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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培正中學 
學校周年工作報告 

(2017-2018 年度) 
 

一. 生命成長 生命陶造 

本年度的工作繼續修訂中一至中六各級「生命教育」課程，包括更新教材及活

動設計，有系統地推展品格教育，並加入新元素包括「正向教育」，積極培養學

生良好品格。 

相關策略/工作 

1. 「生命教育」課程更新 

隨著時代的變遷，學生需要面對的課題亦有所改變，故此，每年生命教育課程

都要更新，以配合學生的需要。 

中一至中三的生命教育課材主要是時事議題及資料的更新，教材亦包含短片及

簡報。除資料上的修訂外，初中的性教育課亦按需要有所增刪。編修工作由生

命教育委員會負責，中一至中三 18 位初中班主任及協助推展生命教育的教會同

工(培正道浸信會及九龍城浸信會同工)亦參與各級修訂工作。 

中一至中三成長營仍是重點活動，中一目標是「建立團隊」、中二是「個人生命

的突破」、中三則是「生涯規劃」。本年度中三成長營沿用上年度日營的設計，

但因「職業對談」活動在晚會時間進行，故安排晚膳後有一小時班主任時間，

以及在隨後的另一課堂跟進活動總結，讓學生與班主任進一步交流，為選科及

規劃未來職業做更好的預備。中二成長營以「突破自我」為主題，邀請浸信會

愛群社會服務處合作設計一系列歷奇活動，讓學生透過活動學習反思及嘗試突

破自我。此外，為了加強照顧學生，本年度中一和中二成長營由過往同級全體

進行營會，改為分兩個營期進行，每期 3 班，整體運作模式效果良好，除了讓

老師及教練易於管理學生外，在人手方面也更容易調配，建議下學年成長營沿

用此模式舉行。鑑於中一與中二成長營的內容及活動類似，建議下年度暫停舉

辦中二成長營，而中三成長營改以半天校內活動形式進行，部份營會內容或需

學生思想較成熟才可進行。 

高中方面，中四至中六級繼續沿用上年度課材，並加添了一些緊貼時事的討論

課節，而中五級加入了一些生活議題，幫助學生面對壓力，例如「情緒篇」。此

外，本年度繼續與「升學及就業委員會」共同協作教育，在生命教育課融合生

涯規劃課題。 

2. 實施校本體藝課程 

為培育學生的全人發展，體育及藝術課程亦納入生命教育範疇。體藝課程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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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委員會及體育部負責推動，目的是透過校本體藝課程及其他課外活動

提升學生協作能力、團隊及守規律己精神。體藝課程方面，球隊及啦啦隊等都

具培育學生協作能力、團隊及守規律己精神的效能，而且成效顯著。中三感恩

晚會、話劇晚會 (Drama Night) 及周年音樂會，讓學生投入參與，彼此激勵，在

推動團隊精神方面亦有很大的作用。各項演藝活動，讓學生在音樂和話劇範疇

得以發揮個人潛能，並培養團隊精神及協作能力。這些大型活動的籌備及訓練

需時，亦增加了師生的負擔，上年度已經有所調節，加強各班分享，而音樂表

演也由中三各班負責，並以感恩為主題，這變動令主題更清晰，晚會內容更豐

富。節目形式多元化，由中三同學自願報名，使同學有更多參與機會，建議下

年度保留。 

3. 班主任 

初中班主任團隊共 30 人，此外還有兩所教會共 9 位教牧同工長期協助，召開分

級分享及備課會，運作多年已具規模。初中各級班主任亦是「生命教育」的科

任老師，在班主任會和備課會中常有分享及交流，以幫助各班主任了解同級各

班的教學情況。此外，分級訓導及輔導老師及社工等亦按需要參與會議。考慮

到備課材料及生命教育老師團隊漸漸成熟，加上近年學生的成長需要，建議分

級會的內容以較多的時間彼此交流教學心得，以及學生的學習狀況等。 

本年度取消專題研習課節，讓班主任與學生有更多時間交流，加強照顧，效果

良好。惟取消專題研習課節後，學生未能有系統地學習專題研習的技巧，例如

設計問卷、訪問、腦圖分析等，建議下學年在部份班主任節教授。此外，中三

學生除了學習這些技巧外，還可加強學習有關理財及德育及公民教育內容。 

4. 培養學生關愛和承擔精神 

訓導部門負責的「學生長」團隊，及其協助推動的「校園清潔運動」，包括「日

潔」及「月潔」；德育及公民教育部門策劃的「社會服務團」、基督教事工部的

「團契」等；輔導部門推展的「朋輩輔導計劃」，由 50 多位中三至中五的「大

哥哥大姐姐」朋輩輔導員透過不同的活動，向中一同學提供生活及學業輔導，

協助他們適應中學生活，計劃的內容包括新生輔導日、不同主題的分班或合班

活動、小組飯聚及功課輔導，這些活動都有助培育學生的關愛與承擔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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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學校利用中學學習支援津貼聘請全職及半職

支援教師，以協助處理學生的學習、情緒或行為問題；定期聯絡家長和老師，

掌握學生的情況，促進雙方的了解；籌辦歷奇活動，增強學生的自信，訓練其

團隊精神；外購專業服務，包括言語治療服務及英語口試技巧訓練小組；舉辦

共融文化活動，(例如：社交小組、義工活動等)，提升同學的自信，發揮他們的

潛能。 

5. 推展品格教育 

生命教育期望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及良好的品格，本年度開始有系統推展品

格教育。計劃以校訓「至善至正」為主軸，由全校老師挑選「正向教育」其中

12 項素質，以六年時間推行，每年兩項，由 2016-2017 年度開始，至今推展了 4

項，包括上學年(2016-2017)的自律、感恩，和本學年(2017-2018)的堅毅、仁慈。

總結兩個學年經驗，認為活動不宜倉卒推出，都應先由師生們有足夠時間掌握，

並向全體師生介紹該品格項目的計劃概念及活動簡介。按計劃下學年將推展另

外兩項，完成六項後再檢討隨後的推展方式。 

總括本年度的工作，各項活動推展順利，團隊合作理想，課程內容亦按需要有

所更新；展望下年度進一步推動品格教育，一方面加強老師們的培訓，另一方

面培養學生更全面的學習至善至正的精神。 

 

學生持份者問卷統計如下： 

 2017-2018 

非常同意 

及同意 

中立 非常不同意

及不同意 

我對學生成長支援的觀感  

老師能幫助我們解決成長上所遇到

的問題，如身心發展、交友及學業方

面等。 

44.2% 38.5% 17.3% 

學校積極教導我們如何與人相處 58.6% 29.9% 11.5% 

學校積極培養我們的良好品德 74.1% 21.2% 4.7% 

我對學校氣氛的觀感  

同學尊敬老師 55.8% 32.8% 11.4% 

我喜愛學校 64.1% 24.8% 11.1% 

我和同學相處融洽 76.1% 18.0% 5.9% 

老師關心我 56.1% 33.1%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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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更新課程 更新學習 

2017-2018 年是本校推行 2015-2018 三年計劃的最後一年，校方已經檢討及優化新

高中香港文憑考試課程校本框架。各科組按計劃有效完成第七屆 (2015-2018) 香

港中學文憑考試課程，取得令人滿意的成績。 

相關策略/工作 

1. 繼續優化新高中課程以提升學生的「中英數以及高階思維能力」 

本年度新高中的課程結構仍為中文、英文、數學及通識四科核心科目加上二

至三科選修科目以及延伸數學模組。整體表現如下： 

(1) 英文科結合通識科統整一個以英文教授的通識課程，課程安排於每級兩

組英文加速班中實施。其餘六組的通識課程仍以中文教授。本校學生於

第七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表現良好，當中 3 位同學考獲 5**級及 38 位

同學獲 5 級或以上成績。   

(2) 數學科於光、善及正班開設延伸數學 M1 及 M2 課程。每年期考達標者

可於下學年可繼續修讀相關延伸數數學課程，不達標者則需轉讀基本數

學課程。本校學生於第七屆新高中數學科成績維持不俗水平，當中 7 位

同學獲 5**級及 74 位同學獲 5 級或以上。 

(3) 中文科以中國文學科及中國歷史科作為新高中中文強化課程，供有志提

高中文水平的學生選讀。本校學生於第七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表現良

好，當中 7 位同學考獲 5**級及 52 位同學獲 5 級或以上成績。 

(4) 通識科推行小班教學，配合中、英文科培訓學生高階思維能力。本校學

生於第七屆新高中通識科成績維持良好水平，當中 5 位同學獲 5**級及

39 位同學獲 5 級或以上。 

2. 繼續推行高中體藝教育課程改革，本年度於九月份舉行了聯校大型音樂劇

「奮青樂與路」獲學界一致好評，並於第二十七屆香港舞台劇獎頒獎禮獲

頒六項大獎；十一月份於培正小學禮堂舉辦「銀樂隊成立六十周年音樂會」

及於二月份舉辦「周年音樂會」均獲好評。體育科配合課後校隊培訓加強

校本體育課程，於本年度中銀香港紫荊盃男女校組獲全港總季軍及於中銀

香港青苗盃獲得全港總冠軍。學校運動代表隊總人數亦於全港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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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 選修科一 選修科二 選修科三 延伸數學

1 地理 歷史 中史 -

2 經濟 歷史 中史 -

3 地理 經濟 中史 -

4 生物 物理 中史 M1

5 化學 生物 中史 M1

6 化學 物理 中史 M2

7 化學 資訊及通訊科技(編程) 中史 M2

8 地理 歷史 文學 -

9 經濟 歷史 文學 -

10 地理 經濟 文學 -

11 生物 物理 文學 M1

12 化學 生物 文學 M1

13 化學 物理 文學 M2

14 化學 資訊及通訊科技(編程) 文學 M2

15 生物 物理 地理 M1

16 化學 生物 地理 M1

17 化學 物理 地理 M2

18 化學 資訊及通訊科技(編程) 地理 M2

19 地理 歷史 經濟 -

20 生物 物理 經濟 M1

21 化學 生物 經濟 M1

22 化學 物理 經濟 M2

23 化學 資訊及通訊科技(編程) 經濟 M2

24 地理 歷史 資訊及通訊科技(多媒體) -

25 經濟 歷史 資訊及通訊科技(多媒體) -

26 地理 經濟 資訊及通訊科技(多媒體) -

27 生物 物理 資訊及通訊科技(多媒體) M1

28 化學 生物 資訊及通訊科技(多媒體) M1

29 化學 物理 資訊及通訊科技(多媒體) M2

30 地理 歷史 資訊及通訊科技(數據庫) -

31 經濟 歷史 資訊及通訊科技(數據庫) -

32 地理 經濟 資訊及通訊科技(數據庫) -

33 生物 物理 資訊及通訊科技(數據庫) M1

34 化學 生物 資訊及通訊科技(數據庫) M1

35 化學 物理 資訊及通訊科技(數據庫) M2

36 地理 歷史 生物 -

37 經濟 歷史 生物 -

38 地理 經濟 生物 -

39 化學 物理 生物 M1

40 化學 物理 生物 M2

41 化學 資訊及通訊科技(編程) 生物 M2

42 地理 歷史 物理 -

43 經濟 歷史 物理 -

44 地理 經濟 物理 -

45 化學 資訊及通訊科技(編程) 物理 M2

46 地理 歷史 化學 -

47 經濟 歷史 化學 -

48 地理 經濟 化學 -

3. 2017-2018 年度中三升中四選科為 48 個高中選修組合。把日漸式微的物理化

學（組合科學）課程增強為物理及化學兩個選修課程，提供更多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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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生若有興趣於中學文憑試報考體育、音樂、視覺藝術、倫理與宗教及其

他語言科目，可聯絡相關科主任或學務主任申請報考。本年度共有２位學

生完成日文考試並考獲 A 級；另有２位學生參加體育科考試並考獲４級。 

5. 本學年繼續申請新高中多元學習津貼以開辦外語課程予中四、中五及中六

學生修讀，共有 34 名學生參加課程 (修讀法文共 15 人，修讀日文共 19 人)。 

6. 本校於第七屆香港中學文憑試的整體成績理想，最佳五科成績達 30 分或以

上的學生共 23 名。成績如下： 
 

班別 姓名 
成績 

最佳五科成績 
5** 5* 5 

6C 蔡依彤 5 2 - 35 

6F 吳思朗 5 2 - 35 

6F 龔彥文 4 1 - 34 

6E 容芷茵 4 1 - 34 

6F 馮筠惠 3 4 - 33 

6F 馬卓俊 3 3 1 33 

6C 何正宜 3 3 1 33 

6F 張瀚仁 3 3 1 33 

6F 饒沛樂 3 2 1 33 

6F 林崇熙 3 1 2 32 

6F 劉承暉 2 4 1 32 

6E 陳倩華 2 4 - 32 

6F 葉頌晞 2 4 - 32 

6F 葉祈 2 3 3 32 

6C 季李祺 2 3 1 32 

6B 梁家瑜 2 2 3 31 

6E 陳文豐 1 4 2 31 

6F 顏朗峰 1 4 2 31 

6E 吳哲睿 2 1 3 30 

6B 楊雨恬 2 1 2 30 

6F 康啟然 1 3 3 30 

6F 周曉彤 - 5 2 30 

6E 伍穎藍 - 5 1 30 
 

7. 微調初中拔尖補底安排 

配合生命教育課程安排，中一至中三級六班學生的各科能力基本相若。為提

升英文課的效率，中一至中六級英文科繼續實行分組小班教學，將三班學生

分為四組，續以英文加速班形式進行分流。中一級中文科繼續實行分組小班

教學，將三班學生分為四組，續以中文輔導班形式進行補底培訓，以幫助程

度稍遜的學生，以一年時間從後趕上。中三級數學科實行分組小班教學，將

三班學生分為四組，以數學加速班形式進行分流，並於課程中加入部份延伸

數學課程及數學專題研習以進行數學拔尖培訓。 

為保持以往加速班制度的學習成效，2017-2018 年度繼續推行中一及中二級星

期六上午拔尖計劃，課程包括中文、英文、數學、歷史、科學、科技、地理、

藝術及電腦科等，其中數學科及電腦科主要針對奧林匹克競賽進行拔尖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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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科學科、物理科及化學科安排科學研究活動、初中科學奧林匹克培訓課

程、物理奧林匹克培訓課程及化學奧林匹克培訓課程。學校亦利用多元學習

津貼，推行科學、數學及領袖訓練等課程，整體反應理想。此外，通識科於

六月份派出 11 位學生出席新加坡德明中學主辦的 ASEAN Plus Summit 2018

模擬東盟首長會議及電腦科於七月份派出 3 位學生出席瑞士電腦奧林匹克代

表隊主辦的 SWISS OI Camp 2018 電腦奧林匹克訓練營，學生獲益良多。 

8. 推行為期五年 (2017-2022) 的「梁寒操老師中文科獎勵計劃」 

成立「紀念梁寒操老師紅藍精神獎學金」及「梁寒操老師中文科進步獎」，

分別頒予各級社長，共 6 人，藉此培養紅藍精神，提倡品學並重；以及各班

中文科成績分數進步最多者 38 人，藉此鼓勵參與中文科學習活動，培養良

好學習態度。 

本學年擬訂國學主題，舉辦「梁寒操老師國學講座」及相關活動，以推廣國

學知識，範圍涵蓋中國語文、歷史及文化。2017 至 2018 學年之主題為書法

藝術，活動包括印製小冊子介紹書法藝術基本知識、邀請捷社莊潤祥學長教

授中一級書法啟導班及課後書法興趣班、邀請展社廖子揚學長主持講座題目

為「書法與生活」、於圓樓梯大堂舉辦「共慶新歲‧齊寫揮春」活動及推薦

同學參加「第二屆 Csl 盃全港書法大賽」，當中４位同學進入決賽。 

配合中文科初中廣泛閱讀計劃，向閱讀表現優秀者頒發港幣 100 元書券，上、

下學期各頒獎一次，共 192 人得獎。資助 36 位同學參加中文、中史、文學及

視藝科合辦之「西安敦煌歷史文化考察」，鼓勵同學藉實地觀察來鞏固知識，

開拓視野，加深對中國語文、歷史及文化的認識。資助演講及辯論隊參加校

際演講及辯論比賽，其中「夢想盃演講比賽」2 位同學獲「表現優異獎」；至

於辯論比賽，共參加 8 項比賽，4 勝 4 負，評判裁決則 11 勝 9 負，獲最佳辯

論員獎 3 次。 

9. 繼續推行紅藍科研先鋒計劃 

本年度第二年推行紅藍科研先鋒計劃，數十名學生參加恆常科學研習活動並

動手設計科研項目，當中以復活假期老師帶同 12 位學生前往北極進行科研

活動最為觸目，活動成果已經多次在校內校外不同場合匯報，其中包括於香

港電台及星島日報接受訪問、向香港創新及科技局局長、奧地利總理和三位

內閣部長等作匯報。參與科研活動的同學在多個全港性科研比賽獲得獎項包

括本學年首次有培正同學獲選代表香港出席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競賽決

賽 (IJSO)及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美國總決賽 (ISEF world final)。由

於計劃落實情況理想，下學年將會繼續推行相關學生培訓課程及科研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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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模式推行抽離式拔尖課程 

(1) 數學科繼續推行星期六拔尖培訓計劃。在過去一年，培正數學奧林匹克 

 代表隊奪得下列主要獎項： 

(i) 2018 第三十五屆香港數學競賽決賽全港總冠軍 

(ii) 2018 羅馬尼亞克盧日納波卡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香港隊代表隊

成員一名獲優異獎 

(iii) 2018 亞亞太區數學奧林匹克銀獎一名及優異獎一名 

(iv) 2018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數學科 Medal 獎牌八枚 

(v) 2018 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一等獎四名、二等獎一名及團體

全港首十名 

(vi) 2018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港選拔賽金獎兩名、銀獎一名及銅獎二

名  

(2) 電腦科整合校本培訓課程及 OGCIO 資訊科技增潤班課程以培訓本校電

腦奧林匹克代表隊。在過去一年，培正電腦奧林匹克代表隊奪得下列主

要獎項： 

  (i)  2018 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學校大獎總冠軍 

  (ii) 2018 加拿大電腦奧林匹克競賽香港隊代表隊成員一名獲一枚銀牌 

(iii) 第三十五屆湖南長沙全國信息學奧林匹克競賽香港代表隊成員兩

名各獲一枚銅牌 

(iv) 2018 日本筑波國際信息學奧林匹克競賽香港隊代表隊成員一名獲

一枚銅牌 

(v) 2017 第二屆俄羅斯莫斯科國際大都會奧林匹克競賽香港隊代表隊

成員兩名各獲一枚銀牌及團體一等獎 

(v) 2018 第三屆俄羅斯莫斯科國際大都會奧林匹克競賽香港隊代表隊

成員一名獲一枚銀牌及團體一等獎 

(vi) 2018 全國青少年信息學奧林匹克匹克聯賽 NOIP 香港賽區一等獎

五名、二等獎八名及三等獎一名 

(vii) 2018 第三屆培正喇沙編程挑戰賽金獎 

(3) 設計與科技科整合校本培訓課程及 OGCIO 資訊科技增潤班課程以培訓

本校機械人代表隊。在過去一年，培正機械人代表隊奪得下列主要獎項： 

(i) 2017 APRA 香港區選拔賽季軍 (12 月 8 日至 10 日代表香港出席亞太

機械人競賽台灣錦標賽) 

(ii) 2018 FIRST® Lego League (FLL) 香港區選拔賽全場總亞軍 

(iii) 2018 FIRST® Tech Challenge (FTC) 香港區選拔賽全場總冠軍 (4 月

21 日至 4 月 23 日代表香港出席於中國深圳舉行的 FTC 中國深圳賽) 

(iv) 2018 World Robot Olympiad (WRO) 香港區選拔賽常規賽高中組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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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科學、生物、化學和物理科推行紅藍科研先鋒計劃以培訓本校各支科學

奧林匹克代表隊。在過去一年，培正科學奧林匹克代表隊奪得下列主要

獎項： 

(i) 2017 荷蘭奈梅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競賽香港隊代表隊成員一名

獲一枚金牌 

(ii)  第六十九屆美國匹茲堡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 (Intel ISEF)

國際決賽香港隊代表隊成員一名 

(iii) 2018 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香港選拔賽二等獎三名及三等獎一名 

(iv) 2018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科學科 Medal 獎牌五枚 

(v) 2018 香港物理奧林匹克競賽二等獎一名及優異獎兩名 

(vi) 2018 香港聯校生物奧林匹克競賽金獎二名、銀獎一名及優異獎一名 
 

三. 知識管理 知識創新 

本年度繼續建設培正電子校園，重點發展平板學習，培育學生「學用 IT、應用

IT、活用 IT、善用 IT」，提升學生的資訊素養；繼續推動教師應用知識管理策略，

凝聚教師及學生的資源，進行知識管理及知識創新學習。 

相關策略/工作 

1. 加強建設各科組的校本網上資源庫 

本校的網上資源庫(http://resource.puiching.edu.hk)穩健發展，現時系統內共有

34 個科組目錄。各科組均善用資源庫，定期把科組內的筆記教材、過往考卷、

教學進度表、會議紀錄及相關文件等，有系統地上載到網上資源庫內，達到

資源共享，實踐知識管理的目標。 

此外，教師亦逐步增加採用雲端硬碟(Google Drive)的服務，方便隨時隨地存

取教學資料，同時亦透過不同權限的設定，靈活分享予同儕及學生使用。 

2. 加強使用校本電子學園、電子社區及電子協作學習環境進行教學活動 

本校定期分享成功教案，不斷更新校園內各教室及特別室之資訊科技設施

外，又在教員室為每位教師提供個人電腦及上網服務，方便搜集資料及預備

教材。此外，亦在教室及校園不同位置安裝無線網絡，讓教師運用校本電子

學園、電子社區及電子協作學習環境進行教學活動。本年度資訊科技部門定

期舉辦校本工作坊及分享會，向教師展示不同資訊科技系統的發展及應用。

此外，本年度學校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QEF)，提升「數碼校園電視台」的

設備，以培養學生自主及多元學習能力並提升學與教效能。 

老師、學生、校友和家長不時在本校的電子社區進行教學活動及討論學科或

學術問題，甚或對學校政策及社會議題發表意見，使電子社區成為以學生為

中心的互動學習的平台。此外，電子社區亦作為學生在海外交流活動過程

中，方便撰寫遊學經歷及學習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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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利用平板電腦，推行電子課程、電子學習及電子評估，提升學生電子素養 

本校於過去數年推展平板電腦學習計劃，每位學生自中一級開始，均自備平

板電腦輔助學習，經濟有困難的學生由本校資助借出設備。本校亦為每位教

師配備平板電腦，以便進行電子教學，同時亦開設新的蘋果電腦教室，增設

iMac 供同學作多媒體製作以及讓老師製作教材。 

4. 鼓勵學生建立個人電子網誌 

利用平板電腦進行學習活動方面，中文、英文及通識科利用 Google 的免費

網上平台 (https://sites.google.com/a/puiching.edu.hk/reading/) 上載精選文章及問

題，學生透過平板電腦閱讀、回答問題及提交至平台，教師可進行即時回饋，

與全班同學分享和討論。鼓勵學生利用校本平台發布學習日誌。 

5. 推展為期八年的 OGCIO-EITP 先導課程，繼續優化校本 STEM 課程 

2015/2016 年度首先在中二及中四年級開設電腦及創意科技拔尖課程，按年推

行至中六年級即 2022/2023 年度。今年是先導計劃的第三年，我們一共開設

中二至中六共五級課程，亦有第一批畢業生完成三年的高中電腦及創意科技

拔尖課程，絕大部份學員都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獲得理想成績，全數在本港

/海外大專繼續升學。 

三年來繼續組織電腦奧林匹克代表隊參與學界編程比賽，在香港電腦奧林匹

克競賽(HKOI)、全國青少年信息學奧林匹克競賽 (NOIP)、加拿大電腦比賽香

港區選拔賽 (CCC)及培正喇沙編程挑戰賽(LPPC)均表現卓越。同學更多次獲

選加入香港代表隊出席出席多項世界賽及全國大賽，為香港贏得多面獎牌。

培正中學這三年蟬聯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全港總冠軍 (合計連續九年)。 

除了編程代表隊，三年來機械人代表隊利用新增的三維立體打印機、數控鐳

射切割機及數控機床等快速立體成形技術，以短時間生產出設計模型，將設

計概念實體化並參與學界機械人比賽，包括：FIRST 科技挑戰賽 (FTC)、

FIRSTFIRST LEGO League (FLL) 、 亞 太 青 少 年 機 械 人 競 賽 台 灣 錦 標 賽 

(APRA)、粵港澳大灣區青少年創新科學大賽、美國 Robofest 機械人大賽等等，

並多次於香港遴選賽取得三甲成績，代表香港前往美國、澳洲、台灣、深圳

等出席世界賽及全國賽。 

電腦及創意科技拔尖課程和各樣 STEM 比賽以外，三年來我們組織同學參加

了不同的 STEM 展覽、海外交流團以拜會科創名校。包括上海交通大學和澳

門培正中學等等。本計劃學員多次代表學校接待本港/海外校長及教育界參觀

訪問團，以培正中學的成功經驗介紹香港最新的 STEM 發展概況。2017-2018

年度更連續三次分別接待了香港教育局局長、創新及科技局局長以及奧地利

總理和三位內閣部長到校參觀。 

未來五年，我們會繼續利用此先導計劃的額外撥款改善本校的 STEM 課程。 

https://sites.google.com/a/puiching.edu.hk/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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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更新全校的系統及應用軟件，購買電子學習教材 

本校所有電腦的視窗作業系統及辦公室應用軟件，繼續透過微軟 EES 計劃更

新至新版本；此外，本校亦購買了教育城的歷屆會考試題庫及網上新聞平

台，供學生進行電子學習。 

7. 為加強學校與家長之間的溝通 

本校在本學年繼續使用 eClass APP 系統加強與家長溝通，家長開啓學校內聯

網的帳戶後，可利用手機應用程式 eClass APP 系統或於 eClass 內聯網查閱本

校資訊，例如學校最新訊息、通告和校曆表等。本年度 eClass 內聯網通告家

長回覆率有明顯改善，下年度會繼續使用有關系統。 

 

根據持份者問卷統計數字反映，學生對「教師教學的觀感」及「學生學習的觀感」

的同意程度較去年有所下降，希望來年關注有關情況，以作改善。 
 

 

學生持份者問卷統計如下： 

 

 2017-2018 

非常同意及 

同意 

中立 非常不同意

及不同意 

學生對教師教學的觀感    

老師經常指導我們學習的方法，如作課

前預習、運用概念圖、工具書及網上資

源等。 

51.6% 33.6% 14.8% 

老師經常指出我們的學習進展和問題。 60.4% 29.9% 9.7% 

課堂上，老師的問題具啟發性。 48.0% 38.4% 13.6% 

課堂上，老師經常讓我們探索問題。 56.1% 32.9% 11.0% 

課堂上，老師經常安排學習活動，例如

小組討論和口頭報告等 

56.7% 31.7% 11.6% 

學生對自己學習的觀感    

我懂得運用學習方法，如作課前預習、

運用概念圖、工具書及網上資源等。 

41.3% 38.4% 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