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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們的學校 

辦學宗旨 

本著基督的仁愛精神，提供全人教育，為學生建立一個積極、健康的學習環境，使他們在德、
智、體、群、美、靈六育得到均衡的發展，從而服侍人群、關心社會，貢獻國家民族。 

校訓 

信、望、愛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林前 13:13） 

學校管理 

由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救恩堂開辦。救恩堂在香港已有一百六十年歷史，辦學經驗豐富。法團
校董會成員匯聚各方專業，包括家長、教師、辦學團體代表等持份者及獨立人士，以基督教
的信念及開放、創新、專業的態度管理學校。 

學校設施 

本校所有課室及學科特別室皆為千禧多媒體教室，均裝設有電腦、投射器、實物投影機及錄
影機。除大、小禮堂外，還有兩個操場和兩間電腦室、電腦輔助學習教室、多媒體學習中心、
學生活動中心（舞蹈室）、多用途活動室、學生會室、遠程教室、圖書館、會議室等。為了迎
接新高中課程的推行，新加建小組研習室、綜合藝術室，以配合教學和課程改革。 

教學人員（包括校長，共 66 人） 

     學歷 
年資 

教育文憑 (%) 學士 (%) 碩士 (%) 合共 (%) 

0-4 0.0  15.2   15.2   30.4  

5-9 0.0  4.5   13.6   18.1  

10-14 0.0  1.5   0.0   1.5  

≥15 1.5  22.7   25.8   50.0  

合共 (%) 1.5  43.9   54.6   100.0  

班級結構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六 總數 

班數 4 4  5 6 6   * 5 =”30 

男生人數 81 73  84 92 89   .86 “505 

女生人數 60 71  91 96 111 …9999  528 

學生總數 141 144  175 188 200 ‘185 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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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科目 

級別 教學語言 科目 

中
一
至
中
二 

中文 
中國語文、普通話、生活與社會、倫理/宗教教育、中國歷史、歷史、設計與科
技、家政、音樂、視覺藝術、體育課 

英文 
英國語文、科學、地理、*數學、*普通電腦 

（*按班別訂定教學語言：以英語為教學語言/以中文為教學語言，並輔以英語延
展教學活動） 

中
三 

中文 
中國語文、普通話、通識教育、倫理/宗教教育、中國歷史、歷史、生活教育、
音樂、視覺藝術、體育課 

英文 

英國語文、科學（化學、物理、生物）、地理、*數學、*普通電腦 
（*按班別訂定教學語言：以英語為教學語言/以中文為教學語言，並輔以英語延

展教學活動） 

中
四
至
中
六 

中文 
必修科：中國語文、通識教育、倫理/宗教教育、藝術發展、體育課 
選修科：中國文學、中國歷史、歷史、科技與生活、資訊及通訊科技、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論（管理組）、視覺藝術 

英文 
必修科：英國語文、數學 
選修科：數學延伸部分（單元一、二）、物理、化學、生物、組合科學、 
選修科：經濟、企業‧會計與財務概論（會計組）、地理 

 

本學年關注事項 

1. 培養學生的責任感 

2. 透過「觀課」、「課堂學習研究」和「評課活動」來優化課堂教學 

3. 提升學生語文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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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重點發展項目一：培養學生的責任感 

成就 

1. 使學生明白自己的責任及負責任的重要性。 

 主題文章、老師或專業人士在早會及周會分享後，學生能於回應表中清楚說明自己應有

的責任，有助建立學生的責任感，如做錯事要承擔後果，為自己的行為負責，要盡責讀

書及在學習態度方面建立良好習慣及孝順父母等。 

 透過「勤學盡責計劃」要求學生上課帶齊課本、筆記簿，並在五分鐘內抵達課室上課，

由老師評分。目的是喚醒學生對責任感的關注，亦能帶動全校參與氣氛。得奬班級都覺

得活動能夠助長及培養責任感的風氣。 

 各科壁報板因應各科性質展示「盡責」應有的態度，透過壁報板去喚起同學對盡責的關

注。 

 在學期初安排班會時間讓各班訂定班規，有助學生謹守課堂秩序，用心學習。 

 中三級校本德育課程「陽光計劃」反應理想，班主任認為計劃能加强彼此溝通，增加學

生的正能量，學生亦於問卷調查中確認計劃的價值。 

2. 使學生愛護校園，並積極參與學校的服務。 

 三個學期的課室整潔運動順利完成，部份班別很積極，「愛護校園」及「責任感」壁報

比賽亦已舉辦，強化學生責任的承擔。 

 學校有蓋操場的清潔情況亦有改善，同學能保持校園整潔。 

3. 提供更多機會讓學生承擔責任，並肯定及表揚負責任的學生，以鼓勵學生承擔責任。 

 新設立的環保學會能提升學生的環保意識，並已在其他學習經歷日及試後活動加入環保

元素。香港話劇團演出環保互動劇場能帶出環保訊息(中二其他學習經歷日) ，膠樽回

收則頗為成功。 

 設立「清潔大使」一職，並由各聯課活動小組導師選出「責任之星」；每班一名的「責

任之星」亦己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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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早會所發放的訊息清楚明白，分享能發揮成效，但分享文章太少及太遲發放，下學年在

時間安排上需加以注意， 

 責任感要求並非一年內能做到，許多學生學習習慣有多方面需要作出改善。今年度的焦

點放在上課帶齊課本、筆記簿，並在五分鐘內抵達課室上課，希望來年能加強對學生學

習習慣的培訓。 

 雖然訂下班規，但份班別並未有將班規貼於報告板，學生經常欠帶課本或課堂用品，應

將此議題交各老師討論，研究對策或罰則。 

 「勤學盡責計劃」雖然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普遍學生對勤學盡責態度未能完全建立習

慣，希望在來年繼續努力，特別在學生學習態度上要加強要求，應將「盡責」心態提升

至「盡心」層面，明年可由兩位副校長於開學初期先釐定主題，再由教務、學務及學生

學習委員會老師分享學生可盡心於勤學之處。 

 部份學生於回應表中反映太多規則和責任會令他們缺乏創意，而在要求他們盡責之餘，

亦需體諒他們的壓力和渴求自由的心態。學生發展委員會認為需適時回應學生的反思，

增加彼此的互動交流，亦可考慮將學生的正反意見張貼出來以便討論。 

 基於中三學生於「對學校態度」的問卷中反映其負面情緒指數較高，可考慮明年與社工

合作加强中四學生的抗逆力訓練，建議於中三級繼續推行「陽光計劃」，。 

 大部份班別忘記於放學後執拾課室，明年可考慮透過中央廣播提醒學生及科任老師，並

繼續宣揚愛護校園、提升個人衛生的重要性。 

 今年班際比賽過多，部份班別放棄參加主題壁報設計比賽；建議明年由副校長及班主任

加强教育學生應有的體育精神及由副校長統籌全校的班際比賽，以免因比賽次數過多而

令學生及班主任過於勞累。 

 課室清潔比賽到了後期，部份班別欠積極，建議明年由公民教育委員會／訓導委員會以

另一形式接辦，以免學生討厭及記錄流於形式化。 

 保持課室整潔應為全班共同承擔的責任，因此建議不保留「清潔大使」一職，但可繼續

選舉每班一名「責任之星」以表揚有責任感的學生至三年學校發展計劃結束為止。各聯

課活動小組的「責任之星」效果良好，可列為常設獎項。 

 環保活動方面：「一班十花」計劃不受學生歡迎，試後的減炭環保講座頗沉悶，未能誘

發學生關心減碳節能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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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發展項目二：透過「觀課」、「課堂學習研究」和「評課活動」來優化課堂教學 

成就 

1. 藉着有效的課堂分析，讓教師深入理解課堂的運作，並從中探討學生個別差異的成因
及性質。 

 14/9 教師發展日工作坊，邀請教育學院講師到校進行培訓，介紹課堂分析的方法，展

示有效課堂教學的重要元素，對老師反思教學有成效，有助優化課堂教學。 

 7/12 邀請 Edvenue Ltd. 的導師到校舉辦教師工作坊，以「照顧學習差異」為主題，工

作坊能提醒同工有關照顧學習差異的方法。 
 4月底至5月校長聯同兩位數學科老師參加了香港教育學院五星期的教師專業進修課程

（有效的觀課與評課－以學校為本位），並嘗試把理論實踐於課堂中。 

2. 推展課堂互動，教師透過觀課活動能掌握分析課堂的要素，提升教學。 

 每科老師配對進行「同儕觀課」，焦點放在「互動」或「照顧學生學習差異」上。老師

都認為透過觀課和討論交流，能夠給予改善課堂的意見，效果良好。 

 老師們均認為來年可繼續進行此計劃，以達到互相觀摩的功能。 

3. 通過評課∕觀課活動來強化「同儕觀課」的功能，讓教師切實地掌握一節良好課堂的
重要元素，並把這種認知轉移到自己的教學上去。 

 開放課堂的活動，同工反應不錯，共邀請了 8 位老師進行公開課，每次共有 4 至 8 位老

師出席，彼此觀摩及學習，觀課後更安排討論，以加強教學效能。 
 課後分享討論，反應熱烈。有 80%以上的老師都認為有助改善課堂教學質素。 

 

反思 

 各科應在科務會議上，就工作坊所學到的「照顧學習差異」技巧和課堂分析方法討論，

如何實踐在該科的課堂教學中。 

 下學年可邀請更多學科老師進行公開課，以致大家能進行互相觀摩，改善老師教學質

素。 

 下學年舉辦的工作坊，須與日常課堂更緊扣，輔以實例，提供方法去照顧學生不同需

要。又要舉辦特殊教育的工作坊，讓老師知道如何去照顧有特殊需要的學生。 

 學校可讓更多老師參加教育學院的專業進修課程，學習和嘗試「課堂學習研究」的理

論和施行。 

 課堂學習研究應在下學年開始試行，先以數學科作先導，伙伴友校共同嘗試，站穩後

再讓其他學科加入，以強化老師課堂學習研究的理論和實踐的信心，藉此增加校內課

研的風氣及提升教學質素。  

 



救恩書院 學校報告 2012-13  7

重點發展項目三：提升學生語文能力 

成就 

1. 對以英語為授課語言有困難的初中學生提供適切的支援。 

 初中中、英文課程已完成編修為「核心」及「延展」部分，為不同學習能力的學生提供

更適切的教學與評估。 
 中文科及英文科分別制訂「拔尖」及「補底」計劃，運用課後學習支援津貼，為初中學

生在周六及假期舉辦「拔尖」及「補底」班，提升參加者的語文能力。 

2. 非語文科目按本科課程，制訂科本教學及課業計劃，以提升學生學習語文的能力 

 通識、中國歷史科在課堂內亦有設計提升中文作答及閱讀能力的訓練，透過不同學科的

配合，有助學生提高語文能力。 

3. 善用校外資源，因應學生的需要制定合作計劃，以提升學生語文能力。 

 運用「優化提升英語水平計劃」（REES）撥款，支援參與「微調教學語言」的科目，

聘請專家指導、評課，協助老師編寫教材。 
 「提升英語水平計劃」（EES）今年完結，並順利完成多個活動及編寫校本英語教材，

老師均表示教材能配合學生能力，切合課堂所需，計劃有助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4. 課堂用語方面，加強訓練學生以完整句子及規範語言 

 英文科老師編製課堂規範語句予所有學生及運用英語授課的老師，各科運用統一的課堂

語句跟學生溝通，效果良好。日後要繼續持守此模式，每一個學科的老師都用統一的課

堂用語，學生亦要遵守老師的指示及要求。 

5. 強化學生應考文憑試的策畧，提升學生在中學文憑試的優良率 

 中、英文科加強對中六級的拔尖計劃，運用「多元學習津貼」為中、英文成績良好的同

學舉辦應試課程，拔尖班都能針對學生的學習需要去提升中、英文科公開考試成績，同

學都表示有很大幫助。 

6. 提升中、英語文學習的活動 

 本年度英文科老師已將英文雋語張貼於樓梯轉角位，中文科於下學期將雋語翻譯為中

文，以增加同學雋語的認識。另外英文科舉辦辯論比賽及朗誦比賽，均提供更多機會予

學生接觸英語，學生的投入感與參與感亦高，有助增強同學語文學習成效。 

反思 

 今日社會，無論升學及就業，對申請者的要求日高，學校需針對學生的不同弱項，加

強訓練讀、寫、聽、講的能力，特別是加強拔尖資源。  

 提升語文能力是學校發展的重要方向，中、英文語文發展要做得更好，須透過不同學

科同心推動，增加語文活動，亦加強學生對中、英文課兩科的興趣及能力。 

 初中語文課程仍須檢視及優化，以切合學生能力的變化。 

 中六級可再調配人力資源，提升學生在閱讀理解及聆聽綜合練習的能力。 

 下學年宜舉辦更多個人及班際的語文活動，讓更多同學可以參與，活動交由中、英科

主任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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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的學與教 

課程規劃與發展 

3.1 第二屆的新高中學制已順利完成，無論在選修科目組合或應用學習課程，學校都提供

多元化的選擇，以照顧不同興趣及能力學生的需要。 

3.2 為配合教育局的初中課程發展，學校本年度在初中增設「生活與社會」科，取代原有

的初中通識教育科，以增進學生在人文教育學習領域的知識，同時繼續培訓學生掌握

通識教育科的學習技巧。 

3.3 學校重視初中及高中課程的銜接。課程發展委員會統籌各科進行初中及高中課程的檢

視，並與各科商討初中課程必備的學習元素，以助學生銜接高中課程。 

3.4 為照顧學生的學習差異，學校按照學生的能力，提供不同支援，如初中按能力分班；

高中由五班分為六組教學，並在高中的核心科目（中國語文、英國語文、數學及通識

教育科）進行分組教學。此外，因應學生的學習差異，課堂上設有分層工作紙，各科

亦按需要在工作紙及考試內加插「挑戰題」，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效果理想。 

教師教學及專業發展 

3.5 學校在上學期將進修重點放在優化自我評估（自評）機制和改善課堂學與教上，以加

強教學效能，並準備迎接校外評核（外評）。為此，學校邀請香港教育學院的高寶玉博

士及賴明珠博士，在 9 月 14 日到校主持「課堂分析」講座，引導同工從課堂組織、教

學設計和教學評估三方面入手，全面提升學與教的水平。同日，學校亦邀得佛教善德

英文中學校長何滿添先生前來進行分享，以加深同工對外評工作的認識。在 11 月 30

日，學校邀得樂善堂王仲銘中學校長何世敏博士到校主持「自評與外評」講座，以助

同工了解自評及外評的概念與運作，更好地迎接外評的考驗。 

3.6 學校在下學期將重點轉向教師的身心健康。學校邀請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派出專家，

從理論及實踐層面指導同工如何預防教師常見的職業病。期間進行的毛巾健體操更讓

同工放下煩憂、釋放壓力，並凝聚團隊氣氛。 

3.7 中國語文科第三年參加教育局「校本專業支援組」提供的「語文教學支援服務」。結合

過去兩年的支援成果，本年度的計劃以讀寫結合為支援焦點，從而規劃中六級的中國

語文科課程。透過教育局專業人員的支援，中國語文科老師以不同的文章選讀為切入

點，再教導不同的文體寫作，藉此提升學生的語文能力。計劃包括專業交流會議、學

生講座和工作坊，以及集體觀課和評課等。透過支援人員的協助和回饋，老師共同對

教學進行反思，有效重整課程，提升語文教學的成效。 

3.8 英國語文科參加了教育局的「優化提升英語水平計劃」，重點是跨學科的英語學習及應

用。英國語文科與科學、地理及數學等採用英語授課的科目進行協作及提供跨學科英

語增潤教學，以加強學生運用英語學習的信心及能力。英國語文科亦與教育局的「英

國語文學習支援組」合作，進行初中「跨學科英語寫作計劃」，透過英國語文、科學及



救恩書院 學校報告 2012-13  9

地理科的跨科協作教學，提升學生的英語寫作能力，並鞏固及加強學生的英語綜合能

力與字彙知識。同時，學校獲得香港教育學院英國語文學系前系主任 Philip Hoare 博士

的專業支援，為英國語文、科學、地理及數學科進行教學會議，亦透過觀課，就課程

設計及教學策略，作出交流和建議。除此之外，學校運用教育局語文藝術協作計劃的

STELLAR Phonics 教材，由外籍老師及英國語文科老師同時為所有初中班別進行協作

教學，以改善學生的英語讀音、拼寫、字彙發展及說話能力。 

3.9 教務委員會本年度推行「促進教與學」專業交流計劃，希望透過課堂觀摩及交流，促

進教師的專業發展。計劃分兩部分：第一部分將同科或相關學習領域的老師配對成十

多組，各組別內的老師進行課堂互訪、觀摩及討論；第二部分為「開放課堂計劃」，由

校長邀請不同學習領域的老師就特定的教學焦點作示範教學，讓其他老師觀摩。計劃

對促進老師的教學效能有莫大的幫助，而老師對計劃的反應亦見熱烈。 

學生學習 

3.10 為配合教學語言微調政策，學校推行跨學科英語學習，並特此舉辦了一系列跨學科學

習活動，包括「中一及中二全年跨學科英語閱讀計劃」、「英語活動日」及英語話劇訓

練。學校的聯課活動小組亦積極推動英語學習，例如英文學會舉辦了「英語活動日」；

英語辯論學會舉辦了英語演講和辯論工作坊、參觀及講座，並參加了由「外籍英語教

師協會」及「南華早報」合辦的全港中學英語辯論比賽，藉此擴闊學生的視野，增加

他們對時事的認識，並讓他們活用英語；英文歌曲欣賞學會及由學生主持的午間英文

歌曲分享環節不僅讓學生欣賞動聽的英文樂曲，亦在全校濃厚的英語氛圍下，將英語

融入愉快的校園生活中。除此之外，學校的英語銜接課程及所灌錄的英語讀音光碟，

均成功提升學生採用英語學習及運用英語的效能。 

3.11 學校繼續舉辦「初中課後功課輔導計劃」，由高年級學生解答初中學生在功課上的疑

難。學校本年度新增「自資初中課後功課輔導計劃」，目的為學生提供小組輔導，改進

成績。「功課加油站」乃協助學生解決功課疑難的計劃，學校聘請教學助理在課後向個

別學生提供功課輔導。此外，為善用假期的時間，學校在星期六或假期開辦以中、英、

數三科為主的初中及高中補習班，以增強及鞏固學生的學科知識。 

 

3.12 學校致力發掘學生潛能，本學年新增一名學生獲「香港資優教育學院」接納為資優學

生，因而得到更深入的學習機會，提升個人潛能。 

3.13 學校本年度參加由香港佳能主辦的「墨匣回收大行動」，透過展板及墨匣收集行動，

向學生灌輸環保意識，讓他們認識到循環再造的重要。學校亦參與了「Microsoft Student 

Select 校園推廣計劃」，以協助學生購買正版軟件，尊重版權。為擴闊學生對資訊科技

的認知，學校鼓勵學生參加課餘活動及工作坊，如校內的電腦小常識網上問答比賽及

智恒軟件有限公司籌辦的「iClone 5：3D 動畫製作技巧」工作坊等。學生亦主動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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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串校外比賽，例如香港城市大學電腦科學系主辦的「Robocode Contest 2012」、聯校

資訊科技學會主辦的「遠程實時問答比賽」、創意科技教育學會主辦的「創協盃──創

意科技機械人足球比賽」，以及青少年世界杯港澳賽組委會主辦的「青少年機械人世界

盃港澳區公開選拔賽」。學校希望學生透過參加各項比賽，提升解難能力、邏輯思維及

建立團隊精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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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4.1 2012 年 11 月 15 日至 22 日的福音周以「走出迷陣」為題，透過老師詩歌敬拜、福音

茶座及書攤等不同活動，讓學生認識神的愛。福音周佈道會由鄧英蘭姊妹分享見證，

聚會中 92 位學生決志信主。復活節營會則於 2013 年 3 月 26 日至 28 日假突破青年村

舉行，主題為「如果命運能選擇」，藉此引導學生對現有的人生作出反思，追尋生命中

最重要的一環，靠著耶穌基督的恩典，得著豐盛的生命。學校亦舉辦了「班際詩歌歌

唱比賽」、每月「KYC 祈禱會」及「班際經文背誦比賽」等活動，讓學生有更多欣賞

詩歌及反思福音信息的機會。 

4.2 學校本年度已參加「健康校園網絡計劃」，成為夥伴學校之一，並於開學禮舉行「健康

校園約章」簽署儀式，成功加入「健康校園名冊」，承諾將致力建設健康校園，讓每位

學校成員實踐健康生活；學校亦獲發 6000 元資助，購買洗手間乾手機及濕地吹風機等

設備，令學校環境更衛生、安全。此外，「健腔先鋒行動 2010-13」已踏入最後階段，

衛生署續邀中二級兩班學生參與口腔健康狀況檢查，提醒學生口腔健康的重要性。為

了進一步掌握有效數據，促進學校自我評估，學校與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合作進

行三項為不同級別而設的健康問卷調查，期望所得結果能有助發展未來的校本健康促

進計劃。 

4.3 本年度，學生發展委員會特為中三級學生而設的校本訓輔培育課程「陽光計劃」已順

利展開，內容涵蓋生涯規劃、性教育及提升學習動機等範疇，更提供機會讓班主任加

强班級經營，凝聚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計劃內的延伸活動亦能培養學生積極正面的

人生觀。 

4.4 為了配合學校主題「盡責」，班會本年度增設「清潔大使」，由他們帶領同學維持課室

整潔。學生發展委員會透過早會分享，建立學生對責任感的認知；亦舉辦「責任之星」

選舉，表揚有責任感的學生；更成立環保學會，推動環保活動，提升學生的環保意識。 

4.5 學校運用「健康校園計劃」的資助，為學生舉辦了多項多元化的活動，包括「中一抗

逆訓練營」、戒毒機構探訪、義工小組、「無毒校園格仔箱展」、射擊戰遊戲(War Game)、

「Go Goal 糕蛋糕班」、街舞班及運動攀登學證書課程等，以協助學生發展潛能，服

務社群，提高自信，確立正確的人生價值觀。 

4.6 在性教育方面，學校本年度重點推廣「愛自己」的文化。除了聯同大衛城文化中心、

明光社及循道衛理楊震社會服務處舉辦性教育講座和攤位，以及訓練性教育大使外，

學校更針對中二及中三級學生的成長需要，與「護苗基金」及「生命熱線」合辦性教

育工作坊，期望能鞏固學生「愛自己」的文化。 

4.7 學校持續發展「學兄學姊計劃」，以協助中一級新生適應學校生活及推廣校園關愛文

化。學校舉辦了一連串的朋輩輔導工作坊，讓學兄學姊掌握基本助人自助的理念。學

兄學姊亦透過組織「交友之道」、「讀書心得」及「午間飯聚」等活動，實踐關愛精

神及助人技巧。學校更感謝校友會本年度的參與，安排對學校有承擔的舊生出席分享

活動，有效體現關愛精神的薪火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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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學校運用「中學學習支援津貼」的撥款外聘專業服務及增聘教學助理。外聘服務範疇

多樣化，如言語治療、面試小組及提升專注力活動等，期望能針對校內不同特殊學習

需要學生的特質提供訓練。增聘教學助理亦有助落實推行「全校參與」融合教育模式，

推廣校園共融文化。本年度，學校舉辦了「和諧校園」攤位、「黑暗中的對話」體驗

旅程及「消除歧視」工作坊等，讓學生從中認識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特徵，並體會

他們在生活上的各種困難。 

4.9 本年度，學校再度參與由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推行的「校本教育心理服務」。校本教育

心理學家定期到校提供多項有關情緒健康、壓力處理及特殊學習需要的支援服務，包

括個別心理治療、學生讀寫困難評估與教師支援，以及就照顧具不同學習需要的學生

而制定的政策和措施提供意見。學校本年度更參與了由教育局主辦的「執行技巧訓練：

指導計劃」，有效協助專注力不足的學生提升執行技巧及自我管理能力。 

4.10 學校在學期初邀請了「生活教育計劃」為初中學生舉辦「吸煙多面睇」、「無毒一樣 cool」

及「cool teen 有計」等工作坊，讓學生有足夠的自信及社交技巧去抗衡日常生活中所

遇到的誘惑及遠離不當行為；又舉辦了「領袖生訓練營」，以培養領袖生的自信及團隊

精神，好讓領袖生能在其工作崗位上有效地執勤，為同學樹立一個良好的榜樣。此外，

學校本學年增設了「初級領袖生」一職，讓中二級學生有機會服務學校，裁培他們成

為服務隊伍的生力軍。 

4.11 學校一向致力向學生介紹不同的升學資訊，而有關資訊對高中學生尤為重要。學校為

高中學生舉辦了一系列講座，介紹聯招制度與選科策略、專上院校、學位與副學位課

程，以及內地與台灣的升學資訊等，好讓學生掌握充足的資訊，作出升學決定。學校

又設有「老師面談計劃」，指導中六級學生選科；亦舉辦「模擬院校面試」，讓學生

為參與院校面試作好準備。學校亦會在中學文憑試放榜前舉辦「模擬放榜及升學講座」

及「中六家長晚會」，使學生及其家長更有信心迎接放榜的挑戰。 

4.12 學校繼續加強學生的「生涯規劃教育」，在班主任課讓學生訂立及反思人生目標；同

時亦為中三級學生舉辦「中三選科講座」及「模擬高中選科」，使學生更有信心作出

選科的抉擇。 

 

4.13 學校本年度繼續參加青年企業家協會舉辦的「商校伙伴計劃」，由伙伴機構「香港鐵

路有限公司」派出公司大使，為參與的中四級學生舉辦工作坊、模擬工作面試及車廠

參觀，讓學生了解職場的要求，擴闊視野。 

4.14 學校著眼於社會服務，透過不同機構的資助或合作，舉辦講座、工作坊及探訪等活動，

藉此加深學生對社會服務的認識及了解，從而投入服務。「Teen 天有耆蹟計劃」、盲人

輔導會的探訪，以及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循道衛理社會服務處、新界青年發展基金會

和香港學生輔導會等組織的賣旗籌款活動等，不僅向學生提供了服務社群的機會，亦

擴闊了學生的視野。 

4.15 學校參加的國民教育活動計有「九一八悼念短講」、「國慶升旗禮」、「國慶慶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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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 101 周年運動紀念活動」、「五四運動早會話劇及展覽活動」、「六四紀念活

動展覽」、香港歷史博物館主辦的「一統天下：秦始皇帝的永恆國度」展覽、香港文化

博物館主辦的「與中國古物對談」參觀活動，以及教育局主辦的「新會、佛山交流團」

與「開平碉樓交流團」。學校希望透過鼓勵學生參與國情教育活動，增加他們對祖國的

認識及歸屬感。 

4.16 為了提升學生關注社會事務，學校推動學生參加「十大新聞選舉及問答比賽」、「大埔

區校際公民教育常識問答比賽」、「模擬立法會選舉」、「廉政互動劇場」、「班際膠樽回

收比賽」、「垃圾分類計劃」、「城市論壇」及「環保時裝展」等活動，藉此培養學生的

公民意識。 

4.17 聯課活動委員會統籌各科組的學習活動，將訓練課程、級際旅行、班際競賽、資訊講

座、社會服務、藝術發展及參觀考察等學習經歷統整，組成「其他學習經歷日」及「跨

課程學習日」，以充實及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學生會、四社及共 43 個聯課活動小組

分別舉辦多元化的活動讓學生參與，以培養學生的興趣，發掘他們的潛能及領袖才能，

並促進學生的團體精神。 

4.18 父母對青少年子女成長有充分的認識，往往對建立良好的親子關係事半功倍。家校合

作委員會本年度舉辦了多個講座及工作坊，例如由突破前總編輯吳思源先生主講的「如

何培養子女有良好的品格及積極正面的人生觀」、「中一家長座談會」、「中六家長座談

會」及「家長工作坊：家長如何與子女融洽相處」。在靈命培育方面，本委員會首次舉

辦了「家長福音晚會」，會上由鄧英蘭女士分享見證，崇真會富善堂洪開基傳道分享信

息。本委員會深信這些活動對家長成長及親職教育有一定的幫助。 

4.19 在本學期初，學校繼續與食物部承辦商「維他天地」合辦「解讀食物標籤」講座，由

註冊營養師向中一級新生講解健康飲食知識。 

4.20 暑假將至，學校獲教育局安排更換全部風扇及將課室的普通光管轉為節能光管。工程

完成後，學習環境將會大大改善，亦更能附合能源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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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生表現 

5.1. 公開考試成績 

2013 年度香港中學文憑試本校與考學生共 184 人，中、英文科合格率(2 級或以上)分別
為 90.8%及 91.8%，各科平均合格率(2 級或以上)為 88.1%。取得報讀本地學位課程最
低要求為 31.0%，而經大學聯招取得入讀學位為 13.6%。 

5.2. 學業以外的表現 

體育 

主辦機構 項目 成績 參加學生 負責老師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 大埔及北區中學分會

2012-2013 年度 

校際游泳比賽 

50 米胸泳亞軍 1C 何曉俊  葉錦有老師 

50 米背泳冠軍 2B 雷正妍 4A 霍明美 

100 米自由泳冠軍 2B 雷正妍  
50 米蝶泳冠軍 4B 方亦昇  

50 米自由泳季軍 4B 方亦昇  
4x50 米四式接力季軍 2C 蘇鈺誠 3D 吳昭駿 

4B 方亦昇 4F’顏輔宏 

男子乙組團體季軍 2C 蘇鈺誠 3A 袁昇瑋 

3B 王子正 3C 呂煒倫 

3D 吳昭駿 3E 朱健朗 

4B 方亦昇 4D 陳建和 

4F’顏輔宏  

男子丙組團體優異 游泳校隊 

女子乙組團體優異 

女子丙組團體優異 

大埔及北區中學分會 

2012-2013 年度 

校際羽毛球比賽 

女子甲組亞軍 5A 李穎瑤 5B 劉佩瑤 吳秀芝老師 

6C 陳梓寧 6C 李佩儀 

6C 蕭瑤 6E 鄧樂瑤 

女子乙組亞軍 3B 江小琳 3B 陳雅盈 

3C 冼珞珧 3D 黃嘉瑩 

4A 黃芷晴 4B 羅嘉琳 

4C 鄧睿怡 4E 何欣霖 

大埔及北區中學分會 

2012-2013 年度 

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鐵餅季軍 4B 曾志峰  葉錦有老師 

女子乙組跳高季軍 3B 蘇曉怡  

大埔及北區中學分會 

2012-2013 年度 

校際越野比賽 

男子丙組團體優異 1C 李廸泓 1C 蘇梓仁 朱偉良老師 

2A 王曦朗 2A 呂灝宏 

2A 陳恆毅 2A 王瑋琛 

2C 陳瑋希 2D 李文煜 

女子丙組個人第 7 名 2B 雷正妍  

大埔及北區中學分會 

2012-2013 年度 

校際手球比賽 

男子乙組季軍 3D 鄒偉賢 4A 陳樂謙 吳秀芝老師 

4A 詹振中 4A 蘇梓文 

4B 林庭暉 4B 廖凌峰 

4B 曾志峰 4B 曾志豪 

4E 劉子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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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項目 成績 參加學生 負責老師 

中國香港合球總會 沙灘合球賽 2012 季軍 4B 鄒卓峯 5C 梁卓姸 葉錦有老師 

5F 蘇東北 6C 黃健輝 

6E 莊穎焮 6E 唐新煥 

2013 賀歲盃單區合球賽 青年組季軍 2C 黎溢濠 5C 梁卓妍 葉錦有老師 

5F 蘇東北 5F 黃盈如 

2012 單區合球錦標賽 青年組季軍 4B 鄒卓峯 5C 梁卓姸 葉錦有老師 

5F 蘇東北 5F 黃盈如 

6C 黃健輝 6E 莊穎焮 

6E 黃奕琪  

大埔體育會 大埔區陸運會 2012 男子乙組鉛球冠軍 

男子乙組鐵餅冠軍 

4B 曾志峰  葉錦有老師 

 

藝術教育 

 視覺藝術 

主辦機構 項目 成績 參加學生 負責老師 

北區花鳥蟲魚展覽會 花鳥蟲魚攝影比賽 中學組冠軍 1B 鄭宏基  簡李麗池老師

中學組季軍 2D 許文珊  

中學組優異 1B 徐馥柔 1C 李維詩 

香港布廠商會 

朱石麟中學 
快樂共融的校園生活 

中小學繪畫及攝影比賽 

中學組優異獎 3B 范倩燕  簡李麗池老師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 

通訊事務管理局辦公室 

「做個精明通訊服務用家」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高中組優異獎 6D 馮暐晴  簡李麗池老師

大埔區小學校長會 學界道路安全 

海報設計比賽 

中學組季軍 6B 蕭樂敏  簡李麗池老師

中學組優異獎 6A 衛芷穎  

香港電器及電子設備 

回收協會、 

星島新聞集團、 

環境保護署 

WEEE Like Recycle in HK
創意短片大賽 

高中組優異獎 5A 陸肇麟 5B 王凱瑩 簡李麗池老師

5F 李翠君 5B 李燕彤 

中國藝術剪紙協會、 

香港數碼港管理 

有限公司 

數碼港「藝剪生花」 

全港剪紙大賽 2012 
青少年良好獎 6A 張鍫淋 6A 余淑芳 簡李麗池老師

6B 鄭丹雯 6E 黃寧蓉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堅持信念、屹立不賭」

全港青少年防賭運動 

標語文件夾設計比賽 

中學組亞軍 4A 陳芷琳  簡李麗池老師

中學組季軍 4A 陳芷盈  

香港浸會大學 

社會科學院 

「我最♥的 HK…」 

攝影比賽 2013 
中學組優異獎 2A 張芯如  簡李麗池老師

水務署 全情「頭」入齊慳水 

Cap 帽設計比賽 

中學組嘉許獎 2A 李頌思 3A 楊美鈴 簡李麗池老師

3C 張嘉倩  

最投入參與學校獎 救恩書院  

開心社區服務 開心家庭繪畫創作比賽 入圍獎 1D 邵上恩  簡李麗池老師

欣悅天地 欣悅天地 10 週年 

T 恤設計比賽 

中學組冠軍 5D 陸莙洏  簡李麗池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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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朗誦 

主辦機構 項目 成績 參加學生 負責老師 

香港學校音樂及 

朗誦協會 

第 64 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中一、二級女子 

普通話散文獨誦 

優良 

1C 李雪瀅  彭圞老師 

中三、四級女子 

普通話散文獨誦 

亞軍 

4D 隋夢緣  楊曉艷老師 

 

中三級女子 

粵語散文獨誦 

優良 

3A 溫凱欣 3A 黃雅姿 

3A 游卓瑤 3B 陳雅盈 

3C 何雅雯  

中五級女子 

粵語散文獨誦 

季軍 

5B 王凱瑩  

中五級女子 

粵語散文獨誦 

優良 

5A 潘靜鎔 5B 顏小娟 

中五級女子 

粵語散文獨誦 

良好 

5F 李逸藍 5F 楊苑晴 

中三、四級 

二人朗誦 

優良 

4A 麥艷敏 4D 隋夢緣 

英詩獨誦季軍 5A 區芷珊  梁惠芝老師 

5B 齊懋樺 5B 顏小娟 林家偉老師 

5D 李佩兒  萬錦芬老師 

 
 
 舞蹈 

主辦機構 項目 成績 參加學生 負責老師 

大埔區文藝協進會 大埔區第 32 屆 

校際舞蹈比賽 

金獎及最佳服裝獎 2A 梁碩君 2D 盧紀樺 王佩琼老師 

3B 蔡清秀 3B 劉綽楠 

3C 何穗荇 4A 黃諾思 

4B 羅嘉琳 4E 黃家琪 

5A 鍾旼妡 5A 洪卓寗 

5A 潘靜鎔 5F 葉麗珊 

5F 凌懿筠 5F 黃敏慧 

6E 馬迪霞  

銀獎 4E 黃家琪 5A 潘靜鎔 

5F 黃敏慧  

教育局、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有限公司 

第 49 屆學校舞蹈節 中學組中國舞(群舞) 

甲級獎 

2A 梁碩君 3B 蔡清秀 王佩琼老師 

3B 劉綽楠 3C 何穗荇 

4A 黃諾思 4B 羅嘉琳 

4E 黃家琪 5A 鍾旼妡 

5A 洪卓寗 5A 潘靜鎔 

5F 葉麗珊 5F 凌懿筠 

5F 黃敏慧 6E 馬迪霞 

中學組中國舞 

(獨/雙人/三人舞) 

甲級獎 

5A 潘靜鎔 5F 凌懿筠 

5F 黃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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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項目 成績 參加學生 負責老師 

教育局、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有限公司 

第 49 屆學校舞蹈節 中學組現代舞(群舞) 

甲級獎 

2A 朱美姚 2A 禤梓晴 黃巧兒老師 

2A 李頌思 2C 梁烜維 

2C 呂曉晴 2C 吳映如 

2D 郭芊慕 3A 張悅心 

3B 高靜 4E 黃家琪 

5A 張泳心 5B 陳枏 

5B 布凱晴 5B 田瑞霖 

5F 李翠君  

 音樂 

主辦機構 項目 成績 參加學生 負責老師 

大埔區文藝協進會 大埔區校際歌唱比賽 銀獎 混聲合唱團（高級組） 李韻怡老師 

銅獎 混聲合唱團（初級組） 

其他 

主辦機構 項目 成績 參加學生 負責老師 

學友社 十大新聞選舉(初選活動) 最具新聞觸覺獎 5A 劉正星 5B 蔡婉婷 葉敏怡老師 

5F 石曉彤  

大埔校長會 大埔區公民教育常識 

問答比賽 

季軍 2B 周寶琳 3A 蔡婉盈 陳家維老師 

3A 葉芷珊 3A 黎衍彤 

3A 麥家喬  

教育局、 

傑出青年協會 

2013 年「明日領袖獎」 明日領袖獎 5A 區芷珊  馬綺雲副校長

 



6  財務報告

Income ($) Expenditure ($)

Govt Funds EOEBG balance b/f from previous years 3,023,289.74
Govt Funds Other  Non-recurrent Grants balance b/f from previous years 6,053,279.47
School Funds balance b/f from previous years 3,744,440.81

12,821,010.02

I. Government Fund
(1) EOEBG
a. Baseline Reference 1,868,636.86 1,788,182.16
b. School Special Grant

b.1 Admin Grant-Ordinary (IMC) 3,881,805.53 3,678,576.53
b.2 Capacity Enhancement Grant 516,616.00 351,097.00
b.3 Composite IT Grant 433,592.00 206,015.97
b.4 Noise Abatement Grant 473,675.00 452,972.50
b.5 SB Support Scheme for Newly Arrived Child

0.00 4,863.50
I. (1).  Sub. Total:

7,174,325.39 6,481,707.66
(2) Other Non-Recurrent Grants

a.1 Home-School Co-operation Grant 14,626.00 14,626.00
a.2 Teacher Relief Grant 3,037,652.25 787,293.06
a.3 Teacher Training (SEN) for IMC School 43,629.30 43,629.30
a.4 NET Scheme 17,779.00 17,779.00
a.5 Rates & Rents Grant 771,040.00 771,760.00
a.6 SB After School Learning Grant 139,200.00 151,200.00
a.7 English Enhancement Scheme 260,041.99 260,000.00
a.8 Refined English Enhancment Scheme 329,415.23 319,380.00
a.9 Learning Support Grant Sec School 200,000.00 238,100.55
a.10 Enhancement Sen Sec C S Grant 0.00 1,343,206.02
a.11 Extra Enhancement Sen Sec C S Grant 250,000.00 0.00
a.12 Sen Sec Curriculum Support Grant 713,520.00 0.00
a.13 Fractional Post Cash Grant 9,787.50 223,395.50
a.14 Diversity Learning Grant (OP) 105,000.00 104,910.00
a.15 Diversity Learning Grant (APL) 195,217.00 195,217.00
a.16 One-off Liberal Studies Curriculum Support Grant 71,800.00 71,800.00
a.17 One-off Grant e-Learning Grant 0.00 38,020.00
a.18 Moral and National Education 530,000.00 0.00
a.19 Other Grants 35,865,479.50 36,856,654.61

I. (2).  Sub. Total:

42,554,187.77 41,436,971.04

II. School Funds

1 Subscription Accounts  420,590.01 293,404.25
2 The HK Jockey Club Life-wide Learning Fund 146,600.00 146,600.00
3 Approved Collection for Special Purposes 257,443.60 293,047.60
4 Air-conditioning Maintenance Reserve Fund 117,004.50 31,050.00
5 Kau Yan Church Scholarship 40,000.00 44,700.00
6 Others Grants 2,520,698.41 2,415,484.30

II. Sub. Total:
3,502,336.52 3,224,286.15

I.(1) +I.(2)+II.  Grand Total:
53,230,849.68 51,142,964.85

2012/2013 Govt Funds - EOEBG Balance c/f to next year 2013-2014 3,715,907.47
2012/2013 Govt Funds - Other Non-Recurrent Grants Bal c/f to next year 2013-2014 7,170,496.20
2012/2013 School Funds balance c/f to next year 2013-2014 4,022,491.18

2012/2013 year end  Grand Total:
14,908,894.85

KAU YAN COLLEGE

2012-2013 Financi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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