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20 學校報告頁 1 

 

台山商會中學學校報告 

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 

一、辦學宗旨與目標 

 

 建設融洽有序，以人為本的校園環境，透過師長、家長和同儕的支持和鼓勵，讓       

同學建立勇於嘗試、誠於服務、樂於欣賞及善於溝通的素質。 

 通過正規及聯課課程，讓同學發展多元潛能，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 

 營造開放，自由而又互相尊重的校風，讓同學懂得管理自己，更能持批判性的態度，

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二、我們的學校 

 

本校創於一九八二年，校舍由政府負責興建，傢俬、器材及儀器費近二百萬則由校

董會香港台山商會一力承擔。校園佔地約七千五百平方米，前臨沙田河畔，背依獅子山

麓，校園廣濶，樹木青蔥，環境清幽，確實是學習的好地方。 

 

現時學校共開設十九班，中一級四班，中二至中六級各三班，學生人數約五百人。

教職員編制包括老師五十五名、融合教學助理三名、生涯規劃員一名、學生輔導員一名、

實驗室技術員兩名、資訊科技助理員三名、行政助理一名、文員四名、工友十三名。學

校課室數目為二十三間，特別室包括圖書館、家政室、設計與科技室、視覺藝術室、音

樂室、戲劇室、學生活動室、小組活動室、學生支援組室、學生會室、英語資源中心、

通識資源中心及家長資源中心各一、四個理科實驗室、兩個電腦室及一個可容納八百多

人之大禮堂。配合資訊科技教育的發展，我們更向優質教育基金申請經費設立多媒體學

習中心及多媒體藝術中心，為老師於教學上應用資訊科技及學生進行創作提供更有利環

境。另外，學校又利用行政經費的盈餘，將籃球場邊的山坡平整，重新鋪設了兩個籃球

場及一個排球場，大大擴濶了學生活動的空間。 

 

學校的組織管理方面，由兩位副校長統理學務、訓導、輔導、行政、學生活動、資

訊科技、德育及國民教育、生涯規劃、總務及家校合作共十個委員會，負責日常工作的

制訂和執行。此外，正副校長及委員會統籌老師組成校議會，定期商議校政和學校發展

計劃，議案經法團校董會及全體教師會議通過方可實行，體現民主問責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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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實際上課日期 

 

學年 供授課用的上課日期 校曆表中的上課日數 

2017-2018 159 193 

2018-2019 157 193 

2019-2020 168 181 

 

乙、八個主要學習領域課時 

 

百分比 

  中國語

文教育  

英國語

文教育  

數學教

育  

科學教

育  

科技教

育  

個人、社

會及人

文教育  

藝術教

育  

體育教

育  

17-18  16.7  16.7  12.7  10  8  16  8  4  

18-19  16.7  16.7  12.7  10  8  16  8  4  

19-20 16.7  16.7  12.7  10  8  16  8  4  

 

丙、學校管理  

 

校監：雷庭蓀博士 

法團校董會註冊校董：陳中偉、黃嘉純、陳尚智、陳啟球、吳錦麒、伍國棟、梁海明、

陳中賢、黃頌良、謝文忠、黃振聲、曾子通 

法團校董會教員校董：趙家豪  

法團校董會替代教員校董：林惠民  

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蔡振超  

法團校董會替代家長校董：羅同勇  

法團校董會校友校董：區燕桃 

 

三、我們的學生 

 

甲、班級組織 (2019-2020 年度)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總計  

班數  4 3 3 3 3 3 19 

女生人數  66 41 36 26 26 24 219 

男生人數  66 54 52 42 37 39 290 

學生總數  132 95 88 68 63 63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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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學生出席率 

 

級別  2017-2018  2018-2019 2019-2020 

中一  96.2% 97.7% 96.1% 

中二  94.7% 98.0% 97.2% 

中三  94.2% 94.6% 97.0% 

中四  95.0% 95.7% 96.0% 

中五  95.5% 92.6% 92.8% 

中六  87.2% 95.14% 90.9% 

全部級別  94.2% 95.94% 95.5% 

 

丙、學生退學率 

 

學年  百分比  

2017-2018  1.6% 

2018-2019 2.4% 

2019-2020 1.2% 

 

四、我們的教師 

 

年度  碩士學位或以上  學士學位  大專(非學位)  總人數  

17-18  17  28  2  47  

18-19 17 31 2 50 

19-20 21 32 2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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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教師專業資歷 (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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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教學經驗(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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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教職員離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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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注事項（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 (一) 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 

1. 推動教師專業發展 

1.1 進行「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電子學習等專業發展講座/工作坊。 

  安排了「一堂好課」的教師專業發展講座，惟校內教師課堂研究分享日則

因下學期停課而被迫取消。大部份教師認為講座能加深他們對觀課準則與

一堂好課準則的認識。 

 因應教師的能力及實際需要，校方每年均舉辦不同的電子教學工作坊及培

訓班，提升教師對電子教學的認知和技術知識。本年因疫情關係，教師在

電子教學的應用上更有長足的發展。就疫情期間進行的網上課堂所見，絕

大部份教師已掌握基本的電子教學能力，個別科目亦能有效結合分層教學

的需要，更有效地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 

 本校教師使用的電子教學軟件包括 Google Classroom, Zoom, Google Meet, 

Keynote, Lolionote, Kahoot 等，軟件選用原則以科本特性和需要為主。 

1.2 提供機會讓各科分享課研成果和實踐經驗，透過分享不同的學與教策略，提高

教師對「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課堂設計的認識，並付諸實踐。 

  本年參加了兩項校本支援計劃，包括：「中文校本支援計劃」及「適異教學

校本支援計劃」。兩項計劃均提供機會讓本校教師進行共同備課，配合教育

局的人員到校支援，有效優化課堂教學策略。惟下學期會議及共同備課因

停課而取消，而適異教學的校本支援計劃亦未能安排跨校觀課。 

 校本支援計劃有助推動教師持續的專業發展，發揮集體專業力量。 

 

 



2019-20 學校報告頁 6 

 

2. 優化課程規劃 

2.1 優化課程設計，以照顧學習多樣性，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各科於中一至中五各級最少有 1 個以「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為主題的課

堂設計，本年全部達標。 

3. 運用多元的學與教策略與模式，加强照顧不同能力學生的學習需要。 

3.1 推動電子學習，強化學生的知識基礎及素養，提升學生學習的興趣及自主學習

的能力，包括運用電子課本、平板電腦、Apps、Ｍoodle、Schoology、E-class

等網上學習平台。 

  各科在備課、課堂學習或課後鞏固練習時已廣泛運用電子學習工具(如：電

子課本、平板電腦、Moodle、Padlet、Kahoot、二維碼、Google Classroom、

Zoom、Google Meet、Schoology 等)，老師應用電子教學的能力已明顯加

强。就網上課堂的推行情況而言，學校的措施及支援工作有效強化教師的

電子教學知識及素養，提升學生學習的興趣及自主學習的能力。 

3.2 數、理、科技科開展 STEM 教育的課程，提升課堂趣味。 

  已成立 STEM 小組，利用網上群組發放與 STEM 教育相關的資訊，為日後

校本 STEM 教育的發展作好準備，並推動科技科、科學科及數學科在課程

中加入適量的 STEM 元素 。 

3.3 推動科目運用多元的學與教模式以激發學生的課堂參與。 

  為照顧不同能力學生的學習需要，各科積極引入多樣的教學法，如分層教

學、同質/異質分組教學、適異教學、鷹架教學、拼圖小組等，所運用的策

略多元化，亦能配合學科的特性與學生的實際需要。   

4. 優化觀課表的細項內容，配合學校「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及多元教學模式的

要求推行焦點式觀課。 

  已修訂觀課表，確立對「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及「多元教學策略」的要

求。 

 除評分外，不少科主任亦會撰寫具體的評語，令評鑑工作能起積極的作用。 

5. 各科在課業設計上，加入更多按學生程度而設的項目。 

  就這三年的發展而言，各科已建立恒常機制，在課業設計上加入分層、鷹

架等不同學習形式，以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 

 整體來說，雖然未能做到所有課業均設有分層題目，但教師在設計課業時，

對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需要的意識提高了不少，對學與教發展有著積極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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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二) 發展學生的多元潛能，以協助他們建立自信心。 

1. 於午飯時段、課後及聯課活動節提供多元化的活動，讓每個學生能因應個人的

興趣與能力發展潛能。 

1.1 推行「青苗計劃」，讓學生發揮領導才能及推動關愛精神。為青苗輔導員提供技

巧訓練，然後協助推行「青苗特區」活動，讓同學們可善用午飯時段進行各種

舒展身心活動，活動包括：在平台借用康樂用品 (由青苗輔導員當值) 、在禮堂

進行羽毛球和乒乓球活動(由青苗輔導員和輔導委員會同事當值) 、每學期舉辦

最少一次青苗攤位日。 

  於午飯休息時段提供球類和棋類等活動讓學生參與。 

 午飯休息時段開放青苗特區給學生進行活動的百份率達 90%，並舉辦了 3 

次青苗攤位日。 

 活動令學生了解到自己的優勢及限制，更可以體驗到團隊合作互信，學習

欣賞及關懷別人，從而提升自信心和領導才能。  

1.2 透過義工訓練及社區服務讓學生發揮潛能，協助他們建立自信心。 

  完成 6 次義工活動，學生出席率達 96%。 

 透過多次義工服務讓學生發揮潛能及獲取成功感，活動亦有助學生建立自

信心及個人成長。 

1.3 在高中推展服務學習計劃，培養學生關心社區、服務他人的精神，從而肯定自

我的能力，建立自信。 

  在義工培訓方面，同學用心學習與長者相處之道和長者的特性，也用心學

習設計和帶領長者活動，學生對長者表現既關愛又親切。 

 通過服務，令學生學習到與長者溝通和帶領活動的技巧，培養關愛、忍耐、

欣賞和尊重的良好品格，亦體驗到克服困難的應有態度和方法。 

1.4 參與「可持續發展學校獎勵計劃」，培養同學的環保意識。同學透過參與「低

炭生活」的活動，培養自信心，發揮可持續發展的潛能。 

  學生積極投入環保話劇 「低碳生活」互動劇場的互動環節。話劇有趣，能

帶出「低炭生活」的好處和在日常生活實踐的方法，有助提高學生的環保

意識。另外，「環保產品 DIY」、「無冷氣夜」、「綠色聖誕計劃」、「環保樂器

DIY」和「節約能源問答比賽」等活動，能夠鞏固學生的環保意識，並通過

實踐，嘗試「低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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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於指定的星期五下午時段，推行「全方位學習節」，並於日常課後舉辦聯課活

動，提供更多元化的活動讓學生參與。 

  本年度共安排 28 項活動/學會於全方位學習節讓同學參與，另外有 11 項活

動則安排於放學後讓同學參加。 

 活動種類繁多，包括制服團隊、體育運動、義工服務、認證課程、興趣小

組、語言學習等。 

 因疫情影響，全方位學習節活動只進行了 5 次，其餘 7 次因停課而取消。 

1.6 參與「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情繫．沙田墟」，透過戲劇工作坊、

策劃活動、街頭劇演出和擔任義工，建立自信。 

  學生通過策劃活動、負責演出及擔任義工，向沙田坊眾展示學習成果，建

立自信心。 

1.7 「關愛小天使」─小領袖培訓計劃 

活動分三個階段建立關係，藉著歷奇遊戲、分組競賽帶出「向毒品 SAY NO」

的主題，讓參加的學生透過遊戲去領略生命的重要性，導師在討論和分享環節

帶出在面對生命風浪時應有的態度。 

  在上學期的營會，學生透過歷奇遊戲、分組競賽和主題講座，認識「遠離

毒品」的重要性，認識毒品的禍害及沉迷網絡的壞處。 

 在營會中，透過歷奇遊戲，挑戰學生自己的心靈障礙，在導師的鼓勵下，

突破自己的極限。 

 在參觀方面，以「正向人生，向網絡毒品齊說不」為主題，邀請曾經吸毒

的人士在喜靈洲分享，引導年青人去反思生命的意義。 

1.8 舉辦「職業性趣導向活動」，包括職業導向測試、行業參觀及講座，使學生更了

解行業發展及入行資訊，為學生提供職業性趣導向活動，使學生更明白自己的

性格及發展潛能。 

  職業講座有助學生了解自己的職業興趣。 

 其他活動因疫情而取消。 

2. 提供不同的機會，讓學生能展示學習成果，從而建立自信心。 

2.1 與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委員會合作舉辦「境外考察」活動，完成行程後由學

生匯報學習成果及提交工作紙。 

  因疫情關係，本年度暫停舉辦境外考察。 

2.2 各班或組別於「聖誕綜藝會」中進行才藝表演，讓學生有機會展現才華。 

  聖誕綜藝會能提供足夠的支援及平台，有利學生展示才華，提升自信心。 

 表演種類多元化，未有參與表演的學生亦能學習欣賞別人的長處。 

2.3 舉辦姊妹學校交流活動，讓兩地學生互相觀摩和學習。 

  因疫情關係，本年度取消所有姊妹學校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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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由學生會代表、領袖生長及司儀代表主持早會，鼓勵老師多選派學生進行早會

宣佈。 

  活動促進學生的說話能力及組織能力，提升了學生的自信心、成功感及應

變能力，有助學生建立正面的自我價值。訓練時，學生積極認真，重視自

己表現，不斷改善自己的技巧。學生表現良好，獲老師及同學的讚賞，更

吸引其他同學主動加入早會司儀訓練行列。 

2.5 舉辦不同的分享會，展示學生的學習成果：「應用學習」APL 分享會，讓學生分

享學習經歷及學習成果；「暑期實習分享會」，讓學生分享實習的體驗；「畢業生

分享會」，分享畢業生在升學方面的成果。 

  學生能投入「暑期實習分享會」，通過有關活動，增加學生對不同職業的認

識。 

 學生投入「畢業生分享會」通過有關活動，增加學生對不同升學途徑的認

識。 

 因疫情而取消「應用學習」APL 分享會。 

2.5 「台中早晨」，由老師和學生一同預備一次五至十分鐘的短講。 

  因社會事件及疫情而取消是項活動。 

3. 深化班級經營，營造一個和諧互信的學習環境，協助學生建立良好的學習習慣，

讓每個學生有體驗成功的機會。 

3.1 推行班級經營活動，包括：「班中之星」計劃、「生日送祝福」計劃、「時刻感恩」

計劃、「友愛同行」班際攝影比賽等，透過活動凝聚班內學生，推動「正向教育」

的班級社群。 

  活動有助提升學生對班的歸屬感，加強師生的凝聚力。 

3.2 申請優質教育基金資助，推行好心情@學校計劃。推行班級經營活動(中一至中

三級) ，內容包括：低結構歷奇、躲避盤、藝術創作、班際競賽。 

  優質教育基金政策改變，故今年沒有推行「好心情@學校計劃」。 

3.3 加強級會職能，定期召開會議，統籌級際活動，凝聚學生的力量。 

  因社會事件及疫情影響，活動未能推展。 

3.4 通過「戶外學習日」，由班主任與學生訂立學習目標及設計活動，於當日一同完

成。 

  初中各級的活動地點一致，方便進行級際活動，除了能建立各班歸屬感外，

亦能凝聚各級學生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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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舉辦全年最優秀班別比賽，確認和嘉許學生在整個學年中在德、智、體、羣、

美各方面的發展與成就，以及促進班別內學生之間的凝聚力，進而提升學生對

班的歸屬感。 

  因停課影響，全年最優秀班別比賽因舉辦項目的數據不足，未有舉辦。 

 壁報比賽、班口號創作及班相有助提升學生對所屬班別的歸屬感。壁報比

賽能讓初中學生反思責任感的重要性。高中學生可以反思在面對挑戰時，

當中的機遇和解決辦法。 

 學生積極完成上述活動，透過互相合作，班內的凝聚力有所提升。 

3.6 透過壁報、創作班口號、設計班徽及拍攝班相，提升學生對所屬班別的歸屬感 。 

  透過壁報比賽、創作班口號及拍攝班相，有助提升學生對所屬班別的歸屬

感。學生積極完成上述活動，透過互相合作，班內的凝聚力有所提升。 

3.7 舉辦中一歷奇營，透過活動發揮學生的合作性及逆境解難能力，體驗成功的喜

悅，建立自信。 

  活動有助提升學生的人際關係及與人相處的技巧，讓學生更團結、相處更

融洽。 

 活動有助建立正面價值觀，提升自律性，並明白守規的重要性。 

 所有學生皆能投入活動，表現令人滿意。 

3.8 透過《中學生生涯規劃手冊》，讓初中學生建立良好的學習習慣，建立良好的班

風，並讓學生盡早確立生涯規劃的概念，懂得計劃將來如何選科和訂立升學目

標，建立自信。 

  My Assets 有助中一學生欣賞自己和同學的資產。 

 大部份中三學生認同有關活動有助學生更了解自己的性向，及早定下選科

目標。 

 其他級別因疫情而未能完成有關活動。 

3.9 透過安排在初中生活教育課及高中公民教育節的「生涯規劃」課節和活動，讓

學生建立良好的學習習慣，建立良好的班風，並讓學生盡早確立生涯規劃的概

念，懂得計劃將來，建立自信。 

  有助初中學生訂立學習目標和建立良好的學習習慣。 

 有助高中學生更了解自己的性向，為自己及早定下目標，有助計劃將來。 

4. 推動校園讚賞文化，讓每個學生均有被讚賞的機會，從而建立自信心。 

4.1 透過「正向教育」模式推行班級經營活動，包括：「正向星期三」、「班中之星」

選舉計劃、「賞心悅木」計劃等，推動校園欣賞文化。 

  推動校園讚賞文化，有助學生學習欣賞自己及別人。 

 讓學生發掘自己的性格強項，建立自信。 

 有助提升學生對班的歸屬感，加強師生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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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時刻感恩」計劃：為推動校園感恩文化，讓學生體驗「尋找好事」、「回顧他

人恩惠」、「從心欣賞」、「表達感恩」四個階段，每班將會製作好人好事「感恩」

壁報板，讓老師、學生寫下「感恩」事情於小咭上並佈置於壁報板上。鼓勵學

生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享受與人交往的樂趣和學習正面情緒。 

  活動有助學生認識「正面的態度」，學習欣賞自己和別人。 

4.3 舉辦『金蘋果』活動，讓老師欣賞和肯定學生的努力和進步。 

  因疫情關係，已取消有關活動。 

4.4 舉辦服務學習嘉許禮，表揚學生在社區服務中不同範疇的努力和付出。 

  中五級分別有 3 位學生獲得突出表現獎，以玆表揚。但由於取消散學禮，

故未能頒發有關獎狀。 

4.5 「好孩子計劃」表揚學生的正面行為 

  今年已發出「好學生計劃」表揚證書，並於早會期間頒發，表揚學生能拾

遺報失。獲獎同學能成為其他同學的學習榜樣，影響同儕，養成拾金不昧

的良好品格。 

4.6 「品學金銀銅」獎勵計劃，勉勵學生勤奮向學、敦品勵行、積極進取，從不斷

努力學習中建立良好生活習慣和學習態度。以獎勵方式嘉許有進步的學生，藉

以增加其成功感。 

  透過「品學金銀銅」獎勵計劃，獎勵一班全勤、交齊功課、全年儀容整 

齊和守規的學生。獎項能鼓勵守規有禮、默默付出的學生，肯定他們的付

出和努力。活動同時亦鼓勵其他在學的學生，學生在出勤、完成功課和儀

容整潔方面有明顯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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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工作 

（一） 訓輔工作 

1.   推展正向教育 

  本年度着力推動正面校園文化，鼓勵各科組合作推展正向教育。正向

教育以發展個人品格強項、建立正面情緒和快樂感為重點，著重全人

發展，培養及發揮個人的長處和潛能，推動個人正面發展，以藉積極、

堅韌的態度面對生活中的壓力和挑戰，從而邁向圓滿的人生。 

 透過參與教育局正向教育支援計劃，安排香港城市大學正向教育研究

室團隊到校為教職員提供兩次「正向教育」工作坊，主題分別為「如

何運用性格強項提升學生自信心及抗逆力」及「性格強項的實務應

用」。同時亦安排一次正向教育家長講座，主題為「父母如何運用正

向心理學建立子女的快樂感和自信心」，參加者反應十分正面，工作

坊有助他們認識「正向教育」及學習欣賞。  

 在推展工作方面，班主任着力發掘學生值得表揚的地方，讓每個學生

均有被讚嘗的機會。每班的壁報設有「賞心悅木」，讓學生留言互相

鼓勵和欣賞。中一至中五各班定期舉辦「班中之星」計劃，由班主任

帶領各班選出在不同性格強項表現突出的學生，如團隊精神之星丶寬

恕之星等，透過發揮學生個人的長處和潛能建立自信。班主任在每周

的「正向星期三」課節，透過人物故事及篇章培養學生正向思維及正

面人生觀。 

2.  校本義工獎勵計劃 

  按學生每年累積的服務時數為標準，頒發義工獎勵計劃嘉許狀。本年

度有2位獲銀獎和8位獲銅獎。我們希望透過計劃以表揚及鼓勵學生積

極參與義工服務。 

3.  沙田民政署地區青年撥款活動 

  以「正向人生，向毒品網絡說不」為題，透過參觀、燒烤、主題分享、

步操訓練、野外定向、講座和座談會，教導學生如何分辨網絡不良意

識及認識吸毒的禍害。 

4.  影子計劃 

  由級訓導老師跟進學生的行為問題，讓學生與老師能建立互信關係，

以鼓勵和及早介入為主，幫助學生踏上正軌，改善行為問題。 

5.  更新先鋒計劃 

  與懲教署合作，透過在喜靈洲的宿營活動，例如步操、講座等，訓練

學生自省自律的精神，學懂分配時間。在這幾天完全與網絡零接觸，

重新思考人生的方向，認清理想和目標，訓練他們成為自助、助人的

堅毅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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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德育及公民教育 

1. 德育活動 

  學校重視培育學生的德育，本年舉辦的活動計有：參與式互動教育劇

場《燃亮生命‧活出精彩人生》、可持續發展環保話劇《低碳生活》、

香港紅十字會《心理急救講座》、「平和號─抗賭巡邏艦」抗賭博攤位

遊戲、與紅十字會合作推行價值教育活動，以及通過壁報和公民教育

課推行德育及價值教育課程。 

 總體而言，學生在各項活動中表現積極和投入。學生在教育劇場中非

常欣賞勇者抗逆的堅毅精神。在環保話劇方面，學生對低碳生活甚感

關注，在互動環節中積極參與角色扮演。在反賭博教育活動中，學生

明白賭博的禍害。至於價值教育課程亦有助學生培養責任感和承擔等

正確價值觀。 

2. 關注時事 

  在過去一年，學生積極參加時事活動及比賽，包括《第二十八屆全港

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2019特區政府施政十件大事評選》和《全港

中學生實地考察報告比賽》，學生在上述活動和比賽表現積極，對社會

事務及世界大事甚為關注。 

  「通識特工」的學生參與多元學習時段的 PHD 學會活動，完成 6 小時

的專業記者工作坊，提升新聞素養和採訪技巧。 

 有關突發事件的回應，中五學生完成傳染病爆發和打機成癮/網絡成癮

的課堂研究。對於傳染病知識、正面價值觀、措施評估(抗疫基金、限

聚令、社交距離、立法限制) 、個人成長需要以及成癮行為定義等均

有深入的研究。 

  在各項活動中，學生表現認真、好學，對時事議題和政府政策表現關

心，期望學生能夠主動關心社會和世界大事，成為負責任的公民。 

3. 推動環保 

  學校致力推廣環境保護活動，讓學生了解環境保護及保育的重要性，

期望學生能身體力行，體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在學年中，學生積

極投入各項認識、推廣及實踐環境保護的活動，例如「綠色聖誕計劃」、

「利是封回收重用大行動 2020」、「地球一小時」、「環保樂器設計」以

及「聖誕環保裝飾 DIY」等。 

 學生亦參加各項環保比賽，包括環境運動委員會舉辦「零即棄」校園

大獎 2019/20、「節約能源」問答比賽及商界環保協會舉辦「綠惜大使」

計劃。本校更獲得可持續發展委員會頒發「可持續發展學校獎勵計劃

參與獎」，肯定本校過去三年在推展環保活動的努力。 

4. 國情教育 

  在國情教育方面，本校學生參加《基本法》大使培訓獎勵計劃一系列

的比賽及第六屆全港《基本法》校際問答比賽，學生在上述活動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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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和認真。在「吉祥物」設計比賽和「標誌」設計比賽，學生能運

用所學，發揮創意，其中周星宇同學更獲得「標誌」設計比賽冠軍。

學生透過上述活動，增加對基本法及國情的認識。 

 本校中二學生參加「港島漫遊 ‧電車歷史之旅」，在考察活動中，學

生對傳统文化甚感興趣和好奇。中四至中五級學生則參加香港測量師

學會舉辦的「賞‧惜‧舊築跡」創作比賽，活動能提升學生對香港歷

史建築和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維護及欣賞。 

  整體上，學生在上述活動中展現對傳統文化根源的關注和創意，有助

提升學生對國情的認識和認同。 

（三） 學生活動 

1. 「全方位學習節」 

  全年預計安排 13 次「全方位學習節」，於指定星期五下午進行，

但因疫情關係，只舉行了 5 次。共設 28 項活動，種類涵蓋制服團

隊、體育、藝術、興趣、義工服務、外語學習及科組延展活動等。

本年度增設 PHD、機械人學會及創業兵團以配合學科的發展。學

生均滿意校方提供的活動種類及頻次。 

 日常課後亦有為同學舉辦不同種類的體藝活動，數量達 11 項。 

 通過有關活動，既可讓學生舒展身心，同時亦可以發揮所長，從而建

立自信心。 

2. 「聖誕綜藝會」 

  主要邀請校內不同組別、小組及個別學生參加。 

 本年度邀請中一級四班參與表演。 

 參與表演的學生能於活動當中表現其獨特才華，而觀賞的學生亦能表

現出良好的欣賞態度。 

 整體而言，所有學生均非常投入是次活動。 

3. 加強級會職能 

  於特定活動，如戶外學習日、聖誕綜藝茶會等，由相關級別班主任商

討組織級會活動的可行性及推行策略。 

 於升留級會議前，班主任亦有就個別同學於整級的影響作出交流，為

升班安排作更好分配。 

4. 中一歷奇營 

  學生透過參與設計活動，發揮合作性及逆境解難能力。 

 營地導師表現專業，能協助學生提升解難能力，亦能協助學生明白遵

守紀律的重要性。 

 活動能提升學生與人相處的技巧及自律性。 

5. 因疫情關係，「境外考察」及「年宵營商體驗」暫停舉辦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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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生涯規劃 

1. 1. 發展學生的多元潛能，以協助他們建立自信心和生涯規劃的概念。 

  舉辦「職業導向活動」，包括職業導向測試、行業參觀及講座，讓學生

了解行業發展及入行資訊，使學生更明白自己的性格以發展潛能。 

 透過初中生活教育課及高中的「生涯規劃」課節和活動，讓學生建立

良好的學習習慣及班風，並讓學生盡早確立生涯規劃的概念，懂得計

劃將來，建立自信。 

 透過中三《中學生生涯規劃手冊》、「中三講座」、中三 My Choice及「中

三選科家長晚會」，讓中三學生更了解和掌握選科路向，從而找到切

合個人意願的升學路向，雖然因疫情關係活動只能用錄影或 Zoom 直

播，但是成效尚算理想，大部份中三學生能決定自己的選修科目。 

 透過「中六聯招」、「中六模擬聯招」、中六 SLP、「畢業生升學分享會」

等活動，協助中六學生報讀不同的課程，效果顯著，大部份中六學生

能找到升學方向。 

2. 建立有效的生涯規劃教育及升學就業輔導 

  參與民政署的青年生涯規劃活動資助計劃(YLPA) ，雖然很多活動因疫

情而取消，但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服務處提供了不同的網上短片，有助

推展生涯規劃教育及升學就業輔導。 

 （五） 資訊科技 

1. 推動電子學習 

  2019-2020 年度是充滿挑戰的一年，由於疫情導致全港學校有一段頗長

時間停課，老師及同學們需要在停課期間利用資訊科技繼續進行學習

活動。幸好在過去幾年，本校在電子教學平台及電子學習科技方面都

發展得頗為成熟，師生們都習慣電子學習模式及使用不同的電子學習

平台，包括 Google Classroom、Schoology 及 Moodle。因此，當本校需

要轉用遙距學習模式上課時，師生們所面對的問題並不大。 

 為了讓老師能順利使用視像會議進行教學，學校在教育局宣佈停課後

即時購買了多台網絡攝錄機，以便老師進行視像教學，同時亦申請了

由賽馬會資助的無時限 Zoom 帳戶，讓老師可暢通無阻地使用視像會議

教學。 

2. 支援學生網上學習 

  為照顧來自基層家庭的學生，學校申請了多個外間機構的支援計劃，

包括：自由鳥計劃、賽馬會在家學習支援計劃、微軟 Office365 免費帳

戶、環電聯同 AiTLE 及微軟推行的在家學習無煩「腦」計劃、苗圃行

動「有腦童行計劃」及香港青年協會「在家學習平板電腦支援計劃」。

透過這些計劃，缺乏資訊科技設施的學生們獲得免費的流動數據卡、

軟件帳戶或電腦設備，讓他們能夠在停課的日子不會因缺乏資源而影

響學習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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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家長教師會 

1. 家長校董選舉 

  家教會舉行了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順利選出家長校董及替代家

長校董，執行法團校董會家長持份者工作。除法團校董會外，本會第

十二屆常務委員會亦順利成立，家長丶教師委員連同校長及副校長出

任顧問，共二十三人一起共商會務，以支持學校發展。 

2. 親職教育 

  本年度舉行了一次家長講座及親子旅行活動，協助家長增強親職效能

和締造和諧家庭。 

3. 支持學校發展 

 本會積極參與學校事務，例如參與學校業務監管委員會工作，監察學

生福利事宜。本會亦全力支持學校發展，支援學校發展所需，例如資

助活動、添置器材、增購圖書館圖書等，以提升活動成效及優化學校

環境。 

4. 聯繫家長 

  家長教師會樂於與家長建立良好關係，強化家長團隊。除積極參與中

一迎新日丶家長講座及家長日義賣籌款外，還與家長建立 Whatsapp 群

組，增強彼此之間的溝通和提高對學校的歸屬感。 

（七） 學生支援 

1. 及早識別及提供支援 

  配合學校發展，及早識別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並提供合適的支援，

例如專業評估、轉介、治療、小組訓練、輔導跟進等。對有需要學生

提供三層支援，包括課堂學習調適、社交小組訓練及個人輔導，讓學

生能按能力及需要得到最佳的發展。 

 為成長或社交小組準備校本教案及教材，強化小組效能，發展校本課

程。 

 於中一舉行讀寫字詞運用班、中二舉行演說訓練班、中三舉行閱讀理

解及寫作班。另外，學生支援組亦會為中、英、數三科準備基礎教材，

調節個別學生學習需要。 

 執行測考調適工作，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合適的測考模式，以剔除特

殊教育需要障礙，獲取公平的考核機會。 

 為了讓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得到最適切的支援，學校與專業人士，如

教育心理學家、言語治療師、社工、醫務團隊及外間團體通力合作，

提供更完善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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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共融校園 

  學校致力建立共融校園，締造互相接納及包容氣氛，支持有特殊需要

學生參與學校不同活動，鼓勵同學給予關心及尊重，表揚愛護友儕之

善行，共享和諧校園。 

 學校鼓勵及支持教職員修讀融合教育課程，並為教職員提供講座、工

作坊及資訊，豐富教職員對特殊教育的認知，提升特殊教育工作的效

能，有助推動共融文化及照顧學習差異。 

 學校亦著力與家長保持良好溝通，通過分享會、座談會、面談、個人

教育計劃會議等，聽取家長訴求，共同支援學生成長。 

（八） 社區關注 

  沙田區中學展在恆生大學舉行，展覽場地比以往狹小，而展覽時間亦

縮短了。在展覽中，不少家長都對本校的辦學理念及課程特式深感興

趣，並作出各項查詢，當中有不少更即時在展覽中報名參加了本校的

校園參觀活動。 

 學校安排了三場參觀校園暨升中簡介會。家長們在簡介會中都踴躍發

問，以了解本校的辦學宗旨及教學特色。不少家長都表示對本校既重

視學業成績又注重學生身心發展的理念深表認同，他們的支持在本年

升中派位及中一註冊的情況中反映出來。 

 

2019-2020 畢業生出路調查 

出路去向 人數 

本地升學 41 

海外升學 4 

國內升學 12 

重讀 1 

自修 3 

工作 3 

待業 0 

 

本地升學詳情 人數 

學士 5 

高級文憑 9 

副學士 4 

基礎文憑 16 

職專文憑 1 

毅進 4 

文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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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三年(17/18 – 19/20) 

制服團隊參與率 

 

 17-18 18-19 19-20 

步操樂隊 6.9% 6.9% 6.0 % 

童軍 8.7% 7.1% 5.0% 

基督少年軍 6.9% 5.1% 5.8% 

交通安全隊 6.0% 5.7% 6.0% 

 

19-20 年度 

校際運動比賽參與率 

0% 

(因社會事件及疫情關係影響，全港的學界運動比賽暫停進行) 

 

獎項： 

 

「發現號」青年室內賽艇邀請賽 

男子高中組 4x500 米接力  第 4 名  

5B 劉柏成 5C 夏家堯 5A 魏鎧彬 4B 朱恆毅 

 

女子初中组 500 米  第 9 名  

2A 凌嘉悦 

 

男子高中組 1000 米第 9 名  優異獎 

5C 夏家堯 

 

師生混合隊際接力 5x2 分鐘  亞軍 

3B 張子浩 5C 夏家堯 5B 劉柏成 3C 鄧凱誠及駱坤海教練 

 

男子初中組 500 米  季軍  

3C 鄧凱誠 

 

男子初中組 300 米  第 8 名  

3B 張子浩 

 

男子初中組 4x500 米接力  季軍 

2C 林俊輝 3B 丁梓祥 3B 張子浩 3C 鄧凱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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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1 屆香港學校英語朗誦節 

 

劉建朗  3B  英語獨誦      良好獎狀 

陳鎧蕎  2A  英語獨誦      優良獎狀 

魏芷蔚  2C  英語獨誦      良好獎狀 

莊匡信  2B  英語獨誦      優良獎狀 

李梓晴  2A  英語獨誦      優良獎狀 

柯嘉儀  1C  英語獨誦      優良獎狀 

馮嘉琪  5A  英語獨誦      良好獎狀 

鄧淑貞  4B  英語獨誦      優良獎狀 

 

中一及中二級男女混聲集誦  Merit  (季軍） 

 

第 71 屆香港學校中文朗誦節 

                   

劉愛妮 1B 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 

馬曉綾 1B 詩詞獨誦 良好獎狀 

黃詩靖 1C 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 

張雨晴 1D 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 

劉穎怡 1D 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 

黃筠棋 1D 詩詞獨誦 良好獎狀 

陳亮軒 1B 普通話詩詞獨誦 良好獎狀 

袁卓賢 1B 普通話詩詞獨誦 良好獎狀 

黃曉雨 2B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 

莫凡 2B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 

伍綺雯 3A 普通話詩詞獨誦 良好獎狀 

鐘潔穎 3A 普通話詩詞獨誦 良好獎狀 

盧彥昭 3B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 

安彬冰 3A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 

朱景灝 6B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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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計劃》第六屆「兩代情」徵文比賽  

最踴躍參與 學校獎」  季軍 

 

陳俊丞 1A 優異獎 謝欣希 2B 優異獎 

朱曉彤 1A 優異獎 程柏淇 2B 優異獎 

何淑瑋 1A 優異獎 馬曉妍 2B 優異獎 

羅嘉淇 1A 優異獎 曾俊豪 2B 優異獎 

練永淇 1A 優異獎 呂樂欣 2C 優異獎 

王詩琪 1A 優異獎 葉嘉翹 2C 優異獎 

黃希兒 1A 優異獎 高美儀 2C 優異獎 

陳芊攸 1B 優異獎 謝佩璋 4A 優異獎 

陳奕晞 1B 優異獎 吳焜斌 4A 優異獎 

蔡宛容 1B 優異獎 朱恆毅 4B 優異獎 

蔡烯汶 1B 優異獎 林嘉駿 4B 優異獎 

范斯維 1B 優異獎 黃藹儀 4B 優異獎 

關佩慈 1B 優異獎 周星宇 4B 優異獎 

郭嘉林 1B 優異獎 陳定偉 5A 優異獎 

留紫晴 1B 優異獎 葉曉瑩 5A 優異獎 

李杰昌 1B 優異獎 林秀彰 5B 優異獎 

魏楚瑩 1B 優異獎 劉柏成 5B 優異獎 

曾樂融 1B 優異獎 劉霆豐 5B 優異獎 

袁嘉穗 1B 優異獎 鄭家豪 5B 優異獎 

周宇軒 1B 優異獎 鄒駿暉 5B 優異獎 

張梓琦 1C 優異獎 李慧婷 6A 優異獎 

徐昕桐 1C 優異獎 王志杰 6A 優異獎 

吳卓琳 1C 優異獎 邱嘉龍 6A 優異獎 

吳靜妮 1C 優異獎 陳芷柔 6B 優異獎 

王之衡 1C 優異獎 陳文琪 6B 優異獎 

周正浩 1D 優異獎 鍾雅青 6B 優異獎 

鄒凱琪 1D 優異獎 方涵 6B 優異獎 

何倚敏 1D 優異獎 胡杰 6B 優異獎 

黃菀桐 1D 優異獎 黃安荣 6B 優異獎 

廖小雪 1D 優異獎 尹鉅業 6B 優異獎 

王鉑軒 1D 優異獎 曾曉茹 6B 優異獎 

黃曉雨 2B 優異獎 黃婉信 6C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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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大使培訓獎勵計劃」網上比賽系列—「標誌設計比賽」  冠軍 

4B 周星宇    

 

沙田區社區重點項目計劃沙田遊樂圖  季軍 

4A 鄭嘉儀 

 

青企局賽馬會—商校家長點創®計劃 最佳商校伙伴：台山商會中學及香港國際專業導師

協會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20(香港賽區) 初賽  二等及三等獎 

 

2019-2020 年度香港會計師公會及香港商業教育學會「企會財」獎學金  

5B 蔡潁潁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3B 張子浩 

 

「賞．惜．舊築跡」創作比賽  優異獎   

5C 梁澤庭      

 

全港通識理財問答比賽 2020—走進 Fintech 新時代   最踴躍參與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