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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學年教師資料
（包括校⻑）

秉承天主教辦學宗旨，啟迪學⽣認識、體驗、實踐基督的精神，以達致全⼈教育。

核准編制教師職位數⽬ 全校教師總⼈數
60
61
學校資料
學歷及專業培訓（佔全校教師⼈數百分比）
校監 / 校管會主席 張明德神父
教育文憑 100% 學⼠ 98%
校⻑
何家欣女⼠（文學⼠、學位教師教育文憑、文學碩⼠）
（附學歷/資歷）
碩⼠、博⼠ 48% 特殊教育 39%
或以上
培訓
學校類別
資助
男
創校年份 1965 家⻑教師會 有 學⽣會 有 舊⽣會/校友會 有 年資（佔全校教師⼈數百分比）
辦學團體
天主教香港教區
校訓 望、救：懷著希望，迎接救贖；培育同學，救援他⼈
0 ⾄ 4 年 5 ⾄ 9 年 10 年或以上
16%
16%
68%
宗教
天主教
學校佔地⾯積 約3040平方米
法團校董會 已成立
以中文為
教學語⾔

2020/2021 學年開設科⽬

2021/2022 學年擬開設科⽬

中國語文、通識教育*（中⼀⾄中⼆）、科學*（中⼀⾄中⼆）、共通技能 中國語文、⽣活與社會*（中⼀⾄中⼆）、科學*（中⼀⾄中⼆）、共通技能
課（中三）、⽣物*（中三）、化學*（中三）、中國歷史（中⼀⾄中 課（中三）、⽣物*（中三）、化學*（中三）、中國歷史（中⼀⾄中三）、地
三）、地理*（中三）、歷史*（中⼀⾄中三）、宗教及道德教育*、普通 理*（中三）、歷史*（中⼀⾄中三）、宗教及道德教育*、普通話、普通電腦
話、普通電腦科*、⾳樂、體育*、視覺藝術
科*、⾳樂、體育*、視覺藝術

中
以英文為 ⼀⾄ 英國語文
教學語⾔ 中
三
按班別 /
組別訂定
教學語⾔/
校本課程
以中文為
教學語⾔

英國語文

中⼀⾄中三： 數學*、中三： 物理

中⼀⾄中三： 數學*、中三： 物理

中國語文、通識教育、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物、中國歷史、地理、歷 中國語文、通識教育、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物、中國歷史、地理、歷
史、資訊及通訊科技、旅遊與款待、倫理與宗教、⾳樂、體育、視覺藝 史、資訊及通訊科技、旅遊與款待、倫理與宗教、⾳樂、體育、視覺藝術、宗
術、宗教及道德教育、體育（中學文憑試）、視覺藝術（中學文憑試） 教及道德教育、體育（中學文憑試）、視覺藝術（中學文憑試）

中
以英文為 四⾄ 英國語文、化學、物理、數學延伸部分（單元⼀及單元⼆）
教學語⾔ 中
六
按班別 /
組別訂定
教學語⾔/
校本課程

數學

數學

2020/2021 班級結構及全年收費
中⼀
班數
4
學費
堂費
非標準項⽬的核准 收費
家⻑教師會會費 $70
其他收費/費⽤

英國語文、化學、物理、數學延伸部分（單元⼀及單元⼆）

中⼆
4
-

。

* 有英語延展教學活動

中三
4
-

中四
4
$340

中五
4
$340

中六
4
$340

備註
逢星期五放學後安排其他學習經歷時段，擴闊學⽣視
野，今年繼續推⾏學⽣服務獎勵計劃，培養學⽣正⾯的
價值觀及實踐愛德的精神。

學⽣會會費 $40

-

中⼀入學、迎新活動及健康⽣活

中⼀入學 本校接受中⼀⾃⾏分配學位申請。本校參加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統⼀派位（適⽤於2021年9⽉升讀中⼀）。
⾯試表現40%；教育局向校⽅提供的「申請學⽣次第名單」30%；學業成績10%；操⾏10%；課外活動及獎項10%。

迎新活動及 透過網上形式，舉⾏中⼀新⽣家⻑晚會、輔導講座、班主任節及英語活動，讓學⽣在復課前有更佳的準備。
健康⽣活
資料由學校提供及核實，如欲進⼀步了解學校的發展，可直接向有關學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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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特⾊

學校關注事項
1. 深化學⽣終⾝⾃學素質；
2. 強化價值教育：克⼰盡責、⾃愛互愛。
學校管理
學校管理架構：
⾏政架構主要分為「學與教」和「學⽣⽀援」，下轄不同⾏政組別和學科部⾨。學
校亦設有「督導組」和「財務組」，共同監督學校的運作與資源運⽤，並就著學校
的拓展⽅針提出具體建議。
學校管理備受外評隊伍肯定和讚賞（外評報告[2019年5⽉]），指學校在制訂政策
上，設有溝通渠道，具透明度；並指學校備有詳細的教師⼿冊，提供學與教、學⽣
成⻑、守則指引等資料，有助老師執⾏學與教及⾏政⼯作。
法團校董會/校董會/學校管理委員會：
學校⾃2013年9⽉成立法團校董會。法團校董會由教區和教育界⼈⼠組成。校董會
成員來⾃不同專業，樂意向學校提出意⾒，協助並⽀持學校發展。
環保政策：
引導學⽣⾛向持續發展的道路乃學校辦學宗旨之⼀，為了提⾼學⽣對可持續發展意
識，學校參加了環境保護署的「培養校園『惜食』文化─廚餘機資助先導計劃」，以
培養學⽣惜食文化，讓他們學習可持續發展的⽣活模式。
教學規劃
全校語文政策：
本校著重學⽣兩文三語的發展，透過正規及非正規課程及跨科課程語文學習安
排，增強學⽣使⽤英語的信⼼和能⼒，如舉⾏多元化的課堂活動、英語早會、英語
話劇、設立英語區等。為了進⼀步營造⼀個全⾯及豐富的英語學習環境，學校秉承
因材施教的原則，充分利⽤教育局賦予學校的資源，於初中分科、分組、分時
段，有系統地進⾏英語延展教學活動，並在適切的課題中引入英語教材等，從⽽確
保學⽣能整全地強化英語能⼒。於2016年校際朗誦節，中⼀英語集誦獲得冠軍。
為營造以普通話學習中文的環境，除了普通話早會、普通話閱讀分享外，學校亦進
⾏中文科和普通話科的課程統整，並在中⼀級及中⼆級實⾏課程剪裁，進⼀步強化
普通話及中國語文學習的效果。
學習和教學策略：
學校在課程發展規劃及推⾏獲校外評核隊伍的讚賞，從學科測驗、全港系統性評
估、公開試學⽣的表現中，可⾒學⽣從中⼀進入學校後持續進步。學校透過定期課
程檢討、多樣化的學習經歷、學科⾃評機制和教師持續專業發展，不斷檢視及改善
課程發展策略，提⾼學與教的效能。本學年，學校透過鞏固課、課堂表現評分、學
習反思、⾃習課、課餘補課及不同班組等，著⼒培養學⽣積極的⾃學精神、終⾝⾃
學態度及技能。學校透過多元化的教學策略，有效提升課堂的互動、學⽣的共通能
⼒及正⾯價值觀。
校本課程：
1. 選修科⽬：2X。學校開辦13個選修科（包括應⽤學習課程），共48個科⽬組
合。
2. 課程重點：各科均發展校本課程，進⼀步提升學與教的效能。初中階段，各科
均重視知識、技能及態度的培養，為⽇後銜接⾼中課程作好準備。為配合學⽣特性
及課程的需要，初中教材均由科任教師團隊⾃⾏製作，以保證教材的適切性。學校
舉辦多元化全⽅位學習，培養學⽣綜合及應⽤跨科知識與技能、開拓及創新的精
神。學校亦致⼒發展資訊科技教育及STEM（科學、科技、⼯程與數學教育），各科
均設有相關發展計劃，為學⽣未來學習及⽣活作最佳準備。
四個關鍵項⽬的發展：
圖書館能有效與學科配合，與各學習領域舉辦不同的閱讀活動，強化閱讀與教學的
關係。例如推⾏「跨課程語文學習計劃」，學⽣透過閱讀時間，閱讀各類書籍及文
章，從⽽培養多元興趣。學⽣須在課堂內作閱讀分享，以提升其演說技巧及強化閱
讀成效。此外，各科有系統地透過課程規劃及教學設計，把共通能⼒及正⾯價值觀
的培育融入⽇常教學及專題研習中。學校亦有序地引入電⼦教學，增加課堂多元互
動性，按年級訂定重點研習能⼒，並讓學⽣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展⽰學習成
果。為拓展學⽣世界視野，科組亦安排學⽣往中國內地、台灣、新⻄蘭等地作文
化、歷史、語文及宗教考察活動。
⽣涯規劃教育：
本校重視⽣涯規劃教育，通過全校參與模式，結合課程發展及不同科組的活動，以
推廣職業專才教育，令學⽣獲得所需知識、技能及培養正確態度，協助學⽣了解⾃
⼰的興趣、發揮潛能，訂立⽬標。
學⽣⽀援
全校參與照顧學⽣的多樣性：
學校成立了「學⽣⽀援⼩組」，透過課程檢討和剪裁、教學策略調適、分科分班安
排等⽅法，照顧資優或有不同學習需要的學⽣，亦連繫校外專業⼈⼠，共同商議及
制定學⽣的學習計劃。學校亦按教育局要求，安排老師接受相關專業訓練。
「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
本校採⽤「全校參與」模式推⾏融合教育，成立學⽣⽀援⼩組⽀援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學⽣。透過課程設計、多元化教學策略、優化分層課業、功課及測考調適等照顧
學⽣的學習差異，提升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的學習成效，並協助報考公開試的同學
申請相若調適，以加強考試的公平性。
非華語學⽣的教育⽀援：
本校為錄取的非華語學⽣提供額外⽀援，幫助他們學習中文：提供課後中文學習⽀
援；安排密集中文教學模式（例如按需要抽離學習、⼩組學習等）；發展校本中國
語文課程及／或調適教材；及舉辦文化共融活動。並為學⽣提供社交、⼈際關係訓
練。
測考及學習調適措施：
學校按考評局建議為有不同學習需要的學⽣作出相應測考調適。

家校合作及校風
家校合作：
本校家⻑活動參與率⾼，可⾒家校合作優良。「參加了家⻑教師會的⼯作，對學校
和兒⼦的認識加深了，當中更體現了家校合作的精神。在這幾年間，參加了不同類
型的家⻑教育講座及活動，掌握了親⼦的溝通技巧，這些得着是我在參加家⻑教師
會前未有想過的。」（前任家⻑教師會主席感⾔）
校風：
學校致⼒為學⽣營造關愛學習環境，重視正向⽣命教育。學校持續強化價值觀教
育，培育學⽣「克⼰盡責、⾃愛互愛」，提升學⽣⾃律及責任感。（教育局外評報
告[2019年5⽉]）
學校致⼒培養學⽣五個核⼼價值：真理、義德、愛德、⽣命及家庭。透過推⾏「提
升學⽣素養，啟發學⽣潛能」，培育學⽣成為五德兼備的⼈；並進⼀步成為⼈⽣領
袖。學校致⼒讓學⽣在待⼈處事和學業⽅⾯，建構適切的期望，以愛⼼幫助他
們，與他們同⾏。
學校在培養學⽣正⾯價值觀和態度⽅⾯，學校致⼒推⾏班級經營及「雙班主任制
度」，亦發展校本班主任課材料，務求令學⽣得到更合適的照顧及品德培育的強
化；各科組通過不同的跨組協作活動，如不同領袖訓練計劃、歷奇成⻑營、紀律培
訓、義⼯計劃等，培育學⽣⾃律守規的精神，從⽽培養學⽣關愛他⼈，服務社群的
精神。在幫助學⽣發揮才能，⾃我完善⽅⾯，推⾏「體藝創意展才華」、⽣涯規劃
活動等，啟發學⽣潛能及提升⾃信。為加強學⽣對天主教信仰的認識，本校聘請全
職牧⺠⼯作者協助學⽣霊性上的發展。家教會及舊⽣會⽀持學校，發揮伙伴的⾓
⾊，如設多個獎學⾦、合辦不同類型的⼯作坊等。
未來發展
學校發展計劃：
本年為展開新三年學校發展計劃的第⼆年，透過各項策略，深化學⽣⾃主學習的動
機和能⼒，並透過多元化學習活動，發展創新精神，提升知識和技能，並培育學⽣
正向思維，學習與⼈相處、合作和紀律。與此同時，學校重視天主教教育的五個核
⼼價值，即⽣命、真理、愛德、家庭及義德，透過師⽣在⽇常⽣活中的實踐及各項
培育，給學⽣提供優質教育。
教師專業培訓及發展：
校外評核組讚揚本校有系統地推動教師專業發展，在教師專業發展⽅⾯的努⼒受到
肯定。每年的教師發展⽇均安排不同主題的講座及培訓，有助加強教師對最新教育
政策及教學策略的了解。辦學團體為教師安排⼼靈教育活動，教區亦為資深教師提
供中層領導培訓及交流活動，以強化學校的領導團隊，安排妥善。在法團校董會的
制度上，本校亦邀請不少專業⼈⼠協助推動及發展。本校教師積極進修，全體教師
於2019⾄2020學年的進修時數達3255⼩時，每位教師進修時數平均達57⼩時。
全⽅位學習（包括透過各學習領域、課外活動、聯課活動等，提供五種基要學習經
歷）
本校配合學⽣的「其他學習經歷」發展，啟發他們的潛能及培養終⾝學習的興
趣。本校課外活動共設有學會37個，主要分為四⼤類別：1. 體育 2. 學
術 3. 制服團隊及宗教 4. 興趣及藝術，並由學⽣選出的學⽣會協助統籌。學⽣
常於全港校際比賽有突出表現，曾獲得全港校際七⼈欖球賽（甲組）總冠軍及全港
中⼩學⽣機械⼈⼤賽初中組季軍，⽽⽥徑隊曾連續24年於全港最⾼⽔平的第⼀組作
賽。此外，本校亦常舉辦聯校活動，例如與各友校合辦的英語會話訓練及⼩學福傳
綜合表演等。本校已和台灣輔仁中學結盟為姊妹學校，並進⾏定期文化交流活動。
學校設施
學校設施：
校舍設計宗教⾊彩鮮明，希望能引導學⽣思考⼈⽣問題。設施⽅⾯，除標準設施
外，本校更獲得優質教育基⾦等撥款增設運動科學實驗室；另外本校更設有宗教
室、⼩聖堂、電腦化圖書館、多⽤途演講室等。所有課室及禮堂均設有投影機、無
線上網系統、空調及無線⽿筒系統。
⽀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的設施：
不適⽤。
其他
直達學校的公共交通⼯具
港鐵：彩虹站C4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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