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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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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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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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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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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學校的口號是「研學問、拓視野、建自

信」，透過各項活動和措施並各科組全力配合，各項計劃

都能按部完成，使學生在這三方面均有所成長。 

本學年可謂豐收的一年，在全港性的大賽中，學生屢

奪殊榮，當中包括：「北區優秀學生」、「香港學生科學

比賽」、「全港中學專題研習比賽」等，讓本校肯定本學

年的方向及策略正確。創校九年所走的路途雖艱辛，成果

卻叫人欣喜，在此豐碩成果的基礎上，本校會更有信心及

更努力的迎接三三四新學制的來臨，踏進十周年，以至未

來更多的歲月，本校必能師生同心，創造更輝煌的成績。 

現就本學年發展重點詳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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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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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不斷增值。學校對學生的功課及考測表現要

求嚴格，教師能處理學生學習能力的差異，重視拔尖保

底，以加強學生的學習效能。此外，教師重視課堂研究、

共同備課及同儕觀摩，並積極準備新高中課程，以提升教

學質素及效能。  

 

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1.  培養學生積極學習的態度  

1.1  大部份學生積極投入課堂，其中以探究性、創

作性為主的學習活動，表現尤佳。學生課餘亦

持續學習，超過八成的學生於問卷中認為自己

能認真完成課業，並在考測前認真溫習。圖書

館之參考書資源使用率亦較往年提升，反映學

生的學習態度日趨積極  

1.2  教師為學生增設不同類型的補習班、小組學習

等，亦要求學生勤做補充練習、歷屆試題等，

成效顯著。其中為中五級學生而設的「奮進計

劃」，效果良好，能達到拔尖保底的目的。而

各科定期的小測及重測亦使學生跟上進度，達

到應有水平。  

1.3  各科舉辦不同類型的學術比賽，如班際朗誦比

賽、文學問題比賽、中英文科班際辯論比賽及

英語話劇工作坊等，學生反應熱烈，獲益良多。 

1.4  公開考試成績理想，會考十六科應考科目中，

十三科及格率高於全港平均及格率，共 58 個學

生能原校升讀中六。高考成績亦令人滿意，十

四科應考科目中，十二科及格率高於全港平均

及格率，更多學生能升讀心儀大學學系，當中

包括中大翻譯學系、港大科大工程學系等。  

2.  提升學生學習能力，學生能不斷增值  

2.1 尖子計劃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學習能力，各

科尖子多能在各公開比賽中獲取殊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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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科學科安排學生參加「二零零八年香港學

生科學比賽」，初中組勇奪冠軍，高中組榮

獲優異獎；  

2.1.2 視藝科學生作品於教育局「中學生創作展」

中取得傑出獎及優異獎；  

2.1.3 經濟科參加「少年企業家大比併」比賽，

獲「最佳匯報演繹獎」；  

2.1.4 數學科參加「香港中學專題研習比賽」，獲

「希望杯」優異獎，被甄選成為最後 12

隊優秀參賽隊伍  

2.1.5 蘇曉楠同學獲北區優秀學生（初中組）冠

軍。 

2.2 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及課程設計，讓學生成為學習

的主導者。  

2.2.1 學習活動多元化，如：探究式學習、模擬

體驗授課、實地考察、專題研習、辯論比

賽等，讓學生成為主動的學習者，大大提

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能力。  

2.2.2 不少學科已透過有系統的工作紙設計，適

當地加入高層次問題，有效提升學生的高

階思維。  

2.2.3 部份科目推行「學習反思計劃」，能提升

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能力。  

2.3 不少科目均加強朋輩支援的學習計劃。透過朋輩

學習，互相扶持鼓勵，能提升學生的自學及研習

知識能力。中四及中五學生課後留校互相砥礪溫

習的情況亦見普遍，。  

2.4 科任教師恆常以獎勵及讚賞等正面方法鼓勵學

生求進，又在班上分享優秀的學生課業，能提升

學生的學習能力及動力；部份學生亦會主動與教

師接觸，討論不同課題，不斷進步  

2.5 課業要求高、教師指示清楚，不少學生的課業，

答案詳盡，表達流蜴，條理清晰。試前小組溫習、

奮進計劃等均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學生積極

參與。  

2.6 「共閱圖書」計劃能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大部

分學生均能達到學校閱讀計劃的要求。  

3 .  提升教師處理學生學習差異的能力  

3.1 透過課堂研究、同儕觀摩、共同備課等協作活

動，加強教師處理學生學習差異的能力。不少科

目均設有不同程度的考核題目及不同類型的考

核模式，讓教師照顧能力不同的學生。  

3.2 中五級推行奮進計劃，讓教師拔尖保底，較容易

照顧學生學習能力的差異。中一二級中文、數學

及科學科、中一至中四級英文科均設拔尖班，讓

教師集中提升尖子學生的學科知識及視野。課後

亦有不同類型的補習班，協助能力稍遜的學生。 

3.3 小老師計劃能夠幫助教師協助部份學生學習，成

效令人滿意。   

4 .  提升教師教學素質  

4.1 透過課堂研究、同儕觀摩、共同備課等協作活

動，能加強教師之交流，集思廣益，教學技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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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升。新入職同工在學期初已開始進行觀課活

動，新同工表示透過觀課活動能促進教學效能，

而經驗較淺的同工亦可更快了解課題重點。  

4.2 教師在教師會議上分享課堂研究的成果、帶領專

題研習及比賽的心得，能促進同工的教學。透過

教師培訓日，亦加強教學交流，分享的題目多元

化，同工均表示效果良好。  

4.3 教師積極出席各種與學科內容及新高中課程有

關的研討會、增潤課程等，並能樂意在會後與其

他教師交流，彼此砥礪，以提升教師的專業知識。 

 

反思及跟進反思及跟進反思及跟進反思及跟進  

1. 培養學生積極學習的態度  

1.1 學生尚有不少的進步空間，各科應提升對學生的

課業要求，亦應要求學生加強備課、搜集資料、

閱讀課外書及報紙等，以提升學生的積極性。  

1.2 在較艱深的課程內容上，需要整年的反覆考核，

學生的根基才紮實。   

1.3 繼續在質和量兩方面改善課堂教學，令學生更投

入課堂，積極學習，亦應加強展示優質課業，

以激勵學生學習，其他學生亦能從中獲益。  

1.4 學生升上高中、預科兩階段，課程轉變大，較難

適應，亦會影響公開試成績，教師須多留意及

協助。  

1.5 奮進計劃效果理想，來年應繼續推行；惟須優化

計劃，如改善時間編排、設定學生參加上限、監  

察課程內容等，冀盼能做好拔尖保底的工作。  

2. 提升學生學習能力，學生能不斷增值  

2.1.  在課程內容、習作設計、評核等各方面，應加強

對學生的挑戰性，以提升他們的高階思維。探究

學習、多元化的學習模式應持續發展，以訓練學

生成為主動的學習者，而「學習反思計劃」來年

應繼續保持並加强。  

2.2.  學生須更主動學習，如借閱參考書、整理筆記

等，亦須加強練習，尤其是分析性、綜合性及較

艱深的題目，以求融會貫通、鞏固基礎。教師亦

宜加強指引，如多提供一些例題及答案供學生參

考。  

3. 提升教師處理學生學習差異的能力  

3.1 學生成績差異是全港學校面對的問題，教師應考

慮不同策略，確保能兼顧拔尖及保底。課堂內容

宜因應學生的能力調節施教的速度、內容深度、

廣度等。定期而頻密的小測對能力稍遜的學生有

幫助。  

3.2 推廣尖子計劃，除選拔學科尖子外，亦可選拔積

極參與課堂活動的學生；對於能力稍弱的學生

就應及早給予課外的補習。  

3.3 奮進計劃、各類的小組溫習、補習班亦應加強。

建議繼續優化朋輩學習，如推行小老師計劃。  

4. 提升教師教學素質  

4.1 繼續透過共同備課、課堂研究和教學分享等，不

斷提升教師的教學質素。此外，在施教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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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們亦宜多交流，尤應在如何帶領討論的課題

上交換意見，以優化教學。建議訂定觀課重點，

使能更聚焦提升教學的素質。  

4.2 鼓勵教師多參加與課程及教學有關的講座或課

程，繼續積極部署新高中課程，宜安排分級課

程預備。  

4.3 可鼓勵或規定同儕觀摩課業，以促進教學效能。 

 

 

2.
..
. 
  
 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學生的學生的學生的學生的自信心自信心自信心自信心  

學校通過各種途徑協助學生發展多元潛能，並從多方

面表揚和肯定他們的優秀表現，務求增強學生的自信心，

能夠更堅毅、更有勇氣地面對將來的挑戰。回顧一年，學

生珍惜機會，透過卓越的表現，展示他們的自信。  

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1.  學生有更多發展潛能的機會 :  

1.1  學生參加校外活動或比賽，成績卓越，能提升

自信心：  

1.1.1 學科方面，本年各科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各

項校外比賽，成績亦優異，相繼在「二零

零八年香港學生科學比賽」、「中學生創作

展」、「少年企業家大比併」、「香港中學專

題研習比賽」及「北區優秀學生選舉」等

全港大賽中獲取殊榮。 

1.1.2 課外活動方面，本校繼續參加各項校際比

賽，取得佳績，如參加「第五十九屆香港

學校朗誦節」，共取得 35 項獎項，部分中

文朗誦組別更由初中學生擔當教練，奪得

冠軍 ;中七學生參加由城巿大學科學及工

程學院主辦的「全港性專題比賽」，學生

融合建築與科學理念，為太空館設計新形

象，勇奪冠軍 ;「香港奇蹤」學會參加第

十一屆《明報》「社區發展與旅遊」校際

專題報道比賽；榮獲冠軍；學生會幹事獲

選為《香港 200》領袖計劃的學員，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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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重點培訓。此外，學生亦在校際田

徑賽、校際音樂節、校際游泳比賽中獲得

多項冠、亞軍。  

 1.2  學生透過策劃或參與各科組的不同活動，增強自信心： 

1.2.1 學生策劃各項活動及服務，如成立學生

會，建立 81 人的領袖生隊伍；「輔導學

長」到友校交流及彙報、成功籌備並主持

大型中一迎新活動「下一站，禮賢 !」；協

助培訓全校共有 75 個學生擔任的學會或

屬社幹事；公民教育組幹事會負責「禮賢

論壇」、「傳媒放大鏡」等，均能發揮學

生的領導才能，提升自信。  

1.2.2 學生參與各項活動及服務，增強自信心，

如成立「代賢人」，訓練學生在不同的場

合透過不同的形式，向校外人士介紹學

校；培訓班代表主持「級周會」及「級崇

拜」；學生於早會分享、主持早會；主持

全年 22 次「好書推介」；合唱團聖誕期

間到上水廣場表演「禮賢樂韻報佳音」等。 

1.2.3 地理科、中史科發展小老師計劃，培訓學

生教導同窗學習；「輔導學長」輔導中一

學生適應中學生活等。 

2.  課堂內外，學生優秀表現得到肯定：     

2.1 透過各項獎勵方法，建立學生自信，如訓導組通

過「律己守規獎勵計劃」，表揚自律、守規、在紀

律上表現優良的學生，達 1874 人次；教務組設  

立學業成績龍虎榜、成績躍進大榜、獎學金等，

除了有效鼓勵學生積極學習外，更能提升學生的

自信心。  

2.2 教務組帶領各科展示學生優質課業，如中國文學

科、歷史科、地理科、視覺藝術科、家政科及電

腦科等，全校學生能於觀摩優秀作品中學習，而

被嘉許的學生亦能因此加強自信。  

2.3 設「賢人賢事」展板，公開表揚校外比賽獲獎的

學生，藉此肯定他們的努力，給予他們公開表演

的機會。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及跟進及跟進及跟進及跟進  

1. 各種獎勵學生的方法，效果良好，能提升學生的自信

心及學習興趣，可繼續發展。在獎勵成績優異的學生

以外，亦建議多些嘉獎有潛質及學習態度積極的學生。 

2. 透過文集，如《禮賢雅集》能表揚學生創作能力，惟

出版需時，宜參考過往經驗，縮減製作時間，盡快出

版，好讓學生在同一學年已得著鼓勵。亦可將大量學

生優秀習存放於學校內聯網內，以另闢空間鼓勵學生。 

3. 各科的小老師計劃能提升學生自信，來年應繼續進深發展。 

4.  應繼續推廣尖子計劃，除選拔學科尖子外，亦可選拔

一些積極參與課堂活動的學生成為尖子。  

5.  「輔導學長」的工作有果效，既能服務同學，也能透

過服務自我肯定。建議來年擴大工作範圍，服務整級

中一，每班安排十六位學長，照顧及輔助中一學生適

應學校生活，並為他們建立以身作則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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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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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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舉辦學科活動，擴闊學生的眼界  

各學科均舉行了不同類型的活動，學生藉此擴闊

視野，並大大提升學習新知識的興趣。英文科舉

辦澳洲遊學團；地理科與生物科安排多項境內、

外的考察活動；通識科多次推薦學生參加由校外

機構舉辦的通識學習日營；科學科安排學生參加

由新一代文化協會主辦的「科學日營」；中文科

及文學科帶領學生參與校外作家講座及觀賞舞

台劇，並參觀區內圖書館及境外書店；體育科帶

領學生參觀騎術中心；視藝科邀請資深藝術家到

校，與學生一同製作馬賽克壁畫，體驗以藝術美

化生活。此外，各科亦帶領學生參與不同類型的

講座及展覽，讓學生進行多樣化的探究及研習，

學生的知識領域得以進一步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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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劃  

本年繼續推行「一人一學會」及中一級「一人一

團隊」計劃，當中 OLE 學會活動共設立 28 個學

會，而課後的運動、藝術校隊及其他團隊共 21

隊。大部分學會及團隊為學員提供多元化活動，

讓學生從多角度去體驗學習，OLE 學會如「香港

奇蹤」、「走向自然」、「博物遊蹤」及「英文

學會」等，更帶領學生走出校園，到訪不同的地

方，增廣見聞。  

1.3 安排學生參加各項小組活動，擴闊學生的生活空

間  

1.3.1 成長組及課外活動組舉行多項小組活動及

訓練，如「和平行動」、「我要高飛」、

「輔導學長」及「四社及學會領袖訓練」，

超過 120 個學生參加，透過參與歷奇訓練、

出外探訪，校內及社區服務，學生能認識

自己的長處及局限，從而找出擴闊自己潛

能的方向。  

1.3.2 公民教育組帶領學生參與青協舉辦的「財

政司司長與青年真情對話」及樂施會「五 .

拾 .米」貧窮互動劇場，讓學生接觸不同社

區及階層人士，增加學生的識見。  

1.3.3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與工作機構合作，為學

生提供工作實習的機會，加深對職場的了

解。當中有學生到教育學院、那打素醫院、

富亨社區健康中心實習，學生從中體驗真

實的職場生活。  

1.4 學生關注社會事務，服務社群  

連續四年與「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合辦「一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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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義工計劃，中三、中四及中六級學生於周

會時段分班接受義工訓練，然後前往區內老人院

及復康中心進行探訪和服務。社會服務團於課後

亦舉辦多項不同性質的義工訓練及服務，讓學生

有更多機會服務社群。學生透過籌辦服務及身體

力行關懷社區人士，除可發揮個人潛能及肯定自

我外，更可培養承擔責任、克服困難等信念。學

生對各項義工服務都有積極正面的感受，並能從

中擴闊視野。  

1.5 參加各項校外比賽及訓練班，擴闊視野  

1.5.1 多 個 學 科 及 學 會 均 鼓 勵 學 生參加校外比

賽，如：會計及經濟科參加「少年企業家

大比拼」比賽，學習營商之道；物理科及

地理科分別參加天線設計比賽及環保家具

設計比賽，增進學生對工程技術及環保概

念的認識；數學科推薦學生參加數學閱讀

比賽及專題研習比賽，表現優秀；另外，

科學學會首次派學生參加「 2008 香港學生

科學比賽」，勇奪殊榮；學會「香港奇蹤」

參加第十一屆明報校際專題報道比賽，學

生贏得冠軍，更有機會親訪明報，並到廣

州報社和電台進行交流活動。透過參加各

項比賽，學生除能發揮所學知識、盡顯創

意才能外，在過程中亦有機會與友校學生

交流，拓闊視野。  

1.5.2 中、英文科繼續發展朗誦隊，參加校際朗

誦節的獨誦及集誦項目，人數超過 240 人。

中文集誦更首次以高年級訓練中一學生參

賽，表現傑出；音樂科參加校際音樂節各

項比賽，人數超過 200 人；體育科參加校

際田徑、游泳及各類球類比賽，總人數超

過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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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如一級

賽艇訓練計劃及「奧運倒數 100 日──舞

動北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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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課外活動組推薦高中學生參加 2008 第三屆

《香港 200》領袖訓練計劃，兩位中六學生

被挑選接受培訓。透過參與多項高質素的

課程、與各校優秀的學員接觸，並與多位

香 港傑出人士交流， 學 生 的閱歷更 為 豐

富、視野更為擴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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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關心香港，留意社會事務  

2.1 在校內營造關心香港、積極認識祖國的氣氛  

2.1.1 於午膳時段開設「禮賢論壇」，讓學生有

更多空間討論時事。上、下學期題目分別

為「在校內使用手機問題」及「四川大地

震反思」。初中於午膳時間收看「午間新

聞」，培養關注時事的習慣。於早會時間

安排學生及教師分享有關香港及祖國的信

息，如影星裸照事件、四川地震、西藏問

題等。  

2.1.2 參與學友社舉辦的「十大新聞選舉」，令

學生關心社會時事之餘，亦提升個人批判

思考力。本校更獲得是項活動的「最踴躍

參與獎」。  

2.1.3 繼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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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踴躍參

加，捐血人數達 90 人。  

2.2 參與校外論壇及比賽，提升時事觸覺  

2.2.1 共 11 位學生出席〈城市論壇〉，討論「股

票高處不勝寒」，學生更向主持人及講者

提出問題，互有交流。  

2.2.2 參與明愛舉辦的〈傳媒放大鏡活動系列〉，

本校在活動中獲得「傳媒放大鏡」傳媒專

題研習比賽全港冠軍，得獎學生於早會分

享，讓全校學生都意識到傳媒傳遞不良訊

息對社會的影響。  

3. 學生關心祖國，積極認識世界大事  

3.1 於班主任節及周會中加入相關的課題，如「國民

身分認同」、「今日中國的貧與富」、「絕望真

相」等，亦推薦學生參與和富社會企業與香港青

年學院合辦的「南京大學 2008 香港學生國情研

修班」，多項活動均能增加學生的國民意識，並

對祖國、以至世界的發展情況有更深入的瞭解，

活動中更讓學生有機會作出個人回應及反思，令

他們有更深刻的體會。  

3.2 與不同的慈善機構合辦「愛心利是日之雪災籌

款」及「四川地震賑災」籌款活動，讓學生瞭解

祖國災情與民生，並及時向受難同胞施予援手。

兩項籌款活動共籌得 $26,548.40。  

3.3 配合 2008 北京奧運及香港馬術比賽，校內舉辦

相關活動，讓學生加深認識馬術比賽之餘，亦關

注及支持北京奧運比賽。活動包括：陸運會班際

奧運火炬設計及接力比賽、「奧運倒數 100 日─

─舞動北區」、奧運馬術問答比賽、參觀國際騎

術中心，學生參與各項活動都非常投入，並令他

們眼界大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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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及跟進反思及跟進反思及跟進反思及跟進  

1.  學生普遍喜歡出外活動，反應良好；建議在可行的

情況下，學科及學會活動可適當地安排不同的校外

活動，促進學生學習；但教師事前必須清楚各項的

安全指引，以策安全。  

2.  來年可考慮於學科活動中增加獎學金制度，既可鼓

勵學生努力學習，亦可資助貧困學生。  

3.  本年學生無論在學術、朗誦及體藝比賽方面，均有

傑出的表面 ，宜繼 續鼓勵 學生參與 不 同類型的比

賽，發揮才能之餘，並能與區內區外友校學生交流，

增加識見。  

4.  除了繼續鼓勵學生多參與校外活動及比賽外，亦建

議教師多提供校外文藝活動資訊，鼓勵學生多參加

徵文比賽，既使學生在語文方面進深學習，又能擴

闊視野。  

5.  「一人一服務」中各班的義工訓練安排在周會時段

內舉行，由於本年度的周會只有 50 分鐘，各級訓練

時間實在不足夠。來年周會時間將增至 75 分鐘，期

望各班有較充裕的時間籌備服務。另外，由於中四

及中六級學生過往曾參加過「一人一服務」計劃，

大部分學生已能掌握服務技巧，建議社工在訓練時

多加入實踐部分，如討論當天流程及班內工作分配

等，讓他們的訓練更為充實。  

6.  於早會作時事分享，能有助提升學生關心社會、國

家以及世界大事的意識，惟教師及學生每年分享有

關祖國的信息如五四、六四事件等，多從成因、結

果入手，內容較單一；建議分享內容宜多從不同角

度出發，以啟發學生思維，如下年度是六四事件的

二十周年，可藉此分享祖國民主發展概況。  

7.  課室內的壁報設「時事專題」部分，內容包括中國

地理、十大新聞選舉、西藏及六四事件。惟資料放

於課室後的壁布板，部分班別未能適當處理；建議

「時事專題」內容可配合早會的教師分享，以提高

學生對該時事的興趣及關注。  

8.  學生踴躍參加「南京大學 2008 香港學生國研修班」，

活動內容豐富充實。建議來年派更多學生參與，讓

學生認識祖國，增加國民意識。  

9.  在本年的陸運會中，各班學生對參與班際火炬設計

及接力比賽非常踴躍及投入。此活動除能提高學生

對香港傳送奧運火炬的關注外，亦能加強學生對班

的歸屬感及發揮每班的設計創意，是一項很好的班

際活動，建議下年度校慶十周年仍繼續舉辦相關的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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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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科目 
2007-2008 

預算(港幣) 

2007-2008 

實際支出(港幣) 
註 

學校發展津貼(基本撥款

及增加的有時限撥款) 

1,428,529.00 1,084,815.07 附件二 

教師專業準備津貼 540,834.00 560,141.75 一 

新高中課程過渡津貼 106,000.00 104,210.00 二 

新來港兒童校本支援津貼 4,008.00 6,780.00 三 

教務組 42,500.00 15,229.70  

考測組 12,400.00 15,611.00  

學生成長組 40,000.00 50,496.00  

公民教育組 4,700.00 1,012.00  

訓導組 14,610.00 12,966.40  

課外活動組 70,000.00 21,088.20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3,900.00 871.60  

圖書館 39,800.00 36,602.20  

資訊科技組 

(包括學生獎勵組) 

1,051,800.00 1,108,437.65 四 

出版組 74,100.00 66,400.00  

典禮統籌組 38,700.00 36,508.60  

社區關係組 46,980.00 75,753.10  

宗教組 34,000.00 20,484.60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66,200.00 45,424.20 五 

校友會 2,000.00 6,488.00  

總務組 2,181,070.00 310,012.00  

中文科 76,838.00 42,204.05  

英文科 474,830.00 448,455.53  

數學科 2,000.00 1,065.40  

中國文學科 1,800.00 1,782.30  

英國文學科 4,000.00 ---  

中國歷史科 1,000.00 686.30  

世界歷史科 1,300.00 1,675.10  

通識教育科 37,000.00 10,026.90  

地理科 6,050.00 5,850.40  

經濟科 2,050.00 1,603.40  

會計學原理科 3,500.00 1,223.30  

電腦科 27,300.00 24,152.00  

物理科 39,230.00 20,409.00  

化學科 59,500.00 46,969.72  

生物科 44,000.00 31,799.30  

科學科 12,000.00 23,208.18  

普通話科 800.00 1,206.70  

音樂科 96,900.00 99,616.00  

家政科 34,000.00 25,694.00  

體育科 214,070.00 125,946.10  

視覺藝術科 84,528.00 83,584.00  

基督教教育科 1,000.00 623.10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7,025,827.00 4,577,11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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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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用三位教師，全年支出
&553,223.75。 

2. 聘用兩位代課老師，讓本校兩位老師於本年度出席『334新高中課程』研討會，代課支出共$6,918.00。 

 註二： 本津貼實際支出$104,210.00，用作購買六部液晶顯示投影機、廿五部實物投影機及學科教學軟件以配合新高中課程。 

 註三： 本津貼實際支出$6,780.00，用作資助新來港學童購買兩部字典機。 

 註四： 資訊科技管理組本年度實際支出$1,090,337.65，其中$338,35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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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211,680.00 

 (2) 上網服務及互聯網保安服務     HK$56,000.00 

 (3) 購買學與教資源        HK$3,500.00 

 (4) 與資訊科技相關的消耗品及保養    HK$67,172.00 

 註五： 本計劃實際支出$45,45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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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2007 –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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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007(2007(2007 –––– 20082008200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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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大學科學及 工程學院主辦 專題研習為本外展計劃 7S 余智烽 7S 湯夢儀 7S 冼惠娟 7S 蔡婉萍 7S 黃南光 7S 譚柏昌 7S 李嘉昇 7S 黎梓杰 冠軍 二零零八年 香港學生科學比賽 科學現象的調查或科學理論的應用： 「空調廢氣的利用」 4E 陳建弘 4E 鍾耀明 4E 楊偉豪 4D 陳錦添 4D 文潤華 優異獎 二零零八年 香港學生科學比賽 初中組發明類別： 「多功能垃圾桶」 1E 鄧景謙 1D 曾健豪 1E 潘梓揚 冠軍 中學數學閱讀報告比賽 1C 印嘉成 二等獎 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 (中學組) 2C 許金英 優異獎 中學數學專題研習比賽 3E 趙卓賢 3D 黃穎珊 3C 凌家樑 2C 鄧雨順 2C 許金英 優異獎 

香港教育學院 少年企業家大比併 6A 余綺汝 6A 鄧欣怡 6A 曾雯珊 6A 徐  敏 6A 畢嘉琪 6A 陳泓而 6A 鄧鈞諭 6A 馬卓賢 6A 梁子文 6A 鍾子康 
最佳攤位設計  計劃書最佳 演繹獎季軍  最佳計劃書 十強 香港明愛青少年及 社區服務 「傳媒放大鏡」傳媒專題研習比賽 4A 陳展希 4B 黃玉怡 6A 李敏儀 6S 劉芷琪 6S 黃玉萍 冠軍 第十一屆《明報》 校際專題報道比賽 《碩果僅存老香港――聯和墟》 3D 羅詠茹 2D 伍思港 2D 陳敏聰 2D 陳俊軒 1D 鄺曉彤 1D 蔡秀青 冠軍 第一屆全港學界 「十大師生友愛校園」 成長印記創作比賽 5E 優秀作品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2007-08) 5C 林麗君 傑出獎 5C 關詠欣 5C 關仲汶 優異獎 2007 國際海豚年 美術創作設計比賽 2A 曾信賢 一等獎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誘惑莫怪．毒品 Bye Bye」 北區新代培育計劃 襟章設計比賽(中學組) 2C 蔡嘉麒 冠軍 3E 梁芷晴 優異獎 香港讀經會 Sun Pilot全港中學生 讀經運動 全年讀經計劃 3E 張招玉 3D 張君玉 7S 黃松燕 傑出Pilot獎 及 全情起飛 Pilot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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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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青年協會總辦事處及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 2008 第三屆「香港 200」領袖計劃 6S 潘佩而 6S 李建欣 獲選參加 北區青年協會及北區中學校長會聯合主辦 「第三屆北區優秀學生選舉 2008」 3E 蘇曉楠 初中組 冠軍 4C 羅樂怡 2A 霍雨清 獲進入 決賽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理事會尤德爵士紀念獎學金 5B 練港英 7A 賴燕玲 高中 學生獎 徵文比賽徵文比賽徵文比賽徵文比賽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誘惑莫怪．毒品 Bye Bye」 北區新代培育計劃 急口令設計比賽(中學組) 6A 張倩彤 冠軍 6A 歐陽翠瑩 亞軍 4A 陳富仁 季軍 4E 陳明欣 優異獎 6A 黃慧勤 「廉潔選舉齊推廣」 高中作文比賽 4C 蘇芷姚 優異獎 4C 廖婉縈 「廉潔選舉齊推廣」 初中作文比賽 1A 劉婷琳 優異獎 「香港學生看中華文化」徵文比賽 6S 莊成霖 優秀獎 6S 李蔚宜 優異獎 第五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第五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第五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第五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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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三四級男女子 粵語散文集誦 4A 季軍 中五至中七級男子 詩詞集誦 冠軍 (香港學校朗誦節盃) 中五至中七級女子 詩詞集誦 中六級 女子集誦隊 冠軍 (余迺永博士盃) 中一女子粵語散文獨誦 1A 海淑勤 亞軍 1D 蔡秀青 季軍 1E 杜雪玲 優良獎狀 中一級男子 粵語散文獨誦 1B 鄧智謙 季軍 中二級女子 粵語散文獨誦 2B 羅佩娟 季軍 2A 李倩鈃 優良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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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三級女子 粵語散文獨誦 3A 余子璇 優良獎狀 中四級女子 粵語散文獨誦 4E 陳明欣 亞軍 中五級女子 粵語散文獨誦 5A 李林貞 季軍 中六級女子 粵語散文獨誦 6A 徐 敏  優良獎狀 初中組歌詞朗誦 (全港公開組) 2B 吳榮燊 2A 吳榮熙 優良獎狀 中一級女子 普通話散文獨誦 1C 伍吉吉 良好獎狀 中三級女子 普通話散文獨誦 3B 蔡慧欣 良好獎狀 第五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第五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第五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第五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英文朗誦英文朗誦英文朗誦））））    中一、二級男女子 英詩集誦 優良獎狀 中一級女子英詩獨誦 1C 黎彥泠 1D 譚楚慧 1D 李樂童 1E 杜雪玲 優良獎狀 中二級女子英詩獨誦 2E 潘詠彤 2E 沈曉盈 優良獎狀 中三級女子英詩獨誦 3D 羅詠茹 3E 翁杏怡 優良獎狀 中三級男子英詩獨誦 3C 蘇文傑 3C 周文騫 3D 黃家榮 良好獎狀 中四級女子英詩獨誦 4E 徐苡珊 4E 鍾慧儀 良好獎狀 中四級男子英詩獨誦 4B 葉嘉熙 優良獎狀 中五級女子英詩獨誦 5C 鄧丹停 季軍 中六級女子 英語散文獨誦 6S 梁茵兒 良好獎狀 中六級男子 英語散文獨誦 6S 余智恆 6S 曾偉倫 良好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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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第六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第六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第六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中文歌曲初級組女子合唱 (14歲或以下) 初中 女聲合唱團 冠軍 英文詩歌初級組男女子混聲合唱 (14歲或以下) 初中 混聲合唱團 亞軍 女聲(13歲或以下)中文歌曲獨唱 1E 關卓嵐 1E 曹嘉瀅 

1B 陸嘉詠 

1B 鄒玉敏 良好獎狀 
女聲(14歲或以下)英文歌曲二重唱 2C 李善渝 3C 莊曉琴 優良獎狀 2E 潘詠彤 2E 陳敬茵 2E 范翠婷 3C 潘卓霖 3D 蕭智汶 3D 林冬梅 3D 張皓怡 3D 張招玉 良好獎狀 
女聲(14歲或以下)英文歌曲獨唱 1A 李芷晴 優良獎狀 2E 范翠婷 2C 李善渝 1D 鄺曉彤 1A 海淑勤 良好獎狀 男聲(15歲或以下)中文歌曲獨唱 3D 陳 浩 3D 黃家榮 3C 凌家樑 3C 黃宏俊 1C 凌家豪 良好獎狀 教會民歌(14歲或以下) 初中 男聲合唱團 良好獎狀 教會民歌(18歲或以下) 中六級 優良獎狀 小提琴獨奏 (八級) 3A 潘超駿 優良獎狀 中國鋼琴作品獨奏 (初級組) 1D 宋芍穎 優良獎狀 鋼琴獨奏 (六級) 1D 劉悅靈 優良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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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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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子乙組  團體第六名 男子甲組 團體亞軍 男子甲組 200米自由泳 5A 梁家銘 冠軍 (破大會紀錄) 男子甲組 100米自由泳 5A 梁家銘 亞軍 (破大會紀錄) 男子甲組 4 × 50米自由式接力 5A 梁家銘 5A 伍子謙 5D 蘇俊傑 5E 潘梓朗 冠軍 全港學界拯溺比賽全港學界拯溺比賽全港學界拯溺比賽全港學界拯溺比賽    男子甲組拋繩賽 5A 伍子謙 第五名 200米超級施救員賽 5A 梁家銘 冠軍 (破大會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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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子丙組團體 第六名 女子丙組個人 2C 陳代霖 第五名 女子丙組個人 2B 劉麗詩 第十名 男子丙組個人 2D 蘇家俊 第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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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子乙組團體 第六名 女子丙組跳遠 2C 鍾敏諾 冠軍 女子乙組 200m 3B 陳嘉儀 亞軍 女子乙組 100m 3B 陳嘉儀 季軍 男子乙組跳高 4C 陳頌然 季軍 北區北區北區北區第二十二屆田徑運動大會第二十二屆田徑運動大會第二十二屆田徑運動大會第二十二屆田徑運動大會    女子乙組 200m 3B 陳嘉儀 冠軍 女子乙組 100m 3B 陳嘉儀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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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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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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甲組 男子甲組 足球隊 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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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丙組 男子丙組 排球隊 殿軍 全港體藝跆拳道校際邀請賽全港體藝跆拳道校際邀請賽全港體藝跆拳道校際邀請賽全港體藝跆拳道校際邀請賽 2008200820082008    女子青少年組(特別技巧) 1A 張凱婷 總冠軍 女子青少年組(個人搏擊) 1A 張凱婷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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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屆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5A 梁家銘 香港學生 運動員獎 全港青少年競技迎奧運 (女子 200米) 3B 陳嘉儀 冠軍 2008 香港青少年 分齡田徑賽(200米) 3B 陳嘉儀 季軍 「學校體育推計劃」 聯校滑浪風帆比賽 女子組 13歲以下組別個人賽 1C 許樂詩 冠軍 Amateur League Summer 2007 River Division 男子籃球隊 冠軍 粉嶺救恩書院 友校接力賽 4C 陳頌然 3E 李健安 3D 黃溢鏘 2C 葉榮豐 冠軍 6A 何美婷 4A 周穎詩 3B 陳嘉儀 2C 鍾敏諾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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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友校接力賽 4C 陳頌然 3E 李健安 3D 黃溢鏘 2C 葉榮豐 亞軍 6A 何美婷 4A 周穎詩 3B 陳嘉儀 2C 鍾敏諾 冠軍 陳朱素華中學 友校接力賽 6A 何美婷 4A 周穎詩 3B 陳嘉儀 2C 鍾敏諾 亞軍 救恩書院 第三十九屆水運會 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女子混合組) 5E 潘梓朗 5A 梁家銘 3C 黃秀榕 1D 林家欣 亞軍 
 

個 人 體 藝 公 開 賽 獎 項個 人 體 藝 公 開 賽 獎 項個 人 體 藝 公 開 賽 獎 項個 人 體 藝 公 開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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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第十屆世界跆拳道節 青少年擊碎組 4C 鄔雋煌 金牌 香島盃第二十屆全港中學校際 中國象棋賽(女子組) 4C 岑巧怡 亞軍 第五屆全港學界健美體操比賽 男子單人(中學組) 2A 梁皓然 冠軍 全港十八區健美體操分齡賽 男單(13-16歲) 2A 梁皓然 冠軍 2007-2008 年度全港校際體操比賽 中學男子新秀組自由體操 2A 梁皓然 亞軍 第十七屆第十七屆第十七屆第十七屆    PrimePrimePrimePrime 新加坡競技體操國際邀請賽新加坡競技體操國際邀請賽新加坡競技體操國際邀請賽新加坡競技體操國際邀請賽    單槓 2A 梁皓然 第六名 鞍馬 2A 梁皓然 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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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2007 2007 2007 全港公開拯溺錦標賽全港公開拯溺錦標賽全港公開拯溺錦標賽全港公開拯溺錦標賽    200米超級施救員賽 5A 梁家銘 冠軍 (破香港紀錄) 50米運送假人 5A 梁家銘 亞軍 男子海浪游泳賽 5A 梁家銘 冠軍 2007 2007 2007 2007 香港滑浪風帆巡迴比賽香港滑浪風帆巡迴比賽香港滑浪風帆巡迴比賽香港滑浪風帆巡迴比賽    女兒童組 13歲以下--- 長洲站 1C 許樂詩 冠軍 女兒童組 13歲以下--- 赤柱站 1C 許樂詩 冠軍 女兒童組 13歲以下--- 屯門站 1C 許樂詩 亞軍 女兒童組 13歲以下--- 吐露站 1C 許樂詩 亞軍 香港滑浪風帆 公開錦標賽 2007 女兒童組 1C 許樂詩 冠軍 「半島．城邦杯」2008 深港帆板精英賽 女子 T293板乙組 1C 許樂詩 第三名 2008 聯校滑浪風帆比賽(第一站) 女子 15歲以下組別 1C 許樂詩 冠軍 炎炎夏日樂逍遙―― 水上活動齊參與之 滑浪風帆比賽 (11-13歲組別) 1C 許樂詩 亞軍 全港標準舞及拉丁舞公開大賽全港標準舞及拉丁舞公開大賽全港標準舞及拉丁舞公開大賽全港標準舞及拉丁舞公開大賽    新秀拉丁舞 C 組 1E 謝博文 冠軍 第二屆全港社區體育舞蹈錦標賽第二屆全港社區體育舞蹈錦標賽第二屆全港社區體育舞蹈錦標賽第二屆全港社區體育舞蹈錦標賽    拉丁舞 單項 新秀賽 牛仔舞 1E 謝博文 亞軍 拉丁舞 單項 新秀賽 查查查 1E 謝博文 亞軍 拉丁舞 單項 新秀賽 倫巴舞 1E 謝博文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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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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008) 

學校發展津貼學校發展津貼學校發展津貼學校發展津貼（（（（基本撥款及增加的有時限撥款基本撥款及增加的有時限撥款基本撥款及增加的有時限撥款基本撥款及增加的有時限撥款））））支出評估支出評估支出評估支出評估    

    

I.  Resources allocated: 

$1,091,208.00 (Basic Grant: $436,476.00 + Additional Grant 

$654,732.00)  

 

II. Personnel hired and resources used: 

 Subject of Chinese: 

 
Personnel hired Period 

Resources 

used 

1 Additional full-time Teacher   1/9/2007- 

31/8/2008 

$242,607.75 

2 Full-time Teacher Assistant   18/10/2007- 

31/8/2008 

$113,034.18 

3 Additional Temporary Teacher 

Assistant  

7/5/2008- 

30/6/2008 

$10,980.00 

(a) Sub-total: $366,621.93 

  

 

 

 

 

 Subject of English: 

 
Personnel hired Period 

Resources 
used 

4 Additional part-time Teacher  1/9/2007- 

31/8/2008 

$176,400.00 

5 Additional Temporary Teacher 

Assistant   

19/5/2008- 

7/7/2008 

$11,385.00 

6 Instructor for S5 English 

Tutorial Classes  

22/9/2007- 

23/2/2008 

$9,600.00 

7 Instructor for S5-7 English 

Tutorial Classes  

22/9/2007- 

7/6/2008 

$33,600.00 

8 Instructor for S4 Phonics 

Workshop   

16/11/2007- 

11/12/2007 

$2,400.00 

(b) Sub-total: $233,385.00 

  

 Subjects of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Personnel hired Period 
Resources 

used 

9 Additional full-time (21/9/07 

-13/1/08) and part-time 

(14/1/08-31/8/08) Teacher   

21/9/2007- 

31/8/2008 

$181,713.84 

10 Full-time Teacher Assistant   1-9/9/2007;  

12/10/2007- 

31/8/2008 

$126,416.64 

11 Four Additional Temporary 

Tutors to run S5 Tutorial 

Classes  

10/10/2007- 

27/2/2008 

$6,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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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sonnel hired Period 
Resources 

used 

12 Additional Temporary Teacher 

Assistant to run S3 Tutorial 

Classes   

15/5/2008- 

30/6/2008 

$6,817.50 

13 Five Additional Temporary 

Tutors to run S1 Tutorial 

Classes   

15/5/2008- 

11/6/2008 

$7,900.00 

  

14 Two Additional Temporary 

Teacher Assistants for the 

subject of Chemistry   

8/5/2008- 

6/6/2008 

$10,040.00 

  

(c) Sub-total: $339,187.98 

  

 Subjects of Humanities: 

 
Personnel hired Period 

Resources 

used 

15 Full-time Teacher Assistant for 

Humanities Subjects  

6/9/2007- 

31/8/2008 

$105,612.46 

16. Additional Temporary Teacher 

Assistant for the subject of 

Geography  

7-8/2008 $1,200.00 

(d) Sub-total: $106,812.46 

Total (a) + (b) + (c) + (d): $1,046,007.37 

 

III. Evaluation on the resources allocated to the subject of 

Chinese Language 

a. The full-time teacher relieved some of the teaching load of 

the Library Teacher who could therefore concentrate more on 

developing the Library to facilitate more effective learning 

and teaching.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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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aking up roster and invigilation duties. 

c.   The TA provided general administration support to the Panel 

Chairperson of Chinese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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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teaching duties so that they could concentrate mor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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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 teaching and learning, which included the 

integration of IT skills. 

e.   The Additional Temporary TA provided specific help to the 

S3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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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guage 

a. The additional part-time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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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Evaluation on the resources allocated to the subjects of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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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ll-time TA, the teachers’ 

workload was relieved and they could concentrate more on 

effective teaching and learning. 

f. The Additional Temporary Teacher Assistant provided 

specific help to the S3 students. 

g. The Additional Temporary Tutors helped run tutorial classes 

for S5 elites and S1 students with diverse learning abilities.  

h. The two Additional Temporary Teacher Assistants for the 

subject of Chemistry provided administrative support to the 

teachers and helped lead student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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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omics and Liberal 

Studies) and functional groups (Learning an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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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 and Civic Education Committee) in the following 

ways: 

(i) Typing notes, tests and examination papers; 

(ii) Preparing teaching aids including newspaper cuttings; 

(iii) Taking minutes of Humanities subject meetings as well 

as meetings of other functional groups; 

(iv) Cataloguing reference books; 

(v) Scanning questionnaire results; 

(vi) Calculating and inputting examination marks on the 

WebSAMS; 

(vii) Providing assistance in organizing subject-related 

activities; 

(viii)Providing assistance in fieldtrips or visits; 

(ix) Taking up roster and invigilation du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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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I.  Conclusio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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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tors, our teachers’ workload was greatly relieved so that 

they had enhanced capacity to concentrate o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enhancing students’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coping with the diverse and special learning needs of students 

with varied abilities, which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critical in 

the education reform.  

b Opinions were collected from fifty-nine teachers in form of 

questionnaires.  

(i) Thirty-seven (62.7%) agreed that the TA could 

effectively help prepar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notes.  

(ii) Forty-eight (81.3%) agreed that the Teacher Assistants 

could relieve their administrative workload. 

(iii) Fifty-eight (98.3%) agreed that the school should 

continue to hire Teacher Assistants in the coming yea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