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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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充足資源以促進學與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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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管理委員會 

校友會 家長教師會 校長 

副校長 

教學事務 行政事務 學生事務 

課程發展委員會 各學科組 校內考試及校本評核

資優教育小組 

中國語文教育 校外考試 

全港性系統評估 

危機管理委員會 學校政策委員會 資源及財務管理 全人發展小組 

學校行政及管理系統

教職員發展委員會

學校自評小組 

入學組 

學校形象推廣小組

學校安全委員會 校務處 

資訊科技管理 

輔導組 

訓育組 

升學及就業輔導小組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環保及能源節約小組 

健康及性教育小組 

聯課活動小組 

學生會 

英國語文教育 

數學教育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科學教育 

社會服務團 

學業提升小組 

閱讀小組 

科技教育 

藝術教育 

體育 

通識教育 

商業活動監管委員會

學校圖書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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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肇堅維多利亞官立中學 

學校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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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 2013 年度關注事項 
 

甲. 從營造校園閱讀氛圍到提升學生思

維能力 
 

乙. 建構健康校園，開展美好人生 
   

由全體教師於二零一二年校務會議商討並議

訂及經由學校管理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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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從營造校園閱讀氛圍到提升學生思維能力 
已達成之目標: 
1. 全校學生均有積極參與各項提升閱讀興趣的閱讀活動，當中初中級的學生表現特別積極。 
2. 高中學生都能作多層面的閱讀，並能與其他同學作分享及討論。 
3. 透過晨讀分享及提交的閱讀報告，可看出學生在進行閱讀後能從多角度思考問題，並樂

於與同學討論及分享。 
 
例證: 
1. 中文及英文科分別推行網上閱讀計劃，鼓勵及培養同學每天持續閱讀的習慣，效果良

好，有八成以上的學生能完成指定數目的篇章。 
2. 除網上閱讀外，中、英文科亦有推行廣泛閱讀計劃及閱讀報告紀錄冊以鼓勵同學多閱

讀，當中學生必須完成閱讀指定數目的書籍並撰寫讀書報告。有八成以上的同學能完成

任務。 
3. 不同科組也積極推行各種閱讀活動，如中史科「人物傳記」閱讀活動、中文科「名著及改

編影視作品」對讀活動、經濟科及通識科也有要求學生做剪報及撰寫讀後感想及評論，以

發展及擴闊學生的思維層面，提升個人的高階思維；學生都能積極參與及從中得益。 
4. 每逢星期一、三、五的晨讀時間，學生都能專注閱讀每月指定的學習領域的書籍，符合

多範疇及多層面的閱讀目標。 
5. 閱讀小組積極推展家長、校友及老師一齊參與各項閱讀活動，計有：親子閱讀計劃、校

友好書介紹計劃、老師閱讀分享等，得到家長、校友及老師的支持，身體力行地勉勵同

學們多作閱讀，提升了校園的閱讀氛圍。 
6. 舉辦閱讀報告獎勵計劃，鼓勵學生在閱讀課外書後撰寫讀書報告，反思書中內容，從而提

昇學生的思維能力。共有 93位學生參與有關計劃，當中有 24 位同學的作品表現優異，得

到獎勵。 
7. 舉辦「三分鐘速讀比賽」及「閱讀大比拼」等關於閱讀的活動，學生都能投入比賽，透過

比賽時指定的閱讀篇章，擴濶同學們的閱讀層面及範疇。 
8. 根據圖書館借書紀錄顯示，本年度借閱課外書的數目由上學年的 10,988 本次增加至

11,328 本次，增加了 3%。 
9. 閱讀小組及圖書館舉辦了兩次大型書展及出版了兩次關於閱讀的刊物《閱讀多樂趣》，以

提升校園閱讀氣氛及指導同學如何善用各項閱讀策略以提升閱讀樂趣。 
10. 組織學生參加校外各機構主辦的閱讀活動，例如全校學生參加教協主辦的好書推介及好

書龍虎榜選舉等活動。 
11. 全年共三次邀請作家到校舉行作家講座，讓學生了解作家寫作背後的種種，提升學生閱讀

的興趣。 
 

 

關注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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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達成之目標: 
仍有部分學生未能積極參與及投入各項閱讀活動中。 
 
原因: 
部份學生自信心不足，對自己要求不高，以至參加各項閱讀活動時未夠投入。 
 
建議: 
1. 繼續推行不同類型的閱讀計劃，鼓勵學生多參加各項閱讀活動。 
2. 增設一個全校閱讀獎勵計劃，獎勵學生主動參與各項閱讀活動。 
3. 增聘工作人員，如教學助理及文員，協助推行各項計劃，開展及推動各項閱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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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建構健康校園，開展美好人生   
已達成之目標: 
1. 學生肯定自我，訂立正確的價值觀，成為有責任感的學生。 
2. 學生有良好的社交技巧及和諧的人際關係。 
3. 學生推己及人，建立校園關愛文化。 
4. 學生持守健康的生活態度。 
 
例證: 
1. 學生肯定自我，訂立正確的價值觀，成為有責任感的學生: 

透過「躍進計劃」，學生訂立全年計劃及個人檔案，紀錄個人在學業上及非學業上的成就。

根據班主任填寫的「學生全人發展整體表現報告」，大部份班級在「德、智、體、群、美、

自我管理」各方面俱獲良好或以上的評分。「彩虹計劃」中，全年超過 200 名學生獲獎，反

映學生的自我導向學習日趨成熟。推行「太陽計劃」、「自省計劃」、「超越自我，快樂人生

計劃」和「閃亮計劃」，鼓勵學生培養守規自律的精神，亦讓那些因多次輕微違規而被記缺

點的學生，反省己過，努力作出改善，肯定自我，訂立正確的價值觀。在「中一迎新日營」、

「目標訂立工作坊」、「踏步大未來」及「生涯規劃工作坊」等活動中，同學學習到如何進

行生涯規劃，為人生作更好的準備。 
此外，為培養學生的責任感，高年級的同學參加了一系列領袖訓練的活動，包括「2013 明

日領袖選舉」、「領袖生工作坊」、領袖訓練講座；而低年級的同學，分別參加了「種籽行動–
軍訓歴奇訓練」、「多元智能挑戰營」、「成長訓練營」和「奇幻歴奇新體驗」活動，他們的

自律能力、自信心及抗逆力和處事的責任感均有所提升。問卷調查顯示 80%以上學生認為

活動加強了他們的責任感和對自我的認識。在九月期間亦有 4 位學生獲頒發「2013 年香港

島傑出學生」獎及「2012 灣仔區傑出青年」獎，表揚他們的領袖才能及對社會有貢獻。 
 
2. 學生有良好的社交技巧及和諧的人際關係: 

學生透過參與「社交技巧」講座、「社交訓練工作坊」、「網絡欺凌、網絡沉溺」講座、「細

說戀前」講座、「旅行日」和「和諧校園」講座等活動，明白到和別人融洽相處的重要性，

並學到與人溝通之技巧和方法。 
 
3. 學生推己及人，建立校園關愛文化: 

透過融合教育，讓學生有機會學習共融。校內，學生積極推行「守護天使」校園朋輩輔導

計劃、功課輔導計劃，讓高年級學生協助低年級的學生溫習、完成功課和適應校園生活。

校外，學生亦積極投入多項義務工作／活動，例如: 義務工作培訓、全城愛心盆菜宴、公

益金步行籌款、CYC 灣仔區服務計劃、賣旗活動、「社區 TEEN 使義工訓練計劃」等活動，

學習推己及人，關愛他人。 
 

關注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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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生持守健康的生活態度: 
為宣揚「禁毒」信息及建立健康的生活，學生積極參與「健康 SUN 動力」的活動，包括「健

康加油站」、「健康達人」健康生活講座、「至 SMART 多面睇」、「寧缺勿濫」性教育工作坊、

「健康生活，遠離毒品」班際壁報比賽、健康校園–領袖生訓練營、「初中護苗教育」講座、

健康校園展覽及反吸煙–展板及問答比賽等。透過參與多元化活動，學生已漸漸培養健康的

生活態度。 
 
尚未達成之目標: 
1. 部份學生較被動，對自己要求不高，未能發揮個人潛能。 
2. 部份學生自我概念較強，未能做到推己及人和關愛他人。 
 
原因: 
1. 部份學生家庭環境較複雜，家長工作忙碌和對子女過分保護，致未能有效教導其子女，使

學生對自己要求不高，未能發揮個人潛能。 
2. 部份學生仍在經歷青少年階段的轉變，較自我中心，不斷摸索及認識自我身份。 
 
建議: 
1. 加強學生自我認識，發揮他們的潛能，並鼓勵他們多讀歷史人物的傳記，作多方向思考及

評價，以提升多角度思維能力。 
2. 加強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掌握社交技巧，豐富學習經歴，從而建立健康的生活態度。 
 
 

關注事項 



 

關注事項              (2012-2013) 
 

   P. 10

 

學科評估 
中國語文及普通話 11 
英國語文 12-14 
數學 15-16 
通識教育 17 
生命教育 18 
中國歷史 19 
地理 20 
經濟 21 
生物 22 
化學 23 
組合科學 24 
科學 25 
物理 26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論 27 
普通電腦/資訊及通訊科技 28 
設計與科技 29 
科技與生活 30 
視覺藝術 31 
音樂 32 
體育 33 
圖書館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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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中國語文及普通話 

 
已達成之目標: 
1.  營造校園閱讀氛圍。 
2.  鼓勵學生多閱讀以健康心靈為主題的書籍。 
3.  增加學生以普通話溝通的機會。 
 
例證: 
1. 推行中文閱讀計劃，提昇學生閱讀的興趣。 

 i.  任教中一至中三級的老師於課堂時間帶領學生往圖書館借閱課外書(平均每兩個

月一次)，並指導學生借閱以「健康心靈」為主題的書籍。 
 ii. 圖書館借書人數較去年增加。  
 iii. 中文閱讀計劃獲獎人數較去年增加。 
 iv. 鼓勵學生參加家長教師會舉辦的「親子閱讀計劃」、閱讀小組舉辦的「閱書報告

比賽」及「四格漫畫比賽」。 
 v. 初中中文網上閱讀計劃中，有八成初中學生完成網上閱讀指定篇章的數目。 

 
2. 鼓勵學生多閱讀以健康心靈為主題的書籍及參加相關的活動。 

 i. 配合晨讀主題「健康心靈」，中文科已於去年下學期選購相關的書籍，供學生借

閱。 
 ii. 本科安排中一級學生於試後活動期間觀看電影<再見可魯>，並於暑假期間閱讀文

本，完成觀影報告。 
 
3. 普通話科積極創設語境，鼓勵學生多說普通話。除了安排普通話天氣報告（上學期）

及普通話早會(短講）外，更安排學生參加香港電台主辦<普通話新人類選拔賽>，提升

學生學習普通話的興趣。 
 
尚未達成之目標: 
閱讀摘星人數較去年少，未能符合成功準則。 
 
建議: 
1. 加強獎勵，通過閱讀，提升學生的思維能力。 
2. 繼續鼓勵學生多閱讀不同主題的書籍，建構健康校園，建立正確的人生觀。 
3. 培養學生以普通話為溝通的習慣漸見成效，明年宜繼續加強學生在日常生活運用普通

話溝通的能力。 
 

校本學科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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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Department:  English Language 
 
Goals attained: 
1. A reading culture was promoted. 
2. A rich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was created 
3. Drama in Education was implemented from Secondary One to Three. 
4. A healthy life style and positive values were promoted through English activities and assignments. 
 
Evidence: 
1. In line with the school major concern about developing reading culture within school, a reading 

corner was set up during lunch time and students showed their interest to read in a casual setting 
with candies and drinks served.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joining the reading activity increased 
gradually till the end of the year.  The Reading for Fun Journal, R.E.D. Programme, the 
Reading Award Scheme and Reading Corner were successfully launched in the junior forms. The 
total number of books read by S.1 to S.3 this year was 7,774 while the number of Reading 
Awards was 260.  It was a big jump from 4,354 to 7,774 in the no. of books read and the 
reading awards from 173 to 260. 
  

2. Under the English Enhancement Scheme, a part-time GELT was recruited to enrich the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According to the Life Wide Learning Activity Record 2012-2013, there 
was approximately a 10%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English activities organized for students 
when compared to that of the previous academic year. The wide range of activities included 
English Corner activities for S.1 everyday, English Reading Corner every Friday, English 
performances in the Morning Assemblies, a Book Exhibition, Writing Competition, and monthly 
theme-based activities for all levels, e.g. Halloween Fun Day,  Healthy School life, Valentine’s 
Day Song Dedication, a cross-curricular Inter-class English Quiz and an Inter-house Singing 
Contest. Students’ response to these activities was favourable.  For example, over forty English 
Ambassadors of both junior and senior forms volunteered to participate on the Open Day and 
they were trained to hold the games and serve the Primary Six visitors. The theme of “Charles 
Dickens Anniversary” about his life was introduced through story-telling, display-board and 
games stalls. All participants enjoyed the activities.  

 
3. Drama in Education Curriculum was continued from S.1 to S.3 to prepare the junior form 

students for the NSS curriculum. Language Arts activities, for example, poems and songs, were 
integrated into the curriculum. To promote reading, more reading aloud activities were also 
introduced. Classic fictions, like “Three Little Pigs”, “Anne of Green Gables” and “The Diary of 
Anne Frank” were included in the curriculum. In general, students showed enthusiasm in the 
final drama project and the productions were of good quality. According to students’ reflection 
and self evaluation, the majority enjoyed drama lessons, learned teamwork and became more 
confident in speaking English.  Drama teachers observed that Drama in Education enriched 
students’ experiences in using English and enhanced their speaking and generic skills.   

Subject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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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English through drama was also evident in students’ outstanding 

results in the 64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A new team of a mix of 1A and 2A 
students was formed to join the S1- S2 Choral Speaking. The result of the debut was encouraging 
with 85 marks. Another 60 students (Solo-verse Speaking and Dramatic Duologue) and 4 teams 
(Dramatic Scene) also participated in the Speech Festival in 2012. A total of 14 prizes were 
captured: First Place: 5, Second Place: 5, Third Place: 4. The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the 
entries of Dramatic Duologue and Dramatic Scene of the 64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was strong evidence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Drama in Education. Students’ passion in 
taking part in the dramatic duologue and dramatic scene categories reflected their keen interest in 
drama and the succes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rama in Education Curriculum. 

 
5. A series of new EES special programmes were launched with huge success.  Students learned 

English through Language Arts programmes such as Story-telling activities on ‘Narnia’, Reading 
Theatre based on fables, the 64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Winners’ Performance and 
Appreciation of School Anniversary English Musical “A tribute to Great Teachers- Helen Keller”.  
It was evident that our performers were able to communicate in English effectively and 
confidently.  The number of students attended the musical performance was more than 200 and 
they showed their appreciation and gave positive responses to the production. In addition, a 
group of S.1 and S.4 English Ambassadors were trained to play the roles of narrators and key 
characters in the Reading Theatre and the Story-telling activities. They were exposed to rich 
English learning experiences outside the classroom.  

 
6. Positive values and the message of a healthy life style were inculcated in English lessons. 

Students were assigned to write journals on ‘Healthy Life Style’ and ‘Stay Happy. Stay 
Optimistic’ etc.  In senior forms, apart from exploring youth problems through reading and 
multi-media teaching materials, English teachers disseminated anti-smoking and anti-drug 
messages through class activities.  During the English Week, the theme “Healthy Food” was 
included in the games stalls. A session about “Adopting a Healthy Lifestyle” was carried out for 
S1 students. Moreover, core values like loving and caring for others were instilled through 
teaching class readers and drama activities of the junior forms.  Students’ work and teaching 
materials were uploaded to the subject drive for future reference. 

 
Goals not attained: 
The culture of developing the reading habit was not yet fully developed.   

 
Reasons: 
Some of the weaker students lacked motivation to read and could not manage to write book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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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ations: 
1. To continue the hiring of a part-time GELT to provide more cross-curricular English activities. 
2. To continue Drama in Education in the junior forms to prepare students for the NSS Electives. 
3. To organize more reading activities like book sharing by teachers and English ambassadors.  
4. To fine-tune the Reading for Fun journal to cater for the needs of student diversity e.g. give more 

guiding questions for weaker students to write book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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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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及校外活動和比賽。 
2. 加強推動學生閱讀與數學有關的書藉及網頁。 
3. 幫助能力稍遜的學生提升數學能力以達基本水平。 
4. 加強中六同學參加香港中學文憑試的預備工作。 
5. 鼓勵同學積極學習，主動求取知識，建構健康積極的人生觀。 
 
例證: 
1.  (a) 三位中四同學參加第二十屆培正數學邀請賽﹔ 
 (b) 三位中三同學參加第十五屆香港青少年數學精英選拔賽﹔ 
 (c)  三位中一同學參加二零一三港澳數學奧林匹克公開賽「港澳盃 HKMO Open」 暨亞 
        洲國際數學奧林匹克公開賽 (AIMO Open) (香港賽區)﹔一位中一同學獲得銀獎、兩 
       6位中一同學獲得銅獎﹔  
 (d) 三位中三同學參加香港初中數學奧林匹克全國青少年數學論壇選拔賽(2012–2013)數

 學解題技能展示比賽﹔ 
 (e) 一位中五同學參加恆隆數學獎比賽，其論文進入第一評審階段，由海外教授擔任評

 審﹔ 
 (f) 在二零一三亞洲國際數學奧林匹克公開賽晉級賽中，三位中一同學獲得銅獎﹔ 
 (g) 全校中一至中三級同學參加「S-Math 數學全面提升計劃」網上數學進展性評估活動；

 有兩位獲得「成績傑出獎」，五位獲得「優異獎」。 
 
2.   學校為參加校外數學比賽的同學提供試題及題解，讓同學增加課外的數學知識，亦藉此

培養同學的閱讀習慣及增加對數學的知識。 
 
3.   科主科於早會向全校同學介紹滲透在生活中的數學。並藉此介紹教育局數學組編輯的閱

讀系列「數學百子櫃」，鼓勵同學閱讀。 
 
4. 本年度第二屆香港中學文憑試數學科成績理想，必修部分考獲二級或以上的比率為 

76.1%；延伸部分(單元一)考獲五級或以上的比率為 100%﹔延伸部分(單元二)考獲二級或

以上的比率為 68.4%﹔延伸部分(單元二)考獲四級或以上的比率為 26.3%。 
 
5. 在下學期，學校為中五數學延伸部分(單元一)及中六數學延伸部分(單元二)兩組的同學安

排數學增潤班，為成績優良的同學進行加強培訓。 
 

校本學科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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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下學期，學校為中一英文數學班及中一至中三中文數學班同學安排數學輔導班，為成績

一般的同學進行補課，提升同學的水平，出席率達八成或以上。 
 
7. 在十二月至四月期間，中六級負責老師為中六班同學安排一系列的課後輔導班，針對同學

在解答公開試題目上的困惑及與同學分析公開試試題之趨勢。 
 
8. 在暑假期間，本校與香港科技大學數學系學生會合辦「提升數學」暑期班，為中一至中三

級英文數學班的同學進行加強培訓。 
 
9. 本科老師透過早會演說，鼓勵同學在本科盡力完成課業，並主動自學，求取知識爭取優異

成績，培養同學健康積極的人生觀。  
 
尚未達成之目標: 
培養同學閱讀與數學有關的書本的習慣。 
 
原因: 
數學科在推行閱讀計劃時，發現不少合適的閱讀材料均是簡體字版本。 
 
建議: 
數學科組在繁體字版本的數學科讀物選取材料予學生閱讀。 

校本學科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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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通識教育 

 
已達成之目標: 
1. 已更新各級教學單元的教學材料，提升同學對當代議題的觸覺及興趣，並同時協助學生建

立正面的人生觀及面對逆境、抗拒誘惑時應有的正確態度。 

2. 使用訂閱的通識報，提升學生對時事議題的了解及分析能力。 

 
例證: 
1. 大部份學生在課堂討論，例如:青少年濫藥問題、隱蔽青年、援交少女現象等時事議題中，

均表現出他們對當代議題的觸覺及興趣有所提升，並同時從課業及考評中，均能反映他們

正面的人生觀及面對逆境、抗拒誘惑時能以正向的態度作回應。大部份學生每月完成一至

二次剪報練習，及全年參與二次論壇活動，在課堂討論中能充份運用多角度思考及分析能

力。 
2. 大部份學生均於每周的通識閱讀時段認真閱讀通識報，並於課堂討論、剪報練習及論壇中

表現出對時事議題的了解及基礎分析能力。 

 
尚未達成之目標: 
學生未能靈活運用通識報的時事議題資料，建構知識框架。 

 
原因: 
通識科教學內容廣泛，而獨立專題探究活動亦佔用頗多時間，致未能運用更多課時教導學生靈

活運用通識報的時事議題資料建構知識框架的技巧。 

 
建議: 
透過使用通識報作素材，設計探討跨單元時事議題及時事新聞導論: 

1. 提升學生分析跨單元議題的能力，把相關的基礎概念融匯貫通。 

2. 協助學生進行策略閱讀，掌握如何從閱讀之中有效地提取、理解和運用知識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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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生命教育 

 
已達成之目標: 
1. 已重組初中課程結構，令學生對青少年成長及人際關係的發展有基本的認知，並建立健康、

正面的價值觀。 

2. 每周閱讀通識報，加強學生從不同多角度了解熱門時事議題。 

 
例證: 
1. 大部份學生在課堂討論、課業及考評中，表現出對青少年成長及人際關係的發展已有基本

的認知，並能建立健康、正面的價值觀。 

2. 透過每月完成1-2次剪報練習及每周閱讀通識報，大部份學生在課業中表現出能夠從不同角

度了解熱門時事議題及表達自己看法的能力。 

 
尚未達成之目標: 
沒有 

 
建議: 
1. 進一步優化中一個人成長單元的教學內容，讓學生更深入認識自尊與自信對個人成長的重

要，能夠從不同角度認識自我，確立自我身份，學會如何建立自信，了解自己的長處和缺

點，亦能對管理個人情緒的方法有所掌握。 

2. 透過時事新聞導讀及分析，加強學生對社會時事的觸覺及從宏觀的角度了解身邊的人和

事，栽培學生成為高質素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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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中國歷史 

 
已達成之目標: 
1. 透過專題研習及簡報，學生在閱讀人物傳記及作實地史跡考察後，能作多角度思考及培養

了對歷史人物的評價能力。 
2. 透過閱讀人物傳記或文章，學生能認識及探索歷史人物如何為自己的人生籌謀及建立個人

抱負，加深同學對「開展美好人生」主題的了解。 
  
例證: 
1. 高中課程著重學生對史事的分析及評價，在日常課業中能顯示同學在分析史事的學習成

果；老師亦在課堂上安排了小組討論、辯論比賽等活動以培養同學們評價史事的能力。 
2. 在學術周期間，舉辦歷史文化論壇，八成以上修讀高中中史課程的同學均有出席及積極參

與討論。 
3. 同學在閱讀人物傳記及作實地史跡考察後，都能從不同角度提問及發表有關意見，顯示同

學具備多角度思考及對歷史人物作出評價的能力。 
4. 從學生交上的專題報告中，可看出同學對歷史人物如何為自己的人生籌謀及建立個人抱負

已有一定的認識及見解，為同學「開展美好人生」建立基礎。 
 
尚未達成之目標: 
沒有 
 
建議: 
鼓勵同學繼續多讀歷史人物的傳記，並作多方向思考及評價，以提升其多角度思維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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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地理 

 
已達成之目標: 
1. 透過生活化的學習活動，例如：進行户外考察，搜集相關日常生活或時事個案，並與圖書

館及閱讀小組合作推行地理科圖書推廣及地理環保閱讀主題月，鼓勵學生閱讀課外讀物，

從而加深對地理概念的認識，提升學習動機。 

2. 進行課程剪裁及規劃，讓能力稍遜的學生先鞏固基礎概念和核心內容，以增強學習的信心；

而能力較強的學生，除學習基礎概念和核心內容，可再透過延展部分提升思維能力。配合

學生的能力，提升學習信心及成功感，建立正面、積極的人生態度。 

 
例證: 
1. 中一至中三學生已透過閱讀課外讀物完成地理個案分析報告，學生在報告中能運用相關地

理概念進行分析，表現理想。 

2. 中四至中五學生已完成户外考察，學生在考察中能運用相關地理概念進行分析，表現理想。 

3. 中一至中三課程老師嘗試剪裁及規劃課程中涉及的地理基礎概念、核心內容及延展部分，

按各班學生的學習差異進行教導。學生在校內評核中，能運用地理概念分析現象或解決問

題，成績漸見進步，並有助他們建立正面、積極的人生態度。 

 
尚未達成之目標: 
沒有 

 
建議: 
1. 鼓勵學生閱讀與本科相關的文章、新聞或書藉，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力。 

2. 運用地理訊息系統(例如:Google Earth/Google Map) 輔助教與學，並嘗試進行空間分析，

提升學生解難的生活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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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經濟 

 
已達成之目標: 
1. 提升學生對本學科的興趣。 
2. 學生對關於有關經濟的時事認知有所增加。 
 
例證: 
1. 中四及中五學生能按時完成時事評論，增加對有關經濟新聞的了解。 
2. 中四及中五學生能積極完成專題習作。 
3. 學生能將知識聯繫到日常生活實況。 
 
未達成之目標:  
不熟悉考評局在本科關於校本評核的運作。 
 

原因: 
考評局將經濟科的校本評核延遲至 2019 年推行。配合當局的決策，本科暫且不推行校本評核。 

 
建議: 
跟從考評局往後有關校本評核安排的指示進行評核。 
 
 
 

校本學科檢討 



 

關注事項              (2012-2013) 
 

   P. 22

 

科目：生物 

 
已達成之目標: 
1. 推行「探究式」實驗活動，加強學生尋根究底的精神，為新高中課程作好準備。 
2. 培養學生關注生物學在社會、科技及環境保護的角色。 
3. 鼓勵學生多閱讀有關『健康生活』的報刊資料，從而培養健康的生活模式。 
 
例證: 
1. 中五級學生參加野外考察活動，於四月二十七日及五月十一日到石澳石灘考察；藉著海

岸考察活動加強學生對生態的認識，培養學生關注生物學在社會、科技及環境保護的角

色，和擴闊視野。 
2. 中三至中五學生在課堂前作預習、剪報及上課時做工作紙，成績理想，平均達到良好等

級，反映本科多元化閱讀計劃有成效，能提升學習效能。 
3. 中四和中五的下學期考試的合格率分別為 83.7%和 88.6%，由此可見中四及中五學生的學

業成績理想。 
4. 在二零一二年十月至二零一三年三月期間，中五及中六的學生在放學後舉行一連串的増

潤班，出席率高於九成，他們的課堂表現良好，反應積極，提升了學業成績。 
5. 中六級模擬考試的合格率達至 80%。今年香港中學文憑試合格率是 91.2%；考獲 5*級或

以上有 2.9%；考獲 5 等或以上有 5.9%。 
 
尚未達成之目標: 
沒有 
 
建議: 
開設增潤班，輔導能力較弱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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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化學 

 
已達成之目標: 
1.   推行多元化的教學活動，當中包括專題研習、校本評核、參加有關化學科的講座及工作坊，

閱讀富趣味性的與化學科有關的文章等。 
2. 安排延續課堂學習的機會。 
 
例證: 
1.  已籌辦各種教學活動，如中四級的專題研習和中五級的校本評核，以及與科學有關的其他

學習經歷，例如參加香港學生科學比賽、出席香港中文大學現代化學講座和出席化學工作

坊。大部份學生都樂於參與學習活動。 
2.  已鼓勵同學閱讀與化學科有關的文章，營造校園閱讀氛圍。學生完成閱讀工作紙的質素良

好。 
3.  已安排課後的導修課堂給中六級學生以提升教學效能。導修課堂共二十堂，學生出席率達

90%。  
 
尚未達成之目標: 
學生在化學科考試的成績未能提升。 
學生在校外考試的成績合格率未能達到全港日校考生合格率的水平。 
2013 年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 

 
 
 

 
原因: 
部份學生欠缺學習動機，老師已盡力協助及鼓勵，但仍未能把所有學生的成績提升。 
 
建議: 
安排延續課堂學習的機會(公開考試班同學)，使學生鞏固化學知識，從而提升學生在化學科考試

的成績。 
 
 

本校考生人數: 50 合格百分率 
本校學生 78.0 
全港日校考生 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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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組合科學(生物、化學) 

 
已達成之目標: 
1.   推行實驗，培養學生掌握學科技能。 
2. 安排延續課堂學習的機會。 
 
例證: 
1.  已鼓勵同學閱讀實驗報告範例及有關化學及生物科的文章，營造校園閱讀氛圍。並訓練學

生掌握進行實驗和撰寫詳細實驗報告的技巧。老師亦已統計進行實驗的評分和實驗報告的

成績。同學在進行實驗和撰寫詳細實驗報告中有良好表現。  
2.  已安排課後導修課堂給中六級同學(共十四堂)以提升教學效能。同學出席率達八成。 
 
尚未達成之目標: 
學生在組合科學科考試的成績未能提升。 
學生在校外考試的成績合格率未能達到全港日校考生合格率的水平。 
2013 年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 

本校考生人數: 14 合格百分率 
本校學生 50.0 
全港日校考生 77.8 

 

原因: 
部份學生欠缺學習動機，老師已盡力協助及鼓勵，但仍未能把所有學生的成績提升。 
 
建議: 
安排延續課堂學習的機會(公開考試班同學)，鼓勵學生多閱讀及操練公開考試題目， 
使學生掌握公開考試要求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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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科學 

 
已達成之目標:  
1. 讓學生透過「檢視實驗步驟和進行實驗」活動，提升探究和解難的能力。 
2. 讓學生透過「專題研習」活動，提升中一及中二級學生學習科學的能力; 當中S.1A和S.2A 班

學生更籍有關活動增強以英文學習科學的信心。S.1A及S.2A 班的「專題研習」活動配合

REES (Refined English Enhancement Scheme - 優化提升英語水平計劃)而訂立 (1) 學科內

容學習目標和 (2) 語文學習目標。 
3. 讓學生培養閱讀習慣，與此同時鼓勵學生建立愛護大自然的價值觀。 

 
例證: 
1. 超過八成學生在實驗活動中表現合格。在老師評估的「學生單人進行實驗」活動中，超過

九成學生能順利完成實驗；接近百分之一百的學生在探究和解難能力有所提升。 
2. 下學期推行的「專題研習/實驗評估」活動，所有S.1A和S.2A班學生皆有參與並以英文為學

習語言。總結成果，S.1A和S.2A班學生以英文為科學科的學習語言的自信和能力都得到了

提升。 
3. 使用科學文章，內容包括欣賞和愛護大自然，既提升學生的閱讀能力，同時亦鼓勵學生建

立健康的價值觀，超過八成學生皆用心參與。 
 
尚未完全達成之目標:  
讓學生透過「課堂前作預習、上課時抄筆記或做工作紙」等學習活動，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原因: 
在中一、二級當中，部分學生較難掌握預習、抄筆記等學習活動，亦不能持之以恆。 
 
建議: 
重新調整「課前預習、上課抄筆記及課後工作紙」等學習活動的要求和進度，以切合學生的實

際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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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物理 

 
已達成之目標: 
1. 調節新高中課程的進度及加入新的教學策略，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2. 配合語文微調政策，為中三級課程編制以英語授課的教材及配套。 
3.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提升學校的閱讀氛圍及建立一個健康生活模式。 
 
例證: 
1. 修定中六級選修單元及教學進度。老師回應教學進度較前一年流暢。同學亦反應良好。 
2. 中三級以英語授課的教材及配套已完成。S.3A 班全年以英語授課。同學表現正面。 
3. 中五級完成以「運動視像分析」的教學計劃，學生表現理想。 
4. 配合全校晨讀主題完成閱讀周。 
5. 在課室內提供科學文章供學生閱讀，學生表現正面。 
6. 在課節內教導學生節約使用能源的良好生活態度，學生用心聆聽。 
 
尚未達成之目標: 
沒有 
 
建議: 
1. 加入新的教學策略以照顧學習差異。 
2. 優化中三級課程以英語授課的教材及配套。 
3. 嘗試其他策略提升閱讀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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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企業、會計與財務概論 

 
已達成之目標: 
1. 熟悉科本的校本評核的運作。 
2. 通過鼓勵閱讀有關本科的書籍，培養學生閱讀習慣。 
3. 借助課文內容給學生傳遞正確價值觀。 
 
例證: 
1. 給予學生一些類似科本評核的習作。 
2. 利用閱讀課外文章、工作紙、筆記及課文，加強學生主動學習，積極參與的精神。 
3. 籍著介紹企業及會計人員的道德標準，傳遞給學生正確價值觀，希望他們能開展健康美好

人生。 
 
尚未達成之目標: 
部份學生上課欠主動性。 
 
原因: 
由於本科的教學內容太多，令少部分學生無法應付。 
 
 
建議: 
老師安排更多資源，適當選取及安排教學內容，以提升學生對本科的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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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普通電腦/資訊及通訊科技 

 
已達成之目標: 
1. 中一至中三級學生能按要求閱讀課外電腦書籍。 
2. 加強教授正確使用電腦的健康知識。 
 
例證: 
1. 七成或以上學生能完成閱讀三本課外電腦書籍。 
2. 九成或以上學生能完成相關的專題研習。 
3. 中一級教授怎樣正確使用電腦，做個守法的互聯網使用者。另外中三級中加入加強教授正

確使用電腦的健康知識課題。學校整個學年中沒有發生任何不當使用電腦個案。 
 
尚未達成之目標: 
沒有 
 
建議: 
對中五級的同學進行定期評估及加強課堂練習。 
 

校本學科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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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設計與科技 

 
已達成之目標: 
1. 提升學生認知創新設計的能力及培養學生閱讀設計書籍的興趣。 
2. 提高學生對學習科技的興趣。 
 
例證: 
1. 學生持續地閱讀有關創新科技及設計的文章、撰寫讀後感及分析硏究，提高學生對新科技

的興趣，部份學生在課堂後積極討論有關課題。 
2. 修訂中二及中三級筆記及工作紙，精簡部份內容，能更配合學生設計習作的需要，並加強

徒手繪圖訓練，效果非常顯著;在中二級製作大量視像教材，示範習作的製作過程，效果

非常良好，學生的理解和習作水平得以大大提高，同時亦有效縮小各班的學習差異。 
3. 修讀本科的高中學生大部份對設計及工程都有相當大的興趣，老師在教學之餘，不時提供 
    相關的升學資訊，讓學生及早制訂個人目標及正確價值觀，從而邁向健康人生。 
 
尚未達成之目標: 
1. 從初中及中四級挑選具有潛質的學生，邀請加入學會進行重點培訓。 
2. 提升學生對解決科技問題的思考能力。 
 
原因: 
1. 本學年人手調動較為頻繁，有經驗的代課老師和工場技工相繼離職，令部份工作難以持

續。 
2. 部份高中學生學習動機稍遜，未能主動地思考和解決複雜的設計問題。 
 
建議: 
1. 待人手穩定後，配合學會活動，加強重點培訓工作，致力提升學生的成績。 
2. 對學習動機稍遜的學生多進行個別輔導，包括升學及製定個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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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科技與生活 

 
已達成之目標: 
1. 培養學生良好的飲食習慣，讓學生建立健康生活態度，推廣健康人生。 
2. 運用多元化的學習策略，以培養學生閱讀及積極學習的氣氛。 
 
例證: 
1. 本年度中一及中二級的整體合格率約為 93%，成績令人滿意。 
2. 加入「食物標籤」的專題，讓學生從日常生活中培養健康人生價值。 
3. 與「環保及節能組」合辨「環保清潔劑」製作，將水果皮等廚餘回收並製作為有機清潔劑

供課堂使用，讓學生身體力行，培養健康人生觀。 
4. 學生需先閱讀不同主題的課外書籍，方可完成以健康飲食為課題的烹飪實習測驗。學生獲

取 96% 合格成績，反映學生積極閱讀。 
 
 
尚未達成之目標: 
沒有 
 
建議: 
1. 鼓勵學生課堂前備課，多看圖書，讓學生從不同方向學習，引起學習動機，配合學生的

發展進度。 
2. 剪裁課程，以照顧學生的個別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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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視覺藝術 

 
已達成之目標: 
1. 教導學生持續搜集資料，豐富創作內容，從而培養學生閱讀、評賞及追求美的能力，豐富

學生的人生價值。 
2. 指導學生觀察及欣賞不同的藝術作品，並與個人的創作經驗聯繫起來。 
 
例證: 
1. 擴闊課程涵蓋面和創作的空間，將藝術知識、美術史和創作的表現媒介融合在教學計劃

中，連繫學生的學習和創作；學生透過搜集資料及欣賞視覺藝術作品，開闊了視野，亦豐

富了創作的層面及內容。 
2. 學生能透過不同途徑及形式搜集創作資料，並配合相關的理論及知識，在創作時予以實

踐，尤以高中選修視覺藝術的學生作品集的效果最明顯。 
3. 安排學生參觀校外的不同展覽，學生表現投入。 
4. 今年分別參與有關設計思維的工作坊；十四位學生有機會參加本校籌辦的澳門藝術之旅，

三日兩夜的旅程讓學生擴闊了對視覺藝術的接觸，從而提升了學生的藝術美感及審美能

力，並與個人的創作經驗聯繫起來，學生的解難和學會學習能力亦大有提升。 
5. 安排學生搜集及閱讀資料，從而豐富學生的藝術學識及認知，與此同時鼓勵學生培養閱讀

的習慣。 
 

尚未達成之目標: 
學生透過專題研習進行視覺藝術創作，從而提高研習視覺藝術的興趣。 
 
原因: 
1. 由於本校不少科目均有安排學生要完成專題研習，為免學生功課量過多，因此本科協調了

並只安排指示個別的級別要做專題研習，而不作每個年級均有專題研習的安排。 
2. 學生能投放在視覺藝術科的時間較少，學生普遍主動投入不足，以致參與研習未能深化。 
3. 雖然本科已安排多個不同的計劃、工作坊、展覽等活動，但由於時間及資源的限制，未能

安排各年級均能參與所有專題活動。 
 
建議: 
1. 在安排各級的專題研習時，跟其他科進行協調工作，確保學生能有空間及有質量地完成研

習工作。 
2. 爭取不同級別均能有參與比賽及活動的機會，其中包括創作活動、參觀展覽、參加校外的

協作機構所舉辦的創作活動。 
3. 鼓勵及安排學生多進行資料搜集，透過視藝日記達到開闊視野的目的。 

校本學科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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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音樂 

 
已達成之目標: 
1. 成功延展以「英語教授音樂」至中三甲班。 
2. 與 REES 合作，共同設計及製作中一至中三以英語教授音樂的教材。 
3. 配合學校的關注事項「健康校園」，以音樂及舞蹈提升師生的心靈健康。 
4. 鼓勵學生閱讀音樂名人傳記，藉此鼓勵學生追求卓越，懂得欣賞他人。 
 
例證: 
1. 中三級各班上學期持續評核成績(合格率)如下： 

 3A 3B 3C 3D 
上學期 94% 100% 77% 36% 
下學期 97.% 100% 66% 40% 

與以往以中文教學的情況相類，中三甲班的成績能夠保持水準，由此可見中三甲班能掌 
握運用英語學習，並明白教學內容。 

2. 與 REES 合作，完成以英語教授音樂的教材。 
3. 第二次學生發展日舉行了「全校舞動日」，邀請了狄易達軍團跳舞學校到本校示範各種舞

蹈，並教授一些舞步，讓全校師生一起舞動，體驗跳舞的喜悅，並由此帶出舞蹈運動對健

康的益處。 
4. 於試後活動期間舉辦了兩項音樂活動: 

(a) “Yes! 2013 School Tour”，透過音樂帶出「快樂人生」的正面訊息； 
(b) 「高中班際合唱比賽」，中四及中五各班唱出以「健康校園」為主題的勵志歌曲，透

過歌唱帶出樂觀正面的價值觀。 
5. 藉介紹音樂家的生平事跡、成功之路，鼓勵學生閱讀有關資料，培養學生欣賞成功人物。 
 
尚未達成之目標:  
沒有 
 
建議: 
沒有 
 

校本學科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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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體育 

 
已達成之目標: 
1. 增強學生的體適能，使學生有強健的體魄，培養健康的生活模式。 
2. 引入五大範疇以外的運動項目，發展多元化的體育課程，提升學生對運動的興趣。 
3. 鼓勵閱讀體育書籍和新聞習慣。 
 
例證: 
1. 透過參加學校體適能計劃，全校有 82.6%學生得到銅獎或以上級別。 
2. 加入欖球、曲棍球、網球、太極、板球、瑜伽等新項目，學生對新穎的運動項目都有濃厚

興趣，學習動機明顯提昇。 
3. 透過加強學生對閱讀體育書籍和新聞習慣，提升對體育科的興趣。 中一至中三同學於筆

試中合格率達 60%。 
 
尚未達成之目標: 
提升校際比賽成績，尤其在球類項目方面。 
 
原因: 
1. 學校派出校隊參加多項校際比賽，如田徑、游泳、足球、籃球、排球、手球、羽毛球、乒

乓球及水球等，未能集中資源，作出培訓。 
2. 部份校隊成員的課外活動頻繁，且有不少課後延展活動，以致經常缺席校隊練習。 
 
建議: 
1. 下學年會集中資源在學生有潛質的校際比賽項目。 
2. 轉換教練，希望透過有經驗教練的指導，從而提昇成績。 
3. 限制學生參加校隊數目，從而集中資源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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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圖書館 

 
已達成之目標: 
1.  豐富圖書館館藏，除配合各科課程發展，另添購多元化趣味性圖書。 
2. 推廣學校閱讀文化，鼓勵學生養成良好的閱讀習慣。 
3. 設立「讀者建議購書計劃」，讓學生參與書籍的選購，可以提高學生對閱讀的興趣。 
4. 透過圖書館的活動培養學生的責任感及正面的人生觀。 
 
例證: 
1. 圖書館於本學年共增購各科圖書共 780 本，當中多元化趣味書目不少於 200 項，包括心理

學、處理壓力、男孩女孩成長、健康飲食、運動及旅遊等內容，此外亦有各類小說，希望

吸引更多同學借閱圖書。 
2. 所有同學(中一至中五)都能夠參與最少一項閱讀活動。 
3. 先後邀請作家何永業先生及黃擎天先生到校演講，藉以提高學生的閱讀興趣，同學的反應

頗佳。 
4. 收到有十多人次的「讀者建議購書計劃」，建議者大都是經常到圖書館借書的同學，他們

對這個計劃予以肯定。如能在下學年加強宣傳，學生定會有更積極的參與。 
5. 為了提升同學的閱讀興趣和加強親子活動，本學年書展安排在二月廿二及廿三日舉行，其

中二月廿二日，所有中一至中三同學均獲安排到禮堂參觀書展，就觀察所見，有不少同學

即場購買喜好的書籍；二月廿三日是本學年學校家長日，就家長日觀察所得，部分家長會

陪同子女參觀及選購書籍，當中包括課外書和參考練習。 
6. 中一至中六同學參與好書龍虎榜的「中學生最受歡迎十本好書」投票活動，共收到五百七

十張選票，投票率約為 80%。校內投票結果中有 8 本與大會的全港投票結果一樣。 
7. 透過「讀者建議購書計劃」鼓勵學生為學校提供購書建議，令圖書館有更豐富且合適的讀

物，從而培養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及對所屬社群的責任感。 
8. 訂定合理的逾期歸還圖書的罰則，並且經班主任老師宣傳，鼓勵學生依期歸還所借圖書，

培養學生守時負責的價值觀。本學年八成或以上學生能達到依期歸還圖書的目標。 
 

尚未達成之目標: 
沒有 
 
建議: 
本校已為以英文作教學語言的科目積極添置相應科目的英文圖書。為了拓闊同學閱讀英文圖書

的視野，圖書館會購置更多精美的英文圖書，內容不再局限於以英文教授的科目，吸引同學

借閱。 
 

校本學科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