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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周年計劃 2011/12 

粉嶺禮賢會中學 
Fanling Rhenish Church Secondary School 

 
 
 

使 命  

 

本著基督教教育理想，為學生提供優質的全人教育，使學生得以均

衡發展，成為品學兼優的人，造福社會人群，並在基督教的學習環

境和老師的關懷下，認識耶穌的教訓，明白上帝的愛，接受福音。 

 

願 景  

 

• 提供多元化課程，以聖經真道為基礎，讓學生在德、智、體、

群、美及靈育各方面得以均衡發展；  

• 以學生為本，因材施教，幫助每一個學生發揮個人潛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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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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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導學生重視家庭及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  

• 與辦學團體屬下教會緊密合作，培育學生靈性，幫助學生認

識創造主，明白及實踐基督教的真理；  

• 關心每一個學生，透過老師的生活見證，使學生感受到上帝

的愛；  

• 建設校園，為學生提供理想的學習環境。 

 
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  

1.1.1.1. 自我完善：優化行政架構自我完善：優化行政架構自我完善：優化行政架構自我完善：優化行政架構    

2.2.2.2. 自學主動：推動閱讀風氣自學主動：推動閱讀風氣自學主動：推動閱讀風氣自學主動：推動閱讀風氣    

3.3.3.3. 自律自重：培養律己品格自律自重：培養律己品格自律自重：培養律己品格自律自重：培養律己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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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強強強強、、、、弱弱弱弱、、、、機機機機、、、、危危危危」」」」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強項強項強項強項    

StrengthStrengthStrengthStrength 
1. 校董會成員多是教育界的專業人士，信任和支持校長及全體教師，並與校長及教師關係和睦。 

2. 全體教師已接受師資訓練，英文科及普通話科教師全部達到教育局語文能力要求。全體教師投入工作，熱心教育，

並不斷持續學習，充滿幹勁，富有團隊精神。 

3. 學校重視學生的靈育和德育栽培，已建立良好的校風。 

4. 學生敬愛師長，對學校有歸屬感，師生相處融洽。 

5. 學生在各類校際、公開比賽中成績彪炳，潛質深厚。 

6. 學校財務健全、資源豐富、設備完善，並有良好的管理制度。 

7. 新的基建（如校園電視台、閉路電視、智能卡及圖書館搬遷等）已陸續或將投入服務，學校設施更臻完備。 

8. 學校能自行編寫程式，製作出最適切校本應用的資訊科技系統，簡化行政工作，提升教職員的工作效率。 

9. 學校與家長及外間聯繫良好，家長信任及支持學校。 

10. 辦學團體已在本校成立教會，駐校傳道同工熱心關顧學生，支援學校福音工作，陶鑄學生靈性發展。 

弱項弱項弱項弱項    

WeaknessWeaknessWeaknessWeakness 
1. 學生的潛質不俗，稍嫌信心不足。 

2. 學生主動鑽研學問的精神，需要進一步培養。 

3. 尚有少部分教師教學經驗較淺。 

4. 部份教師未能掌握新高中學制及評核模式的轉變，對教師造成一定的壓力。特別是通識科的施行未能掌握、人手

不足、工作量大，對教師造成一定的壓力。 

5. 因進入雙學制學年，班房不足，需要減少分組，因此縮減了輔導班及基教科未能分小組上課。 

6. 校內設施開始老化，保養費用高昂。面對日益嚴峻的通脹，學校的購買力下降，有可能延誤一些大型工程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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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契契契機機機機    

OpportunityOpportunityOpportunityOpportunity    

 

1. 學校在區內有良好校譽，收生理想，學生素質高；本校教學備受肯定及賞識。 

2. 學校成功申請 「英語水平提升計劃」(English Enhancement Scheme)，獲二百多萬元撥款，在六年內推行提升英

語教學活動。 

3. 學校成功申請到教育局的「校本支援服務」，協助開辦新高中「旅遊與款待」課程。 

4. 本學年開辦「應用學習課程」，配合學生的興趣及能力，讓學生在課程上有更多選擇。 

5. 以教育局「校本課後支援計劃」及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之撥款，資助有需要的學生參與課外活動。 

6. 與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合作多年，充滿默契，並不斷協助學校發展學生輔導及家長培訓工作。 

7. 學校聘請到更多合適的學生支援伙伴，能有效地支援學生輔導及訓育方面的工作。 

危機危機危機危機    

ThreatThreatThreatThreat    

 

1. 大眾傳媒、網絡世界渲染青少年思想，影響他們的生活習慣，成為在學習上極大的對抗拉力。 

2. 青少年缺乏人生方向、怕艱苦，自我管理意識不足。 

3. 教育工作的複雜性、學制變動、教改及課改增加教師工作量及壓力。 

4. 本學年為第一屆文憑試，為學生及教師帶來壓力。 

5. 全港中學適齡學童人數不斷下降，中學面對縮班殺校危機，對教師的工作及學校的長遠策劃造成壓力。 

 
B. 「「「「保保保保、、、、改改改改、、、、開開開開、、、、停停停停」」」」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保留保留保留保留    

KeepKeepKeepKeep 
1. 保留去年制定的行政架構，校務部運作效果良好。 

2. 善用資訊科技及不同的軟件來協助減輕行政工作。 

3. 時間表及課程架構維持不變，以配合關注事項的推行。 

改善改善改善改善    

ImproveImproveImproveImprove 
1. 學務部、培育部及訓輔部在委員長、部長及副部長的工作及權責分配上可以再加強領導的角色。 

2. 初中學生的自律性需要進一步改善。 

3. 學生的閱讀興趣及習慣可再提升。 

開始開始開始開始    

StartStartStartStart    

1. 開始領導層的管理培訓，改善領導效能。 

2. 開展個人教師培訓，能按不同教師的需要來進行培訓。 

3. 開始在學生及教師層面有系統地推行綠色教育，透過計劃來改善學生的節能意識及習慣，從而培養自律性及愛護

學校及資源的心。 

停止停止停止停止    

StopStopStopStop    

1. 進一步減輕教師的行政工作，讓教師能更聚焦在教學及學生培育的工作上。 

 



粉嶺禮賢會中學           - 4 - 

 

                       學校周年計劃 2011/12 

1.1.1.1. 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自我完善：優化行政架構自我完善：優化行政架構自我完善：優化行政架構自我完善：優化行政架構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Stakeholder survey,Questionnaire,evalUation Meeting,APASO,Review of data and documents,End-of-year SSE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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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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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以學生學習為宗、以自我完善為本的理念重整學校行政架構（一）以學生學習為宗、以自我完善為本的理念重整學校行政架構（一）以學生學習為宗、以自我完善為本的理念重整學校行政架構（一）以學生學習為宗、以自我完善為本的理念重整學校行政架構 重整重整重整重整完成完成完成完成 

（二）（二）（二）（二）    
將自省求進的將自省求進的將自省求進的將自省求進的
舉措系統化及舉措系統化及舉措系統化及舉措系統化及
內化於學校各內化於學校各內化於學校各內化於學校各
部委的工作部委的工作部委的工作部委的工作    

1. 製定周年計劃時，必需先檢視強弱機危

（SWOT）及商議保改開停（KISS） 

所有周年計劃中都具備 SWOT 及 KISS

項目及貫徹執行(R) 

九月 SIDC  

2. 以策劃、推行及評鑑（P-I-E）的循環

推動學校發展。 

於規劃過程中，學校各層級的管理人

員均具備 P-I-E 思維(R)(E) 

全年 SIDC  

3. 協調全校評鑑需求，發展整體性有成本

效益及合宜的校本評鑑系統 

超過 70%部委、科目均使用此系統；

(R)、超過 90%使用者認同系統能增加

行政效率(Q) 

全年 校務部  

4. 建立既分工、亦合作的團隊文化 每部工作策劃能清楚界定部內及部屬

工作(U) 

全年 SIDC  

（三）（三）（三）（三）    
促進層層問責促進層層問責促進層層問責促進層層問責
及賦權展能的及賦權展能的及賦權展能的及賦權展能的
精神精神精神精神    

1. 透過新架構訓練學校管理團隊有更系

統化及宏觀的視野 

超過 75%教師及職員認同管理團隊的

系統化及宏觀視野加強(Q) 

全年 SIDC  

2. 透過新架構賦權學校管理團隊更高層

次之領導職能及相應的承責 

超過 75%教師及職員認同管理團隊的

領導職能及承責加強(Q) 

全年 SIDC  

3. 更新現有教師考績機制以配合新架
構賦權學校管理團隊有更高層次之
領導職能及相應的承責 

超過 75%教師認同管理團隊的領導
職能及承責加強(Q) 

  全年  SIDC  

4. 提供機會讓不同職級的教師接觸不
同層面及類別之工作，從而能更有
效地規劃個人專業發展成長 

超過 75%教師認同管理團隊能協助
其規劃個人專業發展(Q) 

 全年 SIDC  

（四）（四）（四）（四）    
構建學習型組構建學習型組構建學習型組構建學習型組
織實踐自我完織實踐自我完織實踐自我完織實踐自我完
善及持續發展善及持續發展善及持續發展善及持續發展    

1. 以資訊科技協助組織學習，建立學校知

識庫，推動承先啟後、薪火相傳 

超過 75%教師及職員認同知識庫能加

快認識學校工作及有效避免錯誤(Q) 

全年 校務部 智識庫系統原型 

2. 建立全面的教師啟導系統，配合不同教

師之需要，建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超過 75%教師認同教師啟導系統有助

教師專業發展(Q) 

全年 SIDC  

3. 啟動校外培訓資源，提升各層級的
管理能力；例如學習應用【精益管
理】（Lean Management）的理念優
化學校運作模式 

超過 75%教師認同管理團隊的領導
職能(Q) 

全年 SIDC 校外培訓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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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自學主動：推動閱讀風氣自學主動：推動閱讀風氣自學主動：推動閱讀風氣自學主動：推動閱讀風氣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Stakeholder survey,Questionnaire,evalUation Meeting,APASO,Review of data and documents,End-of-year SSE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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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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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    

將閱讀融入將閱讀融入將閱讀融入將閱讀融入
時間表及課時間表及課時間表及課時間表及課
堂中，讓同堂中，讓同堂中，讓同堂中，讓同
學養成天天學養成天天學養成天天學養成天天
閱讀的習慣閱讀的習慣閱讀的習慣閱讀的習慣    

1. 每天第一節均安排閱讀課時，配合多元的閱

材，以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 

75%同學同意自己的閱讀習慣有所改善(Q) 全年 學務部 

 
代學生訂購報章 

2. 強化中英文科的網上閱讀計劃及通識科的網上

資料搜集技巧及習慣 

75%同學能夠善用網上資源並養成運用網

上資源自學的習慣(R)(U) 

全年 學務部 English Builder 

購買剪報服務 

3. 設計有系統及目標的圖書館課，為不同級別
同學安排多樣的閱讀經驗    

75%同學同意圖書館課能提升閱讀興趣
(Q)    

全年 學務部     

（二）（二）（二）（二）    
透過各類多透過各類多透過各類多透過各類多
彩彩彩彩多姿的活多姿的活多姿的活多姿的活
動，讓同學動，讓同學動，讓同學動，讓同學
有豐富的參有豐富的參有豐富的參有豐富的參
與機會以形與機會以形與機會以形與機會以形
成閱讀風氣成閱讀風氣成閱讀風氣成閱讀風氣 

1. 透過各項與閱讀相關之活動、比賽或匯演，提

升同學對閱讀的興趣 

舉辦六次活動，同學能參與籌辦並有 75%

認同活動能提升閱讀興趣(Q) 

全年 學務部 

 

活動費用$3,000 

2. 於恆常的早會及周會編排中，盡量配合有關閱

讀的元素 

每月最少一次舉辦有關活動並有 75%同學

認同活動能提升閱讀興趣(Q) 

全年 學務部 

 

活動禮物 

3. 在圖書館搬遷過程中，推動同學參與意見及設

計，讓同學對有關閱讀建設有強烈歸屬感 

超過 70%同學曾參與相關活動並認同活動

能提升對圖書館的歸屬感及閱讀興趣(Q) 

全年 校務部 學生獎品$3,000 

4. 同學全年參與各項閱讀活動的成果結集成書、錄光碟、製書簽等等，以鼓勵及強化閱讀風氣 第三年 

（三（三（三（三））））    
以從閱讀中以從閱讀中以從閱讀中以從閱讀中
學習及學會學習及學會學習及學會學習及學會
學 習 的 理學 習 的 理學 習 的 理學 習 的 理
念，訓練同念，訓練同念，訓練同念，訓練同
學跨科閱讀學跨科閱讀學跨科閱讀學跨科閱讀
技巧與策略技巧與策略技巧與策略技巧與策略 

1. 各科課程規劃、家課及評核中加入相應的閱讀技

巧、資料搜集、資料分析及自學之元素 

各科的教學設計中包括閱讀元素(R) 並

能藉以培養同學閱讀習慣(S) 

全年 學務部 

 

 

2. 每節課堂中均融入相關的閱讀時段，並配以有系統

及清晰的閱讀技巧與策略的指引 

50%課節融入相關的閱讀時段(R)並能藉

以培養同學閱讀習慣(S) 

全年 學務部 

 

 

3. 由語文科及通識科開始協作訓練同學之跨科
閱讀策略，經檢討改進後再推廣展至其他科目    

語文及通識科開展協作活動(R)並
能藉此提升同學的閱讀策略(S)(U)    

下學期 學務部  

4. 訓練同學以腦圖(mindmap)的技巧，組織整理閱讀成果及發展更高階的自學能力    第三年 

（四）（四）（四）（四）    
藉藉藉藉各類硬件各類硬件各類硬件各類硬件
建設及網上建設及網上建設及網上建設及網上
資源協助推資源協助推資源協助推資源協助推
動及支援計動及支援計動及支援計動及支援計
劃的推展劃的推展劃的推展劃的推展 

1. 將學校圖書館由七樓搬到地下，方便同學使用及各

項相關活動的推廣 

新圖書館完成搬遷並投入服務，圖書館

使用率比前提高 20%(R) 

下學期 

 

校務部 $200 萬 

2. 加強發展學校圖書館的網上平台（閱讀天地、好書

推介、回應分享、課室書庫借還系統） 

更新圖書館系統及發展課室書庫借還

系統，方便同學取得閱讀材料(E) (Q) 

下學期 校務部 圖書館系統 

3. 增添圖書館藏書及其他資源的數量及種類、並加強

課室書庫的功能 

超過70%師生滿意資源增添的數量及同

意課室書庫能提高同學閱讀意欲(Q) 

全年 學務部 

 
購書費用$20,000 

 
4. 開放更方便使用的自修室、閱報（雜誌）閣及多媒

體閱覽室 

新圖書館完成搬遷並投入服務，圖書館

使用率比前提高 20% 

下學期 學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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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3. 3. 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自律自重：培養律己品格自律自重：培養律己品格自律自重：培養律己品格自律自重：培養律己品格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Stakeholder survey,Questionnaire,evalUation Meeting,APASO,Review of data and documents,End-of-year SSE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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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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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    

透過培養透過培養透過培養透過培養
學生獨立學生獨立學生獨立學生獨立
自我管理自我管理自我管理自我管理
技能，以技能，以技能，以技能，以
提高自律提高自律提高自律提高自律
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1. 透過中一二「班主任課」教導個人管理的
技巧與策略，培訓同學實踐自律守規 

75%同學同意班主任課能協助他們實踐自
律守規的學校生活(Q) 

全年 培育部 
訓輔部 

 

2. 以多元化的活動訓練同學的生活技能，
如：時間管理、情緒管理、人際關係、壓
力處理、及解決問題的技巧 

全年舉辦相關活動六次，75%同學積極回
應各項比賽或活動(R)、並對相關比賽或活
動(作正面回應(Q) 

全年 培育部 
訓輔部 

$100,000 

3. 與家教會開發有系統的培訓課程配合協
助同學實行有規律的個人管理生活 

能為同學提供提升同學個人管理能力的
課程(R) 75%參與同學同意掌握生活有規
律的方法。(Q) 

全年 家教會  

4. 提供機會與同學一起討論各項校規及
相關措施背後的理念，讓同學清晰明
瞭並樂意遵守 

75%同學同意更清晰明瞭校規的理念
(Q)並更樂意遵守校規。(Q)    

全年 訓輔部  

5. 舉辦「綠色」運動，教導同學節能及
環保的理念及重要性，讓同學更自律
地愛護學校及地球。 

75%同學同意自己更自律地愛護學校
及地球。(Q)    

全年 校務部 
培育部 

獎品：$5,000 

（（（（二二二二））））    
藉「班級藉「班級藉「班級藉「班級
經營」及經營」及經營」及經營」及
團隊，培團隊，培團隊，培團隊，培
養合群守養合群守養合群守養合群守
規、自重規、自重規、自重規、自重
及勇於承及勇於承及勇於承及勇於承
擔的精神擔的精神擔的精神擔的精神    

1. 中一至中六級均推行雙班主任制，每天第
一節安排「班級經營」時段，讓師生共同
建立有規律的生活與團隊精神 

75%同學同意班主任課能協助他們建立歸
屬感、責任感及團隊精神(Q) 

全年 培育部 
訓輔部 

$3,000 

2. 推行「禮賢精兵」團隊活動計劃；培養初
中同學合群守規的精神，並提供機會讓高
中同學擔任領袖角色 

75%參與同學認同活動能協助他們發揮團
隊及承擔精神(Q) 

全年 培育部  

3. 增聘人手協助教師處理雜務，讓班主任有
更多空間發展「班級經營」 

增聘多一名教學助理並獲 75%教師認同能
協助教師增加空間(Q)  

全年 校長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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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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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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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三三））））    
讓同學組讓同學組讓同學組讓同學組
織活動及織活動及織活動及織活動及
服務以體服務以體服務以體服務以體
驗律己助驗律己助驗律己助驗律己助
人、助人人、助人人、助人人、助人
自助自助自助自助精神精神精神精神    

1. 推動同學參與策劃不同的活動與比賽，以
提升同學的組織能力、管理技巧及責任
感，同時亦發揮同學間守望相助的精神 

同學於校內各團隊、校隊、學會、比賽及
課外活動中擔任領袖角色的人數有所提
升(R) 

全年 培育部 $10,000 

2. 中一級透過「禮賢精兵」及班級經營，
讓人人有崗位，個個感到自己重要，
並自律盡責 

75%同學同意自己能服務學校，並承擔
責任。(Q)    

全年 培育部 
訓輔部 

 

3. 重組各項義工服務，組織同學有系統
及有計劃地參與義務工作；並推動全
校同學參與「義務工作發展局」「義
務工作嘉許制度」等全港性計劃 

75%同學同意能夠參與義工服務，並從
中培養助人自助的精神。(Q)    

全年 培育部 $15,000 

（（（（四四四四））））    
鼓勵同學鼓勵同學鼓勵同學鼓勵同學
追尋生命追尋生命追尋生命追尋生命
意義及價意義及價意義及價意義及價
值，能自值，能自值，能自值，能自
重自重自重自重自愛愛愛愛、、、、
律己愛人律己愛人律己愛人律己愛人    

1. 與辦學團體屬下各社會服務單位建立更
緊密的關系，加強體會當中的基督教價值
觀、禮賢文化及「粉中」精神 

每學期與辦學團體福利部屬下之社會服
務單位合辦一次活動，85%教師及同學認
同活動加強體會當中的基督教價值觀(Q) 

全年 培育部  

2. 協助同學將品格生活的自律技巧轉移
至學習的自律，讓同學體驗自律專注
的學習策略所帶來的高效學習成果 

同學在學習上更專注自律( R)        全年 學務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