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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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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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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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002002006666––––200200200200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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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校八年，學校在各方面的發展均已臻成熟，學生在各項校外

學術及體藝比賽中均屢獲佳績，各界的讚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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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發展，尤其銳意提升

學生的學習效能，本學年更以學生的英語水平、學生在學業上追求

卓越及學生視野的擴闊為主要關注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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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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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提供很多機會給學生於課堂以外運用

英語，增強學生英語會話的信心及技巧。 

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1. 增強學生英語會話的信心及技巧 

1.1 英文科為學生提供課堂以外運用英語的機會 

1.1.1 訓練學生及安排教師於早會及周會以英語報告及分

享，學生表示此項訓練能大大提升他們對英語會話

的信心。 

1.1.2 為學生安排課後會話訓練，由外籍教師負責，學生

認真練習，獲益良多。 

1.1.3 鼓勵學生參加校際英語朗誦節，提升學生運用英語

的信心。參賽的學生表現理想，成績優異，除了獨

誦比賽取得優異成績外，中一、二級英詩集誦隊更

於眾多英文中學參賽的情況下，獲得集誦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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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於中一及中六級推行「朗讀計劃」，參加的學生

表現積極求進。中六學生教導中一學生正確英語

讀音，從而增強了他們對英語會話的信心。 

1.1.5 於中四級推行「話匣子計劃」，鼓勵學生多以英語

溝通。教師反映學生表現非常積極。 

1.1.6 於暑假期間舉辦「英語話劇班」，為學生提供英語

環境，提升學生對學習英語的興趣。 

1.2 英語文學科為學生製造更多運用英語的機會 

1.2.1 教師為增強學生英語會話的信心及技巧，於課堂內

提供很多機會，讓學生朗讀作家名著、參與討論及

角色扮演。 

2. 提升學生寫作英語的能力 

2.1 英文科及英語文學科教師為鼓勵學生多寫作及提升他

們的信心，經常於課室內張貼或在課堂內朗讀學生優秀

作品。學生的寫作能力備受肯定，願意多作嘗試。 

2.2 英語文學科教師亦提供機會，讓學生以英語寫作短詩、

短劇及續寫故事。學生對英語寫作的興趣大大提升。 

2.3 英語文學科教師為學生提供不同文體的範文，讓學生能

明白不同文體的特色及要求，從而提升學生的寫作能力。 

3. 照顧學生學習英語的差異 

3.1 為學生安排課後拔尖及補習班，讓不同能力的學生得到照顧。 

3.2 為中一學生舉辦「拼音班」，藉此教導學生正確英語讀音。 

4. 提升學生閱讀英文的習慣 

4.1 全校學生逢星期一及二，於早晨閱讀節閱讀英文報紙。

英文科亦安排外籍教師透過中央廣播系統朗讀報紙文

章，讓學生學得更多詞彙、語句及其正確讀音。學生表

示獲益良多。 

4.2 舉辦中一、二班際「閱讀盃」比賽，鼓勵學生多閱讀英

語課外書。學生表現積極投入，比賽成績令人滿意。 

4.3 英文科與圖書館合辦獎勵計劃，鼓勵學生多閱讀。不少

學生閱讀多本英文課外書，換得不少禮品。 

5. 運用額外資源增聘人手及舉辦活動 

5.1 外聘導師教授暑期英語班，增強學生運用英語的能力。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    

1. 建議繼續訓練學生在早會以英語分享，以增強學生英語會話

的信心及技巧。 

2. 建議繼續為學生安排課後會話訓練，由外籍教師負責。參加

對象主要是中五及中七學生。 

3. 於中一級繼續推行「朗讀計劃」，由教師選拔能力較高的學

生作為組長，鼓勵學生互相幫助，藉以增強學生英語會話的

信心及技巧。 

4. 建議於中四級繼續推行「話匣子計劃」，鼓勵學生多以英語

溝通。 

5. 建議增聘英語教師，促進小班教學。 

6. 為推行更多不同類型的英語活動，需要更多的財政支援，學

校已成功申請「提升英語水平計劃」(English Enhancement 

Scheme)二百多萬的撥款，盼望來年更能提升學生運用英語

的能力。 

7. 學生借閱英文圖書的習慣仍有待加強，建議下學年加入獎勵

計劃，鼓勵學生於教師指定的借閱數量上，再努力求進，閱

讀更多英文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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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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而言，本年度學校繼續推行多元化教學，讓學生成為學習

的主導者。學校對學生的課業及考測表現要求嚴格，並致力照顧不

同能力的學生，重視拔尖補底，以加強學生的學習效能。此外，教

師亦能緊貼學制及課程的發展，講求共同備課及資源共享，以提升

學與教的效能。 

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1. 學生努力學習，勇於求進 

1.1 中一學生掌握學習策略 

   透過開學雙周留校溫習、「伴我啟航」朋輩輔導計劃、各

科的課程設計，讓中一學生能夠盡早掌握學習策略及適應

中學生活。 

1.2 採用多元化教學，學生成為學習的主導者。 

各科設計課程以學生為本，以議題探究及小組討論的教學

模式，配以高階思維的訓練，提升各項共通能力；學生亦

不時進行學習反思，強化自學能力。  

1.3 各科對學生的課業要求嚴格 

各科對學生的課業及成績均有嚴格的要求，包括要求學生

備課、整理課堂筆記、提交優質課業等；並重視對學生課

業的回饋，務使學生從檢討與反思中，努力求進。 

1.4 於考測前鼓勵學生努力溫習，並於考測後予以適當的跟進。 

各科均有整全的家課及評核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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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展示學生的學習成果 

各科於課堂內展現學生的學習成果，並於家長日全面展示

優質課業，使家長更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讓學生得到鼓

勵；亦為全體學生樹立榜樣，鼓勵他們積極向上。 

1.6 參加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善計劃 

與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善計劃」合辦「再闖高峰 - 中

六學生迎接預科生 

活」活動，讓中六學生培養預科生應有的學習態度。 

1.7 按學生需要於網上提供學習材料 

部分學科利用內聯網為學生提供網上學習材料，並試行上

載工作紙、小測等材料，增加學生自學的機會。  

1.8 舉辦補習班 

各科設計拔尖補底課程，照顧學生學習差異；公開試班進

行額外的試前操練，提升學生的應試能力。 

2. 校園學習氣氛濃厚 

2.1 設早晨閱讀節，讓全校學生在早上一起閱讀，提升閱讀

風氣。 

學生普遍於早晨閱讀節中專注投入，中英文科亦於此段時

間舉辦與閱讀有關的班際活動，有助推動校園閱讀風氣。

2.2 各科舉辦不同類型的學術比賽，讓學生在各方面得到造就。 

本學年，各科組舉辦的學術活動均十分成功，例如中文科

的「禮賢文化杯」、「高中班際財經常識問答比賽」、「時

事馬拉松」、各科的考察及參觀等活動。活動能營造熱烈

學習的氣氛，普遍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生亦曾向學

校表示，希望各科能籌辦更多大型學術活動，讓他們能透

過不同的經歷學習。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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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教師經常利用班房壁報來展示學生的優質課業。 

2.3.2 於家長日利用展板向學生及家長展示生優質課

業，為全體學生樹立榜樣，鼓勵他們積極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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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走廊及前後梯均展示了學生在家政科及視覺藝術

科的學習成果。學生的作品質素高，經常得到來

賓的讚賞。 

2.4 於考測後張貼成績龍虎榜，表揚成績優異的學生。 

2.4.1 於考測後，分別在操場當眼處、各樓層張貼各級

的成績龍虎榜，有助加強學習氣氛。 

2.4.2 中一級設立了學科錦旗獎勵制度，令各班學生有

積極求進的學習氣氛。 

2.4.3 科任教師於課室內張貼考測成績龍虎榜，建立班

內良性競爭的學習氣氛。 

2.5 鼓勵學生組織溫習小組，彼此激勵學習。 

2.5.1 學生普遍於課後有留校溫習的習慣，部分學生亦

會主動與教師討論不同課題。 

2.5.2 部份科目亦善用內聯網來進行課後練習及小組討論。 

3. 培養學術尖子 

3.1 各科運用不同的方法來加強思考訓練，例如帶領學生參

加校外比賽，過程中要運用不同的能力來解難。此外，

科學科進行合併探究式實驗與專題研習，以提升學生的

高階思維。 

3.2 各科設挑戰題或特訓班，讓學術尖子接受更多更深的挑戰。 

參加校外比賽前，教師提供訓練或指導予學生，有助提

升學生水平，培訓本科尖子。至於特訓班，亦深受學生

歡迎，能入選的學生深感光榮，樂於接受挑戰。此外，

學生亦積極參與各項校外比賽，在朗誦、徵文、辯論、

別字擂台等項目均屢獲優異成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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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特別資優學生培育支援計劃」等，

擴闊尖子視野，增廣見聞。 

尖子學生有機會參加不同的拔尖活動，包括：五位學生

參加中文大學資優課程，另外，亦有兩位學生入選教育

局主辦「特別資優學生培育支援計劃」。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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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各科各組均有推薦及資助尖子學生參加校外活動

或比賽。學生在參與校外學術活動時有感課程深

奧，故在校經常跟教師討論交流，有助提升其學

術水平。 

3.4.2 學生在參加校外學術比賽中表現優良，如學生在

城市大學舉辦的「POP 專題研習」、「香港數學少

年精英選拔賽」、「香港中學專題研習比賽」及

聯校辯論比賽中均獲得獎項。 

3.5 增設更多學術獎學金，鼓勵學生積極上進。 

本年頒發了多項獎學金以表揚於校內及公開試中表現

優異的學生。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    

1. 本年學校努力營造濃厚的學習氣氛，教師在各方面激勵學生

認真學習，努力求進，學生亦在校外比賽中屢次獲獎。惟尚

有一些學生對學習欠缺信心，學校可於此方面幫助學生訂立

明確目標，製造更多學習的成功經驗，提升學生的自信。 

2. 培養學術尖子的計劃成功，建議下學年更有系統及計劃地培

訓尖子，為其他學生樹立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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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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學生的素質日見提升，樂於求進。本年度校方透過發展 OLE 

(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s)學會、參加校外比賽、參加境外考

察、及各科組舉辦的參觀、交流及考察等活動，令全校學生均能拓

展視野。此外，學校亦鼓勵學生關心香港，祖國及世界大事，擴闊

自己的領域。 

 

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1.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擴闊自己的領域： 

1.1 發展 OLE (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s)學會活動計

劃舉辦 OLE學會活動，當中共設立的學會 32 個；課餘

活動另設體藝校隊共 14隊；推廣全校「一人一學會」

及中一「一人一體藝」計劃。大部分的學會都為學員提

供全新學習經驗，除可擴闊學員視野外，也能發揮他們

的潛能，每次參與活動學生的出席率高達 98%。 

1.2 透過舉辦學科活動，擴闊學生的眼界 

1.2.1 英文科安排學生到國際學校交流、訪問外國遊

客；會計科舉辦「商校合作計劃」、與經濟科

及香港教育學院合辦「少年企業家大比拼」計

劃；中國歷史科、視藝安排參觀博物館及藝術

館；歷史科帶學生參觀圍村；地理科及生物科

安排大型考察活動及學術講座；物理科安排學

生參與校外學術活動；中國文學科帶領學生觀

賞多項文藝表演；體育科帶領學生參加「體育

運動嘉年華」，活動中學生體驗不同類型的運

動；此外，各科帶學生參加學術講座、走訪香

港圖書館、參觀時裝展、商業機構等，學生藉

此擴闊眼光，並提高探索新事物的興趣。 

1.2.2 全校推行「閱讀超人獎勵計劃」，全年閱讀量

16,496本。中國文學科帶領學生到旺角書屋、

深圳書城；電腦科訂閱電腦雜誌等，多方面建

立學生閱讀習慣，以至擴闊視野。 

 1.3 安排學生參加各項小組活動，擴闊學生的生活空間 

各科組舉辦大量小組活動，如「生命指南針」、「和

平行動」、「伴我啟航」、「歷奇成長戰營」及「四

社及學會領袖訓練」等，超過 300 位學生參加，安排

學生離開社區，出外訪問、做義工等，服務及接觸不

同社區及階層。 

1.4 連續三年與「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合辦「一人一服務」

義工計劃，帶領學生服務社區，拓闊眼界 

於中三、中四及中六級推行「一人一服務」義工計劃，

學生接受專業社工的義工訓練後，便分組設計服務日

的活動內容。到正式服務日，各班依次前往不同的機

構，如老人院、匡智會等地方進行義工服務。學生透

過是項計劃，更懂得身體力行關懷社區人士，除可發

揮個人潛能及肯定自我外，更可培養服務社群、承擔

責任、克服困難等信念。也能提升他們的自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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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擴闊他們的視野。 

1.5 參加各項校外比賽及訓練班，擴闊視野 

中英文科進一步發展朗誦隊，參加校際朗誦節的獨誦及

集誦項目，人數超過 300人；音樂科參加校際音樂節各

項比賽，人數超過 150人；體育科參加校際田徑、游泳

及各類球類比賽等，總人數超過 200人。此外，體育科

更推薦學生參與外間機構所舉辦的訓練班及運動甄

選，如 2007 聯校排球進階課程、康文署區際排球訓練

班、康文署運動領袖訓練計劃、Nike 籃球訓練計劃及

青苗羽毛球訓練計劃等。體育校隊的表現亦十分出色，

在各項比賽中共奪得 18 項團體獎項及 7 項個人獎項。

學生的潛質得到發揮之餘，亦能與其他學校的選手比

併，藉此擴闊視野。 

2. 學生關心香港，積極認識祖國 

  2.1 在校內營造，關心香港，積極認識祖國的氣氛 

2.1.1 於「今日新聞」壁報板中設立「香港要聞」及「中

國要聞」欄；於早會時間定期安排教師分享有關

香港及祖國的訊息，例如：國慶日、特首選舉、

五四事件、六四事件等。 

2.1.2 全年舉辦七次班際時事馬拉松比賽、參與學友社

舉辦的「十大新聞選舉」、舉辦社際時事及學術

常識問答比賽，使學生的時事知識及觸角得已增

長，視野得以擴闊。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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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學生捐血踴躍，並獲得 

紅十字會頒發「最踴躍參與」獎杯。本校亦派教師及學

生出席頒獎典禮。 

2.1.4 舉辦「模擬特首選舉」，鼓勵學生關心香港，加

深學生對香港選舉認識。 

2.2 帶領學生到內地考察及服務 

公民教育組舉辦內地山區扶貧活動，透過親身體驗當地

人的生活概況，了解當地人的生活，加深對貧窮問題的

認識。學與教組及歷史科合辦「向山東出發歷史文

化考察團」，中六學生藉活動更認識及關心祖國。 

3. 學生關心世界大事 

3.1 於「今日新聞」壁報板中設立「國際要聞」欄，營造留

意國際新聞時事的環境，鼓勵學生關心、深入認識國際

局勢，擴闊眼界。 

3.2 定期安排高中學生於早會時間作時事分享，讓學生多了

解社會以及世界，擴闊學生視野。中四及中五級舉行

班際經濟及時事常識問答比賽，多分享與課程有關的時

事，讓學生知道歷史與現今世界的關係。 

 

反思及跟進反思及跟進反思及跟進反思及跟進 

1. 學生參與 OLE 活動的意慾很強，希望來年繼續參加類似活

動。然而 OLE 活動鼓勵學生「擴闊課本以外的知識」，建議

來年學生不應重複參加相同的學會活動。此外，大多學會活

動宜較密集進行，建議來年於 11 月至 4 月間完成所有活動，

並加強活動的連貫性。活動結束後，也應進一步跟進檢討。 

2. 部分教師反映帶領 OLE學會活動時有一定的壓力，建議來年

由兩個教師負責一個學會，亦可外聘導師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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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少學生家境清貧，難以負擔文化活動的入場費用，局限視

野的擴闊，來年可考慮增加獎學金制度於學科活動中，既可

鼓勵學生努力學習，亦可資助貧困學生。 

4. 本年度較少向學生提供校外語文活動的資訊，來年建議有同

工專責向學生宣傳校外語文活動，並張貼活動資料於各班壁

報，鼓勵參加，使學生既能在語文方面進深學習，又能擴闊

視野。 

5. 中六學生參加「山東考察團」反應熱烈，建議每年均舉辦祖

國交流活動，讓學生認識祖國、關心祖國、擴闊視野。此外，

本年由教師設計行程及撰寫計劃書，若下年續辦，可加入學

生構思，讓學生有更多的參與。 

6.「一人一體藝」計劃，不應局限體藝項目，亦可包括其他團
隊如制服團隊、圖書館管理員及家政室管理員等，並把計劃

改名為「禮賢精兵」，鼓勵中一級學生多參與學校團隊活動
及訓練，發展潛能，並提升他們對學校的歸屬感。 

7. 有關「模擬特首選舉」活動，雖然透過教師及學生的分享，

宣傳展板及海報，令學生對特首選舉有一定認識，但學生反

應較冷淡，投票率亦不高。然而，此活動很有價值，可為明

年學生會選舉作準備。建議來年可考慮舉辦立法會選舉。可

繼續在試後活動舉辦。 

8. 根據學生問卷，只有約 30%學生有留意「今日新聞」壁報，

效果未如理想。原因流動壁報板理想放置的位置已擺放花

盆，故沒有一合適的位置安放，以作展示。建議來年用固定

展板，以解決上述的問題，同時亦可作本組的傳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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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2007 

預算預算預算預算(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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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發展津貼 1,233,679.00 982,918.00

教師專業準備津貼及新高中課程

過渡津貼 
500,000.00399,243.00(註一)

學與教組 67,000.00 52,671.00

學生成長組 57,195.00 37,495.00

公民教育組 3,250.00 2,645.00

課外活動組 80,900.00 23,988.00

早會及周會組 0 0

學生獎勵組 50,000.00 35,900.00

圖書館 49,600.00 55,772.00

中文科 62,462.00 65,364.00

英文科 34,694.00 47,156.00

數學科 3,000.00 1,706.00

中國文學科 1,800.00 1,415.00

英語文學科 4,500.00 4,442.00

中國歷史科 2,000.00 600.00

世界歷史科 1,800.00 1,603.00

通識教育科 8,000.00 7,628.00

地理科 4,250.00 2,8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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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組別組別組別/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2006-2007 

預算預算預算預算(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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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科 2,000.00 1,136.00

會計學原理科 1,500.00 1,281.00

電腦科 32,800.00 20,779.00

物理科 54,900.00 58,137.00

化學科 53,000.00 50,697.00

生物科 54,589.00 52,209.00

科學科 10,900.00 9,850.00

普通話科 1,700.00 743.00

音樂科 103,100.00 104,231.00

家政科 35,255.00 52,372.00

體育科 175,852.00 120,195.00

視覺藝術科 61,280.00 55,561.00

基督教教育科 2,000.00 167.00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2,600.00 409.00

宗教教育組 30,000.00 27,928.00

訓導組 10,300.00 6,541.00

出版組 46,500.00 71,318.00

典禮組統籌組 51,400.00 42,768.00

社區關係組 31,850.00 48,130.00

財務組學生資助 150,000.00 69,812.00

總務組 1,960,000.00 2,016,159.00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2006-2007 

預算預算預算預算(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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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科技管理組 561,080.00676,396.00(註二)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72,000.00 72,000.00(註三)

校友會 11,500.00 2,774.00

總額 :  $5,680,236.00 $5,284,9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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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880。 

 2.聘用六位代課教師，讓本校六位教師於本年度出席『334

新高中課程』研討會，代課支出共$6,863。 

 3.開辦新高中科目購買設備共$104,500 

註二：資訊科技管理組本年度實際支出$676,396.00，其中$274,215

由資訊科技綜合津貼(CITG)支付。開支如下： 

 (1) 聘請技術支援人員               $179,382 

 (2) 上網服務及互聯網保安服務       $48,768 

 (3) 延長校內電腦設施開放時間        $15,541 

 (4) 購買學與教資源                  $16,898 

 (5) 與資訊科技相關的消耗品及保養    $13,626 

 

註三：本計劃實際支出$7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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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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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2006 – 2007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學學學學生生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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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2006(2006(2006 –––– 2007200720072007 年 度年 度年 度年 度 ))))     
學 術 獎 項學 術 獎 項學 術 獎 項學 術 獎 項     比賽比賽比賽比賽    / / / /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得獎學生得獎學生得獎學生得獎學生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第五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第五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第五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第五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中文朗誦中文朗誦中文朗誦））））    中一二級女子 粵語散文集誦 冠軍 (香港學校朗誦節盃) 中一二級男子 粵語詩詞集誦 冠軍 (香港學校朗誦節盃) 中一女子粵語散文獨誦 1A 李倩鈃 季軍 1A 史家瑗 1B 羅佩娟 優良獎狀 中一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1B 杜煒彤 1E 潘詠彤 1E 沈曉盈 優良獎狀 中二級女子 粵語詩散文獨誦 2A 潘卓霖 2D 劉綺君 2A 余子璇 優良獎狀 中二級男子 粵語詩散文獨誦 2E 林子聰 亞軍 2D 李穎豪 2B 李港鵬 2E 李超龍 2E 陳奕匡 優良獎狀 中三四級男女子 粵語散文集誦 4A 季軍 中三四級男女子詩文集誦 4C 季軍 中四級女子粵語散文獨誦 4A 李林貞 良好獎狀 中五級男子粵語詩詞獨誦 5C 張釗瑋 優良獎狀 中六七級女子散文獨誦 7S 陳芷凝 季軍 6A 鄭家瑜 良好獎狀 

中六七級女子詩詞集誦 中六女同學 冠軍 (余迺永博士盃) 普通話獨誦 3A 陳明欣 2E 蔡慧欣 優良獎狀 第五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第五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第五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第五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英文朗誦英文朗誦英文朗誦））））    中一級英文集誦 冠軍 中一級英文獨誦 1D 何穎詩 良好獎狀 中二級英文獨誦 2C 鄺雪玲 季軍 2B 羅雪欣 2D 黃家榮 2E 鍾 智 優良獎狀 2C 蘇曉楠 良好獎狀 中三級英文獨誦 3D 徐苡珊 優良獎狀 3B 鍾慧儀 3D 簡深賢 良好獎狀 中四級英文獨誦 4C 鄧丹停 優良獎狀 擂台網擂台網擂台網擂台網────────中英文別字擂台賽中英文別字擂台賽中英文別字擂台賽中英文別字擂台賽    北區中學組 6A 郭詠宜 亞軍 2C 張惠甯 季軍 第三季 6A 郭詠宜 北區冠軍 全港季軍 北區最積極參與中學 第四季 2D 莊曉玲 現場決賽 全港亞軍 2D 莊曉玲 6A 郭詠宜 全港冠軍 6A 郭詠宜 北區季軍 北區最積極參與中學 全港最積極參與中學 星島第星島第星島第星島第 22222222 屆全港校際辯論比賽屆全港校際辯論比賽屆全港校際辯論比賽屆全港校際辯論比賽    第一回合初賽 4B 練港英 最佳 辯論員 第二回合初賽 4B 練港英 最佳 辯論員 6S 梁遠東 最佳 交互答問 辯論員 

第三回合初賽 6S 梁遠東 最佳 辯論員 最佳 交互答問 辯論員 徵文比賽徵文比賽徵文比賽徵文比賽    「我愛香港少年網」 徵文比賽 6A 楊天欣 優異獎 香港大學中文系漢語研習中心主辦「香港學生看中華文化」徵文比賽 6S 李蔚宜 6S 莊成霖 優秀獎 北區公民教育委員會、北區區議會、北區民政事務處合辦北區公民日「社區共融」徵文比賽預科組 7A 吳嘉惠 季軍 6A 陳明月 優異獎 北區道路安全運動委員會 2006 年單車安全標語創作比賽中學組 6S 蔡婉萍 冠軍 「誠信之家創未來」北區倡廉活動中學讀後感寫作比賽(初中組) 3A 陳展希 優異獎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天平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尋找和諧家庭劇情」 選舉及比賽 6A 郭詠芯 優異作品 其他學術獎項其他學術獎項其他學術獎項其他學術獎項    教育局特別資優生培育支援計劃 3D 馬志豪 卓越數學培訓 4C 聶秀怡 卓越人文學科 培訓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理事會 尤德爵士紀念獎學金 6A 陳明月 5E 曾偉倫 高中學生獎 香港中文大學資優計劃 (2006冬季資優課程) 4E 蘇詠珊 4E 許嘉濂 基礎相對論 4E 馮錦賢 哲學健腦室 6S 梁遠東 物理專題研習 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舉辦 「中國文化推廣大使計劃──龍謠」 2C 蘇曉楠 中國文化 推廣大使 

香港青年協會總辦事處及中華全國 青年聯合會 2007<香港200>領袖計劃 6A 岑巧晶 --- 香港校際戲劇節戲劇組 戲劇學會 傑出舞台效果獎 3B 黃玉怡 傑出女演員獎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4C 李可兒 4C 黃秋文 5C 游曉楓 優異作品 第九屆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 3D 馬志豪 三等榮譽獎 學友社第十五屆 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 最踴躍參與獎 辯論學會第一屆粵語辯論比賽 (四角賽第一回合) 3E 莊 盈 最佳辯論員 普通話推廣基金會全港 18區慶回歸 普通話大賽分區比賽──北區 3A 陳明欣 優異獎 中學數學專題研習比賽 3A 陳明欣 3D 馬志豪 3D 麥明芝 3E 鍾璀明 3E 傅小琼 優異表現 
 

體 育 獎 項體 育 獎 項體 育 獎 項體 育 獎 項     比賽比賽比賽比賽    / / / /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得獎學生得獎學生得獎學生得獎學生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 全年總錦標 2006-2007 全校男子 運動員 男子組 前十佳學校 大埔及北區學界游泳比賽大埔及北區學界游泳比賽大埔及北區學界游泳比賽大埔及北區學界游泳比賽    男子乙組  團體第四名 男子乙組 50米背游 4A 梁家銘 冠軍 男子乙組 100米背游 4A 梁家銘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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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乙組 4 × 50米自由式接力 4A 梁家銘 4A 伍子謙 4C 秦錦華 4E 潘梓朗 亞軍 大埔及北區學界越野比賽大埔及北區學界越野比賽大埔及北區學界越野比賽大埔及北區學界越野比賽    男子乙組團體 第七名 男子丙組團體 第六名 女子甲組團體 第六名 女子乙組團體 第六名 女子丙組團體 第七名 女子乙組個人 1C 陳代霖 第八名 大埔及北區學界田徑比賽大埔及北區學界田徑比賽大埔及北區學界田徑比賽大埔及北區學界田徑比賽    女子丙組推鉛球 1A 羅婉怡 季軍 女子丙組跳遠 1C 鍾敏諾 季軍 女子乙組 200m 2D 陳嘉儀 季軍 大埔及北區學界足球比賽大埔及北區學界足球比賽大埔及北區學界足球比賽大埔及北區學界足球比賽    男子乙組 男子乙組 足球隊 冠軍 大埔及北區學界排球比賽大埔及北區學界排球比賽大埔及北區學界排球比賽大埔及北區學界排球比賽    男子乙組 男子乙組 排球隊 冠軍 女子丙組 女子丙組 排球隊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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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0620062006 水陸兩項鐵人水陸兩項鐵人水陸兩項鐵人水陸兩項鐵人邀請賽邀請賽邀請賽邀請賽    男子組 14歲以上組別  (團體） 4E 潘梓朗 4E 鍾子杰 4E 秦錦華 亞軍 男子組 14歲以上組別  (個人) 4E 潘梓朗 第四名 女子組 11-13歲組別 (團體) 2C 黃秀榕 2E 劉佩賢 2A 陳彥寧 季軍 其他體育獎項其他體育獎項其他體育獎項其他體育獎項    屈臣氏集團第二屆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7S 黃穎茜 香港學生 運動員獎 NIKE 全港五人足球比賽 五人足球隊 殿軍 

北區第二十二屆排球比賽女子青少年組 女子排球隊 季軍 粉嶺救恩書院友校接力賽 1C 鍾敏諾 2D 陳嘉儀 2D 梁芷晴 4C 吳嘉渝 季軍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友校接力賽 1C 鍾敏諾 2D 陳嘉儀 2D 梁芷晴 4C 吳嘉渝 冠軍 2D 黃溢鏘 2E 謝漢樑 3A 陳頌然 3E 黃智諾 季軍 粉嶺救恩盃籃球比賽 男子籃球隊 冠軍 
 

音 樂 獎 項音 樂 獎 項音 樂 獎 項音 樂 獎 項     比賽比賽比賽比賽    / / / /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得獎學生得獎學生得獎學生得獎學生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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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歌曲女聲合唱 (十四歲以下) 初中女聲 合唱團 季軍 中文歌曲男聲合唱 (十六歲以下) 男聲合唱團 良好獎狀 教會民歌 (十八歲以下) 中六級 優良獎狀 教會民歌 (十四歲以下) 初中混聲 合唱團 良好獎狀 中文歌曲女中音獨唱 (十九歲以下) 6S 禤裕美 良好獎狀 中文歌曲女聲獨唱 (十五歲以下) 2C 張招玉 4B 何嘉琪 良好獎狀 中文歌曲男聲獨唱 (十五歲以下) 2A 陳 浩 良好獎狀 中文歌曲女聲獨唱 (十三歲以下) 2D 莊曉玲 2B 蕭智汶 2B 張皓怡 良好獎狀 1E 陳敬茵 季軍 1E 潘詠彤 亞軍 

外語歌曲女聲二重唱 (十八歲以下) 6S 何慧豪 6S 禤裕美 6S 黎梓恩 6S 蘇淑華 優良獎狀 
外語歌曲女聲二重唱 (十四歲以下) 3E 莊 盈 3E 許安怡 1B 吳海怡 1C 李善渝 2A 潘卓霖 2B 林冬梅 3D 簡深賢 3B 鍾慧儀 良好獎狀 外語歌曲男聲獨唱 (十五歲以下) 4D 駱聖亮 良好獎狀 小提琴獨奏 (十五歲以下) 2B 潘超駿 優良獎狀 長笛獨奏 (初級) 3B 張倩怡 良好獎狀 鋼琴獨奏 (一級) 1A 霍雨清 優良獎狀 鋼琴獨奏 (二級) 2C 張惠甯 良好獎狀 鋼琴獨奏 (四級) 2A 唐欣怡 良好獎狀 鋼琴獨奏 (七級) 5E 黃嘉樂 良好獎狀 

 

其 他 獎 項其 他 獎 項其 他 獎 項其 他 獎 項     比賽比賽比賽比賽    得獎學生得獎學生得獎學生得獎學生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 160周年會慶步行籌款 全體學生 最高參與人數比例獎 (學校組) 
 

個 人 獎 項個 人 獎 項個 人 獎 項個 人 獎 項     比賽比賽比賽比賽    得獎學生得獎學生得獎學生得獎學生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全港跆拳道黑帶搏擊錦標賽 2007 男子成人組黑帶組鰭量級 (54 公斤以下) 3E 鄔雋煌 冠軍 世界跆拳道節  (馬來西亞舉辦) 香港隊代表 3E 鄔雋煌 --- 

地鐵有限公司 2006 年地鐵競走個人賽 青年男子組 6S 黎梓杰 冠軍 地鐵有限公司 2007 年地鐵競走個人賽 青年男子組 6S 黎梓杰 冠軍 神行太保中興集團GOMA盃場地競走賽 2006 青年男子組 6S 黎梓杰 冠軍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香港業餘田徑總會香港業餘田徑總會香港業餘田徑總會    2006 年香港競走賽 第 3 季青年男子組 6S 黎梓杰 冠軍 2006 年香港道路競走錦標賽青年男子組 6S 黎梓杰 冠軍 2007 年香港競走賽 青年男子組 6S 黎梓杰 冠軍 第四屆全港學界健美體操比賽第四屆全港學界健美體操比賽第四屆全港學界健美體操比賽第四屆全港學界健美體操比賽    中學男子單人組 1A 梁皓然 冠軍 中學男子新秀組跳馬 1A 梁皓然 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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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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e Additional  

Capacity Enhancement Grants (2006-2007) 

 

I.  Resources allocated: 

$1,077,204.00 (Basic Grant: $430,879.00 + Additional Grant 

$646,325.00)  

 

II.  Personnel hired and resources used: 

 Personnel hired Period Resources used 

1. Additional full-time English 

Teacher  

1/9/2006- 

31/8/2007 

$206,487.75 

2. Additional part-time English 

Teacher  

2/4/2007- 

11/7/2007 

$62,776.00 

3 Full-time Teacher Assistant 

for the subject of English 

Language 

1/9/2006- 

31/8/2007 

$139,158.90 

4 Additional Temporary 

Teacher Assistant for the 

subject of English Language 

12/6/2007- 

28/6/2007 

$14,220.00 

5 Additional Temporary 

Teacher Assistant for the 

subject of English Language 

7/5/2007- 

28/6/2007 

$12,000.00 

 Personnel hired Period Resources used 

6 Instructor for S7 English 

Writing Workshop 

11/11/2006- 

16/12/2006 

$9,000.00 

7 Instructor for S1 Phonics 

Class 

12/12/2006- 

29/12/2006 

$3,750.00 

8 Full-time Teacher Assistant 

for the subject of Chinese 

Language 

1/9/2006- 

31/8/2007 

$122,274.20 

9 Additional Temporary 

Teacher Assistant for the 

subject of Chinese Language 

4/5/2007- 

28/6/2007 

$14,760.00 

10 Additional Temporary 

Teacher Assistant for the 

subject of Chinese Language 

12/6/2007- 

28/6/2007 

$13,120.00 

11 Full-time Teacher Assistant 

for the subject of 

Mathematics 

1/9/2006- 

19/8/2007 

$115,838.70 

12 Additional Temporary 

Teacher Assistant for the 

subject of Mathematics  

2/5/2007- 

28/6/2007 

$14,220.00 

13 Full-time Teacher Assistant 

for Humanities Subjects 

1/9/2006- 

31/8/2007 

$132,300.00 

14 Full-time Teacher Assistant 

for the subject of Science  

1/9/2006- 

31/12/2006 

$33,600.00 

15 Full-time Teacher Assistant 

for the subject of Science   

2/1/2007- 

31/8/2007 

$80,76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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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sonnel hired Period Resources used 

16 Instructor for Science 

Summer Course  

13/7/2007- 

17/7/2007 

1,080.00 

17 Recruitment of 15 

Temporary Invigilators  

8/12/2006- 

19/12/2007 

$5,332.50 

18 Recruitment of 5 Temporary 

Invigilators 

8/6/2007- 

26/6/2007 

$2,235.00 

Total  HK$982,918.45 

 

III. Evaluation on the resources allocated to the subject of English 

Language 

a. The additional full-time and part-time teachers shared the 

workload of the English Panel and enabl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small-class teaching.  

b. The full-time Teacher Assistant helped with preparing teaching 

materials, providing clerical support, taking meeting minutes, 

organizing English activities and marking book review booklets, 

which greatly reduced the teachers’ heavy workload. Teachers 

could then spend more time preparing for their lessons and 

ensuring more effective teaching and learning. 

c. All the target students benefited from the Teacher Assistants as 

their English improved after attending the English tutorial c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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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ools for extra lessons were grateful since the tutorial classes 

given by the Teacher Assistants were free. 

e. The two Instructors provided extra help to students with specific 

needs.  

 

IV. Evaluation on the resources allocated to the subject of Chinese 

Language 

a. The full-time Teacher Assis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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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essment and examination marks; 

- Compiling and publishing good articles of students for internal 

circulation; 

- Providing assistance in organizing subject-related activities. 

b. The TA provided general administration support to the Panel 

Chairperson of Chinese Language. 

c. On the whole, the TA took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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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The two part-time Teacher Assistants provided specific help to the 

S3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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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valuation on the resources allocated to the subject of 

Mathematics 

a. The full-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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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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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The part-time Teacher Assistant provided specific help to the S3 

students.  

 

VI. Evaluation on the resources allocated to Humanities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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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ieving Humanities teachers’ and other teachers’ workload so that 

teachers could focus more on lesson planning and student 

couns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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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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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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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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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Conclusion 

Our school benefited a lot from the basic and the additional 

Capacity Enhancement Grants. With the help of the additional 

Teachers, Instructors, Teacher Assistants and Temporary 

Invigilators, our teachers’ workload was grea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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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guage as well as Mathemat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