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培正中學周年校務計劃書 (2019-2020) 

相關策略/工作施行說明 

 

關注事項 1：強化生命教育 Life Education Plus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部門 涉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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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講座及活動，向教

師、學生及家長介紹正

向教育。 

 講座及活動次數以及

出席人次 

全年 生命教育委員會 講座嘉賓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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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各級教材，整理完

整的教材套。 

 生命教育分享及交流

會評估教材的內容資

料及教學法 

全年 生命教育委員會 購買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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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一及中四生命教育

課加入「品格強項」課

題。並在中一及中四成

長營中加入運用強項的

元素/體驗。 

 學生工作紙表現 全年 生命教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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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中一至三班主任節

有關公民敎育課程的課

題安排。 

 生命教育分享及交流

會評估教材的內容資

料及教學法 

全年 公民教育委員會  

2. 為學生提供更多社會服務及體

驗式學習機會。 

增加社會服務及體驗式

學習的活動給學生報名

參加。 

 公民教育委員會、課

外活動委員會及全方

位學習委員會記錄及

評估 

全年 公民教育委員會、 

課外活動委員會、 

全方位學習委員會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部門 涉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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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能述說重要本地及

國際時事新聞。 

 於早禱時段播放 3-5

則新聞簡報，部份新

聞會作為每月「時事

小測」的素材。 

 舉辦 10 大新聞選舉 

全年 公民教育委員會、 

通識科科主任、校

園電視台 

 

4. 推動跨學科合作，把「公民素質」

理念融入不同課程之中。 

本年度最少有一項跨學

科合作的推動。 

 於科主任會議分享及

討論 

全年 「個人、社會及人

文教育」相關科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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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開始使用活動中

心。 

 輔導委員會分享及討

論 

全年 輔導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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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別舉辦教職員團契及

學生團契聚會，提升教

職員及學生的身心靈健

康。 

 基督教事工委員會分

享及討論 

全年 基督教事工委員

會、輔導委員會 

 

3. 幫助學生培養正面情緒，提供更

多適切的支援及輔導。 

註校社工及輔導組老師

舉辦活動及約見學生。 

 輔導委員會分享及討

論 

全年 輔導委員會  

4. 強化朋輩輔導計劃。 加強培訓朋輩輔導員，

加深同學對溝通技巧及

精神健康的認識。 

 輔導委員會檢討朋輩

輔導員的表現 

全年 輔導委員會 外聘導師費

用 

5. 加快修葺及美化校園環境。 透過設立直接報告機

制，讓同事能迅速匯報

有關修葺的需要； 

設立改善校園諮詢會，

歡迎同事參與，提出改

善校園設施的建議。 

 事務委員會記錄及評

估 

全年 事務委員會 預留 30 萬元

設立改善校

園基金 

 

 

 



關注事項 2：提升學習效能 Effective Learning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部門 涉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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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高中文憑試的成績及增

值指標表現以及科主任對

同學課業表現之評鑑。 

 各科科會分享及討論 全年 學務委員會 購買電子教材

及參加網上教

學平台 

2. 推動學生自主學習及喜愛學習。 學生課堂表現及課業表

現以及對自已的學習表

現自評。 

 各科科會分享及討論 

 持份者問卷 

全年 學務委員會及學術

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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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參與率及於校外比

賽及交流活動時學生之

表現。 

 校外比賽結果 

 各計劃負責同工分享

及討論 

 學生自評 

全年 相關計劃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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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修讀人數及完成

率。 

 修讀教師人數 全年 輔導委員會 增加代課人力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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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支援團隊人數以提

供服務範圍。 

 輔導委員會檢討 SEN

同學表現 

全年 輔導委員會 成立 SEN 支

援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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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參與率及於校外比

賽及交流活動時學生之

表現。 

 校外比賽結果 

 計劃負責同工分享及

討論 

全年 學務委員會及資優

教育委員會 

外聘導師費用 

4. 各科繼續推行科本拔尖及增潤

課程。 

學生於校外比賽時之表

現及增潤課程完成率達

標率。 

 校外比賽結果 

 計劃負責同工分享及

討論 

全年 學務委員會及資優

教育委員會 

外聘導師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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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專業發展活動數量

及效益。 

 各科科會分享及討論 全年 學術發展委員會  

2. 加強同儕觀課及跨學科教師交

流活動。 

觀課及教師交流活動的

自評。 

 各科科會分享及討論 全年 學術發展委員會  

3. 各科建立資源共享平台。 共享資源數量。  各科科會分享及討論 全年 資訊科技主任及各

科科主任 

購買網上平台

及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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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人數及完成率； 

同儕觀課分享培訓成

果。 

 出席同工分享及討論 全年 學術發展委員會 報讀校外課程

費用 



關注事項 3：建立標竿人生 A Purpose Driven Life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部門 涉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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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多元化的課外活

動，增加學生對自我的

了解、發掘潛能。 

 學生參與課外活

動的次數及情況 

全年 課外活動委員會 營會導師費用 

津貼遊學團 

2. 設立學生「個人成長歷程檔

案」，記錄並反思成長經歷。 

設立校本應用程式，學

生使用此程式記錄在中

學階段成長經歷並作出

反思。 

 學生使用此程式

的次數及反思情

況 

全年 生命教育委員會 製作及管理應

用程式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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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在活動過程中能在

就這幾方面加深認識、

作出反思。 

學生完成課外活動後，

嘗試轉化到日常生活

中。 

 學生問卷回饋 

 小組學生訪談 

全年 課外活動委員會 活動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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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教育課堂活動及工

作紙、理想職業探索專

題研習。 

 學生問卷回饋 

 學生工作紙及專

題研習表現 

全年 生命教育委員會、課

外活動委員會及升學

就業輔導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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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升學講座、師友計

劃、工作經驗分享等活

動豐富學生對不同學

科、職業、社會界別的

了解及體驗。 

 升學就業輔導委

員會記錄及評估 

全年 家長教師會、課外活

動委員會、升學就業

輔導委員會 

活動費用 

3. 推動 “Project Why Not”，提供資源

及支援，協助學生實踐個人目

標。 

能夠幫助學生發揮潛

能、實踐夢想。 

 學生提交及落實

計劃書的數目 

全年 課外活動委員會、升

學就業輔導委員會及

生命教育委員會 

實踐計劃所需

的津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