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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辦學願景、使命宣言、核心價值 

 

願景  

並肩培育豐盛生命，攜手見證基督大愛 
 
使命宣言  

我們願以基督愛心為動力，以人為本的信念，積極進取的

態度；提供優質教育，啟發學生潛能，分享整全福音； 

培育學生成為良好公民、回饋社會、貢獻國家。 

 
核心價值  

傳道服務、愛心關懷 

有教無類、全人教育 

積極進取、勇於承擔 
 

 
本校辦學宗旨  

秉承基督精神，啟發學生潛能，確立人生目標，培養學生

明辨是非、自律自愛的能力，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達致

終身學習，成為良好公民，貢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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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校  

學校簡介  
學校於 1990 年開辦，為一所全日制政府津貼男女中學。 

學校設施  

課室二十六個、特別室十四個、輔導教學室五個、五間電腦室(通識教育研習中心、資訊科技室、

電腦室、電腦實驗室、多媒體學習中心)、創新科技資優學生培訓中心、家長資源中心、學生活動

中心、環境教育資源中心、醫療室、社工及輔導室、圖書館、健身室、攀石牆、溫室、有機耕作

實驗場、電腦逾 450 部、及全校課室、特別室及禮堂空調化。 

本年度學校設施及校舍改善工程  
‧ 定期更新本校網站，向校內外人士提供學校的 新資訊。 

‧ 協助各科及委員會更新該科或委員會網頁。 

‧ 更新互聯網上發佈的校園視像片段。 

‧ 更新全校的防電腦病毒軟件。 

‧ 完成各類型電腦及 AV 硬件維修保養工作。 

‧ 為使全校電腦有更穩定和可靠的表現，將所有電腦室的電腦重灌電腦作業系統及軟件。 

‧ 為家長、學生和老師舉辦 IT 講座或工作坊。 

‧ 為新入職同工提供各項軟硬件設備。 

‧ 為新入職同工提供學校軟硬件設備應用培訓。 

‧ 更換及提升禮堂影音設備 

‧ 更換 311 室電腦室全新電腦 

‧ 提升 204 室資訊科技室電腦設備 

‧ 更換操場無線咪系統 

‧ 502、504及506室更換滾筒式黑板 

‧ 全校走廊重油電線槽、燈槽、線槽、牆身、天花、窗花等 

‧ 圖書館、311 室用地磚重舖地面。 

學校管理   

學校於 2000 年推行校本管理。學校管理委員會由不同人士組成，成員包括辦學團體代表、校長、

副校長、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及校友代表，以提高學校管理的透明度及成效。 
2011 年 9 月 1 日本校正式成立法團校董會。 

法團校董會(前學校管理委員會委員)組合如下︰  

成員 辦學團體 校長 教員校董(替代) 家長校董(替代) 校友校董 獨立校董

12/13 7(1) 
58.3%) 

1 
(8.3%)

1(1)
8.3%

1(1)
8.3%

1 
8.3% 

1
8.3%

13/14 7(1) 
58.3%) 

1 
(8.3%)

1(1)
8.3%

1(1)
8.3%

1 
8.3% 

1
8.3%

14/15 7(1) 
58.3%) 

1 
(8.3%)

1(1)
8.3%

1(1)
8.3%

1 
8.3% 

1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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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日數   

 

八個主要學習領域的課時  (中一至中三) 

 
 

我們的學生  

班級組織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總數 

班數 3 4 4 4 4 4 23 

男生人數 45 71 72 60 53 73 374 

女生人數 11 21 35 31 29 40 167 

入學學生總數 56 92 107 91 82 113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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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教育 英國語文教育 數學教育
個人、社會及

人文教育
科學教育 科技教育 藝術教育 體育

12/13 19.4% 19.4% 13.9% 18.1% 5.6% 13.9% 6.9% 2.8%

13/14 19.4% 19.4% 13.9% 18.1% 5.6% 13.9% 6.9% 2.8%

14/15 20.0% 20.0% 13.9% 18.4% 6.7% 12.8% 8.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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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空缺率  

 
學生出席率   

 
 
學生提早離校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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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教師  

教師人數  (編制內，包括校長)  

 
教師資歷  

 
 

教師專業資歷  
 

 
  

55 5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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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學位 學士學位 非學位

12/13

13/14

14/15

已接受

專業訓練

中文科

專科教師

英文科

專科教師

數學科

專科教師

達到語文能力

要求的英文科

教師

12/13 100.0% 90.0% 72.7% 10.0% 100.0%

13/14 100.0% 90.0% 72.7% 20.0% 100.0%

14/15 100.0% 87.5% 66.7% 22.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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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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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教學年資   

 
 
 
專業發展時數  
 

 
 
教職員離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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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注事項  (成就與反思)  

2014-2015 年度中一級三班同學中，選本校為首三個志願約 95%。此外，學校各項聯課活動多元

化及創新，有助學生發展潛能。2014-2015 年度本校同學於課外活動有理想的成果，共得 143 個獎

項，是學校一年以來努力的成果見証。 

1 2014-2015 年度周年校務計劃書之關注事項 

1.1 建立具啟發性的學習環境，提升學教效能 

成效 反思 

透過不同計劃，提升學教效能及協助教師專業發展  

‧ 學校已訂立一套教師專業發展政策。在科組內為鼓勵

老師互相觀課作專業交流，全年每位老師已開放 少

2 節課堂公開讓所有老師觀課，互相學習。按 2014-
15 年度周年校務計劃教師問卷調查，超過 85%老師

認同日常式觀課能提升教學專業水平。(教師專業發

展政策) 

‧ 本年觀課已引入外評觀課準則，加上配合

外評準則，同工積極觀摩學習，專業交流

有效提高課堂素質，獲得同工肯定。來年

配合班級經營計劃的課堂文化進行觀摩。 

‧ 學習圈計劃已完成 5 次會議及 2 次促導員會議，有 9
科以「共同備課節實踐社群」進行探究。  

‧ 超過 86%參加者認為計劃對他們專業發展有幫助 
(學習圈計劃) 
 

‧ 學習圈已成為本校特色之一，各科組學習

圈運作漸見成熟，學校刻意安排了時間協

助，有助教師專業提升，將繼續推行。因

學習圈已建立學校特色，明年起將暫停派

老師到新加坡受訓，同時會將共同備課實

踐社群融入學習圈中推行，以致可持續推

行教師專業發展。 
‧ 已進行 27 次專業發展交流分享 

(教師分享，促進教師專業交流) 
‧ 老師積極提升專業水平及樂於交流分享 

‧ 2014 年 10 月 26 日在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中，家長教

師會代表頒發 4 科高於全港合格率科目及 7 科高增值

科目。(卓越科目表揚計劃) 
‧ 卓越教師表揚計劃已於學期初啟動，透過科主任觀

課，提名優秀教師供遴選委員會評審。本年度卓越教

師計劃有 5 位老師獲提名及表揚。 
(卓越教師表揚計劃) 

‧ 表揚優秀教師令教師積極提升專業水平，

教師之間能互相學習，值得繼續保持。 
‧ 合格指標的設立及日常式觀課有助提升學

教效能 
‧ 提名卓越教師的氣氛有待提升 

‧ 本校按教育局指引，要求老師每三年必須參與 少

150 小時之專業發展培訓，本年度平均每位老師出席

校外專業發展活動共 53 小時。另校內已完成 4 次教

師專業發展活動，全年專業發展交流分享共 27 次；

93%老師認同有助專業發展。 (安排教師專業發展活

動) 

‧ 老師積極進修，務求終身學習，與時並

進，掌握教育新資訊。進修時數已高出教

局指引的時數，將繼續推行。 
‧ 老師已熟習自我評估流程，可將時間調配

為其他專業發展。 

推行校本管理措施  

‧ 已就學校發展計劃書(2012-2015) 編寫本年度的校務

計劃書及校務報告。各科組及委員會透過教師專業培

訓活動，已熟習自我評估的工作。各項文件已獲校董

會批核及上載學校網頁公開文件。(校務計劃書及校

務報告、協助學校進行自我評估、統籌學校各項津貼

計劃) 

‧ 委員會委員已掌握各項校本管理工作及撰

寫計劃書的技巧，加上有專責部門負責統

籌，運作純熟。各項數據有助檢視學校現

況，並提出改善。惟工作量大，整理需

時。 

‧ 為增加高中資優學生的多元發展機會，本校今年繼續

申請教育局「多元學習津貼」，在校內舉辦中四級英

語拼音工作坊及中五級英語說話工作坊、通識拔尖

班、五次創作分享會及屯門河水質監察活動，提升學

生的社區關懷。(協調多元學習津貼計劃) 

‧ 本年由英文科舉辦的中四級英語拼音班，

80%老師感滿意，同學出席率達 85%；而

中五級英語話工作坊 85%老師感滿意，同

學出席率達 85%，而通識科老師 100%滿

意活動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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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 反思 

建立良好學習風氣，學生樂於學習  

‧ 初中先導計劃已於今年深化為班級經營計劃，由教務

委員會負責帶領，落實先管後教、嚴而有愛的理念，

並提升整體學術氣氛。按 2014-15 年度周年校務計

劃教師問卷調查分別有 92%、81%及 88%老師同意

及非常同意計劃能建立班級文化，並有助師生共同建

立良好的教與學環境、校園刊物〈好學〉有助提升同

學對學習的興趣及營造良好的學習氛圍、透過推行不

同計劃有助改善同學缺席、遲到及欠交功課情況。 
‧ 初中級學生準時交功課百分比較過去五年高為

95.2%，而上年度為 94.5%。(班級經營計劃) 

‧ 中一級由暑期迎新活動開始培養紀律，並

於長假期前後對中一、二級學生作提點，

能有效維持學生良好表現。訓導委員會推

行之啟苗計劃(領袖生入班管理秩序)，能

有效減低學生違規行為。《好學》有效地

由紀律推展至提升學習氣氛。下學年將深

化為班級經營計劃，並擴展至高中級，務

求全面落實先管後教、嚴而有愛的理念，

並提升整體學術氣氛。 

‧ 為推動校園閱讀風氣，科組和委員會合作推行「從閱

讀中學習」計劃。中文及英文科的「多元化閱讀獎勵

計劃」有 98%學生達標。全年安排學生於早會分享及

推介好書共 10 次。按 2014-15 持分者問卷調查，學

生認同「我經常在課餘閱讀課外讀物」平均值較上年

度上升 0.2 至 3.5。(從閱讀中學習) 

‧ 本年度閱讀文化提升為重點計劃一部分，

部分班主任鼓勵學生閱讀，多元化閱讀獎

勵計劃中一級閱讀量顯著增加，成效顯

著。學生借閱有關好書的情況理想。惟整

體閱讀風氣尚待提升。 

提升活動水平，擴闊學生課外學習視野  

‧ 本校學生積極參加校外或聯校比賽，成績不俗。全年

總獎數為 143 項，包括：38 項冠軍、35 項亞軍、18
項季軍、6 項殿軍、2 項一等獎、4 項二等獎、4 項優

異獎、1 項會長心意獎、1 項金獎、2 項銀獎、1 項第

二名、1 項第四名、8 項第五名、1 項八強、1 項優異

獎及獎學金$500、1 項冠軍及獎學金$3,000、1 項獎

學金$4,000、2 項獎學金$5,000、1 項獎學金$1,500、

2 項獎金$1,000、1 項優良證書、1 項良好證書、1 項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4-2015」證書及

獎金$500、1 項第七屆校園藝術大使、1 項 有價值

球員、2 項屯門區卓越學生奬、3 項紀念狀及$2,000
書券、1 項二等獎殊榮、小行星命名及美金$1500、1
項「待人有禮好少年」獎狀、1 項海洋公園一日門票

二十四張 (校外/聯校比賽) 

‧ 學生投入參與及學校資源配合，提高學生

車馬費及膳食津貼令參與人數進一步上

升，獎項比去年增加，宜繼續投入資源。 

‧ 全年共 13 個考察團分別到訪美國、台灣、哈爾濱、
上海、海南島、南京、寧波、武漢、連南瑤族自治
縣、湖南張家界、韶關、兩次廣州及褔建團，超過
300 位同學參加。 

‧ 超過 90%學生認為活動有助他們成長(放眼世界交流
活動) 

‧ 海外考察專題研習活動有特色，成功拓闊

學生視野，會繼續推行。 
‧ 申請教育局資助的考察活動 

‧ 本年度共有 32 位同學獲獎，15 名為學業範疇，17 名

為課外活動範疇。(譚益芳基金獎) 
 

‧ 譚益芳基金獎能獎勵在學業及課外活動有

突出表現的同學，給予境外考察機會，以

便擴闊視野，對個人成長和將來升學就業

均有所裨益。 

塑造一群擁有健康體魄及優越成就的學生，營造理想的學習氣氛 

‧ 為提升校園英語文化，本校每個上課天皆有一位英語
早會大使當值主持早會，營造以英語進行的早會文化
及增加學生說英語的信心。(早會文化及大使) 

‧ 英文科安排有系統的英語早會大使培訓活
動，有助建立學生利用英文宣佈的自信
心。 

‧ 本年已舉辦 5 項健康活動，推廣健康體魄的重要，並
鼓勵學生參與多元化的校內、校外的活動和比賽。並
已和其他社區 NGOs 合作 3 次校內健康講座和參觀，
協助學生心理、生理及社交均衡發展。(健康講座及
活動) 

‧ 5 項活動的學生參與人數超過 200 人次。
活動的早退、缺席人次少於 5%。超過
90%學生整體上表示滿意。學生反應良
好。活動多涉及社區工作或和實際生活有
關，令學生更有動力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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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一個舒適、安全、寧靜及愉快的學習環境  

‧ 本年度學校並無發生重大意外及疫症，學校被視為健

康和安全的地方。(學校健康及安全監察計劃) 
‧ 每逢氣溫驟降及流感季節高峰期間，均會

在早會上提醒師生注意天氣及注意衛生，

亦會張貼健康海報，有助加強學校防範疾

病。 

建立完善的質素保證機制，以提升學教效能  

‧ 上年度中四及中五級學生各科補考合格百分比分別為

20.3%及 21.9%。中四級 69 人補考，有 14 人補考後

獲全科合格；中五級 105 人補考，有 23 人補考後獲

全科合格。補考不合格考生亦已完成暑期留校溫習，

已達計劃要求。 
‧ 本年度中四及中五級分別有 105 人(全級 129 人)及

77(全級 84 人)須參加補考。 
(中四至中六全科合格計劃) 

‧ 已優化補考不合格留校溫習日數，讓學生有

更大動力爭取補考合格。 
‧ 學生能更重視考試及早做準備。唯部分學生

能力稍遜。 

‧ 2015 年中學文憑試整體合格率︰66.5%，較 2014 年

56.3%為高。達入讀大學資格學生︰5 人(4.5%)，較全

港入讀大學資格 40.3%為低。 
‧ 五科包括中、英文在內取得 2 級或以上成績有 36 人

(32.1%)較上年 28 人(25%)多。 
(㧋尖補底策略) 

‧ 四個核心科目取得 2 級或以上成績有上升，

顯示補底策略有效。 
‧ 學生之學能平均組別較往年更接近第 3 組別

(2.93)，達入讀大學資格的比率仍有待改

善。 
‧ 將針對語文能力較弱的學生進行重點補課 

1.2   促進學生身心健康成長，確立人生方向，發揮所長，潛能盡顯 

成效 反思 

培養學生積極的學習態度，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  

‧ 培養學生持續有積極的學習態度，本年於早會頒發學

習之星共 5 次。學生及老師認同計劃有一定的鼓勵作

用，獲獎學生亦有優越感，惟按 2014-2015 年度持分

者問卷調查中，教師對學生學習的觀感的平均值不變

(3.0)  (學習之星計劃) 

‧ 學習之星由各主科老師挑選，能具體地表

揚學生值得獎勵之處。 

‧ 由通識科統籌初中跨科專題研習，有系統地讓學生掌

握 9 項共通能力，學生已完成專題研習。教師問卷調

查 100%老師滿意跨科專題研習的成效。(協調初中跨

科專題研習及發展跨科的專題研習評核工具) 

‧ 各合作科目之間的協作已累積足夠經驗，

使專題研習進行得順暢。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舉辦活動  

‧ 全年共 15 個活動，平均出席率達 93% (為有特殊教

育需要的學生舉辦活動) 
‧ 大部份學生表現投入，活動能切合學生需

要，會繼續推行。 

建立學生自律自治，尊重群體紀律的良好品格  

‧ 建立學生自律自愛方面，學校推行優缺點抵銷計劃、

律己計劃、一生一豁免計劃，優缺點抵銷計劃全年參

與計劃人數為 927 位，較上年減少 173 人；律己計劃

有 201 人參加，成功者有 141 人，佔 74%，比上年度

增加。一生一豁免計劃有 36 人參加。(優缺點抵銷計

劃、律己計劃、一生一豁免計劃) 

‧ 學生普遍歡迎此計劃，加上老師鼓勵，學

生願意熱心參與班內 /校內服務以抵償過

犯。 

‧ 守時比賽期間，遲到人數較平日少。與上年度比較，

全年遲到減少 533 人。(守時比賽) 
‧ 學生對守時計劃及比賽反應良好，整體數

字明顯減少。惟高中級遲到方面未能做

好，以致影響律己計劃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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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生設計以學生為中心的其他學習經歷及活動，啟發潛

能，促進學生成長，確立人生方向。 
 

‧ 全年已成功舉行七次其他學習經歷日。超過 91%老

師對安排感到滿意 (統籌其他學習經歷活動，推動自

主學習精神) 

‧ 師生均掌握其他學習經歷日的要求及安

排，活動多元化令學生參與投入。明年將

繼續推行，並加強閱讀活動。 
‧ 各委員會及科目同心協力，運作流暢 

‧ 已完成四天的中一迎新課程，超過 70%學生表示獲

得一個愉快的學習經驗。(中一迎新課程) 
‧ 跨科組的協作有利中一迎新課程的推行，

有助中一新生適應學校規則和紀律，明年

將繼續推行。 
‧ 初中每級完成一天的生涯規劃活動日。超過 70%學

生滿意活動。(初中學生活動日) 
‧ 升學及就業輔導委員會有生涯規劃津貼推

展活動，並有專責同工跟進。 
‧ 由升學及就業輔導委員會繼續進行 

‧ 廣泛閱讀獎勵計劃上、下學期各已舉行一次頒獎。已

完成全年兩次閱讀愈有趣活動，共有 32 位同學獲頒

獎狀、書券及雪糕券 (閱讀文化活動、廣泛閱讀獎勵

計劃、「愈讀愈有趣」活動) 

‧ 能表揚積極閱讀同學 
‧ 提升學生對圖書館的認識及閱讀興趣，安

排參觀天水圍公共圖書館 

‧ 由於老師的人生閱歷較為豐富，本校安排老師擔任

mentor，在課餘時間為學生的升學及就業提供意見。

本年度平均每位 mentor 以小組或個別形式約見中五

學生 1 次，中六學生 1.48 次。(導師(mentor)計劃) 

‧ 負責導師多為富人生閱歷的老師，他們的

經驗分享對學生成長有莫大裨益。另外，

導師亦熟習計劃安排，運作暢順。此計劃

給予導師更多的升學資訊，以協助學生進

行大學選科。活動加強學生的主動性，當

學生遇到學習及升學難題能主動求助，並

得到老師支援。83%學生對計劃表示滿

意，100%升學及就業委員會老師滿意計劃

成效。 
‧ 本年度共完成兩次「其他學習經歷」嘉許活動，以鼓

勵學生除學業以外，積極參與課外活動及擔任義工，

務求有多元發展。(「其他學習經歷」嘉許活動) 

‧ 安排專題班主任課推動「其他學習經歷」

嘉許活動，配以級關顧協助推動，有助活

動順利完成。 

關顧學生的身心健康、靈性發展，協助學生面對挑戰 
 

‧ 順利完成中一至中三級各級一次禁毒講座及教育課，

導師同意計劃對學生成長有幫助。(預防濫用藥物教

育活動) 

‧ 邀請校外專業團體及社工帶領活動，能提

高成效，將繼續進行。 

‧ 通過各委員會的合作，加上社區可持續發展及健康組

織的專業推廣（如講座、健康活動等）和健康學校委

員會的努力（如醫療室和其他健康設備的保護、健康

資源閣的維持），超過 90%學生表示滿意獲得健康

資訊。(健康資訊分享) 

‧ 和各委員會合作順利，各展所長。 

‧ 中一迎新期間舉辦了宗教分享活動，學生投入，決志

人數 26 人。(中一迎新宗教活動) 
‧ 中一迎新宗教活動獲得伯特利神學院協

助，活動以遊戲形式進行，學生投入，效

果良好 

‧ 雖然福音營的參加人數未達標，但學生秩序良好。活

動中有 7 位同學於營中決志，比預期決志人數為

多，超標完成。(福音營) 

‧ 夏令營改名為冬令營，福音營改名為冬令

營。 

‧ 本年度分 4 個組別進行團契/小組聚會，合共聚會近

80 次。 
‧ 得到福蔭堂和長基協助推行宗教活動，教

會成立小組作長線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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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教師專業素質及心靈培育，以助學生健康成長。  

‧ 全年共有15位教職員成功考獲成人急救重溫課程，合

格率為100%。全校共有55位教職員具有急救證書及

52位具有心肺復甦法及去顫法證書。(急救証書及重

溫課程) 

‧ 學校資源配合，於課餘時間安排同工參與

成人急救重溫課程，具有急救證書及具有

心肺復甦法及去顫法證書的教職員可為有

需要的師生即時提供急救援助，切合本校

關顧學生健康成長的理念。 

‧ 學生投入堂校合作宗教活動，達標完成計劃。(堂校

合作宗教活動) 
‧ 活動設計有心思，迎合年青人需要，會繼

續進行。 

促進家長及學校之間的溝通和合作，以助學生身心健康成長 
‧ 為促進家校合作，本校已成立家長教師會，本年亦舉

辦一次周年大會暨家長日。所有參與周年大會暨常務

委員選舉之家長能認識家長教師會及增加對本校的認

識，出席之各級家長及其家屬、教師及學生合共182
人，超過10%。(2014至2015年度家長教師會周年大

會暨家長日) 

‧ 老師及家長委員隨著經驗的增長，有效地

推動家校合作活動。而家長較往年更願意

主動認識學校，父親參與活動的人數亦較

去年增加。學校將繼續舉辦家校合作活

動，讓家長認識家長教師會。 

‧ 家長教師會本年度曾舉辦多項親子活動，包括親子同

樂日、親子捐血日、美食製作班、家長義工招募、中

一家長電腦班及中一親子校園樂逍遙等。超過70%家

長滿意活動，70%以上的參與者同意活動的目的，而

統籌老師評估及活動檢討均認為活動促進家長及學校

之間的溝通和合作。唯親子賣旗日與其他學習經歷日

撞期，未能舉行。(親子同樂日、美食製作班、父母

親節慶祝活動、家長義工招募、中一家長電腦班及中

一親子校園樂逍遙) 

‧ 自提供工作指引供家長委員參與後，家長

委員能發揮所長，並與負責老師溝通良

好。將探討讓家長多參與學校其他活動的

可能，並發掘家長才能，鼓勵家長擔任活

動導師。為令資源更有效分配及加強初中

級家長與學校的關係，所有中一級活動將

開放予初中級學生及家長參加。因本委員

會在父母親節慶祝活動發揮的成效不大，

故改由學生關顧委員會籌辦。 

 
1.3  強化學生支援系統，建立共融文化 

成效 反思 

舉行共融文化週，增加學生對共融文化的認識及培養他們良好的價值觀 
‧ 已完成共融文化週。73%學生表示滿意，並且對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類別認識更深。(共融文化

週) 

‧ 活動項目多元化，能吸引學生參與。 

加強對領袖生及輔導領袖生的培訓，增加朋輩間良好的影響力 
‧ 本校領袖生由班主任推薦，再經任教老師提供意見

及訓導委員會挑選。學生成為領袖生後，本年度接

受的培訓包括一次戶外團隊射擊日營、外間機構到

校半天歷奇活動、兩次訓練工作坊、三次工作會

議、一次籌備會議、三次大型活動當值、一次交職

禮。老師普遍對領袖生有正面評價。(領袖生挑選

與培訓、新領袖生隊員培訓) 

‧ 工作會議及培訓可使學生更了解運作，執勤更

有效率。領袖生訓練營有助加強領袖生同學的

團隊精神。由級主任負責帶組，了解當值情況

及問題。 

‧ 本校推行輔導領袖生服務計劃，並舉辦輔導領袖生

訓練，目標旨在協助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成長，

共10位輔導領袖生成為「言語大使」，70%參與者

認為內容有意義。(輔導領袖生服務計劃) 

‧ 輔導領袖生表現優秀，活動配合學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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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班風及校風的經營  

透過推行不同計劃有助改善同學缺席、遲到及欠交功課

情況︰ 
‧ 初中級全年人均缺席及遲到次數皆為過去十年

低，分別為4.78及2.90，而上年度分別為5.98及

3.44。 
‧ 按2014-15年度持分者問卷調查，教師及學生對學習

的觀感分別為3.0及3.3，與上年度相同。 
 (班級經營計劃) 

‧ 中一級由暑期迎新活動開始培養紀律，並於長

假期前後對中一、二級學生作提點，能有效維

持學生良好表現。 
‧ 配合課管風紀入班管理秩序計劃，有效減低學

生違規行為。 
‧ 編制好學，有效地由紀律推展至提升學習氣

氛。 
‧ 深化班級經營計劃，擴展至高中級，務求全面

落實先管後教嚴而有愛的理念，並提升整體學

術氣氛。 

培養學生關懷社區及社會  

‧ 為提升學生關懷社區及社會的意識，本校舉辦捐血

日、便服日、突破全人歷奇籌款2014等活動。本年

捐血人數為50人，較上年下降32%。全校師生於便

服日共籌得$11,517，參與人數共292名學生，教職

員共64人。由校長及老師組成「非苦隊」，已連續

十二年參與突破全人歷奇活動，成績為第15名。

(捐血日、便服日、突破全人歷奇籌款2014) 

‧ 捐血講座有宣傳捐血日作用，便服日及突破全

人歷奇籌款活動有特色，三項活動均會繼續推

行。 

支援學生學習需要  

‧ 全年共有20名中一及中二學生參與，由本校與生命

工場合辦的關愛基金課餘託管試驗計劃，期間在課

後時間提供導師協助學生溫習及進行健康活動，活

動由2014年10月至2015年5月完成。(關愛基金課餘

託管試驗計劃) 

‧ 關愛基金課餘託管試驗計劃有成效，將繼續推

行。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提供適切的支援及服務  

‧ 為向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適切的協助，本校

為言語障礙的學生進行評估和治療(期間言語治療

課，整體學生出席率達80%)，共54名學生接受言語

治療，當中有7位學生程度有改善，明年毋須再接

受治療。(為有言語障礙的學生進行評估及治療) 

‧ 向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提供的治療可保持個別

或小組形式進行。老師、社工、家長、同學共

同努力參與，為有嚴重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推行

個別學習計劃。 

‧ 學校亦為有嚴重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推行個別學習計

劃(IEP)，在學生個別學習計劃表五個範疇中，當中

有五個範疇個別細項達標。(IEP) 

‧ 學生能在部份範疇達標，行為初步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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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較突出的計劃 

項目 成效 

持續推動及 

深化啟發潛能教育 

繼 2006 年本校獲得「2006 國際啟發潛能教育大獎」及「2011 國際啟發潛能教育成

就大獎」(Paula Helen Stanley Fidelity Award 2011)後，本校持續推行及深化啟發潛

能教育。本學年，本校繼續以啟發潛能教育理念滲透學校發展。 

行政長官卓越 

教學獎 

本校老師一向重視教學，不斷追求卓越。繼鄧智光副校長及黃耀坤老師榮獲 2009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科技教育)，肯定本校在科技教育方面的成就後，本校戚文鋒

老師再接再厲榮獲 2011 年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嘉許狀(數學教育)，戚老師乃是該

屆卓越教學獎數學教育學習領域中唯一得獎的中學教師，實屬難得。本學年，戚

文鋒老師持續追求卓越，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製作教材，並向來自 70 間中學

186 位老師分享本校數學科利用平板電腦配合自製課件教授數學。 

學習圈教師 

專業發展計劃 

本校重視學與教的效能提升，2014 至 2015 年度全校教師繼續按科分組進行學習

圈，並有 9 科加入「共同備課實踐社群」元素，藉以提升教學效能。在本學年教

師培訓(四)中，英文科及數學科的教學分享獲超過 90%的同工認為富啟發性，以及

得到同工的高度評價。 

多元化教學 

活動 

推行多元化之教學活動，實踐全方位教學理念，2014-2015 年度本校同學於課外活

動有不俗的成果，共得 143 個獎項。 

放眼世界 

境外考察 

全年共 13 個考察團分別到訪美國、台灣、哈爾濱、上海、海南島、南京、寧波、

武漢、連南瑤族自治縣、湖南張家界、韶關、兩次廣州及褔建團，超過 300 位同

學參加。多年來學生先後到溫哥華、澳洲、美國、印度、日本、馬來西亞、泰

國、新加坡、台灣、韓國、內蒙古、上海、長江三峽、北京、南京、西安、廈

門、杭州、中山、廣州、番禺、肇慶、四川、珠三角洲、福建、深圳、粵北、湖

北、雲南、湖南、浙江及江西等地進行考察交流。 

教師專業培訓 

教職員急救班 

運動攀登証書課程 

全校教師均須接受有關培訓，為建立學校獨特的文化及精神努力。透過專業培

訓，本校教師職工考得專業証書，除可指導同學參與課外活動外，還可在有需要

時為同學提供適切的急救護理。本年度的急救考試合格率為 100%。 

班級經營計劃 

以「先管後教，嚴而有愛」為核心價值，從初中開始培育學生執行秩序常規，透

過不同的活動勉勵學生自律自愛和訂立人生目標，優化班級文化，營造良好的學

習氛圍。 

資優科技教育 

本校一直致力推動創新科技教育，著重培育學生在科技上的潛能，故學生在科技

方面成就非凡，參加國際、全國、全港性科技大賽，獲獎無數。當中陳易希同學

成為首位中學生獲小行星命名及獲科大破格取錄。學生校設有創新科技研習中

心，能提供予學生一個持續優化的創新空間，藉以提高學生對科技創新潛能及擴

闊他們的科技學習領域。學校於 2013 年榮獲全港第一間宋慶齡兒童科技發明示範

基地稱號，2014 年獲評為「科技教育創新優秀學校」、2012-2015 年度連續三年

成為優秀科技學校，以及成為 2014-2016「科技顯六藝」新界西分區機械人培訓中

心。隨著陳易希同學揚威國際後，2013 年本校 4 名學生代表為港首奪世界 VEX

機械人錦標賽中學組創意大獎，2014-2015 年度本校學生代表更榮獲英特爾國際科

學與工程大獎賽二等獎及國際天文學聯盟頒發「小行星命名」(2015)、羅氐少年

科學家大獎冠軍(2015)。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學校報告(2014-2015) 

第 14 頁 

 

爭取外界資源 

學校撰寫不同的計劃書，爭取外界資源協助學校各方面的發展，2014-15 年度成功申請及獲得的教育資源推

行計劃如下︰ 

成功申請/獲資助計劃 資助機構 資助金額 負責同工 

區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與生命工場合作支援學生參與課外活動。 

教育局 $120,058 申玉超老師 

1 名「輔導碩士課程」學員到本校實習， 
為學生提供額外的成長支援。 

香港城市大學 到校實習 劉瑞霞老師 

4 名「社會科學學士課程(社會工作)」學員，

為學生提供額外的成長支援。 
香港城市大學 到校實習 劉瑞霞老師 

3 名院校學生到校實習 香港教育學院 到校實習 
何美珍老師 
何樹顯老師 

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撥款資助學校舉辦全方

位學習活動 
賽馬會全方位 

學習基金 
$155,850 申玉超老師 

新來港兒童校本支援計劃津貼 教育局 $29,944 甄靄齡副校長

新高中多元學習津貼 教育局 $84,000 
何樹顯老師 
黎慧敏老師 
盧日高老師 

新高中多元學習津貼 教育局 $168,000 
劉瑞霞老師 
文翠芬老師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 教育局 $14,989 
鄧智光副校長

梁惠霞老師 
劉世安老師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以校本形式支援學生參與課外活動。 

教育局 $103,200 申玉超老師 

優質教育基金健康校園網絡計劃資助 優質教育基金 $12,000 鄭炳良老師 

獲資助建立學校「健康校園名冊」 優質教育基金 $12,000 梁文輝老師 

「賽馬會悅學計劃」校本支援 香港教育學院 到校支援 
甄靄齡副校長

陳明姬老師 

獲(第 18 屆)蘋果助學金資助助學金 蘋果助學金 $19,800 戚文鋒老師 

獲資助參加創新能源項目比賽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19,500 
鄧智光副校長

黃耀坤老師 
鄒志輝老師 

獲贈學校一部全新投影機作活動及教學用途 明道堂 投影機一部 黃吉耀老師 

成為「學校領導及中層教師團隊學習計劃暨網

上知識管理平台計劃(PDSL)」夥伴學校 

香港政策研究所教育

政策與學校發展研究

中心 
到校支援 

方順源校長 
鄧智光副校長

獲贊助本校樽裝水， 
以支持本校各項活動所用。 

美迪寧廣場全方位

醫療城 
1500 支 

350ml 樽裝水 
方順源校長 

獲批 Clifton Leung Design Workshop Project 
Dream 資助計劃 

Clifton Leung Design 
Workshop 

$76,700 陳明姬老師 

獲邀參與第二期科技顯六藝計劃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

院創新科技中心 
香港科技教育學會

科技活動所需的配

件和技術支援 

鄧智光副校長

黃耀坤老師 
鄒志輝老師 

獲「學生運動員資助先導計劃」資助，以支援

低收入學生參與國際體育運動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12,000 霍紹波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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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申請/獲資助計劃 資助機構 資助金額 負責同工 

學校校舍修葺撥款 教育局 $470,000 夏興偉老師 

獲贈 375 支 T8LED 光管予學校，以助學校改善

教學環境及減少用電。 
高勝興業有限公司 375 支 T8LED 光管 甄靄齡副校長

獲批參與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支援有自閉症學

生的小組訓練及加強支援服務 
香港賽馬會 

為期三年的額外小

組訓練及相關服務 
陳明姬老師 

獲青少年暑期活動資助作為學體會運動員手球

分齡賽教練費。 
香港賽馬會 $6,000  霍紹波老師 

獲學體會運動員先導計劃資助 香港學體會 $12,000 霍紹波老師 

獲資助舉辦「過濾軟件工作坊」 
電影、報刊及 

物品管理辦事處 
$2,200 梁瑞錦老師 

獲教育局發額外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教育局 $66,740 鄭炳良老師 

獲撥款以加強學校無線網絡基礎建設及 
購買流動電子設備 

教育局 $95,430 鄭炳良老師 

優質教育基金撥款作數學電子教室 優質教育基金 $458,900 戚文鋒老師 

 

2015-16 年度成功申請及獲得的教育資源推行計劃如下︰ 

成功申請/獲資助計劃 資助機構 資助金額 負責同工 

Clifton Leung Design Workshop 捐出獎學金 Clifton Leung Design 
Workshop 

$35,000 陳明姬老師 

Clifton Leung Design Workshop 資助計劃 Clifton Leung Design 
Workshop 

$50,000 陳明姬老師 

EdV 網上教室 優質教育基金 $149,900 
甄靄齡副校長

戚文鋒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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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校及教師成就 

學校於多項活動及計劃均有出色的表現，備受學界推崇，並邀請學校作經驗分享或主領工作坊。此外，

教師於各方面亦有成果共享。本年度學校及教師成就紀錄共有 35 項，表列如下： 

日期 主題 主辦機構 負責同工 

28/7/2014 
獲邀請和綠色和平項目主任江卓珊合作撰文，介紹香港

電台節目《氣象萬千 - 消失中的冰凍圈》。 
香港電台教育網站「通識

網」暑期特刊 
盧日高老師

23/7/2014 
為該機構社交訓練小組擔任導師，表現及態度表現出

色，特來函致謝。 
共融教室 黃婉菁老師

1/8/2014 獲邀粉嶺神召會幼稚園校董 基督教粉嶺神召會 黃吉耀老師

23-27/8/2014 獲評為「科技教育創新優秀學校」 全國青少年科技大賽 
鄧智光副校長

黃耀坤老師

鄒志輝老師

9/2014-8/2015 獲選為風采中學家長校董 教育評議會 黃吉耀老師

2/9/2014 
獲選為中華基督教會中學校長會助理書記、區會事工小

組主席、區會執行委員會代表，為期一年。 
中華基督教會中學校長會 方順源校長

18/9/2014 獲屯門保齡球聯賽季軍，獲獎金$1,500。 屯門保齡球場 霍紹波老師

7/10/2014 獲選為屯門區中學學體會紀律委員會委員，為期 2 年。 屯門區中學學體會 方順源校長

13/10/2014 
獲《明報‧通通識》刊登文章〈時間站在「抗命世代」

的一方〉 
明報‧通通識 盧日高老師

27/10/2014 
獲邀請擔任香港數碼電台校園台節目嘉賓「天下通‧識

天下」的節目嘉賓，討論過去一周的時事焦點。 
香港數碼電台第四台校園

台 
盧日高老師

2014 年 
10 月份起 

獲邀擔任「通識漫畫徵文比賽」顧問及評審團成員 香港電台通識教育網 盧日高老師

23/10/2014 
獲邀擔任「融入全球倫理於學校教育計劃」管理委員會

委員，任期由2014年10月23日至2015年8月31日。 

香港教育學院宗教教育與

心靈教育中心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Roundtable 通識教育交流

協會 
全球倫理基金會 

盧日高老師

6/11/204 
獲選為何福堂小學法團校董會支票簽署人之一及教師晉

升委員會成員 
何福堂小學法團校董會 方順源校長

13/11/2014 
獲《明報‧通通識》刊登文章〈公民抗命與違反禁制

令〉 
明報‧通通識 盧日高老師

20/11/2014 
獲邀請擔任教育碩士課程的嘉賓講者，分享前線教學經

驗。 
香港教育學院 盧日高老師

6/12/2014 
獲邀擔任家長工作坊嘉賓，為將升上中一的學生家長分

享。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陳明姬老師

8/12/2014 獲邀出席香港電台張笑容主持的升中選校巡禮節目 香港電台 方順源校長

15/12/2014 獲《明報‧通通識》刊登文章〈藥物專利權〉 明報‧通通識 盧日高老師

4/1/2015 

獲邀擔任「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科技教育學習領域)」
－ 科技教育學習領域卓越教學經驗分享日分享嘉賓，以

「校本資優科技教育的推行」為題，向中、港、澳三地

的科技教育的學者及教師作出分享。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教師

協會 
鄧智光副校長

 

16/1/2015 獲邀擔任香港電台《左右紅藍綠》節目主持 香港電台 盧日高老師

13/3/2015 獲 TVB 互動新聞台節目「時事多面睇」訪問 TVB 互動新聞台節目 陳明姬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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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主題 主辦機構 負責同工 

14/3/2015 獲「健絡通校長教師足球賽 2015」教師盃冠軍 香港健絡通藥業有限公司 
鄧智光副校長

胡裕星老師

盧日高老師

14/3/2015 獲邀擔任「課程發展與教學實踐」教育會議的講者 
優質教育基金 
香港教師中心 

盧日高老師

23/3/2015 獲《明報‧通通識》刊登文章〈政治廣告的爭議〉 明報‧通通識 盧日高老師

29/3/2015 學校連續三年獲評為優秀科技學校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

創意中心 

陳易希校董

李頴欣老師

黃耀坤老師

1/4/2015 獲亞洲電視邀請拍攝「我們這一班」節目 亞洲電視 鄧智光副校長

17/4/2015 
獲香港浸會大學邀請，向 30 多位「中學中層人員領導培

訓課程」學員分享本校經驗。 
香港浸會大學 

方順源校長

甄靄齡副校長

鄧智光副校長

18/4/2015 
獲邀到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分享教學經驗，題目為

Teaching Ideas for Junior Form Students – Phonics, 
Listening & Speaking。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潘潔華老師

9/5/2015 
無線電視新聞透視以「科技土壤」為題，報導訪問本校

鄧智光副校長對科技普及教育的看法。 
無線電視新聞透視 鄧智光副校長

18/5/2015 
獲邀作「八十後教師的視角：如何善用年輕教師的行動

力」講者，分享年青老師在前線推動教育改革的重要。
香港政策研究所 盧日高老師

10/6/2015 
獲邀於香港數學教育會議2015分享優質教育基金電子學

習計劃的中期成果，題為「GeoGebra@Tablet：互動數

學教室(中學)」。 

香港浸會大學 戚文鋒老師

26/6/2015 來自 70 間中學 186 位老師到校出席優質教育基金計劃中

期分享會，分享本校數學科利用平板電腦配合自製課件

教授數學 
本校 

戚文鋒老師

楊健文老師

陳憲潮老師

30/6/2015 獲邀與香港羅氏集團管理層及其他獲獎學校分享及交流 羅氏集團 
鄧智光副校長

李頴欣老師

13/7/2015 獲敬師運動委員會邀請拍攝敬師日 2015 的宣傳短片 敬師運動委員會 陳明姬老師

2/7/2015 獲邀到香港羅氏集團總部向百多位員工分享及交流 羅氏集團 
鄧智光副校長

李頴欣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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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外界到校參觀 
學校於各方面努力的成果，得到外界認同，並透過不同渠道安排參觀本校，以達專業交流、互相學習，

提昇教育素質的目的，2014-2015 年度外界參觀學校 30 次，資料如下： 

日期 參觀團體名稱 主題 負責同工 

26/8/2014 
香港小童群益會主辦香港小特首計劃
中 7 位就讀 7 間英文中學初中生，到

訪本校。 

訪問校長及融合教育主任陳明姬老師，了解本校在

推行融合教育方面的成果。 
方順源校長 
陳明姬老師 

11/9/2014 
「學校領導及中層教師團隊學習計劃

暨網上知識管理平台計劃(PDSL)」
聯絡主任及項目助理到訪本校。 

介紹計劃理念及活動內容，並就學校的發展需要及
培訓項目進行探究。 

方順源校長 
鄧智光副校長

8/10/2014 
台灣大葉大學教務長陳美玲博士及造
形藝術學系吳汶錡助理教授到訪本
校。 

為同學推介台灣大葉學校，並提供台灣升學的資
訊。 

何美珍老師 

8/10/2014 
特殊教育支援組督學袁太到本校為學

習支援組。 
展開本年度第一次會議，並聽取學習支援組同工匯

報本年度的工作事宜。 

陳明姬老師 
吳蕙芳老師 
黎慧敏老師 
林崢老師 

何智星老師 
黃婉菁老師 
唐芷欣老師 
曾雅婷老師 
趙璧鈿老師 

26/11/2014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陳南昌紀念中學廖
德政老師及梁志宏老師到訪本校。 

邀請本校師生參與12月20日的優質教育基金「3D打

印機製作」活動外，還探討在本校推行「創意3D設
計課程」計劃的可行性。 

鄧智光副校長

黃耀坤老師 
鄒志輝老師 

8-9/12/2014 
香港創意開放科技學會主席蘇孝恆博
士及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陳南昌紀念中
學梁志宏老師到訪本校。 

就12月20日的優質教育基金「3D打印機製作」活動
的套件製作，進行技術交流及協作。 

鄧智光副校長
黃耀坤老師 
朱俊華先生 

16/12/2014 
教育局言語及聽覺服務組督學謝穎兒
姑娘到訪本校。 

檢視有關言語治療學生的檔案，並就有關學生的學
習需要向校方提供意見。 

吳蕙芳老師 

22/12/2014 星島日報派出記者到校採訪。 到校採訪兩位同學及老師。 

鄧智光副校長
黃耀坤老師 
鄒志輝老師 
李穎欣老師 

23/12/2014 
姊妹學校深圳市龍華區高峰學校師生
到校交流 

為歌唱比賽及家長教師會、校友會與教職員會合辦
「家校歡聚迎聖誕 同賀建校廿五載」銀禧盆菜宴作
表演嘉賓。 

申玉超老師 
何美珍老師 

23/1/2015 
教育局屯門分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陳
若嫻女士、學校發展主任程慧珊女士

到訪本校。 
與校長及副校長作專業交流。 

方順源校長 
鄧智光副校長

甄靄齡副校長

10/2/2015 
教育局教育基建分部高級課程發展主

任(評估支援/數學)柯志明先生到訪本
校。 

進行觀課，觀察學生如何應用iPad學習立體圖形的
對稱性質，並提供專業意見。 

戚文鋒老師 

11/2/2015 葵涌蘇浙公學師生到本校參觀。 
了解本校在推行機械人製作及創新科技教育方面的
成果。 

鄧智光副校長
黃耀坤老師 
鄒志輝老師 

6/3/2015 教育局高級督學到訪 
進行觀課，並就平板電腦電子學習計劃的推行給予
專業意見。 

戚文鋒老師 
林仲華老師 

12/3/2015 
無線電視互動新聞台《時事多面睇》
節目到校訪問及拍攝 

訪問本校學習支援組主任，就 新的《施政報告》
中提到透過關愛基金撥款為學校提供一筆現金津
貼，以聘請專責老師統籌有特殊需要學生的事項提
供意見。 

陳明姬老師 

12/3/2015 路德會啓聾學校黃彩瑤老師到訪本校
了解校內兩位聽障學生的學習情況及給予校方聽障
學生的支援。 

吳蕙芳老師 

13/3/2015 
獲無線電視新聞透視派出攝製隊到校
拍攝 

就香港科技教育的發展訪問鄧智光副校長，以及了
解本校科技教育的推行。 

鄧智光副校長
黃耀坤老師 
鄒志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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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參觀團體名稱 主題 負責同工 

17/4/2015 
浸會大學「中學中層人員領導培訓課

程」學員到訪 

加強學員對學校領導和管理的認知和能力，從而提
升學校的領導及團隊質素，使他們更有效地推行各

項教育事務，將學校辦得更加完善，協助學校達致
優質教育。 

方順源校長 
鄧智光副校長

甄靄齡副校長

6/5/2015 
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助理教授蔡詩
贊博士到校參觀 

了解本校科技教育的發展及參觀本校科技教育設
施，並就理工大學擬舉行的「MakerFaire」計劃與
鄧智光副校長交流，商討合作的可行性。 

鄧智光副校長
 

29/5/2015 商業電台新聞節目到校訪問及錄音 
訪問 6B 李鍵邦同學及 4A 黃深銘同學他們在英特爾
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榮獲二等獎殊榮及小行星命

名與及發明的歷程 
鄧智光副校長

2/6/2015 
全國人大香港區代表羅范椒芬女士到
訪本校 

與本校科技同學及負責老師對話，並參觀校園科技
設施。 

鄧智光副校長

黃耀坤老師 
鄒志輝老師 
陳明姬老師 
李穎欣老師 

3/6/2015 
教育局委託政策21有限公司代表到

校訪問 
了解本校在科技教育的推行及發展，並就教育局擬

舉辦的全港性大型科學與科技比賽提供意見。 

鄧智光副校長

鄒志輝老師 
黃耀坤老師 

5/6/2015 特殊教育支援組督學袁太到本校探訪

聽取學習支援組同工匯報本年度的工作，對本校同

工在融合教育上付出的努力，非常讚賞。同時，袁
太亦希望本校能與其他學校交流，分享融合教育的
經驗。 

陳明姬老師 
吳蕙芳老師 
黎慧敏老師 
林崢老師 

何智星老師 
唐子欣老師 
趙璧鈿老師 
曾雅婷老師 

11/6/2015 香港教育城到校訪問 
訪問學習支援組陳明姬主任，內容有關學習支援組
統籌員的工作及在校的角色。 

陳明姬老師 

11/6/2015 
新加坡 Dunearn Secondary School 師
生到訪本校交流 

與本校師生交流、參與 iPad 數學體驗工作坊及參觀
本校校園。 

鄧智光副校長
文翠芬老師 
戚文鋒老師 

17/6/2015 香港電台到校拍攝 "原來錢作怪"訪問陳易希校友、校長及有關老師 

陳易希校友 
方順源校長 

鄧智光副校長
陳明姬老師 
鄒志輝老師 
黃耀坤老師 

19/6/2015 南華早報記者以電話訪問 

了解「自潔門柄」發明獲獎同學 6B 李鍵邦及 4A 黃

深銘的發明歷程、所得到的支援、在過程中所面對
的困難和克服方法，以及二人將來學業及發展方
向。 

鄧智光副校長

22/6/2015 
商業電台「與時並進」節目邀請訪問
及錄音 

訪問及錄音「自潔門柄」發明團隊 6B 李鍵邦、4A
黃深銘、郭奕煌 

陳明姬老師 

25/6/2015 香港青年協會「讚好校園」到校拍攝
拍攝「自潔門柄」發明團隊，並以主題「你心目中
的讚好校園是？」，替 6B 李鍵邦同學及鄧智光副

校長拍攝短片。 

鄧智光副校長
李頴欣老師 
鄒志輝老師 
黃耀坤老師 

26/6/2015 
來自 70 間中學 186 位老師到校出席
優質教育基金計劃中期分享會 

分享本校數學科利用平板電腦配合自製課件教授數
學 

戚文鋒老師 
楊健文老師 
陳憲潮老師 

26/7/2015 
美國紐約城市大城 Prof. Kowack 到訪
本校 

與本校科技同學及負責老師交流，並參觀校園科技
設施。 

鄒志輝老師 
黃耀坤老師 
趙璧鈿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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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2014 至 2015 年度財務報告 
    收入 $ 支出 $ 
(1) 政府資助     

      
  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承上結餘  $4,966,189.24   

－ 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2,105,438.19 ($2,570,674.88)
－ 行政津貼 $4,137,599.00 ($3,711,788.00)
－ 消減噪音津貼 $584,184.00 ($584,184.00)
－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520,213.00 ($461,861.83)
－ 校本新來港學童支援計劃 $29,944.00 ($33,990.00)
－ 學校發展津貼 $567,490.00 ($1,326,467.20)
－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津貼 $94,906.00 ($94,879.61)
－ 長期服務金撥備 -  ($44,502.80)
－ 因其他津貼超支而由 EOEBG 撥備 -  ($66,349.20)
－ 其他 $70,982.04 - 

 $13,076,945.47 ($8,894,697.52)
     
 盈餘：   $4,182,247.95 
     
 其他津貼     
     
 承上結餘  $3,555,563.22   

－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 $2,479,991.55 ($2,463,455.20)
－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 $14,989.00 ($10,000.00)
－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津貼 $103,200.00 ($198,800.00)
－ 學習支援津貼 $1,528,350.00 ($1,488,141.90)
－ 高中課程支援津貼 $621,144.00 ($627,870.23)
－ 多元學習津貼 $84,000.00 ($99,498.20)
－ 小數位職位現金津貼 $507,375.50 ($456,574.91)
－ 德育及國民教育 $13,000.00 ($163,800.00)
－ 學生中文應用學習津貼 $24,000.00 - 
－ 加強非華語學生的教育支援津貼 $800,000.00 ($307,188.00)
－ 生涯規劃津貼 $517,620.00 ($443,607.70)
－ 因其他津貼超支而由 EOEBG 撥備 $66,349.20   

 $10,315,582.47 ($6,258,936.14)
     
 盈餘：   $4,056,646.33 
     

  總收入/支出： $23,392,527.94 ($15,153,633.66)
  總盈餘：   $8,238,894.28 
(2) 學校經費     

      
  承上結餘  $3,196,359.92   

－ 堂費 $101,060.00 - 
－ 捐款 $15,972.98 ($22,160.80)
－ 學生冷氣費 $175,400.00 ($245,731.20)
－ 銷售校簿盈利 $3,938.83 - 
－ 小食部租金 $250,800.00 - 
－ 學生材料費 $54,457.00 ($31,777.60)
－ 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 $155,850.00 ($155,850.00)
－ 其他 $936,530.75 ($1,022,712.72)

  小結: $4,890,369.48 ($1,478,232.32)
      
  盈餘：   $3,412,13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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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表現  

 
 
畢業生出路   

中六畢業生 

 
 
 
 
 

               

中六課程 大學課程

本地全日制專

上/職業訓練

課程

海外升學 全職就業 其他 不詳

11/12 7.9% 4.3% 57.9% 3.1% 12.8% 0.0% 14.0%

12/13 3.0% 4.5% 63.9% 4.5% 16.5% 5.3% 2.3%

13/14 8.0% 2.7% 57.5% 0.9% 27.4% 0.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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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體質指標  

男學生體質指標 

 
 

女學生體質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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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閱讀習慣   
 

學生在學校 /公共圖書館借用閱讀物品的百分率  

 
12/13 13/14 14/15 

中一至中三 中四至中五 中一至中三 中四至中五 中一至中三 中四至中五

每星期一次或以上 17% 13% 17% 10% 18% 10% 

每兩星期一次 20% 15% 12% 10% 11% 11% 

每月一次 15% 12% 16% 15% 14% 14% 

少於每月一次 48% 60% 55% 65% 57% 65% 

從不 0% 0% 0% 0% 0% 0% 

 
 

每星期用於閱讀書籍、報章和電子資訊的平均時數  

 
12/13 13/14 14/15 

中一至中三 中四至中五 中一至中三 中四至中五 中一至中三 中四至中五

英文閱讀物品 7 8 8 8 8 8 

中文閱讀物品 15 15 16 17 15 18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學校報告(2014-2015) 

第 24 頁 

 
香港學科測驗成績  （入讀中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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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開考試成績統計  
中學文憑試成績 

 
本校 2015 年香港中學文憑試核心四科增值達 8 級， 佳五科增值達 7 級，中文科 7 級，英文科 6 級，數學

科 8 級，通識教育科 8 級，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會計)科 7 級，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商業管理)科 9 級。 

 
 
學生參與校際項目和制服團隊的情況  

‧ 過去三年聯課活動及制服團隊的學生人數： 

 12/13 13/14 14/15 

校際體育項目 198 140 172 

學校舞蹈節 0 0 0 

學校音樂節 2 0 0 

學校朗誦節 46 35 35 

香港戲劇節 23 24 0 

備註︰  *  參與區域或全港比賽獲獎的人次       #  參與區域或全港比賽的學生人數  

  

中國語文科合格率 英國語文科合格率 數學科合格率 通識教育科合格率 整體合格率

2013 46.2% 30.8% 44.6% 73.5% 50.7%

2014 54.5% 36.1% 44.5% 77.3% 56.3%

2015 64.30% 47.70% 67.9% 80.4% 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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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三年校際活動獲得的獎項  

‧  區際或全港性的比賽︰  

美 術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獎品詳情 年份 

北區花蟲鳥展覽會「藍天綠地在香港」中學瓜果類組 冠軍 2012/13

香港禁毒兵團抗毒堆沙設計邀請賽 2013 學界組 亞軍 2013/14

少年警訊少訊警訊區際龍舟慈善賽 2013 佳團體服飾設計獎 冠軍 2013/14

 
音樂、舞蹈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獎品詳情 年份 

香港青年協會<<我們的 15 年--青年大滙演>><<我們的 15 年--青年大滙演>> 創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 2012/13

平等機會委員會、明愛全樂軒「正。心情」樂悠悠計劃全樂一叮才藝比賽 
冠軍 

(獲無印良品$700 及獎座) 2013/14

展藝舞蹈學會第三屆會長盃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邀請賽獨舞高級花步 Cha Cha Cha 冠軍 2014/15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第十六屆全港公開夜光龍錦標賽 2015 公開組 亞軍 2014/15

東區區議會第七屆東區龍獅邀請賽暨傳統國術群英會公開夜光龍組 亞軍 2014/15

 
體 育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獎品詳情 年份 

香港手球總會全港手球分齡賽 U14 男子組(與友校組隊) 冠軍 2012/13

香港手球總會全港手球分齡賽女子組 冠軍 2012/13

離島區康文署分齡游泳比賽 50 米背泳 季軍 2012/13

離島區康文署分齡游泳比賽 50 米自由泳 冠軍 2012/13

離島區康文署分齡游泳比賽 100 米自由泳 冠軍 2012/13

中國登山協會 2012 年第五屆青年少年 A 組男子攀石賽 亞軍 2012/13

中國登山協會攀登錦標賽少年 A 組男子速度賽 季軍 2012/13

恆友發展有限公司第十屆黃何盃攀岩先鋒賽男子挑戰組 冠軍 2012/13

東區康文署東區分齡游泳比賽 50 米自由男青 FG 組 亞軍 2012/13

三項鐡人總會 2012 水陸聯賽兩項鐡人聯賽(2) 季軍 2012/13

三項鐡人總會 2012 水陸聯賽兩項鐡人聯賽(3) 亞軍 2012/13

三項鐡人總會 2012 水陸聯賽兩項鐡人聯賽(4) 冠軍 2012/13

鐡人暖心慈善基金會 2012 暖心慈善水陸挑戰賽 C 組 冠軍 2012/13

迪士尼公園香港越野兩鐡挑戰賽越野跑&單車 冠軍 2012/13

香港三項鐡人挑戰賽 2012 女子 14-17 歲(Swim 500m / Bike 15km / Run 3km) 冠軍 2012/1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屯門校際游泳比賽男甲 50 米自由泳 季軍 2012/1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屯門校際游泳比賽男甲 50 米蝶泳 亞軍 2012/1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屯門校際游泳比賽男乙 50 米蝶泳 季軍 2012/1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屯門校際游泳比賽男乙 100 米自由泳 冠軍 2012/1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屯門校際游泳比賽女乙 100 米自由泳 冠軍 2012/1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屯門校際游泳比賽女乙 200 米自由泳 冠軍 20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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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育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獎品詳情 年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屯門校際游泳比賽女甲 50 米蛙泳 亞軍 2012/1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屯門校際游泳比賽女甲 100 米蛙泳 季軍 2012/1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屯門校際游泳比賽男甲團體 優異獎 2012/1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屯門校際游泳比賽男乙團體 優異獎 2012/1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屯門校際游泳比賽女甲團體 優異獎 2012/1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屯門校際游泳比賽男甲 4x50 米自由泳接力 季軍 2012/1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屯門校際游泳比賽男乙 4x50 米自由泳接力 季軍 2012/13

香港跆拳道協會全港男子青少年跆拳道比賽 2012 男子兒童色帶組 冠軍 2012/13

屯門學體會學界游泳比賽女甲 50 米背泳 季軍 2012/13

香港 ITU 三項鐡人亞洲盃 Fun Distance-Girls 1997(Swim 375m/Bike 10km /Run 2.5km) 冠軍 2012/13

愉園體育會男子 12 歲以下新秀組 50 米蝶泳 亞軍 2012/13

香港舉重健力總會香港臥推舉錦標賽暨國際賽選拔賽 2012 少年組 53kg 冠軍 2012/13

香港舉重健力總會香港臥推舉錦標賽暨國際賽選拔賽 2012 少年組 53kg 亞軍 2012/13

香港舉重健力總會香港臥推舉錦標賽暨國際賽選拔賽 2012 少年組 59kg 季軍 2012/13

香港舉重健力總會香港臥推舉錦標賽暨國際賽選拔賽 2012 少年組 59kg 亞軍 2012/13

香港保齡球總會世界盃保齡球大賽香港區 殿軍 2012/13

2012 年水陸兩項鐡人聯賽比賽 5Course 賽程 D(Swim 270m/ Run 2km) 亞軍 2012/13

屯門學體會校際越野比賽個人賽 季軍 2012/13

屯門學體會校際越野比賽個人賽 冠軍 2012/13

屯門學體會校際越野比賽團體賽 優異獎 2012/13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屯門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2 女子 D 組-1500 米 冠軍 2012/13

仁愛堂體育中心 2012 年仁愛堂跆拳道大賽男子品投博擊組 冠軍 2012/13

新界校長會新界區教師籃球比賽 亞軍 2012/13

全港公開兒童國術分齡賽 2012 男子少年組長器械 冠軍 2012/13

全港公開兒童國術分齡賽 2012 男子少年 A 組套拳 亞軍 2012/1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屯門區學界田徑比賽男子甲組 200 米 冠軍(破紀錄) 2012/1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屯門區學界田徑比賽男子甲組 400 米 冠軍(破紀錄) 2012/1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屯門區學界田徑比賽男子甲組 100 米 亞軍 2012/1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屯門區學界田徑比賽男子甲組 200 米 亞軍 2012/1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屯門區學界田徑比賽男子甲組 100 米 冠軍 2012/1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屯門區學界田徑比賽男子甲組 4x100 米 冠軍(破紀錄) 2012/1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屯門區學界田徑比賽男子丙組 100 米 亞軍 2012/1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屯門區學界田徑比賽男子丙組 200 米 冠軍 2012/1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屯門區學界田徑比賽男子丙組 800 米 冠軍 2012/1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屯門區學界田徑比賽男子丙組 1500 米 亞軍 2012/1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屯門區學界田徑比賽男子丙組 4x100 米 亞軍 2012/1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屯門區學界田徑比賽男子丙組 4x100 米 亞軍 2012/1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屯門區學界田徑比賽女子乙組 800 米 季軍 2012/1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屯門區學界田徑比賽女子乙組 冠軍 20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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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育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獎品詳情 年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屯門區學界田徑比賽 1500 米 亞軍 2012/1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屯門區學界田徑比賽男子乙組標槍 冠軍 2012/1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屯門區學界田徑比賽團體賽男子甲組 殿軍 2012/1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屯門區學界田徑比賽團體賽男子丙組 季軍 2012/13

浸信會永隆中學第一屆永隆盃射箭校際比賽初中男子組 亞軍 2012/1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排球比賽男子甲組 殿軍 2012/1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手球比賽男子甲組 殿軍 2012/1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手球比賽男子甲組 殿軍 2012/13

香港滾軸運動總會香港速度滾軸溜冰公開賽 2012 男子組 3000 米 殿軍 2012/13

香港滾軸運動總會香港速度滾軸溜冰公開賽 2012 混雙接力 300 米 第五名 2012/13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2012-13 第三組分齡游泳比賽第一節女子 15-16 歲 100 米背泳 季軍 2012/13

浸信會永隆中學永隆盃射箭比賽男子初中組反曲弓 團體季軍 2012/13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2012-13 第三組分齡游泳比賽第二節女子 15-16 歲 50 米背泳 亞軍 2012/13

屯門康文署及西北射藝會屯門區公開射箭比賽男子新秀組 亞軍 2012/13

香港三項鐡人總會 2012 年全年個人三項鐡人獎女子 1997 年 冠軍 2012/13

香港三項鐡人總會 2012 年水陸兩項鐡人個人獎女子 1997 年 亞軍 2012/13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學校體育推廣計劃-運動攀登挑戰賽 2013 男子 16-18 歲 亞軍 2012/13

第十五屆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青少年滾軸溜冰邀請賽男子青年組 15000 米 殿軍 2012/13

第十五屆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青少年滾軸溜冰邀請賽 3000 米混合接力 殿軍 2012/13

香港中國手球總會全港五人手球比賽女子公開組(2000 年出生組) 季軍 2012/13

香港中國手球總會全港五人手球比賽女子公開組(2000 年出生組) 季軍 2012/13

香港空手道總會全港空手道隊際錦標賽 2012 青少年組男子隊際賽 季軍 2012/13

香港三項鐡人總會 2013 陸上兩項鐡人聯賽第二場比賽(女子青年組) 季軍 2012/13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2012-2013 第二組短池分齡比賽第三節 50 米自由式 冠軍 2012/13

香港三項鐡人總會 2013 年水陸兩項鐡人第一場比賽(女子青年組) 亞軍 2012/13

香港系東流空手道東道會第六回親善空手道選手權大會公開戰青年男子 14-15 歲組手 季軍 2012/13

香港系東流空手道東道會第六回親善空手道選手權大會公開戰青年男子 14-15 歲套拳 季軍 2012/13

香港系東流空手道東道會 2013 第六回親善空手道選手權大會公開隊際組手 季軍 2012/13

香港攀山總會香港抱石錦標賽 2013 男子青年組 季軍 2012/13

捷擊跆拳道館第十四屆聯校跆拳道錦標賽男子搏擊中學初級組 (65kg 或以上組別) 冠軍 2012/13

捷擊跆拳道館第十四屆聯校跆拳道錦標賽男子中學初級組套拳 亞軍 2012/13

捷擊跆拳道館第十四屆聯校跆拳道錦標賽男子搏擊中學初級組(55-60kg) 冠軍 2012/1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中學校際足球比賽丙組足球賽 冠軍 2012/1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中學校際足球比賽丙組足球賽 冠軍 2012/13

屯門學體會校際手球比賽男子丙組 季軍 2012/13

屯門學體會校際手球比賽男子丙組 季軍 2012/13

屯門學體會校際手球比賽女子丙組 季軍 2012/13

新界學體會校際射箭比賽女子丙組(個人賽) 優異獎 2012/13

第三十二屆全港公開國術群英會 2013 男子青年組長器械 冠軍 2012/13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學校報告(2014-2015) 

第 29 頁 

體 育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獎品詳情 年份 

第三十二屆全港公開國術群英會 2013 男子青年組套拳 殿軍 2012/13

香港三項鐡人總會 2013 水陸兩項鐡人賽第一埸女子 16-19 歲(Swim 375m / Run 2.5km) 冠軍 2012/13

鳳溪第一中學鳳溪盃青少年射箭比賽男子 C 組個人賽 季軍 2012/13

香港三項鐡人總會 2013 年陸上兩項鐡人總決賽女子青年組 季軍 2012/1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校際羽毛球比賽女乙團體賽 季軍  2012/13

中銀香港第五十六屆體育節壘球淘汰賽甲組 冠軍 2012/13

中銀香港第五十六屆體育節壘球淘汰賽甲組 冠軍 2012/13

中銀香港第五十六屆體育節壘球淘汰賽甲組 亞軍 2012/13

中銀香港第五十六屆體育節壘球淘汰賽丙組 冠軍 2012/13

中銀香港第五十六屆體育節分齡組三項鐡人賽女子青年組 季軍 2012/13

學界體育聯會及屯門區中學分會合辦周年頒獎禮 
新界地域中學田徑 

傑出運動員 
2012/13

學界體育聯會及屯門區中學分會合辦周年頒獎禮 足球單項總錦標 2012/13

中國空手道總會第二屆東亞青少年空手道錦標賽男子套拳(少年 14-15 歲) 季軍 2012/13

中國空手道總會第二屆東亞青少年空手道錦標賽男子組手搏擊 季軍 2012/13

屯門學體會男子甲組足球賽 亞軍 2012/13

香港滾軸運動總會速度滾軸溜冰會際賽 2013 男子第六組(1000 米) 季軍 2012/13

香港滾軸運動總會速度滾軸溜冰會際賽 2013 混合第十組混雙接力(3000 米) 第六名 2012/13

香港人壽三項鐡人賽 2013 Course A：Swim 750m/Bike 20.3km/Run4.8km 亞軍 2012/13

香港三項鐡人總會 Splash’n Dash Aquathon Series 2013：Race 2(Female16-19) 

Distance：Sprint(Run 2km/Swim 270m/Run 2km) 
冠軍 2012/13

廣州市體育局 2012 年度廣州中小學速度輪滑錦標賽男子初中組 500 米 第五名 2012/13

廣州市體育局 2012 年度廣州中小學速度輪滑錦標賽男子初中組 10000 米 殿軍 2012/13

香港三項鐡人總會 Splash’n Dash Aquathon Series 2013：Race 3(Female16-19) 

Distance：Sprint(Swim 375m/Run 2.5km) 
冠軍 2012/13

第 20 屆亞洲田徑錦標賽男子 4×400 米接力賽 3 分 14 秒 34(破香港紀錄) 2013/14

手球總會全港分齡手球比賽 U14 女子組 冠軍 2013/14

香港國際跆拳道總會第七屆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兒童暨新手邀請賽國際博擊賽 冠軍 2013/14

中國空手道總會 2013 年全國青少年空手道錦標賽男子少年個人賽 亞軍 2013/14

中國空手道總會 2013 年全國青少年空手道錦標賽男子少年個人全能賽 亞軍 2013/14

香港手球總會全港手球甲組聯賽 2012-2013 女子甲組 冠軍 2013/14

香港手球總會全港手球公開賽 2012-2013 女子組 冠軍 2013/14

亞洲中學生田徑比賽籌辦委員會亞洲中學生田徑比賽男子 4x100 米接力 亞軍 2013/14

屯門學體會校際游泳比賽女甲 50 米蛙泳 冠軍 2013/14

屯門學體會校際游泳比賽女甲 100 米蛙泳 亞軍 2013/14

屯門學體會校際游泳比賽女甲 100 米自由泳 冠軍 2013/14

屯門學體會校際游泳比賽女甲 200 米自由泳 冠軍 2013/14

屯門學體會校際游泳比賽女甲 100 米背泳 季軍 2013/14

屯門學體會校際游泳比賽女甲 50 米背泳 季軍 2013/14

屯門學體會校際游泳比賽女甲 4x50 米自由泳接力 冠軍 20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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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學體會校際游泳比賽女甲團體 季軍 2013/14

屯門學體會校際游泳比賽男甲 50 米自由泳 亞軍 2013/14

屯門學體會校際游泳比賽男甲 50 米蝶泳 亞軍 2013/14

屯門學體會校際游泳比賽男甲 4x50 米自由泳接力 冠軍 2013/14

香港跆拳道協會全港青少年跆拳道比賽 2013 男子色帶組搏擊 冠軍 2013/14

屯門學體會屯門區校際越野比賽女甲個人 冠軍 2013/14

屯門學體會屯門區校際越野比賽女甲個人 季軍 2013/14

屯門康文署屯門區分齡田徑比賽男子 C 組(100 米) 冠軍(破紀錄) 2013/14

屯門康文署屯門區分齡田徑比賽男子 D 組(跳高) 冠軍(破紀錄) 2013/1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北區體育會北區第 28 屆分齡羽毛球比賽靑少年 MXC 組混合雙打 季軍 2013/1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東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3 男子青少年 F 組：50 米自由式 亞軍 2013/1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東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3 男子青少年 F 組：100 米自由式 亞軍 2013/1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東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3 男子青少年 F 組：4x50 米自由式接力 冠軍 2013/14

永隆中學第二屆永隆盃射箭比賽男子公開組 冠軍 2013/14

永隆中學第二屆永隆盃射箭比賽男子高中組 亞軍 2013/14

屯門學體會學界田徑比賽男甲 100 米 冠軍 2013/14

屯門學體會學界田徑比賽男甲 100 米 亞軍 2013/14

屯門學體會學界田徑比賽男甲 200 米 冠軍(破紀錄) 2013/14

屯門學體會學界田徑比賽男甲 200 米 亞軍(破紀錄) 2013/14

屯門學體會學界田徑比賽男甲 400 米 冠軍(破紀錄) 2013/14

屯門學體會學界田徑比賽男甲 4x100 米 冠軍(破紀錄) 2013/14

屯門學體會學界田徑比賽男甲 4x100 米 冠軍(破紀錄) 2013/14

屯門學體會學界田徑比賽男乙 4x100 米 亞軍 2013/14

屯門學體會學界田徑比賽男乙跳高 冠軍 2013/14

屯門學體會學界田徑比賽男乙三級跳 冠軍 2013/14

屯門學體會學界田徑比賽男乙跳遠 冠軍 2013/14

屯門學體會學界田徑比賽男乙鉛球 季軍 2013/14

屯門學體會學界田徑比賽男甲標槍 冠軍 2013/14

屯門學體會學界田徑比賽男乙標槍 季軍 2013/14

屯門學體會學界田徑比賽女甲 1500 米 冠軍 2013/14

屯門學體會學界田徑比賽女甲 1500 米 季軍 2013/14

屯門學體會學界田徑比賽女乙鐡餅 亞軍 2013/14

屯門學體會學界田徑比賽男甲團體 季軍 2013/14

屯門學體會學界田徑比賽男乙團體 優異 2013/14

屯門少年警訊屯門少年警訊會長盃「屯結齊心同滅罪」共融籃球五人賽 殿軍 2013/14

嘉頓時時食香港三項鐡人挑戰賽 2013 女子 14-17 歲：半程挑戰組 亞軍 2013/14

協青社「Y！躍動計劃」2013 才能競技賽運動攀登速度賽男子少年組 冠軍 2013/14

協青社「Y！躍動計劃」2013 才能競技賽運動攀登挑戰賽男子公開組 季軍 2013/14

香港攀山及運動攀登總會第 25 屆香港運動攀登公開賽男子公開組 季軍 2013/14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學校報告(2014-2015) 

第 31 頁 

體 育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獎品詳情 年份 

2013 年全國空手道冠軍賽組委會 2013 年全國空手道冠軍賽男子少年個人型 冠軍 2013/14

2013 年全國空手道冠軍賽組委會 2013 年全國空手道冠軍賽男子少年個人組手 亞軍 2013/14

南區康文署南區公開射箭比賽男子初級組 冠軍 2013/1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東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3 女子青少年 F 組：100 米自由式 冠軍 2013/1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屯門區分齡羽毛球比賽 2013 男子青少年雙打 L 組(18 歲或以下) 冠軍 2013/1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中西區分齡羽毛球比賽 2013 男子單打青少年 MF 組(16-18 歲) 殿軍 2013/1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離島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3 男子青少年 C 組：標槍 亞軍(42.78 米) 2013/1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油尖旺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3 男子青少年 C 組：標槍 亞軍(44.80 米) 2013/1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北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3 標槍 冠軍(39.94 米) 2013/1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沙田區田徑運動大會 2013 男子青少年組(MC)標槍 季軍(40.56 米) 2013/1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深水埗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3 男子青少年 C 組：標槍 冠軍(39.49 米) 2013/1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屯門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3 男子 C 組(16-18 歲)：標槍 冠軍(42.8 米) 2013/1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西貢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3 男子青少年組(16-18 歲)(標槍決賽) 
冠軍(45.10 米) 
(破大會記錄) 

2013/14

2013 深圳市青少年速度輪滑錦標賽男子乙組 亞軍 2013/14

屯門學體會校際籃球比賽男子乙組 冠軍 2013/14

屯門學體會校際手球比賽女子乙組 亞軍 2013/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3-2014 年度屯門區校際羽毛球比賽女子甲組羽毛球 季軍 2013/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學界足球比賽男子乙組 冠軍 2013/14

香港三項鐡人總會 2013 Overall Triathlon Series AwardFemale Junior 亞軍 2013/14

香港三項鐡人總會 2013 Overall Individual Series AwardFemale Junior 亞軍 2013/14

香港三項鐡人總會 2013 Overall Duathlon Series AwardFemale Junior 亞軍 2013/14

Dragon Bowling 全港學界保齡球公開賽女子組個人賽 冠軍 2013/14

羅桂祥中學羅桂祥盃射箭比賽男子甲組 季軍 2013/14

香港壘球總會 2014 壘球新秀賽 2014 壘球新秀賽 殿軍 2013/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新界學界射箭比賽男甲反曲弓：個人 亞軍 2013/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新界學界射箭比賽男甲團體 殿軍 2013/14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區會校際排球比賽男子組 季軍 2013/14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港青兒童及青少年運動攀登比賽 2014 男子青年組 季軍 2013/14

香港射箭總會 Samsung 體育節射箭公開賽男子反曲弓中級組(70 米) 冠軍 2013/14

屯門學體會校際男丙籃球校際男丙籃球 亞軍 2013/14

香港空手道總會 2014 年全港空手道青少年大賽自由組手男子 14-15 歲 季軍 2013/14

香港空手道總會 2014 年全港空手道青少年大賽高級組形男子 14-15 歲 亞軍 2013/14

香港糸東流空手道拳會第七回親善空手道選手權大會男子套拳 14-15 歲 冠軍 2013/14

屯門保齡球場個人讓分聯賽 亞軍 (獲獎金$1500) 2013/14

全民田徑會全民分齡田徑賽男子 100 米 冠軍 2013/14

全民田徑會全民分齡田徑賽男子標槍 亞軍 2013/14

屯門學體會男丙手球校際比賽男丙手球 季軍 2013/14

屯門保齡球場九瓶 Jackpot 比賽/ 季軍(獲獎金$150) 2013/14

2014 滾軸溜冰繽紛奧運會男子高級組別：障礙賽(12 歲或以上) 冠軍 20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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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滾軸溜冰繽紛奧運會男子高級組別：蓮步舞(12 歲或以上) 冠軍 2013/14

香港滾軸運動總會 2013 香港速度滾軸溜冰公開賽男子 12-14 歲：500 米 殿軍 2013/14

香港滾軸運動總會 2013 香港速度滾軸溜冰公開賽男子 12-14 歲：3000 米 季軍 2013/14

香港滾軸運動總會 2014 香港速度錦標賽男子 13-14 歲：1000 米 冠軍 2013/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傑出運動員獎新界地域全能中學傑出運動員獎 
新界地域全能中學 
傑出運動員獎 

2013/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傑出運動員獎屯門區全能中學傑出運動員獎 
屯門區全能中學 
傑出運動員獎 

2013/14

屯門學體會教師籃球比賽 季軍 2014/15

手球總會全港公開手球比賽女子組 冠軍 2014/15

馬來西亞奧委會第八屆馬來西亞國際跆拳道錦標賽 2014 跆拳道比賽 冠軍 2014/15

富豪保總大埔青少年保齡球公開賽 17 歲以下組單打 季軍 2014/15

富豪保總大埔青少年保齡球公開賽 17 歲以下組隊際 季軍 2014/15

屯門保齡屯門保齡聯賽屯門保齡聯賽 季軍 2014/15

屯門保齡屯門保齡聯賽屯門保齡聯賽 獎金$1500 2014/15

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屯門校際游泳比賽男乙 100 米自由泳 亞軍 2014/15

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屯門校際游泳比賽男乙 200 米自由泳 亞軍 2014/15

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屯門校際游泳比賽女丙 50 米背泳 季軍 2014/15

中國輪滑協會第 13 屆全國速度輪滑(公路)錦標賽 500 米 第五名 2014/15

中國輪滑協會第 13 屆全國速度輪滑(公路)錦標賽 200 米 第五名 2014/15

中國輪滑協會第 13 屆全國速度輪滑(公路)錦標賽 10000 米 第五名 2014/15

天水圍馮家圍 W28 War Game 場 Hong Kong Airsoft AllianceGBB Student Champion 冠軍 2014/15

恒友發展公司第 12 屆(抱石賽)男子青年組 殿軍 2014/15

屯門康文署屯門區田徑分齡賽男子 C 組跳高 季軍 2014/15

屯門康文署屯門區田徑分齡賽男子 C 組三級跳 季軍 2014/15

屯門康文署屯門區田徑分齡賽男子 B 組標槍 亞軍 2014/15

羅桂祥中學羅桂祥盃射箭比賽男子公開組 亞軍 2014/15

屯門學體會校際田徑比賽男甲 100M 冠軍 2014/15

屯門學體會校際田徑比賽男甲 200M 亞軍 2014/15

屯門學體會校際田徑比賽男甲跳高 冠軍 2014/15

屯門學體會校際田徑比賽男甲標槍 冠軍 2014/15

屯門學體會校際田徑比賽男乙標槍 亞軍 2014/15

屯門學體會校際田徑比賽男乙鐵餅 季軍 2014/15

屯門學體會校際田徑比賽男乙鉛球 冠軍 2014/15

屯門學體會校際田徑比賽女乙鐵餅 亞軍 2014/15

屯門學體會校際田徑比賽女甲 1500M 亞軍 2014/15

屯門學體會校際田徑比賽男甲 4x100 冠軍 2014/15

屯門學體會校際田徑比賽男甲團體第六 優異 2014/15

香港體育學院「優秀青年運動員獎 2014」「優秀青年運動員獎 2014」 獎金$1000 2014/15

亞洲空手道總會 AKF「亞洲青少年空手道比賽」16-17 歲個人套拳 第五名 20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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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體育局 2014 年度廣東省速度輪滑錦標賽男子少年 300 米個人賽 冠軍 2014/15

廣東省體育局 2014 年度廣東省速度輪滑錦標賽男子少年 500 米爭先賽 冠軍 2014/15

廣東省體育局 2014 年度廣東省速度輪滑錦標賽男子少年 1000 米計時賽 冠軍 2014/15

廣東省體育局 2014 年度廣東省速度輪滑錦標賽男子少年 5000 米淘汰賽 冠軍 2014/15

仁愛堂社區中心和黃義工隊屯門區攀石比賽暨家庭運動會青少年高級組 冠軍 2014/15

仁愛堂社區中心和黃義工隊屯門區攀石比賽暨家庭運動會青少年初級組 冠軍 2014/15

仁愛堂社區中心和黃義工隊屯門區攀石比賽暨家庭運動會青少年初級組 季軍 2014/15

香港中國國術舞獅總會全港公開龍獅藝錦標賽 2014 公開龍藝組 亞軍 2014/15

香港冬泳總會浪姿盃 2014 香港公開冬泳錦標賽男子中學生組 殿軍 2014/15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5 周年-國慶游泳錦標賽(2014)男子 14-15 歲 50 米捷泳 殿軍 2014/15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5 周年-國慶游泳錦標賽(2014)男子 14-15 歲 100 米蛙泳 亞軍 2014/15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5 周年-國慶游泳錦標賽(2014)男子 14-15 歲 50 米蛙泳 亞軍 2014/15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5 周年-國慶游泳錦標賽(2014)男子 14-15 歲 50 米背泳 亞軍 2014/15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5 周年-國慶游泳錦標賽(2014)12 歲以上 4x50 捷泳接力 冠軍 2014/15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離島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4 男子 C 組標槍 第二名 2014/15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西貢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4 男子青少年組(16 至 18 歲)標槍決賽 冠軍 2014/15

/旺角區文娛康樂體育會油尖旺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4 男子青少年 C 組標槍 冠軍 2014/15

旺角區文娛康樂體育會油尖旺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4 男子青少年 C 組鐵餅 冠軍 2014/15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沙田區田徑運動大會 2014 男子青少年組(MC) 標槍 亞軍 2014/15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深水埗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4 男子標槍青少年 C 組 亞軍 2014/15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深水埗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4 男子鐵餅青少年 C 組 季軍 2014/15

公民體育會全港青少年田徑錦標賽標槍 亞軍 2014/15

香港正統跆拳道聯盟第五屆學界跆拳道暨亞洲邀請賽青年組團體賽 冠軍 2014/15

香港正統跆拳道聯盟第五屆學界跆拳道暨亞洲邀請賽青年組團體賽 冠軍 2014/15

香港正統跆拳道聯盟第五屆學界跆拳道暨亞洲邀請賽超重量級 70kg 以上個人搏擊賽 冠軍 2014/15

屈臣氏集團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4-2015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

動員獎 2014-2015」證書

(獎學金$500) 

2014/15

龍藝康體及文化協會無毒足毽邀請賽 2014 中小學組隊際賽 亞軍 2014/15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男子甲組羽毛球比賽 殿軍 2014/15

香港空手道總會 2014 年全港空手道青少年大賽自由組手男子 16-17 歲組別 季軍 2014/15

香港滾軸運動總會 2014 香港速度滾軸溜冰公開賽男子 12-14 歲 500 米 亞軍 2014/15

香港滾軸運動總會 2014 香港速度滾軸溜冰公開賽男子 12-14 歲 3000 米 亞軍 2014/15

香港滾軸運動總會第 17 屆香港青少年滾軸溜冰邀請賽混合接力 第四名 2014/15

恒友發展公司第十三屆黃何盃攀岩速度賽男子青年組 亞軍 2014/15

台南高雄市跆拳道協會 2015 年高雄國際青少年對抗賽青少年 45 公斤級別 冠軍 2014/15

手球總會全港地區手球比賽 殿軍 2014/15

香港泳總 2014-15 第 2 組短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三節男子 15-16 歲 100M 個人四式 冠軍 2014/15

東華三院東華三院地區籃球聯賽 2014-15 亞軍 2014/15

香港單車聯會全港埸地單車賽少年組 殿軍 20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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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壘球總會 2015 年壘球新秀賽 有價值球員 2014/15

中國香港單車聯會有限公司全港公路單車賽少年 14-16 歲組 第五名 2014/15

中國香港單車聯會有限公司全港公路繞圈賽少年 14-16 歲組 第五名 2014/15

香港學界體育會屯門區學界男乙手球比賽 亞軍 2014/15

香港學界體育會屯門區學界乙組足球比賽 冠軍 2014/15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區會中學三人籃球比賽男子組 冠軍 2014/15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學界射箭比賽男子甲組 第五名 2014/15

系東流空手道拳會系東拳會第八回親善空手道選手權大會 201516-17 歲組手 亞軍 2014/15

系東流空手道拳會系東拳會第八回親善空手道選手權大會 201516-17 歲套拳 季軍 2014/15

美國世界級跆拳道協會世界跆拳道公開錦標賽 15-17 歲搏擊組 冠軍 2014/15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中學校際球類錦標賽 2014-2015 羽毛球男子單打 冠軍 2014/15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中學校際球類錦標賽 2014-2015 羽毛球男子單打 亞軍 2014/15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中學校際球類錦標賽 2014-2015 羽毛球男子雙打 冠軍 2014/15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中學校際球類錦標賽 2014-2015 羽毛球女子單打 亞軍 2014/15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中學校際球類錦標賽 2014-2015 羽毛球女子雙打 冠軍 2014/15

中國香港奧委會 2015 滾軸溜冰繽紛奧運會男子高級組障礙賽 冠軍 2014/15

中國香港奧委會 2015 滾軸溜冰繽紛奧運會男子高級組定點籃球賽 冠軍 2014/15

禁毒兵團無毒全新界校際保齡比賽高中組男子個人賽 亞軍 2014/15

禁毒兵團無毒全新界校際保齡比賽高中組男子個人賽 季軍 2014/15

禁毒兵團無毒全新界校際保齡比賽高中組女子個人賽 亞軍 2014/15

禁毒兵團無毒全新界校際保齡比賽高中組雙人賽 季軍 2014/15

禁毒兵團無毒全新界校際保齡比賽初中組男子個人賽 季軍 2014/15

禁毒兵團無毒全新界校際保齡比賽初中組女子個人賽 亞軍 2014/15

禁毒兵團無毒全新界校際保齡比賽初中組女子個人賽 季軍 2014/15

禁毒兵團無毒全新界校際保齡比賽初中組雙人賽 冠軍 2014/15

禁毒兵團無毒全新界校際保齡比賽初中組雙人賽 季軍 2014/15

屯門學體會男丙學界手球比賽 亞軍 2014/15

香港田總田徑接力嘉年華 20154X200 男組青少年 亞軍 2014/15

香港田總香港田總系列賽 58 屆體育節接力賽男子 4X400M 亞軍 2014/15

香港田總香港田總系列賽 58 屆體育節接力賽 4X400M 亞軍 2014/15

毅膳會毅膳 2015 陸上兩項鐵人挑戰賽青少年男子組 第五名 20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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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 64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冠軍 2012/13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 64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亞軍 2012/13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 64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優良證書 2012/13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 64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良好證書 2012/13

屯門天主教中學第五屆西北區聯校通識時事常識問答比賽 冠軍 2012/13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 65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季軍 2013/14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 65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優良證書 2013/14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 65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良好證書 2013/14

亞洲學生音樂朗誦協會 2013 亞洲校際朗誦比賽英文朗誦 亞軍 2013/14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 66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冠軍 2014/15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 66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季軍 2014/15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 66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優良證書 2014/15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 66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良好證書 2014/15

智愛中文平台 i-Learner「智好學計劃」領獎典禮 金獎 2014/15

屯門區中學校長會屯門區卓越學生奬高中組 屯門區卓越學生奬 2014/15

屯門區中學校長會屯門區卓越學生奬初中組 屯門區卓越學生奬 2014/15

香港寧波商會 2015 香港青少年寧波遊學團徵文比賽 冠軍及$3000 2014/15

香港寧波商會 2015 香港青少年寧波遊學團徵文比賽 優異奬及$500 2014/15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非凡躍進」獎勵計劃學習態度卓越進步 每人獲海洋公園一日門票兩張 2014/15

 

獎學金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獎品詳情 年份 

屯門青年協會屯門區傑出學生選舉 2012 高中組 優秀學生 2012/13

香港蜆殼有限公司等機構合辦第三十一屆蜆殼港島青商展能學童獎學金 獲提名 2012/13

瑞安集團瑞安集團上游獎學金上游獎學金 獎學金$5,000 2014/15

教育局獲尤德爵士基金 港幣$1,000 獎學金 2014/15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明日之星｣計劃上游獎學金 獎學金$5,000 2014/15

 

服 務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獎品詳情 年份 

The Kiwanis Community Service Award 2014 書券$1000 及獎狀 2013/14

屯門區公民教育委員會「待人有禮好少年」選舉 獎狀 2014/15

校園藝術大使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第七屆校園藝術大使 2014/15

The Kiwanis Club of Hong KongThe Kiwanis Community Service Award 2015 紀念狀及港幣$2,000 書券 2014/15

The Kiwanis Club of Hong KongThe Kiwanis Community Service Award 2015 紀念狀及港幣$2,000 書券 2014/15

The Kiwanis Club of Hong KongThe Kiwanis Community Service Award 2015 紀念狀及港幣$2,000 書券 20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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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宋慶齡基金會中國發明協會第八屆宋慶齡少年兒童發明獎示範基地稱號 示範基地 2012/13

中國宋慶齡基金會中國發明協會第八屆宋慶齡少年兒童發明獎發明作品獎 銀獎 2012/13

中國宋慶齡基金會中國發明協會第八屆宋慶齡少年兒童發明獎發明總評 園丁獎 2012/13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等機構合辦「溫馨家庭樂」攝影比賽中學組 冠軍 2012/13

仁愛堂童想世界攝影比賽 季軍 2012/13

香港工程挑戰賽 2012VEX 機械人錦標賽(中學組) 冠軍 2012/13

香港工程挑戰賽 2012VEX 機械人錦標賽(高級組) 亞軍 2012/13

香港工程挑戰賽 2012VEX 機械人錦標賽(初中組) 季軍 2012/13

香港工程挑戰賽 2012VEX 機械人錦標賽(高中組) 八強 2012/13

全康澄心基金「心繫屯門」攝影比賽公開組 優異獎 2012/13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香港科技教育學會「科技顯六藝」創意比賽「射」藝 二等獎 2012/13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創新能源項目」設計比賽 2012-2013 入選總評 20,000 材料費 2012/13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2012-2013 優秀科技學校 冠軍 2012/13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2012-2013 物理及工程(初中) 優異獎 2012/13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2012-2013 能源及環境科學(初中) 優異獎 2012/13

2013 世界 VEX 機械人錦標賽設計創意(中學組) 創意大獎 2012/13

香港工程師學會風力發電機模型設計比賽風力發電機模型設計比賽 冠軍 2012/13

中國宋慶齡基金會第九屆宋慶齡少年兒童發明獎發明創作 
金獎 

(獲人民幣 2000 元獎學金)
2013/14

香港工程挑戰賽 2013VEX 機械人錦標賽(高中組) 季軍 2013/14

香港工程挑戰賽 2013VEX 機械人錦標賽(中學組) 八強 2013/14

香港工程挑戰賽 2013VEX 機械人錦標賽(中學組) 體育精神獎 2013/14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2013-2014 優秀科技學校組別 冠軍 2013/14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2013-2014 物理及工程(高中)組別 
美國耶魯大學 

科學與工程學會特別獎 
2013/14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2013-2014 物理及工程(高中)組別 二等獎 2013/14

香港工程師學會電機模型比賽 2014 電機模型比賽 2014 佳創意大獎 2013/14

香港青年協會、教育局、香港科學館香港學生科學比賽 2014 高中組發明品 亞軍 2013/14

香港科學創意學會創新科技月鹽水發電車大賽 二等獎 2013/14

青松觀屯門盆景蘭花展覽 2014 盆栽花卉參展比賽中學組環保盆栽組 亞軍 2013/14

屯門民政事務處香港是我家屯門區齊心滅罪嘉年華 2014 攤位遊戲設計比賽 殿軍 2013/14

亞太機械人錦標賽 2013VEX 機械人比賽高中組 銅獎 2013/14

亞太機械人錦標賽 2013VEX 機械人比賽中學組 銅獎 20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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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出版社有限公司青年科技習作比賽空中監察器 一等獎 2013/14

中華科技出版社有限公司青年科技習作比賽環保花盆 優異獎 2013/14

中華科技出版社有限公司青年科技習作比賽長者輔助器 優異獎 2013/14

中華科技出版社有限公司青年科技習作比賽太陽能模型船 優異獎 2013/14

晉峰青年商會「環保‧還寶」全港中學生升級再造環保設計比賽 會長心意獎 2013/14

中華科技出版社有限公司青年科技習作比賽空中監察器 一等獎 2014/15

中華科技出版社有限公司青年科技習作比賽環保花盆 優異獎 2014/15

中華科技出版社有限公司青年科技習作比賽長者輔助器 優異獎 2014/15

中華科技出版社有限公司青年科技習作比賽太陽能模型船 優異獎 2014/15

晉峰青年商會全港中學生升級再造環保設計比賽 會長心意獎 2014/15

廣州市番禺區祈福英語實驗中學第 10 屆宋慶齡少年兒童發明獎長者護身寶 銀獎 2014/15

廣州市番禺區祈福英語實驗中學第 10 屆宋慶齡少年兒童發明獎發明的消毒門把 銀獎 2014/15

廣州市番禺區祈福英語實驗中學第 10 屆宋慶齡少年兒童發明獎 奬學金$4000 2014/15

第 12 屆上海市青少年明日科技之星評選第 12 屆上海市青少年明日科技之星評選 二等獎 2014/15

屯門民政事務處 2014 屯門遙控模型船競技日學界環保模型船創意設計比賽 亞軍 2014/15

創新科技署創新科技嘉年華 2014 微型震動機械人接力賽 一等獎 2014/15

創新科技署創新科技嘉年華 2014 微型震動機械人接力賽 2 個二等獎 2014/15

香港工程挑戰賽 2014VEX 機械人錦標賽(中學組) 冠軍 2014/15

香港工程挑戰賽 2014VEX 機械人錦標賽(中學組) 八強 2014/15

香港工程挑戰賽 2014VEX 機械人錦標賽(高中組) 亞軍 2014/15

羅氏基金第二屆羅氏少年科學家大獎羅氏少年科學家大獎 冠軍及瑞士交流 2014/15

Society for Science & the Public 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材料科學組 
二等獎殊榮、小行星命名

及美金$1500 
2014/15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優秀科技學校組 冠軍 2014/15

第二十九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獲評為「科技教育創新 

優秀學校」 
2014/15

科學創意中心鹽水車接力賽 二等獎 20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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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極支持及鼓勵同學挑戰自己，參與比賽，本校老師亦悉心指導，因此每年課外活動皆有理想的成果，

過去三年的獎項總結如下： 

2012-13 

總獎項︰142 項 

45 項冠軍、29 項亞軍、33 項季軍、9 項殿軍、2 項第五名、1 項第六名、1 項八強、1 項總錦

標、1 項銀獎、1 項二等獎、9 項優異獎、1 項優良證書、1 項良好證書、1 項優秀學生、1 項傑

出運動員、1 項示範基地、1 項園丁獎、2 項獲提名、1 項創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及 1 項香港首

奪創意大獎。 

2013-14 

總獎項︰129 項 

45 項冠軍、33 項亞軍、24 項季軍、6 項殿軍、2 項八強、1 項金獎、2 項銅獎、1 項一等獎、2 項二等

獎、1 項 佳創意大獎、1 項體育精神獎、4 項優異獎、1 項優良證書、1 項良好證書、1 項美國耶魯大學

科學與工程學會特別獎、1 項會長心意獎、1 項破香港紀錄、1 項新界地域全能傑出運動員獎及 1 項屯門

區全能傑出運動員獎。 

2014-15 

總獎項︰143 項 

37 項冠軍、35 項亞軍、18 項季軍、6 項殿軍、2 項一等獎、4 項二等獎、4 項優異獎、1 項會

長心意獎、1 項金獎、2 項銀獎、1 項第二名、1 項第四名、8 項第五名、1 項八強、1 項優異獎

及獎學金$500、1 項冠軍及獎學金$3,000、1 項獎學金$4,000、2 項獎學金$5,000、1 項獎學金

$1,500、2 項獎金$1,000、1 項優良證書、1 項良好證書、1 項「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4-2015」證書及獎金$500、1 項第七屆校園藝術大使、1 項 有價值球員、2 項屯門區卓越

學生奬、3 項紀念狀及$2,000 書券、1 項二等獎殊榮、小行星命名及美金$1500、1 項「待人有

禮好少年」獎狀、1 項海洋公園一日門票廿十四張、1 項科技教育創新優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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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  

活動項目 內  容 參與學生人數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愛分享券」銷售 

2014 年 11 月，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於本年度舉行第 8 屆「愛分享

券」銷售活動，共 30 名學生協助銷售，共籌得港幣$1,030。 
30 人 

耆智共融活動(一) 
2014 年 11 月 4 日，共 19 學生參與鄰舍輔導會富泰鄰里康齡中心

及香港耀能協會安定工場合辦之參觀活動。 
19 人 

健康生活齊共享嘉年華
2014 年 11 月 15 日，共 31 名學生參加由鄰舍輔導會富泰鄰里康

齡中心舉辦的「健康生活齊共享嘉年華」。 
31 人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賣旗
2014 年 12 月 20 日，基督教懷智服務處賣旗舉行新界區賣旗

日，共 6 名學生參與。 
6 人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慈愛券」 
2015 年 2 月 3 日至 9 日，本校協辦「慈愛券」籌款活動，全校學

生參與，共籌得港幣$14,160。 
全校學生 

耆智共融活動(一) 
2015 年 2 月 5 日，共 30 學生參與鄰舍輔導會富泰鄰里康齡中心

及香港耀能協會安定工場合辦之「關愛共融同樂日」。 
30 人 

長者探訪 
2015 年 2 月 7 日，共 28 名學生參與鄰舍輔導會富泰鄰里康齡中

心舉辦之「睦鄰大使 – 賀歲探訪」。 
28 人 

C.A.R.E 義工小組 
愛心探訪 (I) 

2015年3月9日，透過參觀屯門建生村建生耆年中心，讓學生發揮

義工精神，互助互愛，並學習怎樣與人相處和溝通。 
13 人 

C.A.R.E 義工小組 
愛心探訪 (II) 

2015 年 3 月 9 日，透過參觀紅磡家維村保良局李徐松聲紀念幼

稚園，讓學生發揮義工精神，互助互愛，並學習怎樣與人相處和

溝通。 
13 人 

區會家情軒舉辦 
「和諧家庭嘉年華會」

2015 年 4 月 18 日，區會家情軒舉辦「和諧家庭嘉年華會」，本

校 2 位同學參與安排攤位活動，本校攤位主題為「親親家人」。 
2 人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賣旗日
2015 年 4 月 25 日為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賣旗日，共 32 名義工參

與。 
32 人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賣旗日」校內傳遞旗袋

2015 年 6 月 2 日，本校為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賣旗日」進

行校內傳遞旗袋活動，全校學生參與。 
全校學生 

突破全日歷奇服飾日 全校學生及老師共籌得$11,517。 29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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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年度學校工作計劃檢討】終期報告 

應教育局邀請，學校已於 2003 – 2004 年度開始推行「啟發潛能教育」，並於 2005-2006 年度獲得「國際啟發潛能教育大奬」，以及於 2011 年獲得「國際啟發潛能

教育成就大奬」。學校會繼續以「啟發潛能教育」的五個信念(信任、樂觀、尊重、關懷、刻意安排)為經，以海星五爪為比喻的教育範疇(人物、地方、政策、計劃、

過程)為緯，配合學校三年發展目標，落實啟發潛能教育(IE)的理論，為學生提供優質的教育服務。 

 

目標 
IE 

範疇
執行計劃 

(主題﹕融和友愛 自律礪學) 
資源/努
力投入

成效評估/達標情況 檢討 初步有效/失效因素分析 跟進探究 

關注事項一︰建立具啟發性的學習環境，提升學教效能 

透 過 不 同 計

劃，提升學教

效能及協助教

師專業發展 

計劃

 學習圈 
重 

 各組已完成 5 次學習圈會議。 
 已完成 2 次促導員會議。 
 超過 86%參加者認為計劃對他們專業發展有

幫助。 
 本年度暫停派員到新加坡受訓。 

有效能，

需檢討 
各科組如期進行會議。 

將共同備課實踐社群融入

學習圈中 

 共同備課節實踐社群計劃 
 現有 9 科以「共同備課節實踐社群」進行探

究。 
有效能，

需檢討 
各科積極回應及配合。 

計劃
 教師分享，促進教師專業交

流 
重  已進行 27 次專業交流分享。 

有效能，

需檢討 
老師積極提升專業水平。 繼續進行 

人物

 卓越科目表揚計劃 
重 

 2014 年 10 月 26 日在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

中，家長教師會代表頒發 4 科高於全港合格

率科目及 7 科高增值科目。 

有效能，

需檢討 
老師積極提升教學效能。 繼續進行 

 卓越教師表揚計劃  卓越教師計劃有 5 位老師獲提名及表揚 
有效能，

需檢討 

政策

優化教學視學 
 開放課堂 
 日常式觀課 
 科主任觀課 

重 

 老師每三年必須參與 少 150 小時之專業發

展培訓及於科組會議中分享，每位老師已於

本學年安排 少觀課及被觀課 1 次。 
 在教師專業交流上，全年每位老師已開放

少 2 節課堂公開讓所有老師觀課，互相學

習。按 2014-15 年度周年校務計劃教師問卷

調查超過 85%老師認同開放課堂能提升教學

專業水平。 
 本年度平均每位老師出席校外專業發展活動

共 53 小時。 

有效能，

保持 
 老師積極進修，務求終

身學習。 
繼續推行，  
配合班級經營計劃的課堂

文化進行觀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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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IE 

範疇
執行計劃 

(主題﹕融和友愛 自律礪學) 
資源/努
力投入

成效評估/達標情況 檢討 初步有效/失效因素分析 跟進探究 

計劃  安排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重 

‧ 2014 年 8 月 21 日舉行新老師迎新日，講解

班級文化六大範疇。 
 2014 年 9 月 3 日前進行開學前會議，面探討

開學首三節課堂管理策略。 
 2014 年 9 月 12 及 26 日進行午餐小敘，分享

教學的喜樂及商討如何解決開學初期可能出

現的問題。 
 邀請悅學計劃教院專家協助老師處理 SEN 學

生教學。 
 2014-15 年度周年校務計劃教師問卷調查超

過 70%新入職老師及超過 85%啟導老師認同

學校提供足夠支援。 

有效能，

保持 
 關顧老師已內化於教師

團隊中，老師們已經能

隨時提出支援及互相幫

助。 

繼續推行 

人物

過程
 新入職老師啟導 中 

‧ 2014 年 8 月 21 日舉行新老師迎新日，講解

班級文化六大範疇。 
‧ 2014 年 9 月 3 日前進行開學前會議，面探

討開學首三節課堂管理策略。 
‧ 2014 年 9 月 12 及 26 日進行午餐小敘，分

享教學的喜樂及商討如何解決開學初期可能

出現的問題。 
‧ 邀請悅學計劃教院專家協助老師處理 SEN

學生教學。 
‧ 2014-15 年度周年校務計劃教師問卷調查超

過 70%新入職老師及超過 85%啟導老師認

同學校提供足夠支援。 

有效能，

保持 
‧ 關顧老師已內化於教師

團隊中，老師們已經能

隨時提出支援及互相幫

助。 

繼續推行 

政策
計劃
人物
過程

 持分者問卷調查 中 
 97.2%教師完成學校自評，81.5%家長完成調

查。 
 結果已交各科委員會，以制訂來年計劃大綱

有效能，

保持 
自評文化已成，持分者支持

調查。 
繼續推行 

政策
計劃
人物
過程

 善用學習評估 中 
 所有老師均切實執行家課政策 
 完成課室效能問卷調查，並交各科進行檢討

有效能，

停止 
學校已建立自評文化 由教務繼續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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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IE 

範疇
執行計劃 

(主題﹕融和友愛 自律礪學) 
資源/努
力投入

成效評估/達標情況 檢討 初步有效/失效因素分析 跟進探究 

協助學校推行

校本管理 
政策

計劃

 依照學校發展計劃編寫校務

計劃書 
重 

如期完成校務計劃書，並獲校董會批核及上載

學校網頁公開文件。 

有效能，

保持 
 

 有專責部門負責統籌，

而有關程序亦已運作純

熟。 
 委員會委員已掌握各項

校本管理工作及撰寫計

劃書的技巧。 
 工作量大，整理需時。 

繼續進行  編寫校務報告 重 
如期完成校務報告，並獲校董會批核及上載學

校網頁公開文件。 

 統籌學校各項津貼計劃 重 
如期完成各項津貼計劃，並獲校董會批核及上

載學校網頁公開文件。 

 協助學校進行自我評估 重 所有委員會及老師已進行自我評估 
有效能，

保持 
數據有助檢視學校現況，並

提出改善。 
繼續推行 

 協調各類教育基金之申請 重 
新一期 QEF 以「EdV 網上教室」提出申請，並
獲優質教育基金批准，撥款$149,900。 

有效能，

需檢討 
延續上期 QEF 計劃提出申請 繼續探究議題，提出申請 

 協調多元學習津貼計劃 重 

 中六級通識科拔尖班已完成。 
 已舉行一次水質監察活動，五次創作分享

會。 
 100%通識老師滿意拔尖班、水質監察及讀書

會的活動。 
 已完成中四級英語拼音工作坊及中五級英語

說話工作坊。 
 如期完成該計劃及完成申請新一期資助。 

有效能，

保持 

津貼有助科目推行資優教

育。 
繼續申請此項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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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IE 

範疇
執行計劃 

(主題﹕融和友愛 自律礪學) 
資源/努
力投入

成效評估/達標情況 檢討 初步有效/失效因素分析 跟進探究 

建立良好學習

風氣，學生樂

於學習 
 

計劃

班級經營計劃 
 《好學》 
 班級文化嘉許禮 
 教師專業發展 

重 

 按 2014-15 年度周年校務計劃教師問卷調查

分別有 92%、81%及 88%老師同意及非常同

意計劃能建立班級文化，並有助師生共同建

立良好的教與學環境、校園刊物〈好學〉有

助提升同學對學習的興趣及營造良好的學習

氛圍、透過推行不同計劃有助改善同學缺

席、遲到及欠交功課情況。 
 初中級全年人均缺席及遲到次數皆為過去十

年 低，分別為 4.78 及 2.90，而上年度分別

為 5.98 及 3.44。 
 初中級學生準時交功課百分比較過去五年高

為 95.2%，而上年度為 94.5%。 
 按 2014-15 年度持分者問卷調查，教師及學

生對學習的觀感分別為 3.0 及 3.3，與上年度

相同。 

有效能，

保持 

 中一級由暑期迎新活動

開始培養紀律，並於長

假期前後對中一、二級

學生作提點，能有效維

持學生良好表現。 
 配合課管風紀入班管理

秩序計劃，有效減低學

生違規行為。 
 編制好學，有效地由紀

律推展至提升學習氣氛 

深化班級經營計劃，並擴

展至高中級，務求全面落

實先管後教、嚴而有愛的

理念，並提升整體學術氣

氛。 

過程

計劃

從閱讀中學習 
 多元化閱讀獎勵計劃 

中 

 多 元 化 閱 讀 獎 勵 計 劃 學 生 達 標 率 如 下 ︰

中文 95%、英文 99% 
 早會好書分享 7 次。 
 按 2014-15 持分者問卷調查，學生認同「我

經常在課餘閱讀課外讀物」平均值較上年度

高 0.2 為 3.5。 

部份有效

能，需要

檢討 

 部份班主任鼓勵學生閱

讀，成效顯著。 
 整 體 閱 讀 風 氣 尚 待 提

升。 

繼續推行 

 閱讀課 

 學生好書分享 

提 升 活 動 水

平，擴闊學生

課外學習視野 

人物

計劃
 校外/聯校比賽 中/重

2014 至 2015 年度至今總獎數為 143 項，包括：

38 項冠軍、35 項亞軍、18 項季軍、6 項殿軍、2
項一等獎、4 項二等獎、4 項優異獎、1 項會長

心意獎、1 項金獎、2 項銀獎、1 項第二名、1 項

第四名、8 項第五名、1 項八強、1 項優異獎及

獎學金$500、1 項冠軍及獎學金$3,000、1 項獎

學金$4,000、2 項獎學金$5,000、1 項獎學金

$1,500、2 項獎金$1,000、1 項優良證書、1 項良

好證書、1 項「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4-2015」證書及獎金$500、1 項第七屆校園

藝術大使、1 項 有價值球員、2 項屯門區卓越

學生奬、3 項紀念狀及$2,000 書券、1 項二等獎

殊榮、小行星命名及美金$1500、1 項「待人有

禮好少年」獎狀、1 項海洋公園一日門票 24 張

有效能，

保持 
 學生投入 
 學校資源配合 

 透過 eClass 派發車馬

費及膳食津 
 提高學生車馬費及膳

食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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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IE 

範疇
執行計劃 

(主題﹕融和友愛 自律礪學) 
資源/努
力投入

成效評估/達標情況 檢討 初步有效/失效因素分析 跟進探究 

 海外考察專題研習 
輕/輕

在 2014 年 11 月 18 至 22 日期間，共舉辦三團海

外考察團，分別為 19 位學生參與的「同行萬里 
– 湖南張家界、長沙及株湖城巿設計與環境保育

之旅」、109 位學生參與的「同根同心 – 廣州及

珠三角經濟發展之旅」及 94 位學生參與的「同

根同心 – 韶關丹霞山地質地貌及生態保育之

旅」。 

有效能，

保持 

活動有特色 繼續推行 

 譚益芳基金 
本年度共有 32 位同學獲獎，15 名為學業範疇，

17 名為課外活動範疇。 
分工清晰 繼續推行 

塑造一群擁有

健康體魄及優

越 成 就 的 學

生，營造理想

的學習氣氛 

人物

計劃
 早會文化及大使 中 

 每個上課天皆有一位英語早會大使當值主持

早會。 
 學生普遍能遵守早會文化及要求。 

有效能，

保持 

 與英文科協作 
 班主任協作執行早會文

化及要求 
繼續推行 

人物  健康講座及活動 中 

舉辦活動超過 5 項，學生參與人數超過 200 人
次。 
活動的早退、缺席人次少於 5%，超過 90%學生
整體上表示滿意。 

有效能，

保持 

 學生積極投入活動。 
 活動多元化，和實際生

活有關及多次獲獎得到
鼓勵。 

鼓勵更多低年級學生參與

活動。 

營造一個舒
適、安全、寧
靜及愉快的學
習環境 

地點  學校健康及安全觀察 重 
目標達到，本年沒有發生重大疫症或意外。 
學校普遍被認為是健康和安全的地方。 
 

有效能，
保持 

沒有學生有大損傷出現。 
鼓勵教師利用 eClass 向
委員會表達意見。 

建立完善的質
素保證機制，
以提升學教效
能 

計劃
人物

 中四至中六全科合格計劃 重 

上年度中四及中五級學生各科補考合格百分比
分別為 20.3%及 21.9%。中四級 69 人補考，有
14 人補考後獲全科合格；中五級 105 人補考，
有 23 人補考後獲全科合格。補考不合格考生亦
已完成暑期留校溫習，已達計劃要求。 
本年度中四及中五級分別有 105 人(全級 129
人)及 77(全級 84 人)須參加補考。 

有效能，
保持 

‧ 學生能更重視考試及早
做準備。唯部分學生能
力稍遜。 

‧ 已優化補考不合格留校
溫習日數，讓學生有更
大動力爭取補考合格。

繼續推行，建議規劃留校
溫習措施，對焦學習。 

計劃
人物

拔尖補底措施 
 課後補課及星期六增潤課程

計劃 

重 

‧ 2015 年中學文憑試整體合格率︰66.5%，較
2014 年 56.3%為高。達入讀大學資格學生︰
5 人(4.5%)，較全港入讀大學資格 40.3%為
低。 

‧ 五科包括中、英文在內取得 2 級或以上成績
有 36 人(32.1%)較上年 28 人(25%)多。 

有效能，
保持 

‧ 四個核心科目取得 2 級
或以上成績有上升，顯
示補底策略有效。 

‧ 學生之學能平均組別較
往 年 更 接 近 第 3 組 別
(2.93)，達入讀大學資格
的比率仍有待改善。 

將針對語文能力較弱的學
生進行重點補課 
 

 功課輔導班／導修班 

 長假期及暑期補課計劃 

 名師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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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IE 

範疇
執行計劃 

(主題﹕融和友愛 自律礪學) 
資源/努
力投入

成效評估/達標情況 檢討 初步有效/失效因素分析 跟進探究 

計劃
人物

 高中英文加強班 重 

 中四及中五級獲教育局多元學習津貼資助，
聘請校外機構導師上課，各級共 12 節。 

 中六級由本校老師進行額外課後支援，加強
拔尖補低。 

有效能，
需檢討 

老師按學生能力及需要安排
相應的額外支援。 

繼續檢討及優化 

及時回饋，確
保學生掌握基
本數學能力 

計劃
 優 質 教 育 基 金 「 Applets in 

Tablets: GeoGebra 數學電子
教室」計劃 

重 

 已購置 40 部 iPad 平板電腦。 
 已製作超過 10 個課件，上載「互動數學教

室」網頁。 
 相關課堂已進行約 20 次。 
 計劃按進度進行，並已向優質教育基金提交

首份進度報告。 
 6 月 26 日舉行分享會，共 186 位校外人士出

席，98%表示滿意。 

有效能，
保持 

 平均逾 70%學生喜歡以平
板電腦上課 

 平均逾 70%學生認為互動
課件有助明白數學概念 

 科主任/副科主任監察 
 助理教師盡責 

 繼續開發新課件及完
善已製作課件 

推動中文閱讀
的風氣 

人物
政策
過程
地方

 智愛中文網上閱讀平台 
 多元化閱讀獎勵計劃 
 

重要
 同學平均完成適量接近八成 
 中文科達標率 98% 

有效能，
保持 

任教老師督促及課後跟進 繼續推行 

提升教師專業
水平 

人物
計劃
過程

 聯校中文口語溝通觀摩活動 重要 區會及屯元區口語溝通觀察活動仍在策劃中 
有效能，
保持 

校務繁重，各校校情不一，
共識需時。 

繼續聯絡友校，協商舉辦
日期。 

關注事項二︰促進學生身心健康成長，確立人生方向，發揮所長，潛能盡顯 

培養學生積極

的學習態度，

發展學生的共

通能力 

計劃

人物
 學習之星計劃 中 

‧ 於早會頒發學習之星共 5 次。 
‧ 學生及老師認同計劃有一定的鼓勵作用，獲

獎學生亦有優越感，按 2014-2015 年度持

分者問卷調查，教師對學生學習的觀感的平

均值不變(3.0) 

有效能，

保持 
‧ 具體地表揚學生值得獎

勵之處，有正面鼓勵作

用。 繼續進行 

過程
 協調初中跨科專題研習及發

展跨科的專題研習評核工具
重 

‧ 由通識科統籌初中跨科專題研習，有系統地

讓學生掌握 9 項共通能力，學生已完成專題

研習。 
‧ 第五次科主任會議檢討中，老師表示學生專

題研習匯報表現出色，透過多元化的方法如

實時拍攝、話劇等進行演示，生動且有趣。

有效能，

保持 
‧ 考察安排宜配合專題研

習的製作時間。 
繼續進行 

為有特殊教育

需要的學生舉

辦活動 

人物

計劃

過程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舉

辦活動 
重 全年共 15 個活動平均出席率達 93%。 

有效能，

保持 
 大部份學生表現投入 
 活動能切合學生需要 

繼續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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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IE 

範疇
執行計劃 

(主題﹕融和友愛 自律礪學) 
資源/努
力投入

成效評估/達標情況 檢討 初步有效/失效因素分析 跟進探究 

建立學生自律

自治，尊重群

體紀律的良好

品格 

 優缺點抵銷計劃 

中 

全年參與計劃人次為 927，抵銷計劃較上年減少

173 人次。 
有效能，

保持 
 學生普遍歡迎此計劃。 
 全校學生人數減少。  

繼續推行 

 培養學生自我提昇及自律守

時的行為：律己計劃 

已有 201 人次參加律己計劃，成功者有 149 人

次，佔 74%。與上年度比較，全年遲到減少 533
人次，缺席減少 1042 人次，停課則增加 128 人

次。 

有效能，

保持 

老師常鼓勵，整體數字情況

有明顯減少。 
高年級遲到方面尚未完全改

善，以致影響律己計劃的成

功率。 

繼續推行 

 一生一豁免計劃 一生一豁免計劃有 36 人次參加。 
有效能，

保持 
能配合輔導學生的需要 繼續推行 

 守時比賽 
守時比賽期間，遲到人數較平日少，與上年度

比較，全年遲到減少 533 人次。 
有效能，

保持 

 老師鼓勵，學生對守時

計劃及比賽反應良好，

整體數字情況有明顯減

少。 
 惟高中級遲到方面尚未

能做好，以致影響律己

計劃的成功率。 

鼓勵同學積極做好本份。 
 

為學生設計以

學生為中心的

其他學習經歷

及活動，啟發

潛能，促進學

生成長，確立

人生方向 

過程
 統籌其他學習經歷活動，推

動自主學習精神 
重 

已舉行 7 次活動，超過 91%老師對安排感到滿

意。 

有效能，

需檢討 各委員會及科目同心協力，

運作流暢。 
繼續推行 

計劃  「科技顯六藝」計劃 重 

 第二期「科技顯六藝」計劃已成功申請，本

校繼續獲邀成為新界西培訓中心，並獲提升

培訓物資。 
 已舉辦兩輪共 8 堂公開培訓班，有 9 間中、

小學參加，共 147 學生及老師。 
 在計劃活動中，本校學生取得香港工程挑戰

賽 1 冠 1 亞，並取得代表香港赴美比賽資

格；在六藝比賽中獲得三等獎。 
 已按計劃協議要求完成目標 

有效能，

需要檢討

 計劃能成功申請資助 
 硬 件 成 本 高 ， 在 資 助

下，取得理想成績。 
繼續參與計劃 

計劃  中一迎新課程 重 
已於 7 月 20-24 日完成中一迎新課程，超過 70%
學生表示獲得一個愉快的學習經驗。 

有效能，

保持 
跨科組協作推展 繼續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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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IE 

範疇
執行計劃 

(主題﹕融和友愛 自律礪學) 
資源/努
力投入

成效評估/達標情況 檢討 初步有效/失效因素分析 跟進探究 

為學生設計以

學生為中心的

其他學習經歷

及活動，啟發

潛能，促進學

生成長，確立

人生方向 

計劃
 初中學生活動日 

(中一、中二及中三)  
中 

 初中每級完成一天的生涯規劃活動日。 
 超過 70%學生滿意活動。 

有效能，

停止 
 升學及就業輔導委員會

有生涯規劃津貼推展 
由升學及就業輔導委員會

繼續進行 

計劃  放眼世界交流活動 重 

 超過 90%學生認為活動對有助他們的成長。 
 全年共 13 個考察團分別到訪美國、台灣、哈

爾濱、上海、海南島、南京、寧波、武漢、連

南瑤族自治縣、湖南張家界、韶關、兩次廣州

及褔建團，超過 300 位同學參加。 

有效能，

需檢討 
成功拓闊學生視野  

申請教育局資助的考察活

動 

計劃

過程

閱讀文化 
 廣泛閱讀獎勵計劃 
 「愈讀愈有趣」活動 

重 

 上、下學期各已舉行一次頒獎。 
 共有 33 位同學獲頒獎狀、書券及優點。 
 共有 2 位得獎同學於早會作閱讀分享。 
 已完成 2 次其他學習經歷日活動。 

有效能，

保持 能表揚積極閱讀同學 繼續進行 

 福音書攤 輕 達標，全年兩次 
有效能，

需檢討 
加強宣傳後，借閱率有改

善。 
繼續推行 

人物

計劃

地方

政策

過程

 樂學工程 
(與社工協作活動) 

中 
舉辦兩次參觀懲教院所活動，帶隊老師和社工

認同活動能夠，對行為偏差學生有正面積極影

響，已達目標。 

有效能，

需要檢討

與在囚人士會面，能灌輸正

確人生觀。 
了解學生需要，調整活動

項目 

人物

計劃

過程

 推廣義工計劃 輕 
 全年共 6 節小組，平均出席率達 77% 
 共有 13 名學生參與活動 

有效能，

保持 
能提升學生自我效能感及自

尊感 
繼續推行 

 

人物

地點
 導師(mentor)計劃 中 中六級導師與學生平均會面次數為 1.48 次。 

有效能，

需檢討 

導師全是學生的科任老師，

對學生有深入的瞭解，可隨

時與學生進行輔導，使計劃

運作順暢。 

繼續進行 

人物  「其他學習經歷」嘉許計劃 中 本年度共完成兩次嘉許活動 
有效能，

保持 

 安排專題班主任課推動

活動 
 級關顧協助推動 

繼續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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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IE 

範疇
執行計劃 

(主題﹕融和友愛 自律礪學) 
資源/努
力投入

成效評估/達標情況 檢討 初步有效/失效因素分析 跟進探究 

人物

計劃

地方

政策

過程

 生涯規劃系列活動 中 

至目前為止，生命工場共為學校進行 24 場活動

及講座，各級同學對活動感受良好，根據問卷

調查，除中四級同學對活動的滿意程度只有約

6.5/10 外，中一級至中六級同學對活動的滿意程

度平均達 7.3/10 至 7.7/10。綜合而言，同學對生

命工場的滿意程度中上。 

有效能，

保持 

中四級同學對活動的滿意程

度一般，這與其中一個「資

歷架構、生涯故事分享及行

業資訊（紀律部隊、消防、

警察、懲教）」的講座有

關，講者未能善用活動時間

豐富內容，使講座流於空

泛，因此此活動只取得一般

滿意度。但總括而言，各級

同學對生命工場活動尚算投

入，其中對講座的反應較一

般，而對出外參觀的反應

好，外出參觀不但可讓學生

離開校園擴寬眼界，亦能藉

活動使學生思考將來發展路

向。 

繼續推行 

關顧學生的身

心健康、靈性

發展，協助學

生面對挑戰 

人物  預防濫用藥物教育活動 中 完成中一至中三級各級一次禁毒講座。 
有效能，

保持 
與外界機構協作 繼續推行 

計劃  健康資訊分享 輕 
與各委員會（包括總務委員會、課外活動委員

會、學生關顧委員會等）超過 4 次聯繫和分享

心得，超過 90%學生表示滿意。 

有效能，

保持 
整年健康資源閣資訊每月更

新 

增加健康資訊的多元化，

和其他科主任更多聯繫。 

人物

計劃
 中一迎新宗教活動 輕 學生投入，決志人數 26 位。 

高效能，

保持 
成功借用外隊資源，獲得伯

特利神學院佈道隊協助  
繼續推行，與外隊合作 

人物

計劃
 夏令營 中 

已舉行 1 次，學生在整個營會中投入、準時、

守規。 
高效能，

停止 
營會的設計能吸引學生 

繼續推行，明年冬天舉

行，改名為冬令營 

人物

計劃
 團契/小組聚會 重 

聚會近 80 次，出席率超過 70%的人數達 45
名，學生反應良好。 

高效能，

保持 

 得到福蔭堂和明道堂協
助 

 參與的同學有穩定的出
席率，成員樂於協助宗
教活動之推行 

繼續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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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IE 

範疇
執行計劃 

(主題﹕融和友愛 自律礪學) 
資源/努
力投入

成效評估/達標情況 檢討 初步有效/失效因素分析 跟進探究 

提升教師專業

素質及心靈培

育，以助學生

健康成長 

人物

過程

政策

 急救証書及重溫課程 中/輕

 全年共有 15 位教職員成功考獲成人急救重

溫課程，合格率為 100%。 
 全校共有 55 位教職員具有急救證書及 52 位

具有心肺復甦法及去顫法證書。 

有效能，

保持 
學校資源配合 繼續推行 

人物

計劃
 堂校合作宗教活動 中 

 明道堂同工參與團契工作，擔任導師。 
 信仰班已成立，下學期信仰班人數增至 7

位，學生投入，成效顯著。 

高效能，

保持 
明道堂已成立並植根本校 繼續推行 

促進家長及學

校之間的溝通

和合作，以助

學生身心健康

成長 

計劃

人物

過程

 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暨家長

日 

重 

出席之各級家長及其家屬、教師及學生共約 182
人，超過 10%。 

高效能，

保持 

 家長較以往願意主動認

識學校 
 老師及家長委員隨著經

驗的增長，有效地推動

家校合作活動 
 父親參與有關活動的人

數增加 

繼續推行

計劃

人物

地方

過程

 親子同樂日 

 親子同樂日活動共有 104 位老師、家長及學

生參加。 
 超過 70%家長滿意活動，70%以上的參與者

同意活動目的。統籌老師亦同意活動能促進

家校合作關係。 

高效能，

保持 
活動成功，因已累積足夠經

驗 

繼續推行

 美食製作班 

 美食製作班參與人數達 21 人次。 
 超過 70%家長滿意活，70%以上的參與者同

意活動目的。統籌老師亦同意活動能促進家

校合作關係。 

高效能，

保持 活動成功，因已累積足夠經

驗 

繼續推行

 父母親節慶祝活動 父母親節慶祝活動停辦 
無效能，

停止 

在父母親節慶祝活動發揮的

成效低，改由學生關顧委員

會籌辦 
停止 

 家長義工招募 
已完成義工招募工作，包括一名組長及 7 名義

工。 

高效能，

保持 
家長委員能發揮所長，並與

負責老師溝通良好 

繼續推行

 家長講座 

 已於 10 月、5 月及 6 月進行 7 次家長講座出

席人數 173 人。 
 超過 70%家長滿意活動，70%以上的參與者

同意活動目的。統籌老師亦同意活動能促進

家校合作關係。 

高效能，

保持 
活動成功，因已累積足夠經

驗 

繼續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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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IE 

範疇
執行計劃 

(主題﹕融和友愛 自律礪學) 
資源/努
力投入

成效評估/達標情況 檢討 初步有效/失效因素分析 跟進探究 

 中一家長電腦班 

重 

中一家長電腦班：11 人；90%以上的參與者表

示滿意及同意活動達到預期目的。 

高效能，

保持 
透過電腦班認識本校網頁，

能家長了解學校的架構及運

作 

繼續推行

 中一親子校園樂逍遙 
中一親子樂逍遙：62 人；超過 70%家長滿意活

動，70%以上的參與者同意活動目的。統籌老師

亦同意活動能促進家校合作關係。 

高效能，

保持 
所有中一級活動開放予初中

級學生及家長參加，令活動

人數增加 

繼續推行

關注事項三︰強化學生支援系統，建立共融文化 

舉行共融文化
週，增加學生
對共融文化的
認識及培養他
們良好的價值
觀 

計劃
人物
過程

 共融文化週 重 
 全年舉辦了 1 次 
 73% 學生表示滿意，並且對「有特殊教育需

要」的類別認識更深 

有效能，
保持 

活動項目多元化，能吸引學
生參與 

繼續推行 

加強對領袖生
及輔導領袖生
的培訓，增加
朋輩間良好的
影響力 

人物

 領袖生挑選與培訓 
 新領袖生隊員培訓 

重 

 培訓活動次數分別為一次戶外團隊射擊日
營、外間機構到校半天歷奇活動、兩次訓練
工作坊、三次工作會議、一次籌備會議、三
次大型活動當值、一次交職禮。已達目標。

 委員會成員對領袖生表現有正面評價。 

有效能，
需檢討 

工作會議及培訓可使學生更
了解運作，執勤更有效率。
領袖生訓練營有助加強領袖
生的團隊精神。由級主任負
責 帶 組 了 解 當 值 情 況 及 問
題。 

 提早每學年 6 月提名
領袖生安排 

 領袖生分上、下學期
日營歷奇訓練 

 

 與友校或外界團體聯合舉辦
領袖生的培訓工作 

未有執行 
失效，需
要檢討 

時間未能配合和收費不便宜
搜集培訓資料，津貼給予
學生 

人物
計劃
過程

 推行輔導領袖生服務計劃，
舉辦輔導領袖生訓練 

輕 
 共 29 位輔導領袖生接受訓練 
 共 38 位輔導領袖生為學習支援組服務 
 95 % 輔導領袖生完成服務 

有效能，
保持 

輔導領袖生投入，能培養團
隊精神 

繼續推行 

加強班風及校
風的經營 

人物
計劃

 飛躍進步嘉許計畫 中 全年推行共五次嘉許計劃 
有效能，
保持 

 加強宣傳 
 適時檢討及優化 

繼續推行 

培養學生關懷
社區及社會 

人物
計劃

 捐血日 中/中
2 月已完成，全校師生及職工共有 50 人參與，
較上年人數下降 24 人(32%)。 

有效能，
保持 

捐血講座有宣傳作用，但適
逢 2 月期間全港流行性感冒
高峰期，令人數下跌。  

繼續推行 

 服飾日 中/中
9 月已完成，全校師生共籌得$11,517，參與人
數共 292 名學生，教職員共 64 人。 

有效能，
保持 

活動有特色 繼續推行 

 突破全人歷奇籌款 2014 中/中
11 月已完成，由校長及老師組成「非苦隊」，

已連續十二年參與，成績為第 15 名。 
有效能，

保持 
活動有特色 繼續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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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IE 

範疇
執行計劃 

(主題﹕融和友愛 自律礪學) 
資源/努
力投入

成效評估/達標情況 檢討 初步有效/失效因素分析 跟進探究 

支援學生學習

需要 
計劃  關愛基金課餘託管試驗計劃 中/中

全年共有 20 名中一及中二學生參與，由本校與

生命工場合辦，活動由 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5 月完成。 

有效能，

保持 
活動有特色 繼續推行 

為有特殊教育

需要學生提供

適切的支援及

服務 

人物

政策

 為有言語障礙的學生進行評

估及治療 
中 

 全部參與言語治療課的學生出席率達到 80%
 共 54 名學生接受言語治療，當中有 7 位學

生程度有改善，明年毋須再接受治療。 

有效能，

保持 
學生表現投入 繼續推行 

計劃

過程

 為有嚴重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推行個別學習計劃(IEP) 
重 

在學生個別學習計劃表 5 個範疇中，當中有 5
個範疇個別細項達標。 

有效能，

保持 
學生能有部份範疇達標 繼續推行 

學習支援組老

師在課堂提供

學生支援 

人物

過程

 學習支援組老師入課室支援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輕 70% 參與老師表示滿意安排 

有效能，

停止 
學習支援組老師入 2 班課室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改為由本組老師邀請有關

老師參與 

 
 

2015-2016 年度學校關注事項 

關注事項 優序  

　建構小班教學策略 1 

　強化學校特色 2 

　關顧師生身心靈健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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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年度運用「學校發展津貼」計劃活動及財政報告 

諮詢方法︰校務會議 

項目 目標 計劃推行情況 成效 檢討(有效/失效分析) 跟進探究 
財政狀況 

負責人 
津貼額 支出 

訓育助理 ‧ 教育及提升學生品德 
‧ 改善學生校服儀容 
‧ 改善學生遲到、缺席情況 
‧ 增加人手關顧行為有偏差

的學生 

聘請一名訓育助

理，協助老師在日

常教學中能順利教

學及放學後能有空

間安排補課或課程

發展會議。 

‧ 處理問題偏差學生的停課。 
‧ 於上課天處理學生留堂事宜。

‧ 處理學生違規事件。 
‧ 通知家長有關學生缺席或遲到

等問題。 
‧ 協助組織一次參觀勞教中心及

懲教所。 
‧ 協助整理學生各項獎懲資料及

數據。 

助理為人和善與同事融洽

相處，對學生關愛，是一

位難得的訓育助理，能有

效處理各項資料及數據，

以及效率甚高。此外，助

理的人生經驗及對學生的

了解，多次透過與學生對

話，糾正學生偏差行為，

又能協助舉行攀石活動給

同學。 

繼 續 聘 請 計 劃

老 師 負 責 來 年

度訓育工作。 

$110,880 
 
 
 

$8,800(月薪)
＋$440(強積

金)】 
×12 個月= 
$110,880 

胡裕星 
老師 

兩名英文科

文憑教師 
英文科 
‧ 推動英文科小班教學 
‧ 讓英文科老師騰出空間，

提升教學效能，進行校本

評核及說話訓練 
‧ 鞏固初中級英文基礎，銜

接新高中課程 

聘請兩名文憑合約

老師支援英語教學

工作。 

有效能。 已建立完善的工作表現評

核機制。 
繼續撥款推行小

班教學、課程剪

裁及加強營造英

語語境。 

$680,778 $629,580 劉瑞霞

老師 

一名中文科

文憑教師 
‧ 在高中推行中文科小班教

學，促進師生互動，提升

學教效能  
‧ 製作中文基礎班讀寫教材 
‧ 為退修學生進行增潤補課

(閱讀、說話) 

聘用一名文憑教師

在高中進行小班教

學，為退修學生進

行分組補課及製作

中文基礎班教材 

‧ 中三至中六進行寫作小班教

學，學生得到更快的回饋，寫

作量也有提升。 
‧ 完成中文基礎班教材。 

‧ 班人數少，有利快回

饋，提升教學果效。 
‧ 有空間進行教材製

作。 

沒資源，暫停計

劃。 
$307,188 

 
 

$307,188 
 

何美珍

老師 

校務處助理

文員 
‧ 協助教師處理非教學工作 
‧ 協助處理新高中教師專業

發展計劃及校本教師專業

發展課程的行政工作 

聘請一名教師專業

發展助理文員 
 
 

‧ 各科成功推行新高中教師專業發

展計劃 
‧ 校本教師專業發展課程成功推行

‧ 校務處滿意助理文員的工作表現

‧ 有效減輕老師行政工作，使學校

日常運作更有效率 

‧ 指引清晰，讓文員有效

協助各項工作運作。 
‧ 文員主動性強，熟悉學

校運作。 

由於資源調整，下

學年停止申請計

劃。 

$103,320 $106,197 楊翠霞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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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目標 計劃推行情況 成效 檢討(有效/失效分析) 跟進探究 
財政狀況 

負責人 
津貼額 支出 

「活出我個

性」，照顧

學生不同學

習需要 

‧ 透過活動和歷奇協助學生

發掘個人長處和能力，並

藉此提升他們的自信心。 
‧ 讓同學從中學習遵守規則

和建立對學校的歸屬感，

從而提升他們的學校表

現。 

‧ 與香港基督教

女青年會合辦 
‧ 合共四節校內

小組及四次校

外興趣活動 

‧ 參加人數為 8 人，整體出席率約

80% 
‧ 學生表現積極及投入活動，活動

能協助發掘他們的能力，從而提

升學生的自信心。並藉此讓學生

從中學習守規及為自己訂立個人

目標。 

歷奇及興趣班為本活動能

升同學參與的動機。透過

不同類興趣活動，讓學生

強化個人能力及提升自信

心。 

因資源問題，再

視乎情況而定。 
$6,000 4 節校內小組

及 4 節校外興

趣小組 
 
總計︰$6,000 

李沛玶

社工 

「我有我天

地」，照顧

學生不同學

習需要 

‧ 歷奇為本活動吸引違規學

生參與，並藉著活動訓練

學生紀律，減少違規行為 
‧ 透過活動建立學生對學校

的歸屬感及提升師生關係 

‧ 與明愛容圃中

心合辦 
‧ 1 次組前面見組

員 
‧ 1 次組後面見組

員 
‧ 6 節校內小組 
‧ 1 次戶外活動 
‧ 1 次兩日一夜歷

奇訓練營 

‧ 參加者為 10 個中一同學，整體

出席率是 90% 
‧ 學生表現積極及投入 
‧ 學生在遵守規則，聆聽指示及與

人合作方面有明顯進步 

以歷奇為本的活動原意吸

引學生的參與，另外，戶

外活動及訓練宿舍有助提

升學生的紀律及與人合作

的精神，同時亦讓他們發

掘自己的長處，加強他們

未來在校的良好表現。 

因資源問題，再

視乎情況而定。 
$8,000 $8,000 胡月華

社工 

老師急救 1
日重溫課程 

讓擁有急救証書老師能於一天

時間，重溫以下項目，若成功

通過考試，將獲香港聖約翰救

傷會簽發 3 年續期証書︰ 
- 急救學理論 
- 包紮技巧 
- 心肺復甦法 

本年度共有 15 名

教職員參與，合格

率為 100%。 

合格率 100%。 有效能，保持 繼續推行 $7,720 $5,165 申玉超

老師 

其他學習經

歷─ 
生命藍圖、

活出光彩、

向藝術生活

出發 

向藝術生活出發︰ 
以參觀體驗方式，讓藝術家/
設計師到校主持工作坊或到香

港本土的展覽館及社區，提升

學生藝術知識及社區的歸屬感 

與生命工場合辦 在全年「其他學習經歷日」舉行，

全年共有9節活動，成效顯著。 
有效能 由於資源調整，下

學年停止計劃。 
$30,000 $29,520 申玉超

老師 

中學文憑試

中國語文科

綜合能力提

升計劃 

改善同學綜合能力卷的作答技

巧 
聘用名師到校，進

行工作坊 
有 助 同 學 掌 握 綜 合 能 力 應 試 技

巧。 
學生認為講座有助提升

對綜合能力應試技巧的

認識，提升應試能力。 

下學年繼續進行 $4,800 $2,900 何美珍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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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目標 計劃推行情況 成效 檢討(有效/失效分析) 跟進探究 
財政狀況 

負責人 
津貼額 支出 

中學文憑試

中國語文科

閱讀理解能

力提升計劃 

提升中文科閱讀能力應試技巧 聘用名師到校，進

行工作坊 
有 助 同 學 掌 握 閱 讀 能 力 應 試 技

巧。 
學生認為講座有助提升

對閱讀理解應試技巧的

認識，提升應試能力。 

下學年繼續進行 $3,600 $1,800 何美珍

老師 

TSA 說話能

力提升計劃 
‧ 熟悉考試題型 
‧ 提升應試技巧 

聘請中六及中七級

畢業生，協助中三

老師為中三同學進

行分組說話訓練，

計劃於 TSA 口試

評核前舉行，於 4
月份進行。 

有成效︰每個同學都有說話訓練

的 機 會 ， 得 到 適 切 的 指 導 及 回

饋；大部分同學積極投入；本年

共有 9 位導師，導師認真盡責。 

‧ 分組分兩天進行，方便

前一天缺席的同學補

課。 
‧ 聘請中六、中七畢業舊

生協助完成計劃。 

如有資源，可進

行四次練習，效

果更佳。 

$3,600 $3,060 何美珍

老師 

中學文憑試

中文說話能

力提升計劃 

‧ 熟悉考試題型 
‧ 提升應試技巧 

聘請中六及中七級

畢業生，協助中五

老師為中五同學進

行分組說話訓練，

計劃會於 8 月份進

行。 

有 效 提 升 同 學 對 應 試 技 巧 的 認

識。 
‧ 學生均認為計劃能提升

中文說話能力。 
‧ 學生能多實踐，即時獲

得回饋。 

如有資源，可按

能力作分組，效

果更佳。 

$6,000 $2,400 何美珍

老師 

英語週 透過不同英語活動，營造英語

氣氛 
英語週於 2015 年 2
月 9 日至 13 日。 

有效能。 有效統籌、計劃檢討及協

作。 
繼續撥款推展。 $10,000 $9,909.2 劉瑞霞

老師 
初中級英語

訓練營 
‧ 改善學生英語水平。透過

不同形式的學習，提升學

生學習英語興趣。 
‧ 透過與不同學校學生一同

學習英語，學會與人相處

的技巧。 
‧ 鍛煉同學的獨立性及自律

性。 

初中級英語訓練營

於 2015 年 7 月 6
日至 24 日進行。 

有效能。 由區會主辦，本校協辦，

據多年經驗。 
繼續撥款推展。 $30,000 $30,000 劉瑞霞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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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目標 計劃推行情況 成效 檢討(有效/失效分析) 跟進探究 
財政狀況 

負責人 
津貼額 支出 

高中級英語

訓練營 
‧ 改善學生英語水平。透過

不同形式的學習，提升學

生學習英語興趣。 
‧ 透過與不同學校學生一同

學習英語，學會與人相處

的技巧。 
‧ 培育學生的獨立性、自律

性及共通能力。 

高中級英語訓練營

於 2015 年 7 月 20
日及 7 月 27 日至

31 日進行。 

有效能。 由區會主辦，本校協辦，

據多年經驗。 
繼續撥款推展。 $26,000 $26,000 劉瑞霞

老師 

資優科技培

訓班 
‧ 照顧學生不同學習需要 
‧ 發展學生在科技方面的潛

能 

按計劃培訓科技大

使，每日於課後進

入科技研習室實習

及製作科技習作。

學生能掌握基本的科技知識及能操

作手工具及機床。2014 年 12 月代

表香港往中國參賽，榮獲優異獎。

2015 年 4 月前往美國參加 VEX 機

機人比賽，入圍十六強。2015 年 5
月以自潔門炳項目參加美國英特爾

國際工程與科學大獎賽，榮獲二等

獎及小行星命名。 

要加強學生的科技與科

學知識及技能，來年度

能 參 加 科 技 與 科 學 比

賽。 

要加強培訓學

生在電腦編程

的知識及技

能。 

$30,000 $30,000 鄒志輝

老師 
黃耀坤

老師 
 

領袖及團隊

訓練宿營 
強化學生對領袖角色及理論的

認識、增強領導才能、自我管

理及解決問題能力，使同學了

解團隊領導者所需的能力與扮

演的角色 

舉辦一個團隊訓練

日營，內容包括團

隊訓練、溝通技巧

等。 

‧ 同學在組織及活動進行期間，

表現投入及進步，並建立團隊

合作。 
‧ 在營會的解說中，全體參與者

均表示自信心增強及有超越自

我的經驗。 

上學期舉行射擊日營訓練

活動順利完成。下學期試

後活動再安排「非常團

隊」歷奇工作坊，給下年

度新領袖生培訓。 
有效能，保持每學年舉

行。 

訓練營對建立團隊

很有果效，建議將

訓練費納入委員會

常規工作，並安排

於新領袖生執勤前

推行。 
 

$18,000 $17,868 
 

胡裕星 
老師 

總計 $1,385,886 $1,326,467.2 
 

 

上年度盈餘$0 今年度津貼$567,490 
撥款由以上兩項調撥而來，尚欠$758,977.2。 

【不足之數由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EOEBG)調撥】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學校報告(2014-2015) 

第 56 頁 

 
2014-2015 年度運用「整合代課教師津貼」計劃活動及財政報告 

諮詢方法︰校務會議 

 

項目 目標 計劃推行情況 成效 檢討(有效/失效分析) 跟進探究 
財政狀況 

負責人 
津貼額 支出 

三名中

文科文

憑教師 

中文科 
‧ 推動中文科小班教學 
‧ 讓中文科老師騰出空間，提

升教學效能，提升合格率 

聘用三名教師，協

助中文科進行小班

教學、推行新高中

課程。 
 
 

有成效︰ 
‧ 在中三至中六級人數多於

20 人的班別進行分班寫

作，讓同學不多於 20 人

一組，師生比例減少，老

師能更細心照顧學生在學

習上的需要。 
‧ 在中一至中六級進行說話

小班教學，讓學生有發言

機會，提升說話能力。 

由於學生人數少，可推行多元

化的教學活動，提升學生的能

力及興趣。 
能作即時回饋，提升學教果

效。 

如能擴展至整個

高中更佳。 
$1,002,078 $949,139.95 何美珍

老師 

一 名 英

文 科 文

憑教師 

英文科 
‧ 推動英文科小班教學 
‧ 讓英文科老師騰出空間，提

升教學效能，進行校本評核

及說話訓練 
‧ 鞏固初中級英文基礎，銜接

新高中課程 

聘請一名文憑合

約老師支援英語

教學工作。 

有效能。 已建立完善的工作表現評核

機制。 
繼續撥款推行

小班教學、課

程剪裁及加強

營造英語語

境。 

$310,637.25 $310,637.25 劉瑞霞

老師 

一 名 新

高 中 通

識 科 文

憑教師 

通識教育科 
 推動通識教育科高中級分組教

學 
 幫助老師照顧同學進行獨立專

題探究，協助推行新高中校本

評核 

聘請通識科老師一

名完成整個計劃。

 達成少於 1︰20 人的高中級

分組教學 
 達成少於 1︰20 學生，照顧

同學進行獨立專題探究及

推行新高中校本評核。 

 有效減輕通識教師教擔 
 有效照顧學生學習差異 

應繼續投放資

源進行計劃 
$356,013 $356,013 何樹顯

老師 

一 名 數

學 科 文

憑教師 

數學科 
‧ 數學科老師多為兼教老師，

較難專注課程發展 
‧ 開發新教材，推動集體備

課，提升教學效能 

聘用一名文憑教師

專教數學(三班) 

‧ 紓緩數學科教師工作，騰

出空間進行專業發展 
‧ 製作了應付課程轉變的新

教材 
‧ 科主任滿意教師的工作表

現 

‧ 老師有更多空間參與備

課及學習圈工作 
‧ 專教數學的老師可參與

更多發展性工作 

明 年 度 繼 續 聘

請 1 位合約老

師 

$338,877 
 

$338,877 
 

戚文鋒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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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目標 計劃推行情況 成效 檢討(有效/失效分析) 跟進探究 
財政狀況 

負責人 
津貼額 支出 

一名數

學科助

理教師 

數學科 
‧ 中央數學課程中有很多非基

礎部分不切合本校學生能力 
‧ 學生能力差異大，課程宜有

分流機制 

聘請一位助理教師

任教中四級新設的

基礎數學科，並製

作新教材。 

‧ 科主任滿意助理教師的工

作表現 
‧ 新科目運作暢順 
‧ 製作了超過 20 份新教

材，幫助基礎數學科的同

學重溫初中課程 

‧ 助理教師的教材經科主

任/副主任審視，質量有

保證 
‧ 課程剪裁得當，幫助修

讀基礎數學科的同學建

立信心 

騰 空 某 些 教 師

專注發展教材 
$201,600 

 
$201,600 

 
戚文鋒

老師 

一名體

育科文

憑教師 

體育科︰ 
新高中文憑試體育科考試及教學 

新老師比之前老師

在技能上較強，要

求學生亦更高，每

週有兩日放學補課

加強體能。 

中四同學體能比中五的更佳，

考試及練習的題目比之前質量

更高。 

仍要加強堂上紀律，包括校

服及課室內同學表現。 
要 求 嚴 格 執 行

中 學 生 須 知 規

則 及 繼 續 加 強

學 生 應 考 的 策

略。 

$307,188 $307,188 霍紹波

老師 

學習圈

教師培

訓 

提升學習圈促導員推行課堂研究

的技巧 
未有安排老師往

新 加 坡 接 受 培

訓。 

不適用 新加坡教育局已不再支援香

港教師的學習圈培訓。 
暫 停 派 員 到 新

加坡接受培訓 
$26,000 $0 鄧智光

副校長 

全年代課教師撥備 $50,000 $0  

總計 $2,592,393.25 $2,463,455.2  

 
 

上年度盈餘$2,436,775.84 今年度津貼$2,479,991.55 撥款由以上兩項調撥而來，剩餘$2,453,3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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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年度運用「小數位職位現金津貼」計劃活動及財政報告 
諮詢方法︰校務會議 

項目 目標 計劃推行情況 成效 檢討(有效/失效分析) 跟進探究 
財政狀況 

負責人 
津貼額 支出 

一名文

憑英文

教師 

‧ 準備高中英語基礎班的文

法、詞匯、句式及開發其

他新教材 
‧ 為高中學生安排額外英語

延展活動，提昇學生的英

語基礎 

聘請一名文憑合約老

師支援英語教學工

作。 

沒有一致意見。 協助提供額外的學習支援予學

生及開發新教材。工作進度欠

理想。 

停止相關撥款。 $307,188 $258,349.4 劉瑞霞

老師 

初中先

導計劃

(行政助

理) 

‧ 透過建立班級文化，培養

學生自律自愛的正面價值

觀 
‧ 協助老師與學生營造良好

的教學環境 

‧ 製作好學︰協助

處理好學期刊文

書工作 
‧ 留堂溫習室︰放

學後為中一級學

生設專室作留堂

溫習之用 
‧ 課堂支援︰為有

需要的老師提供

秩序管理支援 
‧ 行政支援︰為初

中級班主任處理

班務，為班主任

創造空間 

‧ 全年完成共 6 期好

學，反應良好。 
‧ 留堂溫習室發展至

兼容功課輔導，讓

中一級有功課困難

的學生提供支援。

‧ 於轉堂及午膳期間

觀察學生表現，讓

老師、班主任與任

課老師評估學生表

現，作適當跟進。

‧ 定期發放學生資

訊，如欠交功課、

遲到及缺席的資

料，並提供個別學

生個案服務及班本

服務。 

‧ 按 2014-15 年度周年校務計

劃教師問卷調查分別有

92%、81%及 88%老師同意

及非常同意計劃能建立班級

文化有助師生共同建立良好

的教與學環境、校園刊物

〈好學〉有助提升同學對學

習的興趣及營造良好的學習

氛圍、透過推行不同計劃有

助改善同學缺席、遲到及欠

交功課情況。 
‧ 初中級全年人均缺席及遲到

次數皆為過去十年 低，分

別為 4.78 及 2.90，而上年度

分別為 5.98 及 3.44。 
‧ 初中級學生準時交功課百分

比較過去五年 高為

95.2%，而上年度為 94.5%。

繼續推行，並進一步協

助推展至高中級 
$104,580 $91,125.51 甄靄齡

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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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目標 計劃推行情況 成效 檢討(有效/失效分析) 跟進探究 
財政狀況 

負責人 
津貼額 支出 

創新科

技學習

中心助

理 

‧ 支援設計與科技及設計與

應用科技科教學 
‧ 讓科任老師騰出空間，提

升教學效能及進行校本評

核工作 
‧ 協助營造一個安全及整潔

的學習環境 
‧ 整理、擺放及紀錄中心內

的工具及機械 

聘用一名中心助理管

理創新科技學習中心

的工具及機械；協助

設計與科技及設計與

應用科技科進行教學

及校本評核工作。 
 

‧ 協助完成中心的

F/E 申請及報銷工

作； 
‧ 協助老師完成本年

度校本評核工作；

‧ 定期協助中心整理

工具及設備； 
‧ 支援老師教學； 
‧ 協助學校製作指示

牌； 
‧ 協助學校帶隊比賽

工作。 

有效能，需檢討。 
科技助理能有效支援科任老師

的教學工作，以及協助營造一

個安全及整潔的學習環境。 

繼續聘請中心助理一

名。 
制訂政策協助同工管

理。 

$107,100 $107,100 鄧智光

副校長 

總計 $518,868 $456,574.91 
 

 
 

上年度盈餘$54,009.99 今年度津貼$507,375.5 撥款由以上兩項調撥而來，剩餘$104,8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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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年度運用「資訊科技綜合津貼」計劃活動及財政報告 

諮詢方法︰校務會議 

項目 目標 計劃推行情況 成效 檢討(有效/失效分析) 跟進探究 
財政狀況 

負責人 
津貼額 支出 

購買資訊科技相

關的消耗品 
支援學校電腦正常運作 購買消耗品(印機墨匣、

碳粉、紙張、光碟、投影

機燈泡及其他資訊科技周

邊耗用物品) 

可以暢順老師的列印及教

材製作工作 
有效 使老師教學工作流暢 $39,160 $35,965.95 鄭炳良

老師 

購買學與教數碼

資源 
提升學校軟件操作 購買教學軟件 - - 於下年度更換新電腦後

再作安排 
$17,000 
 

$0 鄭炳良

老師 

上網服務及互聯

網保安服務的費

用 

提供無間斷網絡及提防電

腦黑客及病毒入侵 
防毒軟件及防火牆的續期

年費、註冊域名年費／續

期費等 

- 有效防止電腦病毒 
- 學生及本校同工提供快

捷上網服務 

有效 - 電腦病毒沒有在本校

擴散 
- 不間斷上網服務 
- 防毒軟件於暑假期間

進行更換 

$40,000 
 

$23,000 鄭炳良

老師 

聘請技術支援人

員 
提供技術支援服務 聘請電腦及網絡技術員 

 
維繫學校電腦及網絡運作

正常及穩定 
有效 電腦及網絡不間斷服務 $361,053 $338,569.78 鄭炳良

老師 

延長開放校內資

訊科技設施 
支援傍晚開放電腦室 支付因延長校內電腦設施

的開放時間供學生使用所

需要的逾時工作津貼 

學生可以於課後繼續留校

進行專題研習或完成家課

有效 傍晚開放電腦室學生高

使用率 
$18,000 $20,850 鄭炳良

老師 

資訊科技設施保

養維修服務 
維護校內各項電腦硬件及

網絡設備的正常運作，確

保資訊科技教學不會受阻 

購買校內資訊科技設施保

養維修服務 
將會減輕電腦技術員及老

師在檢查，聯絡及進行報

價和採購等工作量。 

有效 在 12 小時至 48 小時

(工作時間)內把電腦硬

件 及 網 絡 設 備 回 復 正

常。 

$45,000 $43,476.1 鄭炳良

老師 

總計 $520,213 $461,861.83 
 

 

上年度盈餘$15,492.45 今年度津貼$520,213 撥款由以上兩項調撥而來，剩餘$73,84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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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年度運用「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撥款計劃活動及財政報告 

諮詢方法︰校務會議 

項目 目標 計劃推行情況 成效 檢討(有效/失效分析) 跟進探究 
財政狀況 

負責人 
津貼額 支出 

舞蹈訓

練班 
‧ 配合本校辦學要旨，「德智體

群美靈」六育的全人教育，及

「一生一體藝」的學習重點 
‧ 提供基本的爵士舞訓練，進行

普及化的舞蹈教育 
‧ 藉舞蹈訓練班，提供情緒教

育，增加學生自信心、毅力、

耐性、合作能力、團隊精神，

進而改善他們的行為，提升學

習動力與能力 
‧ 藉舞蹈教育及表演，提高學生

自我形象及培養正確的學習態

度，改善專注力 

專業導師能提升學

生學習效能，於課

外活動爭取更好成

績，以提升學校的

藝術教育形象。 

由於未能找到合適教練，以

致未能推行。 
不適用 教練費用每小時

$200，與外間一般收

費較少，以致很難招

募合適人選，明年度

可探討提高薪酬的可

能性。 

$14,000 $0 申玉超

老師 

課外活

動導

師，照

顧學生

不同學

習需要 

‧ 協助老師推行課外活動訓

練，減輕工作量 
‧ 加強課外活動效果，專業教

練可令同學訓練成績更佳 

運動攀登校外比賽

獲三甲 
在全港學界、全港攀登比賽

中獲得三甲。 
‧ 有效能，保持。 
‧ 校友教練指導得宜，學

生技術日漸成熟。 

須繼續獲校方資源配

合。 
運動攀登教

練費 
$19,200 

$19,200 申玉超

老師 

健身比賽獲三甲 在全港健力(臥推舉)及健美

比賽獲獎。 
‧ 有效能，保持。 
‧ 校友教練指導得宜，學

生技術日漸成熟。 

須繼續獲校方資源配

合。 
健身教練費

$19,200 
$19,200 

空手道比賽獲三甲 香港比賽獲獎及在全國空手

道比賽獲冠軍。 
‧ 有效能，保持。 
‧ 校友教練指導得宜，學

生技術日漸成熟。 

須繼續獲校方資源配

合。 
空手道教練

費 
$14,400 

$14,400 

戲劇培

訓課程 
此為全學年的創意劇場教育課

程，教授同學戲劇創作上有關

編、導、演、舞台技術及戲劇欣

賞等知識，同時鼓勵他們嘗試創

作，並從學習中發揮團隊精神 

參與學生自我概念

與社交能力有所提

升，如學生表現理

想，又徵得家長同

意可安排公開表

演。 

在上環文娛中心公演。 ‧ 有效能，保持。 
‧ 校友教練指導得宜，學

生技術日漸成熟。 

須繼續獲校方資源配

合。 
$28,800 
 

$28,800 
 

申玉超

老師 
鍾捷紅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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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目標 計劃推行情況 成效 檢討(有效/失效分析) 跟進探究 
財政狀況 

負責人 
津貼額 支出 

課外活

動導

師，照

顧學生

不同學

習需要 

‧ 協助老師推行課外活動訓練，

減輕工作量 
‧ 加強課外活動效果，專業教練

可有效訓練同學，使訓練成效

更佳 

有幾個項目表現比

上年進步。有些受

收生影響較差。 

老師工作量大減，而個別項

目成績有進步。 

初中收生不足，同學質素

欠佳。 
初中女子活動仍受人

數影響，遂多關注男

子活動的成長。 

$104,000 $103,000 霍紹波

老師 
 

保齡球

推廣及

培訓計

劃 

‧ 發掘更多有潛質同學 
‧ 加強訓練效果 
‧ 提升校隊水平，超出學界水

準 

加入了一批中二、

中四新隊員、舊隊

員相繼離校。 

在全新界比賽中，同學開始

得獎。可謂已達新界區學界

水平。 

在高中同學離校後，保齡

球隊仍處於接棒期，水平

會較前下降。 

保持初中同學興趣，

加強訓練。 
$7,200 

 
$7,200 霍紹波

老師 

新高中

體適能

優化計

劃 

配合體育選修科的體育活動考核

要求進行訓練 
‧ 協助學生於文憑試中取得好  

成績 
‧ 針對考試範疇作出鍛練，集

中  於實習部分 
‧ 提升校隊能力 

於中四及中五體育

選修科時段上課

(連堂) 

‧ 實習部份中體能成績顯

著提升 
‧ 球類進度良好 
‧ 田徑成效較低 

集中訓練體能 適當減少體能訓練 $7,000 
 

$7,000 霍紹波

老師 
陳灝恩

老師 

有相當時間作球類訓練，

但一對一改善較少 
提高球類練習時間，

留意學習差異 
未有進行田徑練習 加強田徑練習 

總計 $213,800 $198,800 
 

 
 

上年度盈餘$29,250.8 今年度津貼$103,200 
撥款由以上兩項調撥而來，尚欠$66,349.2。 

[不足之數由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EOEBG)調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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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年度運用「高中課程支援津貼」計劃活動及財政報告 

諮詢方法︰校務會議 

項目 目標 計劃推行情況 成效 檢討(有效/失效分析) 跟進探究 
財政狀況 

負責人 
津貼額 支出 

一名新

高中通

識科文

憑教師 

通識教育科 
 推動通識教育科高中級分組

教學 
 幫助老師照顧同學進行獨立

專題探究，協助推行新高中

校本評核 

聘請通識科老師一名完成

整個計劃。 
 達成少於 1︰20 人的高中

級分組教學 
 達成少於 1︰20 學生，照

顧同學進行獨立專題探究

及推行新高中校本評核。

 有效減輕通識教師教

擔 
 有效照顧學生學習差

異 

應繼續投放資源進

行計劃 
$307,188 $307,188 何樹顯

老師 

中文科

行政助

理 

 整理中文科參考書籍及教材 
 中文科科務文件的文書處理 
 協助中文科老師進行校本評

核 
 協助中文科老師進行全港性

系統評估 

聘 請 一 名 中 文 科 行 政 助

理。 
‧ 能減輕中文科老師的工

作量 
‧ 有效協助 TSA 教材製作

‧ 有效協助同工預備補課

材料 
‧ 協助校本評核的工作紙

編印 
‧ 有效協助中文教師編製

及管理校本評核資料 

‧ 行政助理工作主

動投入，有責任

感。 

培訓行政助理為同

學進行口試，既增

加 同 學 的 練 習 機

會，又減輕老師的

工作。 

$98,343 $101,484.25 何美珍

老師 

英文科

行政助

理 

 整理英文科參考書籍及教材 
 英文科科務文件的文書處理 
 協助英文科老師進行校本評

核 

合約期由 2014 年 9 月 2 日

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 
 首名助理於 2014 年 9 月

2 日到任，2014 年 12 月

4 日離職。 
 次名助理於 2015 年 1 月

13 日到任，2015 年 2 月

6 日離職。 
 第三名助理於 2015 年 2

月 11 日到任。 

有效能，需檢討。 協助整理科內資源、

文件、文書工作及協

助英文科老師推行校

本評核。 
首兩名助理因私人理

由請辭。 

繼 續 撥 款 聘 請 助

理，支援老師的教

學。 

$104,580 $91,199.98 劉瑞霞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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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目標 計劃推行情況 成效 檢討(有效/失效分析) 跟進探究 
財政狀況 

負責人 
津貼額 支出 

數理科

助理 

‧ 解決多班同時做實驗時，實

驗室技術員人手不足的問題 

‧ 讓現有實驗室技術員騰出空

間，提升實驗課教學質素 

‧ 配合新高中理科課程需要，

讓學生進行探究式實驗 

‧ 數學課後導修班需要額外人

手督導 

‧ 整理數理科教學資源及工具

等，並將有關資源文件歸檔 

聘請數理科助理一名，協

助進行實驗教學，實驗預

備工作。 

‧ 助理協助每週兩天數學

導修班的當值工作，減

輕了教師的工作量 

‧ 全年各科有 10 次或以上

的分組實驗，並在安全

情況下進行 

‧ 助理協助學生參加科學

比賽，減輕了教師工作

量 

‧ 一位助理兼顧幾科

工作，具成本效率

‧ 各科主任有效監察

‧ 助理與實驗室技術

員有效協作 

因學校資源緊縮，

不再聘請 
$104,580 $107,478 *戚文鋒

老師 

夏興偉

老師 

劉世安

老師 

楊健文

老師 

梁文輝

老師 

 
中五及

中六級

文憑數

學預備

班 

‧ 提升學生公開試成績 聘請導師為中五級 24 位及

中六級 29 位同學舉辦補習

班，合共 36 小時。重點溫

習課程內容，提高應試能

力。 

‧ 中五級 100%參與同學表

示滿意/極滿意 
‧ 中六級 97%參與同學表

示滿意/極滿意 
‧ 中五級所有同學全數取

回按金，出席情況理想

‧ 中六級只有 3%按金被沒

收，出席情況比去年有

大幅改善 

‧ 任 教 老 師 為 本 校

退 休 老 師 ， 經 驗

豐富 
‧ 無 故 缺 席 者 需 沒

收 按 金 ， 做 法 合

理 
‧ 中 六 級 預 早 安 排

補課在 3 月離校前

完 成 ， 有 助 提 高

出席率 

繼續舉辦 $20,520 $20,520 戚文鋒

老師 

總計 $635,211 $627,870.23 
 

 
 

上年度盈餘$71,866.15 今年度津貼$621,144 撥款由以上兩項調撥而來，剩餘$65,13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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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年度運用「中學學習支援津貼」計劃活動及財政報告 

諮詢方法︰校務會議 

項目 目標 計劃推行情況 成效 檢討(有效/失效分析) 跟進探究 
財政狀況 

負責人 
津貼額 支出 

1. 家長活動 ˙ 向家長簡介學習支援組的運作 
˙ 家長工作坊(不同主題) 
˙ 家長小組 
˙ 親子活動 
˙ 學習支援組家長研討會 
˙ 協助老師舉辦學生考試調適家長

講座 

由外購服務的機構和本
校老師一起進行活動 

所有家長滿意有關安排 有效能，繼續。 
不同類別的有特殊學
習需要的學生的家長
都會參與當中活動。 

保持 第 1-13 項 
活動共 
$445,000 
 
 
 

 

$416,088 陳明姬

老師 

2. 學生小組活
動 

˙ 中一讀寫障礙學生小組 
˙ 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學生小組
˙ 社交小組(短期組) 
˙ 初中社交小組(長期組) 
˙ 情緒管理技巧 

由外購服務的機構進行
活動 

大部分學生滿意活動 有效能，繼續。 
同學需要繼續學習不
同的技巧。 

保持，需檢討   陳明姬

老師 

3. 生涯規劃活
動 

˙ 自我認識 
˙ 參觀活動 
˙ 不同行業導師分享 

由外購服務的機構進行
活動 

大部分參加者認同有幫
助，了解不同工作的特
色及入職要求。 

有效能，同學可了解不
同的工作範疇。 

保持，需檢

討 
  陳明姬

老師 

4. 職前訓練 ˙ 為中六準畢業學生提供表達技
巧、人際相處技巧、求職及面試
技巧等 

 活動未完成 未能見效 保持   陳明姬

老師 

5. 各展所長宿
營 

˙ 讓學生發掘潛能，提升自信心 
˙ 透過團體活動，提升學生的人際

溝通技巧 

由外購服務的機構和本
校老師一起進行活動 

由於學校爆發手足口
病，為了學生健康著
想，所以活動取消 

由於活動取消，故未
能見效 

保持   陳明姬

老師 

6. 歷奇挑戰營 ˙ 透過歷奇活動，讓學生突破自
我，提升自信心，更有勇氣面對
挑戰 

由外購服務的機構進行
活動 

所有學生表示滿意，對
自我認識提升 

有效能。 保持   陳明姬

老師 

7. 協助老師舉
辦考試調適
講座 

˙ 讓學生了解考試調適的內容及運
作 

由學習支援組老師舉辦 所有參加者滿意活動 有效，家長關注子女
的公開試情況。 

保持   陳明姬

老師 

8. 設計及協助
推行中一至
中三生命教
育課：建立
校園普及共
融文化 

˙ 協助老師設計有關建立校園普及
共融文化的教材 

由每級的班主任於班主
任課舉行 

老師認同內容有助推行
共融文化，學生投入課
堂活動 

有效，讓同學更加了
解有不同學習需要的
同學及認識他們的需
要。 

保持   陳明姬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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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目標 計劃推行情況 成效 檢討(有效/失效分析) 跟進探究 
財政狀況 

負責人 
津貼額 支出 

9. 輔導領袖生
培訓 

˙ 招募並蒒選合選的學生擔任輔導
領袖生 

˙ 舉辦培訓活動以協助輔導領袖生
認識有特殊教育需要同學的特性
及協助他們的方法 

由外購服務的機構和本

校老師一起進行活動 
大部分學生積極參與 有效，輔導領袖生投

入，能培養團隊精神 
保持   陳明姬

老師 

10. 輔導學生學
習課程 

˙ 功課輔導班 
˙ 讀寫能力軟件訓練 
˙ 多媒體學習坊 
˙ 協助籌備比賽 

由外購服務的機構和本

校老師一起進行活動 
大部分學生積極參與 部份學生欠交功課情況

有改善，但中一學生需

要更多時間及指導才能

完成家課 

有 效 能 ， 但

需檢討。 
 

  陳明姬

老師 

11. 教師工作坊 ˙ 加強教師對有特殊教育學生的認
識及基本處理技巧 

由外購服務的機構和本

校老師一起進行活動 
老師表示滿意 有效能，講座內容切

合老師需要。 
保持   陳明姬

老師 

12. 購買社工服
務 

˙ 促進學校全體的共融文化，增進
校園內之關愛和寬容氣氛 

˙ 協助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掌握
學習技巧、增強學習動機及培養
良好的學習行為 

˙ 幫助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建立
自信、認識和接納自我、處理負
面情緒及發展良好人際關係 

˙ 加強教師對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
生之了解，在處理上提供意見，
促進教學成效 

˙ 強化家長對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子
女之了解，促進家校合作，為學
生創造健康成長環境 

由外購服務的機構安排

半職社工協助學校推動

共融文化 

學生、家長、教師認同

有關服務的成效 
有效能，能多方面協

助 學 生 、 老 師 及 家

長。 

有效能，但

需檢討。 
  陳明姬

老師 

13. 學習支援組

活動 
˙ 讓學生發掘潛能，建立自信心 由學習支援組老師及其

他科組老師一起舉辦 

大部分學生積極參與 有效能，能多方面發掘

及培養學生的專長。 

有效能，保

持。 
  陳明姬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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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目標 計劃推行情況 成效 檢討(有效/失效分析) 跟進探究 
財政狀況 

負責人 
津貼額 支出 

14. 聘請五位助

理老師 
˙ 與中英文科老師一同上部份初中

「有特殊教育需要」班的課。 
˙ 為有「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初中

同學提供課外功課輔導，如:放學

後及暑期。 
˙ 協助學習支援組主任處理「有特

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情緒問題。

˙ 協助學習支援組主任處理「有特

殊教育需要」學生活動。 
˙ 協助教師製作教材給「有特殊教

育需要」學生使用。 
˙ 教導學生運用識字策略及閱讀策

略以改善中文語文能力。 
˙ 為懷疑有學習障礙的學生或懷疑

有言語障礙的學生做初步評估 

˙ 協助學習支援組的

課後活動，並減輕

學習支援老師的工

作。 
˙ 支援初中「有

特殊教育需

要」的學生課

堂 

在課堂或課後都能對老

師或「有特殊教育需

要」的同學 

有效能，學生上課時

更有效地照顧「有特

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 繼續聘請

˙ 協助老師

及「有特

殊教育需

要」的學

生 

$850,500 
 

【$12,500(月
薪)＋$625(強積

金)】×12 個月

×1 人=$157,500
【$13,000(月

薪)＋$650(強積

金)】×12 個月

×2 人=$327,600
【$14,000(月
薪)＋$700(強積

金)】×12 個月

×1 人=$176,400
【$15,000(月
薪)＋$750(強積

金)】×12 個月

×1 人=$189,000

$850,500 陳明姬

老師 

15. 聘請一位學

習支援助理 
˙ 協助處理有關學習支援組的文件

及資料。 
˙ 負責考試調適試場監考。 
˙ 與「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同學家

長聯絡。 
˙ 與社工、教育心理學家合作處理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個

案。 
˙ 協助學習支援組主任推行有關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活

動。 

聘用一名助理，協助學

習支援組的文書及文件

的處理 

協助老師、社工、教育

心理學家進行活動 
有效能，減輕老師工

作，令所有學習支援

組 的 活 動 能 順 利 推

行。 

保持 【$9,750(月薪)
＋$487.5(強積

金)】 ×12 個月

=$122,850 

$122,850 陳明姬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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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目標 計劃推行情況 成效 檢討(有效/失效分析) 跟進探究 
財政狀況 

負責人 
津貼額 支出 

16. 校本言語治

療 
˙ 為有言語障礙學生提供定期的言

語治療。 
˙ 治療形式分為個別治療及小組治

療 
˙ 為言語障礙學生提供母語及英語

治療。 
˙ 治療會根據學生情況分組，教導

各種不同技巧，如:發音技巧、小

組討論及辯論技巧、加強詞彙、

發音分辨等。 

由外購服務機構的言語

治療師進行治療 
由外購服務機構為有言

語障礙的學生進行治療 
有效能，部份接受治

療後有改善。 
保持 $92,750 

 
 

$92,750 陳明姬

老師 

17. 文具及消耗

品 
˙ 學習支援組所需的文具及消耗品 購買文具 有效地為學生添置所需

的文具 
有效，學生人數多，

需要購買較多的文具

及消耗品。 

保持 $1,000 $1,017.3 陳明姬

老師 

18. 教材 ˙ 添置功課輔導時所需的練習及益

智遊戲 
購買教學用品 學生從遊戲中學習 有效，學生喜歡活

動。 
保持 $500 $367.6 陳明姬

老師 
19. 獎勵計劃及

獎品 
˙ 鼓勵「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積

極參與課堂及課後活動 
購買禮物 能鼓勵學生參與活動 有效，學生喜歡得到

鼓勵和獎品。 
保持 $10,000 $4,494 陳明姬

老師 
20. 老師參考書 ˙ 讓老師了解有關融合教育的知

識。 
購買參考書 老師借閱 有效能，但需要檢

討，需多鼓勵老師借

閱。 

保持，需檢

討 
$500 $75 陳明姬

老師 

     總計 $1,523,100 $1,488,141.9 

 
 

上年度盈餘$232,830.49 今年度津貼$1,528,350 撥款由以上兩項調撥而來，剩餘$273,03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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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年度運用「多元學習津貼」計劃活動及財政報告 

諮詢方法︰校務會議 

項目 目標 計劃推行情況 成效 檢討(有效/失效分析) 跟進探究 
財政狀況 

負責人 
津貼額 支出 

S4 elite 
students in 
Maths - 
English 
Phonetics 
Workshop 

Gifted Education Prog - 
To enhance students’ English 
pronunciation 

12 sessions of 
phonetics workshop 
were conducted to 
enhance students’ 
pronunciation 

˙ Over 80% teacher 
satisfaction rate 

˙ Over 85% student 
participation rate 

˙ The course content 
could help students 
improve their 
speaking skills 

˙ Good follow-up of 
student participation 
was done 

Stop due to no 
funding 

$28,000 $26,280 劉瑞霞

老師 

S5 elite 
students in 
Maths -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Workshop 

Gifted Education Prog. - 
To enhance students’ public 
speaking skills 

12 sessions of public 
speaking workshop 
were conducted to 
enhance students’ 
speaking skills 

˙ Over 80% teacher 
satisfaction rate 

˙ Over 85% student 
participation rate 

˙ The course content 
could help students 
improve their public 
speaking skills 

˙ Good follow-up of 
student participation 
was done 

Keep $28,000 $26,280 劉瑞霞

老師 

社區環境與

可持續發展

研習計劃 
(第三期)：屯

門區噪音監

察計劃及總

結 

(資優教育課程) 
配合學校可持續發展的主題，提

升學生對社區環境質素的關懷。 
 
˙ 跨科目協作； 
˙ 購置噪音監察儀器； 
˙ 九月至十一月在屯門住宅區、

市區、學校附近進行噪音監

察； 
˙ 屯門藍地水塘進行一次水質監

察 
˙ 利用軟件，將所得的數據製成

圖表，用於專題探究。 
˙ 聘請導師指導學生運用數據撰

寫報告。 
˙ 校內及對外公報結果 

˙ 因應學生興趣，計

劃調整為空氣監

察，購置空氣監察

儀器 
˙ 學生在九月至十一

月期間到龍鼓灘、

屯門新墟、屯門工

廠區及內河碼頭測

量空氣污染程度 
˙ 到南生圍進行水質

監察 
˙ 學生在班內匯報成

果 

學生參與表現︰ 
˙ 學生能自己應用儀器 
˙ 負責老師滿意學生表現 

 
科任老師評估︰  
˙ 有學生能運用空氣監察數

據完成通識科獨立專題探

究，科任老師滿意成果。

 
學生回應︰  
˙ 學生認同計劃有助提升社

區關懷，具體行動為屯門

空氣質責為專題研習題目

記錄空氣數據。 

獨立專題研習以學生自

主自學為重心，因此會

回應學生興趣而調整計

劃內容。 

來年繼續鼓勵新

一屆中四學生探

究與社區環境與

可持續發展相關

的題目。 

$10,000 $10,000 盧日高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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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目標 計劃推行情況 成效 檢討(有效/失效分析) 跟進探究 
財政狀況 

負責人 
津貼額 支出 

可持續發展

與時事議題

拔尖課程 

(班本資優課程) 
提升學生對可持續發展及時事議

題的分析能力，建立批判思維，

提升文字評論的能力。 
 
˙ 聘請兼職導師一名 
˙ 每周 1 小時，為班本資優生安

排可持續發展的議題拔尖課

程，提升學生掌握議題、分析

資料、批判思維及文字評論的

能力。 
˙ 全期共 18 次 

˙ 已在 2014 年 10 月

至 2015 年 3 月期

間，為中六級資優

學生分 4 組提供

10 堂的通識課

程。 
˙ 全期每組共 10 次

課堂。 
˙ 每節課堂 1.5 小

時。 

˙ 每班學生 15 人，共開 
4 班，參與學生共 60
人。 

˙ 80%學生出席率，已達

標。 

˙ 課程要求有關導師預

備與公開考試卷卷二

有關的試題，並提供

適切的題型訓練。 
˙ 導師每堂批改學生的

練習，並提供相應的

回饋。 
˙ 負責機構的導師在開

展課程前期未能準時

到校為同學進行補

課，及經常調動人

手，情况已與有關負

責人開會商討及跟

進。 

˙ 第五屆多元學

習津貼(2015-
2016 年度高中

級)將繼續推行

˙ 將在新學年開

始前準備有關

籌備工作 
˙ 由於負責導師

的考勤出現問

題，來年將會

重新招標，另

找其他相關機

構繼續協助推

行此課程。 

$18,000 $36,938.2 黎慧敏

老師 

總計 $84,000 $99,498.2 

 
 

上年度盈餘$18,938.2 今年度津貼$84,000 撥款由以上兩項調撥而來，剩餘$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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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年度運用「德育及國民教育支援津貼」計劃活動及財政報告 

諮詢方法︰校務會議 

項目 目標 計劃推行情況 成效 檢討(有效/失效分析) 跟進探究 
財政狀況 

負責人 
津貼額 支出 

一名通

識教育

科助理

教師 

 協助編寫有關價值教育、生命

教育、國情認知、公民教育及

可持續發展教育等教材 
 協助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等課

內課外的教學活動 
 協助完成通識教育各類教學活

動 

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8 月順利進

行整個計劃 

 已編寫及整理一套德育及

國民教育課程 
 已協助推展各項考察活動

及各類教學活動，有效減

輕老師工作 
 科主任 100%同意助理教

師工作表現優異 

 有效減輕老師備課及推

行各類活動的負擔 
 有 效 照 顧 學 生 學 習 差

異，有更多空間進行課

後小組 

應繼續投放資源優化

課程及計劃 
$163,800 $163,800 何樹顯

老師 

總計 $163,800 $163,800 

 
 

上年度盈餘$407,589.95 今年度津貼$13,000 撥款由以上兩項調撥而來，剩餘$256,78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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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年度運用「改善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教津貼」計劃活動及財政報告 

諮詢方法︰校務會議 
 

項目 目標 計劃推行情況 成效 檢討(有效/失效分析) 跟進探究 
財政狀況 

負責人 
津貼額 支出 

一名支

援中文

科非華

語教學

文憑教

師 

1. 協助老師設計教案及預備切

合非華語同學語文程度的教

材。 
2. 與老師進行協作教學，提升

非華語學生的讀寫說的能

力。 
3. 為非華語學生舉辦課後中文

增潤班。 
 

聘請一名文憑教師

支援中文科非華語

教學工作。 

 讓非華語學生得到適切的

照顧 
 課後及試前補課有助學生

中文學習得到支援 

可針對非華語學生的不同能

力，進行全方位的中文學習

支援。 

繼續保留 $307,188 $307,188 何美珍 
老師 

總計 $307,188 $307,188 

 
 

上年度盈餘$289,200 今年度津貼$800,000 撥款由以上兩項調撥而來，剩餘$78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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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年度運用「生涯規劃津貼撥款」計劃活動及財政報告 

諮詢方法︰校務會議 

項目 目標 計劃推行情況 成效 檢討(有效/失效分析) 跟進探究 
財政狀況 

負責人 
津貼額 支出 

一名中

文科文

憑教師 

‧ 加強生涯規劃教育課，培養學

生認識自我、個人規劃、設立

目標和反思的能力，以及認識

銜接各升學就業途徑 
‧ 讓學生獲得所需知識、技能及

態度，以配合自己的興趣、能

力，在升學及就業方面作出明

智的選擇 

聘用一名老師，協

助推行生涯規劃活

動。 

‧ 能分擔升學及就業輔導老

師的工作量，讓老師能與

學生面談。 
‧ 有效協助推動生涯規劃活

動。 

‧ 老師有熱誠 
‧ 工作認真盡責 

繼續聘用 $307,188 $307,188 何美珍 
老師 

購買升

學及就

業輔導

服務 

為中一至中六學生購買生涯規劃

教育課服務 
購買生命工場提供

的生涯規劃服務，

為中一至中六級同

學進行生涯規劃活

動。 

‧ 生命工場活動質素欠佳，

影響成效。 
‧ 活動內容常偏主題，輕重

不分，多次給意見，亦未

有改善。 
‧ 導師能力不足，資料過

時。 

不再購買生命工場的

服務 
$160,000 
 

$130,500 何美珍 
老師 

「創出

未來」

小組，

照顧學

生不同

學習需

要 

‧ 為一群對學習缺乏興趣而有志

從事髮型設計工作的同學提供

就業方向 
‧ 讓同學從中學習如何遵守規則

及待人處事，並運用於課堂內 

‧ 聘請專家導師

(髮型公司

CityCut 導師及

美容導師) 
‧ 髮型設計及美

容護理工作坊

各四節 

‧ 同學從工作坊中學習基本

技能和知識，並有實務操

作的機會，從而能增加對

該行業的認識，並提升個

人自信心和自我認識。 
‧ 髮型設計學生出席率達

70%，美容護理出席率達

85%以上。 
‧ 透過活動問卷，學生評價

正面，認為工作坊能達致

其目標和學生的需要。 

‧ 活動能提供基本的資訊

及實際的經驗予同學，

使同學對該行業有清晰

概念。 
‧ 活動內容有趣，利用互

及實務操作的方式增加

學生的參與率。 
‧ 專業導師有豐富經驗。 

繼續推行 $6,000 髮型設計︰ 
$3,577 
 
美容護理︰ 
$2,342.7 
 
總計︰ 
$5,919.7 

李沛玶

社工 

總計 $473,188 $443,607.7 
 

今年度津貼$517,620 撥款由以上兩項調撥而來，剩餘$74,0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