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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們的學校 

 

學校資料 

中文地址 ： 九龍觀塘利安里 2號 A 

英文地址 ： 2A, LEE ON LANE, KWUN TONG, KOWLOON. 

地區 ： 觀塘區 

服務類別 ： 群育學校 

電話 ： 27114800 

傳真 ： 27123085 

電郵地址 ： stcs@sbc.org.hk 

學校網址 ： http://www.shingtak.edu.hk 

辦學理念 ： 我們深信人和環境是可以改變，因此，學校致力為孩子們締造一

個和諧、健康和關愛的環境，培養他們善良的品格、發揮他們獨

特的潛能。我校更以專業服務，幫助孩子們重投家庭、融入社群，

成為一個能承擔責任、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本校專為小五至中六情緒及行為有適應困難的男學生服務。並設

有三至六個月之短適課程，為有需要的中小學生提供適切服務。 

校監姓名 ： 林君一先生 

校長姓名 ： 胡忠興先生 

學校類別 ： 津貼 

學生性別 ： 男 

辦學團體 ： 香港扶幼會 

宗教 ： 無 

創校年份 ： 1970 年 

校訓 ： 自尊、自治、自立 

學校面積 ： 約 4,000 平方米 

學生人數 ： 141人 

校內組織 ： 法團校董會、學務及課程發展組、訓輔組、學生發展組、生涯規

劃教育組、校務組、總務組、家長教職員會、校友會。 

宿舍設備 ： 宿位 108個，由社會福利署資助。 

公共交通 ： 乘港鐵於彩虹站轉乘巴士或小巴直達學校。 

另有巴士或小巴往返觀塘、將軍澳、油尖旺等地。 

校車服務 ： 因大部份學生在院舍住宿，學校沒有提供校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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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設施 

本校為 2005年落成的新校舍，設有球場、禮堂及 10個課室，另有音樂室、電腦

室、科技與生活室、髮型設計室、視覺藝術室、多元學習室及實驗室。 

 

教師資料 

教師專業資歷 (人數) 

基本師資訓練 ： 23 

特殊教育訓練 ： 20 

學士 ： 24 

碩士 ： 10 

教師總數 ： 24 (包括 1名外籍英語教師) 

 

專業人員資料 (人數) 

社工 ： 2 

教育心理學家 ： 0.3 

言語治療師 ： 1 

實驗室技術員 ： 1 

專業人員總數 ： 4.3 

 

班級結構 

小五 ： 1 

小六 ： 1 

中一 ： 2 

中二 ： 2 

中三 ： 2 

中四 ： 1 

中五 ： 1 

中六 ： 1 

總班數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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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科目 

小學： 

中文、英文、數學、常識、普通話、體育、視覺藝術、音樂、電腦、圖書、個人

及社化、專才訓練 

 

初中： 

中文、英文、數學、科學、通識、普通話、電腦、科技與生活、體育、音樂、視

覺藝術、德育、全方位學習 

 

高中︰ 

中文、英文、數學、通識、藝術、體育、資訊及通訊科技(選修)、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選修)、視覺藝術(選修)、高中體育(選修)、全方位學習、應用學習 

 

學校特色 

管理與組織 

實行「校本管理」，設有學務及課程發展組、訓輔組、學生發展組、生涯規劃教

育組、校務組、總務組、家長教職員會及校友會。鼓勵教師參與培訓及專業發展。 

 

教與學 

提供多元化課程予學生修讀。除正規課程外，設有全方位學習課節，舉辦跨科課

外活動及參觀，以配合課堂知識，藉此擴展學生之學習空間。定期舉辦教師發展

日，為老師提供各種進修課程、研討會、交流會等。 

 

支援輔導服務 

透過個人及社化課、德育課和其他發展性與預防性的活動，引導學生認識自己，

發展潛能及學習解難方法。學校社工及教育心理學家亦為學生提供適切的服務。 

 

學業及學業以外的表現 

透過各項比賽、社化德育教育、生涯教育和其他與價值觀相關的課題進行教學，

並進行多元化的評估，作為制定改善質素的計劃，為學生提供優化的教育，以培

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及積極的態度。 

 

課程政策 

本校為學生提供多元化課程。各科因應學生的能力及需要而調適課程，以提高學

習動機和加強思考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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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 

學校提供多元化活動，供學生參與。將跨學科的主題如公民教育及正規課程等融

入課外活動內，培養學生正確的人生觀。各學科均會配合其教學重點，設計比賽

或參觀活動，提高學生對學科的興趣，藉此發掘和培養學生的多元潛能。 

 

資訊科技支援 

所有教室均設寬頻網絡連線、無線網絡連線、電腦及投影機，另附設三個電腦室

及電腦學習輔助室協助教師施教，教師可利用網上資訊及教學軟件在電腦室或課

室進行多媒體教學。學校已為所有教職員配備一部桌上電腦及一部平板電腦以協

助學與教的設計及進行教學，另外，學校亦已為全校生員申請谷歌教育版賬戶，

以提供更為便利的儲存位置及促進電子化教學的進程，並實現學習的評估理念令

學生學習得以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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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重點發展項目一：推動科組生涯規劃元素，提升學生自我管理能力 

 

成就 

我們除重視培育學生的「德、智、體、群、美」五育外，還注入了「職」(職

涯發展)的元素，以全面照顧學生的成長需要。我們推動學校生涯規劃教育是

以學生為本，培養良好品格，建立正面形象；擴闊學習經歷，發掘潛能興趣；

做好生涯規劃，成功回歸主流。 

 

因此，本校秉持「Your Career, We Care」(我們關顧你的生涯規劃)的信念，

以推動學校整體的生涯規劃教育： 

 學生的「CAREER」，分別是 Choice(選擇)、Attitude(態度)、

Responsibility(承責)、Empowerment(充權)、Expectation 

Management(期望管理)及 Reflection(反思)。 

 教師的「CARE」包含了 Companionship(同行)、Acceptance(接納)、

Respect(尊重)及 Engagement(積極參與)。 

 

1. 推動學校生涯規劃教育 

本校生涯規劃教育組組員與中三乙班主任於 6月 5日獲邀出席由教育局升

學及就業輔導組舉辦的「同行並進–生涯規劃教育分享會 2018」─ 「特殊

學校生涯規劃教育活動的推行」分享會，講題為「如何通過班主任的協作

促進生涯規劃課的學習」，與在場大約八十多名普通及特殊學校老師分享

及交流。 

 

2. 教師專業發展 – 教師發展日 

在 2017年 10月 6日的教師發展日中，本校與中大 CLAP合作，舉行全日的

培訓，上午講題為「CLAP計劃介紹、解說技巧及探索工具應用培訓」，下

午講題為中三『編「職」我未來』課程介紹及培訓。向全體教師闡述本校

與 CLAP合作推行生涯規劃教育的理念及情況，讓教師更了解推行的細節。

在模擬課堂的分組活動中，各同工亦嘗試代入學生及教師角色去經歷及解

說。 

 

3.建立個人生涯發展檔案(中三/中四) / 學生成就紀錄冊(中五/中六)  

為全體中三學生建立「個人生涯發展檔案」，以配合『編「職」我未來』

生涯成長課，讓學生從學期初便能培養「事業規劃與管理」的思維，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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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課的扎記及升學就業規劃等資訊保存，亦能整全收集學業及學業以外的

學習成果。班主任、社工及生涯組老師會運用此檔案與學生進行個別化生

涯輔導。在原校中三升讀中四的面試期間，所有參與面試的學生都有使用

「個人生涯發展檔案」來展現自己的學習成果。 

至於中五至中六學生的「學生成就紀錄冊」，所有學生能收集自己的學業

成績及學業以外的學習成果，中六畢業生亦能把它整理好作升學求職面試

之用，有效提升學生自我管理能力。 

 

4.推動全校性的生涯規劃活動 

分別於 4月及 5 月舉辦全校性的「職業英語活動」及「擇業常識問答比賽」，

藉此提高學生對一般的職業英語及擇業常識的認知，以及營造校園生涯規

劃教育的文化，提高學生對生涯規劃的關注。 

在 2017年 4月 25至 27日一連三天舉行的「職業英語比賽」過三關遊戲中，

共有 77名學生人次參加，雖參與學生人次較去年少，但學生反應熱烈。 

在 2017年 5月下旬舉行的「擇業常識問答比賽」，共有 54位學生參與。 

 

5.CLAP FOR YOUTH @JC 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 

本年度成為 CLAP FOR YOUTH @JC 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中的第三期網絡

學校，主要推動教師培訓工作，亦獲得九龍西社區支援隊基督教服務處支

援，到校為中三至中六的學生進行性格透視工作坊，而中五及中六學生能

安排於 1至 2月期間作三節工作體驗。 

此外，中四甲林卓男同學成功申請「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夢想

成就‧不一樣的人生」獎勵計劃並獲得約$14,000的獎學金，以資助他學習

劍道的夢想。 

 

6.應用學習(APL)課程 

於 13/3為中四學生舉行應用學習(APL)課程簡介會，讓學生對應用學習的

課程內容及報名細則有初步的了解，以便他們選擇合適自己的科目。有 4

位學生決定報讀相關的課程，最後有 1位學生通過面試成功入讀。 

 

7.升學輔導講座 

全年與校務組、社工組及學務組合作，為小六、中三、中六學生及家長共

舉辦 6場升學輔導講座及諮詢輔導，包括：1) 8/12自行分配學位講座(小



8 

 

六)、2) 13/4升中選校講座(小六)、3) 19/1中四升學及選科家長講座(中

三)、4) 6/3中四升學及選科學生講座(中三)、5) 13/12中六升學輔導家

長講座(中六)、6) 11/7中六 DSE放榜日諮詢輔導。講座及諮詢能讓家長及

學生了解最新的升學資訊及須知，也增加家長、學生與教師及社工間的互

動，能就升學或就業事宜作出適切的輔導。 

 

8.參觀大專院校、教育及職業博覽與職場探索 

配合校本生涯課程及學生成長需要，本年度為不同年級的學生舉辦了多次

參觀大專院校、教育及職業博覽與職場探索，讓學生了解最新的升學及職

場資訊及要求，及早裝備自己。 

院校參觀包括： 

1) 荃灣職場 GPS 筍工招聘展(中四至中六) 20/9 

2)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沙田) (中三、中五及中六) 8/12 

3) 「教育及職業博覽 2018」(中三、中五及中六) 2/2 

4) 屯門明愛馬登基金中學(中二及中三) 12/3 

職場探索及工作體驗包括： 

1) 九龍灣 Megabox 實惠家居旗艦店(中五及中六) 1/11 

2) 東華三院「我是禮儀師」體驗活動(中四) 22/1 

3) 寵物美容(中五及中六) 17/1 

4) 木工製作(中五及中六) 24/1 

5) 泰拳教練(中五及中六) 7/2 

 

9.中六級「前路由我創」成長課 

第三年與高中全方位課合作，為中六級進行「前路由我創」生涯成長課，

把「選擇理論」融入成長課中，讓學生反思個人行為及選擇。並希望透過

於史偉莎集團的工作體驗，能讓學生實踐，獲得職業探索的機會，了解不

同職業的要求及學習良好的工作態度。 

 

10. 中四級「同理心連心」成長課 

本校與教育局訓育及輔導組、學校社工組、「關注草根生活聯盟」、學校

訓輔組和學校高中全方位科合作，首次為中四級共同設計校本體驗式課

程。課程主題為「同理心連心」，旨在提升中四級學生的同理心，希望學

生除了關心自己外，還需要理解和幫助別人和社會。 

學生透過體驗活動，感受弱勢社群（劏房戶、孕婦、失明、傷殘、聾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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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康人士）的處境，包括「黑夜迷宮」、「蜜瓜搬運」、「高空投擲雞蛋」、

「二人三足」、「蔡 sir分享復康心得」、「Miss Lai教手語」、「超級

無敵大電視」和「陪街坊買餸」。 

 

11. 中三級「編『職』我未來」生涯成長課 

第二年於中三落實生涯成長課，課程共 12節課堂，已於 17年 10 月至 3月

期間完成。當中有 3節講解和整理「個人生涯發展檔案（ICP）」、4節關

於「生涯四問」、4節教授「溝通和解難能力」和 1節講解「升學面試預備」。 

另外，為了讓全體教師掌握生涯規劃教育的理想、落實現況和施教方式，

本校與「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CLAP）」團隊於 17年 10月 6日的教

師發展日，提供了生涯規劃簡介會，以及進行「編『職』我未來」課程培

訓工作坊，認同生涯規劃教育的理念，以及意識到班主任在輔導學生生涯

發展方面的角色。 

教育局項目主任（升學及就業輔導）李雲龍先生和借調老師，曾於 18年 2

月 6日訪校和觀課，當天下午到中三乙班了解「生活技能課：解難能力」

的課堂運作，及後與教師交流，掌握本校推動和落實生涯規劃教育的情況。  

本校於 6月 5日獲邀出席由教育局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舉辦的「同行並進–

生涯規劃教育分享會 2018」─ 「特殊學校生涯規劃教育活動的推行」分享

會，講題為「如何通過班主任的協作促進生涯規劃課的學習」。 

 

12.中二級「審慎擇業」生涯成長課 

第三年與德育科協作，配合德育課程，以 6節課堂教授校本生涯課程，包

括：認識自己、資歷架構、求職陷阱、僱主責任、暑期工勞工法例須知和

創業。教材內容和教具豐富，以便教師自行剪裁和修訂教材。 

 

13. 盛德餐飲服務生 

由科技與生活科教師教授初中生飲品沖調技巧（奶茶、咖啡、朱古力和特

飲），讓學生一技傍身。高中生帶領學弟在 17年 10月 20日的家教會成立

典禮，一展身手，協助招呼來賓。共有 12名學生擔任盛德餐飲服務生，為

各家長及來賓製作小食、特飲、奶茶及咖啡，學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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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1. 推動學校生涯規劃教育 

在整體規劃學校的生涯規劃教育時，以照顧不同年級的學生成長需要，配

合不同的學習要素包括：1)自我認識及發展、2)事業探索及 3)事業規劃與

管理。 

 

此外，在構思生涯元素時，亦能依據《中學生涯規劃教育及升學就業輔導

指引》，有協調及系統地為學生提供不同層面的介入活動，包括 1)課程/

架構、2)升學機會/就業選擇連繫、3)全校性升學就業活動、4)工作體驗、

5) 學生個人規劃、及 6)個別輔導諮詢。 

 

從「APASO」-「目標設定」副量表題 6 - 11中，有 60-70%初中生認為他們

有能力、有計劃地訂下一些可達到的目標及知道完成目標的途徑，而其中

超過 80%的學生表示會為自己的將來著想。而在「自我控制」副量表題 28 – 

36中，近 80%的初中生表示他們懂得分辨是非，能拒絕對自己有害的事物。

惟只有 60%的初中生表示能堅持完成長期目標、能集中注意力把事情做好。

從數據中，我們得知，初中生在認知上知道設立目標的好處和技巧，亦知

道需要為未來打算，但同時卻欠缺把目標完成所需的意志力。 

 

而高中生在「目標設定」中對人生目標的期望及設定的知識比初中同學高。

100%的同學表示他們會為未來作打算，其中 80%的高中生會為自己訂下一些

合理的目標。他們認為自己有能力及有計劃地把目標實踐。(標準

差:0.5-0.6)但需留意只有 75%同學表示他們知道能幫助他們實踐目標的方

法。 

 

從數據中，我們得知，有 93%的高中生表示自己有恆心做大部份的事；93%

的表示會盡能力解決問題。但是卻有 33% 的學生表示他們不同意自己能堅

持達至成功；47%的學生表示自己不是個勤力的人；46%的學生表示自己不

是個盡力學習的人。可見他們有完成目標的期望，卻對學習欠缺信心，這

對他們要完成目標將會造成困難。 

 

2. 教師專業發展 – 教師發展日 

在收回的問卷中，超過 90%的教師及社工表示認同是日講座及工作坊能幫他

們加深對「生涯規劃」的理解及中三課程的理念及應用。 

 

3. 建立個人生涯發展檔案(中三/中四) / 學生成就紀錄冊(中五/中六) 

中三學生設立「個人生涯發展檔案」，在整存學習成果的能力仍有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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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多於一半的學生仍在初創階段。 在推動「個人生涯發展檔案」時，班

主任的角色十分重要，故此本小組需要與各班主任緊密溝通及適切支援，

好讓班主任能對學生作出指引及輔導。 

 

4. 推動全校性的生涯規劃活動 

學生在兩項活動的均有很高的參與，有助營造校園生涯規劃教育的文化，

提高學生對生涯規劃的關注。本年度與英文科合作，共同參與籌備及舉辦

「職業英語活動」中，能提升學生學習英語的動機，及使用英語的機會。

部分日子第二關較第一關的參賽人數多，因當日學生將近午休結束的時間

才參加活動，為了讓學生可以參與活動，因此為活動進行調節，可由第二

關開始，並建議於所有回合增設兩名同事協助。 

 

「擇業常識問答比賽」參與率約 7成，得獎學生有兩個來自小學，初中及

高中各一；是次比賽班主任角色重要，於班主任課節向學生講解效果更好，

建議恆常化，一致通過下年度繼續，比賽中的題目會進行更新。 

 

5. CLAP FOR YOUTH @JC 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 

因 CLAP的網上生涯事業發展評估工具評估時間較長，本年度未有安排學生

填寫，改以較簡短的問卷取代。另因未能於開學前舉行籌備會議，故難以

在開學後加插工作體驗活動。下年度宜提早籌備，以便預早籌劃全年活動。 

 

另因較難安排時間進行與 CLAP進行共同備課，中三級的課程支援主要由生

涯規劃教育組負責。 

 

6. 應用學習(APL)課程 

雖然學生成功報讀心儀的科目，但由於課程的上課時間大多安排在星期六

進行，學生的學習持久力不足，致他們的出席率未達要求。所以檢視過去

兩屆學生皆在中途退學，未能成功完成整個課程。 

 

7. 升學輔導講座 

出席的學生及家長皆在相關的講座中取得有用的資訊，協助他們選擇合適

自己子弟的學校(小六學生家長)或未來的升學路向(中三、中六學生)。 

 

8. 參觀大專院校、教育及職業博覽與職場探索 

超過九成的學生均有參與本校舉辦的院校參觀及職場探索活動，從教師的

觀察、工作體驗檢討等，均反映學生投入活動，學生能從活動中了解升學

及就業資訊，與及獲得寶貴的工作體驗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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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六級「前路由我創」成長課 

由於班上的人數不多，在分組活動中未能產生足夠互動。且課程安排在學

期末進行，已接近應考 DSE時間，學生對史偉莎集團的工作體驗興趣不大。

所以來年會探討會否把課程提前在中五級進行，讓學生有較充足時間準備。 

 

10. 中四級「同理心連心」成長課 

體驗式課節共 7 節，每節 3小時，課程共 21小時，逢星期三下午進行

（3/1/18-28/2/18），整體出席率有 8成，活動達預期效果。調查顯示，

超過 8成學生表示感受和理解社會弱勢人士的感覺和處境，百分之百認同

自己比以前更理解別人的感覺，以及察覺到社會上有更多值得幫助和關心

的人，而自己並非最可憐的一群。 

 

若要落實校本體驗式課程，充足的人力資源和校外機構支援，才是成功的

關鍵。每次進行體驗活動時，基本人手包括兩位班主任、一位社工、兩位

教育局同工，共 5人。另外，幸得校內兩位老師抽空幫忙，分享學習手語

和康復的心路歷程，有助引發學生的共鳴，分享面對逆境的經驗。 

 

建議保留該課程架構，並於來年在中四落實。由於教育局訓育及輔導組不

再派員到校支援，建議及早調動支援人手。另外，因應來年課堂時間轉變，

校內老師未必有空仗義幫忙，建議及早準備，另覓機構或嘉賓，填補相關

課節。 

 

11. 中三級「編『職』我未來」生涯成長課 

已經為所有中三學生開設「個人生涯發展檔案（ICP）」，學生可以按個人

需要，自行整理和運用檔案。4成中三甲學生運用得宜；近 6成中三乙學生

活用檔案，學生同意能應付面試需要。 

 

所有中三學生都選擇不同的升學途徑，出路清晰，包括原校升讀中四、中

央中四學位分配和職業訓練局課程。11人獲派升讀盛校、1位參與中央派

發中四學位，以及兩位自行報讀職訓課程。 

 

9成教師認同生涯規劃教育的理念，有意識地輔導學生，並不時跟生涯規劃

教育組交流，商討學生的生涯發展。生涯規劃教育組成員跟中三班主任共

同備課，講解課堂的重點和目標，以及分享教學的難點。部分班主任根據

建議教學內容，自行佈置課堂教學，設計更多小組解難和辯論活動，照顧

學生的學習風格，讓學生有所發揮和參與，成功帶動學生探索自身，探討

處理逆境的不同手法，課堂氣氛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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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項目主任（升學及就業輔導）李雲龍先生和借調老師欣賞本校的校

本生涯規劃教育課程，以及跨專業合作。本校獲邀出席教育局的分享會，

分享校本生涯規劃教育課程架構和理念、支援措施，以及班主任過去三年

的班級經營之道，啟發學生未雨綢繆，規劃未來。外間的交流和肯定，有

助強化班班主任的身份認同，尤其畢業班班主任，負起了照顧應屆畢業班

的重任。 

 

12. 中二級「審慎擇業」生涯成長課 

任教老師表示部分中二級學生已達 15、16歲，開始從事兼職工作，對職場

略知一二，認同課題切合學生需要，而且學生的經驗分享能夠促進課堂討

論。 

 

另外，由於課堂調動關係，中二乙班只上了四節與生涯相關的課堂，但學

生認同求職常識有助保障他們，而中二乙班呂浚森在擇業常識問答比賽更

獲得亞軍。 

 

由於近年冒起不少新型行業或求職詐騙手法，例如手機程式外賣服務或披

露過多的私隱資料等，學生未必懂得判斷和保護自己，故本校將繼往開來，

與時並進，繼續物色恰當的教材，支援班主任的教學工作。 

 

13. 盛德餐飲服務生 

「盛德餐飲服務生」成為學校大型活動或典禮的重要合作伙伴，提供餐飲

服務，負責招待來賓。 

 

服務生著重形象打扮，注重言行舉止，務求以最佳面貌示人，不但讓學生

學會待人接物，而且可呈現學習成果，有效加強學習信心。無論餐飲質素，

還是服務生的接待，均受來賓和家長讚許。服務生一如既往，已於 18年 7

月 10日的「畢業暨結業禮及家長日」接待來賓，活學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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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發展項目二：發展校本課程，以照顧學生個別差異 

 

成就 

1. 教師發展日安排 

第一次教師發展日 2017年 10月 6日舉行，主題在讓老師認識生涯規劃課

程發展，照顧不同學生出路需要，從活動評估表（以五分為最高分）中，

有 93.9%老師在認為該次教師發展日感到滿意問題上給予四分以上。 

 

第二次教師發展日已在 2018年 1月 12日舉行，當日透過體驗以 EduVenture

而設計的電子教材和 EduVenture、Google form、EduVenture、VR 等電子

學習工具工作坊，藉此推動科組運用資訊科技於學與教發展，以照顧學生

個別差異。從活動評估表（以五分為最高分）中，有 95.9%老師在認為該次

教師發展日感到滿意問題上給予四分以上。 

 

第三次教師發展日已在 2018年 5月 21日舉行，當日參觀澳門聖保祿學校，

以了解該校利用資訊科技的教學和課程發展情況。從活動評估表（以五分

為最高分）中，全數老師在認為該次教師發展日感到滿意問題上給予四分

以上。 

 

2. 學生學習支援架構 

學生學習個人檔案︰ 

今年度推展至整個初中，各科的評量表及「學前評估」工具已完成重大的

修訂，大部分老師漸能按預訂程序運作。在入學時，學生均能認真完成「學

前評估」，資料應用增加，作為檢視學生能力、建議參加學習支援計劃及

推行個別學習計劃的重要參考資料。 

 

個別學習計劃 (IEP)︰ 

今年度試行，共有 6位同學參加，最後共有 5位同學完成，當中共有 4位

學生在不同程度上達到預訂目標。 

 

課後學習支援計劃︰ 

本年度參與學生總人數︰小學 6人，中一至中六 24人；佔全校人數約三分

一。主要支援科目包括中文、英文及數學， 60%學生每星期參加計劃 3天

或以上，在預訂應進行計劃時間，82%課節(全年為 538節)按計劃，其中 

10%課節(66節)因學生缺席而未有進行。80%學生是自願參加計劃，並多於

60%學生表示下年度會再參加計劃。當中 21位學生完成檢討問卷，75%學生

表示計劃能達到其預期的目標(最多人的目標︰想尋求進步)，多於 70%學生

認同「參加計劃後，我對該些科目的與趣有提升」、「有幫助我課堂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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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能提升我對學習的信心」、「能提升我的學習表現」；當中約

40%學生對上述描述表示「非常認同」。 

 

短適生學習支援計劃︰ 

全年共有 5位學生參與，在課後協助學生進行原校學習內容的學習，學生

均反應正面，其中 3位學生成功返回原校。 

 

個別（抽離）學習支援計劃︰ 

為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生提供支援，每星期最多分別抽離兩節中文堂及英

文堂，今年度共 3位學生參加，每位學生每星期抽離總課節均不多於 4 節。

科任老師及學生均反映，計劃能有效照顧學生的個別學習需要。 

 

識別學習障礙︰ 

利用「香港中學/小學生讀寫困難行為量表」，對入學所有小學及初中學生

進行初步甄別，及早識別有學障的學生，以提供適切的學習支援及調適。 

 

SEN評估調適︰ 

本年度修訂評估調適政策，擴展為學生提供選擇的調適項目及科目的彈

性，為本校學生建構及爭取更公平及展現學習能力的考試機會。，今年度

全校接受評估調適的學生為 37%(15-16及 16-17年度為 25-26%)。並未接受

評估調適的學生為 35%(15-16及 16-17年度為 70%及 56%)。全年共 18位學

生接受評估調適，當中 13位學生完成評估問卷，當中 11人(84%)表示「提

供評估調適的項目及科目選擇，提高我接受此項服務的意願」及下年度會

繼續申請評估調適服務，8人(70%)認同評估調適「能提升我應考該些科目

的信心」及「提升我應考該些科目的表現」；38%學生非常認同「更有效地

展示我對知識的掌握及學習效能」。 

 

3. 學科校本課程發展概況 

中文科： 

本年度仍重視文言文課程的發展，初中和高中分別沿用及延展上年度的校

本課程。中一級於第三次評估前沿用上年度教材，而中二級延續上年度中

一級的文言文教學及課程架構的校本支援計劃，進行校本教材設計及教

學。由於本年度與上年度的中一級學生能力有不同，因此教材需作調整，

甚至重新製作；而評估中，90%學生嘗試回應文言文的題目，並取得合格以

上的成績。至於中二級，多於 90%參與計劃的學生，於評估中的文言文課外

閱讀理解部份作出嘗試，但準繩度未見有突出的變化。至於中四級和中五

級如上年度的課程要求，分別已完成六篇指定篇章的教學，期望中六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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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時間完成選修單元的教學及操練試卷。 

 

數學科： 

本學年已完成初中數學科入學評估卷，藉此能有效分析學生學科能力，能

及早調適課程照顧學生個別差異。在初中評估卷設計上作出改動，加入提

示和例題鼓勵學生努力嘗試作答，初步略見成效。 

 

通識科： 

透過恆常化的共同備課節和集思會，多次討論及持續修訂課程內容，總計

超過百分之六十的課程內容乃經由共同備課節和集思會討論和決定。足見

本科課程更新機制行之有效。 

 

另亦透過共同備課節的擬卷過程、修訂評卷、評估後的評卷分析及評卷員

會議，成功檢視本科學教評整體成效，對回饋教學、持續改善教學策略及

完成課程規劃大有幫助。 

 

常識科︰ 

科任老師均有根據學生的學習特性調節教學進度的內容和方式：如小五學

生語音問題比書寫大，因此科任著重朗讀課文而甚少安排學生抄寫詞語；

小六學生則在作業及考試均有寫錯字的情況，故此科任定期安排學生抄寫

課文重點詞語，大概每完成三至四課便安排一次抄寫。 

 

整體︰ 

根據持份者問卷調查報告顯示，「學生對教學的觀感」有良好觀感： 

a. 老師經常為我們安排課堂以外的學習活動，如專題研習周、參觀、田

野考察等。(平均數 3.9) 

b. 老師經常指導我們學習方法，如作課前預習、運用概念圖、工具書及

網上資源等。(平均 3.9) 

c. 老師經常指出我們的學習進展和問題。(平均數 3.8) 

整體調查項目平均數達 3.8，顯示「照顧學生個別差異」策略漸見成效。 

 

4. 學科以外的發展概況 

小學專才訓練及初中全方位課程︰ 

小學專才訓練及初中全方位課程持續發展，每項活動出席學生均超過 80%

並積極投入，超過 80%的小組負責老師，於每次的出席及評估表上表示學生

表現理想。小學學生數量於下學期增多，所以部分學生調往參加初中全方

位音樂小組，並於下學期新增魔術氣球造型小組，由本校畢業生任教，反

應熱烈，導師亦可作為學生的榜樣，下年可以繼續此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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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德巨聲 2017》活動︰ 

於 2017年 12月 19日舉行，並於 12月時舉行了兩次預演。本年度報名組

別共有兩個，分別是個人：5人、小組(包括班際)：5組別。決賽當天，全

校共有 47人回校觀賞，共有 15人次參與比賽。比賽後，共有 43位(91.49%)

學生及 22位老師(88%)交回活動評估表。當中 84%的學生及老師表示投入這

項活動，並 80%的學生及老師表示歡迎未來舉行同類活動。大部份的參與活

動學生(78%)認同是次活動能建立自信。 

 

中國鼓訓練︰ 

共有 5位小學學生參與，除了參與比賽外，學生更曾參與家舍活動及《盛

德巨聲 2017》比賽時的表演。學生表現落力，台下反應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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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1. 學生學習支援架構 

學生學習個人檔案︰ 

推展至今仍處於發展階段，「學前評估」工具及評計表仍需修訂。部分老師

對項目目的欠掌握及欠認同，以致科組間未有就分析資料討論對應的工作。

現時依賴科主任與科任老師閱讀分析，但因處理科務而多未有進行，以致未

能達到計劃的預期目的。受限於填寫評量表的時間，未能在年度檢討會議前

提供分析資料，科組甚少應用分析及數據，以設計課程。 

 

課後學習支援計劃︰ 

在學年開展時需時建立運作規律，影響學生參與的動機(兩位學生中途退出)

及效能。現時只有少部分教師在課堂的會就個別學生的情況進行教學調適，

偏向依賴課堂抽離及課後學習支援計劃。 

 

短適生學習支援計劃︰ 

現時主要集中鼓勵短適學生參加課後學習支援，其他在學習上的跟進則較

少，需與社工加強溝通。 

 

個別（抽離）學習支援計劃︰ 

參與計劃的學生有 3人，教師及學生均表示對學習進度有幫助，唯計劃推展

仍未成熟，支援架構仍待建立。 

 

識別學習障礙︰ 

在接受評估調適的 13 位學生中，只有 30%的學生「認為現時的課堂調適足

夠」，科任教師未能有效及早識別有特別學習需要的學生。 

 

SEN考評調適︰ 

因今年度中期推展新的考評調適政策，並非所有教師明白提供考評調適的目

的及細節，部分教師對具體運作亦欠掌握，需時令所有教師接受及掌握各調

適的細節及運作，以致能推展至日常的教學活動。 

 

2. 學科校本課程發展概況 

  中文科： 

初中把十篇文言文融入原有的中文課程後，大部份學生嘗試文言文，而成績

正面，可見課程的安排妥當，如教材能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成績效能更見

顯著。下年度將由科任老師延續文言文課程至中三的中文課程，提升學生文

言文能力，以銜接高中課程要求。至於高中只有 30%學生積極完成 12篇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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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原因不只是課堂的教學，還有受穩定的出席率的影響，期望中六時

先提升學生的學習主動性，以提升公開試的應試表現。 

由於下年度將不參與專業發展學校計劃，所以共同備課節只會減為一節。將

保留評估前準備、單元教學安排等，唯增設教材分享的時間，以提升教學的

效能。 

 

數學科︰ 

今年度取消聯校數學科活動，學生減少接觸數學科活動的機會。下學年需要

增加數學科活動，彌補取消聯校數學科發展小組的損失。 

 

通識科︰ 

同工仍需裝備、學習善用評估數據達至促進評估學習的目的。 

科組亦需要建立善用自評數據的文化，以回應學校發展方向及促進學與教效

能。 

 

常識科︰ 

由於第一次評估與第二次評估之間的時間比較緊張；因此第三次評估前科任

老師篩選了一些課題的討論來完成教學進度。然而，學生對被刪去的課題

（如：太陽系）有興趣，因此建議下學年保留與科學相關的課題作詳細的討

論或進行實驗活動。 

 

3. 學科以外的發展概況 

盛德巨聲 2017︰ 

學生投入參與歌唱比賽，但參賽者主要集中在中學組。 

 

中國鼓訓練︰ 

學生對中國鼓的興趣大，可增加活動，讓學生有更多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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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發展項目三：引導學生建立正面人生觀 

 

成就 

1, 盛德模範生 

「盛德模範生」選舉: 訓輔組於每學期進行一次「盛德模範生」選舉，利用

訓輔學生行為表現數據「五高兩低」來選出小學、初中及高中入圍學生各三

名。最後，再由老師們及學生們共同投票選出小學、初中及高中最具代表性

的「盛德模範生」。根據學校持份者問卷的學生對學校的意見，我對學生成

長支援的觀感調查項目中，數據顯示學校積極培養我們的良好品德項目平均

數由 2015至 2016 年 3.6升至 2017至 2018年 3.9，而學生能自律守規平均

數亦由 2015至 2016 年 3.2升至 2017至 2018年 3.3，反映學校在培養學生

品德及自律兩方面成效不俗。 

  

2. 自我提升計劃 

自我提升計劃：目的與學生訂立具體積極的目標，於上、下學期末段教師與

學生一同檢討目標成效。而下學期約有 46%學生完成此計劃。 

  

3. 「大哥哥」計劃 

為了傳揚關愛文化，培養高中生的領導能力及讓低年級同學能更融入學校生

活，輔導組推行『大哥哥』計劃，邀請高中生帶領生活，從中讓低年級學生

在高中生身上可學習到與教師及同學相處的技巧，例如: 說話的方法及與人

相處應有的態度等，可減少與別人的磨擦及愉快融入學校群體生活當中。 

  

4. 「同行小組」 

除了以「大哥哥」計劃，輔導組舉辦「同行小組」，以小組的模式，聚集一

班志趣相近的學生及教師，讓師生從共同興趣中互相認識，分享興趣，彼此

關愛。於 2015-2018 年度，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中對學校的態度的社群關係

數據顯示高中及小學的回應較為理想，小學平均數由 2015至 2016 年 2.77

上升至 2017至 2018 年 3.12，而高中年級三年平均數都維持於 3以上的水

平，只有初中平均數維持於約 2.8水平。數據表示「大哥哥」計劃及「同行

小組」能協助新生建立社群關係。 

 

5. 「展步輔青」計劃 

與秀茂坪警民關係組及輔警合作，透過輔警帶領步操訓練，建立學生的紀律

生活及正面的自我形象。根據學校持份者問卷的學生對學校的意見，我對學

生成長支援的觀感調查項目中，數據顯示同學能自律守規項目平均數由 2015

至 2016年 3.2升至 2017至 2018年 3.3，而學校著意培養我們的領導才能平

均數亦由 2015至 2016年 3.3升至 2017至 2018年 3.7，維持於較水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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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學校在兩項目中的成效顯著。 

 

6. 盛德領袖生計劃 

服務生計劃 - 盛德領袖生: 透過訓練及服務項目，建立高中學生的自信

心，從而提升學生自我及正面形象，並發掘及發展學生個人長處，以培養服

務精神回饋學校。 

  

(一) 服務生計劃 - 校內服務生: 為培養學生服務學校的精神，配對學生的

能力與服務工作，發展學生的強項，建立學生自信。同時，培養對學校的歸

屬感，回饋校園。 

(二) 服務生計劃 - 義工服務: 發揮學生服務精神至社區，發展社區義工服

務的參與。根據學校持份者問卷的學生對學校的意見，我對學生成長支援的

觀感調查項目中，學校著意培養我們的領導才能平均數亦由 2015至 2016年

3.3 升至 2017 至 2018 年 3.7，維持於較水平高。同時，在教師對學校的意

見中學校能提供足夠的機會讓學生發揮領導才能項目中，平均數亦由 2015

至 2016年 3.5升至 2017至 2018年 3.7，反映學校在發揮學生領導能力的工

作上不遺餘力。根據學校持份者問卷的教師對學校的意見，我對學生成長支

援的觀感調查項目中，學校能幫助學生發展與人相處的技巧平均數亦由 2015

至 2016年 3.9升至 2017至 2018年 4.0。 

 

7. 「盛龍」欣賞卡 

舉辦表揚及分享活動，以肯定獲得「欣賞」卡的學生的努力，並推動學校欣

賞文化。  

 

8. 「家長及學生也敬師」活動 

敬師活動: 於農曆新年前推動「敬師活動」，並邀請學生設計敬師咭及參與

制作過程，讓學生表達對老師們的尊敬。學校收到共 21 張由學生送出的敬

師卡，作為學生表達對老師的感激。而「家長也敬師」活動亦於 4 月完成，

學校收到共 10張由家長送出的心意卡，作為家長表達對老師的感激。 

  

9. 社區考察活動 

社區考察(小學)學生(共 8位)踴躍參與，通過前往九龍塘區了解不同能力組

別的中學，讓學生提早訂立學習目標，促進學習的動力。社區考察(中學) 學

生(共 8位)參與是次活動，學生不多前往北角等香港島地區，是次活動可拓

展學生對香港不同區域居住習慣的看法。根據學校持份者問卷的教師對學校

的意見，我對學生成長支援的觀感調查項目中，教師對學校的課外活動能擴

闊學生的學習經歷的回應正面，平均數於 4或以上的水平。反映出學校體驗

活動類型全面，有效地擴闊學生的學習經歷，從而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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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10. 多元教學策略 

除參考書《共創成長路》以外，本科也利用其他資源作為教材，如利用生活

事件及時事話題作引入或主題，利用影片及遊戲，或參考教育局「德育、公

民及國民教育」的資源（網址已存於德育科的文件夾內供老師參考），或引

入棋類遊戲或集體遊戲，既促進師生與同學之間的情誼，亦從面對輸贏學習

堅毅與尊重他人。整括來說，本科透過多元媒介幫助學生建立正面人生觀，

尤其培養其堅毅、尊重他人、責任感、國民身份認同、承擔精神、誠信和關

愛之品德。從問卷調查顯示，超過 80%學生滿意課堂的內容，會參與課堂的

活動，並願意分享自己的看法彧感受，整體上能投入課堂，也認同課程對他

們的人生觀有正面的影響。 

  

11. 性教育講座 

本科與社工組合作，於 27/2/2018（二）邀得明光社為初中學生舉辦性教育

講座，主題為「性濫交與性病」，希望學生在認識不同的性病及其預防方法

後，能對開放的性行為或濫交說「不」。於 11月 15日（三）全方位時段邀

請明光社主講「Friend 前性行為」，讓同學明白開放的性行為對生理及心理

的影響，教導他們如何抗衡社會上開放的性文化。 

 

12. 德育講座 

於 24/4/2017 (二) 邀得明光社為中一至中四學生參加「網絡分享與私隱」

講座，幫助學生了解在網絡分享時可能帶出的問題，同時學會保障自己的私

隱。 

  

13. 電影欣賞 

於 3月 5日（一），9 位學生（包括 1位高中生）到西灣河電影資料館出席

《大戰爭的小秘密》電影播放暨分享會。 

 

14. 義工服務 

義工服務是本年度社工組的重點介入手法，藉以提昇學生的關愛文化及服務

社區的精神。本年度曾舉行了 34 小時的義工服務，參與學生人數有 85 個人

次。服務對象為長者。學生積極參與義工服務，他們對能夠對自己有能力幫

助別人有成功感。 

 

15. 生命教育活動 

社工組於本年度亦致力推動生命教育，教導學生尊重生命及愛護大自然。本

年度共帶領全體小學生參觀海下灣世界自然動物基金會在海洋保護區內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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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珊瑚，亦透過舉行魚樂無窮小組，教導學生尊重及愛護生命的重要性，並

強化學生團隊合作及解難能力。參與學生均能夠投入於活動中，並對活動深

感興趣。學生亦自發地利用非小組時間照顧魚缸生物，關愛之情盡現。 

 

16. 升中適應小組 

本年度亦舉行了升中適應小組及升中適應營，協助學生適應升中生活。本年

度所有小學生均已成功地獲派往主流中學，只有一位學生需要因家庭嚴重支

援不足而需要繼續接受本校中學部的訓練。 

 

17. 兩岸三地考察計劃 

今年獲得陳葉馮學術及發展基金贊助，舉行以下三項境外遊：與盛德中心合

辦「我的成長滬旅」交流團，8位學生於 8-11/5/2018由老師及中心社工帶

領下，進行四天交流團。學生秩序良好，投入旅程。今次加入學務及課程發

展組之歷史文化簡介會，能增加學生先備知識，容易了解當地情況。參加的

學生均填寫個人感想，中四曾偉「我的成長滬旅」感想獲得旅行社頒發獎學

金。是次負責旅行社服務質素良好，確認機位名單時間充裕，配合校情，方

便遴選流程進行。 

 

18. 推行高中兩岸三地考察計劃 

A. 中五認識台灣歷史、文化、教育考察團： 

學生自發自主尋找路線，每天能完成反思感想，學生感想及反思會刊登於

扶幼會會訊。上一年度有同學因私人理由未能參加，今年沒有缺席情況。 

B. 中四認識澳門珠海歷史及環境保育考察團(部份費用由教育局高中學

生交流活動資助計劃（2017/18）支助）： 

因天雨關係行程需要更改及取消部份景點，但仍無阻學生興奮心情，秩序

大致良好，亦解開對澳門的一些誤解，並能以珠海及香港作簡單比較。 

 

19. 早會專題 

透過不同的早會主題，啟發學生思考，培養他們正面的工作和學習態度，帶

出相關的德育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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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1. 盛德模範生 

訓輔組利用訓輔學生行為表現數據「五高兩低」來選出小學、初中及高中入

圍學生各三名。最後，由全校老師及學生共同投票選出小學、初中及高中的

「盛德模範生」。「盛德模範生」奬在學校具代表性，當中被選出學生由全

校百分一百的教師及百分八十的學生參與，以一人一票選出。學生無論在五

高，分別是課堂表現、學校服務、自我提升計劃、良好行為及學校活動參與

中都能獲取良好的表現，相反，在其他兩項在校行為表現指標，分別是在校

偏差行為及獲發警告信的紀錄次數較少，望能共同投票選出各級最具代表性

的「盛德模範生」。 

  

2. 自我提升計劃 

雖然全校學生參與計劃人數下降，但是此計劃的確提供了一個渠道讓師生作

深入溝通，讓學生更清晰自己的學年目標，和提升自我的方向。因此，為了

更有效地推廣計劃，將會於明年學校時間表中定立計劃進行時間、加強對學

生宣傳工作、釐清計劃進行方法及方向等。 

  

3. 「大哥哥」計劃 

計劃已於下學期完成，由高中學生帶領小學學生進行計劃活動。「大哥哥」

計劃能發揮其帶領的功能，讓學生能對校園新生活更有歸屬感。經組長及教

師觀察，高年級學生認真教導及服務小學同學，彼此建立良好關係，在過程

中表現領導能力，富責任感。在檢討後，指出原本分四組進行，每組由一位

高中生帶領小學生進行活動。但由於其中高中生因出席問題或活動時間時與

中心活動時間相撞關係，其中兩組未能完成計劃。另外，是次活動對象只包

括高中及小學學生，期望來年讓初中新生參與。 

 

4. 「同行小組」 

「同行小組」全年共舉行五次活動，例如:電影欣賞、歌唱分享等，活動能

聚集一班對電影及歌唱感興趣的學兄學弟們，當中與人分享個人的興趣，建

立友愛的同學關係，從而增加對學校的投入度及歸屬感，亦從電影中學習正

確的價值觀。 

 

5. 「展步輔青」計劃 

本年共十四名學生參加是次步操比賽，透過全年十二次的步操訓練，鍛鍊學

生的紀律，讓學生了解到自己的長處，並發揮學生團隊合作精神，最後本校

步操代表隊獲取「團體形象」奬。除了步操比賽外，活動還包括射擊訓練、

保齡球活動、及參觀消防及救護教育中心暨博物館等活動，擴闊學生的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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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增廣建聞，而學生對活動感興趣，並投入各項活動，秩序甚佳。從問卷

反映，百分之八十以上學生表示自我形象、自信心及團隊精神有所提升。 

 

6. 盛德領袖生計劃 

本年度下學期推行「盛德領袖生計劃」，共挑選五名高中學生參與計劃，於

午膳後當值，協助老師們處理學生午間秩序，整理借出運動用具，服務時數

人均 14 小時。而且，學生服務態度認真，當值率尚算穩定。透過學生調查

反映 80%或以上學生認為計劃有助提升個人正面形象，表示充當領袖生一職

能提升個人的解難及管理能力；並發掘個人可進步空間，望能在未來的日子

裏積極改善。本學年繼續把學生的服務精神由學校拓展至社區；學生積極參

與校內的服務生工作及於假期時間外訪的義工活動。學生在不同的服務之

中，均表現成熟盡責，深得老師及外間機構的讚賞及肯定。全年參與服務共

297.5 小時 (參考數據: 2016-17 共 278 小時)的服務時數，小學部佔 36 小

時；而中學部佔 261.5 小時(參考數據: 2016-17 共 240 小時)，共有 17 名

學生榮獲感謝狀。服務範疇包括: 老人院服務探訪、獨居長者探訪、家居裝

修及其他活動等。學生均熱心服務，成效亦見理想。 

 

7. 「盛龍」欣賞卡 

依照計欣賞卡的統及分佈顯示，「盛龍」欣賞卡於小學部成效較為顯著，當

中發現初中較喜歡獲取，如:良好行為表現紀錄，可直接影響學生「五高」

中的校內行為表現，從而有機會獲取提升個人品行等第的機會，因此，教師

會選擇以此方式鼓勵學生正面行為。 

  

8. 「家長及學生也敬師」活動 

「敬師活動」及「家長也敬師」活動主旨提供了一個方法讓家長及學生對老

師們表達心意，增進彼此關係，同時對老師亦是一種鼓勵。因此，兩項活動

將於未來繼續推行。 

  

9. 社區考察活動 

學生不論在活動期間，抑或於活動後檢討時，大部份(93.8%)反映活動有趣

味，並認為有所思考，有所啟發。小學部，學生表達值得再次舉行相關活動，

除了反思個人選校的想法，更思考現有學習的需要。至於中學部，中學生踴

躍參與，唯渴望下年度可增加活動的時間，完成整套的路程，從而對該區的

歷史有更深的體會。可見，活動能配合目的，讓學生擴闊眼界，並從看到不

同社區的情況，思考個人需要付出的努力，以達到理想。 

 

10. 多元教學策略 

今年度德育科集中選取有關堅毅、尊重他人、責任感、國民身份認同、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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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誠信和關愛的教材，以配合教育局的建議指引，建議來年度繼續加強

此七大價值觀的教育。從「APASO」的「人際關係」副量表（初中）中，以 4

分為滿 分，「關愛」一項取得平均分 3.07，其中一道題目「我不會傷別人

的心」得分較低——2.85；「尊重他人」一項取得平均分 2.99，其中一道題

目「我會與別人分享我所擁有的」得分較低——2.59。從「APASO」的「道

德操守」副量表（初中）中，以 4分為滿分，「堅毅」一項取得平均分 2.95，

其中一道題目「我常常先完成工作才玩樂」得分較低——2.64；「承擔」一

項取得平均分 3.13，當中所有題目得分皆超過 3.05，偏向高分。從「APASO」

可見，「關愛」、「尊重他人」、「堅毅」和「承擔」的平均數皆高於中位

數 2.5，但「關愛」、「尊重他人」和「堅毅」中較低分的項目值得關注。 

  

11. 性教育講座 

A. 「性濫交與性病」 

講員張先生曾到校主持，故較掌握本校學生的特性。講座反應良好，觀察所

得，超過 90%學生投入活動，而問卷調查反映 80%學生認同講座能讓他們學

習更多性知識和培養正確的性觀念：認識有關性病的知識及預防性病的方

法，明白開放的性行為或濫交對生理和心理會造成的不良影響和嚴重後果。

來年度擬舉辦「Friend 前性行為」講座作為跟進。 

 

B.「Friend前性行為」 

當天氣氛良好，超過 60%學生滿意是次講座，認為講座能幫助他們明白開放

的性行為對生理和心理會造成的不良影響、明白如何能抗衡社會上開放的性

文化和學習更多性知識， 有 25%同學表示希望講座時間延長，建議明年度繼

續物色相關的合適講座。 

 

12. 德育講座 

於講座前特別向機構說明學生的特點，故希望能安排合適的講員主講。講員

歐陽先生經常面露笑容，風趣幽默，令現場氣氛良好。問卷調查顯示，96%

學生表示講座讓他們明白在網絡被侵犯私隱時該如何應對和更有信心能「安

全地」在網絡分享點滴，接近 90%學生讓我明白在網絡分享時要注意的地方，

超過 80%學生認同講座能讓他們認識私隱的重要。整體而言，超過 80%學生

滿意是次講座的安排。本科透過德育組學年末的問卷，向老師收集未來講座

主題、機構及講者的意見，可作未來舉辦講座的考慮。 

 

13. 電影欣賞 

學生表現集中，對電影情節印象深刻，除分享會外，回校在德育課亦有對電

影的德育元素作討論，建議來年度可物色合適的電影作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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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義工服務 

本年度參與義工服務的學生集中於小學及初中。宜發展至高中學生，提供學

生的組織及領導潛能。 

 

15. 生命教育活動 

活動十分適合小學生參與，下年度會繼續舉行。 

 

16. 升中適應小組 

此活動旨在增加學生在面對困難及逆境時的解難能力，建議砸與社化科合

作，宜提早介入，令成效更顯著。 

 

17. 兩岸三地考察計劃          

以自主學習方向為發展目標，鼓勵學生協助籌備學校旅行、高中兩岸三地活

動及試後班本活動，嘗試規劃行程，尋找交通路線及目的地資料，並訂定活

動目的。台灣考察方面，在行程執行上老師需要堅持原則，學生及帶隊老師

有先備知識較好。另外，可再嘗試聯絡當地院校進行交流，學生才可清楚了

解當地的升學情況，但因參加人數少，較難安排。 

 

18. 早會專題 

今年度一改以往做法，着老師扣緊堅毅、尊重他人、責任感、國民身份認同、

承擔精神、誠信及關愛七個價值觀，並提供特定的主題（除兩個自擬主題），

再由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同事先行負責早會，希望老師易於掌握，建議下學年

早會繼續扣緊上述七個價值觀。 

 

19.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鼓勵學生參與校外比賽讓學生培養出正面學習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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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我們的學與教 

3.1 班級結構： 

級別 小五 小六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班數 1 1 2 2 2 1 1 1 

核准名額 12 12 24 24 24 12 12 12 

 

3.2 學生全年平均出席率： 

 

 

 

 



29 

 

3.4  學校上課日數190日 

3.5  整學年課堂授課的日數190日 

3.6  除了3.5 以外，整學年內為全校或全級學生安排學習活動的數目 

 

 

3.7 各學科課時的百分比（小學、初中及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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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課程組織 

學校全年內為全校學生提供各種學科及術科課程共四十種，並安排包括智

能、藝術、體育德育公民、社會服務及與工作相關等之各式學習活動。各學

科及行政組透過以下措施維持及持續提升我校學與教水平及質素，現詳述如

下： 

 

3.9 共同備課 

本校不少學科皆透過實施共同備課節提升學與教質素和效能，現時全校，

中、英、數、通等主科已按各自需要安排共同備課節，配合該科的校本課程

發展，持續檢討和更新，通識科更特別於共同備課節內在總結性評估(評估

週)前後又分透過共同備課機制下設之「擬卷會議」及共同「評卷員會議」(高

中適用) ，仿照公開考試的規格，實施共同評卷及回饋策略，全面地提升及

維持該科在學、教、評三方的水準，促進學生學習。 

 

3.10 教育局校本支援服務 

中文科繼續參與教育局校本支援服務，透過校本支援服務與教育局專業人員

的交流和持續與鳳溪廖萬石堂中學的觀摩和合作，重點發展本校中文科校本

課程及適用教學法，如「提升文言文的學與教效能」，有助科組內的教師專

業發展及提升教學水平。 

 

3.11 學生個人學習檔案 

校本課程發展小組持續於本年度中一至中三級推行中、英、數、通識四科的

「學生個人學習檔案」，透過日漸發展完備的檔案管理及紀錄、使學科老師

能更容易掌握學生能力及正確對焦學教策略。 

 

3.12 持續友校合作及自主學習 

本校辦學團體香港扶幼會透過聯校科本活動發展小組作為平台，促進本校聯

同旗下另外兩所學校：香港扶幼會則仁中心學校及香港扶幼會許仲繩紀念學

校的通識科相互合作，藉著相同背景、能力、校情的學生群體、綜合各校共

有資源，發揮各校專業和專長，利用舉辦聯校活動深化各校學生對學科知識

的掌握和社會生活的體驗，在2018年5月已成功在本校舉行首屆「聯校通識

問答比賽」；成效良好，各校皆取得成功經驗，並將在來年度沿用類似模式

擴充活動及合作規模。持續發展及交流。 

 

3.13 課程多樣性 

此外，學務及課程發展發展組聯同各行政組及學科在每學年均透過策劃及實

施每週一回之早會時段、小學社化課、圖書館課、初中德育課、全方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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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高中藝術課、全方位學習日等各項不同活動、考察及興趣組等增潤本

校課程，實現多元化學習經歷，並顧及各學習階段學生的學習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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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4.1  及早識別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 

透過學校的教育心理學家、言語治療師、社工及教師等的緊密溝通及協作，

及早識別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及作出成長上的支援。早於學生入學前，其

轉介者已在申請表格內註明學生的特殊學習需要。教育心理學家亦會為每位

入學的小學生進行讀寫障礙的評估。如教師遇有懷疑個案，會轉介教育心理

學家進行讀寫障礙評估/智力評估，或再轉介校外機構作進一步評估。 

 

4.2  為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提供調適及支援 

評估組會給予評估調適予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調適包括：放大試卷、伴讀

試卷、延長評估時間等。而中四或以上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會根據教育局

及香港考評局指引安排學生於通識科評估中使用 MacBook Air 內置中文語

音轉換文字軟件，以協助學生獲得更公平的評估。 

 

4.3  設立「學生特性及照顧心得」 

為每位學生建立「學生特性及照顧心得」專頁，扼要記錄學生的特性及照顧

的心得，該專頁存檔於班級經營手冊，讓任教老師可掌握教導學生的技巧。 

 

4.4  『大哥哥』計劃及同行小組 

為傳揚關愛文化、培養高中生的領導能力及讓低年級同學能更融入學校生

活，輔導組推行『大哥哥』計劃，邀請高中生帶領生活，從中讓低年級學生

在高中生身上可學習到與教師及同學相處的技巧，例如: 說話的方法及與人

相處應有的態度等，藉此減少與別人磨擦及能愉快融入學校群體生活當中。 

 

除「大哥哥」計劃外，輔導組亦舉辦「同行小組」，以小組模式聚集一班志

趣相近的學生及教師，讓師生從共同興趣中互相認識，分享興趣，彼此關愛。

於 2015-2018年度，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中對學校的態度的社群關係數據顯

示高中及小學的回應較為理想，小學平均數由 2015 至 2016 年 2.77 上升至

2017至 2018年 3.12，而高中年級三年平均數都維持於 3以上的水平，只有

初中平均數維持於約 2.8水平。數據表示「大哥哥」計劃及「同行小組」能

協助新生建立社群關係。 

 

4.5  學生訓輔記錄報告 

於學期終製作「學生訓輔記錄報告」，有助班主任與學生檢討及訂立發展目

標。記錄了全校學生的個人訓輔記錄，包含學生在校表現分數、良好表現次

數及內容、服務時數、自我提升計劃分數、偏差行為次數及內容、警告信數

量及參與比賽次數，確立了「五高兩低」的校本準則。報告能清楚反映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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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校表現，有助老師、社工及家長等共同跟進及改善他們的行為。而獎勵

計劃及學校的大型活動亦會運用數據作選拔學生之用。 

 

4.6  關愛校園計劃 

本校已連續第七年榮獲由香港基督教服務處主辦的「關愛校園獎勵計劃」之

「關愛校園」榮譽獎項。這獎項見證過去教師們共同努力，為「盛校」建立

一個關愛校園的文化，期望可繼續發揚關愛的精神。 

 

4.7  家校合作 

家長是學校重要的伙伴，為了讓家長更了解學生在校的表現和學校的發展動

向，與及提昇及建立良好親子關係。每年學校均會舉辦許多家長活動，例如

家長教職員會、親子旅行、家長講座、家長也旅行及家長觀課等。 

 

4.8  境外遊活動 

本年度共有三次境外遊活動，由教師帶領學生認識異地生活文化及歷史

背景，以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1)  9-12/5/2017 沖繩之旅(中學生) 

 學生遊覽當地有關環境及海洋保育設施及歷史名勝，並與學生居住

於當地的親友飯聚，分享當地生活。參加學生更於早會向學生分享

後感。 

2)  20-23/6/2017 認識台灣歷史、文化、教育考察團 (中五級) 

 體驗當地文化，參訪台灣國立師範大學並獲取升學資料，參觀台灣

食品公司，了解營商環境，嘗試製作鳳梨酥。 

3)  23/6/2017 認識澳門世界文化遺產考察團(中四級) 

 參觀博物館、遊覽歷史建築、品嚐當地風味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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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生表現 

主辦機構/項目 榮譽 

1.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 

普通話組：良好獎狀(3 名) 

普通話組：優良獎狀(2 名) 

粵語組：優良獎狀(2名) 

粵語組：良好獎狀(2名) 

英文組：良好獎狀(2名) 

英文組：優良獎狀(1名) 

2.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伴你高

飛」計劃 
嘉許證書(20名) 

3. 秀茂坪警區警民關係組 「展步輔青」

步操比賽 
完成證書(15名) 

4. 香港桌球總會有限公司 Inter-School 

Snooker Championship 2017 
4th Runner-up (2名) 

5. 香港獨木舟總會少年獨木舟發展計劃 

海豹章(5名) 

海馬章(3名) 

三星章證書(7名) 

6. 渣打香港馬拉松 

半馬拉松完成證書(1名) 

十公里完成證書(5名) 

少年跑完成證書(7名) 

7. 香港保齡球總會 學校保齡球課程出席證書(10名) 

8. 香港青少年培育會陳南昌紀念學校

 2017-2018周年越野賽友校邀請賽 
團體冠軍 

9. 屈 臣 氏 集 團 香 港 學 生 運 動 員 獎

2017-2018 
證書(1名) 

10. 香港學界運動聯會學界田徑運動會 1500米賽跑達標證書(1 名) 

11.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2017-2018 sport 

ACT 獎勵計劃   

金獎(26名) 

銀獎(9名) 

銅獎(1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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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報告 

香港扶幼會盛德中心學校 

2017/2018 年度財政報告 

 

津貼名稱 

上年度結餘 
 

截至 

31/08/2018 

收入 
 

截至 

31/08/2018 

支出 
 

截至 

31/08/2018 

結餘 

(i) 
 

(ii) 
 

(iii) 
 

(iv) 

      
(iv)=(i)+(ii)-(iii) 

$ 
 

$ 
 

$ 
 

$ 

(A)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1)基本及班級津貼 3,449,648.05 
 

1,107,157.13 
    

1.1   學校及班級津貼費 
  

101,186.40 
 

524,275.78 
  

1.2   學校課程發展津貼 
    

460.30 
  

1.3   升降機保養津貼 
    

87,800.00 
  

1.4  綜合校俱津貼 
    

176,801.00 
  

1.5  視覺藝術科津貼 
    

29,214.80 
  

1.6  科技與生活科津貼 
    

21,679.20 
  

1.7  供增聘文書助理的行政津貼   
 
  

 
151,770.39 

  

        
基本及班級津貼小計：(A) 3,449,648.05 

 
1,208,343.53 

 
992,001.47 

 
3,665,990.11 

        
(2) 修訂行政津貼 3,495,452.49 

 
1,301,376.00 

 
1,014,360.00 

 
3,782,468.49 

(3) 綜合資訊科技教育津貼 -127,941.49 
 

323,847.00 
 

499,802.52 
 

-303,897.01 

(4) 學校發展津貼 631,532.47 
 

434,652.00 
 

357,953.54 
 

708,230.93 

(5) 消減噪音津貼 458,588.29 
 

350,040.50 
 

357,567.00 
 

451,061.79 

(6) 為適應有困難兒童而設的活動津貼 531,773.30 
 

67,716.00 
 

10,306.00 
 

589,183.30 

(7)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全年經常性津貼 269,661.85 
 

90,213.75 
 

18,745.00 
 

341,130.60 

(8)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可供選擇的現金津貼 -6,636.45 
 

849,916.05 
 

617,261.51 
 

226,018.09 

(9) 小數位職位現金津貼 61,068.01 
 

374,360.50 
 

125,830.65 
 

309,597.86 

小計：(B) 5,313,498.47 
 

3,792,121.80 
 

3,001,826.22 
 

6,103,794.05 

        
合計 (A) + (B)： 8,763,146.52 

 
5,000,465.33 

 
3,993,827.69 

 
9,769,784.16 

        
(B) 其他津貼 

       
家庭與學校合作 

       
- 經常津貼 16,167.00 

 
5,372.00 

 
700.00 

 
20,8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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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津貼 0.00 
 

8,000.00 
 

8,000.00 
 

0.00 

「學校伙伴計劃」-特殊學校暨資源中心(群育學校)津貼 0.00 
 

196,000.00 
 

138,414.50 
 

57,585.50 

發放推動中國歷史及文化的一筆過津貼 0.00 
 

150,000.00 
 

3,610.60 
 

146,389.40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支援津貼 530,000.00 
 

0.00 
 

0.00 
 

530,000.00 

高中課程支援津貼 170,064.00 
 

175,068.00 
 

170,064.00 
 

175,068.00 

資訊科技人員支援津貼 0.00 
 

300,000.00 
 

186,858.00 
 

113,142.00 

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津貼 73,054.90 
 

48,530.00 
 

45,000.00 
 

76,584.90 

生涯規劃過渡津貼 0.00 
 

100,000.00 
 

0.00 
 

100,000.00 

高中學生交流活動津貼 0.00 
 

15,120.00 
 

15,120.00 
 

0.00 

培訓津貼 0.00 
 

94,989.00 
 

94,989.00 
 

0.00 

一筆過撥款 - 加強學校行政管理津貼 185,895.00 
 

0.00 
 

185,895.00 
 

0.00 

一筆過資訊科技津貼 - 在學校推動電子學習 145,050.00 
 

0.00 
 

47,450.00 
 

97,600.00 

一筆過撥款 - 向小學推動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

(STEM)教育 
71,498.60 

 
0.00 

 
71,498.60 

 
0.00 

一筆過撥款 - 向中學推動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

(STEM)教育 
100,000.00 

 
0.00 

 
0.00 

 
100,000.00 

小計：(C) 1,291,729.50 
 

1,093,079.00 
 

967,599.70 
 

1,417,208.80 

        
總計：(A) + (B) + (C) 10,054,876.02 

 
6,093,544.33 

 
4,961,427.39 

 
11,186,992.96 

 



38 

 

(7) 回饋與跟進 

本學年為 2015-2018 學校發展計劃周期的第三年，總結過去三年的學校發展，各

科組共同協作持續發展並落實各個關注事項，在關注事項一：「推動科組生涯規

劃元素，提升學生自我管理能力」方面，各級與科組間的生涯規劃元素以至校本

生涯規劃課程的設立，讓不同學習階段的學生擴闊了職涯成長經歷，也讓生涯元

素紮根於盛校。在關注事項二：「發展校本課程，以照顧學生個別差異」方面，

各科組均積極發展完善校本課程，並加強學生個別差異的照顧，唯各科發展步伐

並不一致，部份計劃的推展亦需時磨合及修訂，未能全面提升整體成效，下周期

可以再作深化跟進。在關注事項三：「引導學生建立正面人生觀」方面，在教師

及學生的各項回饋中均反映出學生在情意及社交表現有所進步，這亦是我校在照

顧學生成長的其中一項最重要的工作，建立正面人生觀並非朝夕之事，這需要團

隊持續的努力，在良好的師生關係、關愛校園的文化、及往後的恆常工作中繼續

落實。 

 

過去數年學校一直建構「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學校團隊亦逐步落實學校自評

工作，在本年度學校成立了「學校自評組」，能較系統地組織及帶動各科組掌握

「策劃–推行–評估」的運作模式，推動各科組運用不同的評估方法以評估項目

的成效，帶動學校的發展及自我完善。 

 

在本年度的校外評核中，外評團隊對本校多方面的工作給予肯定，也給予不少寶

貴的建議。學校總結此發展周期的成效及外評報告的建議，在學校自評組的推動

下，引領教職員團隊討論學校下一周期的發展方向。自 2014/15學年起，新增班

別學生人數由每班 15 人減至 12人，能讓教師有更大的空間優化教學，在提升學

與教的效能及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方面可作更深化而具體的措施及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