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的辦學理念  

 
宗旨  

 

 致力提供優良學習環境，發展學生潛能，著重道德及智能培育，培養學生正確人生

觀，透過通才教育鍛鍊學生成為有用及負責任的公民。  

 

 

我們的學校 

 

學校簡介  

 

 本校校園寬敞，設備完善，校舍樓高六層，共有 31 間標準課室及兩間組合屋課室，

所有課室設有電腦及投影設施。特別室包括四間實驗室、音樂室、美術室、地理室、家

政室、設計與科技室、電腦室、電腦輔助教學室及一個全面電腦化的圖書館。另外，設

有英文角、中文角、數學角、生涯規畫及升學輔導中心、社工室、家長教師會中心及學

生會辦事處。  

 其他設備包括多用途活動室、舞蹈室、教員休息室、會議室、禮堂、有蓋操場、露

天球場和綠化園圃等。  

 

學校管理  

學校管理委員會成員如下：  

成員     

   年度  
教育局代表  校長  獨立人士  家長  教師  校友  

13/14 1 1 2 2 2 2 

14/15 1 1 2 2 2 2 

15/16 1 1 2 2 2 2 

 

2015/16 年度學校管理委員會委員  

教育局代表 

徐啟祥先生 

( 首席教育主任 (香港及九龍) ) 

(1/9/2015 – 7/2/2016) 

蘇婉儀女士 

( 首席教育主任 (學校行政) ) 

(8/2/2016 – 31/8/2016) 

校長 郭建華先生 

獨立人士 陳裕宗先生 

獨立人士 劉寶儀女士 

家長代表 劉家慶先生 

家長代表 溫玉玲女士 

教師代表 史雲亮先生 

教師代表 梁美寶女士 

校友代表 林嘉浩先生 

代表 譚建城先生 

天水圍官立中學  2015/2016 學校報告                                                          第 1頁 



          

課程及班級結構  

 

  除中、英、數及資訊科技科為初中基礎學習工具外，本校亦設計「校本通識課程」

以發展學生共通能力，教授學生學習技巧及啟發其高階思維。高中則根據學生選科意願

及能力為學生提供不同的選修科目組合，裝備學生升讀本地及境外大學。  

 

級別 

科目 
中一至中二 中三 中四至中六 

1. 中國語文    

2. 英國語文    

3. 數學    

4. 數學延伸單元II    

5. 通識    

6. 普通話    
7. 生物     
8. 化學     
9. 物理    

10. 綜合科學     
11. 組合科學    
12. 中國歷史    

13. 歷史    

14. 經濟    

15. 地理    

16.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17. 基本商業     
18. 資訊及通訊科技/普通電腦    

19. 設計與科技     
20. 家政     
21. 音樂    
22. 視覺藝術    
23. 藝術發展科    
24. 體育    
25. 生命教育課    
26. 應用學習    

 必修     選修     

初中英文班：數學、綜合科學、生物、化學、物理、歷史、地理及普通電腦以英語授課 

初中中文班：數學、綜合科學、生物、化學、物理、歷史、地理及普通電腦推行以英語延展學

習活動 

 

  

天水圍官立中學  2015/2016 學校報告                                                          第 2頁 



          

學與教 

 
學習領域授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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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實際上課日數及「學習活動日」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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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入學前學科測驗  

 

 
 
學生公開考試成績  

 

       在 2016 年香港中學文憑試中，最佳成績為 2 科 5**、2 科 5*、2 科 5 及 1 科 4 級；另 1 位

考獲 1科 5**及 2科 5級及 1位考獲 2科 5*及 2科 5級，整體及格率為 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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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聯招取錄概況   

 

 

 
 

 

 

摘星優異生與家長、師長合照 

 
  

嶺南大學 

6% 
其他 

6% 

公開大學 

22% 

浸會大學 

3% 
香港大學 

6% 

中文大學 

6% 
理工大學 

16% 

城市大學 

28% 

教育大學 

6% 

大學聯招取錄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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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團隊  

 
教師資歷   

 2015/2016 學年學校教師數目為  60 人。  

 教師獲得之最高學歷百分率：  

 

 
 

 

 教師持有專業資歷之百分率：  

 

 
 

 

天水圍官立中學  2015/2016 學校報告                                                          第 7頁 



          

教學經驗   

 教師教學年資百分率：  

 

 
 

 

聯校教師發展日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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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業層面 

 

班級結構  

 2015/2016 年度各級開設之班別數目及學生人數(男生/女生/總數)如下：  

( *本校自2011/12 學年參加教育局的「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計畫 ) 

 

班別數目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總數  

班數  4* 4* 4* 4* 4* 5 25 

 

學生人數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總數  

男生人數  59 74 82 79 63 83 440 

女生人數  74 69 63 57 64 76 403 

學生總數  133 143 145 136 127 159 843 

 

 

學生出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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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際活動的獎項   

 

主辦機構 名稱 組別 成績 

The Organizing Inter-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s English 

Debating Competition 

7th Inter-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s English Debating 

Competition 2015-2016 

  

1st Runners-up Prize 

The Best Debater 

Award (2 students) 

The Harvard Club of 

Hong Kong 

The Harvard Club of Hong Kong 

Harvard Book Prize 2015 
  Runner Up Prize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

協會 
第六十七屆校際英文朗誦節 

中一級男子英詩獨誦 冠軍 

中一級男子英詩獨誦 亞軍 

中三級男子英詩獨誦 亞軍 

中二級女子英詩獨誦 季軍 

中三級女子英詩獨誦 季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

協會 
第六十七屆中文朗誦節 

中一二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 亞軍 

中一二級男子普通話散文獨誦 季軍 

中三四級男子普通話散文獨誦 季軍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Education Workers 

全港中學「兩文三語菁英 

大比拼」(第十二屆) 
初中組 入圍獎(首 50 名)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華文微型小說學會

(香港) 

全港學界微型小說創作比賽 高中組 作家推薦獎 

饒宗頤文化館 筆影翩翩文學營 高中組 表現優良證書 

天水圍北分區委員會 
天水圍北分區和諧共融關愛

社區標語創作比賽 
中學組 優異獎 

香港仔坊會 
「關愛香港‧創建未來」 

全港學生演講比賽 

中學甲組 優良獎狀 

中學乙組 
亞軍 

優良獎狀 (8 名) 

高中級 優良獎狀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 

協會 
普及閱讀獎勵計畫   

紫章 

藍章 

青章 

香港教育學院及 

教育局數學教育組 
第 33 屆香港數學競賽   三等優異證書 

香港統計學會 中學生統計習作比賽 初級組 優異獎 

香港教育城 通識達人網上問答比賽 2016   優異學生獎  

香港理工大學 高中數理比賽 

化學科 
卓越獎  

高級優異獎 

生物科 高級優異獎 

物理科 高級優異獎 

香港浸會大學理學院 科學挑戰比賽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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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名稱 組別 成績 

香港青年協會 「2015/16 香港機關王競賽」 初中組 最佳團隊獎 

香港科學園 
2015 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暨

競技大賽 

手搖發電機智能機械模型車 

挑戰賽 
一等獎 

環保材料運用和外觀設計 二等獎 

(手搖發電機) 超級電容模型車

大賽 
殿軍 

手搖發電機智能機械模型車 

(高級組)探索賽 
優異獎 

香港科技模型會舉辦 2015 屯門遙控模型船競技日 學界環保模型船創意設計比賽 
冠軍 

亞軍 

香港遙控模型車教室 香港遙控模型車新星賽 2015   
冠軍 

季軍 

環保促進會 
第十五屆環保創意模型設計

比賽勢能動力車 
最具環保創意獎 

冠軍 

亞軍 

香港遙控模型車教室 2016 學界遙控模型車比賽 個人高級組 A 組 

冠軍 

季軍 

殿軍 

香港遙控模型車教室 2015 遙控新一代挑戰賽 

隊際賽 冠軍 

高級個人 A 組 亞軍 

高級個人 B 組 季軍 

初級個人 A 組 亞軍 

初級個人 B 組 季軍 

初級個人 C 組 殿軍 

國際專業無人機學會 元朗區校際無人機障礙賽 

團體計分高中組 
冠軍 

季軍 

團體計分初中組 冠軍 

團體初中組 冠軍 

個人計分賽初中組 
冠軍 

亞軍 

個人最快完成高中組 亞軍 

個人最快完成初中組 

冠軍 

亞軍 

季軍 

香港工程師學會 太陽能電車模型設計比賽   
最佳工藝獎 

優異獎 

ACO 
香港 Muchmore Volante Cup 

Challenger 2015 

學界精英賽 A 組 亞軍 

女子丙組 
季軍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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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名稱 組別 成績 

羅氏慈善基金 應用學習獎學金   特別嘉許得獎 

善德基金會及香港 

科技協進會 

2015 北京、西安航天科技 

考察團 
研集成果彙報比賽 分隊亞軍 

教育局 
二零一五至二零一六年度香港

學校戲劇節 

  

  

傑出演員獎 

傑出舞台效果獎及 

傑出合作獎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天水圍青少年綜合 

服務中心 

To Gather We Care 攝影比賽   季軍 

香港公民教育基金會 我的香港夢繪畫比賽   
季軍 

優異獎 

The First Shimoda 

Music Competition 
  High School Category 1st Prize 

康文署元朗大會堂 

元朗區文藝協進會 
第三十屆元朗區舞蹈比賽 公開組 東方舞 金獎 

教育局香港學界舞蹈

協會有限公司 
第五十二屆學校舞蹈節 

中學組 中國舞群舞 

(花鼓情濃) 
甲級獎 

中學組 中國舞三人舞  

(小伙‧四弦‧馬櫻花) 
甲級獎 

中學組 中國舞三人舞  

(六月茉莉) 
甲級獎 

中學組 中國舞群舞 

(仕女圖) 
甲級獎 

官塘區議會官塘區 

文娛康樂促進會 
第四十四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公開組 中國舞群舞 

(花鼓情濃) 

金獎兼得全場最佳 

表演獎 

公開組 中國舞群舞 

(仕女圖) 
銀獎 

公開組 中國舞單項 

(小伙‧四弦‧馬櫻花) 

金獎兼得全場最佳 

表演獎 

屯門醫院社區服務 

中心  

生命共鳴集 4-風中前行 

 

服務嘉許狀 

最佳合拍獎 

最佳團體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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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名稱 組別 成績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元朗區中學分會 

元朗區中學校際田徑賽 

 

 

男子甲組 三級跳 第八名 

女子甲組 鉛球 季軍 

男子乙組 

團體優異 

100 米 亞軍 

跳遠 第八名 

800 米 第八名 

4x100 米接力 季軍 

學界元朗區乒乓球比賽 女子甲組 殿軍 

 男子甲組 優異獎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元朗區中學分會 

中學校際游泳比賽 

女子乙組 200 米自由式 亞軍 

女子乙組 50 米自由式 季軍 

女子乙組 4X50 米四式接力 季軍 

男子甲組 200 米蛙式 季軍 

女生乙組團體獎 季軍 

男子甲組團體獎 優異獎 

學界元朗區乒乓球比賽 男子丙組 優異獎 

23 SPORT 學界籃球熱身賽 男子組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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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策略   
 

        學校十分重視學與教的質素，面對近年教育改革和時代變遷所引起的學童學習特質改變，

過往的教學策略及模式已未能滿足當今教學需要，所以學校在過去幾年因應校內現況，致力引

入或研發合宜的教學策略及教學法，例如自主學習、分層課業、課前預習、中英三連堂、中英

晨讀課、文言文集體朗讀和鄰班好書分享及學術反思等，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照顧學生學習差

異以提升學與教效能。 

 

        本學年校方銳意優化學校「學與教」政策，推動 STEM 教育，加強英語學習活動，籌辦跨

學科延伸學習活動，引入校友及學長的支援及為教師安排培訓，以多元化及針對性的策略應對

當前的形勢及為未來的發展作出部署，加強學與教的成效。 

 

        為學生訂立明確的目標及提升學生的學習自信，學校優化分班政策以減低標籤效應，開放

英文班設上落車機制以加強學生競爭目標，優化升留班政策以加強學生的危機感，調適高中課

時以提升學與教成效。 

 

        推動STEM 教育是配合全球的教育趨勢，以裝備學生應對社會及全球因急速的經濟、科學及

科技發展所帶來的轉變和挑戰。學校正致力為學生增潤學習活動，以推廣科學、科技及數學跨

學科學習的文化。首先，學校為中二學生安排「跨科專題研習」－基礎電子學 (數學、科學、設

計與科技)，使學生在不同學科所學到的電子學知識融會貫通，讓學生意識到所學知識互有關

聯，並提升學生協作、溝通、創造及批判性思考等能力。其次，學校把機械人製作及操控和3D

打印課程融入校本設計與科技課程；又鼓勵學生參與資優學苑數學課程、香港航空管理培訓課

程、遙控模型車初、中、高班、手機應用程式設計課程、初中級航拍訓練班及Coding System 

Programme–Google HK。再者，學校提供機會讓具有不同興趣和能力的學生參與STEM相關的比

賽，以培養學生科學及科技探究精神，擴闊他們的學習，發揮在STEM 範疇的潛能。例如中學生

統計習作比賽、培正數學邀請賽、保良局數學精英賽及香港數學競賽、機關王比賽、物理奧林

匹克比賽、中學數學和科學競賽、澳洲科學比賽、遙控新一代挑戰賽、香港工程挑戰賽、學界

遙控模型車比賽、環保模型創意設計比賽等。最後，讓學生走出課堂，參加「北京歷史及科技

探索之旅」及「QF帶你進入製造科技業(金屬科技)創新與智能新世代體驗–深圳」，以擴闊他們

的視野。 

 

        為豐富英語學習環境，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學校推行一系列的聯校學習活動，包括「聯

校模擬口試訓練」 (所有中六學生)；「英語學習友校交流體驗1」(中一級34位學生造訪觀塘官立

中學)；「英語學習友校交流體驗2」(8位英文科成績優異的中二學生造訪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

學) ；「英語學習友校交流體驗3」(中三級上水官立中學33位學生到訪本校) ，讓學生獲得寶貴的

學習經歷。除舉辦全校的英語日及英文學會每月的全校性活動外，學校亦參加職業英語比賽及

官立中學聯校英文辯論訓練及比賽，又舉辦校內班際比賽，如英詩創作(中一)、說故事(中二)、

英語話劇(中三)，亦安排中一英語工作坊及中二英語日營等。 

 

        為了使學習更具趣味及生活化，學校積極籌辦不同的跨學科延展學習活動，提升學生的學

習動機。例如人文學科、通識科及公民教育組合作的多個本地及海外考察團，包括「西灣咸田

灣自然生態價值考察」、「水口村泥灘生態考察」、「韓國首爾多元產業考察團」、「台中文

化及生態保育考察團」等；為了使户外延展學習活動更具成效，學校為每一個考察活動設計一

本跨學科的研習小冊子，內容包括預設的訪問問題及反思題目等，以協助學生整理所學所見，

並讓他們從不同學科的角度去思考問題，對事物的了解更為全面透徹。而中文科與通識科籌辦

辯論隊及中四級辯論比賽，培養學生的資料搜集能力，及訓練辨識性思維。「初中人文及通識

科問答比賽」 提高學生學習興趣；「班際歷史人物故事演講比賽」(中文、歷史、中史) 發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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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溝通、協作和創意等共通能力。學校鼓勵學生參與不同的校外參觀，如「金融世界-探索香

港錢途」 (通識、經濟、企會財、地理)，「中環海事博物館」、「中西區文物徑－上環線」、

「中環導賞團」 (歷史、中史) 等，讓學生將學習延伸至課堂以外，結合課本知識與生活體驗，

提升學習效能。校外比賽如「基本法問答比賽」、「通識徵文比賽」、「『通識達人』網上問

答比賽」、網上「積財智富」等，擴闊學生視野，提升成功感及增加學生的積極性。 

 

        透過「摘星之旅」課後增潤課程，安排在文憑試考獲佳績的校友為中五及中六同學講解學

習技巧及備試經驗。聘用校友協助暑期中一銜接課程(自主學習)，負責老師舉辦課程前培訓班，

提升學與教效能，亦讓校友回饋母校。邀請校友回校向學弟妹分享學習經驗。推行「學術大使

計畫」，由中三及四的學長幫助中一的學弟妹解決在學業上的困難。 

 

        學校為教師安排培訓，參加香港中學校長會網絡學校聯校教師發展日；安排友校團隊到校

觀課交流，以增進視野。在學校的推動下，各科推行共同備課及同儕觀課，部分科目更設公開

課，交流教學經驗。透過跨校的觀課汲取友校教師的教學經驗和心得，又邀請教育局資訊科技

教育組，培訓老師掌握運用電子學習模式的教學方法，提升學與教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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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本校一向重視學生生涯規畫，針對不同級別同學需要安排講座、大專院校參觀、職場探訪

及工作體驗等活動，配合學生認識自我及擴濶視野，及早訂立人生目標，為實現個人理想積極

進取。本校亦透過課外活動促進學生的個人發展，培養不同類型的興趣及發展自我潛能，以補

足正規課堂教學上的限制，本年度下學期新增了中國樂器培訓班，而三個新增制服團隊亦已經

展開了招募及培訓工作，有潛質的同學更獲安排參與外界比賽，在過程中吸取經驗，提升了個

人自信。而在性格塑造及培育學生領袖才能方面，同學可以透過參與組織學生會及社活動加強

服務別人的意識及提升社交技巧，並將社會道德和價值觀內化。多元化的境外交流計畫亦是本

年度的另一項策略以擴濶同學視野，讓同學面向世界並反思全球化下的定位。家長教育也是本

年度銳意加強的範疇，令支援學生成長的工作可以全方位地進行。 

 

  為了讓同學為將來升學及事業發展訂立人生目標，實現個人理想，生涯規畫及升學輔導組

透過生命教育課施行一系列校本生涯規畫課程，除了強化班主任的輔導能力外，亦潛移默化令

同學認識生涯規畫的重要性。中三同學在「生涯規畫日營」及「方向列車計畫」中，透過有系

統的測試及歷奇活動逐步認識自我特質從而找出選科和升學的方向。在加強同學認識多元升學

出路方面，本年度安排了多次大專院校升學講座、聯招講座及模擬面試等活動。本校亦得到民

政事務局撥款，與香港聖公會合辦「職志輔導」計劃，令同學透過參觀職業博覽、大專院校及

職業場地豐富對未來多元升學出路的資訊。本校亦與青年企業家發展局合作，夥拍信德集團推

展「生涯規劃協作計劃」， 由集團派出行政人員作為公司大使到校舉辦多次分享講座及工作

坊，引導同學認識職場上的要求和分享企業家的成功之道，亦透過參觀集團旗下的多元化服務

擴濶同學眼界。除了一系列的講座及工作坊外，亦聯絡不同零售業連鎖店、康復服務機構及主

題公園，安排同學到機構內參與工作實習，讓學生從實踐中體驗職場上的環境及對工作態度的

要求，為未來投入工作世界作好準備。 

 

  在培養學生不同類型的興趣及發展本身潛能上，本年度首次舉辦「中國文化巡禮」，結合

中國舞蹈及樂器合作演出富有特色的琵琶伴奏舞蹈及古箏伴奏太極拳表演，提升同學對傳統中

國文化及中國樂器的興趣，更於下學期首辦「古箏」及「琵琶」培訓初班，參與人數遠超預

期，暑假期間更加開進階班及「笛子班」，為來年「天官中樂團」作好準備。 

 

  課外活動組別中表現最突出的莫過於舞蹈組，舞蹈組在本校發展多年，早在學界享負盛

名，本年度再接再厲，分別在多項校際舞蹈節及公開舞蹈比賽中取得金獎、甲等獎及全場最佳

表演獎等多項殊榮。而設計與科技學會亦不遑多讓，帶領同學參加多項太陽能模型設計比賽、

再生能源設計比賽、環保創意模型設計比賽、遙控模型車比賽及校際無人機障礙賽，在眾多學

校中表現一支獨秀，名列前茅，取得驕人成績，本校師生也多次接受傳媒專訪分享心得。同學

透過這些活動可以發掘學業以外的個人興趣及潛能，亦大大提升他們的自信心和積極學習態

度，令校園生活變得有趣和具挑戰性。 

 

  在培育學生服務學習方面，本年度初次舉辦「制服團隊體驗日」，讓中一同學率先體驗童

軍及另外三項來年新增的制服團隊（女童軍、聖約翰救傷隊及香港航空青年團）多姿多采的活

動，當天四個團隊分別派出長官向同學介紹團隊使命和理念，吸引大批學生爭相報名，部份團

隊更超額收生。其中兩項團隊已經在暑假前展開培訓及步操訓練，為九月開學後向新入學的中

一新生推介作好準備，大大加強了招募會員的吸引力。 

 

  為了讓同學衝出香港面向世界，本年度舉辦多項集合不同學習元素的境外交流活動，其中

包括讓同學親身體驗韓國歷史、經濟及創新科技蓬勃發展的「韓國首爾多元產業考察團」；認

識中國少數民族和廣西獨特地貌的「廣西文化及自然地貌考察之旅」；接觸台灣大自然風貌、

城市發展和環境保育的「台中文化及生態保育考察團」以及結合服務學習元素，遠赴國內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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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教授小學生英語知識及益智遊戲的「香港中學生縱橫千里體驗計劃之三省義教」；另外亦

有三名同學參加與灣仔扶輪社合辦的「英國劍橋遊學交流計劃」，透過三星期的英語學習課程

及與當地接待家庭相處，感受英國文化及風土人情。 

 

  家長永遠是學校支援學生成長的重要夥伴，本年度針對不同級別家長的需要，舉辦多次家

長教育講座及工作坊，範圍涵蓋初中家長最需要的管教子女心得、加強與子女溝通的技巧及處

理子女上網行為的策略；針對中三級家長的中三選科講座；讓高中家長了解如何協助子女生涯

規畫工作坊、認識多元升學出路講座及中六級家長最關心的文憑試放榜家長講座等，各項活動

加強家長了解學生成長所面對的問題，令他們掌握技巧後可以對症下藥，而學校在接觸家長的

過程中亦鞏固了家校合作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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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關注事項  (成就與反思)  
 

重點發展項目一：培養學生積極態度  

 

 成就  

(1) 以故事鼓勵學生積極、正面和認真學習 

 

        本學年共 17 科老師在課堂上分享名人成功故事或個人經歷，能吸引學生專心聆聽及引起

共鳴，反思一己言行，並激發他們努力向上。本校亦邀請去年在公開考試中表現卓越的校友回

校分享學習技巧及應付公開試的心得。此外，「香港精神大使」球壇名將山度士、再生勇士及

正生書院陳兆焯校長亦應邀蒞臨分享個人奮鬥歷程，同學表現投入，反應熱烈，他們的成長經

歷能引起同學共鳴，能帶動學習氣氛，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講座後，同學寫下感言以作反思，

部分佳作獲張貼在壁報上供其他同學參閱，效果理想。 

 

(2) 提升學生自我反思能力 

(a)    學術範疇 

        共 11 科超過八成學生完成及交回學術反思表，其中 6 個科目的收回率更高達 100%。學生

能透過個人學習經歷反思自身學習狀況，檢視學習成效及提出改善建議，加強了他們自我反思

的能力。為鼓勵同學進行反思，特設「學術反思優異表現奬」(初中 3 位及高中 3 位)，頒發奬

狀及奬品給表現優異的同學，讓學生的表現更積極，能認真填寫反思表。 

(b)    非學術範疇 

        本校設有初中「成長歷程檔」及高中「志向發展檔」，本年度更參考以住多年的經驗，優

化了反思表格內容及格式，讓學生就過去一年在校內參與的不同學習經歷進行反思，總結各項

活動得著，分析自我強弱潛能，從中領略如何自我完善、計劃前路，以及學習面對困難時應有

的態度。同學每年完成三次非學術反思，由班主任收集。回收樣本中，大部份初中同學也成功

建立自我檢討、追求卓越的意識，而高中同學則表現出訂立個人目標及計劃將來的決心。從老

師問卷可見，75%老師同意在反思表格內加入引導性問題有助啟發學生撰寫文章，而超過 60%

的老師亦同意透過撰寫反思文章，有助學生訂立個人目標及計劃將來。 

 

(3) 培訓學生學習面對生活不同範疇的能力 

 

        本校透過服務學習模式培訓學生面對生活不同範疇的能力，校內服務學習包括學術大使、

輔導學長、領袖生、學生會、課外活動幹事、社幹事、圖書館管理員及班會幹事等，他們在學

校不同範疇和崗位作出貢獻，在服務過程中學習協作、溝通及解決問題等能力，同時發揮了團

隊精神，完全達到了學習服務的目標。 

 

        為了提升同學在服務學習中所需的技能，各組別因應學生的需要推行一連串培訓活動。為

配合學術大使計畫，學術促進組本年舉辦工作坊提升同學的溝通技巧，讓學術大使可以協助中

一同學解決他們學習上遇到的困難。輔導組則透過工作坊及訓練營提升輔導學長的協作和溝通

能力，協助中一同學儘快適應中學生活，解決他們在成長上面對的困難。訓導組亦銳意提升領

袖生的質素，培訓他們的領導才能，本年度包括參加「官立中學聯校領袖生交流計劃」及「領

袖生正向工作坊」，讓領袖生有機會與友校交流心得；在「元朗區學生全方位增值計劃」中挑

選有潛質的同學參加培訓日營，表現突出的其中一名同學更能在暑假期間親赴新加坡與當地學

生交流；加上本年度有四名領袖生衝出香港，參加「領袖生內地交流計劃」，大大擴濶了學生

視野。為了提升學生會、學社及各學會幹事的領導及組織能力，課外活動組亦舉辦了培訓課

程，讓他們在籌辦活動時可以學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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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提升初中同學服務他人的意識，培育未來的學生領袖，來年將在中一及中二級推行一

人一制服計畫，以提升他們的紀律、責任感及領導才能。為配合這計畫，課外活動組率先舉辦

了制服團隊體驗日，向中一同學介紹童軍及來年將會新加入的三項制服團隊（女童軍、聖約翰

救傷隊及香港航空青年團）。而校外服務學習方面，輔導組成立多年的「有心人，分享愛」義

工服務團隊，由中三至中六級同學組成，定期進行義工服務。本年度參與的服務包括定期在不

同節日探訪區內獨居長者、協助太陽館舉辦健步行手作攤位活動及參與啟藝生命伴航藝術體驗

工作坊等。義工團隊成員包括本校舊生，當年義工隊的活躍分子與師弟妹一同參與，能實踐以

舊帶新的理念，把服務社區的精神承傳下去。另外，全級中四同學均獲安排參與「全民起義」

活動，透過有系統的培訓工作坊，讓同學了解進行義工服務背後的理念和應有的技巧，並到訪

不同機構實踐所學，大大提升同學的溝通技巧、責任感及關心社區的意識，並能透過同學的反

思顯示他們的正向改變。本年度的服務學習還走出香港，3 名老師帶領 28 名同學參與「香港中

學生縱橫千里體驗計劃之三省義教」，到貧困地區教授小學生簡單衛生知識、英語知識及帶領

益智遊戲等，讓同學身體力行體驗國內小朋友的教育情況。從以上各項活動收回的問卷調查及

反思文章中，同學都表現積極正面，反映出活動已經達到了預期目標。 

 

(4) 營造校園積極學習氣氛 

 

        為配合營造校園積極學習氣氛，本年度舉辦了「名人雋語」比賽及「金句創作」活動。前

者由同學搜集名人雋語，以文字解釋雋語意義及個人應用例子，初中級別針對「堅毅不放棄精

神」、高中級別則針對「求知求學」及「力爭上游」。比賽作品表現出同學積極和進取的態

度，前任校長楊步堯先生還惠允出任評判及撰寫評語。得獎作品及評語亦已展示在校內壁報及

學校網頁上供同學閱覽。 

 

      「金句創作」則由初中同學在視覺藝術課上創作金句及插畫，並把優異作品展示在課室門

外，在潛移默化下營造互相鼓勵勸勉的效果。另外，中三級同學亦以小組形式結集組員的作

品，製作成 6 尺 x 8 尺的壁畫懸掛在操場上向全校同學展示。同學在完成活動後的反思文章及

花絮更輯錄成貼畫展示在視藝室外與同學分享，在校內營造了積極融和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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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過去一年，本校在培養學生積極態度上稍見成效。 

 

       在「以故事鼓勵學生積極、正面和認真學習策略」方面，各科組積極配合，超越了原定目

標，效果令人鼓舞。來年除老師在課堂上講故事外，將廣邀校友或專業人士到校分享個人成功

故事，及安排學生分享個人成功的經歷。 

 

       在學術反思方面，各科組積極參與，在提升學生自我完善的意識上漸見成效。故來年將加

強「人生規畫」元素，並檢視學生的「解難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幫助學生建立清晰目

標，改善學習。教師亦因應學生的反思提供更多適時回饋，進一步優化學生的學習情況。 

 

       本校實行非學術反思多年，學生在撰寫反思文章時或失去焦點，故計劃來年為每級設定特

定主題，包括初中學生集中培養「堅毅」及「承擔」的態度；高中學生則著重「訂立目標」和

「計劃未來」，期望學生的反思能聚焦於學校的重點培訓項目。 

 

       在「培訓學生學習面對生活不同範疇的能力」方面，學校將加強服務學習的培訓工作，配

合來年新贈設的三項制服團隊，為學校服務團隊注入新血，讓同學在各範疇也得到提升。為了

進一步提升同學服務社區的精神，來年更將把中四級「全民起義」義工活動擴展至中二級，令

服務學習的概念可以植根在初中同學身上。為了擴大朋輩之間的守望相助、互勵互勉精神，來

年學術大使和輔導學長將合力推行校內「師友計畫」，把服務對象推展至中二級，計劃包括由

中四、中五級的學術大使和輔導學長分別照顧中一、中二級同學在學業和成長上所面對的困

難，在照顧初中同學需要之餘，也讓中四、五同學體驗助人自助的理念。來年亦會推行校外

「師友計畫」，安排外界專業人士出任中四同學的導師，分享行業中的寶貴經驗，讓同學儘早

認清自己方向，定立目標。 

 

       在營造校園積極學習氣氛方面，本年度所舉辦的「名人雋語」比賽及「金句創作」活動得

到不錯的成效，也獲得老師認同，展望來年繼續舉辦，進一步提升同學作品的質素。 

 

       為鼓勵同學積極學習，來年將以獎勵計畫表揚堅毅自強的學生，培養學生互相欣賞的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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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發展項目二：提升學與教效能  


成就  

(1)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以發揮學生學習潛能  

(a)   初中自主學習  

       本學年中一及中二級共 8 科，及中三級共 10 科進行了自主學習，其他科目則試行

部分自主學習元素 (備課及討論 )。學生除了能認真地完成備課外，在課堂上，同學的投

入及參與程度亦有所提升。學生討論熱烈，促進了生生交流；同學透過討論與提問，做

到主動澄清難題，互相學習。總括來說，學生已建立自主學習的習慣，並在課堂上展示

自主學習的能力。另外，預習工作紙對同學 (尤其是弱班及語文科) 有很大的幫助。  

(b)   高中備課  

       本學年共 15 科分別於中四及中五級進行高中備課，透過各科老師設計適合的校本

備課材料，學生能更積極及認真地完成備課。此策略有助同學養成備課的習慣，學生能

在備課所學的基礎上，於課堂與師生一起討論困難的概念及解決難題，提升課堂的教學

及學生的學習效能。  

(c)   優化共同備課及同儕觀課的質素  

       各科的共同備課及同儕觀課均能配合初中自主學習及高中備課需要。  

 

(2)   照顧學生學習差異，以提升學習果效  

(a)   優化分層課業的質素  

       共 16 個科目分別於中一至中五級施行分層課業，各科按照同學的學習需要，設計

分層課業題目，並就設計理念及成效作檢討。學生認真地完成課業，課業設計亦能照顧

學生學習差異，學生能按照自己的能力，完成不同層次、含不同程度提示的題目。另

外，分層課業有助學生建立信心，對學習能力較弱的同學成效顯注。  

 

(3)   閱讀計畫  

(a)   科本自學閱讀計畫  

       參與的科目包括中文、綜合科學、生物、歷史、以及物理科五科 (※電子化的閱讀

篇章和評審方式)，共 156 位同學自願呈交閱讀成果工作紙，佔整體初中人數 36%, 比

去年上升 2%。為推動電子閱讀，本年度圖書館添置 15 本電子書，平均每月在綫次數

達 600+次，每月閱讀頁數為 30+頁，物理科的瀏覽人次超過  600，成效不俗，能增加學

生閱讀的多樣性。本年度 80 位同學獲推薦並獲得教協普及閱讀奬勵計劃獎項,，比往年 70 人

上升 14.2%。 

(b)   早讀課閱讀  

       早讀課閱讀涵蓋朗讀、書籍閱讀及好書介紹，有效擴闊學生的書籍閱讀層面。無

論採用粵語或英語，好書介紹的學生表現均見積極，成效亦最為顯注。學生輪流到別班

進行好書介紹活動，能提升學生的表達能力及閱讀興趣。  

 

(4)   教師培訓  

(a)   友校師生專業交流  

       本校舉行了「自主學習教師專業交流日」，參與學校包括上水官立中學、長洲官

立中學、觀塘官立中學、何文田官立中學及賽馬會官立中學。五所官中共 19 位老師蒞

臨本校參與專業交流活動；34 位上水官立中學學生與本校 3A 及 3B 學生共同上課。是

次交流活動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分科觀課 (中三級英文科、歷史科及中五級通識科 )，

並於通識科觀課前由科主任闡述本校通識科的課程規劃及教學策略；第二節為本校推行

自主學習的經驗分享，由副校長及教務組老師主講；第三節為分科課後評課及經驗分

享，到訪老師按科目分組就觀課及推行「自主學習」交流心得。同時本校教務組亦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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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優質課業、預習工作紙及分層課業，展示學生的「自主學習」成果，讓訪校老師們參

閱指導。大部分參與同學表示滿意是次交流活動，是次專業交流也得到訪校老師的高度

評價。在友校老師和同學的問卷中，亦收集到不少改善建議，有效推動本校專業發展。  

(b)  「友校英語學習交流體驗」  

       本校的副校長、英文科科主任及老師帶領 34 位 1A 班同學到觀塘官立中學，與他

們的 1A 學生(精英班)一起上英文課。雖然教授的內容及英語詞彙較為艱深，但本校的

學生不但能緊貼進度，更敢於請纓作公開匯報。學生表示這次活動讓他們的英語詞彙更

豐富，並能提高他們對運用英語的信心，若再舉辦相關活動，他們會推薦同學參加。此

外，與其他學校的學生一同學習，激發了他們力求上進及奮發學習的心。本校老師也表

示這次活動能啟發他們提高對學生的期望及豐富學生的英語詞彙。  

(c)   聯校教師發展日  

       透過聯校教師發展日 (9 所中學參與 )及友校師生互相探訪觀課，加強老師的專業交

流，有效提升教學效能。  

(d)   友校教師互訪  

       透過兩次與友校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校長及教師互相探訪，友校分享了學生在

課後延展學習，特別是在科研上的卓越成就；而本校則分享了推行「自主學習」的策略

及成效，特別是在建立學生備課的習慣，及在英文、物理、化學及生物科上的應用 (翻

轉課堂 )。與友校老師進行深入而積極的專業交流，本校及友校的老師都有所得著，透

過互相交換意見及教學方法，有效地提升了彼此的學與教效能。  

 

(5)   認識電子學習的不同模式  

       透過教師使用電子學習狀況問卷調查，得知教師的教學需要後，本校邀請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組，培訓老師掌握運用電子學習模式的教學方法，以提升學與教效能。部

分科任老師嘗試利用翻轉課堂教學，錄製相關影片讓學生預先備課，讓學生在課堂前已

對相關課題有基礎認識，然後再由老師在課堂中作出點撥和深入說明。課堂運作順暢，

成效良好，有助加強學生在課堂之中的學習效能。此外，學生能使用電子平台，如網上閱

讀平台、you-tube、 online TV News 等自學學科；學生亦能参與全港通識理財問答比賽及使用

《積財智富》網上學習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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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來年，本校將透過在初中推行自主學習，在高中推行課前預習，並優化共同備課

及同儕觀課的質素，來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在初中推行自主學習上，本校將加強學生在

主要科目課堂上展示自主學習 (小組討論及匯報 ) 的能力及提升他們的高階思維和辨識

能力。而其他術科如音樂、體育、視藝、家政、設計、電腦、商業及普通話，則試行部

分學習元素(小組討論及匯報 )。除了增加推行科目的數目外，還將在預習工作紙及小組

討論內增加時事或日常生活例子來優化質素。在高中推行課前預習上，預習將加入分析

及應用題，引導學生深入探討課題，提升高階思維能力。各科進行學生備課的數量亦將

提升，以幫助學生發揮學習的積極性。本校來年亦會繼續優化共同備課及同儕觀課的質

素。  

 

       本校將透過優化分層課業的質素，照顧學生學習差異。來年本校除加強題目的趣

味性外，更為能力較遜的學生提供步驟及例子，以提升學習果效。  

 

       本校將加強科本自學閱讀計畫及優化早讀課閱讀，如加入電子閱讀及電子分享平

台及增加學科的閱讀主題，來擴闊學生的閱讀面及加強校園閱讀風氣。所有科目將於每

學期提供 2 份科本早讀材料 (高中及初中 )，以加強同學的閱讀面。中一級將推行「生命

教育圖書閱讀計劃」，以閱讀引導學生建構正面價值觀。  

 

       在教師專業發展方面，本校會繼續透過聯校教師發展日及友校師生互相探訪觀

課，優化老師的專業交流，使教學分享和專業交流能適當聚焦，以配合學校發展及改進

學與教的需要。來年將透過定期的觀課和檢視課業，建立學與教的分享文化；也透過校

外專業支援，深化初中英語的教學策略和技巧。  

 

       在認識電子學習的不同模式方面，本校繼續透過校外的專業支援，培訓老師掌握

運用電子學習模式的教學方法，提升他們的學與教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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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發展項目三：生涯規畫教育 

 

成就  

(1)    深化學生生涯規畫的概念、意識和能力  

(a)  本學年不同級別在生命教育課施行一系列針對本校學生特質的校本生涯規畫課程

「職志與我」，透過課前會議強化班主任指導學生進行生涯規畫及升學擇業輔導的能

力，同時亦令同學潛移默化逐步認識生涯規畫及計劃未來的重要性，啟動學生對生涯規

劃的探索。  

(b)  針對中三級同學面對中四選科的抉擇，本學年在選科前安排了「生涯規畫日營」

及「方向列車計畫」，讓同學透過能力傾向測試，有系統地逐步認識自我，並從自我反

思中訂立目標，從而規劃選科和升學的方向。根據問卷調查結果，86%學生表示活動能

加強對自我的認識；80% 同學同意活動能讓他們認清個人升學目標。同學都反映願意

為實踐未來目標而自我裝備，証明活動收到既定的效果。  

 

(2)    增加學生多元升學出路的認識  

(a)  本學年多次安排不同機構到校進行升學講座，當中包括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何鴻燊社區書院、浸大國際學院 (CIE)及公開大學 

(OUHK)等，令同學對不同院校所提供的課程有更深入的認識，為未來升學作出明智的

選擇。  

(b)  本學年得到民政事務局生涯規畫撥款，與香港聖公會合作「職志輔導計畫」，帶

領同學參觀聯校升學博覽、職業博覽及大專院校；到訪天水圍救護站、消防局、警署、

護老院、VTC 旅遊業培訓發展中心、香港天文台、中華廚藝、國際廚藝、酒店及旅遊

學院、天水圍青年學院、國泰城及各大酒店了解各行各業職場環境，以及參與「創新與

智能新世代體驗日」及「中電職業發展日」，同學在活動過程中有機會近距離接觸各行

業主管，加深了解不同行業的入職要求、工作概況及進修階梯等重要資料，令同學在選

擇升學出路時更能對準心儀行業的要求。  

(c)  高中同學參加香港聖公會「職志輔導計劃」大學或大專取錄面試工作坊及聯校升學

模擬面試，讓同學可以在升學面試前了解當中要求，作好面試前準備，大大增加成功取

錄機會。  

 
 
 
 
 
 
 

(3)    增加學生對工作世界和就業途徑的認識  

(a)  本學年參加由「青年企業家發展局」推行之首屆「生涯規畫」協作計畫，夥拍信

德集團有限公司，由具社會經驗的公司大使作為學生的人生導師，透過一系列的工作

坊、活動和分享，啓發學生建立正面思維，積極推動自我展開人生新一頁。活動包括針

對初中級的「破冰之旅」、「尋找自我快樂」、「我的路線圖」及高中級的「熱身

營」、「發掘事業」、「思維定向」、「我的生涯」，同學更有機會到集團旗下的酒店

進行考察，親身體驗提供多元化服務背後的營運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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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學年聯絡了不同類型的工商機構安排學生工作實習機會，同學可以按興趣參加

工作體驗計畫，當中包括有零售業的 ECCO、西彥、馬莎百貨、莎莎集團；主題公園迪

士尼奇妙學習；康服服務體驗計劃；恒基兆業地產集團旗下物業管理工作體驗、2015

香港航運週學生大使、保良局曹貴子動感青年天地學生大使、航空管理培訓課程及捷榮

咖啡職業導向等，讓同學透過實際工作中體驗職場上的苦與樂，加深了解不同行業對員

工的要求，為未來投入職場作好準備。從同學完成工作體驗後的反思文章可見，活動除

了令他們加深了解職場工作實際情況外，更有助他們反思自我的強項、弱項，對選擇未

來就業出路及訂立人生目標有莫大的幫助。  

(4)    家長教育  

本校針對不同級別家長的需要，本學年舉辦多次家長教育講座及工作坊，加強家長

對學生生涯規劃的認知，從而提升家校協作，強化學生生涯規劃工作成效。  

(a)  針對中三級家長的「中三選科講座」、令家長加深了解高中課程的結構及不同選

科策略如何影響子女的未來出路，家長在過程中都加強了協助子女作出選科抉擇時的技

巧。  

(b)  針對高中家長的有「認識多元升學出路講座」，加深家長了解完成中六課程後的多

元升學出路；而下學期舉辦的「家長如何協助子女生涯規畫」講座更加是一個延續，令

家長掌握基本知識後繼而協助子女規畫人生。活動由講者分享協助子女升學的經驗，透

過遊戲令家長掌握規劃的具體方法，家長從中學懂如何與子女加強溝通一起定立目標，

協助子女計劃升學及就業之路。會後家長與講者都熱烈討論與提問，活動成效顯著。  

(c)  「文憑試放榜家長講座」亦是中六級家長期待的活動之一，令家長在放考榜前掌

握第一手資訊，提升了家長協助子女面對放榜的技巧。  

 

反思  

       在深化學生生涯規畫的概念、意識和能力方面，本年度透過生命教育課進行「職志

與我」已經初見成效，來年度本校已獲民政事務處繼續撥款，合辦一連串校本生涯規畫

活動，計畫所涵蓋的範疇將會更深更廣，更切合本校學生的需要。  

  在增加學生多元升學出路的認識方面，學生透過講座及參觀已經對不同升學出路有

了初步了解，但在國內及海外升學方面仍有改善空間，來年將會加強這方面的資訊，令

同學進行生涯規時有更多的選擇。  

  而增加學生對工作世界和就業途徑的認識方面，學生透過不同的工作實習機會已經

大有收獲，但從學生的反思文章中反映學生對行業的認識仍然未夠全面。來年將會舉辦

校本職業博覽會，針對學生最感興趣的行業，安排當中的資深從業員到校以小組型式與

同學分享行業特色、工作要求、入行途徑、未來前境及進修階梯等寶貴經驗，讓同學可

更深入了解自己心儀的行業，為實現理想訂下明確目標。  

  為了進一步讓同學對心儀的行業有更全面的了解，來年首辨的「師友計劃」將是重

點策略之一。計劃已經羅致十多名不同行業專業人仕成為導師，與中四級同學結成「師

友」關係，讓同學可以透過定期活動近距離與他們分享行業中的寶貴經驗，讓同學為未來

認清方向定下長遠目標。 

  而家長教育亦將會在來年繼續加強，期望家長可以與子女同行，為他們的生涯規畫

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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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收入  $  

(9/15-8/16)  

支出  $  

(9/15-8/16)  

I. 科目及課程整筆津貼帳 

 承上總結餘（甲項和乙項結餘的總和）  

(甲 )  一般範疇 

  承上結餘 

  科目津貼 (Baseline Reference Provision) 

  Other Educational Purposes 

 

603,964 

 

474,524 

505,042 409,875 

0 496,592 

小結：  505,042 906,467 

年終盈餘 /赤字： -401,425 

年終盈餘 /赤字+承上結餘：   73,099 
(乙 )  特殊範疇  

  承上結餘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學校發展津貼  

129,440 

419,709 

574,415 

367,479 

456,547 

小結：  994,124 824,026 

年終盈餘 /赤字： 170,098 

年終盈餘 /赤字+承上結餘：  299,538 

15/16 學年度科目及課程整筆津貼帳總盈餘結轉： 372,637 

I I .  課外活動帳  

  承上結餘  

  課外活動經費  

210,407 

801,770 931,833 

年終盈餘 /赤字： -130,063 

年終盈餘 /赤字+承上結餘：  80,344 

15/16 學年度課外活動帳總盈餘結轉： 80,344 

  

I I I .  校本管理帳  

 

  承上結餘  

  校本管理帳  

  

461,885 

361,360 514,141 

年終盈餘 /赤字： -152,781 

年終盈餘 /赤字+承上結餘：  309,104 

15/16 學年度校本管理帳總盈餘結轉： 30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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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未來發展    

 
        在本校全體教職員的共同努力下，學校在各重點發展項目上，均能順利達成目標，讓我們

更有信心進一步為學校的發展付出努力，為一眾莘莘學子打造有利的條件，培育他們健康愉快

地成長。學校一直注重如何加強教師的專業發展，與教育局及其他教育組織協力推行教學計

畫，以提升教學素質；並透過與校友、家長及外界機構的緊密聯繫，為學生營造更優秀的學習

環境與校園生活。 

 

        在培養學生積極態度方面，我們將以故事分享鼓勵學生積極、正面和認真學習，致力提升

學生自我反思能力，營造校園積極學習氣氛；透過「師友計劃」以及校內校外各服務學習，培

訓學生學習面對生活不同範疇的能力。學校同時為學生提供多元化其他學習經歷，配合來年的

「師友計劃」、「服務學習」及「一人一制服」計畫，讓學生了解自己的潛能，加強培養反思

的習慣，促進有意義的學習經歷，期望各項措施能夠令學生在人生目標、生活意義及社會承擔

上呈現正面的轉變。 

 

        在提升學與教效能方面，我們將致力推行自主學習，以發揮學生學習潛能，照顧學習差異

以提升學習果效，並加強科本自學閱讀計畫及教師專業發展。有關策略包括優化自主學習的質

素，逐步推展至各初中科目；加強高中備課的高階思維元素及增加數量；優化共同備課及同儕

觀課的質素；優化分層課業的質素；加強科本自學閱讀計畫；優化早讀課閱讀及加深認識電子

學習的不同模式等。來年，本校將繼續加強與校外專業團體及友校的交流，安排有效的專業發

展活動和深入的專業分享，為我校師生提供啟示及助力。 

 

        在生涯規劃教育方面，我們將深化學生升學及就業方面的生涯規劃概念、意識和能力及其

重要性，增加學生對未來多元升學出路的認識及了解及增加學生對工作世界和就業途徑的認

識。家長教育將會是來年另一項需要加強的項目，只有多了解家長的需要，提升家長對於支援

子女成長的技巧，在家校合作下才可以令學校關顧工作事半功倍。 

 

        今年各教職員全心全意，致力於提升學與教效能及優化對學生的關顧工作，而學生發展方

面亦有可喜的表現。整體而言，學校的工作取得成功，面對社會的不斷發展，我們的教職員團

隊將不畏挑戰，盡心盡力，發揮專業精神，繼續努力為學生謀求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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