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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 Leung Kuk Lee Shing Pik College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School Mission 學校使命 

By fully utilizing the resources available in society, by help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our 

students’ potential, and by promoting a high professionalism in our teaching staff, our school 

endeavours to provide high quality education. 

 

善用社會資源，發掘學生潛能，提升教師專業，實施優質教育。 

 

 

School Visions 學校願景 
1. To enable students to have a whole-person development through a broad and balanced 

curriculum. 

2. To foster students’ capability to pursue lifelong learning by improving their language 

proficiency, enhancing their study skills and promoting their motivation to learn. 

3.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meaningful learning experiences and ensure effective learning 

outcome by encouraging collaborative learning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mong 

teachers. 

4. To establish an effective supporting system through which teaching staff, non-teaching 

staff, parents, alumni, etc. all contribute to students’ learning. 

5. To build up an atmosphere of “love and respect” so that students can learn to be 

persevering, responsible, committed and morally good as well as to develop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1. 學校制訂廣闊而均衡的課程，為學生提供全人教育。 

2. 為使學生能終生學習，學校除提升其語文水平、加強其學習技能外，並培育同學具

備追求知識的心志。 

3. 學校鼓勵教師發展專業知識及共同協作，以使學生具有良好的學習經歷，並取得優

秀的學習成果。 

4. 學校成為支援學生學習的綜合團隊，教師、家長、校友，以至學校所有職員等，各

司其職，致力為同學的學習提供有效支援。 

5. 校園充滿「關愛與尊重」的氣氛，使學生養成堅毅、盡責的品德，能委身事業，具

良好道德觀念，並以中國人的身份為榮。 



 

School Goals 本校教學目的 

To promote a favourable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we wish our students to  

1. Take the initiative to learn 

2. Acquire the skills they need for continuous self-learning 

3. Have all-round and unique development 

4. Develop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o their families and society 

5. Have a healthy life 

使本校成為學生學習及成長的理想校園: 

1. 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 

2. 讓學生掌握學習技能，使其具備自學的能力 

3. 引導學生作全面而具個性的發展 

4. 培養學生對家庭和社群的責任感 

5. 使學生擁有健康身心 

 

Qualities of ‘Lee Shing Pikers’ 李城璧人的素質 

1. Think in multiple perspectives   

2. Respect others’ views though not agree with them 

3. Be strict with themselves to strive for progress  

4. Be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strong 

1. 「多角度思考」的審事思維 

2. 「和而不同，互相尊重」的待人態度 

3. 「自律」「求進」的做人心態 

4. 「健康身心」的個人體質 

 

School Major Concerns (2019-2022) 學校關注事項  

1.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learning & teaching through the "student-centered" 

learning approach and to promote students' self-directed learning 

2. To facilitate students’ development of positive values and attitudes and cultivate 

students' positive outlook on life 

1. 提升學與教效能，加強「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促進學生自主學習 

2. 建立全面的價值教育，培養學生正向人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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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周年報告  (2019-2020) 
 
1 學校概況及辦學宗旨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於 1982 年創立，至今 37 載。本校坐落於荃灣西柴

灣角，為一所政府津貼男女中學。目前開設中一至中六級，共 24 班，學

生 708 人，教職員共 86 人。  

 

本校秉承保良局的辦學方針和政策，以「愛」、「敬」、「勤」、「誠」為

校訓，並以社會的利益為最大依歸，配合時代的需要，提供「全人教育」。

本校教育目的是使學校成為學生學習及成長的理想園地：  

 

1.  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  

2.  讓學生掌握學習技能，使其具備自學的能力；  

3.  引導學生作全面而具個性的發展；  

4.  培養學生對家庭和社群的責任感；  

5.  使學生擁有健康身心。  

 

2 學校管理  
 
2.1  法團校董會  
 

法團校董會的組成如下：  

a) 組織：  校監、辦學團體校董、校長、教師校董、家長校董、

校友校董及獨立校董。  

 

各持分者在法團校董會內所佔席位  (2019-2020)：  

b) 成員：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辦學團體校董

包括林潞校監、馮雅詩當然校董、湯振傑校董、廖偉芬

校董、楊健忠校董、胡金燕校董、歐華國校董、叢耀滋

校董及陳可恩替代辦學團體校董；曾偉耀副校長任教員

校董、何潔瑩老師任替代教員校董、李蘇淑芳女士任家

長校董、孫崢瑜女士任替代家長校董、凌煒鏗先生任校

友校董及雷雄德博士任獨立校董。  

   由 2020 年 4 月 1 日起，辦學團體校董包括何志豪校監、

馮雅詩當然校董、湯振傑校董、廖偉芬校董、王倩儀校董、

林綺薇校董、歐華國校董、叢耀滋校董及陳可恩替代辦學

團體校董；何潔瑩助理校長任教員校董、余詠雯助理校長

任替代教員校董、李蘇淑芳女士任家長校董、蘇濂萍女士

任替代家長校董、呂若琳女士任校友校董及雷雄德博士任

獨立校董。  

 

2.2  教職員  
 

本校現有教師  55 人 (包括校長 )、圖書館館長 1 人、實驗室管理

員  2 人、行政主任 1 人、文職人員  7 人、助理教師  5 人、教學助

理 2 人、活動統籌 1 人、行政及技術助理  3 人及校工 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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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教職員學歷   
 

本校所有老師均已取得教師專業資格，而老師學歷資料列舉如下： 

學歷  人數  百分率  
碩士學位或以上  28 47.0 
學士學位  53 98.2 
大專  (非學位 )  1 1.8 

 
2.4  教職員專業發展  
 

2.4.1 教職員專業發展數據  
 

作為學生的終身學習榜樣，並提升教學專業知識與能力，本校

教師持續參與教育專業課程、講座及活動，以下為 2019-2020 學年

校長及教師參與教育專業發展課程及活動的數據：  

 
a)  校長數據：  

系統學習 (時數 )  18.75 
行動學習  (時數 )  140.5 
總時數  159.25 

 
b)  教師數據：  

有系統模式培訓的平均時數  1196.05 
其他模式培訓的平均時數  22.5 
總受訓時數  1218.55 

 
2.4.2 教職員專業發展日活動  

 
2019-2020 學年，學校及教師發展委員會原定安排三次教師發

展日活動，但由於疫情停課的影響，最後只能成功籌辦一次發展日

活動。  

第一次教師發展日於 2019 年 10 月 30 日舉行，為讓老師就

STEAM 教學增加認識及做好準備，先由本校資訊教學組老師安排

資訊科技教學工作坊，繼而邀請「跨啦啦藝術集匯」 (AFTEC)行政

總監邱歡智女士，到校分享如何以跨學科形式進行 STEAM 教育。  

第二次教師發展日原定於 2020 年 3 月 25 日舉行，為促進各學

科的專業發展，並增強與友校的聯繫，早於 2019 年下旬，已成功邀

約六間中學，於發展日當天讓我校不同學科老師，親臨學校觀課並

作教師專業交流。可惜由於 2020 年上旬疫情一直嚴峻，學校持續

停課，令交流活動被逼取消。待疫情回穩後，本校將再次籌組有關

活動。  

第三次教師發展日原定於 2020 年 6 月 5 日舉行，原定作為本

年度工作檢討及訂定來年計劃，後因疫情而改為以網上會議形式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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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獲嘉許教職員資料  
 

盧沛珊副校長及吳卓均老師在敬師運動委員會主辦的第  25 

屆表揚教師計劃中，獲老師及同學表揚為優秀教師。  

曾偉耀副校長、何律旋老師、蘇偉雄老師、陳德穎老師、周志

輝老師、梁美連老師、余詠雯老師及梁志榮先生，獲保良局長期服

務獎。  

 

3 學生班級及人數  

 

年級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總數  
班別數目  4 4 4 4 4 4 24 
學生人數  129 127 127 108 113 104 708 

 

4 學校發展計劃關注項目⎯⎯成就與反思  

 
    2019-2020 是一個特別的學年，由於社會事件及疫情的影響，整個學

年停課的時間，可能比師生能親身見面進行面授上課及進行學習活動的時

間更長。各科組原訂的計劃不少均難以完成，老師及學生須及時應變適應

前所未有的學習方法及模式，過程中又帶來了新的反思，相信是這個特別

學年的最大得著。  

 

關注事項 (一 )：提升教與學效能，加強「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促進學

生自主學習  

1.1 不同學科建立自主學習規範，讓學生在不同科目均有相似的要求，容

易知所遵從。  

本學年的實踐  

不少科目原已籌備了全個學年發展學生自學策略及教材的計劃，並因應

疫情停課對自學教材及教學策略的需要，因而更加快了發展步伐。停課後

各科大部份老師均有拍攝教學影片，供學生進行自主學習，資訊科技組安

排錄影室方便老師在校錄製教學影片。其中中國歷史科在初中提供歷史動

畫讓學生在家閱覽並完成習作。通識科在中四級兩個課題製作了全方位的

影片、閱讀材料、自學工作紙等供學生進行備課活動及課後補充，即使疫

情停課，並未影響實踐。  

此外，各科均有要求學生在網上進行實時練習及評核活動，讓學生建立

了自律自學精神，資訊科技組亦安排使用網上教學平台、教學課室及掃描

課業的教學影片，供師生自學使用。  

英文科過去一直深受學生歡迎的自主學習活動：各班英語廣播節目，由

於疫情停課，令學生難以聚首共擬；尚幸中四級上學期的全級韓國考察團

能順利舉行，學生在考察團中的跨學科研習及英語寫作活動得以順利完

成，令全級學生能獲得跨學科小組研習的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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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各科按科本特色，以不同的教學法及策略，實踐「以學生為中心」的

教學，從而促進學生自主學習，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本學年的實踐  

各科採取了不同的策略。中文科於停課時要求學生先瀏覽教學片段才上

課；經濟科、通識科所有教材、短片等存放在雲端平台供學生隨時取閱；

英文科繼續要求學生利用網上學習平台進行時事練習；企會財科繼續推薦

學生參與校際學科比賽，透過實踐及應用學科知識鞏固所學等等。可惜一

些須透過課堂面授的活動，例如數學科的探索活動、生物科的小組研習、

物理科的議題討論等等，均復課時間太長而未能不足夠時間，透過面授課

堂開展。  

整體而言，須透過課堂面授的教學策略，大多因疫情停課影響而未能充

份開展及完成，而須帶到下學年的計劃；能透過遙距形式進行的策略，卻

能藉停課的機會，增加「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的逼切性，因而加快了發

展。  

 

1.3 培育同儕觀課及友校交流的文化，交流學科教學及成長教育經驗。  

本學年的實踐  

原訂第二次教學發展日，各科分別到友校觀課及專業交流，並且已

成功聯絡 6 間友校作出具體安排，可惜由於疫情嚴峻，最後未能成行，極

為可惜。各科的觀課流程亦受停課影響，大多只能部份完成，或以網上觀

課形式完成。不過，長期停課促使各科必須積極思考應對措施，並須發掘

新的教學資料及策略，因而促進了科內甚至跨科的交流協作。觀摩同儕的

網上課程，安排及觀感均相對簡單容易，因此大部份科目均有實踐，同時

促進了同儕觀課的氣氛。  

 

就實踐的反思  

1.  疫情對此關注事項的影響，並不如想像之中大。不少科組既已於上

學年已有一定的實踐與進展，「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與學發展在停課

下需求更見逼切，從而促進了加快發展的步伐，亦減低了一些同事

對推行困難的憂慮。更由於變成了全校的需要，在毋須刻意推動

下，已自然成為了全校高度參與的項目，實為意外收穫。  

2.  提升教學效能須軟硬件配合，本學年師生較集中學習及適應硬件 (如

教學器材、學習平台、教學軟件等 )，但在軟件上提升 (如學生的自

學態度、老師的學生為主教學設計等 )尚需進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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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二 )：  建立全面的價值教育，培養學生正向人生觀  

2.1 訂定清晰的全校成長教育及價值教育目標，加強不同組別及其他到校

專業人士的協作，從而有規劃地培育學生正面品格及道德價值觀，在各層

面提升學生的自我要求、自我形象及抗逆力，訂立有目標的人生。  

本學年的實踐  

各個成長教育組別均以正向教育作為發展活動的方向。升輔組試行

全校參與的「你敢想  我敢獎計劃」計劃，鼓勵學生自定目標，努力完成

獲得獎勵。班主任統籌委員會安排各級主任與學生分享正面品格及道德價

值觀。德育組統一收集所有班主任對全年班主任節 /周會節的意見，作為

未來進一步發展成長及價值教育課程的參考資料。輔導組在中一級進行全

面的正向、關愛、反欺凌教育，並為特教需要學生聘請校友導師作學業及

個人成長支援。  

其他組別及學科方面，體育科邀請香港精英運動員到校分享心路歷

程；視覺藝術科繼續安排學生參與校外正向價值觀主題比賽及展覽；聯課

活動組安排訓練營及制服團體活動，培育學生協作及團隊合作精神。即使

部份科組活動因停課未能全面完成，惟已推展的成效均得到師生肯定。  

 

2.2 制定價值教育課程教材，讓學生在校園生活中在知識、技能、態度三

個範疇都得到良好的培育，促進學生全人發展。  

本學年的實踐  

德育組試於中三級編訂價值教育課程，作為未來各級正向價值教育

課程的試點。訓育組擬定了品格提升計劃讓持續性輕微犯規的學生參與。

學術科目方面亦積極將價值教育融入課程，例如：綜合科學科加入病毒介

紹及疫情資訊，帶出堅毅克難精神；科技與生活科的烹飪及布藝技巧，建

立學生的自理能力及健康生活的價值。英文科安排每周早會分享英文諺

語，以正向價值為主題。中國歷史科分析及研習歷史事件及人物時，均加

入人生價值的反思及正向思維的訓練。中文科更藉教材篇章帶出中國傳統

價值，如孝義、謙遜、盡責、堅毅等精神。  

 

就實踐的反思  

1.  成長教育部、德育、公民、國民、環境、健康及性教育委員會及所

有學科，應繼續以價值教育作為重要的工作及教學目標，在此關注

項目下，如何協作配合至為重要。但停課半年始終令老師在完成既

定課程上，須承受更大的進度壓力，未來兩年須更有系統地推行全

面的價值教育課程。  

2.  校外不少專家及資源亦有助學校更有效及全面推展正向價值教育，

未來可繼續開發及爭取有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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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習與教學  

 

5.1  學生表現  
 

在 2020 年中學文憑試，學生表現良好，整體合格率為 93.8%。四個

核心科目之合格率分别為：中國語文 96.4%、英國語文 92.8%、數學 92.8%、

通識教育 92.7%，部份選修科目，如歷史、經濟、企業會計及財務管理、

視覺藝術、數學選修單元一等，合格率更達 100%。學生考獲入讀大學

及專上院校課程要求的比率分別為 37.8%及 82.9%，而獲大學聯招計劃

進入大學及大專升學的比率則為 50%。  

 

5.2  傑出學生獎項  
 

本校為鼓勵同學努力向上及肯定同學在學業上的成果，每科均設有

最佳學術成績獎項。而校內表現突出的同學，本校會推薦其參選保良局

各項獎、助學金、尤德爵士紀念獎學金、荃灣鄉事委員會獎學金等校外

獎項。另外學術成績有顯著進步的同學，本校亦會推薦他們參選青苗學

界進步獎。盼望同學繼續追求卓越，臻於至善。  

 

獲獎項目  獲獎學生名單  
荃葵青區優秀學生選舉  3B 鍾恩桐  獲初中組優異獎  

6D 宣能楹  獲高中組優異獎  

荃葵青區傑出學生選舉  5A 曾子滔  獲優異學生獎  

教育局及羅氏慈善基金：高中

應用學習獎學金  

6A 阮焯筠、 6B 賴欣欣、 6D 溫可瑩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2019 第

五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4B 陳敏萱、 4D 易文儁、 6C 陳雨欣  

尤德爵士紀念基學金高中學生獎  6A 林雨欣、 6D 宣能楹  

香港會計師公會及香港商業教

育學會「企會財獎學金」  

5D 楊芯妍  

「明日之星」計劃上游獎學金  4A 巫祐燊、 5B 林晨希  

保良局獎學金  1A 陳樂心、 2A 區漢樑、 3A 鍾恩

桐  

4A 謝頴樂、 5A 曾子滔、 6A 林雨

欣  

保良局吳辛靜珊紀念獎助學金  4B 曾源生  

保良局黎麗卿進步獎學金  1C 黃梓聰、 2B 陳俊鴻、 4C 陳芷晴  

保良局何玉清兒童及教育基金

獎學金  

5D 楊芯妍  

保良局伍何永貞紀念教育基金

獎學金  

3A 鍾恩桐、 4A 謝頴樂、 5A 曾子

滔  

曾紀華紀念獎學金  5D 伍凱琳、 5D 馮穎殷、 6C 黃慧娟  

哈佛圖書獎  5A 曾子滔、 5B 楊傑成、 5B 譚智逸  

校友會薪火相傳獎學金  

語文最佳進步獎  

中文科： 5B 劉海瞳  

英文科： 5C 屈智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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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項目  獲獎學生名單  
青苗學界進步獎  2A 李聿弘   3A 吳承謙  

2B 李修銘   3B 施海盛  

2C 林塨宜   3C 黃凱欣  

2D 鄭穎錡   3D 洪熹澄  

 

4C 陳恩樂   5A 甘芊穎  

4D 易文儁   5B 黃恩桐  

4C 林煒丁   5C 史宗正  

4D 郭浚然   5D 陳仕鴻  

 

6A 李銳熙   6C 黃宇希  

6B 曾珞騫   6D 普凱達  

 

此外，本校學生畢業後，於各所大學就讀期間，學業成績表現突出，

榮獲院長嘉許獎 (Dean’s Award)。  

 

院校  獲獎學生名單  
香港浸會大學  2018 年畢業生黃焯珩、葉莎莉  

2017 年畢業生林國安  

2016 年畢業生黎嘉謙、梁學宇  

2015 年畢業生范凱綾  

東華學院 (獎學金 ) 2019 年畢業生周暄朗  

 
 
5.3  學術交流  

 

本校各科組每年均自行籌辦及參與不同團體組織的境外學術考察

活動，本年，可惜受新冠狀肺炎疫情影響，大部份海外考察交流活動均

無法舉行。然而，上學年初本校仍成功首次自行籌辦中四全級到韓國首

爾考察，與延世大學、梨花女子大學、當地中學 Jangpyung Middle School

及 Eonju Middle School 交流，我校同學更在兩間首爾中學作舞蹈表演，

促進了香港及首爾文化之交流。  

原定籌辦的俄羅斯、台灣、英國、新加坡等考察團，均因疫情而取

消。不過，我校繼續與海外友校聯繫，成功與台灣全教總的老師及桃園

平鎮高中的學生，作網上交流活動。  

 

日期  舉辦機構及交流地點  學生對象及人數  
2019 年 10 月 6 日

至 10 日  

自行籌辦韓國首爾交流考察

團  

117 名中四級學生  

2020 年 3 月 30 日

及 5 月 13 日  

與台灣全教總老師及桃園平

鎮高中學生作網上交流活動  

20 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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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學科活動與學術成就  
 

本校為讓學生在各學科方面發揮所長，故致力鼓勵學生積極參與不

同範疇之活動及比賽，以展現潛能及擴闊視野；藉師生的共同努力，同

學在各項校際比賽中榮獲多個獎項：  

 
中國語文科  
 
活動舉辦機構及參加比賽項目  獲獎項目  
第 71 屆校際朗誦節  普通話詩

詞獨誦（荃葵區）  

1A 陳樂心  獲季軍。  

香港青年旅舍協會舉辦的「香港

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美荷樓

香港精神學習計劃『兩代情』徵

文比賽」  

2A 陳昕怡、  2A 郭芳宁、  2A 何虹

艷   

2A 曾晴、 2A 王曉晴、  4B 曹爾桓  

5D 譚穎楠、  5D 蘇希晴  獲優異獎  

 
英國語文科  
 
活動舉辦機構及參加比賽項目  獲獎項目  
第 71 屆校際朗誦節詩詞獨誦  

﹝英語﹞（荃葵區）  

3B 譚芷晴  獲季軍。  

第 71 屆校際朗誦節英詩集誦  

（荃葵區）  

中三、四級混聲集誦，3A 班獲冠軍。 

 
數學科  
 
活動舉辦機構及參加比賽項目  獲獎項目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晉級賽﹞  

3D 何睿  獲金獎；  

1A 花可為、1C 陳夢婷、4A 黃捷琋、

4A 巫祐燊  獲銀獎  

1D 王家文、2C 楊思瑶、2C 蔡君瑶、

3B 鄭璟麟、 4A 呂超煒  獲銅獎  

 
經商科  
 
活動舉辦機構及參加比賽項目  獲獎項目  
JA 學生營商體驗計劃  全年最佳 JA 學生公司  冠軍  

最佳商品獎  冠軍  

最受歡迎商品獎  冠軍  

創造共享價值獎  亞軍  

創意及創新獎  季軍  

數碼營銷獎  季軍  

最受歡迎社會創新獎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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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舉辦機構及參加比賽項目  獲獎項目  
成員包括：  

4B 趙天蔚   5B 陳宜安  

5A 鄒欣穎   5B 林子希  

5A 林錦培   5B 江詠瑤  

5B 戴譽      5D 伍凱琳  

 
科學科  
 
活動舉辦機構及參加比賽項目  獲獎項目  
荃灣區公民教育委員會  綠色

生活愛地球環保比賽 (中學組 ) 

本校獲最踴躍參與獎，  

1B 譚凱蕎、1B 余尚殷、3A 梁菀庭  

獲優異獎  

 

 
音樂科  
 
活動舉辦機構及參加比賽項目  獲獎項目  
台北國際青少年網絡音樂大賽

2020 香港區賽  

1A 石詠心 (銅管中級組第二名 ) 

1B 馬欣彤 (銅管中級組第三名 ) 

1C 黃思穎 (銅管中級組第二名 ) 

2A 區漢樑 (銅管高級組第二名 ) 

4B 曾源生 (銅管高級組第二名 )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聯校音樂大

賽  

2B 程思齊 (古箏中級組銀獎 ) 

保良局中學音樂獎助學金  5A 李敏禧、 6B 呂繕彤  

保良局屬下中學音樂質素圈獎

勵計劃  

16 名同學  獲金校徽獎項。  

 
視覺藝術科  
 
活動舉辦機構及參加比賽項目  獲獎項目  
教育局主辦全港中學生珠寶設

計比賽  

3D 梁嘉俊  獲入圍獎  

 

保良局主辦「國際美術設計創作

比賽」 (香港賽 ) 

3A 黃翠瑩、 3B 鄭璟麟、 3B 莫庭劻、 

3D 梁嘉俊、 3D 徐瑋翎、 5C 林曉潼、 

5C 盧曉琳、 5D 譚穎楠  獲三等獎。  

保良局主辦「國際美術設計創作

比賽」〈世界賽〉  

5C 林曉潼  獲三等獎。  

「第二十四屆全港中小學中文

硬筆書法比賽中學」  

6C 陳映渝  獲高級組優秀入圍獎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阡陌同行健

康人生貼紙設計比賽  

2A 馮浠鈅  獲季軍  

 

 
  



P.15 

體育科  
 
活動舉辦機構及參加比賽項目  獲獎項目  
屈臣氏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中六級排球隊代表： 6A 陳嘉欣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之荃灣

及離島區校際田徑比賽  

鉛球殿軍： 6A 陳嘉欣  

鐵餅季軍： 6A 陳嘉欣  

1500 米亞軍： 1B 譚凱蕎  

男子丙組跳高  冠軍： 2A 陳家賢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之荃灣

及離島區校際羽毛球比賽  

男子甲組  殿軍  

5B 曾卓恆   6A 陳政言  

5C 楊浩鈞   6A 繆建熙  

5C 黃卓泓   6C 梁銘軒  

5C 黃宇希  

 

女子甲組  亞軍  

4D 凌梓媛   6A 陳嘉欣  

5A 沈蓁     6A 曾月怡  

5B 黃樂欣   6A 姜文香  

5C 何伊莉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之荃灣

及離島區校際游泳比賽  

男子乙組 200 米蛙泳   

殿軍： 4B 鄭日東  

 

女子丙組 4X50 米  自由式接力季軍  

1B 林靖桐   2A 陳康棋  

1B 黃敬瑤   2B 程思齊  

 

女子甲組 50 米自由式  

殿軍  4B 章爾心  

 

女子乙組 50 米自由式  

亞軍  4B 曹爾桓  

 

女子乙組 100 米自由式  

冠軍  4B 曹爾桓  

 

女子乙組 50 米蛙式  

亞軍  3D 麥迅嘉  

 

女子乙組 50 米自由式  

季軍  3D 麥迅嘉  

 

男子乙組 50 米自由式  

殿軍  4D 陳展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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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舉辦機構及參加比賽項目  獲獎項目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之荃灣

及離島區越野比賽  

女子甲組團體殿軍  

4D 凌梓媛   5B 劉芷靖  

5A 鄒欣穎   5C 袁曼淇  

5B 林莉儀   6A 曾月怡  

5B 林子希  
 

女子丙組團體季軍  

1B 譚凱蕎   2C 祝凱晴  

2A 黎家穎   2D 陳希兒  

2A 李雯稀   2D 黃鈞蔚  

2C 許泳珊  
 

女子丙組第四名  

1B 譚凱蕎  
 

女子丙組第十名  

2A 黎家穎  

荃灣區體育聯會  國慶盃籃球比

賽  

亞軍  

4A 馬穎琛   5A 袁政熙  

4C 陳魁桓   5B 戴譽  

4C 陳志峰   6A 李銳熙  

4C 徐梓翔   6A 任永雋  

4C 黃燁翔   6B 陳彥匡  

5A 林錦培  

西貢區體育康樂總會  夏日活力

小龍賽  

優異獎  

3C 陳隆基   6A 王婉萍  

6A 莊淑瑩   6A 曾月怡  

6C 葉展濠  

 
學科活動  

學科  日期  活動內容  
體育科  2019 年 9

月  

本校參加了賽馬會「動歷海洋」水上活動計劃，

提供了一系列水上活動器材到校，讓學生能在

校園內體驗水上運動的樂趣。  

全學年  體育課引入健球運動 (Kin-Ball)課程。  

跨學科  2019 年 11

月 8 日  

「跨啦啦  STEAM 流動學」活動：在大嶼山沙

螺灣，進行跨領域跨媒介戶外藝術及科學教育

活動  

科學科  2020 年 1

月 21 日  

中電工程師來校進行講座，主題為「敢想創新  

邁向低碳未來」  

視藝科  2020 年 6

月 27 日至

7 月 7 日  

舉辦「藝術係」中六畢業作品展，於灣仔駱克中

心藝林畫廊公開展出。  

生物科  2020 年 7

月 9 日  

到賽馬會匯豐世界自然 (香港 )基金會海下灣生

物中心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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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聯課活動  
 

聯課活動委員會轄下有 7 個組織，包括學生會、學生評議會、四社、

體藝校隊、學術學會、興趣小組及制服團隊，當中包括 51 個學術、服

務、體育和興趣小組。每年，各組織會配合學校的長遠發展目標及學校

方針，制定及安排各式各樣的課外活動：  

 

管樂團、合唱團及手鈴隊  
 

日期  活動內容  
2020 年 4 月 2 日  4B 陳芍希獲選為「校園藝術大使」 (音樂 )  

2020 年 7 月 3 日  2B 戴詠喬  以鋼琴獨奏參與「樂施音樂馬拉松」，  

為弱勢社群籌款  
 

舞蹈隊  
 

日期  活動內容  
2019 年 9 月  「保良局慈善獎券暨『愛心獻保良』」表演。  

2019 年 9 月  在「學界國慶文藝匯演」中演出。。  

 
服務學習與社區參與  
 

日期  活動內容  
2019 年 9 月  義工組舉辦「中秋平等分享行動」活動。  

2019 年 10 月及

2020 年 2 月  

義工組到荃威幼稚園，進行共 6 次「為小朋友講故

事」義工服務。  

2019 年 10 月  
義工組參與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瞳心護眼計劃，擔

任學童護眼大使，到香港眼科醫院進行服務。  

2019 年 11 月 2-

3 日  

義工組參與公益少年團 Amazing Teens 聯校歷奇領

袖訓練營  

領袖生到保良局大棠渡假村參與領袖生成長營。  

2019 年 12 月  義工組安排全校課室清潔活動。  

2020 年 4 月  
義工組與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合辦，網上長者探訪活

動  

2020 年 1 月 4

日  

公益少年團 Amazing Teens「關愛社區探射燈」義

工服務：到上水探訪垃圾站工友及交流。  

2019 年 11 月 23

日 ,  12 月 14 日  

義工組舉辦「社區顯關懷⎯⎯探訪長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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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義務工作嘉許狀  
獎項  得獎學生  

金獎  (200 小

時 ) 

5A 鄒欣穎  

5D 伍凱琳  

6B 余海晴  

6B 何雪盈  

銀獎  (100 小

時 )  

4B 江浚泓  

6B 黃瑋媔  

銅獎  (50 小時 )  4B 陳敏萱    6B 陳達釗  

4D 陳凱盈    6C 陳影  

4B 林婧       6C 黃慧娟  

4D 堵貝怡    6D 陳彥誼  

 
影視創作  
活動舉辦機構及參加比賽項目  獲獎項目  
記本事有限公司主辦  奮青創本

視  共融迷你劇  創作比賽  

本校團隊獲 <傷健共融 >部份  最受

觀眾歡迎獎。  

 

成員包括：  

2B 岑浚梃   3B 潘穎賢   3D 梁嘉俊  

4A 方震華   4A 謝頴樂   4B 陳芍希  

4D 易文儁   5B 陳宜安   5B 劉海潼  

5B 黃卓瑩   6B 馮衍康   6B 呂繕彤  

 

6 成長教育及學生支援  

 

6.1 成長教育   
 

成長教育部配合校訓「愛、敬、勤、誠」，訂定全年每月早會主題，

分別為：守時、慎始；努力不懈；知法、守法及謹慎；有禮與尊重；勤學

與承擔；責任與誠信；博愛及關愛；環保與珍惜；清潔與愛護；奮鬥創路、

永不放棄。  

 

成長教育部聯繫班主任丶訓育、輔導、升學及就業輔導等委員會統籌

全年的成長教育活動，建立全校訓輔工作的目標，推動班級經營工作及建

立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此外，亦透過學生支援小組，與教育心理學家、社工等共同協作，幫

助特殊教學需要學生，推展「一個都不能少」的成長教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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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德育及公民教育   
 

「德育、公民、國民、環境、健康及性教育委員」肩負培育個人操守

品德的責任外，也培育學生成為具豐富公民知識、關心社會的公民。委員

會按照教育局的指引於重要或適合的日子升掛國旗，培養學生的國家意

識。  

 
委員會致力推廣環保文化，包括已安裝智能添水站，便利學生自攜水

樽，減少廢棄膠樽；提供設施回收廢紙、塑膠、鋁罐，將來更會回收發泡

膠；制定及落實節能政策，減少能源耗用及碳排放。委員會亦會推動健康

及性教育，使學生擁有健康的體格及正確的性觀念。  

 
委員會亦統籌全年周會及班主任節課程的安排，培養學生正面、全面

及健康的價值觀。可惜由於疫情停課關係，不少原定的活動均未能進行。  

 
6.3  紀律及品格培養  
 

訓育組訂立清晰的獎懲制度，透過全體老師及領袖生執行，從而建立

學生正確的行為習慣以及價值觀念。  

 
由本學年開始，中一級實行手機存放措施，於每天上課前將手機存放

在班房儲物櫃內，放學前取回，讓同學可專心上課。2019 年 12 月進行中

一級午膳秩序比賽，向中一級同學帶出有禮、惜食的訊息。  

 
本校亦繼續參與保良局推行的健康 Sun Teen 計劃，為同學進行身體

檢查，提升同學對健康的觀念。並且透過不同活動如成長日營，提升同學

抗逆力及團隊建立的精神。  

 
2019 年下半年，訓育組與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協作，於早會講述知法

守法意識及國旗與國歌的象徵意義。亦安排個別輔導及小組面談，與同學

溝通，帶出仁愛、憐憫、謹慎、互相包容和建立和諧校園的訊息。2020 年

疫情停課期間，訓育組繼續以視象形式向各班同學灌輸誠實和尊重網上

課堂及守時等美德。  

 
6.4  學生輔導  
 

月份  活動內容  
2019 年 9 月

開始  

開展中一級午間適應計劃。  

2019 年 9 月

28 日  

安排中一家長茶座，向中一家長報告學生校園生活適

應情況，解答家長疑問。  

2019 年 11 月

2 至 3 日  

為輔導領袖生安排「歷奇體驗之旅—學生成長宿營」  

2019 年 11 月

6 日  

舉辦「友你至醒  」生命教育工作坊，讓中一至中三

級學生參與。  

2019 年 11 月

29 日  

籌辦全校家長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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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活動內容  
2019 年 12 月

10 日  

為中六級學生安排壓力管理工作坊。  

2020 年 1 月

至 6 月停課

期間  

- 透過網上問卷，了解學生經濟及輔導需要，提供申請

有關防疫基金、支援計劃等的資料，與及交相關老師輔

導跟進個案。  

- 協助安排中六文憑試網上集氣大會。  

2019 年 5 月  
舉辦「溫習及考試技巧工作坊」，由教育心理學家以講

座形式講解考試前溫習良方，讓同學為考試作準備。  

2019 年 7 月

3 日  

協助中六放榜前輔導日面談輔導工作。  

2019 年 7 月

22 日  

中六放榜日在校學生輔導。  

 

而本校亦繼續透過「學生支援小組」支援校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亦利用「學習支援津貼」聘請老師及行政助理進行有系統的輔導工作，

讓學生獲得更全面的照顧。  

 

6.5  升學及擇業輔導 .  
 

月份  活動內容  

2019 年 9 月 11 日 
「你敢想·我敢獎」目標在望獎勵計劃起動，中一

至中三級學生全年參與。  

2019 年 9 月 18 日 
九所台灣大學代表團訪校，與校長及老師交流，介

紹台灣升學現況。  

2019 年 10 月 18 日 舉辦聯招及多元出路家長工作坊暨舊生分享會。  

2019 年 11 月 4 日 為中三至中五級學生舉辦初創企業專家講座。  

2019 年 11 月 7 日 為升輔領袖生安排參觀迪士尼青少年團體活動。  

2019 年 11 月 22 日 安排升輔組老師參觀珠海學院，與學院老師交流。  

2019 年 11 月 29 日 
第五屆師友計劃啟動禮，校友梁冠芬校長及馮嘉茵

律師分享生涯規劃心得。  

2019 年 12 月 16 日 為中三至中六級同學安排日本升學講座。  

2020 年 1 月 3 日 
台灣開南大學商學院代表訪校，與校長及老師交

流。  

2020 年 3 月 12 日 為中三級學生籌辦網上視像「中三選科講座」  

2020 年 4 月 9 日 與輔導組共同籌辦中六文憑試網上集氣大會。  

2020 年 7 月 8 日 「你敢想·我敢獎」目標在望獎勵計劃」頒獎  

2020 年 7 月 16 日 中六級放榜輔導日。  

 
 
 
 



P.21 

 
7 結語  

 
37 年來，學校多蒙教育局、保良局校董會及家長、校友多年來的支

持與協助，加上全體教職員通力合作，校務得以順利開展，學生在五育

方面發展理想，學業成績亦表現出色。來年，學校繼續致力於學術發展，

強化學生學習效能，以及培育學生良好的品格。因此，學校的發展計劃

方向大致如下：  

 

1.  不同學科建立自主學習規範，並按科本特色，以不同的教學法及策

略，實踐「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從而促進學生自主學習。此外，

本校會致力培育同儕觀課及友校交流的文化，交流學科教學及成長

教育經驗，以提升教與學效能。  

 

2.  訂定清晰的全校成長教育及價值教育目標，加強不同組別及其他到

校專業人士的協作，從而有規劃地培育學生正向人生觀；積極提升學

生的自我要求、自我形象及抗逆力，讓學生訂立有目標的人生；並製

定價值教育課程教材，讓學生在校園生活中在知識、技能、態度三個

範疇都得到良好的培育，促進學生全人發展。  

 

今後本校同寅定當依循學校所確立的發展路向，向前探索，繼續為培

養社會棟樑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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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錄  
 

一 .  學校發展津貼報告  (Report on the Use of Capacity Enhancement Grant)  

 

二 .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報告  (School-based After-school Learning & 

Support Programmes Report)  

 

三 .  多元學習津貼計報告 (Diversity Learning Grant Report)  

 

四 .  學習支援津貼報告  

 

五. 姊妹學校交流計劃報告 

 

六. 全方位學習津貼報告(Life-wide Learning Grant Report)  

 

七. 推廣閱讀津貼報告 

 

八.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報告(Student Activities Support Grant Report) 

 

九. 捐贈情況 

 

十. 獲批核之保良局基金 

 

十一. 財務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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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批核之保良局基金 (2019-2020) 

基金名稱 計劃名稱 獲批款項 舉辦日期 

李兆忠優質教育基金 增建多用途活動中心(6/F) $200,000 9/2019 – 8/2020 

自我評鑑計劃成效： 

 

由於教育局於 2020年初開始為本校 6/F提供緊急維修工程，因此，本校暫停 6樓多用途活動中

心的增建工程，待教育局工程完結後再作規劃。 

 

成果及經驗分享： 

/ 

 

 

 

基金名稱 計劃名稱 獲批款項 舉辦日期 

郭羅桂珍美麗傳承乒

乓球發展基金 

李城璧乒乓球訓練計劃 $16,000 9/2019 – 8/2020 

因疫情關係，獲再延期使

用一年 

自我評鑑計劃成效： 

 

聘請一位教練執教乒乓球隊學生，提升技術並準備校外比賽。 

可惜由於疫情停課，下學期的比賽及訓練被逼全部停辦，甚為可惜。 

幸而上學期培訓活動已展開，學生與教練相處融洽，成功建立對乒乓球活動的興趣，加上基金能

延期一年使用，明天將繼續今年未能進行的培訓計劃。 

 

成果及經驗分享： 

實踐成果主要在於增強學生乒乓球技術的過程，與及在疫情停課期間與教練的緊急行政安排。惟

未來疫情停課極可能成為常態，如何在未能面授訓練下，仍能有限度地維持學生對體育運動的參

與值得深思。 

 

 

基金名稱 計劃名稱 獲批款項 舉辦日期 

足球發展基金 李城璧足球訓練計劃 $41,480 9/2019 – 8/2020 

自我評鑑計劃成效： 

 

聘請教練執教足球隊學生，並以基金提升學生技術、籌辦校內外比賽活動，本校足球隊成員亦能

藉增加實戰經驗，為校外比賽作最佳準備。 

足球隊招募及訓練已於上學期展開，可惜由於 2020年初疫情停課，原定的下學期校際比賽及校

內比賽及訓練被逼全部停辦，甚為可惜。 

雖然基金未能再帶到下學年使用，惟幸上學期培訓活動已開展，學生能從訓練中增進足球技巧，

同時增強團隊合作精神。本校明年將繼續申請相關基金，期望能延續今年未能進行的培訓計劃及

比賽活動。 

 

成果及經驗分享： 

實踐成果主要在於上學期的訓練，仍能一定程度上增強學生的足球技術與及建立團隊合作的精

神，與及在疫情停課期間與教練的緊急行政安排。惟未來疫情停課極可能成為常態，如何在未能

面授訓練下，仍能有限度地維持學生對體育運動的參與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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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狀況  
Income and Expenditure Statement (2019‐2020) 
Po Leung Kuk Lee Shing Pik College 

Income & Expenditure Statement for 2019/2020 

  HK$ 

GOVERNMENT FUND  

Grant Received  

  - Salaries Grant 47,339,298.01 

  - EOEBG 7,971,836.05 

- Grant outside EOEBG 7,995,980.94 

   

   

  Total Government Fund Income   63,307,115.00 

   

Expenditure  

  Government Fund  

  - Salaries Grant 47,341,076.69 

  - EOEBG 6,492,410.74 

  - Grant outside EOEBG 7,403,524.42 

   

   

  Total Government Fund Expenses 61,237,011.85 

   

Surplus/(Deficit) for the period 2,070,103.15 

   

Accumulated surplus b/f 3,005,518.76 

  
 

Accumulated surplus c/f 5,075,621.91 

   

   

SCHOOL FUND (Included donation,  

  PLK QEF Fund and school activities)  

School Fund Income 858,948.89 

Less:   

  School Fund Expenses 451,507.90 

   

Surplus/(Deficit) for the period 407,440.99 

   

Accumulated surplus b/f 2,847,770.36 

   

Accumulated surplus c/f 3,255,2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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