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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宗旨 

本校的辦學宗旨是以仁愛、正義、和平的精神引導學生，並結合信仰、文化與生活，

在德、智、體、群、美、靈六方面發展，達至全人教育，自我實現。  

 

本校的辦學方針是以德育為首、智育為輔、靈育為本﹕ 

 教導學生懂得尊重自己及尊重他人  

 培養學生思考、明辨、分析、組織等能力  

 有教無類，引導他們追尋人生真、善、美的精神價值  

 

校訓 – 智、義、勇、節 

「智德」： 智德調節其他德行，使它們走向真正的終向，因此應列於四樞德之首，是最

重要的德行。明智之德是理性的德行，使人分辨出真正美善所在，並選擇適

當途徑去達至。 

「義德」： 義德超出個人的範圍，調節人與人、人與團體之間的關係。義德使人尊重每

一個人的權利，奠定在人際關係中的和諧，因而促進人類之間的平等和公益。 

「勇德」： 勇德確保人在困境中有毅力，在追求善時有恆心。勇德堅定人的主意，在倫

理生活中力拒誘惑，克服困難。 

「節德」： 節德確保意志對本能的自主能力，使人的慾望維持在合乎正理的範圍之內。

有節德的人以善作為取向，並保持著一種健全的審慎態度。 
 

2016-2017 年度的學校發展方向 

本校於 2016 至 2017 年度，根據學校的發展需要，訂定了以下兩個重點發展項目： 

1. 加強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 

2. 促進學生善作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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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簡介 
 

寶血女子中學於一九四五年創校，至今已超過七十年歷史。本校為一所政府資助之津貼學校，秉承

天主教的教育方針和寶血會的辦學精神，貫徹校訓智、義、勇、節四德，建構師生互動互重的校園文化，

共同享受愉快的學與教環境。 

 

本校致力推行「兩文三語」的語文政策，一方面善用母語，通過多元化活動，激發思維推理，使學

生觸類旁通，擴闊學習；同時，積極營造英語語境，促進學生學習英語的動機，並提升他們以英語學習

的能力。在此語文政策下，校方栽培學生逐漸達至中英兼善。 

 

現時校舍有標準課室 26 個，輔導教室 3 個，特別室 23 個，包括實驗室、家政室、音樂室、視覺藝

術室、STEM 實驗室、電腦室、舞蹈室、學生活動中心及英語角。此外，有多媒體學習室、語言實驗室、

禮堂、圖書館、多用途場地、操場及有蓋操場各一。另設有後花園及空中花園，為同學提供優美之休憩

地方。 

 

本年度全校分中一至中六級，合共 23 班，實際上課日數為 191 天。 

 

2016-2017 班級組織  

 

 

 

     

2016-2017 八個學習領域的課時 

 

2016-2017 學生出席率  

級別 出席率 級別 出席率 

中一級 96.7% 中四級 94.8% 

中二級 96.9% 中五級 92.9% 

中三級 95.6% 中六級 94.8% 

全部級別出席率： 95.1%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總數 

班數 3 4 4 4 4 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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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資歷  

本校教員共 59 名，其中任教中、英文科的語文教師分別有 12 和 15 名、數學教師 10 名，另有外籍

英語教師 1 名，專責提升學生的聽說能力及豐富校園的英語語境。在校方鼓勵下，各教師重視進修，以

求日新又新。此外，本校有一名牧民助理，以協助推行宗教活動及培育靈性精神生活；又聖雅各福群會

派出一名駐校社工，加上本校運用津貼外購全職專業輔導人員服務，關注學生的心靈成長。 

 

整體來說，教師教學經驗豐富，教學年資達五年或以上者逾 91%，達十年或以上教學經驗者達 80%。

全體教師均曾接受專業師資培訓，持學士學位或以上的教師比率達 100%；持碩士或以上學歷的教師比

率亦高達 54%。語文教師方面，所有中文、英文教師已接受相關語文專科方面的訓練，並悉數達至教育

局語文能力要求；所有任教普通話的教師達到普通話語文能力要求，師資可謂優良。 

 

 

教師專業發展 

    學校重視教師的專業發展，並配合學校的發展需要，舉辦全校性的教師培訓活動。現分以下三方面

加以概述： 

    全體教師方面，本校着意安排教師專業發展日的培訓主題，以配合學校的關注事項，如首次教師發

展日的主題為「教師減壓工作坊」，讓教師有機會體驗減壓的方法，重整身心以迎接新學年的教學事務。

第二次為聯校教師工作坊，主題環繞如何協助青少年處理情緒問題，邀得精神科專科醫生及其團隊主講，

讓教師了解常見的青少年情緒問題，進而掌握有效的介入技巧，協助青少年健康愉快地成長。第三次教

師發展日，安排全體教師前赴「寶血靜院」進修，由寶血女修會會長詳述辦學精神，令教師明白辦學團

體的理念，然後得以依據校本情況而實踐。此外，為配合校本所需，邀得校監張博士主講「學習評估」

(Assessment for Learning)；校方也積極鼓勵全校教師參與寶血會舉辦的「營造調解文化 建設和諧校園」

培訓課程，目的為保持校園內的融和氣氛，裝備教師以應對不同持分者的要求。 

新任教師方面，為配合本學年的學校關注事項，本組除了如常輔導新任教師一些恆常工作外，亦著

意提點教師留意推展拔尖保底的工作，讓不同程度的學生俱有長進，以便學生掌握一己之長後，更能好

好規劃人生。是項輔導計劃有助新老師盡快適應新的教學環境，透過交流以加強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 

職工方面，在職工培訓發展活動方面，本會按照整體職工的需要及個別人員的工作情況，給予指引、

支援及輔導，在配合學校的特性之餘，鼓勵職工各展所長。職工均滿意培訓的形式、內容及成效。 

整體而言，在配合學校關注事項的大前提下，學校鼓勵所有教職員工努力增值，並積極提供財務支

援及靈活調配校內的人力資源，以配合持續進修、終身學習的大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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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重點發展項目一：加強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 

     

成就： 

     

 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本校致力優化教學環境，推動多元化的教學模式，以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及學習效能。本

學年不單再購置大型互動白板外，也添置多部以雙作業系統的平板電腦，部份更配有鍵

盤，使教師在選用教學軟件及設計課堂活動上更具彈性。配合日趨完善的無線網絡系統，

讓教師在運用資訊科技教學上更靈活，使學習過程變得更互動，也可照顧不同學生的學習

需要，進一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本校積極推展網上學習平台，讓學生可隨時隨地按需要調節學習步伐。本學年各學科繼續

優化網上自學平台，提供不同資訊、學習材料及課業；購買「香港教育城網上學習平台」

(部分科目)，使高中學生能隨時隨地完成網上歷屆公開試試題；英文科購買網上互動英語

課程，以提升學生學習英文的動機；數學科教師自拍教學片段，上載學校網頁，讓學生不

時重温課堂所學、鞏固知識。 

 

本學年中一及中二級各科逐步推行以分層模式設計課程、教學活動及學習材料，按學生能

力及進度，調整教學進度及學習活動，以照顧學習差異，鞏固基礎知識。此外，為提升初

中學生學習英文的成效，本年度為中一學生進行校本診斷性測驗，以進一步了解中一新生

的英文水平，作為參考，設計四個不同的校本課程，以切合學生需要，提升其學習動機，

成效不俗。 

 

在測考方面，測考卷除考核基礎知識外，也加入一定比例的進階題及挑戰題，以照顧不同

能力的學生。同時，本校已購入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的評核質素保證平台，以深入分析校內

試卷設計及學生表現，作為調整教學策略，提升學習效能的參考。為提升學生於公開試的

表現，本校購入「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統計報告」，為各科教師提供本校學生公開試的表現

分析，以檢討教學成效，調整策略，提升教學成效。 

 

為提升非華語學生的中文水平，本校運用政府津貼，聘請專責教師，為他們及其他有需要

的學生，以不同的學習模式進行支援，包括：抽離式課後說話訓練及補課、課堂內與原班

教師以協作方式授課，以助他們銜接本地中文課程。為協助非華語學生作升學準備，本校

為高中非華語學生報考普通教育文憑(GCE)中文科，同時通過課後支援，協助學生掌握課

程要求及準備應考。本校運用資源，聘請教師，以抽離及協作教學形式，協助非華語學生

掌握其他以中文教授之學科內容。為加深非華語學生對本土文化的認識，專責教師通過一

系列的課餘活動，如參觀灣仔清真寺、鵝頸橋及動漫基地(香港二級古蹟)、中西區歷史建

築物，並與學生體驗廣東飲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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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教師也通過不同渠道，了解學與教最新資訊，藉着專業交流、學習，以求不斷進步、

自我完善。本校 20 多位教師於 2017 年 5 月 24 日到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作 STEM 教學觀

摩交流，以了解不同學校實施 STEM 的情況。2017 年 4 月 7 至 11 日，本校 4 位教師率領

36 位學生到北京交流，並探訪姊妹學校——北京師範大學實驗華夏女子中學，並參與課

堂活動，了解國內教學及學習的模式。本年度，本校更與寧夏銀川九中結為姊妹學校，並

擬於下學年安排師生前往探訪，作學術和文化交流。 

 

 增強學生的學習動機： 

   

為使學生掌握學習技巧、增強學習信心，本學年本校為中一及中四級學生舉辦摘錄筆記技

巧培訓班，教授學生運用康奈爾筆記摘錄法製作個人筆記，有效地整理課堂所學。此外，

教師在課堂教學上也會運用不同的圖像組織圖及思考工具，刺激學生思考、組織教學內

容。本校為高中部分同學舉行記憶增益班，教授學生不同的方法提升記憶能力，並應用到

學習上，讓温習變得更輕鬆有效，提升學習成果。 

 

每天放學後設有由本校教師指導學生的功課輔導班，即日解決學生課業上的困難。同時，

按學生程度上的差異，開設以小組形式上課的中文、英文及數學保底班，鞏固學生課堂所

學，拉近學習差異；運用資源，聘請導師，開辦拔尖課程，以進一步發展學生潛能。本學

年更為中一級學生於統測前及期終考前聘請導師，舉行以小組形式進行的試前温習班，協

助學生準備考試。此外，為鞏固學生英文基礎，本校特別為新來港學童及其他有需要的學

生舉辦英語小組加強班。本學年增設的學業龍虎榜，公開表揚在統測及考試中取得佳績或

學習態度良好的學生，以肯定學生的努力及鼓勵他們不斷進步。 

 

本學年增設課後補測班，以鼓勵學業成績未如理想的學生努力學習，提升學業成績。為鞏

固學生反思學習表現及訂定學習策略之習慣，本校為初中學生印製「每月學習表現紀錄

表」，列出學生各項學習表現，於統測及上學期期考後，要求學生反思學習表現，修訂學

習策略及訂定學習目標。每月編製全校各班學習表現統計圖，由班主任帶領作整體檢討及

反思。 

 

在課堂方面，各科善用資訊科技，配合不同的學習軟件及網上資源，讓課堂變得更互動，

增加學習趣味，提高學生參與度，以照顧不同學習能力及有需要的學生。此外，理科增添

數據收集儀及其他數碼化的實驗儀器，結合平板電腦及網上平台，以合作學習模式，提高

學生在實驗課的參與度，不單提高實驗的準確度，也能讓學生實踐運用資訊科技處理及分

析數據，製作實驗報告。部分學科設有網上教室，讓師生在課堂外進行討論及分享，打破

時空限制，進行學習。 

 

除善用教育局及坊間提供的免費學習工具外，英文科更購買網上評估系統「English 

Builder」，為學生提供更適切的練習，在課堂以外，隨時隨地學習英文。網上評估系統除

能為學生提供即時回饋外，教師亦能藉着分析報告，掌握學生的學習情況，適時提供指導。 

 

各學科採用多元化的學習活動，擴濶學生眼界、提升學習動機、鞏固所學。除各式各樣的

參觀及考察活動外，各科也推薦學生參加不同的校外活動，以開拓學生視野、發掘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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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比賽列舉如下：中、英文科參加「第一屆中學生語文定向比賽」、校際朗誦節；英文

科參加「大文豪小作家」創意寫作大賽；數學科參加「合 24」比賽；通識科參加「認識

基本法 – 實踐一國兩制」問答比賽；科學科參加 2017「科普快遞」科學演示比賽；生物

科參加奧林匹克問答比賽、歷史科參加香港歷史文化專題研習報告比賽；電腦科參加無人

機飛行大賽等等。 

 

本校參加了由浸會大學主辦的「薪火相傳」計劃，由「全人教育教與學中心」總監王周綺

華博士率領中心團隊及數位浸會大學得獎學生，與本校中文科及宗教倫理科教師合作，指

導中五級學生遊走於電子學習徑「誠信有路」當中，利用移動通訊設備，結合最新發展的

AR 技術，讓學生反思何謂正確的價值觀念，以及社企對社會應肩負的道德責任。 

 

另外，本校通過不同的跨學科活動，以提升學生之共通能力。本學年較大型的校內跨學科

活動包括由課程及語文發展組統籌，生物科、旅遊與款待科及歷史科所舉辦之「大澳文化

生態遊」及人文學科所舉辦之「Knowing our world‧A challenge to you」等活動。至於境

外跨學科活動，本學年旅運與款待科及生物科合辦「南韓旅遊款待及生態考察活動」，通

過參觀、小組任務、街頭訪問及體驗活動，了解當地之旅遊發展、環保政策、文化特色及

升學途徑等。此外，本校教師率領 10 位高中資優學生參加於北京舉辦的 2017 青少年高校

科學營，通過講座、參觀及實驗活動，培養學生的科學精神、創新意識和實踐能力。 

 

本校於 2016 年 4 月 7 至 11 日期間舉行「北京文化及藝術之旅」，由 3 位教師帶領 36 位學

生前往北京進行文化及藝術交流，參訪了著名學府——清華大學，並與學生交流分享學習

心得。行程中也探訪姊妹學校——北京師範大學實驗華夏女子中學，並參與課堂活動，了

解國內教學及學習的模式。 

 

 加強培育資優學生： 

     

  本校為進一步提升學生潛能，開設抽離式課後拔尖課程，由本校教師任教，另運用資源聘

請校外導師舉辦多元化的課程。本學年已舉辦或資助學生報讀的部分拔尖課程包括：中文

科寫作及說話能力提升班；中、英文科文學賞析能力提升班、英文科語文能力提升班；記

憶增益班、摘錄筆記技巧培訓班；辯論技巧培訓班等。 

 

另外，本校積極推薦具不同才能的學生參加校外的資優課程、活動及交流活動，讓他們豐

富體驗、擴濶視野、盡展潛能。提供資優課程的機構包括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及本港不同的

大專院校。學生在不少的比賽中獲取佳績，如全港學生科技大賽高扭力避震爬山車及環保

創意設計賽、全港校際無人機火星任務挑戰賽、星島第三十二屆全港校際辯論比賽、朗誦

等。 

     

 反思： 

  隨着資訊科技教學配套漸趨完善，本學年電子教學的推行取得一定進展，大大提升學習之

互動性及學生的學習動機。本校會繼續把「於教學上加強資訊科技運用」列為下學年的學

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之一，進一步優化硬件配套，配合教師專業發展及提升學生資訊科技

素養，以提升學與教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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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學習技巧方面，仍有提升的空間。來年將繼續鞏固學生運用不同圖像思考工具的能

力，建立學生在個人學習筆記和運用思考工具作整合之習慣；此外，本校運用資源，開設

課程，教導學生摘錄筆記、改善記憶等技巧。學生如能掌握正確的學習技巧，配合良好的

學習習慣，必能提升學習效能。 

 

學生在英語能力方面差異較大，本學年推行英文分層課程，按學生能力分組，提升教學效

能，並通過定期診斷性測驗(diagnostic test)，了解學生進度。來年將推展至中二級。 

 

全方位學習的模式能有助學生靈活運用不同學科的知識，作多角度思考。若能配合不同的

課堂內、外活動，結合電子學習，在多重刺激下，必能有效提升學習效能。因此來年可繼

續優化跨科組學習活動。 

 

英語語境營造方面仍有發展空間。除繼續施行現行的策略外，可進一步優化語境，配合學

生興趣和專長，舉辦不同種類的活動，鼓勵學生運用英語。此外，隨着本校資訊科技硬件

日趨完善，可多利用網上資源、本校網頁或校園電視台，增加學習英語的渠道。 

 

為配合 STEM 教育的發展，下學年將成立 STEM 教育統籌小組，以協調各科組之合作，

舉行學科之學習活動。在硬件配套方面，本校將設立第二個 STEM 教學實驗室，配以較

精準之科學儀器及生活化的課程，以提升學生學習科學及科技的興趣。 

     

 

學生表現 

重點發展項目二：促進學生善作生涯規劃 

      

成就： 

      

學生事務處有效統籌各行政組別為學生提供不同的平台，並與學科合作，在各方面促進學生善作生涯

規劃，充分體現本校對「全人教育」的投身。本校以價值教育為基礎，致力栽培學生的能力、態度、

技能與視野，教導學生對自己的發展有所承擔。 

      

一. 加強培育學生自我責任感 

      

 A. 製作校本品德培育教案 

      

  全體教師按各級學生的程度，配合校訓，製作校本品德培育教案，為學生提供更適切的反

思學習。從品德培育評估中，逾 85%學生對各價值觀持正面的態度，約 90%學生認同自

律及盡責方面的正面價值，這顯示校本品德培育教案能有效地培養學生正向的價值觀，尤

其在責任感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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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培育學生品德的方法 

      

  學校設有班主任課以進行有系統的每月重點品德培育，班主任通過雙週記及與學生面談來

加強與學生溝通，從中按學生的特質進行品德陶成。每天的晨會時段及導修課也提供空間

讓老師接觸及了解學生，關顧學生的成長，幫助學生建立良好習慣，培養學生對身、心、

靈負責的生活態度。 

      

  在晨會及週會時段，師生就相關的主題作演說或分享，另在校園內展示相關的標語，讓學

生知道「建立良好習慣，對身、心、靈負責」是學校對他們的期盼。 

      

 C. 多元活動學習 

   

  「人人有責」計劃讓學生從自身做起，繼而推展到身處的環境，從學習到實踐，從小我到

大我。當中有「睡．美人」、「我的洪荒之力」、「惜物減廢行動」、「節約能源計劃」、「跟住

良心去 Shopping」、「垃圾大搜查」、「身心健康月」、「綠得開心學校智『惜』用電計劃」及

「綠化校園計劃」等，學生從生活中實踐愛護自己及環境的責任。 

   

  班際杯比賽結合各科組的元素及學生的興趣，舉辦十三項比賽，如球類、才藝、設計、技

能等，讓學生的不同才華得以發揮，提升學生對自我能力的肯定及強化學生個人及其在群

體中的責任感。從教師觀察學生在活動中的表現，可見活動帶給學生不同的平台來實踐責

任及發揮才能，當中以低碳環保時裝設計比賽，學生在樂於承擔及才華方面表現尤其出色。 

   

  班級經營方面，班主任帶領學生訂立切合班本及個人需要的良好生活習慣目標及達標準

則，努力建立良好的習慣及負責任的班風；另舉辦班本活動，如生日會、班便服 (T-shirt)

設計等來凝聚及培育學生對群體的歸屬感及責任感。 

   

  在跨科組合作下，教師鼓勵不同才能的學生參加校內、外的活動、服務及比賽，讓學生在

身、心、靈各方面實踐負責任的生活態度，如校本領袖訓練、「東區青籐」計劃、港島東

聯校學生領袖訓練、「Train 出光輝每一程」及「學生暑期工作體驗計劃 2017——北京」

等。學生在上述的活動中不單表現其負責任的態度，還在活動中取得優異的成績。 

   

  從學生出席率及導師的觀察中，中一級學生在「一生一制服」計劃的投入程度表現理想。 

      

二. 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A. 境外考察 

      

  除本校舉辦的「北京文化藝術交流」及「南韓旅遊款待及生態考察」外，本校學生通過教

育局及其他機構舉辦的活動分別到美國、日本、丹麥、首爾、馬來西亞、俄羅斯、北京、

哈爾濱、廈門、東莞及深圳等地進行考察及文化交流活動。學生回校後作滙報和分享，讓

全體學生皆能擴闊視野，並讓學生在規劃其個人發展上有更大的啟發。全學年境外考察人

數為 171 人，佔全校人數 30.7%，另人次為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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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服務學習 

      

  校內服務方面，大型活動如「中一新生家長日」、「中一升中適應營」、「親子靈修」、「寶血

同樂日」、「老幼同歡‧寶血同樂」、「送舊迎新大掃除」及「四旬期兒童拜苦路義工服務」

等，為恆常性服務崗位添上各種服務及展示才幹的機會，同時為學生提供了一個樂於承擔

的平台，至學期終結有 94.3%學生曾作校內服務。 

      

  校外服務方面，以服務社區為主，對象包括長者、幼童及視障人士等。服務活動多元化，

如明愛賣物會、捐血、賣旗、探訪、送飯、義教、製作陶瓷掛飾等，也有參加國內的服務，

如「一帶一路深港青少年志願工作者雙向交流考察之旅」及「莞港青少年志願工作者雙向

交流考察」。 

   

  學校除常規的服務學習計劃外，本學年致力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拓展初中學生參與社區服

務，讓初中學生由小做起，從而培育樂於承擔的公民責任。本學年校方成功讓每個學生在

初中階段完成最少一次校外義工服務。 

   

  全校參與校外義工服務總時數為 3054.05 小時，參與人數為 443 人，佔全校學生 79.5%，

較往年上升 8.5%，人次則為 1170。學生在回饋社群的表現優異，屢獲校外機構，如社會

福利署、香港青年協會等頒發表揚狀。這顯示學校的發展政策正確，善用服務社群的經歷

來擴闊學生的視野，從而培養學生樂於承擔的生活態度。 

   

三. 學生能學以致用，善作生涯規劃 

   

 A. 系統性生涯規劃課程及活動 

      

  生活教育組、升學就業輔導組與相關學科及校外機構，如教育局、東華三院、聖雅各、仁

愛堂、循道衛理中心、香港青年協會及各營商機構等合作，在學生整個中學學程的不同階

段，設有系統的生涯規劃課程及活動。本學年舉辦相關的活動約 50 項，為不同階段的學

生提供適切的學習與體驗。在各項活動的總平均評估中，逾 80%參加者認同活動達到目

標、能加深對該項活動的認識及對未來的生涯發展有幫助。 

      

  初中方面，本校為中一至中三級學生提供生涯規劃活動包括課程、講座、參觀及職業體驗

等，協助學生加強認識自己及發展潛能，為自己的未來訂立目標及讓學生了解職業多樣

化，加強對未來職場的認識，能為自己未來的選科及升學作出明確的選擇。課程方面：中

一至中三級全部採用全人教育中心「I CAN」教材，再配合校本所選資料，培養學生正確

的價值觀。另外，中三級加選香港輔導教師協會的《尋找生命的色彩》，配合「築夢工程」

遊戲，學會選科及認識職業。活動方面：中一及中二級學生參加生涯規劃工作坊及「我有

一個夢」講座、中一級學生參觀益力多廠及部份中一級學生參觀 pizza express、中三級學

生參加校本選科講座和 Career Live 職業體驗遊戲，以及參觀稻香文化館。其他輔助活動

有中一升中適應營、一生一制服計劃及中二成長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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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方面：本校為中四至中六級學生提供生涯規劃活動，包括課程、講座、工作坊、參觀

及職業體驗等，協助學生進一步掌握自己的特質、認識多元出路及職場世界的要求，從而

能妥善確立人生目標，為自己未來的升學或工作早作準備。課程採用全人教育中心「I 

CAN」教材及香港輔導教師協會的《生涯地圖》；另中五級學生已完成教育局為期三學年

的先導計劃－LifePath 全人發展的人生規劃的第二年進程，此計劃幫助高中學生建立 7 個

決定未來的習慣，成就學生對人生負責的生活態度。另跟進中五及中六級學生的學生學習

概覽與認識各大專院校之課程及收生要求，讓學生明白應如何為未來升學早作準備。活動

方面：除常規的讀書、面試技巧、不同的升學出路及專業發展講座外，也按各級的需要，

安排適切的職場認知及體驗活動。如中六的工作體驗運動啟動禮及香港金域假日酒店學生

工作體驗計劃，中五的「地球．敢 『動』日——學生大使體驗計劃」、青少年創業營商體

驗計劃——創意年宵營商體驗日、社會創業青年訓練營 2017、城大_中學生「大學生活體

驗計劃 2017」等，中四的「港鐵 Train 出光輝每一程」訓練計劃、「西彥零售業務工作體

驗坊 – 學生工作體驗計劃」和 2017 新世代「理財有道」教育講座等。另外，本校為中

四及中五級學生提供參觀活動，如六福珠寶鑑證中心、香港國際機場、唯港薈 Hotel 

ICON、國泰城、新華旅行社等。職業體驗如「馬莎零售業務工作體驗坊——學生工作體

驗計劃」、「成功在望」獎勵計劃 2017、中學生暑期實習計劃、青年生涯藍圖「拉闊‧工

作體驗」活動、「學生暑期工作體驗計劃 2017——北京」及香港迪士尼款客服務體驗坊等。

其他輔助活動有中四成長營、跨級別活動如 Running U@聯校自我挑戰計劃、「迪士尼演

藝日」樂隊及合唱工作坊、復康力量傷健共融日 2016——世界紀錄項目統籌工作體驗計

劃及南韓旅遊款待及生態考察。 

      

  除以上常規活動，‘I have a dream’升學輔導小組特別為中三及中四級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

生而設，由全職輔導服務人員協助她們為未來作出規劃。 

      

 B. 輔導工作 

      

  為讓學生得到更適切的支援，本學年加強小組及個別學生的升學或職業輔導。輔導工作由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生活教育課教師、班主任及輔導組等按相關的性質而進行。升學就業

輔組教師為有需要的中三學生進行小組輔導及諮詢，為中六全級學生進行小組輔導及個別

輔導，另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則由全職輔導服務人員負責。有關中六級學生的壓力處

理，則由社工及生教科教師指導。 

      

 C. 學習歷程概覽 

      

  初中各級學生在生活教育課教師指導下已完成撰寫本學年的學習歷程概覽，校方會為每一

個中一學生開設個人檔案，儲存學生的學習歷程概覽，讓學生了解自己的個人發展。另外，

生活教育課教師已協助中五學生製作及整理學生學習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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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一. 統籌促進學生善作生涯規劃方面已見成效，但發展仍未達整合的效果： 

  

 宜全面檢討現行的模式，加以修訂成一個較完備及全面的規劃，並在協助全體教師提升其生涯規

劃的知識及輔導技巧後，以循序漸進的步伐推行全校訓、輔及生涯規劃模式，以提升學生規劃人

生的能力及支援。 

  

二. 持續拓寬學生學習經歷： 

      

 宜繼續善用外來資源，包括校友、政府及校外機構的撥款、比賽和境外考察交流的活動，增加學

生擴闊視野的機會；同時在校內宜繼續引進短期及多元的興趣活動，讓初中學生及早認識個人潛

能，在規劃個人的人生時有更佳的視野及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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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與教 

     

工作目標 

 

配合學校的教育使命，通過科內或跨科組的學習活動以提升學與教的素質，協助學生建構知識，以達

至自我完善。 

     

行政工作 

 

教務副校長領導及監察教務處，推展全校有關學與教的活動，評估成效並給予支援。 

     

Ａ. 教務委員會 

 恆常地關注學校在學與教方面的發展情況，從而作出籌劃、推廣、執行及評估工作。教務委員會

由以下三個小組組成，由資深老師帶領小組推行各項工作。 

     

 1. 課程及語文發展組：負責籌劃學校的課程發展方向，聯繋及協調相關的學科，以學習領域

的運作模式推行各項跨學科學與教的活動，例如把各理科組合成科學學習領域，推行課程

重整及學習活動；把初中各人文學科進行綜合的課程檢視，以期在課程設計上能互補長

短，使學生能在初中階段完成「生活與社會課程指引」中的大部分課題。在語文發展上，

本組關注學校整體的語境營造及跨學科英語學習計劃，盡量配合外籍英語老師的專長，推

展初中跨學科英語協作教學及活動。此外，圖書館與本組合作推廣各項閱讀計劃，包括好

書推介活動、書展及跨科的深化閱讀等。 

   

 2. 提升學習效能小組：本組致力協助學生建立良好學生習慣，改善學習技巧，並照顧不同能

力的學生，使他們能發揮潛能，提升學習效能。本組與教師發展組合辦不同的講座及工作

坊，協助教師掌握不同的教學策略，以照顧學習差異。本組統籌各項校內及校外的抽離式

資優和保底課程；為學生舉辦不同的學習技巧工作坊及小組温習班，照顧學習上有不同需

要的學生。 

   

 3. 考試及評核組：負責校內各項的考評行政工作及統籌各項校外評核工作，包括香港中學文

憑考試、全港性系統評估及中一入學前學科測驗等。在融合教育方面，本組負責統籌有特

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各項校內測考及公開試調適的考務??安排。 

   

B. 科主任統領學科教師在課程計劃、教學策略、考評設定等方面能照顧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並符

合學校關注項目的要求，同時令學科發展持續更新及進步。 

     

本學年的學與教工作： 

 

除以上本學年關注項目的相關部分外，教務處恆常地關注全校閱讀習慣的培養。圖書館於本學年為中

六級學生舉辦福傳分享會，通過閱讀心靈書籍、祈禱及證道分享，協助學生善作生涯規劃，思考人生

路向，同時培養學生的信靠之心，幫助他們勇敢面對人生的不同挑戰。此外，圖書館與不同學科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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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閱讀講座及書展、如舉辦「我們都是生命裡的青蔥鬥士」邀請癌症康復者作親身分享及推介相關

的健康書籍，喚起學生對健康的關注、帶領學生出席何靜瑩《自我演逆》新書發佈會，通過作者分享

寫作的心路歷程，讓學生汲取其成功經驗作借鏡。邀請專業的說書人范建梅老師到校舉辦閱讀講座，

配合每次講座後的書籍展銷，吸引大量學生購買或往學校圖書館借閱推介書籍，全校瀰漫濃厚的閱讀

氣氛。於學校開放日期間，圖書館舉辦了慈善漂書會，通過收集及分享舊書，培養學生愛書惜書的情

操。 

 

在與區內人士聯繫方面，教務處本學年為兩所小學舉行升中模擬面試，讓小學生了解升中面試的一般

程序。於面試後，我們為小學生的表現作出個別的回饋及改善建議，以進一步加強他們日後參加中學

面試的信心。 

 

在協助高中學生生涯規劃方面，除了舉行各項不同的升學講座、聯招選科及放榜前輔導外，本學年四

月及六月期間，分別舉行「北京文化藝術交流活動」及「南韓旅遊款待及生態考察活動」，分別參訪北

京清華大學及弘益大學，也參觀了運店??運作及主題公園導賞活動，讓他們進一步了解其他國家大學的

學習模式及職場的需要，使他們能更有計劃地規劃自己的升學途徑及就業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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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本校學生事務處致力延續校風淳樸的傳統及給予學生成長上的支援，轄下的八大組既分別按其本身職

能、學生需要制定各項工作計劃，也進行跨組及跨科組協作，為學生身心健康成長而策劃支援服務： 

      

一. 宗教輔導組 

      

 致力通過大型禮儀讓非公教的學生認識天主教信仰；並藉「靈修培訓計劃」、「慕道班」、「義工服

務」等幫助公教學生和慕道班學生進一步認識福音的價值，培育福傳的使命，從而培養學生靈育

的發展。 

      

二. 訓導組 

  

 致力加強學生的責任感，通過不同的獎勵，如「守時賞」、「儀容賞」、「遲到輔導」和「積優代缺」

等計劃提高學生守時、守規及負責任的意識，培養學生自我肯定，提升抗逆能力及提供改過自新

的機會；同時繼續推行「級訓導」，強化對學生的關顧及溝通，防患於未然。 

  

三. 生活輔導組 

  

 協助學生建立健康之自我形象和積極之人生觀，並鼓勵學生發揮助人自助的精神及個人潛能。近

年對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業及身心成長作全面性的支援。 

  

四. 升學就業輔導組 

  

 通過提供各種課程、升學途徑或就業資訊及職場體驗，協助學生了解一己之發展潛質，幫助學生

自訂目標及達至目標之策略，好能為自己繼續升學或就業進行規劃。 

  

五. 課外活動組 

  

 一方面提供許多學會活動予學生參與，另一方面繼續主力發展不同的課外活動，為學生提供多元

的學習及興趣發展活動。 

  

六. 生活教育組 

  

 重點為學生提供「性教育」，並通過有系統的課程和多元化活動，加深全體學生認識及尊重人的

價值，體會人與萬物及大自然的關係。 

  

七. 公民教育組 

  

 通過多元化的活動加強學生對班會及學校的歸屬感、對社會及國家的認識，從而强化學生對所屬

大小群體的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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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學生發展組 

  

 一方面舉辦領袖訓練活動，另一方面培養高年級學生協助低年級學生發展潛能，並鼓勵學生統籌

社區義工服務，藉以提升學生的領袖素質及自信心。 

  

九. 其他計劃 

  

 針對本校學生的弱項，提升學生自信心須急切關注。學生事務處本學年除繼續在恆常的生活教育

課程及各組的活動中加強培育外，繼續以獎勵計劃及爭取校外資源，讓更多學生獲取學業以外的

成功機會，從而自我肯定，產生積極向上的正能量，主要有： 

  

 A. 校內 

   

  通過學業成績以外的獎勵計劃，如「模範寶血人」、「自我挑戰獎勵計劃」和「義工服務」，

讓更多學生獲得榮譽而肯定自我，提升自信和自尊。 

   

 B. 與校外團體協作 

   

  與救世軍合辦「正向心理大使計劃」活動，為初中及高中有需要的學生進行培育活動；運

用東區青少年暑期活動計劃撥款，與長洲鮑思高青年中心合辦「中一新生適應營」，爭取

在開學前輔導有關學生，增強其適應升中的能力，並及早識別需要較多關注的學生；成功

參與由教育局統籌，循道衛理中心協辦之「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課後計劃)」，為清

貧學生舉辦免費課外活動，藉以擴闊有關學生的視野，使其身心成長。 

   

 

   

 C. 引入校外資源 

   

  繼續參與教育局為期三學年的先導計劃－LifePath 全人發展的人生規劃，幫助中五學生建

立 7 個決定未來的習慣，成就學生對人生規劃負責任的生活態度，此計劃已完成第二年

的進程。 

另一方面，積極與社區合作，增加學生向公眾展示才華及服務社區人士的機會，如迪士尼

演藝日、同步同心同樂日及音樂盛宴學校聯演等，藉以獲取外界認同與讚賞，從而更能肯

定自我，對學校增加歸屬感。 

      

總結： 

      

從本學年學生在行為及學業以外的表現，特別是學生在參與校際比賽獲三甲佳績的人次、參加的人數

及參與次數方面、參加校外義工服務的人數及獲守規獎的人數的增加率，可見促進學生善作生涯規劃

的策略是正確的，學生在加強自我責任感的同時，也能提升自信。來年除繼續積極開拓資源，豐富學

生的學習經歷，還會把有利學生發展的項目納入組別的發展計劃中，以便更有效地推動和改進學生的

表現，提升自信及樂於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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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 

推行「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的政策、資源及支援措施 

 

一、 政策 

A. 本校以「全校參與」模式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通過資源調配，為學生提供適切的服

務，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及協助她們融入校園生活。 

B. 重視家校合作，與家長商議合適的支援策略。 

 

二、 資源 

為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本校獲教育局增撥的額外資源包括：中學學習支援津貼和增補基

金。 

 

三、 支援措施及資源運用方式 

本校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下列支援措施： 

 

A. 學生支援組 

1. 利用「中學學習支援津貼」聘請一名教學及行政助理，執行學生的個別學習計劃、協

助進行共融活動等工作及處理行政等工作。 

2. 設「生涯規劃小組」，通過不同的活動（包括化妝班、模擬面試班、參觀大專院校、職

場體驗活動等）增強認識自我、發掘自我潛能及認識不同類型的學校及大專課程，作

好前程規劃。 

3. 設「同理心社區體驗計劃」，邀請共融生與一名同學參加社區活動，目的讓學生認識弱

勢社群的需要及從籌辦了兩次的義工服務中培養學生的領袖才能，增強自我效能感。 

4. 設「期考加油班」，讓共融生為考試作最佳的準備。 

5. 教育局教育心理學家及人員分別為中一生開辦「學習技巧小組」，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

能。 

 

B. 外購下列服務予學生 

1. 言語治療服務：為學生提供個別言語治療/訓練及其家長的個別會議。 

2. 喜伴同行計劃：向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小組服務，提升處理人際關係及溝通技巧。 

3. 向非政府組織購買「全職駐校專業輔導人員服務」。社工曾為學生提供生涯規劃輔導、

情緒輔導及發展性的活動。 

 

C. 教務處 

在測驗及考試方面安排特別調適，如加時及放大試卷。 

 

D. 學生事務處各組別對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支援 

1. 「宗教輔導組」導師定期與有關之公教學生面談，以了解及紓緩其情緒或壓力，提供

校外服務機會，以增強其自信心； 

2. 「訓導組」致力對有關學生的行為問題作全面跟進及了解，及早糾正其偏差行為； 

3. 「課外活動組」按有關學生的潛能，鼓勵其參與不同的課外活動，如球隊、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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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學會等，並給予高度發揮的機會。在安排初中學生課外活動時，關注其性格、能

力以及健康的需要。在全校大旅行及運動會時，也作全面關注，如物色場地、交通工

具等，務求讓有關學生能參與學校的所有活動； 

4. 「學生發展組」特別鼓勵及優先錄取有關學生參加組內之義工隊，全學年進行社區服

務，以增強其自信心及成功感； 

5. 「升學就業輔導組」對有關學生進行個別輔導，以了解其學習或升學就業的困惑，提

供意見及幫助； 

6. 「生活教育組」在每次講座及工作坊中，均要求當值老師及學生輔導員特別留意有關

學生，適時提示學生要專注於活動，並協助其投入活動。 

7. 「生活輔導組」設立「大姐姐朋輩輔導計劃」，為學生提供情緒支援。 

 

 

學生在學業以外的表現 

      

一. 參考訓導組統計數據，學生違規人數有輕微下降，約 0.4%；而獲守規獎的人數，則有顯著的增

加，全學年平均百分比由往年 39%增加至 50.5%，升幅約 11.5%，這顯示學生樂於承擔的行為有

明顯進步。此反映學校所推行的獎勵計劃及其他相關鼓勵性活動，如守規奬、班際杯比賽等具有

一定成效。 

  

二. 情意及社交表現套件數據顯示，本校初中學生的人際關係及經歷持續三年較全港同類學校平均數

為高，顯示學校能提供充足的平台，讓學生體驗校園的關愛文化及獲得不同的學習經歷，而學生

也樂於參與。數據反映學生願意承擔的生活態度。另外，初中及高中學生在人生目標方面持續三

年較全港同類學校平均數為高，顯示學校在生涯規劃方面的政策及推行有一定的成效，而學生也

認識生涯規劃，懂得為自己的未來訂下目標。 

  

三. 校際比賽方面 

 本學年，本校學生參與校際比賽的總人數為 448 人，佔全體學生 84.4%；人次為 1308。 

在藝術方面，參賽人數為 402 人，佔全體學生 72.2%；人次為 848。 

在體育方面，參賽人數為 137，佔全體學生 24.6%，人次為 462。 

整體非學業的成績表現：獲獎人數共 295 人，佔全體學生 53%；獲獎人次為 761，其中超過 342

人次獲三甲佳績。 

 

四. 整體而言，本學年學生在學業以外的表現較去年有所提升。學生在參與校際比賽的人數及參與次

數方面，較去年分別有 24.9%及 58%的增長，特別在藝術方面，參賽人數有 38%增長，另獲三甲

佳績的人次較去年增加 22.1%，顯示學生樂於參與不同的比賽，更願意接受挑戰，豐富自己的其

他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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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與校際項目和制服團體情況 

      

一. 
學生參與校際項目情況 

      

 Ａ. 校際體育比賽參與人數 

 

項目 中一 中二 中三 初中 中四 中五 中六 高中 全校 

泳隊 3 1 7 11 7 1 0 8 19 

田徑 6 10 5 21 8 0 0 8 29 

柔道 0 0 0 0 0 1 0 1 1 

溜冰 0 0 0 0 1 0 0 1 1 

籃球 6 4 4 14 4 2 6 12 26 

長跑 1 5 1 7 3 3 0 6 13 

羽毛球 3 5 5 13 1 0 0 1 14 

排球 10 6 7 23 8 1 2 11 34 

總人數 29 31 29 89 32 8 8 48 137 

 

  本年度曾參加校際體育比賽的學生人數佔全體學生 24.6%，與往年相若，這顯

示學生一方面關注自己的健康，另一方面願意接受挑戰及鍛煉以肯定自我。 

 

 B. 校際藝術比賽參與人數 

 

項目 中一 中二 中三 初中 中四 中五 中六 高中 全校 

中文朗誦 6 7 2 15 4 41 0 45 60 

英文朗誦 7 48 6 61 49 19 2 70 131 

戲劇 2 0 4 6 8 3 0 11 17 

舞蹈 5 1 2 8 2 1 2 5 13 

合唱 8 17 17 42 19 7 0 26 68 

樂器比賽 0 0 3 3 2 0 1 3 6 

視覺藝術 53 59 80 192 80 15 4 99 291 

總人數 81 132 114 327 164 86 9 259 589 

 

  本校一向鼓勵學生參與各項校際藝術比賽，以體現學習成效、汲取比賽經驗，

從而提升自信。本學年曾參加校際藝術比賽的學生佔全體學生 72.2%，比去年

上升 38%；而其中在視覺藝術及英語朗誦方面，參賽人數較多，這顯示學生希

望藉比賽發揮自己的才能及提升自己英語水平，同時希望能把握機會參與更多

其他學習經歷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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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參與制服團體情況 

  

 Ａ. 制服團隊參與人數 

 

項目 中一 中二 中三 初中 中四 中五 中六 高中 全校 

1 女童軍 21 2 9 32 7 4 0 11 43 

2 香港紅十字會 14 12 5 31 4 8 5 17 48 

3 交通安全隊 16 29 27 72 23 17 14 54 126 

4 公益少年團 2 10 2 14 37 30 1 68 82 

總人數 53 53 43 149 71 59 20 150 299 

 

  本學年曾參與制服團體的學生佔全體學生 53.7%，與往年相若。在中一級推行

「一生一制服」計劃後，制服團隊的傳承更具效能，這顯示各團隊均具良好的

團隊精神，隊員之間相處融洽，團體的歸屬感強。 

 

 B. 社會服務 

   

  全校整體參與服務狀況 

全校參與服務總時數：3054.05  (小時) 

全校參與服務的學生情況：443  (人)  /  1170 (人次) 

   

 C. 團隊 / 個人的參與服務狀況： 

 

服務團隊 服務總時數 (小時) 

女童軍 206.8 

紅十字會 24 

交通安全隊 37.5 

公益少年團 60 

學生發展組 854.25 

宗教輔導組 143 

生活輔導組 40 

OLE 634.5 

賣旗活動 699 

公民教育組 139 

其他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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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參與服務情況進階分析： 

 

級別 

參與 

人數 

(人) 

參與 

人次 

(人) 

服務 

總時數 

(小時) 

參與人數 

百分比(%) 

參與人次 

百分比(%) 

佔整體服務時數 

百分比(%) 

中一 57 106 326.5 12.9% 9.1% 8.9% 

中二 82 172 455.75 18.5% 14.7% 12.4% 

中三 95 333 1053.6 21.4% 28.5% 28.6% 

中四 100 253 781.25 22.6% 21.6% 21.2% 

中五 103 300 1041 23.3% 25.6% 28.2% 

中六 6 6 30 1.4% 0.5% 0.8% 

 

 E. 各級參與不同社會服務的人數 

 

項目 中一 中二 中三 初中 中四 中五 中六 高中 全校 

1 女童軍 4 0 5 9 3 4 0 7 16 

2 紅十字會 1 2 0 3 1 2 0 3 6 

3 交通安全隊 0 6 0 6 0 0 0 0 6 

4 宗教輔導組 1 23 12 36 13 10 0 23 59 

5 公益少年團 0 0 1 1 8 3 0 11 12 

6 學生發展組 4 12 6 22 20 13 0 33 55 

7 賣旗籌款 1 0 80 81 23 38 4 65 146 

8 OLE 54 82 90 226 95 93 0 188 414 

9 生活輔導組 0 0 2 2 4 2 0 6 8 

10 視覺藝術 0 0 0 0 2 5 2 9 9 

11 公民教育組 0 0 41 41 2 4 0 6 47 

12 合唱團 18 16 17 51 7 6 0 13 64 

13 捐血 0 0 1 1 6 32 17 55 56 

總人數 83 141 255 479 184 212 23 419 898 

 

  本校一向致力鼓勵學生多服務社會，關懷身邊有需要的人士，各組積極配合，

舉辦及鼓勵學生參加校內、校外不同類型的服務。根據本學年學生參與服務的

情況，參與校外服務的學生人數佔全體學生 79.5%。這顯示學生普遍樂意參與

社會事務，反映學校本學年致力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拓展學生參與社區服務，培

育樂於承擔的公民的發展方向正確及有一定成效。 

 

總結： 

      

本學年學生在學業以外表現良好，顯示學校在栽培學生發展的策略及推行方法有一定成效；

繼續增加平台，讓學生擴闊學習經歷上仍有進步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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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財務報告 

寶血女子中學   財務報告 

二零一六年九月一日至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收入 $ 支出 $ 

政府基金 （承上結餘）                                      

10,434,345.32  

                                                        

-    

      (1) 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    

             (甲) 擴大後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基數指標     

 

                   ‧其他收入 (包括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23,395.84  

                                                        

-    

                   ‧日常運作開支(包括校具,各科及各項雜用開支)                                        

2,146,156.44  

                                    

2,211,019.87  

(甲) 部小結：                                        

2,169,552.28  

                                    

2,211,019.87  

             (乙) 特別範疇     

 

                  ‧行政津貼                                        

3,999,550.00  

                                    

3,887,118.00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390,255.00  

                                       

246,258.80  

                  ‧減低噪音津貼                                              

17,986.00  

                                         

17,986.00  

                  ‧校本新來港學童支援計劃                                              

58,516.00  

                                         

44,320.90  

                  ‧為教師創造空間津貼                                           

566,530.00  

                                       

250,316.51  

(乙) 部小結：                                        

5,032,837.00  

                                    

4,446,000.21  

擴大後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小結：                                        

7,202,389.28  

                                    

6,657,020.08  

       (2) 非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差餉及地租津貼                                        

1,250,752.00  

                                    

1,250,752.00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的活動計劃津貼                                              

12,567.00  

                                         

12,567.00  

                  ‧香港學校戲劇節津貼                                                

3,150.00  

                                            

3,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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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金及公積金津貼                                       

43,562,157.59  

                                 

43,506,924.28  

                  ‧英語為母語英語教師加強計劃附帶福利津貼                                           

144,365.32  

                                       

144,365.32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142,800.00  

                                         

49,894.00  

                  ‧整合代課老師津貼                                                             

-    

                                       

604,299.25  

                  ‧中學學習支援津貼                                           

727,425.00  

                                       

763,336.00  

                  ‧多元學習津貼 - 應用學習課程                                              

82,200.00  

                                         

82,200.00  

                  ‧多元學習津貼 - 其他課程                                              

84,000.00  

                                       

116,566.90  

                  ‧小數位職位現金津貼                                                             

-    

                                       

980,138.00  

                  ‧額外高中課程支援津貼                                                             

-    

                                                        

-    

                  ‧高中課程支援津貼                                                             

-    

                                       

704,028.00  

                  ‧提升網上學校行政及管理系統一筆過津貼                                                             

-    

                                               

100.00  

                  ‧生涯規劃津貼                                           

566,880.00  

                                       

536,128.90  

                  ‧加強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教津貼                                           

800,000.00  

                                       

541,659.80  

                  ‧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一筆過津貼)                                              

66,740.00  

                                       

120,532.00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特別津貼                                                             

-    

                                            

5,000.00  

                 ‧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試辦計劃                                           

120,000.00  

                                       

120,000.00  

                      ‧在學校推動電子學習的一筆過資訊科技津貼                                           

199,450.00  

                                                        

-    

                      ‧在中學推動 STEM 教育 (一筆過津貼)                                           

200,000.00  

                                            

4,990.00  

                  ‧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                                           

136,238.00  

                                       

136,238.00  

非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小結：                                      

48,098,724.91  

                                 

49,682,86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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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津貼本期盈餘                                      

(1,038,775.34) 

  

政府津貼賬                                        

9,395,569.98  

  

加 / 減 : 與學校基金賬之間的互相調撥                                                             

-    

                                                        

-    

減: 上學年預收津貼                                       

1,284,911.00  

加 : 預收津貼 / 應付賬                                        

1,667,350.00  

                                                        

-    

政府津貼賬期末盈餘                                        

9,778,008.98  

  

期末總盈餘 (現金及銀行存款等值)                                        

9,778,00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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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年度「學校發展津貼」評估報告 

 

政府於 2016-2017 年度為資助學校提供「學校發展津貼」。本校運用是項津貼，進行了以下各個項目：

一、聘請教學及行政助理和支援人員，減輕教師在一般事務性行政工作方面的負擔；二、聘請導師，減

輕教師在課餘進行拔尖及保底的工作量；三、聘請牧民助理，減輕宗教科組教師在一般行政事務的負擔

及強化及屬靈工作；四、聘請教練，減輕教師在運動技巧上的培訓工作，強化共通能力的栽培；五、聘

請導師，減輕教師在其他範疇的專業技巧培訓工作，強化共通能力的栽培。現扼要報告如下： 

 

一、減輕教師在一般事務性行政工作方面的負擔 

 

1. 聘請教學及行政助理（行政方面） 

受惠對象 全體老師及學生 

推行計劃 外聘一名教學及行政助理，協助及支援教務及學生事務的工作。 

實施情況 1. 協助及支援學生教務方面的工作，包括課堂上的協助、學生成績統計、問

卷資料處理，協助老師進行非經常性的文書及電腦資料輸入工作，包括各

科相關的教學資料等。 

2. 協助及支援學生事務方面的工作，如統整學生課外活動記錄、協助頒發學

生獎項等。 

財政支出 合共支出 $ 80,850.00 元。 

總    結 總結及建議： 

 教學及行政助理能減輕教師在非教學方面的工作量，使他們更能專注發展

有效的學與教策略，提升教學效能。而有關學生成績的統計及其他數據的

處理，可使教師對學生的學習情況及個人成長有更深入的了解，有助作出

針對性的規劃。教學及行政助理能讓老師騰出空間處理教學工作及與學生

溝通，因此極需要此職位加以協助，希望來年學校能保留此職。 

 今年教學及行政助理工作態度認真、負責，能有效率地完成工作，獲得老

師的好評，在回應的問卷中獲九成以上的師生贊同，可見助理的工作效能

達到聘用之目的。 

 

2. Proposal to reinstate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ssistant [ELTA] Position 

Introduction English Language is one of the 4 core subjects and one of the 8 Key Learning 

Areas of the Hong Kong Education Curriculum.  The EDB provides a 

Native-speaking English Teacher [NET] for all public sect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order to enhance students’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The additional support position of a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ssistant [ELTA] 

can be seen as vital within the English Panel in order for it to be able to focus on its 

primary role in teach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This proposal seeks 

to reinstate the ELTA position at PBSS. 

Reasons The ELTA assists the English Panel to handle non-teaching duties which not only 

allows the English teachers to perform their teaching duties, but also to review, 

develop and adapt the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to cater for learner diversity 

and meet the challenges of PBSS in surviving as a secondary education institution 



     
     

    25 

 
 

where there is a declining student population in Hong Kong. 

 

The ELTA essentially relieves the English teaching staff of time-consuming but 

essential administrative work which does not require a fully qualified teacher, 

whereas developing new curriculum materials does require qualified and 

experienced teachers. 

Duties Non-teaching duties include regularly preparing teaching materials given by 

English teachers; typing out and organising test and exam papers; entering on-line 

information for e-Classes; entering test and exam scores; producing CDs for all 

listening tests and exams; updating inventories e.g., English resources; contributing 

regular updates including photos on the English Panel and English Society Blogs;  

taking the minutes for all English Panel meetings; handling the administrative 

work for the Annual Speech Festival etc. 

 

Other non-teaching duties also include handling school-based administrative work; 

assisting other subject teachers, e.g., Economics, Geography, Liberal Studies etc. 

by supplying teaching resources; invigilating tests and exams. 

 

Tutoring duties under supervision include the F1-3 Elite and Enhancement Classes 

[Terms 1 & 2] and F1 Pre-exam tutorial classes [Term 2] - this has been proven in 

the past year as being effective. 

 

To assist other subject teachers with administrative work when required. 

 

Supervising duties include after school tutorial classes in SG1. 

 

Organising bi-literate and trilingual activities. 

 

Leading students on scheduled school activities, including field trips. 

Expenditure Total $ 44,100.00 

Conclusion The ELTA position is integral as it greatly reduces the non-teaching workload 

which provides the support that allows the English Panel to fully focus on 

delivering their teaching duties and being able to contribute to 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The ELTA also contributes to enhancing students’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creating an authentic English environment for building th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Therefore it is requested that the support position of an ELTA is reinst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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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聘請教學及行政助理（活動方面） 

受惠對象 全體教師 

推行計劃 聘用活動助理，減輕教師在非教學上的工作量，為非學業範疇之評估事宜及全

方位學習提供支援。 

實施情況 1) 協助教師統籌中一、二級及收開展的活動課。 

2) 協助教師輸入學生活動資料。 

3) 協助各課外活動組織處理行政工作。 

財政支出 合共支出 $ 21,000.00 元。 

總    結  整體來說，逾九成受訪教師同意聘用活動助理可減省教師的文書工作、減

省教師的工作量，為教師創造空間及提升教師工作效能。 

 活動助理能有效減輕老師的文書負擔，協助輸入大量資料，例如：

WebSAMS 網上校管系統、eClass 校園綜合平台、班會幹事、各活動組織

幹事及其他學習經歷活動紀錄等。 

 活動助理工作認真盡責，做事有效率，對活動的推行有很大的幫助。 

 可考慮增加薪酬以挽留優秀員工。 

 

     4.  聘請教學及行政助理（電子教學方面） 

受惠對象 全體教師 

推行計劃 聘請一名電子教學助理 (下文簡稱 IT 助理)，減輕教師預備資訊科技教材的工

作，以及協助行政的工作。 

實施情況  IT 助理全學年致力協助教師使用資訊科技器材、製作教材、燒錄光碟、輸

入資料、協助統計的工作、協助校內活動的進行、協助維修 IT 設備，以及

每天放學後在電腦室(N41)開放時段當值。 

 IT 助理於初中電腦科課堂協助老師解決學生問題。 

 IT 助理表現滿意，能夠完成被委派的職務。 

 教師在多媒體教室上課需要協助時，亦能從旁協助，提供簡單的技術支援。

對推動資訊科技教學有一定的幫助。 

財政支出 合共支出 $ 131,700.00 元。 

總    結  就 IT 助理的整體表現及計劃是否達到預期成效，以會議方式，收集電腦科

教師的意見： 

(i) IT 助理的整體工作表現，所有電腦科教師給予良好的評語。 

(ii) 所有電腦科教師表示，IT 助理能有效地分擔部份的工作。 

(iii) 所有電腦科教師贊同計劃能達到參與計劃的目的。 

(iv) 所有電腦科教師贊同校方繼續聘請 IT 助理。 

 綜觀教師的意見後，來年計劃是否持續，則留待校方作多方面評估後才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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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減輕教師在課餘進行拔尖及保底的工作量 

     

受惠對象 中一及中二級學生。 

推行計劃 安排統測前溫習班，協助學生準備考試，爭取優良成績，安排導師為學業上有需

要之中一及中二級學生舉行「統測前温習班」。 

實施情況 温習班將以小組形式進行，每小組人數不多於 4 人，共有 16 節，每節 1.5 小時。

以數學及英文為主，時間許可亦會温習其他科目。 

財政支出 導師費用，合共支出 $975.00 元。 

總  結  學生踴躍報名，約有 26 人參加。 

 以小組形式進行，學生認為小組導師用心教學，令她們對考試範圍更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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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減輕宗教科組教師在一般行政事務的負擔，以及強化牧民及屬靈工作 

 

受惠對象 全校學生及老師。 

推行計劃 聘請全職牧民助理，協助宗輔組及倫宗科事務。 

實施情況 甲、牧民助理工作大綱： 

1. 祈禱禮儀： 

中一成長祝福禮、開學祈禱會、中六感恩彌撒、校慶彌撒。 

2. 天主教同學會： 

迎新及靈修活動、領袖訓練、修和聖事、聖母月靈修活動、煉靈月及聖母月祈

禱、慕道班、靈修陪伴、個別約見低年級會面交談。 

3.  協助其他有關宗教的活動： 

中一級在開學前期介紹祈禱室和宗教活動室、中一、中二及中四級帶領朝拜馬

槽、中六祈禱及分享會、早禱、親子靈修、陪伴耶穌踏上苦路之旅、信仰營、

認識堂區。 

4. 其他： 

宗教壁報、明愛賣物會、開放日、監察補測生、個別會見初中教友家長、中一

新生家長日、中一新生成長營、中二德育培育營、午膳閒談小聚、與其他非教

友同學面談。 

 

乙、展望及建議 

    教師方面： 

1. 舉辦朝聖活動，邀請公教老師參加。 

2. 舉辦一日退省，讓公教老師在靈修上有所增長。 

    學生方面： 

1.   慕道班是很有效的福傳途徑，希望各公教老師能積極推動學生參加。 

2. 希望有多些機會認識學生，如能在課堂認識更好，因在課堂間彼此可更透徹

認識，年級越低，效果越好。 

3. 舉辦一些本地聖堂朝聖活動，讓學生們多些認識不同的堂區。 

4. 利用午膳時段，邀請同學們分組來活動室午膳共聚分享。 

5.   宜舉辦一些興趣活動，讓公教和非公教學生參加，藉此可凝聚彼此的關係， 

  及可有較多時間與她們交心。 

財政支出 合共支出 $ 54,768.00 元。 

總  結 1. 牧民助理能減輕本組老師處理文書及帶領活動之工作。 

2. 牧民助理能協助本組推行福傳之善工。 

3. 牧民助理能有效加強建設屬靈之校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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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減輕教師在運動技巧上的培訓工作，強化共通能力的栽培   

 

受惠對象 校隊成員 

推行計劃 聘請教練 / 導師培訓校隊成員，發揮隊員潛能，提升興趣及技術。 

實施情況 聘請教練 / 導師在課後為有興趣且獲選拔的學生進行一系列的培訓。 

財政支出 合共支出 $10,000.00 元。 

總  結 根據問卷調查顯示，所有負責老師滿意外聘教練 / 導師的專業知識及經驗。超

逾九成(91.6%)滿意教授技巧，超逾八成(83.3%)老師滿意外聘教練 / 導師的溝通

及表達能力，七成半老師滿意外聘教練 / 導師的服務及態度。八成多(83.3%)老

師滿意外聘教練 / 導師的整體表現，由此可見，本計劃能發揮成效，協助校隊

進行訓練，符合預期目標。 

 

五、減輕教師在其他範疇的專業技巧培訓工作，強化共通能力的栽培   

 

    校報編輯工作 

受惠對象 校報編輯委員會成員，約十餘人。 

推行計劃 今年由導師蔡貴華老師、劉慧明老師、梁顯奇老師及 Ms Mei Hurrell 在校內進行

培訓。 

實施情況 共進行三次各 30 分鐘的培訓。 

財政支出 校內教師培訓，並無支出。校報印刷費，合共支出 $3,200.00 元。 

總  結 1. 十位同學出席率達七成。 

2. 出席學生能就導師指引進行第一期及第二期校報的編輯工作。 

3. 本計劃能發揮成效，符合預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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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與反思 

 

學生事務處有效統籌各行政組別為學生提供不同的平台，並與學科合作，在各方面促進學生善作生

涯規劃，充分體現本校對「全人教育」的投身。本校以價值教育為基礎，致力栽培學生的能力、態

度、技能與視野，教導學生對自己的發展有所承擔。 

 

按着擬定的三年發展計劃和根據本學年主要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因應校情需要，本校在策

劃下周年的發展計劃時，訂立了兩個重要發展項目：提升學與教的效能及促進學生善作生涯規劃。

現析述如下： 

 

來年本校將致力把校訓及辦學團體的精神價值取向融入於各項活動，師生共同努力建立關愛和諧的

校園文化，使校訓「智、義、勇、節」和辦學團體精神「犧牲、修和」價值取向得以落實。 

 

學與教方面，去年在提升學與教效能方面，取得一定成效。在照顧學習差異上，下學年將進一步加

強分層課程及課業的設計，並配合多項政策，如鞏固學生運用圖像思考工具整理課堂所學的技巧、

舉行學習技巧培訓班、課後功課輔導班、課後學習小組、拔尖保底等政策，提升學生學習信心。此

外，為照顧非華語學生學習上的需要，本校將運用撥款，增聘支援教師，提升他們在以中文為學習

語言之學科成效。 

 

在加強應用資訊科技於學與教上，不論在硬件配套、教師培訓及學生應用資訊科技的能力，均取得

良好的進展。教師於教學上使用資訊科技的普及性不斷提升，並通過專業交流、同儕觀課及工作坊，

進一步加強教師運用資訊科技之技巧。於課堂上運用平板電腦、互動白板及其他教學軟件，能有效

提高課堂的趣味及互動性；善用網上學習平台能有效打破學習的時空及地域限制，讓學生隨時隨

地，按個人的學習進度學習，使能進一步照顧學習差異。來年可探討如何進一步善用網上學習平台，

配合學生能力及需要，自主學習；同時，通過優化本校資訊科技軟、硬件之提升，配合培訓及專業

交流，增加教師運用資訊科技教學的能力與信心。 

 

學生如能具備運用兩文三語的能力，必能提升其社會競爭力。本校將於中一及中二級推行校本英文

分層課程，按學生能力及進展設計課程，以鞏固學生語文基礎，增強學習英文的信心及能力。此外，

本校全面落實全體英文科教師在校園內以英語和學生溝通。本校運用資源，增聘一位外籍教師，通

過不同的活動，增加學生運用英語的機會，同時致力推行跨學科英語延展學習活動，強化英語語境，

協助學生掌握語言技巧。 

 

在 STEM 教育方面，隨着第二個 STEM 實驗室的設立，配合校本課程及活動，鞏固學生 STEM 基

礎能力。同時，藉着配置較先進及精準的儀器，提高學生對科技的關注，並有助學生進行研習，以

實踐課堂所學。 

 

培養學生對自己負責方面，本校會繼續策劃及進行全校性及針對個別需要的生涯規劃活動及計劃，

通過成長營、有系統的課程、體驗活動和各項資訊提供等，讓學生認識自己的潛能，確立目標，規

劃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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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本校下學年的發展重點如下；繼續善用資訊科技，並特意在語文科和科技各科加強照顧學生

的學習差異；同時繼續促進學生訂定目標，為自己規劃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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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學生在學業及非學業的表現 

      

一. 2016/2017 學校組織校外獲奬紀錄 

學校組織 比賽項目名稱(主辦機構) 獲得獎項 

寶血女子中學 社會福利署義務工作嘉許(團體) 金狀 

學生發展組 社會福利署義務工作嘉許(小組) 金狀 

課外活動組 社會福利署義務工作嘉許(小組) 金狀 

宗教輔導組 社會福利署義務工作嘉許(小組) 銅狀 

其他學習經歷組 社會福利署義務工作嘉許(小組) 銅狀 

生活輔導組 社會福利署義務工作嘉許(小組) 銅狀 

學生支援組 社會福利署義務工作嘉許(小組) 銅狀 

寶血女子中學 九龍倉全港中學生繪畫比賽 2016-2017 最踴躍參與獎  第二名 

交通安全隊 

社會福利署義務工作嘉許(小組) 銅狀 

港島及離島總區 2016/17年度周年檢閱禮暨步操

比賽 

中學組 A 隊 亞軍 

中學組 B 隊 季軍 

2016/17 香港交通安全隊籌款獎券 積極參與獎 

香港交通安全隊周年大會操 港島及離島總區檢閱禮 2016/17 季軍 

2016/17 年度香港交通安全隊隊伍特別嘉許獎 隊監特別嘉許獎狀及嘉許笛繩 1 人 

香港女童軍總會 隊伍優秀女童軍選舉 2017 隊伍優秀女童軍  

中文科 社會福利署義務工作嘉許(小組) 銅狀 

香港紅十字會 

2016-2017 東區(一)青年急救比賽 亞軍  

2016-2017 年度東區(一) 青年護理比賽 亞軍  

2016-2017 年度(港島總部) 青年護理比賽 亞軍  

公益少年團 公益少年團獎章 高級章 

劇社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6/17 
傑出合作奬、傑出演員獎、傑出舞台效

果獎、傑出導演獎 

合唱團 

第四屆香港國際音樂節 2017 音樂比賽 藝韻盃  聲樂小組 第二名 

69th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Festival Mixed 

Voice - intermediate 
Merit 

第 69 屆校際音樂節 (女聲) 中級組 季軍 

舞蹈組 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 乙級獎 

田徑隊 學界田徑錦標賽 
女子乙組 鐵餅  冠軍 

女子乙組 鉛球  冠軍 

籃球隊 

2016 港雋盃三人籃球賽 女子丙組亞軍 

中學校際籃球比賽第二組 (港島) 
女子丙組冠軍 

女子團體亞軍 

 

二.. 德育及公民教育成就 

主辦機構 比賽項目名稱 獲得奬項 獲獎學生數目 

社會福利署 

 
2016 積極參與義務工作 

義工工作加許狀 (個人) 

銅狀 

中三級：1 人   中四級：1 人 

中五級：1 人   中六級：1 人 

公益少年團 公益少年團獎章 三級榮譽章 中五級：2 人 

香港紅十字會港島總部 
2016-2017 年度 東區(一)青年

急救比賽 
亞軍 

中三級：1 人   中四級：1 人 

中五級：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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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比賽項目名稱 獲得奬項 獲獎學生數目 

2016-2017 年度 ( 港島總

部 ) 青年護理比賽 
亞軍 

中三級：1 人   中四級：1 人 

中五級：2 人 

香港女童軍總會 
香港女童軍百周年-北京．內

蒙古交流團 2016 
參與証書 

中二級：1 人 

中四級：1 人 

香港交通安全隊 

香港交通安全隊周年大會操 周年大會操優異獎 
中一級：1 人  中三級：15 人 

中四級：2 人  中五級：2 人 

港島及離島總區檢閱禮

2016/2017 

港島及離島總區檢閱禮

2016/2017 亞軍 

中一級：1 人 中三級：19 人 

中四級：4 人 中五級：6 人 

中六級：4 人 

香港交通安全隊獎學金暨義

務工作嘉許獎狀頒獎典禮 
獎學金 中六級：2 人 

香港女童軍總會 隊伍優秀女童軍選舉 2017 

隊伍優秀女童軍 

Outstanding Girl Guide 

(Unit level) 

中五級：1 人 

醫院管理局 
2015/16 「Teen 使行動 – 青

少年思健推廣計劃」 

打破參加手指畫人數最

多的健力士大全 

中五級：7 人 

中六級：10 人 

救世軍柴灣青少年綜合

服務 

第十一屆港島東聯校學生領

袖訓練計劃 
關愛領袖獎 中四級： 1 人 

浸大電影學院 
第五屆浸大電影學院種子計

劃 
參與証書 中六級： 1 人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 

委員會 

「伴你高飛」獎勵計劃

2016-2017 

嘉許狀 

 

中一級：11 人 中二級：2 人 

中三級：1 人  中四級：2 人 

中五級：5 人 

香港明愛 
天主教四旬期運動 2017   

四旬期愛心短文創作比賽 
優異獎 中五級：1 人 

 

三. 藝術成就 

主辦機構 比賽項目名稱 獲得奬項 獲獎學生數目 

朗誦及音樂推廣協會 長笛(五級) 亞軍 中三級：1 人 

香港資優教育教師協

會 
大文豪・小作家創意寫作大賽 

金獎 中四級：1 人 

銅獎 中四級：2 人 

(團體) 銀獎  中四級：18 人 

香港理工大學 

 

《工程與生活》全港學生微電影創

作比賽 
參與證書 

中三級：1 人 

中四級：3 人 

香港公民教育基金會

有限公司 
我的香港夢攝影比賽 2017 中學組 冠軍  中一級：1 人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

誦協會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

組) 詩詞獨誦 

英文組二人朗誦  季

軍 
中四級：4 人 

英文詩詞獨誦  亞軍 
中一級：1 人  中四級：2 人 

中五級：1 人 

英文詩詞獨誦 參與

證書 

中一級：6 人    中二級：8 人 

中三級：4 人    中四級：22

人 

中五級：20 人  中六級： 2 人 

英文組詩詞獨誦  參

與證書 

中三級：1 人 

中五級：1 人 

中文 散文獨誦  冠

軍 
中五級：1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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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比賽項目名稱 獲得奬項 獲獎學生數目 

2016 第九屆中國青少年 香港)才

藝比賽 (高中組) 粵語集誦 
冠軍  中五級：32 人 

香港賽馬會 同心同步同樂日 

成功刷新健力士世界

紀錄--最大規模的雕

塑課 

中二級：10 人  中三級：14 人 

中四級：1 人   中五級：3 人 

漢 11 語聖經會 
獨誦學校組中四至中六組廣東話

(第一組) 
冠軍  中四級：1 人 

明愛堅道社區中心及

中西區區議會合辦 
環環攝影比賽 2016 

學生組 冠軍 中一級：1 人 

學生組 亞軍  中一級：1 人 

學生組 季軍  中一級：1 人 

香港北區花鳥蟲魚展

覽會 
花鳥蟲魚攝影比賽 2016 

拾趣組 青少年組  

冠軍 
中三級：1 人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 「港蒙倩影」兩地攝影比賽 
青少年組 亞軍及優

異獎 

中一級：1 人 

中三級：1 人 

仁濟醫院 仁濟金禧「感動時刻」攝影比賽 優異獎 中一級：1 人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花卉展覽 2017「愛賞花」攝

影比賽 
學生組季軍 中一級：1 人 

食物環境衛生署 「保持香港清潔」攝影比賽  亞軍 中一級：1 人 

 

香港中華文化藝術節

組織委員會 

國際音樂藝術大賽(初賽古箏 少

年 A 組) 
金獎 中三級：1 人 

國際音樂藝術大賽(決賽古箏少年

A 組) 
銀獎 中三級：1 人 

 

 

雲舞團 

第二屆中國民族民間舞比賽-舞聯

盃中國舞(青年組-群舞)  
金獎 中五級：1 人 

第二屆中國民族民間舞比賽-舞聯

盃中國舞(少年組-單雙三項) 
銅獎 中五級：1 人 

學界舞蹈協會 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 乙級獎 
中一級：10 人  中三級：3 人 

中五級：5 人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 
第十九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

比賽 2017  初賽 
優異獎狀 中三級：2 人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第四屆香港國際音樂節 2017 音樂

比賽 

藝韻盃  聲樂小組 

第二名  

中三級：6 人   中四級：7 人 

中五級：6 人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女聲

合唱 中級組 

季軍 

 

中一級：4 人   中二級：16 人 

中三級：17 人  中四級：6 人 

中五級：5 人 

69th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Festival Mixed Voice 

Merit 

 

中一級：4 人   中二級：17 人 

中三級：17 人  中四級：6 人 

中五級：5 人 

 

  四. 體育成就 

主辦機構 比賽項目名稱 獲得奬項 獲獎學生數目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香港學界田徑錦標賽

2016-2017(第三組、第四區) 
鐵餅 冠軍  中三級：1 人 

2016-2017 校際游泳比賽(港島區

第三組) 

女子乙組 4X50 米自由

式接力賽第四 

中三級：1 人 

中四級：3 人 

聖馬可中學水運會 
聖馬可中學水運會友校 4X50 米

自由式接力電腦教育賽 
第三名  

中三級：1 人 

中四級：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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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比賽項目名稱 獲得奬項 獲獎學生數目 

西貢體育會、西貢民政事

務處、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西貢區新春10公里公開長跑暨2

公里親子歡樂跑  (2016/2017) 

中學女子 K2 組 5 公里  

季軍  4 人 

中國香港柔道總會 
2016 年香港青少年柔道錦標賽

Group G Girls (57kg) 

2nd Runner Up  

  
1 人 

耳聽心言基金 開心三人籃球賽 2016 女子 A 組季軍  
中五級：2 人 

中六級：1 人 

Dw-SporT 
第三屆 三人籃球賽 

女子 W18 組) 
冠軍 

中五級：2 人 

中六級：1 人 

New Wild Sport Company 2016 港雋盃三人籃球賽 
女子丙組亞軍  

 

中五級：2 人 

中六級：1 人 

屈臣氏集團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選

舉 2016-2017 

傑出學生運動員 

  
中三級：1 人 

香港嘉諾撒學校 
香港嘉諾撒學校水運會之中學

女子 4X50 米接力表演賽 
第三名  

中三級：1 人 

中四級：3 人 

南華體育會 
2016 年暑期青少年田徑訓練班-

田徑比賽 

100 米跨欄 冠軍  
中四級：1 人 

100 米 季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黃

大仙康樂體育會 

黃大仙區分齡田徑比賽 

(女子青少 D 組鐵餅) 
冠軍  中三級：1 人 

黃大仙區分齡田徑比賽 

(女子青少 D 組鉛球)  
亞軍  中三級：1 人 

香港排球總會有限公司 

2016-2017 年度 青苗沙灘排球

培訓計劃技術挑戰賽 

(一傳技術挑戰賽) 

季軍  中三級：1 人 

2016-2017 年度 青苗沙灘排球

培訓計劃技術挑戰賽 

(扣球技術挑戰賽) 

季軍  中三級：1 人 

香港拯溺總會 香港拯溺總會拯溺考試 銅章  

中四級：2 人 

中五級：1 人 

中六級：1 人 

康文署及文化事務署 sportACT 運動獎勵計劃 金獎 

中一級：6 人  中二級：3

人 

中三級：8 人  中四級：9

人 

中五級：1 人 

太古中心冰上皇宮及 

又一城歡天雪地溜冰場 

2016 ISI SKATE HONG KONG

速度(E152 Speed Racing) 
第三名  

中四級：1 人 

2016 ISI SKATE HONG KONG

藝術性(E160A Jump 

& Spin-Sliver) 

第二名  

2016 ISI SKATE HONG KONG

跳躍及璇轉(E169 Artistic FS4) 
第二名  

香港排球總會有限公司 
2016-2017 年度 青苗沙灘排球

培訓計劃技術挑戰賽 
扣球技術挑戰賽 季軍 

中四級：1 人 

中六級：2 人 

康文署及東區康樂體育

促進會 

東區民政事務署協辦之東區分

齡田徑比賽  

(女子青少 D 組) 

鉛球 冠軍  中四級：1 人 

鐵餅 冠軍 (破大會紀

錄) 
中四級：1 人 

鉛球 季軍  中四級：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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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餅 季軍  中四級：1 人 

100 米欄 季軍  中四級：1 人 

鉛球 冠軍  中四級：1 人 

跳高 亞軍  中四級：1 人 

4x100 米接力     

中二級：1 人 

中三級：1 人 

中四級：2 人 

東區民政事務署協辦之東區分

齡田徑比賽 (公開組) 

1500 米 亞軍  中四級：1 人 

800 米 季軍  中四級：1 人 

100 米 季軍  中四級：1 人 

200 米 季軍  中四級：1 人 

東區民政事務署協辦之東區分

齡田徑比賽 (C 組) 

100 米 季軍  中四級：1 人 

200 米 季軍  中四級：1 人 

中國香港柔道總會 
2016 年香港青少年柔道錦標賽

Group G Girls (57kg) 

2nd Runner Up  

 
中五級：1 人 

 

 五. 學術及其他成就 

主辦機構 比賽項目名稱 獲得奬項 獲獎學生數目 

東區學校聯絡委員會 

1617 東區學校模範生獎 模範生獎  
中二級：1 人   中三級：1 人 

中四級：1 人   中五級：1 人 

1617 東區學校進步生獎 進步生獎 
中二級：1 人   中三級：1 人 

中五級：1 人   中六級：1 人 

祁良神父教育基金會 2016 祁良神父教育基金會 祁良神父獎學金 中六級： 1 人 

香港資優及才華發展學院 
第二屆全港資優學生「 合

24 」大賽 

團體大獎  

中一級：3 人   中二級：3 人 

中三級：3 人   中四級：6 人 

中五級：5 人   中六級：5 人 

銅獎  中四級：1 人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Youth 

Connect 

暑期交流計劃 2016-一帶一

路：廿一世紀的印尼 
參與證書 中六級：1 人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理事會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 中六級： 2 人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nd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Student of The Year (Grand 

Prize) 

參與證書 

中五級：1 人 

Student of The Year 

(Sportperson) 
中四級：1 人 

Student of The Year 

(Performing artist ) 
中五級：1 人 

Student of The Year 

(Linguist- Cantonese) 
中五級：1 人 

星島日報、英文虎報 及 教

育局合辦 
三十二屆全港校際辯論比賽 

最佳辯論員獎  中五級：2 人 

最佳答問辯論員獎 中五級：1 人 

青苗基金 

Youth Arch Foundation 
青苗學界進步獎 2015-2016 進步獎  

中二級：4 人   中三級：4 人 

中四級：4 人   中五級：4 人 

中六級： 4 人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2017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

克公開賽(AIMO Open)香港

賽區初賽 

銀獎  中一級：1 人   中五級：1 人 

銅獎 

 

中一級：1 人    中二級：2 人 

中三級：2 人    中四級：2 人 

中五級：1 人 

 Train 出光輝每一程 The Most 中五級：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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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鐵路有限公司-Youth 

Connect 

 

 Outstanding Student 

Award 

Best in Creativity 

Award 
中五級：1 人 

傑出青年協會 
第十七屆明日領袖高峰論壇

暨 2017  
明日領袖獎 

中二級：2 人  中三級：2 人 

中四級：1 人   中五級：2 人 

香港中華總商會 
「明日之星」計劃上游獎學

金 2017 

上游獎學金 

 

中四級：1 人 

中五級：2 人 

 

饒宗頤文化館 

饒宗頤文化館「香江傳承」

學生歷史文化學習活動 
嘉許狀 中三級：30 人 

新界校長會  

 

「認識《基本法》 -實踐一

國兩制」善德基金會全港中

學校際問答比賽 2017 

參與證書 

 

中四級：6 人 

中五級：5 人 

理腦思科儀教具社 

2017 全港學生科技大賽－

高扭力避震爬山車及環保創

意設計(中學組) 

優異獎  

 

中五級：4 人 

 

理大香港專上學院社區及文

化委員會 

香港歷史文化專題研習報告

比賽 2017 
優異獎 中五級：4 人 

「我都得」教育基金 
「原來我得架」美國中學交

流計劃 
彭老師獎學金 中四級：1 人 

田嘉柄中學 機械人大決戰 2017 優良 
中二級：2 人  中三級：1 人 

中四級：2 人 

國際專業無人機學會、吐露

港扶輪社 
2017 全港校際無人機比賽 

火星任務挑戰賽 

創意設計優異獎 
中四級：2 人  中五級：3 人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伴你高飛」獎勵計劃 

2016-2017 
嘉許證書 

中二級：2 人  中三級：3 人 

中四級：5 人   中五級：8 人 

中六級：1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