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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抱負  
 
 

盡展潛能，追求卓越， 

行己有恥，自我完善。 
 

Our Vision 

 

“Our students are 

committed to developing 

their potentials to the full 

while striving for 

excellence. They become 

responsible individuals 

heading for 

self-per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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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使命   
為學生締造愉快和充實的校

園生活。讓他們接受均衡的

教育，從而培育完整的人格

和勇於接受挑戰的精神。 
 

Our Mission 

“It is our mission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equal 

opportunities to attend a 

balanced educational 

programme whereby schooling 

is considered a constructive 

and enjoyable process 

conducive to personal growth, 

and skills in problem solving 

are developed in preparation for 

challenges encountered i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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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目標 
甲. 有關學生學習經歷及成效的目標 

1. 讓學生認識世界及人與環境的關係，養成廣闊的視野，可

以融入世界，愛護環境。 

2. 讓學生掌握各項投身社會所需的能力，包括與人融洽相

處、互相尊重。 

3. 培養學生喜愛學習及明白終身學習的意義。 

4. 培養學生分析及決策能力。 
5. 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力。 

6. 培養學生善用餘暇的正確態度及能力。 

7. 培養學生自重及自律的能力。 

8. 透過學習經歷，讓學生認識同輩的獨特性及才能差異。 

9. 為學生提供參予大型活動的機會，以培養他們對學校的歸

屬感。 
 
乙. 有關提供學校資源的目標 
1.  配合學生的學習需要，又能夠善用和愛惜資源，讓學校成

為一個愉快學習的地方。 
2. 持續更新學校的資源，讓學生親身接觸嶄新的資訊科技。 

3. 善用社區組織及社會人士提供的協助作為學校有效的資

源。 

4. 提供校內籌款機會以支援重點發展項目。 
5. 提供充足資源以促進學與教。 
6. 提供與師生福利有關的設施。 
 

丙. 有關學校管理的目標 
1. 支持及關愛學生，幫助他們充份掌握學校提供的學習機

會。 
2. 提供有效的途徑，例如老師與家長面談，讓家長了解子女

在校的情況及學習進度。 
3. 舉辦教職員會議，讓教職員參與學校決策。 
4. 發展教職員參與學校管理的興趣和能力。 
5. 為家長提供各類參與校內活動的機會。 
6. 因應學生年齡而制訂合適的獎賞制度以鼓勵卓越成就，亦

以適當的懲罰制度遏止不良行為。 
 



鄧肇堅維多利亞官立中學 
學校架構 

       

       學校管理委員會       

                  

        校長        

                  

     副校長  學校行政及危機管理委員會  副校長    

                   

    全方位學習督導委員會       一般行政小組   

                  

 學術關注小組     全人發展小組 資訊科技管理小組  

              資源管理小組  

 學業小組   評估小組 課程計劃及發展小組 輔導組 學校行政及管理系統小組  

        訓導組 學校圖書館服務小組  

升學及

就業關

注小組

全校閱

讀工作

小組 

 校內考試小組 中國語文教育 學生會 學校安全委員會  

 校外考試小組 英國語文教育 環境教育組 校本管理小組  

 校本評核小組 數學教育 課外活動小組 學校形象推廣小組  

      全港性系統評

估小組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健康及性教育組    

      科學教育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科技教育      

        藝術教育        

       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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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8 年度關注事項 
 
 
 

於二零零七年由教師於校務會議商討並議

定，經由學校管理委員會通過，本年度學校的

關注事項如下: 

 
甲.  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及成效 

乙.  推行全人發展計劃  

–積極投入、愛我維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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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及成效 

 

已達成之目標: 

1. 在各專業協作機構的支援及協作下，提升了『學與教』的素質及效果，各學科

在新高中課程的準備上，無論在知識層面、教材運用或教學法等方面均有提升。 
2. 在各項輔導、獎勵及支援計劃的推動下，學生的學習態度明顯地轉趨積極。 
 

例證: 

1. 生命教育科、設計與科技科、物理科、中國歷史科等學科的老師已開始在課堂

上融入新高中課程的元素。 
2. 各項拔尖保底班、補課班、增潤銜接班等課程的報讀人數及出席率都相當高，

特別是在暑假期間安排的各項補課班及增潤班，平均出席率達八成以上，證明

學生們的積極性是提升了。 
3. 從功課留堂班的統計數字得知，高年級的學生因欠交或遲交功課而受罰留堂的

次數減少，顯示出高中學生在處理功課時的責任感和積極性皆有提升。 
4.  放學後自修室的使用率較以往高，特別是高中的學生使用率較高。 
5.  校內頒發的學業獎項的數目增加了，顯示學生們較以往努力，學業成績亦有所

提升。 
 

尚未達成之目標: 

1. 學生在晨讀時段雖能投入閱讀，但仍未能養成自發性的閱讀習慣。 
2. 公開試成績表現較去年遜色，培訓尖子方面尚待努力。 
 

原因: 

1. 大部分初中學生求學動力不足，未能自發地培養良好的閱讀習慣。 
2. 學生對自己的要求不高，能在公開試取得合格成績己算是達標。 
 

建議: 

1.  繼續推行各項計劃，加強訓練學生的自律性及自學能力。 
2.  利用課餘時間，例如：星期六早上或長假期時段，舉辦各項拔尖保底及增潤課

程，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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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聘用足夠的工作人員，如教學助理及文書，協助推行各項工作計劃，亦使老

師能騰出時間，開展及推動各項有關加強「學與教」的項目，特別是加強對

尖子的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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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全人發展 

 

已達成之目標: 

1. 個人發展方面：部份學生在參與活動及服務上較以往積極進取，在自律守規

方面亦見改善。 

2. 群育發展方面：增加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共建和諧校園生活。 

 

例證: 

1. 很多學生積極參與不同的交流活動及校外活動如：「2008 北京航天科普修學

團」、「第八屆新加坡交流計劃」、「加拿大多倫多英語修學團」、「星、

港、澳、中學生上海交流團」、「學生交流計劃」、「香港學生大使」、「深

港盃青少年網絡機械人大賽」、「深港盃青少年科技創新作品聯展」、「奧

運倒數」、「航空探知館學生大使」活動等，表現優異，師生多次接受不同

媒體的訪問。 

2. 學生在自律守規方面漸見改善，在留堂、遲到、記缺點、記小過、記大過及

因違規被扣分的學生數據較去年減少，而獲「優良行為獎狀」及登上「表揚

榜」的人次較去年增加約 2倍。 

3. 學生在參加課外活動有優異表現，對全校師生均有很大的鼓舞，亦增加了學

生對學校的歸屬感。學生獲得的獎項涵蓋多個範疇，如在資訊科技方面，獲

「21 世紀學藝技能 – 資訊科技學藝應用比賽 – 動畫設計組」獲得亞軍、

季軍及優異獎。中國象棋比賽奪得高中組季軍、「香港科學青苗」一等獎等。 

4. 全校投入全方位校慶活動，如「七十五周年校慶開幕禮、畢業暨頒獎典禮」、

「家校情濃十五載   樂在其中 Fun Fun Fun」、「七十五周年校慶音樂劇 —

花木蘭」、「維工校友會聚餐」、「七十五周年校慶音樂光碟」及「七十五

周年校慶紀念特刋」等，學生表現積極，充分發揮「積極投入  愛我維官」

的精神。 

 

尚未達成之目標: 

個人發展方面：在培育公民責任及視野上有發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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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學生在投入不同活動及服務，已獲得滿足感，若能擴展至個人、學校以外社區的

層面，更能讓學生學習擴闊視野，認識公民的責任，從而建立正確的人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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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評估 

  

中國語文及普通話 11 
英國語文 12 
數學 13 
電腦與資訊科技 14 
設計與科技 15 
圖像傳意 16 
科技與生活 17 
生物 18 
化學 19 
綜合科學 20 
物理 21 
企業概論 22 
商業 23 
中國歷史 24 
經濟 25 
地理 26 
生命教育 27 
會計學原理 28 
旅遊與旅遊業 29 
視覺藝術 30 
音樂 31 
體育 32 
圖書館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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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中國語文及普通話 

 

已達成之目標: 

一、中國語文科 

1. 透過課堂及課外活動，提高學生的說話能力，勇於表達自我，積極與人溝通；更著

重訓練學生的組織能力，說話條理清晰。 

2. 提升學生在公開考試中說話能力的成績。 

 

二、普通話科 
提高學生普通話的說話能力，培養學生以普通話溝通的習慣。 

 

例證: 
1. 學生在學校開放日──「扮鬼扮馬，天空之城」活動，負責攤位遊戲、導賞員等，

表現理想，令活動順利進行，顯示學生有良好的表達能力，做到說話清晰而有條理 。 

2. 在高等程度會考中，卷四說話能力表現理想，合格率為 96.6%，優良率為 61%，中

學會考口語溝通卷的合格率亦達 79.7%，可見經過老師的努力，加強訓練，學生的

說話及溝通能力有理想的進步。 

3. 學生積極參加校際朗誦節、粵語正音大使訓練班、社際演講比賽、班際普通話說故

事比賽等，學生都希望透過活動，提高說話能力，改良溝通技巧。 

4. 中一級增加了「普教中」的單元，為學生營造更理想的語言環境及聽說普通話的機

會。 

5. 參加普通話延伸課程者較去年增一倍，顯示學生認同要提升說話能力和溝通技巧。  

 

尚未達成之目標: 
透過課堂及課外活動，增強學生口語表達通順的信心和能力，令學生勇於表達自我，積

極與人溝通，更著重訓練學生的組織力，說話條理清晰。 

 

原因: 
低年級學生較被動、欠缺自信，未能踴躍參與校內外的比賽。加上去年上學期考試提

早進行，令部分參加了校際朗誦比賽的學生，因為要準備考試而未能參賽，影響成績。 

 

建議: 
1. 增加普通話教中文的單元，為學生創造更多聽說普通話的機會。 

2. 利用校外資源，鼓勵學生參加活動及比賽，藉以擴闊視野，提升他們的說話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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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Department: English   
Goals attained: 
1. A better English speaking environment was created. 
2. More students showed improvement in speaking and presentation skills.   
Evidence: 
1. A richer English speaking atmosphere was created by organizing a wide range of 

activities, e.g. English game stalls, Valentine Day’s game stalls, Interactive Drama titled 
‘Aladdin & the Magic Lamp’, English Singing Contest, English Speaking Day, 
Halloween Fun Day, Book Exhibition, English Week, etc.  Students’ response to these 
activities was encouraging, the participation rate was good and their performances 
reached a high standard. For instance, the total number of stamps awarded to participants 
during the English Speaking Day reached 13,335, and 95% of students would be 
interested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Interactive Drama again in the future. On the Halloween 
Fun Day, S.1 English Ambassadors enjoyed the chances to use English whereas the 
senior form students enhanced their presentation skills.  All these indicated a great 
success of these activities.  

2.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 was smoothly conducted with very favourable feedback from 
teachers and students. Many students applied the knowledge and techniques they had 
learned in Language Arts to their performances in the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  
Some gave performances based on poems and songs, which contributed to a good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Students were more willing to speak in English and 
gained more valuable experience using English outside classroom. 

3. Students gained more exposure to the language by taking part in the 59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Initially, seventy-six students entered the Speech Festival but 
a number of them withdrew because of the clash with the Half-yearly Examination.  
75% of our students were awarded the Certificates of Merit / Honours, 18%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and some won the First or Second Places.  Students’ performances and 
the number of certificates awarded reflected that their speaking skills were enhanced. 

4. The overall oral examina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our students were more confident in 
speaking English.  The extra SBA practice was effective as many S.4 students showed 
progress in the Yearly Examination.  For the junior forms,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findings, the majority enjoyed drama lessons and became more interested in English 
after attending Drama lessons.  Drama teachers reflected that the activities in drama 
lessons were effective in boosting students’ confidence in speaking English and 
enhancing their English proficiency.    

Goals not attained: 
1. Some students were still passive and had no confidence in expressing themselves in 

English. 
2. Language Arts was not yet fully integrated in the curriculum.  
Reasons: 
1. Our school is a CMI school and Chinese is mainly used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classrooms.  
2. Some of the weaker students tend to lack motivation and confidence to use English. 
3. Many teachers are burdened with a tight teaching schedule and hence find little time to 

design Language Arts activities to supplement classroom teaching.   
Recommendations: 
1. To continue Drama in Education in S.3 so that students have more chances to present and 

interact in groups. 
2. To compile school-based L/T materials and to integrate Language Arts in the junior form. 
3.  To provide professional training for teachers on Language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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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數學 

 

已達成之目標: 

1. 加強推動學生積極參與校外活動及比賽。 

2. 幫助能力稍遜的學生提升數學能力。 

 

例證: 

1. (a) 五名中七級學生參加 2008 恆隆數學比賽； 

(b) 提名兩名中三級學生參加卓越數學培訓； 

(c) 訓練多名中三級學生參加 2008 港澳數學奧林匹克公開賽； 

(d) 兩名中一級學生、三名中二級學生及一名中三級學生參加世界數學測試； 

(e) 中六級學生參加中學生統計習作比賽； 

(f) 二名中二級學生及二名中三級學生參加第十屆香港青少年數學精英選拔賽； 

(g) 三名中一級學生參加培正第 7屆數學邀請賽； 

(h) 四名中四級學生參加第二十五屆香港數學競賽； 

(i) 四名中四級學生參觀「中學數學專題習作比賽（06/07）」優異作品展覽。 

 

2. (a)  從二ＯＯ七年十月起至二ＯＯ八年三月止，每星期一至兩次於放學後為能力較

差的中五學生補課，提升了他的數學能力和信心以應付公開考試。 

(b)  下學期推行各級課後補習班，平均出席率超過八成。參予的學生均表示補習班

除了提升他們的數學能力，更增加他們的學習興趣。 

 

建議: 

1. 邀請得獎學生分享他們的成功心得，激發學生的上進心。 

2. 為照顧學生的學習差異，有必要幫助能力稍遜的學生，令他們的數學能力達標，使

課堂學習更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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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電腦與資訊科技 

 

已達成之目標: 

1. 加強初中學生對編寫網頁的認識。 

2. 提升學生在本科的學業成績。 

 

例證: 

1. 在中二課程中增加教授編寫網頁的時間。 

2. 網頁專題習作成績及格率達 89.5%和問卷調查中全部學生均對課程有正面的反應。 

3. 電腦學會舉辦有關編寫網頁的興趣課程。 

4. 問卷調查中，全部學生均對“電腦學會舉辦有關編寫網頁的興趣課程能增加學生對

編寫網頁的認識＂ 一項表示同意。 

5. 中一、中二及中四級及格率超過 80%。中三級及格率則略低於 80%。 

 

建議: 

對中三及中五級的學生進行定期評估及加強課堂練習。 

 



 

 P.15 

科目：設計與科技 

 

已達成之目標： 

1. 優化部份校本課程及評估方法。 

2. 在高中已加入電腦控制等學習元素。 

 

例證 

1. 由中文大學發展的「機械人學-基礎課程」，在中二級已完成校本化的程序，編訂一

系列適切本校學生學習特性的工作紙、筆記、實驗工作紙和評估表。在中一級及中

三的設計習作亦加入新的評估表，鼓勵學生互評及反思。 

2. 在高中課程加入電子電路機械人及 Basic stamp 微電腦編機械人，提升了學生的科

技領域水平及邏輯思維，學生在技能測驗中表現出色，成績優良，他們的習作更在

該年度於深圳生活科技博覽會中展出。中五級學生因為會考設計習作題材選擇而未

能充份在作品中利用其對電子電路的知識。 

 

尚未達成之目標： 

廣泛使用 eClass 網上學習平台作為課後延伸學習 

 

原因： 

未有充份時間設計和上載全部教材到 eClass 網上學習平台上。 

 

建議： 

在各級選定一些適合上載到網上的課題，把教材循序漸進地延伸到 eClass 網上學習平

台上。選擇適當的時間，如長假期，讓學生使用 eClass 網上學習平台温習和繳交功課。



 

 P.16 

科目：圖象傳意 

 

已達成之目標: 

增加學生在課堂以外的學習經歷 

 

例證: 

已安排上、下學期各一次的課堂以外學習經歷（參加校外比賽及考察），符合了科目執

行計劃的要求。 

 

尚未達成之目標: 

提高學生圖象傳意科的學業成績。 

 

原因: 

1. 由於卷二設計習作的最後繳交日期推遲了一個月，學生開始練習尺規作圖的時間相

對減少，以致卷一的表現未如理想。 

2. 本屆中五的學生在能力及主動性方面較弱，因此成績也較以往遜色。 

 

建議: 

1. 科任老師可繼續鼓勵學生努力爭取更好成績。 

2. 可考慮提早收取卷二設計習作，以便騰出更多時間作練習尺規作圖。 



 

 P.17 

科目：科技與生活 

 

已達成之目標: 

1. 提升學生對本科的興趣及主動性，藉以提高學習成效。 

2. 加强學生對健康生活的了解，藉以提升個人生活質素。 

3.  加強學生對食物科學的認識。 

 

例證: 

1. 本年度科目整體合格率為約 97%，比去年有所提升，而中三級更獲得 100%合格率，成

績令人滿意。 

2. 中二級課程增加教授使用現代廚房工具的時間，學生反應良好，實習測驗達 95%合格

率，成績令人滿意。大部份學生在感想中表示對此課題有濃厚的興趣，同時十分滿意

自己的課堂表現。 

3. 中三級的課程增加了食品科學與科技的認識，課程加入了「發麵劑的特性」及「生物

科技工程」兩個實驗課題，甚受學生歡迎。從中三級學生的問卷調查中，100%學生認

為對食品科學與科技有初步的了解。學生從實驗中找尋答案，除了增加課堂趣味性

外，也啓發學生認識食物科學與日常生活的關係。 

4. 科技與生活學會舉辦健康食品設計及製作比賽，全校學生都有熱烈參與。本年度舉行

「水果賀壽七十五、健康美味添 Fun Fun」食譜及廚藝大比併活動，每一班別均有組

隊參與比賽，反應踴躍，初賽由全校學生及教職員投票選出 10 隊進入決賽，並設有

「最佳名稱獎」及「最具健康價值獎」等獎項。決賽當日學生所製作的參賽菜式質素

優良，獲得評判和嘉賓高度的評價，反映學生對本科有濃厚的興趣及注意健康飲食生

活。 

 

建議: 

1. 鼓勵學生參加校外比賽，以拓寬學生的視野，讓學生發揮創意。 

2. 加入食物科學的認識，讓學生透過不同的實驗從科學角度學習本科。 

 

 

 



 

 P.18 

科目：生物 

 

已達成之目標: 

1. 增加學生對不同生態的認識，從而學懂如何愛護環境。 

2. 提高學生對生物科的興趣。 

3. 中六及中七級學生的學業成績有進步。 

 

例證: 

1. 中六級學生於四月份考察石澳石灘、中四學生參加濕地公園專題研習比賽、濕地公

園講座及中三學生重新設計濕地公園課業等學習活動，都有效增加學生對不同生態

的認識。從老師的觀察，大部份學生都積極參與考察活動。從學生的問卷調查及專

題研習中的反思部份中反映出他們學懂了如何愛護環境。 

2. 中六級舊生在中五年級時以中文學習本科，經過中六銜接課程及課後増潤班，他們

的下學期考試合格率較上學期為高。 

3. 中七級學生的高考成績較上學年進步，顯示中七的課後増潤課程彰顯成效。 

 

尚未達成之目標: 

部份班別的學生成績未如理想。 

 

原因: 

部份學生欠缺學習動機，老師雖已盡力協助 (如進行補課)及鼓勵，但仍未能把所有學

生的成績提升。 

 

建議: 

加強補課班之內容以針對不學生生的學習需要。 

 

 

 

 



 

 P.19 

科目：化學 

 

已達成之目標: 

1. 鼓勵學生關注與濫用化學品有關的新聞，研究有關的化學品的結構和性質。 

2. 以實驗活動作為學習化學的重要模式。 

3. 提升學生在化學科的學業成績。 

 

例證: 

1. 老師於課堂設計上加入在實驗前設立問答環節和實驗後設立小組討論，讓學生有更

多參與及交流的機會，學生在課堂上及實驗時的表現積極。 

2. 本科曾舉辦多項科學探究的實驗活動。學生在進行專題研習時，態度認真，匯報過

程中作出分析，對化學科的興趣增加。 

3. 鼓勵和協助學生參加校外公開比賽（「2008 年度香港中學化學奧林匹克」和「2008

年度香港學生科學比賽」）。學生能以實驗活動作為學習化學的重要模式。。 

4. 引導學生關注與濫用化學品的社會問題和收集相關的新聞剪報，研究有關的化學品

的結構和性質。學生專題習作中有良好的表現。 

5. 在課餘開設增潤班，輔導及支援能力稍遜的學生。 

6. 學生的公開考試成績良好，2008 年 HKALE 的優良成績百分率和合格百分率均較全

港學生高。 

2008 HKALE 

本校考生人數: 59 優良成績百分率 合格百分率 

本校 25.4% 86.4% 

全港學生 22.9% 73.2% 

 

建議: 

學生的成績仍有進步空間，老師會在課餘繼續開辦增潤班，輔導及支援能力稍遜的學生，

使他們改善個人學業成績。 



 

 P.20 

科目：綜合科學 

 

已達成之目標: 

1. 提升學生的實驗技巧。 

2. 加強學生對科學知識的應用。 

3. 鼓勵學生多作課外閱讀，吸收更多最新的科學知識。 

 

例證: 

1. 中二級科學模型製作作品有七成以上是佳作。 

2. 全年八成以上學生在課堂上能順利完成實驗。 

3. 七成以上學生完成eClass網上閱讀。 

 

建議: 

1. 來年應加強培養學生的共通能力。 

2. 來年應提高學生對科學、科技與社會間互動的理解。 

 



 

 P.21 

科目：物理 

 

已達成之目標: 

1. 透過探究和實驗為主的學習模式培養學生協作的態度和能力。 

2. 培養學生關注物理在社會、經濟、環境和科技所產生的影響。 

 

例證: 

1. 中三及中四級進行了小組科學探究，超過七成學生在報告及匯報中有良好表現。學

生不單表現積極，亦學懂了計劃工作和分工。 

2. 中三級進行了科本閱讀計劃，超過九成學生完成。大部分學生能在報告中反思科學

與社會各環節的關係。 

 

建議: 

1. 來年應繼續加強培育學生的共通能力，並鼓勵他們多觀摩別人的學習成果，從而擴闊

視野。 

2. 來年應繼續預備新高中物理科的銜接課程，例如與化學科或生物科進行「跨科活動」，

以便籌劃新高中組合科學科的校本課程。 



 

 P.22 

科目：企業概論 

 

已達成之目標: 

1. 加深學生對商業架構的了解。 

2. 提升學生應用管理的技巧。 

 

例證: 

1. 100%的學生能夠在課堂討論有良好的表現，並在課後習作中有優異的成績。 

2. 100%的學生能夠在就課堂所學，在網上找尋相應的資料，在堂上利用電腦與學生們

分享及作出報告，他們總體表現令人滿意。 

3. 學生在專題研習中的表現能夠反影他們已達到老師的要求。 

 

建議: 

鼓勵學生參加有關商科的公開比賽，以加深他們對現代商業架構的了解。 

 



 

 P.23 

科目：商業 

 

已達成之目標: 

1. 讓學生具體認識商業社會的運作。 

2. 鼓勵學生從生活環境中學習，提高學生對股票市場的認識。 

 

例證: 

1. 中四學生參加了由教統局舉辦的「聯校創意旅遊計劃」，了解了一所旅行社的運作，

並模擬建立一所旅行社。學生對零售及推銷更加熟識。 

2. 中四學生在專題研習中的表現良好，從中見學生運用本科所學來完成課業，十分鼓

舞。 

3. 中四學生參加了一個「財務管理」的講座，對股票、基金等投資有所認識，而且在

問卷調查中，超過百分之九十的學生對股票市場感到興趣及知道財務管理的重要。 

4. 中四級學生在校內考試成績令人滿意，及格率達 100%。 

 

尚未達成之目標: 

提升學生在本科的學業成績。 

 

原因 

本科在本年度會考的及格率未如理想，但仍高於全港的及格率，因小部份學生欠缺學習

動機，以致成績未能更進一步。 

 

建議: 

1. 在提升學生在本科的學業成績方面，本年度中五學生較遜色，建議學生應多作歷屆

試題練習。 

2. 多鼓勵學生閱讀報章，了解商業的發展。 

3. 本科的部份課程內容需與時並進，宜訓練學生的自學能力。 

 



 

 P.24 

科目： 中國歷史 

 

已達成之目標: 

1. 學生能從不同的渠道和層面去學習歷史； 

2. 學生能把歷史元素融合在日常生活中。 

 

例證: 

1. 中一至中四全體學生，均獲安排參觀和考察的機會，學生從參觀博物館，欣賞話劇、

廟宇建築、工作坊等不同的渠道去認識和學習歷史。 

2. 活動後的問卷調查顯示學生有正確的回饋，亦有符合水平的跟進課業。 

3. 『跑出課室』學習中史的活動，參加人數理想，部分活動更因名額有限，至向隅者

不少。 

4. 遇有歷史劇集或電影上演如「三國」等，學生都會向老師查問歷史真相，或爭相借

閱有關書籍，老師亦借機澄清某些歷史事件的謬誤，做到利用不同的資源去引起學

生學習歷史的興趣。 

 

尚未達成之目標: 

1. 學生未能主動學習歷史，例如未能養成常到博物館的習慣。 

2. 從專題研習的表現可看出學生在組織及整理資料的能力仍有待提升。 

 

原因: 

1. 部分熱門課題，如三國時代能引起學生的興趣，收到較理想的學習果效；但歷史科

的內容十分廣泛，未能令學生對大部分的課題產生興趣。 

2. 經老師不斷的提點，妥善管理時間的學生數目有所增多，但在匆忙之間完成專題習

作的學生仍不少，影響課業質素。 

 

建議: 

1. 強化歷史和生活的關係，讓學生明白歷史如何影響今日的社會。 

2. 要求學生把專題研習的進程分階段進行，而老師在每階段都要查問研習的進展，以

確保研習的進度。 

 



 

 P.25 

科目：經濟   

 

已達成之目標: 

培養學生審慎理財的態度。 

 

例證: 

1. 中四、五學生能完成及匯報介紹理財知識時事剪報習作，各人都有及格的成績。 

2. 學生的課後練習成績令人滿意。 

3. 與生命教育科合作，在中三生命教育課深化審慎理財的課題，課後老師與學生都對

有關課題給予正面的評價。 

4.  學生參與校外有關的課外活動，例如第九屆消費文化考察報告獎 2007 – 2008、《花

旗集團財智星級爭霸戰 2008》及「校園經濟網上學習計劃」，擴闊了學習經歷。 

 

尚未達成之目標: 

進行跨科活動。 

 

原因: 

由於參加了其他校外有關的課外活動，沒有足夠時間舉辦商科的跨科活動。 

 

建議: 

舉辦有關商科的跨科活動，讓學生能學以致用，擴闊視野。 

 

 



 

 P.26 

科目：地理 

 

已達成之目標: 

1. 學生協作能力有提升。 

2. 學生表達能力有提升。 

3. 學生對地理字彙的英文認知力有所提升。 

 

例證: 

1. 各班學生有自行訂立主題進行資料搜集活動及繳交報告，成績令人滿意。 

2. 學生交回的報告水準差異明顯，但有些作品表現優異。 

3. 高中學生有進行實地考察活動並完成考察報告。 

4. 上學期與本校晨讀小組推出了「關愛地球環保閱讀雙週」，借閱地理書的數目較前

有所增加。 

5. 初中各班有教授英文地理詞彙。 

 

尚未達成之目標: 

未能於考試評核學生學習英文地理詞彙的表現。 

 

原因: 

老師在課堂評核學生學習英文地理詞彙時發現他們的表現差異極大，經商議後決定不在

試卷中考核。 

 

建議: 

1. 加强學生對本科的英文詞彙及學習能力。 

2. 培養學生以英語學習本科的能力。 

 

 



 

 P.27 

科目：生命教育 

 

已達成之目標: 

1. 大部份學生已能提升社會時事的觸覺。 

2. 大部份學生已能掌握基本思維技巧。 

 

例證: 

1. 中一級及中二級學生上、下學期各進行兩次時事新聞分享，在反思活動中亦有正面

的評價。學生對社會時事的觸覺已提升。 

2. 中一級透過專題研習學習基礎能力。學生能繳交完整的研習報告及在反思活動中有

正面的評價，表現良好。 

3. 中三級學生在探討全球化的課題中，能運用運用概念圖表達學習成果，並進行學習

反思，成效理想。這反映學生已能掌握基本思維技巧。 

 

建議: 

1. 提升學生對中國及世界時事的觸覺。 

2. 發展學生的批判思考能力。 

 



 

 P.28 

Subject Department: Principles of Accounts 
 
Goals attained: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develop more interest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accounting 
knowledge they gained from class and to apply in their daily life and other activities.  
 
Evidence: 
1. Participation in the other learning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outside parties has increased and 

feedback from the students has been positive.  
2. Interest in the subject has been raised with greater willingness to select the subject among 

S3 students. 
 
Goals not attained: 
To strive for better academic results. 
 
Reasons: 
1.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the public examinations, especially in HKCEE, showed a 

setback owing to a lack of confidence in understanding the questions. 
2. Students were weak in English, which has been a general barrier to better performance in 

the subject. 
 
Recommendations: 
1. More in-depth other learning activities should be included so as to stimulate the interests 

of the students and broaden their horizons.  
2. Students should have exposure to a greater variety of questions, which may increase their 

confidence in handling examination questions and lead to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ubject. 

3. More time should be set aside for the preparation of the new secondary school curriculum, 
especially in the fields of the deployment of staff, design of the curriculum, assessment 
methods, teaching and learning activities to be organized inside and outside of school. 

 

 

 

  



 

 P.29 

科目：旅遊與旅遊業 

 

已達成之目標: 

提升學生學習本科的興趣，讓學生認識旅遊業入職的基本要求，如專業知識，傳意技巧

等，使學生擇業時能確認適當的發展方向。 

 

例證: 

1. 全年為學生安排全方位學習的活動共 18 項，包括參觀、講座、證書課程及校外比賽

等，學生踴躍參加，部份項目須經老師挑選表現優異或抽籤決定人選。學生不但積

極參加，於活動後更進行分享及反思。 

2. 學生踴躍參加暑期實習計劃，且表現優異，提名 8位學生參加 5個項目的面試，共 7

位學生獲選參加 4個項目的暑期實習，成績勝去年。 

3. 於「2008 聯校創意旅遊企業訓練計劃」旅遊路線滙報比賽中，能進入五強總決賽，

並獲得優異獎。 

 

尚未達成之目標: 

學生雖在課外活動表現積極及優異，但在學業成績方面仍須繼續提升，特別是公開考試。 

 

原因: 

1. 雖然本科在本年度會考的及格率較去年有很大的進步，更高於全港的及格率，但由

於提升學業成績乃長遠目標，應繼續進行。 

2. 今年中四級學生在語文能力及學習動機均稍遜，且沒有養成閱讀報章習慣，未能緊

貼與旅遊有關的新發展與新資訊，他們未能將課程所學與旅遊新聞聯繫起來，故難

以在考試中分析及運用相關的資料。 

 

建議: 

1. 為使他們留意與旅遊有關的最新動態，每月定一專題讓學生作出評論或建議，繼續

訓練他們分析及運用資料的能力，以提升公開考試的成績。 

2. 本科的特色是需透過多元化的活動，能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特別是通過專題計劃，

學生更能運用及鞏固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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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視覺藝術 
 
已達成之目標: 
1. 「擴闊學生的美術視野，俾能對環境中的視覺造形作出知性與感性的回應。」只能

部份達成。 

2. 培養學生對不同藝術作品的觀察能力，並與個人的創作經驗聯繫起來。 

3. 學生透過電腦繪圖軟件進行美術創作，從而提高對美術的興趣。 

 

例證: 
1. 在校外比賽方面，今年只參加了「2007 國際海豚年」美術設計創作比賽及「優質教

育基金」吉祥物設計比賽等，參賽學生的表現良好，在問卷調查中有正面的反映，

表示希望參加更多校外比賽。 

2. 今年安排學生參觀多次校外展覽會，如「漫畫工地」計劃閉幕展覽、「香港藝術學院

畢業展」導賞團及「My Visual Blog」聯校視覺藝術展 2008；校內藝術活動方面，

包括「LOVE OF ARTS」藝術作品展；「家校情濃十五載、樂在其中 Fun Fun Fun 」製

作及義賣活動及「ART CORNER」藝術作品展等活動，學生反應踴躍，在問卷調查中

顯示什他們樂於參觀這些展覽會及認為能擴闊視野。 

3. 高年級學生透過電腦繪圖軟件進行美術創作及製作作品集，從而擴闊其創作空間，

與時並進。 

 

尚未達成之目標: 

在擴闊學生的美術視野，增加以多媒體創作方面，未能讓各級學生在課堂上及視覺藝術

學會中使用電腦繪圖軟件進行美術創作，此外也未能把學生作品製成網頁。 

 

原因: 

1. 視藝室雖有五部電腦可供學生使用，但數量實在太少，而且性能欠佳，只能作一般

的資料搜集，學生實習的機會仍然不足。 

2. 因為要把學生的作品製成網頁有些技術因難要解決。 

 

建議: 

1. 繼續安排出外參觀，擴闊學生視野。 

2. 多提供展覽活動等資訊，讓學生有更多參與機會。 

3. 繼續研究把學生的作品製成網頁的可行性。 

4. 增加及提升本科電腦及軟件的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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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音樂 

 

已達成之目標: 

1. 中一生順利過度至新課程。 

2. 提高了中二學生對創作的認識。 

3. 成功推動各校慶音樂活動。 

 

例證: 

1. 中一學生們對新課本的反應良好，並積極完成習作。 

2. 各中二學生都能完成創作一首短曲，當中有很不俗的作品。 

3. 中樂團、合唱團及不同年代的校友，齊心協力地灌錄了校慶音樂光碟。更特別創作了

校慶主題曲『美麗前程』以連結起維官師生校友的心靈。 

4. 成功演出校慶音樂劇『花木蘭』。 

5. 成功灌錄及製作『花木蘭』音樂專輯。 

6. 學生們除了積極參與校慶音樂活動，也不忙參與各項音樂比賽，成績如下： 

2007香港青年中樂匯演 

中樂團      優異獎 

第六十屆校際音樂節比賽 

琵琶      初級組    季軍 

琵琶      初級組    良好獎二名 

二胡      中級組    優良獎一名 

古箏      中級組    良好獎一名 

古箏      初級組    良好獎二名 

鋼琴           良好獎一名 

小提琴      四級    優良獎一名 

單簧管           良好獎一名 

長號            優良獎一名 

 

建議: 

在新學年開始時舉行中一各班探訪，讓學生對樂器有更多些了解，並讓他們體驗一下學

習樂器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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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體育 

 

已達成之目標: 

1. 增強學生體適能，使學生有強健的體魄。 

2. 增強學生的團隊服從和合作精神。 

3. 通過各項體育活動的訓練及比賽，增強學生的奮鬥心，培養學生勝不驕、敗不餒的態

度。 

4. 加強培訓學生組織校內體育活動及比賽，提升學生的領導才能。 

5. 透過認識零八年北京奧林匹克運動會，學習奧運會選手的拼搏精神。 

 

例證: 

1. 學生有足夠體力進行各項課堂上的體育活動，而每學期進行的體適能測試均顯示學生

的體適能有所改善，因此有更強健的體魄。 

2. 參加校內及或校外比賽的人次有所增加及成績亦較往年有所進步。 

3. 學生在學習中有良好表現，有相當數量的學生會於課後繼續及持續進行練習；而學生

在問卷調查中亦有正面的回應。 

4. 體育聯會幹事們都能成功策劃、組織及協助統籌校內各項的體育活動及比賽，足以反

映學生的領導才能有所提昇。 

5. 透過體育聯會於禮堂外的展板認識零八年北京奧林匹克運動會，並積極推動及參與包

括零八年北京奧運倒數二百日、零八年北京奧運倒數一百日及迎接奧運火炬香港區傳

送活動等，提昇學生加深認識北京奧運並學習奧運會選手的拼搏精神。 
 

尚未達成之目標: 

未能於中四至中七加入教授保齡球活動。 
 

原因: 

因場地（南華體育會保齡球場）與高年級的上課時間表未能配合 
 

建議: 

1. 與校方商討有關場地租金及上課時間表作出配合； 

2. 與校外團體包括南華體育會及康樂及文化事務署體育推廣辦事處合作，尋找教授該項

運動最合適的教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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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館 

 

已達成之目標: 

1. 圖書館於本學年舉辦了不同的活動，以加深學生對本校歷史的認識。  

2. 圖書館亦舉辦了多個專題書展，以擴闊學生的閱讀視野。 

 

例證: 

1. 將學校的校刊製成電子檔案，存放在學生資源中心的電腦內讓學生瀏覽，總瀏覽人次

有二千九百多人次。 

2. 於零八年五月期間舉辦「維官歷史圖片展覽」，展出歷年有關學校消息的剪報及校刊

圖片，吸引了不少學生參觀。在收回的學生問卷中，有 90％以上學生覺得是次展覽

可以加深他們對學校歷史的認識。 

3. 在圖書館壁報板展出由香港教育城提供的閱讀資料，以擴闊學生的閱讀視野，提升了

對閱讀的興趣。 

4. 本學年圖書館舉辦了「地理及環保圖書」、「英文故事書」、「科學圖書」、「60

本好書」、「燈謎圖書」、「升學及就業圖書」、及「書畫文化藝術圖書」等專題圖

書展覽，吸引了不少學生參觀。 

 

建議: 

來年圖書館可以舉辦更多的活動，如參觀公共圖書館或邀請作家到校演講，以增加學生

的閱讀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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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已達成之目標: 

配合政府的扶貧政策，資助校內清貧學生參加學校舉辦的各項課後學習活動。 
 

例證: 

全學年共資助了 133 人次的學生參加各項學習活動。(資助金額$46,338.00) 
(詳見附表) 

 

尚未達成之目標: 

1.  未能資助所有符合資格的同學參加學校舉辦的各項課後學習活動。 
2.  部分申請資助的同學，因未能符合資助要求，未能獲得本計劃的資助。 
 

原因: 

1. 學生為怕被同學知道而未有主動申請； 
2. 負責計劃的老師手上未能有一份完整的接受綜援學生名單以作查証。 
3. 因酌情處理的金額不能超過總數的十分一，因此部分經濟有確切困難而只接受學

生資助辦事處半額津貼的學生未能獲得資助。 
 

建議: 

1. 加強宣傳，令學生得知申請的途徑。 
2. 簡化申請手續以減低同學的怕麻煩心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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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肇堅維多利亞官立中學 

2007-2008 年度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課後學習活動  學生申請紀錄表存檔 
 

負責老師：  潘燦光老師                            本學年批出款項：$41,400 

2007 年 9 月 1 日至 2008 年 3 月 31 日       (第一期批出款項：$15,000) 

編號 日期 活動 / 項目 資料 學生姓名/班別/學號 申請金額 餘數 

1 Sep-2007 中六領袖訓練營  
(13-09-2007 至 15-09-2007) 

中六級 
36 位學生 

$125 X 22 
$250 X 10 

$5,250 

 
$9750

2 Oct-2007 中一英文寫作增潤班 
中一普通話增潤班 

(Oct-2007 至 Dec-2007) 

中一級 
3 位同學 

$525 X 3 
$966 X 1 
$2,541 

 
$7,209

3 Oct-2007 樂器訓練班(第一期學費) 
(Oct-2007 至 Dec-2007) 

中一級 2 位同學

中三級 1 位同學

$750 x 3 
$2,250 

$4,959

4 Oct-2007 校際音樂節比賽報名費 
(Oct-2007) 

中三級 1 位同學 $100 x 1 
$100 

$4,859

5 Oct-2007 參觀孫中山博物館 
(22-10-2007) 

中二級 2 位同學 $15 X 2 
$30 

$4,829

6 Jan-2007 學校週年旅行/SA 活動費  
(20-12-2007) 

中一至中五級

共 13 位同學 
$75 X 4 
$45 X 3 
$50 x 6 
$735 

$4,094

7 Feb-2008 聯校創意旅遊企業訓練計劃－

證書訓練課程  
(11-01-2008) 

中四級 3 位同學 $83 X 2 
$166 x 1 

$332 

 
$3,762

8 Feb-2008 樂器訓練班(第二期學費) 
(Feb-2008 至 Apr-2008) 

中一級 1 位同學

中三級 1 位同學

$750 x 2 
$1,500 

$2,262

9 Feb-2008 2008年度Microsoft Office技能

訓練計劃 (Feb-2008) 
中三級 3 位同學

中六級 1 位同學

$500 X 4 
$2,000 

$262 

10 Mar-2008 2008 北京修學團－ 
航天科普修學團 

(20-03-2008 至 24-03-2008) 

中一級 4 位同學 $2,500 x 3 
$1,250 x 1 

$8,750 

-$8,488

備注： 1.  不足之數($8,488)，由上一學年之餘額$11,036 支付。 
  2. 仍有之餘額$2,548 在 2008 年 3 月 31 日後會全數報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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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年 4 月 1 日至 2008 年 8 月 31 日       (第二期批出款項：$26,400) 

編號 日期 活動 / 項目 資料 學生姓名/班別/學號 申請金額 餘數 

11 Apr-2008 屏山文物徑古蹟文化研習考察 
(07-03-2008) 

中六級 33 位 
同學 

$50 X22 
$100 x 11 

$2,700 

 
$23,700

12 May-2008 中一中二級拔尖保底課程 
(Mar-2008 至 May-2008) 

中一級 10 位 
同學 

中二級 4 位同學

$225 X 1 
$450 x 9 
$900 X 4 
$7,875 

 
$15,825

13 May-2008 中三級TSA英文課程 (Mar-2008 
至 May-2008) 

中三級 2 位同學 $750 x 1 
$375 x 1 
$1,125 

$14,700

14 May-2008 樂器訓練班(第三期學費) 
(May-2008 至 Aug-2008) 

中一級 1 位同學

中三級 1 位同學

$750 x 2 
$1,500 

$13,200

15 June-2008 樂器訓練班_中樂 (三期學費) 
(Sep-2007 至 Aug-2008) 

中三級 1 位同學 $2,250 $10950

16 Aug-2008 暑期英語增潤課程 
(11th Aug 2008 至 22nd Aug 2008)

中一級 1 位同學 $600  $10,350

17 Aug-2008 暑期中、英、數保底課程 
(11th Aug 2008 至 22nd Aug 2008)

中一至中三級

9 位同學 
$6,800  $3,550

 
備注：1. 全年共批出$46,338 的資助。 

2. 餘額$3,550 會撥歸下一學年 2009 年 3 月 31 日前動用。 
      3. 2008-2009 年度撥款為$44,000，會分兩期撥入學校戶口。(仍未知每期

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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