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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 

2017/2018 年度周年校務報告 

一. 學校層面

1. 中一至中六級上課日數(由 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7 月 13 日)

2017/2018 年度校曆表上課日數 191 日，供授課的上課日數為 162 日。

2. 八大學習領域課時

2017/2018 年度中一至中三級時間表中八個主要學習領域的課程時間百分率如

下：

學習 

領域 

中國 

語文 

英國 

語文 
數學 科學 科技 人文 體育 藝術 

佔課時

百分比 
18.9% 20.1% 15.1% 8.2% 8.2% 20.1% 3.8% 5.7% 

另外，中一級學生課後須參加 15 - 40 小時之藝能訓練課程。2018 年 3 月舉行兩

天「多元學習日」，內容包括中二級專題研習及其他各級的「多元課程學習活

動」：如學生實用救急課程、語文講座、參觀聖公會聖三一座堂、資訊安全講座、

生涯規劃工作坊、義工服務訓練及探訪、訪問外籍人士戶外學習、TSA 練習、

學科探索、車輛廢氣排放及空氣質素講座、氣侯講座、理財人生理財教育及生

涯規劃講座、企業參觀、香港城市發展與樹木保育講座、法治與人權講座及統

計講座等。中二級學生更於第二次統一測驗後，作專題研習之匯報。 

二. 學生層面

1. 班級結構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總數 

班數 4 4 4 4 4 4 24 

男生人數 72 64 57 76 70 62 401 

女生人數 48 40 38 42 43 60 271 

學生總數 120 104 95 118 113 122 672 

(註：上表為 2017 年 9 月 15 日學生人數) 

2. 學生出席率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96.0% 96.6% 96.3% 96.3% 96.3% 93.9% 

本年全校出席率平均 96.0%(去年 96.0%)，表現與去年相同。中一至中五出席率

較高中六級較低，勤學守時方面尚有改善空間。 

3. 插班生及退學情況

2017 年 9 月 15 日全校學生為 672 人，2018 年 7 月學生人數為 658 人，16 人退

學，插班生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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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師層面

1. 教師資歷

 編制教師 55 人(其中包括校長)，以其他津貼增聘 2 人，全校教師共 57 人。

 教師學歷百分比：學士 97 %、兼具碩士 44 %、兼具博士 2%；

 已接受教師專業訓練百分比：98 %

 已達語文基準要求教師百分比：普通話科 100 %、英文科 100 %

2. 教學經驗

 0-4 年 11% 

 5-9 年 19% 

 10 年以上     70% 

3. 教師專業發展

 本年度教師進修時數平均為 42.5 小時。

 2017 年 9 月 20 日於本校舉辦「啟導計劃分享會」，由經驗教師向新教職員

分享理念及訓輔技巧，並互相鼓勵，有 24 位新舊教職員參與是次分享會。

 本校超過 60 位教職員於 2018 年 3 月 23 日(星期五)上午，到新生命教育協

會平安福音中學出席「屯元區基督教中學第二十四屆聯校教育研討會」。是

次大會主題為「誇」世代的教育，由建道神學院梁家麟院長作培靈分享，並

請來香港理工大學協理副校長及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座教授石丹理教授作專

題分享，互相勉勵。

 為準備新三年的發展計劃，學校利用 2018 年 1 月 9 日(星期二)、2 月 23 日(星

期五)及 3 月 23 日(星期五)，安排「新三年發展計劃」教師工作坊，超過 50

位教職員參與是次工作坊，有 80%以上教職員反映工作坊的內容令其更了解

相關議題，對討論及訂定新三年發展計劃有幫助。

 為計劃未來發展，學校於 2018 年 1 月 10 日舉行中層管理集思會，一同檢視

學校現況，共同策劃未來新三年發展計劃，是次集思會有 15 位教職員參加。 

4. 教師離職

本年度有 6 位教師離職，1 位教師退休。

四. 校園資訊科技建設

1. 已為大部份課室更換課室投影機，本年度已購入 10 部以上投影機及實物投影

器，以改善課室教學環境。

2. 有線網絡及無線網絡工程已完成鋪設及開放，為校園提供更快速的網絡服務。

3. 添置 30 部以上平板電腦，支援教職員於課堂上應用電子教學。

4. 使用八達通系統進行師生考勤、收費及借還圖書服務，減輕了教職員的工作量。 

5. 訓練 IT 領袖生，協助管理課後開放予同學使用的資訊科技研習中心，推廣善用

資訊科技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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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年度主要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及反思

本校推行「2015 至 2018 三年發展計劃」的第三年，計劃內容為：

(1) 訓練學生不同的學習策略，提升其學習興趣和學習能力，進而推動學生自主學習； 

(2) 加強照顧學習差異，協助不同能力的學生提升學習興趣和效能；

(3) 鞏固關愛文化，重點發展自律尊重、欣賞感恩及推行生涯規劃。

本年度三個關注事項的工作成效與反思如下：

1 目標： 

(一) 在課堂上訓練學生各種學習策略，按部發展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二) 培養學生的閱讀習慣和興趣；使他們能夠掌握有效的閱讀策略；

(三) 優化及發展學生研習能力。

(四) 透過教師掌握學科及公開試的最新發展，提升學生的應試能力。

1.1. 計劃推行情況 

1.1.1 本校訂立課堂常規，清楚訂下對課堂及學生的要求，例如：要求學

生備課及課後温習、鼓勵學生勇於表達意見、訓練學生做筆記、增

加同學間互評及互動的機會等，盼全體教師一致執行，提升學與教

效能。 

1.1.2 設置自習中心，鼓勵學生自主學習。添置合適的學習材料如歷屆文

憑試試題，以支援學生學習；並於自習中心設置影印機一部，學生

可使用八達通繳費，自行打印溫習材料。 

1.1.3 為提升老師教學素質，本年度安排了多次校外及校內觀課活動。包

括：科學科及物理科老師參與粉嶺救恩書院主辦的「自主學習」公

開課，推動學生自主學習。開放日當天亦舉辦英文科及數學科開放

教室，分別由謝家偉老師及楊詠琪老師進行開放教室活動。除了校

長、老師和家長參與外，亦邀請姊妹學校－廣州市南沙欖核第二中

學及廣東省江門市教育局官員及老師出席，共超過 30 人參與，讓家

長及同工更加了解本校學生的課堂學習情況。 

1.1.4 本年度全年共舉行了六次開放教室活動，包括：袁達威助理校長、

李子彬老師、黎敏生老師、鍾秀麗老師、吳嘉恩老師及袁謂成老師，

藉此提升學與教的效能。每次開放教室安排 8-10 位老師觀課，並於

當天放學後舉行交流會，氣氛融洽。老師回應正面，互相作出學與

教的交流，相得禆益。 

1.1.5 繼去年由謝素茵副校長、鍾秀麗老師及葉啓昌老師參與由香港教育

大學舉辦的教師專業進修課程：「有效的觀課與評課–以學校為本

位」，本年度續由吳嘉恩老師、謝從意老師及楊詠琪老師參與此課

程。學校將繼續推廣及推行課堂研究，祈能提升學與教效能。 

1.1.6 邀請教育局講者到校舉行數理 i-pad 教學工作坊，讓老師為進行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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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作準備。 

1.1.7 各科透過備課節，討論課堂教學設計，有系統地教授學習策略及技

巧。 

1.1.8 本年度於 Day5 第九節安排中一學生進行功課輔導班，特聘請舊生擔

任功課輔導員；其餘級別則安排進行各科測驗、應試訓練或閱讀活

動，營造積極的學習氣氛。 

1.1.9 中二全級進行了為期三天的專題研習活動，今年主題為《環境與生

活》。全級分 18 組，每組由一名導師帶領，以大課講解小組討論形

式，讓學生走出課室，體驗探究式學習。 

1.1.10 繼去年舉辦「初中班際語文及文化問答比賽」，本年續舉行「初中班

際電腦及科技科問答比賽」，是次比賽由學與教委員會、電腦科、科

技與生活科、圖傳科、設應科及基商科合辦，安排分級比賽，為學

生提供互相觀摩學習的機會，提升學習氣氛。 

1.1.11 為提升學生的學習技巧及應對考試能力，課評組於 9 月初舉辦多個

為不同級別學生需要而設的講座。 

1.1.12 9 月份舉辦中六級學習周會，邀請舊生陳齊浩(文憑試成績優異生)為

中六學生分享文憑試應試準備及讀書心得。另外，下學期舉辦「中

六勉勵會」，激勵中六學生努力温習，為文憑試作好準備。 

1.1.13 優化 MOI 政策，因應各班學生的能力增刪英語授課的比例。 

1.1.14 英文科透過英語一分鐘讓學生向全校作閱讀分享，亦於課程中教授

有效閱讀策略，鼓勵學生多閱讀。 

1.1.15 本年度有二位老師參與中學文憑考試(HKDSE)評卷工作，回校向同

科老師分享評卷經驗，使老師更能掌握公開試的最新發展。 

1.1.16 本年度由教務組訂購考評局評卷統計報告，並分發給各學科，分析

本校學生文憑試表現及學生強弱項，以調適教學策略。 

1.2 計劃成效與改善 

1.2.1 根據持分者問卷調查，80.4%教師表示經常教導學生學習方法，如作

課前預習、運用概念圖、工具書及網上資源等；50.3%學生表示老師

經常指導他們學習方法，如作課前預習、運用概念圖、工具書及網

上資源等。反映本年度教師注重教授學習技巧，能讓學生掌握學習

方法，提升學習成效。 

1.2.2 根據持分者問卷調查，91.1%教師表示經常與學生檢討學習情況，讓

他們知悉學習表現和進展；57.7%學生表示老師經常指出他們的學習

進展和問題。反映本年度教師亦注重教學回饋，讓學生了解自身學

習情況，加以改善。 

1.2.3 根據校本問卷調查，49.1%學生表示相比學期初，在學習上較有成功

感，如掌握了一些學習技巧或成績有進步；45.2%學生覺得已懂得於

課堂上運用所教授的學習策略。反映學生在學習上自信心加強，並

開始掌握一些學習技巧。 

1.2.4 根據校本問卷調查，45.7%學生覺得本年度閱讀習慣和興趣有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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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36.7%學生覺得能掌握閱讀策略。另外，根據持分者問卷調查，

45.7%學生表示經常在課餘閱讀課外讀物，例如課外書及報刊等，反

映推動閱讀策略上仍有改善空間。 

1.2.5 根據校本問卷調查，44.5%學生覺得本年度研習能力(如：搜尋及整

理資料能力、協作能力及匯報能力等)有所提升。 

1.2.6 教師認同教授學習策略對學習成效十分重要，而近半學生亦感受到

在學習策略上的提升，有助改善學習。閱讀方面還有待改善，要多

推廣及鼓勵分享，以提升整體閱讀風氣。研習能力方面，透過不同

科目的專題研習，學生已開始掌握研習技巧，但仍須加強鍛鍊。 

1.2.7 達到關注事項(一)的部份目標，今後仍須教導學生有效地運用學習策

略、閱讀策略及研習能力，並聚焦於建立良好的學習習慣、課前預

習及撰寫筆記技巧等，使學生做好準備邁向自主學習。 

2 目標： 

(一) 透過課程設計、課堂組織、多元化教學策略及課業設計的相互配合，照顧

學習差異；

(二) 深入分析學生的能力與表現，針對性地改善學與教效能；

(三) 拔尖措施協助能力高的學生，使其學習能力進一步加強，領袖潛能得以發

揮；

(四) 保底及支援措施協助能力稍遜的學生，提升其在學習上的自信和能力；

2.1 計劃推行情況 

2.1.1 為照顧學生之不同差異，學校向教育局申請「多元學習津貼」，本年

度獲撥款八萬多元，可用於高中文憑試各科之拔尖課程。本學年所

有 DSE 學科(共 16 科)皆會利用多元學習津貼，以課後抽離形式為學

生進行拔尖課程。 

2.1.2 按能力分班，中一至中六級設精英班，使學生互相激勵向上。 

2.1.3 為照顧初中成績未如理想的學生，學校在本年度舉辦了三期中一至

中三的中文、英文及數學鞏固班，每期約 90 人參加，全期出席率約

90%。 

2.1.4 為加強高中學生的應試信心及提升學生的學科能力，高中各科設拔

尖保底計劃，學校並於十月開始為中四至中六級統籌各科的課後補

課，協調及安排各學科的補課日期、時間和場地。 

2.1.5 繼續運用教育局津貼外購服務、聘請資源老師及學生支援主任，進

行「個別輔導」、「開設不同的成長計劃組別」及「言語治療」等方

式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 

2.1.6 繼續利用「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撥款」的$128,678 及「校本課後

學習支援計劃撥款」的$154,200，支援學生參與數十項不同課外活動

和全方位學習活動。 

2.1.7 學年結束時，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共批出$128,678(使用率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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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受惠人數共 220 人；包括領取綜援人數 28 人、學生資助計

劃全額津貼人數 107 人、學生資助計劃半額津貼人數 83 人、其他情

況 2 人；資助項目共 56 項)； 

2.1.8 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亦批出$128,722.2 (使用率達 83.5%，受惠人

數共 122 人；包括領取綜援人數 24 人、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人數

78 人、學生資助計劃半額津貼人數 18 人、其他情況 2 人；資助項目

共 37 項)。 

2.1.9 兩項基金支援的項目包括：香港學校朗誦節、各項體育比賽、各項

訓練課程、本地及外地交流考察、訓輔成長小組、參觀、學習及藝

術體驗等。 

2.2 計劃成效與改善 

2.2.1 根據持分者問卷調查，85.7%教師表示經常安排不同的學習活動，如

小組討論；84.2% 教師認為課堂氣氛良好；48.8%學生表示課堂上，

老師經常安排學習活動，例如小組討論和口頭報告等，反映本年度

教師願意安排不同的教學活動，能讓學生有更多機會參與不同的學

習活動，改善學與教成效。 

2.2.2 根據持分者問卷調查，82.1%教師表示在課堂上經常向學生提問不同

層次的問題；44.1%學生表示老師的問題具啟發性。反映本年度教師

的課堂提問有層次，能讓不同能力學生有更多機會參與不同的學習

活動。 

2.2.3 根據校本問卷調查，91.2%教師表示在課堂上均有安排能力高的學生

協助力稍遜的學生，而其中 90.4%表示安排能力高的學生協助力稍

遜的同學能有助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 

2.2.4 根據校本問卷調查，89.5%教師表示在課堂上有剪裁課程，而其中

90.2%表示剪裁課程後，有助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 

2.2.5 根據校本問卷調查，87.7%教師表示在課堂上有設計分層課業，而其

中 86.0%表示分層課業可以照顧不同能力的學生。 

2.2.6 根據校本問卷調查，94.7%教師表示在備課時有設計多元化教學策

略，而其中 88.9%表示設計多元化教學策略有助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和照顧學習差異。 

2.2.7 根據校本問卷調查，77.2%教師表示利用「評估工具」能分析學生的

強弱能力，協助設計課堂。 

2.2.8 根據校本問卷調查，77.2%教師表示本年度學生領袖訓練有助發展學

生潛能及提升其自信心。 

2.2.9 根據校本問卷調查，49.1%教師表示高中「統一編排補課」有助學生

提升學業水平。 

2.2.10 達到關注事項(二)的部份目標。教師對照顧差異的意識及教學設計有

所提升，仍要優化有關措施，改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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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目標： 

(一) 以班級經營關顧學生，強化具教育功能的師生關係，建立良好班風；

(二) 各科組協作，舉辦與學校主題呼應的學習活動；

(三) 帶領學生進行生涯規劃，訂定升學擇業路向，為前途作好準備。

3.1 計劃推行情況 

3.1.1 輔導組配合學校關注事項，舉行輔導周，本年度主題為「敢夢想 · 敢

飛翔」，口號是「追逐夢想，勇敢飛翔」，主題曲則是「無盡」。設有

多元化活動加以配合，如於周會安排《聖雅各福群會 天比高創作夥

伴》的《我的快樂時代 - 校園音樂表演》，當中青少年音樂組合《起

跑線》以樂器及唱歌表演形式分享自身經歷及灌輸正面的抗疫方

法，並分享其音樂發展道路，將積極信念與同學共勉。96%學生給

予是次周會分數為 3-5 分(最高分為 5 分) 。學生均明白周會所傳遞

的正面訊息，認同活動能讓學生感受到老師的關愛並尊師重道、有

助朋輩間互相包容及讓師生間加深了解。大部分學生對舉辦的周會

活動給予正面評價。老師及學生張貼之心意卡內容亦與關愛及欣賞

有關，達到建立愛心和諧校園之效果。亦於校內安排一些學生表演，

從而建立學生的自信心及推動校園建立朋輩互相欣賞、學習和包容

的文化；刻意分享師生間的小故事，推動學生積極人生的態度及同

儕互助成長的文化。 

3.1.2 本年繼續舉辦學長計劃及義工隊。透過本校「學長計劃」，訓練高年

級學生輔導低年級學生及讓中一學生容易適應中學生活。「學長計

劃」為中一學生舉辦了不同類型的活動：如午間小組遊戲及棋藝活

動、學長及中一學生飯聚、校內火鍋聚會、歷奇日營(原野烹飪)及歷

奇訓練營等等，這些活動均能促進中一學生與學長的互相認識及合

作解決問題，為中一學生的學習及社交適應提供朋輩支援。 

3.1.3 2017-2018 年度與基督教協基會屯門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合作，申請

20 萬元優質教育基金，進行「尊重生命，逆境同行」- 樂活達人(「好

心情@學校」微型計計劃 ) (Respect life, overcome adversities – 

LOHAS) ，計劃透過一方面對所有學生作一般性預防 (Primary 

Prevention)，另一方面以問卷篩選有需要的學生，及早識別及支援抗

逆力低之初中學生，並提供小組形式的「次級介入」(Secondary 

Intervention)支援活動，以提升學生抵抗及處理逆境能力及各種促進

精神健康的保護因素。計劃同時亦提供工作坊予家長及老師，以提

高其對學生抗逆力的認識及掌握跟進之輔導技巧。學生、家長及老

師反應正面。 

3.1.4 本年度續設有中一成長課，逢 DAY 5 第 9 節進行，1A 及 1C 班為一

組，1B 及 1D 班為另一組，全年約 10 次聚會。透過遊戲、影音及導

師分享等活動，讓中一學生認識基督教信仰；逢星期五午間舉行學

生團契，對象為全校學生，學生大都投入團契活動，對基督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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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初步認識。 

3.1.5 認識聖公會：中一級同學於 2018 年 6 月 26 日參加「《認識青彼教會》

導賞計劃」。透過活動，讓學生認識聖公會在社區辦教育的發展。教

會所擔任的角色：全人培育，及透過牧者的話，勸勉學生如何從生

活實踐信仰。 

3.1.6 本學年福音周已於 2017 年 11 月 16，17 日及 22 日順利舉行，今年

主題為「人生不設限」。透過不同的活動，帶出「神的能力是在人的

軟弱上顯得完全，」這個信息。鼓勵學生倚靠主，讓祂帶領我們跨

過一切的困難。圍繞主題，福音周活動包括：早會分享、早禱、午

間禮品展、午間嘉年華、音樂會、基教課教案課業設計及各項比賽(中

文科、英文科硬筆書法比賽；音樂科舊曲新詞比賽)、佈道會及午間

團契等不同活動，讓學生有機會接觸信仰，從而可以認信基督。今

年佈道會邀請到[ICM 基督教事工學院佈道團]主領，佈道會由程麗

斑小姐領詩及分享她在人生低潮，如何看到上帝對她的不離不棄；

繼而由梁炳球先生分享他由失敗到成功的經歷，上帝如何幫助他，

更讓他有能力幫助他人。最後由陳恩明牧師證道，是日有 41 人決志

相信耶穌。 

3.1.7 逢星期二、四分別進行高中及初中早禱崇拜，內容：配合主題(教會

節期、聖靈果子、生命成長)，由老師及團契學生負責，以唱詩、分

享、讀經、祈禱方式進行，讓學生在靈修中與主相遇。每月一次由

牧師主持的早禱，透過經文作出生活的回應，讓學生多認識聖經內

容，本學年我們以路加福音作為主題；又加入啟應禱文，讓早禱更

為互動。 

3.1.8 家長教師會舉辦工作坊《培育青少年抗逆力》，由「流浪‧生命工程及

天使家庭中心」創辦人及訓練總監黃鎮昌先生主講，與家長們共同

探索並尋找開啟年青人對生命熱情的鑰匙。 

3.1.9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5 月期間舉行了共五次「呂明才家長小組」，

以不同題材為內容的聚會，內容包括：「中一家長迎新」、「統測快要

來臨了」、「考試前奏曲-如何幫助子女贏在終點」、「培養子女責任感

及學習動機」及「減壓藝術治療」，藉以豐富家長個人體驗並建立關

愛網絡，加強彼此聯繫。 

3.1.10 於中一及中二級繼續推行「班級經營」，加強對學生的照顧及指導。

中一級至中四級各班每天放學前安排班主任時段，加強關顧及培養

良好習慣。 

3.1.11 班主任於每個上課日檢查學生手冊，發揮協助學生學習、獎勵及提

點的功能。 

3.1.12 中一級續響應新學制「其他學習經歷」，實行「義工訓練計劃」。 

3.1.13 為進一步鞏固師生關係及增加對學校的歸屬感，舉辦各級多元化的

班際比賽。 

3.1.14 透過學生會舉辦「雨中送傘服務」、貧富宴活動及家長教師會舉辦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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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服回收及捐贈有需要學生、舊書買賣活動及賀年糖果捐贈計劃等

活動，進一步鞏固關愛文化。 

3.1.15 升學及就業輔導委員會與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青年職涯發展服務和懲

教署‧愛群義工團繼續合作推出《友師計劃》，旨在希望學生藉著參與

是次計劃的不同活動及與導師們的溝通，能培養自信及啟發潛能，

提升與他人的溝通及相處能力，本屆有 20 位學生參加。 

3.1.16 升學組老師與中五級班主任於本學年為中五級學生進行「個人升學

及就業輔導」，讓學生能因應個人特質及時勢，制訂相關的升學就業

策略，為前途鋪路。 

3.1.17 為加深與台灣大學的交流，讓學生對台灣升學途徑有更多認識，並

為學生爭取更多升學機會，本年度繼續參與台灣大學結盟，並於 10

月 27 日到亞洲國際博覽館完成集體簽署儀式。 

3.1.18 為了協助各即將接受大學入學面試的中六學生做好準備，於 2018 年

1 月 31 日舉辦「高中面試工作坊」， 邀請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青年職

涯發展服務總監竺永洪先生講解面試注意事項，讓學生了解大學面

試的要求和面試前的準備，適時的練習及專家的指導，以增加獲大

專院校取錄的機會。 

3.1.19 家長教師會舉辦「家長也敬師」活動，向教師表達敬意，加強學生

尊師重道精神。 

3.1.20 透過老師早會分享，感化學生，鞏固師生關係。 

3.2 計劃成效與改善 

3.2.1 根據校本問卷，73.7%老師認為學生尊敬教師。而在持分者問卷中，

53.6%學生認為學生尊敬教師；62.0 %學生認為「和同學相處融洽」，

反映尊重文化漸漸成形。 

3.2.2 根據持分者問卷，43.7%學生表示學生能自律守規；而校本問卷中，

68.4%教師表示課堂上學生秩序良好。自律表現仍在發展階段，有待

提升。 

3.2.3 根據持分者問卷，87.7%老師認為師生關係良好。而根據校本問卷，

65.0%學生認為師生關係良好，反映師生相處融洽，成為推動學生向

前的重要基礎。 

3.2.4 根據校本問卷，40.4%教師表示本校逾半學生已認識到要為將來升學

或工作做好個人的生涯規劃；47.7%學生表示「生涯規劃」活動有助

學生擴闊眼界、認識自我。反映學生對「生涯規劃」意識已見初形，

但仍須努力推動。 

3.2.5 達到關注事項(三)的部份目標：生涯規劃工作上仍有發展空間，讓學

生擴闊眼界，為未來訂定升學擇業路向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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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財政報告 

2017-2018 

收入 支出 

$ $ 

承上結餘(政府基金及學校基金) 3,870,107.78 

I.政府基金

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行政津貼 (包括額外文員) 3,976,981.33 3,758,620.87 

非教職員薪酬 (行政主任/文員及校工)

*基線指標撥款 1,800,026.61 2,640,734.42 

學校及班級津貼、家具及設備、日常運作開支 (包括雜用開支、 

  清潔費、郵費、交通、印刷費、消耗品及維修保養費用等)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451,375.00 689,347.48 

*新來港學童校本支援計劃 21,728.00 21,644.00 

*學校發展津貼 600,837.40 322,591.50 

*消減噪音津貼 268,420.00 160,172.00 

小結： 7,119,368.34 7,593,110.27 

II. 學校津貼 （一般津貼）

*堂費 1,243,844.24 1,324,419.11 

*具特定目標的收費 (空調電費) 181,650.00 181,650.00 

小結： 1,425,494.24 1,506,069.11 

2017-2018 學年盈餘 / (赤字) (554,316.80) 

2017-2018 學年完結總盈餘 3,315,790.98 

(報告不包括教職員薪酬) 

七、學生表現 

1、離校學生出路 

 香港文憑試中六畢業生出路百分比：

香港文憑試中六畢業生出路統計：122 名中學文憑試畢業生中，升讀學士學

位課程佔 11%，副學位及高級文憑課程佔 25%，文憑課程佔 45%，就業佔

9%，其他 10%。

2、學生的閱讀習慣 

本年度學生從學校圖書館借書數目為 1196 本，仍需加強與科組合作，推動學生

善用圖書館。 

3、學生參與校際項目的情況 

朗誦節 戲劇節 體育項目 

52 人次 17 人次 147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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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學生參與校外活動或比賽之獲獎情況 

1. 對外比賽重要項目成績

(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比賽
<季軍> 藍天朗 F.4D 
<優良> 李卓霖 F.1A 顏珊珊  F.1C 鄭子健 F.1D

吳海晴 F.2C 梁映琳 F.2D 孫卓瑤 F.2D
慧娜寶頓 F.2D 鄭芷程 F.3A 伍穎嵐  F.3A
張梓軒 F.3B 李晉熙 F.3C 陳芍盈  F.3C
劉綿傑 F.3D 梁志賢 F.3D 譚明煒 F.3D
謝凱婷   F.4C 鍾麗賢  F.4D 許敏怡 F.5D
梁可螢 F.5D 廖泳嵐  F.5D 盧亭而 F.5D
吳芷婷  F.6A

<良好> 勞少芬 F.6C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比賽 
<優良> 章秀融 F.3D 梁燕琳 F.3D 楊凱晴 F.4D

陳子盈 F.6D 梁巧汶 F.6D
<良好> 梁凱婷 F.1C 鄭健熙 F.1D 陳娸鎔 F.2D

徐蒨妍 F.2D 林芷茹 F.2D 呂裕晴 F.2D
蕭凱晴 F.2D 杜淑歡 F.2D 曾詩莹 F.2D
伍穎嵐 F.3A 曾穎文 F.4D

(2) 亞洲青年才藝培訓中心主辦
第五屆校際青少年文化藝術節徵文比賽

<一等榮譽獎> 曾詩莹 F.2D 歐啟晴 F.6A 吳美娉 F.6A
<一等獎> 林芷茹 F.2D 陳娸鎔 F.2D 呂裕晴 F.2D

蕭凱晴 F.2D 陳詩婷 F.3D 藍天朗 F.4D
李晴暉 F.4D 周曉鈴 F.4D 侯匡兒 F.6D
關詠嵐 F.6D 吳依琦 F.6D 冼海倫 F.6D

<二等獎> 何皚怡 F.4D 羅嘉晴 F.4D 周佩棋 F.5D

2017 第七屆校際青少年藝術節-香港區徵文大賽 
<一級榮譽獎> 張芯怡 F.2D 孫卓瑤 F.2D 曾詩莹 F.2D

伍穎嵐 F.3A 徐雪陵 F.4D 歐啟晴 F.6A
吳依琦 F.6D

(3) 中國青少年語言文化學會主辦 2017 - 2018 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菁英盃」
作文決賽 <團體高中組冠軍>
<特等獎> 吳依琦 F.6D 
<一等獎> 陳晴晴 F.2D  歐啟晴 F.6A  朱靄茵 F.6D 
<二等獎> 杜淑歡 F.2D  陳娸鎔 F.2D  黃嘉敏 F.6D 

鍾躍龍 F.6D 沈梓邦 F.6D
<三等獎> 劉芍芃 F.4B 鄭凱欣 F.5A 葉惠英 F.6A

劉杏儀 F.6A 趙善葱 F.6D 王凱瑩 F.6D
王俊傑 F.6D 鄭玉琳 F.6D

<入圍獎> 林加嵐 F.6D

(4) 深圳讀書月組委員會辦公室主辦第十八屆深圳讀書月 - 深港澳中學生讀書交
流活動中學生讀書隨筆寫作比賽 2017
<高中組三等獎> 朱靄茵 F.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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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屯門區議會及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主辦閱出好境界-屯
門閱讀節 2017 - 2018「書中情與我」讀後感比賽
<冠軍> 梁思遠 F.3A 

<優異獎> 陳晴晴 F.2D 

(6) 香港教育城主辦 2017/18 年度創作獎勵計劃第一期
<閱讀隨筆-冠軍> 朱靄茵 F.6D

(7) 順德聯誼總會主辦青少年暑期活動原子筆書法比賽
<優異獎> 吳依琦 F.6D

(8) 香港仔坊會主辦啟動正能量全港原子筆中文書法比賽
<中六級別獎> 吳依琦 F.6D 
<入圍獎> 梁思穎 F.1C  胡秀芳 F.1D 余永菁 F.3D

黃梓軒 F.6D 朱靄茵 F.6D

(9) 屯門區公民教育委員會主辦屯門區公民教育書法比賽
<優異獎> 梁思穎 F.1C  謝宜恒 F.2D

(10) 明報主辦第二十屆明報校園記者計劃
周展維 F.6A 歐啟晴 F.6A 陳思詩 F.6A
葉惠英 F.6A 馬嘉晴 F.6A 郭海藍 F.6B

(11) 聯校資訊科技學會主辦全港學界中文打字達人 2018
<青年組冠軍> 黃培銘 F.5D

(12)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校際比賽

籃球 男甲 季軍 
男乙 殿軍  

田徑 女甲 跳遠季軍 陳嘉怡 F.4B
男丙 4 x 100 季軍 

越野賽 女甲 個人第五名 勞少芬 F.6C
團體亞軍 

男甲 團體優異 
足球 男丙 優異 

(13)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主辦屯門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7
<女子 C 組 – 4 x 400 米接力賽 - 冠軍>

許敏怡 F.5D 勞少芬 F.6C 廖海儀 F.6C
朱靄茵 F.6D

(14) 運動燃希望基金主辦「燃奧夢．覓新星」校際體能挑戰賽
<冠軍> 黃子維 F.3C  王駿財 F.4C 徐澤威 F.5A

李卓麟 F.6B 陳樂文 F.6C 王澤潤 F.6C

(15)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有限公司主辦第 54 屆學校舞蹈節
<甲級獎> 余嘉琪 F.1B 徐芷晴 F.1D 鍾穎桐 F.1D

譚  亮 F.1D 盧君怡 F.2A 吳海晴 F.2C
徐蒨妍 F.2D 杜淑歡 F.2D 慧娜寶頓 F.2D
陳婉莹 F.3C 黃雯靜 F.3C 陳詩婷 F.3D

周慧怡 F.5A 鄒穎欣 F.5D 周佩棋 F.5D
廖泳嵐 F.5D 陸潁颸 F.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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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參與社會服務組織

公益少年團 義工隊 男女童軍 海事青年團 聖約翰救傷隊 

22 人 27 人 45 人 14 人 21 人 

3. 中一學生參與社會服務情況

本年續因應新高中課程需要，推動「其他學習經歷」(OLE)，繼續與聖公會綜合

服務中心合作，舉辦「中一義工訓練計劃」。全級每位學生接受義工訓練 4 次，

服務 1 次，理論實踐並重，讓學生關懷別人，提升自信心及自我形象，豐富校園

生活及擴闊視野。

九、學校未來發展計劃的關注事項 

本學年是學校三年發展計劃的第三年，總結本年度工作，各項數據反映三個關注

事項均已取得初步成效。全體教職員透過不同形式的會議，檢視學校發展的進程，

確認同學已漸漸建立預習習慣，課堂參與亦有所提升。承接現階段的發展，在未來

三年，我們確認要進一步協助學生建立良好的學習習慣，為推動學生能自主學習好

準備。經商議後，我們為未來三年訂定了新三年的學校發展計劃（2018-2021）及

2018-2019 的周年計劃，重點如下：  

1. 關注事項一：提升學與教效能，持續促進學生自主學習

 針對各級學生的特性和學習需要，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建立良好學習習慣。 

 將學習技巧融入日常教學，協助學生掌握科本學習策略。

 強化預習與課堂教學之連繫，提升教學效能。

 加強課堂內促進學習之評估及回饋，協助學生反思求進。

2. 關注事項二：加強跟學與教聯繫的學生成長支援

 優化生涯規劃教育，協助學生確立不同階段的目標。

 強化及營造班級學習氛圍。

 加強表揚學生在學術及活動方面的表現，塑造學生模範，提升學生自信。

 加強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

- 完 -



2017 – 2018  

多元學習津貼 

課程評估報告 

申請 

學科 

科主任 

姓名 

對象 

級別 

負責老師 

姓名 

有沒有聘用

校外機構或

人員? 

( 有 / 沒有) 

參加 

同學 

人數 

課程 

總時數 

出席率 

(%) 

成效評估 支出(港元) 

(從 DLG 支賬) 

1 

English 

CCL F. 6 students

Writing 

Enhancement 

Course 

(Advanced) 

-- -- -- -- -- The course was not arranged as 

students were too busy with other 

DLG courses, after-school tutorials 

and exam practices on Day 5.. 

NIL 

F. 5 students

Writing 

Enhancement 

Course 

Mr. Chung 

Chiu Tung 

Mar – May 

2017 

21 7 lessons 

x 2 hours 

x 

$700/hour 

(14 hours) 

92% Since the course was arranged on 

Day 5 (9th period to 5:15 p.m.), the 

attendance rate was very good. 

Students reflected that they could 

logically support and develop their 

point with specific details when 

writing a paragraph. Overall 

speaking, the course raised their 

awareness of English writing skills 

in general and enhanced their 

English writing ability. 

$ 9,800.00 

(course fee) 

$99 

(materials fee) 

Self-access 

materials for 

elite students 

NA Throughout 

the year 

30 NA NA Reference books for IELTS and 

TOEIC were purchased for elite 

students to use. 

$300.8 

Support F. 5 

students to 

take TOEIC  

(public exam) 

 Sponsor

the top

students

Smart Edu. July – 

Sept  

2018 

/ F. 5

students 

After receiving the TOEIC results, 

there were 13 students who scored 

550 or higher out of 990 marks. 

Therefore, they received $200 as 

Sponsor exam 

fee 

$200 x 13 



$200 

for the 

exam 

fee 

the sponsorship for the TOEIC 

exam fee. It was regarded as an 

encouragement for their hard 

work.  

=$2, 600 

Support 

F. 5

students

to take

TOEIC

(public

exam)

Arranged

tutors to give

students 5

sessions to

prepare for

the TOEIC.

 Sponsor the

top 20

students

(who can

score 550

out of 990

marks)

$200 for the

exam fee

Jun – Aug 

2018 

Tutors from 

Smart 

Education 

28 

F. 5

students 

27 83% 5 sessions (13 hours) were 

arranged to help students prepare 

for the TOEIC test. The overall 

attendance rate was good , with 21 

out of 27 students got the refund of 

the deposit of $100. Students found 

the preparation course useful for 

them. That is why more students 

got satisfactory results in the 

TOEIC when compared with 

students last year.  

$13,000 

(course) 

Subtotal: 

$25, 799.8 

2 

中文 

WKM 中六 TWS 

FMW 

NKY 

WKM 

沒有 21 約 6 小時 90% 1. 學生上課表現良好，大部分

學生能依時完成習作。 

2. 大部分學生皆認同參與此

拔尖課程有助應試。 

3. 超過 50%學生於 2018 年中

國語文科公開試成績達 3 級以

上的成績 

$2730 

WKM 中六 TWS 

FMW 

NKY 

WKM 

有 35 約 5.5 小

時 

90% 1. 超過 50%學生於 2018 年中

國語文科公開試成績達 3 級以

上的成績 

2. 大部分學生皆認同參與校

外模擬考試有助應試。 

$6290 



WKM 中五 TOY 

FMW 

FYF 

 

沒有 20 約 4.5 小

時 

95% 1. 學生上課表現良好，大部分

學生能依時完成習作。 

2. 大部分學生皆認同參與此

拔尖課程有助應試。 

$1575 

WKM 中六 WKM 

FYF 

TWS 

有 13 約 3 小時 100% 1. 學生表現優秀，全部學生獲

取獎項，包括特等獎、一等

獎、二等獎、三等獎，。此

外，學生比賽成績卓越，榮

獲初賽及決賽高中組團體

冠軍，為校爭光。 

2. 所有學生皆認同參與此活

動能提升寫作技巧，有助應

試。 

$2860 

 

 

 

 

 

 

 

Subtotal: 

$13,455 

3 

數學 

YWK 

WSY 

中五 WSY 沒有 32 7 小時 100% 透過額外練習，鞏固同學已有的

知識，提升同學掌握甲(2)部、乙

部及選擇題的解題及答題技巧 

(未知公開試成績) 

$2880 

中六 YWK 學友社 10 3.5 小時 100% 提供多一個給學生作模擬公開試

的實戰機會，讓同學更能掌握考

試技巧。 

$2850 

 

 

 

中五 TCY 全港青少年

數學比賽 

3 3 小時 100% 提供一個機會讓學生認識不同的

數學題目，從而鞏固同學在 DSE

課程以外的數學知識，以引起同

學對學習數學的興趣。 

$1090 

 

Subtotal: 

$6820 

4 

通識 

 

 

CSW 

 

 

 

F6 YWS 沒有 20 15 小時 85% 1. 同學出席率超過 80%，達

85% 

2. 意見問卷中，有 95%或以上

學生認同增益班對他們有

$ 3520 



正面幫助 

3. 學生均能盡力完成指定的

習作，並且表現良好

CSW F5 YKC 沒有 20 3 小時 80% 1. 同學出席率達 80%

2. 意見問卷中，有 90%或以上

學生認同增益班對他們有

正面幫助

3. 學生均能盡力完成指定的

習作，並且表現良好

$ 4854 

Subtotal: 

$8,374 

5 

物理 

LMS F.6 LMS 沒有 5 6 小時 80% DSE 成績放榜 $0 

Subtotal: 

$0 

6 

化學 

LSL 中六修讀化

學科成績優

異同學 

LSL 沒有 8 4 小時 約 80% 1. 同學出席率超過 80%

2. 同學們願意學，亦表示課程

可助釐清概念，幫助同學應

付公開考試

3. 同學的課程習作表現良好

4. 80% 參加同學於期終試本

科保持水準或有進步

$1000(模擬考

試費) 

LSL 中五修讀化

學科成績優

異同學 

LSL 沒有 7 2 小時 約 80% 1. 同學出席率超過 100%

2. 同學們願意學，亦表示課程

可助釐清概念，幫助同學應

付公開考試

3. 理科比賽中同學獲得參與

$840(理工大

學理科比賽) 



証書，但是次為本校第一次

參加，而且同學準備未夠充

足，故成績一般 

LSL 中五修讀化

學科成績優

異同學 

LSL 有 

(聘請校

友﹕朱燕

婷) 

7 4 小時 約 80% 1. 同學出席率超過 80%

2. 同學們願意學，亦表示課程

可助釐清概念，幫助同學應

付公開考試

3. 同學的課程習作表現良好

4. 80% 參加同學於期終試本

科保持水準或有進步

$400 (導師費) 

Subtotal: 

$2,240 

7 

生物 

SSF 中五 SSF 沒有 8 約 5 小時 100% 1. 同學出席率 100%

2. 學生的課程習作表現良好

3. 其中 8 人保持全班前 10 名

4. 4.90%參加同學於期終試本

科成績保持水準或有進步

5. 八位學生參加 PolyU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mpetition 2018

-5D 何樂勤及 5D 翁佳晨獲得

Distinction in Biology 

-5D 許坤怡及 5D 廖詠嵐獲得

Credit in Biology 

$1356 

SSF 中六 SSF 有 8 約 5 小時 約 90% 1. 同學出席率超過 90%

2. 學生的課程習作表現良好

3. 8 人保持在全班前 10 名

4. 80%參加同學於期終試本

科成績保持水準或有進步

$2064 

Subtotal: 

$3,420 



8 

中史 

YWS F6 LSK 沒有 7 9 小時 80% 1. 同學出席率超過 80% 

2. 意見問卷中，有 86%或以上

學生認同增益班對他們有

正面幫助 

3. 學生的課程習作表現良好 

 

兩級合共用了

$4951 

 

 

 

 

 

 

 

Subtotal: 

$4,951 

YWS F5 YWS 沒有 8 12 小時 90% 1. 同學出席率超過 80%，達

90% 

2. 意見問卷中，100%學生認

同增益班對他們有正面幫

助 

3. 學生的課程習作表現良好 

9 

地理 

CSL F6 CSL 有 6 10 小時 80% 理想, 所有參與學生一致認同

是次拔尖課程換醒他們於課後

自發操練歷屆試題，建立良好

溫習習慣，有效提升其辨題及

答題能力。 

 

於考試前夕，聘請校外老師進

行模擬試及最後講解，效果理

想。 

 

$2,976 

CSL F5 CSL 沒有 8 3 小時 100% 理想, 所有參與學生一致認同

是次拔尖課程換醒他們於課後

自發操練歷屆試題，建立良好

溫習習慣，有效提升其辨題及

答題能力。 

$3,168 

 

Subtotal: 

$6,144 



明年將繼續善用試後活動或暑

假時間，增加課堂節數。 

10 

經濟 

KIN F6 KIN 沒有 6 12 小時 90% 90%學生表達能學習到較高階

的知識，及更掌握公開試答題

技巧。 

$880 

KIN F5 KIN 沒有 7 12 小時 85% 90%學生表達有機會深入了解

不同課題的知識，有助獲得更

高分散。 

$0 

Subtotal: 

$880 

11 

企會財 

TSE 中六 TSE 沒有 8 9 小時 100% 學生表示有助釐清概念，提升應

試技巧。應考模擬試讓學生了解

自己不足的地方，從而加強操

練。他們亦願意學習，有助學生

應付公開考試。 

HKICPA/HKABE

考試費

($260X8)=$2080 

香港多元智能

協會考試費

($100X8)=$800 

中五 LUI 沒有 7 6 小時 100% 學生表示有助釐清概念，提升應

試技巧。他們亦願意學習，有助

學生應付公開考試。 

參考書$2950 

中四 LUI 沒有 7 6 小時 100% 學生表示有助釐清概念，提升應

試技巧。他們亦願意學習，有助

學生應付公開考試。 

參考書$1601 

Subtotal: 

$7,431 

12 

設應 

LUK 中六 LUK 沒有 3 3 次 

3 小時 

100% 同學成功完成 SBA 的習作報

告。能提供合適的物料應用及

$0 



在習作中展示簡單的支架結

構。 

在畢業試卷二的題目方面同學

該類題目有少許進步。 

在 2018 年放榜檢視同學的成

績。 

Subtotal: 

＄0 

13 

科活 

TSC S5-6 TSC 沒有 10 2 小時 100% 理想,參與學生可以通過不同

的課外讀物,擴闊視野,有助應

考菜式設計題的信心及能力。 

$1,205 

Subtotal: 

$1,205 

14 

資通 

CKY 中六 CKY 沒有 4 4 小時 100% 1.同學出席率 100%

2.學生於公開試成績成達到 3 分

或以上(待文憑試結果公佈)

$5185 

Subtotal: 

$5,185 

15 

視覺藝

術 

LYO F.4-F.5 LYO 有 

主辦：循理

會屯門青少

年綜合服務

中心 

「藝有所

成」「陶藝及

義工訓練工

作坊」 

12 18 小時 80%或以

上 

(10 人) 

1. 學員學習陶藝泥條盆築，手

搯和上釉等基礎技巧，每人

完成一件大型陶藝創作，數

件小型作品

2. 6-9 位學員完成二次共 6 小

時義工服務，教授 8-10 位前

往循理會屯門青少年綜合

服務中心學習的長者學習

陶藝製作和上釉方法，過程

愉快，長者對學習均感興

趣。學員協助長者成功製作

10-12 件陶瓷容器作品，並

得服務機構感謝和讚賞，長

者期望再次蒞臨接受義工

教授更多陶藝知識。活動參

考附圖 

學費：$1200 



3. 3-4 位學員在完成訓練課程

後主動報名參加主辦機構

的暑期陶藝延伸課程。

總結學員能達到本課程所

設目標；鞏固同學的視覺藝

術知識，讓同學透過藝術訓

練及義工服務，發揮所長，

協助推廣關懷社區長者訊

息，並提升其學業水平。

4. 其中 2-3 位升中六的學員選

擇利用所學技巧和陶瓷媒

介製作本科 SBA 作品。

Subtotal: 

$1,200 

16 

旅款 

COI 中五級及中

六級本科成

績位列頭約

30%-50%的

學生 

COI 沒有 20 中五級及

中六級各 

3 小時 

100% 中六學生均能出席拔尖課程，

並能完成拔尖練習，成效理想。 

比較上學期統測，大部份學生

在期終考試表現有所提升。 

中五學生均能出席拔尖課程，

並能完成拔尖練習，成效理想。 

比較上學期統測，大部份學生

在期終考試表現有所提升。 

$2000 

Subtotal: 

$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