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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我們的學校 

1. 辦學宗旨 

本校隸屬香港佛教聯合會，為一政府資助中學，一向秉承校訓「明智顯悲」的精神，教育學

生以六育並重，令學生知自愛、明責任，從而建立正確人生觀，發揮個人潛能，以期能學以

致用，與時並進，服務社會，貢獻國家。 

 

1.1 學校目標 

1.1.1 學生方面 

1.1.1.1 教導學生認識佛理、奉行佛教慈悲精神。 

1.1.1.2 培養學生自信、樂學、堅毅和感恩的精神，協助他們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1.1.1.3 協助學生建立正確的生活方式及培養抗逆能力。 

1.1.1.4 教導學生掌握基本知識及共通能力。 

1.1.1.5 培養學生自學的能力及終身學習的態度。 

1.1.1.6 培養學生積極參與體育活動的精神，鍛鍊強健的體魄。 

1.1.1.7 培養學生對藝術的興趣及欣賞能力。 

1.1.1.8 培養學生對規劃未來、發展個人潛能的願景。 

1.1.1.9 培養學生公民意識及全球視野，使他們成為對社會、國家和世界有認識和

負責任的公民。 

  

1.1.2 教師方面 

1.1.2.1 提高教師個人專業素養，重視教師專業操守，「言教」與「身教」並重。 

1.1.2.2 鼓勵教師透過持續的專業學習及反思，開闊視野，提升專業能力。 

1.1.2.3 鼓勵教師透過互相學習，彼此支持，分享經驗及實踐所學，建立一個學習

社群。 

1.1.2.4 鼓勵教師參與校政，發揮團隊精神。 

 

1.1.3 家長方面  

1.1.3.1 推動家校合作，共同教育學生。 

1.1.3.2 推廣家長教育，協助家長培育子女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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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校簡介 

2.1 背景 

本校創辦於一九七八年九月，位於屯門大興邨，為香港佛教聯合會主辦之第七間政府資

助全日制男女中學。自二零一零年成立法團校董會，進一步實踐本校的辦學使命。 

2.2 校董會成員 

校監： 衍空法師 

校董 智慧法師、寬運法師、圓慧法師、提輪法師、 

莊學山居士、羅志恒先生(替代辦學團體校董)、 

高珮君女士(家長校董)、鄺嘉敏女士(替代家長校董)、李嘉雯女

士(校友校董)、賴詠琴老師(教師校董)、 

岑敏玲老師(替代教師校董)、葉慧勤校長、 

沈田立先生(候任獨立校董) 

2.3 教師 

教師資歷   (包括：校長、NET) 

核准編制內教學人員人數： 45 

核准編制外教學人員人數： 4 

學歷 佔全校教師人數的百份比(%) 

學士：49 人 100% 

碩士：27 人 55% 

年資 佔全校教師人數的百份比(%) 

0-4 年：15 人 31% 

5-9 年：14 人 28% 

10 年或以上：20 人 41% 

補充資料 佔全校教師人數的百份比(%) 

外籍教師：1 人 2% 

已接受特殊教育培訓教師：21 人 43% 

已接受師資培訓教師：47 人 96% 

 

2.4 班級結構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班數 3 3 3 3 3 4 

詳情可參閱學校網頁或中學概覽 (http://chsc.edb.hkedcity.net/secondary) 

 

http://chsc.edb.hkedcity.net/seco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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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全年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包括如下 

2.5.1 《非同凡響》電影欣賞及深度研討坊 (12/10/2018) 

2.5.1.1 校長、老師、社工和家長共約九十人在長沙灣 D2 Place 戲院觀賞電影《非同凡

響》，映後深度研討坊，研討坊由思基匯(管理顧問)合夥人;彼得‧德魯克管理學院

(香港)認證導師，梁銳光先生主持。梁先生分別從學校、教師、青少年工作者、家

長等不同角度出發，就電影內容深入剖析當今青少年於成長路上遇到的種種來自學

業、家庭、朋輩、社會環境等的挑戰和壓力，梁先生亦提出多條的反思問題讓老師

們反思自己的專業工作。梁先生亦把電影內容與現實生活連結起來，和大家詳細探

討成年人應如何與青少年溝通及建立信任關係，了解青少年的內心想法及真實需

要，進而有效地幫助他們探索人生方向、掌握職志目標和進行生涯規劃。 

 

2.5.2 粉嶺救恩書院「自主學習」公開課 (1/11/2018) 

2.5.2.1 本校參加由粉嶺救恩書院主辦的「自主學習公開課暨教學交流分享活動」，並已為

各同事安排一節本科或相關學習領域的觀課。  

 

2.5.3 堅毅感恩 Ready Go 教師培訓工作坊 I 及 II (8/11/2018) 

2.5.3.1 工作坊第一部份為「建立班級經營工作坊」，65.8%老師認同講員的分享能讓其反思

推行「班級經營」的目的，內容雖然對焦，但因缺乏新意，整體滿意度較低。工作

坊第二部份為「正面回饋的力量」工作坊，滿意度達 94.7%。大部分老師表示透過

是次工作坊，讓其與團隊成員更熟識、有更多給予別人回饋的素材、有助了解自己

和理解學生的狀態及掌握最少一個方法給予學生正面回饋。  

 

2.5.4 觀課、評課和一堂好課 (11/1/2019) 

2.5.4.1 講者為陳漢森先生。工作坊內容包括：a.觀課者用甚麼標準觀課？b.觀課、評課、

回饋時要注意甚麼？c.   怎樣建立校本的觀課文化？ d.從觀課者的角度分析一堂好課

有哪些要素。根據問卷調查結果，大部份教師同意是次活動能有助其認識觀課及評

課的準則及注意事項，同時亦促進老師的專業反思，讓老師更能掌握一堂好課須具

備的要素，這有助進一步促進學校的觀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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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 (16/2/2019) 

2.5.5.1 各會屬中學的同工於佛教善德英文中學聚首一堂，一同認識校園法律陷阱。是次發

展日的主題為「破解校園法律陷阱」，目的是透過經驗分享，讓參加者進一步了解

校園的危機。當天，由林沙文大律師分享 7 個專題，讓一眾會屬中學的同工掌握破

解校園法律陷阱的竅門。 

 

2.5.6 Project WeCan 聯校專業發展日 (29/3/2019) 

2.5.6.1 由「學校起動」計劃及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主辦。本年度活動將分為三

個時段，並安排多個平行環節，包括以「有效教學的理念與策略」為主題的二十八

節專題講座，及十七節有關趣味、健康、溝通的講座，為教師提供開闊視野、反思

自我的平台，促進專業交流及持續改進。老師反應大致良好，講座內容切合學校需

要，而下午安排的興趣班亦頗受歡迎，講員及內容均有質素。 

 

2.5.7 科本教師專業發展時段 (17/4/2019) 

2.5.7.1 中文科與嘉智中學主要交流自主學習及電子學習教學法，中文科指出該校分享

「啟航教室」理念，分享如何教好一堂課──教學步驟及教學策略，並引用不同

的教學實例，對本科老師日後在教案設計上具啟發性；同時該校在電子教學方面

走得較前，如當天科主任向我校中文科老師示範不同的電子教學設計，例如

Kahoot , Quizlet , Nearpod , Google Form , I movie , Padlet , Seppo 等，方法多樣，對

本校老師而言，頗見實用。其餘 11 個科組皆按校方要求反思本年度推動自主學

習時所運用的策略、面對的挑戰及得益，普遍科組能指出有運用過的具體策略，

提高學生學習動機及學習效能。而亦有部分科組反思本年度因過度設計小組任務

而影響教學進度，來年度會作適當微調。故普遍科組皆認同是次教師專業發展時

段能有效促進科組內反思。 

 

2.5.8 教師專業發展－「自主學習」工作坊 (31/5/2019) 

2.5.8.1 為配合學校的課程發展，確使全校教師能共同實踐自主學習的理念，自主學習小組

成員李莉，高樂詩及張定邦在校長的帶領下，特意安排教師以學生的身份，共同分

反思一課好課應具備的特質，分析提高學與教效能的條件和做法。教師問卷中反映

教師對此工作坊的評價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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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教員會議專業交流時段 

2.5.9.1 為加強教師之間的專業交流，校務會議中設有專業發展時段，讓教師與同事分享參

與活動的所見所聞及其專業反思，專業交流時段及主題如下： 

 

日期 課題 講者 

20/9 電子學習及 BYOD Apple 公司 

18/10 「以生為本」之教學策略：科學領域 譚詠詩 

28/11 「以生為本」之教學策略： 

人文學習領域 

張定邦 

30/1 教研先導計劃分享：數學科 謝國輝 

10/7 教研先導計劃分享：中文科 張淑萍 

 

2.5.10 教師進修時數 

2.5.9.2 教師亦參與教育局的各類科本講座及工作坊。本年度全體教師共參加逾 710 項專業

進修，進修時數合共 2536 小時，平均每名教師進修時數為 53.9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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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1 學與教：建構「以生為本」的學習範式，培養學生持續提升學習動機，以及促進學生成為樂於

學習的自學者。 

1.1 優化課程設計及教學策略 

成就： 

1. 各學科提交的教學進度表大致能展示部分單元要求學生具備哪些前備知識。 

2. 校本問卷顯示大部分學生認為各科的課程設計及教學策略能切合我的能力和興趣。 

3. 校本問卷顯示超過 90%教師認為我經常運用「以生為本」的教學策略 (4.74，6 分為滿

分)。 

4. 生社科與校本支援小組召開了 11 次會議，因應上學年的課程進行了修訂，由以往集中

教授「個人成長及人際關係」的相關課題，增加了更多有關香港及中國的議題，讓學生

有更深和廣的知識基礎，當中更提出結合生社及成長課課程以推動價值教育，能更有效

整合教學空間及資源。 

5. 校本支援同事兩次到校與生社科團隊共同備課、觀課及議課，1D 班及 3C 班的課堂都能

達到預期學習成果，支援同事亦反映課堂能達到「以生為本」，學生在討論及匯報過程

能展現自信並有自動摘錄筆記的習慣。 

6. 整體上，已優化生社科課程、導學案及教學策略，教師團隊的專業實踐有所提升。 

7. 中文科在中一級展開課研，課題為「審題與剪裁」，共召開 5 次會議，1D 及 1B 已完成

觀課錄影及修訂教案，2019 年 2 月完成整過課研。 

8. 數學科在中五級展開課研，課題為「圓心角與圓周角之關係」，共召開 5 次會議，比較

傳統教學法及運用 IT 教學的成效，2018 年 12 月完成整過課研。 

9. 中文科及數學科已將教案及教研報告整存於科目檔案庫。 

10. 設計與科技科、電腦科、物理科、美術科及綜合科學科已更新初中課程內容及加入

STEAM 課程內容，例如 micro bit 原理及製作、機械人編程語言、智能城市設計及製作

等。 

11. 已部份優化設計與科技室為 STEAM 活動室，並安排申請 QEF 專項撥款計劃。 

12. 相關學科能於 STEAM 活動日有效展示學習成果。 

13. 大部分學生對 STEAM 活動日問卷調查作正面回應。 

14. 本年度觀課交流活動次數較去年大幅度增加，包括各科的校本同儕觀課、初中自主學習

課堂，中文及數學科教研觀課、校外觀課及科主任及校長觀課。 

15. 同儕觀課反思紀錄文件反映教師能聚焦觀察「學生預習/學生具前備知識」方面的處理，

不少教師能安排學生課前預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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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校本問卷顯示 90%教師認為同儕觀課有助提升教師的學與教效能(4.62，6 分為滿分)。 

17. 學校已購置 9 部 Apple TV 並已安裝在 9 個課室。 

18. 3C 班已順利推行 BYOD，期間分別舉辦了 BYOD 教師會議、開放課堂、家長簡介會及

BYOD 啟動禮。是項計劃問卷調查結果如下: 

i 學生滿意度: 89% 

ii 教師滿意度: 83% 

iii 家長滿意度: 91% 

19. 科學學習領域於 10 月 18 日分享「問題導向學習」之教學策略，先由老師給予學生任務，

提出問題，再由學生共同解決，從中建構知識。 

20. 人文學習領域於 11月 28日分享教師以拼圖式合作學習(Jigsaw learning)為學生創設情境，

進行議題探究，讓他們認識社會和世界。 

21. 校本問卷顯示大部分教師認為學校於不同時段安排的專業分享有助提升教師的學與教

效能 (4.34，6 分為滿分)。 

 

反思： 

1. 並非所有科目能全面地將每個小課題所需的前備知識清楚說明。各科需繼續完善教學

計劃。 

2. 來年安排綜合科學科參加校本支援計劃，並邀請科學學習領域組員共同參與。 

3. 來年數學科參與「審培生互動網上學習試驗計劃」；英文科參與校外協作計劃 (「中大

QEF project on English Language」；通識參與「中學校長會 1+1SRL 3.0 教學協作計劃」。 

4. 來年安排 STEAM 小組有關老師互相觀課。 

5. STEAM 活動日加强高中科學及科技探究元素，加入化學科、生物科及 ICT 科。 

6. 來年安排科主任開放課堂給相同學習領域教師交流「以生為本」的學習範式。 

7. 來年安排在中四全級推行自攜裝置計劃。 

8. 來年安排推行 BYOD 的科任老師互相觀課。 

9. 深化使用 Google Classroom 及其他學習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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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初中全面推行自主學習 

成就： 

1. 校本問卷顯示大部分教師認為課後導修節能有效跟進學生情況及能給予空間讓學生進

行預習 (4.4，6 分為滿分)。 

2. 自主學習組於下學期向全體教師重申導修節時間分配，即首 15 分鐘完成預習，之後做

課業。根據下學期觀察大部分科任老師能配合安排，而普遍學生能善用導修節時段完

成預習及課業。 

3. 校本問卷顯示大部分教師認為組長及小組訓練能有效讓學生掌握小組合作學習模式 

(4.1，6 分為滿分)。 

4. 截至 5 月 31 日，中一級共進行了 6 次自主學習組長/小組訓練，而中二及中三級分別進

行了 5 次組長/小組訓練。而根據組長訓練的問卷調查顯示，超過 9 成組長表示組長訓

練能使他們明白組長職責及掌握處理困難技巧，而亦有 85%學生指出他們於日常課堂

中能有效發揮其角色及責任。 

5. 初中全年共有51次公開課堂進行雙向觀課，而中四級於下學期試行自主學習教學範式，

共有 6 位高中選修科教師公開課堂進行雙向觀課。 

6. 根據觀課紀錄顯示大部分推動自主學習的科任教師能有效運用「以生為本」的學習範

式進行教學，但仍有部分課堂情況有待改善，已於共同備課節與該批教師及科主任商

討改善建議。 

7. 校本問卷顯示 90%教師認為同儕觀課有助提升教師的學與教效能(4.62，6 分為滿分)。 

8. 校本問卷顯示大部分教師認為我能有效培養學生摘錄筆記的習慣(4.58，6 分為滿分)。 

9. 校本問卷顯示約 75%學生表示有摘錄筆記的習慣 (4.3，6 分為滿分)。 

10. 觀簿紀錄顯示個別科目有要求學生摘錄筆記，筆記簿內容亦顯示學生大致掌握摘錄筆

記的技巧。 

11. 校本問卷顯示大部分教師認為設計導學案有助提升學與教效能(4.12，6 分為滿分)。 

12. 本學年已收集各科首個導學案，大部分科目的導學案內容能具體展示自主學習的教學

流程及學生共學元素，但仍有部分課堂情況有待改善，因此已因應內容設計與教師及

科主任商討改善建議。 

13. 100%初中學生有使用圖書館自學閣，由 2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初中各班在中英文課堂

或午膳時最少到圖書館使用自學閣一次。 

14. 透過學校起動計劃撥款購置禮物獎勵學生學習合作性，截至 5 月 31 日初中各級已有共

40 組共超過 100 名學生得獎。 

15. 根據問卷調查，超過 8 成學生指出「課堂小組計分」、「自主學習龍虎榜」能有效鼓勵

他們參與課堂活動，可見有助發揮學生學習合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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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1. 校本問卷顯示超過 35%學生認為課後導修節未能有效跟進學生情況及能給予空間讓

學生進行預習 (3.8，6 分為滿分)、問卷同時顯示超過 30%學生認為課後導修節未能有

效讓學生掌握小組合作學習模式 (3.92，6 分為滿分)。針對上述數據顯示的情況，來

年度將優化導修節使用，包括給予更清晰教師指引、加強巡視導修節使用情況。 

2. 此外，來年將持續優化初中自主學習範式，包括設計更適合本校學生程度及需要的小

組訓練以促進合作學習。 

3. 觀課紀錄顯示仍有部分課堂情況有待改善，已於共同備課節與該批教師及科主任商討

改善建議。 

4. 觀簿紀錄亦顯示不少學生仍未有效整理筆記內容。來年加強學生適切運用元認知策略

如有系统筆記技巧、搜集、整理及綜合資料的能力等。 

5. 高中持續發展「以生為本」的學習範式。 

6. 來年安排中四級各科規劃自主學習課程及設計相應導學案。 

7. 來年安排高中各文憑試科目發展科本自學資源庫，以提供適切鞏固練習予不同學習需

要的學生。 

 

2 學生成長：培養學生成為自信及堅毅的「沈中人」，並持續推動感恩教育 

2.1 透過全校參與及跨组協作，提升班級經營及多元學習經歷的效能，培養學生成為自信及堅毅

及感恩的「沈中人」 

成就： 

1. 學生、家長及教師講座及工作坊均順利完成，問卷調查反映活動的平均滿意度達 88 %。

數據反映計劃能提升他們對情緒及精神健康的認識、加強他們對培養正向心理的意識，

有助提升抗逆力及精神健康。唯家長工作坊的出席率較低，影響成效。 

2. 所有參與演出及協助「感恩校園」音樂活動及打氣站的同學均感到活動有意義和得到滿

足感，且表示欣賞此類活動能為校園帶動起正面氣氛。 

3. 個別學生跟進(小組面談)：前後測顯示 50%同學在正面思維及抗逆力項目有正向改變。 

4. 問卷調查反映高中生涯規劃活動部分的平均滿意度達 87 %，數據反映計劃能增加學生

對自己強項的認識，讓他們嘗試思考未來就業方向，學習建立「成功」人士的習慣，做

好準備以迎接未來的機會。 

5. 中二領袖訓練日營的滿意度達 85%，認同活動能培養其領導才能。老師亦能從中發掘學

生，作為領袖生的人選。 

6. 學生普遍投入不同的小組輔導活動，過程亦有助培養堅毅、感恩的態度，情緒管理及提

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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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針對 SEN 學生舉辦的學習能力提升課程、生涯規劃活動、言語治療服務及課程協作等

活動：超過 8 成學生均同意活動能幫助他們，包括獲取及應用學科知識、提升學習動

機及自信心、認識升學和就業發展及方向及獲得學習支援等。 

8. 在班主任會議中，班主任大致認同班級經營手冊資料有用，指引尚算容易跟隨，可作

為整年活動規劃的參考，但部分活動仍要參考負責老師發出的詳細指引。 

9. 「班主任」反思問卷結果：班主任普遍在訓導及班級經營範疇上有較高的自評分數；

而班務範疇及其他學習經歷上自評分數較低。 

10. 校本問卷（老師）結果：大部分老師均認為班級經營手冊有助他們掌握班級經營的策

略，提升班級經營效能，得分為 4.18。 

11. 班主任會議亦有助他們與同事交流，讓他們得到合適的支援，更能發揮班級經營的效

能，得分為 4.26。 

12. 班主任反思問卷亦能讓他們更明白班主任的角色和職責，得分為 4.34。 

13. 委員會轄下各組已加強跨組溝通及協作，以支援學生成長，尤其是對於一些有情緒或

精神健康問題的學生，訓輔組及融合教育組的協作更見緊密，透過及早介入及多方持

分者的協作，成效也有所提升。 

14. 活動多元化，如：早會分享、電影欣賞、公益金便服日、立法會議員專訪、作文比賽、

網上評論、「桌悅同行」計劃、共融文化活動及各級的班級經營活動等， 大部分活動

均能配合學校的培育重點。 

15. 校本問卷（老師）結果：大部分老師認為早會的主題及所傳達的價值觀適切，得分為

4.26。大部分老師均認同學校舉行的活動，有助培養初中學生的自信及感恩態度，亦有

助培養高中學生的堅毅精神得分分別為 4.32、 4.42 及 4.24。 

16. 校本問卷（學生）結果：大部分學生認為學校舉行的活動，有助培養初中學生的自信

及感恩的態度，亦有助培養高中學生的堅毅精神，得分分別為 4.18、4.17 及 4.24。 

17. 本年度為試行年，社際大會及活動進行暢順。除中一級必須購買社際體育服外，其餘

中二至中四級有部分學生亦有轉換。效果良好。 

18. 根據《校本問卷–教師》及《校本問卷–學生》，大部分教師認同跨年級的學生關係有

提升（平均 4.2，排序 3），大部分學生認同跨年級的學生關係有提升（各級平均分 4.18）。

表示社際活動能提升緃向學生的互動關係。 

19. 大部分教師認同社能培訓更多不同能力的學生領袖（平均 4.18，排序 4）。大部分學生

認同透過參加社活動，能展現其不同能力（各級平均分 4.00）。顯示社際活動能培養學

生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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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約六成教師認為學生有信心參加不同的社際比賽（平均 3.82，排序 8）。另一方面，大部

分學生認為有信心參加社際比賽（各級平均分 4.00）。顯示學生有自信心，可能未有合適

機會展示。 

21. 本年度優化學會以興趣類為主，亦有多元化興趣班及體驗課共 21 個供學生選擇。 

22.  根據課外活動組校本問卷(1 為十分同意、4 為不同意)，大部分學生都認同現有的學會或

興趣班能夠照顧不同興趣的學生(各級平均分 2.4)。顯示學生都能有機會選擇合適的學會

及興趣班。 

23.  度設兩次收集各學會及興趣班的活動詳情及年終檢討表。資料顯示教師都能按活動適時

檢討及提出來年建議。 

24.  根據《校本問卷–教師》及《校本問卷–學生》，大部分教師認同透過校內服務活 動，

學生的領導才能及組織活動的能力均有提升（分別為平均 4.18，排序 4 及平均 4.34，排

序 2），大部分學生認同自己在擔任校內活動工作人員時，積極協助及指導其他同學（各

級平均分 4.31）。表示學生的領導才能有提升。另一方面，活動進行前，大部分學生認同

能考慮到活動中所需的物資（各級平均分 4.16）。顯示學生的組織能力亦有提升。 

25. 大部分教師認同學校舉行的活動，有助培養高中學生的堅毅精神（平均 4.24，排序 7）

大部分高中學生認同（各級平均分 4.31）。顯示學生的堅毅有提升。 

26. 大部分學生表示從活動中能夠學習欣賞別人及欣賞自己、自己在群體中被肯定（平均分

3.96）。 

27. 根據 APASO 問卷有關領導才能部分，本校平均分 2.79(與全港 2.80 相約)。中五級 2.91

較全港 2.78 高。亦較上學年中四時有改善（中四時本校 2.74，全港 2.81）。由於領袖培

訓課程於每年中四下學期進行，效果反映於中五時。本屆中四級 2.69 較全港 2.78 略低。 

28. 大部分學生表示從活動中讓其反思及發掘自己身邊的支援網絡與幫助，有助培訓堅毅

精神。 

29.  本年度領袖獎獲獎詳情：金獎：4 人；銀獎：5 人；銅獎：9 人 

30. 服務獎上下學期獲獎詳情： 

上學期：金獎：26 人；銀獎：39 人；銅獎：42 人 

下學期：金獎：6 人；銀獎：17 人；銅獎：19 人 

31. 校本問卷中大部分學生認同領袖獎能使其積極參與學校活動及服務獎使其積極參與校

內外的服務（分別為各級平均分 3.92 及各級平均分 4.03）。另一方面，大部分教師認同

早會已成為學生展示多元潛能的平台（平均 4.66，排序 1），大部分學生亦認同（各級

平均分 3.84）。 

32. 中六模擬放榜效果良好，惟當天安排與其他級別家長日活動相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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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1. 下學年的「一校兩社工」政策，讓學校能有更多人力資源，彈性規劃活動，以提升學

生的精神健康及抗逆力。輔導組及融合教育組將共同以三層支援模式，規劃活動來提

升學生的精神健康。因此不會繼續申請優質教育基金的相關計劃。 

2. 中一德育營及正向情緒訓練日營因安排未能對焦目標，效果一般。 

3. 部分活動宜先草擬活動計劃書，列出目標及要求，再與協辦機構溝通，以提升成效。 

4. 由於本校學生的社經地位普遍較低，自信心仍不足，建議修訂部分班級經營活動，進

一步加強培養學生的自信。 

5. 分級討論部分已由較事務性轉為讓老師分享培育學生心得，能加強班主任的啟導及支

援，提升整體班級經營的效能。 

6. 「班主任」反思問卷結果：班務範疇及其他學習經歷上自評分數較低。 

7. 班主任會的前半部分盡量用作分享與學生成長相關的教育趨勢或本校的學生成長情

況，讓更多老師了解本校的學生需要、他們在支援學生上的角色和責任，及如何與其

他持分者協作支援學生成長。 

8. 仍會透過全校活動規劃，重點培育學生的正面價值觀。 

9. 周會活動安排盡量回應學校的價值培育重點，另全年安排 1/4 周會留白，讓班主任可

自行或利用輔導組資源庫的資源，培育學生正面價值，另可預留空間，臨時加插合適

培育活動。 

10. 教師認為學生對所屬社產生歸屬感較一般（平均 3.58，排序 9）。但大部分學生表示會

為自己社出一分力或為其他社員打氣（各級平均分 4.15）。顯示學生認同對所屬社亦

有歸屬感。總結由於本年是試行年，效果未算明顯。 

11. 過渡期將於下學年完結，建議下學年適時提示所有學生需於 2020-21 年穿著社際體育

服。 

12. 建議增加多元化社際活動，提高不同學生參與的機會，亦可繼續提升學生自信心。 

13. 建議按各組建議事項，優化興趣班及體驗課安排。 

14. 為善用時間，建議可善用午息時間或試後活動時間。 

15. 建議繼續優化領袖培訓以培養回饋精神和發展堅毅精神。 

16. 繼續適時檢討獲獎準則。 

17. 建議提高領袖獎的認知度。 

18. 建議中六家長日與其他級別分開，並繼續舉辦模擬放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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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理與組織：發展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並優化問責與發展並重的正向文

化。 

 3.1 透過強化管理與組織，培養教師多反思及把工作做得更好的文化 

  成就： 

1. 各委員會主席或副主席均列席轄下行政工作小組會議，並提供適切建議。 

2. 各委員會文件紀錄大致完備。 

3. 各委員會已於 9 月底前完成修訂其政策及程序指引。 

4. 校本問卷（老師）結果：大部分老師均認同優化後的學生成長委員會政策及程序手冊，讓老

師更清晰了解自己的權責，得分為 4.24。 

5. 由 2018 年 10 月至 11 月，校長及學校委員會正、副主席分別約見去年 DSE 成績欠佳及低增

值表現科目的相關科主任，了解學科成績的跟進情況，並透過觀課、觀簿、檢視測考試題及

成績，進行專業對話，提供督導及支援。此外，更要求個別科主任重新修訂文憑試成績分析

報告及跟進策略，以便更有效及更對焦地解決學生的學習難點。 

6. 在班主任會議中，班主任大致認同班級經營手冊資料有用，指引尚算容易跟隨，可作為整年

活動規劃的參考，但部分活動仍要參考負責老師發出的詳細指引。 

7. 「班主任」反思問卷結果：班主任普遍在訓導及班級經營範疇上有較高的自評分數；而班務

範疇及其他學習經歷上自評分數較低。 

8. 校本問卷（老師）結果：大部分老師均認為班級經營手冊有助他們掌握班級經營的策略，提

升班級經營效能，得分為 4.18。 

9. 班主任會議亦有助他們與同事交流，讓他們得到合適的支援，更能發揮班級經營的效能，得

分為 4.26。 

 

反思： 

1. 繼續每年適時檢討及修訂政策及程序手冊。 

2. 班主任會議分級討論部分已由較事務性轉為讓老師分享培育學生心得，能加強班主任的啟導

及支援，提升整體班級經營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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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我們的學與教 
1.  語文政策 

    1.1  本校一向注重培養學生兩文三語的能力，並努力營造語境。學校在校園張貼中、英文 告示

和標語、在學習區內設置英語閣，並安排英文早會及舉辦中文周、英文周等，提高學生對

學習語文的興趣及增加他們運用語文的機會。此外，學校在校內、校外舉辦英語聯課活動，

讓學生多聽和多說英語，並增加初中英語閱讀活動；中、英文科均設立網上學習平台，香

林書閣設立中英文「自學角」，透過多元化的學習素材，以鼓勵學生自學，並按學生需要提

供適切的支援。 

1.2  在教學語言微調政策之下，為讓學生多接觸英語，初中綜合科學為學生安排英語延展學習

活動。 

1.3  為加強照顧學生的學習需要，提高師生在課堂上的互動，部份英文課堂由本地英語教師與

外籍英語教師進行協作教學，以提升語文教學的效能。 

1.4  普通話科透過安排學生參與早會宣佈、跨學科活動、「敬師愛友」點唱日主持等，以營  造

語境，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及自信。此外，學校亦積極舉辦及推薦學生參加校內及校外普通

話朗誦比賽、普通話演講比賽、香港電台普通話台「健談文化」節目等，學生受益匪淺，

獨立思考、分析批判及語文表達能力均有所提升。 

  

2.   高中課程  

2.1  本校設立清晰的選科機制，並為學生提供適切的選科輔導。本校根據學生的意願和參考他

們的成績來分配選修科目。 

2.2  本校開設 10 至 12 個選修科目，包括中國歷史、歷史、地理、倫理與宗教、經濟、旅遊與

款待、資訊及通訊科技、視覺藝術、物理、化學、生物及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學生可

從不同學習領域選擇 2 個選修科目。 

2.3  因應學生的學習興趣、性向及能力，本校增設應用學習課程及日語課程，供高中學生修讀，

以照顧學生的需要及銜接不同的升學及就業途徑。 

2.4  本校運用不同的策略推展學生的其他學習經歷，包括在正規課堂內編訂體育、視覺藝術及

佛學課；又在課外時間舉辦跨學科活動、考察、研習、服務、參觀、訪問、海外交流和宗

教活動等，以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2.5  為鞏固及提升學生在核心科目的基礎能力，本校在中五及中六級增設拔尖保底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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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四個關鍵項目 

3.1  專題研習 

本校在初中推行科本專題研習，作為培養學生獨立學習能力及共通能力的主要策略，並

讓學生聯繫不同的知識及生活經驗。 

3.2  德育與公民教育  

本校設有校本的成長課、佛學課、早會、周會及星期二放學成長時段，有系統地培育學

生的正面態度和價值觀。本年度以「自信樂學、堅毅感恩」為主題價值，除了在課時內

以教師分享、工作坊形式滲透外，也配合多元化互動及體驗活動，包括：生命歷情體驗

館、電影欣賞及戀愛及性互動體驗等，協助學生建立正面價值觀及健康的生活方式。此

外，本校組織相關活動，例如：參觀「惜食堂粒粒皆辛館」、時事分享、城市論壇、校園

論壇、國慶升旗儀式、中國文化常識問答比賽及內地考察團等，加強學生與社區的聯繫，

培養學生「明法達義」的精神，以及對香港公民、國民及世界公民身份的認同。 

3.3  運用資訊科技  

本校積極發展資訊科技教育，完善資訊科技設備。本校已在全部課室及部份特別室鋪設

無線網絡、購置平板電腦及設立校園電視台。教師於課堂內外恆常運用不同的電子學習

工具、平台及教學法「如翻轉課堂」進行教學，從而促進學生自主學習，並提升學生的

資訊素養及學習效能。本年度 3C 班推行自攜裝置(BYOD)試點計劃，以推動師生發展「以

生為本」的學與教模式。 

3.4 從閱讀中學習  

推廣閱讀是提升學生語文能力的一個重要策略，本校設立早讀課，推行不同的閱讀活動

及獎勵計劃，如閱讀分享及好書推介等，以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和能力，致力營造校內

的閱讀氣氛。圖書館與科組能互相配合，推行主題閱讀、午間書展及主題書展等活動，

讓學生閱讀不同類別的讀物。圖書館自學閣為學生提供多元化學習資料，培養學生自學

習慣。中、英文科均設立網上閱讀計劃，擴闊學生的閱讀面。各科訂定科本閱讀策略，

並進行跨科協作，讓學生能具體掌握各種閱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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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校本課程 

4.1  本校提供寬廣和均衡的課程，涵蓋課堂內外的學習，能夠啟發學生的潛能，以及培養他

們的共通能力、價值觀和態度。 

4.2   為培養初中學生溝通、探究、多角度及批判性思考等共通能力以及鞏固學生的基礎知識，

本校中文、英文、電腦、歷史、生活與社會、中國歷史、家政、設計與科技、視覺藝術

等科目均積極發展校本課程。 

4.3   本校秉承「明智顯悲」的辦學理念，以校本佛化教育課程培養學生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並通過課外宗教活動，建立其正確的人生觀。 

4.4   本校重視總結性及進展性評估。評估模式多元化，如模型製作、閱讀報告、專題研習及

剪報等日常習作，甚或學生在課堂的學習態度和課前預習，以反映學生日常學習的情

況，持續評估學生在知識、技能和態度方面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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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1 訓導組 

1. 增設愛心支票計劃作為老師肯定及鼓勵學生正面行為的渠道，培養學生持續「行好事」的

習慣。將優化收集及發放愛心支票的行政工作。 

2. 下學期缺點紀錄比上學期的大幅下降，全年優點紀錄比上年度上升近一倍，反映普遍學生

行為不斷改善，而訓導政策亦能正面鼓勵學生良好行為。 

3 .  學生遲到及缺席情況比上年度有明顯改善，分別下降 0.8％及 2.6％，策略漸見成效。 

4. 本組除了與班主任溝通外，亦會主動與社工、缺課組，甚至警民關係組等校外組織聯繫，

及早介入和跟進學生問題，提供適當的恊助。 

5. 利用早會，分享訓導個案及社會資訊，以警剔學生日常行為表現。另外，透過早會表揚及

定期更新各版行為紀錄數據，正面鼓勵表現良好的班別及學生。 

  

2 輔導組 

1. 舉辦輔導計劃、班級經營活動等，幫助學生建立正面積極的校園生活及培育學生對本校

的歸屬感，活動多元化，包括輔導工作坊「FDship 4 Ever」、「戀愛暴力」；小組活動「桌‧

悅」童行計劃；班級經營活動「生日會」、「冬至聯歡」、「學校旅行」、「班中之星」、「我

和老師有個約會」、「農曆年吊飾製作」、「揮春送春暖」；與社工合辦活動「中六級減壓」

工作坊、「中四級適應」活動、「我和社工有個約會」及「中一新生適應課」等。 

2. 參加「堅毅感恩 Ready Go」計劃，提升學生的抗逆力及精神健康，促進他們在學習、社

交及生活環境上的適應。計劃內容豐富，包括：「朋輩支援訓練工作坊」、「樂活校園班級

活動」、「感恩遇到你」打氣站、「感恩校園」音樂活動、學生需要調查及個別跟進、「有

職人」日營、「人生價值大拍賣」體驗活動、「有職人」之職場特攻隊、「有職人」之路路

通午間活動、「化壓力為動力」工作坊、「堅毅感恩 Ready Go」學生及家長講座及教師培

訓工作坊(班級經營)。 

3. 參與『學校起動』計劃，以獲更多資源，舉辦多元化活動，協助學生建立自信心及培育

堅毅、感恩的品格。活動包括：「園藝治療小組 ─ 種出個未來」、「走進土丘，尋生活之

根本」、「中一德育營及正向情緒訓練日營」等。 

4. 舉辦「防止自殺」專業教師培訓工作坊，提高參與者對精神健康、青少年自殺的認識

及掌握跟進輔導之技巧，以提升教師專業發展和家校合作。 

5. 輔導老師與班主任、社工、教育心理學家和其他相關組別緊密聯絡，以更有效跟進學

生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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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1 本年度品德教育主題為「自信樂學、堅毅感恩」，透過重新規劃初中成長課程，參加價值

觀教育學生短片創作比賽，以及舉辦和參與多元化的活動，包括：公益金便服日、電影

欣賞、沈中小菩薩、參觀生命歷情體驗館、及參觀大體老師解剖實驗室等，協助學生建

立自信，培養正向思維，提升抗逆力，以及學會感恩等價值觀。 

2 公民教育集中推動「明法達義」的訊息，與生社科及通識教育科合作，舉辦了議員專

訪、十大新聞評選及分享、城市論壇、校園論壇、時事分享、香港小特首、基本法問答

比賽等活動。普遍參與學生都提高了對香港的社會政治情況的認識、關心及參與程度，

並對基本法及法治精神增加了解，有效認識公民權責。 

3 透過班主任節及成長課(中一、中二全年共 30 節)，讓學生學習情緒管理及建立良好人際

關係；舉辦性教育課堂及工作坊；參與口腔健康講座及檢查活動；並與家政科合作，增

加推廣飲食健康的活動及比賽，以提升學生身體、心理及社交健康。 

4 透過與不同科組合作，參與維他奶乾淨膠樽回收計劃、參觀惜食堂粒粒皆辛館及「慧食

工作坊」等，讓學生掌握了更多減廢技巧，養成環保習慣，以及身體力行保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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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融合教育組 

1 本年度將重點放於「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方面，除中一、中二及中四級的中英文及中

一數學課堂支援外，亦舉辦不同課程，包括：安排中文科及生社科與言語治療師之課程

協作、中一級及中二級「中文基礎提升課程」及「英文基礎提升課程」等。學生問卷結

果正面，整體而言，100%學生同意從課程中獲得學科知識，並能將所學應用在實際場合

及對他們的學習有幫助。 

2 於回應學生精神健康問題方面，本年度重點放在預防性工作上，並與輔導組互相配合。

本年度有 2 位教師完成教育局提供與精神健康相關之教師培訓課程，加深對支援有精神

健康問題學生的認識。 

3 在協助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生涯規劃及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方面，本年度本組安排部分

中六級學生參加由屯門青年天地提供的生涯規劃活動；部分中四及中五級學生參加由聖

公會提供的「活出豐盛計劃 18/19」；4 位中一至中三級學生接受執行技巧訓練；部分中

一級學生參加社交技巧訓練小組；部分中二級學生參加情緒管理小組；部分中三級學生

參加壓力管理小組；部分中四級學生參加應對技巧工作坊；部分中五級學生參加學習動

機提升小組及部分中六級學生參加減壓小組。學生普遍認同活動的成效，並認為小組有

助他們掌握相關技巧和增加自我認識；參加與生涯規劃相關活動的學生則普遍認同活動

有助提升他們對職場的認知，幫助他們自我認識及規劃未來，成效理想。 

4 在推廣共融文化方面，本年度本組安排 7 位中四至中五學生參加由社會福利署與教育局

合辦的商校合作計劃之「康復服務工作體驗計劃 1819」、中一及中四全級學生參加「懷

智院舍探訪」活動、中二全級參加盲人輔導會舉辦的「視事你要知」體驗工作坊等。學

生普遍投入服務，問卷結果顯示超過 80%認同活動提升他們服務他人的精神，幫助他們

發揮共融精神及學習到社會共融的重要。校本問卷結果反映普遍學生認為學校能營造共

融氣氛，提升學生對弱勢社群的接納及關懷。 

5 在教師培訓方面，1 位支援老師已完成精神健康基礎課程及 1 位教師已完成精神健康進

階課程。教師從中拓寬視野，成效理想，教師反應普通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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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生福利組 

1 協助學生申請學生資助、學生保健計劃、地下鐵乘車優惠、葛量洪生活津貼的申請及

全方位學習津貼基金共 69 項的批核 。 

2 中一及中二兩級訂飯人數超過九成，整體學生對飯盒質素及款式感滿意，本組亦邀請

家長定期試食學生飯盒，並適時向飯商提出改善建議。 

3 與佛青團於 Green Monday 合辦感恩祭，提升學生感恩及珍惜食物、減少浪費及保護環

境的意識。本組安排高年級學生於午膳期間進入課室向完成飯盒的中一學生派發飲品。

此外本組於班主任課向各班派發感恩便條讓學生寫上對人、事或物的感恩字句，並於

早會與學生分享，培養學生感恩態度。 

4 與輔導組及社工合辦「桌遊盛會」，讓學生善用午膳增進初中及高中學生彼此之間的溝

通和認識，以提升對學校的歸屬感。 

5 於散學禮當日贈送文具，提醒學生善用暑假，完成作業。 

 

6 課外活動組 

成就： 

1. 舉辦多元化校內校外活動： 

本校為讓學生能有發展潛能的空間，優化學會以興趣類為主並舉辦多元化活動，如：環

校跑、童軍遠足活動、吹玻璃體驗活動、美術學會與科學興趣小組馬賽手工皂工作坊、

佛青團 – 弘法周等。 

並因應學生不同興趣，舉辦了多個興趣班及體驗課。如：「學校起動計劃」趁墟做老闆

讓學生體驗營運企業、鐳射切割基礎班、足球機興趣班及比賽、辯論興趣小組、園藝興

趣小組公益金花卉義賣活動、歷史、科學興趣活動、日文班。 

並經常參加校內外的比賽及表演，如：「飛達慈善復活跑」「15 公里個人組-男子組 16-19

歲組別」中獲得冠軍、「離島區長跑賽 2019」「男子 19 歲以下十公里賽」中獲得冠軍。 

2. 「一人一制服」： 

本年度推行中一級「一人一制服」，除提供多元學習機會外，亦能訓練學生紀律。安排

逢星期五為制服團隊集會的定期集會時段。制服團隊於每年多項活動擔當儀仗工作，例

如開學禮、運動會、禪修室開幕及開放日等。當日不乏初中學生參與，他們均表現專業

和富責任心。另外，透過恆常集會及步操練習，能展示高中隊員對初中隊員的帶領及教

導，開始建立一個有系統的傳承體系。 

 

反思： 

1. 為善用時間，建議可善用午息時間或試後活動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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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學習經歷及領袖培訓組 

成就： 

1. 社會服務活動： 

為推動學生的服務精神，本校籌辦不同程度的社會服務活動供不同年級學生參加。中四

級學生參與新生精神康復會賣旗活動、佛教聯合會「敬老護老愛心券」、中三及中四級

學生為多間校外機構賣旗等。中五級學生參與本校與信義會合辦的社會服務活動，包括

籌備、設計表演或遊戲至外出進行服務。 

2. 「V-ARE-ONE 義人行」學界義工計劃 2018-2019： 

本校義工組參加「V-ARE-ONE 義人行」學界義工計劃：<大興邨獨居長者歲晚家居清潔

及送暖行動>。 

3. 學生多元獎勵計劃： 

學生多元獎勵計劃分為領袖獎及服務獎，獎項於早會及散學禮頒發。鼓勵學生擔當領袖

角色及積極投入服務活動。 

4. 積極提名學生參加不同獎勵計劃：  

本校積極提名及鼓勵不同學生參加各項獎勵計劃。本年度榮獲南華早報舉辦之「最佳進

步」優異獎。 

5. 領袖培訓： 

中四級進行一系列的領袖培訓課程，學生均表現正面積極。繼而再以小組形式培訓學生

參與進階課程，培訓學生的堅毅精神、其領袖能力及承擔責任的能力。 

6. 學生會代表會： 

由於本年度沒有學生會內閣當選，由學生會代表會負起學生與學校的橋樑角色。學生會

代表會於期中向學校反映各級意見，校方已回應有關素求，亦已於會議中向學生代表回

覆。 

 

反思： 

1. 建議鼓勵學生參與學校服務時，不單為建立自信心，更應關懷社會、培養回饋精神和發

展堅毅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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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社際 

 成就： 

1. 陸運會及打氣比賽 

本年度為試行年。陸運會首次以社際計分制取代以往班際計分制。運作順利。期間亦舉

辦打氣比賽以提升學生對社投入感。 

2. 各類比賽 

分初高中於上下學期舉行足球比賽，與校友會於試後活動期間合辦閃避球比賽，學生都

表現積極投入。 

3. 培訓領袖 

四社各有幹事團隊，可增加學生參與機會，亦能發掘不同能力的領袖。 

 

反思： 

建議可增加社際學術活動，如社際常識問答比賽，讓更多學生能展示其不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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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生涯規劃簡報 

恆常的生涯規劃活動： 

生涯規劃活動 

初中 高中 

中一 a. 生涯規劃課 

 認識自我及目標初訂 

 目標檢視及自我挑戰 

中四 a. 班主任課 

 了解自我及走出舒適區 

 目標初訂 

 金錢管理工作坊 

b. 職場技巧培訓課 

 氣球扭造 

 皮革 (八達通套) 

 甜品 

 形象設計 

 魔術 

c. 職場體驗 

 迪士尼工作實錄計劃 

 Project WeCan: 職出前路‧我做得

到 

 「堅毅感恩 Ready Go」有職人日營 

d. 校友分享 

中二 a. 生涯規劃課 

 職場世界初探  

 我的理想工作 

 自我裝備 

b. 參觀 

 酒店 

中五 a. 班主任課 

 目標初訂 

 「人價值大拍賣體驗活動」 

b. 參觀大學資訊日 

c. 參觀各大專院及訓練局 

d. 校友及專業人仕專訪 

中三 a. 班主任課 

 性向測試 

 認識新高中課程 

 職業及高中科目之配對 

 新高中多元出路初探 

b. 選修科體驗課 

c. 新高中問答比賽 

d. 參觀 

e. 屯門青年學院  

中六 a. 參觀大學資訊日 

b. 職業性向測試 

c. 個人輔導 

d. 模擬放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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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 

1. Project WeCan 學校起動計劃增潤了生涯規劃活動 

學校於去年成功申請了 Project WeCan 「學校起動計劃」，豐富了生涯規劃活動。在計劃內，全級

中四同學參加了「職出前路，我做得到」活動，初步進行了職業探索，亦從而更了解自我。部分中

四及中五學生更能參觀金管局資訊中心及馬可勃羅酒店，了解職場運作。Project WeCan 秘書處悉

心安排了 DFS 免稅店與本校進行伙伴合作計劃。除了全級中四同學能參觀 DFS 免稅店外，部分中

四及中五同學更能參加 DFS 師友計劃，進行師友配對活動、DFS 職場探訪及工作體驗活動等。活

動能啟發同學思考前路，積極裝備自己，迎接職場挑戰。 

 

2. 完善了校本生涯規劃課程 

各級生涯規劃課程已確定主題 (中一：認識自我及形象建立；中二：職場解構及自我裝備；中三：

性向、職業及選科配對；中四：職涯起動；中五：認識高等院校及訓練中心；中六：清晰前路由我

創) ，活動以循序漸進的方式進行。初中班主任及學生認同校本課程及職場探訪活動能協助他們及

早認識自我，設立目標，從而做好個人規劃；高中班主任及同學生認同生涯規劃活動令他們更了

解自己的職業性向，從而作出反思，為自己未來的升學及就業路途奠定基礎。 

 

3. 建構校內協作文化 

a. 班主任積極參與 

班主任在課後成長時段進行個人或小組生涯規劃輔導，增強師生交流及溝通，協助學生規劃未

來。由於班主任更了解學生，輔導效能更具成效，而生涯規劃組老師亦提供適時支援。 

b. 跨科組協作 

與校友會及中文科協辦校友生涯規劃分享會，讓學生對各行各業及大專院校有更深入的認知，

明白現今社會擇業的實況及大專院校的生活，令學生加倍努力，為自己的生涯規劃做好凖備。

更重要的是交流讓學生認識師兄師姐，加強了校友與學弟妹的聯繫。 

 

4. 善用校外資源 

與循理會合辦職場技能訓練及參觀，讓學生深入了解不同行業的入職條件及職場實況，從而提升

學生對探索理想職業的興趣及自信心；與信義會合辦模擬人生及成長工作坊，令學生思考自身的

能力、技能、職業性向等，進而為自己的生涯規劃做好凖備。 

 

反思: 

1. 經歷學習 

繼續安排不同的職場參觀及體驗學習，讓學生了解各行業運作，從而令學生對規劃未來更具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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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積極與政府機構及非牟利組織聯繋 

本校繼續與不同行業的合作，增加學生於不同職場的體驗，認識不同行業先驅，從交流中學習，

令學生於規劃未來上事半功倍。 

3. 舉辦家長講座 

向高中學生及家長多推介內地升學及台灣，讓他們更深入認識當地的教育制度及提升他們對台灣

及內地升學的興趣。 

 

4. 舉辦一帶一路考察團 

善用學校起動計劃資源，來年舉辦一帶一路考察團，提供更多具深度的國際交流機會，鼓勵學生

放眼世界，拓展視野，令他們思考如何在一帶一路計劃下發揮自身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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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學生校外活動表現及成就（2018-2019） 
 

(一)  學術 / 學科 

 項目名稱 主辦機構 獎項 得獎者 

1 第七十屆香港

學校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

協會 

中學五、六年級散文獨誦 

(普通話) 

亞軍 

 

中學四年級散文獨誦(粵語) 

良好 

 

中學三、四年級散文獨誦(普通話) 

優良 

    

中學三年級散文獨誦(粵語)  

良好 

 

中學二年級散文獨誦(粵語)  

優良 

 

中學一、二年級散文獨誦(普通話)  

優良 

 

 

中學一年級散文獨誦(粵語) 優良 

6A 王璇 
 

 

 

4B 張智歡 

 

 

4B 陳佩妍 

 

 

3C 陳敬鵬 

 

 

2B 李婉楠 

 

2C 馮煒鳳 

1C 鄭嘉瑩 

1C 李科霖 

 

1C 廖美晴 

2 第十三屆「善

言巧論：全港

學生口語溝通

大賽」 

理性溝通教育學會 表現特優獎 

表現積極獎 

 

 

表現良好獎 

 

6D 鄧俊熙 

6B 陳銓楷 6B 盧冠輝 

6B 張錦鴻 

 

6B 李紫欣 6B 陳思諾 

6B 梁卓亨 6B 林蔚琛 

6B 李佩欣 6B 龔沅樺 

6B 江海燕 6B 吳翰庭 

6B 丘嘉龍 6B 劉俊邦 

6B 蘇秋盈 6B 黃斯靜 

6B 周耀榮 6D 楊偉諾 

6D 張依琳 6D 陳華偉 

4B 蔣文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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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8-19「價值

觀教育(《基本

法》與中華文

化 )學生短片

創作比賽」 

教育局 中學組季軍 5A 黃穎榆 

4A 杜柏洋 

4B 蔣文軒 

4 屯門及元朗區

校際「無人機」

編程比賽編程

任務比賽 

 

2018-19 國際專業無

人機學會 

 

亞軍 4C 吳國雄 

3A 胡錦權 

3C 陳敬鵬 

3C 薛澤琪 

3C 霍楊昇 

4A 林卓軒 

5 Dean’s List 

Associate of 

Arts Journalism 

2018-19 香港浸會大

學 

 

 周芷蕙同學 

6 <<善言巧論：

全港學生口語

溝通大賽>> 

香港教育大學理性溝

通研究及發展計劃委

員會 

中學文憑組小組討論項目(粵語) – 

小組優異獎 
6D 鄧俊熙  

7 第十屆大學文

學 獎 2018-19

「 少 年 作 家

獎」 

香港浸會大學 少年作家獎 5A 洪雅馨 

8 Econgraphic-信

息圖設計比賽  

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

理學院決策科學與企

業經濟學系，

InnovationXBusiness@

CUHK 及香港浸會大

學工商管理學院經濟

學系 

 

 

獨特見解獎  4A 李玉婷  4A 李承禧 

4A 郭凱霖  4A 徐慧琳 

4B 陳佩妍 

9 第十屆香港中

學數學創意解

難比賽 

教育局及香港教育工

作者聯會 

中一，中二學生 

初賽銅獎  

1B 宋瑩   1C 吳前通 

2B 麥梓豪 2B 張愷栭 

1

0 

中學數理比賽 香港理工大學 Credit (中文卷) 5B 鄒采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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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體育 

 項目名稱 主辦機構 獎項 得獎者 

1 屯門區分齡游

泳比賽 2018 

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 

男子青少年 HIJ 組- 4X50 米自由泳接力比賽 

冠軍 

男子青少年 HIJ 組- 200 米自由泳 

亞軍 

男子青少年 H 組- 100 米自由泳 

季軍  

1D 蔡子杰 

2 屯門區校際游

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

聯會 

男子丙組 100 米及 200 米自由泳金牌 1D 蔡子杰 

3 屯門區校際越

野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

聯會 

男子甲組個人全場 

第八名 

4C 賴以立 

4 屯門區校際田

徑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

聯會 

男子甲組 800 米 

殿軍 

女子丙組 400 米 

季軍 

4C 賴以立 

 

2A 葉昕頎 

5 校服跑 2019 創建大同基金 4 公里男子學生組 

第三名 

5C 陳家浚 

6 第 38 屆美津

濃發財跑 

香港女子健跑

會 

「15-17 歲的組別」 

第二名 

5C 陳家浚 

 

(三)  音樂及藝術 

 項目名稱 主辦機構 獎項 得獎者 

1 正能量骰子創作比賽 屯門青少年

綜合服務 

初中組-亞軍 

初中組-季軍 

初中組-優異獎 

3B 馮念照 

1D 張楚欣 

2B 張愷栭 3B 張珀殷 

2 <<基本法>>及『一國

兩制』漫畫設計比賽

2018 

 入圍獎 4B 胡詩穎 

3 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

2018-19 

教育局 銀獎 6A 高明竣 

4 正能量骰子創作比賽 救世軍 中學組亞軍 

中學組季軍 

中學組優異獎 

3B 馮念照 

1D 張楚欣 

2B 張愷栭 3B 張珀殷 

5 第一屆愛的印記全港

「拍.影.畫」慈善創作

比賽 

中學組 F.4-F6 : 繪畫

創作比賽 

愛心力量 優異獎 4B 陳佩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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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其他 

 項目名稱 主辦機構 獎項 得獎者 

1 2018-19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tudent of the 

year (Best 

Improvement) 

南華早報 入圍 4C 賴以立 

2 2018-19 尤德爵士

基金 

 獎學金 6B 江海燕 

6B 李小滢 

3 屯門區卓越學生

獎 2019 

屯門區中學校長會 獎狀 1C 陳穎瑜 

4A 李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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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學校未來發展計劃的關注事項 

1 學與教：深化「以生為本」的教學取向，以照顧學習多樣性策略促進學生認知策略及元認知策

略(cognitive & metacognitive strategies)  

1.1 初中自主學習 2.0 

1.1.1 持續優化初中自主學習範式。 

1.1.2  强化同儕觀課文化，以促進校本自主學習專業交流。 

1.1.3 中、英、數完善圖書館自學閣，並於課程及教學設計上配合, 例如促進學生預習、鞏固

學習或作延伸學習。 

1.2 高中持續發展「以生為本」的學習範式 

1.2.1 中四級各科按建議之課時比例規劃自主學習課程及設計相應導學案，令學生能作有效

的預習、主動及積極參與課堂學習活動。 

1.2.2 中四至中六學生能適切運用元認知策略如有系统筆記技巧、搜集、整理及綜合資料的

能力等，從而培養學生對學習作自我反思及力求進步的態度。 

1.2.3 高中各文憑試科目發展科本自學資源庫 (網上或圖書館內) ，以提供適切鞏固予不同學

習需要同學。 

1.3 STEAM 教育發展 

1.3.1 發展及整固初中校本 STEAM 課程，讓學生透過綜合應用科學、科技、工程、藝術、數

學的知識和技能，培養創新研究精神，發展動手實踐能力，激發學習動力，提昇解決

問題的能力。 

1.3.2 STEAM 活動日加强高中科學及科技探究元素，加入化學科、生物科及 ICT 科 

1.4 「電子學習」持續發展 

1.4.1 深化使用 Google Classroom 及其他學習平台 

1.4.2 在中四全級推行自攜裝置計劃(BY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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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過有意義的學習經歷，提升學生自信心及培養堅毅感恩的價值觀 

2.1 透過全校參與及跨組協作，安排富學習元素及有意義的學習經歷 

2.1.1 善用全方位學習津貼，整體規劃全方位活動，延伸及鞏固跨學科知識。在不同學習領

域及課程範疇，組織走出課室的體驗學習活動，為學生提供各種重要學習經歷 

2.1.2 透過不同學科活動或跨科組協作，以「知、情、意、行」的價值教育模式，深化學生

堅毅、感恩的價值，學生成長委員會全年至少與三個學科協作。 

2.1.3 鼓勵學生參與學校服務，關懷社會、培養回饋精神和發展堅毅精神 

2.1.4 多元化社際活動，透過學術及非學術活動，展示不同能力學生的成就或努力，提升學

生自信心。 

3 持續發展專業學習社群，支援「以生為本」教學取向及促進學生全人成長 

3.1 透過建立不同專業學習社群，以助教師促進學生全人成長 

3.1.1 班主任會以分享班級經營策略或級本活動為主要內容。 

3.1.2 利用成長時段，安排教師工作坊，讓相關教師掌握學生最新趨勢及其跟進策略。 

3.2 持續發展「以生為本」教學取向 

3.2.1 安排綜合科學科參加校本支援計劃，透過校外專業支援提升科主任在課程領導的角色

及優化專業實踐。 

3.2.2 英文、通識及數學三科參與校外協作計劃 (「中大 QEF project on English Language」；

「中學校長會 1+1SRL 3.0 教學協作計劃」及「培生互動網上學習試驗計劃」，針對學

生學習難點，共同設計教案，透過專業實踐及同儕觀課交流，不斷檢討改良。 

3.2.3 科主任開放課堂給相同學習領域教師交流「以生為本」的學習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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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年度 

「中學學習支援津貼」財政報告 
       

收入：       

本年度津貼：     $1,317,624 

上年度餘額：     $136,474 
      $1,454,098 
       

支出：       

1.  共融教育支援主任 

    (包括強積金) 
1 名 $491,460 

2.  教師    2 名 $458,680 

2.  教學助理    1 名 $220,500 

3.  共融教育培訓課程費    $800 
      $1,17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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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年度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支援津貼」財政報告 
 

       

收入：       

本年度津貼：     $0 

上年度餘額：     $263,640 
      $263,640 
       

支出：      $0 
       

       

2018-2019 年度 

「推動中國歷史及文化」一筆過津貼財政報告 
       

收入：       

本年度津貼：     $0 

上年度餘額：     $15,947 
      $15,947 
       

支出：       

1.  中文周活動     $1,846 

2.  購買 DVD 物資    $10,087 
      $1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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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年度 

在中學推動 STEM 教育 - 一筆過津貼財政報告 
       

收入：       

本年度津貼：     $0 

上年度餘額：     $132,316 
      $132,316 

支出：       

1.   購買立體打印機    $2,254 

2.   購買電腦     $24,240 

3.   購買教學器材    $86,718 

4.   購買材料     $11,465 

5.   購買物資     $8,164 
      $132,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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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收入 $ 支出 $ 

承上餘額 (政府基金及學校基金) 5,848,784.59    

I. 政府基金     

(1) 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A) 非學校特定 

    

1,707,487.14  1,474,009.71  

  小結： 1,707,487.14  1,474,009.71  

(B) 學校特定     

(i) 行政津貼 3,320,160.20  3,241,517.53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407,214.00  135,976.86  

  空調設備津貼 490,625.00  376,800.00  

(ii) 學校發展津貼 500,696.00  89,280.00  

(iii) 新來港兒童校本支援計劃 33,112.00  17,200.00  

(iv) 風災特別津貼 46,000.00  46,000.00  

  小結： 4,797,807.20  3,906,774.39  

(2) 營辦開支整筆津貼以外的津貼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 1,188,698.00  1,525,943.75  

(A) 推行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 額外經常津貼 66,740.00  54,000.00  

  推廣閱讀津貼 60,000.00  59,592.59  

(C) 其他津貼  2,570,084.55  2,604,098.89  

  小結： 3,885,522.55  4,243,635.23  

II. 學校基金     

(1) 堂費 1,234,181.14  2,058,734.26  

(2) 獎學金 96,000.00  38,700.00  

  小結： 1,330,181.14  2,097,434.26  

11/12 學年總盈餘 (855.56)   

11/12 學年完結總盈餘 5,847,92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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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年度 

特定用途總支出 
    

項目 收入(HK$) 支出(HK$) 備註 

特定用途收費 126,430.00     

印刷及紙張費用   123,833.73    

購買特定傢俱及維修   40,300.00  

各層洗手間及有蓋操場

安裝掛牆風扇 

合共 126,430.00 164,13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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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年度 

姊妹學校交流報告書 

 

學校名稱： 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 

學校類別： 
*小學 / *中學 / *特殊學校  

(*請刪去不適用者) 
負責老師： 岑敏玲 

 

本學年已與以下內地姊妹學校進行交流活動： 

1. 創科日到訪 

2. 探訪深圳市福永中學-師生交流 

 

本校曾舉辦的姊妹學校活動所涵蓋層面及有關資料如下：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填上號(可選多項)及/或在「其他」欄填寫有關資料)  

 

甲. 管理層面（*已舉辦 / *未有舉辦）(*請刪去不適用者) 

交流項目 預期目標 

編號  描述 編號  描述 

A1  探訪/考察 B1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A2  校政研討會/學校管理分享 B2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A3  會議/視像會議 B3  
交流良好管理經驗和心得/提升學校行

政及管理的能力 

A4  
與姊妹學校進行簽約儀式/商討交流

計劃 
B4  擴闊學校網絡 

A5  其他(請註明) : B5  擴闊視野 

   B6  建立友誼/聯繫 

   B7  訂定交流細節/ 活動詳情 

   B8  其他(請註明) : 

 

管理層面  

達至預期目標程度 
C1  完全達到 C2  大致達到 C3  一般達到 C4  未能達到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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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教師層面（*已舉辦 / *未有舉辦）(*請刪去不適用者) 

交流項目 預期目標 

編號  描述 編號  描述 

D1  探訪/考察 E1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D2  觀課/評課 E2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D3  示範課/同題異構 E3  建立學習社群/推行教研 

D4  遠程教室/視像交流/電子教學交流 E4  促進專業發展 

D5  專題研討/工作坊/座談會 E5  提升教學成效 

D6  專業發展日 E6  擴闊視野 

D7  其他(請註明) : E7  建立友誼/聯繫 

   E8  其他(請註明) : 

 

教師層面  

達至預期目標程度 
F1  完全達到 F2  大致達到 F3  一般達到 F4  未能達到 

 

丙. 學生層面（*已舉辦 / *未有舉辦）(*請刪去不適用者) 

交流項目 預期目標 

編號  描述 編號  描述 

G1  探訪/考察 H1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G2  課堂體驗 H2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G3  生活體驗 H3  擴闊視野 

G4  專題研習 H4  建立友誼 

G5  遠程教室/視像交流/電子學習交流 H5  促進文化交流 

G6  文化體藝交流 H6  增強語言/表達/溝通能力 

G7  書信交流 H7  提升自理能力/促進個人成長 

G8  其他(請註明) : H8  豐富學習經歷 

   H9  其他(請註明) : 

 

學生層面  

達至預期目標程度 
I1  完全達到 I2  大致達到 I3  一般達到 I4  未能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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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家長層面（*已舉辦 / *未有舉辦）(*請刪去不適用者) 

 (註 :學校不可使用姊妹學校計劃津貼支付家長在交流活動的開支) 

交流項目 預期目標 

編號  描述 編號  描述 

J1  參觀學校 K1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J2  家長座談會 K2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J3  分享心得 K3  擴闊視野 

J4  其他(請註明) : K4  加強家校合作 

   K5  加強家長教育 

   K6  交流良好家校合作經驗和心得 

   K7  其他(請註明) : 

 

家長層面  

達至預期目標程度 
L1  完全達到 L2  大致達到 L3  一般達到 L4  未能達到 

 

監察/評估方法如下： 

編號  監察/評估方法 

M1  討論 

M2  分享 

M3  問卷調查 

M4  面談/訪問 

M5  會議 

M6  觀察 

M7  報告 

M8  其他(請註明) : 

 

全年財政報告： 

編號  交流項目 支出金額 

N1  到訪內地姊妹學校作交流的費用 HK$ 12,320 

N2  在香港合辦姊妹學校交流活動的費用 HK$ 

N3  姊妹學校活動行政助理的薪金 (註:不可超過學年津貼額的 20%) HK$ 23,305 

N4  視像交流設備及其他電腦設備的費用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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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  交流物資費用 HK$ 

N6  
在香港進行交流活動時的茶點開支(註:不可超過學年津貼額的

2%) 

HK$  

N7  老師的一次入出境簽證的費用(註:不可超過學年津貼額的 1%) HK$ 

N8  其他(請註明) : HK$ 

N9  學年總開支 HK$ 35,625 

N10  沒有任何開支 不適用 

反思及跟進： 

編號  內容 

O1  

有關交流活動的層面 [如適用，請註明]  

本校每年安排不同主題活動供姊妹學校學生參與其中，增加兩校學生互動、彼此認

識。 

另一方面，到訪姊妹學妹所體驗的課堂亦為學生升學習效能。 

                                                

O2  

有關交流活動的形式/內容 [如適用，請註明]  

本年度以比賽形式作互相較量，亦為雙方學生建造加深不同文化的認識的平台。   

                                                 

O3  

有關交流活動的時間安排 [如適用，請註明]  

以往安排於試後活動作外訪時間安排良好，惟可能遇上國內統一考試。下學年建議

4 月試行。 

                                              

O4  
有關交流活動的津貼安排 [如適用，請註明]  

                                            

O5  
有關承辦機構的組織安排[如適用，請註明]  

                                                 

O6  
其他(請註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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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參與人次： 

編號  層面 交流參與人次 

P1  本校學生在香港與姊妹學校交流的人次 __60___人次 

P2  本校學生到訪內地與姊妹學校交流的人次 __50___人次 

P3  本校學生參與交流的總人次 __110__總人次 

P4  本校教師參與交流的總人次 __22___總人次 

P5  本校學校管理人員參與交流的總人次 __4____總人次 

 

備註： 

 

 

 

 

 

 

 

 

 

 

 

 

 

 

 

 

 

 

 

 

 

 

 

 



44 
 

 

 

 

 

 

 

 

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