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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良精神 

 
保良精神 

 

相互尊重 

團結合力 

延展愛心 

行善助人 

感恩知德 

 

造福社群的奉獻精神 

 

願景 

幼有所育，少有所學，壯有所為，老有所依， 

貧寡孤困殘病者皆有所望 

 

使命 

成為最傑出、最具承擔的慈善公益機構， 

發揮保良精神，以善心建善業， 

致力保赤安良，護老扶弱，助貧健診， 

培德育才，揚康樂眾，實踐環保， 

承傳文化，造福社群 

 

價值觀 

秉承傳統  與時並進 

以人為本  關愛感恩 

優良管治  務實創新 

廉潔奉公  安不忘危 

善用資源  注重本益 

專業團隊  愛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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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辦學宗旨 
本校秉承保良局「保赤安良」的宗旨，為莘莘學子提供優良教育，以「德、智、體、群、

美」五育之均衡發展為教學原則，為學生提供多元化學習機會，讓他們吸取知識，鍛煉體

格，掌握共通能力，建立優良的品格、高雅的情操及正確人生觀，以適應未來社會的需要

和變化。 

 

3. 我們的學校 
 

3.1 學校簡介 

本校校舍位於畫眉山下，環境清幽，地積偌大，擁有兩個標準籃球場。校舍原屬標準設計，

經多年來的改善，加上 2006 年馬錦明博士大樓開幕後，設備更趨完善。現有三十一個課

室、多個標準設計的特別室、三個電腦室(其中包括一個多媒體學習室及一個創客空間

(Makerspace)、語言藝術室、學生活動中心、室內多用途場館、綜藝舞台、生涯規劃室、校

園電視台、健身室、心靈健康中心及休憩長廊。 

2020-2021 年度全校共開設二十七班。中一至中三各五班，中四至中六各四班(中四至中六

各分為五班上課)。 

 

3.2 學校管理 

本校在 2012 年 9 月 1 日成立法團校董會。在學校日常運作上，學校管理層因應需要，向持

分者徵詢意見，讓學校的政策能在各方的理解和支持下得以順利推展。 

 

成員 辦學團體 校長 家長 教師 校友 獨立人士 

12 7 (1) 1 1 (1) 1 (1) 1 1 

(    ) 內為替代校董數目 

 

3.3 實際上課日數 

全年上學共天 172，其中考試需時 29 天，因此，上課日是 143 天。此外，本校老師因應需

要，在假期和停課時安排補課，以減少疫情對學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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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八個主要學習領域的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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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們的學生 
 

4.1 班級組織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總數 

班數 5 5 5 4 4 4 27 

男生人數 82 83 80 73 69 56 443 

女生人數 77 82 79 56 56 58 408 

學生總數 159 165 159 129 125 114 851 

 

4.2 學生出席率 

2020-2021年度的平均出席率為 98.5%，跟過往兩年的情況相若。（2019-2020年度的平均

出席率為 98.7%，2018-2019年度的平均出席率為 98.2%） 

 

 
 

4.3 學生退學情況 

2020-2021年度有 31名學生退學，主要是尋求更適切的升學出路。每名學生均由專責老師

或社工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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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們的教師 
 

5.1 教師資歷 

2020-2021 年度教師總數為 64 人（包括校長），95.3%老師已接受教育專業訓練，43.8%老

師擁有碩士學位。81.3%老師具 5 年以上的教學經驗，65.6%老師更具 10 年以上的經驗，

為學校建立了一支成熟的專業團隊。本年度老師的持續專業發展時數平均達 60 小時(不包

括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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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教學經驗 

 
 

 

 

5.3 教師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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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6.1 重點發展項目一：培養學生具成長型思維（Growth Mindset）及善於溝通協作的終身學 

習者 

成就 
承接 2015-2018學校發展周期，繼續以 I (Interest)、 C (Confidence)、E (Engagement)

為目標，學校層面以學習效能評估計劃（共同備課、同儕觀課及評課），提升學與教效能，

使學生體驗學習的樂趣，投入其中，增強自信。學校開展正向教育已三年，我們相信「人

人皆可進步」，正向教育有助提升學生學習表現，我們希望將正向教育元素融入學與教的

範疇中，透過教學設計、善用不同的教學策略、運用促進學習的評估、增繕校園環境及設

施等，培養學生成為具成長型思維的終身學習者。 

 

1. 培養學生成長型心態（Growth Mindset），提升學生的學習熱忱，敢於接受挑戰，建立

成就感 

1.1 在教學設計上： 

 配合教育局學校課程持續更新及正向教育及幸福感的推展，全年進行超過 100次

觀課（每次雙節）。教師了解學生的前備知識及具有清晰的學習目標，課堂設計包

含前置活動／預習、課堂活動及後置活動，令學習更完整及有利深度學習。教師

對學生關愛有加，運用不同策策略讓學生習得。教師樂於運用不同的策略提升學

生的參與度，也能比較及反思策略的成效。此外，中英數及科學科進行 20次共同

備課、同儕觀課、評課及課業評鑑，有助學科內專業能量及學生學習成效的提升。 

 在新冠疫情反覆不定情況下，在這兩年面對暫停面授課、逐級半日復課、跨境生

未能通關實體上課，學生與老師都面對著新挑戰，但亦是機遇，藉此可以發展混

合式學習的新常態。 

 措施包括：編訂半日上課時間表，盡量以雙堂進行，從而延長每堂學習時間，以

便建構及應用知識；建立網上學習資源，讓學生可於另外半天課預習或延伸學習；

提供教師培訓，如何使教師能同時照顧本地面授學生及網上跨境學生；各科組可

選擇「在線學習支援」或「實時教學」兩種形式，以解決學生未能回校上課的困

局；網上課堂的設計上，除了讓學生掌握課程中的核心内容外，也著重培養學生

的自學能力，保持學生的學習興趣，持續評估學生的學習進度及給予正面準確的

回饋。 

1.2  在教學、課業及評估，老師善用鼓勵，肯定學生努力和善用有效策略，給予學生

準確回饋，促進學習。 

 教師傳意能力良好，善用資訊科技進行網課，有效增加學生的參與度。但整體仍

以教師傳授為主，可考慮從學生的答案中整合，共建概念。 

 教師在教授新知識時，由淺入深，善用日常語讓學生理解概念，再用專有名詞鞏

固所學。此外，教師能歸納不同學生的答案，總結學習概念，學生較易掌握。 

 課堂設計預留較多機會予學生應用所學，分享所學。觀課中樂見更多教師預留足

夠時間，肯定、點撥及歸納學生的作品，鞏固學生所學。 

 配合正向教育的發展，學校更重視鼓勵。從觀課所見，教師從傳統的個人為本的

讚賞慢慢轉變為鼓勵，更多肯定學生的努力及有效策略的善用，進而讓學生學習

讚賞同儕及肯定自我。 

 科主任會於學科會議討論及優化平時分處理方法，重視形成性的評估。老師於課

堂內外，通過觀察學生的表現或利用資訊科技的數據，給予適時準確的回饋，以

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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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深化校本 S.T.E.A.M.課程 

 數學科則會因應科學及科技學習領域的需要，調適教學進度表，以達致協同效應。

初中科學科課程運用「情景為本」的教學模式，以不同的生活情景作課堂切入點，

同時引入科技元素，以誘發學生對科學的好奇心和興趣。此外，初中課程著力培

訓學生科學探究的能力，包括擬訂假說、設計公平測試、分析及推論等，以銜接

高中理科課程。 

 除了調適常規課程的內容，校方積極推動與 S.T.E.A.M.有關的聯課活動，讓有志

於 S.T.E.A.M.發展的學生可以參加增潤課程、展覽及公開比賽，今年因為疫情

的緣故，大部份的活動都暫定了一年。 

 

1.4 檢視及修訂學校的政策與制度 

 編班原則以常態分班為主 

於中一至中三級 (除彈性班外) 及中四至中六級(中間三班)實行常態分班。從老

師的觀察及回饋，政策減少了強弱分流的負面標籤效應，整體學生對學習持正面

態度。由於政策避免了有行為問題的學生過度集中於少數班別，整體班級秩序良

好，讓老師能專注教學，學生專注學習，師生享受在課室的教與學時光。 

 配合正向教育，修訂上課時間表。 

因為疫情下，只能進行半日課，所以待恢復全日課後，把課時延長至每堂 40 分

鐘。 

 

2. 協助學生掌握有效的學習策略 

 學校既重視有效的教學法，也深明有效的學習策略及目標設定對學生學習成效的

重要。各科組本年度在教學上更重視學生摘錄筆記及教授不同的組織圖，如概念

圖等。 

 教育心理學家及教務組為學生安排 S.M.A.R.T.目標設定工作坊及製訂

S.M.A.R.T.目標設定手冊。同學運用小冊子設定明確目標及編寫溫習時間表。計

劃也邀請家長參與，請家長檢視同學在家的溫習情況。完成考試後，同學須檢視

達標情況及進行反思。 

 數理科積極推行電子學習。師生善於使用資訊科技器材如 iPad，熟悉各項軟件的

操作，有效促進課堂學習。 

 成立 Study Well 小組，成員包括不同科組、不同年資的同事。藉着閱讀文獻、定

期聚會、分享和交流，一同探索促進學習的方法。 

 

3. 培養學生閱讀習慣和氛圍 

 雖然受疫情影響，學生未能在停課期間借閱書籍，但老師仍推介不同的閱讀平台

讓學生可於家中閱讀及完成閱讀報告。 

 本年度重新規劃「廣泛閱讀計劃」，以期擴闊其涵蓋層面，讓全校所有科目均參與

其中。 

 因應疫情，學校已採購電子閱讀平台（Hyread），藏書量約 1500 本，包括電子書

及電子雜誌，讓師生能全天候，隨時隨地利用手機、電腦及電子書閱讀器閱讀書

籍及雜誌，享受閱讀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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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改善校園環境、設施及學習氛圍，有利學生學習及成長 

 課室環境： 

 更換兩級學生桌椅，學生桌的高度可因應學生的高度調教，而新款學生椅較

舊舒適及符合人體工學。 

 部份課室重鋪地板。 

 將部份近新翼的課室原有牆身打通，加裝鋁窗，增加採光及有利通風 

 改裝 206 室成為學習及展覽兩用的空間 

 禮堂內部牆身重鋪備有隔音綿的淺色木條，隔音之餘，令室內環境更光明。 

 配合正向跑（POMA RUN）的持續發展，購置全新晶片計時系統，有利運用數據，

促進學生在長跑上自我超越。 

 學校已完成重鋪兩個籃球場及購置兩對鋁製籃球架 

反思 

• 從觀課所見，可著力於提升學生的參與度及教授學生有效的學習策略，以達致自主臬

習，成為終身學習者。下年度重點建立有效的教學常規及培養科本的有效學習策略。 

• 老師善於鷹架課堂內容，讓學生容易掌握。課堂提問、課堂活動、習作及評估設計，

宜更具挑戰性及啟發學生思考，令學生躍進。 

• 從工作計劃所見，大部份科目已有科本的資優教育，未來教務組可探討更有系統地推

動校本資優教育。 

• 常態分班政策對學生學習及班級秩序影響正面。 

 

6.2重點發展項目二：培養具成長型思維（Growth Mindset）的領袖，邁向豐盛人生 

成就 

學校參加了「賽馬會幸福校園實踐計劃」（2021-2024）（Project Well-being），計劃由香港

輔導教師協會、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保良局、東華三院及 15 所本地中

小學共同推動，而本校獲賽馬會撥款港幣 600 萬元，並邀請成為「實驗學校」，探索及

試行有效促進健康的計劃和活動。整個計劃既有科學理論基礎，也有清晰的理念架構，

再參考本地及海外的計劃、課程或活動的優異舉隅，以全校參與及全方位模式推動。 

 

「命好不如習慣好！」誠然，當心態改變，說法會改變。說法也會帶動行動的改變，而

重複的好行為會養成良好習慣，從而邁向健康幸福的人生。本計劃以習慣為核心，師生

及家長藉著通往幸福的七個路徑（7 Well），包括想得好、睡得好、運動好、食得好、學

得好、玩得好和愛得好（Mentality well, sleep well, eat well, study well, exercise well, play 

well and love well），一同建立良好的個人及社交習慣，邁向正向幸福人生。 

 



11 

學校報告 

科組按學生需要，以吸睛方式引發關注，以好玩方式鼓勵試行，以獎勵方式建立良好習

慣。 

 

計劃的創新源自教師學習社群的共同學習；計劃的效能則源自教師身體力行及學生共創

共建共管；計劃的擴展源自以實驗學校的角色與學界分享及提供諮商，也與建築及設計

業界合作，將健康元素嵌入地方營造，建立本地跨界別的健康教育聯盟。 

 

計劃其中一個焦點項目是通過「環境營造」，創造幸福、友善空間。學校將一樓樓層打造

為健康空間（Well-being Zone），在健身室旁建設一個心理健康空間，命名為保馬綠洲

（POMA Oasis），也增建休憩長廊，為學生提供休憩空間及多元化活動，增強學生和老

師對學校的歸屬感，促進社交活動和健康生活方式，從而增強校園內每一分子的幸福感

及身、心、靈健康。計劃為老師及學生提供培訓和有關設計技巧的諮詢，提高參加者對

「環境營造」的意識外，學生和教師應用設計思維，參與打造獨一無二的學習環境，實

現與學生「共創．共建．共管」。 

 

 

有效及持續地建設正向及幸福校園，有賴全校參與模式。故此，學校清晰訂明各科組的職

責及工作目標。 

組別 
學校發展 

及自評組 
學科會議 教務組 

學生全人成長委

員會 
閱讀促進小組 

學校宣傳 

及推廣組 

職責 1. 制訂有利學與

教、正向教育及

心理健康發展

的政策 

2. 建設健康的工

作及學習環境 

3. 推動教師專業

發展 

1. 制訂有利課程

發展的指引及

政策 

2. 培養成長型思

維 

3. 推動正向教育 

4. 照顧學生的學

習多樣性 

1. 制訂有利學與

教的政策及指

引 

2. 數據促進學與

教 

3. 有效學習策略 

4. 推動有效的網

上學習 

1. 制訂有利正向

教育及心理健

康發展的政策 

2. 策劃校本正向

健康計劃 

3. 建立關愛文化 

1. 制訂校本閱讀

計劃 

2. 推廣閱讀 

1. 推廣計劃理念 

2. 發布計劃的活

動花絮 

3. 發布計劃成果 

7 well All 7 Well Mentality Well 

Work (Study) Well 

Study Well All 7 well except 

study well 

Work (Study) Well All 7 Well 

組別 輔導組 訓導組 
德育 

及公民教育組 
聯課活動組 

升學 

及生涯規劃組 
級主任會 

宗旨 

BEST 

TEEN 

關愛校園 

Benevolence 

Self-management 

井然有序校園 

Self-management 

正確價值觀 

Benevolence 

Ethics 

培育保馬領袖 

Transcendence 

生涯規劃 

Self-management 

Transcendence 

班級經營 

Benevolence 

Self-management 

目標 自我覺察 

情緒管理 

欣賞感恩 

仁愛為懷 

守規自律 

明辨是非 

正向關係 

共建校園 

品德培育 

正向價值 

公民素養 

仁民愛物 

探索體驗 

發掘興趣 

發現天賦 

培育領袖 

認識自我 

探索路向 

訂立目標 

裝備前行 

守規自律 

投入負責 

正向社群 

尊重互助 

7 Well Sleep Well 

Mentality Well 

Love Well 

Love Well Mentality Well 

Love Well 

Eat Well 

Mentality Well 

Play Well 

Exercise Well 

Love Well 

Work Well 

(Study Well) 

Love Well 

科目 體育 視藝 音樂 家政 科學 歷史/中史/通識 

BEST 

TEEN 

Self-management / Benevolence Self-management Self-management Benevolence 

目標 培育學生的健康

體魄  

藉藝術表達健康

訊息 

藉藝術紓緩壓力 

藉音樂紓緩壓力 培養良好飲食習

慣 

認識腦科學，增

進有關健康的常

識 

認識不同文化，

尊重差異，關愛

弱勢社群 

7 well Exercise Well 

Play Well 

7 well Mentality well 

Love Well 

Eat Well Study Well 

Eat Well 

Love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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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良好習慣 

• 學校重視七好（7 Well），由視藝科老師製作七好（7 Well）大型橫幅，因應各樓

層的特別室或樓層主題，設置於後梯各個樓層。 

 
• 學校推行「高效能人士的七個習慣課程」(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透過初中、高中周會、中一及中四級班主任課，讓學生通過學習七個習

慣，培養個人及社交的良好習慣，從依賴到獨立，從獨立到相依。英文科亦於各

級的閱讀課程及英語日加入七個習慣的元素，推廣七個習慣。整體而言，學生對

七個習慣有一定的認識，亦嘗試應用在學習及生活上。 

• 中一級班主任節會教授「成長型思維」和「S.M.A.R.T 目標設定」，讓學生了解思

維、情緒對行為的影響，明白腦的可塑性，培養意志力;亦為學生提供設定目標的

策略，為新階段和考試作好規劃，養成規劃的良好習慣。 

• 中二級學生參加「香港深度遊」，計劃目的是為了推動香港、中國及世界歷史教

育，培養學生的香港心、中國情及世界觀，從而讓學生對香港歷史文化、導賞及

文化事業有更深入認識。本年度共舉辦兩次有關「香港深度遊」的講座，分別是

計劃的啟動宣傳和講故事技巧工作坊，旨在讓學生對計劃有初步的認識，引起學

生對香港歷史文化和「香港深度遊」計劃的興趣，以及讓學生能認識基本講故事

的技巧。普遍學生對以上兩次講座的表現投入，反應正面。 

• 學校於中二級班主任節增加學生全方位學習的經歷，學習內容包括虛擬樂器-

GarageBand、菲林影院、Brain Bouncy-SMART Goal Realization 及健身帶課程，

範疇涵蓋音、體、藝及思維層次，活動多元化，促進學生在不同方面的成長。 

• 中三級學生透過五節的班主任節學習「善意溝通」，從中學習善意溝通的觀察、陳

述、評論、感受、需要和請求。本年度「Love Well 善意溝通」計劃亦培訓了教

師和家長。教師方面，本年度的共學小組較著重老師個人的體驗，如與家人相處

等，重點在於讓教師認識善意溝通；中三級共同備課則有助班主任溫故知新，以

及應用所學。家長方面，舉行了兩班的家長共學小組及家長講座。  

• 中四級學生學習「Sleep Well」。睡眠與身心健康關係密切，但主課程鮮有談及，

學生亦對此一知半解。本年度由教育心理學家主講，為中四學生舉辦了兩次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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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睡眠對人體的重要性，以及睡眠不足的禍害。教育心理學家亦請學生填寫行

動計劃，為建立良好睡眠習慣踏出第一步。 

• 本校讓中六級學生體驗「靜觀」以提升學生的心靈健康。保良局的教育心理學家

在周會中為中六學生介紹靜觀，並進行班本的靜觀工作坊，深度介紹各項靜觀方

法及功效，為面對公開試而壓力大增的學生，提供有效的減壓技巧。 

 

2. 培養學生擁有正面情緒(P) 

• 學校設計幸福校園吉祥物 NOEL，傳達正向及幸福感訊息。 

• 學校相信「有好心情，才能做好事情」（Feel Good Function Well），鼓勵師生先

善待自己，進而善待他人。學校推動 Ha Ha Challenge 21—make happiness a 

habit，以七好為主軸，建議一系列的快樂策略。先由老師試行於 21日內每天做

一項快樂的活動，並以文字或拍照方式向親人或朋友分享。老師試行後，再推介

與學生，作為班級經營。活動有助增強情緒的覺察、提升正面情緒、收集個人化

的減壓策略及加強人際間的聯繫感。 

• 學校相信「有好心情」（Feel Good）既是目的，也是讓人做好事情的基石（Function 

Well）。學校推行 Well-being Challenge 21，師生自由選擇「七好」其中一個領

域，並揀選一項習慣，具體說明時間及地點，培養個人或社交習慣，有助提升身

心社靈的健康。 

• 學校於視藝課程內加入正向教育及幸福感元素，學生設計「七好」貼圖及以「七

好」為主題攝影。學校提交超過二百份的師生攝影作品，參加賽馬會幸福校園實

踐計劃《看見幸福・2021》聯校攝影比賽，以攝影鏡頭，探索身邊的人、事、境

和物，以影像呈現「幸福」，提升師生對幸福及健康的自我覺察。 

• 在疫情的限制下，本校舉辦了中一聯課活動，嘗試在不同範疇，引起同學參與各

類型課外活動的興趣，課程涵蓋 30多種音體藝(實體/線上)的活動，課程時數達

800多小時，出席率達 93%；另外，校隊亦在下學期恢復部份的練習，令學生能舒

展筋骨、 放鬆心情，令學生感受到 Play Well 的重要。 

• 本校著力優化教師語言，學習善意溝通的技巧。本年度安排了部份訓導、輔導和

班主任參加由 JUST FEEL 舉辦的共學小組，讓老師學習善意溝通的技巧，在處理

學生行為及態度問題時，能同時兼顧學生的情緒，引導學生解決問題。 

• 本校老師運用正向訓輔策略，如修復式正義、正向教師語言及正向管教等，處理

學生行為及態度問題。訓輔過程中重視促進學生的反思，並鼓勵學生為自己的行

為積極承責，並期望下次能作出更恰當的選擇。 

• 當處理學生的行為問題時，訓輔導老師會採用善意溝通及正向管教的方式，例如

解決衝突時，著重修復學生之間的關係，讓學生互相了解對方的感受和想法，以

及邏輯後果，請學生提出修正方法。學生在過程中不但能解問題，還能感受被尊

重，最重要的是學會表達感受、接納和控制情緒。 

3. 建立正向人際關係 (R)  

• 疫情停課期間，師生難以聚首，但中一及中二班主任運用網上平台繼續進行班級

經營，中一級更進行了網上班主任課，試行 ADVISORY MEETING。部份班別學生更

自發建立學習互助小組，互相解答學科疑難，主動向老師和同學表達關心。 

• 疫情影響了人際關係和情緒，為加強學生與學校和老師的連結，學校開設了 POMA 

CHANNEL及 IG，內容涵蓋正向教育及幸福感。保馬頻道 POMA Channel 和 IG分別

上載共 46段影片及超過一百個 post，平均點擊率超過人次以上。 

• 學校以吉祥物 NOEL 設計利是封，讓班主任運用創意為所屬班別送上祝福。學校

也因應不同節日，如新年、父親節或母親節，設計節日限定 post，提醒學生在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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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為親人送暖。 

• 疫情停課期間，老師著力與學生保持聯繫，關顧學生身心狀態和家庭的狀況。中

六級學生的需要，以鐳射激光製作的「自我超越」木製匙扣、印有中六級社 Hope 

字樣的木製沙漏。惜別日以無人機拍攝由中六師生砌成的 HOPE 字。由學校編寫

一首專屬的歌曲，於畢業禮當天由老師獻唱。班主任會致電家關顧家庭情況，並

提供適當的轉介或協助；另外，班主任亦會與學生進行交流，關顧學生的身心情

況。 

4. 建立學生的成就感 (A) 

• 因疫情關係，25周年校慶音樂劇由 2020 年 7月延至 2021年度 7月公演。該項目

由優質教育基金撥款，優化禮堂數碼音響及燈光系統。透過音樂劇，台前幕後學

生工作人員及教師經歷如何在疫情種種限制下順利公演兩場，安排超過全校師生

及部份家長，，的參與劇前短片。 

• 視藝科於視藝室門設置展覽長廊，展示學生的大型創作，提升學生的成就感。 

5. 培育學生擁有健康體魄(H)  

• 疫情下，部份日子改為網課，無法舉辦正向跑（POMA RUN）。為了讓師生在疫情繼

續運動，關注身體健康，學校試行虛擬跑 Virtual POMA Run 21，在二十一天內，

學生在安全情況下在家或戶外，每天進行 20分鐘的自選運動，包括跑步、瑜珈、

高強度間歇式訓練等。學校以班本形式推動，鼓勵師生一同參與，超過二百名師

生參與。試行後，學校總結經驗，在農曆新年假期推行第二次虛擬跑 POMA OX Run，

活動前，製作短片，由老師鼓勵學生參與，活動後，按學生參與日數作出獎勵，

並邀請師生分享成功經驗。 

 

反思 

• 大部份活動因疫情停辦，建議老師探討線上活動的可行性。老師可運用創意，思考如

何在疫情限制下以另一形式推動。同時，老師亦需預早籌劃，為疫情舒緩或結束作出

準備。 

• 學校已推行 POMA RUN 四年，POMA RUN已成為本校正向文化及「成長型思維」的標誌，

為了讓更多師生參與，培養運動習慣，建議精簡 POMA RUN程序，縮短至 45分鐘，大

幅降低參與門檻。同時，運用誘惑捆綁（temptation bundling）的概念，在 POMA RUN

完結後安排多元化運動，如師生籃球友誼賽等，吸引師生留校運動。 

• 學校可更善用校園內不同的位置及網上平台，展示學生的作品及成就。 

 

 

6.3重點發展項目三：建立正向學習型的教師團隊 

成就 
學校的質素取決於教師團隊的質素。我們確信建立正向學習型教師團隊的重要性，教師

專業發展從學校層面、科組層面到個人層面；從中層管理人員到新鮮人；從講座的單向

模式到多元化的專業交流活動;從個人專業發展到專業學習社群，讓教師團隊能緊貼世

界的趨勢及教育政策，拓闊視野。從而讓教師成為學生有效學習的促進者、學生全人成

長的培育者、教育專業的終身學習者。 

• 推動教師持續專業發展 

 我們推行教師個人持續專業發展計劃，教師以三年一貫，按學校關注事項或科組

發展需要及個人興趣，以不同模式進修，應用所學，以支援學生學習及成長。

2020-21年度，教師參與持續專業發展的總時數逾 3600小時 (平均每名老師約

60小時)。教師積極參與專業進修課程或活動，舉隅如下： 



15 

學校報告 

 教師專業發展日主題緊扣學校關注事項，本年度主題包括「認識精神健康」(講

者：資深臨床心理學家蔡珊珊女士) 、照顧教職員身心靈活動（大腦奔馳團隊精

神強化活動、《換個好心情》和諧粉彩快樂體驗及 DIY Teddy Bear）、校本分享科

本教學成功經驗。  

 學校按教師的職責編排參與賽馬會幸福校園實踐計劃（JC Project Well-being）

的線上及實體培訓課程，提升教師對正向教育及幸福感的認識，主題包括： 

1. 幸福感與正向心理學：由本地學校實踐經驗到基礎概念 

2. 推動正向教育與幸福感的策略（一） 

3. 推動正向教育與幸福感的策略（二） 

4. 在校園推動社交情緒教育 

5. 正向教練課程 

6. 正向管教課程 

 20位中一級班主任及訓輔導老師接受十小時正向管教課程培訓。 

 兩位教師成為「高效人士的七個習慣」（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課程認証導師。 

• 促進專業交流及協作 

 校長通過晨讀分享，推介好書，分享領悟，帶出學校關注事項的反思。 

 學校善用校務會議及級會，讓不同領域表現出色的同事分享經驗，與會同事寫出一

項欣賞及一項啟發，建立正向社群，也促進老師的反思。 

 學校推動科本的課程發展，以及各科組在恆常會議上不同形式的專業發展，促進教

師交流和學習，增加專業知識。 

 因應賽馬會幸福校園實踐計劃的開展，學校成立了不同的學習社群，包括 Study 

Well、Play and Exercise Well、Mentality、Eat and Sleep Well、Love Well 

學習社群，共同學習及交流，提升該領域的專業能量。 

 學校於 225室設立教師資源中心，採購與正向教育、身心健康、課程發展及學習策

略等參考書及教材，並於教師告示板及電梯內推介資訊，提升教師在教學、班級經

營及領袖培訓的能量。 

 學校推行「教學顧問計劃」，並邀請趙志成教授擔任是項計劃的顧問，期望為學校

培育出教學領導，推動校本課程的發展。趙志成教授與英文科及科學科同事，組成

兩個專業學習社群，一同探討在課堂學與教的層面上，照顧學習多樣性的有效方

法。團隊在同一課題上，研究運用不同的教學策略，對學習成效的影響。透過共同

備課、觀課及評課，老師都體會到設定合理的學習目標、鷹架教學及適時回饋，對

照顧不同學習風格的學生極為重要。 

 「賽馬會幸福校園實踐計劃」： 

1. 幸福感與正向心理學：由本地學校實踐經驗到基礎概念：校長向學界分享在校

園推動正向教育與幸福感的實踐經驗。 

2. 推動正向教育與幸福感的策略：學校體育科團隊向學界分享如何應用正向教練

（positive coaching）於長跑上。 

3. 在校園推動正向教育與幸福感：領導與學校改進(I)：學校為四間中小學提供領

導與學校改進培訓，同時透過校園導賞讓友校了解本校如何藉地方營造推動正

向教育與幸福感。 

4. 在校園推動正向教育與幸福感：領導與學校改進(II)：與另外三間中小學進行

交流，提升領導力，有助推動正向教育與幸福感。 

5. 「賽馬會幸福校園實踐計劃」啟動禮暨座談會：校長擔任座談會發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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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21年 7月 5日舉辦「賽馬會幸福校園實踐計劃」學校巡禮，接待來自 8間中

學約 40名校長及老師，參與校園遊覽及專題講座，內容如下： 

分享 主題 講者 

1 7 Well: 通往幸福的七個途徑 夏文亮校長 

2 
Mentality Well：From Teachers’ Well-being to 

Students’ Well-being 從善待自己到善待他人 

夏文亮校長 

卓志平助校 

3 Love Well：處理學生行為問題的範式轉移—善意溝通 
蔡炫能老師 

梁慧敏老師 

4 
Love Well：班級經營的領導及運用多元策略進行網上

班級經營 

葉慕潔副校 

郭澤坤老師 

黃秋杭老師 

5 Study Well: 如何推動有效學習—學習策略研習圈 
鄭謹群老師 

周家祺老師 

7. Visible Game-changers 年度網上研討會：校長擔任研討會嘉賓。 

8. 學校共拍攝七段正向一分鐘片段，上傳到「賽馬會幸福校園實踐計劃」網上平

台，向業界分享正向教育的推動經驗。 

 其他活動或場合： 

1. 「教育有心人」電台節目：校長擔任嘉賓分享學校如何應對教育新常態。 

2. 保良局聯校專業發展研討會，主題為正向教育。本校副校長、班主任及視藝科

主任擔任嘉賓分別分享班級經營的領導與實踐及藉著視藝去欣賞（回饋促進成

長型思維）； 

3. 北山堂正向專業研習圈分享：本校視藝科主任擔任嘉賓分享藉著視藝去欣賞

（回饋促進成長型思維）； 

4. 教育燃新主辦「教育要創變」網上講座：校長擔任主講嘉賓，主題為共創迎向

未來的創新學校； 

 

3. 優化學校的領導及管理 

 學校透過科務會議、級會、校務會議及教師專業發展日，邀請同事分享學與教、學

生成長培育的成果，專業交流風氣已成。 

 透過教學顧問計劃，教師對課程發展、課堂設計及照顧學習差異有更深入的認識。

領導層亦更了解學生的學習概況及整體老師的教學能量，也強化了科主任的課程

發展的能力。 

 學校積極培育第二梯隊，部份組別，如輔導組、訓導組、升學及生涯規劃組及聯課

活動組、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及科學科等已順利完成交接承傳。 

 近年教務組成功改組，加入具備資訊科技能力的同事，組內同事亦增加對學習策略

的認識。在疫情期間，教務組順利推動校本網上學習計劃，建立網上學習平台，提

升教師網上教學及運用資訊科技能力。 

 學校以強項為本（Strength-based）的模式進行觀課回饋及考績評鑑，先由領導或

中層同事對同事作出最少三項肯定及讚賞，包括創意、努力或成果，再聚焦探究一

項改善項目，建議發展方向，提供機會，發展所長，締造正向工作文化，實踐和諧

共通。由 2020 年開始，學校引入深度考績面談。每三年，教師需分享他們作為有

效學習促進者、學生成長培育者及專業教育終身學習者的成果及有待改進之處，提

供機會讓教師反思，促進自我超越。 

 學校設置知識管理平台，收集教學設計，匯聚教師教學好點子和成果。本年度因應

疫情推行網上教學，學校也收集同事優秀的教學片段，有利電子教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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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 學校以學習社群推動教師專業發展，成效顯著。未來，學校也會透過學習社群，定期

深度學習，推動學校發展。 

• 學校在教師考績制度引入深度面談，有利促進教師反思。領導層可探討深度面談後，

按教師需要，制訂個人化的專業發展計劃，包括工作重點、崗位調動、校外專業培訓、

校內外分享。 

• 通過校內外專業交流，有助中層老師的成長，建立專業及領導的形象。 

• 為了平衡教師專業發展及教師空間，一方面精簡行政架構及減少會議，將賽馬會幸福

校園實踐計劃的學習社群納入不同的科組。另一方面，著重教師專業交流分享的質素

多於次數，減少校務會議、級會及科組會議的分享次數。此外，由科組主任邀請部份

教師錄製分享片段，作知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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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們的學與教  
7.1 課程規劃 

• 中文科不斷革新改進校本課程，以六年一貫、循序漸進的方式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和

文化素養，除了積極裝備學生應付公開試，更盼望培育學生承傳我國「仁義禮信」的

美德。初中課程，著重透過閱讀促進學生的思維發展，配合多元化的課堂活動，藉此

提高學生對本科的興趣，並加強積累文學和文化知識，為升上高中奠定堅實的基礎。

至高中階段，更按照文化元素剪裁課程，以多角度、螺旋深化的模式進一步提升學生

的語文能力，為公開考試作充足準備。 

 

近年，學校積極參與愛麗絲劇場舉辦的教育劇場發展計劃，本科大部分老師都接受了

劇場教育的培訓，在初中自行設計滲透戲元素的課程，透過戲劇這活潑互動的模式，

體會文章中人物的情感或心路歷程，讓學生更易掌握人物的性格特徵，從而達至深層

次閱讀的效果。本年度，更安排了中二及中三級學生參與愛麗絲劇場推行的「中國詩

人別傳」計劃，在別開生面的教育模式下，體驗新詩創作的滋味。此外，本科繼續跟

視藝科合作，參與「看得見的記憶」藝術教育計劃，透過短片方式，配合多媒體學習

平台和學生親手製作模型的活動去認識中國文化。中一級參與主題為「建築」的計劃，

中二級參與主題為「繪畫」的計劃，透過介紹中西建築及中國傳統的繪畫藝術，並配

合校本讀文教學，讓學生初步了解中國傳統文化內涵的特點跟香港日常生活的關係，

引導學生思考人與自然的關係，體味中國人重視家的情感。中三則繼續優化融辯入教

的課程，在網上進行辯論比賽，以提升學生對語文的興趣和思辯能力。 

 

為了拓闊學生的視野及提升文化及文學修養，本科會安排學生走出課室，參與多元化

的文藝活動。雖然受疫情影響，本科仍盡力安排聯課活動，部分改在網上進行，例如

安排中四及中五學生參與網上《六國論》的戲劇教育，以配合讀文教學，又安排中一

級學生參與賽馬會「戲說文言」文言文戲劇教育計劃，觀看劇目《廉頗藺相如列傳》。

過去幾年，都安排學生參與中國茶文化推廣計劃，舉辦校園茶會、茶藝學習班及敬師

茶座，讓學生領略喝茶的滋味及當中蘊含的文化意義，並配合品德教育。另外，我們

每年都會安排中四學生前往西九戲曲中心，參觀茶館劇場，初步認識粵劇文化。而每

年，本科都舉辦豐富有趣的語文活動，如中秋猜燈謎、春節寫揮春、語文常識攤位遊

戲等，採用輕鬆的方法，讓學生寓學習於遊戲。本科更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校外比賽，

如徵文、講故事、演講及朗誦比賽等，以締造成功經驗。 

 

• 英文科致力培養學生具備廿一世紀 4Cs 技能，包括溝通能力（communication）、批判

思維（critical thinking）、創意（creativity）及協作能力（collaboration），配合校本周年

發展計劃，培育學生對學習的興趣 (Interest)、具自信 (Confidence)、並成為學習的主

人 (Engagement)。課程實施上，以資訊科技及跨組別協作，提升學生的英語素養及能

力。此外，教師以引導式發現學習（Guided Discovery Approach）教授英語文法，學生

通過關注（noticing）、假設及推論（reasoning and hypothesizing）、建構（structuring and 

restructuring）及自動化（automatizing），更主動及有效掌握英語文法。學校通過培訓

英語大使，讓學生自主籌辦英語活動。 

 

• 科技發展及資訊流動改變了數學教育的世界。數學科與時並進，適當運用資訊科技，

以電子科技進行教學及評估，提升學生學習數學的效能，同時鞏固他們的數學根基，

在未來精研數學及以數學學習其他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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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部份單元以協作學習、自主學習等模式教學，除了讓學生獲得相關的數學知識

和技巧外，亦幫助他們學會分析和解決問題，以及培養學生的溝通能力。本校設有數

學奧林匹克培訓課程，在日常課程外提升學生數學知識及技能；又設立了「數學 30計

劃」，挑選有潛質的學生，透過小組會面、書籍刊物分享等，豐富數學尖子的數學知識

和培養他們的數學解難能力。本科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校外數學比賽，如香港青少年數

學精英選拔賽、香港數學奧林匹克比賽、中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香港理工大學數理

比賽等，藉此汲取參賽經驗，以擴闊視野，提高認知、溝通、創作與解難能力。 

 

本校設有數學資源室，學生可參與各種有關數學的棋類活動，如拉密牌、魔方教學及

四巧板 T 字等。本科亦會舉辦不同類型的數學活動，例如班際數學比賽、數理遊蹤、

參觀數學玩具展等，讓學生認識數學在日常生活裡的應用，提升學生在不同領域的數

學知識。本科亦與其他科目跨科協辦 S.T.E.A.M.學術周，透過活動和探索，讓學生充

分發揮創意和潛能，幫助學生裝備相關能力，以應對社會因急速的經濟、科學及科技

發展所帶來的轉變和挑戰。 

 

• 人文科旨在幫助學生瞭解自己、社會和世界，促進個人健康發展，以成為具有信心、

知識與責任感的人才，為家庭、社區、國家及世界謀求幸福。本科透過適切的學與教

活動和策略，讓學生發展及應用共通能力（例如：創造力、溝通能力、批判性思考能

力和協作能力），以建構新的知識和加深對事物的了解，並幫助學生培養正面的價值觀

和積極的態度。 

 

學校把人文科分為中國歷史科、歷史科、地理科與經濟科。本科著重教授學生學習技

能，並鼓勵學生藉探究式學習建構知識和建立積極的生命價值觀。本科教學策略有效

而多元，透過分組活動、協作學習、自主學習、電子學習等不同的課堂活動，協助學

生增進本科的知識與技能。另外，透過多元化的課後延伸活動、海外交流、校外學術

研習計劃及比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以及擴闊其視野。除此之外，本科亦會跨科協

作籌辦全校性活動，例如社科周，透過不同類型的遊戲、活動、比賽、演講等活動，

提升學生對人文科的學習動機。 

  

• 校本 STEAM 發展策略：學校 STEAM 發展以普及化為大前提，在常規課程內增潤，

加入高層次思維技巧，提升整體學生的 STEAM 的知識、技能及態度。此外，針對熱

愛 STEAM 的學生，提供課堂以外的增潤課程或活動，推薦資優學生參與富挑戰性的

校外增潤課程及公開比賽。由於編程是未來發展一種重要的語言，初中普通電腦科大

幅度增加程式編寫、創意思維及解決問題的元素。初中科學科課程運用「情景為本」

的教學模式，以不同的生活情景作課堂切入點，同時引入科技元素，以誘發學生對科

學的好奇心和興趣，著力培養學生科學探究的能力，包括擬訂假說、設計公平測試、

分析數據、邏輯推論等，以順利銜接高中理科課程。 

 

• 本校的高中課程共有 34 個選修科組合，學生因應各自的能力和興趣，修讀適當的選修

科。在 2020-2021 年度，超過 92% 學生獲派首 3 個志願的選科組合。學生可修讀 2 個

或 3 個選修科。 

• 配合大專院校的收生要求和計分方法，校方將數學科延伸部分單元二 (M2) 納入 4E、

5E 和 6E 班的正規上課時間表內，獲得老師、家長和學生的支持。在 2020-2021 年度，

本校合共有 74 名高中學生修讀數學科延伸部分單元二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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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教學語言 

• 配合教學語言微調政策，中一至中三級的數學及科學科皆以英語授課。彈性班以英語授

課的科目還包括：地理科、歷史科和普通電腦科。 

 

7.3 學習支援 

• 本年度 9 月份未能實體復課，但由於前一年已累積經驗，學生能使用網上平台繼續上

學，使學生能在家中學習，並透過班主任及科任老師的協助，使學生能適應用不同軟件

上課、提供教材、完成練習及測驗。 

• 為了使本校的中一新生能適應本校的網課平台，因此安排於暑假期間教授他們使用，讓

他們能在 9 月份開學時投入學習生活。 

• 各級學生與 10 期間開始逐級半日復課，為了使學生善用另外半天的課堂，各科組可選

擇「在線學習支援」或「實時教學」兩種形式，以解決學生未能回校上課的困局。 

• 而當新中一級開始實體課時，亦會安排校園遊，並直播予跨境學生，以便他們能熟悉學

校的環璄。 

• 本校亦透過班主任的關顧，了解學生的學習困難，如有技術問題，便由學校提供支援；

如家中欠缺上網服務或電腦，便尋找外界機構的捐助，贈給予有需要的家庭。 

• 暑假期間，學校舉辦「學毅計劃」，協助一些疫情期間學習情況不理想的同學，培養學

生的專注力、學習習慣、紀律、責任感。大部份學生表現認真、投入課外活動，他們整

體紀律和責任感均有改善。 

• 其他於疫情前或疫情期間的學習支援，中英數三科開設科本的「學業輔導班」，對象是

中文、英文或數學科成績尚待改進的初中學生，協助他們改善學習態度和讀書習慣。 

• 學校為中六級學生提供學業輔導計劃，因應科本的需要，分別提供拔尖或補底的課程，

教師及學生的回饋正面。 

• 調撥資源鞏固及提升學生的英語運用能力。學校為中一至中六級所有班別的英文口試

部份安排小組教學活動，並安排外籍英文老師到大部分班別進行口試訓練，增加學生對

英文口頭匯報的自信心及能力感。 

 

7.4 學習多元化 

• 本校為學生提供不同學習經驗，讓學生拓展視野和發展所長。請參考學生表現 9.3 多元

學習活動方面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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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8.1 學生全人成長藍圖 

學校秉承保良局的辦學使命，以「愛、敬、勤、誠」為校訓，以「優化教學，成就雋才」

（Be a Lifelong learner. Be a POMA leader.）為使命，以「優秀少年」（B.E.S.T. TEEN）

為學生全人成長培育藍圖，照顧學生的成長需要，培育學生的品德及領袖的能力，成為二

十一世紀才德兼備的良好公民。 

 
我們堅信「優秀」與「平庸」之別，全繫於人是否具備成長型思維 (Growth Mindset) ─

─ 相信人的智力和能力是可以發展的，不在於與人比拼。只要認清目標，勇於跨越安舒區，

擁抱挑戰，學習有效策略，投入時間刻意練習，從失敗中總結經驗，恆毅前行，以達致自

我超越（Transcendence），追求卓越。 

 
Benevolence（仁愛） 

學校致力發揚中國傳統仁愛為懷的美德，教導學生以禮相待，尊重他人。培養學生的同理

心，能易地而處，關顧別人的感受。鼓勵學生身體力行，體現孝順父母、敬師愛友的精神，

同時關心校園及社區，共建保馬校園，扶助弱勢，重視保育，回饋社會。 

 
Ethics（道德觀） 

學校清晰訂明課堂常規及校規的原則，不僅培養學生守規意識，也讓學生能明辨是非及行

事為人的原則。學校致力培養學生的正確的價值觀及公民素養，透過學科課程、全方向位

學習活動，讓學生經歷知、情、意、行的進程，培育良好品德和價值觀；讓學生了解不同

身份角色的權利和義務，培養學生的批判思考，在面對選擇或困難時，能考慮他人及社會

的福祉，作出合乎道德的行為。 

 
Self-management（自我管理） 

老師透過課堂設計，培養學生對學習的熱忱，掌握有效的學習方法，建立良好的學習習慣，

成為終身學習者。學生作息有序，注意健康飲食，重視運動，邁向健康人生。培養學生的

自我覺察能力，認識自身的情緒及性格強項，妥善管理情緒，探索選科、升學與事業的路

向，規劃人生。 

 
Transcendence（自我超越） 

每個學生都擁有獨特的天賦，通過參與多元化的聯課活動及全方位學習活動，讓學生發掘

個人興趣，在不同的領域訂立具挑戰的目標，掌握有效的策略，從回饋中反思，實踐目標，

自我超越。同時，學校提供不同層級的領袖崗位，亦設有完善的領袖培訓，讓學生展現領

袖的風采。 

 
8.2 學生全人成長委員會  

• 學生全人成長委員會由輔導組、訓導組、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升學及生涯規劃組、聯課

活動組和級主任會的主任組成。委員會以縱向（按學段為學生規劃學習及成長藍圖）及

橫向（按各級學生成長需要，訂定培育方針及策略），由各成長組別共同貫徹實踐兩個

向度，統籌及協調學生成長的工作。透過級會的回饋，各組修訂策略，重訂工作優次，

制訂更適切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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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全方位學生成長支援服務 

• 學校根據學生的成長需要，提供全方位學生成長支援服務，涵蓋預防、發展及補救三方

面。 

•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因應學生的成長需要及學校關注事項，整合校本班主任課，內容包括

成長型思維、S.M.A.R.T.目標設定、高效人士的七個習慣、生命教育、生涯規劃、基本

法及國安法教育、環保教育等。學校亦按各級需要舉辦不同的德育講座和工作坊，使學

生能建立正確價值觀，培育學生不同的領袖素質。 

• 為了預防青少年偏差行為，包括校園欺凌、青少年與性等。學校舉辦講座、工作坊等，

宣揚和諧校園，並為老師提供培訓，防預及處理校園欺凌問題。學校積極推展性教育，

於各級舉辦性教育活動：中一級參與預防校園性騷擾午間講座，教導學生預防和處理性

騷擾；中二級參加護苗基金舉辦的「初中護苗課程」；為中三學生舉辦「兩性相處 HE 

SHE MEET」專題講座；為中五學生舉辦「網絡情迷」專題講座，教導學生處理兩性相

處和戀愛問題，部份講座因停課而未能舉行。學校在本年度繼續推行「健康校園計劃」，

宣揚健康生活訊息，推廣無毒文化。即使疫情關係，未能舉行實體工作坊。計劃亦與時

並進，與學校合作，製作網上講座和展覽，宣揚正向心理學及毒品的禍害，共七百多人

次參與和填寫問題，反應熱烈和正面。 

• 輔導組開設「#WeChat@PoMa」活動，由老師與中一新生分組午膳，及早識別有情緒困

擾的學生，提供情緒輔導及作出合適的轉介。校長更聯同班主任與全體中六學生分組午

膳，關心學生學業壓力，提供情緒支援。 

• 學校一貫以正面和情理兼備的方法處理學生行為問題，訓導組透過「改過遷善計劃」，

專責老師引導他們反思，訂立目標，逐步改過，並適時作出鼓勵和提醒；又舉辦「學毅

計劃」，操行未達標的學生，於學期完結前陪伴學生溫習和培養堅毅精神。 

• 學校亦舉辦一系列的成長活動，如山藝訓練班、青少年入樽計劃等，支援自我管理能力

薄弱的學生，既可培養他們的紀律及情緒管理，發展他們的潛能，亦加強他們對學校的

歸屬感。 

• 學校設立不同的獎勵計劃，如：優秀學生獎勵計劃、操行獎、勤到獎、品德躍進獎、品

德進步奬、保馬良品等，表揚品行良好或躍進的學生。學校本年度舉辦優秀班別選舉，

以班為本，促進學生共建歸屬感、學習氣氛、閲讀風氣、課室整潔及紀律等，培養班級

自治精神。 

• 學校致力培養學生關愛精神，老師以身教言教培育學生以禮待人。學校投放資源積極推

動班本關愛文化，班主任配合節慶、學校活動、測考、班會活動及學生生日等，舉行不

同的關愛活動。透過周會及班主任課，如「頌親恩」、「正向人際關係」等，傳遞關愛他

人和關心社會的訊息，並舉辦「時事論壇」、「時事壁報」和「時事通識達人比賽」，提

升同學對時事的關注，增加對社會和基本法的認識。又透過預防校園欺凌講座、欣賞打

氣咭、「保馬良品」、保馬學子頌親恩、新春幸福米、恆愛行動、保良局慈善步行、參觀

保良局博物館、保良局賣旗等等，讓學生以行動表達對家人、同儕、貧困學童、社會弱

勢社群的關愛及對自然萬物的關心。 

• 疫情下，由於活動量大減，義工獎勵計劃暫停。 

• 學校為學生提供全面的升學及生涯規劃支援。學校推行校本升學及就業課程──「踏

上青雲路」，為學生提供面試技巧講座及工作坊，讓學生認識自我及裝備自己。透過

中五級「The Next Station is …」課程、中五級模擬成績放榜及模擬派位、中三選科工

作坊、不同類型的講座和參觀等，拓闊學生視野，從而探索前路，確立目標。本年度

參加民政事務處的「青年生涯規劃活動資助計劃」，與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合作策

劃了一個全面的生涯規劃活動，幫助中一至中四學生認識自己、探索未來出路及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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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透過賽馬會浩觀青少年創業培訓計劃提供創業培訓教育給學生，連繫到自己日

後升學或事業的方向。 

 

8.4 課外活動 

• 聯課活動組舉辦多元化的課外活動，聘請校外導師提供專項訓練，包括學術、音樂、體

育、藝術、合作團隊等等，以培養學生的興趣、技能及發展潛能。 

• 學校也致力與不同校外機構合作，推薦學生參加不同主題的海外交流計劃，但由於疫情

關係，多個交流計劃取消。 

 

8.5 校本領袖培育 

• 我們深信「人人皆領袖」，學校提供大量全方位學習活動及不同的領袖崗位，擴闊學生

視野，成為出色的領袖。透過學生積極參與和師生互動的過程，培養學生的領袖素質，

學習領導自己，進而領導他人。 

• 每年學期末，學校設立「學生職務遴選月」，通過師生面試及會議，負責老師與本屆學

生領袖一同商討接任人選，有系統地甄選學生領袖。學校鼓勵幹事會由初中生、高中生

及校友組成，實踐薪火相傳的精神。而學生會以內閣及全民投票形式產生，提升全體學

生的參與度，亦能培養學生的公民意識。 

• 學期初舉行「學生領袖就職典禮」，闡明學校對學生領袖的期望，同時展示學生領袖風

範。學校提供一系列職前及在職領袖培訓，對象包括領袖生、學長、學生會幹事、四社

幹事、聯課活動領袖及學會正副主席等，涵蓋大部分肩負學生職務的同學，以提升學生

的領袖能力及團隊合作精神，好讓同學裝備好自己以應付挑戰。 

• 學校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校內及校外不同的領袖訓練活動，例如「逆流-單車環島挑戰」、

「香港 200 領袖訓練計劃」、「學生會四社聯課領袖工作坊」、「21 世紀東亞青少年交流

團」等，使學生成為其他同學的榜樣，示範如何平衡學業和課外活動，以及主動爭取機

會，走出課室，擴闊視野。 

• 學校設立「卓越領袖獎」、「長期服務獎」及「課外活動優異參與獎」，對學生的卓越領

導及服務精神予以肯定。 

 

 

8.6 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 

• 學校採用全校參與模式，營造共融的校園文化，讓師生和家長認識及尊重個別差異。 

• 輔導組及學生支援組透過校務會議、教師專業發展日、個案會議、電郵及教育局的培訓

課程等，培訓老師以識別及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 

• 學生支援組持續優化識別及處理不同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流程，並安排輔導老師或社

工跟進及召開個案會議，與家長保持緊密聯繫，商討支援措施及適時檢討成效。此外，

更會與考評組合作，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安排校內考核調適及申請公開試調適。 

• 本校善用「中學學習支援津貼」，增聘一名學校社工，有效跟進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

並處理相關的行政工作，為教師創設空間。近年，本校亦開始推行校本言語治療服務，

涵蓋預防、治療和提升三個層面，為本校學生提供專業言語治療服務，藉以加強他們的

言語能力和溝通技巧。 

• 另外，本校會與校外機構合作，舉辦功課小組及社交小組等切合他們不同學習需要的活

動，成效顯著。 

 

8.7 家校合作 

• 家長和教師同樣肩負教導下一代的職責，雙方角色是相輔相成的。家長與教師目標一致，

是教師的好伙伴，讓子女在家校合作下健康成長。學校和家教會積極推動家校合作，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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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四個範疇，包括家校溝通、家長教育、家長參與學校活動及家校共建校園。 

• 學校與家長保持緊密聯繫，加強合作。透過陽光電話、個別面談、家長通訊、學校網頁、

家長日等，讓家長了解子女學行表現。 

• 學校舉辦中一新生家長迎新及中一家長茶聚，協助新生及其家長適應中學生活。學校亦

舉辦一連串的家長講座，如：親子溝通技巧、如何協助子女建立良好學習規律、如何培

養子女的抗逆力、升學及選科講座等，以裝備家長，提升他們培育子女的能力。同時，

透過親子旅行及家教會興趣班，促進親子關係。 

• 本學年更為中一新生的家長，新舉辦「保馬家長課程」及成立「中一新生家長支援小組」。

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包括講座、工作坊、親子活動及小組分享等，為各中一家長提供

支援。 

• 家長教師會設立「保馬陽光基金」，為遭遇家庭突變的學生，提供小額經濟援助；又積

極籌辦及協辦活動，如「保馬頌親恩」、「新春幸福米」、「學習日營」及成長小組等。在

敬師日及溫習周，家長為老師和學生炮製美食，為他們打氣加油。在家校同心下，成功

營造校園的關愛氣氛。 

• 家長教師會亦積極為學生謀求福祉，舉辦校服也環保、舊書買賣等活動，亦設立各類型

獎勵計劃，如「優秀學生獎勵計劃」、「學業成績優異獎」、「操行獎」和「進步獎」，肯

定學生在品學的優良表現。 

 

8.8 對外聯繫 

• 校友對學校有濃厚的歸屬感，離校後均保持聯繫，並樂意回饋母校，成為學校持續發展

的動力。校友會積極連結校友，舉辦各類型活動，如保馬校友會盆菜宴、保馬校友西瓜

波比賽、保馬校友三人隊際籃球比賽、保馬校友燒烤同樂日、保馬校友火鍋同樂日等，

與校友保持緊密的聯繫。學校亦會邀請校友擔任生涯規劃分享會的嘉賓，與學弟妹分享

各行業的資訊。此外，學校因應校友的專長，邀請他們擔任不同活動的導師，如制服團

隊、學業輔導班、中六學業支援計劃、暑期保馬學院課程等。 

• 學校引進外間機構的資源，以支援不同範疇的發展，為學校注入新的知識及技能，如衞

生署「成長新動力」課程、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舉辦「卓育菁莪」、銘恩堂協

辦保馬學院部份課程、Just Feel Ltd.、外聘教練和導師執教訓練班等。 

• 學校申請不同機構的撥款，包括賽馬會、MWYO 及優質教育基金，促進教與學及學生

成長的持續發展。 

 

9. 學生表現 
9.1 學業方面 

2021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如下： 

 

• 本校學生於大部分科目考獲 3 級或以上的百分比均高於全港。 

• 本校學生達到大學入學門檻的百分比高於全港。 

 

• 取得 5 科(包括中、英)第 2 級或以上成績百分率為 92.0%，高於全港日校平均。 

• 以 2級或以上成績計算，取得第 2 級或以上成績百分率為 97.7%，高於全港日校平均。 

• 以 3級或以上成績計算，取得第 3 級或以上成績百分率為 71.7%，高於全港日校平均。 

• 中文、數學、通識、歷史、經濟、地理、物理、生物、化學及視藝取得第 4 級或以上

成績百分率均高於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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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成績： 

6E關芷澄：1科 5*, 5科 5, 最佳六科成績達 31分 

6E梁芷睿：1科 5**, 1科 5*, 1科 5, 最佳六科成績達 30分 

6A曾智華：2科 5*,1科 5，最佳六科成績達 29分 

 

• 畢業生出路 

本地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 32.74% 

本地全日制副學位課程 (包括副學士學位、高級文憑和專業文憑等課程) 36.28% 

本地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或副學位課程以外的職業訓練及持續進修課程 (包括

毅進計劃、勞工處展翅青見計劃、職業訓練局、建造業議會訓練學院、製衣業

訓練局、明愛、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觀塘職業訓練中心及青年會等開辦的課程 )  2.65% 

重讀 2.65% 

香港以外地方升學( 包括所有在香港開辦可讓學員獲取非本地學士學位、副學

位、文憑及證書等資格的課程) 11.5% 

就業 0% 

其他 14.16% 

 

 

9.2  學生成就 

A. 獎助學金 

一、  保良局獎學金 (品學兼優) 

 Po Leung Kuk Scholarship (Outstanding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Excellent Conduct) 

 1A 毛嘉敏 2C 陳泳心 3A 胡愷珊 4A 盧靖 5E 余泓熹 6E 關芷澄 

  

二、  保良局何玉清兒童及教育基金獎助學金 

 Po Leung Kuk Ho Yuk Ching Children And Education Fund 

 1A 毛嘉敏 5E 張芷汝 

  

三、  保良局伍何永貞紀念獎助學金 

 Po Leung Kuk Wu Ho Wing Ching Memorial Scholarship 

 3A 胡愷珊 5A 李穎妍 5A 楊雪兒 5E 余俊濤 

 4D 陳淯霖 5E 胡艷陽 6A 曾智華 6E 劉詠琳 

  

四、  保良局王月仙助學金 

 Po Leung Kuk Wong Yat Si Scholarship 

 1A 陳易俊 2A 鄭權 3A 馮梓瑩 4E 駱穎彤 4E 黃鎂霖 

  

五、  保良局黎麗卿進步獎學金 

 Po Leung Kuk Lai Li Hing Best Improved Scholarship 

 1B 吉文璟 2A 范斯淇 2D 黃子宏 

  

六、  保良局吳辛靜珊紀念獎助學金 

 Po Leung Kuk Ng Sun Chink Sarn Memorial Scholarship 

 3A 陳翠賢 

  

七、  保良局曾紀華紀念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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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 Leung Kuk Chan Kee Hwa Memorial Scholarship 

 2A 顏嘉言 2E 曾敏淇 5B 鍾嘉儀 

  

八、  保良局黃乾亨基金獎學金 (2019-2020) 

 Po Leung Kuk Philip K.H. Wong Foundation Scholarship (2018-2019) 

 6D 司徒家瑜 

  

九、  保良局馮學洪先生夫人獎助學金 

 Po Leung Kuk Mr. &Mrs. Fung Hok Hung Scholarship 

 6A 王祖威 6E 羅凱星 

  

十、  蓬瀛仙館香港公開考試成績優良獎 

 Fung Ying Seen Koon Scholarship 

 6A 江樂琳 

  

十一、  哈佛圖書獎 

 Harvard Book Prize 

 5E 胡曉晴 5E 曾佩生 5A 梁洛 

  

十二、  葛量洪獎學基金 - 葛量洪生活津貼 

 Grantham Scholarships Fund - Grantham Maintenance Grants 

 1E 梁凱婷 4D 葉展宏 5A 陳擇成 6A 黃樂兒 

 4A 何熹宜 4E 姜凱琳 5A 陳長曦 6A 梁健恆 

 4B 陳霖 4E 駱穎彤 5B 趙吳政軒 6A 丘子宇 

 4B 張希儀 4E 黃鎂霖 5B 鄺謀傑 6B 鄧泳潼 

 4B 徐偉豐 4E 陳浩彥 5D 李穎怡 6D 張惠珊 

 4C 黃穗欣 4E 朱駿凱 5E 周凱瞳 6D 林晋皓 

 

4C 詹廣莉 4E 徐澤杭 6A 陳詩敏 

6E BILAAL BIN 

AHMED 

 4C 楊穎楠 5A 李宛縈 6A 江樂琳 6E 洪卓灝 

 4D 陳宇澤 5A 曾咏珊 6A 謝小玟 6E 蘇智豪 

  

十三、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Sir Edward Youde Memorial Prizes for Seni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6E 關芷澄 6E 劉詠琳 

  

十四、  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 2020 

 Future Stars - Upward Mobility Scholarship 2020 

 3A 馮梓瑩 5C 羅秀方 5E 姚子欣 

  

十五、  天然養生有限公司優異學生獎勵計劃 

 Tian Ran Healthcare Limited Scholarship 

 5A 羅凱玥 5E 張芷汝 

  

十六、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獎學金 2021 

 The Hong Kong Fujian Charitable Education Fund Scholarship 2021 

 2A 鄭權 3A 胡愷珊 4E 黃鎂霖 

 5E 張芷汝 6E 羅凱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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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張慧賢校長獎學金 

 Principal Cheung Wai Yin Scholarship 

 6A 曾智華 6A 江樂琳 6E 江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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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獎項 

• 學術 

Organizations & Events 

舉辦機構及參加項目 

Awards 

獲獎項目 

The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72nd Hong Kong School Speech 

Festival 

72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Certificate of Merit (Third Place) 

優良證書（銅獎） 

3C 何天悅 

 

Certificate of Merit  

優良證書 

1A 麥綺華 

1C 林卓盈 

1E 陳恩祺 

2A 鄧睿謙 

2C 葉子軒 

2D 辛穎珊、胡恒悅 

2E 林友莉、胡益鳴 

3A 郭毅 

3B 劉子晴、梁逸熙 

3D 洪毅琳 

3E 周芷瑤、廖嘉蕙、吳冠茵 

4A 李芷晴、雷智朗 

5C 袁卓希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良好證書 

2E 梁倚僮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 

東華三院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 

(TWGHs) Good People, Good Deeds: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2019 

東華三院英文寫作比賽 2019 

 

Certificate of Merits (Senior Level) 

5A 曾咏珊 

 

Certificate of Participation (Senior Level) 

5A 楊雪兒 

 

Certificate of Participation (Middle Level) 

3A 陳可怡、胡愷珊 

4A 盧靖、蘇芷惠 

4E 梁浩銓 
 

香港青年旅舍協會 

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計劃「兩代

情」徵文比賽 

優異獎 

2A 陳銘慧、賴頌堯、盧樂儀、鍾俊熙、鄧睿謙 

2B 陳智建、劉柏志、劉樂豪 

2C 陳思銘、陳嘉淇、馮鈺琳、李嘉寶、文妍心 

2D 梁梓賢、熊嘉棟 

2E 林溎錚 

3A 陳翠賢、陳可怡、周雨欣、張迦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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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s & Events 

舉辦機構及參加項目 

Awards 

獲獎項目 

 馮梓瑩、馮美維、梁琋雯、溫梓淇、 

 張昊軒、馮宇皓、楊銘壕、張梓然 

3B 張穎、蒙采悠、霍瑋然 

3C 鄭仲焮、張婷婷、黃曉楠、古健亨、 

 羅皓軒、李澤灝、黃可衡、葉楚熙 

3D 鄭穎希、張煒欣、李子晴 

3E 戴嘉渝、張湯偉、蔡天樂、林智鴻、 

 麥雍杰、楊子睿 

4A 文希雅、徐浩傑 

4B 陳霖、陳芷禧、張希儀、文甄欣、徐偉豐 

4C 黃穗欣、張家謙、莊少傑、何嘉晋、 

 黃桂祖、滕毅康 

4D 吳嘉瑤、余思瑶、熊德陽、吳嘉浚、 

 蕭俊軒、孫振傑 

4E 

5A 

姜凱琳、黃欣欣、李偉東 

冼絡桐、蘇文琪、莫卓奇、吳孟峰 

5B 楊韋淇、鍾澤霖 

5C 鄺子渝、劉卓瑤、羅秀方、彭希婷 

5D 莊悅琪、黃曉桐、葉婉儀、黃曉桐、 

5E 

 

 

 

6A 

 

  

葉婉儀、莊浚軒、藍煥龍、吳禮勤、 

張芷汝、范凱婷、黃愛斯、胡曉晴、張泓、 

江紀澄、林晉旭、劉兆檳、羅鍵華、李尚

行、 

黃聖罡、胡艷陽、余俊濤、余泓熹 

陳巧兒、陳保瑤、陳佩儀、陳蓁瑤、陳慧

蘊、 

蔡善汶、李悅如、梁綽盈、梁芷盈、麥君

慧、 

白雯萱、謝小玟、黃樂兒、黃芷韻、楊依

莉、陳宇航、李紹禧、王祖威 

6B 李可穎、麥嘉寶、陳彥同、周浚熙、林喆、 

 譚凱晉、崔琮林 

6C 鍾楚殷、黃嘉怡、張俊軒、劉啟軒、羅志堅 

6D 楊汶熙、陳永諾、林晋皓、李君浩 

6E 高可瑤、陳卓祈、趙浩燊、羅凱星、 

 吳騫驊、潘諾新 
 

香港浸會大學 

浸會大學少年作家獎全港徵文比

賽 

少年作家獎 

6E  羅欣悅 

The Hong Kong Schools Debate 

Federation 

香港學界辯論聯會 

The Best Speaker Award 

最佳辯論員 

4C 楊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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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s & Events 

舉辦機構及參加項目 

Awards 

獲獎項目 

The 2nd Hong Kong Schools Chinese 

Debating Competition 

全港中學學界辯論賽（初賽） 

 

 

香港教育大學人文學院、中國語

言學系、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

心 

第一屆大灣區「尊師重道」生命

教育徵文比賽 

初中優秀作品 

3A 張迦欣 
 

北區中學校長會 

普通話故事演講比賽 

優異獎 

2B 呂宛宜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72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2020）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男子組 - 中學一、二年級 

良好獎 

1C 陳宇軒、魏煒耀 

1E 王思遠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 女子組 - 中學一、二年級 

優良獎 

2B 呂宛宜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女子組 - 中學一、二年級 

良好獎 

2E 曾慶琳、吳思誼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女子組 - 中學三、四年級 

優良獎 

3A 黃嘉兒 

 

散文獨誦 - 粤語 - 女子組 - 中學一年級 

良好獎 

1A 毛嘉敏 

 

詩詞獨誦 - 粤語 - 女子組 - 中學一年級 

良好獎 

1A 植凱茵、陳瑞姸 

 

散文獨誦 - 粤語 - 女子組 - 中學三年級 

良好獎 

3A 胡愷珊 
 

生命教育基金會 

超凡學生嘉許計劃 

生命教育基金會「超凡學生」 

1A 毛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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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s & Events 

舉辦機構及參加項目 

Awards 

獲獎項目 

北區中學校長會 

北區閱讀節 

閱讀之星 

3D 陳珈翹    

「篇篇流螢」網上閱讀計劃 「閱讀之星」金獎 

1B 林靖喬 

2B 禤善柔 

2C 陳泳心 

3A 陳翠賢、張迦欣、黃嘉兒 

3C 鄭仲焮、葉詠儀 

5E 張芷汝、胡曉晴 

 
「閱讀之星」銀獎 

1A 畢聆欣、陳易俊 

1C 陳蓁姸、魏煒耀 

1D 陳思桐、林芷珊、盧學為 

2A 范斯淇、梁錦姸、吳冰雁、殷茵 

2B 賴穎琳、謝嘉誠 

2C 陳思銘、陳嘉淇 

3A  

陳可怡、勞淑勤、殷芷頌、鄒文海、張昊

軒、李梓軒 

3C 

廖靖淋、吳嘉萍、黃曉楠、莊熙瑜、林海

源 

3E 林惠文、王永樂 

3E 王永樂 

4A 杜家惠 

4B 蔣慧君 

5C 羅秀方 

5D 莊悅琪 

5E 姚子欣 

 
「閱讀之星」銅獎 

1A 毛嘉敏 

1B 吳巧巧 

1C 蘇芯瑶、蔡弘略 

1D 林妍希、陳檸朗、陳冠鴻、楊國強 

2A 張齡云、鄧匡正 

2B 林靖頤 

2C 張詩晴 

2E 劉秋怡、崔恩詠 

3A 林淑琪、蕭瑤、王韻滎、葉梓軒、楊銘壕 

3C  

陳嘉瑜、蔡曉其、鄺佩玲、葉煜堅、古健

亨、 

林佩其、羅皓軒 

3D 羅泳欣、李澤鴻、溫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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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s & Events 

舉辦機構及參加項目 

Awards 

獲獎項目 

3E 張芳瑜、黎欣彤、李楚雯 

4A 李芷晴、張鏵璐、劉瀚彬 

4B 張希儀 

4C 吳閩瀚 

4D 陳淯霖 

4E 姜凱琳、莊嘉泰、徐澤杭 

5A 張家慧、丁嘉漩、李穎妍、蘇文琪 

5C 陳政傑 

5E 張嘉穎、張泓、余泓熹 
 

香港伍倫貢學院 

第一届香港伍倫貢文學獎徵文比

賽 

高中新詩組亞軍 

5A 曾咏珊 

 
高中散文組優異獎 

6E 關芷澄 

Instructables 

Ex Ordinary Transportation 

System Play Well! 

Toys & Games Contest 

Second Prize 

4A  趙淯渝、林良浩（2017-2018） 

4D  韓卓恩、賴婉兒（2017-2018） 

東井圓林東慈善基金 

2020 全城德育發展計劃 

中學組標語創作比賽 

優異獎 

3A 黃嘉兒 

3A 胡愷珊 
 

東九龍青年社及黃大仙區學校聯

絡委員會合辦 

認識《基本法》‧認識社區—網

上問答比賽 

優異獎 

2A 鄧匡正 
 

 

• 體育 

Organizations & Events 

舉辦機構及參加項目 

Awards 

獲獎項目 

受疫情影響，本學年並無參與體育項目。 

 

• 藝術 

Organizations & Events 

舉辦機構及參加項目 

Awards 

獲獎項目 

保良局及禁毒基金 

健康 SUN TEEN 計劃「愛同行」文件夾設

計比賽 

高中組冠軍 

6A 梁芷盈 
 

北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北區青年節好心情 Whatsapp 貼圖設計

比賽 

中學組亞軍 

4C 張心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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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s & Events 

舉辦機構及參加項目 

Awards 

獲獎項目 

Wheelock and Company Limited, The 

Wharf Group, WWF-Hong Kong 

會德豐有限公司、九龍倉集團、世界自

然基金會 

The Wharf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 

Art Competition 2020-21 

九龍倉全港中學生繪畫比賽 2020-21 

 

Merit (Top 18 entrants)，Exhibition participant 

優異獎 (全港首十八名)，作品參展 

5B 楊韋淇 

 

Participant 

參與者 

5A 張倩盈 

5D 黃曉桐 

6A 陳詩敏、梁芷盈 
 

 

• 社會服務及其他 

Organizations & Events 

舉辦機構及參加項目 

Awards 

獲獎項目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社會福利署 

Hong Kong Red Cross Volunteer 

Service (Group) 

香港紅十字會義務工作 

 

Bronze Award 

銅狀 

3A 李梓軒、楊銘壕 

3B 梁嘉悅、林熙媛、張浩軒、鄧熙儒 

4A 黃祉瑜 

4C 梁倩儀 

4D 熊德陽 

5D 莊浚軒 
 

 

9.3  多元學習活動方面 

A. 學習領域 

所屬領域 活動名稱 

中國語文 

教育 

一人一信：向小學老師致敬、北區學聲徵文比賽、班際中秋猜燈謎比賽、即席

揮毫寫揮春、校際朗誦節訓練及比賽、學生好書推介短講比賽、美荷樓香港精

神學習計劃「兩代情」徵文比賽、第一屆大灣區「尊師重道」生命教育徵文比

賽、茶藝學習班、北區中學校長會普通話故事演講比賽、「篇篇流螢」網上閱

讀計劃 

英國語文 

教育 

東華三院英文寫作比賽 2019、英文科短片拍攝活動、英語日早會分享、學生短

講比賽、拉闊遊世界-丹麥、英語大使迎新及工作籌備大會 

數學教育 
升中簡介會短片拍攝、每月問題數學難活動、泰國國際數學競賽、數學學會製

作壁報 

個人、社會及

人文教育 
預備升中簡介會 

科學教育 

STEM 教育公開講座 - 氣候變化年代的極端天氣、STEM教育公開講座 - 重力

波-開啟宇宙新視域、創科樂『耆』中」樂齡科技設計比賽及升中簡介會準

備、STEM 教育公開講座 - 可持續發展，青山變金山、STEM 教育公開講座 - 

宇宙間生命的痕跡及其對我們的影響、海洋公園保育聯盟-Chill級保育計劃 

(金裳鳳蝶組)、馳騁大航天時代 - 與國家航天工程科學家現場交流、科學家

精神進校園專題報告及交流活動、「時代精神耀香江」之百年中國科學家航天

主題展、第一屆香港中學化妝品配方比賽(學生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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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教育 

2020-21 學界 3D 打印比賽(中學組)、AI IOT workshop 1、Robotics Workshops 

and Projects、創科樂『耆』中」樂齡科技設計比賽、前膽科技，設計思維培

訓、Smart Product workshop、社創‧社區 4.0 社區投票日、環保家居模型

設計比賽訓練、WE FLY @ POMA 無人機體驗班、SketchUp 3D 室內設計課程、

全港初中生機械人大賽 2021、社會創新發明 –「疫『市』創建」概念空間設

計大賽、鄭余雅穎培菁女性創效基金夏令營 

藝術教育 

健康 SUN TEEN 計劃「愛同行」文件夾設計比賽、圖書館壁畫工作坊、北區青

年節好心情 Whatsapp 貼圖設計比賽、九龍倉全港中學生繪畫比賽 2020-21、

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 2020/21、香港城市大學第六屆中學生傑出作品展、賽馬

會「手作確幸」青年工藝教育計劃 - 陶藝及木作工作坊、土耳其馬賽克燈工

作坊、參觀展覽《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畢業展》、參觀展覽《不是時裝店》及

《超現實之外》、參觀展覽《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系畢業展》、室內髹油課程、

室內小型裝修技巧課程 

體育教育 VIRTUAL POMA RUN 

 

B. 體育活動 

組別 活動名稱 

足球隊  校隊練習及參加學界比賽和公開賽(受疫情影響暫停) 

乒乓球隊  校隊練習及參加學界比賽和公開賽(受疫情影響暫停) 

羽毛球隊  校隊練習及參加學界比賽和公開賽(受疫情影響暫停) 

排球隊  校隊練習及參加學界比賽和公開賽(受疫情影響暫停) 

籃球隊  校隊練習及參加學界比賽和公開賽(受疫情影響暫停) 

游泳隊  參加保良局屬下中學聯校水運會、中學校際游泳錦標比賽(受疫情影響暫停) 

田徑隊  參加學界比賽(受疫情影響暫停) 

野外定向隊 校內定向訓練及參加校外定向比賽(受疫情影響暫停) 

越野跑隊  
長跑訓練、參加學界比賽及其他公開賽(受疫情影響暫停) 

協助學校推行 VIRTUAL POMA RUN 正向跑活動 

聯課活動組  

大腦奔馳課程-pilot、戶外 VR虛擬遊戲工作坊、桌上遊戲班、手機攝影入門

課程（網上課程）、桌上遊戲班（網上課程）、乒乓球體驗班、象棋班、塗鴉

入門課程（網上課程）、象棋班（網上課程）、排球體驗班、Kpop舞蹈體驗

班、韓文體驗班（網上課程）、男子籃球體驗班、本土文化—迷你花牌製作課

程、夏威夷小結他彈唱工作坊、健身體驗班、健身體驗班（網上課程）、藍曬

工作坊、小型手工藍芽喇叭製作課程、流行曲及藝術歌曲聲音演繹、和唱及

數碼處理入門課程（網上課程）、GarageBand 音樂創作入門課程（網上課

程）、羽毛球體驗班、POMA Pioneers-POMAP、聯課活動組宣傳短片拍攝、領

袖訓練(保馬嘉年華) 

 

C. 興趣活動 

組別 活動名稱 

香港紅十字會

青年團 

網上團委員會議、新界東總部團委員會議、團委員大會、網上聯誼活動、義

務工作 

舞蹈學會 
舞蹈練習 

(受疫情影響，校內外表演及比賽暫停) 

童軍 童軍簡介會、童軍小隊長訓練、童軍急救訓練 

家政學會  網上食譜分享 

校園電視台 
校園電視台電影欣賞《狂舞派 3》、生命教育創意短片製作工作坊、生命教育

創意短片製作工作坊（拍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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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定向學會 校內定向訓練及參加校外定向比賽(受疫情影響暫停) 

山藝學會 山藝訓練課程、遠足活動、緣繩下降、歷奇體驗(受疫情影響暫停) 

閱讀學會 

閱讀大使好書分享、HyRead電子書以讀攻毒港澳抗疫閱讀大作戰、超凡學生

嘉許計劃、「白露沾書」晨讀活動、香港圖書館節網上讀書會、4.23 世界閱

讀日創作比賽、北區閱讀節閱讀之星、閱讀學會網上讀書會、初中閱讀講座 

辯論學會 

中文辯論學會工作坊、第二屆學界辯論賽訓練、中文辯論學會訓練班全港中

學學界辯論賽（初賽）、星島全港校際辯論比賽訓練班、星島第三十六屆全

港校際辯論比賽、全港中學學界辯論賽、第二屆全港中學學界辯論賽 

基督徒團契 基督徒團契聚會、「青少年 BOARDGAME 日」 

學生會 
準備開學用品派發全校學生、學生會及學長聯席會議、中六級惜別會活動、

綜藝節目影片製作、候選內閣影片製作、第二十二屆學生會選舉點票 

 

D. 義務工作 

組別 活動名稱 

公益少年團 慈善抗逆健體 SHOW、公益少年團會員年度網上活動 

社會服務組 義工獎勵計劃 

聯課活動組 保良局慈善賣旗日、保良局慈善步行、保良局歷史博物館 

 

E. 關顧學生成長活動 

組別 活動名稱 

升學及生涯

規劃組 

班主任課：7 Habits、「踏上青雲路」、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生活世界設計

工作坊」 

小組或個人輔導：「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提供的事業興趣測驗」、教育大學

「疫情中編寫我的生涯故事：網上視像輔導計劃」、中五全級小組輔導、浸信

會愛羣社會服務處離校生輔導 

各大學網上資訊日、生涯大使全校理想職業調查、網上內地高等教育展、參觀

臺灣高等教育展、海華服務基金網上台灣升學講座、網上德國和英國升學講座 

職場講座：「卓育菁莪」中學生生涯規劃講座 

職場參觀：海洋公園職業探索活動及「快樂保．旅」機械工程和酒店管理實習

生計劃 

工作體驗及探索前路：POMA Oasis、賽馬會浩觀青少年創業培訓計劃(CoCoon)、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暑期事業體驗計劃、香港青年協會「夠薑造字機」 

中三級高中選科工作坊、中五及中六級模擬放榜工作坊、中六面試工作坊、中

學畢業目標計劃：Next Station is…、才智計劃 2020/21 

輔導組 

學長計劃、「保馬啓航」 ── 中一迎新日、迎新活動及環校遊、「優秀學生」

奬勵計劃、「#WeChat@POMA」師生午間共聚、「奇蹟加油站」（中六級打氣活

動）、「欣賞/打氣咭」設計比賽及互相送贈行動、青少年入樽隊、家長講座、

「家長教育課程」、全校參與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喜伴同行、伴你高飛

自我認識小組、流動「公」房情緒小組、疫境行者-正向思維小組、社交教育小

組-「觀」望你的他與她、中上環文化深度遊、獨木舟水上體驗活動 

德育及公民

教育組 

校本德育課程、電影生命教育、專題講座及工作坊、周會及早會、頌親恩、保

馬良品、保馬時事論壇、保馬時事達人比賽、十大新聞選舉、感創敢為：青年

社會創新服務獎、和富青年網絡系列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班本廢物分類回

收計劃、月餅盒回收活動、地球一小時、環保宣傳、環保物品製作工作坊、認

識《基本法》‧認識社區--網上問答比賽、2020全城德育發展計劃中學組標語

創作比賽、公民大使培訓計劃、領袖訓練及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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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導組 

領袖生計劃、青少年入樽計劃(結合常規訓練、義工服務及公開比賽)、品德躍

進獎、學毅計劃、優秀班別(守時及勤到)、遷善改過計劃、清潔保馬活動、「油

牆」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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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財務報告 
10.1 收支報告 

    收入$ 支出$ 

I. 政府基金     

(I) 經擴大的營辦津貼收支帳     

(甲) 學校特定用途     

‧ 行政津貼 (非教職員薪酬、清潔 / 保安 / 植物保養合約費)      4,539,519.00  3,605,679.80  

‧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552,036.00  373,485.49  

‧ 空調設備津貼 643,389.50  643,389.50  

‧ 為教師創造空間津貼 638,461.00  147,000.00  

‧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津貼 108,756.00  90,763.20  

‧ School-based Management Top-up Grant 50,350.00  60,000.00  

  小結︰ $6,532,511.50 $4,920,317.99 

(乙) 非學校特定用途 - 基線指標     

‧ 科目津貼 $240,903.00 $85,814.80 

‧ 英文科經常津貼 $22,937.00 $58.30 

‧ 供增聘文書助理的行政津貼 $0.00 $0.00 

‧ 培訓津貼 $9,339.00 $7,607.91 

‧ 實驗預備室空調設備津貼 $16,179.00 $16,179.00 

‧ 升降機保養津貼 $102,108.00 $69,264.00 

‧ 增補津貼 $7,641.00 $0.00 

‧ 補充津貼 $226,033.00 $135,608.00 

‧ 輔導訓育計劃經費津貼 $0.00 $0.00 

‧ 綜合家具及設備津貼 $547,749.00 $1,044,506.32 

‧ 學校及班級津貼 $947,445.04 $761,530.75 

  小結︰ $2,120,334.04 $2,120,569.08 

(丙) 其他津貼     

‧ 租金及差餉 562,000.00  529,000.00  

‧ 家長教師會籌辦費/資助費 5,740.00  0.00  

‧ 家長教師會-活動津貼 20,000.00  5,900.00  

‧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204,600.00  10,200.00  

‧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 4,175,457.00  3,933,861.60  

‧ 中學學習支援津貼 513,570.00  465,217.50  

‧ 多元學習津貼 80,750.00  93,448.00  

‧ 小數位職位現金津貼 0.00  0.00  

‧ 非華語學生校本支援津貼 0.00  33,600.00  

‧ 加強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教津貼 150,000.00  89,548.38  

‧ 推動中國歷史及文化 (一筆過津貼) 0.00  48,340.50  

‧ 資訊科技人員支援津貼 319,559.00  325,584.00  

‧ 姊妹學校計劃津貼 156,035.00  0.00  

‧ 推廣閱讀津貼 72,816.00  77,408.35  

‧ 學校行政主任津貼 534,660.00  483,916.74  

‧ 全方位學習津貼 1,292,988.00  1,001,32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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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202,150.00  87,532.40  

‧ 一筆過校本言語治療設置津貼 20,140.00  18,740.00  

‧ Special Grant for Book Purchase 0.00  46,100.00  

‧ One-off Special Support Grant - Enhance Cleansing 0.00  100,700.00  

‧ 支援有經濟需要學生上網學習補充津貼 17,600.00  20,382.00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跨境學校考生臨時住宿體恤援助(溫習營) 9,802.00  12,524.00  

  小結︰ $8,337,867.00 $7,383,330.09 

II. 學校津貼 (一般津貼)     

‧ 堂費 126,965.00  731.00  

‧ 捐款 176,005.58  180,505.58  

‧ 籌款 0.00  0.00  

‧ 其他 549,192.30  452,786.74  

‧ 具特定用途收費 250,500.00  290,900.00  

‧ 保良局李兆忠優質教育基金 200,000.00  350,000.00  

‧ 健康校園計劃 90,000.00  75,978.50  

‧ 禁毒基金支援計劃 0.00  0.00  

‧ 歌聲魅影薈保馬 0.00  0.00  

‧ My Pledge to Act #2019/0065 62,426.00  0.00  

‧ 賽馬會「幸福校園實踐」計劃 1,146,405.98  1,412,065.18  

‧ 中學 IT 創新實驗室 290,000.00  10,810.00  

‧ 關愛基金援助項目「資助清貧學生購買流動電腦裝置」 1,399,886.00  1,399,886.00  

‧ 北區顯關懷社區「中學生課後訓練資助」支援計劃 6,000.00  6,000.00  

  小結︰ $4,297,380.86 $4,179,663.00 

 

 

10.2 各項財政津貼報告 

學校發展津貼報告 

課程發展（聘請行政助理） 

  由 2020年 11月至 2022年 8月，聘用一名行政助理，支援非教學的行政工作，為教師

創造空間，讓他們能更專注培育學生及推動課程發展。該員的工作範圍如下： 

1. 配合本校學生全人成長藍圖，支援平面設計工作； 

2. 採購校園佈置品，協助將正向教育元素於校園內呈現； 

3. 協助各學科及成長組別拍攝及製作教育影片，展現學生學習成果。 

 

  整體而言，本校認為該員能有效分擔教師的部份行政工作，使教師更能專注教學、課

程發展及學生培育，對推動學校發展甚有幫助。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報告 

A. 計劃及執行 

⚫ 本年度繼續推行「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在學期初週會時段，向全校同學介紹

計劃的詳情，令學生能有效運用校外資源，加強學生參與課後學習活動的動機，在老

師積極協助下，推動及鼓勵合資格的同學作出申請。鑒於同時亦有「學生活動支援基

金」資助其他有需要學生參與課外活動，希望能達到分流及平衡不同活動的需求，盡

量善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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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更有效提升使用基金的範圍，對應指定的資助計劃項目(校本海外交流團、級本

營會)，作出大幅度的資助金額調整，同時將申請期限延長至暑假後段，成效顯著。 

B. 檢討及改善 

⚫ 對應指定的資助計劃項目（校本海外交流團、級本營會），令資源用得更見效益，使

清貧同學能參與較昂貴的課外活動，不會因擔心經濟負擔而卻步。 

⚫ 申請期限延至暑假後段，鼓勵更多學生參加不同的暑期活動，令更多學生受惠於有關

計劃。 

⚫ -下年度考慮將資助計劃延伸至不同的課後興趣班，令中一至中三同學接觸更多不同

類形的暑期課程。 

⚫ 受疫情影響，交流團數目大減，令津貼使用額較低。 

 

全方位學習津貼報告 

A. 計劃及執行  

⚫ 本年度推行「全方位學習津貼」，於學期初向各科組收集所舉辦或參加的全方位學習

活動，包括所需的費用、活動次數及參與學生人數。 

⚫ 在不同學科／跨學科／課程範疇組織全方位學習活動，提升學習效能（例如：實地考

察、藝術賞析、參觀企業、主題學習日、學術周） 

⚫ 按學生的興趣和能力，組織多元化全方位學習活動，發展學生潛能，建立正面價值觀

和態度（例如：多元智能活動、體藝文化活動、領袖訓練、服務學習、學會活動、校

隊訓練、制服團隊活動、軍事體驗營） 

⚫ 舉辦或參加境外交流活動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包括除團老師費用, 教育營、訓練

營、境外交流活動費用內的膳食開支） 

⚫ 其他（暑期保馬學院/級本活動） 

⚫ 充分運用 SASG，購買推行全方位學習所需的設備、消耗品、學習資源。 

B. 檢討及改善 

⚫ 對應指定的資助計劃項目（校本海外交流團、級本營會、班級經營活動），給予所有

參加的同學部份資助，令清貧的同學能參與較昂貴的課外活動，因他們可向其他資助

計劃申請餘下的活動費用，令資源用得更見效益。 

⚫ 可根據本年度的使用情況，更新各科組的預算，令資源分配更平均及有效。 

 

多元學習津貼－（其他課程：資優教育課程） 

1. 輔導組：學長領袖訓練營－三日兩夜 

透過由機構、老師，以及舊學長舉辦的各類型歷奇活動，訓練各位準學長，讓他們了解

學長的基本特質，以及強化其自信、溝通能力、團體合作、解難能力。每位學長也會於

營刊中填寫感想及反思。 

 

2. 輔導組：學長領袖訓練－團體訓練活動 

透過團隊訓練活動或各類型低結構歷奇活動，促進學長間的合作，以發及提升其溝通和

解難的能力。學長們也會各自交一份反思，以回顧是次領袖培訓課程。(受疫情影響，活

動次數由 2次改為 1次) 

 

3. 聯課活動組：學生會、四社及課外活動領袖訓練營 

提升學生的領袖才能及策劃管理等能力，讓領袖在校內不同的功能組別中帶領其他同

學，協助學校策劃不同的活動。參與組織的領袖，能有效學習表達的技巧、方法，及面

對觀眾時的演說方式和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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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活動受疫情影響而沒有舉辦。) 

 

運用推廣閱讀津貼報告 

1) 目標檢討 

a) 營造良好的閱讀氛圍 

i) 中一至中三級推行全校參與的「廣泛閱讀計劃」：所有學生已完成「基本閱讀」

部分，表現良好。大部分學生有參與「自主閱讀」部分，但獲獎人數不多，可

見閱讀量仍有待提高。 

ii)早會時段老師及學生好書分享：疫情下，閱讀大使主要以影片形式向全校推介

好書，激發閱讀興趣。老師則以海報推介好書。 

b) 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及習慣，促使他們「從閱讀中學習」 

i) 設置課室圖書角：老師和學生捐出看過又想與人分享的好書，圖書館亦會送出

已註銷的過期雜誌和書籍，每班限取書若干，以豐富各班的圖書角，鼓勵學生

於每天早讀時段或課後進行閱讀。 

ii)購買電子書系統：本年度購置各科及中史電子書，藏書量約 2100本，另有 11

本雜誌。學生可善用時間，隨時隨地利用手機、電腦及電子書閱讀器閱讀書籍

及雜誌。 

2) 策略檢討 

a) 設立比賽及獎項：「每月班際借書量比賽」及「個人閱讀量比賽」 

i) 本年度借出實體書 2569本。借出 HyRead 電子書 1620本，電子雜誌 129本。借

出 hkReadingCity 電子書 145本。本校學生於本學年在圖書館共借出 4463本

書，全校 873 名學生，即每人平均借閱 5本書。 

ii)受新冠疫情影響，學生未能在停課期間於學校圖書館借書，難以統計借書量，

因此取消了「每月班際借書量比賽」及「個人閱讀量比賽」這兩個比賽。網課

期間，老師仍推介不同閱讀平台讓學生可於家中閱讀及完成閱讀報告。 

b) 邀請學生參與學校書展購書活動 

疫情下，本年度家長日書展取消。但仍邀請閱讀學會成員到書店為學校圖書館選

書，再交由圖書館老師審批。學生珍惜選書機會，並向其他學生推介自己喜愛的書

籍。 

c) 推薦學生參與校外閱讀活動 

學生積極參與校外閱讀活動，例如，例如北區閱讀節、超凡學生嘉許計劃、HyRead

電子書以讀攻毒港澳抗疫閱讀大作戰、香港圖書館節網上讀書會、4.23世界閱讀日

創作比賽等。學生投入準備拍攝短片，透過閱讀活動獲取成功感，亦變得更喜愛與

人分享閱讀的樂趣。 

 

「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計劃」報告 

受疫情影響，本年度未有舉辦交流活動。 

 

10.3 接受捐贈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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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捐贈者/機

構名稱 
*捐贈項目的說明及其價值 捐贈項目的用途 

2001 保良局 
口罩 550個，零售價約值 1,078

元。 

供本校學生及教職員使用，以避

免新型冠狀病毒擴散。 

2002 顧東華總理 
LABO 搓手液(50ml)225 枝，零售價

約$4,050。 

供本校學生及教職員使用，以避

免新型冠狀病毒擴散。 

2003 

Rightlink 

Technology 

Ltd. 

免接觸溫度探測儀，零售價約

$600。 

供本校學生及教職員使用，以避

免新型冠狀病毒擴散。 

2004 保良局 口罩 1140個，零售價約值 2,964。 
供本校學生及教職員使用，以避

免新型冠狀病毒擴散。 

2005 
鄧李璧莛總

理 

珮氏驅蚊爽噴霧 100ml 10枝，零售

價約值 719元。 

供本校學生及教職員使用，以避

免新型冠狀病毒擴散。 

2006 
保良局董事

會 

《麥路人》電影換票證 154 張，零

售價約值 9,240元。 
供屬校教職員及學生前往觀看。 

2007 
鄧李璧莛總

理 

威露士酒精搓手液 1L 6枝，零售價

約值 960 元。 

供本校學生及教職員使用，以避

免新型冠狀病毒擴散。 

2008 保良局 

SDB Clean Shots 70% Hand 

Sanitizer 1.5ml 3500 片，零售價

約值 7955 元。 

供本校學生及教職員使用，以避

免新型冠狀病毒擴散。 

2009 保良局 

「愛的家」S99口罩 59盒及「愛的

家」V99Pi口罩 9盒，官方售價

3,357。 

供本校學生及教職員使用，以避

免新型冠狀病毒擴散。 

2010 

威萊（香

港）有限公

司 

自動洗手機連支架3個、免洗搓手液

補充裝6枝、冷氣機清潔消毒劑12

枝、萬用消毒殺菌噴霧12枝、殺菌

消毒噴霧12枝、免洗搓手液Q版(藍

色矽膠套)288枝，零售價值9,564

元。 

供本校學生及教職員使用，以避

免新型冠狀病毒擴散。 

2011 

保良局馬錦

明中學家長

教師會 

聯合出版社書券 

(面值港幣 16,100元)。 

贊助本校 2020-2021年度「優秀

學生獎勵計劃」；在本校設立

「操行獎」、「學業成績優異

獎」、「學業成績進步獎」及

「品德躍進獎」。獲獎學生將獲

贈書券，以示嘉許。 

2012 鄭諾銘家人 
書籍《禧鳥集 Hey, Birds》乙本，

沒有轉售價值。 
存放於本校圖書館供師生閱讀。 

2013 
香港復甦學

會 

成人電極片 1套連電池更換套裝及

兒童或嬰兒電極片 1套，價值共

3,270 元。 

供本校有需要時使用。 

2014 保良局 

「愛的家」S99口罩 18盒及「愛的

家」V95口罩 9盒，零售價約

1,422。 

供本校學生及教職員使用，以避

免新型冠狀病毒擴散。 

2015 
金輝投資有

限公司 

書籍《歸真—詠春江志強》乙本，

價值$118。 
存放於本校圖書館供師生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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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捐贈者/機

構名稱 
*捐贈項目的說明及其價值 捐贈項目的用途 

2016 

香港鐘表業

總會有限公

司 

290張網絡數據卡，總值

$37,120($128 x 290 張)。 

派給有需要之學生於家中進行網

上學習。 

2017 
民政事務總

署 

成人口罩 15盒，非賣品，沒有轉售

價值。 

供本校學生及教職員使用，以避

免新型冠狀病毒擴散。 

2018 
卓豐興業有

限公司 

AOP-KF成人口罩 64盒，總值

$17,920。 

供本校老師使用，以避免新型冠

狀病毒擴散。 

2019 保良局 
Dr. Clean 酒精搓手液 225枝，價值

6,300。 

供本校學生及教職員使用，以避

免新型冠狀病毒擴散。 

2020 保良局 

「愛的家」S99口罩 36盒及「愛的

家」V95口罩 9盒，零售價約

2,232。 

供本校學生及教職員使用，以避

免新型冠狀病毒擴散。 

2021 

Samsonite 

Asia 

Limited 

背囊 27個，每個背囊價值約$650，

總值$17,550。 

送給於 POMA RUN 活動中表現優異

的學生。 

2022 保良局 

「愛的家」S99口罩 18盒及「愛的

家」中童口罩 6盒，零售價約

1,668。 

供本校學生及教職員使用，以避

免新型冠狀病毒擴散。 

2023 

威萊（香

港）有限公

司 

自動洗手機連支架 4個、免洗搓手

液補充裝 6枝、免洗搓手液 Q版(藍

色矽膠套)144枝，零售價值 3,828

元。 

供本校學生及教職員使用，以避

免新型冠狀病毒擴散。 

2024 保良局 
「愛的家」口罩 260個，零售價約

605 元。 

供本校學生及教職員使用，以避

免新型冠狀病毒擴散。 

2025 梁穎明先生 
書籍《潑染空明》2本，零售價約

196 元。 
存放於本校圖書館供師生閱讀 

2026 保良局 
「愛的家」成人口罩 1100個，中童

口罩 500個，零售價約 2,830 元。 

供本校學生及教職員使用，以避

免新型冠狀病毒擴散。 

2027 
譚毓楨副主

席 

《真‧三國無雙》電影換票證 26

張，零售價約值 1,560元。 
供屬校教職員及學生前往觀看。 

2028 
本校校友周

季澄 

「張慧賢校長獎學金」港幣 2,000

元 

嘉許本校品行優異而中文科成績

良好的學生。 

2029 保良局 

「愛的家」成人口罩 1000個，中童

口罩 500個，零售價約 3093.33

元。 

供本校學生及教職員使用，以避

免新型冠狀病毒擴散。 

2030 

百樂金筆

(香港)有限

公司 

原子筆 600支，每支價值$5，合共

$3,000。 

供本校學生日常活動及學習使

用。 

2031 呂鈞堯顧問 

10包紙品 

(A3 尺寸) 

總值約$14,706.25 

供本校視藝科學生繪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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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回饋與跟進   

鑑於疫情，部份面授課改為網課，即使恢復面授課，也只能維持半日制。各項活動的推

展被限制。故此將 2018-2021 年度學校三年發展計劃延長至四年發展計劃。 

 
11.1關注事項一：培養學生具成長型思維及善於溝通協作的終身學習者 

• 從觀課、簿冊檢查、教師討論及反思總結，教師可透過設計校本單元課程、分層課業、

課堂提問、回饋及評估，並運用多元化教學策略，以提升高階思維及學生的參與度。

為了促進學生的高階思維，科學科試行探究式實驗，取代部份傳統實驗。 

• 協助學生掌握有效的學習策略 

整體老師的教學及傳意效能優良。若學生能進一步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及掌握有效學

習策略，學習效能可以躍升。 

➢ 教師按科本特色，建立有效課堂常規及學生的學習習慣，如通過自行批改，澄清

錯誤概念、補充及擴展答案。 

➢ 教師教授學生多元化的學習、溫習及應試策略 

➢ 於初中全面教授及應用 S.M.A.R.T.目標設定及管理，運用 S.M.A.R.T.目標設定

手冊作為實戰工具，養成習慣。 

➢ 按學科及課題特色，於課堂上教授及應用與腦科學及教育心理學相關的學習、溫

習及應試策略。將有關實踐的效能拍成短片，與師生分享。 

➢ 優化電子學習，促進學生學習及自學 

• 培養學生閱讀習慣和氛圍 

➢ 加強閱讀促進小組的職能，整合全校不同的閱讀活動，加強學科與圖書館合作，

學科在課程內加入閱讀素材，以全校參與模式推動閱讀。 

➢ 善用增繕後的學校圖書館、電子閱讀平台及電子圖書推廣系統，舉辦多元化的活

動，帶動閱讀氛圍。 

 

11.2關注事項二：培養具成長型思維的領袖，邁向豐盛人生 

疫情下，學校開展賽馬會幸福校園實踐計劃(Project Well-being) ，正正回應疫情下學童

精神健康的需要。 

• 地方營造（Place making）及師生共創共建共管 

➢ 心靈健康中心及休憩長廊工程完成後，學校與學生代表商議及籌劃未來的活動及

課程。此外，學校亦會賦權予學生會管理休憩長廊，推動環保及照顧學生身心需

要。 

• 活動的形式、寬度及深度 

➢ 計劃的核心是通過微細行為的改動，重複行為，打破惡習或塑造良好習慣。學校

以全校大型活動，吸引學生關注身心靈健康。以班級形式連繫師生一同參與。 

➢ 學校鼓勵以跨組別合作形式推動活動，互相呼應，強化活動對學生的影響力。 

➢ 部份活動亦會改為以課程及進階形式，物色專業導師及服務供應商，培養學生深

度學習，也培訓不同領域的學生領袖，如培訓正向動畫師、心靈園藝師等，以持

續發展。 

• 鼓勵家長的參與，促進家校合作 

➢ 除了透過家長通告、學校刊物、學校網站、家長講座等，向家長發布正向教育及

幸福感的訊息，較為單向及被動。計劃著重家長的個人成長，以家長為中心，以

體驗式學習模式，讓他們親身體驗有效提升身心健康的方法。接著，家長可在家

實踐，家校合作提升學生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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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關注事項三：建立正向學習型的教師團隊 

• 提升教師的專業能量 

➢ 配合教育局通告第 6/2020 號《落實教師專業發展專責小組的建議》，學校可按

學校關注事項、科組發展及學生需要，制訂教師專業發展方向及提出建議，讓教

師參考。除了傳統講座及工作坊，鼓勵老師修讀優質的網上課程，省卻交通時間，

也更具彈性。也鼓勵老師參與體驗式學習活動。 

➢ 過去幾年的教學顧問計劃，有助提升教師教學的專業能量。來年會邀請韓孝述校

長擔任科學領域的教學顧問，進行以單元為本的共同備課、觀課、評課及知識管

理。計劃會拍攝課堂教學，以作教學研究之用。按教師的成長階段，培育老師成

為有效學習者（effecive teacher）、具反思能力的教師(reflective teacher)及課程領導

(instructional leader)。 

➢ 賽馬會幸福校園實踐計劃（Jockey Club Project Well-being）善用不同專業界別的

專業及網絡，提供教師專業培訓。學校會按教師的職責，編排教師出席不同的講

座及工作坊。 

➢ 為了平衡教師專業發展及教師空間，一方面精簡行政架構及減少會議，將賽馬會

幸福校園實踐計劃的學習社群納入不同的科組，Mentality, Sleep and Eat Well 學習

社群的工作納入輔導組內、Play and Exercise Well 學習社群分別納入聯課活動組

及體育科內、Study Well 學習社群的工作納入課程發展組內、Love Well 學習社群

的工作納入輔導組及訓導組內、「香港深度遊」學習社群納入人文學習領域內及 7 

habits 學習社群則納入德公組及升學及生涯規劃組內。隨著心靈健康中心（暫名：

POMA Oasis）工程完成，POMA Oasis 學習社群的任務也完成。日後有關推動中

心內的不同與健康相關的活動由輔導組及學生會共同籌備。另一方面，著重教師

專業交流分享的質素多於次數，減少校務會議、級會及科組會議的分享次數。此

外，由科組主任邀請部份教師錄製分享片段，作知識管理。 

➢ 就國家安全教育，學校先完成檢視現行情況報告，並有系統地安排教師培訓，如

「國家安全教育到校教師工作坊」等，增加教師對推行國家安全教育的能力。 

 

• 強化中層領導及管理能力 

➢ 學校作為賽馬會幸福校園實踐計劃的「實驗學校」，計劃的核心成員會整理實戰

踐經驗，向學界分享，成為領域的專家，有助提升中層教師的專業能量。 

➢ 透過教學顧問計劃，培育教學領導 (包括科主任、副科主任、對課程發展有興趣

的老師)，提升他們對提問、照顧學習多樣性等有更深入的認識。 

➢ 學校因應人事變動，已委任年輕、有熱誠及具一定實戰經驗的教師為科組主任或

副主任。為了有助科組承傳，學校會為教師提供校內外的領導培訓。學校亦繼續

為其餘科組物色合適第二梯隊人選，有助學校的持續發展。 

➢ 為了將正向及身心靈健康教育融入主課程內，學校組成課程發展組，成員包括中

文、英文、數學、科學及人文學習領域的新任科主任、副科主任或具潛質的教師。

學校派出其四位教師參與由北山堂舉辦「正向教育專業研習圈（2021/22）」，期望

教師能結合理論及教學實踐，提升實踐正向教育的專業能力。此外，教師能建立

正向教育資源網絡，促進學校間交流實踐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