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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領袖才能 培養關愛精神 推動延課學習 
  

    我們肯定每一個學生的尊嚴和價值，相信他們都有豐富的潛
能。教師的尊貴使命是幫助學生確定自我價值，發展潛質，培育

他們的優良品德和積極的人生態度，引導他們嚮往公義、追求真

理。在學業上，我們幫助學生掌握求學的方法，並發掘求知的樂

趣。我們以愛心、欣賞、尊重、鼓勵和紀律營造一個促進學生成

長的環境，本著基督仁愛精神，實踐全人教育和有教無類的辦學

想，幫助學生均衡成長。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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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們的教育理想 

 
A. 基本教育信念 
1. 以聖經真理為辦學原則 
2. 以生命見証基督信仰，讓福音廣傳 
3. 堅守建立學校的目的在於服侍學生、建立老師，讓師生共同成長 
4. 願意協助最有需要的學生 
5. 教與學的過程能提升人的尊嚴、價值和素質 
6. 建立師生共樂的校園文化：以仁愛為本，彼此接納、欣賞、尊重、信任和鼓勵 
7. 師生彼此溝通、共同參與建構校園文化 

 
B. 學生成長：生活的學習 

8. 藉著多元智能的發展，誘發學生豐富潛質 

9. 促進學生全人成長： 

• 愛  己：肯定及發展自我 

• 愛  人：發揮互助互愛精神 

• 愛社會：迎向社會，承擔公民責任 

• 愛國家：培養國家意識 

10. 重視學生均衡發展： 

• 領袖才能 

• 情意成長 

• 創作能力 

• 美藝素質 

 
C. 學生成長：道德信仰的學習 

11.  在信仰方面引導學生： 

• 體驗基督的愛 

• 認識基督教信仰 

• 探索人生終極目的 

12.  在德育方面引導學生： 

• 培養道德情操，建立崇高品格 

• 明斷是非、秉持公義 

• 尊重規範、承擔責任 

 
D. 學生成長：紀律的學習 

13. 引導學生自治自律 



14. 培養優良紀律及秩序 

 
E. 學生成長：知識的學習 

15. 建立校園的學習氣氛及讀書風氣 

16.  引導學生體驗學習趣味 

17.  激發學生內在的學習動機 

18.  促進學生自學能力 

19.  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能力 

20.  提升學生語文能力及溝通技巧 

 
F. 教師：教學的藝術 

21. 流露主愛、見証福音 

22.  接納學生有差異，因材施教 

23.  不分富乏賢愚，有教無類 

24.  採納多元標準，衡量學生成就 

25. 持守學生是可塑可教的信念 

26. 從學生現況作起點施教，但提出明確嚴謹而合理的要求 

27. 積極培養學生生命素質比消止不良行為更為重要 

28. 以學生為樂 

29. 善用獎勵 

 
G. 教師：成長的路向 

30. 發揮團隊精神，合一同進 

31.  各有所專、各展所長 

32.  作息玩樂、均衡生活 

33.  師生教學相長，同工互助互學 

34.  重視專業培訓，驅策個人成長 

35.  反思無間、勇於求新 
 

 
 



我們的學校 
 

學校簡介 
 
本校為基督教中華聖潔會主辦之津貼中學，於一九九八年九月開辦。辦學團體具有四十

多年辦學及十多年社區服務經驗，致力提供優質全人教育。我們堅信教育能提升生命的價值

和尊嚴，期望在校園傳遞仁愛、尊重、勇敢、責任、智慧、朝氣和理想，讓師生共同成長，

達到愛己律己、欣悅生命、情智德俱備。 
 
我們一直本著聖經真理和基督仁愛的精神辦學，盡力誘發學生的潛能，激發他們去求知、

自學、創作和思考；促進情意發展、開拓豐盛人生、建立他們的自信，培養他們優良的品德、

正確價值觀及積極的人生態度。 
 
本校設施齊備，計有多用途健身室、巨型攀石牆、英語活動室、多媒體教學室、資訊科

技室、舞蹈室、融合教學室、家長資源室、學生會室及園圃。所有課室及特別室均設置空調、

電腦、投影機、光纖網絡及內聯網系統，並擁有充足軟硬件設備，以支援多媒體教與學的推

行。本校已發展各科網上學習平台，實行在校學習，在家溫習。現正籌建環保長廊及泳池，

提供優質學習環境及設施。 
 
 
校董會 
 
 校董會由大學教授、高級公務員、會計師、工程師等專業人士等組成，設有兩名教師校

董、一位家長校董，以專業並開明的態度管理學校。每年開會四次，於 10月、1月、4月及
7 月舉行，另設小組跟進工程、招標、考績等事宜。校董積極參與學校活動，全面掌握學校
現況，推動學校持續發展，運作具高透明度並勇於問責。校長及教職員均設有周年考績評核，

以提升專業素質。善用評量機制數據，促進教師專業發展。期望於不久將來加入校友校董。

現將最近三年校董會成員身份表列如下： 
  
成員 辦學團體 獨立人士 校長 家長 教師 校友 
02-03 7 1 1 0 2 0 
03-04 7 1 1 1 2 0 
04-05 6 1 1 1 2 0 

 



我們的老師 
 

本校師資優良，所有教師均曾接受不同程度的專業培訓，而且具有教育理想、抱負、熱誠

與愛心，樂意委身培育學生。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備註 

人數 批准教師名額 57 -- -- 

碩士或以上學歷 17 29.8% -- 

學士學歷 39 68.4% -- 

非學位學歷 1 1.8% -- 

學歷 

已受專業訓練人數 56 98.2% -- 

0至 2年經驗 4 7.0% -- 

3至 5年經驗 12 21.1% -- 

6至 10年經驗 20 35.1% -- 

經驗 

超過 10年經驗 21 36.8% -- 

達到語文基準的英文老師 12 100% -- 基準 

達到語文基準的普通話老師 3 100%  --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BIT) 7 12.3% -- 

達到中級能力水平(IIT) 25 43.9% -- 

資訊科技 

水平 

達到高中級及高級能力水平

(UIT/AIT) 

25 43.9% -- 

主修中文老師數目 12 -- -- 

主修英文老師數目 12 -- -- 

專科老師 

數目 

主修數學老師數目 8 -- -- 

  



我們的學生 
 

班級結構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中七 總班數

02-03 5 6 6 5 4 -- -- 26 

03-04 5 5 6 5 5 2 -- 28 

04-05 5 5 5 5 5 2 2 29 

 

學生人數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中七 總人數

02-03 184 235 232 188 162 -- -- 1001 

03-04 194 181 229 192 193 58 -- 1047 

04-05 206 192 179 194 202 61 57 1091 

 

學生入學情況 
 

 中一派位 中三升中四 原校升讀中六比率 

04-05 Band 1, 2為主 100% 65% 

 

學生出席率 
 

 
 
 

 

 

 

 

 

 

 

 

 

 

 



 

體格發展 

 

14歲學生體適能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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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歲學生體適能分數 

 

       

       

       

 



體格發展 

 

14歲學生身體質量指數(體重在可接受範圍的百分比)       

質量指數(體重在可接受範圍的百分比)      
       

 

 
       

       

       

       

       

       

       

       

       

       

 
 

 

 
       

15歲學生身體質量指數(體重在可接受範圍的百分比)       

質量指數(體重在可接受範圍的百分比)  



學生的表現 

香港高級程度會考 2005成績 

整體表現 
• 及格率：75% 
• 優良率：10% 
• 主要三科 

 中化：90.9% 
 英文：74.5% 
 純數：78.9% 

• 優良率最高： 
 電腦應用 
 通識 
 經濟 

• 及格率最高： 
 中化 
 電腦應用 
 通識 

 
升讀大學 

• 院校：科大、浸大、理大、城大、嶺大、教院 
• 學位：BBA, B Eng, B Sc, B ED 
• 高級文憑：Nursing, Fashion, IT, Social Work, English for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副學士：Architectur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香港中學會考成績 

整體表現 
• 及格率：70% 
• 優良率：12% 
• 主要三科及格率： 

 中文：65% 
 英文：72% 
 數學：74% 

• 升讀中六比率：65% 
• 優良率最高： 

 視藝 
 生物 
 英文 
 物理 
 地理 

• 及格率最高： 
 視藝 
 生物 
 會計科 
 地理 
 數學 

 



學生參與公開或校際活動之獎項與榮譽(04-05) 

 
1. 獎學金、學術、領導才能 
 

比賽/ 活動 獎項 / 榮譽 
香港科技大學邀請擔任『卓越數學培訓』特訓班導師 嘉許狀 
教統局資優教育組和香港科技大學合辦 『卓越數學培訓』一年
課程 

證書及兩個大學學分 

2005亞太區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香港代表 
2位同學獲得尤德爵士紀念獎 獎學金 
16 位同學榮獲由獅球教育基金會與香港電台合辦之全港學界最
佳進步獎 

獎學金及獎狀 

4位同學獲得「伍威權獎學金」 獎學金 
4位同學獲得私人機構贊助獎學金 獎學金 
5位同學於第二屆大埔區傑出學生選舉獲獎 嘉許狀 
「仁濟初中學生最顯著進步獎」 最顯著進步獎 
2位同學入選「特別資優學生培育支援計劃」 卓越領導才能培訓學員 
2位同學入選「特別資優學生培育支援計劃」 卓越數學培訓學員 
第一屆太陽能模型創作車比賽 中學組第四名 
勞工處舉辦「網上擇業常識問答比賽」 積極參與大獎 
滅罪倡廉比賽初中故事讀寫比賽 殿軍 
「你我同心 共建廉政」大埔區倡廉活動之中學生短訊創作比賽 冠軍 

 
2. 朗誦 
 

比賽/ 活動 獎項 / 榮譽 
「校際朗誦節」中三級女子詩詞獨誦 亞軍 
「校際朗誦節」中四級女子詩詞獨誦 第四名 
「校際朗誦節」中一女子詩詞（普通話）獨誦 第四名 
「校際朗誦節」中六詩詞獨誦 亞軍 
「校際朗誦節」戲劇獨誦 季軍 
應香港大學中文系邀請，為校際朗誦節示範朗誦技巧 朗誦示範 
「第十一屆漢語聖經朗誦節」中四組獨誦 季軍 

 



3. 演講、辯論 
 

比賽/ 活動 獎項 / 榮譽 
中文大學學生會語文教育學會主辦「2004年教師節辯論比賽」 最佳辯論隊  

最佳辯論員 
「校際朗誦節」即席演講 第四名 

 
4. 戲劇、舞蹈 
 

比賽/ 活動 4 獎項 / 榮譽 
香港學校戲劇節 04-05 最佳女演員 
第 40屆舞蹈節男子組 銀獎 
第 40屆舞蹈節女子組 銀獎 

 
5. 體育 
 

比賽/ 活動 獎項 / 榮譽 
第 48屆體育節全港學界足毽邀請賽隊際 季軍 
第 48屆體育節全港學界足毽邀請賽雙人賽 亞軍 及 季軍 
全港足毽淘汰賽 殿軍 
男子甲組學界足球賽 第五名 
大埔及北區中學學界賽籃球 亞軍 
國家體育總局訓練局舉辦之「明天我要當冠軍」港澳學生交流團 國家隊籃球集訓 
大埔及北區中學學界賽手球 亞軍 
2005年全港競技體操公開賽男子新秀 A組單槓 亞軍 及 第五名 
2005年全港競技體操公開賽男子新秀 A組自由體操 亞軍 
2005年全港競技體操公開賽女子平衡木公開組 季軍 
全港學界體操錦標賽男子初級組 團體冠軍 
全港學界體操錦標賽男子初級組個人全能 冠軍 及 亞軍 
全港學界體操錦標賽男子初級組跳馬 亞軍 及 季軍 
全港學界體操錦標賽男子初級組單槓 亞軍 及 季軍 
香港、澳門、台灣、湖南少年體操邀請賽女子甲組團體 亞軍 
香港、澳門、台灣、湖南少年體操邀請賽跳馬 季軍 
香港、澳門、台灣、湖南少年體操邀請賽個人全能 第五名 
香港、澳門、台灣、湖南少年體操邀請賽平衡木 第五名 
香港、澳門、台灣、湖南少年體操邀請賽自由體操 冠軍 
馬來西亞體操錦標賽女子團體 季軍 
馬來西亞體操錦標賽女子平衡木 殿軍 
城市田徑賽青年組男子 4X100米接力 季軍  



6. 音樂 
 

比賽/ 活動 獎項 / 榮譽 
新界東區 16歲以下英文組合唱 冠軍 
牧笛合奏 亞軍 
女聲獨唱 季軍 
女聲獨唱(外文歌) 亞軍 
12歲以下女子獨唱 季軍 
16歲以下女子獨唱 亞軍 
16歲以下女子獨唱 冠軍 
14歲以下女子二重唱 冠軍 
18歲以下女子二重唱 亞軍 
鋼琴獨奏(四級) 冠軍 
鋼琴獨奏(四級) 亞軍 
鋼琴獨奏(六級) 亞軍 

 
7. 視藝 
 

比賽/ 活動 獎項 / 榮譽 
新界北總區舉辦「防罪海報設計比賽」(主題：拒絕毒品丸仔) 冠軍 
2004恐龍繪畫比賽(中學組) 季軍 
2004立體恐龍塗色比賽(中學組) 優異獎 
國際獅子總會主辦的「給和平一個機會」海報設計比賽 優異獎 
法國印象派畫獎勵高中個人組 亞軍、季軍 及 優異獎 
「第四屆中國-菲律賓-日本國際少年兒童書畫大賽」 世界少年兒童藝術家 

 



校園生活姿采 
 
中六領袖訓練營 

新一年度的中六迎新營已於暑假期間在香港教育學院舉行。全體中六同學懷着既興奮

且戰兢的心情參加。在兩天分組活動中，同學都能逐漸建立互信，真情流露，令人欣

賞的是，同學都能準時出席，願意投入在靈風的校園生活，突破自己，在學校承擔不

同的領袖、服務角色！(17-18/8/2004) 
 

多姿多采靈風家 
透過互動協作的團隊遊戲活動，促進中一級新同學的創意思維及凝聚班團，並建

立對學校的歸屬感。(3/9/2004) 
 

三人籃球賽 
經過四日的連番激戰，女子及男子高、中、初級組的冠軍都已誕生了。(20-23/9/2004) 

 
組別 隊名 成員 
女高 --- 5A張淑芬、胡柏惠、5D吳銘怡、5E黃懿嘉 
女中 3人籃球 3B葉凱倫、3C張鎧麗、3D方家裕、4C黃詩慧 
女初 椰皇豆雞飯 2B黃綺君、陳重澄、2D 唐詠瑤 
男高 POWER MAX 5A蘇文龍、5D葉俊輝、5E曹志鴻、黃智恆 
男中 小飛俠 4B張鎮幫、曾廣興、葉智偉、4D葉子倫 
男初 A.C.K.S 2B林浩賢、蔡銘津、陳港樂、田明升 

 
 

中七生物科野外研習營 
中七生物科同學到汀角實地考察紅樹林，認識紅樹林的不同品種、探究紅樹林的生態

及地理環境。(27-28/9/2004) 
 

家教會選舉 
第二屆家教會的執委已經在嚴謹、認真的氣氛下產生了，八位家長執委及五位老師執

委必會全力以赴，為家校合作而努力。(9-10/2004) 
 

學生會選舉 
新一屆學生會由候選小組 m2 (6A洪芷瑩、唐秀慧、曹建盛)、慳電膽(6B張淑樺、苗依
寧、麥紹暉)及 P.L.E.(4A余綺華、4D羅文廣、4E何葆昆)組成，並已順利就學生會各
崗位進行互選，正式投入服務。本著盡心盡力服務同學的精神，學生會必定竭力增進

學校與同學之間的溝通，發揮積極、正面的領袖角色！(17/9/2004) 
 

學生領袖就職典禮 
本校聯合學生會、服務團隊職員及各學會領袖一同就職，讓全體師生對校內的領袖給

予肯定及支持，這是靈風學生領袖在學習帶領的過程中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13-14/10/2004) 

 



家教會就職典禮 
靈風第二屆家教會就職典禮於今天晚上舉行，盼望家教會成為家長及靈風之間的橋樑

後，學生更能健康快樂地成長！(21/10/2004) 

 
學校旅行 

在天朗氣清帶點涼意的早上，師生魚貫出發往郊野去，一起燒烤，共同參與各級各班

的集體遊戲，氣氛融洽愉快！(17/11/2004) 
 

小六參觀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梁省德學校、黃福鑾學校、啟智學校及三水學校小六家
長及師生蒞臨參觀本校，對本校之教與學、學生培育、環境設備、師生關係一致好評。 
(4、9/12/2004) 

 
長跑日 

參賽人數接近五百人，多位同學打破以往紀錄。(16/12/2004) 
 

聖誕嘉年華 
約四十個不同類型的熟食、遊戲、藝墟攤位、靈風舞台、點唱站及大拍賣等，氣氛熱鬧。

是次活動共籌得$14,207.5以捐助山區失學兒童。(21/12/2004) 
 

升中簡介會 
我們邀得教統局資優組課程發展主任馮新偉先生為小六學生講解中一選校策略，並解答家

長對子女升中的疑難。(22/12/2004) 
 

社區學堂 
本著教育的異象及使命推行優質教育，「社區學堂」為區內小五、小六學生及家長提供

一系列嶄新課程以回饋社會。(28-30/12/2004) 
 
中國文化欣賞週 

今年的主題是「大江南北靈風吹」，「南北美點雙輝」中的美食、「南北攤位大比併」中

的民間風俗小玩意和「南北江山如此多 Fun」問答比賽中的吃喝玩樂這三個重點活動，
深深吸引著同學。家長、師生共敘一堂，樂也融融。(31/1-3/2/2005) 

 
田徑運動會 

家長及師生均盡情投入於打氣及比賽當中，健兒們拼勁創出佳績。今年的三千米長跑

更為南亞海嘯進行籌款呢！(23-24/2/2005) 
 



班際籃球賽 
一連三天的賽事戰況激烈，師生均享受於比賽及打氣之中。賽果如下：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中六級 
冠軍 1B 2D 3B 4A 

男子 
亞軍 1A 2A 3D 4B 
冠軍 1A 2B 3C 4A 

女子 
亞軍 1D 2D 3B 4E 

欣賞老師及同學付出的努力！(21-23/3/2005) 
 

復活節崇拜 
是次聚會由團契小組「神經劇作家」傾力演出一齣有關耶穌為我們犧牲的創意話劇，

配合老師的領詩及傳道人的分享，帶領同學再思復活節的意義。(24/3/2005) 
 

中六地理戶外研習營 
中六地理組同學參加由明愛陳震夏郊野學園安排的三日兩夜研習營，考察活動令同學

更能掌握搜集、分析及處理數據的技巧以及鞏固他們學科知識的學習。(6-8/4/2005) 
 

班際排球賽 
持續差不多兩星期的賽事戰況激烈，賽果如下：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冠軍 1B 2A 3E 4D 
亞軍 1A 2C 3A 4A 
季軍 1E 2B 3C 4C  

欣賞同學付出的努力！(11-20/4/2005) 
 

English Fun Days 
本年的活動很多樣化，除了 Sweet Heart Café, Games Stall 及 Song Dedication外，我們
更邀得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官員為歌唱比賽作評判，以及在烹飪班中示範炮製米通，同

學在是次活動表現踴躍投入。(18-20/4/2005) 
 

讀書人日 
「讀書人日」顧名思義以閱讀為主，目的是鼓勵學生自發閱讀，加強他們的閱讀興趣，

培養全校的閱讀風氣。(22/4/2005) 
 

數理週 
本年數理週舉辦了橡筋車比賽、數理問答比賽及數十個數理遊戲攤位，以提昇和加強

同學對數學及科學的興趣。最特別的可算是「雞蛋撞地球」比賽，吸引了幾百位同學

觀戰，場面非常熱鬧。(26-28/4/2005) 
 

音樂週 
為期四天的音樂週節目非常豐富，除了午間音樂點唱及有獎問答遊戲外，更有早會及

午間音樂表演、鼓手及指揮速成班，同學反應熱烈，非常投入。(9-12/5/2005) 



 
全心傳情 

讓同學學習欣賞身邊的人和事，以積極正面的態度面對生活，輔導組安排不同的活動︰

心靈雋語創作、雋語廊、心意禮物製作、好人好事、「班主任，支持您」、午間勵志點

唱等，更優化靈風的關愛文化。(25-26/5/2005) 
 

畢業禮 
本年出席畢業禮的同學、家長、嘉賓擠滿了整個學校禮堂，除了因為中五畢業生家長

的熱烈參與外，也因為我們第一屆中七畢業同學及家長也一起出席了典禮！雖然當晚

下著滂沱大雨，雷電交加，卻半點沒有消減畢業同學和家長的熱情和不捨！祝福你們

前途光明！努力啊！(27/5/2005) 
 

試後活動 
本年的試後活動，無論在形式及內容均相當多元化，其中包括講座、足球比賽、班際

歌唱比賽、剪紙時裝設計比賽、電影欣賞、烹飪及手工藝班、龍躍頭敬羅家塾考察、

不同地點的戶外參觀、Flat Stanley等，最精彩的莫過於一年一度的師生才藝表演「繽
紛 SHOW」。種種片段，相信定能為同學的校園生活添上色彩，留下難忘的回憶。
(27/6-7/7/2005) 

 
福音營 

本年福音營與四間教會聯合籌辦，有過百位同學參加，目標是引領同學認識信仰及鼓

勵他們參加教會聚會，營內晚會場面感人，傳道人表達信息生動有趣，有十八位同學

決志信靠基督。(3-4/7/2005) 
 

結業禮、派發成績表 
歲月匆匆，又一個學年完結了，盼望同學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著標竿直跑！ 



我們的課外活動 
 
參與情況 
 
1. 校方設立適當的機制，透過不同的方式：早會、週會宣傳、師生分享、統一招募日等，積
極鼓勵學生參與各種活動，培養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建立愉快校園生活 

2. 校方開辦 40 多項活動及學會供學學生參與，共提供約 1500 個會員名額(團契興趣小組不
計其內)，確保為學生提供足夠參與課外活動的機會 

3. 訂定政策：多參予、少篩選，鼓勵學生多嘗試，學生能參加最少一個，最多三個的活動、
服務(S.5，7除外) 

4. 超過八成老師均需帶領課外活動，除可有助建立師生共融的關係外，尚可減輕學生家庭的
負擔  

5. 學校提供的課外活動，涵蓋學術、體育、興趣、藝術及社會服務等範疇，類別均衡 
6. 活動形式多樣化，例如制服團隊、興趣小組、　課活動、訓練項目及比賽等 
7. 訂定清晰的活動、聚會地點及時間表，讓同學能清楚掌握各學會性質及聚會時間等，使學
生能有效安排各種不同活動 

8. 在舉辦大型活動如學校旅行前，負責老師必先視察場地並訂定清晰的活動安全指引，確保
帶隊老師清楚了解其權責及遇意外時的處理程序 

9. 各班於旅行日前均有召開班會及進行生活教育堂，商討有關依行日分組、遊戲等細節 
10. 同學在旅行日表現投入，各班各級均有團體活動；活動當天更能配合「影藍攝旅」攝影比
賽，增添不同元素。 

11. 興趣小俎、學會活動頻次適中，一般活動每星期聚會一次 
12. 製訂課外活動請假表並存放校務處，方便同學使用 
13. 同學能主動、積極、持久參與活動，超過 80%同學在操行的服務活動欄獲得 B級或以上(共
設 A、B、C、D四級) 

14. 上學期共發出 1054 張出席嘉許狀(冶動出席達 80%以上)，較去年 400 張多出近 2 倍半，
名單張貼於各班課室 

15. 聖誕嘉年華中共有 40多攤位，10多項袁演及大拍賣等項目全由學生自發、自行籌集資金
報名參加，且共籌得約$14270.5，扣除基本開支後得$12067.8，可捐肋 60位山區失學兒童
重返校園 

16. 試後活動期間(6月 27日至 7月 7日)的歌唱比賽、足球比賽、興趣小組、繽紛 SHOW均
能發揮學生的專長，亦帶動一個服務的氣氛 

17. 全校活動如班際球類比賽、象棋比賽、遊戲咭王大賽、剪紙時裝設計比賽、勁食大賽、數
理天文週、朱古力烹飪比賽、心意咭送贈等均由學生、學會或班會自行籌備、遞交建議書

並推行  
18. 超過九成學會成立可運作的幹事會                                     
19. 提供多元化校外比賽的機會：朗誦、演講、辯論、戲劇、舞蹈、圍棋、足球、手球、籃球、
排球、足毽、田徑、越野、游泳、樂器、聲樂、藝術創作、創竟思維等等；各方面均成績

不俗。 
20. 導師態度積極認真，在帶領活動及跟進學生均表現出色，不計較時間或心力甚至金錢的付



出 
21. 導師為學生提供有效的培訓，尤見於校隊、音樂、朗誦及美藝方面，均能激發學生的潛能，
建立自信 

22. 樂於籌辦新活動，如：捐血、航空青年團推廣日、便服日 
 
關注事項 
1. 由於各科組不斷發展，故需要協調活動時間的安排，增進各科組與活動組的溝通，避免各
科組活動與課外活動有衝突 

2. 加強培訓領袖人才： 
a. 加強興趣小組、學會幹事的運作，在導師適當的帶領下，能獨立、有效地運作 
b. 在學期初與外間專業團體合辦工作坊，提供優質的領袖訓練；此外，領袖同學亦有充
裕時間實踐所學 

c. 廣闊學生領袖眼光，加強校內、校外的交流 
d. 訓練學生領袖批判思考的能力與及較敏銳的時事觸覺 

3. 培養學生參加興趣小組、學會活動的恒心，不會中途退出， 
4. 調節部份參予活動、服務項目過多的同學 
5. 透遇舉辦服務活動，如賣旗、探訪等，提升同學對服務社會的熱誠，善用餘暇，擴闊生浩
體驗 

 



我們的宗教活動 
 
參與情況 
 
1. 今年團契共有 10個各具特色的(小組)家, 同學和導師表示團契能達到目標的程度頗高 
2. 今年推動讀經項目包括：RME科讀經計劃, 團契讀經計劃, 兩次周會, 團契培靈會, 靈修
書推介, 早晨靈修及團契職員訓練等，透過中四,五 RME參與讀經計劃的人數頗多, 團契
的同學表示今年讀聖經令他在信仰,品格和行為上有些微長進。 

3. 今年於早會, 團契(隔周), 周會, 福音周(每班一位), 聖誕和復活節崇拜, 宿營, 敬拜隊及
職員訓練等場合皆有安排同學和老師的見證分享，次數不下於 40次, 團契的同學表示今
年透過老師和同學的分享見證令他在信仰,品格和行為上有長進 

4. 今年邀請同工參與各項校園福音工作包括：在團契分享及帶,領敬拜, 周會分享, 福音周
帶領學生參加佈道會, 午間敬拜聚會的分享, 福音電影會, 帶領午間栽培, 福音營帶組
等，團契導師以外參與同工共 24位 

5. 今年團契 10 個家每個由兩位導師帶領, 每位宗教組同工亦分配領導不同工作項目, 大部
份團契導師和宗教組同工表示在帶領工作中有各方面的學習, 包括策略,  心志, 人際和
生命素質等方面。 

6. 團契『愛鄰舍之家』和『神經劇作家』透過服務社區學習到助人的精神和技能, 及關愛
鄰舍的態度。 

 
關注事項 
 
1. 午間栽培小組參與人數急降, 需從新推動信主學生接受栽培 
2. 同學自發參與讀經計劃的人數太少, 需加強推動 
3. 因讀聖經而在信仰,品格和行為上的長進未夠明顯, 需更努力帶領學生吸收聖經的真理和

付諸實行 
4. 團契職員對於與神建立關係需更重視 
5. 團契導師的團隊未夠密切, 需加強建立 
 



我們的財政 
 

項目 收入$ 支出$ 盈虧 
政府資助    
1. 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1.1一般範疇  
1.1.1 學校及班級津貼(日常、科組) 802,879.82 889,708.36 
1.1.2 行政津貼(職工、清潔) 2,911,438.89 2,829,980.00 
1.1.3 其他津貼(課程、管理培訓) 495,961.00 460,166.45 

合計 4,210,279.71 4,179,212.86 31,066.85

1.2特殊範疇  
1.2.1學校發展津貼(支援) 416,604.00 436,716 
1.2.2其他津貼(閱讀、成長) 39,709.00 45,433.15 

合計 456,313.00 480,884.26 -24,571.26

2.堂費賬  
2.1堂費 368,683.63 22,388.75 
2.2傢俱設備(開辦費) 0 0 
2.3特許收費(補充設備、活動) 0 0 
2.4冷氣收費(電費、維修更換) 262,000.00 261,440.00 

合計 630,683.63483,828.75 346,854.88

3.其他撥款  
3.1綜合傢俱設備 383,844.00 532,132.89 
3.2代課老師津貼 56,739.06 61,072.30 
3.3資訊科技設備 148,150.00 21,432.00 備下年度換電腦

合計 588,733.06 614,637.19 -25,904.13

4.優質教育基金(網上英語自學課程) 401,000.00 393,030.85 退回7,969.15

  
年度盈餘(待核實)  327,44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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