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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0620062006----2007200720072007 周年校務計劃周年校務計劃周年校務計劃周年校務計劃 

學校簡介學校簡介學校簡介學校簡介:::: 
本校由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開辦，是一所政府津貼的全日制

中學，於一九九九年九月創校，為學生提供優質教育，培育全人發

展。 

 

辦學宗旨辦學宗旨辦學宗旨辦學宗旨::::    
本校的辦學宗旨，是提供一個理想的學習環境，讓學生在德、智、

體、群、美及靈育各方面得到均衡的發展，並鼓勵學生努力進取學

習，發揮潛能，明白真道，裝備自己，尋獲並實現豐盛的人生。 

 

教育目標教育目標教育目標教育目標:::: 
1. 以學生為本，因材施教，幫助每一個學生發揮個人潛能。 

2. 培養學生對學習的興趣及能力，使其一生能不斷自學、創新和

應變。 

3. 建立學生的自信、責任感及合群精神，使其願意承擔責任，貢

獻社會及國家。 

4. 提供理想的學習環境，使學生在德、智、體、群、美五育方面

得到均衡發展。 

5. 重視靈育，幫助學生認識創造主，明白、實踐及持守基督教的

真理。 

    

本年度關注事項本年度關注事項本年度關注事項本年度關注事項((((按優先次序排列按優先次序排列按優先次序排列按優先次序排列))))：：：：    
1. 學生運用英語的能力  

2. 學生在學業上追求卓越 

3. 學生視野的擴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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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嶺禮賢會中學粉嶺禮賢會中學粉嶺禮賢會中學粉嶺禮賢會中學 

2005-2008 年度校長持續專業發展計劃年度校長持續專業發展計劃年度校長持續專業發展計劃年度校長持續專業發展計劃 

 

模式模式模式模式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主要領導才能範疇主要領導才能範疇主要領導才能範疇主要領導才能範疇 
 05-08 

計劃時數計劃時數計劃時數計劃時數 

05-06 

實際時數實際時數實際時數實際時數 

06-07 

計劃時數計劃時數計劃時數計劃時數 

07-08 

計劃時數計劃時數計劃時數計劃時數 

1. 有系統學習 參加本地簡介會、研討會、課程等 *六個主要領導才能範疇 

90 16 40 34 

2. 實踐學習 參加本地簡介會、研討會、課程等 

校本英語教學研究及實踐 

學與教及課程 

校長和教師的專業成長

及發展 
40 15 15 10 

3. 為教育界及社會服務 出任九龍禮賢學校校董  

出任香港西貢合唱團顧問 (05-06) 

出席校長會議及校長團契 

出席禮賢會粉嶺堂管委及堂委會議 

 

 

對外溝通聯繫 

170 63 50 57 

總計劃時數總計劃時數總計劃時數總計劃時數 
300 

(基本要求為基本要求為基本要求為基本要求為 

150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94 105 101 

*六個主要領導才能範疇分別為： 

1. 策略方向及政策環境     2. 學與教及課程    3. 校長和教師的專業成長及發展 

4. 員工及資源管理      5. 質素保證和問責   6. 對外溝通及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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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嶺禮賢會中學粉嶺禮賢會中學粉嶺禮賢會中學粉嶺禮賢會中學 

1999-2007 年度考績及評核制度發展年度考績及評核制度發展年度考績及評核制度發展年度考績及評核制度發展 
 

本校由創校年已開始建立考績及評核制度，六年來不斷發展及完善(見下表)，本校在考績及評核上的發展方向是： 

1.廣度發展－除了由上而下的評核外(校長評核教師)，本校已發展由下而上(教師評核校長)和橫向(教師同儕互評)的評核，現亦正發展非教職

員的考績制度。 

2.深度發展－除了評核教師工作表現外，本校更視考績為輔助教師專業發展的工具。透過同科或同組教師互評，教師能有效地得到同儕的回

饋，以提升教學及處理行政工作的效能。 

3.內容－參考各方意見，更新考績及評核表內容，使之更能促進專業發展。 

 

 評核項目評核項目評核項目評核項目 99-00 00-01 01-02 02-03 03-04 04-05 05-06 06-07 

1 校監評核校長   ���� ���� ���� ���� ���� ���� 

2 校長評核教師 ���� ���� ���� ���� ���� ���� ���� ���� 

3 教師自評  ���� ���� ���� ���� ���� ���� ���� 

4 教師評核校長   ���� ���� ���� ���� ���� ���� 

5 教師同儕互評    ���� ���� ���� ���� ���� 

6 高級教師評核科內或組內教師    ���� ���� ���� ���� ���� 

7 校長及部門主管評核非教職員    ���� ���� ���� ���� ���� 

8 非教職員自評       ���� ���� ���� ���� 

9 非教職員自評及互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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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嶺禮賢會中學粉嶺禮賢會中學粉嶺禮賢會中學粉嶺禮賢會中學    

2006200620062006----2007200720072007 年度有關組別及各學科關注事項計劃摘要年度有關組別及各學科關注事項計劃摘要年度有關組別及各學科關注事項計劃摘要年度有關組別及各學科關注事項計劃摘要    

 

建校七年，我們一直秉行基督教精神辦學，宏揚主愛，致力培育學生在德、智、體、群、美、靈六育的發展。在這七年裡，我們不斷求

進，得到各方的讚賞和認同，令我們更肯定自己的工作和方向。本年度，本校以「慎思篤學，力臻至善」為主題，為此，我們以「學生在學

業上追求卓越」為關注事項，培養學生努力學習、勇於求進的態度，培育學術尖子，並致力營造濃厚的校園學習氣氛。我們亦銳意全面提升

學生運用英語的能力，並擴闊學生對社會、祖國和世界的視野。 

 

踏入第八個年頭，本校學生在香港中學會考、高級程度會考及各類校際公開比賽中均獲得令人鼓舞的成績；盼望在學校關注事項的配合

下，學生能在知識上不斷求進，積極裝備自己，將來能貢獻社會，開創豐盛人生。 

    

1.1.1.1. 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學生運用英語的能力學生運用英語的能力學生運用英語的能力學生運用英語的能力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施行時間施行時間施行時間施行時間    成功準則成功準則成功準則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    

1.增強學生英語會話的信心及技巧 

a.安排學生及英文科教師於早會及周會以英語報告及

分享 

b.為中五及中七學生安排課後會話練習 

c.鼓勵更多學生參加香港校際朗誦節 

d.於中一及中六級推行「朗讀計劃」 

e.於中四級推行「話匣子計劃」 

全年 

 

學生有更多機會練習英語會

話，提升說英語的信心。 

1.教師觀察 

2.數據統計 

3.學生回應 

1.英文科教師 

2.義務教師 

教學助理 

2.提升學生寫作英語的能力 

a.定期選出每級寫作最出色的學生為「最佳作家」 

b.張貼優秀作文給學生欣賞 

全年 

 

學生有興趣閱讀同學的作

品，並從中觀摩學習，改進寫

作技巧。 

教師觀察 英文科教師 獎狀及禮物 

3.照顧學生學習英語的差異 

為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提供相應的課後培訓課程 

全年 

 

參加的學生願意多運用英

語，並能提升學習英語的信心

及能力。 

1.教師觀察 

2.問卷調查 

3.學生成績 

英文科教師 

  

教學助理 

額外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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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施行時間施行時間施行時間施行時間    成功準則成功準則成功準則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    

4.提升學生閱讀英文的習慣 

a.全校閱讀英文報紙 

b.中一及中二級設有閱讀課，並舉辦閱讀比賽。 

c.與圖書館合辦各類閱讀活動及計劃 

全年 

 

1.學生能閱讀及明白報紙內

容 

2.學生喜愛閱讀英文書籍，並

達到指定的閱讀數量要

求。 

1.教師觀察 

2.學生成績 

3.數據統計 

4.活動結果 

5.學生回應 

英文科教師 1.教學助理 

2.閱讀卡 

3.禮物 

5.運用額外資源增聘人手及舉辦活動 

  a.聘請導師教授暑期英語班及初中英語輔導班 

  b.資助學生參與國外遊學團 

全年及暑

期 

1.學生運用英語的信心增加 

2.學生樂於與同學分享學習

英語的心得 

3.學生的考測成績有進步 

1.學生回應 

2.較師觀察 

3.學生成績 

英文科教師 1.補習班導師

及費用 

2.資助費用 

    

2.2.2.2. 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學生在學業上追求卓越學生在學業上追求卓越學生在學業上追求卓越學生在學業上追求卓越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施行時間施行時間施行時間施行時間 成功準則成功準則成功準則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 

1.學生努力學習，勇於求進 

a.為中一學生安排各項適應課程，協助學生掌握學習策

略。 

b.各科使用多元化教學，著重學生的參與及互動，讓學

生成為學習的主導者。 

c.各科對學生的課業有嚴格要求，並給予學生適切的回

饋，讓學生透過反思，努力學習。 

d.於考測前鼓勵學生努力溫習，考測後既按表現獎勵學

生，亦設補測及補考，讓學生不斷求進。 

e.展示學生的學習成果，藉此增加學生的成功經驗和成

就感，激勵學生不斷求進。 

f.參加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善計劃，引入專業支

援，協助學生培養應有的學習態度。 

g.各科按學生需要於網上提供學習材料，增加學生的自

學機會。 

h.舉辦補習班，協助學生解決學習問題。 

全年 學生在各學科均能努力學

習，並能掌握不同的學習策

略。 

1.教師觀察 

2.學生回應 

3.課業表現 

4.考測成績 

全體教師 1.香港中文大

學 香 港 教

育研究所 

2.網上學習材

料 

3.補習班導師

及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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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施行時間施行時間施行時間施行時間    成功準則成功準則成功準則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    

2.校園學習氣氛濃厚 

a.設早晨閱讀節，讓全校學生在早上一起閱讀，提升閱

讀風氣。 

b.各科舉辦不同類型的學術比賽，讓學生在各方面得到

造就。 

c.各科定期展示學生的優秀課業，增加學生彼此觀摩學

習的機會。 

d.於考測後張貼成績龍虎榜，表揚成績優異的學生。 

e.鼓勵學生組織溫習小組，彼此激勵學習。 

全年 校園充滿學術氣氛，學生更緊

張學習。 

1.教師觀察 

2.學生回應 

3.課業表現 

 

全體教師  

3.培養學術尖子 

a.各科加強思考訓練，提升學生的高階思維。 

b.各科設挑戰題或特訓班，讓學術尖子接受更多更深的

挑戰。 

c.推薦及資助尖子學生參加各項資優培訓課程，例如：

中文大學資優課程、教統局「特別資優學生培育支援

計劃」等，擴闊尖子視野，增廣見聞。 

d.推薦及資助尖子學生參加校外活動或比賽，並與其他

學生分享學習心得。 

e.增設更多學術獎學金，鼓勵學生積極上進。 

全年 學生的質素提升，能擴闊視

野，並與其他學生分享學習心

得。 

1.教師觀察 

2.學生回應 

3.考測成績 

全體教師 1.校外機構舉

辦 的比賽

及活動 

2.熱心人士捐

贈獎學金 

3.經濟上資助

清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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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學生視野的擴闊學生視野的擴闊學生視野的擴闊學生視野的擴闊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施行時間施行時間施行時間施行時間    成功準則成功準則成功準則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    

1.學生積極參與活動，擴闊自己的領域 

a.推行「其他學習經歷」活動，讓學生發展多方面潛能。 

b.中一級推行「一人一體藝」計劃，讓學生發展潛能，

提升自信。 

c.向學生推介校外學術講座、學科活動、參觀等，鼓勵

學生藉參加活動擴闊學習領域。 

d.舉辦各項學術考察活動 

e.為各級學生安排成長小組活動，如歷奇訓練、義工訓

練及出外訪問等，擴闊學生的視野與認見。 

f.鼓勵學生參與學術及運動校隊，如朗誦隊、辯論隊、

數學隊及各項球隊等，並參加校外比賽，擴闊視野。 

g.參與教統局舉辦的「商校夥伴合作計劃」，安排學生

參觀商業及金融機構，增加對香港經濟的理解。  

全年 a.學生能積極參與學會活動 

b.中一級學生於課後能恆常

參與至少一項體藝訓練 

c.學生從參加各項活動中得

到啟發 

d.學生在考察過程中表現積

極，並製作有質素的報告。 

e.學生藉參加活動擴闊眼

界，並提高探索新事物的興

趣。 

f.學生積極參與校隊訓練及

比賽 

g.學生同意「商校夥伴合作計

劃」能加強他們對香港經濟

的理解  

1.教師、社工

及 導 師觀

察  

2.學生表現

及回饋 

3.問卷調查 

4.活動參與

率 

5.比賽成果 

 

1.全體教師 

2.學校社工 

3.外聘導師 

1.青少年服

務處粉 嶺

綜合 服 務

中心 

2.圖書館助

理 

2.學生積極參與社會服務 

a.推薦學生參加「青年資訊科技大使獎勵計劃」，透過

各式各樣的學習、社會服務及獎勵制度來鼓勵學生挑

戰自我。 

b.於中三、中四及中六級推行「一人一服務」義工訓練

計劃，學生透過設計活動內容及身體力行關懷社區人

士。 

全年    a.學生積極參加此計劃，並能

挑戰自我、服務社會。 

b.中三、中四及中六級學生於

義工訓練及服務中表現積

極。    

1.教師觀察 

2.學生表現 

3.問卷調查 

1.全體教師 

2.學校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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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施行時間施行時間施行時間施行時間    成功準則成功準則成功準則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    

3.學生關心祖國、積極認識祖國。 

a.舉辦國內學習活動及考察團 

b.人文學科合辦「禮賢黃金周」，增強人文學科的學習

氣氛，並讓學生更認識祖國。 

c.舉辦內地山區扶貧活動，讓學生透過親身體驗當地人

的生活概況，加深對貧窮問題的認識。 

d.於「今日新聞」壁報板中設立「中國要聞」欄，鼓勵

學生關心及深入認識祖國。 

e.定期安排高中學生於早會分享中國時事，讓學生多了

解中國社會。    

全年    a.學生踴躍參加考察團 

b.學生透過考察、展覽、短講

等活動，能加深中國貧窮狀

況的了解，並能珍惜自己所

擁有的一切。 

c.學生在扶貧活動中表現積

極，並能製作有質素的報

告。 

d.學生有興趣觀看「中國要

聞」壁報板 

e.學生認同早會分享內容能

增加他們對祖國的認識    

1.教師觀察 

2.學生表現 

3.考察報告 

4.問卷調查 

5.面談    

全體教師    資助清貧學

生考察用品 

4.學生關心世界大事 

a.於「今日新聞」壁報板中設立「國際要聞」欄，鼓勵

學生關心世界大事。 

b.於科學科展櫃及壁報板，展示最新的國際科學新聞和

資訊。 

c.中四及中五級舉行班際經濟及時事常識問答比賽 

d.定期安排高中學生於早會分享國際時事，讓學生多了

解世界局勢。 

e.提供資訊科技文章及訂閱電腦雜誌服務，讓學生了解

科技對世界的影響。 

全年 

    

a.學生有興趣觀看「國際要

聞」壁報板 

b.學生有興趣觀看科學科展

櫃及壁報板 

c.學生在比賽中答對的題目

超過 50%  

d.學生認同早會分享內容能

幫助他們了解國際局勢 

e.學生能對資訊科技文章作

出反思    

1.教師觀察 

2.學生表現 

3.問卷調查 

4.比賽結果    

全體教師    比賽禮物    

 



 9

粉嶺禮賢會中學粉嶺禮賢會中學粉嶺禮賢會中學粉嶺禮賢會中學    

2006-2007 年度學校發展津貼年度學校發展津貼年度學校發展津貼年度學校發展津貼（（（（為教師創造空間為教師創造空間為教師創造空間為教師創造空間））））計劃書計劃書計劃書計劃書 
 

1. 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學生運用英語的能力學生運用英語的能力學生運用英語的能力學生運用英語的能力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 / / /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施行時間施行時間施行時間施行時間    成功準則成功準則成功準則成功準則    評估方式評估方式評估方式評估方式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    

1.提升學生學習英

語的能力  

1.聘請一位英文科全職教師，促進小

班教學。 

2.聘請兩位英文科教學助理，協助以

下工作： 

a.分擔教師的行政工作 

b.籌辦及推行各項英語活動 

c.其中一位協作教授一班英語 

3.聘請數位部分時間英文科額外教

師，於課餘時間進行小組補習，達

拔尖保底之效。 

全年 1.教學助理及額外教師能

提供指定協助 

2.超過 80%英文科教師同

意教學助理能有效推

行各項英語活動及協

助教學工作 

1.工作紀錄 

2.問卷調查 

3.學生成績 

張振英老師 1.全職教師 

$203,679 

2.教學助理 

$138,600 

$100,000 

3.額外教師 

$300,000 

 

合共港幣： 

$742,279 

2.增強學生運用英

語會話的信心  

3.提升學生英語寫

作的能力 

4.深化閱讀計劃 

    
2. 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學生在學業上追求卓越學生在學業上追求卓越學生在學業上追求卓越學生在學業上追求卓越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施行時間施行時間施行時間施行時間 成功準則成功準則成功準則成功準則 評估方式評估方式評估方式評估方式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 

1.學生努力學習，勇

於求進 

除英文科教學助理外，另聘請四位教

學助理： 

1.舉辦各科小組補習班，達拔尖保底

之效。 

2.協助批改學生作業及測驗，減輕教

師的批改工作量，讓教師有更多空

間備課及教學。 

3.預備及整理教材，協助教師應用資

訊科技教學。 

4.分擔教師的行政工作，讓教師有更

多空間專注教學，應付學生能力差

異帶來的問題，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全年 1.超過 80%教師同意教學

助理能有效協助教學

工作及推行教學活動 

2.超過 70%參與補習班的

學生表示得益 

1.工作紀錄 

2.問卷調查 

張振英老師 

李夢詩老師 

侯成華老師 

黃慧敏老師 

盧健章老師 

四位教學助理

全年薪金合共 

港幣： 

$491,400 

2.校園學習氣氛濃厚 

3.培養學術尖子 

 05-06「學校發展津貼」餘款$526,901.50 + 06-07「學校發展津貼」撥款 1,077,204.00 = 1,604,105.50 
*所需資源估計合共$1,233,679，全由「學校發展津貼」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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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嶺禮賢會中學粉嶺禮賢會中學粉嶺禮賢會中學粉嶺禮賢會中學    

2002002002006666----2002002002007777 年度全校財政預算年度全校財政預算年度全校財政預算年度全校財政預算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2005200520052005----2006200620062006    

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2006200620062006----2002002002007777    

預算預算預算預算((((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學校發展津貼 527,108.00 1,233,679.00

學與教組   48,110.00 67,000.00

學生成長組 364.00 57,195.00

公民教育組 2,641.00 3,250.00

課外活動組 23,942.00 80,900.00

早會及周會組 0 0

學生獎勵組 42,800.00(註一) 50,000.00(註二)

圖書館 48,101.00 49,600.00

中文科 22,317.00 62,462.00

英文科 48,774.00 34,694.00

數學科 768.00 3,000.00

中國文學科 772.00 1,800.00

英語文學科 0 4,500.00

中國歷史科 824.00 2,000.00

世界歷史科 641.00 1,800.00

通識科 0 8,000.00

地理科 2,816.00 4,250.00

經濟科 745.00 2,000.00

會計學原理科 0 1,500.00

電腦科 41,228.00 32,800.00

物理科 20,012.00 54,900.00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2005200520052005----2006200620062006    

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2006200620062006----2002002002007777    

預算預算預算預算((((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化學科 68,367.00 53,000.00

生物科 46,469.00 54,589.00

科學科 6,520.00 10,900.00

普通話科 499.00 1,700.00

音樂科 95,255.00 103,100.00

家政科 30,225.00 35,255.00

體育科 131,198.00 175,852.00

視覺藝術科 48,292.00 61,280.00

基督教教育科 431.00 2,000.00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1,420.00 2,600.00

宗教教育組 22,739.00 30,000.00

訓導組 7,970.00 10,300.00

出版組 38,514.00 46,500.00

典禮統籌組 37,793.00 51,400.00

社區關係組 53,540.00 31,850.00

財務組學生資助 34,350.00(註三) 150,000.00(註四)

總務組 2,210,377.00 1,960,000.00

資訊科技管理組 417,361.00(註五) 561,080.00(註六)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160,774.00 72,000.00(註七)

校友會 0 11,500.00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 : : :     $$$$4,244,0574,244,0574,244,0574,244,057.00.00.00.00 $$$$5,180,236.005,180,236.005,180,236.005,180,2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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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學生獎勵組上年度實際支出$42,800.00，其中$20,000.00 由游鉅源獎學金支付。 註二：學生獎勵組本年度預算$50,000.00，部分獎學金將會物色捐贈者贊助。 註三：財務組學生資助上年度實際支出$34,350.00，其中$13,775.00 由學校堂費戶口支付， $16,309.00 是由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支付，餘下
$4,266.00 由禮賢會香港區會的教育發展儲備資助。 註四：財務組學生資助本年度預算$150,000.00，其中$50,000.00 由學校堂費戶口支付，另外$50,000.00 是由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支付，餘下$50,000 由禮賢會香港區會的教育發展儲備資助。 註五：本年度支出中，$237,708 由資訊科技綜合津貼(CITG)支付。支出如下： 

 1.聘請技術支援人員：     $180,180.00 

 2.上網服務及 e-Class 費用：    $71,100.00 

 3.延長電腦室開發時間：    $6,390.00 

 4.購買學與教資源：     $49,260.00 

 5.全校電腦保養：      $12,500.00 

 6.與資訊科技相關的消耗品及保養：  $97,931.00 註六：資訊科技管理組本年度預算為$561,080.00 ，其中$274,215.00 由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CITG) 支付 ，開支預算如下： 

 1.聘請技術支援人員          $192,780.00 

 2.上網服務及互聯網保安服務       $8,300.00 

 3.延長校內電腦設施開放時間       $10,000.00 

 4.購買學與教資源          $4,135.00  

 5.與資訊科技相關的消耗品及保養    $59,000.00 註七：:校本課後活動學習及支援計劃預算$72,000.00，用作資助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或「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的學生參與課後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