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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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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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內學與教的質素 

2. 學生的英語水平 

3. 學生的自律精神 

2005200520052005––––200620062006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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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與反思成就與反思成就與反思成就與反思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創校七年，學校在各方面的發展均邁向成熟，第一屆的中七學

生亦已完成高考，開展大學生活。學生健康成長、高考及會考的成

績理想，是對本校多年來工作的方向及努力的肯定；本校一向重視

學生的學習及全人發展，本學年更以課堂內學與教的質素、學生的

英語水平、學生的自律精神為主要關注項目，各科組全力配合，各

項計劃都能按步完成，成效令人滿意。 

現就本學年發展重點詳述如下： 

 

1.1.1.1. 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    ：：：：課堂內學與教質素課堂內學與教質素課堂內學與教質素課堂內學與教質素    

 

整體而言，本年度學校繼續推行多元化的教學及活動、並重視

課業及考測的表現，學生積極進取學習；各科教授多樣的學習策

略，全面提升學習能力，讓學生學會學習。教師緊貼學制及課程的

發展，講求共同備課及資源共享，提升學與教的效能。教師、學生

上行下效，成效顯著：中學會考整體合格率達 85.2%，遠超全港水

平；14 科合格率高於全港；10 科優良率高於全港；英文科課程甲

合格率為 92.7%；英文科課程乙合格率為 88.2%；中六學位全由原

校學生升讀。高級程度會考整體合格率 82.8%，遠超全港水平；11

科合格率高於全港；5科合格率達 100%；7科優良率達 20%至 80%；

超過 90%學生獲各大學取錄，修讀各項學位及非學位課程。學生於

公開試成績，令人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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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1. 培養學生積極學習的態度 

 採用多元化教學 

各科運用多元化的教學形式，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能

力，讓學生積極學習，如小組討論、導修課、辯論、朋輩

講授、角色扮演、閱讀論文、專題研習、個案研究、時事

評論等，引導學生以探究形式學習，加強學習效能。 

1.2 各科家課政策的配合 

1.2.1 從課業的檢視中所見，各科均能以學生的表現而調

適課業的質量，讓學生不斷進步。 

1.2.2 各科著重學生課前備課，訓練學生撰寫筆記或記錄

實驗的結果，甚或搜集及整理多方學習材料來完善

筆記。 

   1.3 推行考測跟進政策 

1.3.1 於上學期考試、下學期統測及下學期考試後均設補

考或補測，學生更認真及緊張學習。 

1.3.2 除各樓層設成績龍虎榜外，理科亦設考測成績龍虎

榜，對積極學習的學生予以肯定，激發學生的上進

心。 

1.4 舉辦多元化活動 

1.4.1 不同的科目舉辦全方位學習，讓學生擴闊視野，增

加學科識見。例如：推薦學生參加中文大學教育學

院主辦之資優計劃;中文科參加中英戲劇舉辦的教

育海上遊、於教統局舉辦的寫作網絡計劃，與其他

中學分享錄像文學；文學科參觀深圳書城和中文大

學香港文學典藏、欣賞舞台劇及粵劇；地理科為中

三至中六級舉辦考察活動；科學科帶領中二級參觀

科學館等。 

1.4.2 各科透過舉辦不同的活動，深化課堂所學。例如：

中文科舉辦「師生互動劇場」、「林超榮、王德全與

考生一起迎戰中文科口試」；普通話科設「愛說普

通話獎勵計劃」，鼓勵學生活用普通話；科學科安

排中一及中二級示範小實驗；視覺藝術科定期於視

藝畫廊展示學生作品，鼓勵學生努力創作。 

1.4.3 提升閱讀風氣，締造分享機會。推行「閱讀超人計

劃」，本年學生因閱讀達標而可以換取閱讀獎品的

人次比去年增加 2.5倍；舉辦「圖書館班際網上問

答比賽」，讓學生測試自己閱讀面的寬廣度；約 20

位中四學生參加「跨校閱讀大使」計劃，分別為粉

嶺官立小學及寶血會培靈小學舉辦閱讀活動。 

  

2. 讓學生善用學習策略 

2.1 各科教授相關的學習策略 

依各科的課程特色及要求而教授多種學習策略，讓學生於

課業中實踐及善用；校本設定與公開試題目內容、形式及

深淺程度類近的習作及考測題目，有助學生掌握答題技巧

及評分標準；普通話科於中二課程加入情景說話訓練，令

學生暸解於不同情景以普通話作應對的方法；生物科由朋

輩講授個別課題，訓練學生透過提問及整理筆記，掌握學

習策略；音樂科要求學生按指示，以學習日記來總結新學

的知識；視覺藝術科外聘導師教授學生製作陶藝及工筆國

畫的技巧，有助提升學生技巧及創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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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一學生留校溫習 

於學期初安排中一學生留校溫習，班主任教導不同的學習

策略，讓學生盡快適應中學的學習生活。 

2.3 為公開試班學生提供支援 

開設晚間自修室，提供優質環境讓學生溫習；於圖書館及

課室存放更多參考書及練習，加強學生的自學能力；邀請

中七學生為中五學生分享讀書心得及策略。 

2.4 顧學習差異 

2.4.1 高考後，聘請中七學生回校為學弟妹開設功課輔導

班，指導學生學習。 

2.4.2 各科按學生需要舉辦拔尖保底班或課後補習班，照

顧學習差異。 

3. 提升教師教學質素 

3.1 教師之間進行不同層面的觀課 

3.1.1 學期初已完成全校觀課，亦就各班的情況與個別

教師討論，讓教師更全面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 

3.1.2 科任教師全年至少進行兩次同儕觀課，例如同科

觀課、同科跨級觀課、同範疇觀課、同班觀課、

跨科觀課等，亦有科目以「先備課，後觀課」形

式，交流教學心得。 

3.2 各科加強共同備課及教學策略 

大部分科目均進行共同備課，讓科任教師共同研究教學策

略，共享教學資源。 

3.3 鼓勵及資助教師持續進修  

3.3.1 各科鼓勵科任教師參加課程研討會或講座，回校後

於共同備課節內分享。 

3.3.2 透過互聯網為教師推介講座及工作坊，科任教師亦

出席新高中課程研討會。 

3.3.3 舉辦教師培訓日，增加教師討論教學的機會，內容

包括：如何改善課堂內的學與教質素、新高中課程

初探及通識教學分享、基督徒教師如何重新得力及

學習導向評估。 

3.4 引入外間專業支援    

3.4.1 參加教統局推行的 IQEA計劃，引入英國教育專家

意見，協助教師掌握「訓練學生批判性思考」的技

巧，並於成果匯展中與 20 多所中學交流及分享研

究成果。 

3.4.2 參加「改善全港教學質素計劃」，中文大學學者除

了協助教師掌握「訓練學生批判性思考」的技巧

外；還與教師討論專題研習科的課程設計，為通識

教育科作好準備。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 

1.雖然學生成績令人滿意，學習更積極進取；惟學生在學習上仍

有進步的空間；教師應繼續依學生的能力，不斷提高對學生的

課業及考測成績的要求。 

2.各科應繼續訓練學生掌握不同的學習策略，並關顧學生的學習

差異，建議下學年增加每節的課時，讓學生於課堂有更多討論

的時間，藉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的互動，讓學生有更多機

會建構知識。另外，本年嘗試參加中文大學舉辦的資優課程，

學生深受啟發；建議下學年推薦及鼓勵更多學生參與相類的課

程，提升尖子能力及視野。 

3.隨著新高中學制的推行，宜更有序地安排教師接受不同的培

訓，讓教師對新學制、新課程有更深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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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學生的英語水平學生的英語水平學生的英語水平學生的英語水平    

 學校致力提升學生的英語水平，本年的策略除了課堂內增強

讀、寫、聽、說的訓練外，亦向學生推廣於課堂外可用的自學英語

方法，並培養學生閱讀英語的習慣。本學年英文科會考成績優異，

英文科課程甲合格率為 92.7%；英文科課程乙合格率為 88.2%，除

了合格率遠高於全港外，課程甲的優良率更接近 50%，而兩個課程

均獲得八級正增值，顯示學生的英語水平正不斷提升。 

 
 

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1. 提升學生學習英語的能力 

1.1 英文科向學生推廣不同的自學英語方法 

1.1.1 英文科教師經常於課堂為學生介紹不同的網上學習

課程及工具，例如網上字典及全港性系統評估的模

擬練習，中三學生可透過完成網上練習來分析自己

的強項及弱項。 

1.1.2 教師鼓勵學生使用圖書館內的自學英語工具，借閱

紀錄顯示學生經常借閱會考試題及文法書。 

1.1.3 除了英文科外，其他科亦會於課堂內向學生介紹與

科目有關的英文詞彙，讓學生能接觸到不同範疇的

詞彙。 

2. 增加學生運用英語的信心 

2.1 英文科教師不僅於課堂內以英語與學生溝通，於課餘時間

亦會以英語與學生交談，學生運用英語的機會增加，信心

亦有所提升。 

2.2 英文科於課堂內增強訓練學生的寫作技巧，優秀的作品會

被刊登於校報或影印來派發給其他學生觀摩，多年來對學

生英語訓練的成效能在本年中五會考學生的表現中反映

出來，約 51.5% 的學生於寫作卷中取得優良的成績，表

現令人鼓舞。 

2.3 英文科於課堂內加強說話訓練，說話的評估模式亦更多元

化，例如朗讀、對話、個人匯報及小組討論，增加學生運

用英語的機會。說話範疇的計分比重調升，讓學生更重視

說話的訓練。 

2.4 鼓勵學生參加英語朗誦節，提升學生運用英語的信心。在

26位參賽的學生中，18 位學生獲得優良的成績，而另外

8 位亦獲得良好的成績，表現理想。 

2.5 為中一至中五學生於課餘時間舉辦不同的英語課程，學生

於課程中表現積極，對課程亦有正面的評價。 

3. 學生養成閱讀英語的習慣 

3.1 英文科與圖書館合作推行「閱讀超人計劃」，鼓勵學生養

成閱讀英語的習慣。 

3.2 中一及中二級於下學期舉辦「英語繽紛日」，當天分別舉

辦了「閱讀挑戰盃」及英語遊戲活動，學生積極參加，表

現非常投入。大部分學生於測驗中答對了有關指定圖書的

問題，顯示他們明白圖書的內容，閱讀能力有所提升。 

3.3 初中學生每循環周均使用英語閱讀卡來測試及提升自己

的英語水平，並養成閱讀英語的習慣，當中以中一學生最

為積極。 

3.4 下學期隔天安排早讀時間，讓學生多閱讀英文圖書。教師

於英文堂亦常訓練學生速讀及略讀的閱讀技巧，讓學生減

少閱讀英語的障礙。 

3.5 英文報章及雜誌已成為課堂常用的資源，既提升學生對閱

讀文章的信心，從中亦更熟悉英語的撰寫結構，對本地及

國際議題亦有更多的接觸及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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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反思反思反思    

1. 雖然周年計劃書內所定的目標均能達成，而英文會考的合格率

及優良率亦有顯著進步，但學生英語的能力仍有進步的空間。

建議來年繼續以課堂教學及學生自學兩個層面幫助學生提升

英語水平，例如向各級學生推廣更多合適的自學資源；開辦更

多拔尖保底課程，照顧學生的學習能力差異、教師之間加強協

作及交流教學心得。 

2. 教師可於校內製造更多機會給學生運用英語，例如除英文科教

師外，其他教師也可以於課堂外以英語與學生交談、於早會內

以英語宣布及禱告、繼續舉辦「英語繽紛日」等。 

3. 善用下學年的早讀節，鞏固學生閱讀英文圖書或報章的習慣。 

    

3. 3. 3. 3. 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學生的自律精神學生的自律精神學生的自律精神學生的自律精神    

                本校學生的自律精神日見進步，學生樂於追求律己守規，亦能

在各方面承擔責任，更表現出良好的服務精神。更多學生願意擔任

領袖工作，能於各個範疇內與教師協作，其領袖潛能，得以發揮。

此外，本校校風純樸，校園氣氛友善，學生可於這平靜和諧的環境

之中進取求學，力臻至善。  

    

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1. 提升學生的責任感 

1.1 培育學生的領袖才能，加強他們的責任感。 

各科組提供大量機會及培訓，讓學生參與領袖工作，其中

包括 152名學生擔任學會或屬社主席及幹事、兩位總領袖

生及超過 60 位的領袖生團隊、團契領袖、學生聯會幹事

及學生宣傳隊等，大部分學生能發揮領袖潛能，樂意服

務，勇於承擔責任，能幫助所屬組織處理日常事務、籌辦

活動及建立團隊精神。 

1.2 培養學生的服務精神 

於各級順利推行「一人一服務」義工訓練計劃、「伴我啟

航」朋輩輔導計劃等，學生於活動前後均積極投入，樂於

付出額外時間，無條件關懷服務對象，以盡公民及學長的

責任。另外，大部分班別皆推行「一人一職」計劃，務使

每位學生都有機會承擔班務，克盡本分。 

1.3 引入專業支援，推動「班級經營」。 

參加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善計劃，推動「班級經營」，

透過班主任課，教導初中各班學生在學校、家庭盡責盡

忠，培養他們的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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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訓練學生積極面對及管理自己的情緒  

2.1 學生能從課堂，學會管理情緒。 

初中學生透過班主任課，認識自己的情緒變化、管理憤怒

情緒，及樂觀面對逆境的方法和技巧。此外，超過 80%學

生表示通過體育課堂的訓練，能控制情緒，投入隊際及小

組比賽，並能積極面對難度較高的體育項目。 

2.2學生能透過週會、小組活動及個別輔導，學會管理情緒。 

高中學生透過「十六種性格分析」週會，了解自己性格、

認識其盲點，學會接納，管理情緒。部分中二及中三學生，

參加「和平行動」，通過服務弱勢社群(如智障人士)、攀

石訓練、野外歷奇等訓練後，學生的情緒管理意識，明顯

提高。此外，駐校社工處理個案工作，效果佳，能有效幫

助學生管理情緒。 

3. 強化學生律己守規的意識    

3.1校園和諧而有秩序 

師生認為校園秩序井然，學生無論在集隊、課室秩序、課

後活動、儀容服飾等方面，均表現良好。此外，一般學校

遇到的問題，如：偷竊、校外人士滋擾、毀壞公物、欺凌

等，在本校鮮有出現。 

   3.2 各組透過不同的計劃，成功培養學生的律己守規。 

       本年共有 2014 人次透過訓導組及學生獎勵組推行的「律

己守規獎勵計劃」取得優點，成績令人滿意。在本學年增

設「律己守規大獎」中，共 51 人獲得大獎，獲獎學生表

示會更小心自律，可見計劃成效良好；宗教組推行「伴你

高飛」讀經計劃，參加計劃的學生同意有規律的靈修生活

能提高自律精神；學生成長組推行「好人好事」及「廿一

日改變一生」活動，學生能反思建立好習慣及律己生活的

重要性。 

3.3 早會教導得宜，學生學懂自律。 

於早會時間安排校長、教師及學生分享和教導，題目為均

衡生活、明辨是非、遠離惡習等，教導學生律己以嚴，並

以積極態度面對生活。問卷顯示，超過 80%學生認為校

長、教師及學生的分享，對自己有所裨益。 

3.4 校隊及制服隊伍訓練有果效 

學生參與不同校隊，如球隊、越野隊、合唱團、集誦隊及制服隊

伍，透過各項練習、步操、分組協作、野外訓練等，訓練

學生對團隊的服從性、藉此提高學生的自律精神。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 

1. 整體而言，學生能知規守禮，建議來年仍不可放鬆「提高學生

自律精神」的目標，繼續維持本校優良純樸的校風。 

2. 學生領袖的培訓及人選安排，宜作周詳的宏觀調控，防止大部

分學生領袖集中在中六學生身上。中四及中三學生潛質好、空

間也較大，可加以訓練培養。 

3. 部分初見成效的計劃，如「一人一服務」、「伴你高飛」讀經計

劃、「伴我啟航」朋輩輔導計劃、「律己守規獎勵計劃」及「廿

一日改變一生」等，建議來年繼續推行及發展，並力求改進，

於計劃內容、活動籌備、內容深度及廣度、服務對象、領袖培

訓等方面，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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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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002002005555----200200200200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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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2006 

預算預算預算預算(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200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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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610.00 527,108.00

教師專業準備津貼 500,000.00 279,978.00(註一)
學與教組 27,100.00 48,110.00

宗教教育組 28,000.00 22,739.00

訓導組 5,020.00 7,970.00

學生成長組 12,500.00 364.00

公民教育組 3,150.00 2,641.00

課外活動組 63,870.00 23,942.00

學生獎勵組 15,190.00 42,800.00

圖書館 69,000.00 48,101.00

中文科 54,347.00 22,317.00

英文科 51,450.00 48,774.00

數學科 2,000.00 768.00

中國文學科 2,900.00 772.00

中國歷史科 2,000.00 824.00

世界歷史科 1,500.00 641.00

地理科 3,200.00 2,816.00

經濟科 2,000.00 745.00

會計學原理科 1,200.00 0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2005-2006 

預算預算預算預算(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2005-2006 

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電腦科 44,650.00 41,228.00

物理科 17,000.00 20,012.00

化學科 33,400.00 68,367.00

生物科 45,000.00 46,469.00

科學科 10,900.00 6,520.00

普通話科 1,100.00 499.00

音樂科 105,010.00 95,255.00

家政科 35,000.00 30,225.00

體育科 155,656.00 131,198.00

視覺藝術科 60,074.00 48,292.00

基督教教育科 2,000.00 431.00

專題研習科 1,000.00 418.00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1,000.00 1,420.00

出版組 50,100.00 38,514.00

典禮組統籌組 49,060.00 37,793.00

社區關係組 86,800.00 53,540.00

財務組學生資助 100,000.00 34,350.00

總務組 1,960,000.00 2,210,377.00

資訊科技管理組 476,120.00 417,361.00(註二)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192,545.00 160,774.00(註三)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    $4,741,452$4,741,452$4,741,452$4,741,452.00.00.00.00 $4,524,453.00$4,524,453.00$4,524,453.00$4,524,4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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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教師專業準備津貼」支出如下： 

1. 聘用教師，以減免課程統籌主任教節：聘用一位中文

科教師，全年支出$274,800。 

2. 聘用代課教師，為教師的專業發展創造空間： 

(a) 聘用兩位代課 教 師 ， 讓 本 校四位 教 師 於

23/1-24/1/2006 出席「學校領導人策劃『334』

工作坊」，兩天代課支出共$3452; 

(b) 聘用一 位代課 教 師 ， 讓 本 校兩位 教 師 於

16/2-17/2/2006 出席「新高中數學科課程詮釋」

研討會，兩天代課支出共$1726。 
 

註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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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上網服務及 e-Class 費用： $71,100 

3.延長電腦室開發時間： $6,390 

4.購買學與教資源： $49,260 

5.全校電腦保養： $12,500 

6.與資訊科技相關的消耗品及保養： $97,931 
 

註三：支出用作資助領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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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包括： 

1. 成長組 -伴我啟航、創出理想路、P.Project(和

平行動 )及歷奇挑戰營 :共 $123,915 

2. 從化鄉村體驗團： $6,144 

3. 中文科舉辦「林超榮、王德全與考生一起迎戰

中文科口試」： $550 

4. 英文科 : 暑期英語會話班 $25,550 

5. 樂器班 :$4,615 

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2005200520052005----2006200620062006 年度學生年度學生年度學生年度學生

得獎名單得獎名單得獎名單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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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至 2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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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報「校園心聲」專欄 5A岑巧晶 優異獎 中華青年交流中心 「中國心‧中華情」 首都體驗之旅 2005徵文比賽 

7A古家樂 亞軍 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預防肺塵埃沉着病中文標語創作比賽」 

7A陶國威 優異獎 獅球教育基金會全港學界 

2E潘國和 

2E王國境 

2C譚穎詩 

3A陳明雅 

3D廖芷濃 

4B黃志達 

4C簡宗光 

4B吳振邦 

「最佳進步獎」 中文別字擂台中學組 2005年第四季北區 
5C郭詠宜 冠軍 中文別字擂台中學組 2005年第四季北區 
1E莊曉玲 亞軍 中文別字擂台中學組 2005年第四季北區 
5C郭詠宜 季軍 中文別字擂台中學組 

2005年度 
全港最積極參與銅獎 中文別字擂台中學組 

2005年第四季 
北區最積極參與中學 中文別字擂台中學組 2006年第一季北區 

5C郭詠宜 冠軍 中文別字擂台中學組 2006年第一季北區 
1C黃小蘭 季軍 中文別字擂台中學組 2006年第一季 
北區最積極參與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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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及廉政公署「滅罪倡廉 關愛家庭」北區親子活動  初中故事續寫比賽 

3A徐曉彤 亞軍 廉政公署 「e時 e候初中作文比賽」 

3D何志鏗 

3D梁雯惠 

7A廖夢詩 

優異獎 廉政公署「e時 e候」 全港中小學寫作文比賽 初中組最高參與率 

銀獎 尤德爵士紀念獎學金 
5A岑巧晶 

7S麥瑞齡 
 香港中華總商會 「基本法」中總盃 即場作文比賽 

7A郭韻芝 優異獎 第五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第五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第五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第五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中文朗誦中文朗誦中文朗誦) 中一二男子粵語詩詞集誦 
中一男子 集誦隊 

冠軍(香港學校朗誦節盃) 中三四級男女子 粵語散文集誦 
中三集誦隊 

冠軍(香港學校朗誦節盃) 中三四男女子粵語詩文集誦 4E 良好獎狀 中五至七女子粵語詩詞集誦 
中六女子 集誦隊 

冠軍 

(余廼永博士盃) 中一級女子粵語散文獨誦 

1C 劉綺君 亞軍 

1A張皓怡  

1B潘卓霖 
優良獎狀 中一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1D余子璇 優良獎狀 中一級男子粵語散文獨誦 

1D李穎豪  

1E李港鵬 
良好獎狀 中二級男子粵語散文獨誦 2C張  霖 亞軍 中三級女子粵語散文獨誦 3F李林貞 良好獎狀 中四級男子粵語散文獨誦 4E黃慶榮 季軍 中五級男子粵語詩詞獨誦 5C張釗瑋 季軍 中六七級女子粵語散文獨誦 

7S陳可宜 亞軍 

6A李翠婷 季軍 中一二級女子普誦話 詩詞獨誦 

2C陳明欣 亞軍 

1A張詩晴 

1A莊嘉梨 

1A潘燕棋 

良好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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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比賽比賽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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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第五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第五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第五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英文朗誦英文朗誦英文朗誦) 中一女子英詩獨誦 

1B蔡慧欣  

1C溫小霞  

1D鄺雪玲  

1E王雨嬌 

1E羅雪欣  

1E羅詠茹  

1E鄧秋燕  

1E曾素姬 

優良獎狀 

1B馮淑儀 

1E鍾綺雯 

1E何芷晴 

良好獎狀 中一男子英詩獨誦 

1C陳  浩 優良獎狀 

1B曾皓賢  

1D張諾堯 
良好獎狀 中二女子英詩獨誦 

2B莊 盈  

2E樊苡婷 
優良獎狀 

2A楊文珊  

2B岑巧怡 
良好獎狀 中二男子英詩獨誦 

2A陳富仁  

2B葉嘉熙 
優良獎狀 中三女子英詩獨誦 

3A林翠盈  

3E陳碧塋 

3E蘇德盈 

優良獎狀 中三男子英詩獨誦 
3D蔡進威 優良獎狀 

3D何志鏗 良好獎狀 中四女子英詩獨誦 4D陳萱蔚 優良獎狀 

 

體體體體 育育育育 獎獎獎獎 項項項項 比賽比賽比賽比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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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臣氏集團 第一屆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5B列藹盈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校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校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校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校際游泳比賽際游泳比賽際游泳比賽際游泳比賽 2005-2006 男子乙組 (100米背泳) 3E 梁家銘 亞軍 男子乙組 (50米背泳) 3E 梁家銘 亞軍 男子乙組 

(4 x 50米四式接力) 

3C秦錦華 

3D潘梓朗 

3E 梁家銘 

4B吳振邦 

亞軍 男子乙組團體 第四名 

比賽比賽比賽比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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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子丙組 100米自由泳季軍 1E趙詩敏 季軍 女子丙組團體 第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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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籃球比賽學界籃球比賽學界籃球比賽學界籃球比賽 2005-2006 男子甲組籃球比賽 
男子甲組 籃球隊 

季軍 男子乙組籃球比賽 
男子乙組 籃球隊 

亞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學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學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學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學界足球比賽界足球比賽界足球比賽界足球比賽 200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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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學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學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學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學界排球比賽界排球比賽界排球比賽界排球比賽 2005-2006 男子乙組團體 殿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學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學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學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學界界界界越野比賽越野比賽越野比賽越野比賽 2005-2006 女子甲組團體 冠軍 男子甲組團體 第五名 女子甲組團體 5B列藹盈 女子甲組團體 6S張啟玉 男子丙組團體 1B張玉輝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學校體育推廣計劃學校體育推廣計劃學校體育推廣計劃 2005 水陸兩項鐵人邀請賽中學組 女子組 14歲或以上個人 
5B列藹盈 季軍 水陸兩項鐵人邀請賽中學組 女子組 14歲或以上 

5B列藹盈 

4E鍾海羚 

5E何慧豪 

7S麥瑞齡 

團體冠軍 水陸兩項鐵人邀請賽中學組 男子組 14歲或以上個人 
3E梁家銘 亞軍 水陸兩項鐵人邀請賽中學組 男子組 14歲或以上 

3E梁家銘 

3C秦錦華 

3E何文鐘 

3D陳卓倫 

團體冠軍 

比賽比賽比賽比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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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三項鐵人總會主辦香港三項鐵人總會主辦香港三項鐵人總會主辦香港三項鐵人總會主辦 二零零五年小鐵人聯賽二零零五年小鐵人聯賽二零零五年小鐵人聯賽二零零五年小鐵人聯賽(比賽比賽比賽比賽 3) 團體成績 女子團體 季軍 粉嶺救恩盃聯校籃球比賽粉嶺救恩盃聯校籃球比賽粉嶺救恩盃聯校籃球比賽粉嶺救恩盃聯校籃球比賽 2005-2006 男子組 冠軍 

 

音音音音 樂樂樂樂 獎獎獎獎 項項項項 比賽比賽比賽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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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八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第五十八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第五十八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第五十八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外語歌曲混聲合唱 (十六歲以下) 
混聲合唱團 優良獎狀 中文歌曲女聲合唱 (十四歲以下) 

初中女聲合唱團 
季軍 教會民歌 (十八歲以下) 中六級 良好獎狀 教會民歌 (十四歲以下) 

初中混聲合唱團 
良好獎狀 中文歌曲女聲獨唱 (十五歲以下) 

3E關仲汶 優良獎狀 

3C何浩君 優良獎狀 

3D何嘉琪 優良獎狀 中文歌曲女聲獨唱 (十三歲以下) 

1A張皓怡 優良獎狀 

1E梁凱程 良好獎狀 

1A潘燕棋 良好獎狀 

1B潘卓霖 良好獎狀 

3C鄧丹停 良好獎狀 外語歌曲男聲獨唱 (十六歲以下) 

3A羅國祥 季軍 

3A駱聖亮 季軍 

3A謝天恩 良好獎狀 

4B蕭浩文 亞軍 

4C游曉楓 良好獎狀 外語歌曲女聲二重唱 (十六歲以下) 

6A歐陽蔚雯 

6A李翠婷 
季軍 

比賽比賽比賽比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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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語歌曲女聲二重唱 (十四歲以下) 

1C陳曉嘉 

1A林沛嶢 
良好獎狀 

1E何詠恩 

1E張招玉 
優良獎狀 二級鋼琴獨奏 1C湯珈瑜 良好獎狀 三級鋼琴獨奏 

1C陳  浩 良好獎狀 

1E唐欣怡 優良獎狀 四級鋼琴獨奏 1E鍾綺雯 優良獎狀 五級鋼琴獨奏 1C陳曉嘉 良好獎狀 六級鋼琴獨奏 
1B李汶澂 良好獎狀 

4D陳嘉殷 良好獎狀 七級鋼琴獨奏 4E黃嘉樂 優良獎狀 鋼琴獨奏(奏鳴曲組) 
4D陳嘉殷 良好獎狀 

2C黃淑怡 良好獎狀 高級組鋼琴二重奏 
4E黃嘉樂 

6S羅芷欣 
良好獎狀 八級小提琴獨奏 2B潘超駿 優良獎狀 中級長笛獨奏 4E黃嘉怡 良好獎狀 

 

其其其其 他他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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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藉著圖案說方向」 名信片設計比賽 

4C周靜文 冠軍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賣旗活動「招募義工人數」(學校組) 
季軍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賣旗活動 

「學校義工人數最多」獎 香港校際戲劇節 2005-06 傑出舞台效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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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I (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 

 

Evaluation on the use of the basic & additional Capacity 

Enhancement Grant (05-06) 

 

I.  Resources allocated: 

 $1,054,009.00 (basic grant: $421,601.00 + additional grant: 

$632,408.00)  

 

II.  Personnel hired and resources used: 

 Personnel hired Period Resources used 

1 Teacher Assistant for the 

subject of Chinese Language 

1/9/2005- 

31/8/2006 

$117,810.00 

2 Teacher Assistant for 

Humanities Subjects 

1/9/2005- 

31/8/2006 

$119,700.00 

3 Teacher Assistant for the 

subject of English Language 

1/9/2005- 

31/8/2006 

$110,565.00 

4 Teacher Assistant for the 

subject of Mathematics 

16/9/2005- 

31/8/2006 

$114,712.50 

5 Additional Teacher Assistant 

for the subject of Chinese 

Language  

8/5/2006- 

29/6/2006 

$11,840.00 

6 Additional Teacher Assistant 

for the subject of English 

Language 

18/5/2006- 

29/6/2006 

$10,240.00 

7 Additional Teacher Assistant 

for the subject of 

Mathematics 

12/5/2006- 

29/6/2006 

$11,360.00 

8. Additional Teacher Assistant 

for the subject of English 

Language 

9/5/2006- 

29/6/2006 

11,680.00 

9. Instructor for S5 English 

Writing Workshop I 

25/2/2006- 

12/4/2006 

9,600.00 

10. Instructor for S5 English 

Writing Workshop II 

25/2/2006- 

12/4/2006 

9,600.00 

Total 

 

HK$527,1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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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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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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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Evaluation on resources allocated to the subjects of 

Huma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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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manities teachers’ and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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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Economics) and other subjects (Home 

Economics, Religious Studies and Visual Arts) in the foll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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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eing a leader of the Girls’ Brigade 

c. All in all, the TA helped a lot in reliev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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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ents benefited from his 

help. 

b. The TA prep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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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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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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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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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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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The TA provided general administration support to the Panel 

Chairperson of Chines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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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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2002002002005555----2002002002006666 年度學校接受捐贈紀錄年度學校接受捐贈紀錄年度學校接受捐贈紀錄年度學校接受捐贈紀錄    

Record of Donations Received by School (9/2005-8/2006) 

學校接受捐贈紀錄學校接受捐贈紀錄學校接受捐贈紀錄學校接受捐贈紀錄    

    

Name of donor 

捐贈者捐贈者捐贈者捐贈者/機構名稱機構名稱機構名稱機構名稱 

Donor’s relation 

with school 

捐贈者捐贈者捐贈者捐贈者/機構機構機構機構 

與學校的關係與學校的關係與學校的關係與學校的關係 

Description and value 

of donation 

所捐贈款項所捐贈款項所捐贈款項所捐贈款項/物品物品物品物品 

的說明及其價值的說明及其價值的說明及其價值的說明及其價值 

Whether the donation 

is solicited 

該捐贈是否由該捐贈是否由該捐贈是否由該捐贈是否由 

校方向捐贈者校方向捐贈者校方向捐贈者校方向捐贈者/機構提出機構提出機構提出機構提出 

Date of receiving 

donation 

接受捐贈的日期接受捐贈的日期接受捐贈的日期接受捐贈的日期 

Purpose of donation 

捐贈的用途捐贈的用途捐贈的用途捐贈的用途 

1. Swire Coca-Cola HK 

Ltd. 
小食部 HK$12,000.00 

小食部租約及 

經營合約條款(2004-2005) 
2005 年 9 月 學校用 

2. 潘老師 本校代課老師 舊鋼琴一座 否 2005 年 12 月 學校用 

3. 美國惠氏藥廠(香港)

有限公司 
- 

舊鐵櫃 13 個 

文具 2 箱 
否 2006 年 1 月 學校用 

4. 蘇小姐 禮賢會會友 文具(公司貨版) 否 2006 年 2 月 學校用 

5. 徐女士 禮賢會會友 舊鋼琴一座 否 2006 年 3 月 學校用 

6. Swire Coca-Cola HK 
Ltd.  

小食部 $13,000.00 
小食部租約及經營 

合約條款(2005-2006) 
2006 年 6 月 學校用 

7. Swire Coca-Cola HK 
Ltd.  

小食部 飲品(2,484 盒) 
小食部租約及經營 

合約條款(2005-2006) 
2006 年 7 月 學校用 

8. 友校、各界友好、堂會 
書券合共 HK$5,200.00 

另各類盆栽 
否 2006 年 7 月 

學校用 

(慶祝 2005/2006  

周年畢業禮) 

9.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

港區會 
辦學團體 HK$4,266.00 是 2006 年 8 月 

資助松化山區學童

上學考察體驗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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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2002002002005555----200200200200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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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8 

計劃時數計劃時數計劃時數計劃時數 

 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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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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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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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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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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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63 

總時數總時數總時數總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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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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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