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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校的強弱機危分析及未來三年之關注事項
1.1

強弱機危分析
強項：
I. 校董會對學校全力支持，出錢出力。近年，校董會每年資助學校三百萬元，包括課外活動、改善設施及營辦私家班費用；校監、校
董經常出席本校活動，如開學禮、周年頒獎禮、社際歌唱比賽、陸運會及家長親子活動等；校監並每年必與老師午膳及面談，以聆
聽教師的心聲。大部分校董為現任香港中文大學學院校董，故本校與香港中文大學不同部門都有緊密聯繫，未來推行計劃或活動
時，很容易得到香港中文大學專業人士支持和協助；目前，本校已得到香港中文大學協助推行的計劃包括「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認識及種植植物、環境教育」和「中華文化‧中國心」尋根之旅計劃。
II. 本校於 2006 年 9 月開始實施「天使計劃」，全校教職員以「天使」般的愛心和能力，用最適切的方法關懷和教導學生，令學生在良
好的氣氛下學得更好。雖然，學生全是來自第三組別，但在老師悉心教導下，品德、學業和課外活動各方面皆有顯著進步及傑出表
現。近年，高考最佳成績達 3A1B；有一位同學在 2005 年會考 11 分入讀本校中六文科，兩年後高考成績達 2B2C，進入香港理工大
學修讀電腦學士課程。中學會考的平均合格率及優良率亦顯著上升。2009 年中學會考的優良率及平均合格率比 2006 年(推行天使計
劃之前) 分別上升 111%及 18%。2007 年個人最佳六科成績為 15 分，2008 年為 23 分，而 2009 年為 27 分(此位同學同時獲得全港傑
出學生獎)。展望未來，本校學生可達 30 分的優良成績。一位在名校就讀的學生於 2007 年會考只得 1 分，入本校重讀中五，一年後
獲 12 分，再升讀本校中六，並於 2009 年成功考入香港理工大學；他的兩位弟弟亦相繼轉讀本校。今學年，不少名校(包括金文泰中
學、何文田官立中學、英皇書院、皇仁書院、庇理羅士官立中學、官塘官立中學、屯門官立中學及筲箕灣官立中學)的學生轉讀本
校，他們都一致認為本校校長、老師對學生關愛有加，教導用心；就讀期間，學習愉快，對學業成績更具信心，家長亦讚揚校長和
老師的努力和用心。在課外活動方面，本校學生亦表現優秀，獲多項活動的學界冠軍或傑出表現獎，包括義工服務、傑出學生、野
外定向、柔道、劍擊、粵曲、話劇、設計及少年警訊等項目。近年，本校課外活動更趨多元化，學生開始積極參與科技比賽，成績
突出，已成功入選代表香港出席國際科技比賽 (International Sustainable World Project Olympiad 2010) (全港只有三間中學得此殊榮)。
因此，家長及外界人士讚美本校之聲不絕於耳，以致申請入讀本校學生的質與量，與日俱升。本校亦屢獲殊榮，例如於 2007 年度
獲頒「一個學生也不能少」嘉許獎狀；2008 年獲頒關愛校園「最關顧有特別需要學生」主題大獎；2009 年獲頒關愛校園榮譽獎；今
學年度將再獲頒關愛校園「最關顧有特別需要學生」優異獎；又連續四年獲頒「有心學校」獎，以表揚本校教職員及同學的傑出義
工服務表現。本校員工亦屢獲殊榮，例如於 2008 及 2009 年本校皆有老師獲選為全港傑出老師(在過百參選者中，中學組只有兩位老
師入選)；今學年，本校亦有老師入選全港傑出老師候選名單；2009 年本校駐校社工亦獲選為全港傑出社工(全港只有兩位社工得此
殊榮)，兼獲頒「最感人助人歷程獎」(全港只有一位社工獲此殊榮)。由此可見，本校的工作廣泛得到各界人士的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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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本校以儒家思想辦學，故學生品性淳樸、品德良好，對學校有很強烈歸屬感，且好學不倦。外界人士多次致電或來函讚揚本校學
生，例如拾遺不昧，於地鐵讓座，協助長者/婦孺提重物等。 (校長曾在名校任教 21 年，未曾聽聞如此讚美之聲) 學生入讀後，待人
處事及孝順父母方面，皆有長足之進步。
IV. 學校座落地點優越，交通方便。(本校學生超過七成是跨區就學，有來自天水圍、元朗、長洲、東涌、大埔及粉嶺)
V. 本校擁有優美的校園環境。校園環境清幽：孔聖像、觀鳳亭、孔聖講堂等，皆能展現尊賢重學的情操，誠為學習中國文化的理想環
境。
VI. 本校擁有一隊充滿教育熱誠、熱愛學校、關心學生的教育專業團隊。
VII. 教職員對學校的歸屬感強烈，團隊精神甚高。
VIII. 本校的老師有足夠的專業能力和愛心，協助不同能力的學生達至全人成長。
IX. 師生人數比例高，使本校可實施小班及小組教學，學生可得到老師更多的照顧，有效推行關愛校園文化。
X. 校內氣氛融和，師生間和同學間的關係良好。
弱項：
I. 每級班別數目不多，外界容易誤會學校不受歡迎及擔憂本校未能為學生提供完整的中學課程。
II. 與第一收生組別的學校比較，本校學生的學業成績未見突出，家長容易誤解本校的教學素質未如理想。
III. 本校面對一大群學業水平低於平均程度的學生，他們大多來自低收入的家庭，其中不少是單親家庭，內地新來港的學生，需要特殊
教育關顧的學生，曾經輟學或被原校遺棄的學生。由於部分家長要為口奔馳，導致學生態度散漫，不善於與人溝通，缺乏學習興趣
等陋習。怎樣教好這班同學呢？他們的家長也感到束手無策，一定要依靠老師的協助。本校校長及訓導主任的手提電話號碼皆在每
學年初告知各位家長和學生，讓他們隨時來電尋求協助。
危機：
I. 灣仔區內人口老化，適齡入學人口下降，形成學校生源不足。
II. 區內英文小學與中文小學的數量比例失衡，區內名校又多，令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本校在本區收生有一定困難。
契機：
I. 近三年，本校學生在品德、學業及課外活動各方面的表現皆有顯著進步，屢獲殊榮，加強這三方面的工作可以有效提升學生的自信
心。
II. 校董會注資開辦「小班教學」，讓老師擁有更具彈性的教學空間，又可從各方面關顧學生的需要。
III. 本校辦學團體財力雄厚，致力推動儒學及教育，隨時額外注資增聘教師及助教，以提高教學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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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教育熱誠的教育隊伍和小班教學令學校較容易實踐學校的教育理念。
教學語言微調政策讓家長及學生再次反思，英語教學未必帶來最好的學習成果。
學校領導層對提升學習果效及校風有豐富的經驗及教育熱誠，能為第三組別學生提供最適切的學習及資源。
學生的能力差異很大，但在本校高度教育熱誠的專業隊伍培育下，使各類學生能互相尊重，互相接受，各展所長，達至本校有教無
類的辦學宗旨。
VIII. 本校已連續兩次奪得「最關顧有特別需要學生」大獎，可証本校有能力和樂意錄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亦有足夠的配套設施配
合學生的需要，老師願意接受相關的教學訓練，同學間亦能融洽相處。
IX. 近年，香港交通日趨方便，有利於本校跨區收生。
X. 本區非華裔學生人數明顯持續增加，而本校一向實行有教無類政策，這對學校發展有新的方向。(本校已在 2008 年 9 月收錄三位非
華裔學生，他們入讀時不能書寫和閱讀中文，但是經本校老師悉心教導中文後，現在已很適應本校的學習環境，表現良好。)
XI. 本校老師亦樂意教授非華裔學生，本地學生亦能與非華裔學生愉快地學習。
XII. 本校與特別資優學生家長會合作與灣仔區小學舉辦香港資優培育計劃－小學機械人種子計劃。此計劃可協助本校加強與區內小學的
聯繫，亦獲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資優教育組的支持。
XIII. 本校將會為灣仔區小學舉辦野外定向比賽。此計劃可協助本校加強與區內小學的聯繫，增進他們對本校的了解。
XIV. 本校已參加香港中文大學教育研究所的「優質學校改進計劃」，進一步優化課程及教學素質。2009 年 11 月，此計劃的導師全面
觀察本校的教與學，正面肯定本校的辦學理念和教學素質；開辦由衛生署支援之初中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強化品德情意之培育；
與藝術及科技教育中心合作，開辦初中科技教育課程，擴濶學生的技能，完善全方位學習；由校董會增聘外籍導師，推行中、英文
早讀課，全面提昇學生的語文能力；與灣仔警區合作推行「其他學習經歷」試點計劃，讓學生汲取有關社會服務、德育及公民教育
和與工作有關的學習經歷，並協助社區減低罪案發生；與香港中文大學合作推行「認識及種植植物、環境教育」課外活動及通識教
育講座，培養學生的環保意識；與香港中文大學合辦「中華文化‧中國心」尋根之旅計劃，透過不同的工作坊、專題研習、學術交
流、實地考察等活動，讓學生學習中國傳統美德和文化，並選出 15 名文化大使，協助老師推廣文化活動。
XV. 本校計劃與其他學校合作舉辦聯校課外活動，以擴闊本校同學的視野。
IV.
V.
VI.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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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二零一一 /一二 至二零一三 / 一四年度關注事項強弱機危分析
強項
弱項
關注事項
I, VI, VII, VIII, IX, X I, II, III
1. 提升學業成績
II, VI, VII,VIII, IX, X
I, III
2. 關愛學生
II, III
3. 加強英語學習及擴潤 I, VI, VII, VIII, IX, X,
世界視野
I, IV, V, VI, VII, VIII, X
III
4. 強化課外活動功能
II, III, V, X
III
5. 弘揚儒家思想及中華
文化
I, VI, VII, VIII, X
6. 60 周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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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

契機

II
I
II

II, III, IV, V, VI, VII, XIV
I, II, VI, VII, VIII
I, II, III, IV, V, VI, XIV,
XV
I, VI, XII, XIII, XIV, XV
III, VII, X, XI

I

I, III

2.

二零一一 /一二 至二零一三 / 一四年度學校發展計劃

2011-2014 年度關注事項
1. 提升學業成績
關注事項
提升學業成績

目標
提升學生的學習果效

策略
 每堂都需要有清晰的教學目標，並需要達標。






提升公開考試成績





鞏固學生的學習基礎




完善新高中課程



推行小班教學。
按學生能力編班和分組上課，減低學生的學習差異。
連繫學科知識與日常生活的事例，以提升學習的趣味性。
課堂設計以學生為主導，因應學生能力及反應，善用不同層次的問題及增
加互動元素。
推行多元化的學習模式，例如互動學習、專題研習、參觀考察、小組討論
及匯報等，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讓學生從探索中學習。
有系统地安排針對公開考試的補課。
加強同學的應試技巧
尖子增潤計劃，公開試的科任老師挑選班上的尖子，為他們提供增潤材料
和跟進。
以學生學習能力作主導，進行課程剪裁。
語文教學中設計不同的教學活動，增加學生在課堂運用中英兩語機會，提
高學生在讀、寫、聽、說的語文能力
落實新高中課程安排，包括選修學科的組合、時間表安排和針對學生退修
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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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時間表
12/13


13/14














































2.

關愛學生

關注事項
（按優次排列）
關愛學生

目標

策 略

從學習環境、學生生 環境方面：
理和心智三方面關愛 制定環境保養的工作和分工，加強環境清潔、進行定期改善工程和綠化環境
學生，致力建立一個 設計。
安全及健康的校園。 透過周年問卷，進行風險評估和安全審核，並作跟進管理。
透過不同渠道及定期活動，向全校師生、員工及家長，推行環境安全教育。
生理方面：
加強防疫措施：監察校園衞生環境和政策、調配物資、提供健康資訊。
參與港島東聯網健康學校計劃 (校園健康顧問計劃)。
安排學生接受每年體檢和健康評估。
推廣健康活動：優質睡眠、護眼、護齒、健康飲食、正確坐姿。
推廣精神健康及藥物教育 (支援校園驗毒計劃)。
推動健康教育：性教育、兩性相處的技巧、預防性暴力。
心智方面：
推行天使計劃─以天使般的愛心關顧每一位學生。
於校園張貼心靈語錄。
提倡表揚文化：設計嘉許咭和感謝咭送贈老師、家長及學生。
引入校友和社區資源，籌辦參觀、講座、工作坊等多樣化活動， 協助學生
生涯規劃及建立個人學習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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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表
12/13

13/14




























































3.

加強英語學習及擴闊世界視野

關注事項
目標
（按優次排列）
加強英語學習及擴闊 培養及加強學生演說 
世界視野
英語的能力，增加累
積同學公開演說的經
驗。
跨科目加強英語的學 
習運用。

讓學生關注世界周
遭，透過分析、審
視，建立識見。




讓學生能走出教室， 
親身參與考察活動。


策 略
英文科各級加強口語能力的訓練，中一至中三開設課後英語新聞簡報小
組，中四至中七提高小組討論、個人短講的練習頻率。

續申請 EES，延續網上自學文化，透過當中的應時課題助學生學習西方
文化資訊。
運用 REES 連繫世史、通識、地理、音樂及視覺藝術等科目，滲透式學
習及運用英語。
通識教育科及旅遊與款待科老師於每個學期以「擴闊世界視野」為主
題，摘錄一則國際時事讓學生評論，科任老師將學生優秀作品展示以作
分享及鼓勵。
中五級旅遊與款待科學生配合「地理名勝」教學單元以「擴闊世界視
野」為主題，搜集一則旅遊趣聞，於課堂匯報。
初中綜合人文科、中國歷史科、世界歷史科、通識教育科、旅遊與款待
科、英文科六科共同協作，以不同渠道為學生爭取出外實地考察的機
會。
安排及跟進各考察活動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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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表
12/13

13/14









































4.

強化課外活動的功能

關注事項
目標
策 略
（按優次排列）
強化課外活動功能， 鼓勵同學參與，提高 學生參加活動，先收費用，表現良好可獲發還全部或部分款項
鼓勵及吸引同學參與 其積極性
於成績表中加入「課外活動」一欄，以等級表示學生表現，不出席作不合格
論。
活動重組，以配合學 配合學校現有的體藝資源發展課外活動，例：乒乓球
校未來發展
根據受歡迎程度重組現有學會，集中資源，例：合併地理、歷史等學會為人
文學科學會。
配合弘揚儒家思想計劃，增辦與中國文化有關之學會，並推行「一人一體
藝」計劃。
提高學生於活動之水 設立學長制：訓練學生籌辦活動，加強課外活動延續性。
平
於校曆表訂立「學會日」：學會日時，課外活動將獲最優先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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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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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弘揚儒家思想及中華文化

關注事項
（按優次排列）
儒家思想

目標
傳道授業

躬行實踐

策 略
1. 論語課
 追本溯源，弘揚儒家思想必先有學習原典思想開始，故初中每周加開一
節論語課，講授儒家典籍，務求讓學生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接觸傳統儒
家學術思想，並加深對中國文化的了解。
2. 新高中中國文學〔選修〕
 藉文學作品陶冶學生的性情，增加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同感。

11/12


時間表
12/13


13/14






3. 《論語》金句誦讀和分享
 每星期一早會全校到操場分享金句及人生經驗。
 定期週會，全校到禮堂誦讀儒學經典。







1. 開設各類型文化學會或課外活動
 增辦與文化有關之學會，外聘專業導師，教導學生具文化內涵之課外活
動，有於內而形於外，實踐所學。
2. 種籽計劃
 在校內選出文化大使〔或名校園君子、校園淑女〕，從小培訓學生擁有
君子、淑女般的氣質，並協助學校推廣儒學活動。





























3 文化之旅考察
 向優質教育基金申請資助，前往中國內地考察，追溯文化根源。
主題活動：營造儒學 1. 孝心日
氣氛
 配合家長日，舉辦不同的活動，鼓勵學生孝順父母。
2. 春節 / 元宵活動
 配合新春佳節，全體師生一團和氣，樂也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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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華文化週
 一年一度的儒學盛典，加強儒學氣氛。







4. 其他
 孔聖誕：全體師生誦讀《論語》之章節
 亞聖誕：全體師生誦讀《孟子》之章節













對外發展：建立一所 1. 聯校活動
具特色的「文化學
 舉行中華文化博覽，邀請其他中、小學到校參加文化活動，藉以向外推
校」
廣儒學及中華文化。

6.

60 周年校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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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目標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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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周年校慶工作
















專題會議後確定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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