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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周年報告 (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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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載。本校坐落於荃灣西柴灣角，

為一所政府津貼男女文法中學。目前開設中一至中六級，共 24 班，學生 699 人，

教職員共 86 人。 

 

本校秉承保良局的辦學方針和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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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法團校董會成立於 2012 年 9 月 1 日，在 2022 年 8 月 31 日，法團校

董會成員資料如下： 

校董姓名 校董類別 保良局職銜 

何志豪先生 BBS JP 校監 

辦學團體校董 

顧問局成員 

廖偉芬小姐 辦學團體校董 董事會成員 

湯振傑先生 辦學團體校董 董事會成員 

王倩儀女士 GBS JP 辦學團體校董 行政總監 

林綺薇女士 辦學團體校董 教育總主任 

歐華國先生 辦學團體校董 財務總主任 

叢耀滋先生 辦學團體校董 高級教育主任 

陳可恩女士 替代辦學團體校董 副行政總監 

馮雅詩女士 當然校董(校長) - 

何潔瑩女士 教員校董 - 

袁啟新先生 替代教員校董 - 

蘇淑芳女士 家長校董 - 

袁曉川女士 替代家長校董 - 

呂若琳女士 校友校董 - 

雷雄德博士 獨立校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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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職員 
 

本校現有教師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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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人、教學助理 4 人、

輔導員 1 人、教育心理學家 1 人、行政及技術助理 2 人及校工 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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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 

學士學位 58 98.3 

大專 (非學位) 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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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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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 

行動學習 (時數) 229 

總時數 301.5 

 

b)  教師數據： 

有系統模式培訓的平均時數 22.7 

其他模式培訓的平均時數 36.2 

平均受訓時數 58.9 

 

2.4.2 教職員專業發展日活動 

 

本校教師著重終身學習，全年教師平均受訓時數約 50 小時。本學

年舉辦了 4 次，合共 15 小時教師培訓活動。 

 

於 10 月 27 日的聯校教師培訓日，本校老師參與了由教育局提供的

聯校國安座談會，與另外兩間保良局屬下中學學習國家安全教育的教學

策略、教學議題及教學法探究，座談會中，教師以科目分組，討論國家

安全教育框架如何在科內落實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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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 日第一次教師發展日則裝備教師注意學生成長部分，包括正

向教育及危機處理訓練，當中有角色扮演及問答劇場，輔導組老師及教

育心理學家透過互動形式，讓老師明白如何應對及化解學生危機。 

 

5 月 24 日第二次教師發展日，培訓內容還包括團隊精神訓練、學校

三年發展計劃回顧與規劃、設計思維訓練、資訊素養講座及正向教育活

動(園藝治療、防曬霜製作、擴香石製作及和諧粉彩工作坊等)，透過多

元化活動，增加教師在學生成長及教學上的專業知識，讓教學效能得以

提升。  

 

7 月 7 日亦舉行了本年度第三次教師發展日，首部份本校特意邀請

教育心理學家與教師分享如何辨識及照顧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次部份

則透過分組討論及滙報回顧本校重點關注事項的發展，再作前瞻性的計

劃。 

 

教師發展活動不但多元化，亦讓教師於各範疇從理論、體驗與實踐

增進專業技能，運用於教學上，完善照顧學生各方面的發展及需要。 

 

2.4.3 獲嘉許教職員資料 

 

2021-2022 年度「家長也敬師嘉許禮」中頒發嘉許獎狀予錢志威老

師及鄭偉明老師。 

 

本年度劉佩賢老師、蕭清雅老師、彭展飛老師、楊麗莉老師、王旻

鳳老師及蔡志輝先生，獲保良局長期服務獎。 

 

 

3 班級結構及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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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127 118 117 104 104 699 

 

 

4 學習與教學 

 

4.1  學生表現及畢業生出路 
 

受疫情影響，應屆畢業生高中學習生涯受制於各種形式的防疫限制；然

而，本校師生能以「迎難而上」的態度，締造美好的成績，在 2022 年中學

文憑試，學生表現良好，整體學科考獲 5 級或以上佔 7.2%，考獲 4 級或以

上佔 32.5%，考獲 2 級或以上佔 97%。四個核心科目之合格率分别為：中國

語文 100%、英國語文 97%、數學 96%、通識教育 97%，部份選修科目成績

超卓，如經濟科：5**比率 6.9%;5 級以上比率 17.2%; 4 級以上比率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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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科：5 級以上比率 20.8%; 4 級以上比率 50%。歷史、企業會計及財務

管理、視覺藝術、數學選修單元二等，考獲 2 級或以上達 100%。學生考獲

入讀大學及專上院校課程要求的比率分別為 50%及 97%，而透過大學聯招計

劃進入本地大學升讀學士學位課程的比率則為 52%，升讀海外大學或其他本

地專上學院的比率為 46%。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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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荃葵青優秀學生選舉 3A 譚凱喬 獲初中組優異獎 

6D 易文儁 獲高中組優勝獎 

第三十一屆荃葵青區傑出學生選

舉 

5A 陳凱進 優異學生獎 

教育局及羅氏慈善基金：高中應

用學習獎學金 

6D 林潤晴 

尤德爵士紀念獎學金 6A 巫祐燊、6A 謝頴樂 

哈佛圖書獎 5A 盧俊亨、5A 鍾恩桐、5B 盧卓翹 

「明日之星」計劃上游獎學金 3D 康樂琪、4A 林君銳、4D 何虹艷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第六屆全港青

少年進步獎 

5B 王思祺 

荃灣鄉事委員會獎學金  3A 譚凱喬、4A 劉昊霖、陳康琪、 

4B 戴詠喬、5A 李綽峰、潘穎賢 

保良局何玉清兒童及教育基金 5A 陳凱進、5A 翟妙莉 

保良局黎麗卿進步獎學金 1D 何家盈、3B 楊基法、5C 胡孟澤 

保良局伍何永貞紀念教育基金 3A 譚凱蕎、4A 區漢樑、5A 李綽峰 

(學業成績出眾者) 

3B 李逸軒、4B 程思齊、5D 羅潁璇 

(成績有顯著進步) 

4D 吳善兒、5A 翟妙莉 

曾紀華紀念獎學金 4B 戴詠喬、趙伯軒、5B 劉芷昕 

保良局屬下中學文憑考試獎學金 6A 謝頴樂、6D 易文儁 

保良局屬下中學音樂獎助學金 4A 區漢樑、5B 譚芷晴 

保良局福珍獎助學金 4A 張宇辰、李卓朗、林君銳、 

樊浚兒、陳昕怡、蔡君瑤、蔡瑋樂、 

4B 許凱豐、梁諾茵、戴詠喬、 

4C 梁紫瑩、梁紫薇、 

4D 何虹艷、吳善兒、 



5 

 

5A 翟妙莉、何睿、5B 劉芷昕 

保良局王月仙助學金 1C 葉穗峰、2A 李穎心、3D 康樂琪、 

4B 梁諾茵、5B 劉芷昕 

保良局吳辛靜珊紀念獎助學金 4D 何虹艷 

向上游獎勵計劃獎學金 6B 魏雨晴 

 

 
4.3  學術交流 

 

一如以往，本校各科組每年均籌辦及參與多項境外學術考察活動。然而

本學年仍受疫情影響，學生依然未能親身前往海外考察交流。但學校師生繼

續透過互聯網，與境外友好學校及機構進行不少交流活動。例如︰本校與台

灣桃園平鎮高中師生進行網上聯繫，嘗試以本土零食作主題，於網上交流前

先互相寄送當地特色零食，於網上交流時邊吃邊分享，了解當地文化；同時，

亦參與了網上虛擬考察，透過網絡視像參觀日本宮崎農村，認識當地的著名

農業產品及卡通宣傳手法，本校堅持在抗疫之餘不忘聯繫世界，盡力善用多

種境外交流活動形式，培養學生心懷天下、探索世界之精神。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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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2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香港賽

區） 

3A 陳鳴   全國複賽 10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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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盼盼、3D 陳雨欣、4A 楊思瑤、 

4A 王曉晴、4B 祝凱晴、4B 梁諾茵、 

4C 肖沛珊 

獲優異獎 

荃灣區道路安全填色繪畫及標語創

作比賽 

2A 劉安 季軍 

3A 譚凱蕎 冠軍 

「疫症無情 人間有情」徵文比賽 5A 林博汶   三等獎 

第 73 屆校際朗誦節 1B 楊逸熙、黃君諾、2A 梁睿恩、 

2B 張心悠、3A 鄭松玲 

獲良好獎狀 

1A 湯欣澄、 

1B 葉泓彥、李睿翹、陳柏宇、 

2A 周盼盼、3A 鄭璟盈、徐敏珊 

獲優良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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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語文科 

 

活動舉辦機構及參加比賽項目 獲獎項目 

東華三院好人好事寫作比賽 
TW Groups Good People Good Deeds 
Writing Competition 

5A 鍾恩桐 高中組首 10 名 
Top 10 candidates of Senior Level 

「雅卓盃」寫作徵文比賽 
Arch Cup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1A 李卓軒 初中組銅獎 
Junior Form Bronze Award 

The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73r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English Speech 

SOLO VERSE SPEAKING  
(GIRLS SECONDARY ONE) 
1A  Ho Ching Lam     (Merit) 
1A  Mak Wing Sum  (Merit) 
1A  So Sin Ka             (Merit) 
1A  Tang Tsz Yau      (Merit) 
 
SOLO VERSE SPEAKING 
(BOYS SECONDARY TWO) 
2A  Au Chun Hei    (3rd ) 
2A  Wong Ho Jing  (2nd ) 
 
SOLO VERSE SPEAKING  
(GIRLS SECONDARY TWO) 
2A  Tang Cheuk Ying          (Merit) 
2A  Zhou Panpan Amy       (Merit) 
2B  Kwok Chui Yan Jenny  (Merit) 
 
SOLO VERSE SPEAKING  
(GIRLS SECONDARY THREE) 
3A  Chan Lok Sum        (3rd ) 
3A  Tam Hoi Kiu Fion   (Merit) 
 
SOLO VERSE SPEAKING  
(BOYS SECONDARY THREE) 
3B  Lin Ruoyu       (Merit) 
3B  Tse Tsun Hoi  (Proficiency) 

 

 

數學科 

 

活動舉辦機構及參加比賽項目 獲獎項目 

香港理工大學及國際教育研究中

心舉辦的「SNC 國際數學能力測

試」 

18 位初中及 37 位高中被邀學生被評

定為資優類別，部分並參與香港理工

大學應用數學系數學資優教育課程，

其數學能力得以進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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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科 

 

活動舉辦機構及參加比賽項目 獲獎項目 

香港善導會主辦：模擬法庭公義

教育計劃中的模擬法庭比賽 

殿軍 

最佳律師獎︰4A 李綽鋒 

善德基金會主辦《國家安全教育

通通識》校際挑戰賽 

知識王者賽中學組亞軍 

6A 鍾恩桐、李綽峰、何敬然 

 

 

經商科 

 

活動舉辦機構及參加比賽項目 獲獎項目 

JAHK 主辦及匯豐香港贊助「JA財智

新世代—香港創新挑戰賽」 

 

 

香港區亞軍 

 

中三隊伍 Team 13 pro max 憑藉無限創

意及豐富的理財知識，為「Money Talk 

Podcast」構思創新市場推廣策略。 

隊長：3A 陳樂心 

隊員：3B 林諾言、3A 黃思穎、 

3A黃穎妍、3A 陳雪靜、3B 林若愚、 

3B 馮爾正 

2021 JAHK 學生營商體驗計劃比賽 

 

學生公司 Unbounded 榮獲 JA亞太區最

佳學生公司亞軍 

最佳商業影片 

最佳財務管理 

6A 吳嘉瑩、謝頴樂、李悅怡 

6D 易文儁 

 

 

音樂科 

 

活動舉辦機構及參加比賽項目 獲獎項目 

洛可可弦樂 

「洛可可國際音樂比賽」  
吹管樂獨奏冠軍 
4A 區漢樑   

吹管樂合奏季軍 

3A 何姿玟、黃思穎  

香港國際表演演藝術教育協會 

「香港卓越音樂家大賽」 

銅管樂初級組亞軍 
4A 區漢樑 

藝韻管弦樂協會 

「第 9 屆香港國際音樂節藝韻盃」 

銅管樂中學組亞軍 
4A 區漢樑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74 屆學校音樂節比賽」 

馬林巴琴獨奏中學組亞軍及金獎 

4A 陳康棋 

三級鋼琴獨奏銅獎 

2C 黎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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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聯校音樂大賽」 

獨唱中學組金獎 

2B 郭翠欣 

鋼琴獨奏高級組銅獎 

2C 黎俊傑  

保良局屬下中學音樂質素圈獎勵計

劃 

金校徽 

3A 黃思穎 

4A 區漢樑 

4B 曾子華 

另外共 3 位學生獲銀校徽; 

8 位學生獲銅校徽 

 

 

視覺藝術科 

 

活動舉辦機構及參加比賽項目 獲獎項目 

香港城市大學城市大學 

中學生傑出作品展 

3A 林靜   （展出作品） 

4B 馮浠鈅 （展出作品） 

4B 王霺   （展出作品） 

4C 吳璟瑩 （展出作品） 

4D 周婷婷 （展出作品） 

香港藝術發展局校園藝術大使 5B 黃翠瑩 （嘉許狀） 

6D 馮潁殷 （嘉許狀） 

「上·文化」國際動漫兒童繪畫大賽 3C 羅凱鳴（銅獎） 

動畫之漫畫學舍國際動漫兒童繪畫

大賽 

3B 熊詠恩（金獎） 

 

「上·文化」秋風繪畫大賽 

 

3C 羅凱鳴（銀獎） 

早安同學會時裝設計比賽 5D 黃頌恩（入圍獎） 

香港大學數據科學藝術館 

數據科學藝術館美術創作比賽 

5D 黃頌恩（入圍獎）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 

全港青年標語及海報設計比賽 

4B 馮浠鈅（優異獎） 

4B 謝曉風（優異獎） 

5B 呂以琳（優異獎） 

慶祝香港回歸 25 周年全港中小學

中國畫比賽 

2C 林頌欣 (初中組特別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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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 

 

活動舉辦機構及參加比賽項目 獲獎項目 

荃灣及離島區中學校際比賽 

田徑項目 

男子乙組跳高季軍     4B 陳家賢 

女子乙組 800 米季軍 3A 譚凱蕎 

荃灣及離島區中學校際比賽  

游泳項目 

 

男甲 50 米蛙式  

男甲 100 米自由式 

 

男乙 100 米自由式 

男丙 50 米自由式 

女甲 50 米自由式 

女甲 100 米自由式

女甲 50 米蛙式 

女乙 50 米蛙式 

女丙 100 米蛙式 

亞軍 6B 鄭日東 

季軍 5C 邵諾行 

殿軍 5D 陳澤煒

殿軍 3A 黃裕搴

亞軍 2C 李亦亮

亞軍 5B 章爾心

冠軍 6B 曹爾桓

季軍 5B 徐瑋翎

季軍 3A 謝詠瑤

冠軍 2B 黃穎彤 

荃灣及離島區中學校際比賽  

羽毛球項目 

男子甲組團體  

 

 

 

 

女子甲組團體  

 

季軍 6D 李儁彥

5B 黃進彥

4B 何宗銘

4D 黃卓瀚 

亞軍 6B 林穎妍

5C 湯翠鈺

2B 麥芷恩 

荃灣及離島區中學校際比賽  

乒乓球項目 

男子甲組團體  

 

 

 

女子乙組團體 

  

 

 

 

男子乙組團體  

 

亞軍 6D 陳展翹

6D 周柏岐

4A 劉昊霖

4B 趙伯軒 

冠軍 2B 盧紫昕

3A 陳雪靜

3A 謝詠瑤

3B 黃敬瑤 

殿軍 2A 李奕朗 

3B 陳尚恩

3B 李康哲

3D 陳尚曦 

3D 鄭子泰 

保良局屬校乒乓球比賽 2021-22 

 

 

 

 

 

 

男子組 

 

 

 

女子組  

殿軍 3B 陳尚恩 

3D 陳尚曦 

4A 劉昊霖 

4B 趙伯軒 

季軍 2B 盧紫昕

3B 黃敬瑤

5D 鄒詠 

荃灣民政事務處  

荃灣各界慶祝荃灣新市鎮成立 60

週年活動足球比賽 

中學組  本校足球隊獲得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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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活動 

 

學科 日期 活動內容 

體育科 2021 年 10 月 學界游泳比賽 

2021 年 11 月 地壺球體驗 

2021 年 12 月 城璧健兒大步走（虛擬線上跑活動） 

2021 年 12 月 周年陸運會 

2021 年 12 月 學界田徑比賽 

2022 年 5 月 旋風球體驗 

2022 年 5 月 禁毒攤位遊戲 

2022 年 5 月 網上虛擬運動會 

2022 年 6 月 保良局屬校乒乓球比賽 

2022 年 6 月至 8 月 學界球類比賽 

跨學科 

(各科與

境外交流

組協作) 

2022 年 8 月 3 日  舉辦「全方位活動日」，讓學生通過遊

覽迪士尼樂園或海洋公園，獲得不同學

科的知識，整理資料以展示學習成果，

透過此活動啟發學生思維、想像力及創

造力。 

視藝科 2021 年 9 月 18/25

日、10 月  2/ 

9/16/23 日  

渣打藝趣嘉年華工作坊及巡遊活動 

2021 年 10 月 22 日  南豐紗廠藝術展參觀覽暨工作坊 

2021 年 12 月 15 日  壓克力板小夜燈工作坊 

2021 年 12 月 26 日  酒精墨水繪畫工作坊 

2022 年 5 月 28 日  巴塞爾藝術展參觀 

2022 年 6 月 25 日至

6 月 30 日  

舉辦「藝術五嚐」中六畢業作品展，於

本校「心晴空間」舉行。 

2022 年 7 月 18 日及

8 月 1 日  

回收再造棉花球工作坊 

2022 年 8 月  陶藝茶壺製作工作坊 

2022 年 8 月 10 日  永生花工作坊 

 

 
4.5  聯課活動 
 

聯課活動委員會轄下有 6 個組織，包括學生會、四社、體藝校隊、學術

學會、興趣學會及制服團隊，當中包括 53 個學術、興趣、體育和音樂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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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聯課活動，使學生在德、智、體、羣、美五方面，得到均衡的發展。 

 

聯課活動委員會積極配合本校的發展方針，除了鼓勵同學善用資訊科技

去推動及宣傳活動外，更協助同學在策劃活動上多用英語表達，以達致本校

的重點關注事項。同學除了以英語撰寫會議紀錄及活動通告外，更以英語進

行活動宣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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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課活動委員會每年均為本校學生舉辦多元化的活動，除了恆常的學會

活動及上述各組織的活動外，較為大型的課外活動包括：9 月，四社周年大

會、學會招募日和學生會選舉；10 月和 6 月，學會活動日；而 6 月 15 日舉

辦之學會活動日，更配合正向教育主題舉行。另外，本校亦積極培育領袖，

於 7 月舉辦了初中領袖培訓活動及高中領袖培訓活動，讓同學擴闊視野、發

展領袖的素質。 

 

音樂活動(管樂團、合唱團及手鈴隊)及表演藝術活動 

日期 活動內容 

全年 為配合本校全人教育發展方向，及使更多學生能受惠於

「全方位學習津貼」，本校開設「表演藝術課程」。中一

級學生可選擇音樂、戲劇或舞蹈範疇課程，例如手鈴、小

提琴、敲擊、戲劇與西方舞蹈舞等，每星期上兩節課堂，

最後於匯演中展示學習成果。 

2021 年 8 月至

2022 年 8 月  
香港藝術節為慶祝五十週年，特意舉辦「藝術 X 科技創作

比賽」。本校 6 位同學:4A 李思杰、樊浚兒、李諾然、4B

麥智韜、曾子華與謝曉風組成隊伍 Oasis，在本地藝術家

及專業導師的藝術指導下學習，實行其創意構想。隊伍經

兩輪甄選後，成為「藝術 X 科技創作比賽」決賽 – 中學

組最後兩強。惟決賽受疫情影響而取消，其構想最終被收

錄於【《拉娜》啟航香港】紀錄片中。 

2021 年 9 至

12 月  
參與香港藝術發展局主辦「藝團與學校伙伴計劃」，與專

業聲樂藝團「美聲匯」合作，為本校成立「無伴奏合唱校

隊」及為合唱團進行音樂劇訓練，其後向全校師生演出。 

2022 年 4 月  4B 戴詠喬獲選為「校園藝術大使」(音樂) 

2022 年 5 月  合唱團為畢業典禮「傳光禮」獻唱 

2022 年 8 月  中一級學生參與「表演藝術結業匯演」 

 

 

舞蹈比賽 

 

日期 活動或獎項內容 

2021 年 11 月  香港學界舞蹈

協會第 58 屆學

校舞蹈節 

中學組雙人舞  甲級獎 

4B 薛仲嫻、4D 鍾浩邦 

中學組三人舞 甲級獎及編舞獎 

3A 黃穎妍、3D 陳雨欣、4D 戴穎心 

學校舞蹈節校園健康舞 甲級獎 

5B 何俊彥、徐瑋翎 

5C 陳隆基、何謙陶、利子軒、黃俊賢、

胡孟澤、賓芷曦 

5D 陳澤煒、陳昊天、黃俊康、李政軒、

許曉晴、梁凱茵、梁麗觀、羅潁璇、 

麥迅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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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3 月  
屯門區第 54 屆

舞蹈大賽 

金獎 

2A 陳珮詩、李穎心、周盼盼 

2B 陸美碧、倪曼欣 

2C 張紫晉、戴穎韜、黎樂儀、吳珮沂 

2D 宣能傑、鄧逸鋒、何安瑤、黃雅穎 

3A 黃思穎、黃穎妍 

3D 陳卓樺、陳雨欣 

4B 陳衍橋、梁樂然、薛仲嫻、楊婉晴 

4C 吳璟瑩 

4D 鍾浩邦、何虹艷、戴穎心 

 

 

服務學習與社區參與  

 

本校獲香港青年協會認證為「有心學校」，積極推動學生成為義工，並

獲授青協義工團體年度嘉許銅獎及公益少年團積極團隊獎。而公益少年團與

義工隊每年均舉辦參與社區服務及領袖培訓活動，如籌集物資予區內獨居長

者，認識基層家庭的生活，與協助環境保育工作，鼓勵學生做一個熱心公益

的青少年。而學生獲青協義工年度嘉許計劃頒授 1 項金獎、10 項銀獎與 48

項銅獎；亦於公益少年團獎勵計劃中獲頒授 1 項中級獎章、8 項初級獎章及

13 項基本級獎章。本校透過周會安排多元化的主題講座，例如︰生命教育

講座、義工講座等等，讓同學反思不同的價值觀及建立健康、積極及正向的

人生。 

 

此外，本校發揮「行善助人」及「感恩知德」的保良精神，參加保良局

線上慈善步行，老師以小組形式分時段帶領 150 多個學生由荃景圍校園步行

至深井，是次活動為保良局籌得超過兩萬元的善款；另外，本年度的保良局

戶外賣旗活動多達 350 名師生參與。本校更於保良局服飾日籌款獲得銅獎及

保良局戶外賣旗最高參與人數獎（中學及愈質私校組）獲得季軍。 

 

 

日期 活動或獎項內容 

2021 年 9 月  義工隊舉行「愛心水果慶中秋」，共向各班同學收集到

70 個愛心水果與心意卡。義工隊隨即整理，並親身送到

香港家庭福利會象山邨服務中心，與區內長者共迎佳節。 

2021 年 11 月  由荃灣區青年活動委員會及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荃灣會

所合辦「荃城義工獎勵計劃」，10 位義工隊成員獲提名

並獎勵暢遊海洋公園。 

2021 年 11 月  公益少年團舉辦「慈善花卉義賣」，裁種後向家長與師生

售賣花卉，為公益金籌善款，並獲團體優異獎。 

2021 年 11 月  服務學習組與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合作，進行了為期三日的

發泡膠回收活動，推動校內的環保意識。學生期後參與

「迷失的寶藏」發泡膠回收行動計劃，帶同收集的發泡膠

學習回收程序，加強環境保育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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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義工隊舉行「聖誕送暖行動」，讓同學填寫心意卡，連同

香港青年協會給予物資包裝及轉贈予社區長者。 

2022 年 6 月  本校共 8 名公益少年團領袖參與「關愛探射燈：斗室中的

故事 – 基層家庭的生活」活動，透過與「香港聖公會麥

理浩夫人中心」職員及街坊導師交流，認識基層生活以及

不適切住所環境，立體地了解當前劏房居民所面對的住屋

環境及香港房屋狀況。 

2022 年 6 月  創興銀行「友‧導向」的友師夥拍香港失明人互聯會，帶

同本校 14 位同學參與視障家庭探訪活動，探訪荃灣、葵

涌和石硤尾區的視障家庭，向他們送贈載有食物、日用品

及防疫物資的禮物包，藉此與視障人士及其家人互相交流

及分享，送上誠懇的慰問。 

2022 年 7 月  

本校 10 位中二至中四學生視像探訪荃灣松齡俊景護老中

心的長者，並將口罩、心意卡與毛巾包成禮物包，於探訪

日先送到中心以轉送各長者。 

2022 年 7 月  

本校參加保良局線上慈善步行，老師以小組形式分時段帶

領 150 多個學生由荃景圍校園步行至深井，是次活動為保

良局籌得超過兩萬元的善款。 

2022 年 8 月  
本校參加保良局戶外賣旗活動，全校共有 350 人參與活

動。 

 

 

領袖培訓活動及獎項  

 

 

 

5 成長教育及學生支援 

 

5.1 成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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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學習需要學生，推展「一個都不能少」的成長教育精神。 

 

日期 活動內容 

2021 年 10 月  6B 曹爾桓 

獲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香港課外活動優秀學生表

揚計劃」中學組 課外活動傑出學生獎 

2022 年 7 月  初中及高中領袖培訓計劃 

2022 年 7 月  
「鄭余雅穎·培菁女性創效基金」參觀瑞信香港

（Credit Sui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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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一直重視正向教育的推廣，輔導組在校內以不同活動培育學生成長

型思維及啟發學生善用性格強項，以積極人生態度去回應成長上的挑戰。此

外，輔導組舉辦「如何塑造子女良好品格」家長講座及正向家長小組，讓家

長學習如何運用正向思維教導孩子。再者，輔導組推行全校「21 天遇見不

一樣的自己」計劃、「正向座右銘選舉」及正向教育週等活動，強化學生對

正向思維的認識及實踐，讓本校成為一個關愛正向的育人環境。本校於本年

度榮獲香港基督教服務處「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2021」頒發關愛校園榮譽學

校及浸會愛群社會服務處「樂繫校園獎勵計劃 2021」頒發的「樂繫校園人

際連繫特別獎」，表揚本校積極推廣及實踐關愛文化之努力。 

 

本校已經第三年獲得香港賽馬會幸福校園實踐計劃資助，以靜觀及正向

教育主題，設立「心晴空間」（Wellness Hub），本校建立中一級全年正向

教育課，課堂設計具備靜觀、音樂及藝術減壓、生命教育和生涯規劃元素，

盼望提升學生的抗逆力。另外，本校於中一級推行表演藝術課程，透過藝術

活動，讓學生心理健康發展。 

 

除此之外，本校亦參與保良局推行的健康 Sun Teen 計劃，為學生進行

身體檢查及精神健康教育，提升同學對全人健康的觀念；並且透過攤位活動

及學生講座，提升同學抗逆力及建立健康社交生活之能力。 

 
 
5.2  德育及公民教育  

 

德育及公民教育委員會積極透過多元化的德育課和周會節，致力培養學

生正確的價值觀，使學生建立良好的品格，並提升國民身份認同感。 

 

在提升國民身份認同感方面，委員會聯繫不同的制服團隊，組織升旗隊，

協助每周的升旗儀式進行。此外，透過升旗禮後的「國旗下的分享」，不同

學科介紹祖國最新的發展，讓同學更全面認識現代中國。另外，各班班房均

設有「國情面面觀」壁報，委員會會適時更新國情資訊，張貼於壁報板上，

讓學生可以清楚了解國家最新發展。 

 

在校外活動方面，本校 6A 謝穎樂及吳嘉瑩同學於保良局及紫荊雜誌社

合辦的「璀璨香江」慶回歸 25 周年校園圖片展暨學習分享會擔任導賞員，

向嘉賓介紹香港回歸祖國以來在政治、經濟、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

育、社會等各領域的重要成就和發展進步。 

 

為加強學生知法守規的概念，委員會邀請了港區人大代表陳曉峰律師蒞

臨主講「認識中國憲法、基本法及國安法」講座及參與廉政公署所舉辦的

「廉政互動劇場」，藉此增加學生對法律的認識。 

 

另外，委員會轄下環境教育組以減廢為題，參加了「迷失的寶藏」發泡

膠回收活動及舊衣回收棉花製作工作坊，鼓勵同學身體力行，愛護環境及善

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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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轄下健康教育組本年度則推廣「惜食」文化，聯同校園電視台製

作短片，於節慶前播放，呼籲學生嚮應；同時設計了不同年級主題的性教育

課，除令學生擁有健康身心外，亦懂得互相敬愛、尊重。 

 

 

5.3  紀律及品格培養 
 

訓育及品格培育組訂立清晰的奬懲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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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本學年初中繼續實行手機存放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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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育及品格培育組亦在早會及周會節時由學長、訓育主任及警區警長向

全校同學講述知法守規的重要性，讓同學明白知悉規則內容及遵守法規的精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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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同學對健康的認知，另外，本校亦舉辦不同類型的抗毒活動如抗毒

線上跑、「毒品的禍害」攤位遊戲等，鼓勵同學多參與有益身心的活動，遠

離毒品。 

 

而訓育及品格培育組亦透過不同的計劃及活動，提升同學的品格和內涵，

包括「準時回校上課獎勵計劃」、「遵守攜帶手機回校規則獎勵計劃」和

「校服儀容獎勵計劃」，凡達標的同學均可獲加操行分，以培養同學守時守

規的精神；品格培育小組亦安排小組培訓時段，向學生領袖灌輸正向教育元

素，成為他們成長的動力和基石。另外，亦會約見個別重覆違規的同學，針

對他們的問題，找出提升個人能力的方法，突破自己的界限；更不時與家長

聯絡、面談，了解學生成長上和學業上遇到的問題，家校協作，務求多方面

教育學生改善自己。 

 

 

5.4  學生輔導 
 

月份 活動內容 

2021 年 9 月 2-7 日  進行中一迎新活動 

2021 年 9 月 30 日  安排中一家長茶座，向中一家長介紹學生校園生

活，以及分享升中適應有關的資訊，解答家長疑

問。 

2021 年 9 月  開展中一全年正向教育節，每週三向學生教導有

關音樂與藝術減壓、靜觀與生命教育及生涯規劃

等主題。 

2021 年 10 月  舉行正向座右銘選舉，每班選出最能鼓勵自己的

正向提示，張貼在班上壁報板。 

2021 年 10 月至 12 月  舉行「21 天—遇見不一樣自己」活動，全校同學

訂立一項目標，在 21 天持續努力實踐，追求自

我突破和應用成長型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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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 2 日  舉行正向溝通教師培訓工作坊 

2021 年 11 月 24 日  為中一級舉行認識性格強項工作坊 

2021 年 12 月 7、14 日  中六壓力管理工作坊(保良局教育心理學家) 

2021 年 12 月 21 日  舉行「聖誕校園充滿愛」活動 

2022 年 3 月至 4 月  舉行心晴空間卡通人物設計比賽，設計推廣正向

訊息的吉祥物 

2022 年 3 月 9 日  為中六級學生製作星星手工皂作為惜別禮物包 

2022 年 5 月 7 日  舉行如何塑造子女良好品格家長講座 

2022 年 5 月 21 日、6 月

11 日、18 日  

舉行如何塑造子女良好品格家長小組 

2022 年 5 月 24 日  舉行鬆一鬆教師工作坊(和諧粉彩體驗、園藝治療

活動及擴香石製作) 

2022 年 6 月 13 至 15 日  舉行正向教育週，在早會安排老師與同學分享正

向訊息，同時小息透過攤位遊戲教導學生成長型

維及正向關係的重要性。 

2022 年 7 月 15 日   舉行 slasher 生命教育工作坊 

2022 年 7 月 16 日  舉行和諧粉彩親子工作坊 

2022 年 7 月 22 日  舉行禪繞畫體驗親子工作坊 

2022 年 7 月 23 日  舉行親子體操運動工作坊 

2022 年 8 月 15 日  舉行同理探索劇場，讓參加者扮演不同角色，培

養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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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請老師及輔導員進行有系統的輔導工作，讓學生

獲得更全面的照顧。 

 
 

5.5  升學及擇業輔導 
 

月份 活動內容 

2021 年 11 月 26 日  

為中四至中六家長舉行「畢業生升學出路家長

工作坊」，分享升學多元出路及充親子正向生

涯規劃技巧。 

2021 年 11 月 29 日  
開展 20 位中四至中五學生參與「友·導向」師

友計劃-創興銀行活動。 

2022 年 1 月 28 日  舉辦「內地免試招生計劃升學講座」 

2022 年 1 月 15 日  內地升學免試招生計劃講座 

2022 年 4 月 9 日  舉辦「中三升中四選科新動態家長講座」 

2022 年 5 月 27 日  
中四級「自主學習·成長飛翔」提升學生表現

計劃開展 

2022 年 6 月 4 日  臺灣升學講座 

2022 年 7 月 15 日  
為中六學生舉辦「攜手·同行文憑試放榜輔導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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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7 月 22 及 29 日  
參與 JA「展才·啟夢」活動，由商務義工帶領

學生撰寫自我介紹、面試技巧及 CV。 

2022 年 7 月 23 日  

第七屆師友計劃啟動禮，傑出基督教香港信義

會信義中學梁冠芬校分享「城璧人的過去、現

在與未來」，佛教沈香林中學呂恆森校長、社

工凌煒鏗先生及茶葉品牌創辦人謝曉雪女士等

等。 

 

 

6 學校發展計劃關注項目⎯⎯成就與反思 

 

2021-2022 學年仍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學校維持半天上課天一段時間，

亦經歷了長時間網課的日子，但師生上下在兩年多的疫情影響下，能把握機遇，

已熟悉上網課及引導學生自主學習的技巧；本年度，我們加入了不少網課的互

動元素，亦利用不同的自學教材及習作，使之成為常規教與學策略，令學生上

課更為投入，亦提升了他們自主學習的能力。本校在「自主學習」及「正向價

值教育」上皆不斷求進，愈趨成熟，日後本校必定將這些常規化，成為日常教

學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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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的要求，容易知

所遵從。 

本學年的實踐 

此周期的三年計劃已走進最後一年，本校各科已建立恆常使用的電子自主學

習平台，各科均廣泛運用 Google Drive 儲存自學材料予學生，讓學生隨時在家

進行預習或課後重溫。例如中文科在日常評估滲入自學元素：各級設有統一的

自學材料，如初中的《妙用成語警句》、《歷代文言小故事》及高中為統一校

本教材《文化知識》，藉有系統的校本自學規劃，以上自學材料的內容會於平

常小測中考核，並計算小測平時分。又使用網上資源「智愛中文學習網站平台」

及「篇篇流螢跨課程網上閱讀平」供學生自主學習。 

英文科、數學科、物理科、生物科、中史科及日文科等則恆常加入「翻轉教

室」 (Flipping Classroom)及「協作教學」，以影片、聲帶或網上互動平台，讓

學生能於課堂前好好預習，與同學多作協作，課堂自主參與度得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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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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各科都成功利用更多變的教學法及策略，提升學生學習的效能。例如善

用多媒體教學，運用影片 /Google Form/Nearpod/  Kahoot! /Quizziz /Quizle 

/Grammarly/gmath、Question Generator 及其他教學程式以要求學生進行預習

或總結課題，並將各課學習材料上載於 Google Classroom 中，藉以上有趣的學

習及互動方式，加強學習動機，並使學生更了解課題。 

數學及理科創造輕鬆和諧的課堂環境，透過進行課堂活動，在教師較少的參

與下，讓學生共同進行探索、推論和理解概念和定理，從而掌握學習目標。

STEAM 課堂以小組形式進行，題目雖有規範，但執行內容則由學生主導，教師以

輔助者角色，協助學生解難和優化其作品。 

而中史及歷史科在課上多以小組討論和小組匯報形式，引導學生協作討論中

尋得答案，重視學生在課堂的參與，引入以學生為主導的課業，如「寫給某歷

史人物的信」，學生必須先理解古人事蹟，再加入己見。 

教師發展委員會舉辦有關「設計思維」教學模式的工作坊，令老師明白要以

「學生為中心」作思考教學法之開端，提升教與學的效能。不同科組亦會向學

生派發電子問卷，透過了解學生的意見及學習進度，調整及完善教學過程。 

為進一步強化學生充份使用各科所設「自主學習」教材，各特意於上學期考

試增設有關教材的考核，用以提升學生以自主學習為溫習之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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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近年重視同儕互相砥礪進步，各科組老師之間互相觀課，交流教學法及

分享經驗，尤其在自主學習方面，包括課前預習、課堂流程及課後功課及評估，

都能互相協作改善。教師發展委員會增加同儕觀課的元素，包括本科及跨學習

領域(KLA)觀課共 95 人次，透過專業交流，提升教學效能。 

 

就實踐的反思 

1.  本校「以學生為中心」自主學習的學與教策略已經穩步確立，並邁向恆常

化。首先，照顧學生自學預習的「翻轉教室」及網上交流平台的運用漸見

純熟；於課堂上，隨著每位老師皆由學校派發一部平板電腦，電子教學已

得到廣泛應用，有助提升學生課堂的投入感及參與度。未來，由於疫情的

影響，學生有機會長期網課，以致學生的學習差異更大，如何繼續提升學

生的學習動機、效能及學習興趣，並在學習過程中有更高的投入感將是本

校希望力臻完善的目標。 



19 

 

2.  教師與校內同儕及校外同工的專業交流，亦是本校持續重視的一環。隨著

急速多變的教學環境，教師能本著終生學習的理念，了解現今學生的特質，

再配合最適當的教學法，才能真正提升教與學的效能。期望未來疫情的影

響漸漸消退，教師能與不同學校的同工作更多專業交流，建立專業學習社

群，著實研究自主學習模式的教學之餘，亦實踐照顧學生不同學習需要的

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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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助學生訂立積極的人生觀，培養學生具正向思維，增加他們的快樂感，

營造校園的正向氛圍。 

本學年的實踐 

本校各科組都在教學活動中滲入正向教育元素，營造積極正向的校園氣氛，

而各個成長教育組別繼續以正向教育作為發展活動的主要方向。 

輔導組今年繼續舉行「正向教育週」，主題是“Better Together”，藉此培養

校內學生的正向思維及正向關係。老師透過早會及音樂分享，發放正向訊息；

在小息期間，領袖生團隊舉行攤位遊戲，讓同學在遊戲中學習正向價值觀。另

外，又舉行正向座右銘選舉，在校園張貼勵志正向的標語，建立校園正向文化

的氛圍。在各級舉行成長型思維工作坊及性格強項工作坊，幫助學生建立正面

思考的能力和自我價值。為讓學生學以致用，輔導組在每級舉行了「21 天遇見

不一樣自己」，讓同學訂立目標挑戰自己，學習在過程中應用成長型思維。隨

著「心晴空間」工程完成，同學透過「心晴空間卡通人物設計比賽」，設計卡

通人物傳遞正能量。為減輕同學的考試減力，在早會帶領全校進行試前靜觀體

驗，學習靜觀呼吸。 

其他學科亦積極推廣正向文化，視藝科加插關於正面價值觀主題，如中二級

與輔導組合作，製作正向主題的金句卡；中三級則以「心靈花園」為題創作陶

瓷花盆並點綴「心晴空間」環境、以「寄上祝福」的聖誕卡板畫創作、為學校

設計公共雕塑。利用多元化的活動，帶領學生感受校園的正向氛圍。物理科亦

透過讓學生參與由康文署舉辦的風帆課程 - 「風帆學物理+ STEM」計劃，令

學生在體驗中學習物理理論，並從中找到快樂。 

而升學及就業輔組亦舉辦了「畢業生多元出路講座」當中與家長分享親子正

向生涯規劃，又舉行「自主學習·成長飛翔」中四級提升表現計劃，讓學生明白

自己在中、英、數等學科上的不足，可以透過努力去改進；德育及國民教育組

承接過往兩年所編定的初中德育課教材，今年新編了高中教材，配合各科組協

辦的周會節，從多角度培育學生正確的價值觀。 

行政秘書及學生事務委員會利用學生活動支援津貼及校本津貼，與不同科組

合作，為有經濟困難學生於全年舉辦多元化活動，例如「迪士尼樂園寫作之

旅」、「電影欣賞會」、「美術工作坊」等，豐富我校基層學生的學習經歷，

令有不同經濟背景的學生都可以投入學校生活、擴闊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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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發展組方面，安排本校老師參與了聯校國安座談會，實際討論國家安全

教育框架如何在科內落實推行;又邀請了教育心理學家透過互動形式，讓老師明

白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問題及解決方法，推廣不同範疇的正向教育。 

訓育及品格培育組安排了荃灣區警民關係科學校聯絡主任四次到校，分享違

法的數字及禁毒情況，鞏固同學知法守規的精神。推出「準時回校獎勵計劃」，

培養同學守時的美德，務必在不同方面培育學生正確的價值觀。 

 

2.2 培育學生組織及領導能力，建立明確人生目標。 

本學年的實踐 

承接上學年的計劃，本年度班主任統籌委員會繼續在班級層面推動「一人一

崗位」計劃，由學生自薦或班主任推薦學生擔任不同職位，平均分配崗位，完

成指定範疇的任務，學生都能建立責任感及服務他人的精神；成長教育部安排

了兩節班主任節，由班主任與學生個別傾談討論「學生成長概覽」，就每位學

生學業、學習經歷及目標給予適切的意見，學生透過交流及反思，令他們有更

明確的發展計劃。 

不同科組也設立特別功能的職位，讓學生服務同學、老師及學校，如輔導組

領袖生協助推動在校園各項與關愛文化有關的活動，例如﹕中一迎新活動或正

向教育活動中擔任策劃推動的角色，從而建立學生的領導才能和成就感。數學

科又設立數學大使，於中一補底班協助同學解決疑難，藉此提升中一學生的領

導能力。學生透過助人而肯定自己的價值，使自我形象得以提升，繼而推廣至

正面品格及人生觀。體育科安排體育選修科同學組織田徑裁判隊，學習有關比

賽規則，並出席學界田徑比賽裁判工作。視藝科給予高中同學參與不同類型校

外藝術計劃的機會，如校園藝術大使、比賽及展覽，讓同學才華能得到充分展

現。經濟科、企會財科等安排學生參與坊間的營商體驗計劃、個案比賽，讓學

生自組隊伍，發揮領導才能。 

聯課活動組除了舉辦多次以正向教育為主題的聯課活動日，亦鼓勵學會幹事

在顧問老師的引導下自主籌辦活動，又在陸運會及試後活動日舉行社際比賽及

活動(包括社際辯論比賽、社際足球及籃球比賽等)，獎勵各社及各學會領袖表

現出色的學生；亦鼓勵他們參與校內及校外不同的領袖培訓計劃，加強他們領

導能力的信心及行動力。聯課活動委員會又透過參與及舉辦不同的領袖培訓活

動及工作坊，提升學生創造力及解難能力，並增加自信，培養獨立處事的能力，

促進團隊精神。 

訓育及品格培育組招募 60 位同學加入「學長培訓計劃」，定期會面 3 次，灌

輸正確價值觀及各項當值工作要點。安排同學參與校內當值工作，由老師帶領

及協助，並學習組織及檢討活動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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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進一步提升學生「行善助人」及「感恩知德」的保良精神，在不同崗位為

同學服務，發揮所長，加強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培養學生謙卑、關愛和造

福社群。 

本學年的實踐 

今年德育及國民教育組集中推廣「惜食、減廢、回收」，安排了相關周會外，

也積極推動學生親身參與惜食教育、分類回收活動，達致「行善助人」之保良

精神。在正向教育週中，鼓勵學生填寫心意卡，向曾與自己同行的人表達感謝，

建立校園感恩文化。STEAM 課堂題目以「改善生活環境」為主軸，導師跟進學

生思考作品設計時，能顧及照顧不同人士的方便與需要，並以進一步幫助別人

為優化方向。 

本校繼續大力推動發展服務學習，學生透過擔任義工大使、義工領袖及 CYC 

Amazing Teens 及青協領袖培訓活動，加強服務他人的意識。又利用過往建立的

機制，儲存學生參與保良局校外慈善活動的資料，期望學生於高中及初中期間

各最少參與一次保良局校外的慈善活動，令學生明白助人為快樂之本的道理。 

此外，本校更獲得保良局服飾日籌款銅獎及保良局戶外賣旗最高參與人數獎

（中學及愈質私校組）季軍，繼續發揮「行善助人」及「感恩知德」的保良精

神，積極鼓勵學生行善助人。 

 

就實踐的反思 

1.  雖然疫情的確減少了學生面對面交流的機會，但本校師生實現了盡快復課

的目標，在全日或半天恢復實體課堂後，積極舉辦不少校內校外的活動，

希望學生在正向的校園氛圍下，積極運用自己的「性格強項」、「成長型

思維」找到發揮自己的範疇，一展所長。本校亦提供了不少機會讓學生發

揮領導才能，服務社群；在朋輩、師生互助互愛下，達致「愛、敬、勤、

誠」的保良精神，在社會上成為他人的光，不斷成長。未來學校希望在

「正向教育」的基礎上，加強學生與人相處的技巧，培育他們成為有禮、

尊重、知法守規、堅毅的好學生。本校會繼續善團辦學，鼓勵學生積極參

與各大小籌款活動，行善積德。 

 

2. 建議未來，各科組可透過多元化的學習及體驗式活動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滲入正確價值觀教育，培育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促進學生的全人發

展。令學生在逆境下，迎難而上，努力面前，並且學會關注及幫助社會上

有需要的人，做到助人自助，貢獻社區及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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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結語 

 
踏入 40 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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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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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教與學策略，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以致提升學習動機及課堂投入

感。承接前三年自主學習發展，加強學生課前預習策略，例如翻轉教室、

網上平台或影片運用等方式，加入照顧學生不同的學習需要的元素。各

科組在課堂中引入多元策略:例如多層次的提問、應用電子學習、朋輩分

組學習、STEAM 等，增加課堂的互動元素及學生參與度，營造協作學習

的氛圍，培養學生能強弱互補的文化。透過教師專業發展平台、課堂研

究、同儕觀課及專業交流，令教師掌握使用電子學習及提問的技巧，建

立信心及推行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的策略。 

 

2. 建立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及與人相處技巧，培養有禮、尊重、知法守規及

堅毅的品格。在課堂內外透過加入待人接物培訓的元素，教育學生注意

待人接物的應有禮儀、眼神交流等技巧的重要性，推廣良好品格要素，

例如配以短期獎勵計劃，獎勵表現優異的學生，訂立優秀學生的模範。

透過不同學習及體驗式活動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滲入正確價值觀教育，

培養學生抗逆能力，加強學生對國情的認識，提高學生國民身份認同感，

培養學生的同理心，懂得尊重他人，透過服務學習，教育學生多關注及

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明白助人自助的精神。 

 

今後本校各科組定當依循學校所確立的發展路向，向前邁進，繼續為培養

社會棟樑，為社會及國家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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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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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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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grams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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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學習支援津貼報告書 

 

五. 姊妹學校交流計劃報告書 

 

六. 全方位學習津貼報告書 (Report on the Use of the Life-wide Learning Grant)  

 

七. 運用推廣閱讀津貼報告書 

 

八.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報告書 (Report on the Use of the Student Activities Support Grant) 

 

九. 加強支援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教報告 (Education Support Provided for Non-Chinese 

Speaking (NCS) Students School Support Summary) 
 

十. 捐贈情況 

 

十一. 獲批核之保良局基金 

 

十二. 財務狀況 

































10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Taster workshop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Cancelled

F.4

Selected 

Students

11

1. Pre-workshops 

research

2. During workshop 

–Student are required to 

keep detail visit record.

3. Post 

workshop–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consolidate 

and reflect on the 

activities

$0.00 ✓ ✓ ✓ ✓

11
Inter-school bird race and birdwatching in 

wetland
Biology Cancelled

F.3-F.5

Selected 

Students

30

Post workshop–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consolidate and reflect on 

the activities

$0.00 ✓ ✓ ✓

12
Design and Innovation Technology-related 

workshop and Design Technology equipment

Cross-

Disciplinary 

(STEM)

Whole year

F.1-F.5

Selected 

Students

60

Post workshop–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consolidate and reflect on 

the activities

$64,708.00 E1,E7,E8 ✓ ✓ ✓

13 Life Wide Learning Day Curriculum 3/8/2022 F.1-F.5 660

1. Pre-trip workshops and 

min project resarch

2. During trip -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keep 

detail visit record

3. Post-trip -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consolidate 

and reflect on the trip

$119,610.00 E1,E2,E7,E8 ✓ ✓ ✓ ✓

14 Workplace experience and institute visit
Careers

Guidance
Cancelled

F.1-F.5

Selected 

Students

30

Questionaire for student

feedback after 

participation

$0.00 ✓ ✓ ✓ ✓

15 Western Dance Cources CCA Whole year

F.1-F.6

Selected 

Students

40
Participation rates and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s
$223,869.79 E1,E2,E5 ✓ ✓ ✓

16 Jazz Course CCA Whole year

F.1-F.6

Selected 

Students

20
Participation rates and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s
$8,250.00 E1,E2,E5 ✓ ✓ ✓

17 Zen Club Activities CCA Cancelled

F.1-F.6

Selected 

Students

30
Participation rates and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s
$0.00 ✓ ✓



18 Leadership Training Camps
Leadership 

Training
04-07//2022

Selected 

Students
40

Participation rates and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s
$6,650.00 E1,E6 ✓ ✓

19 School Team Training PE Whole year
Selected 

Students
150

Participation rates and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s
$125,418.88 E1,E2,E5 ✓ ✓ ✓

20 School Picnic CCA 25/3/2022 F.6 110
Participation rates and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s
$2,790.00 E2 ✓ ✓

21 F.1 Performing Arts Lessons Music Whole year F.1 132

Questionaire for student

feedback after 

participation

$150,345.76 E5,E7 ✓ ✓ ✓

22 Symphoic Band Training Music Whole year

F.1-F.6

Selected 

Students

30

1. Participation rates and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s

2. Organizing 

performances

$22,050.00 E5 ✓ ✓ ✓

23 Handbell Teams Training Music Whole year

F.1-F.6

Selected 

Students

30

1. Participation rates and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s

2. Organizing 

performances

$27,538.00 E5 ✓ ✓ ✓

24 A Cappella Training Music Whole year

F.1-F.5

Selected 

Students

20

1. Participation rates and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s

2. Organizing 

performances

$17,850.00 E5 ✓ ✓ ✓

25
"Young Friends" Programme in Hong Kong Arts 

Festival
Music Cancelled

F.1-F.5

Selected 

Students

20

Every participant has to 

submit a commentary on 

reflecting their art 

learning experiences

$0.00 ✓ ✓ ✓

26 Peforming Arts in Practice Scheme by LCSD CCA Cancelled

F.1-F.5

Selected 

Students

50

1. Participation rates and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s 

by students and parents

2. Performances in the 

community and 

participate in joint school 

public performace

$0.00 ✓ ✓ ✓



27
Music relaxation program in F.1 positive 

education lesson
Guidance Cancelled F.1 132

Participation rates and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s
$0.00 ✓ ✓ ✓

28 Handcrafted Ukulele workshop Guidance 1/4/2022 F.1 132
Participation rates and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s
$45,440.00 E1,E7 ✓ ✓ ✓

29
"21 days: make changes in life" gratitude 

journey
Guidance Cancelled Whole School 700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s 

by students and teachers
$0.00 ✓ ✓

30 STEAM topics in F.3 Computer Subject Computer Whole year F.3 132

1. Each student has to 

build circuit to read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2.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program the 

microprocessor to read 

data from DHT-11 or 

distance from ultrasonic 

sensor 

3. Display the result on 

LCD panel

$44,328.00 E7,E8 ✓ ✓ ✓

31 Digital Photography Workshop CCA 11/2021-02/2022

F.1-F.5

Selected 

Students

20
Participation rates and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s
$24,408.00 E5,E7 ✓ ✓ ✓

32 Art Tech Creating Music 10/2021-05/2022

F.3-F.5

Selected 

Students

30

1.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s by 

students and art tech 

creation audiences

2. Exhibition in the 

school and the 

community

$2,800.00 E1,E2 ✓ ✓ ✓

(Please insert rows above if the space provided is insufficient.)

$1,023,524.23

1.2

1 Tour fee for online exchange activities OCE Whole year

F.1-F.5

Selected 

Students

40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s 

by students and teachers
$3,600.00 E3,E7 ✓ ✓ ✓ ✓

(Please insert rows above if the space provided is insufficient.)

$3,600.00

Non-Local Activities: To organise or participate in non-local exchange activities or non-local competitions to broaden students’ horizons

Sub-total of Item 1.1

Sub-total of Item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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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級： 

  
    

（三） 評鑑、問責及支援 

 

3. 在 2021/22 學年，本校評估落實校本支援措施的情況見下表。本校

會參考 2021/22 學年的經驗，並就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習表現和需

要，配合校本情況，擬備未來的支援計劃。 

成

效

顯

著 

頗

有

成

效 

成

效

不

彰 

(i) 加強支援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教（可選多於一項）    

□ 提升教學人員教授非華語學生中文專業能力 □  □ 

□ 促進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習進度 □  □ 

□ 提升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信心和態度 □  □ 

□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ii) 建構共融校園（可選多於一項） 

   

□ 提升教職員對學校支援非華語學生的政策及措施的了解

和文化敏感度 

□  □ 

□ 推廣共融校園的成效 □  □ 

□ 加強非華語學生的家長對其子女的學習進度（包括中文學

習）、選校／升學／就業的資訊，以及學校政策和其他安排

的了解 

□  □ 

□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