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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 們 的 學 校
1. 辦學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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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學校簡介





本校創辦於一九五二年，由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主辦。原校址在九龍窩打老
道二十三號，於一九九零年遷往馬鞍山。本校校訓為「真理、自由」(約 8:32)。
本校設有兩個多媒體學習中心、一個電腦室、一個大型舞蹈室及語言活動中心。
全校安裝空調，各課室、特別室及禮堂皆設有電腦、投映器及實物投映器。本
校亦可使用本會烏溪沙青年新村的各項設施。
未來的關注：鞏固課堂常規、掌握學習重點；配合語言微調、提升英語能力。

3. 學校管理





本校推行校本管理，校董會成員皆為專業人士。
學校行政會議由校長、副校長及九位主任級教師組成，並邀請諮議會代表參加，
共同策劃及檢討重要校政。
學校鼓勵全體教師參與制訂學校政策及目標，商討校務，並定期以問卷形式收
集教師意見及作出回應。
校長每學年與全体同工對話，又與每位老師最少個別面談一次，收集每位老師
對學校或校長的意見或建議。

4. 優化班級結構



2010 年 9 月，本校中一由五班減為四班，並逐年減一班，至 2015 年全校改為
24 班。
同學的表現給教師留下正面的印象，學生質素獲得優化。成績較弱的學生減少
22%，學習障礙的學生減少 53%。

二 .我 們 的 教 師
1. 教職員資料




2010-11 年度總教師人數共 63 人其中 3 位為由撥款增聘的合約老師，其他員工
包括實驗室技術員 3 人、全職及半職文員 8 人、資訊科技技術員及 IT 種籽共 4
人、助理教師 6 人、社工 2 人、活動助理 2 人、全職及半職校工 13 人。
本學年年終有 5.4 位常額老師離職、2 位合約老師及 2 位助理教師約滿；原因包
括退休或投入新的工作領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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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學歷及年資
具學士學位或以上
94%
0-4 年教學年資
40%

具碩士學位
41%
5-9 年教學年資
19%

已接受師資訓練
97%

10-19 年教學年資
27%

20 年或以上年資
14%

3. 教職員發展活動


為配合本學年關注事項：「優化課堂教學 照顧學習差異 配合語言微調
提
升英語能力」
，本校為教師舉辦不同的工作坊，讓同工得合適的培訓，配合工作。
 同時學校亦關注同工的健康，每年暑假中舉行退修營，讓各同工重新得力，面
對工作。另定期舉辦康體活動，讓同工在繁忙工作中鬆一鬆。
 為配合提昇英語能力，本校於 2011 年 5 月舉辦英語海外交流團，目的地為新加
坡。行程探訪了當地的教育機構，了解教育情況，作交流了解。全程由英語導
遊帶領，同工之間亦用英語溝通，營做了良好的英語語境。
 本學年的活動列表如下：
日期
主題
負責人 / 講員
25-09-2010 「提升公開試成績」工作坊
教務組、教職員發展組
19-11-2010 遠足
教職員發展組
14-01-2011 齊齊做瑜珈
教職員發展組、
「教育城教學資源」工作坊
資訊科技及評估組
19-03-2011 教師專業交流月(2011)「課程發展與教學實香港教育局
踐」教育會議
21-03-2011 「照顧學習差異」工作坊
林錦芳女士
22-03-2011 至 主任教師培訓營
教職員發展組
23-03-2011
06-05-2011至
10-05-2011
09-05-2011
11-06-2011
23-06-2011

主題：凝聚團隊, 激發潛力
英語海外交流團

教職員發展組、英文科

「如何教導學生建立英語字庫」工作坊
聯校教師會議
香港學校管治與法律講座

林錦芳女士
香港教師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會

4. 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




為配合教育改革之需要，全體老師已落實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政策，並進行(i)有
系統的學習(例如短期訓練課程、研討會及會議、工作坊、教育碩士課程等)；
及(ii)參與其他模式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 (例如與校內或校外人士分享良好或
創新教學法、參與教育事務委員會、為專業發展活動擔任導師或講者等)。
練志強校長於 2010-11 學年作各類持續專業發展之時數為 220 小時。全體教師
於 2010-11 學年作各類教師持續專業發展 (CPD) 之平均時數為 73.8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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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們的學生
1. 班級結構及學生人數 (截至 14/7)
級別
班數
男生人數
女生人數
學生總數

中一
4
77
57
134

中二
5
99
90
189

中三
5
98
92
190

中四
5
93
93
186

中五
5
82
105
187

中六
2
31
32
63

中七
2
30
34
64

總數
28
510
503
1013

2. 學生出席率及退學人數(截至 31/8)
級別
出席百分率
退學人數

中一
97.8%
5

中二
97.3%
7

中三
98.3%
6

中四
97.7%
9

中五
97.6%
7

中六
98.0%
7

中七
95.8%
0

3. 學生升學情況



中三初中成績評核派位方面，全級共 190 人，符合教育局派位資格為 100%。
中七級聯招方面，全級共 64 人，符合學士學位入學要求的比例為 45% (29 人)，
成功入讀大學的比例為 31%(20 人)。

四.我們的學與教
1. 學校上課日數
中一至中四及中六級學生全學年上學總日數為 190 天，包括課堂授課日數 152 天、
考試 23 天、為全級學生安排學習之活動為 15 天。

2. 八個學習領域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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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與教政策










每年透過兩次統一測驗、兩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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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由校長及科主任觀課及檢查課業，並向教師回饋教學及批改質素的意見。
亦有科主任互相觀課，增加專業交流。
初中英文科設協作及分班教學，以減低師生比例；各科亦設有拔尖及補底政
策，以照顧學習差異，加強學生的學習效能。
中一、二級設統收功課計劃，中一至中三亦設功課跟進班、網上查閱功課計劃，
並設有「良好課業獎」以鼓勵及訓練學生交功課的習慣。
中文、英文、數學、科學及通識科均設有科研節，另有共同備課計劃，並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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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與教回饋問卷調查」計劃，讓學生給予老師寶貴的回饋。
在正規課程外舉辦各種活動以加強英語學習，例如英語早會、英語增潤課程、
中一英語銜接課程、中二英語活動營、中三升中四英語預備班、英語日、英語
週、英語日營等。亦增聘多一位外籍老師協助提升英語水平，設語言活動室，
由專職老師管理及推廣英語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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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支援組亦定期舉辦各治療小組、個別補習班，並增購儀器協助學生，
更透過攤位遊戲同樂日推廣共融信息。

五.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1. 個人輔導工作









透過大哥哥大姐姐計劃，中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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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升大哥哥大姐姐的責任感、自我形象及團隊精神，每年舉辦培訓日營、體
驗學習及聯誼活動。
每年舉辦中一迎新活動及中一家長日，使新入學同學盡快適應本校生活，讓家
長更明白本校情況。
為幫助同學正確的態度和技巧去面對成長中的挑戰，中一及中二均設「成長新
動力課」，而中一、中三及中五亦設性教育工作坊，由政府衛生署協助推行。
學校社工積極投入輔導學生，與個人輔導組關係良好，共同支援學生。
訓、輔組有良好的協作和溝通，共同支援遲到、缺課和情緒不穩的學生。
每年與訓導、德公及課外活動組合辦中三領袖訓練營，提昇學生的領袖素質。
輔導組與學習及評估組、社工協同支援 SEN 的學生，訂定清晰的鑑別、轉介
及跟進程序。

2. 訓導工作





整體學生紀律良好，大部份均很受教。
舉辦正面訓育活動，例如全部中一級學生參加「紀律訓練營」，效果良好；參
加由懲教處主辦之「更生先鋒計劃」、課後支援計劃之「抗逆成長訓練」等，
各方面支援學生成長。
領袖生訓練成效良好，本年度學校社工籌備一系列訓練活動，透過活動、工作
坊、訓練營，建立團隊精神，學習解難能力，學生積極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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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徹「訓輔並重」的精神，與輔導組共同處理違規學生，給予學生改過的機會
及拈導，成效顯著。

3. 升學及就業輔導









升學組為中三至中七同學舉辦不同講座，如大學聯招、職訓局入學講座、中畢
業生出路講座、名人成功秘訣分享會、公開試放榜講座等。
除譢座及工作坊等活動外，近年亦為致力準備新高中學制同學的升學需要，修
訂其他學習經歷的記錄系統及流程、舉辦不同講座及工作坊、安排同學撰寫相
關文件等。
特別在初中推行均衡教育計劃，並透過電子學習檔案，記錄每位同學之其他學
習經歷，以完備同學迎接新高中的要求。
為讓中三同學對新學制有更多認識，升學組特別為中三同學舉辦新學制講座、
選科講座及相關班主任課；更舉辦家長講座，讓家長一同參與中三模擬選科活
動。
升學組定時舉辦升學就業的活動，包括商校伙伴計劃、公司參觀、求職面試工
作坊、理財教育講座、生涯規劃工作坊、工作影子計劃等。
為畢業班同學發出推薦信，協助同學在本港、兩地及海外升學。

4. 德育及公民教育








以「學習彼此關愛、建立和諧校園」為主題，制定及推行班主任課核心課程、
舉辦多項跨科組協作活動。
與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恆安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合辦中一、中六級關愛和
諧社區義工服務計劃，到區內探訪獨居長者，同學表現優秀獲街坊認同。
與香港聖公會馬鞍山(南)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合辦中四級關愛和諧社區義工
服務，培訓同學策劃活動，到不同的中心服務；同學表現優秀，獲協辦機構及
受助單位表揚。
推薦高中同學參與由沙田青年協會主辦、沙田區議會協辦的「沙田節之大放義
彩」義工訓練及實踐計劃，及參加由沙田校長會主辦的沙田區學生大使計劃。
統籌校內升旗禮，國旗下的講話，以兩文三語進行早會及周會，營造語境。
主辦「同根同心」學生內地交流計畫，推薦同學參加辛亥革命之旅、浙江人文
交流團、「我的月亮」創意教育交流團、「我愛中華」夏令營、「低碳」國際青
年營、及「情繫祖國、延續愛心、廣西六天體驗交流團」。

5. 基督教教育




夥伴教會
本年度繼續跟夥伴教會中國播道會安福堂及馬鞍山浸信會合作，推動校園福音
事工及栽培工作，全面支援學生不同的需要。
佈道及栽培工作
透過籌辦不同的活動如：興趣班、福音週會、見證分享會、福音營、聖誕慶祝
會、福音週等來向學生傳揚福音。福音週以『有袮的愛、Teen Teen 天晴』為
主題，內容有午間詩歌分享會、嘉賓見証分享會、福音茶座、福音魔術、老師
見證分享、福音書展、信仰大搜查活動及佈道會，同學投入參加各項活動，在
福音週佈道會內共有 118 名同學決志信主。其後，夥伴教會和老師為同學籌組
關愛小組以栽培及跟進有關同學，共有 122 名決志及慕道的同學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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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團契及關愛小組
運用午膳及放學時段舉行團契活動，內容豐富，主題包括：從馬尼拉人質事件
看人生價值、團隊精神、建立溝通協作文化、愛惜光陰、生活優先次序的重要
等，此外，老師同時籌組關愛小組以關心學生需要和傳揚福音，以上團契及小
組活動合共超過 185 名學生人次參加。
老師靈命的牧養
為培養老師團隊的身、心、靈之健康，透過籌辦教職員退修會和教師團契活動，
讓教職員透過康體活動、專題及分享，彼此認識，互相支持，建立關愛和諧及
積極正面的教師團隊。此外，本年也組織教師詩班在聖誕節活動中獻唱，同頌
主恩。為重視教職員靈命的需要，經常邀請老師出席佈道聚會，又於逢星期三
午膳時段舉行教職員祈禱會，為學校、老師、家長及學生代禱。

6. 資 訊 科 技 教 育






學校網路升級至 L2/L3 設計，為主要骨幹以 10G 光纖連結以配合教學活動上傳
送影音檔案的需要
添置學生專用列印及打印機，提供更完善的資訊科技服務
針對語文科的需要，與供應商共同開發「閱讀園地」互動網頁以協助培養學生
的閱讀習慣
參與教育城及考評局合辦的「網上試題學習平台」，推動學生進行更有效的自
學
維護及更新校園的資訊科技和教學設施，全力支援學教活動

六. 本年度關注事項
1. 優化課堂教學、照顧學習差異













本年度中英數及科學科的共同備課/科研節的重點是共同分享學習單元的重點
及難點。亦鼓勵其他科目進行類似安排。
初中課堂教學、課業及評估(包括跟進 ELA 的推展)
在中一、二課堂內推行學習延展課(ELS _ Extended Learning Session)，每
循環周三節，協助初中學生建立學習習慣。
中三多元學習課，新增了電腦資訊、視藝及說話技巧培訓班，在評估方面，中
英數及科學科嘗試安排不同卷別，照顧不同能力的學生。
為支援學生學習，本校全年皆開放自修室。試前安排課後學習班，由經驗導師
或校友輔導，照顧不同能力的學生。
亦安排中五學生參加三日兩夜的奮進營，激發鬥志。更針對核心科目(中英數
及通識科)，邀請不同團體，分享應試技巧及升學就業資訊，支援中五(新高中)
及預科生對升學及就業的準備。
統整初中網上閱讀計劃 (E-class、Super English、ET learning)，鼓勵同學
按個人能力及興趣自學，同工則展開建立網上資源學習庫，提供不同學習渠道。
調適校本 SEN 支援計劃，支援同工照顧學習差異。
統整及加強支援各科校內及校外評核的數據分析(包括增值指標)
檢視初中術科及新高中各科評估措施(包括 SBA)
檢視及修訂成績報告表內容、學習歷程檔案(SLP)、學生個人推荐信，加強反
映不同能力學生的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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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與反思












本校安排教師工作坊，分享如何照顧學習異差，大部份同工認為工作坊能糎清
基本概念。
學習延展課是由班主任負責，能有效如加強學生建立學習習慣。2011-12 年度
會推展至中三級。
中三多元學習課能針對學生不同的興趣深受學生歡迎。明年度會多開辦不同類
型課程，照顧學生興趣及能力。
課後學習班反應良好，本年度共籌辦約了 30 班，包括英文、企財、經濟、化
學、通識、數學科及中四理科預備班。
在評估方面，中英數及科學科嘗試安排不同卷別，照顧不同能力的學生，教師
果令人滿意，均認同方向正確。今年的中文科參加教育局舉辦的種子計劃。中
二級教師皆認為計劃有助他們掌握課程要求。
部份教師已初步掌握分卷的評分及議題技巧以進一步落實「以分卷促進學
習」，展望明年會安排更多老師接受有關培訓，深化校內評估機制。
SEN 支援計劃方面，本校參與聯校合聘一位教師協助 SEN 學生，獲分配駐校教
育心理學家到校支援，在一定程度上協助處理學生難題。
大部份教師亦感跨科觀課為一良好嘗試，認同明年仍應須繼續。
初中核心科目在課堂設計方面，加入學習重點及難點，教師能互相交流。明年
度除術科外，各科目在課堂/單元亦會加入學習重點及難點欄目，加強教學。
經老師推介下，學生普遍能利用網上學習資源，而老師亦能追蹤學生學習進
度。不過，老師亦發現部份網上學習材料(高年級)未能切合學生程度，希望明
年另作選擇，更能針對不同學生的能力。

2. 配合語言微調、提升英語能力












為提升學生英語能力，全年設有四次英語週，為學生營造英語環境。
本校獲校董會資助多增聘一名英文教師及一位外籍教師 CNET (Chatteris)別
教授初中及高中的會話課。課堂以外的時段，英文科教師更鼓勵學生到語文活
動室參與活動，增強英文的溝通能力。
此外，校董會亦資助了若干位教師考取語文資歷，迎接語言微調的機遇。眾多
教師更善用機會，於午膳時段與外籍教師閒話家常，增進友誼之餘，亦加強使
用英語溝通的機會。
本學年安排了六位英語教師，參加為期五日的工作坊，探索照顧學習差異。同
時，亦安排 4 位教師出席一連三日以英語為母語的工作坊，進一步探索有關策
略，提升學生英語運用的能力。
2011 年 5 月，本校教師在校董會的支持及校長的帶領下，一行十多人到新加
坡交 流，考察當地的環保及義工服務工作，及了解兩地文化的差異，亦為日
後學生境外交流，作一準備。
為使學生善用暑期，學校安排中一及中二學生參加為期兩星期的英語沉浸營。
本校資助中六學生參加青年會國際低碳營，擴闊學生視野，增加學生運用兩文
三語的機會。

成就與反思


本校課語組經常與中一級 MOI 科目的科任同工進行討論，跟進有關科目的 MOI
及 ELA 的教學工作，予以支援。各科的運作大致理想。亦曾在 MOI 科目包括 IS
及 MATH 進行學生問卷，了解學生學習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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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增加更多資源推動 MOI 計劃，本校亦已於三月向教育局遞交 REES(Refined
English Enhancement Scheme)，共成功獲批約一百萬元以推展有關計劃。展
望明年，能安排英文科老師與科學科老師共同探討如何以英語教授有關科目，
提昇學生英語能力。
在英語老師的推動下，不少學生均愛流連『語言活動室』(English zone)，參
與不同的主題活動，學習西方文化，期望學生能從日常生活學習及應用英語。
中一及中二的英語沉浸營亦能擴闊學生學習機會。兩級學生均認為有關內容較
活潑，易於投入。
在校董會支持下，多聘一位英語外籍教師，駐守『語言活動室』，致力推展英
語活動。同時，安排初中學生參與暑期英語沉浸活動，增加學習英語的機會。

3. 學習彼此關愛、建立和諧校園















本校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多聘一位學校社工，聯同兩位活動助理，支援學
生成長。
為協助學生及早適應校園生活，本校安排中一留校午膳，為期兩個月，並安排
午間活動，輔導學生成長。亦安排大哥哥及大姐姐計劃，使他們早日適應中學
生活。十二月中，更安排學生參加為期四日三夜的紀律訓練謍，培育自律精神。
衛生署在班主任課節主持中一及二級『成長新動力課』，建立正面價值觀。
中一至中三級推行雙班主任制並定期家訪，促進家校溝通，加強對學生的關顧。
本校統籌及協調伙伴教會事工，組織學生興趣小組、英語補習班及團契小組活
動，安排家訪及家長工作坊，全面照顧學生身心靈發展。
繼續推行「學生自我管理及服務計劃」，培養學生責任感及自我管理的能力。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在早會、周會及特別典禮，除舉辦升旗禮外，更鼓勵學生唱
國歌，培養家國意識。今年特別安排全級中二及中三學生境外考察活動。
本校兩名學生(中二及中三)更獲選代表香港，由吳副校長帶領，聯同青年會另
一所中學，於 2010 年 28/9 -2/10 日前往西昌，出席嫦娥二號「我的月亮與神
箭同行」火箭升空小記者培訓會。
本年度聯課活動如常於每周 DAY D 下午時段進行，增加學生其他學習經歷。
配合六十周年校喜慶，學校組織學生隊伍，專訪不同年代校友，加強對學校的
歸屬感。又邀請不同校界別校友，分享經驗，協助發掘及豐富學生才能及領袖
潛質，為音樂劇作準備。
為了加強家校溝通，本校增設 SMS 服務; 亦定期上載學校訊息，支援家長網上
查閱學校資訊(包括通告、學生功課及成績)。

成就與反思








『學習彼此關愛，建立和諧校園』是學生事務組 09-12 年的關注重點。在下學
期，德公及訓導組更舉辦「有禮說聲早」行動，重申禮儀之重要。
為期兩個月的中一級午膳計劃及午間活動，深受家長歡迎。明年將擴展至十一
月底，加強對學生的關顧。
中一至中三級推行的雙班主任制效果良好，能加強對學生的關顧。
中一及中二級的『成長新動力課』向學生灌輸正面信息，深受學生歡迎。
於每周 DAY D 下午時段進行的聯課活動，基督教教育組、輔導組、德育及公民
教育組及課外活動組都藉此時段安排不同學生活動，豐富學生學習經歷。
本校善用區本支援計劃基金，籌辦不同類型活動，發展學生才能。
學生普遍覺得境外交流能擴闊視野，為使學生更多認識國家，本校每年會安排
此類活動給初中級學生，增強對國家的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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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社區聯繫
1. 家校合作
本校家教會對學校作出具體的支援，除撥款作學生奬學金外，更撥款支援教師「風
雨不改獎」
、協助出版兩期「今日青英」等。未來學校會繼續提供更多的機會，讓家
長作出貢獻。

2. 伙伴教會
10-11 年度本校借出場地供播道會安福堂及馬鞍山浸信會兩所伙伴教會進行聚會，
兩所教會均協助本校的宗教教育事工，全面支援學生、家長及教師。

3. 社區網絡
本校樂意借出場地予區內不同的社區文康團體及區議員主辦各類活動，亦派隊伍如
管樂團、合唱團、童軍、紅十字會青年團等出席、支援社區團體主辦的各類活動；
而社區團體也常支援本校同學參加各項活動。

八. 學生表現
1. 香 港 高 級 程 度 會 考 成 績
本學年的高級程度會考成績如下： 13 個選修科目中共有 8 個科目取得 100%的合格
率，包括：西史(合格率﹕100%﹔優良率﹕55.0%)、純數(合格率﹕100%﹔優良率﹕
54.5%)符合學士學位入學要求的比例為 45%，成功入讀大學的比例為 31%。

A

B-C

2010年中學高級程度會考
本校考生與全港考生成績對比

D-E

1
0.9
0.8

0.6
0.5
0.4
0.3
0.2
0.1

科目

10

純數
全港日校
學校

生物
全港日校
學校

化學
全港日校
學校

物理
全港日校
學校

電腦應用
全港日校
學校

數學及統計學
全港日校
學校

經濟學
全港日校
學校

會計學原理
全港日校
學校

歷史
全港日校
學校

地理
全港日校
學校

中國歷史
全港日校
學校

英語運用
全港日校
學校

0

中國語文及文化
全港日校
學校

百分率

0.7

2. 課 外 活 動 的 參 與
本校共設有三十多項課外活動，其中體育類在西沙區學界比賽中取得優異成綪。本
校鼓勵學生參與義工活動，年內推行「一人一義工」計劃，既擴濶了學生視野，也
培養了服務社會的心。
學會類別 學會名稱

服 務

興 趣

宗教

音樂

運 動

學 術

實際人數

全年集會次數

童軍（沙田北 11 旅)
紅十字會青年團
香港基督女少年軍
圖書館服務團
社會服務隊
戲劇學會
普通話學會
環保學會

13
15
13
44
34
41
34
40

24
18
11
NA
10
10
10
12

電腦 ITST 學會

36

10

電影學會

41

10

棋藝學會

45

10

美術學會

48

10

乒乓球學會

24

10

舞蹈學會

15

10

甜品班

15

10

紙藝班

13

10

職場路路通

11

10

德國桌上遊戲學會

13

10

扭氣球班
團契
低年級合唱團
高年級合唱團
樂器訓練班
樂團
男子籃球隊
女子籃球隊
女子排球隊
男子手球隊
女子手球隊
羽毛球組/校隊
長跑隊
中文學會
英文學會
數學學會
科學學會

31
20
74
58
59
49
38
49
44
45
35
28
54
44
33
33
41

10
NA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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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
NA
NA
NA
NA
NA
NA
NA
10
10
10
10

3. 學 生 會






在學生會選舉中，內閣“MIRACLE2”以六成得票率當選。學生會主席為 5E 班羅
森高同學，是次選舉投票率達九成六。
學生會去年舉辦多項活動，如班際籃球比賽、足球比賽、閃避班比賽，音樂比
賽等。福利方面，學生會為同學提供雨傘、康樂用品、電磁爐、計算機借用、
文具售賣、過膠、球類充氣、午間廣播等服務。
於一零年十一月為學生會幹事提供「領袖訓練工作坊」，出席率百份百，同學
反應正面。亦舉辦聯誼活動讓新、舊學生會交流。
練校長多次與學生會進行面談，學生會成功作為學校與學生的橋樑。

4. 校 外 獎 項
類別

學術

姓名
主辦團體
吳君 香港學校朗誦節
張曣瀯 香港學校朗誦節
吳君
張曣瀯 香港學校朗誦節
趙胤博 香港學校朗誦節

成
#詩詞獨誦(普通話) 亞軍

梁珮瑩 香港學校朗誦節
李曉儀 香港學校朗誦節

#散文獨誦(粵語)季軍

余潔滢 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粵語))季軍
#第 22 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讀後感寫作比賽校內作品推
薦獎
第 22 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讀後感寫作比賽校內作品推
薦獎
#第 22 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書評寫作比賽高級組優異獎

#二人朗誦(粵語) 冠軍
#散文獨誦(普通話) 亞軍
#詩詞獨誦(粵語)季軍
#詩詞獨誦(普通話)亞軍

韓子穎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李嘉惠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陳金燕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體育

績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

#男甲越野(團體)冠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

#男乙越野(團體)季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

#女乙越野(團體)季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

#男丙越野(團體)第五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

#女丙越野(團體)第七名

黃諾彤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

#女乙越野(個人)殿軍

林建廷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

#男甲越野(個人)第六名

藍婉婷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

#女甲越野(個人)第六名

關啟華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

#男丙越野(個人)第六名

鄧倩欣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

#女丙越野(個人)第七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

#男丙田徑(團體)亞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

#女乙田徑(團體)第五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

#男乙田徑(團體)第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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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姓名
吳銘軒

主辦團體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

#男丙跳高冠軍

吳銘軒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

#男丙二百米亞軍

王鼎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

#男丙推鉛球亞軍

關啟華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

#男丙八百米季軍

黃家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

#女乙二百米亞軍

黃家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

#女乙四乘一百米季軍

黃家麗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

#女乙四乘一百米季軍

蘇曉文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

#女乙四乘一百米季軍

梁馨文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

#女乙四乘一百米季軍

羅厚勤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

#男乙標槍冠軍

周培賢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

#男乙標槍季軍

李嘉豪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

#男甲四百米亞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

#男甲長跑(團體)亞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

#女甲長跑(團體)第五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

#男乙長跑(團體)殿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

#女乙長跑(團體) 殿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

#男丙長跑(團體)第五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

#女丙長跑(團體)第七名

林建廷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

#男甲長跑(個人)殿軍

藍婉婷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

#女甲長跑(個人)第七名

黃永森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

#男丙長跑(個人)第十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

#男甲手球(團體)季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

#男乙手球(團體)冠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

#男丙手球(團體)第五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

#女甲手球(團體)冠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

#女乙手球(團體)亞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

#女丙手球(團體)第五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

#女甲籃球(第一組別)(團體)第五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

#女乙籃球(第一組別)(團體)第五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

#女丙籃球(第一組別)(團體)第八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

#女甲排球(第一組別)(團體)第七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

#女乙排球(第一組別)(團體)第五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西區)

#女丙排球(第一組別)(團體)第七名

體育

其他

成

績

#男乙籃球(第二組別)(團體)亞軍

管樂團

2010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管樂團比賽中學初級組銀獎

陳凱聲

香港學校音樂節

#單簧管獨奏中學初級組冠軍

李嘉慧

香港學校音樂節

#木笛二重奏中學組亞軍

黃加穎

香港學校音樂節

#木笛二重奏中學組亞軍

劉愷蕎

香港學校音樂節

#長笛獨奏中學初級組亞軍

13

九. 財務報告
2010-2011 年度

收入($)

I. 政 府 津貼賬
(1) 擴 大 的 營辦 開 支 整筆 津 貼
 行政津貼
1. 綜 合 資 訊科 技 津貼
2. 消 減 噪 音系 統 津貼
3. 基 本 撥 款津 貼

支出 ($)

3,447,139.44
344,696.00
64,908.00
1,294,145.49

2,932,773.24
666,744.08
64,908.00
1,232,209.15

5,150,888.93
254,254.46

4,896,634.47

4,276.00

960.00

6,030.00
486,171.00
496,477.00
146,279.87

6,114.93
343,122.20
350,197.13

(包 括 科 目、培 訓、學 校 及 班 級、升 降 機 保 養 等 津 貼 )

小結：
是年盈餘
(2) 特 殊 範 疇
 為 學 校 取錄 新 來港 兒 童而 提 供 的校 本
支 援 計 劃津 貼
 學 校 本 位輔 導 及訓 導 津貼
 學 校 發 展津 貼 (CEG)
小結：
是年盈餘
(3) 其 他 範 疇
 教 師 專 業準 備 津貼 (TPPG)
 新 高 中 課程 過 渡津 貼 (NSSCMG)
 加 強 高 中課 程 支援 津 貼 (SSCSG)
 額 外 高 中課 程 支援 津 貼 (ESSCSG)
 設 立 法 團校 董 會一 筆 過撥 款 津 貼
 中 學 學 習支 援 津貼 (LSG)
 新 高 中 通識 教 育課 程 支援 津 貼
 校 本 課 後學 習 及支 援 津貼
 家 庭 與 學校 合 作津 貼
 新 高 中 學生 的 多元 化 學習 津 貼
 綜 合 傢 俱設 備 津貼
 小 數 位 職位 現 金津 貼
 提 升 英 語計 劃 (EES)

,
0.00
0.00
635,220.00
250,000.00
0.00
340,000.00
320,000.00
100,800.00
14,224.00
35,000.00
419,720.00
195.00
206,000.28

278,540.00
64,056.50
689,293.75
0.00
272,170.00
278,030.81
307,320.00
118,032.00
14,224.00
0.00
329,272.10
0.00
207,438.00

小結：
是年結欠

2,616,699.20
(30,845.76)

2,647,544.96

堂費賑
青 年 會 英語 提 昇計 劃 基金
呂 元 祥 博士 學 生海 外 交流 獎 學 金
其它捐款
小結：
是 年盈 餘

770,115.66
692,000.00
67,518.40
54,171.00
1,583,805.06
439,315.50

321,355.00
676,702.16
67,518.40
78,914.00
1,144,489.56

具 特 定 用途 的 收費 (空調 電 費 )
是 年 盈餘

284,810.00

280,189.00

II. 學校一 般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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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