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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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郭成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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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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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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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工督導 ：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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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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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習 

 

初中： 

中文、英文、數學、科學、通識、普通話、中國歷史(中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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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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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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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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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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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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鋪設網絡，所有教室以寬頻網絡接連，電腦室及電腦學習輔助室設有電腦三

十多部及投射設施，教師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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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教師也可利用平板電腦於語言學習室進行教學。每位教師均各自有

一部電腦及其他週邊設備，方便教師製作及存放教材，藉以促進學生學習。本年

度亦安排於小學部為每位學生加設每人一部的平板電腦，以推動電子教學，促進

學與教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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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重點發展項目一：提升學與教效能 

 

成就 

1. 推動電子學習 

時代轉變，學生的學習模式亦起了變化。我們為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

發展學生廿一世紀所需的新能力，又回應教育局在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

策略中提倡的「更新學校課程、改變教學及評估方法」及「提升電子學

習資源的質素」，我們本年度們嘗試全校性推動電子化教學，期望教師

和學生逐漸地、共同地在運用資訊科技於學與教的環境的態度和技能上

提升，從而使學與教的效能亦能得到提升。 

 

教育局專業發展學校計劃：本校本年度參與了教育局主辦，由佛教茂峰

法師紀念中學支援的專業發展學校計劃－「善用電子學習，促進學生自

主學習能力」。計劃分上、下學期進行，均設有「備課、試教及觀課、

議課」的環節，上學期的支援計劃於十二月由蔡建成主任在中二乙班通

識課中進行，而下學期的支援計劃於五月由任安杰老師於小六甲班英文

課中進行。在兩次支援活動完成後，本校曾參與計劃的教師均有參與由

該中學舉辦的成果分享會，與共同參與計劃的其他學校交流推動電子學

習的心得。在是次計劃中，支援團隊能有效鼓勵本校參與計劃的同事嘗

試使用電子學習工具，亦對本校教師在電子教學的嘗試予以肯定，在一

些可預見的困難中給予合適的建議，這有助提升參與計劃的教師在使用

電子學習工具上的信心。 

 

引入學習管理系統：根據由資訊科技組提供的《本校資訊科技發展調查》

顯示，有 54%教師表示在本年度曾向學生發放電子課業。而教師在運用

資訊科技推動學生學習、建設學習環境及解釋抽象概念的自評中顯示已

逐漸恆常有計劃地在個別課堂中實踐（平均分為 3.38，滿分為 5）。

教師大量地使用 Google Form、Quizizz、Kahoot! 等應用程式設計電子

課業，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在記憶和概念理解方面的效能，教師亦利

用電子課業的自動批改功能，即時得知學生的學習情況，並藉此給予課

堂回饋。而有個別科目，如電腦科、資訊及通訊科技科、英文科、常識

科，善用本校為全校師生開啟的 Google 教育版賬戶，在本年度利用

Google site、Google Classroom 等學習管理系統整理電子教材、課業、

學生作品，並利用平台收集意見、引發課堂討論，促進學與教的效能。 

 

教師支援及培訓：本校於 2018年 12月 12日安排全體教職員參與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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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教育城主辦的「學與教博覽 2018」的主題演講、研討會、工作坊等活

動，內容涵蓋當時熱門的教育議題，尤其是電子學習工具及其應用。藉

此活動，教師有機會得知現時的電子教學的發展及一些在電子學習範疇

發展較佳的學校的經驗分享。 

 

另外，資訊科技組亦於本年度為全校平板電腦購買及安裝行動裝置管理

系統（MDM）應用程式，在維護、設定、程式安裝上作更有效的支援。

而此管理系統亦能於教師在課堂管理中發揮功用，故資訊科技組安排服

務供應商於 2019年 3 月 8 日為教職員舉辦行動裝置管理系統（MDM）

培訓，當日有 16 位教職員參與。 

 

教師亦經常於課堂、午膳舉行活動、課後活動、外出活動期間需要使用

平板電腦，資訊科技組亦有提供協助，包括物流運輸及支援解決技術問

題等等。根據《本校資訊科技發展調查》顯示，本校能因應資訊科技設

施的使用情況提供足夠的消耗品（平均分為 3.57，滿分為 5），支援學

與教的活動。 

 

「一人一機」：本校由九月起在小學課室安排放置每位學生一部的平板

電腦，使教師不需安排平板電腦的借用程序，便利及促進了小學的電子

教學的發展，據資訊科技組的《本校資訊科技發展調查報告》指出，教

師較普遍於小學課堂使用平板電腦，或因資訊科技組於小學課室中放置

「一人一機」而免卻借用程序、小學教師有較佳使用電子學習工具的能

力及小學生普遍有較佳的學習情緒、課堂秩序所致。在同一調查報告

中，有 90.4% 的教師表示「十分同意」及「同意，但需分階段進行」

來年在所有課室進行一人一機的安排。 

 

2. 優化教學策略，推動「適異教學」 

推動聯校科本（通識科）活動：由 2017-2018年度起，由本會推動的聯

校科本活動已踏入第二年，本校與則仁中心學校及許仲繩紀念學校共同

舉辦通識科學習活動，分別進行了三次會議及舉行了以下三個活動： 

I. 31/10/2018「全校化下少數族裔考察」(中三級) (由許校主辦) 

II. 29/1/2019「中西區遊蹤」(中一及中二級)(由則校主辦) 

III. 22/5/2019 聯校通識問答比賽(全校)(由盛校主辦) 

  

是次安排有效推動三校在學科活動上合作，提供學生在課堂外的通識體

驗，認識香港少數族裔及社區的情況，提升學習動機，也促進了三校教

師之間的專業交流和學生之間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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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評估回饋，推動促進學習的評估，提升學生評估動機：本校持續完

善學生評估統計分析，落實從評估回饋學科教學的理念。於本年度開始

以 GOOGLE SHEET 作電子登分程序，大大減少抄寫及錯誤輸入的機會，

也提高了登分及數據分析的流暢度和準確性，讓教師有更大空間應用數

據於提升學生的學習及評估的動機。 

 

教師利用所得數據，向於評估中有進步的學生頒發評估二及評估三學科

進步獎(十一科共 56個獎項)，從而提高師生對學術表現的關注，望能

改善學習及評估風氣及動機。 

 

此外，向各學科發放個別學生各科的總結性評估數據，提供縱向(即同

科各學生的表現)及橫向(即同班學生各科的表現)的分析角度，以及跨

年度的學生評估表現，作為日後發展利用評估回饋學與教政策的基礎。 

 

改善課業審查制度，提倡優質課業，提升學生課業的質素：為能提升學

與教效能。本年度優化了每學期一次的課業審查制度，擬定清晰指引，

列明審查細節，以「設計優質課業；提升學教效能；呈現學生能力，促

進教師專業」為原則。將沿用已久的課業審查表格作出改動至新表格

AI01，由以往只呈交每班六份改為全班所有課業，並加入了自評及優質

課業等元素，讓教師反思自己所設計的課業是否適合不同能力的學生。 

 

各科科主任透過課業審查的過程檢視科任教師的課業表現，及於科組會

議中跟進討論，有助學科內的溝通交流。經過這些變動，大部份科目的

課業量及課業質素有所改善，也讓教師逐步重視學與教，培養學校的學

習風氣。 

 

推動同儕觀課，鼓勵教師交流，提升教學專業：本校一如以往，為提升

學教效能，促進交流共享文化，安排同儕觀課。 

 

學務組按照關注事項的策略擬定本年度兩次同儕觀課主題，分別為 A) 

推動電子學習、B) 推動分層教學、C) 提問技巧、D) 其他，亦鼓勵教

師在已完成同科組內的觀課後，可再進行跨科組的同儕觀課。學務組強

調在觀課後需安排評課環節，並需於共同備課或科組檢討會議期間列作

議程討論，分享觀課心得，以收促進科內交流之效，提升科主任的領導

角色。 

 

本年度的同儕觀課率由往年 30%大為提升至 130%，所有教師至少完成一

次觀課及被觀課，其中更有 7位教師觀課次數多於一次，反映教師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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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是次觀課安排。 

 

3. 推廣閱讀 

舉辦與閱讀相關的活動：因應學生在撰寫閱讀報告的興趣及能力稍遜，

故此，本校圖書組安排了不少與閱讀相關的活動，以提升學生的閱讀興

趣，如書簽設計比賽、好書分享及推廣、誠品書店參觀及購書活動、圖

書館領袖生服務計劃等。學務組亦因應武俠小說大師金庸先生逝世，特

別舉辦了一連兩天的金庸武俠小說的展覽及推廣。在圖書組的問卷調查

中，超過 70%以上的同學表示他們喜歡閱讀，學生主動看書的意欲整體

提升，從各項圖書組舉辦的活動中亦可看見學生的積極參與。 

 

在圖書組的問卷調查中顯示超過 40%的學生知悉及喜歡圖書組今年所舉

辦的活動；本年度四月份圖書組舉辦了閱讀週，結合好書選舉活動及書

簽設計比賽，同學不但可以選出自己喜愛的書籍，同時亦可為自己喜愛

的書籍設計書簽，效果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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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1. 推動電子學習 

本年度在推動電子學習方面已有不少嘗試，並得到一些寶貴經驗和意

見。為更有效推動電子學習，從而提升學與教效能，本校將於以下項目

作出調整或作進一步的推進措施以加強效果。 

 

教育局專業發展學校計劃：支援學校的代表積極分享在電子學習方面經

驗，有助本校教師的專業成長。惟兩次觀課只針對個別老師的單次課

堂，對推動學校電子學習、課程及促進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上成效較預

期低。在未來選擇支援計劃時，可留意可受惠的師生預期人數是否值得

學校投入人力資源。 

 

教師支援及培訓：根據資訊科技組的《本校資訊科技發展調查報告》指

出，教職員表示在學與教相關的程式應用、電子教學的教學法的實踐、

平板電腦操作及課室管理方案上的技巧上仍尚待提升。現時教師於使用

電子學習模式在學與教的活動中多為記憶和應用的練習，個別地亦有安

排培養創意的活動。但需留意學生學習應由「聽、講、記憶」、「科技應

用」轉變成「主動學習」、「高層次解難」、「構思」等能力。在「教師應

用資訊科技教學的技巧」的題目中，教師普遍認為自己尚未能夠利用資

訊科技讓學生進行協作學習，從而建構知識、發展共通能力（平均分為

2.81，滿分為 5），為所有題目中最低分的一項，在未來的電子教學培

訓上需加強發展。 

另外，亦有教師表示推動電子學習的同時，需留意本校學生沉迷電子遊

戲的背景和狀況。本校負責資訊科技的教師需時刻檢視學生的情緒狀

況，在學生的身心發展和學習情況上取得平衡。在未來可加強教師及學

生有關資訊素養的訓練。 

 

「一人一機」：本年度已於小學有一人一機的安排，在小學課室內設置

學生人數數量的平板電腦及充電櫃，小學任教教師反應良好。大部份教

師（90.4%) 都同意在未來此安排應推展至全校。資訊科技組已著手計

劃及報價，務求在新學年向全體教師簡介相關安排。 

 

總結經驗，形成規範及優質課業分享：本年度，有部份學科已率先在電

子教學上做了一些嘗試，在製作及整理教材、課業、使用學習平台、引

發討論、學習動機、教學法的試驗上已有一些成功經驗。下年度可增加

專業交流分享時間，讓其他學科參考成功經驗，使推動電子學習的步伐

更為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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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優化教學策略，推動「適異教學」 

推動聯校科本（通識科）活動：於首兩個外出活動中，學生參與人數較

少，分別只有 5至 8人，受惠學生人數不多，如活動能惠及更多學生將

更理想。另外，這些活動雖盡量與通識科課程掛勾，惟在提升學生在該

科的學習動機上卻未能反映，在學務組的《學生學習情況問卷調查》中，

初中學生在「題 1：我喜歡上這科的課堂。」，只有 3.61分(5 為最高)，

屬所有科目中的尾二；在「題 2：我認為這科的課業能有助掌握該科知

識。」，亦只有 3.78 分，為各科排名最末。在「題 3：我認為這科老師

的教學方法能讓我提高對該科的學習興趣。」，只有 3.9，位列尾三。 

故此，本年度透過聯校科本活動未能有效提升學生對通識科的興趣，學

務組需再作檢討。 

 

善用評估回饋，推動促進學習的評估，提升學生評估動機：根據學務組

的《學生學習情況問卷調查》中，「題 6：我有盡力完成這科的評估，

爭取佳績。」高小學生於大部份科目的自評分數均超過 4.5分；初中大

部份科目中均有超過 4分；高中大部份科目中均有超過 3.7分。反映總

體學生在評估動機上均有不俗的表現，惟要關注年級越高、評估動機越

低的現象。 

 

「促進學習的評估」為教育上的理想。本校期望在未來的學術發展上能

進一步利用評估數據檢驗教學目標達致的程度及學生的學習效能，從中

讓教師反思教學方式及效能，找出學生的學習難點，使學與教的效能得

以提升。 

 

改善課業審查制度，提倡優質課業，提升學生課業的質素：經過本年度

上、下學期的課業審查安排，教師已熟習微調後的課業審查制度，在來

年可更進一步安排同儕間分享優質課業，促進教師專業交流文化，在課

業上整體地得到優化。 

 

推動同儕觀課，鼓勵教師交流，提升教學專業：現時的同儕觀課機制已

運作順暢，教師之間能在觀課前後交流討論，獲得可作出改進的意見。

本校期望教師間能逐步發展出開放教室的觀課文化，透過觀課評課，提

高教學質素及專業，找到適合校情的學與教策略，在教學專業上和教學

效能上提升。 

 

3. 推廣閱讀 

舉辦與閱讀相關的活動：為配合本校學生的特性，圖書組將考慮持續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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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與閱讀相關的活動，如書簽設計、好書分享，以提升他們的閱讀興趣。 

 

閱讀與課程：只有小學設有恆常每星期一節圖書閱讀課，教授閱讀技

巧、口頭閱讀報告等，而中學則由不同學科利用課堂時間帶學生前往圖

書館閱讀，惟未有學科能使閱讀與課程緊密聯繫，因此學科在延伸閱讀

方面未能有效推展。此外，學生閱讀的時段不多，可考慮增設閱讀時段

以推動跨課程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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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發展項目二：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 

 

成就 

一、 為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創設一個以學生學習為本的環境(POLICY) 

以跨專業協作模式，完善甄別SEN政策措施／完善校本評估調適政策：本

年度沿用以往由教師作初步甄別，再轉介教育心理學家作進一步的測試，

情況較以往暢順，令能安排接受服務的學生數目較以往為多。故此，學務

組可持續完善校本評估調適政策，為學生提供多元化及彈性選擇的調適項

目及科目，使有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在評估上有相對較公平的對待，以呈

現更真實學生的學習成效。今年度全校接受評估調適的學生為 37% (16-17

年度為 26%；17-18 年度為 37%)。全年共 20 位以上學生接受評估調適。 

 

針對照顧SEN學生需要的教師發展：本年度，本校安排同事參與了幾項有

關照顧SEN學生的教師發展活動。活動如下： 

I. 於2018年12月19日第二次教師發展日中，全校教師出席了由教育局主

辦，在香港教育大學舉辦的「全港特殊學校專業發展日2018」，透過

參與由全港不同類型的特殊學校同工及專業人士籌備的講座、交流會

及展覽，互相交流及觀摩，加強了教師在照顧SEN學生的認知，特別

在學與教策略、課程規劃及編寫、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上，都有不錯

的收獲。而本校中文及英文科亦獲邀設有分享環節及攤位與特殊教育

學界作專業交流。 

II. 本校今年亦安排全體教師於18年12月12日參與在香港會議及展覽中

心舉行的「學與教博覽2018」，以掌握香港教育發展的最新趨勢。「學

與教博覽2018」亦特設SEN專區，教師亦於此得知學界在照顧SEN學生

的策略和方案。 

III. 最後，因應教師照顧自閉症譜系障礙學生的需要，本校亦特別安

排了教育局專家來學校開設講座。讓同事多了解自閉症譜系障礙的學

生需要和應對策略。 

 

開展「個別學習計劃」(IEP)：於本年度下學期分別為一名小六、兩名初

中及一名高中學生共 4 位學生參與計劃。每個個案均最少舉行了三次個

案會議及介入行動。 

 

課後學習支援計劃：本年度參與學生總人數為小學 2 人、中學 17人，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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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人數約三分一，所有學生均為自願參與。而支援科目主要為中文科、

英文科及數學科，57%學生每星期參加計劃三天或以上。在預算課節中(全

年為305 節)，44.7% 按計劃進行，其中20%課節因學生缺席而取消。 

 

個別(抽離)學習支援計劃：學務組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支援，在

中文堂、英文堂中抽離有需要的學生進行調適課堂（每星期最多兩節），

本年度共 7 位學生參加計劃，每位學生每星期抽離總課節均不多於四

節，學生出席率平均超過50%。科任老師及70%學生均反映計劃能有效照顧

學生的個別學習需要。 

 

倡導「多元化評估」及「持續性評估」策略：由小學至初中電腦科教師試

行，於下學期兩次的評估安排中，均將學生課業包括：基礎知識測驗、作

品製作、創作意念闡述、資料搜集、作品演示等加入評估分數考慮範疇之

中。使學生的學習過程和成果能充份呈現於評估分數中，亦讓學習過程的

重要性得到提升，嘗試落實促進學習的評估理念。 

 

二、 建立學習歷程檔案，推動多元化學習檔案/計劃 (PORTFOLIO) 

開展學生資訊平台，統合學生在各方面的數據：本年度由訓輔組協調，將

包括由社工組、訓輔組、校務組、學生發展組的學生資訊及數據整合，已

於上、下學期的終結向各班別班主任發放「學生在校表現記錄」，讓持分

者能客觀了解學生的發展進程。 

 

完善個人生涯檔案(ICP)：為配合『編「職」我未來』生涯成長課，全校

由中三學生開始建立「個人生涯發展檔案」，讓學生培養整存收集學業及

學業以外的學習成果。班主任、社工及生涯組老師會定時運用此檔案與學

生進行個別化生涯輔導。於中三級，由班主任協助學生開設「個人生涯發

展檔案」，並善用德育課節整理檔案，讓學生從成功經驗中肯定自我，認

識個人強項，塑造正面的個人形象，以助升學和擇業需要。學生在本校升

中四面試時，能展示過去一年的成果。 

 

學生學習檔案：現時當初中學生入學前，學務組會安排新生進行中文、英

文及數學科的學前評估，讓學務組掌握學生入學前的學習基礎，以便於學

期終結時跟進學生入學後在學習程度上的變化。此外，亦有設立跨年度學

生評估統計，讓學生及持分者知悉學生在學時的學業評估表現，以作適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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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跟進。 

 

三、 啟發潛能，全人發展(POTENTIAL) 

參與由教育局舉辦的「科學、科技、工程、數學教育(STEM)」的支援計劃: 

本年度參與教育局中學校本課程發展組的「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STEM)

教育」的支援計劃，一共進行了十二次會議及觀課，主題為小學常識科及

中二科學科的「魚菜共生」專題研習活動，並由電腦科及數學科在課程上

作出支援。 

 

外出訓練、活動、比賽、參觀：小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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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學生的回饋數據中，亦顯示超過80%

學生對全方位課程有正面的評價，並為來年的課程項目，提供具體可行的

建議。全年共舉辦體育、藝術、課程、各類服務及參觀共181項活動。 

 

其中亦曾與外間機構合作，如首次與藝術家合辦「似顏繪畫班」，初中及

小學生均有機會參與，此活動並持續於課後活動；亦曾聘請導師教授結他

及與@L合作推行音樂活動，亦曾聘請導師組織BAND隊，上學期舉行了一次

校內Busking表演，期望可持續發展學生的音樂造詣。而小學亦曾於社化

科課節邀請中英劇團到校舉辦國民身份工作坊透過戲劇活動了解個人的

不同身份，亦曾安排外間桌上遊戲導師與學生進行數節桌遊社交禮儀活

動，希望透過桌遊作為一個學習社交溝通技巧的平台，讓學生學懂簡單的

合作技巧，例如安靜等待、善用問題表達請求、明白道歉的重要性等，從

而改善學生的社交溝通技巧。 

 

於活動檢討統計中，教師認為在87.5%的活動中，學生能有效獲得預期的

知識、技能或價值觀。而配合德育組提倡的七大價值觀，181項活動中有

60.5%涉及加強學生尊重他人，50.3%涉及提升學生責任感，而42.5%涉及

關愛精神。 

 

以「由做中學」方式學習：於下學期期間，小學至初中的電腦科課程均以

實科形式進行，如LEGO、micro: bit編程及3D筆作品製作等。讓學生以「由

做中學 (Learning by doing)」方式學習，他們在實踐的過程中已習得高

中程度的基礎編程知識，有利他們在未來的高中課程銜接。另外，科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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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常識科下學期因參與教育局的STEM 支援計劃而進行「魚菜共生」專題

研習，在飼養魚類及栽種植物的期間學習生物成長環境的必要元素。 

 

根據學務組的「學生學習調查問卷調查報告」中，以「由做中學」為教學

方式的科目，如科技與生活科、體育科、視藝科、電腦科、科學科、常識

科的平均得分較其他科目為高。 

 

CLAP網絡支援：本年度已是第二年參與香港中文大學「CLAP FOR YOUTH @JC 

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成為網絡學校成員，共享教育資源。本校與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西九龍)生涯規劃服務隊合作，推展生涯規劃教育，讓

學生掌握生涯規劃的理念及正確的工作態度並安排職場參觀體驗活動。相

關機構已為本校學生提供職前培訓、行業探索、模擬面試等訓練，為高中

生準備日後升學或就業之經驗。 

 

支援計劃已於2018年10月至11月份三天到校為中三至中四學生進行個別

性格分析面談，以掌握學生的職業性向。並於下學期在課後時間分別為學

生舉行工作體驗活動。另外，亦已於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期間於中三

進行共12節的生涯成長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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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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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一、 為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創設一個以學生學習為本的環境(POLICY) 

以跨專業協作模式，完善甄別SEN政策及措施：因SEN甄別服務需求殷切，

故現時只能在評估前才完成甄別程序及向科任教師發佈資訊，故未能就學

生的特殊需要與教師有良好溝通，使教學活動上的調適未能配合。我們希

望待SEN甄別流程上軌道後，可加快資訊的收集及發佈，使SEN學生能得到

更全面的照顧和發展。 

 

開展「個別學習計劃」(IEP)：由於人事更替，本年度未有安排專責同事

開展計劃，而在計劃開始前，組員花了不少時間凝聚共識及資料搜集，以

致開展時已是下學期，未能把握於上學期擬定計劃的機會。來年宜商討如

何恆常化此計劃，望能更完善並有效地進行。 

 

倡導「多元化評估」及「持續性評估」策略：於大部份科組仍未有評估政

策上的改變，未來學務組需推動科組進行此項策略的討論。 

 

二、 建立學習歷程檔案，推動多元化學習檔案/計劃 (PORTFOLIO) 

開展學生資訊平台，統合學生在各方面的數據：本校雖已在數據收集及統

計上已有一定工作，但仍未數據發放及分析上仍有許多未完善之處，如未

能以更短時間讓科任教師存取學生數據等，故此本校已申請賽馬會校本多

元計劃「展析多元」(2019-2021) 並已被接納，我們期望能透過外間資源

的支援，讓教師、社工能有效運用學校現有數據，作出跨組別及跨年度的

整合，以幫助學生學習及分析學生學習效能。 

 

三、 啟發潛能，全人發展(POTENTIAL) 

參與由教育局舉辦的「科學、科技、工程、數學教育(STEM)」的支援計劃:

在學務組的《學生學習情況問卷調查》中，高小學生在常識科的自評問卷

顯示，「題1：我喜歡上這科的課堂。」中有5分，屬滿分；「題2：我認

為這科的課業能有助掌握該科知識。」有4.73分，位列各科第二高；「題

3：我認為這科老師的教學方法能讓我提高對該科的學習興趣。」，同樣

有4.73分，及位列各科第二高。這反映高小學生很喜歡上常識科，也有很

高的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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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初中科學科，在「題1：我喜歡上這科的課堂。」中有4.2分，排各科

第五；「題2：我認為這科的課業能有助掌握該科知識。」有3.9分，排各

科第六；「題3：我認為這科老師的教學方法能讓我提高對該科的學習興

趣。」，同樣有4.29分，及位於各科第三。反映初中學生頗喜歡科學科，

或與教師的教學方式有關。 

 

惟在課程發展角度上，支援計劃未能具體促進本校STEM教育工作的發展，

教師施教或學生學習均未見到有任何重大改變，在跨科協作上未能有效溝

通，但肯定了支援服務的專業性，宜加強個別學科課程領導的角色。 

 

因此，來年本校將繼續申請校本支援服務，並聚焦於科學科及數學科的個

別學科課程發展上。 

 

外出訓練、活動、比賽、參觀：根據活動檢討統計，全年度共181項活動

中僅有10個活動涉及國民身份認同的價值觀，在未來需多加留意。而其

中，所屬活動經歷超過一半為體育項目，而智能／學術佔20.7%，德育及

公民佔24.1%，藝術佔3.4%，學生的全人發展經歷未見足夠多元及寬廣。 

 

CLAP網絡支援：中大校本支援隊將協助本校更新生涯課程，並已選定了四

個校本單元教材-「生涯四問」為研究課題。為此已於2019年5月7日訪校

與生涯組負責教師商討，收集意見並進行觀課，並嘗試掌握中三級學生的

學習風格，了解科任教師的教學模式。亦收集了中三級班主任的意見，歸

納本科組組員多年的經驗，根據本校校情及學生特性，中大團隊將整合現

時中三的課程。 



19 

 

重點發展項目三：增強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成就 

一、 於校內宣揚正面訊息,讓學生對其學習成果有認同 (ENVIRONMENT) 

【每週之星】獎勵計劃：於小學推行【每週之星】獎勵計劃，學生以每

日良好行為表現來換取不同的疊砌積木數目，鼓勵學生正面行為，學生

交齊功課、上課守規。 

 

校園電視：教師於日常課堂、活動中拍攝學生的活動相片或影片，並於

整理後利用校園電視播放，展示及分享學生成就，使學生增加對學校的

歸屬感，根據本校情況，播放如戒煙、禁毒、運動、健康生活等正面信

息。 

 

二、 積極改善學校環境，使教師及學生增加對學校的歸屬感 (ENVIRONMENT) 

「情緒話你知」和「傳意樹」計劃：為了讓學生表達及學習各種情緒，

於小學推行「情緒話你知」和「傳意樹」計劃。前者為學生自行製作不

同情緒“emoji”，並在每天早上或在心情遇到起伏時，能利用視覺圖像

表達自己的心情，以抒發同學個人情緒。於「傳意樹」計劃中，學生自

行設計個人傳意信箱並貼在班房內，讓教師或其他學生放入心意卡，互

相鼓勵，並達致傳情達意的效果。 

 

三、 舉辦多元化活動，讓學生拓闊視野，發揮所長，實現自我價值，提升學

生對學校的歸屬感(ENRIC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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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紀律訓練，提升學生學會自我管理及責任感：本年度訓輔組繼續參

與由秀茂坪警民關係組及輔警舉辦的「展步輔青」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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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3.2，而學校著意培養我們的領導才能平均數亦

由 2017-2018 年 3.7升至 2018-2019年 4.0，維持於較水平高，反映學校

在兩項目中的成效理想。 

 

迎新安排：訓輔組舉辦『大哥哥』計劃以傳揚關愛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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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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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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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大哥哥」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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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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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及中學平均數為 3.0，三年以來平均數據都維持

於 3 或以上的水平。數據更可顯示「大哥哥」計劃及「同行小組」能協

助新生及舊生建立良好社群關係。 

 

四、 提升學生對校內事務的參與，令學生投入校園生活 (ENGAGEMENT) 

發展領袖生服務計劃：由訓輔組舉辦「盛德領袖生」計劃。透過公開招

募及面試，訓輔組安排學生進行訓練及服務項目，建立參與學生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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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學生成立義工隊款待來賓：不同組別均會邀請學生於校內服務，培養

學生服務學校的精神，發展學生的強項，建立學生自信。就如盛德餐飲

服務生，「盛德餐飲服務生」在學校大型活動或典禮中，負責招待來賓，

提供餐飲服務，已經成為本校一個特色。學生在科技與生活科或外間機

構中學習飲品沖調技巧（奶茶、咖啡和其他特色飲品），學以致用，發

揮所長；另外，我們亦設有「盛德大使」，在外間機構訪校時負責招待

來賓及向來賓介紹本校，肯定了學生在本校的角色和形象，令學生投入

校園生活。同時，透過服務能培養對學校的歸屬感，回饋校園。學生服

務精神亦由校內延至社區，由社工帶領學生服務區內長者、嚴重智障學

童，及進入社福機構惜食堂進行飯盒製作，參與學生人數共有 77人次，

時數達 119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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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018

年的 3.7升至 2018-2019年的 4.0，維持於較高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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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為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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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3.8，反映學生能透過參與不同的

活動學懂與別人相處，成績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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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一、 積極改善學校環境，使教師及學生增加對學校的歸屬感 (ENVIRONMENT) 

「情緒話你知」和「傳意樹」計劃：「情緒話你知」的推行初期反應較佳。

每天早上，同學均會自動到自己的頭像位置貼上當天的心情。亦有一次，

曾有一名同學情緒爆發時，自發到頭像的位置更改當下心情。惟計劃的

中後期，同學反應較冷淡。科任老師曾反思，如頭像的位置可貼於各學

生枱，方便使用，效果可更持久及理想。 

 

而有關「傳意樹」計劃，小學部亦配合輔導組的「R龍卡」計劃，並在同

學的信箱中派發欣賞同學的龍卡。同時，學生亦可以互相撰寫龍卡，讓

同學學懂互相欣賞。學生較投入本計劃，建議下年度仍可實行本計劃。 

 

二、 舉辦多元化活動，讓學生拓闊視野，發揮所長，實現自我價值，提升學

生對學校的歸屬感(ENRICHMENT) 

『盛龍』欣賞卡：現時的『盛龍』欣賞卡計劃成效較低，統計顯示「盛

龍」欣賞卡於小學部成效較為顯著，而初中又較高中學生踴躍參加活動，

推算原因只於上、下學期各結算一次，高中生不太著重等第提提升的機

會，比較喜歡較即時的回饋。建議來年可以依照欣賞卡的數量統計(如:

各學生良好行為表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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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紀律訓練，提升學生學會自我管理及責任感：  

本年共十五名學生參加是次步操比賽，透過全年十一次的步操訓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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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進步』奬。除了步操比賽外，活動還包

括攻防箭、保齡球、及射擊等活動，加深學員彼此關係，而學員對活動

感興趣，積極投入，秩序良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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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下年度繼續參與計劃。 

 

但由於學生出席不穩定及本年短適學生較多的影響，全校學生參與計劃

人稍為下降。但是此計劃的確提供了一個渠道讓師生作深入溝通，讓教

師協助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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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計劃進行時間、加強對學

生宣傳工作、釐清計劃進行方法及方向等。 

 

迎新安排： 『大哥哥』計劃已於下學期完成，是次活動由高、初中學生

帶領小學學生進行烹飪活動，教授小學學生烹飪技巧。透過「大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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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能發揮中學生的領導能力，讓小學生能對校園新生活產生歸屬感。

經訓輔組長及教師觀察，學生表現稱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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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承傳德的關

愛校園文化。 

  

而「同行小組」全年共舉行十次活動，例如: 樂理教學、歌唱分享等，

活動能聚集一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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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提升學生對校內事務的參與，令學生投入校園生活 (ENGAGEMENT) 

發展領袖生服務計劃：本年度下學期推行『盛德領袖生』計劃，共挑選

兩名初中學生及九名高中學生參與計劃，於午膳後當值，協助老師們處

理學生午間秩序及整理借出運動用具，服務時數人均 88.6小時。而且，

學生服務盡責，當值率穩定。透過問卷調查，學生反映領袖生活動讓他

們建立正面的工作態度及服務同學的精神。不過，學生透過領袖生活動

檢討發現以下事項需再行優化： 

-  老師和領袖生需多作溝通，以便相互合作處理同學的行為問題。 

-  領袖生可以和老師協作，共同策劃活動予同學參與，從而強化領袖生  

  的形象。 

-  部分領袖生建議擴闊服務及當值崗位，以增加領袖生的服務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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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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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3.2 學生全年平均出席率： 

 

 

 

 

 

 

 

 

 

 

 

 

 

 

 

 

3.3 學生全年退學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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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們的學與教 

4.1 學校上課日數190日 

4.2 整學年課堂授課的日數188日 

4.3 除了4.2以外，整學年內為全校或全級學生安排學習活動的數目 

 

4.4 各學科課時的百分比（小學、初中及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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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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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及公民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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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 共同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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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英文、數學、通識等主科已按各自需要安排恆常性的共同備課節，配合該科

的校本課程發展，持續檢討和更新；而體育科、中國歷史科等亦安排非恆常

性的共同備課節；通識科繼續利用共同備課節內在總結性評估(評估週)前後

又分別透過共同備課機制下設立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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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 教育局校本支援服務 

本年度本校共參與由教育局主辦的「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STEM)教育」

及學校專業發展計劃「善用電子學習,促進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兩個支援

項目。分別進行了十二次會議及觀課及九次會議、觀課及分享會。「科學、

科技、工程及數學(STEM)教育」的主題為「魚菜共生」，涉及的班別及科目

為小學常識科及中二級科學科。而電腦科及數學科在課程上亦有作出支援。

而「善用電子學習,促進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支援服務則個別地及單次地

支援教師於課堂授課的學與教活動，涉及教師主要有兩位。來年已成功申請

校本支援服務，並聚焦於科學科及數學科的課程發展。 

 

4.5.3 學生個人學習檔案 

現時當初中學生入學前，學務組會安排新生進行中文、英文及數學科的入學

前評估，讓學務組掌握學生入學前的學習基礎，以便於學期終結時跟進學生

入學後在學習程度上的變化。 

 

本年度由訓輔組協調，將包括由社工組、訓輔組、校務組、學生發展組的學

生資訊及數據整合，已於上、下學期的終結向各班別負責同事發放「學生在

校表現記錄」，讓持分者能客觀了解學生的發展進程。 

 

本校雖已在數據收集及統計上已有一定工作，但仍未數據發放及分析上仍有

許多未完善之處，如未能以更短時間讓科任教師存取學生數據等，故此本校

已申請賽馬會校本多元計劃「展析多元」(2019-2021) 並已被接納，我們期

望能透過外間資源的支援，讓教師、社工能有效運用學校現有數據幫助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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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及分析學生學習效能。 

 

4.5.4 持續友校合作 

本校與則仁中心學校及許仲繩紀念學校共同舉辦通識科學習活動，分別進行

了三次會議及舉行了以下三個活動： 

31/10/2018完成「全校化下少數族裔考察」(中三級) (由許校主辦) 

29/1/2019完成「中西區遊蹤」(中一及中二級)(由則校主辦) 

22/5/2019完成聯校通識問答比賽(全校)(由盛校主辦) 

  

是次安排有效推動三校在學科活動上合作，提供學生在課堂外的通識體驗，

認識香港少數族裔及社區的情況，提升學習動機，也促進了三校教師之間的

專業交流和學生之間的互動。 

 

4.5.5 課程多樣性 

此外，學務及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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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次之早會時段、小學社化課、圖書館課、初中德育課、全方位學習時段、

高中藝術課等各項不同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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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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5.1  及早識別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 

透過學校的教育心理學家、社工、言語治療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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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入學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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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為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提供調適及支援 

評估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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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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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拓展校本言語治療服務  

言語治療師制定「校本言語治療服務計劃」，在預防、治療和提升三個範疇， 

分別為學生、家長、教師和學校提供支援。在預防方面，定立轉介機制，為

入學新生及轉介個案進行言語能力評估，在本學年約有 80%學生接受言語能 

力評估。此外，於治療課後與教師就個案進行討論及觀課，透過個案討論，

讓教師更能掌握語障學生的特性及言語表現。同時，也會為家長進行言語治

療服務簡介及提供個別諮詢。  

 

在治療方面，言語治療師為 16 名語障學生進行了共 161 節個別治療，當

中包括發音、語言及社交溝通訓練。此外，亦有進行小組訓練以提升學生社

交溝通能力及讀寫能力。在提升方面，言語治療師會進行入班觀課及支援課

堂，全年共 48 節，於課堂上協助能力較弱的學生進行課堂任務及完成有關

課堂習作。於觀課後，與相關老師進行簡單討論並給予建議。此外，亦會透

過全校語文提升活動，讓學生增加言語表達的機會，從而增強言語表達的技

巧及自信。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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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自我提升計劃 

在下學期初，由班主任與每位學生共同訂立具體積極的目標，並會定期與學

生檢討目標成效，下學年共 53 名學生參與此計劃。約有 62.3%的學生能完

成此計劃，同時得到正增長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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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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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學生在校表現日誌的分數、各月

良好表現、服務時數、自我提升計劃分數、偏差行為次數和警告信數量，確

立了「五高兩低」的校本準則。報告能清楚反映學生的在校表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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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關愛校園計劃 

本校已連續第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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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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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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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2019年 5月 9-12日：韓國首爾環保科技交流之旅(中、小學生) 

學生到當地參觀各項環保、科技設施，包括淨水化工場、Samsung D’

light、DMC 數碼城等，以了解科技發展和環境保護與城市規劃的關係。 

 

II. 2019年 6月 18-21日：認識台灣歷史、文化、教育考察團 (中五級) 

今年有四位同學能合資格參加，是次行程很榮幸獲得聖約翰科技大學接

待，學生能與當地師生交流外，還可住宿於大學，體驗當地大學生的生

活。就著上學年的檢討，高中考察團以自主學習方向為發展目標，鼓勵

學生協助籌備、嘗試規劃行程、尋找交通路線及目的地資料。 

 

III. 2019年 6月 20-21日：認識澳門珠海歷史及環境保育考察團(中四

級) 

 「澳門珠海歷史文化及生物探索之旅」由教育局「高中學生交流活動

資助計劃」撥款贊助，讓中四級的同學可以透過 2日 1夜的交流活動加

深對澳門及珠海的認識。先經港珠澳大橋前往珠海長隆海洋王國參與科

普研學團，透過有系統的講解及海洋實驗，讓學生認識世界各地的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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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物及其保育情況。第二天由珠海經拱北口岸前往澳門，到了澳門

不同地方，包括：澳門博物館、大砲台、大三巴牌坊及澳門大學。透過

參觀及導遊的講解，同學可以了解到澳門文化遺產以及同是殖民地的澳

門歷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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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學生表現 

主辦機構/項目 榮譽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 

英文組： 

優異獎狀(4名)、良好獎狀(2名) 

粵語組： 

優異獎狀(5名)、良好獎狀(2名) 

普通話組： 

優異獎狀(4名)、良好獎狀(1名)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華夏盃全國數學奧

林匹克邀請賽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初賽 

二等奬(1名) 

香港桌球總會 2018 校際英式桌球比賽 團體第五名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渣打馬拉松 2019 
10公里賽完成證書(1名) 

半馬拉松完成證書(2名) 

香港泌尿外科學會慈善跑牛仔 X 契爺向

「前」跑 
完成證書(3名) 

香港拯溺總會暨香港游泳教師總會第十四

屆香港 3000 公尺水上安全長途暢泳暨水

上安全嘉年華」游泳活動 

完成證書(1名) 

屈臣氏集團學生運動員選舉 屈臣氏學生運動員獎(1 名) 

明愛樂晴軒樂晴跑 完成證書(9名) 

香港獨木舟總會少年獨木舟發展計劃 

海豹章(6名) 

三星章(4名) 

二星章(4名) 

一星章(7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小學學界田徑賽 400米第七名(1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中學學界田徑賽 
100米達標證書 

跳遠達標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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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財務報告 

上年度結餘

截至

31/08/2019

收入

截至

31/08/2019

支出

截至

31/0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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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5,990.11 1,133,728.90

1.1   學校及班級津貼費 66,224.00 694,786.04

1.2   綜合科學科津貼 1,367.00

1.3   升降機保養津貼 124,078.39

1.4  綜合校俱津貼 346,607.00

1.5  視覺藝術科津貼 28,448.90

1.6  科技與生活科津貼 23,819.20

1.7  供增聘文書助理的行政津貼 173,029.50

基本及班級津貼小計：(A ) 3,665,990.11 1,199,952.90 1,392,136.03 3,473,806.98

(2) 修訂行政津貼 3,782,468.49 1,301,376.00 1,014,360.00 4,069,484.49

(3) 綜合資訊科技教育津貼 -303,897.01 323,847.00 499,802.52 -479,852.53

(4) 學校發展津貼 708,230.93 434,652.00 357,953.54 784,929.39

(5) 空調設備津貼 451,061.79 350,040.50 357,567.00 443,535.29

(6) 為適應有困難兒童而設的活動津貼 589,183.30 67,716.00 10,306.00 646,593.30

(7) 諮詢服務津貼 0.00 246,898.00 123,448.50 123,449.50

(8) 風災特別津貼 0.00 122,512.00 122,512.00 0.00

(9)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全年經常性津貼 341,130.60 94,294.00 22,022.00 413,402.60

(10)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可供選擇的現金津貼 226,018.09 865,080.00 597,838.56 493,259.53

(11) 小數位職位現金津貼 309,597.86 380,130.00 281,484.00 408,243.86

小計：(B) 6,103,794.05 4,186,545.50 3,387,294.12 6,903,045.43

合計 (A ) + (B)： 9,769,784.16 5,386,498.40 4,779,430.15 10,376,852.41

(B) 其他津貼

家庭與學校合作

- 經常津貼 20,839.00 5,474.00 436.00 25,877.00

- 活動津貼 0.00 7,500.00 7,500.00 0.00

「學校伙伴計劃」-特殊學校暨資源中心(群育學校)津貼 57,585.50 196,000.00 143,682.00 109,903.50

發放推動中國歷史及文化的一筆過津貼 146,389.40 0.00 7,748.00 138,6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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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068.00 182,970.00 151,410.00 206,628.00

資訊科技人員支援津貼 113,142.00 307,200.00 220,743.60 199,598.40

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津貼 76,584.90 48,530.00 110,158.00 14,956.90

生涯規劃過渡津貼 100,000.00 0.00 32,977.20 67,022.80

高中學生交流活動津貼 0.00 17,640.00 15,120.00 2,520.00

閱讀計劃津貼 0.00 30,000.00 29,919.00 81.00

一筆過資訊科技津貼 - 在學校推動電子學習 97,600.00 0.00 97,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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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39.92 16,960.08

小計：(C) 1,417,208.80 795,314.00 900,333.72 1,312,189.08

總計：(A) + (B) + (C) 11,186,992.96 6,181,812.40 5,679,763.87 11,689,041.49

香港扶幼會盛德中心學校

2018/2019年度財政報告

津貼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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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回饋與跟進 

本校於 2017年完成了校外評核，參考了外評報告的建議，自評組完善了學校的

自評工作，繼續推動「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在 2018至 2021年新的發展周期

中，自評組一直帶動著學校團隊從「實證為本」的角度進行校情分析、關注事項

的制定、以至學校發展計劃及周年計劃的參與，團隊的積極參與讓學校的自評工

作有更穩固的基礎，教師已了解「策劃–推行–評估–策劃(P-I-E-P)」的運作

模式，亦能做到「對焦評估」，運用不同的評估方法以評估項目的成效，以推動

科組的自我完善。 

 

學校積極推動開展不同的工作，以配合本周期的三個關注事項，亦從工作檢視的

評估中，掌握到各項工作推展的成效，學校的關注事項均需時發展，來年因應學

校的資源增加與及校外不同的支援計劃，將能讓學校更聚焦發展，深化現已開展

的工作，配合課程更新加強課程發展，讓我校教師的專業有更佳的發揮，透過不

同的策略，緊扣「學、教、評」，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經歷，讓有不同學習需要的

學生在成長及學習上，均能獲得全面的照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