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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2011-12 

(試驗年) 

2012-13 

(第一年) 

2013-14 

(第二年) 

2014-15 

(第三年) 

2015-16 

(第四年) 

2016-17 

(第五年) 

計劃 

級別 

中一級 中一、中二級 中一至中三級 中一至中四級 中一至中五級 中一至中六級 

 

 

2011-12 (試驗年) 

級別 詳情 備註欄 

中一級  C班 (新來港學生)按英文能力高低程度，下學期分 2組上課 班級結構假設: 

1. 中一，二級的 C班將會利用普通話教授中文

課, 及以英語能力分兩組上課，目的在以循

序漸進方式，協助新來港學生盡快適應香港

環境，打好語文和學習能力基礎 

2. 照顧動機薄弱的中一及中二學生，引入彩虹

教室計劃，目的是透過約 10-12星期特備課

程，幫助他們重新建立學習信心，提升學習

動機及打好學習基礎 

 

中二級  C班 (新來港學生)按英文能力高低程度，下學期分 2組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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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 (第一年) 

級別 詳情 備註欄 

中一級 1. 中一、中二分班形式 

- A 、 B班 (本地學生為主，多為成績稍遜或復學生)按英文能力

分程度分班，目的為拔尖補底 

- C班 (新來港學生)按英文能力高低程度，分 2組上課 

- 全級的數學科乃按高中低能力分 3組上課 

2. 建立學生對學校歸屬感為目標，並及早分辨學生能力差異，拔尖

補底，打好學習根基 

3. 另提供學生不同類別的學習活動，增加他們的學習視野，提升他

們的學習執行能力 

班級結構假設: 

1. 中一，二級的 C班將會利用普通話教授中文

課, 及以英語能力分兩組上課，目的在以循

序漸進方式，協助新來港學生盡快適應香港

環境，打好語文和學習能力基礎 

2. 照顧動機薄弱的中一及中二學生，引入彩虹

教室計劃，目的是透過約 10-12星期特備課

程，幫助他們重新建立學習信心，提升學習

動機及打好學習基礎 

中二級 

2013-14 (第二年) 

級別 詳情 備註欄 

中一、二級 以 2012-13 (第一年) 形式進行  

中三級 1. 分班形式 

- 3A，3B 及 3C全級按英文能力分班 

- 3A，3B 及 3C全級數學科按能力分 3組上課 

2. 3C班將提供「特色課程」3節 

- 取代原來「綜合科學」 

- 開辦 4個不同課程，上/下學期各 2個，供男/女學生選擇 

- 暫定逢星期五下午上課 

- 課程包括：歷奇，户外學習，園藝， 演藝，模型車，魔術等 

1. 學生將不以本地生或新來港學童身份來編班 

2. 學習動機出現問題學生將編入 3C 

3. 大部份課程在中一、中二將開辦課外活動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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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5 (第三年) 

級別 詳情 備註欄 

中一至三級 以 2013-14 (第二年) 形式進行  

中四級 1. 分班形式 

- 按學生英文能力分 3班 A，B及 C班 

2. 課程 

- 中，英，數及通識為必修科 

- A及 B班的第一和第二選修科將視乎學生的學習能力，職業導

向來編排，目的為拔尖補底 

- C班的第一和第二選修科將以學生在中三級所曾修讀的「特色

課程」來延續至中六， 在三年的學習進程中作職業導向準備 

- 學校會鼓勵學生考取不同類別的証書，修讀合適課程，課程如

旅遊，攀石，園藝， 拯溺，形象設計等 

1. 學校將以以下藍本提供 / 延續「特色課程」

-   為學生作職業定向，及學習定位 

- 提升學生修學或就業興趣 

- 提供學生實則服務經歷 

- 引入學徒制 

- 與外間機構安排學生在職訓練，考取相關證

書，科目或應用學習(ApL) 

2. 推薦同學修讀相關大學、大專課程或進行專業

培訓，方便就業 

 

2015-16 (第四年) 

級別 詳情 備註欄 

中一至四級 以 2014-15 (第三年) 形式進行  

中五級 1. 分班形式 

- 按學生英文能力分 3班 A，B及 C班 

2. 課程 

- 中，英，數及通識為必修科 

- A及 B班的第一和第二選修科將視乎學生的學習能力，職業導

1. 學校將以以下藍本提供 / 延續「特色課程」

-   為學生作職業定向，及學習定位 

- 提升學生修學或就業興趣 

- 提供學生實則服務經歷 

- 引入學徒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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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來編排，目的為拔尖補底 

- C班的第一和第二選修科將以學生在中三級所曾修讀的「特色

課程」來延續至中六， 在三年的學習進程中作職業導向準備 

- 學校會鼓勵學生考取不同類別的証書，修讀合適課程，課程如

旅遊，攀石，園藝， 拯溺，形象設計等 

- 與外間機構安排學生在職訓練，考取相關證

書，科目或應用學習(ApL) 

2. 推薦同學修讀相關大學、大專課程或進行專業

培訓，方便就業 

 

2016-17 (第五年) 

級別 詳情 備註欄 

中一至五級 以 2015-16 (第四年) 形式進行  

中六級 1. 分班形式 

- 按學生英文能力分 3班 A，B及 C班 

2. 課程 

- 中，英，數及通識為必修科 

- A及 B班的第一和第二選修科將視乎學生的學習能力，職業導

向來編排，目的為拔尖補底 

- C班的第一和第二選修科將以學生在中三級所曾修讀的「特色

課程」來延續至中六， 在三年的學習進程中作職業導向準備 

- 學校會鼓勵學生考取不同類別的証書，修讀合適課程，課程如

旅遊，攀石，園藝， 拯溺，形象設計等 

1. 學校將以以下藍本提供 / 延續「特色課程」

-   為學生作職業定向，及學習定位 

- 提升學生修學或就業興趣 

- 提供學生實則服務經歷 

- 引入學徒制 

- 與外間機構安排學生在職訓練，考取相關證

書，科目或應用學習(ApL) 

2. 推薦同學修讀相關大學、大專課程或進行專業

培訓，方便就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