此支持的和諧氣氛。 

6. 舉辦中一體驗日，同學在校園內參加分組團體遊戲及校園清潔，培養團結精神及提升學生

自理及協作的能力。 

7. 廿名名中一至中四同學參加柴灣浸信會社會服務處「年青有為獎勵計劃」，透過大半年來一

系列的成長小組、社關服務、歷奇活動、專才小組、海外交流團和福音活動等，培養服務

精神以及提升社交、自立和抗逆能力。 

8. 設計及推行各級德育班主任課，內容涵蓋性教育、人際衝突、處理壓力及網絡教育。 

9. 按學生各類需要舉辦以下成長輔導小組： 

(a) 中一至三級重讀生互勉小組：提升讀書動機，改良讀書習慣。 

(b) 「家‧加油」單親小組：提升自我形象及自尊感，增強抗逆力。 

(c) 戀愛小組：建立與異性相處的正確態度及戀愛價值觀。 

(d) 處理壓力小組：認識及學習處理壓力的方法。 

 

(八) 福音工作 

   本着基督教教育精神，推動多元化福音活動，讓學生認識主耶穌和聖經的教誨，在主 

的愛與真理中健康成長。全年福音活動以「耶和華以勒」為主題，活動包括： 

1. 4C營會日期為 7月 24至 7月 26日，地點為本校及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主題為「E.R.」

(E for exaltation提升，尊崇，R for refine 煉淨)。40 名中二至中五學生參加。 

2. 學期初舉行「基督徒大會」，以「耶和華以勒—神的供應」為題，二百多名基督徒師生出席，

一起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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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約隔週五舉行分班細胞小組及隔週五推動校園大使 Sparklers 訓練與佈道。 

4. Sparklers 舉行三次全校福音性活動，主題分別是「我們不一樣」、「廿週年 Prayer Walk」

及「Give me a窿」。 

5. 舉辦中一福音營(10 月)、福音週(1 月) 和高中信仰成長營(7 月)。福音營由中華傳道會柴

灣堂及本校合辦，40名中一及中二學生參加。福音週以「耶和華以勒－永不缺乏」為主題。

有 16名學生首次決志及 28名學生重新決志。他們隨後參加「初信成長小組」。今年 7月舉

辦高中信仰成長營，主題為「耶和華以勒－永得保障」，大約 70 名同學參加；同學於營會

重新思考個人與神的關係，和考慮重新投入教會生活。 

6. 學期終結前舉行感恩大會，以「耶和華以勒－無限豐富」為題，師生一起感謝神的眷顧。 

 

(九) 校友會 

    校友會於 2001年 7月成立，旨在維繫畢業生彼此情誼，深化他們愛護母校的情懷。今 

年活動包括： 

1. 編刊校友會《友聲》，讓校友了解學校最新動向及其他校友近況。 

2. 於陸運會中參與接力賽及擔任啦啦隊評判。 

3. 邀請校友於早會及週會分享他們的學習及工作體驗。 

4. 與升輔組合作舉行中六模擬面試工作坊，7位校友獲邀回校與學弟妹分享面試技巧。 

5. 與家長教師會 7月初合辦「課本寄賣大行動」。 

6. 協助舉行校友校董選舉。 

7. 設立校友會會員卡，提供會員優惠。 

8. 7 月 1日舉辦週年會員大會，內容包括全年工作及財政報告、新一屆常務委員會選舉、校友

校董選舉及聯誼。 

 

(十) 家庭教育 

家長工作有四個重點：(1)舉辦家長晚會及家長日：(2)舉辦親子教育課程及其他家長 

課程；(3)拓展「家長教師會」會務；(4)深化家長福音工作。 

 

本學年共舉行兩次家長晚會(第一及三學期)及一次家長日(第二學期)。第一學期家長晚會

內容包括家長教師會第十八屆週年大會、「精神健康關你事：認識青少年常見的情緒病」親子

講座及分班座談會。第二學期家長日班主任會見家長，討論子女考試成績及整體表現。今年「家

長團契」已成立 12 週年，「家長團契」每月舉辦「週六加油站」及「週二查經班」，平均有 15

至 25 位家長參加。家長透過各類活動互相認識和交流子女管教方法。家長團契職員定期開會

及祈禱，強化職員會家長關心本校其他家長。家長教師會繼續舉辦各項受歡迎的家長活動，包

括敬師聚餐、敬師標語創比賽、家長義工燒烤、親子旅行、校慶攤位擺設、美食班、飯商試食

會及會訊出版等。家長教師會於 11月舉行家長校董選舉。 

 

(十一) 公民教育組 

1. 19 位中一至中五同學參加本年度「公民教育大使」，協助推廣公民教育。 

2. 舉行國慶及回歸日升旗禮。 

3. 於 2018年 11月 22日兩位負責老師帶領 19位公民教育大使參觀北角「油街實現」（二級歷

史建築），透過導賞活動了解歷史保育和城市發展等社會議題。其中一位同學於早會分享「油

街實現」考察的見聞。 

4. 新福事工協會應邀於 2018 年 1月 31日到校主持高中週會講座，主題為「見窮又見貧」，同

學藉此加深認識香港貧窮問題及貧窮人的處境。 

5. 中六級林詠雪及郭境汶兩位同學參加政賢力量第三屆「卓越學生領袖選舉」，完成了為期三

個月的「青年論壇」、「民間施政佈告」等活動，從百多人中獲甄選為「卓越學員」。 

6. 中五級梁樂晴、黃慧潼和林嘉淇同學以及中四級沈卓藍同學參加香港青年協會「一帶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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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友情－東北冰雪之旅」，於 2018年 12月 21日至 26日前往中國遼寧交流及考察。他們於

5月分早會分享當地見聞。 

7. 舉辦「民間學堂－迷你花牌工作坊」，由本地資深大型花牌師傅到校教授製作迷你花牌，日

期是 2019年 4月 15日。20位公民教育大使參加藉此了解這項本地獨特的傳統文化工藝。 

 

(十二) 融合教育 

1. 在 8 月底教師專業培訓日，向全體老師介紹本校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並安排老師分享支援

班內該等學生的經驗。 

2. 教育心理服務：教育局教育心理學家區佩琪女士小姐定期到校提供專業意見，工作包括：

接見懷疑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及其家長，並為學生進行評估；參與學生個別學習會議、

個案討論，以及小組和個別訓練。 

3. 為大約 30位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安排校內考試調適。 

4. 為 9位中五級及中六級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申請中學文憑試特別考試安排。 

5. 為 4 位高中學生進行個別學習會議，會議內教育心理學家、班主任、融合教育主任、學生

輔導員、家長及學生檢視學生的學習進度。 

6. 「喜伴同行」計劃：東華三院專責人員定期到校支援 4位自閉症學生，服務包括 14節主領

小組訓練、支援朋輩輔導、家長諮詢和提供教師專業意見等。 

7. 家長互勉小組：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家長每月舉行一次活動，以提供適切的親子教育，

及營造彼此關顧的朋輩關係。 

8. 個別 / 小組訓練 

訓練小組  對象  總節數  負責人  

語言訓練  2 位初中語言障礙同學  
12 節  外 聘 機 構 ( 言 語 治 療

師 ) 

讀寫訓練  3 位初中讀寫障礙同學  8 節  外聘機構  

說話訓練  1 位有選擇性緘默同學  1 節  學生輔導員及  

教育心理學家  ASD 社交訓練  6 位 ASD 及 1 位 ADHD 同學  6 節  

鞏固中文能力  3 位初中讀寫障礙同學  8 節  外聘機構  

關愛大使  9 位初中 SEN 學生同班同學  6 節  

學生輔導員  

社交訓練  9 位有社交困難同學  6 節  

執行技巧訓練  1 位 ASD 及 1 位 ADHD 同學  8 節  

潛規則訓練  1 位中五級 ASD 同學  2 節  

書寫能力訓練  1 位中五級 SPLD 同學  4 節  
 

9. 「加強支援有自閉症學生的延展試驗計劃」(AIM project)：4 位自閉症高中同學參加教育

局這個計劃，藉此提升學習效能、社交技巧和情緒管理。該計劃提供有系統的教師、家長

及學生問卷評估，並為每位同學舉行 3 次個別學習計劃會議(IEPC)和提供第三層的學習支

援。教育局專責教育心理學家定期到校與學生面談，並與學生輔導員協作，跟進個案。 

10. 傷健共融日營：於 5 月 11 日約 20 位初中學生到薄扶林賽馬會傷健營參與全日共融活動，

體驗傷健人士日常生活的困難，摒除誤解。 

11. 「視障人士福音中心」職員及視障人士蒞臨週會分享視障人士逆境奮進經歷。 

12. 學校夥伴計劃： 

日期 地點 分享者 主題 參與院校 

15/11/2018 教育大學 陳幗靜姑娘 
自閉症、ADHD 及情緒行為

問題的輔導策略 
教育大學 

20/11/2018 本校 
廖志剛老師 

陳幗靜姑娘 
支援整體 SEN學生的策略 福建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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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2019 教育大學 陳幗靜姑娘 
自閉症、ADHD 及情緒行為

問題的輔導策略 

教育大學 

23/3/2019 本校 

鄭德富校長及

陳幗靜姑

娘 

全校參與融合教育 

3/4/2019 
教育大學 

將軍澳分校 

黃仲良副校長 

陳幗靜姑娘 
提升學習動機 

8/4/2019 教育大學 陳幗靜姑娘 
自閉症、ADHD 及情緒行為

問題的輔導策略 

12/4/2019 
崇真會總會

辦事處 

鄭德富校長及

陳幗靜姑

娘 

自閉症及 ADHD學生的學習

支援及調適 
崇真會 

14/5/2019 
教育大學 陳幗靜姑娘 

自閉症、ADHD 及情緒行為

問題的輔導策略 
教育大學 

23/5/2019 

20/6/2019 本校 

鄭德富校長、 

廖志剛老師、 

陳幗靜姑娘 

1.全校參與融合教育 

2.處理自閉症、ADHD 及情

緒行為問題的輔導策

略 

教育大學 

24/6/2019 本校 

鄭德富校長、 

廖志剛老師、 

陳幗靜姑娘 

1.全校參與融合教育 

2.處理自閉症、ADHD 及情

緒行為問題的輔導策

略 

教育大學 

 

 

 

 (十三) 環境及健康教育 

1. 與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合作，48位環保領袖生於 9 月 22日在薄扶林香港傷健協會賽馬會傷

健營舉行訓練營，以培養團隊精神和解難能力。 

2. 58 名環保領袖生於 9 月中午膳時間開始輪流當值，巡查小食部的學生秩序及照顧傾心閣小

動物。 

3. 與家長教師會家長代表成立膳食專責委員會，檢視食物部食物素質、價格、管理與運作方

式。 

4. 推動環保教育，與小食部取得共識停止售賣有甜味的膠樽飲料。 

5. 推動課室整潔計劃。各班整潔大使同學、環教組老師和環保領袖生巡查課室和評分，鼓勵

同學維持課室整潔。 

6. 利用綠化校園資助計劃的津貼美化學校大門圍欄花籃。 

7. 外聘「綠色園地」機構導師教導「有機耕作小組」同學種植的理論和實際運作。小組於 10

月初開始耕作，為期 15 課，地點在生態湖旁邊。共 29位中一及中二級同學參加。 

8. 香港進食失調康復會應邀於 2018年 10月 24日蒞臨初中週會講座主講舉行「情緒化飲食」，

向同學推廣健康飲食。 

9. 25位環保領袖生隨同老師於 2018年 11月 16日前往米埔參觀，認識香港生物多樣性。 

10. 重鋪天霖花園草皮。 

11. 獲東區民政事務處贈送 100份「莫釘我」驅蚊貼和驅蚊噴霧。本校將「莫釘我」轉贈給郊

外訓練營的同學。 

12. 於校園內種植十多棵新柏樹，取代枯萎或因颱風而倒塌的柏樹。 

13. 參與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無飲管運動」，停止提供學生飲管。 

14. 香港減碳及能源管理學會會長應邀於 2019年 1月 25日蒞臨初中週會推廣環保信息，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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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廢物回收及塑膠減用。 

15. 參與綠領行動「利是封重用大行動」，於農曆新年後回收超過 4000個利是封。 

16. 向中一家庭經濟有困難的女生宣傳關愛基金「免費子宮頸癌疫苖注射先導計劃」 

17. 40 位同學於 3月 8日下午前往上水華山村鄉土學社參加「大地之食」工作坊，學習農田耕

作技巧，以及參加野外煮食及植物托印活動。(40 位同學包括 24位中二至中四環保領袖生

及 16名中一同學)。 

18. 根據衛生防護中心及教育局在流感高峰期所發出的指引，在 2019年 1月 2 日至 4月 10日

期間執行每天體溫量度措施，預防流感散播。 

19. 完成停車場內牆攀籐園藝改善工程。 

20. 於球場旁邊的園圃種植多個品種的果樹。 

21. 更新生態長廊旁環境教育相片。 

 

(十四) 校園電視台 

1. 為配合 9月中旬的閱讀週與學習效能提升組合作，拍攝並剪輯 12段採訪老師的片段以作 VR

書籍介紹之用。 

2. 為鼓勵學生實踐智慧城市的概念，4位中三至中四級學生台員參加由香港品質保證局舉辦，

教育局協辦的「理想家園」短片拍攝比賽。 

3. 兩位高中學生台員參加國家地理會德豐香港攝影大賽，以手機拍攝香港的自然及城市景觀、

人文精神、文化和生活面貌。 

4. 舉辦 20週年短片拍攝比賽。 

5. 籌劃並拍攝 20週年晚宴中播放的片段。片段以回顧及感恩為主題。 

6. 邀請新晉導演蒞臨學校分享由構思至拍攝整個過程的心得，並即場播放得獎作品，讓學生

擴寬視野，了解更多攝影技巧。 

7. 恆常製作校園精彩活動短片，在校園電視台網頁及大電視播放。 

 

(十五) 社會服務小組 

1. 全校性推行每班「一人一職」計劃，推動學生實踐校內互相服務的精神。 

2. 與杏花村青年協會合辦，於中四、中五級推行「2+1 有心計劃」。同學在中四時須參與一次

全級性社會服務，亦需在中四及中五時參與最少 2 次校外社會服務。計劃提供了各類型的

社會服務包括長者、兒童、智障人士及傷殘人士。 

3. 公益少年團兩隊學生服務隊包括： 

(i) 與利民會合作的精神復康者共融活動，以及與傷健協會合作的傷健人士共融活動。 

(ii) 與循道愛華村社會服務中心合作的長者服務及攤位義工服務。 

 

4. 與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合辦貧窮體驗活動，於深水埗區內認識一些無家者，從而深入了

解香港無家者的情況。 

5. 與杏花村青年協會合辦，於農曆新年前免費送米給區內長者。 

6. 派出學生義工協助了三個非牟利機構賣旗。 

7. 參加「香港人 香港心 義工大使行動」，中一級學生在家政堂內親手製作 DIY 心意禮物，給

服務隊探訪時贈送給有需要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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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額外高中課程支援津貼（ESSCSG）報告（2018/2019) 

     

30.8.2019 

      

     

$ 

上年度

結餘 

    

    

997,492.89  

收入  

    

           -    

     

    

997,492.89  

支出 

     

 

(1) 聘請兩名學位老師 

   

 

1 名總薪級 20 點 

 

   

479,880.00  

  

 

1 名總薪級 21 點  

 

   

500,345.33  

  

      

 

(2)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主領中層管

理老師培訓（23/8/19） 
     

4,950.00  

  

      

 

(3) 聘請英文科教學助理（29/3-29/8/19） 
    

32,355.00  

 

  

1,017,530.33  

以擴大的營辦津貼補貼 

   

-    

20,037.44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帳（TRG）報告（2018/2019） 

        

16.9.2019 

         收入 

    

$ 

 

$ 

 

上年度結餘 

      

  

5,563,348.13  

 

全年經常性現金津貼  

      

    

220,220.00  

 

可供選擇的現金津貼 

      

 

可供選擇的現金津貼 - 凍結 1 SGM 

  

   865,080.00  

  

 

可供選擇的現金津貼 - 凍結 1.7 GM 

  

   982,968.00  

  

 

可供選擇的現金津貼 - 凍結 1 CM 

  

   457,980.00  

 

  

2,306,028.00  

 

其他凍結 

      

    

321,948.01  

 

離職代通知金 

      

      

3,438.75  

        

  

8,414,982.89  
 

 

       



P.45 

支出 

 

(a) 聘請 3 名學位教師 

      

 

總薪級表第 19 點  教師 1  

 

   

457,980.00  

    

 

總薪級表第 17 點  教師 2  

 

   

415,260.67  

    

 

總薪級表第 14 點  教師 3  

 

   

359,924.25  

 

 1,233,164.92  

  

         

 

(b) 聘任輔導助理 [總薪級表第 7 點]薪金連

強積金 697,331.25 

  

   239,778.00  

  

         

 

(c) 聘任生涯規劃助理 [總薪級表第 8 點] 

薪金連強積金 [2019 年 4 月至 8 月] 697,331.25 

  

   100,780.56  

  

         

 

(d) 聘任三名教學助理（11 個月）薪金連強

積金 教學助理 1 
   

154,649.42  

    

   

教學助理 2 
    

97,493.13  

    

   

教學助理 3 
   

149,788.25  

 

   401,930.80  

  

         

 

(e) 聘任一名實驗室助理 [見習職級薪級表第 4 點] 

 

   183,484.46  

  

         

         

 

(f) 代課老師 

      
 

         

 

GP18/09-00031 代課老師 1 4-14/9/18 
    

12,752.00   

   

 

GP18/10-00080 代課老師 2 20-28/9/18 
     

9,564.00   

   

 

GP18/11-00162 代課老師 2 2-31/10/18 
    

28,692.00   

   

 

 GP18/11-00287 代課老師 2 1/11-1/12/18 
    

30,286.00   

   

 

 GP18/12-00359 代課老師 2 4-19/12/18 
    

17,534.00   

   

 

GP19/01-00440 代課老師 2 2-31/1/19 
    

30,286.00   

   

 

GP19/02-00489 代課老師 2 1-26/2/19 
    

14,346.00   

   

 

GP19/03-00557 代課老師 2 4-29/3/19 
    

27,098.00   

   

 

GP19/04-00614 代課老師 2 2-30/4/19 
    

17,534.00   

   

 

GP19/05-00684 代課老師 2 2-31/5/19 
    

28,692.00   

   

 

GP19/06-00742 代課老師 2 3-28/6/19 
    

27,0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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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19/07-00794 代課老師 2 3-8/7/19 
     

6,376.00   

   

 

 GP19/06-00687 代課老師 3 24/5/2019 
       

684.00   

   

 

GP19/06-00687 代課老師 3 8-31/5/19 
     

6,156.00   

   

 

GP19/03-00558 代課老師 4 18-29/3/19 
    

11,158.00   

   

 

 GP19/06-00722 代課老師 4 23-24/5/19 
     

2,391.00   

   

 

 GP19/06-00722 代課老師 4 2/4-13/6/19 
    

19,925.00   

   

 

GP18/09-00041 代課老師 5 14-21/9/18 
     

4,341.00   

   

 

GP19/04-00592 代課老師 6 10-12/4/19 
     

4,782.00   

   

 

GP19/05-00666 代課老師 7 29/4-23/5/19 
    

18,331.00   

   

 

 GP19/06-00718 代課老師 8 10-11/6/19 
     

3,188.00   

   

 

GP19/02-00447 代課老師 9 30/1-1/2/19 
     

4,782.00   

   

 

GP18/11-00280 代課老師 10 13-26/11/18 
    

11,955.00   

   

 

GP18/09-00014 代課老師 11 6-7/9/18 
     

2,894.00   

   

 

GP18/12-00352 代課老師 11 17-19/12/18 
     

4,341.00   

   

 

GP18/12-00353 代課老師 12 27/11-19/12/18 
    

23,910.00      369,096.00  

  

 
     

   

 
     

   

 

(g) 兼職員工 
    

   

 

 GP19/07-00805 兼職員工 1 
9-16/7/19 

     

1,620.00   

   

 

GP19/07-00806 兼職員工 2 
11-16/7/19 

     

1,012.50   

   

 

GP19/07-00807 兼職員工 3 
11-16/7/19 

       

675.00   

   

 

GP18/09-00015 兼職員工 4 
17-28/8/18 

     

1,144.00   

   

 

GP19/06-00698 兼職員工 5 
16-31/5/19 

     

3,060.00   

   

 

GP19/07-00763 兼職員工 5 
3-27/6/19 

     

4,882.50   

   

 

GP19/07-00804 兼職員工 5 
2-12/7/19 

     

2,362.50   

   

 

GP19/06-00689 兼職員工 6 
17-31/5/19 

     

3,397.50   

   

 

GP19/07-00762 兼職員工 6 
3-27/6/19 

     

4,680.00   

   

 

 GP19/07-00803 兼職員工 6 
2-12/7/19 

     

2,992.50       25,82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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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其他 
    

   

 

GP18/11-00175-6 增潤課程教材 
     

6,115.00   

   

 

GP19/04-00595  
國際學生交流中心︰墨爾本遊學

團帶隊老師費用（20/7-5/8/19） 

    

14,150.00   

   

 

 GP19/08-00862 資助 SWAP Camp 2019 
     

1,800.00   

   

 

 GP19/08-00877 資助 SWAP Camp 2019 
     

1,800.00       23,865.00  

 

  

2,577,926.24  

        

  

5,837,056.65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姊妹學校計劃津貼報告（2018/2019) 

      

14.8.2019 

       

    

 $  

 

$ 

收入 

     

    

150,000.00  

       支出 
  

  

 
 

GP18/11-00260 

信興科技有限公司︰Heavy 

Duty Video Tripod & Dolly for 

Camcorder FE-EI-7050-AA + 

FE-EI-7003    1,850.00  

  
 GP18/11-00271 

Tequila Hubs: 4 Port USB Hub 

3.0 with external power (qty:3)       630.00  

  

     

      

        

2,480.00  

     

 

    

147,5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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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在中學推動 STEM 教育報告（2018/2019) 

      

28.8.2019 

       

    

 $  

 

$ 

上年度結餘 

     

  136,092.00  

收入 

     

         -    

      

  136,092.00  

支出 

      GP18/09-00012 時信出版（香港）有限公司︰micro:bit 足球機 

  

     245.00  

  
GP18/10-00120 

ETC Education: Inventor Kit (2 Sets), BBC Micro:bit 

+ USB Cable with batteries (30 Sets)    4,086.00  

  

GP18/10-00140 

Yik Fung Scientific Co.: Materials for I.S. Experiment 

(STEM) 

  

   3,432.00  

  

GP18/11-00235 

愛學遊（香港）有限公司︰四川大學 STEAM 教育體

驗團（25-29/11/18）資助 

 

   2,200.00  

   

GP18/11-00279 

STEM 教學耗材（LED 燈珠 1000 個、蜂鳴器 200 個

及 PLA）連運費 

  

     723.42  

  GP18/12-00349 MEGASTORE: 20 部紅米 6（32GB 金色） 

  

  17,900.00  

  

GP19/01-00428 

艾思能達（香港）有限公司︰Tello EDU 無人機套

裝（5 套）、電池（10 個）及電池管家（5 個）    6,670.00  

  GP19/02-00455 25 個紅米 6 手機套、10 條數據綫及運費 

  

     398.03  

  GP19/03-00540 STEM: VR Cardboard40 個及運費 

  

     526.93  

  

GP19/04-00587  

時信出版（香港）有限公司︰STEM 足球機材料包

及活動手冊（40 套） 

  

   4,200.00  

  

GP19/06-00702 

Discovery Technologies Limited: Darkly Lab 

Emblaser2 Laser Cutter and Filtration System   37,300.00  

  

GP19/06-00703 

STEM Microbit 耗材 及 電烙鐵焊錫工具套裝 及運

費 

  

   1,022.76  

  

GP19/06-00719 

西部能源生態探索之旅＠新疆 [2019 年 6 月 30 至 7

月 7 日] 

  

   6,840.00  

  GP19/06-00719 古今絲路文化行@陝西 [2019 年 7 月 10 至 17 日] 

  

  16,560.00  

  

GP19/08-00905 

eSmartHealth Limited: SATIR UPC-384 Fixed IR 

Thermal Camera (STEM) 

 

  27,000.00  

   

GP19/08-00906 

A A Zone Technology Limited: Insta360 One X 4K 

Action Camera with 128GB SD Card (4 Sets)   11,580.00  

  

       

      

  140,684.14  

以擴大的營辦

津貼補貼 

     

   (4,59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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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推動中國歷史及文化津貼報告（2018/2019) 

     

31.8.2019 

      

    

 $  $ 

上年度結餘 

    

  116,208.80  

      支出 

     
 GP18/11-00200 

香港教師戲劇會有限公司︰「論語劇場」

（2/11/18） 
   6,500.00  

 
GP18/11-00203 

雅博茶坊︰茶道班（10/10/18-10/4/19）及 

三套學生茶具套裝   14,940.00  

 
GP18/12-00369 

兄弟旅運投資有限公司︰話劇訓練

（15/12/18）租車費    1,700.00  

 
GP19/01-00420 

高中生藝術新體驗計劃︰《萬曆十五年》

（7/1/19）   12,265.00  

 
GP19/01-00426 

力豐巴士有限公司︰高中生藝術新體驗計

劃《萬曆十五年》（7/1/19）租車費    8,400.00  

 

GP19/03-00509 

亞洲旅行社有限公司︰北京藝術文化探索

之旅（10-13/4/19）[9*$670 + 帶隊教師
$1353]    7,383.00  

 GP19/04-00566 聖雅各福群會︰迷你花牌工作坊（15/4/19）    4,200.00  

 
GR19/06-00176 

迷你花牌工作坊（15/4/19）[學生收費

$30*16 人] -    480.00  

 
JV19/06-00075 

賽馬會全方位基金及 EOEBG 資助 - 迷你

花牌工作坊（16/4/19） -    290.00  

 GR19/07-00182 茶道班（10/10/18-10/4/19）[$160*15 人] -  2,400.00  

 

GP19/07-00790 

中四學生（半津）︰資助參加龍的傳人山

西交流考察團（21-27/4/19）    1,500.00  

 

GP19/07-00798 

中四學生（半津）︰資助參加龍的傳人山

西交流考察團（21-27/4/19）    1,500.00     55,218.00  

須於 2020 年 8 月 31 日前用罄 

   

   60,990.80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支援津貼報告（2018/2019） 

        14.8.2019 

         

        $ 

上年度結餘        527,000.00 

收入         - 

        527,000.00 

支出        - 

         

        52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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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在學校推動電子學習的一筆過資訊科技津貼報告（2018/2019) 

    

22.8.2019 

     

  

 $  

 

$ 

上年度結餘 

   

  

199,450.00  

收入 

   

         -    

    

  

199,450.00  

支出 

    

GP19/05-00661 

KINGS AUDIO DIGITAL: 紅米 7 3+32GB（20

部）連運費 
   19,850.00  

  GP19/07-00785 紅米 7 鋼化膜（26 塊）連運費        99.92  

  
GP19/08-00871 

香港教育城有限公司︰考評局試題（七個科目）

全校帳戶    15,453.00  

  
GP19/08-00893 

Senco-Masslink: 10.5" IPAD AIR WIFI 64GB 

GOLD (36PCS) and Tablet Management Cart   144,452.00  

  GP19/08-00894 Senco-Masslink: Apple Pencil (36PCS)    23,040.00  

  

  

  

 

  

202,894.92  

以擴大的營辦津

貼補貼 

   

   

(3,444.92)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學校夥伴計劃收支報告（2018/2019) 

    

13.8.2019 

     

  

 $  

 

 $  

18-19 年度收入 

   

   196,000.00  

     

     

 

Salary for Guidance Assistant (1/9/18 - 31/8/19) 

  

   224,973.00  

以學校經費補貼 

   

-    28,973.00  



1 以下字母代表各甄選準則︰ 

A=學業成績測試（校內考試分數）; B=實務為本的表現測試; C=學生學習評審; D=行為表現量表; E=面試、比賽成績; F=家長/或朋輩資料; G=其他（請註明）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2018-2019年「多元學習津貼 – 資優課程」報告書 

  

高中資優教育課程應具備以下特色：  

1.  具備資優教育的元素，即創意、高階思維能力、個人及社交能力等，並可分為增益(廣度)、延伸(深度)或加速(進度) 

2.  設有清晰的甄選機制，為課程配對學生 

3.  學生的成品可顯示課程的預期學習成果 

 

科/組 課程/活動 目的 

目標學生 

(數量/級別

/甄選方式
1) 

活動/課程日期 學習成品 財政支出 
負責 

老師 

STEAM 組

（ADHOC） 

西部能源生態探索之

旅＠新疆 

推動學生學習及交流 STEM知識。 中四︰2名 

中五︰1名 

（G︰老師

推薦） 

2019年 6月 30

至 7月 7日 

交流團學習反

思報告及相片 

$2280*3 

=$6840 

黃仲良 

STEAM 組

（ADHOC） 

古今絲路文化行@陝

西 

 

推動學生學習及交流 STEM知識。 中四︰4名 

中五︰9名 

（G︰老師

推薦） 

2019年 7月 10

至 7月 17日 

交流團學習反

思報告及相片 

$1380*13 

=$17940 

黃仲良 

STEAM 組

（ADHOC） 

STEM暨傳統文化上海

夏令營 

推動學生學習及交流 STEM知識。 中四︰5名 

（G︰老師

推薦） 

2019年 7月 15

至 7月 28日 

交流團學習反

思報告及相片 

$1170*5 

=$5850 

黃仲良 

公民教育

組 

一帶一路一友情 – 

東北冰雪之旅 

了解一帶一路政策及國情發展

擴闊視野 

中四︰1名 

中五︰3名 

（D） 

2018年 12月 21

至 26日 

早會分享 $1400*4 

=$5,600 

黃佩雯 



1 以下字母代表各甄選準則︰ 

A=學業成績測試（校內考試分數）; B=實務為本的表現測試; C=學生學習評審; D=行為表現量表; E=面試、比賽成績; F=家長/或朋輩資料; G=其他（請註明） 

科/組 課程/活動 目的 

目標學生 

(數量/級別

/甄選方式
1) 

活動/課程日期 學習成品 財政支出 
負責 

老師 

中文科 「《解憂雜貨店》話劇

欣賞」 

藉話劇，反思人生目標、認識名

著改編話劇作品。 

中四︰52

名 

中五︰6名 

（B） 

2018年 10月 25

日(星期四) 

完成學習反思 $2900 黃佩雯 

學習效能

提升組 

科大暑期資優課程 藉參加課程提升成績較佳同學

的知識及能力。 

中五︰2名 

（A） 

2018年 7月至 8

月 

完成課程並獲

得証書 

$800+$2133 

=$2933 

陳燕玲 

課外活動

組 

領袖訓練營 訓練學生帶領活動技巧，建立團

隊精神。 

中四︰6名 

中五︰6名 

（D） 

26-27/10/18 籌辦校內活動 $200*12 

=$2400 

陳麗珠 

環境及健

康教育組 

環保領袖生訓練營 激發環保領袖生的領袖才能，並

建立團隊精神。 

中四︰14

名 

中五︰13

名 

（E） 

22/9/18 提升同學在當

值上的出席率

及表現良好。 

$120*15 

=$1,800 

黎淑儀 

信徒培育

組 

敬拜隊訓練 藉課程協助學校敬拜隊隊員在

敬拜者的生命、對真理的認識，

及熟練的敬拜技巧三方面成

長，並成為學校的祝福。 

中四︰2名 

中五︰3名 

中六︰1名 

甄選方式：

面試 

2018年 9月至

2019年 6月 

完成所有訓練

及於三場大型

福音活動出隊 

$4950 劉顈璇 

信徒培育

組 

Sparklers Training 藉訓練校園事奉人員正確的事

奉心態，激勵同學校園傳福音心

志， 

中四︰4名 

中五︰8名 

中六︰5名 

甄選方式：

2018年 10月至

2019年 5月 

完成所有訓練

及於校內策略

及舉辦傳福音

活動 

$14450 劉顈璇 



1 以下字母代表各甄選準則︰ 

A=學業成績測試（校內考試分數）; B=實務為本的表現測試; C=學生學習評審; D=行為表現量表; E=面試、比賽成績; F=家長/或朋輩資料; G=其他（請註明） 

科/組 課程/活動 目的 

目標學生 

(數量/級別

/甄選方式
1) 

活動/課程日期 學習成品 財政支出 
負責 

老師 

面試 

信徒培育

組 

校園事奉人員訓練營 教導校園事奉人員（Sparklers

及敬拜隊）正確的事奉心態，激

勵同學校園傳福音心志，建立團

隊 

中四︰4名 

中五︰10

名 

中六︰5名 

甄選方式：

面試 

5/10/18 出席及完成訓

練，並表現良好 

$2850 劉顈璇 

其他學習

經歷組 

世界公開跳繩錦標賽

2019香港跳繩 

代表隊 

為港爭光；擴闊個人視野 中四︰1 名

（E） 

2-12/7/19 學校早會及校

訊分享 

$6,050 校 方 與

外 界 機

構 

Total: $74,563 

 

  

HK ($) 

 2018-2019年度總撥款額     84,000  

    減︰   18-19總支出  74,563 

  

9,437 

 加︰   17-18年結餘  66,137 

 
 

75,574 

 退回予教育局 

                        

-    

  

75,5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