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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培正中學 
學校周年工作報告 

(2019-2020 年度) 

 

關注事項 1：強化生命教育 Life Education Plus 

本校推行生命教育多年，透過有系統地規劃課程及各項活動，建立關愛文化，照顧

師生的全人健康；目標是培養學生良好品格，並且關心社會及世界，成為良好的世

界公民。 

本年度受社會運動及疫情影響，未能如期推展課程及各項活動，對本年度推展生命

教育，有一定的影響。 

目標及策略 

a. 幫助學生培養良好品格。 

1. 增加教師、學生及家長對正向教育的認識和了解。 

本年度以宏觀層面推展正向教育，包括 24 個「品格強項」和「成長心態」。

生命教育委員會安排一系列配合的活動，部份在教師培訓日舉行。 

教師方面，本年度的敎師培訓日已於 2019 年 9 月 13 日舉行，以正向教育

講座及體驗活動為整日培訓內容，讓全體教職員對正向敎育有進一步的認

識。當日邀請了香港城市大學正向教育研究室服務督導郭啟晉先生，到校

主持｢性格強項｣講座及工作坊，包括介紹如何從不同角度認識自己及學生

的性格，突顯強項 (signature strength)，及如何運用性格強項豐富教學語言。

期間教職員分組進行｢杯子挑戰｣等活動，氣氛熱烈，同工反應正面。 

本年度派出校長及三位主力推動正向教育的核心成員組成「核心團隊」，參

加由北山堂基金及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聯合研究中心合辦的「正向教

育專業研習圈」，共參與八節研習圈學習及跨校分享環節。其中包括「認識

強項為本的教學與應用」、「認識情緒」、「成長型思維」、「希望思維」、「目

標的設定和導向」及「動機與恒毅力」。課程讓核心團隊更能掌握如何推動

正向教育。該計劃也派員訪校共七次，協助制訂校內實踐方案，並給中一

生命教育課程設計提供寶貴而有用的意見。 

學生方面，本年度設計了一系列活動，讓學生進一步了解及掌握正向教育

內容，主要分為正規課程和活動兩大方面：透過中一至中六生命教育的不

同課題引入正向教育內容，並且配合體驗活動，讓學生更易掌握各項要點。

上年度依次介紹部份品格強項，學生已基本掌握；本年度全面推展 24 個品

格強項和進一步認識成長型思維。為配合這個目標，學期初舉辦了兩次學

生集會，進行「競猜老師的品格強項」活動，集會現場學生反應非常理想，

類似形式的活動可繼續推行；本校亦計劃了每週一次在早禱時段以正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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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作為分享主題，其中下學年早禱集中介紹｢成長型思維｣，只是下學期受

疫情影響未能推展，有待下學年繼續。 

家長方面，原定安排於 2020 年 7 月 15 日和 22 日舉辦的兩次「正向教育家

長工作坊」，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改為網上進行。兩次的講題分別為「如

何運用性格強項建立子女的自我形象」及「如何建立正面情緒」，內容主要

是協助家長支援學生健康成長，培養正面情緒及正確價值，從而建立人生

方向，共有 150 位家長報名，反應相當踴躍。家長回饋問卷中 85% 參加者

十分認同活動可以幫助教導子女，期望日後學校仍可以繼續舉辦這些活動。 

由於疫情關係，原定於下學期推展的成長心態主題，未能推展，有待下學

年繼續。 

2. 逐步更新中一至中六的生命教育課程，全面而有系統地培育學生的生命素

質及價值觀。 

正規課程方面，本年度繼續更新各級課程及課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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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包含短片及簡報。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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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至中三共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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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各級修訂工作。本

年度以中一課題作試點，在修訂時逐步加入正向教育的內容，例如「認識

上帝」的成長課加入了正向教育的「品格強項」，建議下學年可沿此方向繼

續修訂，期望正向教育逐漸融合於生命教育中。中三學生除了學習這些技

巧外，還加強學習有關理財、德育及公民教育內容。但因為受疫情影響停

課，部份內容更新後並沒有在課堂中使用，成效未知。 

高中方面，為使學生在進入高中生活時重新認識自己的性格特質和發揮自

己的強項，中四生命教育課程納入有關「自我認識」、「個人成長」等課題，

讓學生對自己有進一步的了解，對自己的人生有更清晰的規劃。中五生命

教育修改為『個人及社會關懷篇』，撰寫了全新教材，內容設定以中四的個

人成長為基礎，教導學生關心別人和社會，但是同樣受疫情的影響，修訂

後的內容只在上學期使用。中六課材也有所修訂，對個人成長有更深的探

討，包括信念、人生目標、生命意義。 

3. 把正向教育中的「品格強項」(Character Strengths)融入正規課程及非正規課程。 

本年度「品格強項」主要融入中一及中四的生命教育課程。 

中一生命教育課程中「認識上帝」和「耶穌降生」的成長課加入了「品格

強項」部份，使學生對自己的品格強項有初步的認識，並嘗試運用於生活

中。建議下學年可沿此方向繼續修訂。中一成長營以品格強項帶出「建立

團隊和彼此認識」的目標，效果理想，建議繼續推展，並強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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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生命教育課程有關「自我認識」的課題，其中包含了品格強項的元素，

希望幫助學生建立正面的自我形象，但受疫情影響，本學年未能教授有關

課節，而中四成長營亦取消。 

在非正規課程方面，由於疫情關係，大部份課外活動及全方位學習活動均

未能如期舉行，而且下學期的上課時間短促，所以未有作出任何評估。 

b. 引導學生關心社會及世界，培養良好公民素質。 

1. 初中班主任課節加入有系統的公民教育課程。 

在初中班主任課節加入有系統的公民教育課程，藉此提升學生公民素質、

認識基本理財技巧及建立正確的金錢態度。 

由於受疫情影響，大部份課程都未能教授，現留待下學年，視乎情況再作

補充。 

2. 為學生提供更多社會服務及體驗式學習機會。 

今年課外活動組聯同香港遊樂場協會推行「我有我社區」活動，服務附近

社區有需要人士，透過活動、服務及體驗活動，培養學生關心社會、扶助

老弱的公民素質，2019 年度共 153 位同學參與，總共服務時數達 768 小時。 

由於疫情影響，不少義工服務未能如期舉行。2019 年度全校服務時數是

7765.9 小時。而暑假期間，熱心服務的同學參與了楊震何文田中心的網上

義教服務，為區內小學生提供功課輔導。 

3. 利用早禱、集會及課餘時間增加學生對本地及國際時事的了解。 

為了引導學生關心社會及世界，培養良好公民素質，通識科聯同校園電視

台，於本年度推出新聞簡報環節，在早禱時段播放。新聞的題材由通識科

老師及電視台負責學生共同選擇，把當天 3-5 則重要的本港及國際新聞製作

成簡報，在早禱時段由主播讀出。早禱是全校同步播放的，所以在此時段

播放新聞簡報能廣泛地讓學生接觸到即日新聞，加強其時事觸覺。此外，

為了加深學生對重點新聞的認識，通識科會於每月的月初，在中四及中五

的課堂中進行「時事小測」，其中有一半題目是取材於早禱時段曾報導過的

新聞，這樣除了加深學生對新聞的認識外，亦能加強他們觀看新聞簡報的

動機。但受停課影響，今年只能完成 10-12 月的「時事小測」。此新聞簡報

環節將繼續在下年度推行。另外，已計劃的展覽活動及社區考察同樣因停

課而取消。 

4. 推動跨學科合作，把「公民素質」理念融入不同課程之中。 

今年三位中四學生參與了丘成桐中學科學獎(亞洲) YHSA 2019，這獎項是由

著名學長數學大師丘成桐教授設立，旨在推進中學科學發展，激發和提升

全球華人中學生對科學研究的興趣和創新能力。三位中四學生在經濟金融

建模範疇中取得亞洲區優異獎。他們要運用跨學科的知識(包括經濟、數學、

電腦科) 進行專題研究，題目為「A Model Maximizing Profit for Taxi Drivers 

and Company」。他們利用數學建模計算利潤，並通過電腦編程把建立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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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模型運用至現實的情況，從而協助的士司機及公司的利潤極大化。透過

這次專題研究讓學生能貫通所學的知識，並能設計切合現實生活的建模貢

獻社會，藉以拓闊視野，提升人文素養。 

依原定計劃，中一及中二拔尖班進行地理及歷史跨學科考察活動，包括 2020

年 5 月 9 日，中一拔尖班計劃進行元創方古蹟解讀導賞及中環城市探究，

讓學生考察中環，了解商業中心區的特徵，以及透過考察元創坊等古蹟，

豐富學生對香港早期發展的認識。2020 年 4 月 18 日，中二拔尖班計劃考察

西貢，讓學生認識香港地質和海岸景觀(如六角柱岩)，以珍惜現今獨有的自

然環境，並透過考察廟宇等，提升學生對香港傳統生活與習俗的了解。兩

項跨學科考察活動皆因受疫情影響而取消。 

5. 提高學生環保意識 

學校訂製了環保餐具派給全校師生，身體力行，減少使用即棄餐具，藉此

增強學生環保意識。小食部亦配合相關政策，不再免費提供即棄餐具。同

學對環保餐具的總體反饋良好。 

本年度繼續參加賽馬會氣候變化博物館的「減廢計劃」，當中的「以物易物」

活動於 10 月 21 日至 11 月 4 日期間以「A Blind Date with a Book」漂書活動

方式進行。同學的反應不及預期，可能與收書的限制條款稍多有關。 

c. 建立關愛的校園文化和環境，照顧師生的身心健康。 

1. 加強運用學生活動中心，讓學生在課餘時減壓及舒展身心。 

學生活動中心 Friend Zone 已設立一年，學生開始認識該中心的設施及用

途，較多學生喜歡在放學後前來活動中心，但以高年級的學生為主。有見

及此，本年開學初，輔導組透過朋輩輔導計劃安排所有中一同學在活動中

心參與第一次分班活動，希望藉此向中一學生介紹中心的設施，從 9 月及

10 月的觀察，今年比往年多了初中學生到中心玩棋或傾談。過去一年，輔

導組在午飯時段使用 Friend Zone 舉辦了四次「和諧粉彩」活動，讓學生透

過專注繪畫去紓緩情緒，輔導老師及社工在過程中更觀察學生的情緒狀

況，與他們傾談。可惜今年停課的日子很多，有部份上課日也禁止學生在

學校逗留，故整年的使用率明顯偏低。 

2. 加強照顧教職員及學生的身心靈需要，讓師生建立健康平衡的校園生活。 

除了恆常舉辦的活動外，本年度也加強了教職員團契及增加了學生的培靈

活動，用以提升教職員及學生的身心靈健康。但是受疫情影響，只能推展

上學期的活動，包括上學期每星期一次的學生團契、每一個上學日的早晨

祈禱、一年一度的福音週和聖誕感恩崇拜。教職員方面，上學期仍然繼續

每星期一次的教職員祈禱，在復課後也繼續舉行。為了讓師生建立健康平

衡的生活，並且關心師生們的全人需要，在停課期間仍然繼續早禱，每天

網上播放，供師生們自由參與。受疫情的影響下，生活作息規律大有改變，

瀏覽量不算很理想，但是這項活動仍然很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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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組透過電郵向全體教職員發放一些外間機構的網上資源供教師參考，

旨在提供教師及學生對自己及身邊的人的情緒多一點關心和了解。開學時

曾發放的資源：香港輔導教師協會「新學年的輔導需要、支援及資源」，五

月復課前，社工亦發放了基督教服務處的「復課後識別有需要學生—給老

師的建議」。 

3. 幫助學生培養正面情緒，提供更多適切的支援及輔導。 

(i) 今年因新冠肺炎而引致停課三月多月，在停課及復課前，駐校社工亦

為學生提供 4 份不同的小錦囊，包括時間管理、停課抗逆及復課情緒

支援等，希望藉此幫助學生在家仍獲取一點關心和支援。 

(ii) 本年繼續為有特殊需要學生提供臨床心理學家面見服務，支援有情緒

需要的同學，幫助他們建立短期目標，給予他們情緒上的援助，本年

運用學生支援津貼購買協青社服務，上學期為有需要學生安排了 15 節

面見，下學期因長時期停課，服務亦停止。臨床心理學家除面見學生

外，亦會與相關學生的家長、社工、SENCO 及輔導主任聯繫，以建立

一個團隊去支援有需要的學生。 

(iii) 輔導組在 11 月底的四個午飯時段為全校學生舉辦「和諧粉彩」活動，

讓報名參與的學生透過專注繪畫去紓緩情緒，輔導老師及社工在過程

中觀察學生的情緒狀況，與他們傾談，約 20 位學生報名 

(iv) 駐校社工在停課期間向全校學生發出一份網上問卷，藉此了解學生在

家的學習、健康及情緒狀況，社工於 5 月中復課前，在全體教職員會

上匯報問卷結果，讓老師了解更多學生的真實情況，並給予老師提示，

應對復課後學生的表現。 

4. 強化朋輩輔導計劃。 

輔導組於 8 月 23 日至 24 日在大嶼山銀礦灣衞理園舉行訓練營，約 50 位中

三至中五的朋輩輔導員參加。訓練營由兩位輔導老師帶領，並由兩位駐校

社工及「喜樂同行」計劃的社工合作教授，目的是增強籌委的組織及領導

能力，建立朋輩輔導員之間的團體精神及提升輔導技巧，活動特別設計不

同處境讓輔導員學習如何運用同理心。上學期放學期間特別安排兩次技巧

訓練，朋輩輔導員在過程中非常投入，從中更能認識自我，亦學習到如何

幫助身邊需要特別關心的同學。 

5. 加快修葺及美化校園環境。 

透過建立手機群組及電郵平台，老師及同學可直接使用報告機制，申報校內

損壞設備，加快維修及更換時間，在管理上更有效率。由於學生在校內時間

不可以用手提電話，所以學生主要用電郵作出申報，老師則兩方面均有使

用。設施損毀申報平台自 2018 年 10 月開始使用，本學年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手機群組老師使用為 8 人次，電郵申報方面，老師為 51 人次，學生

有 7 人次。本年度受新冠肺炎影響，學校停課，學生使用人次較去年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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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設立校園發展及管理委員會，收集更多同事的建議，以改善校園設

施。校園綠化範圍甚廣，現時園藝修葺及大部份洗手間使用外判服務，加

上修葺冷氣機去水管，減低蚊患，務求改善校園衞生，學生有更佳的學習

環境。 

2019-2020 學生持份者問卷統計數據如下： 

我對學生成長支援的觀感 
非常同意及

同意 
中立 

非常不同意

及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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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 36.5% 13.2% 

同學能自律守規。 49.8% 37.9% 12.4% 

學校著意培養我們的領導才能。 49.7% 42.0% 8.3% 

學校積極教導我們如何與人相處。 61.2% 32.3% 6.5% 

學校積極培養我們的良好品德。 71.1% 25.0% 3.9% 

同學積極參與課外活動。 55.1% 35.6% 9.2% 

透過參與學校的課外活動，我能獲得更多的學習機

會，如課外知識和生活技能等。 
57.7% 35.7% 6.5% 

 

我對學校氣氛的觀感 
非常同意及

同意 
中立 

非常不同意

及不同意 

同學尊敬老師。 62.9% 32.0% 5.2% 

我喜愛學校。 65.8% 26.5% 7.7% 

我和同學相處融洽。 75.1% 20.3% 4.5% 

老師關心我。 60.0% 33.0% 7.0% 

老師對我們有很大的期望。 57.2% 34.7% 8.0% 

學校對同學的意見積極回應。 51.9% 36.6%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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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2：提升學習效能 Effective Learning 

2019-2020 年度是本校推行新高中學制 2018-2021 第四個三年計劃的第二個學年，校

方根據過去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成功經驗，經過各科組檢討優化學與教安排，按計

劃完成第九屆 (2017-2020)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課程，並取得優異成績。 

目標及策略 

a. 根據新高中文憑試的成功經驗，繼續提升學與教效能。 

1. 各科按需要繼續推動校本電子學習計劃，配合適切的知識管理策略，進一

步提高教學效能。 

本年的教師培訓活動多次安排先導科目向全體老師介紹校本電子學習及知

識管理策略，包括科學科、數學科、地理科、英文科及電腦科等。學務委

員會會議上指示各科組需要在科務會議討論並適時更新校本電子學習計

劃，繼續提高教學效益。 

本學年各科推行校本電子學習概況如下： 

科目 
校本電子學習概況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中國語文 已推行 已推行 已推行 已推行 已推行 已推行 

英國語文 已推行 已推行 已推行 已推行   

數學 已推行 已推行     

通識    已推行 已推行 已推行 

物理   已推行 已推行 已推行 已推行 

生物   已推行  已推行 已推行 

化學   已推行 已推行 已推行 已推行 

綜合科學 已推行 已推行     

經濟    已推行 已推行 已推行 

歷史 已推行 已推行 已推行 已推行 已推行 已推行 

中史   已推行  已推行  

地理  已推行 已推行    

中國文學    已推行 已推行 已推行 

電腦 已推行 已推行 已推行 已推行 已推行 已推行 

體育 已推行 已推行 已推行 已推行 已推行 已推行 

音樂 已推行 已推行 已推行 已推行 已推行  

視藝/媒體 已推行 已推行 已推行 已推行 已推行  

家政  已推行     

設計與科技  已推行     

生命教育 已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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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數學科及電腦科繼續使用教育城網上學習平台 (Online Question 

Bank) 輔助學生自主學習。以數學科為例，平台用以訓練中五中六學生，

自主地按時完成預設的 50 多項網上習作及測驗，並透過綜合分析和比對歷

屆同學的表現，學生得以自我檢視數學學習的強弱項，從而改善學習。由

於下學期受疫情影響，教育局宣佈 2 月 3 日至 5 月 27 日停止面授課堂，各

科改以 Google Classroom, Student Forum, Assessment Server, Youtube live, 

Facebook live, Google Meet 以及 Zoom 平台進行網上教學，並把大量實體教

材電子化，為學生提供更多的校本電子學習資源。 

 

拔尖培訓方面，今年增加利用網上學習平台輔助奧林匹克訓練，包括數學

科、生物科、化學科、初中科學及電腦科，主要目的是為初中同學提供適

切程度自我評估題庫及自學系統，使他們有機會更早接觸能力所及的高中

課程。此外，部份科目利用 Google Classroom, Student Forum, Assessment 

Server, Youtube live, Facebook live, Google Meet 以及 Zoom 作為輔助學習平

台，用以加強專題習作的聯絡、溝通、分享和展示等互動學習功能。 

 

各科在科務會議亦已檢討現行知識管理策略並選定知識共享平台，讓各科

老師有效分享教材及相關教學法。本年度的學術發展委員會，召開多次會

議，討論如何改善各科的學習效能以及討論跨學科校本學習計劃的可行性

以及改善各科的知識管理策略。來年各科的學習平台以及校本教學資源庫

會統一轉往 Google Classroom 和 Google Drive。 

 

2. 推動學生自主學習及喜愛學習。 

本校多個課後學生自學計劃，例如紅藍科研先鋒計劃、數學研究、數學建

模、OGCIO-EITP 課程、電腦奧林匹克課程、機械人課程等都以學生自主學

習的模式進行。學生在導師指導下自行安排自學計劃，成效不俗。 

 

學校亦積極鼓勵同學在學術上自我挑戰，並提供津貼，讓同學可以參與不

同的競賽活動，又鼓勵同學因應自己的能力和興趣，自選修讀校外各大專

院校的課程，包括利用「全方位學習津貼」及「多元學習津貼(DLG)」共資

助了約 220 人次參與了十多項海外的比賽，包括英、美、澳、加等地的數

學、化學及生物比賽。同時，亦資助了 13 位同學修讀了 14 項校外課程，

包括科大雙修課程(Dual Program)，中大數學英才精進課程(EPYMT)及大學

暑期課程等。此外，本學年繼續積極鼓勵同學，因應自己興趣報讀香港資

優教育學苑網上課程，科目包括數學、古生物學、地球科學、香港經濟及

天文學課程，本年度共 62 位同學報讀，其中 24 位完成課程後成績合符要

求，獲邀透過自身提名計劃，進行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學員的甄選，有機會

取錄成為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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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2019-2020 年度學生持份者問卷統計數據如下： 

我對教師教學的觀感 
非常同意及

同意 
中立 

非常不同意及

不同意 

老師經常為我們安排課堂以外的學習活

動，如專題研習周、參觀、田野考察等。 
25.8% 40.9% 33.3% 

老師經常指導我們學習方法，如作課前預

習、運用概念圖、工具書及網上資源等。 
53.2% 35.2% 11.6% 

老師經常指出我們的學習進展和問題。 61.9% 31.0% 7.1% 

課堂上，老師的問題具啟發性。 51.6% 39.2% 9.2% 

課堂上，老師經常讓我們探索問題。 58.0% 33.3%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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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 33.0% 13.3% 

課堂上，老師經常鼓勵我們。 48.8% 39.0% 12.2% 

 

我對學生學習的觀感 
非常同意及

同意 
中立 

非常不同意及

不同意 

我能自動自覺地學習。 52.2% 34.2% 13.6% 

我對學習有自信。 39.7% 38.1% 22.1% 

我經常認真地做功課。 60.3% 31.2% 8.5% 

我經常在課餘閱讀課外讀物，例如課外書及

報刊等。 
43.2% 35.7% 21.0% 

我懂得訂立自己的學習目標。 51.2% 34.2%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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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 38.6% 15.3% 

我經常藉著測考成績和老師給予的意見，如

習作評語、課堂表現等，檢討我的學習。 
50.8% 37.5% 11.8% 

 由於 2 月 3 日至 5 月 27 日全港停止面授課堂，老師只能以網上平台授課，

關於「老師經常為我們安排課堂以外的學習活動，如專題研習周、參觀、

田野考察等。」的同意百份率明顯急跌 13.4 個百分點，其餘統計也一律輕

微下跌，只有「我經常認真地做功課。」明顯上升 8.2 個百分點以及「我能

自動自覺地學習。」輕微上升。網上課程好壞參半，對自覺跟隨指示完成

課業的同學來說，學習效率可能更佳；相反，對於自覺學習能力稍遜的同

學，學習效能會大不如前。學校希望明年可以盡快回歸正常，容許面授課

堂和進行正常課後活動，使全體同學均能有效學習。 

 

3. 推動不同的強化學習計劃，包括繼續推行紅藍科研先鋒計劃、OGCIO-EITP

資訊科技先導計劃及梁寒操中文獎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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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是第四年推行紅藍科研先鋒計劃，超過 100 名學生恆常參與科學研

習活動、各項奧林匹克科學訓練課程、自主設計科研項目及前往本地和的

外國大學進行交流。參與本計劃的同學在多個國際性及全港性科學比賽中

獲得佳績，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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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JSO)並獲銀獎、首次有十多名培正同學前往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參加國際遺

傳工程機器設計競賽(iGEM)並獲金獎及三位同學在香港青少年創新科技大

賽獲二等獎等。由於計劃落實情況理想，下學年將繼續推行相關學生培訓

課程及科研項目。 

 

本學年是第五年推行 OGCIO-EITP 資訊科技先導計劃，共約 130 名學生參加

中二至中五共四級的創意設計、編程、機械人課程及科創研究、奧林匹克

比賽等項目。第一批由中二起參加 EITP 的奕社畢業生已順利完成五年 EITP

課程和活動及順利畢業，並在 HKDSE 考得優異成績，當中 10 位學員於 ICT

科目取得 5**，不少學員於大學繼續選修 STEM 相關的學士學位課程，成果

令人鼓舞。 

 

本學年度因為社會運動及肺災疫情全港停止面授課堂影響，絕大部份的學

界編程比賽及學界重點機械人比賽均告取消。取消的校際比賽尚有連續舉

辦多年的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HKO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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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科技挑戰賽(FTC)、FIRST LEGO 

League (FLL)、Robofest 機械人大賽、校際無人機編程比賽。暑假期間疫情

稍稍緩和，在數回合的香港電腦奧林匹克代表隊遴選賽中，本校 EITP 學員

均表現優異，獲得多個香港代表隊資格，在暑假參加全國賽及國際比賽。

本學年 4 位同學共 6 次獲選為香港代表隊出席國際電腦奧林匹克競賽(IOI)

及全國青少年信息學奧林匹克競賽(NOI)等重要國際及全國賽事，勇奪獎牌

為港爭光。國際比賽結果如下： 

https://hkoi.org/zh/external-competitions/ 

暑假期間，本校 EITP 學員接受一系列網上互動培訓，並甄選數十位尖子參

加暑期舉行的網上 Joint School OI training workshop (discord server) 及網上編

程挑戰賽。工作坊詳情如下： 

http://student.puiching.edu.hk/viewtopic.php?topic=31064&forum=3 

本學年是第三年推行梁寒操老師中文科獎勵計劃。遺憾的是，因接連發生

社會事件、爆發新型肺炎疫情，全港學校屢次停課，本學年多項國學推廣

及內地考察活動，大受影響，或未能完成，或被迫擱置。 

(i) 上學年，同學接受慈善教育團體「茶味小集」培訓，成為我校「校園

茶藝大使」，曾參與校內茶會、社區長者院舍奉茶及香港博物館節公開

茶會。本學年，原定於 130 周年校慶開放日，再次舉辦校園茶會，與

學界先進、學長、家長、同學等分享品茗之情趣，以展示中華文化優

https://hkoi.org/zh/external-competitions/
http://student.puiching.edu.hk/viewtopic.php?topic=31064&foru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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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的面貌。可惜，因發生社會事件，校慶開放日取消，活動無奈取消。 

(ii) 2019 至 2020 學年，選定以「武術」為國學主題，向同學介紹中國武術

與道德修養、宗教哲學緊密結合的特點。彭志銘先生，既是次文化堂

出版社的社長，又修習洪拳多年，文武全才，至為難得。彭先生慨允

擔任「梁寒操老師國學講座」嘉賓，向同學講解中國武術精神，並即

席示範。可惜，疫情肆虐，講座因停課而取消。已編印之國學常識小

冊子，也未能派發，而與之配合的「梁寒操老師國學常識問答比賽」

同樣取消。 

(iii) 中文科與生命教育團隊合作，邀請林炳鴻師傅蒞臨我校舉辦「詠春小

念頭靜觀研習班」。林炳鴻師傅為鴻詠春拳會會長及總教練、香港福音

武術事工副總幹事暨傳道。本研習班不重搏擊，而以靜觀藝術為主，

探討近期方興未艾的靜觀(mindfulness)訓練與中國傳統武術內家拳套

路的關係；兩者同時具備放鬆、專注、減壓、放空以及養生的功能，

實有助改進同學身心健康。上學期十月先開辦教職員研習班，一共六

課，雖曾因社會事件而延期，但最終仍能完成。下學期之研習班，專

為同學開辦，卻因疫情蔓延而取消。 

(iv) 兩年一度的高中生內地文化考察活動，選定歷史名城成都和重慶，由

中文科、文學科及中史科帶領同學研習文史哲課題，原定復活節假期

舉辦，因疫情嚴峻而取消。 

雖然多項活動未能完成，或被迫擱置，但是本校同工仍謹守崗位，抓緊時

間，順利完成部份項目。 

(i) 配合「武術」此國學主題，安排中二級拔尖班同學採訪武館，藉此教

授新聞採訪及寫作技巧。2019 年 11 月 30 日，先由 1998 年級鷹社校友、

資深體育記者文宇軒學長，擔任中二級拔尖班導師，教授現場採訪技

巧。12 月 7 日，資深傳媒人、我校報社特邀導師鄭美姿女士，則指導

同學寫作新聞稿之要訣。12 月 14 日，黃祖佑老師及段麗珊老師帶領

同學到訪徐尚田詠春拳館(徐尚田師傅，為葉問四大弟子之一，有「小

念頭王」之美譽)，拜會徐貫通師傅(徐尚田師傅長公子）、馬紀輝師傅

及其同門。兩位師傅為同學講解詠春竅門及即席示範後，同學運用了

拔尖班課堂所學，結合預先準備好的題目，向兩位師傅提問，對詠春

武術、習武的心路歷程都加深了認識。 

(ii) 「停課不停學」，停課期間，中文科仍鼓勵同學於把握時光，持續閱讀，

以豐富知識，拓展眼界，並通過網上教室繳交閱書報告。初中廣泛閱

讀計劃，最終順利完成，其中閱讀表現優秀者，獲頒發港幣 100 元書

券。總計上、下學期，共 192 人得獎。 

(iii) 繼續聘請報社導師鄭美姿女士教導編採技巧，提升《培正學生報》水

平，上學期出版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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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全年共資助粵語辯論隊參加校際辯論比賽。雖然下學期疫情嚴峻，同

學仍然保持網上訓練及比賽，總計共參加四項盃賽共 11 場賽事，5 勝

6 負，評判裁決則 18 勝 11 負，獲最佳辯論員獎 5 次。由於疫情影響賽

程，呈交本學年報告之際，尚有一場比賽未完成。 

(v) 校本初中普通話課程，業已編訂，現正審閱。此課程預計於 2021 至 2022

學年實施，為從培正小學升讀本校，已接受六年小學「普教中」課程

的同學，提供進階的普通話訓練。 

展望將來，期望疫情好轉，校園生活回復正常，能在抗疫新常態下，努力

推展梁寒操老師中文科獎勵計劃。 

4. 學生在各個學習範疇中表現優異，整體增值指標數據表現理想。 

本校學生於 2020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文、英文、數學及通識四科核心科目

表現優異。中文科 5 位同學考獲 5**級及 68 位同學獲 5 級或以上成績。英

文科 11 位同學考獲 5**級及 63 位同學獲 5 級或以上成績。數學科 9 位同學

考獲 5**級及 95 位同學獲 5 級或以上成績。通識科 9 位同學考獲 5**級及

56 位同學獲 5 級或以上成績。 

各科增值指標數據表現理想，最佳五科成績達 30 分或以上的學生共 23 名：  

班別 姓名 
成績 

最佳五科成績 
5** 5* 5 

6E 蘇詠然 6 1  35 

6F 吳思卓 5 2  35 

6F 關朗曦 5 1 1 35 

6D 林天晴 4 3  34 

6F 潘博文 4 3  34 

6F 袁樂勤 4 3  34 

6D 彭皕孜 4 1 2 34 

6E 黃嘉雯 3 4  33 

6C 黃宣霖 3 2 2 33 

6F 張沛笙 2 4  32 

6B 范小悠 2 3 2 32 

6F 陳恩臨 2 3 2 32 

6F 王皓湋 2 3 2 32 

6F 姚元悅 2 3 1 32 

6F 孫樂衡 2 2 3 31 

6E 陳柏熹 2 2 2 31 

6C 陳籽潼 1 6  31 

6E 陳嘉儀 1 5 1 31 

6E 彭樂研 1 5 1 31 

6E 陳悅雯 1 5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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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F 羅愷頌 1 3 2 30 

6F 徐勵謙 1 3 1 30 

6F 鍾懷哲 1 3 1 30 

 

本年度繼續推行校本高中藝術教育課程，加強課堂教學中三或以上級別設

選修組別，包括合唱團、無伴奏合唱組、西洋敲擊樂組、電子琴電子鼓組、

手鈴組、數碼音樂組、管弦樂團、視藝組等。課程盡量配合課後各樂團、

紅藍劇社等訓練，增加學生的表演機會，除培正歌唱比賽外，本學年繼續

安排舉行午間音樂會。原定於 6 月 30 日舉行的周年音樂會及於下學期集會

中進行的初中班際歌唱比賽及午間音樂會因肺炎疫情持續而取消。 

 

本年度繼續推行校本體育課程，除教授傳統田徑、游泳、籃球、排球、手

球、體能訓練、射箭、保齡球及高爾夫球，體育科配合課後校隊培訓加強

校本體育課程。本年度中銀香港紫荊盃(18 個傳統項目)及中銀香港青苗盃

(沙灘排球、射箭、保齡球、室內賽艇、七人欖球)因肺炎疫情持續而把大部

份賽事取消，只能完成少量球類比賽的甲組賽事。 

 

由於下學期因為肺炎疫情教育局宣佈 2 月 3 日至 5 月 27 日停止面授課堂，

藝術課及體育課無法以面授形式進行，只能改為學生自我學習模式。復課

後因為需要保持社交距離，藝術課及體育課改上理論課程。 

b. 強化校本支援及拔尖課程，照顧學習差異。 

1. 提高修讀照顧「特殊學習需要」(SEN) 課程的教師比例。 

自有老師參與課程後回校分享所學，並積極推介其他同事報讀，本學年不

少老師早於 7、8 月時已申請報讀不同課程，到學期初已知悉有 5-6 位老師

獲得教育局取錄，可於本年度參與 BAT 其中一項課程，但可惜因應疫情，

大部份課程已通知取消，只有 1 位老師在學期較早時間成功報讀並完成基

礎課程，希望明年教育局能提供更多學額供老師報讀，並再給予取錄機會。 

為協助本校老師了解如何對處理學生突發情況，於 10 月份的教職員會上，

駐校社工與老師分享一些個案處理，並介紹了一般處理學生突發情況的流

程，讓全體老師對突發情況有初步了解，亦懂得在適當時候作轉介。 

2. 強化 SEN 支援團隊，在日常學習活動及考試中為有關學生提供適切支援。 

本年起學校增設一位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及一位特殊教育需要支援老

師，統籌主任重新建立更穩固的學生支援團隊，當中包括輔導主任、學務

主任及中、英、數、通各主科老師，以協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今年

目標是要特別培訓支援團隊參與校內及公開考試的監考工作，讓更多老師

能在日後測考的監考工作上一同承擔。設立統籌主任一職後，提升了與相

關家長的溝通機會，讓家長更了解 SEN 子女在校內的情況，從而促進了家

校合作。特殊教育需要支援老師(SenT)則負責任教中一級的中文輔導班，班

中有部份學生是 SEN，亦有部份學生中文能力稍遜，SenT 在班中運用在 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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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層課程所學的教學技巧去協助學生較易掌握課堂內容，另外，SenT 亦專

責處理各級 SEN 學生的言語治療，加強了言語治療師與家長之間的溝通，

希望能共同幫助學生在不同生活環境中學以致用。本校的言語治療服務未

有因疫情而停止，只改為以網上會議形式進行。然而，本年學生支援津貼

因必須增設特殊教育需要支援老師而大幅度扣減可用津貼，故本年未能負

擔輔導員的薪金，只能聘請一位助理以協助 SEN 有關的文件及支援工作。

SEN 的助理相當細心，常常從學校的醫療室中留意到病患中的學生的情緒

狀態，並立即通知輔導組老師或社工，以致學生能盡早得到支援。 

3. 繼續推行領袖培訓計劃，並為中一、中二學生提供星期六拔尖計劃。 

(i)  2019-2020 年度繼續推行中一及中二級星期六拔尖計劃，導師來自中

文、英文、數學、歷史、科學、科技、地理、經濟、藝術及電腦等各

個專門領域，課程旨在突破現有課程限制，讓同學體驗課程以外的學

科知識，從而啟發他們在不同領域的天賦和興趣。由於限聚令以致大

部份戶外學習活動被迫取消，下半學年的拔尖班實在未能有效開展，

每位學生獲 11/20 的課程費用退款。大體而言，本年度的中一及中二級

星期六拔尖計劃受疫情影響頗大，2020-2021 年度將會加入網上課程模

式及為中二同學盡量補回上年度未能進行的中一戶外課程。 

(ii)  利用「全方位學習津貼」及「多元學習津貼(DLG)」，為同學推行領袖

訓練課程，參與學生獲益良多。當中胡穎琪與馬樂茵同學獲「IFocus

大使」計劃季軍，代表香港出席了 2019 年 11 月於德國柏林舉行的「聯

合國網絡管治論壇」。4 位同學參與了網上義教培訓活動和為海南島兒

童提供服務，8 位同學參與第廿屆『傲翔新世代』全方位青年領袖訓練

計劃，獲專題研習計劃亞軍，陳恩臨同學獲傑出青年協會主辦「2019

明日領袖選舉」卓越獎(首 10 名)，蔡悅言同學則獲優秀獎(首 20 名)、

高楚嵐同學及容心玥同學分別獲本年度九龍城區高中及初中十大傑出

學生。 

4. 各科繼續推行科本拔尖課程。 

在中一及中二級星期六拔尖計劃的基礎上，數學科及電腦科為有潛質的同

學提供更高層次的拔尖培訓，包括數學研究專題、數學建模專題、數學奧

林匹克競賽、電腦人工智能編程專題、電腦奧林匹克競賽等等。科學科、

生物科、物理科及化學科為有潛質的同學安排科學研究活動、舉辦初中科

學奧林匹克、生物奧林匹克、物理奧林匹克及化學奧林匹克培訓課程等，

以讓同學在自己喜愛的學術領域盡展所長。本校過去多年建立以學生為中

心抽離式拔尖課程，成效顯著。本年度各科組參與全港性重要賽事如下： 

a. 數學科繼續推行星期六拔尖培訓計劃。在過去一年，培正數學代表隊

參與全港性重要賽事如下： 

(i) 2020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港選拔賽銀獎二名、銅獎二名及六名優

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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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2020 第六屆國際數學建模挑戰賽中華賽特等獎一隊、一等獎 三隊

及二等獎二隊 

(iii) 2020 第六屆國際數學建模挑戰賽國際賽特等入圍獎一隊、一等獎

一隊及二等獎一隊 

(iv) 2020 第三十七屆香港數學競賽決賽因肺炎疫情持續而取消 

(v) 2020 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因肺炎疫情持續而取消 

(vi) 2020 第十九屆培正數學邀請賽因肺炎疫情持續而取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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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全港

性重要賽事如下： 

(i)  2019 全港中學生軟件開發邀請賽本校共有 22 名學生進入決賽，決

賽因肺炎疫情持續而取消 

(ii) 香港培正中學創校 130 周年校慶盃電腦奧林匹克邀請賽獲圑體賽冠

軍及個人賽第二及第三名 

(iii) 2020 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本校共有 15 名學生進入決賽，決賽因

肺炎疫情持續而取消 

(iv) 2020 加拿大電腦比賽香港賽因肺炎疫情持續而取消 

(v) 2020 第五屆培正喇沙編程挑戰賽因肺炎疫情持續而延期進行 

(vi) 2020 香港電腦奧林匹克代表隊遴選賽 5 名學生進入第二階段最終

排名第二、第三及第四名。最終 3 人獲選代表香港參加 IOI 2020 及

3 人獲選代表香港參加 NOI 202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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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正機械人代表隊參與全港性重要

賽事如下： 

(i) 2020 FIRST® Lego League (FLL) 香港區選拔賽因肺炎疫情持續而取消 

(ii) 2020 FIRST® Tech Challenge (FTC) 香港區選拔賽因肺炎疫情持續

而取消 

(iii) 2020 Robofest 機械人大賽香港區選拔賽因肺炎疫情持續而取消 

(iv) 2020 全港校際無人機編程比賽因肺炎疫情持續而取消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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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競賽香港區選拔賽一等獎一名、二等獎

三名及三等獎兩名 

(ii) 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舉辦的國際遺傳工程機器設計競賽  (iGEM) 

獲金獎及最佳建模首五名 

(iii) 2020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生物及健康初中組二等獎一名及化

學及材料組初中組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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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2019 國際生物奧林匹克競賽香港區比賽金獎(季軍)一名、金獎一

名、銅獎一名、優異獎一名及學校最佳表現獎季軍 

(v) 2020 澳洲科學比賽優異 (High Distinction) 三名及優良 (Distinction) 

二名 

(vi) 2020 澳洲生物奧林匹克高級榮譽兩名及榮譽二名 

(vii) 2020 澳洲化學奧林匹克高級榮譽兩名及榮譽三名 

(viii) 2020 加拿大化學奧林匹克金獎一名、銀獎一名及優異一名 

(ix) 2020 英國生物競賽金獎一名、銀獎三名、銅獎四名 

 

本學年共有 13 人/隊次代表香港參加國際性及全國性比賽，當中 8 人/隊次

為香港在世界賽或全國賽中奪得獎牌： 

 

培正同學代表香港出賽及獲獎紀錄  

比賽名稱 組別 獎項 獲選同學 

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競賽 2019 

(卡塔爾 多哈) 
香港代表 銀獎 鄭思律 

丘成桐中學科學獎總決賽  

數學範疇 

( 中國 北京) 

亞洲賽區 

代表 

(包括香

港) 

銅獎 
楊汶璁 

姚涵瑛 

中國數學奧林匹克 

比賽 2020 

(中國 武漢) 

香港代表 銅獎 楊汶璁 

中國女子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2020 

(中國 鷹潭) 
香港代表 

銀獎 

銅獎 

焦采溢 

羅安琪 

Canadian Computing Competition 

CCO 2020 

(Canada Waterloo) 

遴選賽因 

疫情取消 
－ － 

全國信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

NOI 2020 

(中國 長沙) 

香港代表 

銅獎 

銅獎 

- 

楊汶璁 

袁樂勤 

鄭希哲 

國際信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

IOI 2020 

(新加坡) 

香港代表 

銅獎 

銅獎 

- 

楊汶璁 

衛家熙 

鄭希哲 

國際大都會奧林匹克 

競賽 IOM 2020 

(俄羅斯 莫斯科) 

因疫情取

消 
－ 楊汶璁 

FIRST® Global Challenge 2019 

World Championship 

(UAE Dubai) 

香港代表 

Ustad Ahmad Lahon 

Award for innovation 

in Engineering medal 

劉芷儀 

王俊稀 

FIRST® Tech Challenge 2020 

World Championship 

(USA Houston) 

遴選賽因 

疫情取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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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鼓勵教師專業發展及交流。 

1. 設立教師專業發展小組，推動教師專業發展。 

成立學術發展委員會，委員由不同學科老師組成，以試行模式探討最新的

教學方法，推動教師持續提升教學專業。例如，委員會以自主學習計劃推

動個人化學習，中五級陳祉軒和錢紀妍同學分別以一學年時間研讀大學程

度數學和化學，並撰寫筆記及向老師匯報，效果理想，來年將繼續推行。 

本年度亦成立了教師專業發展委員會，主要擬定每月教職員會議和教師發

展日活動內容，提供教師在教學及非教學的專業培訓，並與學術發展委員

會合作，提升教師教學效能和探討不同的教學法，鼓勵教師分享教學心得

及發表教育論文等。另外，亦會並提供發揮空間予教師，發展教學以外潛

能。原定在 11 月邀請不同學科和範疇的教師加入實驗團隊，就成長型思維

進行交流並訂立策略及試行計劃，因疫情關係延於下學年重新開展。 

2. 加強同儕觀課及跨學科教師交流活動。 

 由於 2 月 3 日至 5 月 27 日全港停止面授課堂，原定於 3 月 10 日至 3 月 16

日進行的數學科和科學科跨科觀課將改為實體復課後補辦。 

 以學術研究類型比賽作為平台，讓跨領域或跨學科老師擔任指導老師，除

有利於學科交流外，更能以現象為本，對某一項實際問題進行跨領域思考，

指導老師及參賽學生能從中學智如何整合跨學科知識。以丘成桐中學科學

獎 2019 為例，數學範疇中的得獎論文得到了數學、科學、電腦科老師指導；

而經濟範疇中的得獎論文則得到經濟、數學、電腦科老師指導。 

3. 各科建立資源共享平台。 

各科已經完成知識管理策略檢討、選定有效的知識共享平台，並要求同科

同級老師在校內平台中分享教材及教學法。本年度所有科目已開始使用各

個校本分享平台，以加強同工之間的專業交流。2020-2021 年度會以此為基

礎，繼續加強各科推展資源共享。 

 

本學年各科使用資源共享平台概況如下： 

科目 

各科教學資源共享平台 

Assessment 

server 

Resource 

server 

Google 

drive 

Google 

mail 

Google Classroom and 

LIVE Platform 

中國語文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英國語文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數學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通識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物理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生物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化學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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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科學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經濟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歷史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中史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地理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中國文學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電腦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體育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音樂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視藝/媒體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家政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設計與科技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生命教育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4. 鼓勵及資助教職員參加由本地或海外機構舉辦的培訓課程，以提升教學效能。 

過去兩年，校長及三位副校長及多位行政主任均已出席澳洲 Geelong 

Grammar School 舉辦的正向教育培訓課程並協助修訂三年計劃，在培正中學

進一步推行正向教育。本學年，原來安排資助數位負責老師參加澳洲 Geelong 

Grammar School 舉辦的正向教育課程，可惜因為疫情關係，Geelong Grammar 

School 取消了原定於 6 月 18 日至 20 日在香港舉辦的正向教育 3 天培訓課

程，部份計劃延後進行。 

 

由於 2 月 3 日至 5 月 27 日全港停止面授課堂，老師需要學習使用實時網上

教學平台授課。本校老師對於如何有效使用實時網上教學平台經驗不多，

便聯絡澳門培正中學劉冠華主任以及他們的 FabLab 教師團隊，進行多次網

上教學法交流會議、港澳培正兩地電腦室同步聯課試驗等，以測試以 Google 

Classroom, Youtube live, Facebook live, Google Meet 以及 Zoom 等平台進行網上

教學的好處與限制，從而制訂校本建議於 8 月 24 日至 25 日為全校老師舉辦

「實時網上教學平台支援工作坊」。當中，兩校同學共同完成了 24 小時的

電腦編程課，試驗課詳情如下：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ROQX0OsrAT0zzGu3nGuJNfo9sEQzcmIr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ROQX0OsrAT0zzGu3nGuJNfo9sEQzcm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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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3：建立標竿人生 A Purpose Driven Life 

本年度透過多種不同類型的活動，鼓勵全體學生積極探索自我，發揮潛能，訂立及

追求人生目標。 

目標及策略 

a. 鼓勵全體學生探索自我，發揮潛能。 

1. 提供多元化的課外活動，幫助學生了解自我、發掘潛能。 

本校有 50 多項不同類型的課外活動，大致分為六大類別 : 屬靈、體育、服

務、藝術、學術、學生組織，其中 26 項是恆常每星期舉行練習或聚會，另

外不定期活動之會社亦有 20 多項，大部份會社均達到每月有一次活動機

會。各項活動原則上是由同學自由參加，同學可因應興趣和能力發展所長。

2019 年度，因為社會運動及新冠肺炎疫情停課接近半年，本校同學雖然報

名參加各項課外活動，但實際參加人數及次數比以往減少，部份活動和比

賽甚至取消。學校老師停課期間，部份活動改為網上參與，令同學仍能享

受活動的樂趣及發展潛能，本學年學生在各項課外活動比賽中共獲得 60 多

個獎項，表現令人鼓舞，希望來年能回復正常校園生活。 

 

2. 設立學生「個人成長歷程檔案」，記錄並反思成長經歷。 

本年度開發校本軟件 PC Port，讓學生記錄在學時期的成長經歷、個人感受

及反思。軟件於 11 月中完成設計，開始讓中一級及中二級學生試用。計劃

於 2 月開始讓中四及中三學生使用，但由於疫情停課關係而未有啟用。 

軟件開發初期，部份功能未齊備，使用時不夠流暢，所以較少學生樂意用

作分享平台，參與程度未如理想；其後流速改善，加上新增老師分享功能，

多了學生樂於使用。 

由於社會運動及疫情，不少校內活動取消，中一、二學生在校經歷較少，

且他們不慣於深入探討及分享自己的感受。能積極參與，並作深刻反思的

學生屬少數。 

班主任表示這仍是一個可以與學生分享溝通的不錯平台，希望來年學生有

多些不同的經歷，可以更深刻的體驗和反思，留下寶貴的個人成長歷程檔

案。 

 

3. 在課外活動中加入 PERMA Model，強調正向情緒 (Pos. emotions)，參與 (Pos. 

Engagement)，人際關係 (Pos. Relationship)，意義 (Pos. Meaning) 及成就 (Pos. 

Accomplishment)。 

已設計學生問卷評估活動成效，但鑑於今年度停課時間接近半年，而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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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復課後亦停止所有課外活動，因此這方面評估未有進行。 

b. 協助學生訂立及追求人生目標。 

1. 藉生命教育課及其他學習經歷幫助學生尋找及訂立人生目標。 

本年度中一成長營以「建立團隊和彼此認識」為目標，讓老師與學生透過

活動和分組討論進行生命交流，學生也在營會中探索及初擬自己的年度目

標，效果理想。 

中三生命教育配合學生升中四選科的需要，設計了一系列的課題，讓學生

探索人生目標、思考職業選擇，從而幫助學生選科。 

但受疫情的影響，部份內容未能如期進行。復課前後，中三生命教育涵蓋

以上的範圍包括有：「探索人生目標」、「學會作決定」。原本設計有關思考

日後職業選擇問題，以及原定於 2020 年 3 月 5 日下午在校內舉行的「中三

級生涯規劃活動日」都因疫情停課而取消，改為網上發放選科資料。停課

期間，學校製作一些短片，幫助學生繼續探索人生目標，並介紹中四各選

修科目的內容，再由班主任進行個別輔導。 

此外，上學期完結後，原定由班主任與初中學生一起檢視上學期的成果及

計劃下學期目標的課題，名為「回顧與前瞻」。此活動期望學生學習訂定自

己的目標，並進一步發展個人的人生方向。惟因疫情關係，上學期考試完

畢後，隨即停課，檢討未能進行。 

中四生命教育課程納入有關「個人成長」、「自我認識」等課題，讓學生對

自己有進一步的了解，對自己的人生有更清晰的規劃。惟因疫情關係，本

年度課程無法完成。在「認識自我」、「接納自我」和「突破自我」三個層

次的學習，只能完成第一階段。 

原定於 2 月舉辦的中四生涯規劃營會因疫情而取消，建議下年度繼續籌辦，

讓學生認識個人特性、思考及發掘人生目標和意義。 

中五生命教育加入了職業探索的課題，學生需要完成一份「理想職業探索」

的專題習作，透過研習，同學對自己理想職業進行探索，從而更深入了解

這些職業是否適合自己，並部署自己的學習計劃和升學抉擇。但因疫情影

響，原本設計在下學期推展的職業探索課題，無法如期進行，所以本年度

並沒有在中五級展開職業探索的部份。 

計劃中，中四及中五級班主任利用「生涯地圖」作教材及四節課堂進行生

涯規劃輔導活動，當中包括個人興趣及技能評估、遊戲、分組討論、反思

和分享。因停課之故，活動未能進行。 

原定於 2020 年 3 月份分別為中四及中五級班主任進行「生涯規劃輔導」培

訓，內容旨在推動各老師支援同學的生涯規劃需要及為生涯規劃班主任課

作準備，亦因疫情停課而取消。在停課期間，部份資料經由電郵傳遞讓兩

級班主任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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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與家長、校友及社會網絡加強聯繫。舉辦多元化的生涯規劃活動，增加學

生的自我認識，從而訂立人生方向及目標。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及生涯規劃委員會於本年度舉辦了 22 項校內升學講座、

校友分享會及家長會，當中包括本地及外地大學代表、講師和教授、校友、

升學顧問及本地專業界別工會代表。另外，亦安排有興趣的學生出席校外

講座、參觀活動及工作體驗計劃活動 (Job shadowing)；可惜部份活動因停

課關係而取消。 

「亦師亦友計劃」– 中六級班主任連同 9 位生涯規劃導師分別為每組中六

同學進行個別生涯規劃輔導，為學生的升學需要及生涯規劃提供支援。 

原定 2020 年 5 月 8 日為中五級學生舉行「認識工作世界晚會」，計劃邀請

不同專業界別的嘉賓講解各行業的工作範疇、前景及入職要求等資訊。惟

因疫情停課而取消。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亦不定期地於放學或午飯時間為有興趣同學舉行生涯規

劃輔導活動及小組面談活動。 

 

3. 推動 “Project Why Not”，提供資源及支援，協助學生實踐個人目標。 

在 2019-2020 年度接受了兩項 “Project Why Not” 申請，包括： 

中六光吳啟熙熱衷繪畫，一直想跟別人分享畫作，他向校長表達心願，校

長遂批准他於 2019 年 9 月在 E 座圓樓梯大堂舉辦個人畫展，為期約兩週，

可算是校內首次有學生在學校公共空間舉辦個人畫展。 

中五一名學生為樂團中堅分子，本欲參加 2020 年暑假舉行的維也納音樂之

旅遊學團，但因家庭經濟問題而無法支付旅費，得音樂科科主任推薦，校

長遂向校友籌募旅費二萬元，讓其成行。可惜遊學團因為疫情而取消，校

友於是同意把捐款改為資助該同學購置長號，讓他繼續在音樂上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