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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報告  

(7) 回饋與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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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們的學校  

 

 辦學宗旨 
   本校以「作育英才，有教無類，造就社會」為建校目的，秉承「整齊嚴肅」的精

神和中國優良的道德文化傳統，培養純樸的校風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促進全人發

展；並配合社會需要，培育學生成為良好的公民，實踐「立己立人」的精神。 

 

 教育信念 
1. 教育是實踐「立己立人，達己達人」 

2. 學生有向善的本性及受教的善德 

3. 每個學生都具有獨自的潛能 

4. 學校是拓展學習機會的地方 

 

 願景 

我們致力使葵涌蘇浙公學成為卓越學校，發展學生多元智能，提升學生自信心和力求

向上的精神，培育學生成為兩文三語、才德兼備、追求卓越的優秀人才。 

 

  教育目標 

 啟發學生的良知、潛能 

 提高學生智能和品德的素質 

 使學生在德、智、體、群、美五育方面有均衡的發展 

 拓闊視野，確立正確人生觀 

 

 教育方針 

1. 文理並重； 

2. 中英並重，致力讓學校成為葵青區內兩文三語的優質培訓基地； 

3. 升學及就業並重； 

4. 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及各種學習共通能力，為學生提供優質的全人教育；全面

改善學生學習風氣和培養健全的人格，以提升學業成績及品德； 

5. 鼓勵學生積極參與課外活動，擴闊視野， 

6. 推動學生參與義工活動，回饋社會； 

7. 強調學生養成自律、自塑的行為，以真誠、理解和尊重來相互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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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簡介  

本校是「蘇浙旅港同鄉會」（2006 年改稱「香港蘇浙滬同鄉會」)創辦的第三所中學，是一

所受政府津貼的全日制學校。經多年籌劃興建，於一九八二年落成，並於一九八二年九

月二十日下午五時，舉行隆重開幕典禮，由「蘇浙旅港同鄉會」永遠名譽會長邵逸夫爵士

致詞，教育署署長許瑜(C. H. HAYE)太平紳士主持揭幕禮。 

 

本校創校伊始，為一所政府津貼英文中學，位於新界葵涌興盛路榮芳路二八零地段，佔

地五萬二千平方呎，建築及設備費共二千五百萬元，(政府撥款一千五百萬元，其餘由「蘇

浙旅港同鄉會」籌措，邵逸夫爵士個人慨捐二百五十萬元)。校舍分作三部分：東翼樓高六

層，作特別教室之用；西翼上下兩層，上面是禮堂(「邵逸夫堂」)，下面是有蓋操場；中

間為主樓，呈拱形內彎設計，樓高五層。在九五至九六年期間，教育署出資，為本校校

舍更換電線，進行減低環境噪音工程，重鋪球場及走廊地面，重鋪天面，更換去水渠及

全部洗手間的設施，以及全校重新粉飾。同時校董會及香港蘇浙同鄉會又額外撥款更換

語言實驗室的設備。此外，為了擴充學生的活動空間和增加教學設施，教育署於一九九

八年進行校舍改善工程，增建一座樓房連接東翼，增闢三間教室、一間教員室及一間教

員休息室。在原有校舍裏的三個教室改建成學生活動室及學生輔導室；同時亦進行鋪設

校內電腦網絡工程。於二零零二年及二零零八年重新粉飾校舍。 

 

本校以「整齊嚴肅」為校訓，強調教學訓育並重，中英並重(中文方面，初中以普通話作為

教學媒介)，文理並重，升學就業並重。為配合政府推行母語教學計劃，一九九八年起，

初中級逐年改用母語教學，至二零零零年初中課程全面採用母語教學。九六年六月本校

與上海南洋模範中學結成姊妹學校，該校在國內卓越的學術地位，能激發我校的師生更

發奮努力，透過多方面的學術交流，一起並肩前進。又於九七年九月底正式成立了「家長

教師會」，令家長和學校的溝通合作跨進了一大步。 

 

本校建校初期開設中一、中四各六班，學生僅有四百八十五人，均由教育署派位，以後

逐年增加班級，四年後全校由中一至中七共有三十班，學生數目一千二百人。其後，由

九八至九九學年起，班級架構改為中一至中三各五班，會考班文理科各兩班，中六、中

七各兩班，全校班級總數為二十七班。近年，亦因應全港適齡人數下降及推行新高中課

程改革，由二零零九年起，中一級改為四班，至二零一四年全校中一至中六級將改為每

級各四班，班級總數為二十四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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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編制  

2013/14 年度各級開設的班別及學生人數如下︰ 

 

班別數目 

班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總數 

班數 4 4 4 4 4 5 25 

 

學生人數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總數 

男生 67 66 63 68 72 77 413 

女生 60 72 76 70 67 86 431 

人數 127 138 139 138 139 163 844 

 

 

  學校管理  

本校實行「校本管理」已十多年，行政組織完善。學校設有學校行政委員會負責制定政策

及統籌校務工作，學校亦設有學校完善委員會，負責蒐集全體老師對學校的意見，推動學

校檢視自評工作的落實，和協助制定學校發展計劃。 

 

有賴辦學團體「香港蘇浙滬同鄉會」對學校的支持，學校持續發展，並在 2012 年成立法團

校董會，成員包括辦學團體校董(及替代校董)八名、教員(及替代校董)兩名、家長校董一名、

校友校董一名及校長校董。 

 

 

 

 

 

 

 

 

 

 

 

 

4 



學校報告 2013-2014 5 

 我們的教師 

 教師資歷 

2013-2014 年度學校教師的數目為 62 人。教師獲得的最高學歷的百分率如下： 

碩士學位或以上 32%、學士學位 66%、持有認可教育文憑的非學位教師 2%。 

 

 

 

本校教師數目(包括校長及一名教育局外籍英語教師): 

年度  教師數目  

12/13 62 人 (其中 6 名屬於編制以外 )  

13/14 62 人 (其中 7 名屬於編制以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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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經驗 

教師教學年資的百分率如下： 

0-4 年: 15% 

5-9 年: 18% 

超過 10 年: 67% 

 

已達英語或普通話語文能力要求的教師：100% 

 

 

我們的學生 

 
 學生出席率  

 
 2013-2014 學生出席率 (%) 

中一 98.2 

中二 98.2 

中三 98.0 

中四 97.1 

中五 98.0 

中六 98.1 

平均 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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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4 年度的中六畢業生總數：163 人  

 

 畢業生升學及就業統計: 

 

 
2013-2014 

(人數) 

2013-2014 

(%) 

本地大學學士學位課程 18 11% 

中國內地升學(學士學位課程) 3 2% 

台灣升學(學士學位課程) 2 1% 

副學士課程 18 11% 

高級文憑課程 55 34% 

文憑課程 4 2% 

毅進文憑課程 8 5% 

基礎文憑課程 6 4% 

證書課程 3 2% 

海外升學 4 2% 

重讀中六 17 10% 

全職就業 25 15% 

總人數 16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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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我們的學與教  

2013-14 年學校實際上課日數: 19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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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 年度課程 

 
(a) 中一至中三級    授課語言：中文（以英文授課的科目：English) 

 

 級別 

 

科目名稱    課堂節數 

中一 中二 中三 

八

大

學

習

範

疇

 

中國語文 
中國語文 9 9 9 

普通話 2 2 2 

英國語文 英國語文 10 10 10 

數學 數學 8 8 8 

社會及 

人文科學 

初中通識  --  4 4 

生活與社會 7 -- -- 

中國歷史 2 3 2 

歷史 -- 2 2 

經濟及公共事務 -- 2 -- 

地理 2 2 2 

科學 

綜合科學 6 6 -- 

物理 -- -- 3 

化學 -- -- 3 

生物 -- -- 3 

科技 

普通電腦 2 (每班兩組) 2 (每班兩組) 2 (每班兩組) 

設計與科技 2 2 2 

家政 2 2 2 

藝術 
視覺藝術 2 2 2 

音樂 2 2 2 

體育 體育 2 2 2 

其他 
班主任課 3 2 2 

圖書館課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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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中四級   授課語言：中文 (以英文授課的科目：English,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級別 

 

科目名稱    課堂節數 

4A 4B 4C 4D 

核心科目 

中國語文 10 (三組) 12 (三組) 

英國語文 10 (三組) 12 (三組) 

數學 8 8 9 9 

通識 7 (三組) 9 (三組) 

選修科組一 
地理 7 (一組) -- -- -- 

生物 -- 7 (一組)  -- -- 

選修科組二 

中國歷史 7 (一組) 

經濟 7 (一組) 

視覺藝術 7 (一組) 

化學 7 (一組) 

資訊及通訊科技 7 (兩組) 

選修科組三 

地理 -- 7 (一組)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7 (一組)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7 (一組) 

中國文學 7 (一組) 

物理 7 (一組) 

體育 體育 2 (兩組) 2 (兩組) 

其他 班主任課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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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中五級   授課語言：中文 (以英文授課的科目：English,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級別 

 

科目名稱    課堂節數 

5A 5B 5C 5D 

核心科目 

中國語文 10 (三組) 12 (三組) 

英國語文 10 (三組) 12 (三組) 

數學 9 (三組) 

數學延伸單元一及二 10 (兩組) 

通識 7 (三組) 9 (三組) 

選修科組一 
地理 7 (一組) -- -- -- 

生物 -- 7 (一組)  -- -- 

選修科組二 

中國歷史 7 (一組) 

經濟 7 (一組) 

視覺藝術 7 (一組) 

化學 7 (一組) 

資訊及通訊科技 7 (兩組) 

選修科組三 

地理 -- 7 (一組)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7 (一組)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7 (一組) 

中國文學 7 (一組) 

物理 7 (一組) 

體育 體育 2 (兩組) 2 (兩組) 

其他 班主任課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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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中六級   授課語言：中文 (以英文授課的科目：English,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級別 

 

科目名稱    課堂節數 

6A 6B 6C 6D 6E 

核心科目 

中國語文 10 (三組) 10 (一組) 10 (三組) 

英國語文 10 (三組) 10 (一組) 10 (三組) 

數學 8 (四組) 

數學延伸單元一及二 10 (兩組) 

通識 7 (三組) 7 (一組)  7 (三組) 

選修科組一 

生物 7 (一組) -- 

資訊及通訊科技 -- 7 (兩組) -- 

中國歷史 -- -- 7 (一組)  

地理 -- -- -- 7 (一組)  

經濟 -- -- -- -- 7 (一組) 

選修科組二 

中國文學 7 (一組) 

經濟 7 (一組) -- 

視覺藝術 7 (一組) 

物理 7 (一組) 

組合科學(生物、物理) -- 7 (一組) 

組合科學(生物、化學) -- 7 (一組) 

選修科組三 

地理 7 (A,B,C&E 班一組) --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7 (一組)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7 (一組) 

歷史 7 (一組) 

組合科學(化學、物理) -- 7 (一組) 

化學 -- 7 (一組) 

體育 體育 2 (兩組) 2 (一組) 2 (兩組) 

其他 班主任課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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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工作 :  
 

新高中實施後，本校學生的表現不斷進步，九成的科目持續取得正增值表現。二零一

三年，達到九級正增値的科目包括地理、生物和化學；達到八級增値的科目包括中國語文、

數學、通識教育和資訊及通訊科技科等。過去三屆新高中，本校超過六十名學生成功爭取

入讀本港或海外大學學位課程，老師及同學們的努力漸見成果。本學年，學與教範疇的重

點如下: 

 

(一) 加強英語學習 

 增聘外籍英語教師, 加強英語會話訓練 

為加強英語訓練，學校自 2012 年開始，獲校董會資助數十萬元增聘額外兩位外籍英

語教師，增設分級英語早會及中六空節英語會話班，以提升學生聽、講能力。高中

英文科按學生能力分組教學，減低師生比例，增加教學效能。全年舉辦多項英文增

補課程，包括暑假「中一級英語銜接課程」、「暑期初中英語日營」，「星期六初中

英語日營」，以及針對高中不同能力的學生舉辦「先苦後甜」計劃，聯校英語口語訓

練等，以加強學生英語能力。 

 舉行分級英語早會 

學校每天安排不同級別的學生輪流進入禮堂進行英語早會，由三位外籍英語教師帶領

學生進行不同的英語活動，如英語專題匯報、英語話劇、小組討論等，務求所有學生

有更多英語實習的機會。 

為打破同學在學習英語時的心理障礙，學校利用輕鬆有趣的方法推行活動，例如開

設「英語天地」，讓同學於課餘時間在一個舒適的環境中進行活動，如英文電影欣

賞、英語遊戲，與外籍老師閒談等。每年，學校亦會舉辦英語遊戲日、萬聖節嘉年

華、聖誕班際英語歌唱比賽等，以吸引同學於真實環境中運用英語，提升學生學習

英語的興趣和能力。 

 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推行英語音樂劇訓練 

本校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撥款三十多萬，推行「劇韻共冶英語情」計劃，是項計劃

能發掘學生表演藝術的潛質及興趣，同時提升學生的自尊自信、協作能力及對學校

的歸屬感，從而啟發學習，增強他們在英語聽、說、讀、寫各方面的能力。課外活

動方面，學校特別設立英語音樂劇小組、英語辯論隊、英文校報等，讓學生在學習

之餘，也可發揮個人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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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行「閱讀計劃」及創作風氣 

為加強推行校本「閱讀獎勵計劃」，去年開始，全校逢星期二及星期四進行早讀課，

並設立班本圖書閣，為每一班購置近百本書籍，鼓勵學生於課餘閱讀。圖書館亦增

加採購中、英電子書籍，方便同學隨時於網上閱讀。同時，學校特設中文及英文寫

作班，把學生的優秀作品結集出版；又透過參加【蘇浙會訊之友】聯校作文比賽，與

各會屬中學同學切磋，提升寫作技巧。學生在校外多項創作比賽中亦屢獲獎項。 

每周兩天早讀課中，規定學生於其中一日閱讀英文讀本。而「閱讀計劃」亦要求學生

必須完成指定數量的英文書籍，方可達標，本學年有 99.1%學生達此要求，表現令人

鼓舞。 

  英語延展活動 

2011-2012 年度開始，各學科在初中推行「英語延展教學活動」，增加學生接觸不同學

習範疇的英文用詞，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 

 

 

(二) 提升學術水平和自學風氣 
 

教務組為提升學術水平,在本年度實施了以下措施: 

 

 有效運用「多元學習津貼」，為中四至中六級能力較高學生開辦資優課程 

 利用「電子學習撥款」採購合適的電子學習資源 

 加強發展學生的其他學習經歷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為中一學生安排「學習技巧」工作坊，讓學生、家長和老師清楚學生學習的方法並善

加運用。 

 為中二學生安排「批判思考」訓練課程, 幫助學生提昇分析及高階思維能力。 

 為中三學生安排「人生體驗之旅」，讓學生認識自我興趣和能力, 從而及早作出生涯規

劃,確立學習目標。 

 為初中學生舉辦「課後功課輔導班」，幫助學生解答功課疑難，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 

 為初中學生在考試前舉辦「試前溫習班」，幫助中一至中三成績中、下學生在放學後

溫習。由教務副校長安排教師及舊生在放學後以小組形式引導學生溫習。舊生的參與

為初中學生作模範(modeling)的作用。 

 鼓勵學生參加校外學術比賽，學生在 2013 年獲澳洲國家化學測試比賽卓越表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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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同儕觀課，促進專業交流 

 

各科每年均有安排同儕觀課活動，一般準則是新入職老師必須於第一年完成一次觀課及評

課活動，而其他老師會於三年內安排最少一次觀課及評課活動，有關記錄由科主任存檔。 

 

(3)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配合學校發展計劃，學生成長支援工作集中於以下目標: 

一. 關注師生身心健康；減少負面情緒，提升快樂指數； 

二. 提升學生的自信心、自尊感和欣賞能力； 

三. 關注畢業生的多元出路，協助實現其升學或就業的抱負。 

 

訓輔 
訓輔組於初中分別推行「預防濫藥」、「網上陷阱」、「護苗行動」等抗逆工作坊及「人

生體驗之旅」活動， 在課堂外讓學生了解自我興趣和潛能。此外，更為高中學生設立各

種服務崗位、 領袖訓練和「全人教育」課程等以提升學生接受挑戰的勇氣、信心、責任

感和團隊服務精神。訓輔組在本年的工作重點如下: 

 

 推行各種獎勵計劃 

為配合全人發展及全方位學習理念，本校全面推行「學

藝顯真我」等獎勵計劃 —— 鼓勵同學努力學業、積極

參與校內及校外之課餘活動，以培養自愛、自強及不斷

學習的精神，以達致自我完善的目標，務求令同學才德

俱備。 

 

 培育領導才能 

本校透過領袖生工作和課堂以外活動 (包括︰乘風航、

野戰、義工服務等等)，讓同學從實踐中學習。在同儕的

鼓勵和支持下，同學都鼓起勇氣，迎接挑戰.。不單只他

們的自信心，溝通能力有所提升，同學更學會照顧身邊

有需要的人。 

 

 塑造學生優良品德 

透過義工服務，早會德育短講，以「尊重、正向生活」

主題，與學生探討如何面對逆境和壓力，塑造同學優良

品德。此外，訓輔組透過舉辦「正向生活」活動，領袖

生的身體力行，為學弟、妹門樹立良好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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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學習經歷           
本校每年均舉行全方位學習日(OLE Day)，騰出一天課時，全力推動學生在其他學習經歷的

發展。其他學習經歷包括德育及公民教育、社會服務、與工作有關的經驗、藝術發展和體

育發展，藉此拓展學生視野、發展終身興趣、培育正面的價值觀及態度。 

 

 體育活動: 可以鍛煉堅忍刻苦、力爭上游的精神。本校組織不同運動隊，例如排球隊、

籃球隊、足球隊、欖球隊、柔道組、泳隊、長跑隊等，通過體育訓練，鍛煉學生堅忍、

刻苦和力爭上游的精神。學生透過參與不同比賽，體會成功在嘗試的道理,並且在學界

以至全港各類型比賽中，屢創佳績。 

 

 義工服務: 提倡「回饋社會，樂於助人」的美德。本校鼓勵學生在課餘時間積極參與

社會服務活動，藉此認識更多弱勢社群，學會接納、關懷及尊重，對社會有承擔感。 

 

 藝術修養: 本校成立了中樂團、舞蹈組、音樂劇學會、戲劇學會及書法班等藝術組別，

聘請專業導師教授，提升學生的藝術修養。高中週會設有「生活的藝術」課題，讓學

生領略生活與藝術的密切關係，並提升他們欣賞的能力。 

 

 

生涯規劃 
本校的升學及就業輔導組除舉辦升學及選科講座、大學參觀外，亦與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

人員協會合辦「卓育菁莪」計劃，邀請知名成功人士到校，以小組形式與本校高中學生分

享各行業情況及入職要求。 

 

 

 

 

 

 

 
 

 

德育及公民教育 
德育組配合學校發展，推行一系列品德情意教育及活動，內容包括初中德育課、高中

全人教育、早會老師及學生專題分享等，藉此培育學生孝順父母，尊敬師長，友愛兄弟，

待人和藹，勤勞儉樸，整齊嚴肅，敦品力學，愛校守法，熱誠服務及自強不息的品格，使

學生領會蘇浙學生守則之意義，以養成完美的人格。此外，德育組不時舉行跨學科活動，

讓品德教育可由點到面融入校園生活，又能營造濃厚的德育氛圍。 

 

公民教育組鼓勵學生積極投入參與不同類型的活動，其中包括「參觀立法會」、「生態

保育考察」、「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廉政互動劇場」及專題講座等，使學生關心

社會，提升對國情與中國文化之認識，學會承擔，重視誠信，拓展學生之視野，放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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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學習差異 
   為了更有效地照顧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本校於二零零八年成立學生支援小組，以「全

校參與模式」籌策和推動學生支援工作，包括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言語治療服務、教育心

理輔導、課程調適及特別測考安排等。此外，更積極鼓勵學生參加各類課外活動和公開比

賽，如「全港公開新秀武術錦標賽」、「維特健靈慈善單車馬拉松」及「Silent Amazing Race 

- 聽障體驗社區教育計劃」等，讓他們可以一展所長，建立自信。同時，亦邀請社區機構

舉辦教師及學生講座，促進教師在照顧學習差異方面的專業發展，以及培養學生欣賞及尊

重多元文化的價值觀，建立關愛共融的校園。 

 
 

學生會 培養學生領袖 
   學生會於二零零七年十月成立，是一個重要的領袖訓練、溝通平台。除了為學生提供

一連串便捷的借用及代售服務外，歷屆幹事也籌辦了多元化的活動，例如﹕萬聖節古堡歷

險、慈善便服日及拍賣會、貧富宴、師生綜藝籌款表演、聖誕舞 FUN FUN 舞會、新春寫

揮春、棋王爭霸戰、畢業班班衣設計比賽、聯校球賽、師生球技大比併、午間校園電台、

普通話繞口令擂台等。活動由籌備、聯絡、推行至檢討，均由學生會幹事們籌劃及推動。

在組織活動的過程中，提升學生們的協商、解難、面對挫敗和領導等能力，這不但促進學

生的個人成長，也裝備他們成為未來社會的領袖。 

 

安健學校 
本校在二零零五年九月獲葵青安全社區及健康城巿協會認可為「葵青區安全及健康學

校」，全力於校內推廣安全校園及健康生活的訊息。本校安健學校小組在本學年成功推行

了以下工作: (1)參與「賽馬會健康城市社區計劃-葵青區預防高血壓大行動」活動; (2)鼓勵

同學參與「健營日誌」計劃，使用「生活習慣紀錄程式」，養成健康生活習慣; (3)訓練學生

成為安健大使，於校園電視及早會作安全及健康訊息分享; (4) 參與中大的「鼻咽癌篩選測

試研究」,安排學生參與義工訓練及服務,本校也借出場地為本區人士進行測試。 

 

家校緊密聯繫       
   家長教師會成立至今十八年，得到歷屆家長的熱心支持，與校方攜手合作，設立「英

語成績優異獎」、「英語成績飛躍進步獎」、「學業成績飛躍進步獎」、「積極學習獎勵計劃」

等多項獎學金鼓勵學生學習，成績斐然。家長教師會透過講座及工作坊，讓家長對青少年

成長期的需要多加了解，促進親子關係。此外， 家長經常在百忙中抽空參與學校活動，

包括陸運會、聖誕歌唱比賽及聯歡會、畢業典禮等，親身感受同學積極、投入的團隊精神，

歡呼、雀躍的熱鬧氣氛，分享到學校生活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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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校友聯繫 
   校友會每年出版會訊，再通過網頁及面書與校友保持聯繫，讓校友了解母校近況。近

年除了舉辦球類比賽外，還有盆菜宴和校友日。校友們亦積極參與母校活動，如擔任聖誕

歌唱比賽評判、運動會頒獎嘉賓等。在本校三十周年校慶，校友會合辦「成功心得講座」，

校友與學生分享學習方法與成功經驗，另五位校友參與演出校慶活動之原創英語音樂劇，

而五年一度的學校周年紀念聚餐，筵開三十多席，場面熱鬧。近年校友會舉辦「師友(校友

啟導)計劃」，由校友擔任導師與師弟妹們分享人生經驗及升學就業的心得，又參與生涯規

劃活動中的「卓育菁莪」計劃校友分享。校友畢業後在社會不同行業上各展所長，其中有

不少表現傑出，有些加入政府部門工作，亦有中醫、西醫、建築師、大學教授等，更有代

表出戰奧運會劍擊比賽的出色運動員。本校校友畢業後無論是升學或就業，均能秉持校訓

「整齊嚴肅」的精神，貢獻社會。 

 

 

文化交流 
   蘇浙公學、沙田蘇浙公學和本校的學生每年均組織上海、江蘇浙江交流團。2013-14 年

由曾校長親自率團，學生獲益良多。感謝辦學團體資助家境不富裕的學生到國內認識國家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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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生表現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  

 

本校在 2014 年共有 163 位學生參加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共報考 21 科。  

 

本校學生在 2014 年的中學文憑考試，表現突出，有三分二科目的合格率超越

全港水平，其中五科，包括數學科 (M2)、組合科學科 (生物、化學 )、組合科學

科 (化學、物理 )、經濟科及歷史科更取得 100%的合格率。成績最佳的學生應

考 7 科共得 33 分。  

 

 

學業增值表現   

 

本校在 2013 年文憑試中，有 14 科的增值指數達 6 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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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學業以外的表現   

 

2013-2014 年度校際活動獎項 
類別 活動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獎學金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獎學金 F5B 周嘉華  F6E 吳萃躍 

荃灣、葵涌及青衣區傑出學生 獎學金 F5B 吳家豪 

荃灣鄉事委員會獎學金 獎學金 F6E 黃國康  F6B 陳智偉 F6E 陳繼全 

學術 

 

 

 

 

2013-2014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香

港賽區） 

銀奬 F4A 任佩珊 

第 65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 

粵語詩詞獨誦季軍 F5B 吳家豪 

粵語二人朗誦季軍 F5B 吳家豪 F5B 張佩詩 

普通話詩詞獨誦季軍 F1A 劉家豪 

第 65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散文獨誦季軍 F4A 黎灝霖 

體育 

全港校際撞式欖球精英碗賽 冠軍 F3A 林健朗、F3A 賴典軒、 

F3D 葉子祺、F4A 黃梓浩、 

F4C 孫銘希、F5B 陳子傑、 

F5C 黃梓軒、F5D 黃尹洛、 

F6A 布晉宜、F6A 莫正邦、 

F6B 孫家輝、F6B 蕭沛霖、 

F6D 張文健、F6D 李銘成、 

F6D 林家良、F6E 朱嘉俊、 

F6E 洪培植、F6E 王志恒 

葵青區校際籃球比賽 男子丙組殿軍 F1A 李展鵬、F1C 梁浚灝、 

F1C 陳國佳、F2A 吳文海、 

F2A 曾朗軒、F2B 李興俊、 

F2B 潘文豪、F2C 林子龍、 

F2C 鄧宇軒 

中學校際復活節杯非撞式欖球賽

2014 

冠軍 F1A 劉家豪、F1B 吳浚霖、 

F1B 呂文基、F2A 邱領沖、 

F2B 何嘉希、F2B 何沛文、 

F2B 李子賢、F2B 楊浚浩、 

F2C 何俊軒、F2C 李文耀、 

F2C 關漢彥、F2D 林濬仁、 

F2D 楊嘉豪、F2D 黃浚龍、 

F3A 鄭靜蔓、F3B 尹鳳美、 

F3B 蘇彥霖、F4A 李冠豪、 

F4A 盧可欣、F4A 蘇嘉富、 

F4B 周志成、F4B 林瑋浚、 

F4B 沈學斌、F4B 許珮琳、 

F4D 任俊倫、F4D 吳梓健、 

F4D 彭元章、F4D 鄧建澤、 

F5D 藍鈺怡 

新界區學界七人欖球賽 男子丙組杯賽冠軍 F1A 劉家豪、F1A 呂嘉銘、 

F1A 岑志銘、F1A 鄭偉安、 

F1B 吳浚霖、F1B 呂文基、 

F1B 王烙文、F2B 李子賢、 

F2B 楊浚浩、F2C 何俊軒、 

F2C 李文耀、F2C 關漢彥、 

F2D 林濬仁、F2D 陳嘉濼、 

F2D 黃浚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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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界區學界撞式欖球賽 男子乙組銀碟賽季軍 F1A 劉家豪、F2B 李子賢、 

F2D 楊嘉豪、F3A 林健朗、 

F3A 蔡俊杰、F3A 鄭名駿、 

F3B 周文傑、F3B 周樂天、 

F3C 張子進、F3D 葉子祺、 

F4A 李冠豪、F4A 蘇嘉富、 

F4B 吳億豪、F4B 林瑋浚、 

F4B 沈學斌、F4C 吳仲賢、 

F4C 孫銘希、F4D 任俊倫、 

F4D 吳嘉誠、F4D 吳梓健、 

F4D 彭元章、F4D 鄧建澤、 

F5B 王嘉俊、F5B 陳子傑、 

F5D 曾慶欽 

葵青區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標槍第三名 F3C 張子進 

校際冬季非撞式欖球賽 13/14 丙組季軍 F1A 劉家豪、F1A 呂嘉銘、 

F1A 岑志銘、F1A 張漢杰、 

F1A 鄭偉安、F1B 吳浚霖、 

F1B 呂文基、F1B 鄒嘉悅、 

F1D 徐詠琦、F1D 麥海賢、 

F2A 邱領沖、F2A 陳嘉泳、 

F2B 何嘉希、F2B 何沛文、 

F2B 楊浚浩、F2C 何俊軒、 

F2C 莫恩同、F2C 關漢彥、 

F2D 傅汶惠、F2D 劉浚賢、 

F2D 林濬仁、F2D 楊嘉豪、 

F2D 麥月馨、F2D 黃浚龍、 

F3A 李一流、F3A 林健朗、 

F3A 蔡俊杰、F3B 周文傑、 

F3B 尹鳳美、F3B 蘇彥霖 

乙組亞軍 F3C 林俊豪、F3D 葉子祺、 

F3D 韓碧琦、F3D 麥珮雯、 

F4A 李冠豪、F4A 林朝晟、 

F4A 盧可欣、F4A 蘇嘉富、 

F4B 周志成、F4B 林瑋浚、 

F4B 沈學斌、F4B 許珮琳、 

F4C 鄧智康、F4C 鄧燕婷、 

F4D 任俊倫、F4D 吳嘉誠、 

F4D 吳梓健、F4D 彭元章、 

甲組冠軍 F4D 鄧建澤、F4D 陳銳明、 

F5B 陳子傑、F5D 姜芷晴、 

F5D 蔡佳儀、F6A 布晉宜、 

F6B 孫家輝、F6B 蕭沛霖、 

F6C 李麗怡、F6C 譚卉焮、 

F6D 林家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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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葵青區校際女子丙組乒乓球球比賽 團体第四名 F1B 張嘉慧、F1B 李思靈、 

F1B 鄒嘉悅、F1D 吳倩瑩 

新界區學界七人欖球賽 冠軍 F3A 李一流、F3D 葉子祺、 

F4A 李冠豪、F4B 沈學斌、 

F4C 孫銘希、F4D 任俊倫、 

F4D 陳銳明、F5B 王嘉俊、 

F5B 陳子傑、F5B 陸俊樂、 

F5C 黃梓軒、F5D 曾慶欽、 

F5D 陳鈞凱、F5D 黃尹洛、 

F6A 布晉宜、F6A 黃家麒、 

F6B 孫家輝、F6B 蕭沛霖、 

F6D 林家良 

藝術 

  

第 66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單簧管獨奏 - 中學初級組 

優良獎狀 F3C 李婉琪 

良好獎狀 F3B 曾麗娜、F3D 戴楚維 

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小提琴獨奏 - 四級  

良好獎狀 

F4A 劉彩珠 

箏獨奏 - 初級組  

良好獎狀 

F1C 黃心兒 

鋼琴獨奏 - 五級  

優良獎狀 

F1C 楊田恬 

鋼琴獨奏 -七級  

良好獎狀 

F2B 黃澤豐 

鋼琴獨奏 -六級  

優良獎狀 

F3C 孔穎妍 

鋼琴獨奏 -四級  

良好獎狀 

F2D 李可兒 

高音木笛獨奏 - 中學 

第三名，優良獎狀 

F3A 蔡俊杰 

藝術 

 

The 50th Schools Dance Festival (Jazz 

Dance) 

三人舞季軍 F3A 許靜儀、F3D 王雨芯、 

F3D 韓碧琦 

雙人舞季軍 F5B 胡敏婷、F5B 龔冰倩 

The 50th Schools Dance Festival 

(Modern Dance) 

亞軍 F4C 李曉彤、F4D 楊綺敏、 

F5D 林浩民 

The 50th Schools Dance Festival (Jazz 

Funk)團體舞 

爵士舞季軍 F3A 梁綽姿、F3A 許靜儀、 

F3D 王雨芯、F3D 韓碧琦、 

F4C 李曉彤、F4D 李煥爔、 

F4D 楊綺敏、F5A 黃浩麗、 

F5B 盧穎彤、F5B 胡敏婷、 

F5B 莊潔怡、F5B 許思穎、 

F5B 龔冰倩、F5D 蔡佳儀 

其他 

 

「2013 探索大澳新情懷」攝影比賽 青少年組優異獎 F3A 關翠萍 

SYNergist 2014─露營活動 成功考取一級山藝証

書 

F1A 梁浚希、F1B 張嘉慧、 

F1B 鄒嘉悅、F1B 陳嘉苹、 

F1B 陳韋睿、F1B 陸子遠、 

F1C 余子貴、F1C 張嘉怡、 

F1C 甘敬生、F1C 羅嘉豪、 

F1C 謝 輝、F1C 譚煥姿、 

F1C 黃鎬楠、F2A 馮維龍、 

F2B 林芷悠、F2B 王杏之、 

F2B 王雪怡、F2B 譚洁雯、 

F2B 鄭喜嘉、F2B 陳嘉敏、 

F2B 陳芷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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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2013/14 關注事項： 

 

為配合新高中學制的推行，本校將集中關注下列事項： 

 加強學與教的效果，照顧學生學習差異； 

 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學習能力； 

 關注師生身心健康；減少負面情緒，提升快樂指數； 

 提升學生的自信心、自尊感和欣賞能力； 

 關注畢業生的多元出路，協助實現其升學活就業的抱負。 

 

 

1. 本學年學與教工作成功之處 

 

 本校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撥款三十多萬，推行「劇韻共冶英語情」計劃，是項計劃

能發掘學生表演藝術的潛質及興趣，同時提升學生的自尊自信、協作能力及對學校的

歸屬感，從而啟發學習，增強他們在英語聽、說、讀、寫各方面的能力。 

 完成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透過老師共同備課，設計校本課程，觀課活動，

教研氛圍開始建立。 

 

 提升學生英語水平 

(a) 利用「優化提升英語水平計劃」發展出來的教材，繼續在初中推動校本「英語延展教學

活動」，措施包括：規定各科推行不少於 10%課時於英語延展教學活動;  

(b) 安排不同級別學生輪流進入禮堂進行英語早會，由外籍英語教師帶領學生進行不同的英

語活動，如英語專題匯報、英語話劇、小組討論等，為學生提供更豐富英語語境。 

(c) 舉辦英語日營、暑期班及英語增補課程 

(d) 推行閱讀計劃，規定學生每年閱讀英文書籍的數量 

 

 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及水平 

(a) 運用「多元學習津貼」，為中四至中六級的能力較高學生開辦資優課程 

(b) 推行拔尖保底措施，提升學生學習水平,包括：中一暑假英文及數學適應班、初中級暑

假定期回校交功課計劃、初中級試前溫習班、中一至中六級中文、英文及數學科課後

增補課程和閱讀計劃。 

 

23 



學校報告 2013-2014 24 

 

2. 本學年學生成長的支援工作成功之處 

 

 在初中推行「抗逆工作坊」..e.g.「預防吸煙、酗酒、藥物濫用」課程。七成以上學生

認同活動帶出的正面價值觀 

 舉辦日營活動提升同學是非判斷能力 (包括「慎交朋友」及「知法守法」)。七成以上

學生認同活動帶出的正面價值觀 

 推行[性教育]課程及講座 (包括:初中「護苗教育」課程、明光社「網絡色情」及「媒

體中的錯誤性觀念」講座)。七成以上學生認同活動帶出的正面價值觀 

 發掘學生優點並予以表揚，設「每月之星」、「學藝顯真我」獎勵計劃及[藝術之星]作

品分享。獲獎勵的學生佔全校學生人數逹 40%或以上。20%學生能逹「學藝顯真我」

獎勵計劃基本要求 

 學生透過參與及服務，展現個人潛能，從而提升自尊感。七成領袖生認同訓練有助他

們提升自信。七成學生參加「個人潛能發揮及義工服務」活動後，認同活動的意義及

帶出之價值觀 

 升輔組舉辦輔導活動，包括: 「卓育菁莪」職業講座、「大學聯招」、「國內升學」、「海

外升學」、「E-App」講座、「面試技巧」講座、參觀各大專院校、中六學生放榜輔導日、

家長講座等，增加學生對文憑試多元出路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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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發展與自評  

重點發展項目一：加強學與教的效果，照顧學生學習差異  

成就  

 

  推行共同備課:學校編製時間表時，已盡量安排中文、英文及通識科各級別每循環

周有最少一節共同備課節，但由於種種限制，有個別科目的個別級別未能安排共

同備課節，為彌補不足，老師會安排其他時段，例如課後時間舉行會議。所有備

課均有會議記錄，並記錄於每年教師專業發展時數內，以通識科為例，全年各級

共同會議的總時數為 90 多小時。 

  同儕觀課：各科科本推行同儕觀課，新入職老師必須於第一年完成一次觀課及評

課活動，而其他老師會於三年內安排最少一次觀課及評課活動，有關記錄由科主

任存檔。 

  參與中大優質學校計劃，與中大團隊交流提升教學效能的方法，以及照顧不同能

力學生的技巧。中大團隊與本校中一級英文、中二級通識及中六級中文教師共同

備課，設計校本課程，觀課及評課。有參與的老師表示計劃可增進他們的教學專

業知識及技能。 

  利用教育局「優化提升英語水平計劃」(REES) 撥款，推動校本初中級「英語延展

教學活動」，為不同學習能力學生設計合適課程。中一及中三級共十科已完成製作

所有的教材及教案。 

 

 鼓勵學生參與其他教育機構的模擬考試，爭取熟習公開試要求，以及考試技巧。 

 為高中學生安排講座，介紹公開試的要求及應試技巧。 

 按第一學期考試成績，為中六學生舉辦「模擬放榜」活動，以激發學生考取更理

想成績。 

 各學科利用 eClass 存放各類自學及溫習材料，方便學生隨時於網上學習。 

 英文科成績提升計劃: 高中英文科按學生能力分組上課，以方便進行不同層次的教

學活動。視乎學生的能力及需要，於課後及高中的空堂時間，舉辦英語會話及各

類拔尖保底課程，例如高中英文科的「先苦後甜」計劃。2013 年中學文憑考試的

英文科成績與往年相若。 

  中文科成績提升計劃: 加強初高中課程之銜接、加強教學與評估、提升學生應試技

巧、中四開始為能力不逮學生進行輔導教學。成果: 2013 中學文憑考試的中文科成

績有明顯進步，達 3 級人數由 37.6%升至 58.3%。 
 數學科成績提升計劃: 安排數學科老師參加教育局及校內的教師培訓和安排課餘

增潤課程。成果: 2013 中學文憑考試的數學科成績有明顯進步，達 2 級人數由 76.9%

升至 92.6%。 

  通識科成績提升計劃:加強學生答題技巧訓練。成果: 2013 中學文憑考試的通識科成

績維持高水平，達 2 級人數 95.5%。 

 2013-2014 年有 11 科的增值指數達六分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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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推動教師透過共同備課和觀課已初見成效。根據 2013-14 年教師持分者問卷的調查

結果，53.4%教師認為學校的專業發展交流風氣已形成(平均值為 3.5，與全港平均

數值相約)。 

 

  本校已建立共同備課和科本同儕觀課制度，初見成效。為加強統籌，來年將優化觀

課表，加密觀課次數及統一課業檢查制度。  

 

  於 2013 年中學文憑考試中，本校學生考獲 3322 成績的人數有 35 人(約 20%)，未

能達標。下學年需再加強促進學與教的措施，提升成績。但由於來年中六學生的

基礎較弱，需要留意如何能提升低水平學生的學習動機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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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發展項目二：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學習能力  

成就  

 有效運用「多元學習津貼」，為中四至中六級能力較高學生開辦資優課程。  

 利用「電子學習撥款」採購合適的電子學習資源。  

 加強發展學生的其他學習經歷以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  

 

 為中一學生安排「學習技巧」工作坊，讓學生掌握適合個人的學習的方法並

善加運用。  

 為中二學生安排「批判思考」訓練課程 , 幫助學生提昇分析及高階思維能力。 

 為中三學生安排「人生體驗之旅」，讓學生認識自我興趣和能力 , 從而及早

作出生涯規劃 ,確立學習目標。  

 為初中學生舉辦「課後功課輔導班」，幫助學生解答功課疑難，養成良好的

學習習慣。  

 

 

反思  

 

 學科的校外活動有助提昇學生對學習的興趣，唯學生成績未見明顯進步。 

 學生對有關「學習技巧」課程反應正面，認同活動能有效地幫助他們提昇學習效能。

可惜，可能礙於部分學生學業基礎十分薄弱，提升成績的成效並不顯著。 

 本校高中學生在 2013-14 年「情意及社交表現」調查中，有關學習能力的評分大部

份都比常模略低，批判性思考 2.74(常模 2.85)和解難技巧 2.75(常模 2.89)，惟創意思

考 2.73，比常模 2.62 略高。下一學年需持續加強有關學習能力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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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發展項目三：關注師生身心健康；減少負面情緒，提升快樂指數  

成就  

 

 於初中推行「抗逆工作坊」..e.g.「預防吸煙、酗酒、藥物濫用」課程。超過 70%學

生認同活動帶出的正面價值觀。 

 舉辦日營活動提升同學是非判斷能力，例如:「慎交朋友」及「知法守法」。超過 70%

學生認同活動帶出的正面價值觀。 

 推行[性教育]課程及講座，包括:初中「護苗教育」課程、明光社「網絡色情」及「媒

體中的錯誤性觀念」講座。成果: 超過 70%學生認同活動帶出的正面價值觀。 

 持續舉行「捐血日」及流感針注射。成果：參加人數有所上升。 

 舉辦「如何面對壓力」講座 

 為中六學生舉辦「升學面試」工作坊，幫助學生做好準備，減輕壓力。 

 為初中學生舉辦校本編訂的「德育」課程、與「衛生署」協辦「成長新動力」課

程 
 為高中學生舉辦「全人教育」課，探討青少年需掌握的核心價值 。 

 進行「早會德育」短講 

 舉辦「和諧校園」講座及「共融、彼此欣賞」日營等，勉勵學生互相尊重、融洽

相處、團隊合作、孝親尊長、社會和諧。 

 透過午間「攤位遊戲」、「壁報設計比賽」、橫額、梯間張貼金句等，營造德育氛圍。

展示標語，凝造「誠實、守信」的校園氛圍。 

 

反思  

 

 輔導活動有助學生建立健康的生活態度。超過 90%同學認同活動帶出的正面價值觀。 

 學生持分者數據反映 53.9%學生(平均分為 3.6)認為老師能幫助學生解決成長上所遇

到的問題，如身心發展、交友及學業方面等。 

 59.5%學生(平均分為 3.7)認為老師關心自己。 

 然而，高中學生在 2013-14 年「情意及社交表現」調查中，有關負面情感的數據 2.34

比常模數據 1.94 高。學校需在此方面繼續努力，在下一學年繼續以「關注師生身心

健康，減少負面情緒」為關注事項，以培養學生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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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發展項目四：提升學生的自信心、自尊感和欣賞能力  

成就  

 

 發掘學生優點並予以表揚:設「每月之星」獎勵計劃、「學藝顯真我」獎勵計劃及 

[藝術之星]作品分享 

 20%學生能逹「學藝顯真我」獎勵計劃基本要求 

[藝術之星]作品分享，有助培養學生欣賞能力,獲得獎勵的學生都感到自豪、 

老師觀察到獎勵計劃能推動學生有更佳的表現；尤其對自尊感低的學生有 

積極作用。 

 推行領袖生訓練計劃及野外團隊活動 

 推行「個人潛能發揮及義工服務」活動 

 學生透過參與及服務，展現個人潛能，從而提升自尊感 

 

反思  

 

 學 校 透 過 各 種 表揚計劃，提升學生自信心和自我欣賞能力初見成效。初中及

高中學生的整體滿足感為 2.60 和 2.59, 而全港的常模分別為 2.60 和 2.48。建議有關

措施持續在下一學年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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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發展項目五：關注畢業生的多元出路，協助實現其升學活就業的抱負。  

成就  

 提供最新的升學及就業資訊給中六學生。本年度為中六學生所舉辦的活動包括： 
 「中六畢業生出路」、「大學聯招」、「職業講座」、「國內升學」、「海外升學」、「E-App」

講座、「香港中學文憑試放榜策略」及「面試技巧」講座 
 參觀各大專院校 
 本地及海外的升學展覧 
 中六學生放榜輔導日 
 製作「大學聯招指引」、「E-App」資料 
 網上發放「大學聯招成功個案统計」 

 
 

 提供準確的升學及就業資訊給中六學生家長 
舉辦『「大學聯招」簡介會暨中六畢業生出路』講座，讓家長了解現今中學畢業生

的各升學及就業途徑。 

 

 

反思  

 

 本校高中學生在 2013-2014「學生情意社交研究」中對事業的期望和人生目標的平

均值為 2.82 及 2.78(稍低於 2010 年的常模值 3.04 及 2.82)。學校在來年需加強生涯

規劃輔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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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報告   

2013年9月至2014年8月 

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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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回饋與跟進  

   本年度是 2012 至 2015 年度三年學校發展計劃的第二年，所有重點工作已開展。本校

全體教師在兩次自評會議上，就學校的「強、弱、機、危」作出分析，並討論所收集的數

據，然後制訂了下一個學年的周年計劃。從持份者數據及學生情意社交研究問卷結果

反映工作初見成效，但仍需持續優化。所以本校繼續在來年(2014-2015)深化有關的措施的

落實，希望各項策略在提升學生在品德行為及學業成績方面有更顯著成效。 

 

一. 加強學與教的效果，照顧學生學習差異； 

二. 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學習能力； 

三. 關注師生身心健康；減少負面情緒，提升快樂指數； 

四. 提升學生的自信心、自尊感和欣賞能力； 

五. 關注畢業生的多元出路，協助實現其升學活就業的抱負。 

 

   其中配合各目標的策略，列在下文 :  

目標一. 加強學與教的效果，照顧學生學習差異 

 定期舉行同儕觀課，聚焦於運用不同層次提問技巧及鞏固學習成果，並於課後討論分

享 

 舉辦初中英語早會及周六英語營，提升學生的英語聽、講能力 

 為學生安排空節補課及課後拔尖保底班 

 加強校園英語語境 

 安排聯校口語模擬考試 

 重新規劃初中數學課程 

 持續發展校本通識教材 

 

目標二. 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學習能力 

 甄選合適學生，參與中、英、數、通識教育、科學、人文學科及領袖訓練的資優培訓

課程，提升資優學生的高階思維、創意及人際技巧  

 發展學生的其他學習經歷和學科增潤活動，以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  

 加強初中的中、英文書籍閱讀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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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三. 關注師生身心健康；減少負面情緒，提升快樂指數 

 舉行講座及班主任課，推廣健康的生活態度 

 鼓勵學生使用由中大新研發的手機應用程式｢健營日誌｣，讓學生了解自己的身體狀

況，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 

 

目標四.  提升學生的自信心、自尊感和欣賞能力 

 持續推行學生表揚計劃,以提升學生自信。包括: 「每月之星」獎勵計劃、「學藝顯真

我」獎勵計劃、「藝術之星」作品分享、「傑出學生會幹事」表揚 

 鼓勵初中學生參加校外比賽，提升學生的成就動機 (achievement motivation) 

 

目標五.  關注畢業生的多元出路，協助實現其升學活就業的抱負 

 建立校本的生涯規劃課程(內容包括初中輔導課、大學/機構參觀、講座)，提升學生對

工作及個人專長的認識，從而初步訂立生涯目標 

 持續推行校本「卓育青莪」各行業成功人士講座，並邀請校友為分享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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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附件   

 

   各項學校津貼的財政結算、推行情況及成效評估  

 

(1)  學校發展津貼  

  2013-2014 年度財政結算  :  

 

項目 預算金額 己用金額 

1.聘請一名數學科教師 $354,780.00 $355,277.25 

 

2.聘請一名資訊科技主任 $271,404.00 $271,404.00 

 

總數 :  $626,184.00 $626,681.25 

 

                 

 

 

推行情況及成效評估 : 

 

項目 推行情況 評估 

 

1. 聘請數學科教師 聘用一名有教學經驗的老師 

，負責任教初中及高中數學科，並

在課餘時間為學生提供拔尖及補底

的功課輔導。 

 

成效滿意。 

增聘的教師表現理想，

能有效減輕其他教師工

作量，推動科務發展。 

2. 聘請資訊科技主任 

 

資訊科技主任協助資訊科技組更新

全校電腦設備，重新設計以學生為

本的學校網頁，及協助推動電子學

習。 

 

成效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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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中課程支援津貼  

2013-2014 年度財政撥款  :  $642,642.00 

2013-2014 年度財政結算  :  

 

項目 預算金額 已用金額 結餘 

 

   上年度結餘: 

     $27,973.40 

1. 聘請一名中文科教

師 

$354,780.00 $355,277.25  

 

2. 請一名通識科教師 $354,780.00 $355,277.25  

 

 

總數 : 

 

$709,560.00 

 

$710,554.50 

本年度結餘: 

    ($39,939.10) 

 

                 

 

推行情況及成效評估 : 

 

項目 推行情況 評估 

 

1. 聘請中文科教師 聘用一名有教學經驗的中文科教

師，負責任教授中文及普通話科，

並在課餘時間為學生提供拔尖及補

底的功課輔導。該老師亦協助在校

園電台推廣普通話。 

 

成效滿意。 

增聘的教師表現卓

越，能有效減輕其

他教師工作量，推

動普通話發展。 

2. 聘請通識科教師 聘用一名有教學經驗的通識科教

師，負責任教初中及高中通識科，

並在課餘時間為學生提供拔尖及補

底的延伸課程。此外，該教師亦承

擔部份升輔組的工作。 

 

增聘的教師表現良

好，能有效減輕其

他教師工作量，及

推動科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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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額外高中課程支援津貼  

   2013-2014 年度財政撥款  :  $250,000.00 

   2013-2014 年度財政結算  :   

 

項目 預算金額 已用金額 結餘 

 

 

成立班本圖書閣及

購買圖書 

 

$160,000.00 

 

$109,571.50 
上年度結餘: 

        0 

 

               

 

  本年度結餘: 

 

     $140,428.50 

 

   

 

 

推行情況及成效評估 : 

 

項目 推行情況 評估 

 

成立班本圖書閣及購

買圖書 

本年設立班本圖書閣，為每一

班添購近百本書籍，鼓勵學生

於課餘閱讀。 

全校逢星期二及星期四，學生

在課室進行早讀課。規定學生

於其中一日閱讀英文讀本。 

而「閱讀計劃」亦要求學

生必須完成指定的中、英

文圖書閱書量，方可達

標。本學年有 99.1%學生

達此要求，表現令人鼓

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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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多元學習津貼 (2013-14): 

 
 

上年結餘 $104,170.00  

收入 $91,000.00  

本年可用項款  $195,170.00  

  

減 :  活動支出  

English Tutorials $13,650.00  

F4 English Elite course $17,100.00  

Interview Preparation & Mock Practice Workshop $13,200.00  

中四通識科高階思維訓練 $2,310.00  

中五中文暑期拔尖班導師費 $10,854.00  

中五中文閱讀拔尖班導師費 $12,440.00  

中五通識科高階思維訓練 $7,780.00  

中六中文科增潤課程 $4,500.00  

中六中文寫作拔尖課程 $3,690.00  

中六英文說話訓練導師費 $38,870.00  

中六通識科高階思維訓練 $18,700.00  

 $143,094.00  

本年結餘 : $52,0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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