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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宗旨  

 

本校秉承東華三院一貫的辦學精神，為社會作育英才，使學生能盡展所長，回饋社會。本校致力為

學生進行「全人教育」，提供優良的學習環境，使能發揮個人的潛能，日後成為具備知識、技能、

有獨立思考能力、勇於承擔責任和關注社會事務的良好公民，亦積極培育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和

積極的人生觀，並以校訓「勤儉忠信」為進德修業的依歸，勉勵他們拓展豐盛而有意義的人生。 

 

我們的學校  

 

1. 學校簡介 

學校歷史 

本校於1994年創校，命名為「東華三院實用中學」，為東華三院轄下的第17間政府津貼全日制男女

中學。承蒙馬振玉慈善基金慨捐鉅款，作為購置本校設備費用，本校於1997年1月改名為「東華三院

馬振玉慈善基金實用學校」。隨著教育改革的大趨勢，本校於2001年9月再改名為「東華三院馬振玉

紀念中學」，並於2002年9月正式轉型為一所主流中學，開辦中一至中五的課程，於2005年9月開辦

中六課程，並於2012年參加第一屆香港中學文憑試。學校藉著具特色的課程及老師的專業教學，提

升學生學習興趣；並配合教育改革及社會需要，提供全人教育，培養學生回饋社會的服務精神。 

 

學校設施 

本校位於新界元朗坳頭，佔地約 6200 平方米，現有課室 24 間，特別室 9 間，包括英語自學中心、

家政室、科學實驗室、生物實驗室、視覺藝術室、音樂室、電腦輔助學習室、語言學習室、自修室；

此外，本校還備有操場、有蓋操場、籃球場、排球場、柔力球場、禮堂、圖書館、多媒體教學室供

學生使用。課室、特別室及宿舍均裝置冷氣。另外，還設有校長室、副校長室、訓導主任室、升學

及就業輔導主任室、校工工作室和社工室等。 

 

本校提供宿舍服務，為學生提供 120 個宿位，主要為培養自立能力的學生而設。除提供一個舒適的

住宿環境外，宿舍更設有多項具目標及才藝發展的培訓課程，以擴闊宿生的學習視野和發展空間。 

 

2. 學校管理 

本校自 1997 年開始推行校本管理，在校董會下設立校政諮詢議會，以諮詢及監察學校運作。因應

《2004 年教育(修訂)條例》的實施，本校於 2006 年 2 月 1 日成立法團校董會，進一步落實校本管理。

法團校董會成員包括辦學團體代表、校長、教師、家長、校友及獨立人士。法團校董會每年召開三

次會議，共同釐訂學校的發展項目，審批財政預算、人事安排及檢討工作成效，透過各主要持份者

參與決策，提高學校管理的透明度及問責性，以促進學校的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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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團校董會成員組合 

 

校董類別及數目 

辦學團體

校董 

替代辦學

團體校董 

當然校董 

(校長) 

教員校董 替代教員

校董 

家長校董 替代家長

校董 

校友校董 獨立校董 

6 1 1 1 1 1 1 1 1 

 

 

 

3. 學生資料 

班級組織 

班別數目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總數 

班數 3 3 3 3 3 3 18 
 

 

學生人數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總數 

男生人數 42 33 34 23 25 22 179 

女生人數 17 21 14 20 16 23 111 

學生人數 59 54 48 43 41 45 290 

 

 

 

4. 教師資料 

教師數目(包括核准編制內及編制外的教師) 

 

 校長 本地教師 外籍英語教師 總人數 

數目 1 43 1 45 

 

教師資歷 

教師獲得的最高學歷 

 碩士學位或以上 學士學位 專上非學位 中六/七 中五或以下 

百分比 46.6 100 0 0 0 

 

已接受專業訓練的教師 

 已接受專業訓練的教師 

百分比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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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接受專科訓練的教師 

 中文科教師 英文科教師 數學科教師 

百分比 100 100 100 

 

教學經驗 

教師教學年資 

 0至2年 3至5年 6至10年 超過10年 

百分比 13.3 6.7 13.3 66.7 

 

5. 教師專業發展 

本年度的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的主題主要配合學校關注事項。本年度的學校關注事項為運用電子學習

平台，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因此，本組與教務組訂定於本學年分三階段作自主學習課堂的觀課，

全校老師展示以預習、筆記或電子學習平台促進學生自主學習。本學年 10 月 3 至 12 日期間，由教

務組「學習常規小組」及各級教務主任率先進行示範課，配合學校關注事項，並將此教學模式推廣

至各科及各學習範疇。而各科科主任及科任老師於第二、第三階段作示範課及觀課，將自主學習模

式落實在各科課堂常規中，以建立學生自主學習能力、提升課堂效能並促進同儕互相學習和專業交

流。 

 

今年，我校舉辦「2018 上海姊妹學校科學術文化考察團」，此乃本校近年較大型境外專業發展活動。

全體老師連同校長和副校長一共四十六人到上海閔行區第三中學進行探訪並作學術交流。我們共參

與了十六節涵蓋不同學科、不同範疇的課堂，讓老師們親身體驗上海的教育模式。觀課後，我校老

師與姊妹學校同工進行教學研討，分享教學心得，及了解兩地教育情況。是次學術文化考察團，我

們亦參觀了不少上海著名的歷史景點和航天科研中心，讓老師對上海發展有更多的了解。 

 

另外，本組為推動「專題研習」的發展，於開學前邀請兩位具豐富經驗的前線同工，向全體老師分

享如何有效帶領專題研習和探究過程，並指出有效提高學生動機的方法，讓老師們更有信心裝備學

生進行有關的專題研習。  

 

此外，本組亦安排了全校教師參與不同的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包括：「學校起動計劃」聯校教師

專業發展日及東華三院聯校專業發展日，以擴闊教師視野，促進學術交流。 

 

其次， 本校參與優質教育基金「好心情@學校計劃」，並於學校開展「尊重生命 逆境同行」計劃，

為全校教師講解精神病及精神健康的知識，協助教師掌握有關疾病的警號和回應方法。承接本校關

注事項中的培養正向人生觀，全校老師參與「正向教育教師工作坊」，讓教師認識正向教育的理念，

並利用有關價值實踐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 

 

最後，為加深教師們對東華德育的課程理念和架構內容的認識，東華三院教育顧問黃詩麗女士為全

體教師和社工進行「東華人 東華心」教師培訓工作坊。教師們當天亦分組討論如何在各學科領域

配合東華德育課程編排學科課程，並把院本德育課程的價值觀整合到各組活動中。 

 

本校亦為本年度新入職的老師進行兩次培訓，讓新老師更了解本校校情，學生特質並交流教學上的

挑戰，以提升新老師的心理素質和教學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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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終，全體老師亦就學校發展計劃和關注事項進行討論和匯報，校方藉此收集意見並訂定來年度

的學校發展方向和改善範疇。 

 

本年度教師發展活動次數共十次，全校觀課共三次，培訓次數與去年相若。從老師意見分析結果中

顯示，老師們對參與的培訓活動表示滿意，亦有感大部分的活動都配合學校的關注事項和發展方

向，對老師的教學亦有裨益。惟上學期考試期間舉辦了三個全體專業培訓，一個新老師培訓，次數

略多，建議有關組別提早與本組聯絡，以便更好協調有關活動。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重點發展項目一：運用電子學習平台，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成就  

◆ 促進學生自主學習能力︰舉辦數學、通識補習班及時裝插畫班，提升學生在該科的學習能力。舉辦

英文補習班，提升學生英語學習能力。學生從課程中學習更多英語詞彙及不同閱讀技巧。 

◆ 四科核心科目積極製作電子教材，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及自主學習能力。 

◆ 透過「學習常規小組」的工作小組及學習資料庫，讓教師互相分享電子教學方法及教材，鞏固學生

自主學習能力。老師示範課能引起觀課老師對電子教學學習模式的興趣，並嘗試在教學時使用，促

進教師專業發展。 

◆ 中國語文科配合學校本年度關注事項，在課堂上使用 PowerLesson 及 Kahoot 等軟件作為電子教學

工具，進行預習及學習，能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老師亦能即時回饋，以評估及鞏固學生所學。各班

運用 Kahoot 作前測和溫習之用，其計時計分的作答形式，頗具競爭性，更適時提升學習動機。另

又將教材上載至內聯網，學生可隨時下載材料學習，促進自主學習。 

◆ 各學科著重訓練學生預習及撰寫筆記技巧，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 英國語文科利用在平板電腦的 Raz-Kids app，讓初中的學生學習英文字的發音及閱讀文章，促進自

主學習。 

◆ 數學科透過按課題需要以不同軟件或平台教授，各老師和學生均能掌握電子學習的技巧。學生已建

立寫筆記的習慣。本年度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的導師在全等和相似三角形、統計兩個課

題與老師研討教學策略和提供教材建議。觀課後亦與相關老師進行檢討，老師反映全等和相似三角

形一課的教材值得繼續沿用。 

◆ 通識教育科運用電子平台，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經常使用 Ipad 協助進行學生活動，包括運用

Powerlesson, Google Drive, Kahoot, Power-point, eClass classroom 進行自主學習，並利用網絡媒體進

行互動的教學，提高學生自主學習的興趣與能力，頗見成效。 

◆ 初中綜合科學科利用 eClass 平台，發佈預習手冊，包含預習問題及實驗活動，大部份學生均能完成

預習筆記，當中喜見個人化的筆記，部份學生可組織和整合書本的內容，不只流於抄寫，可見學生

已掌握筆記技巧培及養成自學的習慣。推展 STEAM 的學習活動，包括‘設計與製作’的專題研習，

讓學生建立更穩固的知識基礎，提高他們對科學、科技和數學的興趣，培養他們創造、解難能力及

自主學習的探究精神。 

◆ 組合科學科的化學部份利用電子網絡平台，進行反轉課堂，中六學生透過反轉課堂，進行練習，提

升自學能力。 

◆ 初中電腦科舉辦多樣化的課外活動，如參觀 Mbot 機械人遊戲，增加學生認識 STEM 的應用，有助

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和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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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 推行自主學習，學生已建立寫筆記的習慣，但在摘錄個人化學習重點的能力仍待加強。 

◆ 調整溫習時段對學生的要求，除了要求學生在溫習時保持安靜外，容許適當空間讓學生進行自主學

習。 

◆ 從老師意見分析結果中顯示，老師們對參與的培訓活動表示滿意，亦有感大部分的活動都配合學校

的關注事項和發展方向，對老師的教學亦有裨益。惟上學期考試期間舉辦了三個全體專業培訓，一

個新老師培訓，次數略多，宜平均安排。 

◆  STEAM 的學習活動，局限科本活動，宜推展跨學科 STEAM 活動，包括‘設計與製作’的專題研習，

讓學生建立更穩固的知識基礎，提高他們對科學、科技和數學的興趣，培養他們創造、解難能力及

自主學習的探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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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 of concern 2: Enhanc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Language across the Curriculum (LAC) to 

help improve students’ English proficiency 

Achievements:  

Language across the Curriculum (LAC) 

◆ Junior form students had done projects across the curriculum. For example, Computer and Home 

Economics.  

◆ LAC curriculum has been developed successfully and students and teachers have got used to using 

English for the LAC subjects. 

◆ A whole school approach has been adopted in a number of ways including LAC Days and the 

vocabulary logbook.     

◆ English elements have been increased in the school environment to maximize students’ exposure to 

English. 

◆ English Ambassadors were set up with the objectives to help promote English activities and speaking in 

English in the school, but the role and contributions of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were not that 

noticeable.  

◆ Students have been given more opportunities to learn English across different curriculums to improve 

their language proficiency through different activities, projects and LAC activities.     

◆ LAC has completed a better-structured and well-planned 3-year curriculum in the junior curriculum 

involving six subjects, namely English, Mathematics, Integrated Science, Home Economics, Computer 

Literacy and Music.  

◆ The learning focus of the lunchtime learning activities on LAC Days fell on speaking. It was glad that 

some of the tasks were well-received among students, for example, some hands-on experiences and 

group activities like Bingo game.    

 

Reflection: 

◆ English teachers should take part in the lunchtime activities on LAC Days and invite our students to get 

involved in different learning activities. It is expected that English teachers can also assist different 

teachers from other subjects and committees to conduct the English morning assemblies and lunchtime 

activities respectively.  

◆ Every teacher should share the responsibility and contribution on promoting English learning around the 

campus.  

◆ With the funding from EDB, it is suggested to work more on Reading across the Curriculum (RaC) next 

year and promote reading habit among students.  

◆ To encourage more students to practise public speaking in English, it is a good idea to have a rota of 

student MCs for morning assemblies, so that more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classes can get more chance to 

speak in English outside the classroom.    

◆ LAC vocabulary logbook should be used more in all subjects.     

◆ Each subject should have a better-planned strategy to promote English learning in their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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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發展項目三：  展現多元潛能，成就正向人生。 
 

成就  

◆ 輔導組所舉辦的活動，均以擴闊視野，培養學生的正向人生觀為活動的其中一項重要原素及目標。

如個案輔導及諮詢服務有助學生面對成長的挑戰，於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建立正向的人生價值觀。

不同類型的健康校園活動，有助同學建立正面思維，以積極、樂觀的態度面對挑戰。班主任課因應

不同年級的成長需要，訂立合適的主題活動，協助學生的個人成長，培養良好品德。性教育課協助

學生建立正確的性知識及戀愛價值觀，以審慎態度面對不同的性議題。新來港學童支援計劃、義工

組、區本計劃及生涯規劃活動則提供了不同的機會讓學生擴闊視野，如興趣班、義工服務、職場參

觀及工作實習等，協助學生尋找興趣，關心及了解社會的議題，塑造正向及積極的人生觀。 

 

◆ 學校關注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生涯規劃，本年度與東華三院學校社會工作服務部合作進行「我敢·

我想」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生涯規劃計畫，透過小組活動、日營、參觀、體驗工作坊及工作體驗等不

同形式的活動，讓學生更深入認識自己，瞭解不同行業的入行要求以及工作環境，協助訂立升學就

業目標，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 

 

◆ 輔導組於本年度獲優質教育基金贊助，分別舉辦「正豆大使」及「尊重生命 逆境同行」計劃，提

升同學的正面思維及抗逆力，及早作預防工作，提升及改善學生的精神健康。 

 

◆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透過舉辦活動，令同學在參與過程中發掘個人的潛能，加強他們對學習的興趣與

及對學校的歸屬感，亦從中促進師生關係，建構關愛校園。透過班本服務活動、環保活動、校園清

潔日、班際壁報比賽等活動，創設機會讓每班同學服務社區及校園，強化同學正向思維，並在過程

中提升同學對班級及學校的歸屬感，亦從中促進師生關係，深化學生對校園的歸屬感。帶領學生到

國內考察、參觀大學，拓寬學生的升學出路。不但令學生提升對學校的歸屬感，亦從中促進師生關

係，建構關愛校園。 

 

◆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為高中各級學生舉行各類型講座，讓學生了解高中課程及行業出路。舉行中三家

長晚會，提供選修科目資料及更多升學出路作參考，讓學生及家長作出合適的選擇。關顧學生，為

學生帶來獎金，資助學習及課外活動的需要。為中四及中五級學生舉辦生涯規劃之活動，模擬人生

職場遊戲活動及參訪大學，協助同學增加對自我的認識，訂立發展目標，使同學及早作出生涯規劃。

舉辦台灣及國內升學考察交流團能令學生拓闊視野，並提供升學資訊給予同學。 

 

反思 

◆ 輔導組積極推行「健康校園計劃」，優質教育基金的「正豆大使」及「尊重生命 逆境同行」計劃，

尤其著重預防性的工作，設立每月之星獎勵計劃及於長假期前推行全校性的正面思維及健康生活等

活動，建構校園關愛、正面及鼓勵性的氣氛，學生的情緒亦因而變得可控制及穩定。故建議下年度

亦需繼續恆常舉辦全校性的活動，繼續宣揚正面氣氛。此外，輔導組建議來年的每月之星可邀請學

生會加入，使活動更多元化及充滿新鮮感，吸引學生繼續積極參與。 

 

◆ 組織德育及公民教育大使、環保大使及舉行相關訓練，以發掘學生的領袖才能，提升學生關心社會、

關懷社群、服務社會的意識。透過聚會及訓練活動，提升大使關心及服務社會意識，增加學生歸屬

感，並培訓其領導才能。惟德公組活動多而瑣碎，通常交給較積極及能幹的大使負責，未必能兼顧

第二、三梯隊的訓練。再者，同學於初期熱誠不足，不熱衷參與集會及活動，建議教師須與組內學

生建立良好關係，多加鼓勵，以使學生更能積極參與活動。有些恆常活動(教育宣傳、活動推廣)，

可提早訓練較被動的成員，增加其服務的信心與積極性。老師亦能透過活動觀察不同大使的特質，

更有效地用人唯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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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其他老師對升學資訊的支援，減輕升就組老師處理「生涯知己」計劃的負擔，促進「生涯知己」

計劃的成效。建議透過手機應用程式，給予老師同學更多更新的升學資訊、即時完成問卷。除了常

規活動，建議來年多關注初中學生的生涯規劃，探索個人無論是升學或就業的不同可能性，早點了

解及規劃自己的出路，從而訂立學習目標。 

 

 

我們的學與教  

1. 推動學生學會『自主學習』，引導學生製作個人化筆記，強化學生溫習技巧，以持續性評估

讓師生了解學習進度，適時調整學與教策略。 

2. 製作電子教材及教師共享多元化教材，善用多元電子學習平台，提升學習效能。 

3. 善用「學校起動計劃」的資源，按學生能力進行拔尖及鞏固基礎課後補課，提升學生的學習

能力。 

4. 建立「全校參予」之英語學習環境，配合英語延伸計劃，於中一至中二級綜合科學科、數學

科及中一至三級家政科、電腦科推行英語跨科協作政策，提升學生英文語文能力。 

5. 推行中三專題研習計劃，運用資訊科技提升協作能力及自主學習能力。 

6. 學校重視培養學生的閱讀能力。透過圖書館推動廣泛閱讀風氣，措施包括舉辦全校大型書

展、晨讀課、閱讀獎勵計劃，並透過參與東華新界西聯校閱讀計劃，讓閱讀大使開拓視野，

與友校分享組織閱讀活動的技巧。 

 

提升教學質素 

1. 為配合學校關注事項，本年度著力促進學生「自主學習」，培養他們學會學習及自主學習能

力。教師運用 Power Lesson 互動教學軟件及多元電子學習平台，製作電子學習教材，進行互

動教學，即時回饋學習情況，促進學生自主學習。 

2. 以「學習常規」工作小組，配合本校的「關注事項」進行示範教學，同儕互相觀摩，推行學

生預習及摘錄筆記，提高學生學習動力，促進自主學習的能力。 

3. 本年度學校致力提升學與教質素，尤其關注學生學習差異問題。本校與中文大學『優質學校

改進計劃』合辦工作坊，在通識教育科透過商討『議題式教學』，鼓勵學生對時事及當今議

題加深認識，並協助學生提升討論層面及思考層次。數學科在中一課題(全等和相似、統計)

與老師研討教學策略和提供教材，觀課後亦與相關老師檢討施行效果，提升學與教效能。 

4. 組合科學科(化學科)運用「優質教學基金」的資源，製作學習短片，讓學生透過內聯網下載

中學文憑試題的講解資料，促進自立學習。 

5. 在四科核心科目集體備課中，透過商討設計測驗卷及考試卷擬題內容，將題目分為『淺』、『中』

和『深』三部份，並改善學生溫習的能力，照顧學生考核上的能力差異，鞏固及提升學生的

學習能力。 

 

公開考試成績 

本年度香港文憑考試整體及格率為 63.0%，其中 15.9% 符合報讀本地學位課程最低要求。 

 

畢業生升學情況 

約 88.9%畢業生入讀於本港及海外大專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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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關鍵項目 

四個關鍵項目 所舉行的活動/工作 

從閱讀中學習 

⚫ 與科組合作，設立中一至中三級廣泛閱讀計劃，締造空間予學生自主學習。 

⚫ 規劃晨讀課，教師輪流帶領學生到圖書館借書，鼓勵學生閱讀。 

⚫ 分配購書金額，鼓勵各科購買電子書，並安裝在圖書館電腦/iPad 供學生閱

覽。 

⚫ 跨科協作，推動廣泛閱讀計劃︰規定中一及中二學生在本學年須閱讀不同科

目的書籍及數量，並遞交閱讀報告作記錄 

⚫ 參與 LAC 的科目:家政、電腦、科學、數學科協助推動學生閱讀英文書籍 

⚫ 帶領圖書館領袖生，參加校外比賽及培訓，並由領袖生籌劃校內活動(新界

西聯校閱讀活動「開心閱讀嘉年華」)，推廣閱讀風氣，從中建立團隊精神。 

 

反思及建議 

⚫ 中一至中三級廣泛閱讀計劃能推動學生涉獵不同範疇的知識。 

⚫ 規劃晨讀時間，學生須在晨讀課後寫讀後感，但效果仍須改善。 

⚫ 需教授學生撰寫讀後感的技巧/框架。 

⚫ 於早會邀請學生及老師作好書推界。 

⚫ 鼓勵學科老師給予閱讀課外書藉作假期作業。 

專題研習 

⚫ 學生透過專題研習學習如何篩選互聯網資料及運用電腦軟件整理所得的調

查資料，並將檔案以電子方式儲存。 

⚫ 透過不同的研習主題，讓學生涉獵不同範疇的知識，擴闊學生視野。 

⚫ 個別組別學生以英文進行專題研習及搜集資料，能提升學生閱讀英語能力。 

 

反思及建議 

⚫ 同學能夠從過程中加深對專題研習的認識，甚至提升自信心，為高中課程作

好準備。 

⚫ 部份能力較高的同學，能透過指導老師協助下，自主地進行專題研習。 

⚫ 在成果分享會中，同學表示能夠從其他組別的分享中得到新知識。 

⚫ 大部分老師指出沒有任教學生，不了解學生程度，較難作出指導。 

⚫ 有部分學生動機較弱，不願意參與，甚至缺席。另有指導老師反映學生缺乏

自主學習能力，如不懂分工、搜集資料等。因此，未能在指定日期內按進度

完成工作。 

⚫ 學生分析能力較弱，下年度各科組需加強合作，在課程上作仔細規劃，協助

學生掌握專題研習的技巧。 

⚫ 建議利用周會時段，增撥時間讓教師指導學生研習。 

運用資訊科技

進行互動學習 

⚫ 使用 eClass iPortfolio 系統製作學習概覽。  

⚫ 透過 eClass 網上教室，上載各科課業及學習材料，鼓勵學生自主學習。 

⚫ 教師熟習及善用不同程式，如進行課前預習、小測，及課後小測，能有效作

即時評估及回饋。 

⚫ 透過學習平台進行教學，了解學生學習情況，教師作適當的回饋。 

⚫ 透過電子平台/軟件，推廣課前預習，能加快課堂教學進度；部份高能力的

學生能因應個人學習需要，製作個人化筆記，加深記憶。 

 

二    反思及建議 

⚫ 建議發展學生個人化學習平台，透過電子教學加強其自主學習的能力。 

⚫ 教師使用的平台及軟件百花齊放(如本年度多使用 Socrative、Kahoot 等)，建

議繼續建立多元化電子學習資源庫及推動全校的電子學習模式。 

⚫ 建議老師們積極嘗試不同電子軟件，有助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及學教效能。 



 11 

 

德育及公民 

教育 

⚫ 為貫徹跨學科及滲透式課程理念，德公組積極與校內各科組合辦活動， 如

與 IE 組合辦「謝謝家人活動」、與中文科、家教會、校友會合辦「學兄學姊

加加油及中六惜別會」、與升學組、中文科、中史科合辦「華東升學及歷史

文化考察團」等，建構關愛校園。  

⚫ 透過班本服務活動、環保活動、校園清潔日、班際壁報比賽等活動，創設機

會讓每班同學服務社區及校園，強化同學正向思維。 

⚫ 帶領學生到國內考察、參觀大學，拓寬學生的升學出路。 

⚫ 以「律己愛人盡責任  感恩惜福獻社群」為目標，讓學生提升德育及公民意

識反思及建議。 

⚫ 積極參與「東華三院德育課程」的教學工作及舉辦相關的延伸活動，深化師

生對東華三院的認識，並促進學生的品德情意。 

⚫ 組織德育及公民教育大使、環保大使及舉行相關訓練，以發掘學生的領袖才

能，提升學生關心社會、關懷社群、服務社會的意識。同學於初期熱誠不足，

不熱衷參與集會及活動，建議教師須與組內學生建立良好關係，多加鼓勵，

以使學生更能積極參與活動。有些恆常活動(教育宣傳、活動推廣)，可提早

訓練較被動的成員，增加其服務的信心與積極性。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1. 本年度獲禁毒基金贊助，推行了一系列健康校園活動，如健康及禁毒資訊展覽、才藝培訓班、

戶外歷奇訓練、生涯規劃工作坊、劇場工作坊及「快樂由我創」藝術小組等活動。同學反應

正面，各項活動的目標達成度均超過 90%。同學從中可改善情緒表達方法、提升個人自信心

及解難能力、建立正面興趣及了解健康資訊等，此等活動均有助同學健康成長，建立正面的

價值觀。 

2. 輔導組與校內不同組別合作，因應學校的行事曆及每月重點活動，推行全校性的每月之星獎

勵計劃，同學需達到輔導組每月所訂的目標，方可進行抽獎。此有助強化同學良好的行為，

並鼓勵同學改善行為表現，同學反應熱烈，有助建立校園的正面讚賞文化。 

3. 於聖誕節及復活節前夕均舉行一些大型的「正向人生周」及「正面思維遊玩周」活動，向全

校師生發放正面思維及正能量的訊息，並提供求助熱線電話心意卡及發放家長溫馨提示短

訊，以預防長假期的危機事件出現。藉著輔導組定期舉辦健康活動，向同學灌輸正面情緒訊

息，同學的情緒狀況維持於可管理及穩定的水平。 

4. 本年度獲優質教育基金贊助，分別舉辦了「正豆大使」及「尊重生命 逆境同行」計劃，提

升同學的正面思維及抗逆力，及早作預防工作，提升及改善學生的精神健康。正豆大使的主

要對象為中三至中四級較少參與學校活動的同學，活動藉舉行兩日一夜的訓導營及八節的訓

練小組，訓練學生成為「正豆大使」，提升其正面思考及抗逆力，並由其於校內推行正面活

動，如「正向人生周」及新來港學童適應活動等，從中於校園推廣正面訊息。於各項活動中，

平均出席率超過 80%，而由各參加者填寫的回饋問卷亦反映超過 90%參加者認為活動能達致

預期的目標，即強化其正面思維，同學亦樂在其中。 

5. 本年度再次成功申請區本計劃，獲教育局撥款，並已成功舉辦皮革小組、服務社區顯愛心及

自我挑戰訓練營等活動。在小組活動中，同學可培養興趣，發展多元潛能。在服務社區顯愛

心義工訓練及服務中，能夠提升同學的同理心，培養他們關心及服務弱勢社群的精神，效果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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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表現  

1. 學業表現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 

取得報讀本地學位課程最低入學要求的學生百分比 

 
2018 

本校 日校考生 全體考生 

百分比 15.9 40.9 35.7 

 

2017 至 18 年度畢業生升學及就業統計 

 人數 佔全級百分比 

學士課程 6 13.3% 

副學士 6 13.3% 

文憑課程 20 44.5% 

重讀 0 0.0% 

境外升學 1 2.2% 

國內升學 7 15.6% 

就業 5 11.1% 

總數 45 100% 

 

2. 學生在學業以外的表現 

在國際和校際活動中獲得的獎項 

類別 比賽 / 組織名稱 獎項詳情 

領袖發展 

明日領袖高峰論壇 明日領袖獎 

4B 黎澤鴻 

6A 簡嘉怡 

6A 謝羽萬 

6A 黃  妍 

6C 蔡詠姍 

童軍支部技能龍虎榜 童軍支部技能龍虎榜参賽證書 

1A 杜沛謙 

1B 郭沛亨 

2B 趙梓朗 

2B 毛嘉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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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 李浩文 

3A 熊勢威 

3B 余承謙 

4C 張嘉威 

藝術及文

化發展 

全港青年中文故事創作比賽

(2016-2017年度) 

2016-2017 年度元朗區校際田徑比賽 - 

男甲跳高季軍 
6A 呂逸婷 

2017健康人生繪畫比賽頒獎典禮 中學初級組 - 優異獎 2C 方楚林 

智育發展 

藝術及文

化發展 

2017-2018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頒

獎禮 
銅獎 5A 劉玉河 

智育發展 

青聯齊心盃──大灣區校際多角度

辯論賽 
最佳辯論員 5B 黃曉晴 

第 20 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

賽 

2C_方楚林(優異獎)、2B_徐琝翀(良好

獎)、2C_馬海芹(良好獎) 

2C 方楚林 

2B 徐琝翀 

2C 馬海芹 

體育發展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元朗區中學分會 

2017-2018 年度校際游泳比賽 

男子丙組 100 米自由泳季軍： 

2C11_黃俊皓 
2C 黃俊皓 

男子甲組 200 米自由泳亞軍： 

4B13_李子浩 
4B 李子浩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元朗區中學分會 

2017-2018 年度校際越野比賽 

2017-2018 年度校際越野比賽男子甲組

冠軍：4B13_李子浩 
4B 李子浩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元朗區中學分會 

2017-2018 年度校際田徑比賽 
男甲 5000 米冠軍及 1500 米亞軍 4B 李子浩 

1718 鳳溪盃學界攀樹比賽 學界組優異獎、學界組季軍 

3B 朱倬廷 

3C 麥穎豪 

第六屆全港柔力球對打比賽 2018 男子單打冠軍 5C 駱善恆 

友校接力邀請賽（嶺南鍾榮光博士

紀念中學） 
女子乙組接力邀請賽 - 冠軍 

2A 彭思愉 

2C 葉幸怡 

3C 謝彤芝 

3C 黃君愉 

2017-2018 年度全港中學校際體操

比賽 
男子甲組跳馬殿軍、男子甲組雙槓殿軍 5B 羅偉峰 

體育發展 「跳出未來」慈善跳繩接力挑戰日 
「跳出未來」慈善跳繩接力挑戰日獎狀 - 

出席證書 

4A 梁浩思 

4A  麥思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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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譚建華 

4B 黎澤鴻 

4B 林偉樂 

4C 張嘉威 

5A 陳兆基 

5A 謝嘉翹 

5B 羅偉峰 

5C 陳曉情 

5C 駱善恆 

5C 葉盛輝 

6A 李莉莉 

6A 謝光南 

6B 夏樹暉 

6B 梁江海 

6B 廖永南 

6B 麥佑銘 

6B 岑偉業 

6B 黃鍵鏵 

6B 黃浚源 

 

課外活動的參與 

校方秉承過去致力提高學生參與不同課外活動的宗旨，注重發展學生的「其他學習經歷」，提供

多元的活動以供學生參與，以期可以透過不同的嘗試，讓學生發掘潛能，並培養終身學習的能

力。校方亦積極舉辦領袖訓練計劃，提升學生策劃學會活動的能力，透過學生親身的實踐，為

同學服務，亦從中得益，亦希望學生領袖能薪火相傳，建立學校傳統。 

 

在過去一年，學生的成就顯著，在多個活動中獲得優異成績，增強學生自信，讓他們在其他學

習領域達至更高層次。本校重點發展的項目包括流行樂隊、合唱圑、童軍、升旗隊、箭藝隊、

柔力球隊及攀樹隊，他們積極參與活動，從中獲益良多。 

 

本年度本校開辦了十四個學會，八個領袖團隊，兩個制服團隊，學生積極參加學會活動，大部

份學會活動均有恆常訓練，期望學生有更多機會擔任領袖角色，發揮團隊精神，透過親身的實

踐，為同學服務，從中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