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目錄目錄目錄目錄    頁數頁數頁數頁數    

1.1.1.1.    2004200420042004----2005200520052005 年度學校簡介年度學校簡介年度學校簡介年度學校簡介、、、、辦學宗旨辦學宗旨辦學宗旨辦學宗旨、、、、校內教育校內教育校內教育校內教育

目標及關注事項目標及關注事項目標及關注事項目標及關注事項    

2222    

            

2.2.2.2.    2004200420042004----2005200520052005 年度關注事務報告年度關注事務報告年度關注事務報告年度關注事務報告    2222----6666    

            

3.3.3.3.    2004200420042004----2005200520052005 年度財政支出摘要年度財政支出摘要年度財政支出摘要年度財政支出摘要    7777----8888    

      

4.4.4.4.    2004200420042004----2005200520052005 年度學生得獎名單年度學生得獎名單年度學生得獎名單年度學生得獎名單    8888----9999    

         

5.5.5.5.    2004200420042004----2005200520052005 年度學校發展津貼支出評估年度學校發展津貼支出評估年度學校發展津貼支出評估年度學校發展津貼支出評估    11110000----11112222    

      

6.6.6.6.    2004200420042004----2005200520052005 年度校長持續專業發展報告年度校長持續專業發展報告年度校長持續專業發展報告年度校長持續專業發展報告    1111333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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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每一位同學發揮個人潛能。 

2. 培養同學對學習的興趣及能力，使其一生能不斷自學、創新

和應變。 

3. 建立同學的自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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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同學在德、智、體、群、美五育方

面得到均衡發展。 

5. 重視靈育，幫助同學認識創造主，明白、實踐及持守基督教

的真理。 

    

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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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學習過程中的表現與成效 

2. 學生運用英語的能力 

3. 學生自我管理的能力 

 

2004200420042004––––2005200520052005 年度關注事項報告年度關注事項報告年度關注事項報告年度關注事項報告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本年學校在各方面均發展穩健，科組的計劃都能按步完成。

學校重視學生的學習表現，致力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透過不同

形式的活動，為學生擴闊視野，增廣識見；加強學生自我管理的

能力，律已守規。據教師的觀察及會考成績所見，學生能掌握學

習策略，學習的興趣及能力得以提升，成效令人滿意。 

現就本學年發展重點詳述如下： 

    

1. 1. 1. 1. 關注關注關注關注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學生學習過程中的表現與成效學生學習過程中的表現與成效學生學習過程中的表現與成效學生學習過程中的表現與成效    

整體而言，本年度學校繼續透過多元化教學及活動、嚴格要

求學生的課業、訓練學生主動學習、舉辦補習班等範疇，全面提

升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表現及成效。推行至今，成效顯著；中學

會考成績令人滿意，有 13 科會考科目及格率高於全港水平，接近

70%的學生考取符合升讀中六的資格，10 科取得正增值，而三個核

心科目、中國語文科及中國文學科更取得全區增值之冠，成果令

人鼓舞。 

 

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1. 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能力 

1.1 採用多元化的教學 

各科均能運用多元化的教學形式，提升學生對本科的興

趣及能力，如運用小組討論、挑戰題、觀看短片、辯論、

故事新編及續寫、朋輩講授、角色扮演、試題操練、閱

讀報章及書籍、電子簡報、專題研習、個案研究等策略，

引導學生以探究形式學習，加強學習效能。 

1.2 設計多元化的活動 

1.2.1 不同的科目均提供全方位學習，帶領學生走出課

室，出外參觀及考察。例如中文科參觀粉嶺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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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歷史科參觀歷史博物館、地理科於新浪潭作

河流考察研究、視覺藝術科參觀法國印象派展覽

等。 

1.2.2 透過參加校外比賽，提升學生對本科的興趣，如

中英文校際朗誦比賽、香港數學競賽、中學生統

計習作比賽、電腦動畫創作比賽等。 

1.2.3 舉辦遊學團，如上海課堂生活體驗營、首都體驗

之旅及澳洲遊學團，讓學生體驗不同地方的學習

特色，藉此切磋砥礪，擴闊視野。 

1.2.4 透過舉辦各類學科活動，如元宵日、英語話劇、

科學探究、製作水火箭、班際普通話朗讀比賽

等，學生得以從學習中發展潛能。 

 

2. 學生積極主動學習 

2.1 訓練學生主動學習 

2.1.1 各科要求學生課前完成預習，為學習做好準

備，部分科目於課堂提供解難問題、挑戰題等，

訓練學生尋真探究精神。 

2.1.2 鼓勵學生參加網上自學活動，例如每日一篇網

上閱讀計劃，而本校於網上中英文別字擂台比賽

中，獲得中、英文組北區最積極參與中學獎。  

2.1.3 各科訓練學生撰寫筆記、摘記要點等學習策

略，學生能思考及整理學習內容，運用不同的方

式來紀錄及撰寫撮要，自學能力得以提升；部分

科目更要求高中學生於筆記內附加自行研習的

資料及參考書目。 

2.1.4 各科於圖書館放置更多參考書及課外閱讀書

籍，在課堂內介紹書籍，鼓勵學生借閱參考書；

部分科目為學生推介合適的電視節目，增加學生

自學機會。 

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2.2 推行課後自修計劃 

中一學生於每天課後有三十分鐘溫習時間，藉此培養學

生每天溫習的習慣。大部分學生同意課後溫習能令自己

學習得更好。 

 

3. 學生的學業成績達理想程度 

3.1 提高學生對課業及成績的要求 

3.1.1 各科推行課後一家課政策，學生每天因應學習內

容而完成課業，鞏固所學。 

3.1.2 各科對課業要求嚴格，絕大部分學生能交齊功

課，教師會向學生展示優秀課業，予以表揚；不

認真完成課業者按程度要求改正、重做等。 

3.1.3 增加考測次數，並推行考測後跟進政策，不合格

的學生需要留校溫習及補測；亦著重考測後評

講，並為學生訂購補充練習，增加試題操練，學

生成績大致令人滿意。 

3.1.4 提高各級升班標準，未達標的學生需要重讀或參

加補考，學生能夠紮好根基，積極考取理想成績。 

3.1.5 舉辦班際學術比賽，如地圖區位辨認比賽、辯論

比賽、話劇比賽、普通話歌唱比賽、文學常識問

答比賽等，提升校園學術氣氛，激勵學習。 

3.2 推行尖子計劃 

透過學科增潤課程、多樣化的課外活動，培訓中二級優

秀學生，並藉他們帶動整體學習氣氛。 

3.3 舉辦補習班 

3.3.1 為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中文、英文、數學三科

均開設保底班，數學科更開設拔尖班，物理科以

學長協助學弟妹於課後進行小組溫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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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各科老師為中五學生進行定期補課，讓學生溫故

知新，掌握應試策略及技巧，學生的會考成績大

致令人滿意。 

   3.4 舉辦英語增潤課程 

        於周末為中三級學生舉辦英語增潤課程，分別由十科老

師以英語教授學科知識，超 

過 80%參與學生表示活動能增強學習英語的信心。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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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接 03-04 年度英語年的成功，學生運用英語的能力依然是

本年的關注事項。本年的策略是透過不同的渠道，將英語滲透在

學習環境當中，例如課堂、早會宣布、戲劇表演、閱讀計劃、全

校大型活動、海外交流團等等。本學年英文科會考成績無論在課

程甲或課程乙均大有進步，並分別獲得八級及六級正增值，顯示

學生的英語能力正日漸提升。 

 

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1. 提升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 

1.1 透過多元化的活動及教學 

1.1.1 教師課堂內互動教學，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學

生上課專注，用心學習。 

1.1.2 教師於早會內以英語宣布及禱告，並增加了學生

以英語於台上宣傳的機會，讓學生在早會上多聽

多講英語，營造英語生活化的氣氛。 

           1.1.3 圖書館透過舉辦「迪士尼」模型設計比賽，讓學

生閱讀有關迪士尼世界英文故事書，提升學生閱

讀英文圖書的興趣。學生的作品水準不俗，富創

意，反映他們樂於透過此類活動來運用英語。 

1.1.4 透過日常不同類型的活動，提升他們學習英語的

興趣，例如英語遊戲及電影欣賞、英文歌曲點

唱、英語測試站及英語咖啡店等活動，均十分受

學生歡迎。 

1.1.5 舉辦暑期澳洲遊學團，學生於旅程中體驗英語生

活的環境，所有學生同意與寄宿家庭相處的時候

獲益良多，回校於周會匯報時亦能將所體驗的與

其他學生分享，提升其他學生往外國交流的興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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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1.2 透過聽歌、唱歌學英語 

於早晨崇拜及學生團契中加入英文詩歌；又在音樂堂及

午間廣播中，教授學生英文歌曲，學生樂於學習，興趣

濃厚。全年平均每位學生學了至少 20首英文歌曲。 

2. 提升學生運用英語說話的表達能力 

2.1 英文科教師堅持課堂內學生須以英語溝通，在中二級亦

運用了英語話劇教學法、並在英文科口試中加入學生

演說部分，多方面訓練學生的英語說話能力。 

2.2 透過不同的課外活動製造以英語說話的環境，例如中一

級出外訪問遊客、暑期英語日營、暑期澳洲遊學團、

英語閣午間聚會等，讓學生更多機會接觸外籍人士，

增加學生聽說英語的機會。大部分學生認為這些活動

有助提升他們英語說話的能力及信心。 

2.3 鼓勵更多學生參與英語朗誦節，在 20 位參賽的學生

中，16 位學生獲得優異或以上的成績，表現理想。學

生亦表示希望來年繼續參加英語朗誦比賽，亦同意比

賽有助提升他們說英語的信心。 

3. 提升學生寫作英語的信心 

全年透過課堂內外不同的活動，例如學校五周年徵文比

賽、教師與學生以英語撰寫電郵等，增加學生寫作的機會。 

4. 學生養成閱讀英語的習慣 

4.1 英文科透過閱讀課及剪報來加強學生閱讀英語的能

力，全校學生都參加「閱讀超人計劃」，學生能撰寫多

本書籍的閱讀報告。 

4.2 於五月份舉辦「閱讀挑戰盃」，分級進行閱讀英文圖書

比賽，學生非常投入活動，並認真閱讀所指定的兩本圖

書，部分組別撰寫出優秀的故事。 

4.3 初中學生透過英語閱讀卡來提升及挑戰自己的英語水

平，約半數學生的閱讀程度進步了三級。 

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5. 學生的學習能力差異得以顧及 

5.1 中二級的尖子計劃加入了英語課程，當中超過 70%的學

生表示透過計劃的培訓，能有信心地與外籍英語教師

溝通，進行較長時間的對話。 

5.2 中三級舉辦了「英語增潤課程」，為有機會以英文修讀

中四課程的學生而設。課程由科任教師以英語教授學

科知識，增加學生以英語修讀該科的體驗。當中超過

80%的學生同意課程提升了他們以英語修讀該些科目

的信心。 

5.3 初中開設了保底班，70%學生通過課程完結後的測驗，

並獲得 70分或以上的成績，英文有顯著進步。 

6. 學生主動學習英語 

於本學年向學生介紹了多個網上自學英語的軟件，約有 115

名學生曾使用放置於圖書館內的自學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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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3. 3. 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    : : : : 學生自我管理的能力學生自我管理的能力學生自我管理的能力學生自我管理的能力    

本校學生自我管理的能力日見進步，在校園日常的生活中，

學生能在各方面自治，違規行為減少，自律守規意識增強，學生

更逐步擔當領袖的角色，由高年班學生帶領初中學生進行各樣活

動，孕育出一群學生領袖；本學年本校更成立學生聯會，亦選出

第一屆總領袖生，這標誌着學生自我管理能力的提升，實在是學

校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全校上下均感鼓舞。 

 

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1. 提升學生在日常生活中自我管理的能力 

1.1 增設班主任課，讓學生學習自我管理 

於班主任課，安排課堂活動，有系統地教導初中學生訂

立目標的方法和技巧。如教導學生管理時間及金錢，透

過「時間錦囊」讓中一學生懂得建立目標，管理自己的

生活，而普遍學生認為這些活動，有助自我管理。 

1.2 學生自治精神提升 

每班均推行「一人一職」計劃，務使每個學生均有服務

的機會，實行學生自治；另外，學生自治能力亦日見提

升，例如早會已由學生主持，負責控制秩序、宣讀通告

及宣傳活動；午膳亦減少教師巡察，讓學生自行處理留

校午膳事宜。 

1.3 培訓學生領袖 

全校共有 166 個學生擔任學會或屬社幹事，大部分學生

樂意承擔責任，幫助屬社及學會籌辦活動及建立團隊精

神；本學年成立學生聯會，鼓勵學生自治；另外本校首

次委任領袖生長，着意培訓領袖生團，由三位領袖生長

領導領袖生團，由學生管理學生，協助學生自律自治。 

1.4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 

學生出席課外活動的比率高，據統計數字顯示：全校共

709 人恆常參與課外活動，學生參與義工服務表現亦積

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極正面，樂於關懷所服務的對象：老人及智障人士。學

生在「一人一服務」中獲益良多，除可培養學生服務精

神外，亦可提升他們的自我價值，並擴闊他們的視野。 

2. 讓學生以積極面對及處理青春期帶來的挑戰 

2.1 透過班主任課及周會，學習管理情緒： 

有系統地於中一至中三級推行班主任課，讓學生了解及

認識自己的情緒變化、管理憤怒情緒、樂觀面對哀傷情

緒的方法和技巧。 

透過「十六種性格分析」周會，指導高中學生了解自己的

性格，認識自己性格的盲點，學習接納自己、管理自己。 

2.2 透過小組活動，學習管理情緒： 

挑選中二及中三男生參加「和平行動」，讓學生服務弱勢

社群（如智障人士）、進行野外訓練、探訪監獄。學生管

理情緒的意識明顯提高。 

2.3 透過班主任課、周會、小組工作坊推行性教育： 

有系統地於中一至中六級推行性教育，所有活動及課

程，均能按計劃完成，學生亦能掌握每次活動的重點。 

初中方面，內容包括男女相處態度、認識性騷擾及提高

自我保護意識、了解戀愛的意義、分辨真愛和迷戀等；

高中方面，內容包括男女個性和處事方法的不同、妥善

處理分手、擇偶須知，亦有透過討論社會人士的性取向

和性態度，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3. 學生學會律己守規 

3.1 學生自律守規意識加強，不斷改善行為表現 

本學年極少出現各類違規問題，如：偷竊﹑毀壞校園公

物等。與年初比較，學生遲到問題亦大為改善，四至六

月遲到人數大幅減少，平均每天少於 10 人。 

3.2 學生下學期比上學期更踴躍參加自新計劃；於自新期

間，學生極有意識不再重犯校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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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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002002004444----2002002002005555 年度各科組財政支出摘要年度各科組財政支出摘要年度各科組財政支出摘要年度各科組財政支出摘要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2004200420042004----2005200520052005    

預算預算預算預算((((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2002002002004444----2222000000005555    

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學校發展津貼 422,100.00 417,903.00 

學與教組 44,900.00 97,524.00(註一) 

宗教教育組 30,000.00 14,107.00 

訓導組 11,200.00 1,207.00 

學生成長組 66,250.00 65,916.00 

公民教育組 3,290.00 2,356.00 

課外活動組 49,276.00 27,107.00 

圖書館 123,600.00 85,858.00 

中文科 52,286.00 31,442.00 

英文科 106,000.00 55,952.00 

數學科 2,500.00 748.00 

中國文學科 1,850.00 1,597.00 

中國歷史科 5,100.00 2,402.00 

世界歷史科 2,000.00 982.00 

地理科 1,900.00 633.00 

經濟科 1,700.00 880.00 

會計學原理科 1,200.00 178.00 

電腦科 30,700.00 29,293.00 

物理科 38,000.00 35,228.00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2004200420042004----2005200520052005    

預算預算預算預算((((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2002002002004444----2222000000005555    

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化學科 21,400.00 33,872.00 

生物科 22,000.00 16,923.00 

科學科 10,900.00 8,086.00 

普通話科 1,300.00 590.00 

音樂科 64,700.00 42,209.00 

家政科 36,500.00 41,617.00 

體育科 71,600.00 68,582.00 

視覺藝術科 47,802.00 48,964.00 

基督教教育科 2,800.00 927.00 

專題研習科 300.00 90.00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2,250.00 604.00 

早會及周會統籌組 - - 

學生獎勵組 11,675.00 13,138.00(註二) 

出版組 
241,000.00 

59,089.00 

典禮組統籌組 276,719.00 

社區關係組 39,200.00 57,483.00 

財務組學生資助 100,000.00 48,077.00(註三) 

總務組 1,700,000.00 1,944,014.00 

資訊科技管理組 424,800.00 415,143.00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    3,792,079.003,792,079.003,792,079.003,792,079.00    3,947,440.003,947,440.003,947,440.003,947,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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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 學與教組本年度實際支出為 $97,524.00，其中$50,000.00 

由區會教育基金支付。 

註二： 獎勵組本年度實際支出為 $13,138.00，其中$12,500.00 由

學校堂費戶口支付。 

註三： 財務組學生資助本年度實際支出為$48,077.00，其中

$37,517.00 由學校堂費戶口支付及$10,560.00 是由賽馬會

助學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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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殊榮一覽表校外殊榮一覽表校外殊榮一覽表校外殊榮一覽表  

(2004至 2005年度) 學學學學 術術術術 獎獎獎獎 項項項項 比賽比賽比賽比賽 得奬同學得奬同學得奬同學得奬同學 奬項奬項奬項奬項 紀念五四運動八十六周年暨學生徵文比賽 
6A 古家樂 冠軍 香港學校戲劇節 

戲劇學會 
最佳舞台 效果 戲劇學會 最合作獎 

4C 張淑藹 最佳女主角 北區「你我同心共建廉政」中學徵文比賽 

6S 張嘉敏 亞軍 

6S 張明茵 優異獎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青少年服務 「愛．家書」徵文比賽 

3A 連慧瀅 冠軍 香港聖經工會 「中國教會聖經事工展」 徵文比賽高中組 

5A 吳麗芬 優異獎 「朗文中國語文 

  同樂嘉年華」 攤位遊戲設計比賽 

S6 中文學會幹事 

最傑出攤位 遊戲設計獎 

S6 中文學會幹事 

最佳攤位設計外觀獎 深水埗電腦動畫創作比賽 3A 連慧瀅 優異獎 北區圖書節北區閱讀之星 3A 曾偉倫 
閱讀之星獎 尤德爵士紀念獎學金 

6S 羅芷欣 

5E 蔡鎔如 

高中學生獎 仁濟初中學生最顯著 進步獎勵計劃 
3B 劉麗森 

最顯著進步獎 全港英文別字擂台賽 

北區冠軍中學 北區最積極參與金獎 優異中學獎 太陽報「校園心聲」專欄 5A 岑巧晶 優異獎 

第五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第五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第五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第五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文朗誦中文朗誦中文朗誦中文朗誦 )  粵語中四詩歌集誦 4C 

冠軍*(香港學校 朗誦節盃) 粵語中六女子詩歌集誦 中六女同學 
冠軍(余廼永博士盃) 

中五至中七視讀 

6A 鄔燕珊 

6S 陳可宜 
亞軍 

6S 麥瑞齡 季軍 

6A 張雪芬 

6A 譚志堅 

6A 余兆清 

6A 吳淑賢 

6A 鄧詠恩 

6A 郭韻芝 

6S 周劍錦 

6S 胡婉君 

6S 李明康 

6S 吳穎鈞 

6S 張美兒 

6S 葉振邦 

6A 黃嘉琪 

6A 古家樂 

6A 游加利 

6A 姚靜雯 

6A 梁少嫻 

6A 林寶玲 

6S 羅敬恒 

6S 葉欽海 

6S 關志鴻 

6S 朱嘉文 

6S 陳 源 

6S 蘇麗琼 

6S 黃嘉慧 

優良獎狀 

普通話中一男子 散文獨誦 

1C 張 霖 季軍 

1D 劉世華 良好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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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中一女子 散文獨誦 
1B 李思雅 優良獎狀 普通話中二女子 散文獨誦 

2D 黃敏珊 

2F 何浩君 
優良獎狀 普通話中三女子 散文獨誦 

3C 林嘉慧 優良獎狀 普通話中二女子 詩詞獨誦 
2B 郭雨薇 優良獎狀 粵語中一男子 散文獨誦 

1C 張 霖 季軍 

1D 黃浩然 

1D 陳富仁 
良好獎狀 粵語中一女子 散文獨誦 

1B 周詩婷 季軍 

1D 岑巧怡 

1E 黃玉怡 
優良獎狀 粵語中二女子 散文獨誦 

2F 李林貞 良好獎狀 粵語中三男子 散文獨誦 

3A 黃慶榮 季軍 

3E 陳偉程 優良獎狀 粵語中六男子 散文獨誦 
6A 趙建鋒 季軍 粵語中六女子 散文獨誦 
6S 陳可宜 季軍 粵語中四男子 詩歌獨誦 
4C 張釗瑋 優良獎狀 粵語中五至中七 即席專題演講 

6S 張明茵 優良獎狀 

6A 葉秀菱 

6A蕭寶華 

6A 古家樂 

6A 劉小玲 

6S伍文瀚 

6S 陳倩華 

良好獎狀 第五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中一女子英詩獨誦 

1B周詩婷 冠軍 1E黃淑怡 優良獎狀 1C 簡深賢 良好獎狀 中一男子英詩獨誦 1C 江啓業 良好獎狀 中二女子英詩獨誦 2E蘇德盈 優良獎狀 中二男子英詩獨誦 2A 馮錦賢 良好獎狀 

中三女子英詩獨誦 

3B鍾穎珩 

3F 梁綺雯 

3F 黃嘉怡 

優良獎狀 

3A薛綺珊 良好獎狀 中三男子英詩獨誦 3E 張梓鋒 優良獎狀 中四女子英詩獨誦 

4D阮俊怡 季軍 

4C莫采平 

4E黎梓恩 
優良獎狀 中四男子英詩獨誦 4A 陳彥霖 優良獎狀 中五女子英詩獨誦 5D 張啓玉 亞軍 中六女子英詩獨誦 

6S 陳倩華 季軍 

6S 蔡鎔如 

6S 張嘉敏 

6S 張美兒 

優良獎狀 6S張明茵 優異 

  體體體體 育育育育 獎獎獎獎 項項項項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得奬同學得奬同學得奬同學得奬同學 奬項奬項奬項奬項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  校 際 游 泳 比 賽校 際 游 泳 比 賽校 際 游 泳 比 賽校 際 游 泳 比 賽 2 0 0 4 - 2 0 0 5  男子丙組(團體) 
男子丙組游泳隊 

季軍 男子丙組(50米背泳) 2D 梁家銘 
冠軍 

(破大會紀錄) 男子丙組(100米背泳) 2D 梁家銘 冠軍 女子乙組(100米自由泳) 
4B列藹盈 季軍 男子乙組四式接力 

4B楊兆豐 

4E 吳庚徽 

3D 吳振邦 

3C蕭浩文 

季軍 女子乙組四式接力 

4B列藹盈 

4E 何慧豪 

3D鍾海羚
3D楊嘉怡 

亞軍 男子丙組四式接力 

2C秦錦華 

2D 梁家銘 

2C 何文鐘 

2E潘梓朗 

季軍 

香 港 學 界 體 育 聯 會 大 埔 及 北 區香 港 學 界 體 育 聯 會 大 埔 及 北 區香 港 學 界 體 育 聯 會 大 埔 及 北 區香 港 學 界 體 育 聯 會 大 埔 及 北 區  校 際 越 野 比 賽校 際 越 野 比 賽校 際 越 野 比 賽校 際 越 野 比 賽 2 0 0 4 - 2 0 0 5  男子組團體 男子越野隊 全場總冠軍 男子甲組團體 男子甲組越野隊 第三名 男子丙組團體 男子丙組越野隊 第一名 女子甲組團體 女子甲組越野隊 第二名 女子乙組團體 女子乙組越野隊 第四名 男子甲組 5E 龍紀豐 第四名 4D曾偉燃 第九名 6S羅敬恆 第十名 男子丙組 2F 曹百堂 第一名 2D黃梓軒 第三名 2D梁家銘 第九名 女子甲組 5E葉美珠 第六名 5D張啟玉 第九名 女子乙組 4B 列藹盈 第五名 3D 鍾海羚 第六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學界籃球比賽 2004-2005 男子甲組籃球比賽 男子甲組籃球隊 冠軍 男子乙組籃球比賽 男子乙組籃球隊 殿軍 Super-X男子籃球熱身賽 2004-2005 男子籃球隊 亞軍 Super-X全港籃球熱身賽 2004-2005 6S 羅敬恆 三分賽冠軍 青少年賀歲防盜盃籃球邀請賽 2005 5C 江澤峰 三分賽冠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學界足球比賽2004-2005 男子乙組足球比賽 男子乙組足球隊 亞軍 男子丙組足球比賽 男子丙組足球隊 殿軍 

第二十界男子青少年組排球比賽 2004-2005 男子排球比賽 男子排球隊 季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全年總錦標 男子組 全校男子運動員 前十佳學校 
  音音音音 樂樂樂樂 獎獎獎獎 項項項項 組別 得奬同學 奬項 第五十七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男低音外語歌曲獨唱

(18歲以下) 

4A 陳彥霖 

6A 趙建鋒 

良好獎狀 良好獎狀 女聲普通話獨唱 

(18歲以下) 

6A車傲靈 

6S 張美兒 

6A 吳淑賢 

6S 鄧少霞 

季軍 季軍 優良獎狀 優良獎狀 女聲普通話獨唱 

(16歲以下) 

3B 梁思雅 

1A鄺婉儀 

3D 梁靖琳 

亞軍 良好獎狀 良好獎狀 男聲外語歌曲獨唱 

(16歲以下) 

3C蕭浩文 

2A 羅國祥 

2A謝天恩 

冠軍 季軍 優良獎狀 女聲外語歌曲二重唱
(18歲以下) 

3F 梁綺雯  

3D 梁靖琳 
良好獎狀 宗教音樂 – 教會民歌組 

合唱團 優良獎狀 鋼琴獨奏(八級) 4E 黃嘉樂 良好獎狀 牧童笛二重奏 

(12歲以下) 
1A阮敏怡 良好獎狀 小提琴獨奏(七級) 1E潘超駿 良好獎狀 薩克管獨奏 3B 李嘉怡 優良獎狀 古箏獨奏(中級組) 1A 梁芊然 良好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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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n the use of the Capacity Enhancement 

Grant (04-05) 

 

I.  Resources allocated: $416,604 

 

II.  Personnel hired and resources used: 

 Personnel hired Period Resources used 

1 Teacher Assistant for the 

subject of Chinese 

Language 

8/9/2004 - 

31/8/2005 

$105,017.50 

2 Teacher Assistant for 

Humanities Subjects 

1/9/2004 - 

31/3/2005 

$64,633.50 

3 Teacher Assistant for the 

subject of Humanities 

4/5/2005 - 

31/8/2005 

$38,934.60 

4 Teacher Assistant for the 

subject of English 

Language 

1/8/2004 - 

21/8/2005 

$101,612.90 

5 Teacher Assistant for the 

subject of English 

Language 

20/8/2005 - 

31/8/2005 

$3,483.90 

6 Teacher Assistant for the 

subject of Mathematics 

1/9/2004 - 

21/8/2005 

$104,221.01 

Total 

 

   $417,903.41 
($416,604 from the 
CEG; $1,299.41 from 
OEBG) 

 

III. Evaluation on resources allocated to the subject of English 

a. All the target students benefited from the Teacher Assistant (TA) 

as their English improved after attending the English tutorial 

classes.  

b. Parents who could not afford to send their children to tutorial 

schools for extra lessons were grateful since the tutorial classes 

given by the TA were free. 

c. The NET was pleased with the help offered by the TA, especially 

when she had difficulty in understanding the low achievers’ needs. 

The low achievers were given more individual attention by the TA 

when they encountered problems during the English lessons. 

Hence, they did not give up so easily. 

d. The TA helped with preparing teaching materials, providing 

clerical support, taking meeting minutes, organizing English 

activities and marking book review worksheets, which greatly 

reduced the teachers’ heavy workload. Teachers could then spend 

more time preparing for their lessons and ensuring more effective 

teaching and learning. 

 

IV. Evaluation on resources allocated to the subject of Humanities 

a. The Teacher Assistant of Humanities (TA) helped a lot in relieving 

Humanities teachers’ workload so that teachers could focus more 

on lesson planning and students counseling. 

b. The TA helped the teachers of Humanities subjects (Chinese 

History, History, Geography, Economics, Home Economics, Project 

Learning, Religious Studies, and Visual Arts) in the foll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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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ys: 

- Typing notes, tests and examination papers; 

- Preparing Power Points which enables more frequent use of IT 

in classroom teaching; 

- Preparing teaching aids including newspaper cuttings; 

- Taking minutes of Humanities subject meetings as well as 

meetings of other functional groups; 

- Cataloguing reference books; 

- Doing easy marking; 

- Scanning questionnaire results; 

- Calculating and inputting examination marks on the 

WebSAMS; 

- Providing assistance in organizing subject-related activities; 

- Corridor patrolling during recess/lunch hours; 

- Providing assistance in fieldtrips or visits; 

c. In all, the TA helped a lot in relieving Humanities teachers’ 

workload so that they could focus more on lesson planning in order 

to help students to learn more effectively. 

 

V. Evaluation on resources allocated to the subject of 

Mathematics 

a. The Teacher Assistant (TA) conducted several tutorial groups to 

help students with diverse abilities, and all these students benefited 

from her help. 

b. The TA prepared all the supplementary Mathematics exercises, 

which suited students of all levels. This helped to cope with 

students of diverse needs. 

c. The TA also provided clerical support such as typing test and 

examination papers, taking meeting minutes, calculating and 

entering marks on the SAMS. 

d. The TA provided support to some Functional Groups by organizing 

activities, carrying out surveys and doing statistics. She also 

supported the school administration by taking up roster and 

invigilation duties, etc. 

e. On the whole, with the help of the TA, the teachers’ workload was 

relieved and they could concentrate more on effective teaching and 

learning, which included the integration of IT skills. 

 

VI. Evaluation on resources allocated to the subject of Chinese 

a. The TA helped in the following ways: 

- Notes typing 

- Compili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notes and filing documents 

for teachers’ easy reference; 

- Taking meeting minutes of the Chinese Panel as well as some 

other Panels; 

- Cataloguing reference books; 

- Going through students’ book reports and giving comments; 

- Calculating and inputting assessment and examination marks 

on the SAMS; 

- Compiling and publishing good articles of students for internal 

circulation; 

- Providing assistance in organizing subject-related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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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s for the scheduled duty of monitoring the procedures of lending 

and borrowing books relating to the Extensive Reading Scheme, the 

Library Teacher took over the TA’s responsibility. 

c. The TA provided general administration support to the Panel 

Chairperson of Chinese. 

d. On the whole, the TA relieved quite a lot of our teachers’ 

non-teaching duties so that they could concentrate more on 

effective teaching and learning, which included the integration of 

IT skills. 

 

VII.  Conclusion 

Our school benefited a lot from the CEG. With the help of the 

Teacher Assistants, our teachers’ workload was relieved so that 

they had enhanced capacity to concentrate on the following 3 

areas, which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critical in the education 

reform: 

a.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s witnessed in the subject of Chinese 

Language. 

b.  Enhancing students’ language proficiency, as witnessed in the 

subject of English Language. 

c.  Coping with the diverse and special learning needs of students with 

varied abilities, as witnessed in the subjects of English as well as 

Math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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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02002004444----2002002002005555 年度校長持續專業發展報告年度校長持續專業發展報告年度校長持續專業發展報告年度校長持續專業發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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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200220022002----2005200520052005    

計劃時數計劃時數計劃時數計劃時數    

2002200220022002----2003200320032003    

時數時數時數時數    

2003200320032003----2004200420042004    

時數時數時數時數    

2004200420042004----2005200520052005    

時數時數時數時數    

28282828    

2002200220022002----2005200520052005    

總總總總時數時數時數時數    

1. 有系統學習 參加新入職校長培訓及延伸課程 *六個主要領導才能範疇 
50 

87 (包括新入職校長培訓及延伸課程共 50小時)    36 28 151 
參加本地簡介會、研討會、課程等 *六個主要領導才能範疇 

50 

2. 實踐學習 參加本地簡介會、研討會、課程等 學與教及課程 
30 22 7 8 37 

3. 為教育界及

社會服務 

出任九龍禮賢學校校董 

出席校長及校長團契會議 

擔任教育講座講者 

對外溝通聯繫 

30 47 48 96 191 

總時數總時數總時數總時數    160160160160    ((((基本要求為基本要求為基本要求為基本要求為    150150150150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156156156156    91919191    132132132132    379379379379    ((((基本要求為基本要求為基本要求為基本要求為    150150150150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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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