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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們的學校 

1. 學校簡介 

1.1 辦學宗旨 
 
本校創辦於一九五二年，校訓為「真理、自由」(約8:32)。 
 
本校秉承基督精神辦學，培養學生在德、智、體、群、美和靈育方面並進，邁向基督化

完美人格; 本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精神服務人群，建設社會。 
 
本校重視基督教教育，學業成績及品德培育並重；老師熱誠積極、教學認真，願為學生

付出時間和心力，為學校發展而不斷努力。 
 
本校校風純樸，學生尊師友群，老師關愛學生，同學間融洽相處。 

 

1.2 學校管理 

 
本校推行校本管理，法團校董會成員皆為專業人士，亦加入了家長、教師及校友校董。

學校重視團隊協作，共同策劃校政及檢討成效。 
 
學校鼓勵全體教師參與制訂學校政策及目標; 校長每學年與全體同工對話，收集每位老

師對學校或校長的意見或建議。 
 

二.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一：提昇學習動機 

本學年是學校發展計劃周期的第二年，以「提昇學習動機」作為重點關注事項之一。本校

認為推展電子學習課程，可以增加學生學習的趣味，而發展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加

強學生回饋，能提升學生學習動機。由學務委員會統籌，不同學科配合發展及老師共同努

力下，本學年繼續推展一連串項目，學生的學習動機及興趣在多元發展下逐漸提升。 

 
成就   

在「循序漸進地按年級推展電子學習課程，增加學習趣味」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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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計劃循序漸進地按年級推展電子學習課程，中一級及中二級科任老師，選擇適當

的課題，讓學生運用平板電腦及電子學習資源學習。憑著往年的經驗，中二級老師繼續

運用平板電腦進行電子學與教，以增加學習趣味；整體推展過程順利，且效果良好。中

一級學生亦於第一學期完成購置平板電腦，開展運用平板電腦進行電子學習；因此，就

算在新冠肺炎疫情停課期間，學生均能運用平板電腦進行電子學習及完成相關功課，實

行停課不停學。 
 

 新冠肺炎疫情促使各科積極推展科本的電子學習。在疫情初期，即本學年的第二學期

中，不單中一中二級老師已開展電子學與教，其他級別的老師均嘗試及摸索有關電子學

習的應用程式或軟件，雖然準備時間倉促，然而普遍進展良好，值得欣賞。及後在停課

不停學的情況下，老師們積極嘗試運用不同軟件或程式進行教學，例如運用Google 
Classroom、Google Drive、Google Meet、Zoom等軟件輔助教學；並且，老師更嘗試利用

Screencastify等軟件，自行錄製短片講解教學內容，或利用坊間或出版社資源，進行視

像或直播教學。大家努力嘗試、不斷求進，以期提昇學與教的果效，而大部份學生亦漸

次適應。期間運作暢順，學習成效不俗。根據科技組及學習發展組向本屆中一中二學生

所發的BYOD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大部份的學生表示「使用平板電腦學習能有助提升學

業成績」、「透過平板電腦學習能提升學習興趣」和「更有效率地完成功課」。 
 

 中文科利用電子軟件，如Quizizz、Google form test、Kahoot!等進行更多互動教學活動，

以增加學生學習趣味。又繼續與視藝科進行跨學科協作，讓中一、二級學生參加由香港

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設計及文化研究工作室主辦的「賽馬會『看得見的記憶』藝

術教育計劃」。課程頗有趣，在去年「認識器物」的基礎上加上建築文化，學生透過VR
及AR技術，以互動和創作的方式，認識和探索傳統的中國器物與現實生活的意義、傳

統的中國建築背後的文化、歷史及藝術價值之美及對後世的影響。大部份學生認為透過

應用程式令教學更有趣味，能有助提升學習動機。  
 

 英文科利用網上資源或應用程式如Kahoot、Padlet等推動電子學習，利用Kahoot!檢視學

生的學習表現，加強即時回饋；於寫作運用Padlet讓學生檢視同儕作品及取長補短，引

發學生學習興趣。數學科善用電子教學設施，配以Geogebra、desmos、出版社電子教學

資源等，在課堂中進行有趣的電子教學活動。例如：利用Geogebra 協助教授涉及圖像

的課題，如高中的軌跡、立體圖形中的反射對稱及旋轉對稱等；或利用Excel的程式進行

實驗推論理論概率與經驗概率的關係解說；利用Edpuzzle影片答問題、利用視像直播教

學、QR code進行自學、Youtube短片作引言或總結等。 
 

 各科普遍能於適切課題中加入電子學習元素，例如：科學、物理、化學、生物科要求學

生運用資訊科技(如TWIG)進行學習，及瀏覽特定網頁或流動應用程式(如QEF - Mobile Lab 
HKP)，鼓勵學生在空餘時間進行電子學習。通識科、歷史科等以Google form、Kahoot
等設計問題供學生課堂上即時回應，以Google doc設計討論活動，提升學生參與討論及

發表的機會。旅遊與款待科以Google map作教學工具，提升學生課堂的參與。地理科透

過AR、Google map等輔助教學，加強學生學習興趣。綜合人文科亦已搜集多個適合個別

課題的Youtube短片，並將它們轉化為QR code，放置於學生學習材料當中。中史科於過

去一年善用時間，籌備了不少電子學習的教材，豐富了教學的元素，同學對多媒體視聽

教材的運用評價不俗。 
 

 體育科利用電子儀器及電子學習平台，讓學生記錄體適能的時間及成績，促進自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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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視藝科中一、二級同學普遍能按教師指示善用平板電腦搜集資料、摘錄筆記、甚至

記錄創作歷程或運用應用程式製作動畫，作品不俗。同學認為運用電子應用程式學習，

很是新奇有趣，普遍能用心學習。各科努力推動利用網上資源或電子工具教學，透過老

師觀察及口頭查詢，大部份同學認同電子資源學習有助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增加學習

趣味。 
 

 此外，各科利用多元策略提升學生學習的能力和動機，例如透過小組活動、影片、小老

師、同儕互評及成果展示等，達致師生互動及生生互動的效果，其他方法如預習、摘錄

筆記等有助學生掌握課題。部份科目運用小組合作學習，激盪同學的想像力，令成果或

產出更豐富；小組合作學習活動也可多樣性，對於能力較弱的班別，討論的題目分層設

計，由淺入深，以照顧學習差異；或利用小老師制度以強帶弱，加深同學對課題的認識，

對助人者及受助者皆有幫助，亦增加同學的榮譽感，令他們更用心學習；或於各課題規

劃適切的筆記重點，讓同學於課堂上摘錄，作為課題單元的總結，提升學習動機。其他

如數學科定期舉辦初中級數學解難活動(如難題挑戰站、T字之謎大賽等)，以培養同學共

同研究數學的氣氛，提昇學習動機；生物科向學生介紹有趣模型或實驗；視藝科運用網

址及合適影片教學，加深同學的印象及對課題及創作技巧的認識，並提升同學的學習興

趣。 
 

 部份科目透過安排學生參與參觀、考察、講座、工作坊、境外交流等不同活動，以擴闊

學生視野，有助學生了解本科最新發展，提升對本科的興趣，例如地理科中六學生參加

由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舉辦的考察活動，到錦田農地收集多項數據，以不同的採

樣方式去分析不同農業活動，最後整理資料作匯報，學生投入活動並得到學園導師正面

回饋。部份科目藉著推薦學生參與各類型校外比賽及活動，以增強同學探究精神及自

信，提升學生學習動機。例如化學科中三全級參加由城泉及Zoku HK合辦的「我的海洋

2050水樽設計比賽」，本校獲得「最積極參與獎」。本學年大部份的學習活動如考察、境

外交流等因為反修例社會事件及疫情關係而停辦；然而，個別學科如地理科，疫情之下

嘗試運用網上學習資源作虛擬考察活動，於提升學習興趣之餘，亦促進電子學習的發展。 
 

 總括而言，各科均努力推展電子學習課程，運用電子應用程式或豐富的學習資源，如短

片、歌曲、圖片、實物等協助學生掌握學習內容，並透過多元化策略增加學生學習興趣。

整體而言，教師適切運用多樣化的學習資源及電子學習工具，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成就 

在「發展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方面： 

 

 本學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網上學習的需求大增，學校鼓勵各科自行製作「校本敎學

短片」，於停課期間讓學生進行「在家學習」，進一步推展了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

各科老師透過自行製作教學錄像，或剪輯出版社或坊間資源，配以老師錄音解說內容，

讓學生在家中透過教學短片學習。各科各級的「校本敎學短片」適時按課題於網上發放，

短片日後更作為溫習之用，學生可按自己步伐重溫內容，鞏固所學。例如：視藝科運用

藝術家的示範影片教學，加深學生對課題和技巧的認識。學校在 3月初已設有實時網上

學習課堂，讓學生「在家學習」後能於網上課堂向老師發問問題，老師即時點撥，並釐

清學習重點及難點。部份老師更會就能力較弱的學生增設網上支援或補課，照顧學習差

異，逐步發展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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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各科利用電子學習平台 Google Classroom 記錄課堂學習情況，透過建立網上功課

及學習系統，鼓勵學生作個人化學習。各班按不同進度安排網上功課及學習材料供學生

自行下載完成；部份科目於網上提供參考資料及評估參考，供學生自行核對；以學生為

中心的教學模式漸次成形。例如：體育科於本學年開展「學校體適能獎勵計劃」，學生

利用電子學習平台，記錄自己的體適能成績和學習進度，以完成「學生運動體適能整體

報告」，並適時公布整體學生成績，以校本數據作指標，讓學生自評有否達到自訂的標

準；更讓學與教延伸至課後，學生可善用課餘時間，按個人需要加強體適能的學習。透

過與學生訪談，大部份學生認同上述按自己步伐的自主學習措施對學習有幫助。 
 

 學校發展周期的第二年繼續加強學生回饋，讓老師在課堂上即時知悉學生評核結果或表

現，也讓學生更清楚自己的學習情況；老師亦適切地調節教學步伐，發展以學生為中心

的教學模式。在疫情停課不停學期間，各科運用電子學習元素，於適切的課題輔以適切

的學習活動，亦利用電子學習平台 Google Classroom、教育城 STAR、教育城網上學習試

題平台、Google form 等工具加強回饋，以評估促進學習，從而提昇同學的課堂參與及

興趣。例如：通識科以 Google form 設計問題，讓學生在課堂上即時回應或投票、統計、

搜集意見等，又以 Google doc 設計討論活動，提升學生參與討論及發表的機會，老師

即時點撥。同學比以往更熱衷參與學習。 
 

 多個科目利用 Kahoot!檢視學生的學習表現，加強即時回饋，課堂學習氣氛熱烈。除

Kahoot!外，英文科於寫作運用 Padlet 讓學生即時檢視同儕作品，老師即時回饋，同學

亦可取長補短；亦有運用平板電腦設計矩陣 matrix，讓學生選答不同難度的題目，有效

提升學生主動學習，同時亦能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中文科透過網上試題庫、Google 
form、Socrative 等程式，或分層工作紙等不同方法，加強學生回饋，讓學生更清楚自己

的學習表現；中三級運用 STAR 平台，高中級別則利用 Kahoot test 或 Google form test
等程式來紀錄學生分數，以評估促進學生學習。數學科運用教育城 STAR 平台為學生提

供額外練習，並以相關結果調整教學策略及提供額外支援，以提升學生成績及照顧不同

能力的學習需要。透過與學生訪談，大部份學生認同在課堂內加入電子學習元素，即時

知悉自己或整體學生表現，有助提升學習興趣。 
 

 回饋讓學生清楚自己的學習情況，也讓教師適切地調節教學步伐，及照顧學習差異。例

如：中文科在中二級議論文設計了分層工作紙，因應學生高中低的能力，要求學生完成

不同程度的議論文寫作。能力高的學生需運用駁論，能力中等的學生要正反立論，能力

稍遜的則只需要完成兩個正論便可。此外，個別班別的寫作改正會因應學生程度而不

同。例如：能力弱的學生可根據老師提供的大綱後重寫；能力較好的則針對文筆或內容

而進行片段改正，鼓勵學生作個人化學習。 

 

 此外，部份科目著重分辨教學重點及難點，以照顧學習的多樣性；例如視藝科在每個課

題設教學重點及難點，對能力高的同學，要求他們掌握重點及難點；對能力較弱的同學，

要求他們只掌握重點便可。另外，對於能力較弱的同學，老師會給予較多實例、示範及

練習，帶領同學討論，幫助同學掌握重點及技巧。大部份同學認為調節教學步伐有助他

們掌握課題及提升他們的學習興趣。這些措施能照顧學生的多樣性，並開展以學生為中

心的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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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專業發展方面，學校鼓勵老師參加由教育局或其他教育機構舉辦的電子學習專業發展

課程、講座及工作坊，掌握電子學習的操作及使用，以提升學與教效能。各科有利用科

目會議或共同備課時段分享或推介一些自攜裝置電子學習計劃的應用程式，如 Kahoot、
Padlet、Goodnotes、Plickers 等，或互相討論電子學習的課堂策略，並設計不少於一項

適切的電子學習教學活動。此外，數學科獲教育局校本支援組支援，透過短片向本校數

學老師分享 Desmos 及 GeoGebra 的運用。各科分享有助同工認識更多可用於本科的軟

件及應用程式，有助提升電子學習的學與教效能。 

 
 原訂的校本的專業發展活動因疫情影響而取消；其後在停課不停學情況下，老師開展網

上課堂，「如何進行網上課堂」成為首要專業發展目標。學校資訊科技組同工為老師進

行網上或小組或個別教授，多間友校或機構同工也有網上分享如何運用個別軟件(例如

Zoom、Google Meet)網上授課，使老師能於短時間內學會網課的基本操作技巧，以便實

施「在家學習」或網上實時課堂。學界及本校同工的協助和互相支持，在學校推展電子

學習的旅程上實功不可沒。 

 

 總括而言，老師普遍透過即時回饋，設計分層工作紙或運用不同電子學習策略，照顧不

同能力的學生，協助他們掌握課題，提升他們對學習的興趣及動機。利用電子學習平台

Google Classroom 記錄課堂學習情況，透過建立網上功課及學習系統，鼓勵學生作個人

化學習；又以教育城 STAR、教育城網上學習試題平台、Google form 等工具加強對學生

個別的回饋，以評估促進學習。此外，老師透過參與專業發展活動及分享，對運用不同

的學習裝置及平台或應用程式有了進一步了解，亦嘗試配合不同的軟件，開展了有趣的

課堂，提昇了學生的學習動機。 

 

反思 

在「循序漸進地按年級推展電子學習課程，增加學習趣味」方面： 

• 本學年學校成立了專責小組，加強推展 BYOD 及電子學習的進程，讓中一及中二的學

生能透過自攜平板電腦進行電子學習。老師認為利用平板電腦作電子學習，學生可即

時在平板電腦上摘錄及儲存筆記，又可記錄創作歷程(如視藝科)，可避免遺失，也有

助提升學生的興趣和能力。建議老師提供更多與課題相關的電子學習材料或軟件，如

MediBang、ibispaint、Adobe Draw 供學生學習或使用。此外，建議老師引入個別高效

能軟件，提升學生學習動機，例如：在增加網上教學互動方面，可以嘗試運用教學軟

件如 Nearpod、Pear deck 等，而 Kahoot!軟件對於加強回饋及課堂的互動氣氛，成效

顯著，值得廣泛推廣。 
 

• 由於疫情影響，探訪或考察等活動取消，地理科嘗試運用網上學習資源作虛擬考察活

動，這樣可擴展學習活動的範圍，確是一個可發展的方向，值得推展。此外，本學年

因疫情關係，原報名的活動及比賽大都取消了；期望學界積極籌辦一些網上比賽讓學

生參與，從而提升他們對學習的興趣。此外，部份科目如中史科在過去一年籌備了不

少電子學習的教材，豐富了教學的元素，同學對多媒體視聽教材的運用評價不俗，建

議來年可以利用更多視聽教材，同時與 Google form 評估互相配合，期望有助提昇學生

學習本科的趣味。 
 
• 學校推行 BYOD 計劃的目的是推動電子學習，雖然本學年面授課堂減少，但疫情促使

學生網上學習，無形中推動了電子學習的發展。另一方面，在疫情反覆下，相信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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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會斷斷續續進行網上授課，運用 Google Meet 或 Zoom 等平台作網上教學，網上教

學配合其他電子學習工具授課方面，於運用及操作熟練程度上仍有進步空間。因此，

老師的專業發展及分享非常重要，如何在網上教學深化靈活運用不同策略 (如電子學

習工具或多媒體資源等)，如何布置課堂促使師生互動及生生互動，如何維持學生的專

注力和學習動機，以增強學習成效，這些都是當前重要的議題，值得深思。 
 

 總括而言，我們早已開展電子學習，學生的學習動機漸次提升。疫情停課期間，在我們

早已建立的電子教學基礎上，網課得以立即及順利開展。我們初年級同學通過 BYOD，
亦開始習慣使用不同的電子工具及平台進行學習，來年會繼續發展及深化。 

 

反思 

在「發展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方面： 

 綜觀在停課不停學期間，學校全部科目已運用 Google classroom 建立個別班級的收發功

課平台，大部份學生都能自行完成網上功課。在加強回饋方面，部份科目已開展運用數

據分析，讓學生了解自己的學習情況；建議將此進一步推廣至更多科目，促進學與教的

成效。針對網上評估，建議可考慮使用 Timify.me，或者其他有限時、計時功能的軟件，

以確保學生能在網上完成評估。老師亦可多嘗試擬訂評估指引，讓同學按指引作同儕回

饋，互相學習，一方面有助完善個人的功課或創作；另一方面也可訓練同學的判斷力、

分析力及批判能力；對於視藝科作品來說，也可訓練同學的審美觀。 
 

 
 在專業發展方面，無論是面授課堂或網上教學，如何深化配合其他電子學習工具或運用

不同策略授課，如何維持學生的專注力及進一步提升學習動機，加強老師專業發展及分

享是不用置疑的。建議教職員發展組及資訊科技組在來年繼續舉辦不同的工作坊，或於

發展日設置分享環節讓老師之間多作經驗交流，以提升運用電子學習工具能力。例如：

介紹不同的應用程式或網站給老師，又或是按科目需要，重點培訓某一兩個適合科本需

要的應用程式，令老師能純熟運用。坊間的應用程式很多，適合一科的也未必適合另一

科的需要，故必須做到按科本的需要去培訓，才能收到最佳效果。另外，老師需持續積

極參與校外開辦的相關課程或工作坊，以了解學與教的新趨勢，與時並進。 
 

 此外，待老師的網上課堂操作技術熟練後也需要有觀課的安排。透過觀課，期望進一步

推展「發展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建議先設同儕觀課，讓本科老師參考同工課堂，

取長補短，讓教學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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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建立正向人生 

本校秉承基督精神辦學，以德、智、體、群、美和靈培育莘莘學子。今年是三年計劃的第二

年。在年初計劃時，在學生成長方面，主題仍是建立正向人生。學校希望善用校內及校外的

資源，加強學生積極向上的人生觀。教導學生面對不同境況，尤其是人生逆境時，能掌握技

巧，學習正向思維，擁抱挑戰，克服困難，學效基督精神，包容與寬恕，並愛己愛人，服務

社群。 
 
本校牧愛委員會負責統籌及協調不同組別，配合學校關注主題，安排周會、早會講座，利用

班主任課，加強師生溝通及價值觀的培育。同時，各組別會定期推展不同活動，或舉辦不同

活動計劃，令學生認識正向人生的重要性。縱使面對社會環境及疫情影響，學校大部份的活

動都被迫暫停，學校教師仍努力關愛學生，令他們仍感受到基督無私的愛。 

 
成就 

在「啟發學生探索人生真諦，讓學生建立正向人生觀」方面: 

本校於宗教課及班主任課(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素材)，教導學生聖經真理及正向價值觀，

以基督精神建立正確人生觀，學習施比受更有福的生活取態。 

 基督教教育組於 2019 年 10 月 16-31 日舉辦福音周，主題為『我向你禱告』。福音周內

容包括青年歸主協會加州魔術師表演及希賈見証分享會、香港福音武術事工表演、音樂

唱作人劉文良先生詩歌分享會、師生詩歌見證分享會、詩歌點播活動、學生代禱活動、

劉校長見証分享會、影音使團佈道會的嘉賓分享：森美及黎家翹牧師及新音樂敬拜創作

佈道會的分享嘉賓李藹兒。 

 

 以上各類宗教活動均能讓同學有聽福音和決志的機會。同學也投入及對信仰有正面回

應，在福音周兩次的佈道會中，分別有 85名及 79名同學決志，決志人次達 164。 

 

 十一月，基教組於舉辦了中一福音成長訓練日營及參觀教會活動。大部份同學認為活動

能提高他們對人尊重及愛惜生命的意識。在中一級個人成長福音日營中，有 35 名學生

決志。大部份同學對以上活動有正面回應。 

 

 本年度校方修訂了宗教科初中課程及上課模式，嘗試在宗教堂上籌劃小組活動包括：中

一級啟發課程及中二至中四級關愛小組活動。在二月初之前，中一啟發課程、中二關愛

小組、中三關愛小組及中四級的關愛小組，共各有 7次活動，合共 28次。 

 

 受疫情影響，雖未能完成 10 次小組活動，但仍然能完成 70%，超過 400 名同學受到關

顧，而且大部份同學對小組活動有正面回應，效果令人滿意。 

 

 此外，在課堂小組內容不單加入生命教育課題，更與夥伴教會合作，定期邀請嘉賓，分

享生命見證，讓學生學懂尊重及愛惜生命，增強抗逆力。 

 

 由於有夥伴教會的支援，本學年開始把小組活動安排在課堂時段內進行，成功的把小組

活動課堂化。這樣成功地增加了主題內容及分組討論的時間及空間，也增加了導師/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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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與同學接觸的機會; 能更有效的照顧不同學生的成長及學習需要。從數據及同學的反

應，顯示中一至中四級同學頗能投入小組活動。 

 

 二月至五月停課期間，基教組及德育組同工亦不定期上載勵志及趣味的影片供學生觀

賞，鼓勵學生停課不停學，實踐多元學習。學生表示能於正常學習外得到生活趣味。 

 

 為協助學生建立正向人生觀，德公組在品德情意教育方面已計劃優化班主任課，加強一

些品德教育的處境例子; 又繼續參加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組舉辦的「價值教育學習圈

計劃」，以校本形式推動價值教育，建構學習社群。 

 

 同時，本校亦着重環保教育，提昇學生愛護生命、愛護地球。本年度曾於校內推行無冷

氣日，又參加辦學團體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舉辦的「無塑香港 2019：無塑海洋」，在

校推廣「無塑海洋」信息，及参與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所推展的無飲管運動學校，鼓

勵師生於日常生活裡減少使用即棄塑膠產品。 

 

 本校亦獲邀請參加商界環保協會賽馬會資源智識揀計劃。學校培訓環保大使，每天協助

收集數據，藉此了解校園環保意識; 又安排了兩次的環保講座，推行由維他奶國際集團

有限公司舉辦的乾淨紙包回收活動。 

 

 由於師生的努力，本校獲得香港電燈所嘉許最高級別「三星標誌」的綠得開心學校，及

連續兩年獲得「可持續發展社區項目獎」。希望全體師生都能繼續對自己及環境抱有積

極及正向的人生觀。 

 

 在國民教育方面，本校積極參與由教育局舉辦的同根同心及萬里同行計劃及活動，學生

透過學習成果的匯報，鞏固對國家的認識。同時，亦安排了早會和周會的主題分享，及

透過不同活動，多表揚學生正面行為，又協助學生了解自己的身份和價值。 

 

 可喜的是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成功連續三年獲得德育及公民教育獎勵計劃的獎項(仁濟醫

院主辦及教育局協辦)，可見本校的品德情意教育深獲外界認同。 

 
透過境外交流加強學生對世界的認識，激勵學生探索人生目標 

 本年度，學校亦積極搜索資源，嘗試舉辦不同類別的境外交流團，鼓勵及支援學生參與，

令學生擴闊視野，探索人生。 

 

 參加瀋陽、撫順—「九一八事變」紀念、歷史文化及工業發展探索之旅、雲南、北京及

澳門交流團，除了讓同學加深了對國家歷史文化的了解，與當地學生的交流活動亦給了

同學們拓闊視野的機會。 

 

 參與了胡志明義工服務及生命教育之旅的同學表示農業耕種體驗活動讓他們了解不同

職業的可敬之處；而探訪孤兒中心讓他們反省自己的幸福也並非必然的；探析戰爭遺

跡，讓他們反思到戰爭影響的不止是一代人，也明白和平是用前人的血汗所換取的。總

而言之，從不同活動，同學都體會到同理心的重要性，以及凡事不能輕言放棄，從而對

個人的品格要求有更深刻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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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團名稱 日期 參加人數 
(學生) 學生級別 

瀋陽、撫順—「九一八事變」紀念、歷史文化及工

業發展探索之旅 
16/09/19-20/09/19 10 S3-S4 

兒童發展基金─澳門生涯規劃之旅 30/09/19-01/10/19 12 S4-S6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國境遊(雲南)

青少年交流團 
23/12/19-30/12/19 4 S3 

領袖生內地交流計劃 (北京) 27/12/19-31/12/19 6 S5 
「胡志明義工服務及生命教育之旅」義工體驗團 18/01/20-22/01/20 19 S2-S5 

 
 
成就 

在「深化學生成長支援模式，培養積極的人生態度」方面:  

本校透過組織不同比賽和活動，令學生學習及建立同儕之間關愛、共融的校園文化；並讓正

向、積極之學生正面影響其他同學。 
 
 個人輔導組老師及社工於九月至十二月期間指導及培訓中二至中五的大哥哥大姐姐，善

用午飯時段，為中一新同學組織關愛活動，建立同儕關愛。 

 

 個人輔導組原安排全年不少於五次的入班活動，建立初中生的校園歸屬感; 由於停課，

只舉辦了 Fun Fun Day 及一次班內聯誼活動。在停課期間，在輔導老師支援及指引下，

大哥哥大姐姐與中一同學都能繼續在網上交流溝通，建立友誼。 

 

 學生支援組能善用資源，繼續聘任四位學生輔導員，深度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學

習及身心靈需要。四位學生輔導員除安排個別照顧 SEN學生，亦定期聯絡家長，了解學

校對學生的支援及學生的需要。停課期間，四位學生輔導員更積極主動與學生及家長溝

通，加強對學生線上學習的支援，效果不俗，大部份家長及學生均感到學校的關愛。 

 

 此外，學生支援組本已計劃一系列的課後功課輔導及非學術的活動，如興趣班、藝術工

作坊、自我認識及與人建立關係的小組活動等。但因疫情關係，大部分活動都未能舉辦。 

 

 學生支援組一向積極引入外界資源，舉辦活動，支援 SEN學生不同需要。本校首次成功

獲得參與教育局分層支援 3個自閉症的學生計劃(AIM Project)，第二年喜伴同行計劃，

以上計劃都提供額外的小組訓練。其後因疫情停課影響，學生小組及 1對 1訓練改於網

上進行，學生仍能投入。整體而言，大部份老師及家長均認同學生的社交能力有所改善。

此外，為照顧語言障礙或不善於溝通的學生，本校第三年與教育大學合作，安排言語治

療服務。大部份學生認為言語治療服務有幫助。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亦積極培育學生努力求進的態度。透過周會宣傳、班主任課及 CCA

時段的講座，引導同學及早準備製作 SLP個人學習檔案。 

 

 升輔組於過去一年與童軍知友社加強合作，提供多元化的生涯規劃活動，如舉辦各項升

學工作坊及講座等，大多數的參加者對上述各項活動回應正面。此外，升輔組定期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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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不同大專院校及企業的資訊，使同學更積極參與政府及社會各界所提供的生涯規劃

活動及參觀。因社會環境和疫情影響，校方因而安排了一些線上班主任課，讓部份核心

的生涯規劃課能繼續進行。 

 

 升輔組為加深中六同學及家長於升學就業方面的認識，於學年初舉辦多項活動，如與童

軍知友社合作模擬放榜工作坊、JUPAS 選科攻略講座、E-APP 工作坊、SLP 撰寫技巧工

作坊及中六家長晚會，當中除了中六同學透過參與以上活動，增進升學前路的了解，中

六學生家長也出席部分講座，拉近家校合作。在 DSE放榜前，中六講座更以錄影片段方

式發放，供學生及家長觀看，又透過電郵回應學生及家長對升學及考試放榜的查詢，學

生、家長及老師均認同此模式更方便及有效支援他們。 

 

 近兩年，由於高中生較熱衷探索台灣升學的資訊，本組籌辦有關講座及工作坊。先後邀

請台灣升學權威王達才先生、元智大學及萬能科技大學學生招募部的負責人到校分享，

亦安排相關院校到本校為同學面試，最後有多位同學成功獲直接取錄。 

 

 對於初中同學的升學及就業輔導，本組利用初中周會及班主任時段，於中二級舉辦了性

格與職業性向及職業特攻工作坊，逐步為同學建構對升學、選科及理想職業的認知。此

一模式深受班主任及學生讚許，獲大部份參加者正面回應。惜因疫情關係，中一活動及

中二、中三的部分活動都未能如期舉辦。 

 

 訓導組除培訓風紀及班長協助維持學校秩序，為學生提供安全及寧靜的學習環境外，亦

着重同學養成良好習慣和自我承擔的精神，學會自律、守規和彼此尊重。 

 
透過多元服務，培養學生願意奉獻及關愛社群的精神 

 為提升學生國民身分認同，德公組加強基本法教育的推廣。 

 

 德公組本已安排參加民政事務局舉辦的「有問有答《基本法》問答比賽」及「認識《基

本法》---法治創繁榮」全港中學校際問答比賽。又推薦學生領袖參加第《基本法》大

使培訓計劃，讓學生對《基本法》有更深入的認識。但由於疫情關係，當局取消了有關

活動。 

 

 同樣地，懲教署舉辦之公民活動及社區服務計劃，「公益少年團」奬勵計劃及青年會義

工計劃，也未能全面安排學生參與，部份更受疫情影響而全面取消。 

 
成就 

在「促進學生的社交和情感發展，提升學生抗逆力」方面 

透過班本計劃、早會、週會及不同的活動，培養學生正向思維，灌輸價值教育。 

 在德育及公民教育組的統籌下，本年度周會及早會的主題，均緊扣學校關注事項，如邀

請社會知名人士及藝術家分享探索人生經歷，令學生明白生命延續性的意義。同時，在

編排及修訂班主任課中，中一開安排學生討論人生目標課題; 中二及中三討論學會承

擔，為自己生命負責，中四至中六強調我要高飛及逆境自強。惜因疫情及停課，大部份

課節都未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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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亦安排以建立正向人生為各班壁報設計比賽主題，師生共同以此為目

標。 

 

 輔導組亦繼續採用 Brightly Project_Know my student 網上軟件，讓學生(中一及中

二級)於自由自在的環境下訴心聲，輔導組同工能初步窺探學生如何理解愛惜生命及所

面對的挑戰。此計劃能成功抽取各級需要高度關注的學生，方便輔導組跟進。 

 

 班主任課雖未能於線上授課進行，但班主任仍利用網上見面時段，與學生保持溝通。又

利用電話及社交媒體 Whatsapp及 wechat等，與個別家長或學生保持聯繫，能對學生及

家庭作出支援或轉介。 

 
善用校外資源，安排多元活動，教導學生肯定自我。 
 因疫情關係，大部份原籌辦的聯課活動需取消。 

 
反思 

在「啟發學生探索人生真諦，讓學生建立正向人生觀」方面: 

學校應以新常態面對新的授課及思考網上活動來進行宗教課及班主任課。 

 由於宗教課分組活動反應正面，建議明年把小組課堂常規化，推展至中五及中六級同

學，讓全校的同學都能受惠，增加學生接觸信仰的機會以基督精神建立正確人生觀。 

 

 同時，亦建議將中五及中六級的宗教課由每星期一節增加至兩節，以增加老師/導師與

學生的交流及討論的時間，以便分享生命的真諦，令同學學曉尊重及珍惜生命的重要性。 

 

 分組活動對小組導師需求增加，建議除夥伴教會外，嘗試邀請其他團體協助以增加資

源，共同關愛學生成長，更教導學生需建立同儕互愛互信，建立共融的校園文化。 

 

 受疫情影響，網課期間未能安排宗教課及班主任課堂分組活動，大大減少師生的面對面

討論及交流。由於估計網課將會是教學新常態，我們考慮日後加入網上分組環節; 並與

夥伴教會合作，重新探討如何善用影音媒體，加入自我反思題目及實時的討論環節，令

學生仍可以自學反思人生及實時進行小組討論，一如正常課堂面對面授課一樣。 

 
反思 

在「深化學生成長支援模式，培養積極的人生態度」方面:  

本校透過組織不同比賽和活動，學習及建立同儕之間關愛、共融的校園文化；並讓正向、積

極之學生正面影響其他同學。 

 牧愛委員會轄下各組雖努力組織不同比賽和多元活動，受疫情及停課影響，未能全面推

行。不過，各組負責老師都能善用網上資源及線上面對面的學習時段，與學生保持溝通。

另一方面，班主任定期的與學生或家長的電話溝通及關顧，有助緩減因停課而引發其他

問題。 

 

 本年度支援組的 SENCO是由處理 SEN學生豐富經驗的老師負責，且加添了三位學生支援

組的中英數科的老師，有助規劃支援 SEN學生的課堂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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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課讓各組同工思考如何在線上仍能推行學生成長活動;亦積極與其他機構探討新的模

式以推展小組活動。 

 
透過多元服務，培養學生願意奉獻及關愛社群的精神 

 本校辨學團體本着「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基督精神辦學，亦會安排學生參與不同類

別的服務。除了德公組，體育組、個人輔導組、資訊科技組及學生支援組亦安排類似義

工服務，令學生學習關愛社群及無私奉獻的精神。不過，因停課及疫情關係，大部份服

務活動均需取消。 

 

 正因如此，也激發起老師思考另類義工服務，例如線上輔導，學生線上魔術或才藝表演，

或許也可延續老人或傷殘人士的義工服務。 

 
反思 

在「促進學生的社交和情感發展，提升學生抗逆力」方面 

透過班本計劃、早會、週會及不同的活動，培養學生正向思維，灌輸價值教育。 
善用校外資源，安排多元活動，教導學生肯定自我。 

 

 疫情及停課亦反映大部份學生的堅毅。初中學生在網課中，仍能保持學習興趣。高中同

學亦能配合學校安排，參與網上常規課堂及補課。 

 

 面對網上教學新常態，學校應如何支援學生網上學習及提供朋輩支援平台亦是值得老師

們反思。 

 
 

三. 學與教 

1. 學校上課日數 

全年原訂上課日共 190 天，考試日共 24 天。因疫情關係，全年共 72 天上課日受影響，

學生轉為在家學習，學校透過網上平台、電子學習材料及老師實時網上教學等多種途徑

進行教學。受疫情影響，第二學期考試取消，期終試亦改為在上課日進行。 

 

2. 學與教政策 

本校學與教由教務委員會統領，負責訂定課程及學與教政策；下設不同部門負責有關工

作，分別有：學務行政組、學習支援組、評估組。 

 

2.1 課程設計： 

 學校課程寬廣而均衡，銳意為學生提供豐富多元學習經歷。課程規劃緊貼課程發

展新趨勢，讓學生掌握各學習領域的知識，綜合運用解決問題、協作和運用資訊

科技等共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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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重視 STEM 教育，於初中致力發展計算思維—編程教育，於校本普通電腦科

引入 Micro:bit，讓學生於初中階段學習編程，發揮創意，並嘗試設計不同產品，

如智能家居，電子遊戲等。另外中三級特別安排有 STEM 專題研習課程，讓學生

綜合相關學科所學，提升創意及解決問題能力。 

 

 中三級也有特別安排另一校本課程「學習妙思行—專題研習」，課程於 2018-19 由

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策劃及捐助，本學年開始學校將課程優化及持續發展。專題

研習課程旨在提升學生的溝通能力、合作能力和創意能力。學生以小組形式，就

社會現象或個人興趣，自擬主題，自訂目標和探究方法，在反思和互評後修訂計

畫，並利用網絡資源搜集資料，最後以具創意的表達手法展示學習成果。 

 

 本學年，中三全級學生共分為 16 組，有些組別針對香港獨有文化作出研習，例

如：懷舊玩具、大排檔、排隊文化、香港奇案、都市傳說等；有些組別就個人興

趣加以深入討論，例如：露營文化、古典音樂、未知生物、跳舞等。學習期間雖

然受到疫情影響，然而學生能善用網上平台，在網上進行討論、搜尋資訊；並透

過 Google form 進行問卷調查，利用網上平台人儲存資料、記錄課堂學習情況，

以達至「停課不停學」的效果。課程設計有助加強學生了解社會及文化、提升學

生的學習動機、興趣和創意，並培養他們自主學習的能力。 

 

 學校亦致力推動創意思維及創新科技方面的教育，自 2017 年起承辦「創意思維

世界賽香港區賽」，開創了由香港津貼中學承辦世界競賽香港選拔賽的新鮮例

子。參賽者須具創意、解難能力及團隊合作精神，將創意十足的解難方案生動地

呈現出來，冠亞軍隊伍更可以晉身美國世界賽。本校每年有組隊參加，因疫情影

響，香港區賽事最終取消。 

 

2.2 語文政策： 

 學校重視學生的語文發展，積極提升同學兩文三語能力。本校採取化時為科政策，

中一至中三級的綜合科學及數學科均以英語授課，其他科目如音樂科、視藝科等

則設有英語延展教材或教學活動，增加學生對英語詞彙或用法的掌握。此外，初

中科學科及綜合人文科加入跨課程語文(LAC)元素，強化學生的英語學習。學校已

成立語文政策專責小組，成員包括英文、科學、數學和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

習領域的教師，定期檢視強化英語學習的策略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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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致力發展學生的英語能力，除初中兩科以英語授課外，高中數理科目以英語

授課，另中一設有英語銜接班，各級均設有英語增潤或保底班，長假期更會增設

英語拔尖保底班。另外設英語週、每週的星期四定為英語日 (E-Day)，學生與老

師或學生與英語大使以英語說話溝通，透過這些或措施希望能增加學生接觸及運

用英語的機會。其他活動包括英語戲劇、校際朗誦比賽、選拔學生到歐美或澳洲

交流學習等等，因疫情影響而取消。 

 

 中文及普通話方面，為提升學生的中國語文能力，中一至中二級均開設一班以普

通話教授中國語文，強化學生普通話聽說能力。 

 

2.3 多元化評估及教學支援： 

 由 2018-19 學年開始，學校由兩個學期增加為三個學期，每學期設一次考試。透

過考試及平日的學習表現，以多元化的評估方法，如習作、小組報告、實驗、專

題研習等，評估學生的學習過程和成果。學校檢視初中的評估安排後，在科學科

的評估中引入實驗活動，以強化 STEM 教育的基礎，此評估措施已於 2018-19 學

年起恆常化。本學年因停課及疫情影響，第二學期考試及中六模擬考試取消，改

為持續性評估學生成績。 

 

 評估組會分析及比較數據，適時回饋學生學習表現，引發學生學習動機。此外，

校長、教務委員會及科主任會定期觀課及檢查課業，並向教師回饋教學及批改質

素的意見，增加專業交流。 

 

 通過「學與教回饋問卷調查」計劃，讓學生給予老師寶貴的回饋，科主任亦善用

問卷內容及表現，與科內同工作進行專業交流。本學年已完成有關新同工的「學

與教回饋問卷調查」。 

 

 中文、英文、數學、科學、綜合人文及通識科均設有科研節；同工利用科研節共

同備課、分享、討論，設計多元教學策略或課堂活動。另鼓勵同儕觀課，目的是

讓科任老師們集思廣益，分享心得，提昇學教效能，並促進教師的專業交流，建

立學習型的團隊。 

 

2.4 學習支援： 

 各科設有拔尖及保底政策，各科善用校內評估分析所得資料，按個別學生需要，



1 6  

 

提供各科學習支援班和增潤班。初中級推行統收功課計劃，於首課節進行功課統

收，並安排欠交功課同學留校跟進功課，參加功課跟進班。輔以獎懲制度以協助

同學建立準時交功課的習慣。 

 

 另外，初中設有課後支援班、功課輔導班，支援學生學習及協助初中學生提升學

習果效；高中除設常規補課外，學校亦會調撥資源，外聘導師開設課後支援班、

補習班及增潤班；英文科長假期更開設拔尖保底班，支援學生將學習習慣持續發

展之餘，亦照顧學習差異，加強學生的學習效能。透過問卷調查及訪談大部份參

與同學表示課後支援班或增潤班等措施對他們的學習有正面幫助。 

 

 學校為資優學生安排正規課堂以外的延伸課程。獲教育局多元學習津貼撥款資

助，本校推薦學生參加大學院校及資優教育學苑各類的資優課程，支援資優或能

力較佳的學生有多元學習及發展。 

 

 學校設有校本教育心理學家駐校服務，又額外聘請老師照顧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同

學；學生支援組亦定期舉辦各類治療小組及學習支援班，以支援特殊學生的學習

需要，幫助他們建立學習信心。 

 

2.5 閱讀： 

 本年度學校圖書館參加新閱會「閱讀‧分享」校園計劃 2019-20，獲閱讀推廣贊

助得獎名單(中學)優異獎；而學校圖書館主任劉鎮東老師獲嘉許為「喜閱老師」，

並獲邀請接受英文虎報做訪問。此外，劉鎮東老師亦參加了「2019 國際學校圖書

館學會暨香港學校圖書館主任協會」舉辦的學校圖書館主任卓越成就獎活動，榮

獲學校圖書館界最高榮譽 —「學校圖書館主任卓越成就獎」，實難能可貴！更於

頒獎典禮後向全港中、小學同工分享：由「閱」讀到「悅」讀 — 跨科組合作及

以資訊科技提升閱讀動機舉隅；以此講題回饋學界，實教學相長。 

 

 學校一向積極推廣從閱讀中學習，透過多元閱讀活動及計劃，鼓勵學生閱讀；例

如運用 AR (擴增實境)及 VR (虛擬實境)軟件化的推廣閱讀，提升學生借閱動機及

閱讀興趣，營造校園閱讀氛圍等。老師在早會推廣閱讀，推介不同範疇的好書，

擴闊同學閱讀視野。又與中文科合作，安排中一中二級在午膳時段進行了 5 次午

間閱讀分享會，除了邀請多位高年級同學外，更邀請了校友回校分享閱讀。同學

們非常投入活動、專心聆聽，並踴躍搶答分享所問問題，課餘後更有很多同學到

圖書館借閱所分享的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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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在校內推廣閱讀，本校圖書館主任也對外推廣。本年度劉老師曾代表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組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分享利用 AR（擴增實境）/VR（虛擬實

境）推廣閱讀活動的經驗。 

 

 圖書館統籌及策劃「初中閱讀獎勵計劃」，鼓勵初中學生廣泛閱讀。閱讀內容包括

指定數量的中文及英文指定書籍或配合年度主題的推介書籍。又與科組緊密合

作，推廣閱讀。部份科目如英文科會配合教學主題，安排同學到圖書館借閱有關

書籍；普遍科目也有本科的閱讀計劃，例如：中史科會安排課外讀物《歷代政治

家》，讓同學在閱書後，挑選書內其中一位政治家作研習，提升同學的學習興趣。

數學科於中一、二級安排閱讀篇章後完成問題，中三全級會完成一次數學科閱讀

報告。 

 

 圖書館帶領同學到失明人協進會，認識點字書及其製作和失明人如何閱讀，另著

同學進行「有聲好書」活動 — 朗讀書本精彩章節，並贈送有聲書予協會，讓失

明人能享受閱讀之樂，讓同學學習回饋社群及增廣見聞。學生因此活動而增加閱

讀興趣，借閱書籍率亦上升。 
 

2.6 德育及公民教育：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負責制定學校有關德育及公民教育的活動及內容，如周會及班

主任課等；除此之外，各科亦於適切的課題上加入德育及公民教育的元素，將正

確的人生觀及價值觀滲透於學與教，例如企會財科於教授現金簿及銀行往來調節

表時灌輸學生有關不能監守自盜的價值觀；中史科善用不同的課題或歷史故事，

向學生灌輸品德教育，讓學生在批判歷史事件或評鑑歷史人物的同時，能夠建立

正確的人生觀及價值觀。 
 

2.7 其他： 

 設中一迎新，讓新生學生及家長了解學校開設的初中課程及理念；中三分別設學

生及家長的選科講座 (網上進行)，又設模擬選科活動，目的是讓學生簡單了解各

個新課程的內容，從而選擇升讀中四的合適科目；中六學期初設模擬成績放榜活

動，一方面給學生了解由各科任老師評估出來的整體成績，進而調節步伐，努力

應對中學文憑試，另一方面讓學生對中六後出路預早訂定清晰目標，盡早規劃生

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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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學校參加教育局的「中學校本課程發展支援服務」，由副校長帶領學習組主

任，聯同中英數三科科主任和老師出席。這次校本支援以初中的中、英、數科為

試點，配合本校「三年計劃」中推動電子學習目標，並回應上學年(2018-19)「教

育局質素保證外評報告」中提出照顧學習多樣性建議，嘗試於課堂教學及課業設

計上，運用平板電腦及一些教學軟件，推動電子學習及照顧學習多樣性。 

 

 英文科於中二級有效運用 Padlet, Kahoot 及平板電腦，配合恆常運用的電腦簡報、

分組工作紙等學習工具，教授 Letter of Advice，大大提升學生學習動機，促進師

生互動及生生互動；同時亦以不同策略(Idea Wall、不同程度選擇課業)，照顧學

生的學習多樣性，完成一節高效能的課堂。中文科同樣於中二級運用 Kahoot、出

版社的電子教材套及平板電腦，再配合分組工作紙，教授律詩《春望》。課堂佈

局層層遞進，老師透過 Kahoot 悉心安排不同層次的問題，照顧不同學生的學習

需要。此外，老師亦精心安排不同程度的「電子學習小錦囊」，讓不同能力的學

生主動學習。為持續發展，英文及中文科分別於科內分享是次教學成果，並透過

共同備課節，分享相關電子學習的軟件及教學策略。總括而言，透過是次校本支

援服務，中文科及英文科的課研均能達到預期目標，有關老師亦獲益良多。在此

多謝中學校本課程發展支援服務組盧志立先生的用心協助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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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1. 靈育的啟迪 
 

 本校重視基督教教育，六育並重，以基督無私大愛的精神，培育學生品德，提供多元平

台，全面發展學生潛能，令學生在重視學業之餘，更關注個人成長，在身心靈方面，有

平衡的發展，成為良好公民，關愛社群，回饋國家。 

 本校基督教教教育組及宗教科老師積極推展校園福音工作，傳揚基督大愛，栽培學生靈

命，並配合夥伴教會---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安福堂及馬鞍山浸信會，以不同形式見證基督

福音。 

 在佈道及栽培工作方面，透過籌辦不同的活動如：早會、福音週會、見證分享會、福音

營、聖誕慶祝會、福音週等活動來向學生傳揚福音。每年度均舉辦中一成長福音營，有

四十位同學決志信主，夥伴教會和老師為同學籌組關愛小組或信仰基礎班以栽培及跟進

決志同學。 

 本組每年跟夥伴教會恩福馬鞍山堂合作在中一級推行牧愛計劃，老師及教會導師透過至

少十五次的聚會，建立同學正面的信仰價值人生觀，在傾談中，同學認為活動有助關愛

同學成長的需要，能建立校園關愛文化及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培養同學互助互愛的精

神。 

 運用午膳及放學時段舉行關愛小組活動，成功地提供平台讓同學學習彼此關愛、建立和

諧校園，從中進行佈道及栽培工作，效果令人滿意。 

 本年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跟恩福馬鞍山堂及本校協辦親子品格學堂(馬鞍山校)，籌辦共

三次專題講座，家長投入，效果良好。 

 為培養老師團隊的身、心、靈健康，透過籌辦教職員退修會、教職員團契、祈禱會及邀

請老師出席福音佈道聚會等活動，讓教職員彼此認識，互相支持，建立關愛和諧及積極

正面的教師團隊。今年只有三次的老師關愛小組及 3 次教師團契活動。 
 

 

2.  訓輔導的培育 
 

 本校重視學生品德的培養，貫徹「訓輔並重」的精神，營造正面的學習環境，共同培養

學生正面的價值觀。透過各級級會、訓育例會、輔導例會、訓輔及社工會議等，關注學

生各方面的表現，共同商討適當的處理方法。在處理學生的違規行為同時，又給予學生

改過的機會。 

 為協助學生成長，本校續聘兩名社工及四位學生輔導員，共同支援老師關愛學生。同時，

亦加強級本網絡，共建關愛校園。級委會統籌及協調全級訓輔活動，帶領班主任規劃不

同主題，推行以級為本的學生成長活動。透過班際活動或比賽，建立班風及提升對班的

歸屬感; 亦拓展班內及級內的關顧文化及互助互愛的精神。 

 全校各級設立雙班主任制度，加強對學生的關顧。亦定期安排班主任接受專業培訓，學

習班級經營，共譜和諧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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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輔導委員會定期安排周會講座、個別輔導、小組輔導、班主任課、家長日、「大哥哥

大姐姐計劃」、領袖培訓計劃及其他輔導活動來協助學生個人成長。 

 本校有家訪的措施，加強家校溝通，家訪另一目的是表揚學生學校良好表現，感謝家長

合作，亦可進一步了解學生的需要。 

 近年推出「自新計劃」，協助學生改過遷善。因此，學校致力培訓學生領袖，每年舉辦

領袖訓練營、培訓工作坊、體驗學習及聯誼活動，建立積極正面的態度及團隊精神，提

升學生的責任感，學習解難能力，並通過朋輩網絡，支援學生成長。 

 透過早會和周會的主題分享，及多表揚學生正面行為，營造積極正面的校園文化（好人

好事）。 

 此外，每年均推薦 5-10 位領袖生參加領袖生北京領袖團，既能交流經驗，又能增廣見

聞。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是以朋輩協助的模式進行，高中學生從學習及情緒支援等方面，提供

個人輔導服務，協助中一級學弟妹融入校園生活，加強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建立關愛

文化及服務精神。 

 每年舉辦中一迎新活動、中一家長迎新晚會及中一午膳輔導活動，使新入學同學盡快適

應本校生活，讓家長明白本校情況。 

 為幫助學生學習正確的態度和生活技巧去面對成長中的挑戰，中一及中二級設有「成長

新動力課」，而中一至中五級均設有性教育工作坊，由政府衛生署及青年會社會工作部

協助推行。在各級舉辦了不同類型的性教育講座及小組，培養學生正確的性價值觀。 

 學校今年參與醫教社計劃，與衛生署及社會福利署共同支援學生，藉問卷調查及支援小

組，協助學生學懂尊重及愛惜生命。 

 本校成功申請兒童發展基金計劃(CDF)，社工劉偉立先生負責統籌一系列小組活動、家

長工作坊及親子旅行，讓參加計劃學生及家庭享受親子之樂，並學習理財規劃和善用儲

蓄。 

 在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方面，本校是採用全校參與模式，運用不同津貼，增聘教

學助理及購買外間機構的服務，照顧個別差異。 

 本校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及成績稍遜的學生提供不同支援措施。如學生的社交訓練，及課

後功課輔導班、試前溫習班等，提高讀寫能力訓練班。假期亦安排培訓活動，提高學生

的自信心，效果顯著。同時，定期安排家長面談，共同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疫情期間，由於各班主任每星期均致電學生了解他們近況，學生學習情緒及個人生活大

致平穩。至於有個別家境及情緒需支援的學生，班主任亦能即時轉介給社工、學習支援

組 SENCO 及四位學生輔導員，學生身心都受到關顧。 

 
3. 德育及公民教育 

 
 本校邀請不同的嘉賓主講德育講座及於早會、周會分享，目的是建立學生正確的價值觀。 

 本年度繼續優化班主任課，加強一些品德的處境例子，讓同學在討論之中建立正面的價

值觀，亦安排教師分享時段，激發學生尋夢；以及安排學生閱讀勵志故事，豐富學生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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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探索如何建立目標為本的生活習慣。 

 本校每年都安排中三級參加教育局舉辦的同根同心境外交流計劃，擴闊學生生活經驗。 

 為使學生多關心社會，全體學生於十二月份參與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此活動是提

供機會，希望學生從多角度思考及分析新聞，以明辨慎思的精神，閱覽不同媒體的報道；

同時以客觀持平的態度，了解各方對新聞事件的評論和立場，加強閱讀新聞的深度。 

 德公組每年與社福界或青年會社區服務單位合作，籌辦中三級義工服務計劃。同學會有

兩次義工培訓，並前往多間區內或區外的復康機構服務，包括：東華三院陳嫺安老院、

伸手助人協會畢尚華神父護老頤養院、香港神託會創薈坊及保良局地區支援中心(沙
田)。讓同學學會包容及體諒，亦學懂感恩之心。 

 德公組每年推薦約二十位同學，参加《基本法》大使培訓計劃。啟發學生多角度思考和

分析本港法制的特色。亦會安排學生參加由政府或不同機構舉辦的《基本法》活動或問

答比賽，讓學生有機會展現才華，認識香港與祖國。 

 
4.  升學及就業輔導 
 升學及就業輔組老師積極擬定以全校參與模式，協助各級學生認識自我、探索未來，學

習生涯規劃。同學一般通過電郵、Whatsapp 等查詢或預約升學及就業輔導服務。升輔

組老師不斷收集及整理本地、海外升學及就業資料，並通過電郵、Facebook、SMS 及刊

物發放最新升學資訊。 

 升學組特別為中三同學舉辦模擬選科活動：透過一系列講座、班主任課、家長講座，如

大學聯招、職訓局入學講座及參觀、中學畢業生出路講座、公開試放榜講座等，定期提

供適切的升學及擇業資訊，讓學生思索將來的個人發展方向，盡早為升學選科作出準備

及認識文憑試以外的其他出路。同時，每年九月初都安排中六模擬放榜，提升預早報讀

大學及院校的動機及作出升學或就業的心理準備。 

 中五及中六班主任每年均會與同學作個別面談最少兩次，內容有關人生方向、個人目

標、升學及就業等問題，期望同學制定、實踐及檢討策略，班主任加以輔導及跟進。  

 中六同學可以免試直接報讀本地、內地及臺灣大學，故特別安排內地、台灣及其他升學

出路的講座及家長晚會。 

 配合大學及專上院校聯合招生，本組修訂及整合了其他學習經歷的記錄系統及流程、舉

辦工作坊、安排同學撰寫相關文件等。為畢業班同學撰寫推薦信，協助同學在本港、兩

地及海外升學。 

 升輔組亦定時舉辦其他升學就業的活動，如商校伙伴計劃、公司參觀、求職面試工作坊、

理財遊戲、生涯規劃工作坊、工作影子計劃等，幫助同學尋找自己的目標及借鑒別人成

功的經驗。 

 升輔組每年均檢視校本獎勵計劃，經與牧愛委員會各成員共商後，加以優化，令教師及

學生有基本了解，以推介學生申請不同的校內及本地的獎學金，鼓勵學生努力求進步。

同時，亦定期於早會、周會、開學禮、畢業禮及結業禮頒發獎項，表揚及強化良好品行

及學業以外的表現，亦藉此樹立榜樣，激勵其他學生向着自己所定的標竿努力。 

 本校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各類校外獎勵計劃，在不同範疇，學生皆全力以赴，獲得良好成

績及獎狀。此外，本組亦積極鼓勵及協助同學申請各類獎助學金，以肯定同學表現及令

有經濟困難的學生獲得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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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社區聯繫  
 

 本校的家長教師會與學校是良好的合作夥伴，積極支援學校工作及活動。家教會家長幹

事每年出席中一家長座談會，親子品格學堂，陸運會及畢業典禮，加強與與其他家長聯

繫。 

 出版【今日青英】及刊印家長手冊，促進家長對學校的了解。家教會委員更參與支援學

校工作，如幫忙帶隊、午膳看管等，亦撥款資助本校的獎勵計劃，鼓勵學生努力向上，

盡顯對學校師生的關懷及支持。 

 家教會亦定期舉辦不同的活動，聯繫家長間的友誼，包括親子旅行，升學及專題講座，

職業訓練局課程講座，參與「家長也敬師」運動及心意卡設計等。此外亦資助學校頒發

給教師的「風雨不改獎」，以示對老師的鼓勵與欣賞。 

 本校師生情誼甚濃，除經常回校探望老師外，就讀大專院校或已畢業的校友都願擔當課

後補習班導師、擔任講座嘉賓介紹升學就業資訊或捐贈獎學金，表達對母校深厚關懷之

情，積極支持學校活動及發展。 

 校友會亦舉行不同形式的聚會凝聚校友，於學校舉辦球類活動或比賽、燒烤或聚餐，彼

此聯絡感情，回憶昔日開心歲月。 

 學校發展組致力推廣學校，定期更新學校網頁，推介學校，讓區內坊眾對學校有更多認

識。同時，發展組積極聯繫區內中小學及社區團體，每年特意安排該校畢業生參與義工

服務，回饋母校及社區。 

 每年的學校資訊日，會開放校園，供區內外的家長及學生參觀。亦舉辦小學外訪活動及

接待本地及海外學校參觀，增進彼此的交流。亦安排學生參與社區活動及比賽，與社區

建立緊密合作關係。 
 

五. 學生表現 
 

1. 香港中學文憑試 
 本學年的中學文憑試成績共有 17 個科目的合格率均高於全港水平，其中 15 科及格率達

90 %或以上；10 科及格率達 100 %，包括：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組合科學(生物、化

學)、經濟、地理、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歷史、數學延伸部分二 (代數與微積分)、體

育、旅遊與款待科和視覺藝術。本屆中六學生因為疫情停課影響，老師未能如往年一樣，

安排文憑試最後操練，成績仍與去年相若，有賴老師運用網上工具督導同學，努力温習。 
 
2. 課外活動的參與 
 本校的學生課外活動主要由全方位學習組統籌。學校整合「其他學習經歷」，將大部份

課外活動時段於正規課堂時段內進行，全年安排了九次學會活動，讓每位學生都能參

與，盡量發掘學生潛能，培養不同興趣，增強學生相互溝通及建立歸屬感。 

 全方位學習組每年均舉辦培訓活動，安排學生會、四社及學會幹事參加，令學生掌握統

籌活動及管理學會的技能，更重要是團結學生，共同學習為學生謀取福祉及建立良好溝

通技巧。本年度十二月期間，「學生會及四社領袖訓練」活動於烏溪沙青年新村進行，

共有 98 學生參與三日兩晚的活動。大部份參加者表示滿意活動內容及感到自信心有所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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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獎項及成就 

 

1) 獎學金 

名稱 舉辦機構 班別 姓名 

應用學習奬學金 羅氏慈善基金 6A 馮家杰 
領展大學生獎學金 - 大學一年級獎學金 領展 6D 

(18/19) 
翁耀賢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 6C 李詠心 

6D 李芷茵 
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 扶貧委員會 5D 林奐忻 

5D 劉映芊 
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3A 陳偉耀 

3A 林紀君 
19-20 青苗學界進步獎 青苗基金 1A 陳美卿 

1B 黃浩霖 

1C 朱啟堯 

1D 李翠顏 

2A 曹雪 

2B 周卓頤 

2C 陳允藍 

2D 何天恩 

3A 張卓熙 

3B 陳嘉龍 

3C 陶靜儀 

3D 殷熙嵐 

4A 黃惠琪 

4B 黃宏志 

4C 郭希曼 

4D 梁雅賢 

5A 劉鎧翹 

5B 刁志龍 

5D 林杜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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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獎項及成就 
項目(舉辦機構) 成就 班別 姓名 

STEM 
勇闖明「Teen」、「你」想智慧城市 

(騰龍青年商會、九龍東北扶輪社) 

 - 高中組 

亞軍 6C 
6C 
6D 

黎璟恒 
林穎欣 
余振韜 

學術 
2018-19 中文狀元挑戰計劃 (香港教育城) 
- 高級組第三期 

中文狀元 4A 羅文萱 

2019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音樂事務處) 
- 中學初級組管樂團 

銀獎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9 周年學生徵文比賽 
(新界校長會) 

優異獎 5A 胡淑卿 

新閱會「陪你讀留在家」網上活動 
(新鴻基地產新閱會) 

優異獎 1A 林家銳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 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證書 1A 周曉欣 
 
 
 

良好證書 1C 
3B 
3B 

陳塱曦 
楊溢華 
葉俊杰 

- 粵語散文獨誦 亞軍 2D 葉晶晶 

 
 
 
 
 

優良證書 1A 
1A 
1C 
2D 
2C 

鍾恩賜 
馮慧欣 
章凱盈 
葉晶晶 
李曉宇 

 
 
 

良好證書 2C 
2C 
2C 

李翰林 
李諾謙 
黃曉琳 

- 普通話散文獨誦 良好證書 1B 周聖恩 
恒大中文文學獎(中學組) 
(香港恒生大學) 

中學組優異獎 5B 施昊均 

《晶文薈萃》網上優秀文章展廊 
(巧克力網上學習平台) 

十優文章獎 5B 劉子昂 

5B 吳均琳 
2019-2020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香港賽區)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金獎 2A 蕭凱鴻 
銅奬 5B 何美瑤 
優異獎 2A 余凱 

2D 鄺淑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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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 施昊均 
6C 黃國棟 

全國一等獎 2A 蕭凱鴻 
全國二等獎 5B 何美瑤 

第 六 屆陳 贊 一博 士聯 校 微型 小說 創 作獎

(2019-2020) (陳贊一博士教育基金) 
高中組冠軍 
初中組推薦獎 

5B 
2A 

施昊均 
余凱 

第四屆「共融@動靜一刻」創作比賽 
(香港關顧自閉聯盟) 

優異獎 3D 關可悠 

 3A 陳偉耀 
  4B 陳岳鴻 
  5B 龍智行 
  6B 譚俊傑 
  5D 羅正熙 
  3A 曾燁晞 
  4B 龍銘源 
  3D 徐毓曈 
  3A 盧靖嵐 
  3A 張卓熙 
第十二屆「啟慧中國語文廣播劇創作暨演繹比賽」 
(聰穎教育慈善基金) 

亞軍 1C 李雋鏗 
最受歡迎網上投票獎 1C 章凱盈 

  2C 李曉宇 
  4C 盧梓健 
  5B 龍智行 
第十二屆「啟慧中國語文廣播劇創作暨演繹比賽」

(聰穎教育慈善基金) 
季軍 2C 黃曉琳 

 3A 鄭然泰 
  3A 關華希 
  3A 黃丁仁 
  3A 容智穎 
2020 第二十六屆聖經朗誦節 (漢語聖經協會) 嘉許獎 1D 梁日晴 

領袖 
第六屆沙田區傑出青年領袖計劃 
(義連班、沙田婦女會) 

嘉許獎 4D 溫曉琳 
傑出青年領袖獎 4D 梁雅賢 

體育 
沙田節 2018 沙田分齡田徑比賽 (沙田體育會)    
- 女子青少年 FD 組標槍 季軍 4B 陳慧瑩 
- 女子青少年 FD 組推鉛球 冠軍 3D 馮琳 
沙田節 2019 沙田分齡田徑比賽 (沙田體育會)    
- 女子青少年 FC 組標槍 冠軍 5B 黎喜怡 
- 女子青少年 FC 組鐵餅 季軍 5B 黎喜怡 
活力、汗水三人籃球賽 (富寶花園業主立案法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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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子公開組 冠軍 3C 謝寶賢 
  5A 何慧琪 
  5A 關美寶 
 季軍 3B 李洛瑤 
  3B 梁綺娜 
  3B 黃惠琪 
- 女子少青組 季軍 1B 譚念津 
  2B 李柏瑤 
  2C 郭海祈 
  2C 陶靜儀 
  2D 殷熙嵐 
暑期青少年田徑訓練班測試賽 (南業體育會)    
 - 女子組推鉛球 冠軍 5B 陳慧瑩 
 - 女子組標槍 冠軍 5B 陳慧瑩 
沙田區分齡游泳比賽 (康文署)    
 - 女子青少年組 100 米自由泳 亞軍 5B 陳慧瑩 
 - 女子青少年組 50 米自申泳 第五名 5B 陳慧瑩 
屬會新秀游泳比賽 2019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 50 米自由泳 亞軍 5B 陳慧瑩 
 - 100 米自由泳 第四名 5B 陳慧瑩 
香港國際飛鏢節青少年飛鏢公開賽 (飛鏢工房) 季軍 5B 葉芊穎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學界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 女子甲組籃球第一組別 季軍 3A 李穎心 
  4A 謝寶賢 
  4B 馮琳 
  4B 梁曉珊 
  4B 吳靜雯 
  5A 何綺雯 
  5A 郭芷琪 
  5B 李嘉儀 
  6A 何慧琪 
  6A 關美寶 
- 女子丙組自由泳 亞軍 2D 吳譿棱 
- 女子丙組背泳 冠軍 2D 吳譿棱 
- 男子甲組標槍 冠軍 6A 黃熾林 
- 女子甲組標槍 冠軍 5B 黎喜怡 
 季軍 5B 陳慧瑩 
- 男子乙組擲鐵餅 冠軍 3A 林紀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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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子甲組擲鐵餅 季軍 4B 馮琳 
 殿軍 5B 黎喜怡 
- 男子乙組推鉛球 殿軍 3A 林紀君 
- 女子甲組推鉛球 殿軍 5B 陳慧瑩 
- 男子乙組跳高 冠軍 4D 鄭德智 
- 女子乙組跳高 亞軍 3C 林心琪 
- 男子乙組跳遠 季軍 4D 鄭德智 
- 女子丙組 100 米 殿軍 1D 曾凱穎 
- 女子丙組 400 米 亞軍 1D 曾凱穎 
- 女子丙組 800 米 冠軍 2B 譚念津 
- 女子丙組 1500 米 冠軍 2B 譚念津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 乒乓球(屯門) 季軍 3D 陳日松 
 - 乒乓球(沙田) 殿軍 3D 陳日松 
親子雙人保齡球邀請賽 (保齡動力) 亞軍 5B 陳慧瑩 
電競聯盟 - 傳說對決 (香港小童群益會)    
 - 銀盾賽 冠軍 4B 龍銘源 

藝術 
面具設計比賽 2019-2020「向歧視說不! 」 
(愛滋寧養服務協會) 

優異獎 1A 蔡梓朗 

 1B 陳彥希 

  1D 梁日晴 

創意思維世界賽香港區賽 2019-20 
 - 襟章設計比賽 

亞軍 1C 區綽嵐 

季軍 3C 方智詠 

「你我同心  共展關懷」心意咭設計比賽 
 (香港未來發展協會) 

優異獎 3C 方智詠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填色比賽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

處) 

優異獎 1A 趙文韜 
 1A 黎卓翹 
 1A 葉昊臻 

  1C 章凱盈 
  1D 湯程雅 
  3C 郭海祈 
  3C 伍柏誼 
  3C 陶靜儀 
  3C 胡榕容 

服務 
2019 聯合國兒童基金青年使者計劃 
(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 

獲委任為青年使者 5D 楊子鋒 

YM Volunteer 2018-19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金章 4B 吳卓桐 

 4D 雷宛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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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B 陳慧瑩 

  5B 黎喜怡 

 銀章  9 人 

 銅章  74 人 

 新晋義工獎  9 人 

 新星獎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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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財務報告 

政府津貼賬  上期盈餘   收入   支出  結餘 

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1,903,510.60  2,066,595.00  1,585,392.38  2,384,713.22  

行政津貼 1,211,112.47  4,019,048.00  3,860,831.39  1,369,329.08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1,847,869.37)  420,652.00   593,397.07  (2,020,614.44) 

消減噪音津貼  82,476.00   -     -     82,476.00  

校本支援計劃津貼  34,576.90   5,746.00   10,562.00   29,760.90  

校本管理額外津貼  -     50,000.00   -     50,000.00  

空調設備津貼  326,895.65   579,329.00   273,828.00   632,396.65  

學校發展津貼  975,384.35   634,017.00   531,508.72  1,077,892.63  

  2,686,086.60  7,775,387.00  6,855,519.56  3,605,954.04  

 
不納入「營辦津貼」/「擴大的營辦津

貼」的津貼 
 上期盈餘   收入   支出  結餘 

中學學習支援津貼  376,974.94   1,219,000.00   1,438,934.27   157,040.67  

多元學習津貼 - 其他課程  46,533.96   84,000.00   85,291.59   45,242.37  

多元學習津貼 - 應用學習課程  -     218,725.00   218,725.00   -    

全方位學習津貼  -     1,158,000.00   135,141.00   1,022,859.00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現金津貼  -     109,200.00   109,200.00   -    

在學校推動電子學習的一筆過資訊科

技津貼 

 14,740.00   66,740.00   95,700.00   (14,220.00) 

德育及國民教育支援津貼  504,200.00   -     -     504,200.00  

學校行政主任津貼  -     534,660.00   529,200.00   5,460.00  

姊妹學校津貼  133,019.37   154,950.00   -     287,969.37  

資訊科技人員支援津貼  274,236.00   317,338.00   399,780.00   191,794.00  

關愛基金援助項目–資助清貧中小學

生購買流動電腦裝置以實踐電子學習 

 -     195,925.00   195,925.00   -    

暑期閱讀計劃—「書出知識－贈閱圖

書」試行計劃 

 -     52,400.00   30,817.25   21,582.75  

開放學校設施推動體育發展計劃津貼  -     90,000.00   90,000.00   -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     106,600.00   106,600.00   -    

防疫特別津貼  -     25,000.00   25,000.00   -    

一筆過特別支援津貼 - 加強校舍清潔  -     100,000.00   -     100,000.00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  2,378,855.30   978,366.50   1,525,577.92   1,831,643.88  

推廣閱讀津貼  18,783.35   61,980.00   24,950.68   55,812.67  

 
 3,747,342.92   5,472,884.50   5,010,842.71   4,209,38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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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回饋與跟進 
 

 本年度是 2018-2021 發展周期的第二年，本周期的重點，仍是建立正向人生。在啟發

學生探索人生真諦方面，基督教教育組與宗教科都善於利用課堂，安排小組活動，培育

學生正向思考; 亦抓緊機會，於第一學期安排福音周活動，利用不同渠道，鼓勵學生思

索人生。因停課關係，未能有足夠時間跟進學生對生命的思考。期望明年能與夥伴教會

合作，儘早完成福音周活動及規劃跟進工作。 

 

 上年度大多數的成長活動都因半日課及減少彼此面對面交流的因素而處於寂靜狀態，對

學生身心靈的發展有所虧欠。如何利用現有的免費社交媒體或購置新的程式，加強學校

與家長及學生的聯繫是刻不容緩。 

 

 此外，學校亦須與外間團體合作，構思新的網上的成長及輔導活動，以應對實體課堂減

少對活動推行的影響。同時，可能多搜索或創作更多網上資源，令學生或家長可以自行

學習，掌握個人自我成長的資訊及減壓或多元興趣活動。現今學生都已掌握看 Youtube 
學習新的技能如烹飪、唱歌舞蹈及瑜伽運動等。老師正改變思維，學習新技能，將成長、

生涯規劃、義工服務及學生、老師及家長小組交流活動於網上推行，並相信其成效不亞

於實時課堂活動。 

 

 當然牧愛委員會及各科組仍會緊密協作，繼續善用外間及辦學團體的資源，令不同班級

及不同類別的學生，都能有機會參與所舉辦的活動及比賽，令學校成為各展所長的平

台，更希望學校是家庭的縮影，學生友愛共融，彼此欣賞及互相支持，以基督信仰為基

礎，成為正能量基地，培養學生的正面態度和價值觀。 
 

 學校會善用新推出的全方位學習基金，參與不同活動，加強學生對基本法的認識及對國

家民族情感的培育，參與境內及境外活動豐富學生學習經歷，提升學生抗逆力，培育學

生正向思維。 
 

 學與教方面，本學年為學校發展計劃新周期的第二年，繼續以「提昇學習動機」為關注

事項。本學年成立的專責小組汲取往年經驗，儘早安排中一新生購買平板電腦，加強推

行 BYOD 學習的進程，推展中一及中二學生運用平板電腦進行電子學習。各科運用網上

資源及電子工具，開展了科本的電子學習進程，配合學校發展，老師及學生運用流動電

腦裝置、電子應用程式等電子學習工具技巧尚算純熟；此外，老師普遍能適當運用豐富

學習資源，如短片、歌曲、圖片、實物等協助學生掌握學習內容，亦能透過電子學習平

台即時展示學生的學習成果，並給予具體回應，促進課堂的互動性，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整體而言，教師適切運用多樣化的學習資源及電子學習工具，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動

機；又運用多元策略，深化學生學習，加強學生回饋，照顧個別能力，促進學生自學及

個人化學習。 

 

 此外，新冠肺炎疫情促使各科積極開展科本的電子學習課程。老師經歷了本學年第二及

第三學期在家網上教學的環境，已適應網上課堂的運作；老師運用 Google Meet 或 Z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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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平台，同時不斷發掘更合適的電子學習工具持續優化網上教學；另外，如何布置課堂

促使有效的師生互動及生生互動，如何維持學生學習動機等，是值得花心思探討的問題。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反覆，學校或要準備面授課堂與網上課堂的混合上課模式，甚至長時

間進行網上授課，因此，進一步深化個別科目的專業發展是必須的，學校會繼續利用共

同備課、觀課等平台，促進專業交流，分享成功的教學成果，亦會定期舉辦專業發展活

動，邀請專家或其他學校的教師舉行專業發展活動或工作坊，讓老師於面授課堂或網上

課堂都能靈活運用合適的電子軟件配合教學。此外，各科亦繼續積極籌備或製作更多的

電子學習教材，或將已有的學教材料優化，將電子學習滲透於各課題之中，為將來的疫

情早作準備，繼續貫徹停課不停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