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2019-2020 周年報告 

IMC-2021-007 

1 



 

| 目錄 
 

| 辦學宗旨及報告總結 3 

| 我們的學校 4 

|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6 

| 我們的學與教 9 

|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12 

| 學生表現 13 

 

附件一  學生在校外比賽／活動的成績及社會服務參與   

附件二  2019 - 2020 財政報告   

   

2 



| 辦學宗旨及報告總結 

辦學宗旨 

1. 我們的教育團隊，以仁、愛、勤、誠的價值觀，培育學生成為自主、獨立、對香港社會及國家有承

擔的年輕人。 
 

學校目標 

2. 提供優質教育，培養學生 

仁以待人     在心靈間播種關懷 

愛以勵己     在生活裡開拓夢想 

勤於學習     在人生中追求卓越 

誠於處事     在群體中自我完善 
 

報告摘要 (回饋與跟進) 

3. 本年是新學校發展三年計劃的第二年。校長與核心管理團隊去年檢視了學校狀況，進行學校行政架

構的重整、教職員崗位的重新編配、校園環境的優化與改變，為王中帶來一番新氣象。關注事項方

面，學校銳意推行「促進學習評估策略」，按學生能力分班分組，適當運用資源以照顧學習差異，

成效令人滿意。而引進質素保証機制、Gradebook加強進展性評估，有助教師持續監察學生學習表

現。今年更進一步推動Committment to Learning(投入學習)的政策，優化進展性評估，令師生更清   

楚掌握評鑑日常學習表現的準則，期望能推動學生更投入學習。 

 

另外，在自置學習裝置(BYOD)的措施下，更多學生已具備電子學習工具，配合學校推行混合教學

模式(Blended Learning)，教師可以因應課堂及學生需要而運用不同的教學策略，在停課期間，網 

上教學運作大致暢順，師生都體現了終身學習的精神，亦有助混合模式教學的發展。在課程改革方

面，中一級及中二級推出人文科技課程(Liberal Arts Technology)、中三推出STEM FRIDAY，讓學     

生跟隨不同導師學習木工、戲劇、3D打印等有趣課程，除令本校課程更多元化，也照顧了不同學

習風格和專長的學生。 

 

最後，「提升學生抗逆力」也是學校的重點項目，透過陽光青年計劃、生活技能課，為學生提供各

種挑戰自我、磨練意志的機會。而重新檢視各級成長課，訂立幸福人生規劃課程，可以針對不同年

級的學生成長的需要。另一方面，新成立的學生事務部、日漸成熟的年級議會，以及運作了一年的

學生關顧中心，經過不斷的磨合、探索，使全校參與、訓輔合一的模式也成熟起來，有助更全面的

照顧不同學生的需要，在停課期間，學生發展委員會動員班主任定期打陽光電話，識別情緒困擾的

學生，予以及時支援，成效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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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學校 

校舍設施 

7. 本校校舍設施包括有 

G/F  訪客接待區、校長室、會議室、校務處、教員室、室內運動場、多功能籃球場、田徑練習跑

道、男女生更衣室、學生關顧中心、小食部及用餐區、活動資源中心 

2/F  空調禮堂、演講室、學生活動中心、社工室、資訊科技室、設計與科技室、醫療室/會客室 

3/F  課室、圖書館、生活空間、自習區、媒體製作工作室、英語學習中心、學生關顧中心/輔導室 

4/F  課室、教員室、環保草地/欣茵平台/種植園、王中廚房、自修室 

5/F  課室、音樂室、航空學中心 

6/F  課室、科學實驗室、生物實驗室 

7/F  課室、化學實驗室、物理實驗室、視藝室、資訊科技室、伺服器中心 

8/F  教職員工休息室、安裝太陽能光伏板之天台 

 

8. 各樓層均有升降機及傷健人士專用洗手間。 

 

課室改善 

9. 本校在暑假期間完成了第二階段的課室改善工程

，例如在中二課室安裝了 72” 互動屏幕(提供電子黑

板、支援顯示流動裝置等)、加裝 6 塊 LED 照明燈、

以磁性白板代替黑板、翻新全班房油漆等。在中六課

室則加設了86"互動屏幕，以提升教學效能。 

 

 

 

學生關顧空間改善 

10.為了方便兩位駐校社工與學生面談，校方特地將201室間隔了兩間獨立房間。同步擴闊202學生活

動室空間，並將牆身更換為玻璃拉門，增加透光度，擺放康樂棋、乒乓球桌等，方便學生進行消閒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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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空間 (Locus Vitae) 

 

11.將三樓圖書館原來的多媒體學習中心則拆去牆壁及屏風，聘請專人設計，改為時尚新穎、開放式的

生活空間，更設有鞦韆式座位及圓桌，令三樓空氣流通、環境明亮寬敞之餘，學生可以在此學習、

討論。 

 

班級組織 

12. 2019 – 2020 年度開設的班別數目及學生人數表列如下： 

  

班別數目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總數 

班數  4  4  4  4  4  4  24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總數 

男生 
人數  66  78  70  61  58  56  389 

女生 
人數  49  41  42  29  50  43  254 

學生 
總數  115  119  112  90  108  99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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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13.2018 - 2021 年度三年計劃的三個關注事項分別為： 

a. 推行促進學習評估策略 

b. 推動創新課程發展 

c. 培養學生抗逆意志力 

 

14.推行促進學習評估策略 

成就： 

● 分組教學，照顧差異：為加強照顧學生在主科的學習差異，本年度學校按學生學習進度進行分

組及分班，先以英文成績考慮，再用分組方法(分組/分班/抽離)處理其他學科的學習差異。實施

分組的級別包括中一1組，中二2組，中三2組，中四3組，中五4組，中六3組；以學科計算，中

文3組，英文4組，數學5組，通識3組。有關的分組分班安排，有助減少課堂學習差異和增加學

生學習量。 

● 改善評估政策：學術委員會推動促進學生學習的教學和評估，監督教學質素和課程實施能否有

效運作。本年度在會議中先後檢視和討論各項和學與教相關的政策及措施，包括「混合媒體教

學(Blended Learning)」及電子學習、評估政策、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的校本政策、 

語言及閱讀政策和學生手冊。其中評估政策已落實於來年在進展性評估加入「投入學習

(Commitment to Learning)」框架。另外，學生手冊內有關學與教的內容亦已完成修訂。 

● 課室支援學生策略：本年度繼續加強對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第一層支援，安排本校的教育心

理學家觀察學生的上課表現，然後約見科任老師，共同商議和制訂個別學生的第一層調適策

略。此外，在中一中文科試行分層試卷，擬定標準程度及淺易程度兩個版本，淺易程度版本的

設計以SEN同學能力為基礎，選答的學生名單由科任老師或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推薦，如學生

自行報名，最後須由科任老師及校方審批。 

反思： 

● 學校按科組的建議，計劃運用資源安排學生在課堂外進行針對性的學習活動及導修課，但受停

課影響，原定舉行的中一中二課後功課班和中六學習營等都已取消。在學習新常態下，學校需

積極尋找新方法，為有需要學生提供支援，例如網上功課輔導服務和平台。 

● 在網上授課期間，各學科試行「學習大綱 (Learning Module Outline)」，以 2 - 4個星期學習時段             

為單元，訂立清晰及可完成的學習目標和學習過程，然後進行合適評估項目並回饋給學生，再

調節下一單元的學習目標。有關措施有助科任老師聚焦學生的學習進度，及時調適班本課程目

標，來年將全面推行。 

● 受疫情影響，面授暫停，老師的教學和學生的學習已進入「教育新常態」。學校、老師需思考

方法，如何有效結合各種教學平台和學習工具，令學生能在新常態中維持、自主和深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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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推動創新課程發展 

成就： 

● Blended Learning：在Blended Learning的發展方面，2019-20年度在中一及中二級開始BYOD   

政策，BYOD計劃已按期完成，中一中二學生已購置iPad，在疫情停課期間，在家學習開展順

暢。中一課室設計及裝置亦作相應改動，加裝紅外線廣播系統，採用互動電視取代投影機及白

螢幕。 

● 教材、學校資訊電子化：王中學生學習平台 Hero Learning Platform (電子網絡平台)已全面運       

作，各級(中一至中六)設專屬版面展示該年級相關資訊，例如時間表、各科的Learning Module   

Outlines (學習單元大綱)、停課期間注意事項、回校復課安排細節等… Hero site已是學生查閱     

學校資訊的重要渠道。  

● 深入使用Google Education Suite：全校各科各班各組已開設Google Classroom(學生電子網絡     

平台)，上載學習材料、預習練習溫習指引、課業回饋…等，讓學生可以透過電子網絡平台，隨

時隨地及按個人學習速度，進行預習、溫習及跟教師互動。在疫情停課期間，學生仍能透過

Google Classroom及Google Meet繼續學科學習。中文、英文、數學、綜合人文、綜合科學、   

電腦科已開展以 Nearpod 協助教學的教學模式，雖然有些科目設計少於4個Nearpod Learning       

Modules，但已在電子網絡平台，提供電子形式學習素材，配合原來的書本或文本的素材。 

● 校本 STEM 人文科技課程：跨課程STEM教育方面，初中各級已開設STEM教育課程：中一級   

及中二級開設人文科技課程(Liberal Arts Technology)，由視藝科、設計與科技科、電腦科及綜   

合人文科跨科組成，中一以「綠色生活」為題，而中二以「圓動力」為題。已開展Learning 

House的模式，也定了ISTE的評估表。中三級在星期五下午課節，進行 「STEM Friday」課   

程。校方邀請業界專業人士與教師合作，到校教授和發展配合社會發展趨勢的人文及科技課程

，在2018-19學年課程包括 3D 立體打印設計(3D Printing & Design)設計軟件 3ds Max、模型制             

作(Model Making)、動態藝術(Kinetic Art)、音樂劇和戲劇工作坊；在2019-20學年加入無人機   

飛行課程。所有中三同學分為六個組別，按興趣在上下學年分別參加人文和科技各一個課程。 

● 校本航空學課程：在發展與航空業相關的特色課程方面，2019-20學年中四級開始，與香港大

學專業進修學院協作，以 mode 2形式，在本校開設航空學(高中應用學習)證書(航空服務科) 課     

程，裝備學生畢業後能升讀與航空學相關的高級學位課程及投身航空行業。 

反思： 

● 學校仍須繼續為教師提供電子學習策略的培訓，讓老師能掌握如何能把資訊科技混合教學當中

，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 各科已開始Google Classroom及已嘗試開展不同的電子學習工具以配合書本紙本材料及面授課 

堂，因此，Blended Learning委員會的牽頭任務已完成，blended learning的發展會由科組帶動   

，更能配合科目的特性及需要。科組要決定電子學習材料模式，可以是Nearpod或其他模式。 

● Blended Learning的其中一個目的是照顧學習多樣性，科組需逐步準備不同程度或模式的學習 

材料，令學生可按自己的特性和步伐加強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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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M教育方面，雖然已定了ISTE的評估表，但仍屬初步設計，需要繼續將評估的項目更具體

描述，讓學生了解其掌握能力的程度。 

 

16.培養學生抗逆意志力 

成就： 

● 針對學生成長需要提供各類支援、輔導活動：為中一級進行問卷、識別中度風險的學生，委託

外間機構，籌辦成長小組予20位同學，安排小組分享、工作坊、參觀等成長活動。而中二級則

承接去年工作，亦繼續安排一個小組(20人)。根據觀察，學生能投入活動，提升自我形象和人

際溝通能力。 

● 積極參與「陽光青年計劃」，全年進行健康教育、提供禁毒資訊、推廣新興體育項目等。師生

均認同此計劃有助學生選擇健康生活模式。 

● 檢討、統整成長課及發展生活技能課程：今年於中一、中二推行幸福人生規劃課程，由生社

科、價公組、學生關顧中心等共同編定課題，以知識導入——個人反思——同儕分享來促進學生

對價值觀的理解。教師均認同學生能投入課堂。而中一各班更至少有一次遠足體驗，師生均認

為遠足體驗提升意志力、敢於接受磨練，並有助建立團隊精神。 

● 發展學生關顧中心：推動訓輔合一全人關懷策略 

○ 中一、中二各有20位同學參與第二層支援 

○ 建立第三層輔導支援：3S 校本加輔班、學生個案會議 

○ 建設成長和訓練小組事工紀錄系統 

● 停課期間，學生關顧中心以電話、家訪、短訊支援情緒受困擾的學生 

 

反思： 

● 學生關顧中心、學生事務部、年級議會經過一年的磨合，漸漸建立了分工和協作的默契，有助

更到位地照顧學生成長 

● 由於疫情關係長期停課，很多計劃未能實行，亦取消很多活動，無疑是相當可惜。假若日後再

遇上這種情況，老師應更主動關心學生需要。 

● 學生對陽光青年計劃反應正面，積極參與各項活動包括體育、興趣班、比賽，有助加強追求健

康生活的意識 

● 學生表示喜歡上成長課，認為有助個人發展；而遠足體驗能提升學生抗逆力、團隊互助精神 

● 這兩年對學生考勤、儀容服飾違規的處理方法，由懲罰轉為輔導個案，減少了師生的衝突，也

能針對個別學生需要加以輔導 

● 老師對於訓輔合一之認知、執行相關政策的信心和能力似乎比去年提升，班主任也更突出其角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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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學與教 

實際上課日數 

17.本校過去三年中一至中三在校實際上課日數： 

年度  上課日 

2019/20  171* 

2018/19  163 

2017/18  169 

* 按校曆表計算 

 

學習領域的課時百分比 

18.本校過去三年中一至中三時間表中分配給八個主要學習領域的課程時間百分比如下： 

  2019/20  2018/19  2017/18 

中國語文教育  18.67%  18.67%  18.42% 

英國語文教育  17.33%  17.33%  18.42% 

數學教育  16.00%  16.00%  15.79%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16.00%  16.67%  17.11% 

科學教育  12.00%  12.00%  11.84% 

科技教育  6.67%  6.00%  5.26% 

藝術教育  8.66%  9.33%  9.21% 

體育  4.67%  4.00%  3.95% 

 

高中科目選擇 

19.本校過去三年中四、中五及中六開辦選修科目(包括甲類、乙類和丙類科目)的數目： 

  2019/20  2018/19  2017/18 

中六  14  14  14 

中五  13  14  14 

中四  13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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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本校過去三年中四、中五及中六學生修讀少於兩個、兩個、三個及三個以上選修科目的百分比： 

中四  零修讀  一科  兩科  三科  多於三科 

2019/20  0%  0%  89.36%  10.64%  0% 

2018/19  0%  0%  89.62%  10.38%  0% 

2017/18  0%  0%  100%  0%  0% 

 

中五  零修讀  一科  兩科  三科  多於三科 

2019/20  0%  0.93%  87.96%  11.11%  0% 

2018/19  0%  0%  91.00%  9.00%  0% 

2017/18  0%  0%  94.96%  5.04%  0% 

 

中六  零修讀  一科  兩科  三科  多於三科 

2019/20  0%  32.32%  61.62%  6.06%  0% 

2018/19  0%  23.15%  74.07%  2.78%  0% 

2017/18  0%  34.75%  58.47%  6.78%  0% 

 

課程和評估 

21.發展跨課程 STEM 教育，中一和中二級開展人文科技課程，分別以「綠色生活 － 全球暖化」和

「圓動力 － 手推車在學校的應用」作為學習主題，用「現象為本學習」（Phenomenon-based 

learning），讓學生對真實世界的各種現象進行探索，因應社會的各種挑戰建構可行解決方法。學

生從所探究的現象，進行跨學科的專題學習，參與學科包括綜合人文、電腦、設計與應用科技及視

覺藝術科。課程的主要框架分三個層次，分別為 Maker 訓練、 培養同理心和掌握科技知識。課程

亦採用了新的評估模式，以質性評估為主，例如：學生自評及互評、學生能力表現的量表(參考

ISTE 標準)、專題研習結果滙報、作品展覧及示範等。 

 

22.中三推行 STEM Friday 課堂，讓學生能學到配合社會和科技發展趨勢的知識，培育學生的創新設計

思維，提升「動手做」解決問題的能力。本年度開設的課程有 3D 打印設計及應用、無人機航拍原

理及技巧、水泥手作產品、街舞和戲劇工作坊等。 

 

23.本學年與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HKUSPACE)合作，在中四開辦模式二 (到校合辦) 應用學習航空學

課程 -「航空服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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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學 

24.陳俊輝老師去年參加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策劃及捐助的「賽馬會教師社工創新力量」計劃，

成為本校「創新夥伴」，並應用在外地觀摩及學習所得，在本學年推行創新教育項目，改善初中的

學習環境，包括三樓 Cyber Room、中一中二課室的重新設置等。 

 

25.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黎佩珊老師參加教育局「i-Journey 在職中學教師帶薪境外進修計劃(照顧學

習差異)」，原定在今年四月至六月期間前往澳洲作境外考察、參觀及參與駐校體驗等。但受疫情

影響，有關考察會順延至2021年進行。 

 

學生學習 

26.發展「電子學習」(e-Learning)，籌備來年在中一及中二級推行學生「自攜電子學習裝置」計劃 

(BYOD)。 

 

27.本學年成立了 Blended Learning (混合媒體學習) 工作小組，主要就推動電子學習策略、學校行政安

排、課程及教學法發展等工作，進行聚焦的討論和研究。本年度已在部分科目班級推行「學生網上

學習平台」，把學習資訊、校本教材、電子學習內容，透過 Google Education 給同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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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總結各部門主要工作及策略 

28.全校參與、訓輔合一的學生關顧策略：學生關顧委員會推行，以學生需要為本，制訂不同策略及運

用校內外資源，協助學生面對各種挑戰。 

29.學生本位、回應社會的價值教育策略：價值及公民教育委員會經常邀請外間機構到校分享，協助學

生建立堅毅、共融、自尊等的價值觀，設立清新公民大使宣揚各種公民素養。 

30.個別輔導、全人發展的生涯規劃策略：升學及就業委員會為全校各級提供升學及就業資訊、生涯規

劃個人及小組輔導，更針對中三級舉辦選科成長日營、中四級安排企業參觀、中五級舉行模擬放

榜、中六級籌辦奮進營等。 

31.知性與趣味並重的健康校園推廣策略：健康校園委員會主要配合本堂陽光青年校園計劃，推廣健康

生活教育，除了邀請專業人士到校主講健康講座，又舉辦全校水果日、特色體育項目推介等。 

32.全校參與、延伸體驗的學習經歷安排：學生發展委員會全年籌辦四次活動周，採用半天上課、半天

活動的模式，鼓勵教師為學生安排不同的學習經歷。活動委員會為學生安排多元化之午間活動、制

服團隊如童軍、少年警訊繼續為學生提供紀律訓練，提升自治自律的素質。 

 

成長支援措施 

33.中一至中五設雙班主任，加強對學生的照顧，配合關顧委員會的活動，積極建設班風。 

34.各級設立級主任一職，以支援該級班主任，針對學生特性、需要予以培育。 

35.學生事務部整理學生在考勤、儀容服飾、行為等各方面的數據，交級主任、班主任跟進，如有需要

可轉介予學生關顧中心，做到及時識別、盡早介入。 

36.由青協派駐校社工到校配合老師跟進學生個案，共融教育委員會另聘輔導員、助理支援有特殊教育

需要的學生，教育心理學家及言語治療師亦定期到校跟進學生個案。 

37.學生關顧中心主要針對個別學生的成長需要，為學生提供個案輔導、成長活動。例如「P計劃」，

由老師一對一地跟進學生個案，協助他們建立生活及學習常規，減少行為問題。又特別為中三級幾

位學生組成3S班，調撥資源幫助他們學習自我管理。學生關顧中心與學生支援組、駐校社工、教

育局、教育心理學家緊密合作，全方位地支援學生成長需要。 

38.善用外間資源包括學校起動計劃、社署攜手扶弱基金、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等，為學生提供各類

學習體驗如境外學習團、暑期職場影子體驗計劃、中四級「職出前路生涯規劃日」等，皆能擴闊學

生視野並更認識自我，有助確立人生目標。 

 

學校氣氛 

39.學校運用APASO問卷調查工具，了解學生的感受和需要。按各級需要而安排不同問卷，包括自我

概念、人際關係(中一級)、自我概念、動力(中二級)、人際關係、動力(中三級、中四級)、人生目

標、領導材能(中五級)。全體教師討論調查結果，並制定跟進及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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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學校推動學生聲音，校政透明度提高，除了學生會選舉採一人一票制外，也舉辦論壇，討論時事和

校政。 

41.家校合作良好，家教會定期開會，家長均表示對學校有信心，樂見子女在本校就讀並有進步。 

| 學生表現 

個人專長發展(參考附件一) 

42.體育：獲獎達 13 項。因疫情關係，不少學界賽事均告取消，本校健兒只能於學界越野賽獲獎。本

校一向投放大量資源發展學生在體育方面之潛能，設立校隊共29隊，包括足球、籃球、排球、乒乓

球、閃避球、田徑隊、長跑隊。聘請專業教練指導學生，鍛鍊體能、提升技巧。學生於學界、地區

性、全港性之賽事均有相當突出的表現。今年更申請QEF以建設健身室，鼓勵學生鍛鍊體能，提升

運動水平。 

 

43.社會服務：參與項目達 6 項。本校設有社會服務團，鼓勵學生參與社會服務，回饋社會。同學參與辦

學團體及其他機構之探訪、賣旗等活動。探訪對象主要為區內長者及被棄養的動物，期望透過活動培養

同學的同理心。本校亦設有獎勵機制以表揚熱心服務、關懷社區的學生。學校今年亦響應公益金便服日

，籌集善款幫助弱勢社群，亦能喚醒學生對社會之關注。 

 

44.藝術及音樂：獲獎達 2 項。本校重視發掘及培養學生藝術才華，於二樓設有Wow! Art Gallery，展

出學生視藝作品；又邀請專家到校，指導學生將 7 樓走廊的一幅牆塗鴉，令校園充滿藝術氣氛。至

於音樂，本校合唱團、無伴奏合唱小組甚受學生歡迎，除了於校內表演，他們更不時獲邀到社區或

友校表演，深得觀眾讚賞。 

 

45.工作相關經驗：舉辦項目達 16 項。協助學生進行生涯規劃、裝備進入職場是本校重點工作，升就委員

會定期邀請各行業代表到校分享，指導學生進行模擬面試。又申請各項資源如商校合作計劃、學校起動

計劃，提供大專院校、企業參觀，拓寬學生視野。雖然因為疫情關係，恒常每年一度的大型活動如「趁

墟做老闆」、暑期醫護體驗計劃、暑期工作體驗計劃等未能舉辦，升就委員會仍然運用WhatsApp及

Google Meet等方式，為中三及中六同學提供緊密輔導與諮詢。由是本學年一眾中六畢業生仍能覓得理

想出路，當中共有21人順利赴笈內地、臺灣及日本等地升讀心儀的學士學位課程，一圓升讀大學的夢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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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全港性校際比賽的學生百分比 

48.本校過去三年參與全港性校際比賽的學生百分比： 

  2019/20  2018/19  2017/18 

高中  15.56%  46.91%  53.08% 

初中  14.57%  48.00%  51.21% 
 

 

參與制服團體或社會服務活動的學生百分比 

49.本校過去三年參與制服團體或社會服務活動的學生百分比圖示如下： 

  2019/20  2018/19  2017/18 

初中  7.23%  100%  100% 
 

 

學生出席率 

50.本校過去三年學生出席率圖示如下： 

  2019/20  2018/19  2017/18 

中六  93.93%  95.60%  94.58% 

中五  97.11%  94.37%  91.78% 

中四  96.78%  96.23%  95.94% 

中三  96.74%  95.88%  95.61% 

中二  98.20%  96.43%  95.90% 

中一  98.53%  97.64%  96.15% 
 

 

處於可接受體重範圍的學生百分比 

51.本校過去三年處於可接受體重範圍的學生百分比圖示如下： 

男生  2019/20  2018/19  2017/18  女生  2019/20  2018/19  2017/18 

中六  55.36%  57.63%  83.33%  中六  67.44%  73.47%  73.91% 

中五  58.62%  53.45%  63.77%  中五  64.00%  66.67%  70.00% 

中四  73.02%  55.93%  48.39%  中四  64.52%  62.26%  66.67% 

中三  64.79%  65.62%  57.81%  中三  79.07%  63.64%  66.67% 

中二  62.03%  64.38%  62.12%  中二  76.19%  78.26%  63.33% 

中一  55.88%  47.56%  66.67%  中一  69.39%  57.14%  7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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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周年報告 

IMC-2021-007 

附件一：個人專長發展 

學生在校外比賽／活動的成績 

範疇  項目  獎項 

體 
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學界越野賽  男子丙組季軍 
男子丙組第九名 
女子丙組第九名 

一級山藝訓練証書  一級山藝訓練証書10名 

藝 
術 
 
 

黃大仙區青少年發展協會及黃大仙青年

發展網絡主辦「黃大仙區校際暨青年公

開組歌唱比賽2019」校園精英邀請賽 

亞軍 

Hong Kong Singer Channel主辦第二屆
「I Love Cantopop我唱呢啲廣東歌」
歌唱比賽 

優異表現獎 

學 
術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 
Science Competition,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Proficiency in Biology 
Credit in Biology 
Two Proficiency in Physics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黃大仙區中學校長

會及黃大仙區小學校長會主辦黃大仙文

志獎學金 (2018-2019) 

最顯著進步獎 
 
 

香港天行者慈善基金主辦第六屆「我的

十年」徵文比賽 
優異獎 
 

弘揚孝道文化聯合會及嗇色園主辦

2019 第十三屆孝情滾動系列活動 —
「給父母的心聲」徵文比賽 

"優異獎 
字體優美奬 
 真情流露奬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71屆
香港校際朗誦節 
（粵語組）" 
 

"二人朗誦 ( 粵語 ) 優良獎狀 
詩詞獨誦 ( 粵語 ) 優良獎狀3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71屆
香港校際朗誦節（普通話組）" 

優良獎狀5名 
良好獎狀2名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11 students got Certificate of Merit 
1 student got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HSBC Future Skills Development 
Project - The HKFYG English Public 

6 students got Certificate of 
Participation 



Speaking Contest 2020, HKFYG , 
English-Speaking Union and HSBC 

德育及公民

教育 
環境運動委員會、環境保護署及教育局

主辦學生環保大使 
學生環保大使優異奬3名 
學生環保大使11名 
 

扶貧委員會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  獎學金2名 

2019香港課外活動優秀學生表揚計劃  香港課外活動優秀學生1名 

與工作相關

經驗 
扶貧委員會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  獎學金2名 

東九龍青年社黃大仙區傑出學生選舉 
 

初中組優秀學生1名 
高中組優秀學生1名 

 

 

 

社會服務參與 
本校本年度師生曾參與的社會服務詳情如下： 

● 響應公益金便服日 

● 社會服務團參與區內長者探訪 

 

 

 

 
 

 



2019/20 財政報告  IMC-2021-007 

 撥款累積盈餘
(31/8/2019)  收入 支出 預算盈餘 (31/8/2020)  預算撥款累積盈餘

(31/8/2020) 

A 政府恆常性津貼

1 EOEBG - 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1a 非特定用途 ($690,310.77) $2,039,094.07 $1,278,219.85 $760,874.22 $70,563.45
1b 行政津貼／修訂的行政津貼 $1,190,635.65 $3,844,068.00 $3,609,557.55 $234,510.45 $1,425,146.10
1c 學校發展津貼 CEG ($197,534.25) $634,017.00 $295,897.25 $338,119.75 $140,585.50
1d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CITG) $27,878.47 $420,652.00 $455,461.36 ($34,809.36) ($6,930.89)
1e 空調設備津貼 $0.00 $519,891.00 $519,891.00 $0.00 $0.00
1f 新來港兒童校本支援計劃 $156,833.10 $39,302.00 $9,884.40 $29,417.60 $186,250.70
1g 租金收入(電費) $54,930.00 $17,218.40 $0.00 $17,218.40 $72,148.40
1h 租金收入(非特定用途) $32,620.00 $40,850.80 $0.00 $40,850.80 $73,470.80
1i 校本管理額外津貼 $0.00 $50,000.00 $6,200.00 $43,800.00 $43,800.00
1j 校本言語治療行政經常津貼 $0.00 $8,000.00 $0.00 $8,000.00 $8,000.00
1k 統籌學校校本言語治療行政經常津貼 $0.00 $8,000.00 $778.70 $7,221.30 $7,221.30

上學年累積盈餘金額 $575,052.20 $7,621,093.27 $6,175,890.11 $1,445,203.16 $2,020,255.36
1s EOEBG儲備支出(學校發展)(註1) $540,000.00 $390,743.00 $149,257.00

總餘額 $2,169,512.36

2 TRG -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

2a 全年經常性現金津貼(TRG-AR) ($527,692.60) $260,677.00 $194,391.00 $66,286.00 ($461,406.60)
2b 可供選擇的現金津貼(TRG-Opt) $1,984,539.56 $3,752,732.50 $3,587,479.07 $165,253.43 $2,149,792.99

上學年累積盈餘金額 $1,456,846.96 $4,013,409.50 $3,781,870.07 $231,539.43 $1,688,386.39

3 資訊科技人員支援津貼 $0.00 $317,338.00 $298,116.00 $19,222.00 $19,222.00
4 全方位學習津貼 $0.00 $1,158,000.00 $432,173.37 $725,826.63 $725,826.63
5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0.00 $178,750.00 $12,420.00 $166,330.00 $166,330.00
6 學校行政主任津貼 $0.00 $534,660.00 $534,875.00 ($215.00) ($215.00)

總額 $2,188,732.26 $14,363,250.77 $11,626,087.55 $2,737,163.22 $4,769,062.38

註 1 EOEBG儲備支出(學校發展)目的，是透過政府帳目EOEBG的盈餘，用於改善學校設施以提供更優質的教育環境給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