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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我們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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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命使命使命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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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關懷下，認識耶穌的教訓，明白上

帝的愛，接受福音。 

 

願景願景願景願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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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教師的生活見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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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訓校訓校訓校訓    

 

 「進 學 明 道」 

 
• 努力進取求學，以致明白及彰顯真道。 

• 「道」：上帝之道、公道、人道、及大地之道。 

 

本年度目標本年度目標本年度目標本年度目標    

 

 

1. 自我完善：優化行政架構 

2. 自學主動：推動閱讀風氣 

3. 自律自重：培養律己品格 

 

 
 



粉嶺禮賢會中學 2012/13 學校報告 

 

- 4 - 

 

 2.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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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學校繼續推行各項優化行政架構的措施，整體的行政效率繼續提高，亦能使管

理層視野更宏觀。此外，教職員的分工及合作更有系統。而透過「策劃、推行與評鑑」系

統，各科組能更有效，更全面地檢討及發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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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1. 沿用過去兩年行之有效的行政架構，設立教學及行政事務委員會、學生及家校事務

委員會，分別由副校長及助理校長管理；教學及行政事務委員會屬下設學務部及校

務部，學生及家校事務委員會屬下設培育部及訓輔部，各部皆由部長及副部長管

理。教師能在新架構下工作，問責清晰，行政效率提升。 

2. 校務處非教學職員的架構清晰，所有職員按需要分配至學務部、校務部，培育部及

訓輔部四部，以配合學校行政架構，能分工清楚、靈活調配，有效率地支援各部工

作。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 

教師及職員的考職制度有待發展，並以（PIE）的思維優化。 

(二) 

將自

省求

進的

舉措

系統

化及

內化

於學

校各

部委

的工

作 

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1. 各科組繼續以檢視強弱機危（SWOT）及保改開停（KISS）的方法，制定各項工作計

劃。經過兩年的運作，同工已掌握方法，自我優化，以至每個計劃的理念及內容更

清晰、更完整、更有系統。超過 75%的教師認同措施。 

2. 各科組繼續以策劃、推行、評鑑（PIE）的思維推動學校發展，推行至今已兩年，

管理團隊能充分掌握，並於規劃過程中運用。超過 70%的教師認同新措施。 

3. 校務部能更有系統地安排各項校本評鑑系統，將數據收集及整理全部電子化，教職

員已熟悉此系統，並能在教員及學生間廣泛使用，使整體工作更方便更具效

率。 超過 80%使用者皆認同系統能增加行政效率。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 

危機處理組可為各項危機制訂簡易程序，以便教職員能靈活並迅速應對突發危機。 

(三) 

促進

層層

問責

及賦

權展

能的

精神 

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1. 新架構能促進各部內部員的靈活分工。由於工作靈活性高，處理部屬的工作，有

需要時能隨機補位，各人的視野較過往更宏觀更開闊。 

2. 委員長、部長及部員於工作範疇清晰，並有較大空間及權力，有助建立高度問責

的團隊。 

3. 制定「處理查詢、建議及投訴指引」，更有系統處理各項查詢、建議及投訴。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 

部內溝通，仍待改善。部份部員未有較宏觀的視野，以至未能清楚認識該部其他工作

，須加以改進，以配合較靈活的部內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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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構建

學習

型組

織實

踐自

我完

善及

持續

發展 

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1. 繼續善用資訊科技，全面發展 iPortal，學校知識庫較去年更完善，各項行政工

作、學生事務；如禮賢金庫、學生電子相簿、上課時間表、學生事務資料、獎懲紀

錄、pMeeting 能更有效運作，所有教職員較去年更熟悉系統，更樂於使用，80%教

職員認為能提高行政效率。 

2. 推動教學資源電子化，教師能透過各種渠道，分享教學資源，承先啟後、薪火相

傳。如建立網上電子教學平台（ELP），由同事製作及上載教學資料，至今超過

1900 段教學短片。同事皆認同能有效改善學生學習與教學素質，更能達到教學交

流的目的。 

3. 進一步升級電腦網絡，全校更換了二百多條 Cat6 網絡線，亦將所有交換器更換至

Layer2 或更高速的 Layer3。網絡更新後，數據傳輸速度可高達每秒 1G 位元，這

個速度可同時讓 30 個課堂播放高流量的影片，及讓校園電視台播放高清視像片

段，為資訊科技教學提供強大的支援。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  

1. 電子教學平台能促進教學交流、優化教學素質，乃有效的平台，來年須繼續加強推

廣，於廣度及深度方面，繼續提升。 

2. 有關 LINUX 系統，遠端桌面及雲端技術的發展，須繼續努力。 

 

 

（二）：（二）：（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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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繼續發展各項課堂內外的閱讀活動：參與校外的閱讀及寫作活動、優化網上學習平

台、課程規劃、課堂內安排適當的閱讀時段，配合每天安排的固定閱讀時段及多元化的閱讀

材料，讓學生養成良好及多元化的閱讀習慣，並能學會閱讀技巧與策略，以至閱讀素質得以

提高。 

 

(一 ) 

將 閱

讀 融

入 時

間 表

及 課

堂 中

， 讓

同 學

養 成

天 天

閱 讀

的 習

慣  

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1. 繼續安排每天第一節為閱讀課，如編訂各級每天閱讀的項目、圖書館為各班備妥

圖書箱，提供大量圖書、為同學訂中英文報紙等、透過提供多元的閱讀教材，讓

學生延續良好閱讀習慣。 

2. 繼續培養學生的英文閱讀習慣。英文科每周為學生預備英文閱讀材料，並由外籍

教師透過校園電視台（RTV）主持「英語三分鐘」及「報章閱讀」節目，配合適

當剪報練習，能增強學生英語閱讀能力。學科的課堂內設有英文閱讀的環節，例

如電腦科設英文閱讀理解功課。 

3. 各科於課堂內積極推動閱讀。如中文科及英文科讓學生在課堂內閱讀額外與課文題

材相若的作品，並加以比較，增進學生對所學篇章、同類作品的認識；通識科提

供大量閱讀材料，讓學生視野更宏觀；經濟科為學生提供有趣的本科概念額外讀

材；科學科提供科學小趣味的閱讀材料、電腦科、地理科、旅遊與款待亦會從雜

誌選取合適的文章作材料，並加入思考問題讓學生作閱後反思。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 

1. 學生未能善用班圖書箱，應探討成因，並設法優化。 

2. 安排每天第一節為閱讀課，能有效推動閱讀，本年度能更有系統推動英文閱讀，

來年將繼續推行並優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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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透 過

各 類

多 彩

多 姿

的 活

動 ，

讓 同

學 有

豐 富

的 參

與 機

會 以

形 成

閱 讀

風 氣  

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1. 學務部配合圖書館，統籌全校閱讀活動，透過各項與閱讀活動、比賽或匯演，提

升同學對閱讀的興趣。舉辦閱讀周會，推介作家及好書； 協助各科舉辦閱讀活動

及跟進各科閱讀的延伸活動，以致閱讀活動，能多姿多彩地進行。 

2. 各科於課堂以外舉辦多元化活動，提升同學對閱讀的興趣。如英文科安排學生做

網上「English Builder」，舉辦「英語周」、出版英文刊物（FRCSS Voice）；

安排「校園英語大使」，協助老師推動英文閱讀風氣；參加南華日報“Waste 

Not, Want Not”活動，閱讀相關資料，收集廚餘，舉辦貧富宴；同學亦多次就關

注的議題投稿，多篇文章獲英文南華早報刊登，其中更有不少獲選為“Star 

Letter”。 

3. 家政科繼續於中三級推行「膳食計劃專題報告」加強搜集、分析資料及表達的技

巧；視覺藝術科帶領並鼓勵學生參觀多項展覽，並在參觀前閱讀相關畫評及資

料，如「岳敏君作品展」、「Andy Warhol 十五分鐘的永恆」；介紹本地插畫家

的有關書籍，增加同學對本地藝術的認識及興趣。 

4. 經濟科舉辦經濟周，加入閱讀元素，增加趣味，並鼓勵學生先讀書，然後參與現

金流遊戲；此外，經濟科亦選取一些傑出的專題報告及時事評論向出版商或報社

投稿，鼓勵學生多閱報章及多作思考。 

5. 透過早會及周會，推動閱讀活動。在早會校園電視台（RTV）的文化頻道內，由各

學科介紹趣味閱讀材料的元素，及好書推介等。周會方面，中文科舉辦閱讀周

會，推介作家及好書；部分題目選自提供給學生之閱讀資料，鼓勵學生積極閱

讀；中一、二級普通話班際比賽中加入閱讀材料，增加刺激性，提升同學對閱讀

的興趣等，成效彰顯。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 

1. 學生喜歡互動及有回饋的活動，如英文科、中文科及視覺藝術科安排學生投稿和

參加比賽，得到回饋，學生非常珍惜。 

2. 透過校園電視台（RTV) 推動閱讀，透過視像，更能清晰、有趣地推動閱讀，來年

應更繼續編排及統籌。 

(三 ) 

以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及

學 會

學 習

的 理

念 ，

訓 練

同 學

跨 科

閱 讀

技 巧

與 策

略  

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1. 各科均於課堂中加入適當的閱讀時段，超過 80%的教師會在課堂提供閱讀資料，

推動閱讀。而接近 70%的教師會在課堂教授閱讀技巧，指引學生閱讀的技巧及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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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為中英文

科提供網上閱讀計劃的參考資料、協助並支援兩科的網上閱讀計劃與通識科協

作、商討教授同學於網上搜集資料的技巧、培養同學的資訊素養。 

3. 通識科能透過中三專題研習課程及中五獨立專題探究，給同學足夠機會運用並提

升他們的網上資料搜集技巧。 

4. 學生更有效在各科中以腦圖(mindmap)的技巧，如中文科、英文科、經濟科、視

藝科等，組織整理閱讀成果並發展更高階的自學能力。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    

本年度各科著重於本科內推行閱讀風氣，建議來年除繼續於本科內推動閱讀外，加

強發展跨科閱讀的技巧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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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藉 各

類 硬

件 建

設 及

網 上

資 源

協 助

推 動

及 支

援 計

劃 的

推 展  

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1. 新圖書館落成，搬遷工作順利完成，各類硬件建設、網上資源及其他支援計劃的

工作會已經開展。 

2. 圖書館藏書量及其他資源的數量及種類增加、並加強課室書庫的功能。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 

1. 雖然大部分同學表示喜歡閱讀，亦有近半學生表示今年閱讀的課外書不及去年；

惟學生在閱讀課中多喜歡閱報，亦未必自備合適的圖書，老師宜更多向他們推介

好書，並鼓勵同學建立良好的閱讀習慣。 

2. 有過半數的學生表示本年舉辦的閱讀活動能提升閱讀興趣。惟反應只屬短期，仍

須鼓勵同學明白閱讀的好處及提升他們的閱讀興趣。 

3. 雖然通識科有教授同學於網上搜集資料的技巧，但同學的學習仍未夠主動，尚須

鼓勵同學更多地從網上搜集資料，主動學習。 

 

    

（三）：（三）：（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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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科組推行及組織各項工作，教導學生個人管理的技巧與策略，培訓學生實踐自律守規

的精神，透過推動學生參與及策劃不同的服務、活動與比賽，提升了學生的組織能力、管理

技巧及責任感，同時亦發揮同學間守望相助的精神。此外，本年度繼續透過各項宗教活動與

教學，帶領學生追尋生命意義及良好品格。 
 

(一) 

透過

培養

學生

獨立

自我

管理

技能

，以

提高

自律

能力 

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1. 首次與衛生處合作，於中一及中二級舉辦「成長新動力」課程。學習內容包括情緒

管理、壓力處理、人際關係的建立、溝通技巧、分析及解難技巧、自我認識及建立

健康生活模式等。同學藉此更認識及接納自我、學習處理情緒和壓力，並提升他們

與人相處和獨立自我管理能力能力。 

2. 沿用香港大學心理學系研發的「社交思考及技巧課程」為「班主任課」的藍本。透

過一系列的課堂，如「包容與寬恕」、「處理怒氣」、「化解衝突」等，讓學生有

效學習管理個人情緒及妥善處理人際關係。約 70%的受訪學生表示同意及非常同意

能自我管理、實踐自律守規的校園生活。 

3. 安排學務、校務、培育、訓輔四個部門於校內電腦平台「班主任課」文件夾中，加

入各相關的課堂資料。 

4. 統籌校內資源，編排教師及學生於 RTV 的「價值頻道」節目及「早晨崇拜」中分

享， 接收正面信息，知道正確價值觀，有助他們處理個人問題；推動「律己守

規」活動，全年獲「律己守規」優點的學生超過 400 人次。更有超過 30 名學生獲

全年「律己守規大獎」等，能積極提高學生自律意識。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 

1. 高中性教育宜講得深入，貼近他們面對的性問題，如如何處理沉迷色情網站、男女

朋友相處的底線、如何拒絕男女朋友不合理的要求等 

2. 預防性的活動能有助學生抗衡社會上的不良潮流文化，宜繼續舉辦。 

3. 本學年開設了新的禮賢園圃，為同學提供種植園地。高年級同學主動帶領中一同學

種植蔬菜，並以班際比賽形式進行，成品包括羅馬生菜、車厘茄、南瓜等。來年將

繼續發展環保及綠化教育，讓更多同學有更深體驗。 

4. 與衛生處合作「成長新動力」，對學生有正面影響，建議來年繼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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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籍「

班級

經營

」及

團隊

，培

養合

群守

規、

自重

及勇

於承

擔的

精神 

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1. 強化班本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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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各類多元化的班本獎勵比賽和

活動，如：守時、整潔等，透過律己合群，提高對本班的歸屬感；製作詳細相關的

指引及班主任手冊，提供豐富資料，讓班主任有更多方法，改善學生的自律守規。 

2. 約八成學生認同班主任節安排得很有規律，讓他們處理事情都能井井有條 。 

3. 課後活動共設 30 餘項團隊活動，OLE 學會近 40 項，全面提供多元化的課程及訓練

讓全校同學參與。問卷調查反映 65%學生有恆常參與課後團隊活動，72%學生認同他

們著緊自己的團隊，反映他們對團隊有很大的歸屬感，隊友間亦能互相守望。 

4. 能透過多項領袖培訓活動及交流，培育學生領袖。如推薦中五同學參加《明日領袖

獎》及《香港 200》；培育部與訓輔部及突破機構合辦了「學生領袖訓練：僕人領

袖」第一及第二期，透過訓練營、工作坊、社會服務、台灣生活體驗及考察等活

動，發掘和培養學生的領袖才能，並幫助他們學習耶穌基督的楷模，以僕人的心去

服侍別人，成為謙卑的領袖，以至於效法基督「役於人」。 

5. 連續兩年參與教育局訓育及輔導組舉辦之「多元智能躍進計劃」，通過五日四夜的

消防訓練學校的嚴格訓練，從多元化的學習經驗中培養自律守紀和自我管理的能

力，提昇學生的自信心、紀律、團隊合作精神及抗逆力。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 

1. 與突破機構合辦的「僕人領袖訓練」成效彰顯，參與的學生均表示受用無窮。 

2. 與外間機構合辦領袖訓練好處眾多，機構能提供專業導師啟發同學思維，本校老師

可專注觀察及評估學生的訓練效果。建議下年度繼續發掘與外間機構合作的機會。 

(三) 

讓同

學組

織活

動及

服務

以體

驗律

己助

人、

助人

自助

精神 

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1. 透過各項服務，學生體驗律己助人。社會服務團舉行多次義工培訓及服務探訪、三

次賣旗及兒童之家競技日；舉辦中四及中五各班均參與的「一人一服務」；更於中

三及中四全面推行註冊社會福利處之義工服務紀錄冊，多位同學於一年內參與義工

服務超過五十，甚至一百小時，獲社會福利署頒發「銅嘉許狀」及「銀嘉許狀」。 

2. 學生會、四社、領袖生、輔導學長、團契、OLE 學會等團隊幹事，能讓學生參與帶

領及策劃的工作，提升他們各方面的能力。問卷調查顯示，有 70%的高中學生在活

動中擔任領袖角色，75%為自己所籌備的活動能順利進行感到滿意。 

3. 社會服務團同學與神召會康樂中學「群牽」社會服務團交流，發展出定期服務老人

中心的模式，長期服務長者，勇於委身及承擔。 

4. 領袖生方面，本年度共有 70 位領袖生，由 3 位領袖生長及 5 位副領袖生長帶領，

透過肩擔有關工作，服務學校，發揮領導才能，提升自信，律己助人。此外，本年

度共有約 50 位輔導學長，分組帶領及照顧中一全級學生，並舉辦四次級際集體活

動，充分表現出他們良好的領導力、組織力、表達力及自信心。 

5. 基督女少年軍、社會服務團、紅十字會等隊伍，均能讓學生參與帶領及策劃活動的

工作，提升他們各方面的能力。 

6. 問卷調查顯示，過半高中學生在活動中擔任領袖角色，深感自己在承擔責任中得到

成長，並且為自己所籌備的活動能順利進行感到滿意。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 

社會服務團的服務活動能聯絡固定機構，並長期服務，較散件式服務更有效果，來年

應繼續與長期和穩定的合作伙伴，受助者與學生能建立更佳關係，有助學生建立恆常

的服務心志和該團的長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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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鼓勵

同學

追尋

生命

意義

及價

值，

能自

重自

愛、

律己

愛人 

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1. 首度帶領學生參加渣打馬拉松 10 公里比賽，及突破機構舉辦的「逆旅先鋒 15 公里

野外定向」活動，透過艱苦的體力訓練，鼓勵同學學習堅毅，追求生命價值。 

2. 升學及就業組於中一至中五級推行生涯規劃輔導，幫助學生認識自己、進行自我探

索，建立、檢視及重整個人的學習計劃及事業路向。初中約 70%學生認為生涯規劃

班主任節能引發他們作自我反思並認識自己，更有 70%學生認為該些班主任節能誘

發他們思考未來發展方向與個人的價值，成效頗佳。高中則超過 80%學生認為生涯

規劃班主任節能引發他們作自我反思並認識自己及能誘發他們思考未來發展方向，

及生活目標，有其成效。 

3. 二十位學生參與了與禮賢會恩慈學校(中度智障學校)合辦的「友朋計劃─黃埔軍校

訓練交流」。活動中，本校與特殊學校的學生一起到廣東省接受黃埔軍校的訓練及

參與其他交流活動，在融合的環境裡實踐所學，學習關心別人，達至傷健共融。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  

1. 恩慈學校很歡迎本校繼續與他們合作。活動對學生有良好影響，能讓他們親身接觸

弱勢社群，視野擴闊，影響極佳，往後值得由培育部服務組或社會服務團跟進，籌

辦活動以增加彼此合作及交流的機會。 

2. 透過艱苦運動，能令增進學生對生命的反思，增強毅力及自信。 

 

 

 

 
3.  學生表現  

 
    

學業表現學業表現學業表現學業表現    

    

本校 2013 中學文憑試成績令人鼓舞，考獲最佳成績的同學總積點超過 40 分，而全級最

高分的 10 位同學，總積點皆超過 30 分，其中 3 位更達 35 分以上，表現優秀。至於取得 5

科 2 級或以上成績者高於全港的 73.2%。 

 

應考科目中有十三科合格率高於全港平均合格率，且各科平均合格率更超過九成。核心

科目方面，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及通識教育科的平均合格率高達九成。選修科目方

面，物理、化學、生物、組合科學、中史、歷史、企業會計與財務、視覺藝術及數學延伸部

分(代數與微積分)的合格率均超過九成，成績令人滿意。 

 

應考科目中有六科優良率較全港平均為高，各科平均優良率超過三成。其中，化學、歷

史及數學延伸部分(代數與微積分)有超過 50%同學考獲 4 級或以上佳績。歷史更有超過 60%

同學考獲 4 級或以上超卓成績。至於獲第 5 級或以上比率高於全港平均亦有五科，包括中國

語文、化學、中史、歷史及視覺藝術，實在可喜可賀。 

 

憑著優異的中學文憑試成績，學生能入讀本港大學的心儀課程。以下為本學年同學透過

大學聯招程序入讀本港各院校不同學位課程的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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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大學大學大學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香港大學  文學士  
理學士  

香港中文大學  數學精研  
護理學  
歷史  
日本研究  
社會學  

香港理工大學  管理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物流工程及管理(榮譽)理學士 
測繪及地理資訊學(榮譽)理學士  

香港城市大學  科學及工程學院(科學)  

香港浸會大學  工商管理學士  
社會科學(榮譽)學士  

嶺南大學  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社會科學(榮譽)學士 

香港教育學院  中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  

香港公開大學  商業管理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學業以外的表現學業以外的表現學業以外的表現學業以外的表現    

 

一如以往，學生除在公開試成績令人滿意外，亦在多項學界比賽中連奪多項殊榮。同學

關心社會，極積參與各項活動，並曾就不同議題投稿報刊，本學年有多篇文章獲英文南華早

報刊登，其中亦有文章被選為優秀文章。 

 

另外，本校繼續獲校外熱心人士慷慨捐贈可觀數額的獎學金，全面鼓勵學業成績及公開

試成績優異學生、及學業以外（其他學習經歷）表現卓越的學生，務求學生在各方面均能發

揮自己的優厚潛質，力爭卓越表現。學校每年頒出的獎學金超過二十五萬，獲獎人次超過

500。獲獎詳情可參考本校網站（http://www.frcss.edu.hk），本學年學生在校外獲獎情況

部份摘要如下: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兵馬俑文物紀念品設計比賽 亞軍 6E 鄒翠儀 
北區學聲封面設計比賽  亞軍 4A 阮穎雯 
北區學聲封面設計比賽 冠軍 4A 阮穎雯 
北區學聲封面設計比賽 季軍 6E 張善貽 
「嘻哈柔力達人秀」T shirt 設計比賽 優異 5B 曾萃欣 
「國際合作年繪畫比賽」 香港及世界賽三等 6E 鄒翠儀 
「國際合作年繪畫比賽」 香港及世界賽三等 6E 張善貽 
「國際合作年繪畫比賽」 香港及世界賽三等 6F 陳詩程 
全港中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 優異 5D 梁燕琳 
創意思維襟章設計比賽 冠軍 6C 陸嘉詠 
創意思維襟章設計比賽 冠軍 6C 陸嘉詠 
創意思維襟章設計比賽 優異軍 6F 陳韻茜 
「嘻哈柔力達人秀」T shirt 設計比賽 優異 5B 曾萃欣 
第七屆大學文學獎 » 少年作家獎 少年作家獎 5A 劉振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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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校際專題報道比賽 初中組優異獎 3B 洪雅琳、李詠瑤、吳盈盈、屈尚陶、陳嘉偉 
青年企業家發展局商校家長計劃 卓越表現獎 中四中五 38 位經濟科及企論科同學 
中學數學閱讀報告比賽  二等獎 3E 區美玲 
GenYou-Net 3D 虛擬世界 最具創意大獎 4A 黃啟然 
GenYou-Net 3D 虛擬世界 最佳設計獎(交通工具)  4E 馮梓鴻 
GenYou-Net 3D 虛擬世界 傑出貢獻獎 2A 楊倩茹 
數碼媒體由我創 2013 3D 動畫 中學組季軍 3D 黃啟聰、4A 黃啟然 
iCity 忽發奇 APP 大賽 優異獎及入圍第二階段 4A 嚴皓霆、4B 蔡國華 
保良局歷史博物館開館十五周年全港中學生看圖寫作比賽 優異獎 5B 潘思蔚 
張永賢律師奮進獎學金 創意思維範疇 入圍獎 4A 梁銘佑、4B 鍾鎮禧、4B 葉启航 
北區優秀學生選舉 » 初中級別 高效戰略團隊獎 2B 洪雅琳 
北區優秀學生選舉 » 高中級別 高效戰略團隊獎 5B 潘思蔚 
北區優秀學生選舉 » 初中級別 優異獎 2B 洪雅琳 
接力邀請賽 » 男子組 4X100 米 亞軍 3E 歐陽兆麒、3A 何錦輝、2B 何卓建、2C 張英杰 
接力邀請賽 » 男子組 4X100 米 亞軍 3A 何錦輝、4A 梁立明、4B 葉启航、3E 歐陽兆麒 
接力邀請賽 » 男女子 4X100 米 冠軍 3C 黃曉盈、2B 楊慧林、3A 何錦輝、4B 葉启航 
接力邀請賽 » 男子組 4X100 米 亞軍 4B 葉启航、4A 梁立明、3A 何錦輝、3E 歐陽兆麒 
接力邀請賽 » 女子組 4X100 米 亞軍 2B 楊慧林、1C 葉紫琳、1C 劉善渝、3C 黃曉盈 
2012-2013 校際田徑比賽 » 男丙 400 米 亞軍 2C 張英杰 
2012-2013 校際田徑比賽 » 女乙 200 米 季軍 3C 黃曉盈 
第十屆飛達全港田徑新星大賽 » 女子 97-00 年組 200 米 第四名 3C 黃曉盈 
2012-2013 校際排球錦標賽 » 男子乙組 季軍 排球隊 
大埔及北區校際排球比賽 » 男子丙組 亞軍 排球隊 
中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殿軍 4B 馬詩婷、5B 葉華升、6B 葉中升 
港穗盃跆拳道比賽少年男子 黑帶組輕量級冠軍 2D 溫祖威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導演、舞台效果、劇本、合作、整體演出 戲劇學會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男演員獎 3C 陳浩賢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女演員獎 3B 李泳珊、2A 蘇巧君 
第第第第 64646464 屆香港校際朗誦節屆香港校際朗誦節屆香港校際朗誦節屆香港校際朗誦節    
中五、六年級粵語詩文集誦 冠軍 5A、5B、5F 男女子詩文集誦隊 
中三、四年級粵語散文集誦 冠軍 4A、4B 男女子散文集誦隊 
中一、二年級粵語詩詞集誦 季軍 中一女子詩詞集誦隊 
中一、二年級粵語詩詞集誦 冠軍 中一男子詩詞集誦隊 
中三、四年級粵語詩文集誦 季軍 中三、四女子詩文集誦隊 
中五級女子散文獨誦 亞軍 5E 海淑勤 
中一級男子詩詞獨誦 季軍 1D 黃廣康 
中一級男子散文獨誦 冠軍 2C 賴健心 
中一級女子散文獨誦 季軍 1D 朱念恩 
中一級女子散文獨誦 季軍 1D 劉愷晴 
中五級男子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 5F 羅品德 
中五級男子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 5E 戴寶倫 
中四級男子散文獨誦 優良獎狀 4B 葉启航 
中四級男子散文獨誦 優良獎狀 4E 葉仲仁 
中二級男子散文獨誦 優良獎狀 2C 吳浩然 
中五級女子詩詞獨誦 良好獎狀 5F 吳金娣 
中五級女子詩詞獨誦 良好獎狀 5F 馬嘉琪 
中五級女子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 5C 陳沛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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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男子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 3E 陳譽軒 
中四級女子散文獨誦 優良獎狀 4F 鄭琬游 
中四級女子詩詞獨誦 良好獎狀 4B 梁嘉希 
中四級女子詩詞獨誦 良好獎狀 4E 李明慧 
中五級女子散文獨誦 良好獎狀 5B 黃卓羚 
第第第第 65656565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混聲合唱外語歌曲 優良獎狀 混聲合唱團 
女聲外語獨唱(16 歲以下) 良好獎狀 4F 袁卓瑩 
銅管樂合奏 良好獎狀 管樂團 
女聲中文獨唱(14 歲以下) 優良獎狀 1C 周恩尼 
鋼琴獨奏(三級) 良好獎狀 1D 鄭詠銦 
女聲中文獨唱(14 歲以下) 良好獎狀 1D 葉雯靜 
女聲中文獨唱(14 歲以下) 良好獎狀 1A 黃家瑜 
女聲中文獨唱(14 歲以下) 良好獎狀 1C 劉學妍 
鋼琴獨奏(六級) 優良獎狀 2D 郭敏機 
鋼琴獨奏(五級) 良好獎狀 3B 溫雪兒 
鋼琴獨奏(四級) 優良獎狀 2D 周苡呈 
鋼琴獨奏(四級) 良好獎狀 1D 簡浩銘 
女聲外語獨唱(16 歲以下) 良好獎狀 4A 陸穎詩 
女聲外語獨唱(16 歲以下) 良好獎狀 4A 余泳霞 
琵琶獨奏 良好獎狀 5C 陳沛欣 
女聲外語獨唱(16 歲以下) 優良獎狀 3B 黃樂怡 
女聲外語獨唱(16 歲以下) 優良獎狀 4C 鍾慧玲 
女聲外語獨唱(16 歲以下) 良好獎狀 4D 李佩穎 
 
 

 4. 回饋與跟進   

學校今年踏進了十五周年，十五年來不斷求進，已建立了堅實的基礎及獲得眾多卓越的

成就。學校不論在硬件設施上、在組織管理上、在校風文化的建立上已漸臻完善。 

經歷了本周期的學校發展計劃，透過行政架構的優化，學校不斷自我完善，教師團隊也

培養了更宏觀的視野、更有效的協作文化。同學也能自律自重，建立律己的品格。 然而，

同學在自學主動上，仍見有可改善的空間。 

 透過不斷自我反思及尋索，再結合觀摩本地、國內及國外其他學校的經驗，我們發現問

題的關鍵可能就是傳統的教學模式，一向以教師為主導，學生很容易地在學習的過程中變成

一個較被動的角色，以致學習未盡自主，未盡鞏固。  

 學與教是我們使命的核心，提升課堂的素質必然是最主要的任務。當下，藉著學校參與

了「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計劃」，學生人數減少，教師人手相對充裕的契機下，我們願意在下

一個學校發展計劃周期中，加強力度，勇於一試，跟隨眾多先行者的成功一 ，全力一一課踪

堂的改革：以協同與探究的理念，建構學校成為一個全面及多向度的學習共同體。就上述反

思及回應這重要的任務，新的學校發展計劃將以五年為一周期，其中的關注事項羅列如下

（按優先次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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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建構建構建構建構協同與探究協同與探究協同與探究協同與探究的校園的校園的校園的校園    

� 發展教師專業社群、推動學生協同探究、加強家庭學習支援 

二、二、二、二、    規劃評估中學習的課程規劃評估中學習的課程規劃評估中學習的課程規劃評估中學習的課程    

� 規劃課程剪裁、優化課業設計、重整考測評量 

三、三、三、三、    提升學能與態度的素質提升學能與態度的素質提升學能與態度的素質提升學能與態度的素質    

� 提升學習動機、訓練學習技巧、培養學習習慣 

 

 5. 財務報告  
 

 

A. A. A. A. 全校財政支出報告摘要全校財政支出報告摘要全校財政支出報告摘要全校財政支出報告摘要    
 

各類津貼各類津貼各類津貼各類津貼    / / / / 基金基金基金基金    2012201220122012----2013201320132013 預算預算預算預算    2012201220122012----2013201320132013 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    註註註註    
學校發展津貼 [CEG] 537,792.00 146,200.00  
加強高中課程支援津貼[Enhanced SSCSG] 1,445,791.47 1,445,791.47  
高中課程支援津貼 [SSCSG] 713,520.00 ----  
額外高中課程支援津貼[Extra SSCSG] 250,000.00 ----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 [TRG] 3,781,059.45 2,499,265.19  
通識教育科課程支援津貼 [LSCSG] 71,800.00 8,340.00  
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 173,400.00 171,839.35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163,600.00 91,138.35  
禮賢會香港區會教育部 3,000.00 3,000.00  
禮賢會香港區會教育發展儲備 50,000.00 37,580.00  
Education Endowment Fund 200,000.00 183,700.00  
李葉文慧校長獎學金 5,000.00 5,000.00  
「知其然」獎學金 10,000.00 9,800.00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7,539,627.427,539,627.427,539,627.427,539,627.42    4,570,474.364,570,474.364,570,474.364,570,474.36        
 

各部各部各部各部    2012201220122012----2013201320132013 預算預算預算預算    2012201220122012----2013201320132013 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    註註註註    
學務部 [ AA ] 402,700.00 401,568.14  
校務部 [ SA ] 3,787,000.00 2,190,295.14 * 
培育部 [ SD ] 100,400.00 215,113.14  
訓輔部 [ DC ] 342,000.00 291,121.73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4,632,100.004,632,100.004,632,100.004,632,100.00    3,014,552.153,014,552.153,014,552.153,014,552.15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2012201220122012----2013201320132013 預算預算預算預算    2012201220122012----2013201320132013 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    註註註註    
中文科 20,800.00 21,615.90  
英文科 347,750.00 190,959.80  
數學科 13,700.00 5,710.00  
世界歷史科 1,700.00 1,873.90  
通識科 7,638.00 2,168.00  
地理科 4,700.00 8,070.60  
經濟科 3,300.00 2,570.60  
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 (會計科) 2,200.00 625.60  
電腦科 16,000.00 15,292.00  
物理科 17,000.00 11,687.90  
化學科 31,500.00 22,434.50  
生物科 22,500.00 25,631.30  
科學科 21,600.00 14,343.90  
普通話科 1,000.00 447.70  
音樂科 64,400.00 52,769.90  
家政科 37,000.00 46,730.00  



粉嶺禮賢會中學 2012/13 學校報告 

 

- 14 - 

 

體育科 281,770.00 169,782.20  
視覺藝術科 390,200.00 130,929.10  
基督教教育科 1,000.00 306.50  
旅遊與款待科 2,200.00 290.00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1111,290,458,290,458,290,458,290,458.00.00.00.00    724,239.40724,239.40724,239.40724,239.40        

� 本年度資訊科技支出$525,831.74，由資訊科技綜合津貼(CITG)支付，包括：Cabling 
Switch Upgrade for Campus Network（$299,436.00）、上網服務（$32,460.00）及與資
訊科技相關的消耗品及保養（$193,935.74）。圖書館搬遷工程費為$1,046,504.10。 
 
 

B. B. B. B. 「學校發展津貼」報告「學校發展津貼」報告「學校發展津貼」報告「學校發展津貼」報告    
 

Part iculars  Amount  

1.  Teaching Ass is tant  – Chinese $128,520.00 
2.  Teaching Ass is tant  – Engl ish (56%July  + August )  $17,680.00 

TOTAL $146,200.00$146,200.00$146,200.00$146,200.00    
 
 

C. C. C. C. English EnhancemeEnglish EnhancemeEnglish EnhancemeEnglish Enhancement Schement Schement Schement Scheme    
 

  School Year 2012/13 (HK$) 

(A) Scheduled payment (HK$) (as at approval of 31.7.2007)   208,000 

(B) 
Expenditure on approved measures 

Latest approved 
cashflow 

(as at 31.7.07) 

Expenditures 
paid 

Expenditures 
committed 

  (a) Programmes on drama education for S1-4 students with teachers 
co-teaching 

N.R. N.R. N.R. 

  (b) Programmes on writing, debating and public speaking for S1-6 
students with teachers co-teaching 

N.R. N.R. N.R. 

  (c)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mes for teachers on teaching 
methodology, phonics, phonetics and language arts 

100,000.00 13,500.00 0.00 

  (d) One additional teaching assistant to assist in the development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 materials 

108,000.00 118,400.00 0.00 

  (e) On-line self-learning programmes for S1-7 students N.R. N.R. N.R. 
  Subtotal of expenditures (up to 31 August of the school year)  131,900.00 0.00 
  (I) Total approved cashflow / (II) Total expenditures (up to 31 August 

of the school year)  
208,000.00  131,900.00 

(C) Surplus/(Deficit) for the school year ( = (A)-(B)(II) )   76,100.00 
(D) Interest gained, if any, in school designated account of the Scheme   1.67 
(E) Balance in school designated account (funding in hand) 

 ( = (C)+(D) ) 
  76,1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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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D. D. 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報告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報告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報告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報告    
 

2012/2013 撥款 163,600.00 

支出費用 :  

1. 言語治療 10,494.00 

2. SEN 初中補習班 12,488.75 

3. OLE 學會會費、足球/排球/田徑隊活動費用、各類參觀及考察交通費、

營會營費及交通費等 
68,155.60 

本年度計劃結餘 72,461.65 

加：上學年累積結餘 186,400.00 

減：超額結餘退還給教育局 95,261.65 

截至 2012/2013 計劃結餘 163,600.00  

    

E. E. E. E. 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報告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報告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報告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報告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資助用途資助用途資助用途資助用途    

舉辦機構舉辦機構舉辦機構舉辦機構    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    基金資助下的基金資助下的基金資助下的基金資助下的    

本校本校本校本校    
認可認可認可認可

機構機構機構機構    
本港本港本港本港        境外境外境外境外    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受助受助受助受助
人次人次人次人次    

1.  OLE 文化達人(全年活動) 會費 �  �  1,560 14 

2.  OLE 日本風情畫(全年活動) 會費 �  �  4,125 18 

3.  OLE 韓文學會(全年活動) 導師費 �  �  2,880 15 

4.  OLE 家政學會(全年活動) 材料費 �  �  2,680 13 

5.  OLE 電子學會(全年活動) 會費 �  �  650 8 

6.  OLE 科學真好玩(全年活動) 會費 �  �  1,043.70 14 

7.  OLE 博物遊蹤(全年活動) 會費 �  �  1,454.40 14 

8.  OLE 通識學會(全年活動) 會費 �  �  2,444 15 

9.  OLE 走向自然(全年活動) 會費 �  �  3,252 18 

10. OLE 時光倒流四十年(全年活動) 會費 �  �  1,222 7 

11. OLE 至叻香港地(全年活動) 會費 �  �  1,875 14 

12. OLE 香港深度行(全年活動) 會費 �  �  2,040 14 

13. OLE Jazz Funk (全年活動) 導師費 �  �  1,995 12 

14. OLE 一球成名(全年活動) 會費 �  �  200 12 

15. OLE 中一排球學會(全年活動) 導師費 �  �  1,234.80 9 

16. OLE 跆拳道班(全年活動) 導師費 �  �  1,100 15 

17. OLE 網球學會(全年活動) 導師及交通 �  �  1,597.90 15 

18. OLE 羽毛球學會(全年活動) 導師費 �  �  1,600 11 

19. OLE 籃球技術訓練班(全年活動) 導師費 �  �  945 15 

20. OLE The Rugby Club(全年活動) 會費 �  �  1,185.60 13 

21. OLE 壁球學會(全年活動) 導師及交通 �  �  1,020 10 

22. OLE 乒乓球學會(全年活動) 導師費 �  �  1,350 14 

23. OLE 結他班(全年活動) 導師費 �  �  1,140 11 

24. OLE 小小藝術家塗鴉體驗(全年活動) 會費 �  �  1,810.50 9 

25. OLE 沙畫班(全年活動) 導師費 �  �  1,832 12 

26. OLE 口琴學會(全年活動) 導師費 �  �  2,07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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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資助用途資助用途資助用途資助用途    

舉辦機構舉辦機構舉辦機構舉辦機構    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    基金資助下的基金資助下的基金資助下的基金資助下的    

本校本校本校本校    
認可認可認可認可

機構機構機構機構    
本港本港本港本港        境外境外境外境外    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受助受助受助受助
人次人次人次人次    

27. OLE LEGO 機械人班(全年活動) 會費 �  �  422.10 12 

28. OLE 流動程式設計及編寫(全年活動) 會費 �  �  40.50 5 

29. OLE 版圖遊戲(全年活動) 會費 �  �  275 8 

30. OLE 夢想軌跡(全年活動) 會費 �  �  2,481 11 

31. OLE 動植物粉絲團(全年活動) 會費 �  �  2,588.40 10 

32. OLE 星級化妝班(全年活動) 導師費 �  �  1,540 14 

33. OLE 綠賢行動(全年活動) 會費 �  �  1,387.75 9 

34. OLE 攝影深度行(全年活動) 會費 �  �  1,600 14 

35. OLE 魔術及氣球變法班(全年活動) 導師及材料 �  �  2,790 16 

36. OLE 橋牌學會(全年活動) 會費 �  �  50 7 

37. 6C,6E 大尾篤燒烤及郊遊 交通費 �  �  180 19 

38. 6F War Game 活動 入場及交通 �  �  1,851.50 14 

39. 中六海洋公園活動 入場及交通 �  �  5,088 65 

40. 旅行日(中一至中六) 交通費 �  �  17,448 432 

41. 中一游泳課 交通費 �  �  2,448.70 71 

42. 男、女子排球隊 球衣費 �  �  118.80 4 

43. 足球隊 球衣費 �  �  300 10 

44. 田徑隊 隊衣費 �  �  162 10 

45. 新高中地理野外考察活動(河道考察) 交通費 �  �  439 15 

46. BBS 訓練營 營費 �  �  240 8 

47. 基督女少年軍 50周年社區步操巡遊 交通費  � �  156 6 

48. 生物科野外考察 營費 �  �  738 6 

49. 歷史科中西區文物徑考察 交通費 �  �  57 2 

50. 生物科大帽山考察 交通費 �  �  236.50 11 

51. 運動攀登訓練班 入場費  � �  120 2 

52. 2C 海洋公園教育課程 交通費  � �  31.50 7 

53. 綠色地質生態遊 交通費  � �  76 4 

54. 5A 生物科野外考察 交通費 �  �  228 6 

55. 參觀人類民俗館 入場及交通 �  �  150 6 

56. 鋁線貓製作班 材料費 �  �  15 3 

57. 中文尖子訓練營 營費及交通 �  �  455.70 3 

58. 基督少年軍室內氣槍射擊活動 入場費 �  �  450 5 

59. 領袖訓練營 營費 �  �  1,020 17 

60. 團契職員訓練營 營費 �  �  200 4 

61. 英文朗誦比賽 參賽報名費  � �  45 1 

62. 僕人領袖訓練之台灣考察團 團費  �  � 15,000 15 

63. 中一福音營 營費 �  �  4,200 41 

64. 中六福音營 營費 �  �  4,650 38 

65. 廣東省河源軍事和文化之旅 團費 �   � 13,230 16 

66. 雲南民族文化考察團 團費 �   � 40,270 24 

67. 初中尖子培訓計劃:自悠澳門行 團費 �   � 4,752 12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171,839171,839171,839171,839    13021302130213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