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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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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鼓勵同學努力進取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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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每一位學生發揮個人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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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優先次序排序按優先次序排序按優先次序排序按優先次序排序)：：：： 

1. 課堂內學與教的質素 

2. 學生的自信心 

3. 學生視野的擴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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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持續專業發展報告粉嶺禮賢會中學校長持續專業發展報告粉嶺禮賢會中學校長持續專業發展報告粉嶺禮賢會中學校長持續專業發展報告粉嶺禮賢會中學 

2005-2008年度校長持續專業發展計劃修訂年度校長持續專業發展計劃修訂年度校長持續專業發展計劃修訂年度校長持續專業發展計劃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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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時數實際時數實際時數實際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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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16 58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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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外溝通及聯繫 
100 15 44 41 

3. 為教育界及社會

服務 

．出任九龍禮賢學校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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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任教育講座講者 

．接待教育界人士 

*六個主要領導才能範疇  

270 63 109 98 

總計劃時數總計劃時數總計劃時數總計劃時數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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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211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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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2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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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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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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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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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已踏進第九個年頭，一直以來，我們持守基督精神辦學，重視全人培育，致力幫助學生在德、智、體、群、美、靈育各方面得到

均衡發展。 

 

本年度，我們將繼續求進，於各學科推行「課堂研究」，務求提供更優質的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的效能。本年學校的口號是「研學

問、拓視野、建自信」，各科組透過推行不同的計劃及活動，培養學生對知識有探究到底的精神；我們亦會帶學生走出校園，進行社會服

務、境內外考察，藉以擴闊學生的眼界，讓他們有更多機會關心社區、社會以至祖國及世界大事；另外，透過課堂內的小導師計劃、課堂

外的尖子計劃及領袖訓練，我們銳意發展學生的潛能，培育他們成為出色的學生領袖。 

 

過去，學生在學校的悉心栽培下，無論在學業成績、學科活動或各類校際公開比賽上，都有卓越的表現；教學方面亦備受外界賞識，

多次獲邀與國內外的學者作教學交流。盼望本年在學校關注事項的配合下，學生能在各方面臻善臻美，不斷求進，活出豐盛人生。 

 

1. 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課堂內學與教的質素課堂內學與教的質素課堂內學與教的質素課堂內學與教的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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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建立積極學習的態度 

a. 教師提升對學生課業上的要求，包括質、量及準時，並

跟進未符合要求的學生。 

b. 透過不同的方法，例如獎勵計劃及龍虎榜來讚賞及表揚

學生優秀的表現，為學生塑造良好榜樣。 

c. 透過舉辦學科活動，例如考察、表演、班際比賽等來引

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從而積極學習。 

d. 各科舉辦拔尖補底計劃，既有助處理學生的學習差異，

更建立學生積極的學習態度。 

全年 1.學生的課業有良好的素質 

2.學生的學業成績有進步 

3.學生積極參與學科活動 

 

1.教師觀察 

2.問卷調查 

3.學生課業 

4.學生成績 

科任教師 

 

教學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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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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利用不同的工具教導學生在學習上作自我評估，以檢視

及反思學習態度及進度。 

f. 透過課堂研究、觀課、共同備課及工作坊等來提升教師

的教學效能，讓教師更能掌握促進學生學習的方法。 

全年 1.學生的課業有良好的素質 

2.學生的學業成績有進步 

3.學生積極參與學科活動 

 

1.教師觀察 

2.問卷調查 

3.學生課業 

4.學生成績 

科任教師 

 

教學助理 

2.提升學生學習能力，學生能夠不斷增值 

a. 於課堂內藉小組討論、個案研究、專題習作等學習活動

，訓練學生搜集資料、解難、協作、邏輯思維等能力。 

b. 各科因應需要而修訂教學重點，針對學生的能力，予以

更有系統及具體的訓練。 

c. 介紹與科目有關的學習方法，並鼓勵學生自學；試行小

老師計劃，讓學生分享學習成果。 

d. 展示優質課業，使學生瞭解優質課業要求，激勵學生盡

心完成課業。 

e. 部分科目推行小班教學，讓學生得到更多照顧，潛能得

到更大的發揮。 

全年 1.學生積極參與討論，能自行

搜集資料，建立個人見解。 

2.學生能掌握所學技巧，並有

信心完成考核項目。 

3.公開試成績有進步 

 

1.教師觀察 

2.問卷調查 

3.學生互評 

4.學生課業 

5.學生成績 

 

科任教師  

3.推動課堂研究，加強協作教學 

a. 推動課堂研究，透過共同備課、觀課、反思、討論，提

升教學效能。 

b. 積極部署新高中課程，加強教師及學生對課程重點的瞭

解，並與初中教師協作，為未來課程作好銜接的工作。 

c. 科任教師一起參加合適的講座、研討會，增加交流機會

，提升教學效能。 

d. 科任教師制定個人的專業發展計劃 

全年 1.課堂的設計更具水準，能引

發學生作更高層次的思考

及分析。 

2.教學信心增強 

3.教師達成所訂定的目標 

 

1.教師自評 

2.同儕觀課 

3.同儕評鑑 

4.課堂研究紀

錄 

5.學生問卷 

6.參與研討會

次數 

科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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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學生的自信心學生的自信心學生的自信心學生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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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內外，學生優秀表現得到肯定 

a. 多鼓勵、多讚賞學生，肯定學生表現。 

b. 恆常展示學生優質課業，表揚成績優秀及有進步的學生。 

c. 設立成績龍虎榜、成績躍進大榜，以鼓勵不斷進步的學

生。 

d. 為學生存留優質課業，投稿報刊或出版文集，例如出版

《禮賢雅集》等。 

e. 表揚自律、守規、在紀律上表現優良的學生，例如設立

「律己守規獎勵計劃」等。 

全年 1.學生積極投入課堂活動 

2.學生對學習更具信心 

3.學生渴望被展示課業，課業

表現持續進步。 

4.學生的學業成績不斷進步 

學生積極求進，突破自己。 

 

1.教師觀察 

2.問卷調查 

3.學生課堂表

現 

4.學生優質課

業數量 

5.學生成績 

 

全體教師 

 

1.教學助理 

2.SAMS組各

數據統計 

3.各科組經費 

4.課室壁報板 

5.流動展板 

2.學生有更多發展潛能的機會 

a. 鼓勵及推薦學生參加校外活動或比賽，例如辯論、資優

課程及「華羅庚數學邀請盃」等。 

b. 透過不同的會社及團隊，例如學生會、領袖生、學會等

，讓學生透過策劃或參與不同的活動，發展多元潛能。 

c. 提供更多途徑讓學生盡展所長，例如早會分享、主持周

會、帶領課堂討論等。 

d. 透過不同的培訓活動提升學生潛能，例如培訓小老師、

升學就業大使、輔導學長等。 

全年 1.學生積極投入參與活動及比

賽，並能從中建立自信。 

2.學生樂於肩擔會社及團隊職

務，並能從中發展潛能，

提升自信。 

3.學生能認真地、有自信地完

成各項工作。  

4.學生受訓後能力及自信心均

提升 

1.教師觀察 

2.學生表現 

3.問卷調查 

4.活動或比賽

參與率 

5.比賽成績 

 

全體教師 

 

1.教學及課外

活動助理 

2.各科組經費 

3.校方活動資

助 

4.外聘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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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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積極參與活動，擴闊自己的領域 

a. 舉辦「其他學習經歷」學會活動，除中五、中七級外，

全校參與「一人一學會」計劃，藉此擴闊學習領域。 

b. 於中一級推行「禮賢精兵」計劃，學生至少參加一項課

後的校隊或團隊活動，藉此發揮潛能。 

c. 鼓勵學生參與學術及運動校隊，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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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設透過「輔導學長」、「和平行動」、「我要高飛」及

「生命教育小組」等計劃，安排野外歷奇及參觀等活動。 

e. 各學科舉辦各項學術考察及參觀活動 

f. 與工作機構合作，為學生提供工作實習的機會，讓學生

認識真實的職場生活。 

g. 舉薦學生參加校外機構舉辦的領袖訓練活動 

h. 鼓勵學生參加校外學術講座、學科活動、參觀等，藉以

擴闊學習領域。 

全年 學生藉參加各項活動擴闊眼

界，並提高探索新事物的興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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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S組各

數據統計 

2.校方活動資

助 

3.香港青少年

服務處粉

嶺綜合服

務中心 

4.課外活動教

練及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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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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學生關注社會事務，服務社群 

a. 鼓勵學生關心社會，例如：舉辦「十大新聞選舉」、開

設「禮賢論壇」和「時事專題」來討論時事，於午膳時

間課室播放「午間新聞」、舉辦「十大新聞選舉」等。 

b. 出席「城市論壇」，讓學生更多討論時事，關注社會問

題。 

c. 早會時透過回應突發新聞，引發學生對時事新聞的討論

及反思。 

d. 於中三、中四及中六級推行「一人一服務」義工訓練計

劃，學生透過設計活動及親身體驗，培養服務社群的精

神。 

e. 透過舉辦校外服務，例如賣旗、步行籌款等，讓有志服

務社群的學生，有更多機會參與義務工作。 

f. 與香港紅十字會合辦捐血日，讓學生化愛心為行動，盡

公民責任。 

全年 1.學生關心時事，增加對所屬

社會的了解。 

2.學生對時事有興趣 

3.學生積極參與社會服務及義

工訓練 

1.教師觀察 

2.學生表現 

3.問卷調查 

4.活動參與率 

 

1.全體教師 

2.學校社工 

1.報紙 

2.壁報紙 

3.課室壁報板 

4.辦學團體資

助 

5.香港青少年

服務處粉

嶺綜合服

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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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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學生關心祖國及世界大事 

a. 於班主任節加入「國民身分認同」 的課題(國旗、國徽、

國歌)，增加學生對國民身分的認同。 

b. 舉辦內地山區扶貧活動，學生親身體驗當地人的生活概

況，加深對貧窮問題的認識，加強國民身分認同。 

c. 舉辦國內學習活動及考察團，學生回港後於周會分享，

協助其他學生更認識祖國，增廣見聞。 

d. 早會時間定期分享祖國信息，例如國慶日、北京奧運、

中國最新科研、經濟發展等，讓學生認識及關心祖國。 

e. 於班主任節加入「絕望真相」課題，提高學生對全球暖

化的認識，明白節約能源的重要。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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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中四及中五級舉行班際經濟及時事常識問答比賽，讓學

生更關心世界大事。 

h. 定期安排高中學生於早會時間分享世界大事，擴闊視野。 

全年 1.學生參與活動中表現投入，

並有所反思。 

2.學生更認識及關心祖國 

3.學生更了解世界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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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資助清貧學

生參與考

察團 

2.辦學團體資

助 

3.比賽禮物 

4.與班主任節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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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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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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課堂內學與教的質素課堂內學與教的質素課堂內學與教的質素課堂內學與教的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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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建立積極學習

的態度 

2.提升學生學習能力

，學生能夠不斷增

值 

3.提升教師處理學生

學習差異的能力 

4.提升教師教學質素 

1.聘請一位中文科全職教師、一位數

學科全職教師及一位英文科兼職教

師，促進小班教學，提高學與教的

質素。 

全年 

 

1.學生的學業成績有進步 

2.超過 80%教師同意教學

助理能有效協助教學工

作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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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教師觀察 

4.學生成績 

胡少媚老師 

朱吉樑老師 

梁鳳珊老師 

李夢詩老師 

1.教師 

$685,279.00 

2.補習班導師 

$54,150.00 

3.全職教學助

理 

$611,100.00 

4.兼職教學助

理 

  $70,000.00 

5.中七畢業生 

  $8,000.00 

 

合共港幣： 

$1,428,529.00 

2.聘請數位課後補習班導師，於課餘

時間進行小組補習，照顧學習差異

，讓學生更容易投入課堂學習。 

全年 

 

3.聘請多位教學助理，協助以下工作： 

a. 舉辦各科小組補習班，達拔尖補
底之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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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預備及整理教材，協助教師應用
資訊科技教學。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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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聘請數位兼職教學助理，協助教師

預備「全港性系統評估」事宜。 

5月 

 

5.聘請多位中七畢業生回校協助監考

，為教師創造空間。 

6月 

 06-07「學校發展津貼」餘款$594,787.05 + 07-08「學校發展津貼」撥款$1,091,208.00 = 07-08可用金額共$1,685,995.05 

*所需資源估計合共$1,428,52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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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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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2007 

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2007-2008 

預算預算預算預算(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學校發展津貼 982,918.00 1,428,529.00

教師專業準備津貼 294,743.00 540,834.00

新高中課程過渡津貼 104,500.00 106,000.00

教務組    40,386.00 42,500.00

考測組 12,285.00 12,400.00

學生成長組 37,495.00 40,000.00

公民教育組 2,645.00 4,700.00

課外活動組 23,988.00 70,000.00

早會及周會組 0 0

圖書館 55,772.00 39,800.00

中文科 65,364.00 76,838.00

英文科 47,156.00 474,830.00(註一)

數學科 1,706.00 2,000.00

中國文學科 1,415.00 1,800.00

英語文學科 4,442.00 4,000.00

中國歷史科 600.00 1,000.00

世界歷史科 1,603.00 1,300.00

通識教育科 7,628.00 37,000.00

地理科 2,856.00 6,050.00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2006-2007 

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2007-2008 

預算預算預算預算(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經濟科 1,136.00 2,050.00

會計學原理科 1,281.00 3,500.00

電腦科 20,779.00 27,300.00

物理科 58,137.00 39,230.00

化學科 50,697.00 59,500.00

生物科 52,209.00 44,000.00

科學科 9,850.00 12,000.00

普通話科 743.00 800.00

音樂科 104,231.00 96,900.00

家政科 52,372.00 34,000.00

體育科 120,195.00 214,070.00

視覺藝術科 55,561.00 84,528.00

基督教教育科 167.00 1,000.00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409.00 3,900.00

宗教教育組 27,928.00 34,000.00

訓導組 6,541.00 14,610.00

出版組 71,318.00 74,100.00

典禮統籌組 42,768.00 38,700.00

社區關係組 48,130.00 46,980.00

財務組學生資助 69,812.00(註二) 150,000.00(註三)

總務組 2,016,159.00 2,181,0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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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組別組別組別/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2006-2007 

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2007-2008 

預算預算預算預算(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資訊科技管理組 712,296.00(註四) 1,051,800.00(註五)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72,000.00 66,200.00(註六)

校友會 2,774.00 2,000.00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  $5,284,995.00 $7,171,819.00

 註一：英文科本年預算 474,830.00，其中$436,880.00 由「英語水平提升計劃」(English Enhancement Scheme)支付。 註二：財務組學生資助上年度實際支出$69,812.00，其中$18,802.00 由學校堂費戶口支付，另外$34,794.00.00 是由「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支付，餘下$16,216.00 由禮賢會香港區會的教育發展儲備資助。 註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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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四：資訊科技管理組上年度實際支出$712,296.00，其中$274,215.00 由資訊科技綜合津貼(CITG) 支付。另外學生獎勵上年度實際支出
$35,900.00，其中$10,000.00 由「游鉅源長老紀念獎學金」支付。 註五：資訊科技管理組本年度預算為$1,051,800.00，其中$300,000.00 是「優質教育基金」(QEF)支付，另外$294,4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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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0.00 

(2) 上網服務及互聯網保安服務      ＄ 43,200.00 

 (3) 延長校內電腦設施開放時間      ＄ 15,000.00 

 (4) 購買學與教資源        ＄  3,500.00 

 (5) 與資訊科技相關的消耗品及保養   ＄ 31,199.00 註六：校本課後活動學習及支援計劃預算$66,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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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