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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辦學宗旨 

1. 宗旨 

 本校秉承香海正覺蓮社一貫的辦學宗旨，實踐佛化教育，有教無類，致力發

展學生各方面的潛能，培育他們在德、智、體、群、美、靈六育方面的均衡

發展。我們銳意建設佛化教育網絡，共創慈悲關愛的學習社群，藉佛理的薰

陶，讓學生日後能貢獻社會、造福人群。 

 

2. 校訓 

【【【【覺覺覺覺    正正正正    行行行行    儀儀儀儀】】】】  

「覺正」在佛學中指的是「八正道」，概括來說，就是指人們對事物的正確

價值觀；「行儀」指的是人們合乎法度的行為。「覺正行儀」是培養學生正

知正見，要求學生勵志學行。 

 

3. 信念和使命 

 

【【【【眾生平等眾生平等眾生平等眾生平等，，，，有教無類有教無類有教無類有教無類，，，，自強不息自強不息自強不息自強不息，，，，盡展潛能盡展潛能盡展潛能盡展潛能】】】】 

佛陀教導我們「不捨一切眾生」，愛護世間一切事物，不論是賢愚美醜，我

們都平等對待。我們會以慈愛和關懷啟發學生思維，建立他們的自信，為不

同程度和需要的學生提供最切合其需要的教育。我們深信，每個人都有自身

的潛能，這種潛能並非單一的，是多方面的。我們會珍惜每一位學生的獨特

性和潛能，提供均衡發展的機會，使學生自信而積極地面對人生，邁上終身

學習的康莊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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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我們的學校 

1. 學校簡介 

本校由香海正覺蓮社主辦，於二零零三年九月創校，屬政府資助全日制文法

中學。本校與區內佛教黃藻森學校組成「一條龍」學校互連系統，完善蓮社

在將軍澳區的教育網絡。 

本校擁有千禧規格的校舍，樓高七層，地方寬敞，設備先進，設有 30個標準

課室和多個輔導教學室、多間設備先進的教學特別室和實驗室。此外本校得

到校董會及優質教育基金提供充裕資源，加設英語研習中心、遠程多媒體教

室、數碼媒體學習及創作室、學生會室、正覺淨室(教師休息室)、家長資源

中心；並為全校各室及禮堂安裝冷氣設備、光纖網絡系統及多媒體電腦及視

像投影機。本校另有排球場、籃球場、攀石牆、有蓋操場及學生活動中心，

為學生提供理想的學習及休憩環境。 

 

2. 學校管理 

本校自創校以來，即致力推行校本管理，循序漸進地讓有關持分者加入校董

會，參與學校的管理及決策事務。本校已於 2006 年 2 月 1 日成立法團校董

會，進一步落實校本管理及配合教育局的政策。本校校監為果德法師，現任

校董會由 17人組成，包括辦學團體代表、獨立人士、由全體教師投票選出的

教師校董及由家長投票選出的家長校董。 

 

3. 校內行政組織 

校內設有行政議會，由校長及骨幹教師組成，負責制訂學校發展方向及政

策，並統籌校內運作。行政議會下設立多個委員會，讓所有教師有機會參與

日常行政工作，凝聚團隊協作氣氛。此等委員會包括教學事務委員會、多元

學習經歷委員會、學生關顧委員會、校務支援委員會及專責委員會。 

 

4. 班級結構 

本校於二零零三年九月創校，至本年度開辦中一至中七，有關班別及學生人

數如下︰ 

 

班別數目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中七 總數 

班數 5 5 5 5 4 2 2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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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人數 ( 1.9.2009 )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中七 總數 

男生人數  130 101  111 125 98  32 33  630 

女生人數 59 66  88  73  68  29 27 410 

總人數  189 167   199 198 166  61  60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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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我們的學與教 

1. 學與教的特色 

（a） 重視兩文三語，致力籌辦語文活動 

為配合本年度關注事項「提高學生英語能力」，校方為各級學生制訂

不同策略，推動英語學習︰ 

� 中一級進行全方位主題統整英語教學，推行主題式跨科英語教學。 

� 中五級推行英語課前補習班，安排中五學生利用早課時間，針對性

多做練習，協助學生備戰會考。 

� 舉行英語工作坊及精修班，供各級學生參加。 

� 透過早會英語分享及宣佈、早讀課及英文周等活動，提高學生的學

習興趣。其他活動包括英語話劇欣賞、每月一次的 English Fun Day

及初中英語講故事比賽等。 

 

在培養中文及普通話能力方面，本學年有多項校內及校外活動︰ 

� 積極鼓勵同學參與徵文、標語、朗誦及辯論比賽。 

� 為推廣中華文化，在不同的傳統節日，設計不同活動，令學生寓學

習於娛樂，包括元宵節慶墟巿、春節揮春等，前者創意十足，更吸

引星島日報記者到校採訪。 

� 為配合新高中課程選修單元，本學年特別加強有關戲劇及新聞寫作

的活動，包括外出觀賞話劇、參觀星島報業集團、參加校際專題報

道比賽及明報小記者計劃等。 

� 普通話學習方面，安排「普通話小 DJ」定期於午間進行普通話點

唱，提供學習語境，讓初中同學多接觸普通話。 

 

（b） 照顧學習差異 

� 初中方面，中、英、數三科採用小班教學，實行兩班三組。在高中

方面，為迎接新高中課程，中四級的中文、英文及通識教育課均以

小班小組教學。中五英文課、文商科的數學課亦以兩班三組推行小

班教學，以提高教學效能，提升學業成績。 

� 中、英、數三科均設「拔尖班」及「自我完善班」，旨在提升尖子

學生的學習能力，及為成績欠理想的學生打好基礎，以改善學生學

習差異的情況。 

� 課後設「大哥哥大姐姐」功課輔導計劃，中六及中三學生為成績稍

遜的初中學生進行功課輔導，以照顧不同學生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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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推動閱讀風氣 

本校圖書館致力配合教學事務，推動閱讀風氣，館藏逾一萬伍仟本。

為推廣閱讀風氣，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本校特設早讀課，每天上課

前安排二十五分鐘早讀時間；又於早會時段由老師及學生作「好書推

介」，分享閱讀心得。圖書館經常安排學生參與不同的閱讀計劃，例

如閱讀城的「悅讀學校」計劃、教協普及閱讀計畫等。圖書館又推選

學生參加普及閱讀讀後感比賽、「好書龍虎榜」等閱讀報告比賽、以

及帶領學生參觀各類型書店，以增加學生閱讀的樂趣。 

 

（d） 透過評估促進學習 

每學年除了在上、下學期各安排一次考試及一次統一測驗外，期間亦

有多元化的持續性評估。評估項目除學術知識之外，亦涵蓋學習態

度、技能以至音樂藝術及服務精神。校方亦制訂清晰公平的指引，令

老師充份掌握如何記錄學生的學業成績、學習態度及持續性表現。所

得的數據及資料，全由學校電腦系統記錄，方便查閱及統計，有助了

解學生的學習能力差異，讓老師更有效調整教學進度及方法。 

 

（e） 課程統整 

為配合課程，本校在傳統學科以外，致力發展全方位及不同模式的整

合課程，例如全人培育科、通識教育科及綜藝課等。為配合新高中課

程發展，除了為學生提供核心及選修科目（包括應用學習課程）外，

亦會提供百分之十五或以上的課時，讓學生有機會體驗「其他學習經

歷」，以開拓學生的學習層面，豐富其學習經驗。各整合性課程簡述

如下： 

� 全人培育課：結合學生的成長階段，分別為初中及高中生設計不同

課程，會跟不同組織合作，並結合佛化教育，安排單元式的教學活

動，旨在陶冶學生，培養良好的道德精神及價值觀。 

� 通識教育科：本科分別從個人、社會、國家、世界四個層次探討人

文世界，以理解和研究人類境況為主要目標。這一科是以議題為本

的探究式學習，老師靈活選取生活上的事件、見聞和念頭，加入教

學內，又教授學生專題研習的技巧，鼓勵他們多作小組討論或辯

論，以強化思考和邏輯訓練。 

� 綜藝課：配合新高中課程，為中四學生在正規課時內提供藝術發展

之學習經歷，課程包括「形體評賞」、「音樂評賞」、「影視評

賞」、「攝影評賞」及「形象設計與評賞」，讓學生跳出課室學習

的框框，發展多元才能，拓闊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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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奇輔導」課程：20 名中五學生參與，並成功取得會考合格。透

過攀爬、繩網、野外定向、山藝、野營等挑戰活動，提升他們的領

導才能。 

 

（f） 推動資訊科技教育 

� 在已有的完善網絡下，本校繼續大力推動資科技教育。本學年初，

在優質教育基金撥款下，建立設備完善的數碼媒體學習及創作室，

讓學生利用先進電子設備進行英語聆聽及會話堂，推行自主學習模

式，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 透過改善校內的資訊科技設施、提升伺服器系統及添置教學軟件和

硬件，全面將資訊科技應用在教學及行政工作︰ 

� 推展「功課紀錄政策」及「持分者問卷調查」電子化。 

� 配合通識科教學需要，引入 Wisesnew 慧科剪報戶口，提供學習

平台，擴闊學生視野。 

� 新高中地理科學生率先應用 GIS 地理訊息系統推行互動教學。 

� 利用「遠程多媒體教室」，打破地域限制，與中港台學校發展跨

地、跨校、跨科遠程教學，透過視像進行學術交流及觀課。 

 

（g） 全方位學習 

� 體驗學習周︰體驗學習周為課堂教學之延伸活動，本年度中一級的

考察主題為「南丫環保遊」、中二級為「追踪大學生」、中三級為

「大澳深度行」、中四級為「一桶金──正覺大笪地」，而中六級

則為「中國建築文化初探」。此項活動旨在讓學生跑出課室，走向

大自然或社區，活用已掌握的課堂知識及共通能力，從而豐富同學

之學習經歷。其中中四級的活動更得花旗銀行「成功在望」基金贊

助，讓學生可以由設計攤位、採購、宣傳到銷售，嘗試自行經營一

盤生意。 

� 參觀博物館及教育中心：包括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濕地公園資源

中心、米埔自然教育中心、市區更新探知館、選舉資訊中心、唐安

麒美容學校、可觀自然教育中心等。 

� 本港考察：元朗屏山鄧氏文物導賞、東平洲、沙田污水處理廠、荔

枝窩及吉澳生態考察、長洲陳震夏郊野學園。 

 

（h） 境外考察活動 

為拓闊學生野視，豐富他們多元經歷，每年本校都會舉行各類遊學

團，讓學生透過踏足祖國土壤，體察同胞生活，培養家國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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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交流團名稱 地點 參加

人數 

活動內容 

15/10/2009-
17/10/2009 

「同根同心」

內 地 交 流 計

畫︰「廣東連

南 瑤 族 遊 學

團」 

廣東 36 

透過探訪連南瑤族及當地農

家，讓學生認識少數民族的

獨特文化，體驗農村生活。 

19/12/2009-
25/12/2009 

黃河文明與紅

色革命之旅 
西安 37 

同學暢遊古都西安，參觀秦

始皇陵博物館，黃帝陵、華

清池等名勝，印證歷史課本

的知識。 

29/1/2010- 
30/1/2010 

「同根同心」

內地交流計畫

「建築︰民間

建築與中華文

化」 

廣州 36 

參觀具有嶺南文化特色的建

築物，從新舊建築文化的對

比，思考新興城市的發展意

義。 

72/2010-
8/2/2010 

「同根同心」

內地交流計畫

「民間信仰與

社會發展」 

廣州 45 

探訪廣州多個不同宗教道場

從而反思信仰自由的概念。 

7/4/2010-
9/4/2010 

廣州環保、能

源科技及科普

教育之旅 

廣州 20 

透過參觀「大亞灣核電

站」、「能源科普中心」、

「廣州高鐵站」及「衛星氣

象站」等環保及能源科研設

施，使學生了解中國城市的

可持續發展、環保發展及能

源科技使用的概況。 

7/4/2010- 
10/4/2010 

「赤子情 中國

心」上海世博

經濟考察團：

「 滬 港 新 世

代  攜手創未

來」 

上海 20 

透過考察「世界博覽會」場

地及有關經濟活動，讓學生

親身體會上海經濟發展的繁

榮面貌，並與當地學生作經

濟文化文流，加深對祖國的

認識。 

27/6/2010 – 
2/7/2010 

薪火相傳──

四川關懷慰問

之旅 

四川 

成都 
20 

了解地震後重建的工作，並

跟當地學生進行深入交流。 

17/2010-
2/7/2010 

同根同心東莞

科技之旅 
東莞 36 

透過參觀展覽館、科技博物

館及松山湖工業園區，讓同

學認識祖國工業及高科技的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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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2010-
16/7/2010 

新加坡英語遊

學團 
新加坡 20 

與當地三育中學進行交流，

並暢遊聖淘沙海灘、舊蘇丹

皇宮及環球片場等名勝，寓

學習於娛樂。 

（i） 弘揚佛化教育 

� 為貫徹佛教學校的辦學精神，本校一直致力推動佛化教育，營造佛

教氛圍。本年曾舉辦衍空法師《人生基本功》佛學講座，又邀請藝

人王喜分享學佛心得。 

� 與慈明佛學園地合辦工作坊，供學生與家長參加。 

� 舉辦不同佛教活動，例如佛教電影欣賞、初中宗教體驗課、到觀宗

寺參學、素宴、佛誕慶祝活動等。此外，本校學生也有機會到內地

考察佛教建築，大大拓闊學生的視野。 

� 為發揚菩薩慈悲喜捨的胸懷，校方經常組織學生參與慈善活動，例

如賣旗、陪同視障者參觀佛寺、探訪湛山寺及安老院、海上放生、

為區內長者清潔家居、到本地以至廣東惠州派福袋及糧油等。 

 

2. 對本校學與教的評量︰持分者觀感 

（a） 教師對課程和評估的觀感 KPM KPM KPM KPM 6 6 6 6 - -  -  -  持分者對課程和評估的觀感持分者對課程和評估的觀感持分者對課程和評估的觀感持分者對課程和評估的觀感

1.01.01.01.01.51.51.51.52.02.02.02.02.52.52.52.53.03.03.03.03.53.53.53.54.04.04.04.04.54.54.54.55.05.05.05.0
2008/092008/092008/092008/09 2009/102009/102009/102009/10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本校教師對課程對課程和評估的平均數高於參考數據平均數，可見本校教師 

認同學校課程和評估的設計與策劃。 

 

（b） 教師、學生對教學的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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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 KPM KPM KPM 7 7 7 7 - - - - 持分者對教學的觀感持分者對教學的觀感持分者對教學的觀感持分者對教學的觀感

1.01.01.01.01.51.51.51.52.02.02.02.02.52.52.52.53.03.03.03.03.53.53.53.54.04.04.04.04.54.54.54.55.05.05.05.0
2008/092008/092008/092008/09 2009/102009/102009/102009/10 2008/092008/092008/092008/09 2009/102009/102009/102009/10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在教師教學方面，教師的觀感貼近參考數據；而學生的平均數則高於參考數 

據，反映學生對老師教學的成效持肯定與認同態度。 

 

（c） 教師、學生、家長對學生學習的觀感 KPM KPM KPM KPM 8 8 8 8 - - - - 持分者對學生學習的觀感持分者對學生學習的觀感持分者對學生學習的觀感持分者對學生學習的觀感

1.01.01.01.01.51.51.51.52.02.02.02.02.52.52.52.53.03.03.03.03.53.53.53.54.04.04.04.04.54.54.54.55.05.05.05.0

2008/092008/092008/092008/09 2009/102009/102009/102009/10 2008/092008/092008/092008/09 2009/102009/102009/102009/10 2008/092008/092008/092008/09 2009/102009/102009/102009/10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
 

 

在學生學習方面，學生與家長的平均數分別為 3.6 及 3.5，略高於參考數據；

而教師對學生學習的平均數只有 3.1，可見本校教師對學生的要求與期望，跟

學生的自我要求有一段距離，教師須要再進一步讓學生明白培養良好學習態

度及習慣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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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程架構及課時 

學校時間表中各個學習領域課時的平均百分比 (  中一至中三 ) KPM KPM KPM KPM 5 5 5 5 - - - - 學習領域的課時百分比學習領域的課時百分比學習領域的課時百分比學習領域的課時百分比((((中一至中三中一至中三中一至中三中一至中三))))
00001010101020202020303030304040404050505050

2007/082007/082007/082007/08 2008/092008/092008/092008/09 2009/102009/102009/102009/10 2007/082007/082007/082007/08 2008/092008/092008/092008/09 2009/102009/102009/102009/10 2007/082007/082007/082007/08 2008/092008/092008/092008/09 2009/102009/102009/102009/10 2007/082007/082007/082007/08 2008/092008/092008/092008/09 2009/102009/102009/102009/10 2007/082007/082007/082007/08 2008/092008/092008/092008/09 2009/102009/102009/102009/10 2007/082007/082007/082007/08 2008/092008/092008/092008/09 2009/102009/102009/102009/10 2007/082007/082007/082007/08 2008/092008/092008/092008/09 2009/102009/102009/102009/10 2007/082007/082007/082007/08 2008/092008/092008/092008/09 2009/102009/102009/102009/10中國語文教育中國語文教育中國語文教育中國語文教育 英國語文教育英國語文教育英國語文教育英國語文教育 數學教育數學教育數學教育數學教育 個人個人個人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社會及人文教育社會及人文教育社會及人文教育 科學教育科學教育科學教育科學教育 科技教育科技教育科技教育科技教育 藝術教育藝術教育藝術教育藝術教育 體育體育體育體育中一至中三中一至中三中一至中三中一至中三
 

本校各學習領域的課時百分比能緊貼參考數據平均數，可見本校具備恰當標準的課程

策劃。就個別學習領域的課時分析，本校英國語文教育的課時從 2007 年至今正逐年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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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1. 個人成長發展方面 

（a） 培育學生守紀自律精神： 

� 為貫徹本年度之關注事項「強化學生正面行為」，訓導組、輔導組

與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合辦班際「排隊比賽」、「禮貌運動」、「清

潔比賽」、及「正覺正能量啟發潛能海報設計大賽」等活動，以提

升學生自律守紀的自治精神。 

� 推行「強化正面行為」活動，包括派發獎勵便條(粉紅紙) 予表現良

好之學生，鼓勵學生正面行為。 

� 學生關顧委員會利用早會及生命教育周會進行滲透式教育，以加強

學生的公民意識，培育學生守紀自律精神。過去曾邀請「心晴行

動」、明愛青少年中心、香港紅十字會、衛生署、國際特赦組織及

樂施會等不同組織到校主持周會。 

� 暑假期間，為升中四同學舉行銜接活動「運動家精神=正覺人」，讓

同學透過比賽及遊戲，明白成為「正覺人」的條件，強化學生正面

行為。 

� 與「防止青少年吸煙委員會」合作，舉辦「無煙伙聯校訓練營」，

並委任無煙伙大使，於學校周會向同學宣揚吸煙的禍害。 

� 參與「多元智能挑戰營」及善導會共創和諧校園之「和平教育日

營」，或透過紀律、體能訓練，或透過戶外活動及互動遊戲，鍛鍊

學生意志和毅力，建立他們的自信心，提升他們的自我價值觀及社

交能力。 

� 積極強化領袖生團隊的工作，為領袖生舉辦校本領袖課程，內容包

括步操訓練、歷奇、宿營等，從而提升團隊精神、責任感、抗逆力

及領導才能。 

（b） 協助學生面對成長的困惑： 

� 「鳳凰計劃」︰針對自我形象較低及行為略有偏差的同學，推行

「鳳凰計劃」，透過定期集會及活動，如「德育培訓日營」、「少

林武術文化中心」訓練營及詠春訓練日等，提升學生的自尊感、培

養自律精神，讓同學投入校園生活，確立正確人生態度。 

� 「級議會及班主任會議」：成立級議會，級主任定期與班主任進行

會議，討論各級學生表現及分享班級經營的技巧。 

� 舉辦性教育講座︰配合不同主題，如「社會中的性」、「戀愛？亂

愛？」、「男女有別」等，向學生灌輸正確的健康教育及性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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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長新動力」:中一級參加衛生署舉辦之「成長新動力」計劃，於

全人培育課進行不同的成長活動。 

� 「中一、中二重讀生」小組 : 與本校社工合作，協助中一及中二留

班生適應學習及社交生活的轉變。 

� 護苗基金「初中護苗教育課程」：透過多媒體教學材料，以互動形

式，讓中三同學學會保護自己的身體及尊重別人。 

� 『回頭是岸』午餐分享會：邀請改過自新的「過來人」與 25 位同學

共進午餐。透過音樂，分享他們過往的經歷，勸導同學臨崖勒馬，

糾正過去的陋習。 

� 「流浪漢世界盃」: 透過勵志電影欣賞，鼓勵同學肯定自我價值，積

極面對逆境。 

（c） 學生學習支援計劃： 

� 校本言語治療服務「欣語之星計劃」：聘請及安排思卓言語治療中

心為有語言障礙的學生提供專業評估及訓練，同時為老師在調適教

學方法及教材方面，提供專業意見。 

� 加強輔導班：為中一至中三級「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於課後提

供課後輔導，鞏固學生在課堂所學的知識。 

� 學習技巧訓練小組：為中一至中三級「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而

設，由「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的註冊社工任教及設計課程，增強學

生的學習能力。 

� 言語訓練小組：提倡朋輩之間的正面影響，促進正確發音的類化能

力，提升學生語言運用及社交溝通能力的發展。 

（d） 升學及就業輔導 

� 為了讓學生全面掌握升學途徑，本校為各級學生提供適切的升學輔

導活動，積極為學生舉辦升學講座，如中三選科講座、中五會考模

擬放榜及聯招講座。 

� 為中三學生介紹不同升學途徑，如青見、展翅計劃、VTC 青年學

院、中專教育文憑等，並為他們提供性向測驗、選科講座及參觀職

業訓練局等活動。 

� 與社工機構合作，給予個別同學升學及選科輔導，更為有需要的同

學提供轉介服務。 

� 安排學生參觀大學及專上學院，其中包括科技大學、理工大學、浸

會大學、演藝學院、青衣專業教育學院、職業訓練局青衣分校等。 

（e） 為經濟困難的學生擴闊生活空間 

� 「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透過此基金，資助共 1150 人次，參加

了 12項活動。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2009-2010校務報告 

 

14

� 「課後學習支援」：由教育局資助學校為清貧學生舉辦學術與課外

活動。本年度支助的學術活動包括：「中一、中二及中四英語拔尖

班」、「英語自學計劃」及「中四數學訓練班」；課外活動包括各

項境外考察團及義工服務。 

（f） 推廣德育及國民教育 

� 「向誘惑 Say No 大行動」：德育及公民組與通識科合作，配合展

板，進行時事探究及標語創作比賽。 

� 「廉潔社會樂業安居中學校園推廣活動」：讓中一及中二同學從個

案分析問答遊戲中，認識貪污對樓宇維修管理所帶來的禍害。 

� 「升旗儀式」：每月第一個上學日由童軍升旗，並設「國旗下的講

話」，培養同學的公民意識及對國家的歸屬感。 

� 「國慶周」︰為慶祝建國六十年，特設國慶周會、展板、師生分

享、網上問答比賽等。在「建國六十年國慶周會」中，邀請師生粉

墨登場，以話劇形式概述建國六十年的重要歷史事件。 

� 「教育劇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心創作劇場」透

過互動戲劇，讓同學認識性別歧視的社會現況。 

� 「貧富宴」：為加深同學對第三世界國家情況了解，於二月二十四

日中午舉行「貧富宴」，共籌得善款$1800，將全數撥捐香港紅十字

會以賬濟智利地震災民。 

 

（g） 持分者 ( 教師、學生、家長 ) 對學生成長支援的觀感 KPM KPM KPM KPM 9 9 9 9 - - - - 持分者對學生成長支援的觀感持分者對學生成長支援的觀感持分者對學生成長支援的觀感持分者對學生成長支援的觀感

1.01.01.01.01.51.51.51.52.02.02.02.02.52.52.52.53.03.03.03.03.53.53.53.54.04.04.04.04.54.54.54.55.05.05.05.0

2008/092008/092008/092008/09 2009/102009/102009/102009/10 2008/092008/092008/092008/09 2009/102009/102009/102009/10 2008/092008/092008/092008/09 2009/102009/102009/102009/10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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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生成長支援方面，各持分者的觀感平均數均略高於參考數據。尤其以學

生及家長的數值來看，效應值由「極大」至「中等」，可見他們非常認同本

校在支援學生健康成長方面的努力。 

（h） 持分者 ( 教師、學生、家長 ) 對學校氣氛的觀感 KPM KPM KPM KPM 10 10 10 10 - - - - 持分者對學校氣氛的觀感持分者對學校氣氛的觀感持分者對學校氣氛的觀感持分者對學校氣氛的觀感

1.01.01.01.01.51.51.51.52.02.02.02.02.52.52.52.53.03.03.03.03.53.53.53.54.04.04.04.04.54.54.54.55.05.05.05.0

2008/092008/092008/092008/09 2009/102009/102009/102009/10 2008/092008/092008/092008/09 2009/102009/102009/102009/10 2008/092008/092008/092008/09 2009/102009/102009/102009/10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
 

 

在學校氣氛方面，教師的觀感較去年微升，貼近參考數據，反映教師聯誼活

動能有效促進學校氣氛。 

從學生與家長的數據顯示，平均數均高於參考數據，可見兩者皆認同本校具

良好和諧的校園氣氛。本校教師對學生的支援與照顧無微不至，實有助建立

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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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學生對學校的態度 KPM KPM KPM KPM 13 13 13 13 - - - - 學生對學校的態度學生對學校的態度學生對學校的態度學生對學校的態度

11112222
33334444

2007/082007/082007/082007/08 2008/092008/092008/092008/09 2009/102009/102009/102009/10 2007/082007/082007/082007/08 2008/092008/092008/092008/09 2009/102009/102009/102009/10 2007/082007/082007/082007/08 2008/092008/092008/092008/09 2009/102009/102009/102009/10 2007/082007/082007/082007/08 2008/092008/092008/092008/09 2009/102009/102009/102009/10 2007/082007/082007/082007/08 2008/092008/092008/092008/09 2009/102009/102009/102009/10 2007/082007/082007/082007/08 2008/092008/092008/092008/09 2009/102009/102009/102009/10 2007/082007/082007/082007/08 2008/092008/092008/092008/09 2009/102009/102009/102009/10整體滿足感整體滿足感整體滿足感整體滿足感 負面情感負面情感負面情感負面情感 師生關係師生關係師生關係師生關係 社群關係社群關係社群關係社群關係 成就感成就感成就感成就感 機會機會機會機會 經歷經歷經歷經歷學生對學校的態度學生對學校的態度學生對學校的態度學生對學校的態度
 

本校學生在整體滿足感、師生關係、社群關係及成就感的平均數值高於 2001

年全港常模，可見學生對學校大致持肯定與欣賞的態度。不過要注意在負面

情感方面，本校學生的平均數亦高於參考，可見需進一步加強為學生營造正

面積極的人生價值觀的輔導工作。 

 

2. 家校聯繫方面 

（a） 「第四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選舉」： 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舉行家長

教師週年大會及委員選舉，共選出八位家長委員，分別擔任主席、副

主席、文書、財政、康樂及總務等職位。除一般事務外，本校亦安排

家長教師會家長執委參加不同類型課程，以了解家長教師會的運作 (如

領袖培訓、親子溝通技巧)，藉以加強家校聯繫，共同培育學生成長。 

 

（b） 「家長校董選舉」：於二零一零年四月舉行，共選出家長校董及替代

家長校董各一名。 

 

（c） 「學生福利」：家長教師會就食物部、午膳供應商及校服供應商的表

現發出問卷調查，蒐集學生及家長意見，並到午膳供應商「盈信膳食

天地」廠房實地考察，監察食物質素。 

 

（d） 「親子活動」：今年舉辦了多項親子活動，包括「月滿關懷慶中

秋」、親子旅行、宿營、烹飪班、電腦班「PhotoImpact 圖像編輯之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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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及暑期「上海世博、蘇州五天親子團」， 參加人次超逾 550。透

過此類活動。 

（e） 「家長教育」：舉辦一系列的座談會及課程，包括《財來自有 

「芳」》、《網上世界部落遊縱》、《親子電腦 (火星文) 講座》、

《火星撞地球之逃出窘局篇》、《親子禪修體驗營》，以提升家長素

質，協助學生成長。 

 

（f） 「家長義工隊」：舉辦「探訪老人院」活動，組織家長義工隊，探訪

清水灣湛山寺安老院。約 100 名家長、師生參與，場面溫馨感人。 

 

（g） 「家訪制度」：班主任對屬班三分一學生進行家訪，藉以進一步了解

學生家庭生活情況，強化家校合作。 

 

（h） 「中一家長會議」：於九月中旬舉行中一新生家長會，讓家長明白子

女升中後的轉變，共同協助中一同學適應中學生活；於十一月統測後

舉行第二次家長會，讓家長了解子女在學校的最新情況。 

 

（i） 「家長日」：於上學期考試後舉行，安排家長與班主任面談，了解學

生在校及在家的情況，共同商討協助學生成長的策略。 

 

（j） 「中三及中五家長講座」：邀請中三及中五家長出席，讓家長掌握學

生完成中三及中五後的出路及選科資訊，與子女共同籌劃前路。 

 

（k） 家長對家校合作的觀感 KPM KPM KPM KPM 12 12 12 12 - - - - 持分者對家校合作的觀感持分者對家校合作的觀感持分者對家校合作的觀感持分者對家校合作的觀感

0.00.00.00.00.50.50.50.51.01.01.01.01.51.51.51.52.02.02.02.02.52.52.52.53.03.03.03.03.53.53.53.54.04.04.04.04.54.54.54.55.05.05.05.0

2008/092008/092008/092008/09 2009/102009/102009/102009/10家長家長家長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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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家長對家校合作的觀感平均數高於參考數據，數值理想，實在有賴本校 

所舉辦的家校活動，與校內老師經常與家長保持緊密聯繫。家長與學校建立 

協作的夥伴關係，保持良好的溝通，有效協助青少年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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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學生表現 

1. 課外活動表現 

校方除了致力提高學生的學習氣氛外，還鼓勵學生積極參與課外活動；不論

在經濟上或是在課程編排上，校方皆能配合學生發展安排不同類型的課外活

動。在過去一年，雖然整體成績未有突飛猛進的表現，但在有關藝術及運動

的比賽中，學生有出色的表現，並獲得不少獎項，而其他項目之比賽成績仍

有待改進。隨着三三四新高中學制的發展，在其他學習經歷的框架下，期望

學生能好好的裝備自已，達致全人發展。 

 

2. 校際活動中獲得的獎項 

 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 

西貢區傑出學生 � 優勝盃︰4B何綺雯、3A 岑韻懿 

� 優異獎︰3A 林歡歡、4E 李佳萍、

2A 郭寶莉 

新界區優秀學生 

 

3A 岑韻懿 傑出學生 

香港青少年獎勵計劃 

 

銅章︰5B 許巧媚 

埃及國際攝影比賽 

 

銀獎︰4B曾玉蘭 

環保時裝設計暨時裝表演 � 最佳化妝︰4E蘇嘉儀、4E 林寶洪 

� 最佳模特兒︰4E 林寶洪 

電子心意卡設計比賽 2010 � 平面設計組亞軍及季軍 

� 動畫組的「亞軍及季軍」 

香港傳藝節 

時裝設計及模特兒大賽 

最完美體態獎︰5D 唐嘉翔 

 

「商襄校園 親親社群」計劃 

聯校珠寶設計比賽 

亞軍︰4B 楊佩霖 

印刷、出版及報業職安健動畫 

製作比賽 2009 

亞軍 

「情繫蘇屋五十載」模型比賽 卓越獎 

「情繫蘇屋五十載」攝影比賽 優異獎 

視覺藝術 

徐悲鴻盃國際青少年兒童美術 

比賽 

初中組冠軍︰2A 王啟享 

音樂 校際音樂節 � 優良獎狀 1人 

� 良好獎狀 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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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田徑比賽 

 

� 男子丙組全場團體總季軍 

� 田賽及徑賽共獲得冠軍 2項；亞

軍 2項及殿軍 4項 

女子排球比賽 � 甲組亞軍 

� 團體亞軍 

男子足球比賽 � 全年團體總冠軍 

� 甲組亞軍 

� 乙組亞軍 

� 丙組第五名 

體育 

佛聯會運動會 � 全場團體第五名 

� 全場男子團體總亞軍 

� 男甲團體總季軍 

� 男丙團體總亞軍 

� 田賽及徑賽共獲得冠軍 3項；亞

軍 4項及季軍 8項 

第六十一屆校際朗誦節 � 中文女子散文獨誦亞軍︰4B羅紫

韻 

� 普通話散文獨誦季軍︰3A 林歡歡 

2010「孝道文化」弘揚系列活動

「給父母的一封信」徵文比賽 

真情流露獎︰1A司徒素泳 

「阿福精神--香港的光榮」全港

中、小學徵文比賽 

優異獎︰1A司徒素泳、4B樊維華 

2009正字大行動 � 積極參與獎 

� 最佳表現獎︰1A 林梓豪、4B 林曉

欣 

普及閱讀讀後感比賽 

 

優秀作品入圍獎︰ 4B何綺雯 

第八屆香港運輸物流學會中學生

徵文比賽 

優異獎︰6A施達昇、鄭麗惠及李潔欣 

2009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暨 

競技大賽 

� 優異獎 

� 最佳設計二等獎 

第七屆中學橋樑模型創作比賽 � 「最高負重獎」季軍及殿軍 

� 「最佳承托效益」優異獎 

第十二屆香港機械奧運會 

 

「環保清潔海面機械人」季軍 

學術 

A World In Motion 

(AWIM)”Competition 

� 季軍 

� 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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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國際 K*bot香港大賽 � 中學組冠軍 

� 亞太區冠軍 

 

第一屆中學生心理健康常識問答

比賽 

� 積極參與獎 

戲劇 

香港學校戲劇節 � 傑出導演獎 

� 傑出男演員獎︰2E麥健良 

� 傑出女演員獎︰2A曾嘉穎、6S李

潔欣 

� 傑出舞台效果獎 

� 傑出整體演出獎 

第四十六屆校際舞蹈節 

 

爵士舞甲等獎 

第三十六屆香港舞蹈公開賽 

 

銀獎 
舞蹈 

第三屆香港藝術節--青少年 

藝術節 

西方舞中學組季軍 

其他 第二屆全港中小學電子學習檔案

大賽 

冠軍︰4E戴興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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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成就與反思  

1. 重點發展項目一：提高學生英語能力 

成就︰ 

 

1. 本校實施「跨學科學習英語計劃」。中一級推行跨學科主題式統整，英文科、家

政科、視藝科、佛學科及科學科以健康飲食為主題，在課堂上教授相關的英文生

字，舉行班際烹飪比賽，學生利用英語簡介烹調方法。中二級於體驗學習周，與

其他學科合作，進行跑出課室活動。校本科組問題調查結果顯示，約 80%學生

表示活動能提升他們學習英語的興趣。 

2. 為提升學生英語水平，各科在考測中加入英文元素，如默寫常用詞匯、中英生字

配對等，以增加學生英文詞庫。 

3. 英文科推行分組教學、協作教學、課前課後拔尖保底班及推展「多媒體學習及創

作室」教學。本學年全級中一推行英語小班教學，中一及中二級精英班各班分兩

組，初中成績稍遜的班別兩班分三組，中四及中五兩班分三組。中四級學生利用

「多媒體學習及創作室」的設施進行演說訓練。小班教學能令學生專心學習，老

師也能按學生能力設計合適的教材。 

4. 在營造英語環境方面，英文科及其他學科組別協作推行多項措施及舉辦大型活

動，例如：英語早讀、英語周會、英語宣傳、英語早會分享、講故事比賽、英文

書展、英語日、班際英語歌唱比賽、社際英語 Karaoke比賽及新加坡英語遊學。

學生積極參加校際比賽，例如，校際英文朗誦比賽，寫作比賽等。透過這些活

動，學生增加了運用英語的機會。 

5. 本校善用外界資源， 聘請經驗老師，提供英語口試訓練。中三級於課堂舉行

「提升說話能力工作坊」，由校外導師任教。此外，本校聘請就讀香港科技大學

之外籍學生為高年級同學進行英語口試訓練。根據問卷調查，約 70%學生認為

參加說話能力工作坊有助他們改善說話能力，提升他們英語會話的信心。 

6. 在評估方面，各科於考測中加入英語元素，滲入不同主題的英文生字，豐富學生

英語詞庫。 

7. 致力提昇教師英文教學能力，安排兩次 IELTS 相關培訓，分別為「IELTS 課程及

報考程序工作坊」和「IELTS 考試技巧工作坊」。參與教師均表示工作坊有助他

們提升英語資歷及報讀有關課程。最後約有 10 位老師成功透過學校安排報考

IELTS。 

 

反思︰ 

 

1. 在中一級推行的跨學科主題式統整效果不俗，提升了學生學習興趣，然而有關單

元完成後，未能持續增加學生學習機會。建議來年各科增加英語成分或開設跨學

科英語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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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於資源所限，英文科的分組教學只照顧了英語能力稍遜及能力較佳的學生，但

中游的班別未能推行小班教學。來年本校可更靈活地調配資源，在初中全面推行

英文科小班教學。 

3. 圖書館英文圖書借閱量未有明顯提升，建議來年推行英文閱讀獎勵計劃，鼓勵學

生借閱英文圖書及撰寫英文閱讀報告。 

4. 尚有小部份教師未報考 IELTS，來年繼續鼓勵教師報考，並跟進教師的達標情

況。 

 

 

2. 重點發展項目二：強化學生正面行為 

成就︰ 

 
1. 校內舉行「傑出學生選舉」，嘉許品學兼優、表現突出的同學。除獎勵學業成績

優秀的學生外，更設有「傑出義工」、「傑出運動員」及「綜合藝術大使」等榮

譽，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多元化的課外活動。得獎學生名單更會製成牌匾，在「傑

出學生名冊」上留名，肯定學生的成就及對學校之貢獻。 

2. 老師在課堂和課業上多採用正面回饋，鼓勵學生積極進取。考核方面也採用了

「易合格，難高分」的原則設計試卷，學生的學習動機及合格率均有所提升。 

3. 根據持分者問卷顯示，在學生成長支援方面，各持分者的觀感平均數均高於參考

數據，其中以學生的數值來看，效應值為「極大」，表示學生非常認同本校在支

援學生健康成長方面的努力。 

4. 針對自我形象較低及行為略有偏差的同學，推行「鳳凰計劃」，約 20 位同學參

加。透過定期集會及活動，如「德育培訓日營」、「少林武術文化中心」訓練營

及詠春訓練日等，提升學生的自尊感、培養自律精神。意見調查顯示，參與者多

能學到尊師重道、有禮守紀及謹擇朋輩的重要性。 

5. 第三年奪得「關愛校園」榮譽，主辦單位讚揚學校積極營造互相欣賞，彼此關懷

的校園氣氛，更在社區實踐關愛精神，有效加強學生正面行為。 

6. 建立有系統的學生關顧三級預防機制，按學生的需要提供不同程度的支援，大部

分學生在班主任、訓導老師及輔導老師的關顧下，行為大有改善。 

7. 為推動教師引發學生正面行為，邀請註冊社工到校分享，講題為「正向思維 推

動學生」。透過講解、個案分享及角色扮演，讓教師反思正向思維對引發學生積

極主動的重要性。大部分老師認同正向思維的重要性，並願意多鼓勵、多讚賞學

生的正面行為。 

8. 成功推行獎勵便條(粉紅紙)計劃，老師在日常生活中找出學生行為上的亮點，派

發粉紅紙加以鼓勵，學生對此計劃表示歡迎。 

9. 舉行「正覺正能量」啟發潛能海報設計大賽：配合關顧委員會「裝備自己、迎戰

大考」之主題，透過海報設計，提升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加強師生「正能

量」。同學踴躍參加，參賽作品多達 160 份，不乏具創意之作。 

10. 舉辦「強化學生正面行為」系列活動，透過班際「排隊比賽」、「禮貌運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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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比賽」，強化學生的正面行為，培養學生良好的生活習慣。大部分學生響

應活動，在排隊行進、課室清潔及禮貌上均見進步。 

11. 舉辦「班中之星」獎勵計劃︰每月設不同主題，如「體藝之星」、「敬師之星」

和「禮貌之星」等，每班挑選一位符合要求的學生，於早會時段頒獎，肯定學生

的正面行為，學生對此計劃表示歡迎。 

 

反思︰ 

 

1. 舉行「傑出學生選擇」表揚品學兼優的學生，能有效提升學生自信，促進砥礪之

風，建立校園欣賞文化，效果良好。 

2. 以「易合格，難高分」為原則設計試卷，能提升合格率，加強學生自信心，推動

他們努力向上。然而必須小心安排考測卷中不同難度題目的比重，以免出現分數

過高的情況。 

3. 學生踏入青春期，心智尚未成熟，朋輩容易構成負面影響，除嚴加規管外，更需

內化其價值觀，令他們明辨是非黑白。建議日後多舉辦講座或活動，建立學生正

面的價值觀，培養他們良好的品格。 

4. 在「強化學生正面行為」活動進行期間，學生尚積極參與，然而比賽過後，學生

熱情冷卻，未必能持之以恆。建議日後多舉辦相關活動，讓學生在潛移默化中，

培養正確價值觀念，將正面行為內化為生活習慣。 

5. 教導學生正確的價值觀，誘發他們正面行為，除倚仗教師的努力，家長亦擔當十

分重要的角色。建議日後多舉辦不同類型的家長講座及工作坊，提升家長素

質，共同支援學生成長。 

6. 除整體性活動外，可開展兼顧學生個人表現的計劃，並進一步引入更多元化的獎

勵方式，讓更多同學受惠。 

 

 

3. 重點發展項目三：豐富學生多元經歷 

成就︰ 

 

1. 本校為學生提供全面的聯課活動，讓學生能有較多的選擇以發展其所長。本年度

可供學生參與的定期活動大致可分為學科、興趣、藝術、運動及服務五大範疇。

大部份學生都能積極參與其中，反應亦見熱烈。 

2. 本校與區內小學及議員緊密合作，舉辦多元化活動，如捐血活動、「萬粽同心為

公益」、「聖誕送暖大行動」、「結伴遊中大」等。同學從不同的經歷中擴闊視

野，加強對社區的認識。 

3. 學生積極參加各項語文、藝術、音樂、戲劇及體育方面的校際比賽，並於多項賽

事中獲得優良成績，尤其在香港學校朗誦節、香港學校音樂節、香港學界體育比

賽、學校戲劇節和多項公開攝影比賽中，奪得多項殊榮，學生從比賽中提昇自

信，並獲得外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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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校學生踴躍參與社會服務，全校學生均需參與不同的社會服務，如探訪老人、

派米、售旗及籌辦長者宴等。學生除參與活動外，更擔當領導角色，協助籌劃活

動。本年全校服務總時數逾 30,000 小時，並榮獲「關愛校園」及「有心學校」

嘉許獎狀。部份學生在服務表現突出，深獲家長及社區人士讚賞。此外，更獲明

報到校採訪，讓學界及坊眾認識本校，提升校譽。 

5. 本校積極推薦尖子學生參與多項獎勵計劃，並獲得佳績。在「西貢區傑出學生選

舉」中，本校共六位同學獲頒發傑出學生獎，其中初中及高中各一位同學獲頒

「優勝盃」，初中組得獎者更代表西貢區參加新界區傑出學生選舉。另外，274

位同學完成香港「青少年獎勵計劃青鳥行動」。本校賦藝術才華的同學獲頒柏立

基爵士信託基金，還有多位同學獲得「尤德爵士基金奬學金」、「獅球教育基金

最佳進步獎」及「融合教育獎」等。 

6. 本年度積極推行新高中活動，包括綜藝課、綜藝周會、藝術成果分享會，學生於

藝術發展方面獲得更深入的認識。由於本校藝術發展獲外界認同，本校獲遨擔任

講者，出席教育局講座，介紹本校其他學習經歷之最新發展。 

7. 於多元學習經歷日中，按照同學之能力及發展需要，舉辦多元化的活動予各級同

學參加，例如:中一級同學參觀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中二級參加生命教育計劃、

中三級參觀片場、中四級參加「從電影中解讀文化」講座、中六級參觀教育學院

及國泰城。 

8. 各學科滲入「東亞運動會」的學習元素，設計相關學習內容，學生能通過多元活

動，拓濶眼界，增廣見聞。 

 

反思︰ 

 

1. 為創造老師的教學空間，本年度部分活動已聘請校外導師，令教學與活動之推

行能相得益彰。如能增聘教學助理協助處理活動行政工作，老師則有更大

空間推展具潛力之活動。 

2. 由於本校學生非常積極參與各類型活動，經老師協調下，同學身兼數職的

情況有所改善。建議來年增加學生培訓及面試技巧，創造更多的機會，以

提昇學之自信心及自我形象。 

3. 同學參與活動後，未能有效鞏固所知所學，建議來年加強學生反思、跟進

活動後之講解及分享。 

4. 本校家長樂意協助帶領學生參加活動或比賽，如能開發家長資源，多邀請

家長擔任義工，協助參與活動，相信更能減輕教師工作量。 

5. 本校大部分學生積極參與活動，然而多停留在「參與者」的層面，較少擔

當統籌工作，建議日後多讓學生發揮，提升他們的領袖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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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 學校未來發展計劃的關注事項 

學校未來發展計劃的關注事項： 

 

1. 照顧學習差異  強化學習效能 

隨著 334 新課程的推行，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是各科目需關注的議題。本

校將因應學生的不同學習能力、學習經驗及學習模式，進行課程調適。透

過多元化的學習活動，為不同程度學生開設各類學習小組，如拔尖班、保

底班、加強輔導班等，優化教學課程，提高教學效能，讓所有學生都能接

受合適而優質的教育，發揮所長。 

 

2. 關注成長需要  建立健康校園 

為了確保學生健康成長，抗衡不良習慣等誘惑，本校將配合學生發展需

要，制訂各項校園政策，營造健康愉快的學習環境，幫助學生從小養成良

好的健康生活習慣、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上進的生活態度，加強他們的正

面能量及抗逆力。有關政策應包括：透過參與制服團體、比賽及活動營造

健康的校園環境，培養學生的健康生活習慣，以及辨識需要幫助的學生和

建立相關轉介機制。 

 

3. 優化多元經歷  提升共通能力 

配合新學制精神，本校積極為學生提供多元學習經歷，鼓勵學生參與藝

術、體育及義工服務等活動，豐富生活體驗，發展多元智能。來年，本校

將繼續善用校園與社區資源，為學生安排一系列優質的多元學習經歷，並

強調活動後的反思與分享，誘導學生把學習經歷轉化為共通能力，達至終

身學習。校方更會積極鼓勵學生組織及策劃校內各種活動，透過實踐，從

中體會工作上的投入感及滿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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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 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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