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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璧山中學 
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周年校務報告 

 
1. 學校簡介： 

曾璧山居士桃李滿門，名人輩出，其學生為紀念曾居士對他們的教化及對香港教育

的貢獻，於 1990 年創辦曾璧山中學。本校是香海蓮社轄下的一所全日制政府資助

中學，設有中一至中六級別，提供普通學科及多元化課程，為同學升學及就業奠定

良好基礎，期望培育的學生，能在社會發展所長，為香港及個人創造更美好的前程。 
 

2. 抱負及使命： 
 本校秉承香海蓮社創辦人曾璧山居士有教無類的精神，作育英才的辦學理想，以「慈

悲喜捨」為校訓，致力啟發學生潛能，發展「全人教育」，提供愉快、多元、開放、

自主的學習環境，讓學生多元發展，發揮所長。 
中學階段為人生重要里程。本校重視全人教育，以人為本，透過營造關愛、和諧、

主動積極的校園文化，建立同學正確的價值觀及積極的人生態度。 
 
3. 教育理念 – 「承先賢之德智，啟學子之潛才」 

曾璧山居士師承晚清大儒陳子褒先生，為康有為先生的徒孫，與梁啟超先生屬同門

一脈。曾居士於 20 世紀初移居香港，在香港辦學及進行社會公益事業。 
 
由於每個人的能力與資質各有差異，他們的社經地位，生活習慣亦不盡相同；但不

同資質能力及不同社會階層的人，亦需要有相同的教育機會，這正是「有教無類」

的教育精神及原則。我校致力啟發及培養學生不同的才華，除教授學生知識、懂得

使用資訊科技及通曉兩文三語外，更培育學生有正確的態度、人生觀及可持續發展

的能力；即學生能獨立思考、有責任感、有上進心、能適應社會變遷⋯⋯；但最重要

的是讓學生們長大後，能在社會上正直守規，謀生自立，成為社會的棟樑精英，做

一個真真正正的「人」 － 「璧山人」。 
 
同時，學校亦是學生的第二個家，是學生成長極重要的地方；因此，我們在教導學

生時，除對他們的學術及品格有要求外，亦多給予他們關愛及正面的鼓勵，老師更

要給學生良好的「身教」，令學生能在學校生活中健康、正直地成長。 
 
在香港教育史中，擁有教會背景，傳揚宗教教義的學校比比皆是，但具傳統中國文

化理念的學校卻不多。我校定必以傳統中國文化的美德，為香港未來的發展培育根

基棟樑。「有曾璧山校旗飄揚的地方，就有璧山人的存在」。望「璧山人」能效法

我們的先輩，以傳統中國文化的美德，服務社會、貢獻社會。 
  

4. 校舍設備： 
本校位於沙田，佔地達 4647 平方米，毗鄰馬鞍山運動場，環境優美。本校是一所

全日制男女子中學，學校共有課室 26 個、科學實驗室 5 間、大型電腦室 2 間、禮

堂、圖書館及其他類型特別室共 11 間，全部均有冷氣、電腦、無線網絡及投影設

備。另外亦設有校本輔導支援室，為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資源室。我們有完

善的科教基礎設施，所有課室均已安裝多媒體教學器材，包括實物投影機，且全校

鋪設有線及無線網絡，給學生使用的平板電腦超過 100 部，以便老師利用資訊科技

教學及進行移動學習，提升學與教的效能。加之，學校更為全校老師加設個人網絡

電話，方便老師與校內及校外人士的通訊，加強與家長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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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班級編制： 

在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本校開辦中一至中六，每級三班合共十九班。 
 
6. 行政組織及教職員資料： 

本校已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成立法團校董會，校董成員涵蓋全面，除辦學

團體校董外，尚包括校長、教師、家長及校友校董，對學校的發展進行深入的討論，

透明度高。法團校董會授權校長管理學校，設立『學校行政委員會』，對校內各項

事務作討論及決策，並協調校內其他行政組別的運作。而該委員會成員除包括正副

校長及行政委員會主管外，更包括教師代表，以體現校政民主化，問責性強。另外，

學校藉著「課程發展及成績提升委員會」及「學生發展及培育委員會」兩大委員會，

領導及協調學校不同的行政組別，推動校務，又得各位老師及家長的支持，致令本

校穩步向前。 
 

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本校除校長外，有教師 46 人，絶大部份教師皆具備專

業師資訓練。教師隊伍中，擁有學士學位者 46 人，包括 1 位來自美國的外籍英語

教師，其中 23 人更擁有碩士。 
 

此外，本校本學年更聘有實驗室技術員 2 名、行政主任 1 名、課程技術主任(工程

科學)1 名、美術設計員 1 名、生涯規劃助理 1 名、學生支援助理 2 名、圖書館助理

1 名、資訊科技支援人員 2 名、活動助理 1 名、計劃助理 1 名、文員 5 名、技工 1
名及校工 7 名，以支援學校的運作。 

 
7. 校本管理： 

本校已實行校本管理多年。本校每年均會編撰周年校務計劃書及周年校務報告，而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的周年校務計劃書已經完成，待法團校董會通過即上載於

本校網頁。 
 
本校已實行校本管理多年。本校每年均會編撰周年校務計劃書及周年校務報告，而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的周年校務計劃書已經完成，待法團校董會通過即上載於

本校網頁。 
 
本校運用「學校發展津貼」以照顧學生不同的學習需要，支援課程發展及減輕教師

的工作量。此外，我校亦成功參加了九龍倉的學校起動計劃、教育局的學校支援計

劃及健康校園計劃。這些計劃皆在財政上、人力資源上及專業知識上幫助學校發展。

以上所述，全體老師及學生均得以受惠。 
 
本學年，本校向教育局申請凍結了四個高級學位教師職位及 0.4 個學位教師職位以

申領整合代課教師津貼，再配合其他各項的現金津貼，本校除聘請額外教師及教學

助理外，本校更運用各項津貼，舉辦多元化的學習活動、課後增潤課程、改善學校

的教學設備及資助老師參加大大小小的專業進修課程。 
 
法團校董會為促進學校的發展，加強對學生的關顧，本學年更撥款$100,000 作校本

關愛基金，$40,000 作各項學業的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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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優質學校教育： 
本校強調「關顧教育」，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提高學生的抗逆能力，協助同學掌

握「兩文三語」及最新的資訊科技，為升學及就業奠下紮實基礎。本校著意透過輔

導、品德教育和不同的特色課外活動，如：水上活動、劍撃、步操樂團、舞蹈及啦

啦隊，提升學生的自尊、自信，刻意鼓勵同學參與不同的活動及比賽，且跑出課堂

學習，拓闊視野，繼而發掘潛能，培養對學校的歸屬感，從而建立融洽的師生關係，

啟廸學習。 
 

 本學年是進行「學校發展計劃(2018-2020)」的第二年，學校關注事項以兩大重點為

軸，分別是「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及「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但因本學年先後出現大型的暴力社會運動及新冠病毒肺炎，致學校先後出現停課，

新冠肺炎甚至停課達數月之久，這嚴重影響學生的學習，更打亂了學校原定的多項

計劃。經過各老師的共同努力，整體上各指標已有不少達標。根據學年終老師的問

卷調查顯示， 老師的實際授課節數比上學年減少， 95.6%老師認同自己的課硏或

備課能力有所提升，100%老師認同學校的資訊科技器材能有效用於教學，100%認

同更了解學生的學習表現及難點，更能有效找出改善學生學習成效的方向。95.5%
認同學生閱讀能提升他們對相關課題的認識及閱讀能力。100%中文科老師認同課

程改革能提升同學的學習效能， 100%老師認同師生關係良好及 100%老師認同同

學間是互相幫助，互相扶持。 
 
而學生問卷所示，90.4%同學認同課堂教學流程更暢順，更能掌握課堂所學， 約
90%同學認同跨科學習更生動、更有趣味及易於掌握學習知識。95.2%同學認同師

生關係良好，92.6%同學認同學校有關愛的文化及 90%同學間是互助互愛，近 90%
同學認同自己有思考未來的發展問題及有正面的人生觀，94.5%同學認同學校刻意

推動環保概念及建立綠色校園。 
 

a. 學務及課程發展： 
本組目標要配合教育政策與發展，製訂有效策略以促進學與教。也要關注學與

教效能，不斷完善課程安排、教學策略、及各項與提升學業成績有關的措施。

能善用校外資源，協助老師不斷完善課程安排、製定合適的教與學策略，提升

學業成績。 
 
由於社會運動及疫情的影響，完全打亂了我校的全年發展計劃，我校與外間機

構合作的多個大型社區服務計劃，全部暫停；學生的學習活動，包括正規課堂、

各項的課外活動、制服團隊訓練、校外參觀、甚至連課後補課等，差不多全部

取消。本學年，我校計劃的首次全校大型境外考察活動，老師的海外進修及交

流計劃、與國內姊妹學校恆常交流活動，其他友校到我校的參觀及交流，也因

此差不多全部暫停或取消。 
 
雖然面對如此困難，但我校學生的學習從未止息。在停課初期，我校已對各級

同學進行網上學習，隨著疫情不斷的發展，政府不斷延後復課日期，我校亦開

始利用網上的實時會議平台，為學生進行實時的網上教學，全新的學習及教學

模式亦從此開啟；即使高中復課初期，我校老師仍對中一及中二同級學繼續進

行實時網課，直至現在，部份跨境同學即使仍未能回校上課，但他們仍每天透

過互聯網參與課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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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日常的教學外，我校更過網上實時的會議平台，為學生繼續進行部份的關愛

及訓練計劃。首先，我校繼續安排專業的升學顧問，為中四全級的家長及同學

作一對一的視像面談，進行升學及生涯規劃的輔導，而中四級的「潛才領袖計

劃」之培訓課程，同樣以實時會議平台開展。此外，中五級學生的 U-buddy
英語輔學計劃，更是利用實時的會議平台，同學與身在外國的英語導師進行 2
對 1 的小組學習。 

 
此外，透過教育局對人文學科支援協助生活與社會科製作校本教材、課業以提

升同學學習本科興趣及學習效能項目中，本年度為生社科開設首年，雖然下學

期因疫情停課而學生未有上生社堂，但教材整理仍是進行。綜觀全年，在課程

規劃方面，全年完成 11 個單元教材與課業的製作；建立了人文學科跨科協作(地
理，歷史) ，主要是技能培養的協作；在製作教策和教材上，除了能兼顧知識

和技能培養互相平衡外，在後期製作的教材及課業上對應學生需要多了示範予

學生參考，也有分層設計。在教學策略方面，本科多試行不同策略。上學期進

行了觀課，老師試用了分組、辯論等形式，活動後有分層設計工作紙組織學生

討論重點，工作紙設計能總結所學。另外有常規用 edpuzzle 為預習，增強學生

前備知識。在學生學習方面，因學生前備知識不足，老師課堂上需更多講解，

故最初每單元預 2 堂時間，課時較緊密，無論教與學均感壓力，在中期檢討後，

下學期教材預每單元由 2 堂延至 4 堂以回應教與學的需要。最後在課程領導上，

科主任認真及嚴謹帶領老師製作教材與課業的工作。老師需來自不同範疇的學

歷背景，但經過本年經驗，老師科本知識增强了，掌握較前進步。 
 
生社科所收集學生自評問卷中，以 5 分為非常同意計，同學覺得「教學有趣」

平均為 3.7 分，「教學鼓勵多發言表達意見」有 3.3 分，可見學生對生社意見多

較正面。至於「做功課感困難」有 2.8 分，而「覺內容淺缺挑戰性」 為 2.7 分。

其問卷結果與測驗反映成績大致吻合。整體有 68.4%學生成績合格，而有超過 
65%學生認同本科的有趣達 4 分或以上(以 5 分為滿分) ，成效達標。 
 
其次，透過教育局對英文科的支援，以引入外間資源去協助中五級英文科及加

強本科課程領導的角色。本年度主要協助中五級英文科關於「職業」選修單元

教材和課業的規劃同設計，原本還有實地體驗活動的安排，但因疫情而取消。

此單元為校本新單元，任教同事均認同教材製作完備，學習活動生動也貼近學

生的興趣，課業能照顧不同學生的能力及對應學生學習需要。在學習效能上，

在兩次的作文功課中，中五級大約有 50%學生取得合格或以上的成績(在 21 分

滿分中，取得 9 分或以上)。他們都能夠使用在課堂和讀本文章學到與工作有關

的詞匯和展示對於不同工作的認知。例如，他們能用英語介紹工作的要求、職

責、自身的能力、性格及工作經驗。其他的學生也有盡力應用部分的生字及和

兩次作文要用的格式和語句，但他們的闡釋能力較弱，未能達到字數要求，故

此未能合格。學生表現大致令人滿意。 
 
至於加強本科課程領導的角色，科主任曾 3 次參與相關工作坊，頗有獲益。校

本支援組同事曾於上學期邀請科主任楊庭暉老師開放教室做跨校觀課的交流，

教育局校本支援組高級行政主任也列席觀課，並對楊老師教學無論在教材處

理、課室常規建立、教策運用、課堂氣氛凝造及教學回饋處理均有高度評價。

而學生表現也被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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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透過教育局對通識科的支援，發展出照顧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策略或

課業。照顧學習多樣性支援是第二年，今年支援重點放在難點寫作技巧訓練，

上學期選擇比較和因素兩個題型，在 10 月已進行觀課，主要是檢視寫作教材能

否幫助不同能力學生掌握寫作難點。老師觀察所得，對於中等能力的同學，成

效較顯著，也反映在學生答卷上表現。本安排下學期做其他難點寫作訓練以及

為應屆中六同學做小組解說技巧訓練，但疫情緣故所以全擱置。 
 
對應第二項關注事項是「加強教師專業發展」，增加老師工作坊或跨校觀課經驗

等進行更多專業交流，以增加對不同教學模式的認識，從而加強教師專業發展。

本年度因上本年社會運動和下學期疫情緣故，大部份工作坊均取消。本校今年

只有 9 個人次老師參加由校本支援組舉辦的不同主題的工作坊或跨校交流會

議。 
 
本年度三項支援服務得到老師正面評價，相信各科老師來年能在現行的穩固基

礎上，為締造具質素的教與學而繼續努力。 
 
本學年的周年計劃配合兩項學校關注事項，分別是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

習效能，以及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針對第一項「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本組與其他科組合作舉辦閱

讀周及跨學科學習活動，以提升學習效能。接近八成七學生認同閱讀周及跨科

活動能提升學習效能，亦有八成老師認同跨科活動能為老師創造空間。超過九

成同學及老師認同閱讀能提升學生對相關課題的認識及閱讀能力。此外，本組

利用教育局閱讀推廣津貼外聘導師，為中二級學生舉辦英語閱讀工作坊。接近

八成的學生認為英語閱讀工作坊有助他們掌握閱讀英語圖書的技巧，能學以致

用；另有接近八成半的老師認為工作坊有助學生掌握閱讀英語圖書的技巧。 
 
針對第二項關注事項「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本組舉辦了「健康生活周」，

與不同科組合作於禮堂舉辦與健康生活有關的攤位遊戲，同時展出與健康知識

相關的圖書，還有展板介紹「運動與健康」。中文、英文、數學及科學科在課程

安排上作出調動，教授與健康生活有關的課題。再者，早會亦有好書分享，向

學生宣揚健康訊息。就老師觀察所得，學生於「健康生活周」表現投入，樂意

參與不同類型的活動，亦對相關主題加深了認識。此外，本組與資訊科技組、

家教會合作，擬聘請講者為家長舉辦健康上網或有關課題的講座或工作坊，惟

活動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而取消，但此計劃在來年仍會繼續試行。  
 
本組與各科協作舉辦閱讀及跨學科學習活動，效果良好，惟因社會事件及疫情

關係令部分活動及計劃被迫取消或延期，影響整體閱讀成效。本組來年冀善用

電子平台推廣閱讀，並鼓勵學生利用網上閱讀平台持續閱讀，以提升學科知識

和語文能力。 
 

b. 教師專業發展： 
校方因應學校的發展需要、學校關注事項及現有的人力資源，制訂教師專業發

展策略，以提升專業水平。本組主要以電子郵件通知同事各類的研討會或課程

的資料，讓同事得悉最新的資訊，按個人需要報讀。本校有負責老師統整同事

出外進修和參加講座或工作坊，以免同一日有太多老師公假，影響教學。另外



6 
 

本校備有清晰的紀錄系統，詳盡記錄各同事的培訓資料及時數。 
 
因應學校專業發展需要，籌辦培訓活動，讓教師增加在專業領域的認知及發

展。本年度舉行一次講座，於 2019 年 8 月 26 日邀請楊少榮先生主講「教師敎

學能力的反思機制」。一次參加校外的生命教育，2019 年 8 月 30 日上午到荷李

活戲院欣賞「老師你會不會回來」電影，下午出席台灣王政忠老師主講「尋回

初心，重塑教育」，豐富老師的專業知識。可惜的是，原定三次教師發展日，

因疫情停課而只能舉辦第一次發展日，於 2019 年 9 月 30 日上午邀請陳美美小

姐主講「如何運用靜觀於教育上」，馮文康先生主講「分層支援自閉症的學生

計劃」，下午邀請麥潤生先生、袁詠思小姐主講「從自然環境中推展生命教育」。

根據每次問卷調查結果，超過 80%教師表示「講座對我未來在學校的工作有幫

助」。另外，資訊科技組左錦輝老師也安排了 3 次電子教學工作坊，透過課程，

為教師提供技能培訓。 
 
至於照顧新入職老師方面，由於只有一名新老師，取消了「新入職教師輔導

日」，安排助理校長與新老師講解學校一般運作，提供教學及課室管理方面的

照顧及協助。 
 
教師專業發展組針對校本發展的需要策劃及推行專業發展活動，有關教師專業

發展的課程，本組均盡量以電郵通知老師，希望老師按個人需要報讀。除了教

師專業發展日外，如有其他合適的講座或工作坊，本組均會舉辦。完成每次活

動，均會以電子問卷形式，詢問同事參加發展日和講座後的意見，讓本組參考

和改善。 
 

c. 訓、輔及學生支援： 
處理學生行為偏差問題為訓導組其中一項工作，近年學生行為表現逐漸改善，

加上因為疫情而長期停課，個案數字有明顯下降。個別學生問題包括校內外行

為偏差及缺課等。 
 
過去數年數據被中，被記較輕微過犯(缺點)記錄的學生數字有輕微下降趨勢，

而當中主要是因為欠交功課而被罰，這可能與網課形式授課令老師較難督促學

生準時完成功課有關。至於被記較嚴重過犯(小過及大過)數字則下降較為明

顯，這反映學生守規意識有穩步上升趨勢。 
  
一如往常，訓導組本年度繼續透過舉辦一些具預防性質計劃，旨在強化學生正

面行為，現列舉如下： 
陽光計劃(行為躍進獎、行為良好獎、改過銷過計劃） - 由於疫情停課，本年

度只於上學期進行了一次行為良好/ 躍進獎，成功得到各獎項人數為：行為躍

進有 13 人；行為良好有 50 人，與去年相約；而基於相同理由，參與改過銷過

計劃的學生雖只有 20 人，人數雖少於去年，但已高於去年同期。在成功率方面，

高中銷過情況較低年級理想，反映高年級同學思想漸趨成熟，懂得為自己過錯

負責任。總結而言，陽光計劃具一定成效，除表揚行為良好及改進的學生外，

亦為學生提供違規後改過自身的機會。 
 
來自星星的你獎勵計劃 - 本年度原定五期計劃由於疫情關係，只能完成第一

期，合共 149 人次透過計劃換領禮品(去年全年共約 400 人次)。去年因為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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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減退等因素令計劃效果褪色，因此加強了宣傳，負責計劃的師生除張貼海報

及早會宣傳外，增加進入每班宣傳的環節。唯活動時間太短而難以反映出成效，

來年將再嘗試透過這種方式推廣計劃。此外，亦會把計劃於班主任層面推動，

分配一定數量禮品予各班，透過班主任直接向學生推廣。 
 
健康校園計劃 - 此活動由訓導組及輔導組牽頭，亦包括其它單位如體育科、公

民教育組等配合，透過推行不同的全校性活動，推動學生實踐積極及活躍的生

活模式，並大力鼓勵參與體育運動改善身心健康狀況。計劃涉及多種不同活動，

包括開學初期的『體適能測試』，為各班學生於體育課完成各項體能評估測試，

發現本校 80%以上學生總分能達標。其次為男學生開辦健體班而為女學生開辦

瑜珈班，但由於疫情而停課令活動未能完成。之後由於社會運動關係，原定十

二月份舉辦的全校活力跑改為所活力日，將校外活動改為於校內進行，雖然形

式由跑步變成班際跳大繩、障礙賽及閃避球比賽，但仍能為同學建立有活力的

校園氛圍，而師生亦度過了愉快的一天。至於活力康體日及『活力人生 gogogo
歌唱比賽』，則因為疫情停課而取消，將於來年再舉辦。 
 
引進社區資源，舉辦多元化正向文化活動 - 本學年透過與屯門 YMCA 合作推

行『區本計劃』，為初中級提供課後功輔及增潤班，此計劃亦包含了各級的課後

級活動，原定初中各級於上下學期各舉辦一次。但亦因為疫情停課而令下學期

部分取消。以上學期舉辦的「旱地冰球」活動觀察所見，師生均表現投入，大

大促進彼此之間融洽關係。證明『區本計劃』在提升學生學業成績之餘，亦有

助提升學生歸屬感。 
 
去年社會氣氛及環境出現巨變，對學生造成翻天覆地的影響。無論在其學習、

社交和心理發展方面均產生重大挑戰。訓導組成員及全體教師將繼續秉持專業

態度，共同努力推動學生訓輔工作，為學生建立正面、積極及活躍的生活態度

及價值觀。 
 
輔導組本年度透過個別輔導，在學業、情緒、行為、性格發展、社交和家庭問

題等，協助學生解決在成長過程中所遇到的難題。另外，本年度輔導組積極配

合學校推行「健康校園計劃」，目的是培養學生健康生活習慣、正面的人生觀與

價值觀、生活技能及面對逆境和抗拒誘惑的技巧，從而建構健康校園。最後，

本組亦透過小組、講座、工作坊及群體活動探索等跟進學生共同的問題，以預

防問題的產生。 
     
輔導組老師需跟進轉介予輔導組的個案，作個人輔導。工作包括定期約談案主，

檢討案主問題的進展，提供恰當的輔導和建議，有需要時聯絡社工、家長及其

他老師，以幫助案主處理問題，邁向成長。雖然不是每個個案都取得明顯的成

果，但學生願意與老師分享，避免問題的惡化。另外，輔導組與學生支援組參

與「醫教社同心協作計劃」，建立跨專業協作平台，為有精神需要的學生提供適

切的支援服務，並把超過 10 個有需要的學生轉介至計劃中，使學生得到更多專

業和有效的支援。 
 
本年度是學校參與「健康校園計劃」的第二年，輔導組在計劃中亦擔起重要的

角色，主要在以下方面協助計劃達到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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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令學生深化正向文化，加強抗逆力。在中一級舉辦「正向課程」，配合參與教

育局的「愈感恩、愈寬恕、愈快樂」計劃，教導學生以「感恩」的心把事情放

大，及以「寬恕」的心將過去負面情緒化解，藉此培養學生正向情緒、個人長

處和美德，及追求真實的快樂。而在中二級舉辦「成長新動力」，透過一系列延

續性及專題性的訓練課程,讓青少年更能認識和照顧自己，處理自己的情緒，並

提升他們與別人相處和解决問題的能力。另外在中三級舉辦「壓 GOGOGO 工

作坊」，讓學生學習如何建立正面情緒、品格及態度(包括人際關係、工作、學

習及社會參與等)。 
 
其次要建立和諧校園、營造關愛文化。本組參加了教育局訓育及輔導組的「和

諧校園網絡」計劃，培訓 11 位中三至中五的同學為和諧大使，藉著舉辦不同類

型的活動，向全校學生宣揚和諧的信息，希望同學們之間懂得如何和諧相處。

和諧大使同時參學校社工的「大哥哥大姐姐計劃」，透過大哥姐幫助中一同學的

學習和適應過程，達到助人自助、互相幫助之目的。另外，輔導組亦與生涯規

劃組首次合辦「中六級惜別週會」，讓即將面對文憑試的同學感受到背後有全校

的師生支持，和為他們打氣。藉此鼓勵了跨級別同學互相關懷，營造了校園關

愛文化。 
 
本學年面對「社會事件」和「新冠病毒病」疫情，輔導組和社工為學生、家長

和教師準備了面對事件和疫情的處理指引和錦囊。另外，輔導組和學生支援組

在停課期間安排有需要的學生定期透過 zoom 系統與輔導心理學家面談，進行

輔導工作，使學生能以正向的態度面對困境。輔導組亦在中六文憑試放榜日安

排即時 Zoom 情緒支援，協助有需要的學生。 
 
新移民關顧組配合兩項學校關注事項，分別是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

能，以及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針對第一項「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本組舉辦兩項活動，包括「DSE
應试技巧班」及「英語支援學習小組」，有助同學掌握應试技巧，鞏固基礎，增

強對英語學習的信心，提升學習效能。 
 
針對第二項關注事項「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本組安排了多項活動，包括「新

移民同學暑期適應課程」、「中午鬆一鬆」，活動能建立師生良好關係，讓同學更

投入校園生活。「山頂半天遊」、「國境遊(雲南)青少年交流團」，能擴闊視野，

發揮團隊精神，讓校園生活更充實、更健康。此外，本年度首次開設男女生 wechat
小組，師生在群組內經常交流及支援，突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小組長的投入

參與，增加同學對學校的歸屬感，建立健康、正向的人生觀。 
 
本年度中一至中四級均有新來港同學，他們都積極參與本組舉辦的各項活動，

反應正面。 由於本年度新來港同學不多，教師能進行個別關顧，另小組長及

wechat 群組亦發揮效用，有效與新來港學生建立友伴關係，促進同學對香港生

活文化的認識，並融入校園生活。本年度中六級英語支援小組效果理想，共舉

辦十四次。但因社會運動及疫情關係，初中英語支援服務未能展開，來年希望

能繼續與外間機構合作，並善用網上資源，協助同學鞏固基礎，提升學習英語

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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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支援組主要的工作是照顧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過去一學年，因受疫情

影響, 部份工作未能開展或受影響, 但有賴各持份者的共同努力，本組大份工作

均能順利進行。本組得到教育局的撥款，主要用於聘請老師、教學助理和校外

專業人士為同學提供全面的照顧。 
 
學習上，本組在課餘時間，安排了不同類型的學習活動，以協助同學應付學習

上的需要，及取得較理想的成績。這些活動包括課後的功課輔導和課堂抽離作

個別指導等。而疫情期間, 我們亦安排了同學以 ZOOM 的式, 作網上學習支援。 
 
此外，本組亦外聘專業導師到校，為同學提供專業的指導。外聘服務包括言語

訓練、讀寫訓練、社交訓練及個別輔導服務等。同學普遍樂意參加這些訓練課

程及服務。故來年我們會繼續開辦這些課程。在疫情期間，我們與導師亦作出

應變，訓練計劃採用網上的形式進行，同學並未因疫情影響而錯失訓練的機會。 
 
課外活動方面，本組鼓勵及安排個別同學參加不同類型的課外活動及比賽, 以
發掘同學本身潛能及增強同學的自信心。例如, 本學年與校外機購合作，舉辦

了 YMCA 快樂「球」學計劃, 透過一連串的課堂訓練, 除了加強學員的專注力

訓練外, 同時亦在公開場合讓同學展示作品，提升同學的成功感。此外, 午間的

「周四好戲派」電影欣賞與桌遊活動都深受同學歡迎。 
 
社交及朋輩支援方面，本年度我們繼續參加由明愛康復服務提供的「喜伴同行

計劃」。這計劃能同時給予同學、老師、社工及家長適切的支援，促進了彼此的

互動和溝通，計劃來年仍會繼續參與。此外，本校這學年參加了由教育局主辦

的全校參與照顧自閉症學生計劃，給予自閉症學生全方位的支援。而本組繼續

與本校社工合作推行「師兄師姐計劃」, 讓高年級同學協助照顧初中同學, 在互

動過程中, 彼此都獲益良多。 
 
生涯規劃方面，本組聯同本校生涯規劃組、社工及外間機購, 為本校同學提供

選科及報導院校諮詢服務。此外, 我們亦很高興能參與由協康會主辦的賽馬會

「啓程職聘」計劃, 為本校有特殊學習需要的高中同學提供一系列的生涯規劃

活動。 
 
 最後，回顧過去一年，雖然受疫情影響，但「停課不停學」，本組亦努力為同

學及家長提供適切的支援，這亦有賴各持份者的努力。展望來年，學生支援組

將繼續努力，為同學創建一個共融的學習環境，使同學們能愉快地學習及成長。 
 

d. 課外活動： 
根據學會/小組報告顯示大部份學會/小組集會/活動次數均符合要求(截至 2019 年

12 月上學期)。本學年整合了全校的活動，令學生學習活動更有系統及更有結構，

讓所有同學皆能有較均等的機會參與。因新冠肺炎全港停課，有關活動取消；本

學年的課外活動學生問卷暫停，因此缺乏了部份學生數據以顯示成功準則。 
 於其他的數據統計中：80%同學認同參加了學校的活動，自信心有所提升。

(83.4%)； 
 90%同學認同活動多元化。90%同學認同活動對提升正向文化及歸屬感有幫

助。90%同學有參加不同的比賽(校內及校外)、90%(F.1-5)學生曾參與加學會

以外的活動/比賽、各班參加學校旅行日同學不小於 90%等，因此缺乏了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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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數據以顯示成功準則。 
 本學年繼續聯絡校外團體協辦活動；如地壺球、粤劇跨科活動(花旦頭飾製

作)、躲避盤、、學生(F.3)領袖訓練營(明愛小塘營地)、戶外考察(長洲明愛郊

野學習中心)等。 
 義務工作方面：中一級清潔沙灘、中二級探訪老人院。共他級別因新冠肺炎

停課以致活動取消。 
 制服團體集會時間均統一為逄星期三放學後(約一小時，所有中一及中二同學

均能完成制服團體活動。(截至上學期) 
 
根據校內記錄(截至 2019 年 12 月上學期)，同學於參與學會活動及制服團體活動的

推廣大致滿意，惟境外交流/考察學習活動方面仍需稍加調整以切合同學的需要，

安排更多元化的境外的交流、學習以及服務活動，擴濶視野、發展潛能。藉著「學

生學習協調組」，加強協調及統整同學的課後輔學及活動安排，以安排及協調各級

各班的其他學習經歷活動。整合全校的活動，令學生學習活動更有系統及更有結

構，讓所有同學皆能有較均等的機會參與。安排多元活動；安排多項特色的課外

活動(如：攝影、步操樂團、拉丁舞、劍撃、獨木舟等)，發掘學生不同的潛能，讓

同學的潛能得以發揮 。在全學年成立三次其他學習經歷周，進行更多的跨學科活

動，啟導同學的興趣及能力。 
 
義務工作方面：中一級清潔沙灘、中二級探訪老人院。共他級別因新冠肺炎停課

以致活動取消。上學年時間順利進行了 2 次領袖訓練活動：中三級(3 日 2 夜)領袖

訓練營/中一級領袖訓練日分別於 11 月及 10 月順利完成。此外校方大力鼓勵同學

參與學會/組別的幹事/職員工作，並於 10 月舉行委任狀頒發典禮以示嘉許。希望

藉以訓練一批領袖人物，可擔當不同職務。 
 
境外交流/學習活動：原計劃於 2020 年 4 月 27 至 4 月 29 日訂為「不一樣的學習-
全方位學習週」，為中一至中五級同學安排合共 12 個境外及本地學習活動；期望

培養學生歸屬感、提升學生成就感、讓同學的潛能得以發揮；因新冠疫情有關活

動取消。 
 
2019 年 12 月，社會運動仍十分激烈，國內姊妹學校沐彬中學的石永輝校長及兩

名領導，仍親自到我校探訪，與我校老師進行交流。而校長本人亦於 12 月下旬

北上廣州，與廣州鐵一中學的周校長進行禮節性的拜訪，以維繫兩校的情誼。 
 
2020-21 年開始境外交流/考察學習活動由生涯規劃組葉碧欣助理校長統籌，以便更

有效開拓及使用有關資源支助有需要的同學。 
 
制服團體集會時間均統一為逄星期三放學後(約一小時，所有中一及中二同學均能

完成制服團體活動。因應中一及中二同學人數回升，下學年學校會參加香港升旗

總會，將原有校內每月一次的升旗活動提升為另一支制服團隊。 
 

e. 生涯規劃： 
本學年生涯規劃組推行不少活動，我們相信透過有系統的生涯規劃教育，學生

可以探索自己興趣，激發對工作世界的好奇心，關心自己事業發展，為自己未

來作出明智的選擇。本學年生涯規劃活動成效，現詳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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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是賽馬會「鼓掌創里程」計劃的網絡學校之一，當中我校得到了香港中文

大學教育學院的協助，他們為我校「生涯規劃大使」工作坊提供不少意見及安

排中六學生參觀香港中文大學。我們還運用了此計劃的資源，添置「生涯規劃

室」的設備，令學生可享用更完善的輔導服務。 
 
本組邀請了升學及就業顧問 - 楊兆榮先生到校，為中三級及中四級學生及家長

進行升學輔導的網上面談。透過顧問、家長及學生三方面的真誠對話，一方面

可以讓家長了解子女對未來的想法，另一方面顧問可以為學生提供實際的行動

方案，鼓勵學生向著自己的目標進發。88%中四級家長認為我認為顧問能針對

子女現時的成績和方向，制定個人化的計劃。81%中三學生認同顧問的輔導能

讓我了解高中選科概況。 
 
中六畢業班學生也是我們要關注的一群，本年度，本組負責中六級的週會安排。

在 12 次的週會節中，我們安排了不同地方的升學講座/參觀大專、升學展/申請

海外升學輔導/舊生分享等。82%中六學生認為生涯規劃組的活動有助他們了解

自己的升學及職業志向。95%中六學生認為生涯規劃組提供的多元化升學及就

業講座和參觀，能加強他們對不同升學就業出路的了解。 
 
本組與輔導組合作，為中六學生舉辦「惜別周會」，目的是鼓勵跨級別同學互相

關懷，讓初中學生給中六學生打氣。100%培育組老師認同惜別週會是充滿關愛

的，是令人快樂的。 
 
本校 7 位中五級及 1 位中六的 SEN 學生參加了賽馬會「啟程、職聘」支援計劃，

其中包括「支援不同能力青年職訓及就業配套服務」，以及與僱主建立「伙伴合

作關係」，支援青年於職場實習及開展就業計劃。 
 
下學期原已安排的生涯規劃周、行業探訪、工作體驗，以及向新移民學生介紹

本港學制等活動，因疫情影響無奈要取消。 
 
未來，我們會繼續在 「生涯規劃」 的路上與學生並肩同行，提供更多元的學

習機會，裝備學生；鼓勵學生積極探索，了解自己，接受挑戰；讓學生能為自

己作出明智的升學及就業選擇，並把事業或學業抱負與全人發展和終身學習緊

扣起來。 
 

f. 品德及公民教育及義工服務： 
本校把德育及公民教育定為關注項目之一，因應學生需要和社會發展，有策略

地擬訂全年的工作計劃。本校在初中舉辦「正向課程」，讓學生認識正向心理的

基本理論及學習樂觀思想，減少負面情緒。在中一「正向課程」和中二級「成

長新動力」，以實例引導學生處理自己的情緒，認知生命，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和

待人處事的正確態度，藉此提升品德修養。 
 
配合學校「建立關愛文化 建構健康校園 」，本組舉行了中一「我們這一班」橫

額設計活動、「我們這一班」全校班相制作、中四中五級價值卡活動，超過八成

學生同意這系列活動能增加歸屬感和增進同學間友誼，皆認為明年應再次舉行

此活動，加強關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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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組在各級滲透德育及公民教育的價值元素，本組也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推

行公民及德育，例如「寵物背後」、「義工講座」等。另外,配合學校全年主題「健

康校園 積极人生」進行班際壁報設計比賽，大部分班別也用心參與。此外，原

訂下學期舉行「健康校園 積极人生」班際音樂歌唱比賽因「新冠病毒病」疫情

取消。 
 
本校亦舉辦清潔環保活動，農曆年之前全校進行大掃除。 
 
至於國民教育方面，每個月第一個集隊日及特別日子進行升旗禮及國旗下講

話，但礙於「社會事件」取消了。另外， 6 位 4B 同學參加「基本法大使計劃」

已第二年，礙於「社會事件」教育局取消了大部分活動。 
 
五月安排同学参與基本法網上問答比賽，由於受到疫情的影響，未能在電腦課

堂進行，參與率未如理想；另外，5 位中四基本法大使同學，通過網上報名，參

加了標語比賽。 
 
為了培養同學關心社會、服務社群的關愛精神，本組原安排了中一至中五的同

學參與不同的社會服務。因疫情影響，只在上學期進行了中一清潔沙灘；至於

中二探訪護老院、中三和中五級賣旗、中四全級同學參加義工訓練課程和安排

中五學生自行籌劃等社會服務都無奈取消了。 
 
另外，9 月中推荐 4B 卓莎莎、李敏妍、4C 江文熙和麥可靖申請和富傑     出
學生計劃，其中卓莎莎、李敏妍和江文熙面試成功，並完成小部分活動。11 月

後受到「社會事件」和的疫情影響，部分活動需要取消。 
 
至於一年一度的公益金便服日，讓學生明白一人一分，眾志成城的精神，回饋

社會。 
 
因疫情影響「長者學苑計劃」過去一年原計劃舉行 14 項活動，最後只完成三分

二。 
  
本組於下學期原已安排的話劇、音樂劇、清潔週、厨餘機計劃、電影工作坊、「積

極人生」班際歌唱比賽和社會服務等活動，因疫情影響要取消。 
 

g. 環保教育： 
本校向來重視環保教育的工作。本學年除繼續響應政府呼籲，推行校本節能計

劃，在攝氏 25.5 度以上，才允許班房開動空調；另外，為加強同學的環保意識，

推動環保，在校內各班皆放置回收箱，培養同學回收廢物及循環再造的意識。 
 
很多計劃的環保活動及工程，亦因暴力的社會運動及疫情而取消。 

 
h. 資訊科技及 STEM 教學： 

資訊科技組工作範疇主要分為維護本校資訊科技軟硬件設備及促進資訊科技教

學兩方面，以協助教職人員進行教學及行政職務、提高學與教的效能。本學年

工作主要配合校方兩個關注事項(1. 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2. 活
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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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體上部分計劃已能完成，在關注事項「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上，只有「加強老師教學上及學生學習上的效能」的計劃能達標完成計劃，本

學年初已分別於物理室及科學室安裝了兩塊不同的互動電子白板，於 1 月與使

用該白板的老師面談，他們均認同互動電子白板能加強老師教學上的效能，待

20-21 學年在全校課室安裝互動電子白板時，可向全校老師作出進一步評估。此

外，本學年老師認同學校更新及改善資訊科技的器材，讓老師能善用資訊科技

教學，提升教學效能。在關注事項「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上，只有「加強

學生對具有創新資訊科技的興趣」的計劃能達標完成計劃，去年 10 月 4、11、
18 及 25 日為不同初中同學舉辦不同類型有關 AI 課題的工作坊，超過 80%參與

課程的同學非常同意及同意這些課後活動，能加強自己對具有創新資訊科技的

興趣。 
 
但因下學期疫情令大部分日子停課，部分項目未能完成或未能達標完成，計劃

有待修正及明年再跟進相關計劃，包括: 參與香港教育城「閱讀挑戰計劃」的學

生未能符合評估要求，及不能為家長舉辦健康上網或有關課題的講座或工作

坊。此外，在關注事項「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上，因原定所採

用 HP REVEAL 的雲端程式已停辦，故學生未能透過運用擴增實境(AR)技術製

作閱讀報告，以培養同學的閱讀興趣，需另找其他替代軟件。 
 
本學年本組亦處理不同工作，大部分已完成工作。包括 QEF 校本初中 STEAM
教育計劃於 5 月已成功獲批，招標亦於 6 月已完成，現進行裝修「工程學科教

室」及配置相關設備及物資，及全校課室 touch panel 工程招標亦於 6 月已完成，

現進行裝修工程。在電子教學上，本學年差不多全年處理全校網上學習及 ZOOM
教學事宜，包括為老師及教職員提供指引及工作坊，亦不定時解答他們施行時

所遇到的問題。此外，本組會為全校訂購網上學習所需程式及 ZOOM 教學所需

戶口。再者，為提升老師 IT 教學技能及應對將來有機會停課所需的電子教材及

功課技能，本學年 IT 教學組已於 2020 年 1 月 8 日至 16 日 提供電子教學工作

坊(所有老師須出席其中一場)。 
 
本學年本委員會的各項計劃大體上已能部分完成，部分項目未能完成或未能達

標完成，計劃有待修正及明年再跟進相關計劃。 
 

i. 學生參與校外活動 / 比賽表現： 
我們相信每個孩子都有獨特的個性和潛能，只要悉心栽培，必可成材。近年本

校同學獲取的校外獎項不斷增加，這是經過學校的認真鼓勵，家長和老師的誘

導，同學的積極參與，才能獲此佳績。 
 
即使社會紛亂，我校仍把握讓學生展示潛材的機會，為學生建立自信。2020 年

1月18日，我校中一級同學參加了「第22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2019-2020」
的「微震機械乒團爬山競技賽 2019-2020」，參賽學校眾多，強隊如雲，當天不

乏傳統名校及一級英文中學，我校參賽的隊伍皆以優異的成績獲取一等獎及二

等獎！實難能可貴，可喜可賀！此外，我校老師仍鼓勵及安排同學參加為數不

多的徵文比賽，而「璞璧集」第三冊亦在這困難時刻，付印出版。 
 
一如以往，「璧山人」在這艱難及特別的學年，仍能獲取校外獎項及獎學金，雖

然數量與往年比較大幅減少，但獲獎範疇依舊廣泛，包括學術、藝術、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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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領袖培訓及義工服務等。法團校董會為了鼓勵同學近年不斷努力的成果，

從今學年開始，大幅提升各學科獎學金及榮譽生獎學金，望同學們能更努力學

習，不要辜負校監及法團校董會各校董對你們的期望。 
 

 
j. 學校、家庭及社區 

家長教師會一向以加強家長與學校之間的聯繫為己任，也籌備各種不同的親子

活動和講座，促進學生和其家屬間之感情。 
 
本學年目標有二：是配合學校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推動家長參與各活動以

提升健康人生的關注及推動家長參與學校活動，以加強家長、教師與學校之間

的聯繫和溝通。以下是本年度工作： 
 
為配合學校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而舉辦講座向家長灌輸健康上網的相關知

識，但最終因疫情停課的關係，令已擬定的活動被取消，有關講座如時間配合，

將會於明年再舉行。 
 
為推行家長參與活動以提升健康人生的關注，家教會籌委於中六惜別周會泡製

了黑糖水晶湯圓，以及在事前錄製短片為 DSE 同學打氣及送上祝福。 
 
而在開拓外間資源方面，原先計劃了兩次家長工作坊，也因着社會事件及疫情

停課影響而被取消，有關講座包括正生書院校長陳兆焯博士的「學做家長，做

好家長」，對象是全校家長；以及由循道衛理優質生命教育中心陳穗女士主持的

「如何與 I 世代的子女同行？」對象是新中一學生家長。如時間配合，將於來

年繼續舉行。 
 
另外，為了增加有趣親子活動以吸引家長、學生共同參與，家教會邀請了家長

義工參加烏溪沙岩岸生態行暨海灘清潔活動，協助同學一同清潔海岸垃圾，藉

此希望更多家長義工參與學校活動，以加強家校合作及溝通。 
 
在親子活動方面，由於今年上學期受到社會運動影響，很多課外活動都被取消，

所以上學期沒有特別安排全校性的親子活動給家長及學生，只能安排人數較少

的家教會籌委家庭及顧問，參觀一次大埔「慈山寺」，當天大家都很雀躍拍照留

念及欣賞美景。還有，原定在下學期舉辦的全校性親子旅行，也因為疫情停課

關係，而被取消。  
 
綜觀本學年家教會運作大致暢順，亦將會不斷繼續嘗試開拓外間資源，來舉辦

一些適切家長需要的工作坊及活動。明年學生人數繼續上升，並且家教會會費

將被提升至$100，除了親子旅行外，家長們不需要再額外付款，便可參加家教

會活動，藉此，希望有助提升家長參加活動的意欲，讓參加人數大大提升，更

多家庭受惠。 
 
社區關係組關注提升及擴闊學校形象，並鼓勵同學參與推廣工作，踏出校園，

擴闊視野，藉此發揮潛能，磨練自信，增強辦事能力，促進健康身心。 
 
關於提升及擴闊學校形象方面，本組積極參加社區活動。成功參與社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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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每次派出宣傳資料和物品超過 300 份。在 9/11/2019 於沙田恆生大學，參加沙

田區升中博覽。在 11/1/2020，6 位老師和 14 位同學參加利安邨馬鞍山靈糧小學

的推廣活動。22/1/2020，5 位老師和 10 位同學參加恆安邨馬鞍山聖約瑟小學的

推廣活動。 
 
除了更新宣傳單張，本組製作宣傳海報張掛在校園周邊鐵網籬笆上，希望盡用

各空間地方，增加宣傳效果。近年來，內地新來港同學是我校的重要生源，所

以宜加強對內地新來港同學的宣傳工作，派給全校 145 位新來港同學一份學校

宣傳資料，希望他們把資料傳給有升中學需要的親友。 
 
本組雖然主力於學校宣傳工作，但亦希望藉著各項宣傳活動，鼓勵同學參加，

踏出校園，擴闊視野，藉此發揮潛能，磨練自信，增強辦事能力，促進健康身

心。今年共有 26 位同學參與各社區宣傳工作，現場工作表現積極。 
 
雖然能夠到小學做推廣攤位遊戲，但仍未能夠建立本校與小學之間更緊密聯

繫。其他社區團體的活動亦未必能與本校學生時間配合，導致錯過一些活動。

帶隊亦增加老師的工作量。本組仍會努力尋找更多推廣學校的機會，與社區人

士建立良好的關係，提升學校形象，向外發放學校正面訊息及資料。 
 
 

k. 學生會及校友會： 
學生會向來協助學校籌辦大型的學生活動，在本學年，原有兩個學生會內閣進

行競選，氣氛熱烈。可能因急於求成的不良社會風氣影響，致兩個候選內閣在

競選時皆出現違規情況，雖然違規事件實屬輕微，但校方為了表達競選務須保

持公平及公正，且教導同學正直及誠實的品格比獲取勝利更為重要，故經校方

討論後，同時取消兩候選內閣的參考資格，即本學年學生會從缺。 
 

本校教師與歷屆校友保持良好的關係。數年前，已有熱心校友加入學校法團校

董會，直接參與管理及監察學校運作。本學年原定於 12 月進行首次的校友日，

期望當天各級校友聚首學校，一同回味昔日的校園趣事及與老師暢談閒事，亦

因暴力的社會運動而多翻延期，最後因疫情嚴重要取消，甚是可惜。望未來在

環境許可下能成功舉辦校友日。 
 
9. 結語： 

本學年，檢視各科組，均能配合學年關注事項：「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

能」及「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但因大規模的暴力社會運動及疫情而嚴重打亂

了學校原定的計劃。 
 
曾璧山中學於 2021-2022 學年改名為曾璧山(崇蘭)中學，2023 年，慶祝曾璧山(崇
蘭)中學踏入 100 周校慶。期望未來社會回復平靜，疫情減退，學校能在辦學團體、

老師、家長、眾多機構及同學共同努力下，實踐「承先賢德智，啟學子潛才」的

教育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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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璧山中學 

2019-2020 年度周年報告(成效評估) 

中文科 

 
1. 本學年目標 

目標： 

1. 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2. 深化正向文化，加強抗逆力。 

 
2. 施行計劃的評估 

2.1   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2.1.1  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照顧學習差異， 
改善工作紙，提 
升學生對學習的 
興趣。 

 校內試下學期成績比上學期成績進步。 

    校內成績表中一上學期合格率 79%，中二 
    上學期 73%，中三上學期 62%，中四上學 
    期 56%，中五上學期 72%。可是因疫情停 
    課的原因，年終考試只有卷一和卷二，最 
    後中二和中五卷二更因疫情轉趨嚴重而取 
    消，所以無法評估。根據問卷調查，有 83% 
    同學｢認同自己的中文能力有所提升｣，達 
    到原先設定的 80%，表示同學有所進步。 

 校內成績表 

-購買畢業生 
DSE 答題卷，分 
析上等成績要 
求。 

 今年校方向考評局購買 DSE 成績報告，本科

亦購買 6A 曾敬威(5 等) DSE 答卷，分析後

與學生講解得分技巧。目標是高中校內試下

學期成績比上學期成績進步。中四級上學期

合格率 56%，中五級上學期 72%。如上所

述，因疫情停課而取消部分考試，無法評

估。根據問卷調查，同學認為自己有進步。 

 校內成績表 

    
   2.2  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2.2.1  深化正向文化，加強抗逆力。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中一中二級編 
製文章供同學 
閱讀，透過運動 
員堅毅不屈的 
精神，鼓勵同學 

活出積極人生。 

 目標是調查問卷有 70%同學認為自己的正

面文化有所提升。根據問卷調查，87.5%同

學認同「更了解正向思維，擁有樂觀的態度

及積極面向人生」。達標。 

 

 校方進行持分

者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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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舉辦中文週， 
以「祝福」為主 
題，帶出關懷愛 
護之情。 

 80%同學認同自己有較正面的人生觀。中文

週原定 2020 年 2 月舉行，因疫情停課而取

消。 

 校方進行持分

者問卷調查 

      
3.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的成效 

本科周年計劃均配合學校關注事項，原本根據校內成績和問卷調查結果評估，然而

因疫情停課的原因而無法評估。2020 年文憑試有 67.2%學生獲 2 級(全港 86.7%)，比

去年 50%進步，其中 6A 蔡莉瑩獲 5 等成績。 

 
4. 其他活動 

本科每年均參加校際朗誦比賽，連普通話朗誦，共 23 名學生得獎，2A 莫浩楠、和

6A 蔡莉瑩獲朗誦季軍，3A 梁晉碩獲粵語組季軍和普通話組亞軍，成績理想。3A 林

振翔和 6A 黃萍珠於「國慶 70 周年徵文比賽」獲優異獎。 

 
5. 成就與反思 

5.1 成功項目 
 參加校際朗誦比賽的學生共 24 名學生參加，3 名季軍、1 名亞軍、14 名獲

優良獎，5 名獲良好獎，95.83%獲獎。 
 6 名學生榮獲「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文學之星)」香港賽區優異獎。 

 (3A 林振翔、梁晉碩、黃諾琳、4A 林文杰、6A 蔡莉瑩、錢美維) 

 「國慶 70 周年徵文比賽」優異獎。(3A 林振翔和 6A 黃萍珠) 
 「第三屆香港青少年書法大獎賽」優異獎。(6A 何國芳) 
 「香港中文大學語文教育學會教師節之全港中學生徵文比賽」優異獎。(4A

高嘉欣、6A 錢美維) 
 「鵬程盃第 7 屆朗誦大賽」兩個組別冠軍。(3A 陳俊宇、5B 淦方炎) 
 

5.2 有待改進項目 
 校內成績 
 文憑試成績 
 

5.3 困難、限制與檢討  
(數據分析及理據) 

     語文老師除了日常教學外，還要帶領課外活動，鼓勵和推薦學生參加校 

外徵文、朗誦比賽。今年因新型冠狀病毒而停課 3 個多月，很多活動和 

教學都受到限制和影響。 

 
5.4 改善措施與跟進方案 

針對有待改進的項目，初中高中繼續改善一些以能力主導的工作紙，提高學生

學習興趣和成績，照顧學習差異。鼓勵學生多寫短文，作為｢口語溝通｣1 分鐘

發言的內容。老師善用購買的 DSE 學生答卷，向學生分析答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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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總結及反思 

語文老師非常努力教學，常常思考怎樣提升學習成效，透過鼓勵學生參加校外比

賽，尤其是徵文比賽，提高學習興趣和建立信心。老師按學生需要改善工作紙，

期望在文憑試和校內考試獲取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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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ang Pik Shan Secondary School 

2019-2020 Year-end Report 

English Department 
 
1. Year Objective 

1.1 Release more time and space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raise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1.2 Develop students’ language abilities and habit of independent learning 
1.3 Maximize opportunities for pleasurable and meaningful language learning outside classroom 

 
2. Evaluation 

2.1  Release more time and space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raise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Focus(es) Strategies / Implementation Effectiveness Modes of assessment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taff development sessions to 

be carried out in panel 
meetings. Useful topics 
include catering for learner 
differences, collaborative 
learning e-learning, etc. 

 
 
 As required by school, each 

teacher needs to participate in 
at least one teacher training 
course related to English 
learning and teaching 
organized by EDB or any 
teacher training institutes. 

 Panel head and two teachers shared 

some educational apps and their 

online teaching techniques in two 

department meetings. Concrete 

examples were shown to colleagues. 

 

 Due to class suspension, only five 

teachers attended the workshops 

organized by HKEAA and EDB. 

Three S.6 teachers had a series of  

meetings with the EDB on-site 

support officer to develop 

 The quality of the teachers’ 

sharing 

 Lesson observation by the 

vice principal 

 The quality of students’ 

writing scri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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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es) Strategies / Implementation Effectiveness Modes of assessment 

 
Sharing will be done in panel 
meetings. 
 

 

1. Collaboration among subject 

teachers of the same form 

will be strengthened through 

regular form meetings, 

sharing and collaborative 

lesson preparation (S.5) in 

the hope of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 as well as allowing 

teachers to learn from one 

another. 

school-based teaching materials on 

‘Workplace Communication’. 

 

 S.5 teachers had a series of lesson 

preparation sessions with the guidance 

of the EDB language support officer. 

A set of school-based teaching 

materials about ‘Workplace 

Communication’ has been developed 

and tried out with students. All S.5 

teachers’ lessons have been observed 

by the vice principal and the EDB 

officer.  

  

 Refine curriculum  S.1-2 teaching materials that 
have been modified will 
continue to be used and 
further polished. 

 With the support from EDB, 
S5 will create teaching 
materials for the elective 
‘Workplace Communication’. 

 F3 will continue to have 
curriculum tailoring.   

 

 S.1-2 coordinators have improved the 

format of the school-based 

worksheets. 

 Around half of the S.5 students can 

submit writing scripts that are 

awarded at least 9 marks, which is the 

passing mark in the public exam. The 

remaining half can apply some of the 

 Students’ results and 

teachers’ 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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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es) Strategies / Implementation Effectiveness Modes of assessment 

 

target vocabulary but failed to get a 

pass due to the insufficient 

elaboration. 

 S.3 coordinator has mapped the TSA 

past papers with S.3 scheme of work 

based on different themes so that 

students can recycle the vocabulary 

more effectively. 
 After-school tutorial  S.1-6 English tutorial classes 

will be provided. Form 
coordinators come up with 
the needs of the course 
participants and ask the tutors 
to take a closer look at those 
needs. 

 The attendance of after-school tutorial 

is more than 80% and students 

showed positive response in the 

questionnaires. 

 S.1-5 tutorial classes were canceled 

due to class suspension.  

 It is worth noticing that S.6 tutor 

continued to conduct Zoom lessons 

with students during the DSE study 

break to maintain their exam-taking 

condition.  

 Students’ attendance and 

questionnai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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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es) Strategies / Implementation Effectiveness Modes of assessment 

 

 English Learning Passport  English Learning Passport is 

created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learn English in their 

leisure time. Different areas 

of English learning which are 

not covered in lessons (e.g. 

riddles, UK vs US English) 

are included in the passport. 

Students can earn signatures 

in exchange for gifts by 

finishing the tasks in the 

passport. 

 English Learning Passport was 

created but it was highly underused 

due to class suspension in both terms. 

 Teachers’ observation 

 Newspaper subscription   English newspaper will be 

subscribed so that students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read English outside 

classroom. 

 Students are able to complete the 

amount of news reflection required by 

the department in the first term. 

 Online newspaper accounts were 

given to students for their own 

reading during class suspension. 

 The quality of news 

reflection 

 Phonics skills building  Phonics skills to be taught by 

the NET in S.1-2 aiming at 

getting students familiar with 

 60% of students passed the phonics 

section in oral examinations. 

 Almost all students were willing to 

 Oral exams and lesson 

observations 

2.2 Develop students’ language abilities and habit of independent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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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es) Strategies / Implementation Effectiveness Modes of assessment 

 

the basic phonemes and 

enabling them to decode new 

words by sounding them out. 

read aloud with NET and try to 

pronounce unfamiliar vocabulary 

based on their phonics skills. 

 

2.3 Maximize opportunities for pleasurable and meaningful language learning outside classroom 

Focus(es) Strategies / Implementation Effectiveness Modes of assessment 

 

 AR book reports  With the support of Mr Chor, 

students and English teachers 

will be taught how to do 

book reports in a more 

interesting electronic manner. 

 Because of the sudden class 

suspension in the first time, there was 

no time to teach and complete AR 

book reports.  

 Teachers’ observation 
 Students’ questionnaires 

 English Speech Festival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and 

nominated to join the 

competition. 

 25 students signed up for the 

competition but most competitions 

were cancelled due to the social 

chaos. 

 Practice attendance records  

 Certificates 

 Joint-school oral practice  A joint-school oral practice 

between our school and a 

band 1 school will be held.  

 It was cancelled due to the social 

chaos. 

 Teachers’ observation 

 English Drama Club  An English Drama Club is 

held to let students learn 

English in a more authentic 

 It was cancelled due to the social 

chaos. 

 Teachers’ observation 
 Students’ questionnaires 

 Comments from jud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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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es) Strategies / Implementation Effectiveness Modes of assessment 

 

context. The team will join 

the Inter-school English 

Drama Festival. 
 Thrilling Thursday Attack 

and English Week  
 Thrilling Thursday Attack 

and English Week will be 
held. 

 All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ll 

be involved in different 

activities in the hope of 

creating an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to use English. 

 There was no time and space to hold 

these two events due to class 

suspension and social distancing 

measures. 

 Teachers’ observation 
 Students’ questionnaires 

 English  

video productions 

 One English learning video 

clip to be produced in each 

term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opportunities of using the 

language outside the 

classroom. 

 Scripts have been written by the NET 

but there has been a lack of time to 

conduct training with students and 

discuss the shooting details.  

 Two video prod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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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ffectiveness of addressing the school concerns 

 Release more time and space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raise teaching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NET taking up all the phonics classes reduces the lesson preparation load of other English teachers. 

 EDB officer co-planned the lessons about the ‘Workplace Communication’ elective with S.5 teachers, which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the lesson preparation and enhanced our teaching effectiveness. 

 

 Creating a healthy and vital campus: 

 EPC shared a book about fitness and some techniques of keeping fit in the morning assembly. It cleared students’ misunderstanding 

about nutrition and weight training. 

 A sport-related mini movie was set to be produced in the second term. However, it has to be postponed to the next academic year 

due to the pandemic.  

 

4. Areas for improvements 

 When editing the worksheets, coordinators should proofread more carefully before photocopying worksheets for the whole form.  

 In phonics lessons, not all vocabulary items are inter-related. The NET should put the words into a story so that students can remember 

the meaning of the vocabulary more easily. 

 More efforts must be made to help students be aware of the English learning opportunities in their surroundings, for example, learning 

how to read the bilingual signs and posters in their daily lives.  

 To cope with the potential class suspension in the future, tutors who have a good command of IT can be recruited so that it is possible 

for them to conduct online tutorial lessons during the long break.  

 Since English Learning Passport is underused this year,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it again in the morning assembli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school term. 

 Standardized S.2-3 short writing tasks will be further developed. Useful sentences patterns must be presented clearly in tables together 

with sufficient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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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ifficulties and limitations 

 This is our first year to conduct online lessons with students. Not all teachers can master the techniques very well. It is also difficult to 
monitor students’ concentration when they do not turn on their webcams. More good practices should be shared in panel meetings. 

 Immigrant students find it difficult to follow 100% English teaching instructions in their first year. Their accents also prevent them from 
saying some English words correctly.  

 Students who are not willing to learn English outside classroom show very little improvement in their results.  

 
6.  Overall evaluation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systematic materials on ‘Workplace Communication’, ‘Popular Culture’ teaching materials will be developed 

for S.6 students next year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vice principal.  

 Peer observation culture has been created and it will continue to be encouraged. 

 To maximize the use of the resources in the English corner, an induction of the English corner will be given to S.1 students in which the 

resources including books, board games, DVD, etc. are int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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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璧山中學 

2019-2020 年度周年報告(成效評估) 

數學科 
 
1. 本學年目標 

目標： 

1. 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2. 投入學習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3. 提升老師的教學效能。 

 
2. 施行計劃的評估 

2.1 學生能積極參與聯課活動，提升學習的信心和發掘學生潛能，擴闊師生空間，

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與其他科組合作舉辦跨

科活動或數理科學週，以

達共享人力資源、減省時

間。亦會由數學學會舉辦

一些有趣味的活動，以培

養學生高思維推理能

力；並與圖書館協作舉辦

跨學科主題閱讀周，透過

舉辦閱讀及學習活動，以

提升學習的信心和發掘

學生潛能。 

 透過與其他科組合作舉辦跨科活

動、數理科學週、數學學會舉行

的數學活動，以及與圖書館協作

舉辦跨學科主題閱讀周、健康生

活週，100% 的數學老師認為，

多於七成學生積極參與課堂活動

及聯課活動。而根據校方問卷，

有 89.3% 的同學認同跨科學習

更生動、更有趣味及易於掌握學

習知識，更有學習效能。此外，

有 86.7% 同學認同跨科學習週

能提升他們對課題的興趣及認

識。  

 

 檢視活動記

錄，及透過同

學參與過程中

的表現作出評

估 

優化各類課後補課，按學

生實際需要開設各類課

後輔學班，並以自願性質

進行，藉此發展學生的個

別潛能，以提升學生公開

考試成績，部分級別會進

行小班/分組教學，以提升

師生比例及增加學習效

能。 

 

 因為社會運動及疫情停課，本年

度有開辦補習班的級別，只能完

成 2 次補課；而分組教學組別所

得成績的數據亦太少。因此未能

真實反映課後補課及分組教學所

帶來的成效。 

 

 檢視學生考核

的成績及觀察

學生在課堂之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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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提升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並提升初中學生交齊數學功課的百分比；學生公開試

成績進步，各級成績有進步及老師認同學生的成績有所提升。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課程改革，全面檢視各級

課程，進行統整及剪裁，

並因應不同班別能力，教

授不同程度課程。 

 2019 – 20 年度文憑試，本科合格

率為 55.9%，較 2018 – 19 年度文

憑試 52.6% 的合格率輕微上升

了 3.3%。2019 – 20 年度因疫情

停課取消了 TSA 考試，沒有成績

比較。 

 

 檢視去年及今

年成績，並作

出比較 

優化課堂常規及紀律，並

教授摘錄筆記的技巧；繼

續推行「多小測、易合

格、難高分」的教學策

略，每一至兩星期有班本

簡單小測一次，會因應學

生情況調節深淺程度。 

 

 根據本科數學老師問卷，100% 的

老師認同建立課堂常規，要求同學

摘錄筆記，及推行班本小測，有助

提升同學的成績。由於疫情停課，

所以取消了下學期考測，因而未有

足夠的學生成績作分析有否進

步，只能參考上學期考試成績，有

6 班未能達至 30%的合格率，而有

8 班超過 65%合格率，其中 2 班更

接近 93%的同學合格。 

 此外，2019 – 20 年度文憑試，本

科合格率為 55.9%，較 2018 – 19

年度文憑試 52.6% 的合格率輕微

上升了 3.3%。 

 檢視學生考核

的成績，以找

出學生的困

難，及觀察學

生在課堂之表

現 

選購 DSE 模擬試題習，

亦會幫學生報名參與坊

間機構舉辦的模擬試以

增加實戰經驗，使學生增

強答題能力，又可增強考

試信心。此外，會購買畢

業生的 DSE 答題卷，以

分析考生的強弱及答卷

時的處理能力。 

 

 檢視去年及今

年成績，並作

出比較 

與工程學科合作，為初中

同學(中一、中三)安排相

關學習活動。 

 

 因疫情停課沒有進行相關學習活

動。 

 觀察學生在課

堂之表現 

初中每日家課約 30 分

鐘，學生做功課情況、上

課及小測表現，都會計算

平時分及加強平時分比

 由於交功課情況、上課及小測表

現，都會計算平時分，故大部份同

學都達到老師要求。根據本科老師

 老師觀察及記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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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重，並訂立獎罸制度，以

提升學生學習本科的表

現。 

問卷，全體老師一致認為，初中有

75% 或以上的同學能準時交功

課，而根據校方學生問卷，全校有

80.1% 的同學認同自己能完成家

課、有 83.8% 的同學認同家課量

恰當及有 85.2% 的同學認同課堂

所學的內容能有效完成家課。 

 

 

2.3 提高教師的教學效能。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鼓勵同事參加有關本科

的在職培訓課程、研討會

或工作坊，以及擔任文憑

試閱卷員。 

 

 因為社會運動及疫情，只有 29% 

數學老師達至全年數學科制定

進修的目標。 

 察看老師進修

時數及透過老

師回應檢討成

效 

透過進行同儕觀課，分享

同事的教學經驗，並鼓勵

同事參與其他學校舉行

的公開課暨教學交流分

享活動，藉此加強老師課

研及備課的能力。 

 全體數學科老師認同參與有關

本科在職培訓課程、進行同儕觀

課或參與其他學校舉行的公開

課暨教學交流分享活動，可加強

老師課研及備課的能力，並增加

老師教學交流的機會，從而令學

生投入課堂及達至最高學習效

能。 

 

 從老師的教學

表現、互相協作

及觀課後的討

論反映 

 

3.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的成效 

關注事項(一)：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中六學生公開試成績有 3.3% 輕微的進步，另外 100% 的數學老師認為多於七成學

生積極參與課堂活動及聯課活動。學生方面，有 89.3% 的同學認同跨科學習更生動、

更有趣味及易於掌握學習知識，更有學習效能，亦有 86.7% 同學認同跨科學習週能

提升他們對課題的興趣及認識。 

 

 

 



30 
 

4. 成就與反思 

4.1   成功項目 
 跨組學習活動，喜見學生積極參與和認同。 
 學生已適應本科的學習常規，包括抄寫筆記及進行多次的班本小測。 
 初中每日的家課政策，各級學生做功課情況、上課及小測表現，學生學習

態度有好的改變。 
 

4.2  有待改進項目 
 公開試成績。 
 校內成績。 
 籌辦更多跨科組活動。 
 鼓勵同事多使用網上資源，並積極嘗試製作校本資訊科技教材，配合適切

教學計劃，照顧不同能力學生的需求。 
 老師進修。 
 

4.3  困難、限制與檢討  
     (數據分析及理據) 

由於近年派位學生成績欠佳及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人數不斷增加，所以學生

學習差異性很大，科任老師已積極檢視教學課程，剪裁課程，但全港中學數學

課程於下年度中一起修改，老師亦需重新剪裁調配課程。 

 
4.4  改善措施與跟進方案 

 檢視教學課程，加強操練學生較易掌握的題型及教授作答得分技巧。 

 鼓勵老師學習/探索更多教學新模式。 

 跟進與工程科合作計劃，落實執行。 

 
5 總結及反思 

各項計劃因疫情停課未能全部推展，希望來年能繼續跟進相關計劃，改善未盡完

善的項目，以達到教學相長的果效，在文憑試、TSA 和校內考試均能獲取佳績，

及提高增值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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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璧山中學 

2019-2020 年度周年報告(成效報告) 

通識教育科 
 
1. 本學年目標 

   目標： 

  1.擴濶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2.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3.加強學生對不同議題的認識 

  4.善用策略以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2. 施行計劃的評估  

2.1 擴濶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通識科將與其他

科組合作舉辦跨

科活動，以達共享

人力資源、減省時

間。同時，希望學

生可以在跨科活

動中把知識融會

貫通，以提升學習

效能。 

 上半年因社會運動、下學期因疫情，故本

年度未能舉辦任何跨科活動。 

 

 活動次數 
 學生於活動

後進行問卷

了解活動成

效 

中六補課將以自

願性質進行，讓有

需要的學生進行

補課，以提升學生

公開考試成績，也

令本科合格率有

所提升。 

 本年度原訂中六補課因疫情而未及進行。  考試成績 

 

2.2 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通識科將帶領學生

多參與體驗式活

動，讓學生更關心

社區，建立正面價

值觀。同時，亦期

 原安排體驗式活動包括「剩菜回收體驗工

作坊」及紅十字會辦「戰區 90」，活動因

疫情而取消。 

 

 參與人數 

 學生自評 

 



32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望可以提升學生心

理及社會健康。 

 

2.3 加強學生對不同議題的認識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透過學生做議題搜

集和恆常每星期報

章閱讀，加強學生對

不同議題的認識。 

 學生只完成一次議題搜集，最困難之處

是課時不足令學生未有匯報機會，而學

生搜集水平也甚參差。至於中四於上學

期能做到恆常每星期報章閱讀。而下學

期因停課未能夠做到報章閱讀。而中五

級學生時事測驗合格率超過 80%，中四

級表現較遜色，只有 53%合格。  

 因學期完結時停課太急而未能做學生

自評。 

 學生自評 

 時事測驗表

現 

 

2.4 善用策略以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策略/工作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善用更多照顧學習多

樣性的策略，特別針

對能力欠佳的同學而

製定適切的教學策略

及課業，以提升其學

習效能。 

 照顧學習多樣性支援是第二年，今年支

援重點放在難點寫作技巧訓練，上學期

選擇比較和因素兩個題型，在 10 月已

進行觀課，主要是檢視寫作教材能否幫

助不同能力學生掌握寫作難點。對於中

等能力的同學，老師認為成效較顯著。

本安排下學期做其他難點寫作訓練以

及為應屆中六同學做小組解說技巧訓

練，但疫情緣故所以全擱置。 

 考查學生能

否完成習作

及其做習作

之水平。 
 觀察他們在

課堂之表現。 

 在測驗及試

後會議中檢

討學生的成

績。 

老師訓練學生利用筆

記摘錄概念、答題技

巧及議題知識以備溫

習之用。 

 在培養學生關心時事的習慣及寫筆記

習慣有限度地在上學期能開展，大部份

老師都有要求學生，部份老師也會教學

生如何寫筆記，但論能有自主寫筆記學

習習慣的學生還是只佔小數。 

 因學期完結時停課太急而未能做學生

自評。 

 學生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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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的成效 

本學年的周年計劃是(1) 擴濶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在學習效能上 

使用的教策略見成效，但仍要繼續優化各教與學策略。 

 
4 成就與反思 

4.1   成功項目 

 特別針對能力欠佳的同學而製定適切的教學策略及課業，以提升其學習效能

初見成效 

 中五級學生對時事關注度有所提升 

 
4.2   有待改進項目 

 學生未能建立抄筆記的自學習慣 

 
4.3 困難、限制與檢討 

 學生自學習慣需要較長時間培養 

 
4.4 改善措施與跟進方案 

科組明年續得到教育局特殊教育組支援，老師會學習更有效提升能力較弱同學的點

子，以提升他們學習效能，希望能再提升公開試合格率。另外，要加強學生做自習

筆記的意識及訓練，著意整理可溫習的議題為本的資料，令學生提升答題質素。嘗

試策劃跨科活動，希望學生可以在跨科活動中把知識融會貫通，以提升學習效能。 

 

5 總結及反思 

來年仍以文憑試合格為努力的目標。要加強學生做自習筆記的意識及訓練。另方面

善用資源增加更多體驗式學習活動，以加強學生學習興趣之餘，也更關心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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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璧山中學 

2019-2020 年度周年報告(成效評估) 

中史科 
 
1. 本學年目標 

目標： 
1. 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2. 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深化正向文化，建立健康正面人生觀。 
3. 加強學生對國史的認識，培養國家民族的認同感。 
4. 提升教師專業發展 

 
2. 施行計劃的評估 

2.1  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中國歷史科將與其他科組

合作舉辦跨科活動，以達共

享人力資源、減省時間。同

時，希望學生可以在跨科活

動把知識融會貫通，以提升

學習效能。 

 

 

因應學生學習能力，調節家

課的深淺程度及減少份

量，為學生創造空間，令學

生有自信完成功課，同時提

升學習效能。 

 

 

 

 

 

 

 

 

與圖書館合辦「主題閱讀

周」，鼓勵學生課餘多閱讀

課外書，培養其讀史興趣及

提升其對歷史認識。 

 上半年因社會運動取消人文學

科週，下學期因疫情取消西安

考察團，故本年度未能舉辦任

何跨科活動。 

 

 

 

 

 下學期停課太急，本科未能做

到學生自評問卷。上學期老師

認同學生課業量能配合學生需

要。而下學期停課期間配合校

方安排每星期用電子教學片段

配合課業發放予學生，課業主

要是選擇題加短問答，各班一

致，老師認為大部份學生能完

成功課。而學校學生自評問卷

顯示 83.8%同學認同家課量恰

當，80.1%同學認同能自己完成

家課 。 

 

 下學期停課太急，本科未能做

到學生自評問卷。在上學期初

中各級均完成一次閱讀報告。

而學校學生自評問卷顯示

90.8%同學認同閱讀能提升他

 活動次數 
 學生於活動後

進行問卷了解

活動成效 

 

 

 

 

 學生問卷調查 

 

 

 

 

 

 

 

 

 

 

 

 

 學生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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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們對相關課題的認識及閱讀能

力。 

 
2.2  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透過歷史人物或事件能培

養積極向上，健康正面的價

值觀。 

 下學期停課太急，本科未能做

到學生自評問卷。而學校學生

自評問卷顯示 88.6%同學認同

自己有較正面的人生觀。 

 學生問卷調查 

 
2.3  加強學生對國史的認識，培養國家民族的認同感。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學生參加由本科舉辦的國

內文化交流團，讓學生親自

接觸歷史名勝古蹟，透過實

地考察，體驗古人情懷，建

立對國家民族的歸屬感。 

 下學期因疫情取消西安考察

團，故本年度未能舉辦任何國

內文化交流團。 
 

 

 學生問卷調查 
 

 
2.4    提升教師專業發展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鼓勵本科教師參加培

訓課程或參與校外觀

課，作專業交流，提升

老師科本知識和教學

法。 
 

 中一為新課程，老師有報名參

加培訓，但因報名人數眾多，

只有一位老師能接受培訓，其

餘的培訓課程 均因疫情而取

消。 

 老師調查 
 
 
 
 
 

 
3.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的成效 

今年活動和計劃項目多因上半年的社會運動下學期的疫情而取清，未能整全檢視成

效。 
 

4. 成就與反思 
 
4.1  成功項目 

 今年活動和計劃項目多因上半年的社會運動、下學期的疫情而取消，未能

整全檢視成效。 
 

4.2  有待改進項目 
 來年高中歷史科因選修人數太少而未能開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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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困難、限制與檢討  
(數據分析及理據) 
在以往中史科問卷調查顯示，有三成半同學認為學習中史有困難，主要原因依

次是內容相近、易混淆、資料太多、不懂答題和太著重思考。本科課程涵蓋廣

闊，學生覺得背誦甚多，是令學生在選修卻步的原因。 
 

4.4 改善措施與跟進方案 

基於 5.3 所提出的困難，來年任教初中老師課堂教學增加互動及趣味性；調節初

中卷別資料題量和難度，令普遍學生，特別是勤力的學生成績能有所提升，增

強他們修讀本科的信心；強化學生了解本科在公開試合格率超過 8 成的認知；

著力舉辦有趣的聯課活動以吸引學生興趣，如設「中國歷史趣味談」在課餘增

設學生有興趣的話題作主題講解或工作坊。 
 

5. 總結及反思 
本學年本科的各項計劃多因社會運動和疫情而取消。來年會續辦各項活，以提升同

學的學習興趣，增加學生選修中囸歷史也將是來年重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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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璧山中學 

2019-2020 年度周年報告(成效評估)  

地理科 

 
1. 本學年目標 

目標： 

1. 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2. 加強高中學生對實地考察的認識。 
3. 擴闊學生眼界，提升學習地理興趣。 

 

 
2. 施行計劃的評估 

2.1 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跨科活動 

「人文學科週」 

 不達標。「人文學科週」原本安排在 11 月

11 至 15 日舉行，以達共享人力資源、減省

時間。同時，希望學生可以在跨科活動把知

識融會貫通，以提升學習效能。惟該時有社

會運動進行，未能帶領學生外出進行參觀，

因而延期至下學期舉行。然而，下學期則受

疫情影響而繼續擱置活動。 

 活動問卷 

跨科教學活動 

 

 

 地理科將與其他科組合作，把相關的教學

內容整合，合作教授相同或類近主題，以

提升學生學習效能及興趣。 

 

 中二級（地理科及中文科）──不達標 

課題：自然災害──地震 

中二級地理及中文科原訂於下學期間進行

此課題跨科教學。因疫情緣故，部份課堂

內容轉為網上授課，未能配合教學活動一

同進行，因此擱置跨科教學活動。 

 

 中五級（地理科及化學科）──不達標 

課題：對抗饑荒──農業肥料 

由於下學期因疫情緣故，部份課堂內容轉

為網上授課，未能配合跨科實驗活動一同

進行，因此擱置跨科教學活動。 

 老師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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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中六補課 

 

 

 高中補課將以自願性質進行，讓有需要的學

生進行補課，以提升學生應試能力。學生對

中六補課都有正面回應。 

 

 100％同學非常同意及同意「地理科補課能

增加我答題的信心。」 

 100％同學非常同意及同意「地理科補課能

幫助我溫習。」 

 75％同學非常同意及同意「地理科補課能

提升我的應試能力 。」 

 學生自評問卷 

 
2.2 加強高中學生對實地考察的認識。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實地考察活動 

 

 

 達標。本學年中六級學生參與了可觀自然教

育中心的考察活動。中心的導師十分專業，

以有趣的方式帶領考察活動，讓學生能投入

其中。當中學生問卷正面，大部分學生均滿

意此學習活動： 

 

 83.3%非常同意能增加對地理課題的了解。 

 83.3%非常同意能有助加深對實地考察的

了解。 

 75%非常同意能加深對使用考察儀器的了

解。 

 100%非常同意導師講解清晰。 

 91.7%非常同意活動內容豐富。 

 58.3%認為「機會與風險」內容較吸引、

41.7%認為「可持續城市」內容較吸引 

 91.7%非常同意活動值得再參與。 

 

此活動富有意義，來年應繼續舉辦，以讓高中

學生應付文憑試實地考察試題。惟安排活動時

應盡量減少對其他課堂的影響。 

 活動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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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達標。本學年中五級學生參與了「有機農場

考察活動」，到訪「豐盛有機農莊」參與實

地考察活動。莊主為學生講解有機農場的運

作及基本原理，更讓學生一嘗當農夫的滋

味。當中學生問卷正面，大部分學生均滿意

此學習活動： 

 

 71.4%同意有助加深對實地考察的了解。 

 

活動富有意義，來年應繼續舉辦，以讓高中學

生應付文憑試實地考察試題。惟安排活動時應

盡量減少對其他課堂的影響。 

 活動問卷 

 
2.3 擴闊學生眼界，提升學習地理興趣。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台灣地理遊學

團 

 

 

地理科計劃舉辦「台灣地理遊學團」，期望在遊

學團中可以提升以下高中地理課題的了解及興

趣： 

 C1 機會與風險—－居住在災害頻生的地區

是否明智之舉?  

 C2 管理河流和海岸環境：一個持續的挑戰  

 C4 建設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城市－—環境保

育與城市發展是否不能並存? 

 

活動不達標。由於下學期受疫情影響，取消所有

海外交流活動，因此活動將會擱置。 

 活動問卷 

 
3.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的成效 

在擴闊師生空間方面，本學年透過跨學科合作項目，整合學科共通知識，以達共享

人力資源、減省時間。本學年爭取參加不同校外活動，增加科組的資源，以為學生

提供更多學習機會，例如「人文學科週」、跨科教學、考察及培訓計劃。希望學生可

以在跨科活動中把知識融會貫通，以提升學習效能，整體成效不俗。 

 

在提升學生學習效能方面，本學年透過不同方式提升學習效能。高中同學的學習態

度參差，本學年舉辦及參與了多個活動，針對新高中相關課題，期望能提升學習動

機及效能。例如可觀自然教育中心的三日兩夜考察活動及參觀豐盛有機農莊均可有

助提升學生對文憑試實地考察題目的了解，對他們應考文憑試有極大幫助。另外，

在公開試前，老師亦為學生進行補課。由於受疫情影響，中六級學生的補課轉為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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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補課，希望增加學生應試信心，能於公開試取得較理想的成績。 

 
4. 其他活動 

除了計劃內的活動，本學年亦參加了其他活動，以擴闊學生的視野。惟部份活動因

疫情而取消，已參與的活動包括： 

 2019－20 有機大使培訓計劃 

 參觀賽馬會氣候變化博物館 

 植物保育工作坊 
 

5. 成就與反思 

5.1 成功項目 
 實地考察活動成效不俗，來年應繼續參與校外考察中心的活動。同時，亦

應自行帶領高中學生參與。 
 來年可繼續與不同科組合作，舉辦不同教學活動。 
 為高中同學設立的課後補課活動，來年可繼續進行。 
 

5.2 有待改進項目 
 初中學生的參觀活動因應人文學科週擱置而取消，因此，初中學生沒有地

理科相關的外出活動，來年應優先安排。 
 由於高中實地考察活動為三日兩夜營，來年盡量安排在其他學習經歷週或

學生假期進行，以免阻礙課堂時間。 
 

5.3 困難、限制與檢討  
   (數據分析及理據) 

本學年高中各班均安排了外出活動，而初中則未能做到每級安排一次考察或參

觀活動。主要限制是受疫情影響，原訂的外出活動全部取消。例如：人文學科

週、參觀益力多廠、元朗排水繞道生態保育導賞團、台灣地理遊學團等。希望

來年由級聯絡老師負責該級的活動統籌工作，及與其他科組合作，以增加同學

外出學習的機會。 

 
5.4 改善措施與跟進方案 

在考察日期方面，新學年申請實地考察活動將優先選擇學生假期、其他學習經

歷週或試後活動期間進行，以免阻礙其他課堂。在安排初中外出活動方面，將

與來年各級統籌協商，而科主任可聯絡人文學科內其他科目合作，以增加資源

籌備學習活動。 

 
6 總結及反思 

回顧過去一年，地理科積極籌劃不同的活動讓學生參與，以提升學生對本科的興

趣及學習動機。總括而言，各項計劃尚能順利推行，不少活動亦得到學生的正面

評價。校內同學對修讀本科仍充滿興趣，但班內學習差異問題似越來越嚴重，來

年科任老師或需為此找出相對應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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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璧山中學 

2019-2020 年度周年報告(成效評估) 

歷史科 
 

1 本學年目標 

目標： 

1.擴濶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2.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2 施行計劃的評估 

2.1 擴濶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利用多元電子學習平

台，提升同學學習歷史的

自主性及動機。 

 

 在學生自評問卷中，有 73.1%同學

使用電子學習平台後認為能加強

對學習歷史的自主性及動機； 

 老師觀察到在多元電子學習平台

的應用下(如 Kahoot!、Quizizz

等)，同學的學習動機有所提升，

但自主性方面未有明顯增長。 

 

 學生問卷調查 

培養同學在課堂上主動

做筆記的習慣，以提升學

生學習效能。 

 由於本年度停課時間甚長，故未

有進行相關學生問卷調查； 

 在較好班別當中(如 3A 班)，老師

觀察到同學在課堂上有主動做筆

記的習慣，但不是所有人； 

 而在老師的要求下，幾乎所有同

學均能做筆記，學生學習效能有

所提升。 

 

 學生問卷調查 

提供多元化歷史學習活

動，加深歷史知識，提升

對學習歷史的動機。 

 

 由於本年度停課時間甚長，故未

有進行相關活動； 

 學生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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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從歷史興亡得失，鑑古知

今，培養積極向上，健康

正面的價值觀 

 在學生自評問卷中，有 88.6%同學

認同自己有較正面的人生觀。 

 學生問卷調查 

 

 

 

3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的成效 

由於本年度停課時間甚長，故未有進行學生問卷調查，成效未能反映。 

 

4 其他活動 

本年度未有舉辦其他活動 

 

5 成就與反思 

5.1 成功項目 

本年度停課時間甚長，成效未能反映。 

 

5.2 有待改進項目 

中三同學擬選修歷史之人數仍然偏低，以致未能成功開辦高中歷史科，老師要

加強課堂教學趣味性。 

 

5.3 困難、限制與檢討 

     (數據分析及理據) 

部份學生學習動機不足，對歷史無甚興趣，認為歷史科實用性低。 

 

5.4 改善措施與跟進方案 

因應學生的程度而作出課程剪裁，輔以適當的視聽教材，例如電影和歷史紀錄

片，課堂上增加互動性，令學生對學習歷史科興趣提升；課後亦須加強歷史學

習活動，如電影會，啟發同學對學習歷史的興趣。 

 

6 總結及反思 

來年加強課堂學習效能及趣味性，增加更多有趣課後活動，以加強學生學習興趣，

提升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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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璧山中學 

2019-2020 年度周年報告(成效評估) 

經濟科 

 
1. 本學年目標 

目標：  

1. 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2. 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3. 培養學生批判性思考，讓學生成為有識見和具獨立思考的公民。 
4. 進行探考究式學習，鼓勵學生運用學科知識分析生活現象。 

 
2. 施行計劃的評估 

2.1 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針對學生的學習特性及差異，

調適課程內容。 
 因疫情突然停課，未及進

行學習評估問卷調查。 
 學習評估問卷 

加強各級小測及評估，以強化

學生經濟概念。 
 上學期的社會運動和下學

期的疫情，以致教學進度

受阻，因此加強各級小測

及評估的進行，只略見成

效。 

 測驗簿 

 學習評估問卷 

提升課堂互動性，增加課堂互

動教學策略的運用。 

 因疫情突然停課，未及進

行學習評估問卷調查。 
 學習評估問卷 

本科將與其他科組合作舉辦人

文學科週，以達共享人力資

源、減省時間。希望學生可以

在跨科活動中把知識融會貫

通，提升學習效能。 

 因疫情突然停課，未及進

行學習評估問卷調查。 

 學習問卷調查 

 
2.2 培養學生批判性思考，讓學生成為有識見和具獨立思考的公民。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以小組學習形式，鼓勵學生互

助指導。 
 上學期的社會運動和下學

期的疫情，以致教學進度

受阻，故未能經常以小組

學習形式上課。 
 因疫情突然停課，未及進

行學習評估問卷調查。 

 老師觀察 
 學習評估問卷 

培養學生在課堂前後做筆記

的習慣，以提升學生的自學

能力。 

 上學期學生學習做筆記，

略見成效。下學期以網課

為主，未能監察學生做筆

記的情況。 

 學生筆記簿 
 學習評估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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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因疫情突然停課，未及進

行學習評估問卷調查。 
 

2.3 進行探考究式學習，鼓勵學生運用學科知識分析生活現象。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跨科組環保境外考察活動 

旅遊與款待科: 學生要於活動

中要了解對環保旅遊特色、了

解旅遊業的環保措施及分辨高

恆旅客模式的旅客類型 

經濟科: 讓學生親自發掘旅遊

業對本地生產總值的影響、匯

率如何影影出口(服務及貨物) 
及探討本地生產總值與人民生

活水平的比對 

圖書館: 提供閱讀材料以加強

學生對考察地點及本科課題的

認識 

 
公民教育組：學生要於活動中

要了解環保的重要性，人類與

大自然如何相關 

 因疫情關係，所有交流活

動全部取消。 
 老師觀察 
 學習評估問卷 

 
3.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的成效 

關注事項一: 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所有項目未能完成。 
 
關注事項二：培養學生批判性思考，讓學生成為有識見和具獨立思考的公民。 

 所有項目未能完成。 
 
關注事項三：進行探考究式學習，鼓勵學生運用學科知識分析生活現象。 

 所有項目未能完成。 
 

4. 其他活動 

沒有其他活動 

 
5. 成就與反思 

5.1 成功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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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學期的多小測和培養學生課堂前後做筆記策略初見成效。 
 

5.2 有待改進項目 
 本學年本校及跨校活動亦未能進行，有待明年再推行。 
 

5.3 困難、限制與檢討  
(數據分析及理據) 

本學年因社會運動及新冠肺炎疫情而令本校跨科及跨校活動未能進行，故未能

有數據去分析。上學期因社會運動，課堂氣氛受到影響，下學期又因新冠肺炎

疫情，課堂改以網上授課為主，未能多與學生溫習和多小測去強化學生的經濟

知識。 

 
5.4 改善措施與跟進方案 

 多與中六學生操練試題，以彌補今年學習上之不足。 

 
6 總結及反思 

本學年因社會運動和新冠肺炎疫情，令原定的關注事項未能完全完成，來年需商

討如何實行未能完成有關回應學校關注事項的工作及彌補今年中五學生學習上的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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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璧山中學 

2019-2020 年度周年報告(成效評估)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 

 
1. 本學年目標 

目標： 

1.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2. 施行計劃的評估 

2.1 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1. 與圖書館合辦跨科閱

讀，為營商的課題中加

入閱讀元素，增加學生

學習興趣。 

 在 Zoom 網上教學時，老師給予

中四學生閱讀有呆帳準備的財

經新聞，並讓學生在課堂內討

論。 

 課堂討論 

2. 鼓勵學生參與營商活

動，把課堂理論應用於

活動中，從中體驗真實

營商環境，促進學習效

能。 

 因疫情關係，「趁墟做老闆」營

銷活動取消 

 參與人數 

 老師觀察 

 比賽成績 

3. 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公開

考試，從而培養學生自信

心和成就感。 

 

 3位中六學生參與HKIAAT公開

考試，以增加學生考公開試的經

驗。3 位學生都考獲合格成績(3

位 Level 3)。 

 考測成績 

 
3.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的成效 

本學年的策略均能配合學校關注事項有： (一) 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4. 成就與反思 

 4.1  成功項目 
 3 位中六學生考獲 HKIAAT 公開考試 Level 3 成績。 

 2020 DSE 考獲 Level 3 以上成績比去年升了 13.7%。 

4.2 有待改進項目 
 因社會事件及疫情，本學年各級教學進度均有所影響。 
 整體 DSE 考試成績有待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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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困難、限制與檢討 
本年度，上下學期均受社會事件及疫情影響，各級教學進度均有所減慢。因此

由 1 月開始，教學須改以錄製片段及網課形式進行。但又因取消考試而未能估

計學生的學習成效。 

 
4.4  改善措施與跟進方案 

為了減輕下年追趕課程的壓力，老師已於 7 月至 8 月為各級進行網上補課，並

已完成本學年的教學進度。現時，老師會在暑期期間發放及收集功課，以評估

學生學習表現。 

 
5 總結及反思 

本年度，本科各項工作達標，來年應著重中六級的公開考試成績。 

本科在 2020 年香港文憑試成績大致滿意，合格率有 72.7% (比去年下跌

10.6%)，當中 63.7%以上學生達 Level 3 或以上成績 (比去年上升 13.7%)。未來，

老師希望盡力鼓勵學生學習，不時調識課程，讓他們學習得有自信，令公開試

成績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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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璧山中學 

2019-2020 年度周年報告(成效評估) 

旅遊與款待科 

 
1. 本學年目標 

目標：  

1. 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2. 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3. 提升學生對應對公開考試的能力。 

 
2. 施行計劃的評估 

2.1 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跨校考察活動 

 增強不同學校之

間學生學習成果

之交流，提升學

生對課題的認識 

 改善老師的考察

教材的質素及減

少製作考察教材

的時間 

 未能提供評估數據  問卷調查 

跨校共建電子教學教

材活動 

 跨校老師共商電

子教學教材，並

指導參與學生協

助製作電子教材 

 未能提供評估數據  問卷調查 

 
2.2 推動正向文化，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跨科組環保境外考察

活動 

策略 

旅遊與款待科: 學生

要於活動中要了解對

環保旅遊特色、了解

 未能提供評估數據  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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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旅遊業的環保措施及

分辨高恆旅客模式的

旅客類型 

經濟科: 讓學生親自

發掘旅遊業對本地生

產總值的影響、匯率

如何影影出口(服務

及貨物) 及探討本地

生產總值與人民生活

水平的比對 

圖書館: 提供閱讀材

料以加強學生對考察

地點及本科課題的認

識 
公民教育組：學生要

於活動中要了解環

保的重要性，人類與

大自然如何相關 
 

2.3 提升學生對應對公開考試的能力。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加強中六級學生小測

次數、補課次數及參

與聯校模擬考試機會 

 

 中六級旅款科學生問卷調

查，分別有 57%及 43%同

學表示非常同意及同意本

學年(2019-2020)的小測、補

課次數及聯校模擬考試等

活動能增強應對公開考試

的能力。 

 問卷調查 

 
3.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的成效 

關注事項一: 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所有項目未能完成。 

 
關注事項二：推動正向文化，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所有項目未能完成。 
 

   關注事項三：提升學生對應對公開考試的能力 
 所有項目能達標完成，並以 100%學生同意率遠高預期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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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活動 

沒有其他活動 

 
5. 成就與反思 

5.1 成功項目 
 100%中六級旅款科學生認同本學年的不同學習策略，包括: 小測、補課次

數及聯校模擬考試等，能增強自己應對公開考試的能力，整體高於所定

70%之準則。  
 

5.2 有待改進項目 
 本學年本校及跨校活動未能進行，有待明年再推行。 
 

5.3 困難、限制與檢討  
(數據分析及理據) 

 本學年因社會事件及疫情而令本校跨科及與外校跨校活動亦未能進行，故

未能有數據去分析。 

 大部分外校旅款科老師已表明來年 2020-2021 學年不參與跨校共建電子教

學教材活動。 

 2020-21 學年活動要看疫情進展再決定。 

 
5.4 改善措施與跟進方案 

 已有兩間學校旅款科老師答應來年 2020-2021 學年會參與跨科組考察活

動，但最早於來年 2020-2021 學年下學期進行。 

 繼續與其他學校旅款科老師溝通，希望來年可以舉行跨校共建電子教學教

材活動。 

 
6 總結及反思 

 本學年旅款科有關本科關注事項計劃全部已完成，但本校跨科及與外校跨校活動

亦未能進行，來年需商討如何實行未能完成有關回應學校關注事項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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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璧山中學 

2019-2020 年度周年報告(成效評估)  

生活與社會科 
 

1. 本學年目標 

目標： 

1.擴濶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2.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3.加強學生對香港各方面議題的認知，主動關心香港社會時事。 

4.提升教師專業發展 

 

2. 施行計劃的評估 

2.1 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本科將與其他科組合作舉辦

人文學科週，以達共享人力資

源、減省時間。同時，讓學生

可從不同的學科知識去認識

同一事件，統合學來的知識。 

 疫情關係取消活動  習作評估 
 學生於活動後進行問卷

了解活動成效 

因應學生學習能力，調節家課

的深淺程度及減少份量，為學

生創造空間，令學生有自信地

完成功課，同時提升學習效

能。 

 只有 12.5%班別認

為常常在做功課方

面感到困難。 

 學生問卷調查 

 
2.2 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老師透過事件給予持平及正面

的解決問題方法，培養學生健康

正面的價值觀。 

 疫情的關係，無

法及時給予學生

填寫問卷。 

 學生問卷 

 
 2.3 加強學生對香港各方面議題的認知，主動關心香港社會時事。 

     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不定期給予學生閱讀報章及社

評，加強學生對香港各方面議題

的認知，主動關心香港社會時

事。 

 上學期課程主要

與個人成長有

關，缺乏時事議

題可配合。 

 學生問卷調查 



52 
 

 

 2.4 提升教師專業發展 

     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鼓勵本科教師參加培訓課程及積

極配合校本支援計劃，以作專業

交流，提升老師科本知識和教學

法。 

 本科教師能積

極參與校本支

援計劃 

 老師調查 

 

3.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的成效 

由於本年度停課時間甚長，故未及進行學生的問卷調查，成效未能反映所有關注事項。 

 

4. 其他活動 

本年度未能舉辦其他活動 

 

5. 成就與反思 

5.1  成功項目 
 本年度停課時間甚長，成效未能反映；但在課程規劃與教學提升學生討論空間

方面，某些班別進行得不錯。 

   5.2  有待改進項目 

        未能舉辦一些與課程相關的課外活動，讓學習趣味降低。 

   5.3  困難、限制與檢討  
   (數據分析及理據) 

    在技能訓練方面，因為課時短，未能就著課程知識外，再加學習技能訓練，下

年會減課程內容，增撥時間處理以上問題。 

5.4  改善措施與跟進方案 

針對 2.4 同儕的教育專業水平可能未能應付本科組知識及技能上的教學，科主

任應花更多時間與同事共同備課，提升教學質素。 

 

 6. 總結及反思 

主要由於疫情關係，很多活動及教學都取消，基本上無法分析本年的教學問題及

改進內容，只能待下一年再接再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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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璧山中學 
2019-2020 年度周年報告(成效評估) 

科學科 
 
1. 本學年目標 

目標： 
1. 培養學生健康生活習慣，建構健康校園。 
2. 提升學生自學及學習效能。 
3. 以多元化及跨學科活動提高學生學習興趣與動機，例如各項 STEM、參觀、考

察等活動。 
4. 提醒學生了解科學、科技及社會的相互影響，並培養公民的責任感，懂得愛護

環境和 
    善用資源。 

 
2. 施行計劃的評估 

2.1  培養學生健康生活習慣，建構健康校園。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在個別課題中(呼吸系統-吸煙的

問題、循環系統-運動的重要性

等)，加強培養學生健康生活習慣 

 

聯同體育/生物等科目舉辦體適能

測試活動 
 

 全年最少 2 個有關的課題。

(達標) 
 
 
 
 
 90%(F.1-2)同學參與有關活

動。(100%) 

 數據統計 
 老師觀察 
 
 
 數據統計 

 

 
2.2  提升學生自學及學習效能。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在理科科目，加強訓練學生的實

驗技巧。 

 
優化考評卷，增加學生的書寫能

力。  
 
將功課每次份量減少，但增加交

功課次數。 
 

 90%的同學實驗部份成績合

格(93%) 
 試卷中問答部份要求學生

以完整句子作答(達標) 
 90%以上學生能於班主任節

交齊科學功課(>90%) 
 
 
 
因應新冠肺炎全港停課，下學期

實驗考試取消。 

 數據統計 
 
 試卷內容 
 
 老師觀察 
 

 
2.3  以多元化及跨學科活動提高學生學習興趣與動機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聯同體育/生物等科目舉辦體適能

測試活動 

 

90%(F.1-2)同學參與有關活動

(>90%)。上、下學期各最少舉辦

一個活動(因應新冠肺炎全港停

 數據統計 
 

 數據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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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舉辦/參與本科/跨科活動例：

STEM、參觀、考察等活動 
 

課，下學期活動全部取消。) 
 中一級活動：清潔沙灘-認識

及討論環境污染的議題 
 中一級活動：參與由圖書館

舉辦之跨科閱讀計劃，就本

科舉行之活動讓學生閱讀

相關之文章，更能加深其對

相關主題之認識。 
 中二級活動：躲避盤/冰壺活

動-認識力學的議題 
 

 
2.4  提醒學生了解科學、科技及社會的相互影響，並培養公民的責任感，懂得愛護

環境和善用資源。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考試時利用 STS 題目，讓學生反

思科學、科技及社會的相互影

響，並培養公民的責任感。 

 90%的同學 STS 部份成績合

格(F.2>90%, F.1：80%) 
 數據統計 

 
3.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的成效 

本學年的周年計劃配合學校關注事項有：  
3.1  配合關注事項(1.2)：提升學生自學及學習效能 

3.1.1 本學年透過以跨科活動釋放師生空間，提升學與教的效率，收到不俗的

效果。 
 中一級活動：清潔沙灘-認識及討論環境污染的議題 
 中一級活動：參與由圖書館舉辦之跨科閱讀計劃，就本科舉行之活動讓學

生閱讀相關之文章，更能加深其對相關主題之認識。 
 中二級活動：躲避盤/冰壺活動-認識力學的議題 
  

3.2 配合關注事項(1.1)：培養學生健康生活習慣，建構健康校園 
3.2.1 本學年學校主題為健康校園，與科本知識甚為配合。藉著推行與主題有

關的各項活動形成氛圍，增加學生於飲食健康與參加運動項目的意識。 
 

4. 成就與反思 
4.1 成功項目 

 大部份同學能於中一及中二時對理科科目得到足夠的認識，期望同學能對科學

產生興趣。 
 了解科學、科技及社會的相互影響，並培養公民的責任感，懂得愛護環境和善

用資源。 
 配合各項舉辦活動，由圖書館協助提供相關文章，在提倡學生閱讀風氣方面有

較為顯著的果效。 
 
4.2 有待改進項目 

 各級之考試合格率仍有進步空間。 
 由於疫情及社會運動限制了考察及參觀的次數，來年可增加以提升學習興趣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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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闊學生眼界。 
 希望透過不同措施提升學生在科學科的自學效能，當中包括各項刺激學習本科

興趣的活動，例如各項 STEM、參觀考察等活動。 
 
4.3 困難、限制與檢討 
    (數據分析及理據) 

為免影响其它科目的課堂，而且本科老師工作亦極為繁忙，較難騰出空間組織更

多多元化活動。 
 
4.4 改善措施與跟進方案 

期望來年可增聘本科人手協助推行更多活動，藉此令老師有更多空間參與工作

坊，參考其它學校之優點，引入新教學法及調整教學策略，希望進一步提升學生

成績。 
 

5. 總結及反思 
本科今年大部份計劃都能完成，成績較佳的班別同學能獲得較好的分數，但能力較

弱的學生成績仍未如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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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璧山中學 

2019-2020 年度周年報告(成效評估) 
物理科 

 
1. 本學年目標 

目標： 

1. 擴闊師生空間。 
2. 提升老師教學效能 
3. 吸引更多中三同學選擇物理科為其中一個選修科。 

 
2. 施行計劃的評估 

2.1 擴闊師生空間。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補課均為自願性

質，並以教授延

展課程為主。 

 70%的同學認為成績有所提升 

 

 老師觀察 

 

 
2.2 提升老師教學效能。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鼓勵學生外出參

觀或比賽。 

 受疫情影響，未能安排校外比賽。  

要學生上課時摘

錄筆記，並有效

使用。 

 75%同學有摘錄筆記，並會溫習內容。  老師觀察 

安裝電子屏幕，

提高教學效能 

 已完成安裝並於堂上使用  

 
2.3 吸引更多中三同學選擇物理科為其中一個選修科。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於中三課程加

入更多有趣實

驗或示範，讓課

堂更有趣。 

 50%課題安排實驗或示範給學生。 

 

 統計數據 

 

與其他相關科

目舉辦 STEM

週，讓更多同學

認識物理科的

樂趣。 

 受疫情影響，未能安排校外比賽，但於上學

期舉辦數理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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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的成效 

本科對學校關注事項一(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自學及學習效能)均能達標。 

 
4. 其他活動 

受疫情影響，未能安排校外比賽。 

 
5. 成就與反思 

5.1 成功項目 
 不同能力的同學能積極參予課堂。 
 中三級成績較佳的同學選擇物理科為選修科。 
 停課期間，本科老師均能使用網上教學，教學進度影響不大。 

 
 

5.2 有待改進項目 
 中三選擇物理科為選修科的學生數目偏少。 

 
5.3 困難、限制與檢討  

(數據分析及理據) 

 初中同學修讀物理科欠缺信心。 

 
5.4 改善措施與跟進方案 

 加深初中同學對物理科的認識。 

 
6 總結及反思 

  本年度本科在疫情影響下工作順利完成，亦見成效。來年可繼續發展學生課 後自

學能力，以提升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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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璧山中學 

2019-2020 年度周年報告(成效評估) 
化學科 

 
1. 本學年目標 

目標： 

1. 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2. 增加同學學習化學的興趣。 

3. 提高公開試成績。 

 
2. 施行計劃的評估 

2.1 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上課時同學必須抄筆記，用以訓

練他們的自學能力。 

 堂上的課堂筆記簿檢查，中

三至中六的同學 85%以上

都能做到。 

 

 查簿 

 

每週最少給予一次須做 60 分鐘

以上的家課，題目必須有淺有

深。 

 中三的功課多使用老師自

行設計的工作紙，每次約須

45-60 分鐘完成。 

 高中一般會要求學生做書

後的練習，間中亦會派發公

開試試題給予同學做。每次

老師都會批改並給予分

數，間中亦會以文字作出回

饋。 

 90%以上的同學都能準時交

功課。 

 查簿 

高中各組補課可按老師實際需

要決定次數 

 上學期中五及中六在上課

日都有安排補課，出席率都

在 80%以上。 

 下學期因疫情關係，大部分

時間各級只能安排觀看教

學影片或網上授課。 

 因為疫情關係，評估次數及

方法與以往不同，大部分分

 點名及進行統

計 



59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數都為估算得出，因此成功

準則設定的”80%以上同學

成績有所提升”無法量度 

鼓勵中五至中六同學參加校外

團體的模擬考試 

 因疫情關係，無法推動這項

計劃。 

 

 

2.2  增加同學學習化學的興趣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在課堂中多進行化學實驗 

 

 

 中三級上學期只做了 1 次實

驗，中四做了 4 次實驗，中

五做了 6 次實驗，而中六則

按課程需要做了 4 次實驗，

各級除了中三外其餘班級

都能按課程需要達標，下學

期因疫情關係，無法進行實

驗課。 

 

 工作紙及實驗

報告 

與其他科組合辦常識問答比賽  因疫情關係，下學期無法進

行多人聚集的活動，因此本

年度預算在期終試後和各

科組合作，合辦的高中及初

中的常識問答比賽取消。 

 老師觀察、出

席人數 

舉辦有關化學科的參觀活動  本年度原打算在下學期舉

行的 2 次參觀活動，因疫情

關係被迫取消:而原打算在

三月的境外參觀活動，因不

獲校方批准，因此無法舉

辦。 

 老師觀察、出

席人數 

 
2.3 提高公開試成續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中六模擬試後進行針對考試技

巧的研習班 

 

 

 

 因疫情關係，中六模擬試後

的補課無法進行，但期間多

次透過網上平台和學生進

行輔導，參與人數約為全組

人數的 20%，因此成效較難

評估。 

 

 點名及進行統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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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的成效 

本年度的各項工作都能配合到學校的關注事項。 

 
4. 其他活動 

本科曾参與學校舉辦的科學週活動，這次活動能增進同學對化學科的興趣及認識。

但其他預算舉辦的活動皆因疫情關係一一取消。 

 
5. 成就與反思 

5.1 成功項目 
 建立了一套良好的課室常規，使同學容易跟從。  
 建立了一套有效的補課制度，增強同學修讀化學科的信心。 
 

5.2 有待改進項目 
 較少推動化學科的閱讀 
 

5.3 困難、限制與檢討  
(數據分析及理據) 

初中方面，本年度的課程大致上是沿用新高中中四的第一課作藍本，對學生可

能稍為沉悶，因此來年會利用每週加多 l 節的契機課程將會改為較為生活化的

內容，例如金屬等課題，並加入較多實驗課，希望能提升他們上課的興趣。 

 
5.4 改善措施與跟進方案 

來年本校資訊科技基建設備大致完備，因此初中化學課將會加入較多資訊科技

元素，例如使用 ipad 在網上搜尋資料等;而高中化學科希望能安排 1-2 次外出

探訪化工廠或污水處理廠，增加同學對化學世界的眼界。另外亦會鼓勵同學多

參加外間機構舉辦的考試，增強同學應付考試的能力。另外亦會與圖書館合

作，增加有關化學科的課外讀物，讓同學借閱。 

 
6.  總結及反思 

本學年受社會運動及疫情影響，學生正常的上課時間大大縮小，雖然如此，本科的

老師已盡己所能，用了大量時間製作適當的教材教導學生，所以教學成效尚算。期

望 2020-21 年度一切會回復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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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璧山中學 

2019-2020 年度周年報告(成效評估) 
生物科 

 
1. 本學年目標 

目標： 
1. 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2. 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3. 以多元化活動提高學生學習興趣與動機 
4. 提升教師專業發展 
  

 

2. 施行計劃的評估 
2.1  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只為在課程中教學進度

落後的高中級別進行補

課，避免過量增加額外

課時，為學生創造自學

的空間。此外，暑期補

課可考慮利用試後活動

的時間，減少學生正式

放暑假的補課日數。 

 本年度上學期因社會事件而影響教

學進度，原定安排於長假期補課追

趕進度。但由於碰上疫情而最後改

以網課形式處理，各級最後已完成

原先制定的教學進度。 
 中五級亦已安排以網課形式教授來

年課程，以減輕追趕課程的壓力。 

 統計各級長假

期補課時數 
 檢視暑期補課

時間 

舉辦跨科參觀活動可減

少架床叠屋的活動安

排。 

本年舉辦之跨科活動詳情如下： 
 19/10/2019 與地理科合辦「環境及

樹木保育工作坊」，當天帶領中四及

中五級同學參加，各同學表現踴躍

積極，對工作坊內容甚感興趣。 
 21/10/2019-23/10/2019 與各數理科

目合作舉辦數理科學週，於各實驗

室及課室舉行趣味活動，吸引對數

理科學有興趣的同學參加，反應頗

為熱烈。 

 統計全年跨學

科活動次數 

 
2.2 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於中三課程中為學生量

度及記錄自身體適能指

標 (例如：BMI、肺活

量、皮下脂肪、柔軟度、

手握力、靜態心率) ，使

其更關注自身情況，從

而改變成更健康的飲食

與運動習慣。 
 

 活動定於下學期進行，但因疫情停

課而未有進行，將於來年繼續。 
 初中生物老師

觀察學生在相

關課堂表現，

並檢查個人體

適能指標記錄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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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於中六課程中為學生加

插『運動與人體生理』

專題，向學生講解運動

與呼吸、心率、水分調

節的相互關係，提高學

生對運動科學的理解及

興趣。 

 中六級學生完成『運動與人體生理』

專題工作紙及相關考題。 
 檢視工作紙 
 檢視功課 

 
2.3  以多元化活動提高學生學習興趣與動機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來年教育局推行全方位

學習基金為學校提供財

政資源，本科將嘗試帶

領學生參加大學或不同

機構提供，與生物科相

關的收費活動或課程。 

 由於碰上疫情而未能進行有關活

動。 
 

 統計活動次數 

參與由圖書館舉辦之跨

科閱讀計劃，就本科舉

行之活動讓學生閱讀相

關之文章，更能加深其

對相關主題之認識。除

此之外，來年考慮與數

理科目合作舉辦數理科

學週，集中活動的時

間，提升科學學習的風

氣。 

 中四至中五級於「環境及樹木保育

工作坊」活動完結後閱讀與活動相

關內容文章，並完成工作紙。 
 21/10/2019-23/10/2019 與各數理科

目合作舉辦數理科學週，於各實驗

室及課室舉行趣味活動，吸引對數

理科學有興趣的同學參加，反應頗

為熱烈。 

 科務會議檢討 
- 會議記錄 

帶領學生到野外實地考

察自然生態環境及參觀

與生物概念相關地點，

此外，讓學生參與解剖

活動，提升學科學習興

趣。 

 中三 - 豬心解剖(十二月份) 。 
 中四 - 小白鼠解剖(十二月份)。 
 中五級原定於下學期五月份於長洲

進行野外實地考察活動——岩岸考

察，但亦因疫情關係而取消。 

 統計活動次數 

 
2.4  提升教師專業發展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鼓勵本科教師參與新學

制研討會、課程或工作

坊；本年要求老師更多

關注培訓行事曆中有關

科本知識或教學法之課

程或工作坊，盡量調動

工作及時間參加 

 由於疫情而令本科各老師未於本學

年參與本科相關之研討會。 
 統計教師參與

研討會、課程

或工作坊的次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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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的成效 
本學年的周年計劃配合學校關注事項有：  
3.1  配合關注事項(一)：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3.1.1 本學年透過以跨科活動取代各科自行安排活動的策略，目標為促進釋放

師生空間，提升學與教的效率，收到不俗的效果。 
 

3.2 配合關注事項(二)：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3.2.1 本學年學校主題為健康校園，與科本知識甚為配合。藉著推行與主題有

關的各項活動形成氛圍，增加學生於飲食健康與參加運動項目的意識。 
 

4. 成就與反思 
4.1   成功項目 

 以跨科活動取代各科自行安排活動的措施有助擴闊師生空間並提升學生

學習效能，來年仍會繼續推行。 
 透過不同活動提升學生對生物科的興趣，例如解剖與參觀活動等；該等活

動亦擴闊了學生視野。 
 

4.2   有待改進項目 
 各級之考試合格率仍有進步空間。 
 由於疫情及社會運動限制了考察及參觀的次數，來年可增加以提升學習興

趣及擴闊學生眼界。 
 本年度 DSE 考試成績尚算滿意，本校合格率雖只上升至 77.8%，與去年相

若；然而 4 級或以上學生則上升至 33.4%，為去年的 3 倍。 
 

4.3   困難、限制與檢討 
(數據分析及理據) 
 為免影响其它科目的課堂，而且本科老師工作亦極為繁忙，較難騰出空間

組織更多多元化活動。 
 

4.4  改善措施與跟進方案 
 期望來年可增聘本科人手協助推行更多活動，並推動初中課程發展。 
 教師應更積極參與工作坊，參考其它學校之優點，提升教學技巧。 

 
5.    總結及反思 

本科教師須不斷吸收新資訊，並且引入新教學法及調整教學策略，有望進一步提

升學生成績。 



64 
 

曾璧山中學 

2019-2020 年度周年報告(成效評估) 

體育科 

 
1. 本學年目標 

 目標 
 1. 擴濶師生空間，提升學生習效能。 
    2. 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3. 提供多元化體育活動讓同學能體驗運動的樂趣。 
  
2. 施行計劃的評估 

   2.1 擴濶師生空間，提升學生自學及學習效能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著重同學品德培養，使成

為擁有良好品德的公

民，利用教育局的資源、

東亞運動會相關教材套

及社區資源於課堂中推

廣奧林匹克主義，提升學

生的品德修養。 

 和圖書館合辨體育閱讀週。M 品

牌活動巡迴展覽，學生反應佳。 

 觀察學生反應 

合班上體育課，老師能以

學生能力或興趣分組教

學，能照顧學生的個別差

異。 

 學生上體育課出席率 95%以上 

 老師在某些困難活動上以學生能

力分組教學,訂下低及格標準讓能

力較弱同學積極嘗試。 

 統計及觀察學

生反應 

為同學定訂清晰、短期及

可達成的目標。老師把體

育科體能考核的內容及

評分表於學期初張貼於

佈告板上。 

 考核時有採用相關準則。 

 在技術測試時說明評估準則。 

 >80%學生能於體能考核及格 

 (疫情關係未能完成) 

 

 統計 

有效使用資訊科技進行

學習。利用 APP, 如

BLEEP FITNESS 上課。 

 每學期在課堂每班教學>5 次用

BLEEP  FITNESS APP 及 FITT 

APP。 

 高年级在保礦力水特活動中使用

心率錶增進學習效能。 

 統計 

提供寬闊均衡的課程，包

括推行多項延伸課程(如

保齡球，游泳、泰拳、小

型賽車) 

 保齡球(疫情關係未能完成)、高球

(疫情關係未能完成)、街頭健身(疫

情關係未能完成)、游泳、小型賽

車、魔杖 

 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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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室內賽艇 

   

   2.2 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1.鼓勵學生參加各類型的

比賽，從而發掘自我興趣

及能力。 

 學生参加比賽次數下跌 (疫情關

係未能完成)  

 本年参加的比賽: 

 2019-2020 學界越野賽 

 陸運會 

 學界田徑賽 

 南華會田徑賽(疫情關係未能完

成) 

 統計 

 

  2019 香港校際賽艇錦標賽(疫情關

係未能完成) 

2. 高中將設立不同小

組，負責組織更多的班際

比賽及級活動。推動正向

文化，培養學生歸屬感及

讓同學建立信心、發展潛

能。 

 (疫情關係未能完成)  

 因有些班人數太少，以致班際比賽

之筹劃比較困難。 

 學生會未能積極参與籌辦班際比

賽及級活動。 

 統計 

 觀察 

3. 定期進行體適能測試

鍛鍊同學體魄：全年需要

進行一英里跑、九分鐘跑

及體能測試。除此以外，

同學需進行最少兩次的

循環體能訓練，以加強體

能。 

 平均>80%學生能在考試時取得合

格成績 

 下學期-(疫情關係未能完成) 

 統計 

4.鼓勵全校同學參加 

SportAct 

 下學期-(疫情關係未能完成)  統計 

5. 開辦健體班  健體班共 12 節出席人數>15 人 

 (疫情關係未能完成) 

 統計 

6. 舉行活力跑  活力跑成功轉為活力康體日，師生

全力參與閃避球及跳繩活動，效果

良好。接近 95%學生參加。 

 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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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提供多元化體育活動讓同學能體驗運動的樂趣。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1.除課堂引入更多類型的

體育活動外，體育科申請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籌辦

更多課後短期課程供學

生報讀 

 健體班 

 YOGA CLASS 

 學年內進行最少兩個課程(達標) 

 校體育推廣計劃申請手續比較繁

複,學生也未必有時間及興趣参加 

 (疫情關係未能完成) 

 统計 

 

 

 

 
3.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的成效目標  

4. (1)擴濶師生空間，提升學生習效能。 

-在初中，本科引入不同及新穎的體育活動，使學生能嘗試操作不同種類的體育器

械，強化同學學習操控器械能力及學習體育活動中的技考轉移。 

-在課堂有効使用資訊科技進行學習，如利用 APP 進行心肺功能測試，體能訓練發作

示範教學。 

(2)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多元化體育上令同學接觸及學習不同類型的運動從而提升學生成就感。本年舉辦健

體班。上學期舉辦陸運會、活力跑。 

 
5. 本科關注事項 

   -提供多元化體育活動讓同學能體驗運動的樂趣。(可參考附表) 

5.1 有待改進項目 
 
 健體班及瑜伽班等課外活動希望能夠九月開班，增加學生學習的次數。 
 希望學校能安排較佳的體育課時間，讓學生能參與校外的體育活動。 
 

5.2 困難、限制與檢討  
(數據分析及理據) 

 因今年取消了很多體育活動，所以很多項目的目標都未能達到。體育堂時間的

編排未能盡如人意，以致安排活動困難。和校方商討安排上體育課時間及方

法。 

 
5.3 改善措施與跟進方案 

 和校方商討安排上體育課時間及方法。 

 

6. 總結及反思 

   可能 Zoom 教學已成為日常教學常態。體育老師應多了解利用 zoom 上體育 

   課的技巧及方法，與及疫情期間上實體體育課的衛生問題，從而引入適當 

   的體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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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年度體育科活動 

*活動 日期 參加人

數 

備註 

2019 香港校

際賽艇錦標賽 

16/11 1  

中一,中三 

游泳課 

25/9-25/10 160 人 

 

M 品牌活動巡

迴展覽 

9/12-16/12 全校  

F.2,F.4,F.5,

F.6 

魔杖課 

2/10-28/10 240 人 

 

沙田傑出運動

員選舉  

2019 2 人 

 

瑜珈班 11/2019- 

3/2020 

15 人  

健體班 11/2019- 

3/2020 

1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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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包跑 2019 26/10/2029 18 人 

 

屈臣氏 

最佳運動員 

2019-2020

年 

1 人 

 

學界越野賽 7/11/21019 16 人 

小型賽車 6/11/2019 F4-5 

全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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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賽艇 18/11 

-22/11 

全校 

POCARI 

活動 

2/12/2019 F.4BC 



70 
 

曾璧山中學 

2019-2020 年度周年報告(成效報告) 

視覺藝術科 

  

1. 本學年目標 

目標： 

1. 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2. 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3. 增強閱讀風氣，提升學生閱讀及評賞的能力。 

 

2. 施行計劃的評估 

2.1 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減低學生及老師在學

與教過程所面對的壓

力。只為在課程中進

度落後的高中級同學

進行補課，避免過量

增加額外課時，為學

生創造自學空間。 

 本年度原訂中六補課因疫情而未能進行。 

 

 今年只有 28.6%同學於 DSE 公開試得到

Level 2 或以上成績，相比起上年度為低，

仍未能達到預期五成的目標，需要繼續努

力。 

 統計各級假

期補課時數 

 公開試成績 

 老師回饋 

 

  

2.2   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安排學生參加不同活

動和比賽，以擴闊學生

視野，學習多元知識及

技能，藉以培養正面價

值觀，提升自信心。 

 本年度高中視藝選修同學有兩次視藝參

觀活動及兩次公開比賽經驗，學生積極

參與，表現踴躍，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和

成功感，成功達標。 
 

 上學期因社會運動、下學期因疫情，故

本年度初中未能舉辦任何參觀活動。 

 檢視外出

參觀和比

賽的次數 

參加由香港藝術發展

局主辦的「校園藝術大

使」計劃 

 今年提名了兩位校園藝術大使(2A 陳詠

心 、4B 余澤權)，參加由香港藝術發展

局主辦的「校園藝術大使」計劃，學生

成功成為校園藝術大使，完成計劃內

容，並利用固定展板發佈視藝資訊，藉

以提升校內的視藝氣氛。 

 檢視參與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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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增強閱讀風氣，提升學生閱讀及評賞的能力。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與圖書館合作，配合其

閱讀材料制訂課前預習

或延伸課程，以增強閱

讀元素。 

 上學期因社會運動、下學期因疫情影

響到課程安排，初中更取消課堂，故

本年度未能成功與圖書館合作制定課

程及完成閱讀報告。 
 
 

 老師回饋 

  

3.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的成效 

本學年的周年計劃配合學校關注事項有： 

3.1   配合關注事項(一)：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及 

3.2   配合關注事項(二)：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上學期因社會運動、下學期因疫情關係，基本上影響到所有項目未能達標完成。 
在學習效能上，今年公開試成績較往年下降，未能達到預期五成的目標，但使用的教

策和補課策略初見成效，來年需繼續努力。 

 

4. 成就與反思 

4.1  成功項目 

 透過不同措施例如參觀及比賽等活動，以擴闊學生視野，藉以學習多元知

識及技能，協助學生正面發展，為學生裝備。 

 特別針對能力較佳的同學而製定適切的教學策略及課業，以提升其學習效

能初見成效，學生能取得 Level4 佳績。 

 

4.2    有待改進項目 

 本屆文憑試成績較往年下降，合格率為 28.6%。使用的教策和補課策略初

見成效，來年需繼續努力。 

 

4.3    困難、限制與檢討 

(數據分析及理據) 

    本年度，高中的考試成績仍未能達致理想標準，主要原因是普遍學生學習態

度散漫，而且本科學生普遍學習能力較弱，其專注力、學習能力偏弱及缺乏

對本科興趣都影響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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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改善措施與跟進方案 

基於 4.3 所提出的困難，老師會學習更有效提升能力較弱同學的點子，以提升

他們學習效能，並在課餘時間加强補課，避免在追趕課程時影響學習成效，

希望能再提升公開試合格率。另外，嘗試策劃更有效的跨科活動，希望學生

可以在跨科活動把知識融會貫通，以提升學習興趣與效能。 

 

5   總結及反思 

本學年的各項計劃因社會運動及疫情關係影響至未能開展或完成，期望下學年能有

所改善。來年仍以提升文憑試合格為努力的目標，但由於香港文憑考試制度除了進

行視藝創作外，本科學生還需要書寫作答，令到本校中英文較弱的學生在視藝科的

成績亦較舊制度的差。建議加強保底工作(特別是文字部份)，並繼續進行適量的補

課以協助有需要的學生，加以適切地調整教學內容或教學技巧，以助同學們建立信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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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璧山中學 

2019-2020 年度周年報告(成效評估) 

音樂科 
 
1. 本學年目標 

目標﹕ 

1. 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2. 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3. 透過組織銀樂隊、流行音樂樂隊、粵劇小組，讓學生在學校有所職份及承擔責任，

培養學生對學校有歸屬感。 
 
2. 施行計劃的評估 

2.1 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利用「一人一樂器」計劃，學

生在音樂課堂上學習口琴，讓

學生在學習樂器的過程中，同

時間學習樂理，以致融會貫通。 

 透過全校學生在音樂課

堂上學習樂器，讓他們在

學習演奏音樂的過程中

學會樂理，減少課堂老師

額外抽時間教樂理的時

間，讓學生學習更有趣、

更能學以致用、享受音

樂。 

 八成學生能夠以準確的拍

子、音階等音樂元素，成功

演奏音樂。 
 由於本年度受社會事件及疫

情影響，部分級別未能按計

劃開始學習口琴。 

 

 學生投入感 
 老師觀察 
 公開演奏 

 

 

 
2.2 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培養學生藝術情操，從而滲

入品德情意教育，建立正面

的人生價值觀。 

 參加由香港藝術節主

辦的「青少年之友」

計畫，計畫為培育年

輕人對藝術的興趣。 

 「青少年之友」會員

有機會欣賞兩場藝術

節節目或綵排，並透

 由於本年度受社會事件及疫情影

響，到校表演的節目，以及外出

觀賞的音樂會全部被取消。 
 原先「青少年之友」之會籍將會

延期一年。 

 老師觀察 
 學生參與的投

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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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過各式各樣的工作

坊、講座、後台參觀

等活動，提高學生藝

術欣賞能力。 

中一級加入粵劇元素，在

課堂中進行唱做唸打，讓

學生在音樂課堂上更顯活

力，把沉悶的粵劇文化活

潑地讓學生做出來，唱出

來。 

課後成立一個粵劇小組供

學生享受扮演歷史中人

物，更能深入了解中國歷史

及角色的感情。另外，讓更

多學生懂得欣賞粵劇音

樂，並將此中國文化得以傳

承。 

 由於本年度受社會事件及疫情影

響，原本安排在下學期的粵劇課

堂，已全部取消。  

 課後粵劇大舞台的排練，也受社

會事件及疫情影響，只進行了三

次。本年度學員共有 8 位，1 位

中三學生，1 位中二學生，其餘 6
位都是中一學生，她們大部份時

間都很自覺及好學，比上一年的

學習氣氛有大大的改善。  

 下學年將會繼續提供課堂粵劇學

習，以及課後粵劇大舞台的排練。 

 學生投入感 
 老師觀察 

 

透過舞台的演出建立學生

自信心，並將音樂的喜悅傳

遞到每一個人的身心靈。 

 

 成立一隊流行音樂樂

隊，有鋼琴、結他及爵

士鼓，藉着學生對流行

音樂的熱愛，用樂器合

奏學生熟悉的流行

歌，貼近他們的思想及

生活，用正向音樂來帶

出正面訊息。 

 參與流行音樂樂隊的學生，於聖

誕節假期在馬鞍山靈糧堂小學演

出，與馬鞍山居民歡度聖誕，散

播喜悅的音樂種子。 

 音樂表演 

 老師及學生反

應 

 
3.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的成效 

本學年的周年計劃配合學校關注事項有：  
 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及 
 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4. 成就與反思 

4.1  成功項目 
 
 雖然本學年受社會事件及疫情影響，很多課外活動及排練都被取消，但是

學生整體對音樂學習的熱誠及態度，都較以往認真，缺席率減少，排練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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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 
 流行音樂樂隊成立時間雖然短，只有三個月，但同學在老師及導師的引導

下，努力練習，為上台表演作最好準備。 
 中二及中三級在上學期已加入口琴課程，讓學生透過吹奏樂器及全班合

奏，培養同學一齊合作、同儕指導，大家一同融入在音樂當中，也可以從

中學到樂理知識，學以致用。最感到振奮是很多學生都會在課餘時候練習

口琴，學的進度比想像中快很多，學生學得很有成功感，吹奏到很多他們

喜愛的音樂。 
 

 
4.2  有待改進項目 

 一星期只有一節音樂課，沒有太多時間接觸太多音樂課題，如果要學生專

注學習某些音樂或樂器，要他們有成果從而建立自信，就要放棄很多音樂

課題才能做到。 

 因有些學生未能妥善保養口琴，引致口琴有損毀，需要再買一支新口琴，

但由於口琴供應不穩定，甚至長期缺貨，以致部份學生未能即時買回口

琴，下學年要多訂一些口琴，以防學生在外面買不到而影響學習進度。 
 

4.3   困難、限制與檢討  
(數據分析及理據) 

 本校學生較少在小學學習樂器，也較為被動，不是太多人願意表演，慣性

隱藏自己。 

 由於音樂範疇也很廣泛，音樂老師也盡量提供不同學習音樂的機會及活動

與學生，但是校內只有一位音樂老師，太多新的音樂活動，對音樂老師也

會帶來很大的挑戰與壓力。 

 
4.4   改善措施與跟進方案 

 需全校老師共同造就空間，讓學生表達及表現自己，建立學生自信，發揮

學生潛能。 

 新的音樂元素及活動，應先從中一開始引入及帶動，中一學生較容易適應

新課程，以及沒有那麼害羞去表演，因為沒有在本校經歷太多，所以較容

易接受不同的教學法及大型表演的要求，從小就習慣需要表演，大大容易

建立學生自信，造就學生成長。 

 每當有新的大型音樂活動或方向，最好有至少多一位老師協助，大家可以

商討及互相補位。 
 

5 總結及反思 

    由於本學年深受社會事件及疫情影響而被停課，很多課外活動和排練，甚至外出的

音樂會欣賞，全部取消。事實上，學習音樂是需要不斷實質體驗、練習、感受及排

練，才能讓學生真正學習音樂，但由於停課的限制，音樂課堂需加入多些音樂家介

紹及不同時期的音樂風格，讓學生認識更多不同音樂的背景，以幫助他們日後更容

易學習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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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璧山中學 

2019-2020 年度周年報告(成效評估) 

電腦科 

 
1. 本學年目標 

目標： 

1. 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2. 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2. 施行計劃的評估 

2.1 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透過運用擴增實境(AR)技術製

作閱讀報告，以培養同學的閱

讀興趣，提升參加者讀、寫及

說等能力，以至自主學習。 
 
 圖書館: (1) 購入不同類型及

程度的英文書籍 
 
 英文科: (1)教授如何寫作有

創意的英文閱讀報告、(2)協
助選擇合適自己能力及興趣

的英文書籍 
 
 電腦科: 教授如何擴增實境

(AR)技術的影片 
 
 資訊科技教學組: (1)預備

已安裝合適軟件的平板電

腦、(2) 協助課堂內學生拍

攝影片 

 未能提供評估數據  問卷調查 

 

 

善用社區資源，提升學生學習效

能。 
鼓勵學生參與香港教育城「閱讀

挑戰計劃」，讓學生參與遊戲化挑

戰，培養閱讀興趣並提升閱讀能

力。 

 只有約 10%初中學生

參與計劃 

 86%參與計劃的學生

認同計劃能培養他們

的閱讀興趣及提升閱

讀能力 

 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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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提升校內資訊科技設備及舉辦不

同具有創新資訊科技的課後活

動，以加強學生對具有創新資訊

科技的興趣。 

 學生問卷結果，分別有

30%及 54%同學表示

非常同意及同意參加

了這些具有創新資訊

科技的課後活動，能加

強我對具有創新資訊

科技的興趣。 

 問卷調查 

 

推廣健康上網，培育學生建立網

上學習的正確態度。 

調適教材及設計多些符合學生特

質的習作，以鞏固學生對相關課

題的認識。 

 未能提供評估數據  學生測考成績 

 
3.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的成效 

關注事項一: 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整個項目未能達標。 

關注事項二：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只有有關「加強學生對具有創新資訊科技的興趣」的活動上能達

標完成，但在「推廣健康上網，培育學生建立網上學習的正確態

度」的工作上未能完成，整體未能完全達標完成。 

 

4. 其他活動 

 中一級活動: 以香港景點主題去製作 GOOGLE 簡報 (上學期)。 

 中二級活動： 與中文科跨學科活動，以 Spark Video 製作影片去提升學生中文

寫作及說話能力(上學期)，此外，製作奇趣拍故事影片(2A 及 2C

班) (上學期) 。 

 中三級活動 : 分別製作有 RJ45 的網絡線(上學期)。 

 
5. 成就與反思 

5.1  成功項目 
 超過 80%受訪同學同意具有創新資訊科技的課後活動，能加強自己對具有

創新資訊科技的興趣，整體高於所定 60%之準則。 
 「善用社區資源，提升學生學習效能。」工作上，86%參與計劃的學生認

同計劃能培養他們的閱讀興趣及提升閱讀能力，整體高於所定 70%之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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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有待改進項目 

7 在「善用社區資源，提升學生學習效能」工作上，資訊科技組協助開啟「閱

讀挑戰計劃」戶口，即使課程及閱讀推廣組已於上學期於禮堂及課室向初

中學生推廣此計劃，並派發相關指引予學生，但整體參與率仍遠低於所訂

的六成標準。雖然超過八成參與計劃的學生認同計劃能培養他們的閱讀興

趣及提升閱讀能力，但因上學期社會事件及下學期疫情影響而停課，參與

計劃人數不多，成效欠佳。 

 
5.3  困難、限制與檢討  

(數據分析及理據) 

 本學年因社會事件及疫情而令已擬定的活動亦未能順利進行，故部分項目

未能有數據去作出分析。「在推廣健康上網，培育學生建立網上學習的正

確態度」計劃上，未能於下學期提供符合學生特質的習作及相關課題的考

試或測驗。 

 在「透過運用擴增實境(AR)技術製作閱讀報告」工作上，圖書館已購入不

同類型及程度的英文書籍，英文科老師亦於中一及中二級教授課外閱讀技

巧，該兩級學生已完成閱讀兩本英語故事書，並於上學期英文科考試內回

答有關英語故事書的問題，以呈現學生對故事書內容的理解度，但因原定

所採用 HP REVEAL 的雲端程式已停辦，故電腦科未能教授學生如何製作

擴增實境(AR)技術的影片，需另找其他軟件代替。 

 
5.4  改善措施與跟進方案 

 下學年課程及閱讀推廣組、資訊科技組及電腦科會繼續執行「善用社區資

源，提升學生學習效能」工作，課程及閱讀推廣組會加強向學生推廣宣傳、

派發所需指引及增加獎勵，以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同時電腦科在課堂上會

指示學生參與此網上閱讀活動，令學生能持續參與。 

 

6    總結及反思 

  本學年本委員會的各項計劃大體上已能部分完成，部分項目未能完成或未能   達

標完成，計劃有待修正及明年再跟進相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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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璧山中學 

2019-2020 年度周年報告(成效評估) 

科技與生活科 

 
1. 本學年目標 

目標： 

3. 提升學生自學及學習效能。 
4. 推動正向文化，培養學生歸屬感，建構和諧/關愛校園。 
5. 培育學生健康飲食習慣，預防都巿病。 

6. 培養學生對家庭的正面價值觀及積極態度 

7. 培養學生對保護地球的正面價值觀及積極態度 
 
2. 施行計劃的評估 

2.1 提升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跨科學習，以補課時不足， 

提升學習效能。 

1. 中文科—中國文化周 

 

2. 生物科、數學科 

    —全城少鹽少糖運動 

      (師生烹飪比賽) 

 

 

 原定中國文化周安排在農曆

年假後舉行，因疫情停課而未

能如期舉行。 
 
 
 生物科上學期在中三級課程

內教授有關糖尿病、心臓病等

都巿病的課題，原定下學期將

與數學科一併合辦師生烹飪

比賽將所學課程實踐，因疫情

停課而未能如期舉行。 

 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 

 

 

安排本地食品生產參觀活動  原先已安排好 2020 年 2 月 28
日參觀「卡樂 B 工廠」，以擴

闊學生視野，因疫情停課而未

能如期舉行。 

 問卷調查 

 

 
2.2 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與圖書館、輔導組及體育組

合辦健康周，並舉辦以下活

動： 

1. 健康食譜設計比賽 

2. 健康食譜烹飪比賽 

3. 圖書館書展 

4. 活力跑 

 原定健康食譜設計及烹飪

比賽安排於下學期舉行，因

疫情停課而未能如期舉行。 

 

 

 

 

 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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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加入“食品科學實驗室”以提升同學的學習動機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課堂活動加入“食品科學實驗

室”以提升同學的學習動 
機 

 中一及中二級的“食品科學實

驗室”課題原定安排於下學

期，因疫情停課而未能完成。 
 

 中三級已於上學期課程中安

排了“食品科學實驗室”：測試

熱力對蛋白質的影響，82%同

學認同此項活動能提升他們

的學習興趣 

 問卷調查 

 
2.4  照顧學習差異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設計較簡易或較多指引的工

作紙以協助有「特殊學習需

要」的學生 

 中一級：82%C 班同學認同此

項能幫助他們掌握課堂所學

的內容。 

 中二級：79%C 班同學認同此

項能幫助他們掌握課堂所學

的內容。 

 中三級：85%C 班同學認同此

項能幫助他們掌握課堂所學

的內容。 

 問卷調查 

 
3.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的成效 

本學年的周年計劃是： 

2.2 回應學校關注事項：提升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能達標完成。 

 
4. 成就與反思 

4.1  成功項目 
 因本科題材俱生活化，能引起大部份學生的學習興趣，大部份學生均能投

入課堂。 

 公佈上學期整體評分(每班頭三名)來鼓勵同學，以投入課堂及溫習所學課

題掌握重點。 
 

4.2  有待改善項目 

 雖然大部份學生能投入課堂活動，但在學術文字部分，有部分學生比較抗

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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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困難、限制與檢討  

 由於近年有較多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入讀本校，故此老師在管理課

堂活動安全時要特別留神，以減少意外的發生。如情況不理想，可能會要

求 313 室的同事協助照顧。 
 每兩星期只有兩教節，課時不足。 

 
4.4  改善措施與跟進方案 

 繼續向校方提出增加學生的課時，以便能配合課時不足的問題。 

 來年在課文教授部分，繼續為中一至中三級同學搜集與課題相關的文章或

剪報，除培養同學透過閱讀，提升自學能力外，也可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 

 今學年因疫情停課，大大影響了每級的教學進度，很多課題及活動皆未能

舉行，故此明年每級的進度表均需調整，配合今學年未能實施的教學策略。 

 
5 總結及反思 

本學年本科的各項目標因疫情停課而大受影響，未能完成，故此明年每級的進度表

均需調整，配合今學年未能實施的教學策略。如果疫情受控，來年可盡量安排多些

參觀活動，以擴濶同學們的視野，以及填補不足的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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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璧山中學 

2019-2020 年度周年報告(成效評估) 

工程科學科 

 
1. 本學年目標 

目標： 

1. 擴闊師生空間。 

2. 提升老師教學效能。 
3. 照顧學習差異，以協助學生完成習作。 

 
2. 施行計劃的評估 

 2.1  擴闊師生空間。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課堂由課程技術主任

設計，課堂有工程科

學科助理協助，讓老

師可專注教授有關內
容。 

 超過九成課堂內容由課程技術主任

設計。 

 老師觀察 

 
2.2 提升老師教學效能。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課程技術主任向老師講

述各課題的重點及技

巧，上課時老師可以更

快掌握有關內容。 
 

與其他有關學科，舉辦

STEM 週，以增加同學

對學科的認識。 

 超過七成學生認同工程科學科有趣

及有效能。 

 

 

 

 

 受疫情影響，未能完成。 

 老師觀察 

 
2.3 照顧學習差異，以協助學生完成習作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於各級Ｃ班提供更加多

的時間以提升學生完成

習作的效能。 

 七成Ｃ班學生因為有更多的時間而

能完成習作 
 

 老師觀察 

因應學生的學習差異，

適當調節 C 班的學習進

度，為學生提供精而全

面的學習課程。 

 七成Ｃ班學生在學習上認同能跟上

學習進度 

 老師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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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的成效 

本科有課程技術主任及 2 位教學助理協助，課堂能順利完成，老師亦有足夠支援，

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4. 其他活動 

本年度洪錦銓老師帶領初中同學參加《微震機械兵團爬山競技賽 2019-2020》，榮獲

一等和二等獎。 

 
5. 成就與反思 

5.1 成功項目 
 能讓同學加深對工程科學科的認識和興趣，更能讓能力較高的學生參加不

同比賽，以擴闊視野。 
 

5.2 有待改進項目 
 課程內容可作少量調適，並加強理論部份。 
 

5.3 困難、限制與檢討  
(數據分析及理據) 

受疫情影響，很多比賽及計劃未能完成。 

 
5.4 改善措施與跟進方案 

積極物色有潛質的畢業生，聘請回校協助本科發展。 

 
6 總結及反思 

本年度本科工作順利完成，亦見成效。來年可繼續發展學生課後自學能力，以提

升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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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璧山中學 

2019-2020 年度周年報告 
學務發展及行政組 

 
1. 本學年目標 

目標： 

8. 擴闊師生空間。 
9. 提升教師的教學效能。 
10. 為學生裝備，提供多元學生出路。 

 
2. 施行計劃的評估 

2.1 擴闊教師空間。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取消強制性補

課，老師按學生(整

班/個別)需要，自

行安排課後輔學。 

 

 75.6%老師認同非教學的工作有所減少，

有更多的時間用於與學生相處、備課或批

改作課。 

 

 學期年尾統

計 

 

優化各類課後補

課(功輔班、課後補

課……)，以提升學

習效能為主 

 

 88.6%同學認同於課後較容易接觸老師 

 

 學期年尾統

計 

 

 
2.2 提升教師的教學效能。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各學科須對學生

的校內及校外成

績、學習表現進

行分析，研究如

何改善學生學習

成效的方法。 

 受疫情影響，未能做全面有效分析。  

為初中同學舉辦

學習技巧 

班，讓他們盡快

適應中學學 

習模式 

 90%學生認為學習技巧班對學習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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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為學生裝備，提供多元學生出路。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與其他學校開

辦聯校高中課

程，讓同學有更

多選修科目選

擇。 

 學校與本區學校繼續開辦聯校課程 

 

 學校數據 

 

 
3.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的成效 

本組已配合學校關注事項其中提升教師教學效能之部份，基本上均能達標，但因疫

情影響，部份成效未能被分析。 

 
4. 其他活動 

因疫情影響，未能安排活動。 

 
5. 成就與反思 

5.1 成功項目 
 鼓勵同學多參加校外的比賽。 
 調節各補習班上課時間和目的。 
 與其他學校開辦聯校高中課程，讓同學有更多選修科目選擇。 
 

5.2 有待改進項目 
 減少老師非教學工作 
 

5.3 困難、限制與檢討  
(數據分析及理據) 

 因疫情影響，未能有效分析數據。 

 
5.4 改善措施與跟進方案 

 檢討功輔班及協調其他補習班的角色和效能。 

 
6 總結及反思 

本組工作煩多，大部份工作能順利完成；因疫情下，老師們可思考有關網上教學的

發展和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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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璧山中學 

2019-2020 年度周年報告 

課程及閱讀推廣組﹙課程課程發展組) 

 
1. 本學年目標 

目標： 

1. 配合教育政策與發展，製訂有效策略以促進學與教。 
2. 關注學與教效能，不斷完善課程安排、教學策略、及各項與提升學業成績有關的措施。 
3. 善用校外資源，協助老師不斷完善課程安排、製定合適的教與學策略，提升學業成績。 

 
2. 施行計劃的評估 

2.1 擴濶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透過教育局對人

文學科支援 

協助生活與社會

科製作校本教

材、課業以提升

同學學習本科興

趣及學習效能 

本年度為生社科開設首年，雖然下學期因疫情停課而

學生未有上生社堂，但教材整理仍是進行。綜觀全

年，在課程規劃、教學策略、學生學習和課程領導上

有以下總結： 

課程規劃--- 

(1) 全年完成 11 個單元教材與課業的製作。 

(2) 建立人文學科跨科協作(地理，歷史) ，主要是技

能培養的協作。 

(3) 在製作教策和教材上，除了能兼顧，知識和技能

培養互相平衡，在後期製作的教材及課業上對應

學生需要多了示範予學生參考，也有分層設計。 

 

教策：---本科多試行不同策略。上學期進行了觀課，

老師試用了分組、辯論等形式，活動後有分層設計工

作紙組織學生討論重點，工作紙設計能總結所學。另

外有常規用 edpuzzle 為預習，增強學生前備知識。 

 

學生學習：因學生前備知識不足，老師課堂上需更多

講解，故最初每單元預 2 堂時間，課時較緊密，無論

教與學均感壓力，在中期檢討後，下學期教材預每單

元由 2 堂延至 4 堂以回應教與學的需要。 

 

課程領導：科主任認真及嚴謹帶領老師製作教材與課

業的工作。老師需來自不同範疇的學歷背景，但經過

 校本教材

數量 
 教師觀察 
 學生自評 
 學生課堂/

課業/測驗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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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本年經驗，老師科本知識增强了，掌握較前進步。 

 

在學生自評問卷中，以 5 分為非常同意計，同學覺得

「教學有趣」平均為 3.7 分，「教學鼓勵多發言表達

意見」有 3.3 分，可見學生對生社意見多較正面。 
至於「做功課感困難」有 2.8 分，而「覺內容淺缺挑

戰性」 為 2.7 分。其問卷結果與測驗反映成績大致

吻合。以下是各班測驗合格人數和合格率： 
班別 合格人數/ 

班總人數 
合格率 

1A 26/29  89.6% 
1B 12/29 41.4% 
1C 11/15 73.3% 
1D 14/29 48.3% 
2A 26/27 96.2% 
2B 21/26 80.8% 
2C 8/11 72.7% 
2D 3/11 27.3% 
整體有 68.4%學生成績合格，而有超過 65%學生認

同本科的有趣達 4 分或以上(以 5 分為滿分)。成效達

標。 
透過教育局對英

文科的支援 

 以引入外間

資源去協助

英文科(中五

級) ，從製作

課業及教學

策略兩方面

去提升學生

學習效能 

 加強本科課

程領導的角

色 

本年度主要協助中五級英文科關於「職業」選修單元

教材和課業的規劃同設計，原本還有實地體驗活動的

安排，但因疫情而取消。此單元為校本新單元，任教

同事均認同教材製作完備，學習活動生動也貼近學生

的興趣，課業能照顧不同學生的能力及對應學生學習

需要。 

學習效能上，在兩次的作文功課中，中五級大約有

50%學生取得合格或以上的成績(在 21 分滿分中，取

得 9 分或以上)。他們都能夠使用在課堂和讀本文章

學到與工作有關的詞匯和展示對於不同工作的認

知。例如，他們能用英語介紹工作的要求、職責、自

身的能力、性格及工作經驗。其他的學生也有盡力應

用部分的生字及和兩次作文要用的格式和語句，但他

們的闡釋能力較弱，未能達到字數要求，故此未能合

格。學生表現令人滿意。 

至於加強本科課程領導的角色，科主任曾 3 次參與相

關工作坊，頗有獲益。 

校本支援組同事曾於上學期邀請科主任楊庭暉老師

開放教室做跨校觀課的交流，教育局校本支援組高級

 教師觀察 

 學生課業

及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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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行政主任也列席觀課，並對楊老師教學無論在教材處

理、課室常規建立、教策運用、課堂氣氛凝造及教學

回饋處理均有高度評價。而學生表現也被讚賞。 

透過教育局對通

識科的支援 

發展出照顧有特

殊學習需要學生

的策略或課業 

照顧學習多樣性支援是第二年，今年支援重點放在難

點寫作技巧訓練，上學期選擇比較和因素兩個題型，

在 10 月已進行觀課，主要是檢視寫作教材能否幫助

不同能力學生掌握寫作難點。老師觀察所得，對於中

等能力的同學，成效較顯著，也反映在學生答卷上表

現。本安排下學期做其他難點寫作訓練以及為應屆中

六同學做小組解說技巧訓練，但疫情緣故所以全擱

置。 

 教師觀察 
 學生課業

及成績 

 
2.2 加強教師專業發展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增加老師參加

工作坊 / 講座

/跨校觀課經驗

等進行更多專

業交流，以增

加對不同教學

模式的認識，

從而加強教師

專業發展。 

 本年度因上本年社會運動和下學期疫情緣故，大

部份工作坊均取消。本校今年只有 9 個人次老師

參加由校本支援組舉辦的不同主題的工作坊或

跨校交流會議。 

 專業交流

數據 

 教師問卷 

 
3.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的成效 

本學年的周年計劃配合學校關注事項，分別以「擴濶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及「加強教師專業發展」策略以達提升教學效能，前者有一定成效，而後者因客觀

情況而未能達標。 

 

4. 其他活動 

校本支援組邀請參與計劃的生社科科主任司徒家樹老師以其開科經驗為年度分享嘉

賓之一。 

 
5. 成就與反思 

5.1 成功項目 

 有87.5%英文科老師認同課程改革能提升同學的學習效能。 

 校本支援組同事對本校參與計劃科組均有高的評價。 
 能增強科組內專業交流的氣氛。 
 

5.2   有待改進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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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較弱能力學生學習效能提升仍是各科需處理重點。 
 老師持續專業進修量尚待提升。 

    
5.3 困難、限制與檢討  

 明年生社科和英文科未能有校本支援組服務，如何能持續高質素課程規

劃、教材與課業設計與整理是一個挑戰。 

 
   5.4 改善措施與跟進方案 

 鼓勵老師多持續專業進修。 

 校方擬定策略以凝造老師有共備共議專業交流的推動力。 

 校方採取積極角色協助生社科和英文科延續課程規劃與設計。 

 
6 總結及反思 

本年度三項支援服務得到老師正面評價，相信各科老師來年能在現行的穩固基礎

上，為締造具質素的教與學而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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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璧山中學 

2019-2020 年度周年報告 
課程及閱讀推廣組(閱讀) 

 
1. 本學年目標 

目標： 

1. 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提升校園的閱讀及學習風氣。 

2. 透過閱讀建構學科知識，促進學生學會學習。 

3. 發展圖書館為資源中心，加強與各學科的聯繫，協助學科教學。 
 
2. 施行計劃的評估 

2.1 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與其他科組合作舉辦

閱讀周及跨學科學習

活動，共享人力資源、

減省時間。學生亦可把

知識融會貫通，提升學

習效能。 
 

 86.7%學生認同閱讀周及跨科活動能

提升學習效能，成功達標。 
 80%老師認同跨科活動能為老師創

造空間，成功達標。  
 90.8%同學認同閱讀能提升他們對相

關課題的認識及閱讀能力。 
 95.6%老師認同學生閱讀能提升他們

對相關課題的認識及閱讀能力。 
 就老師觀察所得，學生於「健康生活

周」表現投入，樂意參與不同類型的

活動，加深了對相關主題的認識。 

 問卷調查 
 老師觀察 
 

 

透過運用擴增實境

(AR)技術製作閱讀報

告，以培養同學的閱

讀興趣，提升參加者

讀、寫及說等能力，

以至自主學習。 

 圖書館:購入不同

類型及程度的英

文書籍 

 英文科: 

 (1)教授如何寫

作有創意的英文

閱讀報告 

(2)協助選擇合適

 因疫情關係而停課，以及原定採用

HP REVEAL 的雲端程式已停辦，故

學生未能確實運用擴增實境(AR)技
術製作閱讀報告，沒法提供評估數

據。 
 

 問卷調查 
 老師觀察 
 工作紙評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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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自己能力及興趣

的英文書籍 

 電腦科: 教授製

作擴增實境(AR)

技術的影片 

 資訊科技教學組: 

(1)預備已安裝合

適軟件的平板電

腦 

(2) 協助課堂內

學生拍攝影片 

善用社區資源，鼓勵學

生參與香港教育城「閱

讀挑戰計劃」，讓學生

參與遊戲化挑戰，培養

閱讀興趣並提升閱讀

能力。 

 只有約 10%初中學生參與計劃，未能

達標。 

 86%參與計劃的學生認同計劃能培

養他們的閱讀興趣及提升閱讀能力 

 問卷調查 
 網上平台數據 

 

外聘導師，為中二級學

生舉辦英語閱讀工作

坊，教授閱讀英語圖書

的技巧。 

 79%學生認為工作坊

有助他們掌握閱讀英語圖書的技

巧，成功達標。 
 84.4%老師認為工作坊有助學生掌握

閱讀英語圖書的技巧，成功達標。 

 問卷調查 
 

繼續推行「跨課程閱

讀」，與不同科組按學

生學習需要，整合學習

內容。 

 「跨課程閱讀」原訂

於下學期進行，惟因疫情停課，故

沒有評估數據。 

 問卷調查 
 

 
2.2 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聘請講者為家長舉辦

健康上網或有關課題

的講座或工作坊，或會

舉辦相關課題的資料

展覽，強化家長在相關

課題的認識。 

 因疫情關係而未能舉辦相關活動，故

未能提供評估數據。 

 問卷調查 

 

跨科組環保境外考察

活動 

 因疫情關係而未能舉辦相關活動，故

未能提供評估數據。 

 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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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策略 

旅遊與款待科: 學生

於活動中了解環保旅

遊特色、旅遊業的環保

措施及分辨高恆旅客

模式的旅客類型。 

經濟科: 讓學生親自

發掘旅遊業對本地生

產總值的影響、匯率如

何影響出口(服務及貨

物) 及探討本地生產

總值與人民生活水平

的比對。 

圖書館: 提供閱讀材

料以加強學生對考察

地點及本科課題的認

識 

 
公民教育組：學生

於活動中了解環保

的重要性，人類與
大自然如何相關。 

 
 

 
2.3 提升學生閱讀動機，營建校園閱讀風氣。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與其他科組合作舉辦

閱讀周及跨科活動，

以提升學生的閱讀動

機。 

 86.7%學生認同閱讀周及跨科活動能

提升他們對課題的興趣及認識，成功

達標。 

 就老師觀察所得，學生於閱讀周及

跨科活動中表現投入。 

 

 問卷調查 
 老師觀察 

 
 

籌辦「跨校書海漫遊

計劃」，六校聯合以影

片方式宣傳校內熱門

書籍，提升學生的閱

 因疫情關係而未能舉辦相關活動，故

未能提供評估數據。 

 

 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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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讀意欲。 

設購書團，定時帶學

生到書店購買新書，

提升其閱讀動機及果

效。 

 若只計算上學期，借書量有所上升。  借書數據 

 
3.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的成效 

本學年的周年計劃配合兩項學校關注事項，分別是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

能，與及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當中與其他科組合作舉辦閱讀周、跨學科學習活

動及外聘導師舉辦英語閱讀工作坊能成功達標。 

 

4. 其他活動 

本組與中文科及學生會協作，於禮堂舉辦中秋猜燈謎活動，圖書館亦設置中國傳統

節日圖書展覽，讓學生認識中國傳統節日文化。本學年透過新閱會邀請拉闊劇團到

校以話劇形式推廣小說，作家黃獎先生與表演嘉賓一起分享閱讀與寫作心得。為配

合學校推廣組活動，本組原於上學期協辦「沙田區小學英語閱讀擂台賽」，惟因社會

事件與新冠肺炎疫情而延至下學年舉行。此外，本組亦安排學生參與校外閱讀活動

和比賽，如公共圖書館「4．23 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香港電台「有聲好書」全港

中學生聲演比賽、第 17 屆「十本好讀」選舉、新地會「相愛相融」百科大募集徵文

比賽及其他徵文比賽等。停課期間，本組透過圖書館領袖生於班群內向學生推廣教

育城「e 悅讀學校計劃」，鼓勵學生借閱電子書，亦安排學生參加由香港大學與教育

局合辦的「初中歷史科電子閱讀獎勵計劃 2020」。 

 
5. 成就與反思 

5.1 成功項目 
 本組與其他科組合作舉辦閱讀周及跨學科學習活動，獲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頒發「喜『閱』學校嘉許計劃」獎狀，成效獲得肯定。 

 就老師觀察所得，學生於「健康生活周」表現投入，樂意參與不同的攤位

活動，加深了對相關主題的認識。 
 接近八成的學生認為英語閱讀工作坊有助他們掌握閱讀英語圖書的技

巧，能學以致用。 
 超過八成參與香港教育城「閱讀挑戰計劃」的學生認為該計劃能培養閱讀

興趣及提升閱讀能力。 
 購書團反應不俗，能協助提升學生的閱讀動機及果效。 
 
 

   5.2 有待改進項目 

 在「善用社區資源，提升學生學習效能」工作上，資訊科技組協助開啟「閱

讀挑戰計劃」戶口，即使課程及閱讀推廣組已於上學期於禮堂及課室向初

中學生推廣此計劃，並派發相關指引予學生，但整體參與率仍遠低於所訂



94 
 

的六成標準。雖然超過八成參與計劃的學生認同計劃能培養他們的閱讀興

趣及提升閱讀能力，但因上學期社會事件及下學期疫情影響而停課，參與

計劃人數不多，成效欠佳。 

 本學年因社會事件及疫情關係而停課，頗多原訂活動也被迫取消，影響全

年借書量。 

 
   5.3 困難、限制與檢討  

 本學年因社會事件及疫情致使擬定的活動未能順利舉行，故部分項目未能

有數據提供。 

 2020-21 學年活動要看疫情進展再決定，包括:聘請講者為家長舉辦健康上

網或有關課題的講座或工作坊，或會舉辦相關課題的資料展覽，強化家長

在相關課題的認識，但此計劃在 20-21 學年仍會繼續試行。 

 在「透過運用擴增實境(AR)技術製作閱讀報告」工作上，圖書館已購入不

同類型及程度的英文書籍，英文科老師亦於中一及中二級教授課外閱讀技

巧，該兩級學生已完成閱讀兩本英語故事書，並於上學期英文科考試內回

答有關英語故事書的問題，以呈現學生對故事書內容的理解度，但因原定

採用 HP REVEAL 的雲端程式已停辦，故電腦科未能教授學生如何製作擴

增實境(AR)技術的影片，需另找其他軟件代替。 

 
   5.4 改善措施與跟進方案 

 下學年課程及閱讀推廣組、資訊科技組及電腦科會繼續執行「善用社區資

源，提升學生學習效能」工作，課程及閱讀推廣組會加強向學生推廣宣傳、

派發所需指引及增加獎勵，以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同時電腦科在課堂上會

指示學生參與此網上閱讀活動，令學生能持續參與。 

 發展網上閱讀，鼓勵學生善用「e 悅讀學校計劃」及中國文化研究院「篇

篇流螢」網上閱讀平台。即使因社會事件及疫情關係而停課，學生亦可在

家中持續閱讀。 

 利用電子平台推廣閱讀，如把「好書推介」影片放上 google classroom，讓

學生觀看。 

 
6   總結及反思 

本年度課程及閱讀推廣組與各科協作舉辦閱讀及跨學科學習活動，效果良好，惟

因社會事件及疫情關係令部分活動及計劃取消或延期，影響整體閱讀成效。本組

來年將繼續與其他學科協作，舉辦不同的閱讀活動及比賽，並善用電子平台推廣

閱讀，同時積極發展網上閱讀，協助提升學生的學科知識和語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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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璧山中學 

2019-2020 年度周年報告 

訓導組 
 

1 本學年目標 

1.1   回應學校關注事項 

1.1.1 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培養學生健康生活習慣、正面人生與價值觀、生

活技能及面對逆境和抗拒誘惑的技巧，建構健康校園。) 

 

1.2 本組關注事項 

1.2.1 以多元活動及計劃強化學生行為表現，向著自我提升及完善的目標進發。 

1.2.2 

1.2.3 

加强本組內部、各班主任、SEN 組和輔導組的合作，促進學生成長。 

强化領袖生的團隊，令其在學校內擔當更重要的角色。 
 

2 施行計劃的評估 

2.1 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培養學生健康生活習慣、正面人生與價值觀、生

活技能及面對逆境和抗拒誘惑的技巧，建構健康校園。)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1. 開辦健體班 - 本年改

為開設女子健體班，

招募合適的女同學參

加 

 本學年上學期為男同學開設健體

班，而為女同學開設瑜珈班，唯因

疫情而不能完成所有課節。 

 健體班進行了 5 節，而瑜珈班則只

進行了 2 節。 

 參加學生之出席率達 75%，接近預

訂水平。 

 统計開辦體育

課程節數 

 统計學生出席

率 

2. 舉行活力跑  本年上學期由於社會運動關係，為

保學生安全令舉行活力跑改為活

力日形式。透過班際跳大繩、競技

障礙賽及閃避球之班際比賽，讓全

校師生度過愉快的一天。 

 此活動由訓導組牽頭，並由學生會

全力輔助，於 15/12/2019順利舉行。 

 统計學生工作

人員人數 

 统計學生參賽

人數 

3. 組織活力康體日 - 本
年不再採用旅行日而改

於其它學習經歷週舉行 

 由於疫情關係，活力康體日取消。 

 估計來年在預訂場地上仍有不確

定性，現考慮改為進行校內歷奇活

動取代。 

 统計學生參與

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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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以多元活動及計劃強化學生行為表現，向著自我提升及完善的目標進發。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1. 舉辦『活力校園 GO GO 
GO 音樂比賽』，與輔導

組、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和音樂科合作推展動感

生活的訊息 

 原定於下學期五月份舉辦『活力

GO GO GO 音樂比賽』，唯因疫情

問題而取消。 

 教師意見 
 
 學生問卷 

2. 優化『來自星星的你獎

勵計劃』 
 增加計劃宣傳次

數，吸引更多學生

參加 
 提高禮物的吸引力 

 本學年參與計劃的學生人次：149

（不包括換領豁免留堂班的學生

人次） 

 本學年因為社會政治運動及疫情

的緣故，全個學年只能完整地完成

了第一期的獎勵計劃。（第二期受

社會運動影響，中途停課接近兩個

星期；第三、四期則因疫情的緣故

而停止舉辦） 

 本學年進行了兩次宣傳活動（第一

及第二期）。 

 本年度我們亦用了不同的方式宣

傳，當中包括： 

 學期初到中一每班宣傳星星

計劃，及詳細講述準則 

 在各課室張貼海報，列明領取

星星的準則 

 以有趣話劇在早會中宣傳 

 在各樓層張貼海報 

 本校大部份同學不乏物質需要，例

如基本的文具、桌遊、擺設都未必

能吸引大部分學生。來年建議可邀

請老師捐贈禮物（作大獎），或由

他們建議禮物，並由訓導組代購，

提高同學換領禮物的意慾。 

 來年很大可能亦會繼續受疫情影

響，因此亦需要一些變動，以減少

大量同學在換領禮物期間擠擁在

訓導室，及在選擇禮物期間到處觸

摸。建議來年製作 Google Form 供

同學報名換領大獎（抽獎形式）。

至於其他中小獎項，可以按學生人

 計劃之活動記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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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數分配給各班。利用其中一個班主

任節，以拍賣形式讓同學換領禮

物。這樣一來，班主任可以鼓勵同

學投入參與活動，同時以拍賣形式

進行活動，亦可以鼓勵同學之間有

良性競爭。 

3. 引進社區資源，強化學

校的訓輔功能 
(a) 警方講座  - 賭博

條例 
(b) 區本計劃 -功課輔

導、戶外宿營、級

活動。 

 本學年只申請一次警方講座，主題

為『賭博成癮』，原定下學期舉行，

但因疫情而取消。 
 本學年『區本計劃』仍然與屯門

YMCA 合作，當中包括初中級的課

後功輔及增潤班，但因疫情而只在

上學期舉行。 
 此計劃亦包含了各級的課後級活

動，初中各級於上學期各舉辦一次

旱地冰球活動，觀察所見師生均表

現投入，大大促進彼此之間融洽關

係。而下學期則因疫情而取消。 

 出席率 
 老師的觀察 

 訪問學生對活

動的意見 

 主辦單位發出

的學生/老師問

卷 

4. 優化陽光計劃： 

(a) 鼓勵學生在品行、

課外活動及服務上

全面發展，為自己

增值。接納和欣賞

每位同學的進步，

並給予適切的鼓勵

和讚賞  

(b) 幫助曾犯過錯的學

生自省自強,為自己

銷過,創造新生的機

會 

行為良好/躍進獎勵計劃： 

 只於上學期進行一次，時段為 9 月

至 1 月。由於社會事件影響及疫情

關係，未能在下學期施行。 

 本年度目的是全年合共超過 120 

人次獲得行為良好/躍進獎，由於社

會事件影響及疫情關係，未能在下

學期施行。但以上學期計算已超過

全年人數的一半。 

 行為良好獎提名共 50 位學生﹔行

為躍進獎提名共 13 位學生，數目

與去年相約。 

 行為良好獎大多集中中一及中四

級為主，分別是 10 人及 17 人，當

中 4A 班提名有 12 人。 

改過銷過計劃： 

 上學期參與本計劃的學生有 20

人，成功率有四成。 

 由於社會事件及疫情停課關係，下

學期只有 27/5 至 8/7 為上課天，故

大部份未有時間完成銷過。 

 整體以高中銷過情況最理想，上學

 行為良好/躍進

獎： 

老師提名學生

參與數字及獲

獎數字。 
 
 改過銷過計劃： 

定期查閱有關

學生參加改過

銷過計劃之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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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期中六級成功率有六成，反映高年

級同學思想漸趨成熟，懂得為自己

過錯負責任。 

 改善建議﹕來年向低年級同學及

各老師 (特別是新老師) 多宣傳改

過銷過計劃的原因及施行步驟。 

 
2.3   加强本組內部、各班主任、SEN 組和輔導組的合作，促進學生成長。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1. 訓輔與 SEN 轉介個案

(經常重覆違犯相同校

規、因犯錯而被嚴重記

過或因特殊學習需要

而產生情緒及學為問

題的同學)，如有需要

須舉行個案會議，讓校

內訓輔與 SEN 組人

員、社工、教育心理學

家、班主任和家長共同

檢視個案的進展及成

效，視乎個別情況可作

出短期或長期跟進。 

 本年度需要舉行三組聯合會議

的個案只有一個，學生為中三級

學生。該生情緒不穩，具有存行

為問題，學習態度亦差劣，於學

年內長期合作跟進。在跟進後其

行為問題已較受控，唯其它方面

仍有待改善。 

 檢視個案會

議 

2. 舉行訓輔活動，讓不同

級別的學生互助互

愛，和諧共處。 
中二 - 成長新動力 
 

 與衛生處合辦之學生成長課程

於本年初中 OLE 時段順利完

成，出席率超過 90% 

 成長新動力(中二) ：共舉行

兩節，其餘四節因疫情而取

消。 

 負責 OLE 堂老師反映學生對課

程內容緊貼青少年生活情境。 

 問卷反映約 90%學生喜歡和投

入該活動，並認為對自身成長有

用處。 

 活動參與及

出席率 

 教師回饋 

 

2.4   强化領袖生的團隊，令其在學校內擔當更重要的角色。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1. 突顯領袖生工作範圍與

職責 

 增加更具體的工作

崗位，發揮學生所

 本由於疫情導致停課時間甚長，本

組未有進行所有領袖生的問卷調

查，只是個別參考領袖生長的回饋

作評估方法。他們指出各級領袖生

 領袖生回饋 

 參考領袖生當

值紀錄 

 老師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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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長及責任感，從而

提升自信及榮譽

感。 
 
A. 領袖生長工作

範圍 
 摘名簿 
 檢查領袖生是

否在其崗位上 
 領袖生替更情

況 
 大型活動人手

分配 
 安排考測期間

領袖生當值 
 
B. 資深領袖生工

作範圍 
 摘名簿 
 午膳樓層巡邏 

 
2. 持續的領袖訓練課程代

替訓練營：挑選領袖生參

與全學期持續性的領袖

訓練，以加強領袖生的領

導才能及歸屬感 

工作安排比以往更明確，但部份崗

位未見理想，例如午膳巡邏部份。 

 而老師的觀察方面，老師認同領袖

生長的工作崗位更明顯，他們能夠

肩負起人手分配的工作，例如家長

夜及考試期間領袖生當值安排，能

發揮出崗位的重要性，雖然未能有

效監察領袖生的工作，但較以往已

經更有發揮，相信能提升自信及榮

譽感。摘名簿未能在本年度內執

行，原因是領袖生「監察同學」的

角色未能在初中同學中建立起

來，希望下學年能夠處理。 

 參考領袖生當值記錄，超過八成同

學能如期當值，未能如期當值的同

學亦超過九成會在 WhatsApp 群組

內請假，令領袖生長能夠較有效地

安排人手分配。 

 由於疫情導致停課，而復課亦須配

合校內活動指引，因此領袖訓練課

程將會延至 2020 年 10 月，至於對

象可能亦會有所改變。 

 活動記錄 

 
3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的成效 

關於本學年的學校關注事項是 1) 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培養學生健康生活習

慣、正面人生與價值觀、生活技能及面對逆境和抗拒誘惑的技巧，建構健康校園。) 

透過健康校園計劃提供資源並與青少年服務處合作，本組針對性地推行不同計劃及

活動，目的旨在強化學生積極參與體育活動實踐更活躍生活模式，在已舉辦的活動

而言似乎對學生具一定成效，唯不少活動因為社會事件及疫情影響而更改形式甚至

取消，對計劃成效造成一定的影響。 

 
4 其他活動 

本組大部份活動因為社會事件及疫情影響而取消，將於來年進行而補回。 

 
5 成就與反思 

5.1  成功項目 
 本校的違規呈交數字中，較輕微過失(缺點) 有下降趨勢，當中三分之二來

自欠交功課所致，這反映個校方需特別關注此問題。而被記小過及大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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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數目則明顯下降，尤其在大過方面更為明顯；除學生行為比前改善

外，相信與疫情停課亦有一定關連。 
 2018-2019 2019-2020 

缺點 427 384 

小過 22 15 

大過 15 2 

 領袖生 - 領袖生長及領袖生角色較前突顯，實為進一步改善學生自我形

象及校風的重要一步，期望來年可以再提升其在秩序管理的功能。 
 

5.2 有待改進項目 

 來自星星的你獎勵計劃 - 參加人數未見太踴躍，反映學生對計劃的新鮮

感減退，來年宜推出更頻密的宣傳活動。 

 警方講座 - 來年需補回有關活動，為學生提供相關資訊。 
 

5.3 困難、限制與檢討  

 由於社會及學生問題越來越複雜，學校受政治因素影響而產生的壓力日益

增加。老師應與時並進，修訂相關規條以免學校淪為政治爭拗的場所。 

 因學生個案越來越複雜，希望來年能增加訓導處的人手支援，及增加與輔

導組的協作。 

 
5.4 改善措施與跟進方案 

 領袖生 -繼續強化領袖生的工作，提高學生自我形象及其自豪感。 

 再加入新成員，期望為本組注入新思維，並配合學校發展方向。 
 

6 總結及反思 

本學年訓導組的各項計劃大體上按計劃推行，唯因社會事件及疫情而未竟全功。來

年情況仍有變數及不確定，在制訂工作計劃時應儘可能考慮相關因素而減低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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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璧山中學 

2019-2020 年度周年報告 

輔導組 

 
1. 本學年目標 

1.1 回應學校關注事項 
1.1.1 培養學生健康生活習慣、正面人生與價值觀、生活技能及面對逆境和 
      抗拒誘惑的技巧，建構健康校園。 

1.2 本組關注事項 
1.2.1 透過不同的活動，為學生提供性教育、情緒教育和健康教育，以預防問題

的產生。 
1.2.2 安排輔導組老師出席精神健康的專業發展課程，加強識別和支援有精神健

康需要的學生。。 
 

2. 施行計劃的評估 

2.1.1 推動正向文化，培養學生歸屬感，建構和諧/關愛校園。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1. 「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推廣運動，鼓勵活力人生，會

舉辦：女同學健體班、活力跑

和活力康體日。 

 經統計後有 86.7%老師認同同

學充滿活動，精神飽滿。90%

以上同學參與籌辦活力跑或

參加比賽。(由於受社會事件的

影響，校外活力跑改為校內的

活力日。) 

 學年尾統計 

 觀察及面談 

2. 中一級正向課程。透過參

與「愈感恩、愈寬恕、愈快樂」

計劃，教導學生以「感恩」的

心把事情放大，及以「寬 

恕」的心將過去負面情緒化

解，藉此培養學生正向情緒、

個人長處和美德，及追求真實

的快樂。 

 由於受到「新冠病毒病」的疫

情影響，課程內容只完成了一

半，餘下的課程需要取消，所

以不能做成效評估。 

 

 

 學生問卷 

3.在中三級舉辦 3 節「壓

GOGOGO 工作坊」，讓學生

學習如何建立正面情緒、品格

及態度(包括人際關係、工

作、學習及社會參與等)。 

 

 93% 參與工作坊的學生認同

工作坊能幫助自己培養正向

情緒及思維。 

 學生問卷 

 

4. 舉辦「與異性相處技巧小

組」 

 小組原定安排在下學期舉

行，受到「新冠病毒病」的疫

 學生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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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讓教導學生男女相處的技

巧，要懂得亙相尊重，及讓學

生認清戀愛的實質意義，提升

在戀愛作正確行為和決 

定的能力。 

情影響，小組需要取消，會在

下學年補辦。 

 

5. 在中一及中五級舉辦「抗

網絡沉溺及欺凌」講座，讓學

生認識沉迷於網絡世界的影

響，及如何抵抗沉迷網絡及預

防網上欺凌。 

 受到「新冠病毒病」的疫情影

響，講座需要取消，會在下學

年補辦。 

 

 學生問卷 

 

 

6. 定期在初中舉辦級活

動，營   
造同級學生之間和諧友愛的

氣氛。 

 受到「新冠病毒病」的疫情影

響，只完成了上學期級活動，

下學期所有級活動需要取

消，所以不能做成效評估。 

 記錄活動次數 

 老師觀察活動

情況 

7. 舉辦「中六級惜別週會」，

初中同學和家長給中六同學

打氣，藉此鼓勵跨級別同學互

相關懷，營造校園關愛文化。 

 87%中六學生認同惜別週會是

充滿關愛的，是令人快樂的。 

 學生問卷 

 

8. 參與「醫教社同心協作計

劃」 

建立跨專業協作平台，為有精

神需要的學生提供適切支援

服務。 

 把超過 10 個有需要的學生轉

介至計劃中，使學生得到更多

專業和有效的支援。 

 學年尾統計 
 老師和家長的

觀察及面談 

9. 參與「和諧校園網絡」計

劃，培訓 10 位中三至中五的

同學為和諧大使，在學校推廣

「和諧校園」訊息，並成為「大 

哥哥大姐姐計劃」的成員，協

助中一同學適應中學生活。 

 和諧大使成功在學校舉辦了 4

個以推廣「和諧校園」訊息為

主題的活動。 

 學年尾統計 

 
2.2.1  透過不同的活動，為學生提供性教育、情緒教育和健康教育，以預防問題的

產生。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1. 在中二級舉辦「成長

新動力」透過一系列延

續性及專題性的訓練課

程,讓青少年更能認識

和照顧自己，處理自己

 受到「新冠病毒病」的疫情影響，

原本 6 節的成長課，只完成了 2 節，

其餘 4 節 

需要取消，所以不能做成效評估 

 主辦單位發出

的學生問卷  

 定期簡介會及

檢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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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的情緒，並提昇他們與

別人相處和解决問題的

能力。提供基本生 活技

巧訓練。訓練內容包括

情緒管理、人際關係的

建立、溝通技巧、壓力

處理、學習技巧、分柝

及解决問題技巧、决策

能力、自我認識和照顧

及健康生活模式等。 

 

 

 

 

2. 在中二至中三級舉

辦情緒教育互動劇場<

情緒自選台>，運用戲劇

教育的形式，探討青少

年面對的情緒問題，讓

學生體會及明白情緒管

理的重要性，從而建立

有效的情緒管理方法。 

 受到「新冠病毒病」的疫情影響，

劇場需要取消。 

學生問卷 

 
2.2.2  鼓勵輔導組老師進修輔導課程，提高輔導技巧和了解輔導趨勢。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1. 輔導組老師能完成

教育局舉辦的「精神健

康的專業發展課程」包

括初級培訓和深造培訓

課程。 

 有 2 位輔導老師在本年度有參與初

級培訓課程。 

 統計 

 

3.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的成效 

   由於受到「社會事件」和「新冠病毒病」疫情的影響，大部分配合本學年的周 
   年計劃「培養學生健康生活習慣、正面人生與價值觀、生活技能及面對逆境和   
   抗拒誘惑的技巧，建構健康校園。」的活動都需要取消，很多目標不能達到， 
   部分需要在下個學年補回。 

 
4. 其他活動 

由於受到「社會事件」和「新冠病毒病」疫情的影響，大部分活動需要取消，部分

需要在下個學年補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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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成就與反思 

5.1    成功項目 
 本年度輔導組積極在本校營造關愛文化，並參加了教育局訓育及輔導組的

「和諧校園網絡」計劃，培訓 11 位中三至中五的同學為和諧大使，藉著

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向全校學生宣揚和諧的信息，希望同學們之間懂得

如何和諧相處。另外，輔導組亦與生涯規劃組首次合辦「中六級惜別週

會」，讓即將面對文憑試的同學感受到背後有全校的師生支持，和為他們

打氣。藉此鼓勵了跨級別同學互相關懷，營造了校園關愛文化。 
 本學年面對「社會事件」和「新冠病毒病」疫情，輔導組和社工為學生、

家長和教師準備了面對事件和疫情的處理指引和錦囊。另外，輔導組和學

生支援組在停課期間安排有需要的學生定期透過 zoom 系統與輔導心理學

家面談，進行輔導工作，使學生能以正向的態度面對困境。輔導組亦在中

六文憑試放榜日安排即時 Zoom 情緒支援，協助有需要的學生。 
 

5.2    有待改進項目 
 由於受到「新冠病毒病」疫情的影響，大部分活動需要取消，不能達到預

期的目標。 
 

5.3    困難、限制與檢討  

 因本組輔導老師整體工作繁多，在安排老師跟進個案和輔導活動時困難重

重。另外，本組亦有多位經驗較淺的輔導老師，在處理個案方面，要慢慢

累積經驗或在輔導方面加強進修。 

 整個社會受到「社會事件」和「新冠病毒病」疫情的影響，學生出現的問

題會較之前更為複雜，輔導工作面對重重挑戰和困難。 

 
5.4    改善措施與跟進方案 

 下學年會按照本校的需要，重新安排本年度取消的部分活動，以補充學生

的成長需要。 

 下學年輔導主任要主動安排輔導老師校外進修有關如何為受到「社會事

件」和「新冠病毒病」疫情影響的學生作輔導和培育。 
6.   總結及反思 

 本學年受到「社會事件」和「新冠病毒病」疫情的影響，只完成了部分本組的計劃，

來年安排活動時要考慮本年度活動是否需要補辦，亦針對本組個案和全校學生主要

出現的學生問題，同時亦要配合學校推行健康校園計劃。最後，由於經歷本年「新

冠病毒病」疫情的影響，學生需長期停課，很多輔導工作安排都較為倉猝，沒有一

套完整的應對措施，來年輔導組會制定「停課時輔導措施」，希望在停課期間更有效

支援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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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璧山中學 

2019-2020 年度周年報告 

課外活動及其他學習經歷組 

 
1. 本學年目標 

目標： 

培養學生健康生活習慣、正面人生與價值觀、生活技能及面對逆境和抗拒誘惑

的技巧，建構健康校園。 
 
 本科組關注事項： 

1 培養學生歸屬感 
2 提升學生成就感 
3 培養學生自律自愛 

 
2. 施行計劃的評估 

2.1   深化正向文化，加強抗逆力；推廣運動，鼓勵活動人生。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領袖訓練營/計劃。  成功為學校訓練一批領袖人物(不少於 60
人)，可擔當不同職務。 
 

中三級(3日2夜)領袖訓練營/中一級領袖訓練

日分別於11月及10月順利完成。校方大力鼓勵

同學參與學會/組別的幹事/職員工作，並於10

月舉行委任狀頒發典禮以示嘉許。 

數據統計 
教師觀察 
學生問卷 

 

 
2.2  安排多元活動，培養學生歸屬感。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進行更多的跨學科

活動，啟導同學的興

趣及潛能。 
 安排多項特色的課

外活動(如：步操樂

團、拉丁舞、劍撃、

獨木舟等)，發掘學

生不同的潛能。 

 95%同學認同活動多元化。 
 95%同學認同活動對提升正向文化及歸屬

感有幫助。 
 95%同學有參加不同的比賽(校內及校外) 
**(因應新冠疫情大部份活動取消，本學年的

學生問卷暫停) 

 

數據統計 
教師觀察 
學生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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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鼓勵同學多參與班際/級際/校外活動/比賽，讓同學的潛能得以發揮、提升學生成就

感。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安排同學參加更多

的校外比賽，誘發同

學不同的潛能。 
 與外間機構合作，舉

辦聯校的活動或比

賽。 

 95%(F.1- 5)學生曾參與加學會以外的活動/

比賽 

**(因應新冠疫情大部份活動取消，本學年的

學生問卷亦暫停) 

 

 數據統計 
 教師觀察 
 學生問卷 

 

 
2.4  安排同學參與義工作、境外的交流及學習活動，培養學生自律自愛。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安 排 同

學 作 境

外 的 交

流 及 學

習 活

動，擴濶

視野、發

展潛能。 

 

 為全校同學籌辦不少於 3 日 2 夜的境外/內學習活動 

 境外的交流及學習活動不少於6次，參與學生人數不少於

200人次。 

2020年 4月27至4月29日訂為「不一樣的學習-全方位學習週」， 

為中一至中五級同學安排合共12個境外及本地學習活動： 

1 課外活動組 乘風航 香港仔水域 

2 課外活動組 領袖訓練營 待定 

3 體育科 / 訓導組 活力動起來 

學校禮堂 / 

Mega Box 溜冰

場 / 健身中心 

4 
生涯規劃組 / 科技與

生活科 
中西飲食文化之旅 香港 

5 活動組 
認識大灣區-澳門、探訪

老人院團 
澳門 

6 通識教育科 
走進「大灣區」考察計劃

三天 

廣州 南沙 東

莞 

7 中史歷史科 西安歷史文化遊學團 西安 

8 視覺藝術科 台灣藝術文化遊學團 
台灣（台北、台

中） 

9 地理 台灣地理生態團 台灣 

10 
旅款科, 經濟科及圖

書館 
新加坡環保旅行團 新加坡 

11 English Department 
新加坡英語學習及文化

交流之旅 
新加坡 

12 音樂科(步操樂團) 

衝出香港，眼望國際 ----- 

日本音樂交流及文化探

索團 

日本大阪 

**(因應新冠疫情取消) 

統計境外

的交流及

學習活動

的次數及

參與人次 



107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安排同學

參與義工

服務，讓同

學更關顧

社會，發揮

服務精神。 

100%(F.1-5)學生曾參與加義工服務。 

**(F.4-5有關校外義工服務因應新冠疫情取消) 

截至上學期(2019年12月)各級每人平均校內服務時數為：F.1:8

小時; F.2:13小時; F.3:17小時; F.4:17小時; F.5:10小時; F.6:4小

時 (約88%同學曾參與校內義工服務) 

統計同學參

與義工服務

的次數及參

與人次 

 

3.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的成效 

本學年的關注事項：培養學生健康生活習慣、正面人生與價值觀、生活技能及面對逆境

和抗拒誘惑的技巧，建構健康校園。新冠肺炎停課以致大部份活動取消，本學年的課外

活動學生問卷暫停，因此缺乏了部份學生方面的數據顯示成功準則 ： 

 
3.1 為深化正向文化，加強抗逆力；推廣運動，鼓勵活動人生。上學年時間順利進行了 2

次領袖訓練活動：中三級(3 日 2 夜)領袖訓練營/中一級領袖訓練日分別於 11 月及 10
月順利完成。此外校方大力鼓勵同學參與學會/組別的幹事/職員工作，並於 10 月舉

行委任狀頒發典禮以示嘉許。希望藉以訓練一批領袖人物，可擔當不同職務。 
 

3.2 安排多元活動，讓同學的潛能得以發揮。鼓勵同學多參與班際/級際/校外活動/比
賽，讓同學的潛能得以發揮、提升學生成就感。校方鼓勵進行更多的跨學科活動，

啟導同學的興趣及潛能；安排多項特色的課外活動(如：無人機學會、流行樂隊、

粵劇、劍撃、獨木舟等)，希望藉以使同學的自信心有所提升、同學認同在參加活

動過程中，發現了自己新的潛能。但因新冠肺炎停課以致大部份活動取消，本學年

的學生問卷暫停，因此缺乏了學生方面的數據以顯示成功準則。 
 
3.3 安排同學參與義工作、境外的交流及學習活動，培養學生自律自愛。整合全校的活

動，令學生學習活動更有系統及更有結構，讓所有同學皆能有較均等的機會參與。

原計劃於 2020 年 4 月 27 至 4 月 29 日訂為「不一樣的學習-全方位學習週」， 為中

一至中五級同學安排合共 12 個境外及本地學習活動；期望培養學生歸屬感、提升學

生成就感、讓同學的潛能得以發揮；唯因新冠疫情有關活動取消。 
 

4. 成就與反思 

4.1 成功項目 
於學校關注事項：培養學生健康生活習慣、正面人生與價值觀、生活技能及面對逆

境和抗拒誘惑的技巧，建構健康校園；因新冠肺炎全港停課，有關活動取消；本學

年的課外活動學生問卷暫停，因此缺乏了部份學生數據以顯示成功準則。 
 
 於其他的數據統計中：80%同學認同參加了學校的活動，自信心有所提升。

(83.4%)； 

 90%同學認同活動多元化。90%同學認同活動對提升正向文化及歸屬感有幫

助。90%同學有參加不同的比賽(校內及校外)、90%(F.1-5)學生曾參與加學會以

外的活動/比賽、各班參加學校旅行日同學不小於90%等，因此缺乏了學生方面



108 
 

的數據以顯示成功準則。 

 本學年繼續聯絡校外團體協辦活動；如地壺球、粤劇跨科活動(花旦頭飾製

作)、躲避盤、、學生(F.3)領袖訓練營(明愛小塘營地)、戶外考察(長洲明愛郊

野學習中心)等。 
 義務工作方面：中一級清潔沙灘、中二級探訪老人院。共他級別因新冠肺炎停

課以致活動取消。 
 制服團體集會時間均統一為逄星期三放學後(約一小時，所有中一及中二同學

均能完成制服團體活動。(截至上學期) 
 

4.2 有待改進項目 
優化領袖訓練計劃，集中資源， 藉計劃培養領學生的領導才能， 增強個人的技

能及信心，能對未可預知的環境作出應變，提升抗逆力   

 90%參加領袖訓練計劃的同學認同自己的信心增加了，有能力面對未來可能

出現的逆境情況 (86.5%) 
 80%同學認同在參加活動過程中，發現了自己新的潛能(74.5%) 
 上下學期均成功於中一至中四級各舉辦一次級活動(因新冠肺炎停課下學期

活動取消) 
 

4.3 困難、限制與檢討 (數據分析及理據) 

本學年校方主要利用全方位學習津貼、校本關愛基金(法團校董會)、生涯規劃

津貼及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津貼來支助有需要的同學於境外學習方面之費

用。由於所需費用頗大，校方仍積極尋求可用的資源。同時鼓勵同學參加已為

政府津貼支助團體所舉辦的境外學習活動。 

 

4.4 改善措施與跟進方案 

2020-21 學年會繼續聯絡校外團體協辦活動；如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室內野戰活

動、密室逃脫活動、攻防箭、躲避盤)、JPC 領袖訓練營等。同時全年 3 次全方

位活動週，集中舉辦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如戶外考察、英文日營和跨學科活動等。 
境外學習活動方面計劃籌辦一帶一路為主題的的境外考察學習活動以配合現

今社會發展的需要，此外校方仍積極尋求可用的資源以支助有需要的同學。此

外，因應中一及中二同學人數回升，下學年學校會參加香港升旗總會，將原有

校內每月一次的升旗活動提升為另一支制服團隊。 
 

5 總結及反思 

根據 Websams 系統內記錄，同學於參與學會活動及制服團體活動的推廣大致滿意，

惟境外交流/考察學習活動方面仍需稍加調整以切合同學的需要，安排更多元化的境

外的交流、學習以及服務活動，擴濶視野、發展潛能。所以 2020-21 年開始境外交流

/考察學習活動由生涯規劃組葉碧欣助理校長統籌，以便更有效開拓及使用有關資源

支助有需要的同學。藉著「學生學習協調組」，加強協調及統整同學的課後輔學及活

動安排，以安排及協調各級各班的其他學習經歷活動。整合全校的活動，令學生學習

活動更有系統及更有結構，讓所有同學皆能有較均等的機會參與。安排多元活動；安

排多項特色的課外活動(如：攝影、步操樂團、拉丁舞、劍撃、獨木舟等)，發掘學生

不同的潛能，讓同學的潛能得以發揮 。在全學年成立三次其他學習經歷周，進行更

多的跨學科活動，啟導同學的興趣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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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璧山中學 

2019-2020 年度周年報告 

生涯規劃組 
 
1. 本學年目標 

與關注事項配合的目標： 

1. 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本組目標： 

1. 提升各級生涯規劃活動的連貫性，營造全校的氣氛，從而加强全校師生對生涯規

劃的關注 

2. 尋求外間機構合作，為學生增加行業參觀的機會。 

 
2. 施行計劃的評估 

2.1 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1. 營造關愛文化 
鼓勵跨級別同學

互相關懷，增加中

六惜別會，讓初中

學生給中六學生

打氣 
 

a. 100%培育組老師認同惜別週會是充滿關

愛的，是令人快樂的。 

 

老師回饋 

2. 建立正面人生觀、

價值觀，透過生涯

規劃活動，營造出

全校氣氛，從而加

强全校學生對生涯

規劃的關注 
 

a. 95%中六學生認同生涯規劃組活動多元

化升學/就業的講座和參觀，加強學生對

不同出路的了解。 

b. 84%中三至中六學生認同生涯規劃老師/

顧問給予的輔導讓我了解升學及選科需

要。 

c. 88%學生認同自己提高了未來升學/就業

的自我覺察程度。 

d.  87.1%老師認同同學有思考未來的發展。 

  

同學回饋 

3. 加強新移民同學及

SEN 學生的升學輔

導 

a. 7位中五級及 1位中六的 SEN學生參加了

賽馬會「啟程、職聘」支援計劃。 

b. 因為疫情關係，下學期向新移民學生介紹

本港學制活動。 

 

參與學生人數 

同學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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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提升各級生涯規劃活動的連貫性，營造全校的氣氛，從而加强全校師生對生涯

規劃的關注。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1. 優化「生涯規劃

週」，營造出全校氣

氛，從而加强全校學

生對生涯規劃的關

注 
 

a.  因為疫情關係，二月份「生涯規劃週」取

消。 

數據統計 
教師觀察 
學生問卷 

 

 

2.3  尋求外間機構合作，為學生增加行業參觀的機會。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1. 尋求外間機構合

作，為學生增加行業

參觀的機會 

 

a. 95%中六學生認同生涯規劃組活動多元

化升學/就業的講座和參觀，加強學生對

不同出路的了解。 

b. 83%我認為生涯規劃組的活動有助我了

解自己的職業志向。 

c. 因為疫情關係，下學期的行業參觀及工作

體驗全部取消。 

數據統計 
教師觀察 
學生問卷 

 

 
3.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的成效 

本組的工作是針對學校關注事項 (一) 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而進行的，大部份項

目能達標完成。本組於下學期原已安排的生涯規劃周、行業探訪及工作體驗等活

動，因疫情影響無奈要取消。 

 
4. 其他活動 

為了配合生涯規劃的發展需要，今年本組繼續與升學顧問楊兆榮先生合作，為中三

及中四級家長和學生提供個人化的升學輔導，為他們的目標提供可行的意見，讓家

長及學生提早一起規劃人生。 

 
5. 成就與反思 

5.1  成功項目 

 為中六同學提供多元化生涯規劃活動及適切的升學輔導 

 為中三及中四級家長和學生提供個人化的選科及升學輔導 

 舉辦中六級惜別週會，增加中六學生對初中同學的了解、並充滿關愛的，

是令人快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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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有待改進項目 
 因疫情關係，二月份舉辦的「生涯規劃週」、下學期的行業參觀及工作體

驗全部取消。  
 

5.3  困難、限制與檢討  
本年度，香港環境急劇轉變，受社會事件及疫情影響，本組原已安排的生涯規

劃周、行業探訪及工作體驗等活動無奈要取消，無疑是減少了學生接觸社會和

認識行業的機會。 
   

5.4  改善措施與跟進方案 

來年我們會加強生涯規劃周的活動，及嘗試把部份生涯活動改為校內舉行，希

望學生安在校內也可以有認識生涯規劃的機會。 

 
6 總結及反思 

本組推動全校「生涯規劃」已見成效，同學積極參與本組活動，普遍他們都重視

對自己的未來規劃。本組會繼續努力引入多元化升學及就業資訊及生涯規劃活

動，使同學從小培養出正面的工作和學習態度，以致能有效地計劃和管理自己將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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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璧山中學 

2019-2020 年度周年報告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1. 本學年目標 

1.1   回應學校關注事項 

1.1.1 培養學生健康生活習慣、正面人生與價值觀、生活技能及面對逆境和抗

拒誘惑的技巧，建構健康校園。 

 

2.2 本組關注事項 

1.2.1 發掘學生潛能，協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 服務社會。 

1.2.2 透過計劃，加强學生的環保意識 ,培養責任感。 

 
2. 施行計劃的評估 

2.1.1 培養學生健康生活習慣、正面人生與價值觀、生活技能及面對逆境和抗拒誘惑

的技巧，建構健康校園。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1. 舉辦關於健康

正向的講座 - 
NPV「寵物背

後」  
 
 
 
 

2. 中一班級經營

活勳「我們這

一班」橫額設

計活動。 

 

 

 

 

 

 

3. 「我們這一

班」班相活動 

 

 

 嘉賓帶來曾被遺棄的貓隻，大部分同

學很感興趣並感同情，活動後愿意提

問和作答。相信超過 70%學生認同講

座可讓自己有較正面的人生觀。 

 

 

 中一級學生在班主任的帶領下，在活

動前構思橫額。活動當天，學生均分

工合作，完成橫額，過程融洽愉快。

活動能達致預期成果，93.8%學生同意

此活動能增加歸屬感。84.4%學生同意

此活動能增進同學間友誼。87.5%學生

認為明年應再次舉行此活動，加強關

愛文化。 

 

 各班班相已於 11 月張貼在課室外。活

動能達致預期成果，88.6%學生認為此

活動能增加歸屬感，同時， 81.5%學

生認同此活動能增進同學間友誼，有

 觀察 

 

 

 

 

 

 

 問卷 

 

 

 

 

 

 

 

 

 

 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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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4. 中四中五級價

值卡活動 

 

 

 

5. 健康人生禁賭

音樂劇 

 

6. 中一、二級推

行＜朱子治

家格言＞ 
(申請優質教育

基金資助) 

85.1%學生認為明年應再次舉行此活

動。 

 

 79.2%中四同學認同內容合適，有助他

們認識自己的價值觀。83.6%中五同學

均認同內容合適，有助他們認識自己

的價值觀。 

 

 受到「新冠病毒病」的疫情影響，劇

場需要取消。 

 

 由於受到「新冠病毒病」的疫情影響，

「優質教育基金資助」還未批核撥

款，加上二月開始停課故未能如期推

行。 

 

 

 

 問卷 

 

 

 

 

 

 問卷 

 

 

 問卷 

 

 

 

2.2.1 發掘學生潛能，協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 服務社會。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1. 安排中五學生

自行籌劃，讓

同學關顧社

會，發揮服務

精神。 

 

 受到「新冠病毒病」的疫情影響，需要取

消。 
 問卷 

 

 

2. 安排同學參

加校外活動

和比賽。 
 

 9 月中 4B 卓莎莎、李敏妍、4C 江文熙和麥

可靖申請和富傑出學生計劃。4B 卓莎莎、

李敏妍、4C 江文熙面試成功，並完成小部

分活動。11 月後受到受到「社會事件」和

「新冠病毒病」的疫情影響，部分活動需

要取消。) 

 舉辦機構

評估 

 

 

 

 

2.2.2 透過計劃，加强學生的環保意識 ,培養責任感。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透過「清潔運動」

和自備水壺計劃，

加强學生的環保意

 校方於各楼層添置了水机，自備水壺計

劃。初中表現不錯，尤其中一和中二級超

過九成人自備水壺，高中也有不少同學自

備水壺。至於下學期因受到受到「新冠病

 觀察 

 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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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識 ,培養責任感。 毒病」的疫情影響，水机暫停使用。 
 原訂下學期「清潔運動」，受到「社會「新

冠病毒病」的疫情影響，活動取消。) 
 

 

 評分 

 

 
3.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的成效 

配合本學年的周年計劃「培養學生健康生活習慣、正面人生與價值觀、生活技

能及面對逆境和抗拒誘惑的技巧，建構健康校園。」的大部分活動，於 2019 年 11
月完成了，而且約八成學生認同學校的理念，很感說趣。只是小部分受到「新冠病

毒病」疫情的影響，需要取消，希望下個學年補回。 

 
4. 其他活動 

本組大部份活動因為社會事件及疫情影響而取消，來年會補回部分活動。 

11 月申請青協有心計劃，申請 30 張迪士尼门券,6 月尾領取。五月安排同学参與

基本法網上問答比賽，由於受到「新冠病毒病」疫情的影響，未能在電腦課堂進行，

參與率未如理想；另外，5 位中四基本法大使同學，通過網上報名，參加了標語比賽。 

 

5 成就與反思 
5.1  成功項目 

 本年度公民教育組和各科组積極配合學校推行「健康校園計劃」，大部分

能達到培養學生健康生活習慣及如何面對逆境，從而建構健康校園。 
 

5.2  有待改進項目 
 由於受到「新冠病毒病」疫情的影響，下學期大部分活動需要取消，不能

達到預期的目標。 
 

5.3  困難、限制與檢討  

 學生對自行參加校外網上比賽比較冷淡。 

 
5.4   改善措施與跟進方案 

宜多宣傳,並鼓勵學生參加校外活動, 如網上比賽或可繼續安排初中各班電腦

堂進行。  
 
6 總結及反思 

本學年本委員會的上學期大部分計劃完成和達標，只是社會事件及疫情而令下學

期活動未能推行。來年情況仍未能確定，在制訂計劃時須考慮相關因素而減低其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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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璧山中學 

2019-2020 年度周年報告 

學生支援組 

 
1. 本學年目標 

目標： 

1. 擴闊師生空間, 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2. 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3. 引入更多校外資源, 為同學提供更適切的照顧。 

 
2. 施行計劃的評估 

2.1 擴闊師生空間, 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推動初中主科設

立分層工作紙 

 達標, 初中中英數三科每學期均有多於備

三份科本的分層工作紙 

 收集課業數量 

協助老師, 在有

較多SEN同學的

班別推行第一級

支援 

 達標, 100%教授有較多 SEN 學生的主科老

師都認為學生支援組能提供課堂的第一級

支援。 

 問卷調查 

 
2.2 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推行師兄師姐及

伴我同行計劃, 

由高年級同學或

同級同學支援

SEN 學生 

 達標, 93.3%擔任師兄師姐的同學能按時出

席活動。 

 達標, 98%同學認為師兄師姐對他們有幫

助 

 

 出席率統計 

 

 問卷調查 

籌辦活動, 如健

體班或歷奇活動

等, 以培養學生

常做運動的習慣, 

及增強同學的自

信心 

 達標, 70%同學能準時出席健體班活動。 

 

 

 達標, 76.9%同學認為參加健體班活動可以

提升自信心。 

 

 出席率統計 

 

 

 問卷調查 

籌辦共融義工隊, 

培養同學的共融

及關愛文化 

 不達標, 因社會事件及疫情關係, 共融義

工隊未能成立。 

 數據統計 

試行一頁檔案計

劃, 讓老師能為

 達標, 71.4%老師認為一頁檔案能令他們更

瞭解學生。 

 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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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有需要的學生, 

提供適切支援 

 
2.3 引入更多校外資源, 為同學提供更適切的照顧。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引入更多校外

資源, 為同學

提供如精神健

康、情緒支援或

生涯規劃等服

務。 

 達標, 本學年學生支援組引入了四個外間機

構, 為同學精神健康, 專注力訓練及生涯規

劃活動。 

 數據統計 

 

 

 
3.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的成效 

初中主科推行使用分層工作紙, 能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 以及提升教與學的效能。至

於課堂的一級支援建議和措施, 老師均認為對他們有幫助。而本年度師兄師姊計劃取

得良好成績, 有賴學校社工的統籌及協助。而一頁檔案的推行, 讓老師可從多方面更

瞭解學生的需要, 以配合更個人化的支援服務。但較可惜的是本年度未能成立共融義

工隊, 希望來年可以進行。 

 
4. 其他活動 

本學年我們參與了醫教社計劃, AIMS project, 快樂「球」學計劃及「啓程職聘」支援

計劃。這些機構均為校同學提供不同類型的服務, 讓同學在精神健康、社交適應及生

涯規劃方面獲益不少。 

 
5. 成就與反思 

5.1  成功項目 
 初中推行分層工作紙 
 在有較多 SEN 學生的班級加強一級支援 
 師兄師姐計劃 
 一頁檔案的推行 
 健體班 
 引入更多外間資源 
 

5.2  有待改進項目 
 成立共融義工隊 
 

5.3  困難、限制與檢討  

因社會事件及疫情關係, 本學年未能成立共融義工隊。期望來年我們能與學校

社工和輔導組等部門, 共同携手成立本校的共融義工隊, 令同學可以學習共融

與及養成關懷及服務社區的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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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改善措施與跟進方案 

老師建議在推行一級支援方面, 可以推展至其他班別, 來年我們亦可嘗試。此

外, 部份老師認為在與學生填寫一頁檔案時遇到困難, 來年我們或會在推行前

給予老師更多填寫需知。 

 
6 總結及反思 

總結過去一年, 社會事件及疫情令學生支援組的工作在推展上遇到不少困難。此外, 
在推展新項目時, 或許未能給予相關老師充足的資訊, 令老師在推行項目時遇到

困難。展望來年, 我們會繼續本學年未能進行的工作, 同時, 我們在推展新項目前, 
會考慮得更周詳及給予老師更多資訊或指引, 並且定時為項目進行檢討, 使項目

能順利推行, 達致預期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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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璧山中學 

2019-2020 年度周年報告 

學生紀錄及事務組 
 

1  本學年目標 

1.1 回應學校關注事項                                                                                                  

1.1.1 本組以服務同學為主，目標與學校關注事項無大關連。 

 

1.2  本組關注事項 

1.2.1 學童綜合保健服務及培養學生健康生活習慣 

1.2.2 初中生留校午膳 

1.2.3 學生校外獎學生/助學金 

 

2  施行計劃的評估 

2.2.1   學童綜合保健服務及培養學生健康生活習慣 

策略/工作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1. 鼓勵並協助同學報名

參與學童綜合保健

服務 

 有關 2019 至 2020 學年學童

健康教育及保健之工作，受

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所有

體檢服務暫停。   

 由衛生署提供學生

的出席率 

(2019 至 2020 學年

衛生署體檢服務暫

停) 

  

 

2.2.2  初中生留校午膳 

策略/工作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1.鼓勵同學訂飯  有關本學年初中生留校午膳

情況 ,因受到社會運動及冠

狀病毒病疫情影響 ,同學只

有在 9月至 12月訂飯 , 從訂

飯數據顯示, 

除了自行帶飯的同學 ,中一

至中三級訂飯數字達 90%以

上 ,情況令人滿意。 

 統計訂飯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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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學生校外獎學金/助學金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1.與班主任或相關老師合

作揀選合資格的學生 

 早於本學年學期初申請的學

生資助、賽馬會基金等的援

助，如常運作，合資格的家

庭應收到政府審批後的款

項。在獎學金及助學金方

面，本學年成功申請的數字

增多。自 2020 年 2 月下旬

起，冠狀病毒疫情肆虐，學

校開始停課，在停課期間，

收到很多來自不同的社福機

構提供對同學的支援，支援

的內容也主要是協助同學解

決網上課堂的困難。 

 有學生獲獎 

 同學得到實質上的

支援 

 

3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的成效 

關於本學年的學校關注事項，本組以服務同學為主，目標與學校關注事項無大關連。 

 
4  其他活動 

 由香港大學菲臘牙科醫院為中二升中三級同學提供的免費常規口腔及齒科檢查，會

順延到 2020 至 2021 學年才進行第二次檢查服務 

 中一女同學參加了 P & G 中學女生健康教育計劃 

 
5  成就與反思 

5.1  成功項目 
 在上學期，大部分初中學生都訂購午膳，在 9 至 12 月期間，數字仍維持 90%以上。 
 多位同學獲校外獎學金、助學金，數字比去年上升 
 成功協助所有合資格的同學申請資助處之各項資助 
 
5.2  有待改進項目 
 獎學金、助學金的獲獎數字 
 
5.3 困難、限制與檢討  
 社會運動情況不明朗 
 冠狀病毒病仍未完全消除 
 學生質素、能力未能達標，難以符合申請獎學金或助學金的要求 

 
5.4 改善措施與跟進方案 
 不時檢視午膳供應商的服務及提供午餐的食物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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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班主任或相關老師對獲提名的學生要多點跟進，包括審閱學生自述、撰寫命題

文章及面試技巧等，期望增加學生獲獎機會 

 增加本組人手，協助處理學生事務 

 

6 總結及反思 

總括而言， 2020 年是不一樣的學年，學年之初受到社會事件的困擾，下學期又受到

疫情影響，對本組的工作確是充滿挑戰，至今，冠狀病毒病仍未完全消除，本組將

繼續關顧疫情發展，依據教育局指引及學校情況，配合相關防疫工作，在此，亦寄

望明天會更好，來年工作一切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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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璧山中學 

2019-2020 年度周年報告 

家長教師會 

 
1. 本學年目標 

1.1  配合學校本年計劃目標二：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推動家長參與各活動    

     以提升健康人生的關注。 

1.2  推動家長參與學校活動，以加強家長、教師與學校之間的聯繫和溝通。 
 
2. 施行計劃的評估 

2.1  配合學校本年計劃目標二：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推動家長參與各活動以提

升健康人生的關注。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1. 舉辦講座向家長灌

輸健康上網的相關知

識。 

 今年本於下學期與輔導組及電腦科合辦以

「上網」為主題的講座予家長，但因疫情

停課的關係，令已擬定的活動被取消，有

關講座如時間配合，將會於明年再舉行。 

 問卷調查 

 

2. 舉辦家長工作坊，讓

家長重新檢視管教方

式，思考如何建立良好

親子關係，培養親子間

分享情緒的習慣，讓父

母跟子女一同正向成

長。 

 今年原先計劃了兩次家長工作坊，也因着

社會事件及疫情停課影響而被取消，有關

講座如時間配合，將於來年繼續舉行。資

料如下： 

    1. 陳兆焯博士(正生書院校長)  

      「學做家長，做好家長」 

    2. 2020 年 7 月 14 日(星期二)，由循道衛理

優質生命教育中心陳穗女士「如何與 I 世

代的子女同行？」對象是新中一學生家

長。 

 問卷調查 

 

3. 家教會籌委及義工

會為中六學生煲糖

水，為他們在辛苦準備

DSE 的時間打氣及帶

來身心靈的溫暖。 

 這次惜別周會，家教會聯同生涯規劃組及

輔導組於 2020 年 1 月 3 日（星期五）下午

OLE 時段舉行，家長籌委於當日泡製了黑

糖水晶湯圓，以及在事前錄製短片為 DSE

同學打氣及送上祝福。 

而全級中一學生唱「差一點我們會飛」送

給中六學生，籍此曲鼓勵將面對 DSE 的中

六同學，追尋夢想而一直堅持，無望初衷。

每位中一同學也親手做了一份禮物送給中

六同學。 

 中六學生反應非常正面，表示很開心學校

 老師觀察 
 學生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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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推動家長參與學校活動，以加強家長、教師與學校之間的聯繫和溝通。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1. 增加有趣親子活

動以吸引家長、學生

共同參與。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於 2019 年 11 月 29 日，

舉辦了烏溪沙岩岸生態行暨海灘清潔活

動，家教會邀請了家長義工，協助同學一

同清潔海岸垃圾，藉此希望更多家長義工

參與學校活動，以加強家校合作及溝通。 

 今年上學期受到社會運動影響，很多課外

活動都被取消，所以上學期沒有特別安排

全校性的親子活動給家長及學生。只能安

排人數較少的家教會籌委家庭及顧問，參

觀一次大埔「慈山寺」，當天大家都很雀

躍拍照留念及欣賞美景，更有家長誠心許

願及抄經文。 

 原定在下學期舉辦的全校性親子旅行，也

因為疫情停課關係，而被取消。 

教師觀察 

家長意見 

 
3. 成就與反思 

3.1  成功項目 
 成功邀請大量新家長籌委來接任家教會會務工作 
 家長籌委熱心和投入推動會務 
 普遍家長十分支持學校 
 校方全力支持家教會的工作 
 

3.2  有待改進項目 
 家長參與學校或家教會舉辦的活動，參與度尚需提升。 
 

   3.3  困難、限制與檢討  
(數據分析及理據) 

 本學年因社會事件及疫情影響，而令已擬定的活動未能順利進行，故部分

項目未能有數據去作出分析。 

 
   3.4  改善措施與跟進方案 

針對提升家長對活動的參與程度，可透過問卷調查及傾談，多了解家長們的興

趣與需要，而設計多元化活動。來年更需要推動全校性家長講座及親子活動，

以助推行家長教育及開拓家庭溝通的渠道。 

為他們做了一個惜別周會，活動完結後，

他們興奮地到處拍照留念。 

 老師們對此活動都有正面評價，決定下學

年將會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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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總結及反思 

整體上家教會運作大致暢順，亦將會不斷繼續嘗試開拓外間資源，來舉辦一些

適切家長需要的工作坊及活動。明年學生人數繼續上升，並且家教會會費將被

提升至$100，除了親子旅行外，家長們不需要再額外付款，便可參加家教會活

動，藉此，希望有助提升家長參加活動的意欲，讓參加人數大大提升，更多家

庭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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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璧山中學 

2019-2020 年度周年報告 
校舍保養及維修組 

 
1. 本學年目標 

1.1 回應學校關注事項：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1.2 提供一個舒適、衛生、環保和安全的學習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2. 施行計劃的評估 

2.1 回應學校關注事項：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1 跟進環保教育基金計

劃的運作，提升同學對

再生能源的認識。 

1. 已完成太陽能光伏板工程。 

2. 因疫情關係，綜合科學科及物理科有關再

生能源的教育活動未能展開。 

日常觀察及有

關老師回饋 

2 在地下放置廚餘回收

機，收集同學午饍食剩

的食物，再進行處理，

變成有機肥料，提升同

學對環保的責任感。 

1. 廚餘回收機已安裝及完成測試。 

2. 各初中班主任已選出環保大使，但因疫情

關係 ，廚餘處理工作未能展開。 

日常觀察及有

關老師回饋 

 

2.2 提供一個舒適、衛生、環保和安全的學習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1.維修損壞及更換無法

維修的冷氣機，操場添

置吊扇，提供一個舒適

的學習空間，提升學習

效能。 

 

1. 操場吊扇已安裝及正常運作，課室冷氣

機的出風口已加裝擋風板、禮堂損壞的

冷氣機已完成維修，所有禮堂及課室的

冷氣機都能正常運作。 

2. 90 以上同學認同以上設施能提供一個舒

適的學習環境，提升學習效能。 

日常觀察及授

課老師回饋 

2.按年添置/更新課室桌

椅及儲物櫃，提升同學

對學校的歸屬感及學生

學習效能。 

1. 四樓中一級課室已完成更新項目，來年

中一級的桌椅亦已添置。 

2. 90%以上的同學認同更新課室桌椅及儲

物櫃，能提升同學對學校的歸屬感及學

生學習效能。 

日常觀察 

3.做好全校的緊急維

修工作。 
1. 部份電掣已更換及完成緊急維修。 
2. 食水喉及鹹水喉爆裂，已完成緊急維修

完成學緊急維修工作。 
3. 外牆油漆，美化校園，提升同學對學校

的歸屬感及學生的學習效能。 

完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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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4.跟進明年暑假的大

修工程及計畫 
2020-21 年度的大修

項目。 

1. 已完成暑假維修的項目，包括裝修美術

室、 球場翻新及 6 樓男洗手間更換潔

具。 
2. 90%以上的同學認同以上維修的項目

能提升同學對學校的歸屬感。 

日常觀察 

5.撰寫優質教育基金計

劃書，上學期一次，主

題:「我的行動承諾」， 

下學期一次，推動戲劇

教育，更新舞檯燈光及

音響，增撥資源，添置

及維修設備，提升學與

教效能。 

1.「我的行動承諾」於 2019 年 10 月 31 日提

交，申請正在批核中。(因疫情關係，優質

教育基金將本計劃推遲一年。) 
2. 有關更新禮堂燈光及音響設備，計劃書名

為「光影麗聲」，已於2020年10月6日提交。

(因疫情關係，優質教育基金於6月至9月，停

止接受「公帑資助學校專項撥款計劃」，

2020年10月重新接受申請。) 
 

成功批核 

6.因應學校班數及老師

人數的增加，本組將會

研究改建 306 窒及三樓

教員室， 

306 窒的改建工程已於 8 月底完成並已開始

使用 
工程報價表

及工程收據 

 

3.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的成效 

關注事項一： 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兩個項目能達標完成，但因疫情關係，再生能源的教育活動及廚餘處

理工作未能展開。 

關注事項二：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六個項目能達標完成。 

4. 其他項目 

1. 外牆油漆，美化校

園，提升同學對學校的

歸屬感及學生的學習效

能。 

1. 90%以上的同學認同外牆油漆，美化校

園，能提升同學對學校的歸屬感及學生

學習效能。 

日常觀察 

 

5. 成就與反思 

5.1 成功項目 
 更新課桌椅及儲物櫃，外牆油漆、美化校園，提升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大部分環保項目已完成，促進同學對環境保護的的認識，珍惜資源、減少

浪費，共建一個健康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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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全校冷氣機、做好全校的緊急維修工作及展開 306 室的改建工程，提

供舒適的環境，改善學與教效能。 

 能盡快維修學校損壞的設備，讓師生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上課。 

 
5.2 有待改進項目 

學校的水管因使用了一段頗長的時間，未來須要積極處理。 
 

5.3 困難、限制與檢討  
 校舍己使用了接近 30 年，很多地方己開始出現較嚴重問題。 
 疫情下的政策不斷改變，決策及推展活動皆受限制。 
    

5.4 改善措施與跟進方案 

本組計劃未來一至兩年將積極與教育局合作，全力翻新學校的殘舊設施，亦會

添置一些設備，美化校園；另攢寫計劃書，申請優質教育基金，改善禮堂音響

及燈光設施，迎接一百週年的活動。 

 
6. 總結及反思 

本組致力為同學提供理想的學習環境，推展各項校舍保養及維修工程，善用校舍空間，

優化現有學校設施，各組員互相配搭、各展所長，讓工作流程更清晰，工程運作更暢順，

靈活應變突發事件，為同學提供安全、舒適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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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璧山中學 

2019-2020 年度周年報告 

資訊科技組 
1. 本學年目標 

目標： 

1. 回應學校關注事項 
1.1 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1.2 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2. 施行計劃的評估 

2.1 透過運用擴增實境(AR)技術製作閱讀報告，以培養同學的閱讀興趣，提升參加

者讀、寫及說等能力，以至自主學習。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1. 透過運用擴增實境(AR)

技術製作閱讀報告，以培

養同學的閱讀興趣，提升

參加者讀、寫及說等能

力，以至自主學習。 

圖書館:購入不同類型及程

度的英文書籍 
 

英文科: (1)教授如何寫作

有創意的英文閱讀報告、

(2)協助選擇合適自己能力

及興趣的英文書籍 
 

電腦科: 教授如何擴增實

境(AR)技術的影片 
 
資訊科技教學組: (1)預備

已安裝合適軟件的平板電

腦、(2) 協助課堂內學生拍

攝影片 

 

圖書館已購入不同類型及程度

的英文書籍，而英文科老師亦

於中一及中二級教授課外閱讀

技巧，該兩級學生已完成閱讀

兩本英語故事書，並於上學期

英文科考試內回答有關英語故

事書的問題，以呈現學生對故

事書內容的理解度，但因原定

電腦科所採用 HP REVEAL 的

雲端程式已停辦，未能教授如

何擴增實境(AR)技術的影片，

故未能提供評估數據 

 

學生問卷調查 
 

老師觀察及對學生作品

質素評鑑 

2. 加強老師教學上及學生

學習上的效能 

互動電子白板安裝於 2 個

特別室的試驗計劃 

於 1 月中分別與有使用在科學

室互動電子白板的 3 位初中科

學老師及有使用在物理室互動

電子白板的 2 位物理科老師 
他們都認同互動電子白板能加

強老師教學上的效能 
 

老師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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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此外，本校於6月向全校老師所

做的問卷，100%老師認同學校

更新及改善資訊科技的器材，

讓老師能善用資訊科技教學，

提升教學效能。高於校方所定

之90% 

 

3. 善用社區資源，提升學

生學習效能。 

鼓勵學生參與香港教育城

「閱讀挑戰計劃」，讓學生

參與遊戲化挑戰，培養閱

讀興趣並提升閱讀能力。 

 只有約 10%初中學生參與

計劃 

 86%參與計劃的學生認同

計劃能培養他們的閱讀興

趣及提升閱讀能力 

問卷調查 

 
2.2 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1. 加強學生對具有創新資

訊科技的興趣 

提升校內資訊科技設備及

舉辦不同具有創新資訊科

技的課後活動 

分別於 2019 年 10 月 4、11、18

及 25日為不同初中同學舉辦不

同類型有關 AI 課題的工作坊， 

分別有 30%及 54%參與課程的

同學非常同意及同意這些課後

活動，能加強自己對具有創新

資訊科技的興趣 

學生問卷調查 
 
相關負責老師的觀察 

2. 聘請講者為家長舉辦健

康上網或有關課題的講座

或工作坊，或會舉辦相關

課題的資料展覽，強化家

長在相關課題的認識。 

未能提供評估數據 問卷調查 

 

 
3.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的成效 

關注事項一: 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只有有關「加強老師教學上及學生學習上的效能」的活動上能達

標完成，整體未能完全達標完成。 

關注事項二：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只有有關「加強學生對具有創新資訊科技的興趣」的活動上能達

標完成，但在「強化家長在健康上網或有關課題」的認識工作上

未能完成，整體未能完全達標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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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活動 

 管理 Grwth 系統及與校務處和班主任共協處理家長 Grwth 戶口、通告及收費通

告問題，此外，本組在 8 月及 10 月分別為老師提供「收發家長電子回條及電

子系統工作坊」及「GRWTH 應用程式工作坊」。 

 完成不同招標工作。第一， QEF 校本初中 STEAM 教育計劃於 5 月已成功獲批，

招標亦於 6 月已完成，現進行裝修「工程學科教室」及配置相關設備及物資。

第二，全校課室 touch panel 招標亦於 6 月已完成，現進行裝修工程。此外，完

成不同口頭及書面報價，例如:ISP、eclass 保養、打印機方案、系統軟件及新

網頁方案。 

 處理全校網上學習及 ZOOM 教學事宜，包括為老師及教職員提供指引及工作

坊，亦不定時解答他們施行時所遇到的問題。此外，本組會為全校訂購網上學

習所需程式及 ZOOM 教學所需戶口。 

 為提升老師 IT 教學技能及應對將來有機會停課所需的電子教材及功課技能，本

學年 IT 教學組已於 2020 年 1 月 8 日至 16 日 提供電子教學工作坊(所有老師須

出席其中一場)。 

    
5. 成就與反思 

5.1   成功項目 
 100%受訪老師認同互動電子白板能加強老師教學上的效能，整體高於所

定 70%之準則。 
 本校於 6 月向全校老師所做的問卷，100%老師認同學校更新及改善資訊

科技的器材，讓老師能善用資訊科技教學，提升教學效能。高於校方所定

之 90%。 
 超過 80%受訪同學同意具有創新資訊科技的課後活動，能加強自己對具有

創新資訊科技的興趣，整體高於所定 70%之準則。 
 「善用社區資源，提升學生學習效能。」工作上，86%參與計劃的學生認

同計劃能培養他們的閱讀興趣及提升閱讀能力，整體高於所定 70%之準

則。 
 

5.2   有待改進項目 

 在「善用社區資源，提升學生學習效能」工作上，鼓勵學生參與香港教育

城「閱讀挑戰計劃」工作上，資訊科技組協助開啟閱讀挑戰計劃戶口，雖

然課程及閱讀推廣組已於上學期於禮堂及課室向初中學生推廣此計劃，並

派發相關指引予學生，雖然超過 80%參與計劃的學生認同計劃能培養他們

的閱讀興趣及提升閱讀能力，但因上學期社會事件停課及下學期疫情停

課，參與人數不多，成效欠佳。 

 雖然 100%受訪老師認同互動電子白板能加強老師教學上的效能，整體高

於所定 70%之準則。但受訪只限使用科學室及物理室老師，待 20-21 學年

在全校課室安裝互動電子白板時，可向全校使用課室教學的老師作出進一

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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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困難、限制與檢討  
(數據分析及理據) 

 本學年因社會事件及疫情而令已擬定的活動亦未能順利進行，故部分項目

未能有數據去作出分析。 

 2020-21 學年活動要看疫情進展再決定，包括: 聘請講者為家長舉辦健康

上網或有關課題的講座或工作坊，或會舉辦相關課題的資料展覽，強化家

長在相關課題的認識，但此計劃 20-20 學年仍會繼續試行。 

 在「透過運用擴增實境(AR)技術製作閱讀報告」工作上，雖然圖書館已購

入不同類型及程度的英文書籍，而英文科老師亦於中一及中二級教授課外

閱讀技巧，該兩級學生已完成閱讀兩本英語故事書，並於上學期英文科考

試內回答有關英語故事書的問題，以呈現學生對故事書內容的理解度，但

因原定所採用 HP REVEAL 的雲端程式已停辦，故電腦科未能教授學生如

何製作擴增實境(AR)技術的影片，未能教授如何擴增實境(AR)技術的影

片，需另找其他替代軟件。 

 
5.4   改善措施與跟進方案 

 明年課程及閱讀推廣組、資訊科技組及電腦科會繼續執行「善用社區資

源，提升學生學習效能」工作，課程及閱讀推廣組會加大向學生推廣、派

發所需指引及加大獎勵措施，鼓勵學生積極參與，電腦科課堂上會指引學

生參與此網上活動，令學生能持續參與。 

 
6 總結及反思 

  本學年本委員會的各項計劃大體上已能部分完成，部分項目未能完成或未能達標

完成，計劃有待修正及明年再跟進相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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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璧山中學 

2019-2020 年度周年報告 
教師專業發展組 

 
1. 本學年目標 

目標： 

1. 配合學校發展，舉辦教師專業發展活動，以提升同事的專業知識。 
2. 協助教師、教師助理等新同事適應本校的教學及行政工作。 

 
2. 施行計劃的評估 

2.1 擴闊教師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2.1.1 籌辦培訓活動及提供培訓課程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協助製訂全年主

要培訓項目及內

容與本校科組及

校外組織共同舉

辦培訓活動 

 

 目標是70%出席教師表示滿意，達標。例

如2019年8月26日楊少榮先生分享會的內

容，有10.6%教師表示非常同意，72.3%表

示同意。2019年9月30日第一次教研日第一

節講座內容，有33.3%教師表示非常同

意，64.3%表示同意。第二節講座內容，

有19%教師表示非常同意，73.8%表示同

意。 

 問卷調查 

 

適時以電郵提醒

老師參與有關培

訓課程 

 目標是每位老師都收到資料，由於疫情關

係，全年只有3次發電郵予全體老師有關教

師專業發展課程和資訊。 

 電郵傳遞 

 

協助統籌全年老

師培訓時數，以提交

教育局 

 目標是教師培訓時數達教育局要求，全校

47名老師專業進修時數共1670.5小時，平

均每名老師35.54小時。 

 文件記錄 

 
2.1.2 提升教師的教學效能。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舉辦新入職教師

輔導日，安排資

深教師作為新教

師的導師，提供

教學及課室管理

方面的照顧及協

助。 

 目標是70%出席教師表示滿意。煞而今年

只有一名新老師，取消了輔導日。9月初由

助理校長和負責老師向新老師講解學校日

常運作，提供輔導和協助。 

 

 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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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的成效 

本組已配合學校關注事項中「擴闊教師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均能達標。 

 
4. 其他活動 

除了基本的教師專業發展日之外，如有其他適合講座或工作坊，本組均會舉辦，例

如 2019 年 8 月 26 日邀請楊少榮先生主講「教師敎學能力的反思機制」，2019 年 8
月 30 日上午「老師你會不會回來」電影欣賞，下午出席台灣王政忠老師主講「尋回

初心，重塑教育」。 

 
5. 成就與反思 

5.1  成功項目 
 雖然因疫情而取消兩次教研日，但大部分老師對第一次教師專業發展日 

的講座和工作坊均感滿意。 
 大部分老師認為教研日和其他講座對自己未來在學校的工作有幫助。 
 

5.2  有待改進項目 
除了有關學校關注事項的講座外，希望來年有其他內容的講座或工作坊，提升

老師的專業發展。 
 

5.3  困難、限制與檢討  
(數據分析及理據) 

 由於疫情停課的關係，兩次教研日均需取消，包括 2020 年 4 月 3 日聯校教師發

展日和 6 月 10 日的教研日(6 月 10 日教研日本已透過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舉辦

「多元電子資源，提升學與教效能」講座)。此外，教師教學工作繁忙，要出

外進修，專注專業發展的時間不多。 

 
5.4  改善措施與跟進方案 

來年均有三次教師發展日，除了學校老師的分享外，還會透過校外機構申請舉

辦講座和工作坊，強化老師專業和教學能力。 

 
6 總結及反思 

本組工作上學期大致順利，有一次專業發展日和兩次講座，老師頗有裨益，可惜

因疫情停課，很多進修課程和工作坊都被迫取消，希望新一年，老師可以多參加

課程和工作坊，豐富和充實自己，教學效能必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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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璧山中學 
2019-2020 年度周年報告 

學校刊物組 
 

1 本學年目標 

1.1 回應學校關注事項 

1.1.1 宣揚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1.1.2 營造關愛文化。 

1.2 本科關注事項 

1.2.1 提升同事編採寫能力。 
1.2.2 加強校內宣傳工作。 
1.2.3 版面改革。 

 
2 施行計劃的評估 

2.1.1   宣揚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成效評估 時間表 負責人 備註 

於校報及校訊報導

同學參予「活力人生

健康校園計劃」的情

況，肯定師生的努

力，宣揚健康訊息。 

1. 全學年出版 4 次刊

物，報導師生努力

參與活動的情況。 
2. 版面吸引，訊息明

確。 

受疫情影響，全學年出版兩次

刊物。分別為 7,000 份校訊及

3,000 份璧報。並製作了兩次快

訊，宣揚健康訊息。 

19 年 9 月 1 日 

至 

20 年 7 月 15 日 

陳宏亮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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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營造關愛文化。 

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成效評估 時間表 負責人 備註 

於校報及校訊報導

同學參予義工的情

況，肯定同學的表

現，宣揚關愛文化。 

1. 全學年出版 4 次刊

物，報導師生努力

參與活動的情況。 
2. 版面吸引，訊息明

確。 

 受疫情影響，全學年出版 2
次刊物。分別為 7,000 份校

訊及 3,000 份璧報。內容正

面健康，肯定了同學的

現，宣揚關愛文化。 

19 年 9 月 1 日 

至 

20 年 7 月 15 日 

陳宏亮老師  

 
2.1.3  提升同事編採寫能力。 

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成效評估 時間表 負責人 備註 

出版刊物前，與同事

舉行出版會議，並提

供清晰方向，指導同

事撰寫文章。 

1. 同事能對編採寫工

作提出建議。 
2. 同事有信心撰寫一

些配合建立學校

形象的文章。 

 同事雖然可以掌握撰寫重

點，但時間管理方面仍需

改善。 

19 年 9 月 1 日 

至 

20 年 7 月 15 日 

陳宏亮老師  

 
2.2.1  加強校內宣傳工作。 

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成效評估 時間表 負責人 備註 

擺脫紙本刊物，順應

科技潮流，以傳訊平

台向家長及學生發

放簡訊。 

全學年發放 3 次簡

訊，報導師生參與活

動的情況。 

受疫情影響，校內活動暫停。

但本組仍能針對在家學習的情

況，製作了兩次快訊，鼓勵同

學勤加學習。 

19 年 9 月 1 日 

至 

20 年 7 月 15 日 

陳宏亮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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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版面改革。 

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成效評估 時間表 負責人 備註 

實行版面改革，特別

嚴選版面用色及圖

片，增加吸引程度。 

版面改變，更吸引讀

者閱讀。 
 由於今年的活動不多，照

片也不多，因此出版的刊

物，在用色及構圖上，設

計同事都花盡心思，增加

吸引力。 

19 年 9 月 1 日 

至 

20 年 7 月 15 日 

陳宏亮老師  

 

 3.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的成效 

為了配合學校關注事項，本組於校報及校訊報導同學參予「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的情況，肯定師生的努力，宣揚健康訊息。但礙於

受疫情影響，全學年出版兩次刊物。分別為 7,000 份校訊及 3,000 份璧報。並製作了兩次快訊，宣揚健康訊息。營造關愛文化方面，本

組原計劃於校報及校訊報導同學參予義工的情況，肯定同學的表現，宣揚關愛文化。雖然受疫情影響，但全學年本組仍能出版 2 次刊物。

內容正面健康，肯定了同學的現，宣揚關愛文化。 

 

4. 其他活動 

為了刊物組的傳承及發展，本組出版刊物前，會與同事舉行出版會議，並提供清晰方向，指導同事撰寫文章。同事雖然可以掌握撰寫重

點，但時間管理方面仍需改善，在限期前必須處理好稿件。此外，為了擺脫紙本刊物，順應科技潮流，以傳訊平台向家長及學生發放簡

訊，就算受疫情影響，校內活動暫停。但本組仍能針對在家學習的情況，製作了兩次快訊，鼓勵同學勤加學習。還有版面改革方面，由

於今年的活動不多，照片也不多，因此出版的刊物，在用色及構圖上，設計同事都花盡心思，增加吸引力。 

 

5. 成就與反思 

5.1.1 師生的努力成果獲得肯定，正向思維與自信心有所提升。 

5.1.2 學校形象正續漸提升，入讀人數較去年多，但宣傳不能鬆懈。 

5.1.3 刊物讓本區人士認識本校的辦學理念與發展方向，具宣傳成效。 

5.1.4 在疫情下，刊物組的同事仍能緊守崗位，發掘題材報導正面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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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有待改進項目 

5.2.1 熟悉版面設計與排版工作的老師很少。 

5.2.2 同事編採工作的經驗不多，未能即時掌握編採工作的竅門。 

 

5.3 困難、限制與檢討 

5.3.1 排版同事為合約制員工，容易離職，有機會影響出版組的進度。 

5.3.2 參與的新同事仍需時間了解編採工作，未必掌握新聞要求。 

 

5.4 改善措施與跟進方案 

5.4.1 新同事多負責編採及排版工作，讓同事從實際工作中累積經驗。 

5.4.2 如資源許可下，刊物組同事可學習排版工作。 

 

 6 總結及反思 

學校刊物組透過學校刊物，肯定師生的努力成果，表揚獲獎同學的成就，與此同時能有效建立學校正面形象。在疫情下，仍能出版刊物，

甚至創立快訊，令學校的正面訊息可以更快發放。未來日子本組宜多培訓新同事，處理編採及排版工作，增加實力，為報導學校發展及

最新動態而出力，建立學校的正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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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璧山中學 
2019 - 2020 年度周年報告 

社區關係組 
 
1. 本組關注事項 

1.1 提升及擴闊學校形象，向外界發放正面訊息及資料。 

1.2 鼓勵同學參與推廣工作，踏出校園，擴闊視野，藉此發揮潛能，磨練自信，增

強辦事能力，促進健康身心。 
 
2. 施行計劃的評估 

2.1 提升及擴闊學校形象，向外發放學校正面訊息及資料。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1. 積極參加社區活動  成功參與社區活動，並派出宣傳物品

超過 300 份 

(*社區活動資料參閱第 8 項\附件：

2019-20 學年宣傳活動表) 

每次活動派出宣傳

物品超過 200 份 

2. 加強對內地新來港

同學的宣傳工作 
成功派給全校 145 位新來港同學一

份學校宣傳資料 
每位新來港同學都

收一份學校宣傳資

料 
 

2.2 鼓勵同學參與推廣工作，踏出校園，擴闊視野，藉此發揮潛能，磨練自信，增

強辦事能力，促進健康身心。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邀請同學參與社區宣傳

工作 
上學期共有 20 多位同學參

與各社區宣傳工作，現場工

作表現積極。 

點算參與社區宣傳工作的同

學人數，並觀察其表現。 

 
3.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的成效 
各項活動都能提升學校形象，向外發放學校正面訊息及資料，亦能鼓勵學生參與社區

宣傳工作，踏出校園，擴闊視野，發揮潛能，積極正面發展。 

 
4. 其他活動 

受疫情影響本組今年難以安排其他活動讓同學踏出校園。 
 

5. 成就與反思 

5.1 成功項目 

(1) 馬鞍山靈糧小學及聖約瑟小學的推廣活動都成功派出學校宣傳品。本組積極

與其他組別合作，令活動得以在各層面推行。新移民同學熱心協助活動。他

們的普通話和親身經歷的現身說法甚有說服力，有助向內地來的市民推廣有

關本校的情況。 

  (2) 2019 年 11 月 9 日沙田區升中博覽，在沙田恆生大學參與宣傳攤位展覽，吸引

數十位小學家長和學生參觀和查詢，成功派發全部(700 份)宣傳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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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大型活動 

          受疫情影響本組今年未有舉辦大型活動。 

 
5.2 有待改進項目 

雖然能夠到小學做推廣攤位遊戲，但仍未能夠建立本校與小學之間更緊密聯繫。

其他社區團體的活動亦未必能與本校學生時間配合，導致錯過一些活動。帶隊亦

增加老師的工作量。 
 

5.3 困難、限制與檢討 
人手方面，各人工作繁忙。面對收生不足，各學校奇謀盡出，競爭激烈。 

 
5.4 改善措施與跟進方案 

尋找更多推廣學校的機會，與社區人士建立良好的關係。 
 
6. 總結及反思 

在 2019 年 11 月 9 日舉行的沙田區升中博覽，我校的雜耍隊示範，吸引了很多學生

和家長駐足觀看及試玩，因而我們有機會介紹學校資料。現場約有二十多間沙田和

馬鞍山區的中學推廣攤位，競爭熱閙，我校師生衷誠合作，大家努力下，除成功派

出 400 份宣傳刊物和即場解答家長查詢外，亦登記了數十位小六同學家長聯絡料，

交回校方跟進。同樣，在其他同類型推廣活動，我們都能順利完成宣傳工作。例如

在 11/1/2020，本校參加了利安邨馬鞍山靈糧小學的推廣活動。在 22/1/2020，本校參

加了恆安邨馬鞍山聖約瑟小學的推廣活動。 

 

另一個工作暢順原因是我校與場地機構合作多年，互相熟悉，關係融洽，大家在主

題內容、實際需求、環境限制、技術運作和可行範圍都已有默契。所以，本組師生

仍會積極努力籌備策劃宣傳工作，並會致力與社福機構和各小學保持良好的社區關

係，務求本校的宣傳工作更有成效。 

 

7. 附件：2019 - 20 學年宣傳活動表 

  日期 次(日)數 社區關係 /推廣活動 境內 境外 

1 2019-11-09 1 沙田區升中博覽 
沙田 

恆生大學 
 

2 2020-01-11 1 馬鞍山靈糧小學 利安邨   

3 2020-01-22 1 馬鞍山聖約瑟小學 恆安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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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璧山中學 
2019-2020 年度周年報告 

新移民關顧組 
 

1. 本學年目標 

1.1 照顧新移民同學，讓他們盡快融入香港生活及學習環境； 

1.2 為新移民同學組織活動和課程，發揮協作精神，互助互勉。 

 

2. 施行計劃的評估 

2.1 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1. 參觀大專院校、參與

香港教育及升學講

座，協助新移民同學

認識香港教育及升學

制度，提升學生學習

效能。 

2019 年 8 月 15 日，畢業生帶領同學參觀香港

大學，70%以上同學認同活動能增加他們對大

學生活的認識 。 

其他參觀活動，因社會運動及疫情關係，未能

如期進行。 

 

2. DSE 考試技巧 

  (資深嘉賓老師)  

 

2019 年 9 月 19 日，嘉賓以簡短練習作例子，

具體指出應試時需注意的地方。 

 70%以上同學認同活動有助掌握應試技巧 

教師觀察 

3.與馬鞍山靈糧堂合辦

英語學習支援小組，

增強同學學習英語的

信心，提升學習效

能。 

  

2019 年 8 至 12 月，星期六下午 3:00-4:30pm，

共 14 次為 5 位中六同學補習英文，同學積極

參與。 

 70%以上同學認同活動能提升他們對對英

語學習的信心。 

因社會運動及疫情關係，初中英語支援小組未

能展開。 

教師觀察 

 

2.2 回應學校關注事項：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1.舉辦新移民同學暑期

班：認識課堂、參觀

馬鞍山公共設施，遊

覽中環 / 尖沙咀，讓

同學盡快認識香港的

生活環境，建立正向

人生。 

2019 年 8 月 12 至 16 日，課程共五天。 
 70%以上同學認同活動能提升他們對香港

生活及環境的認識。 

面談、問卷調

查 

2.舉辦中午鬆一鬆活

動、宿營，透過遊戲、

傾談，讓同學投入校

於 2019 年 10 月 15 日及 2020 年 1 月 21 日分

別舉辦兩次中午鬆一鬆活動。 
 70%以上同學認同活動能從同學及師長身

面談、問卷調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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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成效評估 評估方法 

園生活，組員間發揮

團隊精神，友伴同

行，培養健康的人生

觀。 

上得到支持，培養健康的人生觀。 
宿營未能如期進行。 

3 邀請專業人士來校與

同學分享，透過嘉賓

的人生經驗，建立自

信，學習逆境自強，

建立健康正面的人生

觀。 

因社會運動及疫情關係，未能如期進行。  

4.參加與廣州鐵一中學

交流活動，擴濶視

野，讓校園生活充實

而健康。 

12 月 23 至 30 日，6 位新移民同學參加國境遊

（雲南）青少年交流團。 

 80%以上同學認同活動能擴濶視野，讓校

園生活充實而健康。 
因疫情關係，與鐵一中學的交流活動未能展

開。 

教師觀察 
問卷調查 

5.邀請新移民同學參與

社區宣傳工作，透過

服務，學習與人溝通

的技巧，建立健康正

面的人際關係。  

在靈糧小學協助學校推廣活動 
 70%同學熱心參與，並肯定和認同自己的

表現，談話內容正面。 
 成功派出最少 500 份宣傳品。 

教師觀察 

6. 本組教師及學生小

組長，按編配定期與

本組同學進行個別輔

導，協助同學解決學

習與生活上的疑難，

建立健康正面的生活

態度。  

分別開設男生及女生 wechat 群組，師生在群組

內交流及支援。 
 老師跟同學進行個別輔導，老師觀察大部

分同學能適應香港生活，只有個別因家庭

問題及英語能力不足感到壓力。 
 70%同學認同個別輔導有助處他們處理個

人所面對的困難。 

教師觀察 

 
3.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的成效 

關注事項一：擴闊師生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兩項活動均能達標，成效高出預期標準。 

因社會運動及疫情關係，初中英語支援小組未能展開。 

關注事項二：活力人生健康校園計劃 

五項活動均能達標，成效高出預期標準。 

因疫情關係，與鐵一中學的交流活動未能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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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就與反思 

4.1 成功項目 
 英語學習支援小組，有助中六同學掌握應试策咯，補習導師與學校老師緊

密聯繫，支援正規課堂不足之處，解說及操練歷屆試題，增強對英語學習

的信心，提升學習效能。 

 新移民同學暑期適應課程，內容豐富，包括英文課、廣東話課，認識社區

及認香港，參觀馬鞍山、沙田區的設施及遊覽香港著名景點。能協助同學

在短時間內更了解香港的情況，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投入校園生活，提

升學習效能。 

 國境遊(雲南)青少年交流團，走出校園、擴闊視野，讓校園生活更充實、

更健康。 

 開設男生及女生 wechat 群組，師生在群組內交流及支援。突破時間及空

間的限制，小組長的投入參與，增加同學對學校的歸屬感，建立健康、正

向的人生觀。 

 
4.2 有待改進項目 

 鼓勵同學多參與社會服務，從服務中，認識香港社會各階層人士的生活情

況，並建立自信。 
 

4.3 困難、限制與檢討  
 新來港學童人數減少，並分佈於不同級別，能力及水平參差，開辦英語支

援課程有困難。 
 同學來自不同省市，不同的地區文化背景，亦有個別的生活困難，需要較

深入及個別的關顧。 
 插班同學於不同時間到校，需要額外的關顧及協助，以盡快適應校園生活。 
 疫情下的政策不斷改變，決策及推展活動皆受限制。 
    

4.4 改善措施與跟進方案 

 與外間機構合作，開辦英語支援課程，協助同學打好英語基礎，提升自學

能力。 

 善用 wechat 群組，關顧插班同學，加強小組長的支援工作，讓同學更快

融入校園生活。 

 
總結及反思 

本年度中一至中四級均有新來港同學，他們都積極參與本組舉辦的各項活動，反應正面。 

由於本年度新來港同學不多，教師能進行個別關顧，另小組長及 wechat 群組亦發揮效

用，有效與新來港學生建立友伴關係，促進同學對香港生活文化的認識，並融入校園生

活。本年度中六級英語支援小組效果理想，共舉辦十四次。但因社會運動及疫情關係，

初中英語支援服務未能展開，來年希望能與外間機構合作，並善用網上資源，協助同學

鞏固基礎，提升學習英語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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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璧山中學 

2019-2020 年度周年報告 
財務報告 

 
    收入 支出 

I. 擴大營辦開支津貼     

 基本撥款  1,605,300.00  1,399,500.00 

 行政津貼  3,615,600.00  2,858,900.00 

 學校發展津貼  517,200.00  170,100.00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420,600.00  1,522,100.00 

 空調設備津貼  535,100.00  476,300.00 

 新來港兒童校本支援津貼  107,800.00  3,000.00 

 其他  23,800.00  -   

 小結  6,825,400.00  6,429,900.00 

     

 其他津貼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  4,241,000.00  2,927,000.00 

 課後學習及支援津貼  64,400.00  79,700.00 

 學習支援津貼  1,059,000.00  1,012,500.00 

 高中課程支援津貼  577,800.00  454,000.00 

 新高中應用學習課程津貼  63,000.00  16,800.00 

 全方位學生津貼  948,000.00  169,000.00 

 其他  -    -   

 小結  6,953,200.00  4,659,000.00 

     

II. 學校津貼   

 堂費  219,080.00  116,450.00 

 校董會捐款  100,000.00  84,250.00 

 特定用途收費  111,150.00  -   

 小結  430,230.00  200,700.00 

     

 2019-2020 年度總結  14,208,830.00  11,289,600.00 

 
(不足款項由學校儲備及各項盈餘支付；以上數據未經核數師及教育局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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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璧山中學 

2019-2020 年度 

運用「學校發展津貼」計劃檢討報告 
 

項目 聘用活動助理 負責人：陳禮芝老師 

關注重點： 
1. 提升學生自學及學習效能。 
2. 發展圖書館，推動圖書館活動。  

推行計劃： 

聘請一位全職的圖書館助理，負責協助圖書館主任 
1. 管理及運作圖書館 
2. 處理恆常的文件及文書處理 
3. 推行圖書館活動。 
4. 執行校長所指派的工作。 

預期好處： 
1. 圖書館的運作更有效能。 
2. 同學更喜歡進入圖書館進行自學的活動。 
3. 學生整體上的學習效能有所提升。 

所需資源： HK$ 137,340 (總額) 實際支出：  HK$170,100       (總額) 

成功準則： 

1. 圖書館運作更有效率。 
2. 同學的進館數字上升。 
3. 同學積極參與圖書館舉辦的活動。 
4. 老師認同學生的自學性有所提升。 
5. 同學認同自己的自學性有所提升。 
6. 老師認同同學的學習效能上升。 

評估方法： 
1. 年終問卷 
2. 圖書館主任的評估。  
3. 圖書館的學生進館數字 

評估分析： 

1. 大型的暴力社會運動及新冠疫情嚴重影响學校運作，但圖書館基
本能維持正常。 

2. 86.7%學生認同閱讀周及跨科活動能提升學習效能， 
3. 90.8%同學認同閱讀能提升他們對相關課題的認識及閱讀能力。 
4. 95.6%老師認同學生閱讀能提升他們對相關課題的認識及閱讀能

力。 

備註：  

 



145 
 

曾璧山中學 
2019-2020 年度周年報告 
校本課後及支援津貼報告 

 
A. 校本津貼實施受惠學生人數(人頭) 228 名(包括 A. 領取綜援人數： 25 名，B. 學生

資助計劃全額津貼人數： 101 及 C. 學校使用酌情權的清貧學生人數： 102 名) 
B. 受資助的各項活動資料 

*活動名稱/
類別 

預計獲資助

合資格學生 
名額# 平均出席率 

活動舉辦 
時期 / 日期 

實際開支 
($) 

評估方法 
(例如:測
試、問卷

等) 

合辦機構/
服務供應

機構名稱 
(如適用) 

備註 
(例如：學

生的學習

及情意成

果) 
A B C 

體育運動
訓練 / / / / 受疫情影響，

未能完成 
$0.00 

校本統計 
導師/老師
評核 

  

藝術訓練 
/ / / / 受疫情影響，

未能完成 
$0.00 

導師/老師
評核 
學生意見 

  

歷史/文化/
藝術/地理
參觀、考察
或欣賞 

/ / / / 受疫情影響，
未能完成 

$0.00 

導師/老師
評核 

  

比賽/考試
費用 / / / / 受疫情影響，

未能完成 
$0.00 

導師/老師
評核 

  

功課輔導
班 9 35 22 85% 9/2019-8/2020 $79,660.00 

導師/老師
評核 

  

活動項目

總數： 5  
    總開支 $79,660.00   

＠
學生人次 9 35 22    

**總學生 
人次 

66 

 
備註: 
*活動名稱/類別如下：功課輔導、學習技巧訓練、語文訓練、參觀/戶外活動、文化藝術、

體育活動、自信心訓練、義工服務、歷奇活動、領袖訓練及社交/溝通技巧訓練 
@學生人次：上列參加各項活動的受惠學生人數的總和 
**總學生人次：指學生人次(A) + (B) + (C) 的總和 
# 合資格學生: 指(A)領取綜援/(B)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及(C)學校使用酌情權的清貧

學生 



146 
 

曾璧山中學 
2019-2020 年度學習支援津貼財政報告          

 (外購服務) (融合教育運作指南附錄十八)   
 

上學年可保留的累積盈餘: $48,649 (a)   本學年總撥款: $ 786,114 (第一期撥款) (b) + $ 272,886 (第二期撥款)(c) = $  1,059,000  
本學年可用金額(總收入): $ 1,107,649  (d) [(a)+(b)+(c)]       本學年總支出: $ 995,334.7 (e) 本學年年終末累積津貼餘款: $112,314.3 [(d)-(e)] 
*官校以財政年度計算 
 

 項目名稱 服務目的 
(例如:小組教學/共融活動、讀

寫訓練、社交訓練、培養專注

力等) 

外購服務 
機構名稱 

 

推行時間 
(包括活動/上課總

時數或每小時所需

的平均費用) 

服務對象 
(例如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人數及其類

別、家長人數) 

表現指標 
評估方法 
(如適用) 

成效檢討 
(如適用) 

實際支出 
 

 增聘全職 和/或 
兼職教師  

全職 (  1  ) 名 
兼職 (     ) 名 

不適用  校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不適用 不適用 $400,200+$18000(MPF) 
合共:418,200 
(薪金+強積金供款) 

 
增聘教學助理  全職 (  2  ) 名 

兼職 (     ) 名 
不適用  校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不適用 不適用 $384,000+$19200(MPF) 

合共:403,200 
(薪金+強積金供款) 

1. 言語治療 言語治療 悠言治療 節數/次數：16 
每節時數：5.5 
總時數:88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人數及類別： 
28 名言語障礙學生 
家長人數： 0   

導師報告 

學生期終問卷 

學生認為服務可提升表達能力

及與人溝通的信心,讓他們能更

主動地與同學溝通。 

費用總數：$57,200     

2. 社交訓練 社交訓練 香港明愛 節數/次數：12 
每節時數：3 
總時數:36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人數及類別： 
12 名自閉症譜系的學生 
家長人數：  11         

教師及學生期終問卷 學生認為小組可以提升他們的

情緒調控及社交能力,讓他們更

融入校園環境。 

費用總數：$ 8,800           

3. 專注力訓練 
(健體班) 

培養同學多做運動的習

慣,注意身心健康,及提升

學生自信心及專注力 

Sci Max Sport 
 

節數/次數：12 
每節時數：1.5 
總時數: 18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人數及類別： 
13 名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家長人數：  0 

學生期終問卷 部分學生認為服務能讓他們注

意身心健康,提升自己的自信 
費用總數：$  2,500      

4. 讀寫訓練 /  
學習支援 

讀寫訓練  Owl's Learning 

Centre 

節數/次數：20 
每節時數：3.5 
總時數:70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人數及類別： 
35 名讀寫或學習困難學生   
家長人數： 0          

導師報告 

學生期終問卷 

大部分的同學認為讀寫訓練及

功課輔導老師利用互動教學方

式提高他們學習的興趣。 

費用總數：$ 40,000           

4.1 課後功課輔導 學習支援 功輔班導師 節數/次數：18 
總時數:51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人數及類別： 
22 名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家長人數： 0          

學生期終問卷 部分學生都認為參加功課輔導

班能協助他們解決家課問題,提
升他們的學習動力。 

費用總數：$10,200        

5.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

學生提供的生涯規

劃 

/ 不適用   / / 費用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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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名稱 服務目的 
(例如:小組教學/共融活動、讀

寫訓練、社交訓練、培養專注

力等) 

外購服務 
機構名稱 

 

推行時間 
(包括活動/上課總

時數或每小時所需

的平均費用) 

服務對象 
(例如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人數及其類

別、家長人數) 

表現指標 
評估方法 
(如適用) 

成效檢討 
(如適用) 

實際支出 
 

6. 校本心理輔導服務 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學生

的服務 
 

香港樹仁大學 節數/次數：20 
每節時數：8 
總時數:160 
(合約時數)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人數及類別： 
10 名有情緒困擾、社交需要或自閉症

的學生 
家長人數：  2         

導師報告 

學生期終問卷 

大部分同學認為服務有助他們

減輕因情緒、思想或行為帶來

的心理困擾,亦可以促進個人成

長,並希望學校可以繼續提供這

類型的支援。 

費用總數：$ 54,000      
(合約費用) 

7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

要的非華語學生的

服務 

/ 不適用   / / 費用總數：$            

8 其他        
費用總數：$ 1234.7    

          總額 (e) $995,334.7 
註：如學校能提供運用學習支援津貼聘請額外支援人員的費用(薪金+強積金供款)的資料，請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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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璧山中學 
2019-2020 年度 

「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計劃」成效報告 
 

第一部分：交流活動詳情 

項目 

編號 
交流項目名稱及內容 預期目標 評估結果 反思及跟進 

1. 

 

姊妹學校活動圖片展 

本校 4 位老師和 38 位學生曾於 2019 年

6 月 22 至 24 日，探訪姊妹學校梅縣興

寧市沐彬中學，兩校學生進行了不同的

學習活動和文藝匯演，如管樂步操和啦

啦隊表演，及教與學的交流。 

本校於 2019 年 12 月 2 至 13 日，舉行

活動相片展覽，並與沐彬中學進行視像

交流。 

加強兩校師生在交

流活動的相互分

享，促進友好關係。 

 

展覽和視像交流活動在輕鬆愉快的

氣氛下進行，透過是次活動，兩校師

生相互交流，成效不俗。 

  

石永輝校長希望兩校能多

作交流活動，擴闊兩校的交

流層面。 

2. 梅縣興寧市沐彬中學到訪本校 

梅縣興寧市沐彬中學石永輝校長、羅虹

副校長、李宇生教務處副主任於 2019

年 12 月 9 日到訪本校，兩校領導層和

老師進行交流及分享。 

加強兩校校長的交流

溝通，增加兩校校長

相互瞭解兩地教育制

度的機會，促進兩校

的友好關係。 

梅縣興寧市沐彬中學領導層探訪本

校，對香港學校的教學模式加深了認

識。此外，兩校領導層在愉快的環境

下進行交流活動，成效不俗。 

石永輝校長非常歡迎我校

師生探訪他們，並表示會繼

續聯繫本校，更指希望兩校

領導層能多作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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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編號 
交流項目名稱及內容 預期目標 評估結果 反思及跟進 

3. 大灣區姊妹學校宿營活動 

本校原計劃於 2020 年 4 月，邀請三間

姊妹學校來港，於烏溪沙青年新村，舉

辦大灣區姊妹學校四日三夜的宿營活

動，但因疫情關係，被迫延期。 

 

註：廣州市鐵一中學、梅縣興寧市沐彬

中學、鄭州上街實驗初中中學 

加強各姊妹學校的互

相交流分享，促進各

校的友好關係。 

因疫情關係，被迫一再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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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A. 每項活動的財務安排 ( 2019 - 2020 學年撥款：$ 154 , 950 ) 

 

項目編號 交流項目名稱 支出項目 費用 備註 

1 姊妹學校 ( 梅縣興寧市沐彬中學 ) 

活動圖片展 

 (2/12/2019 – 13/12/2019) 

沖曬相片費用 $1,100.00  

  總計支出： $1,100.00  

 

項目編號 交流項目名稱 支出項目 費用 備註 

2 梅縣興寧市沐彬中學到訪本校 

 (9/12/2019) 
午膳費用 $717.00  

  總計支出： $7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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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每項活動的財務安排  ( 2019 - 2020 學年撥款：$ 154 , 950 ) 

項目編號 交流項目名稱 費用 備註 

1 姊妹學校 ( 梅縣興寧市沐彬中學 ) 

活動圖片展 

 (2/12/2019 – 13/12/2019) 

$1,100.00  

2 梅縣興寧市沐彬中學到訪本校 

 (9/12/2019) 
$717.00  

                                                                                         

總計支出： 
$1,817.00  

                                                                                         

年度結餘： 
$194,147.11  

 

備註： 

 

2018-2019 學年結餘： $ 41,014.11 

 

2019-2020 學年撥款： $ 154,950.00  累積可用款項：$ 195,964.11    2019 - 2020 學年總計支出： $ 1,817.00 

 

2019-2020 學年結餘： $ 194,147.11      ( 退回教育局  $ 39,197.11 )  

 
2019-2020 學年結餘： $ 154,950.00



152 
 

曾璧山中學 
2019-2020 年度課程評估報告 

多元學習津貼」其他課程：資優教育課程 
 

課程 教學目的 目標學生 修業期 課程/學生表現 實際財政支出 

聯校課程 配合學生的多元興趣及

發展，增加高中同學的

選科選擇， 

沙田區的高中

學生 

9/2019-6

/2020 

完成印製沙田區高中聯校課程小冊子 

科技與生活科購買課堂相關用品，學生在食

品制作過程中掌握營養與科技對我們日常生

活的影響。 

旅遊與款待科安排參觀及遊學團，讓學生對

學科有更深入的認識。 

 

$2,600(小冊子) 

 

$6,507.2(聯校課程) 

 

$76,940(聯校課程) 

中文拔尖 為中文成績較好的學生

增進其中文能力 

中四至中五在

中文科成績較

好的學生 

10/2019-

6/2020 

本課程聘用校外人士到校進行拔尖課程。 

根據學年終問卷調查： 

87%老師認同學生的中文書寫能力有所提

高。 

83.5%同學認為自己的中文書寫能力有所提

升。 

$0.0 

(由學校起動計劃支

付) 

數學拔尖 為數學成績較好的學生

增進其數學能力 

中四至中五在

數學科成績較

好的學生 

10/2019-

6/2020 

本課程聘用校外人士到校進行拔尖課程。 

根據學年終問卷調查： 

89%同學喜歡上數學課。 

2018 – 19 年度文憑試，數學科合格率上升了

4.7%。2018 – 19 年度 TSA 成績，達標率上

升了 8%。 

$0.0 

(由學校起動計劃支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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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教學目的 目標學生 修業期 課程/學生表現 實際財政支出 

校外資援資優

教育課程 

給在其他方面表現卓越

的同學，讓其能參加校

外專業機構的課程，啟

動及延展他們的資優能

力 

給中四至中五

在其他方面表

現卓越的同學 

9/2019-7

/2020 

同學參加由各大專院校的資優課程。 

所有參與同學認同課程對其成長及增加專門

學科知識大有幫助。 

2017-18 年學，共有 6 位同學參加相類課程 

$4,600.0 

 

    總金額 $90,6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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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璧山中學 
2019-2020 年度周年報告 

運用推廣閱讀津貼 
 

第一部分：成效檢討： 

 

1. 目標檢討：（例如從學生的閱讀態度、借閱圖書情況、參與閱讀活動的投入程度等，檢討「營建閱讀氛圍」能否達成，是否需要調整。） 

 

本學年圖書館、課程與閱讀推廣組與各科協作舉辦閱讀周及跨學科學習活動，接近八成七學生認同閱讀周及跨科活動能提升學習效

能。圖書館安排初中級別於閱讀周及跨學科學習活動後借閱圖書，並遞交《我的閱讀筆記》。本組舉辦了「健康生活周」，與不同科

組合作於禮堂舉辦與健康生活有關的攤位遊戲，同時展出與健康知識相關的圖書，還有展板介紹「運動與健康」。中文、英文、數學

及科學科在課程安排上作出調動，教授與健康生活有關的課題。早會亦有好書分享，向學生宣揚健康訊息。就老師觀察所得，學生

於「健康生活周」表現投入，樂意參與不同類型的活動，亦對相關主題加深了認識。此外，本學年特設購書團，由圖書館主任帶領

學生到書店購買新書，鼓勵其閱讀。整體而言，閱讀活動能提升學生借閱圖書的動機，上學期圖書借閱量增加了，惟因社會事件與

新冠肺炎疫情而停課，頗多活動與計劃被迫延期或取消，致使影響全年借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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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策略檢討：（例如從學生借閱圖書數量的增減、閱讀活動的接觸層面等，檢討「營建閱讀氛圍」所用策略的成效。） 
 
本學年利用教育局閱讀推廣津貼外聘導師，為中二級學生舉辦英語閱讀工作坊。接近八成的學生認為英語閱讀工作坊有助他們掌握

閱讀英語圖書的技巧。此外，圖書館、課程與閱讀推廣組透過新閱會邀請拉闊劇團到校以話劇形式推廣小說，學生反應正面。閱讀

周、跨學科學習活動、購書團等能提升學生的閱讀動機及果效，惟因社會事件及疫情關係，影響整體閱讀成效。針對以上情況，圖

書館、課程及閱讀推廣組來年會發展網上閱讀，鼓勵學生善用「e 悅讀學校計劃」及中國文化研究院「篇篇流螢」網上閱讀平台，讓

學生在家中亦可持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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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財政報告 

 

 項目名稱* 實際開支（$） 

1. 購置圖書     $33881.35 

 實體書 

  電子書 

2. 網上閱讀計劃  

   e 悅 讀 學 校 計 劃  

  其 他 計劃：   

3. 閱讀活動  

 

$14400(英語閱讀推廣計劃) 

  聘請作家、專業說故事人等進行講座 

  僱用外間提供課程機構協助舉辦與推廣閱讀有關的學生學習活動 

  支付學生參加閱讀活動或比賽的報名費 

  資助學生參加或報讀與閱讀有關的收費活動或課程 

4. 其他：資助學生參加閱讀活動的費用，如聯校閱讀營或其他參觀活動的閞支 $0 

(因社會事件及疫情停課而取消活動) 

 總計 $48281.35 

 津貼年度結餘     $18628.55 

 

* 請以選或以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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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璧山中學 
2019-2020 年度周年報告 
全方位學習津貼運用報告 

 

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對象 
（級別及

參與 
人數） 

評估結果 
實際 
開支 
（$） 

開支 
用途

＊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

上號，可選擇多於

一項） 

智
能
發
展
︵
配
合
課
程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第 1 項 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1.1 本地活動︰在不同學科／跨學科／課程範疇組織全方位學習活動，提升學習效能（例如：實地考察、藝術賞析、參觀企業、主題學習日） 

語文 中文朗誦比賽  參加學校朗誦節  1-30/11/2
019 

中一至中六 比賽成績 $4,540.00 E1      

地理 實地考察活動  走出課室學習地理  2/9/2019 中四至中六 學生問卷 $3,035.00 E1      

地理 考察活動  可觀地理科考察課程  27-29/11/
2019 

中六 學生問卷 $4,500.00 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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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對象 
（級別及

參與 
人數） 

評估結果 
實際 
開支 
（$） 

開支 
用途

＊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

上號，可選擇多於

一項） 

智
能
發
展
︵
配
合
課
程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Visual  Arts
參觀視藝展覽所需活動費

用和交通費。  

資助參觀視藝展覽所

需活動費用和交通

費。  

1/9/2019-
31/7/2020  

中一至中五 
以教師回饋和學生

問卷形式評估各活

動成效 
$700.00 E1, E2      

跨學科（生

物 /地理）  
環境及樹木保育工作坊  

認識香港在環境及樹

木保育方面的工作  
15/10/201
9 

F.4-5 工作紙 $1,600.00 E1, E2      

   

 
 
 
 
 
 
 
 

第 1.1 項總開支 $14,3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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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對象 
（級別及

參與 
人數） 

評估結果 
實際 
開支 
（$） 

開支 
用途

＊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

上號，可選擇多於

一項） 

智
能
發
展
︵
配
合
課
程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1.2 
本地活動︰按學生的興趣和能力，組織多元化全方位學習活動，發展學生潛能，建立正面價值觀和態度（例如：多元智能活動、體藝文化

活動、領袖訓練、服務學習、學會活動、校隊訓練、制服團隊活動、軍事體驗營） 

訓導組(領
袖生) 

領袖訓練 
提升同學成為學生領袖

的水平 
23-25/10/20
19 

中四、五領

袖生 
老師觀察、學生自評 $10,334.90 E1, E7      

德育及公

民教育组 
服務學習 

提升同學成為學生領袖

的水平 
28-29/11/20
19 

中一 問卷及覌察 $15,000.00 E2, E7      

制服團隊 制服團隊集訓營 
提升同學成為學生領袖

的水平 
6-8/11/2019 中一至中二 老師觀察、學生自評 $12,480.00 E1, E2      

視藝  植物扎染課程  學習植物扎染技巧  defer to 
2020-21 

中一至中五 
以教師回饋和學生

問卷形式評估各活

動成效 
$10,560.00 E1, 

COVID      

生涯規劃 烹飪課程 烹飪行業的體驗 defer to 
2020-21 

中四至中六 
以教師回饋和學生

問卷形式評估各活

動成效 
$6,400.00 E1, 

CO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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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對象 
（級別及

參與 
人數） 

評估結果 
實際 
開支 
（$） 

開支 
用途

＊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

上號，可選擇多於

一項） 

智
能
發
展
︵
配
合
課
程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生涯規劃 烘焙課程 烘焙行業的體驗 defer to 
2020-21 

中四至中六 
以教師回饋和學生

問卷形式評估各活

動成效 
$8,320.00 E1, 

COVID      

舞蹈學會 HIP HOP 舞課程 導師費用 1/9/2019-
31/7/2020  

舞蹈學會會

員 
監察及統計出席率 $3,450.00 E5      

羽毛球學

會 
羽毛球訓練課程 導師費用 1/9/2019-

31/7/2020  
羽毛球學會

會員 
監察及統計出席率 $5,400.00 E5      

排球學會 排球訓練課程 導師費用 1/9/2019-
31/7/2020  

排球學會會

員 
監察及統計出席率 $4,000.00 E5      

雜耍學會 雜耍訓練課程 導師費用 1/9/2019-
31/8/2020  

雜耍學會會

員 
監察及統計出席率 $12,000.00 E5      

啦啦隊 啦啦隊訓練課程 導師費用 1/9/2019-
31/8/2020  

啦啦隊會員 監察及統計出席率 $1,383.69 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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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對象 
（級別及

參與 
人數） 

評估結果 
實際 
開支 
（$） 

開支 
用途

＊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

上號，可選擇多於

一項） 

智
能
發
展
︵
配
合
課
程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劍擊學會 劍擊訓練課程 導師費用 1/9/2019-
31/7/2020  

劍擊學會會

員 
監察及統計出席率 $10,000.00 E5      

體育組 沙西區學界比賽 沙西區學界比賽 1/9/2019 – 
4/2020 

校隊成員 監察及獎項 $1,414.00 E1      

體育組 
溜冰活動：F.6 到 MEGA ICE
上溜冰課 2 次 

溜冰活動 3-10/12/201
9 

中六級 監察及統計出席率 $7,600.00 E1, E2      

體育組 追月盃三人籃球賽 2019 三人籃球賽 14/9/2019 籃球隊 監察及統計出席率 $1,680.00 E1, E7      

體育組 沙西區越野賽 沙西區越野賽 7/11/2019 
男甲 7, 男
丙 8 

監察及獎項 $1,600.00 E1      

水上活動

組 
獨木舟校際訓練課程 獨木舟訓練 10/9/2019 – 

15/7/2020 

獨木舟校際

成員中一至

中五 
監察及統計出席率 $6,662.00 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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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對象 
（級別及

參與 
人數） 

評估結果 
實際 
開支 
（$） 

開支 
用途

＊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

上號，可選擇多於

一項） 

智
能
發
展
︵
配
合
課
程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水上活動

組 
獨木舟國內比賽報名費，搬物

資運輸費及隊員交通費 
參加比賽 5/10/2019 – 

30/7/2020 

獨木舟校際

成員中一至

中五 
監察及獎項 $3,000.00 E1, E2      

水上活動

組 
參與獨木舟證書課程 獨木舟證書課程 5/9/2019 – 

15/7/2020 
中一至中三 監察及考獲證書 $3,730.00 E1      

女童軍 
集體到女童軍總會購買制服

(旅遊巴士費用) 
女童軍活動 16/10/2019 

F.1-2 女童

軍 
監察及統計出席率 $1,400.00 E2      

女童軍 原野烹飪活動 女童軍活動 19/10/2019 
F.1-2 女童

軍 
監察及統計出席率 $2,238.00 E2, E7      

童軍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大露

營 
童軍活動 24-27/12/19 F.1-2 童軍 監察及統計出席率 $8,074.00 E2, E7      

紅十字青

年團 

學生對於制服團體之學習費

用，及有機會有交流活動之開

銷 
紅十字青年團 2/9/2019 – 

31/7/2020 
F.1-2 紅十

字青年團員 
照片形式、監察及統

計出席率 
$3,750.00 E2, 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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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對象 
（級別及

參與 
人數） 

評估結果 
實際 
開支 
（$） 

開支 
用途

＊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

上號，可選擇多於

一項） 

智
能
發
展
︵
配
合
課
程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雜耍學會 雜耍學會全年比賽費用 比賽費用 9/9/2019 – 
31/7/2020 

中一至中六 監察及獎項 $4,840.00 E1      

科技學會 學界機械人爬山競技賽 比賽費用 14/12/2019 中一至中六 監察及獎項 $600.00 E1      

劍擊學會 三武士劍擊隊際賽 2019 劍擊隊際賽 2019 1/12/2019 
F.1-6 劍擊

隊 
監察及獎項 $1,200.00 E1      

   

 
 
 
 
 
 
 
 

第 1.2 項總開支 $147,11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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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對象 
（級別及

參與 
人數） 

評估結果 
實際 
開支 
（$） 

開支 
用途

＊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

上號，可選擇多於

一項） 

智
能
發
展
︵
配
合
課
程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1.3 境外活動︰舉辦或參加境外活動／境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第 1.3 項總開支 $0.00       

1.4 其他 

             

    第 1.4 項總開支 $0.00       

    第 1 項總開支 $161,4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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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項目 用途 實際開支（$） 

第 2 項 購買推行全方位學習所需的設備、消耗品或學習資源 

水上活動

組  
獨木舟訓練用品 (保暖衣及褲 ) 津貼學生保暖衣及褲費用  $5,127.00 

童軍 制服支助  津貼學生制服  $2,250.00 

  第 2 項總開支 $7,377.00 

  第 1 及第 2 項總開支 $168,868.60 

＊： 輸入下表代號；每項開支可填寫多於一個代號。 

開支用途代號  

E1 
活動費用（報名費、入場費、課程費用、營舍費用、場地費用、

學習材料、活動物資等） 
 E6 

學生參加獲學校認可的外間機構所舉辦之課程、活動或訓練

費用 

E2 交通費  E7 設備、儀器、工具、器材、消耗品 

E3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學生）  E8 學習資源（例如學習軟件、教材套） 

E4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隨團教師）  E9 其他（請說明） 

E5 專家／導師／教練費用  COVID 
透過「一次性支援措施」支付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取消

學習活動引致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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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學生人數 
 

全校學生人數︰ 415 
   

受惠學生人數︰ 415 
   

受惠學生人數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 100%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職位）﹕ 盧偉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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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璧山中學 
2019-2020 年度周年報告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運用報告 
 

（一） 財務概況 

A 本學年獲發撥款： $104000 

B 本學年總開支： $0 

C 須退還教育局餘款（A - B）： $104000 

 

（二） 受惠學生人數及資助金額 

學生類別 受惠學生人數 資助金額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0 $0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 

－全額津貼 
0 $0 

校本評定有經濟需要 0 
$0 

（上限為全學年津貼金額的 25%） 

總計 0 
$0 

［註：此項應等於（一）B「本學年總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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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動開支詳情 

 範疇 活動簡介 開支（$） 
受惠學生 

人次1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

上號，可選擇多於

一項） 

智
能
發
展
︵
配
合
課
程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1.1 
本地活動︰資助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參與不同學科／跨學科／課程範疇的全方位學習活動，提升學習效能（例如：實地考察、藝

術賞析、參觀企業） 

         

         

 
 

第 1.1 項總開支 0       

                                                 
1 受惠學生人次指參加每項活動的學生人數，學生參加多於一項活動可重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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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疇 活動簡介 開支（$） 
受惠學生 

人次1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

上號，可選擇多於

一項） 

智
能
發
展
︵
配
合
課
程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1.2 
本地活動︰資助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參與多元化全方位學習活動，以豐富五種基要學習經歷（例如：多元智能活動、體藝文化活

動、領袖訓練、服務學習、學會活動、校隊訓練、制服團隊活動、軍事體驗營） 

         

 第 1.2 項總開支 0       

1.3 境外活動︰資助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參與境外活動／境外比賽 

         

 
 
 
 
 

第 1.3 項總開支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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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疇 活動簡介 開支（$） 
受惠學生 

人次1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

上號，可選擇多於

一項） 

智
能
發
展
︵
配
合
課
程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1.4 資助有經濟需要的學生購買參與全方位學習活動所必要的基本學習用品及裝備 

         

 第 1.4 項總開支 0       

1.5 其他 

         

 
 
 
 
 
 

第 1.5 項總開支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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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疇 活動簡介 開支（$） 
受惠學生 

人次1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

上號，可選擇多於

一項） 

智
能
發
展
︵
配
合
課
程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1.6 透過「一次性支援措施」支付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取消學習活動引致的開支 

         

 第 1.6 項總開支 0       

 總計 0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職位）﹕ LO WAI MAN (Teach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