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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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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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閱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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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小組       訓導組 學校圖書館服務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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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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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本評核小組 數學教育 課外活動小組 學校形象推廣小組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健康及性教育組   

     

全港性系統評

估小組 科學教育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科技教育 升學及就業關注小組   

       藝術教育      

        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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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0 年度關注事項 

甲. 提高學生學習動機及成效 

        

乙. 培養學生律己愛人的品德 
   

由教師於二零零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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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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關注組 

提高學生學習動機及成效 

 

已達成之目標: 

1. 學生能積極參與各學科所籌辦的多元化學習活動。 
2. 在各項輔導、獎勵及支援計劃的推動下，學生的學習動機已見提升。 
3. 大部分學生在課堂上樂於表達意見及踴躍回答問題。 
4. 大部分學生能準時完成課業及課業的質素不俗。 

例證: 

1. 學生積極參與各學科所籌辦的多元化學習活動，主動學習。參加全方位學習

活動的學生數目較上一年增加 4 %。 
2. 各項功課輔導班、拔尖班、增潤班、補課班、溫習班及銜接課程等的報讀人

數及出席率都相當高，證明學生的積極性有所提升。 
3. 從功課留堂班的統計數字得知，全學年因欠交或遲交功課而受罰留堂的次數

較去年減少 52% (由 2288 人次減至 1097 人次)，顯示學生多能準時完成課業。 
4. 中五級公開試成績有進步；五科及格的學生由去年的 64.0%升至 73.8 %；六

科及格的學生由去年的 60.7 %升至 65.1%。 
5.  中七級公開試成績保持水準，而入大學人數則有所增長。 
6. 各項閱讀計劃都已推行，培養學生的閱讀習慣。借閱課外書的數目增加 5%。 
7. 圖書館和自修室的使用率高，學生主動學習和溫習。 
8. 校內頒發的學業獎項的數目有所增加，顯示學生們較以往努力學習。如「勤

有功」功課卓越獎共 164 位同學得獎。顯示學生能準時完成課業及課業的質

素不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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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利用課餘時間，例如：星期六早上或長假期時段，舉辦各項拔尖、增潤

及資優課程，以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及成效。 
3.  聘用足夠的工作人員，如教學助理及文員，協助推行各項計劃，開展及推動

各項有關加強『學與教』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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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全人發展組 

關注事項： 

培養學生律己愛人的品德 

 

已達成之目標: 

1. 大部份學生遵守校規。 

2. 學生透過「躍進計劃」等活動訂定目標及作定期反思，在品德上有進步。 

3. 學生積極參與學校聯課活動和服務，參加其他學習經歷活動人數亦大大增加。 

4. 學生相處和諧，班際活動反應熱烈。學生之間的糾紛及衝突亦見減少。 

 

例證: 

1. 培養學生律己愛人的品德：為鼓勵學生「自律」而設的「太陽計劃」，已進

行兩次分數計算及頒獎禮，先後共有 10 班獲得「優良獎」及「卓越進步獎」。

為宣揚「謝絕毒品」的信息及建立健康的生活，學生除參與「灣仔區青少抗

毒年約章啟動禮」外，22 名同學亦參加了「無毒家庭你有 say」之「給爸媽

的信」寫作比賽，同學共獲得亞軍、季軍及優異獎各一名。另外為培養學生

「愛自己」的一系列活動如「給自己的情書」寫作及展覽、「星期一加油站」、

「快樂其實很簡單」講座、「香港新聲會」自強不息講座、大哥哥大姐姐歷

奇日營等，反應熱烈，問卷調查顯示 80%以上學生喜愛有關活動。 
2. 訂定個人目標，進行反思及檢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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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德、智、體、群、美、自我管理」各方面

俱獲 3 分（良好）或以上評分。而在「給自己的情書」寫作及展覽上，家長

表示欣賞學生的反思能力。 
3. 發展領袖才能，培養學生責任感：中六學生舉辦「領袖訓練營」，學生反應

極之良好，其中 6B 班學生撰文書寫自己在訓練營的得著。大哥哥大姐姐歷

奇日營及中一學生「關愛同行—我做得到」日營，反應亦佳，問卷調查顯示

學生珍惜和同學一起接受挑戰的機會。另外學生樂於參與「2010 年度黃寬

洋青少年進修獎勵計劃」、「香港精神大使」、「2010 年度我愛香港十大模範

少年選舉」等活動。 
4. 認識國家發展，加強國民身份認同：透過「國情教育課程」、校內升旗活動、

國旗下的講話、「中國年度大事選舉」、「特區政府施政十件大事評選」等

活動，學生明顯更加認識祖國，認同中國人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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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開展各類活動，創造其他學習經歷：每年兩天的「學生發展日」以及高中「其

他學習經歷課」，問卷調查顯示 80-90%學生認同透過課堂以外的學習活動，

豐富經歷，提升知識。 
6. 肯定學生成就，豐盛校園生活：e-enrollment 及 i-portfolio 更有系統紀錄學

生在不同範疇的活動，獎勵及時數。「彩虹計劃」全年超過 200 名學生獲獎，

作為全人發展的佐證，並藉此提高自我導向學習的動機。 
7. 學生和諧共處，共建愉快校園：本校推行融合教育，讓學生學習傷健一家的

共融理念，締結和諧校園。2009-2010 年度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APASO)問
卷調查報告指出，本校學生對學校的態度十分正面，各細項內容的平均數俱

高於香港常模。其中以整體滿足感、成就感及經歷表現最為突出，比常模高

0.25 或以上。 
 

尚未達成之目標: 

1. 部份學生自信心不足，對自己要求不高，未能發揮個人潛能。部份學生則未

能建立良好生活習慣，影響學業表現。 

2. 部份學生較自我為中心，未能做到推己及人，珍惜及愛護身邊的人和事。 

 

原因: 

1. 部份學生學業根基不穩，難以跟上中學的學習進度。部份學生家庭背景複雜，

或家長工作忙碌，未能有效監管其子女在家的生活，以到學生未能建立良好

健康的生活習慣，直接影響學習。 

2. 從訓育組及輔導組的個案可見，部份學生自我控制能力較弱，以致未能和家

人和朋輩和諧相處；遇到衝突，未能有效處理。  

 

建議: 

1. 幫助學生建立自信，訂立目標，建立健康生活，改善自己，自我完善。 

2. 培養學生自律的能力，改善個人素質，懂得愛和珍惜情，建立和諧的生活環

境。 

 

 

 

 



科目評估 
  
中國語文及普通話 10 
英國語文 12 
數學 14 
電腦與資訊科技 15 
設計與科技 16 
圖像傳意 17 
科技與生活 18 
生物 19 
化學 20 
科學 21 
組合科學 (生物、化學) 22 
物理 23 
企業概論 24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論 25 
商業 26 
中國歷史 27 
經濟 28 
地理 29 
生命教育 30 
通識教育 31 
會計學原理 32 
旅遊與旅遊業 33 
視覺藝術 34 
音樂 35 
體育 36 
圖書館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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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中國語文及普通話 

 

已達成之目標: 

1. 在新高中課程必修部分的基礎上，透過選修部分的多元化學習活動，提高學生學

習動機及成效。 
2. 設計新高中課程的教學計劃，配合「律己愛人」的主題，培養學生良好的品德。 
3. 創設語境培養學生以普通話溝通的習慣。 
 

例證: 

1. 各級在教學時，設計與高中選修單元銜接的課題、課業及專題研習等，詳見各級

級會議紀要。如： 
i. 中一級及中二級均曾安排學生完成與文化專題相關的題目； 
ii. 中三級安排學生寫作「人物專訪」（配合新高中選修「新聞與報導」）。 
iii. 中四級任教老師曾分享試教選修單元文化專題相關的課題，又安排與文化專

題相關的延伸課題。 
另外，鼓勵或推介學生參加與語文學習有關的比賽或活動，以豐富其學習經驗，

已舉辦的活動詳見「全方位活動紀錄表」。如： 
i. 中四級安排學生於農曆年假期間往香港電影資料館觀看張愛玲電影，並撰寫

觀影報告。 
ii. 中四學生參加了由信報舉辦的「動筆動思考」計劃。 
iii. 中三及中六級學生參加了由學友社主辦︰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新聞評

述比賽」。 
iv. 中一至中四及中六學生於 10/3/2010~17/3/2010 內到圖書館參觀書畫展--陳樹

人畫作及虛白齋扇面畫。 
v. 中四級學生參加「第三屆啟慧中國語文廣播創作暨演繹比賽」，並獲得高中組

銀獎。 
 
2. 配合「律己愛人」的主題，培養學生良好的品德，於各單元施教時，盡量選取與主

題相關的篇章，如中二級選取<慈烏夜啼>作補充篇章。另外，中一、中二、中四

及中六學生參加「第四屆我愛香港少年網徵文比賽」，徵文比賽的題目配合本年度

的主題—律己愛人，可令學生反思個人的言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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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 本科參加語文支援計劃協助教師創設學習普通話的語境，任教普教中的班別

的老師亦進行同儕觀課，互相交流教學心得。 
ii. 邀請語文教學支援主任蔡一聰先生於 3 月下旬到本校示範教學，與本校老師

交流「普教中」的心得。 
iii. 創設普通話語境，除安排普通話天氣報告及普通話早會(短講）外，亦於學校

開放日中設普通話攤位、普通話猜燈謎及普通話說故事比賽等活動，以提升

學生學習普通話的興趣。 
 

建議: 

1. 由於明年為新高中課程開設選修單元的第一年，故宜加強在初中課程中滲入新高

中選修單元的元素，使初中與高中的課程銜接更順暢。 

2. 培養學生以普通話為溝通的習慣漸見成效，明年宜繼續推行，加強學生在日常生活

多用普通話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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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Department:  English Language 
 
Goals attained: 
1. A richer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was created for students to use the language 

outside classroom. 
2. School-based learning / teaching packages on Language Arts were compiled. 
3. Students were given more exposure to Language Arts. Most expressed keen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drama. 
 
Eviden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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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2010, there was approximately a 25%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English activities 
organized for students when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academic year. The wide range 
of activities included everyday English Corner activities for S.1, English performances 
in the Morning Assemblies, a Book Exhibition, Writing Competition, Clipit 
Competition and monthly theme-based activities for all levels, e.g. ‘Universe’ game 
stalls, Halloween Fun Day, East Asian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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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Halloween Fun Day and they were trained to 
hold the games and serve the Primary Six visitor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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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g Kong Drama Festival Arts 
Appreciation, the 6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Winners’ Performance and 
Appreciation of English Drama Fest 2010. It was evident that our performers were able 
to communicate in English effectively and confid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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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Many students were keen on participating in the 6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73 students and 4 teams enrolled in the entries of Solo-verse Speaking, Prose 
Reading, Dramatic Duologue and Dramatic Scene, showing a 14% increase in the 
participation rate.  A total of 14 awards were captured: 4 First prizes, 5 Second prizes 
and 5 Third prizes. All these indicated our tremendous success in creating a richer 
English environment. 

4. Drama in Education was continued in the junior forms and co-teaching was conducted 
by the part-time GELT to maximize the learning and teaching effect. The Drama in 
Education curriculum was revised and new Drama Booklets for both the first and 
second terms were compiled.  Language Arts activities were integrated into drama 
lessons, e.g. writing poems, rewriting lyrics, song appreciation, character package, 
script writing, collective drawing, group presentation and drama production.  Many 
students showed great enthusiasm in the final drama production and some sta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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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quality performances.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findings on drama lessons, the 
majority of students enjoyed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drama and became more 
confident in speaking English.  Drama teachers remarked that drama lessons enhanced 
students’ presentation skills and boosted their confidence in using English. The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the entries of Dramatic Duologue and Dramatic Scene of 
the 6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was more strong evidence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Drama in Education. 

5. English Builder, an English online programme, was adopted for all levels to enhance 
students’ language skills and to develop a self-access learning culture.  There was 
marked improvement shown in students’ self-access learning when compared with the 
data of the previous year. The completion rate of the junior and senior forms reached 
90% and 87% respectively, much higher than the school requirement of 80%.  Fewer 
students were sent to the detention classes to do catch up exercises.  Moreover, there 
was a 50%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students entering the Top 50 of Hong Kong 
Schools Ranking when compared to the statistics of 2008-2009. A total of 22 students 
entered the Top 50 this year and were invited to the “English Builder Top Achievers” 
Award Ceremony 2010 on 6 July 2010.  

6. A range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 packages on NSS Language Arts Electives were 
compiled, including S.1 – S.3 Drama in Education Booklets, Reading Theatre materials, 
Language Arts Activity Sheets on ‘A Christmas Carol’ and Grammar Worksheets on 
‘Oliver Twist’. According to teachers’ feedback, these Drama Booklets and Activity 
Sheets on Junior Readers were found to be practical in preparing the junior form 
students for the Electives of the NSS curriculum.  Moreover, the school-based NSS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Short Stories Learners’ Journal and Short Story Portfolio for 
S.4 students were compiled. These packages were effective in motivating students to 
learn English actively through the appreciation of Language Art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anguage skills.  

 
Goals not attained: 
The culture of self-access learning was not yet fully developed.  
 
Reasons: 
Some of the weaker students lack motivation to do the online English Builder exerc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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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grate English Builder materials into the school curriculum.  
4. To continue compiling school-based NSS Learning / Teaching materials and integrating 

Language Arts in the junior form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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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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加強中三學生數學基礎以迎接新高中課程。 
 

例證: 

1.(a) 提名一名中六級同學參加卓越數學培訓，並成為香港資優教育學院會員； 
(b) 多名中六級同學籌備參加中學生統計習作比賽； 
(c) 四名中四級同學參加第二十七屆香港數學競賽； 
(d) 五名中三級同學參加第十二屆香港青少年數學精英選拔賽； 
(e)  三名中一級同學參加第十五屆全國華羅庚金盃少年數學邀請賽(香港賽區)； 
(f) 二名中二級及二名中一級同學參加第一屆香港中學數學創意解難比賽，其中一

人在初賽獲得銅獎； 
(g) 提名和推薦一名學生參加香港中文大學 2010 資優學生暑期課程； 
(h) 全校中一至中三級同學參加網上的數學進展性評估； 
(i) 參與 2010 年 8 月舉行的恒隆數學獎。 

2. 下學期邀請明愛專業教育中心逢星期六上午舉辦中一及中二級課後數學增潤班，為

能力較弱的學生補課，提升了他的數學能力和信心以應付考試，平均出席率達九

成以上。同學下學期的考試成績亦有很大進步。 
3. 下學期推行中四級課後輔導班，平均出席率超過八成。參予的學生均表示輔導班除

了提升他們的數學能力，更增加他們的學習興趣。 
4. 為加強中三學生數學基礎，在下學期推行 TSA 模擬測試及課後輔導班，平均出席

率達九成以上。 
5. 下學期推行數理尖子加速班和中二數學增潤班，平均出席率達八成或以上。參予的

學生均表示加速班和增潤班有效地提升了他們的數學能力及豐富了他們的數學知

識。 
 

建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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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多辦一些課程如尖子加速班或增潤班等，以滿足不同類型的同學，令他們的數學

能力有所改善及數學知識更豐富。 
3. 多邀請其他教育機構在星期六上午或課後為學生推行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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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電腦與資訊科技 

 

已達成之目標: 

1. 加強初中學生對試算表的認識。 
2. 提升學生在本科的學業成績。 
  

例證: 

1.  中二級的學生在試算表專題習作中表現優良，全部學生都及格，有 34%的學生成

績達 80 分或以上，成效令人滿意。 
2.  HKCEE 及格率達 82.8% 
3. 中四級上學期校內考試平均及格率達 84.4%，而下學期則達 87.5%，成績都超越

80%的目標。 
 

建議: 

1. 對中五級的同學進行定期評估及加強課堂練習，以便他們在未來的公開試中有更佳

的成績。 
2. 為了進一步提升學生學習本科的興趣，故建議下學年在初中增加教授圖像處理的

時間，以便加強學生對圖像處理的認識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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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設計與科技 

 

已達成之目標： 

1. 加强初中學生對科技習作的實踐能力。 
2. 提升高中學生在公開考試的成績及個人設計作業的水平。 

 

例證： 
1. 透過課外活動及校外比賽推動機械人學和自動化操作，中三級學生在「PowerTech

蟲蟲危機機械人」比賽中，最佳成績打入八強；而「青少年科技習作比賽 2010」
中獲一項一等奬、三項二等奬及六項三等奬。 

2. 中四級學生掌握操作鐳射切割機的技能，能獨立地操作有關機器並完成學生作品。 
3. 本年度會考班個人設計作業遞交率是 100%，較往年 94%為佳。 
 

尚未達成之目標： 

尚未能在中一和中三年級加入機械人學和自動化操作的學習元素。 

 

原因： 

由於老師人事調動，新任代課老師未能掌握有關機械人習作和自動化操作的學科知

識，所以有關執行項目未能在課堂上予以配合，只可從課外活動方面作出配合。 

 

建議： 

在初中級課程全面加入機械人和自動化操作學習元素，在時間上頗為緊絀，建議組織

設計與科技科校隊，專們培訓一批有興趣及有能力的學生進行研究和參加相關比賽，

這樣較為可行。此外，亦可加入航天歷史及有關人物奮鬥故事，以提升學生的個人品

格及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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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圖象傳意 

 

已達成之目標: 

提高學生在本科的學業成績。 

 

例證: 

1. 雖然本屆同學的基礎較弱，但在他們的努力之下，會考的設計習作及校內模擬試

的表現比預期理想，能符合本年度執行計劃的目標。 
2. 中學會考的合格率有 51.6%，高於全港考生的 43%。 
 

尚未達成之目標: 

未能透過課堂以外的學習活動以提高學生學習動機。 
 

原因: 

由於同學在運用電腦輔助設計方面的能力稍遜，因此課堂以外的時間均用作完成會考

的設計習作，缺乏時間進行可提高學習動機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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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科技與生活 

 

已達成之目標: 

1.  提高學生對學習的興趣及動機，藉以提高學習成效。 
2.  加強學生對服裝配搭和設計的認識。 
 

例證: 

1. 本年度中一至中三級的整體合格率為約 99.3%，而實習測驗更獲 98%合格率，成績

令人滿意。 
2. 中三級的問卷調查中，91%的學生是非常同意或同意烹飪實習課堂中利用不同食譜

製作食物，能提升課堂的學習樂趣和動機，而其餘 9%學生認為尚可同意，反映學

生認為科技與生活科能提高學生對學習的興趣及動機。 
3. 中三學生在網上學習平台提交「上衣製作」的專題報告，內容和作品質素十分高，

圖文並茂地表達所要求的內容，而大部份學生在感想中表示對此課題有濃厚的興

趣，學生十分滿意自已的作品及此課題的表現。 
4. 中三級的問卷調查中，77%的學生非常同意或同意認為修讀科技與生活科能啓發個

人對服裝配搭和設計的初步認識，其餘 23%認為尚可同意，反映學生認同修讀本

科可學習到服裝配搭和設計。 
 

尚未達成之目標: 

沒有 
 

建議: 

將課程作適當的剪裁，加強學生對服裝配搭和設計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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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生物 
 

已達成之目標： 

1. 配合新高中課程，多用「探究式」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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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學生的學業成績。 
 

例證: 
1. 在課堂上增設實驗前問答環節及實驗後小組討論，從老師的觀察中三和中四學生

課堂表現十分積極投入，樂於發問；部分能力稍遜學生亦能清楚了解實驗的目的

和完成實驗。 
2. 學生參加全方位學習活動，有參觀米埔自然保護區、科學館，中三和中六的學生

分別參加「我眼中的濕地」專題研習比賽和香港學生科學比賽；在校內亦舉辦了

科學活動，包括解剖老鼠、水仙花種植、顯微鏡製作等等；藉著各項活動培養學

生關注生物學在社會、科技及環境保護的角色，和擴闊了視野。 
3. 在零九年十月至一零年二月期間，中五至中七放學後舉行一連串的増潤班，為學

生裝備應付考試的技巧，改善學生的學業成績。5S1 的模擬考試的合格率達

100%，而 5S2 的模擬考試的合格率亦達至 92.9%；6B 學生的學業成績亦有提升，

從上學期的 90%合格率提升到下學期 100%。 
4. 今年中五會考合格率為 97.6 %，高於全港全體考生 81.9 %的合格率；而考獲良

(Grade C)或以上的學生更有 35.7%，亦高於全港全體考生的 31.9 %。當中以 5S1
的成績最理想，合格率達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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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設更多增潤班，以輔助學習能力稍遜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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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化學 

 

已達成之目標: 

1. 透過各類多元化的學習活動，提高學生學習化學的動機。 
2. 推動同儕觀課，提升老師的教學效能。 
3. 提升學生在化學科的校外考試的成績表現。 
 

例證: 

1. 老師已籌辦多元化的各種學習活動（如進行實驗、觀看短片和動畫、製作模型等），

學生在課堂上及實驗時的表現積極。 
2. 本科已積極推動同儕觀課(全年共十三次)，在透過互相觀摩交流下，能提升老師的

教學效能，進而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 
3. 老師已在課餘安排延續課堂學習的機會，幫助學生鞏固和應用課堂所學。 
4. 學生在校外考試的成績合格率高於全港考生合格率的水平。 
    2010 年香港高級程度會考成績 

本校考生人數: 57 人 合格百分率 
本校學生 84.2% 
全港考生 76.1% 

    
    2010 年香港中學會考成績 

本校考生人數: 84 人 合格百分率 
本校學生 89.3% 
全港考生 81% 

 

建議: 

學生的成績尚可再進步，老師可在課餘繼續安排延續課堂學習的機會，以支援能力稍

遜的同學，使他們改善個人的學業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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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科學 

 

已達成之目標: 

1. 透過動手做科學提高學習動機及各項共通能力。同學們在製作科學模型當中加

深了彼此合作的精神，並更體會科學的應用如何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提升對

科學學習的興趣。 
2. 培養學生進行科學探究的能力。透過自己動手及觀摩別人的科學探究成品，同

學不但反思自己的探究態度和方法，更從別人身上得到啟發。 
 

例證: 

1. 同學在課堂上由老師的指導下分組設計自己的科學模型，課後互相討論和嘗

試，並在同學面前進行最後的公平測試。超過七成的作品能通過測試。同學們

都表現積極投入。 
2. 同學們都細心觀摩科學館的展品及留意導賞員的講解，又主動嘗試各項科學玩

意和活動。部分同學在參觀過程提出有建設性的問題。超過七成同學表示喜歡

參觀活動。 
 

建議: 

1. 提升同學以實驗進行探究和解難的能力。雖然大部同學都投入過往的科學探究

活動、但探究的過程和技巧需要提升。例如如何設定實驗測試的變數以確保測

試公平，又如何測試才能對應探究的目標等。 
2. 提升同學科學化分析能力。同學對科學數據的處理和分析仍有寬闊的改善空

間，例如如何以圖表展示數據並找出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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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組合科學(生物、化學) 

 

已達成之目標: 

1.  老師已設計多元化的學習活動。 
2.  透過推行的實驗活動，培養學生參與實驗的興趣。 
 

例證: 

1.  學生在課堂上樂於表達意見，與同學一起討論。 
2. 學生在課堂上踴躍回應老師的提問，有問有答。 
3.  學生在實驗時積極參與，大部分同學都能親手操作儀器。 
 

建議:  

可加強訓練學生進行各項實驗活動，以配合新高中校本評核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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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物理 

 

已達成之目標: 

1. 配合新高中課程安排天文學習活動，提高同學對天文學的興趣，並增進他們一般

的天文常識，以致同學們可以慢慢欣賞宇宙的浩大和物理的美。 
2. 透過動手做科學提高學習動機及各項共通能力。使同學不但由書本上吸收知識，

更透過自己進行科學探究和實驗，明白科學理論和應用的關係。 
 

例證: 

1. 超過七成參加天文學習活動的同學對活動表示滿意並期待更多相關活動。大部分

同學都留心講解。部分同學主動參與當中的互動活動。 
2. 同學們都積極投入專題探究及模型製作。由設計到進行探究至製作成品都積極投

入。超過七成同學的作品能達標至合格水平。 
 

建議: 

1. 繼續配合新高中課程的推行舉辦多元化的天文學習活動。加強這選修課程的學與

教能力，並尋找更多相關的教學資源以配合學校的發展。 
2. 配合新高中校本評的推行安排與實驗有關的探究研習。提升學與教的效能，讓學

生透過不同的學習方法和經歷去學習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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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企業概論 

 

已達成之目標: 

1. 透過有趣及生活化的課題加強了中六同學對商業機構的了解。 

2. 增加課堂提問及測驗次數能提升學生的學業成績。 

 

例證: 

1. 透過問卷調查得知超過半數同學能清楚知道一個商業機構的基本結構及運作模式。 
2. 學生能有信心地回答老師的提問。 
3. 校內測驗及考試成績能有七成以上學生達至合格水平。 
 

尚未達成之目標: 

學生仍未能習慣主動找尋學科資料。 
 

原因: 

1. 中六企業概論科老師因病而沒有正常人手持續任教。 
2. 代課老師缺乏經驗去引導學生。 
 

建議: 

宜在人手方面作適當的安排，解決老師因長期患病而出現的人手調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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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Department: Business,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Studies 
 
Goals attained: 
1.  To help students develop an interest in knowing about the business world. 
2.  To equip students with the skills to acquire an entrepreneurial spirit, with enhanced 

motivation for learning. 
3.  To work with the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to equip students with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the accounting industry. 
 
Evidence: 
1. Two accounting students attended the talks held by the Hong Kong Dragon Foundation 

Organization about creating your own business on 22/1/2010. 
2.  Positive Feedback from students who attended the talks and activities: Wofoo Social 

Enterprises and Tung Wah Group’s talks. 
3.  Positive Feedback from 30 accounting students who attended the HKCEE talks at Shau 

Kei Wan Technical College. 5C2, 5C3 accounting students visited the accounting career 
Expo on 12/2/2010. 

 
Goals not attained: 
Some students were not interested in the talks. 
 
Reasons: 
Too academic. 
 
Recommendations: 
Encourag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more in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various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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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商業 

 

已達成之目標: 

1. 培養學生審慎理財的習慣。 
2. 提升學生在本科的學業成績。 
 

例證: 

1. 學生利用時事剪報認識不少理財知識，也開始知道審慎理財的重要。 
2. 學生不時提問有關閱報時所發現的問題，並與老師及同學作出討論。 
3. 本年度校內模擬考試的成績比前年較佳，合格率是 80 %，比上一年進步了 3%。

另外，平均分數也較前年高，本年的平均分數為 56.2，前年為 48.4，平均分數高

出了 7.8 分。 
4. 本校學生在 HKCEE 本科的及格率為 81.2%，遠高於全港 60%的水平。 

 

建議: 

1. 多鼓勵學生閱讀報章，了解商業的發展。 

2. 本科的部份課程內容需與時並進，宜訓練學生的自學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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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中國歷史 

 

已達成之目標: 

1. 學生已能初步了解中國歷代文化發展與三大河流地域的關係。 
2. 學生已能認識歷代名城古都的發展。 
 

例證: 

1. 在上學期所做的填地圖小測中，合格率多於八成，證明大部分同學已能在中國地

圖上辨識出三大河流及沿岸歷代名城古都的所在位置。  
2. 學生交上的專題簡報(介紹一個沿河岸城市)，質素頗佳；部分課業曾在家長日中展

示，各家長在參觀後均有不俗的評價。 
3. 學生在觀看介紹三大河流的影碟後，都會向老師發問，特別對黃土高原與黃河名

稱的關係最感興趣。 
    

建議: 

把本年主題融入常規教學中，特別是歷朝古都的介紹及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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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經濟   

 

已達成之目標: 

1. 推動同儕觀課。 
2. 提高學生對本科的學習興趣。 
 

例證: 

1. 兩位經濟科老師同儕觀課共 7 次，平均每人 3.5 次。 
2. 中四級同學透過參加不同類型的學習活動提高學習興趣: 
   a. 第十一屆消費文化考察報告獎 
   b. 第四屆全港經濟精英杯爭霸戰 
   c. 《花旗集團財智星級爭霸戰 2010》 
   d. 2010 和富企業大賽 
   e. 學生發展日「善於理財」講座 
   f. 試後活動「理財有道」講座 
 

尚未達成目標： 

未有完成校本評核習作。 
 

原因： 

由於同學花了不少時間參加不同類型的學習活動，故沒有要求他們做校本評核習作。  

 

建議： 

配合學校明年的關注事項「律己愛人」來訂立下年度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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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地理 

 

已達成之目標: 

學生地圖閱讀的能力有見提升。 
 

例證: 

1. 各班均有教授與地圖閱讀有關的課題。 
2. 中二全級於四月及五月每星期均有一小時的地圖閱讀增潤課。 
3. 中三有安排課節教授及温習中一及中二的地圖閱讀課程。 
4. 各級學生均懂得利用地圖的資料作報告。 
5. 高中學生在考察中能有效地運用地圖。 
6. 全年各級考試均有地圖閱讀的試題。 
 

尚未達成之目標: 

有部份初中學生地圖閱讀的考試成績未見理想。 
 

原因: 

1. 課程緊逼，以致學生在堂上未有做工作紙的時間。 
2. 學生的空間思維認知存有差異，引致學習成效差距大。 
 

建議: 

讓學生把較抽象的空間處理技巧應用在實例中。 
 



 

 P. 30 

科目：生命教育 

 

已達成之目標: 

1. 提升學生對公共衛生與醫療等議題的觸覺。 
2. 發展學生的高階思維。 

 

例證: 

1. 中三級學生能積極投入公共衛生與醫療的課堂活動及活動後完成課業，統測表現

亦見良好。 
2. 中一級至中三級課業及統測顯示學生能運用高階思維分析事物。學生已能掌握基

本的高階思維能力，例如: 從認知、理解的基礎能力發展到應用與分析的層次，學

生亦有努力嘗試把資料及已有知識作綜合及評鑑。 
 

建議: 

1. 提升學生對法治與社會政治參與等議題的觸覺。 
2. 繼續透過本科及高中通識科發展學生的高階思維，例如加強分析、綜合及評鑑的

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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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通識 

 

已達成之目標: 

1. 加深學生的對自身、社會、國家環境的理解。 
2. 培養學生對當代議題作多角度思考。 
 

例證: 

1. 大部份學生在課堂中積極參與當代議題討論，了解在不同處境下事物的多元化特

質。學生亦努力嘗試就其他同學的看法和意見提出質詢和表達個人的見解。 
2. 學生亦努力嘗試在學習過程及課業表現中聯繫各科的知識，從不同的角度研習課

題，從而建構相關的知識。 
 

建議: 

1. 發展學生的自主學習的能力，提升學習動機，自主學習。 
2. 承接初中生命教育科提升學生的高階思維能力，例如加強分析、綜合及評鑑的能

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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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Department: Principles of Accounts 
 

Goals attained: 
1.  Extra tutorial class provided to form five and seven students already. 
2.  Career talks to students already given. 
3.  Visits to career expo and business organizations provided already. 
 
Evidence: 
1.  Students’ show improvement in their academic results both in internal exam and 

external exam. 
2  Most students (over 60%) show positive feedback after their visit to the Career Expo.  
 
Goals not attained: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take part in the LCCI examinations. 
 
Reasons: 
Students not interested in LCCI examinations. 
 
Recommendations: 
Invite LCCI organization to come to provide talks for our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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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旅遊與旅遊業 

 

已達成之目標: 

1. 培養學生的自學能力，多關心社會時事及國際大事，分析有關資料和本地旅遊業

的關係。 

2. 加強學生在文字方面的表達能力。 

 

例證: 

1. 學生在滙報剪資料時態度認真且準備充足，如準備了投影片、提問的問題，甚至

有一位學生嘗試用英語作滙報，非常積極。 

2. 本學年安排學生進行其中一次的專題研究為「珠三角城市」，學生表現不俗，專題

研究的投映片亦於 2月 27 日家長日中展出。 

3. 除了安排學生完成每課習題外，亦要求學生在討論後提交文字報告，此外，為學

生安排了全年共十四次的測驗，連同補測，約共二十多次的測驗，以加強學生在

文字方面的表達能力。學生在補測中均能達至合格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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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視覺藝術 

 

已達成之目標： 

1. 透過小組形式的專題研習及創作，提升了學生的學會學習能力及發展自我的個性
和潛能。 

2. 透過本科與其他機構的協作，擴濶了同學的藝術視野，並提升了學生的美感及審
美能力。 

3. 提高學生學習的主動性。 
 

例證： 

1. 學生透過搜集不同形式的創作資料，並與視覺藝術的理論及知識配合，不少學生
已能創作具個人獨特風格的作品。 

2. 今年分別與城市大學的設計中心進行了為期半年的「設計思維」工作坊，亦與青
協合作進行為期兩個月的塗鴉創作班，讓學生擴闊了對美術的接觸，從而提升了
學生的美感及審美能力。而學生的解難和學會學習能力亦大有提升。 

3. 在學生提交本校在藝林畫廊展覽的回應表中，反映學生已有更成熟及全面的評賞
能力。 

4. 學生參與各校內校外機構主辦的活動的比率甚高，八成以上修讀本科的同學有主
動參與一個或以上的活動。 

 

尚未達成之目標： 

培養學生的分析、評價以達致批判性思維仍需加強。 

 

原因： 

1. 由於學生功課及學習繁多，學生能投放在視覺藝術科的時間較少，以致批判能力

未能深化。 

2. 雖然本科已安排多個不同的計劃、工作坊、展覽等活動，但由於資源的限制，未

能安排各級均能參與所有的活動，減低了學生磨鍊的機會。 

 

建議： 

1. 加強學生在學習中能更生活化，並藉着日常的接觸作比較、反思及評論，深化學

生在創作時的多角度思維。 

2. 盡量爭取不同級別均能有參與比賽及活動的機會，期中包括創作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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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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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音樂 
 
已達成之目標: 
1. 建構新高中「其他學習經歷－藝術發展範疇」的音樂課程架構，設計及完成切合學生

能力和興趣的課程。 
2. 加強學生在歌唱、演奏及創作三方面的表現。 
  
例證: 
1. 經過不斷的探索，最後設計了兩個切合中四學生能力和興趣的單元： 
  (1)以音樂電影作為起點，從不同的角度認識及欣賞古典音樂，並進行歌詞創作。 
 (2)以動畫作為切入點，認識及欣賞鋼琴音樂，並比較不同的音樂動畫，繼而進行結合 

音樂與故事的創作。 
2.  中四各班均能夠完成課業，43.4%的同學成績達 C 級或以上。 
3.  中三級完成了歌唱及演奏的課業，全級合格率為 77.3%。 
4.   中二級完成了歌唱、演奏及音樂創作的課業，全級合格率為 50.5% 
5.   中一級完成了歌唱及演奏的課業，全級合格率為 60.8% 
6.  參加各項音樂比賽及演出，提升學生演出音樂的水準，擴闊學生視野，提高欣賞音樂

的能力。 
  中樂團參加了(一) 「青年中樂匯演比賽」，獲得銅獎 

(二)  由音樂事務處舉辦的《戰．樂》學校聯演，獲得優良表現獎 
(三)  個別團員參加「學校音樂節」獨奏比賽，獲得琵琶深造組第二名、 

二胡高級組第三名、長號初級組第三名及多個優良獎狀和良好獎狀 
(四)  開放日及畢業禮演出 

  合唱團參加了(一) 「學校音樂節－中文歌曲-混聲合唱組-初級組比賽」，獲得良好獎狀 
(二) 「民歌歌唱比賽」 
(三)  開放日演出 

 
 
尚未達成之目標: 
中一及中三級未能進行音樂創作活動。 
 
 
原因: 
因老師外出作專業進修，代課老師未能跟進有關創作活動的計劃。 
 
 
建議: 
1. 發展全新中五「其他學習經歷－藝術發展範疇」的音樂課程架構。 
2. 調整中一至中三課程的設計，盡量切合學生能力和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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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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引入其他新穎的運動項目，發展多元化的體育課程，提升學生對運動的興趣。 
3. 透過有系統訓練及參與校外比賽，讓學生發揮運動潛能。 
 

例證: 

1. 每學期完結前都會進行體適能考核，結果顯示學生體適能成績有所提昇，08-09 年

度中一級仰臥起坐平均數為 34 次，09-10 年度中二級仰臥起坐平均數為 35；08-09
年度中一級掌上壓平均數為 23 次，09-10 年度中二級仰臥起坐平均數為 25。 

2. 加入板球、保齡球示範、單車示範等項目，問卷調查中顯示學生對新穎的運動項

目中都有濃厚興趣，學習明顯提升。 
3. 參加校際比賽的種類多元化，如田徑、游泳、足球、籃球、排球、手球、羽毛球、

乒乓球等，學生參加人數達三百多人，場次達 90 多場。 
 

尚未達成之目標: 

只是有限度加入新穎的運動項目，數目不足，及涉及的班級不夠全面。  

 

原因: 

因場地問題，如康文署未能提供壁球及網球場地，以及運動示範的申請未獲批准。  

 

建議: 

在學年結束前及早申請場地及運動示範，增加獲批機會。另外，要求校方盡量把高

年級的課堂安排在最後兩節，方便帶學生外出使用校外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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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館 

 

已達成之目標: 

1. 積極發展與新高中課程配合的館藏，為校內師生提供豐富的教與學資源。 
2. 推廣學校閱讀文化，鼓勵學生養成良好的閱讀習慣。 
3. 與各科組合作，進行圖書館活動，讓學生能善用圖書館資源及提高學生閱讀的興

趣。 
 

例證: 

1. 圖書館於本學年共增購各科圖書共1119本，當中有關新高中課程的參考書目如香

港中學文憑考試各科水平參照成績匯報資料套、考試規則及評核大綱、評估習作

等書目，不少於300項，盡力豐富教與學的資源。 
2. 為配合學校晨讀計劃，本學年圖書館舉辦了「地理及環保圖書」、「體育運動」、「英

文故事書」、「60本好書」、「勵志書籍」、「歷史及國情」、及「藝術」等專題圖書展

覽，吸引了不少學生參觀及借閱。 
3. 今年晨讀活動有新編排--每周三天的晨讀中，每級會有一天讀報，其餘兩天讀主題

書，以擴闊同學的閱讀領域。 

4. 邀請作家君比女士到校演講，藉以提高學生的閱讀興趣，大多數同學都有用心聆

聽，對講者的提問都能踴躍回答，更有同學帶備書籍請君比女士簽名留念。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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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收到的

選票七百多張，投票率約為 80%。 
6. 為了提升同學的閱讀興趣和加強親子活動，今年書展安排在二月廿六及廿七日舉

行，其中二月廿七日是本年度學校家長日。二月廿六日安排了中一至中四同學在

課堂期間參觀書展，其他同學可以在小息、午飯或放學後自行到有蓋操場參觀及

選購。據圖書公司匯報：是次書展有 299 宗交易，售出書本數目是 668，金額約

$27,800。換言之，約有兩百多名學生和家長有選購書籍，平均每人購書 2-3 本。 
7. 在今年的持份者問卷調查當中，同學「對我經常在課餘閱讀課外讀物」的評分有

3.6，家長對「子女的課外閱讀」評分為 3.5，相對於該項目(學習的觀感)的整體評

分 3.4/3.5 為高。 
 

建議: 

來年目標會以配合學校關注事項--提高學生學習動機及成效和培養學生律己愛人的

品德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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