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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崇真中學 

2013-2014 年度校務報告 

張文偉校長 

1 學校資料 

 

1.1 學校目標及宣言 

  
 我們沙崇人相信藉著基督的愛、老師的言教與身教、家長的緊密合作，能為學生提

供德、智、體、群、美、靈的培育。我們希望透過全人教育，培育沙崇人具備自律、為

人設想、可靠、主動及樂於服務的特質，與及良好的溝通、解難及自學能力，從而發揮

自己，服務社群。 
 
 學校在過往一年，繼續推行已訂定的三年計劃(2012-2015)，積極培育學生具備沙崇

人的特質。此外，我們更著眼於培育學生具備堅毅及尊重的素質、僕人領袖的謙卑與才

華，及懂得運用思考能力以應對日常學習及日趨複雜的社會問題。 
 

1.2  學校近況 

 

1.2.1 教學與學習 

 

 為培育學生運用思考能力以應對日常學習及日趨複雜的社會問題。本

校於各科的課程內容、教學方法、課業和考核方面均強調思考能力的培養。

如在初中的英文科，校方自行編訂閱讀理解課程，教導學生有法則、有系

統地理解文章。而數學科亦提供具挑戰性的數學題，供同學運用數學原理

解難。同時，本校於初中開設通識教育科，讓學生學習及實踐解難思維、

批判思維及自學能力。其他各科亦將學生需掌握的思維技能，融入各科的

正規課堂學習及課後學習活動當中。整體而言，各科的教學法則不再以教

師為中心，而是強調師生及生生互動學習模式，再配以由老師構思具思考

性的學生備課導學，讓學生自主學習，建構有效率、以學生參與為主導的

課堂。今學年，通識教育、英文和中文科均繼續提供時事評論課業，亦邀

請校長和老師在早會時段評論時事，而各科亦加設課程延伸學習活動，中、

英文科更推動辯論課程，讓學生實踐解難思維。 
 
 在課程規劃及教學法的推廣上，學校於本學年容許高中學生在中四選

讀兩個選修科而非硬性修讀三個選修科，同時，在只有兩個選修科的班別

增加中、英、通識及數學各一課節。同時，又於中四及中六(2015-16 年)各
增加一節中文課，讓中文科的同工有更充裕的時間培訓學生讀、寫、聽、

說的能力，此外，為進一步提升核心科目五級或以上的比率，校方將於二

零一四至一五年度於中五級推行小班教學，強化老師對學生的關顧、督導

及課堂上的互動學習。同時，各核心科目亦推出不同措施，以提升學生的

水平，如通識推行午膳學習小組；而數學則強化個別數學課題的教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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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文憑試的成績亦更見卓越，科目達四級或以上的由去年 64.2%升至今

年的 68.2%，而五級或以上的由去年 22.9%升至今年的 31%。 
 

1.2.2 學生培育 

 

    今年，學生培育委員會繼續以沙崇人的特質：「自律、為人設想、可靠、

   主動及樂於服務」作為基礎，延伸至培育學生擁有「堅毅」及「尊重」的 
   個人素質，同時兼具「僕人領袖」的謙卑與才華。 
 

   除透過早會分享、班主任課傳遞學生堅毅及尊重的訊息外，亦在生命

教育課中，有系統地在不同級別，以不同課題帶出有關主題。此外，亦有

透過下列不同的活動，讓學生學習及實踐有關特質。 
 

 中一生命教育營：除培養中一新生的歸屬感外，更讓同學學習學校今

  年的主題：尊重及堅毅，透過分組活動經歷彼此合作及尊重的重要性，

  而參加歷奇活動則可培養學生的自信心及堅毅的特質。 
 外展訓練活動：讓中四同學透過五日四夜刻苦的外展訓練，學習堅毅

  及彼此支持外，更讓同學體驗尊重他人，彼此接納的可貴。 
 安排同學參加不同義工活動、不同社區服務，如賣旗、探訪、籌款等。

  另外安排全級中三級學生參與社區服務，實踐關懷社會及僕人領袖的

  特質。 
 安排失明音樂家汪明欣及見習機師校友李浩賢同學來校與學生分享有

  關「堅毅」的訊息。 
 安排學生參加「黑暗中的對話」活動，讓學生體驗視障人士的需要； 

  另外，安排中五學生參與信義會「生命故事計劃」，讓學生透過親身接

  觸，訪問長者，了解長者的需要，讓同學明白為人設想的重要。 
 安排中四各班參與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少數族裔服務主辦之少

  數族裔講座，認識少數族裔人士的需要，學習尊重其他族群。 
 為領袖生安排不同團隊、歷奇訓練，除培訓領袖生團團體合作的精神

  外，亦培育領袖生團堅毅的特質。 
 安排領袖生參與學校不同大型活動的服務，讓同學實踐「僕人領袖」 

  的特質。 
 
   同時，為培育沙崇人兼具「僕人領袖」的謙卑與才華，學生培育委員

會更安排不同領袖培訓活動，讓同學在不同階段，參與相關的領袖培訓，

如與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沙田綜合服務中心合作，舉辦一條龍式的領袖培訓。

另外，亦鼓勵同學參與不同校外領袖培訓活動，包括：「青年使者計劃」、「外

展訓練」及「野外長征」等。 
 
   而其他培育方面，本年校方增聘社工以提供深入而全面的個人及小組

輔導工作，關顧全人發展。同時，校方亦積極提供多元機會，讓學生發展

所長，各方面的成績均不俗如：體育方面，本校獲沙西區女子總成績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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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男子排名第五，(全區共 50 所中學)；音樂方面，中樂、管弦樂、合

唱團等均日見成熟；而本年中、英文話劇，均能在地區獲獎；舞蹈、藝術

等亦表現不俗。詳見學生表現部份。 

 

回顧過往一年，內心滿是感恩，但卻有點疲累，就讓聖經的訓勉，鼓勵我們前進。「你

豈不曾知道麼、你豈不曾聽見麼、永在的神耶和華、創造地極的主、並不疲乏、也不困

倦，他的智慧無法測度。疲乏的、他賜能力，軟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

困倦、強壯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

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以賽亞書四十章 28 至 31 節) 

 

 

2 學生資料 

    一三至一四年度開設之班級及學生人數如下： 

班級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合計 

班數 5 5 5 5 5 5 30 

男生 77 83 77 76 73 76 462 

女生 91 97 99 100 104 94 585 

總數 168 180 176 176 177 170 1047 

 

3 教師資料 

有關本校教師的年資及經驗，詳見下表：     

學歷 人數 百分率 

具備學士學位 68 100% 

曾受正規師訓 66 97.1% 

具備碩士或以上學位 32 47.1% 

 

教學經驗 人數 百分率 

0 – 5 年 9 13.3% 

6 – 10 年 14 20.6% 

11 - 15 年 9 13.2% 

超過 15 年 36 52.9% 

 

語文基準 狀況 

英文 全數達標 

普通話 全數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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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校各部門關注事項及主要措施 

4.1  管理與策劃 

4.1.1 關注事項 

 舒緩老師壓力 

 檢視三年工作計劃 

 

4.1.2 為配合關注事項而推行的活動 / 計劃 

 近年老師工作量大增，工作壓力日益沉重，思考及發展空間不足。為改善這情況，

本校繼續於本學年聘請四位教育行政助理負責收回條、代課、課後當值及出任試

場主任的工作；邀請畢業同學負責監考；並聘請舞蹈、音樂、球類導師分擔老師

工作。此外，本校又聘請兼職老師進行拔尖補底工作；並額外聘請六位老師以分

擔同工的教學工作，以舒緩老師壓力。再者，校方更善用 e-class 系統，取代老師

點名及收費的工作。 

 本學年為沙崇三年計劃的第二年，發展重點為培育沙崇人由自律到尊重，由主動

到堅毅；同時，我們亦希望沙崇人是具備思考及有謙卑如僕人特質的領袖。我們

期望以聖經真理作基礎，藉着老師的身教(課堂內外的接觸)和言教(課堂、早會及

週會等)讓學生明白、內化相關的價值觀；同時透過實踐(服務同學及社群) 以達

至沙崇人的特質及才能。我們深信每一個沙崇人都會有所領悟。本年我們更開辦

十多個信仰小組，傳揚福音及深化師生的相交，盼望更多的沙崇人能得聞福音並

紮根基督。 

 

4.1.3 其他措施 

 本校之法團校董會，成員共十二名(其中三人分別為家長、校友及老師代表)，他

們均為專業人士，分別來自教育、社會服務、法律、商業、醫療及宗教等不同界

別，為校董會提供適切而專業的意見。 

 校政諮議會由正、副校長、七名主任及四名民選代表組成，按時討論校政。 

 各委員會（如學務、學生培育、宗教、輔導等共十二個）落實執行德、智、體、

群、美、靈六育的發展，又在年終進行檢討，評估成效並提交來年的計劃書。 

 各學科科務由科主任監察，並透過科務會議制訂教學策略，因應需要修訂課程及

教學進度。同時，在年終進行檢討，評估成效並提交來年的計劃書。 

 每年舉行四次全體教職員會議，商討校務。 

 學務委員會就學科於公開試表現進行增值研究。 

 各科每年均進行課業審視。 

 每年年終本校均會派發教育局質素保証組「持分者問卷」，供老師、學生及家長

填寫，以評估學校發展狀況。 

 舉辦「話校政」活動，讓家長及學生可與校政諮議會成員公開討論學校政策。 

 

4.2  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 

4.2.1 關注事項 

 優化教學(推動學生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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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為配合關注事項而推行的活動 / 計劃 

 為優化教學及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本校今年邀請了前教育局校本專業支援組

副計劃總監葉祖賢先生和我們分享《自主學習》，而一月份我們全校教師亦一起

參與崇真會教師活動日，當日由何世敏博士主講《自主學習》，之後來自不同學

校的教師分組分享校內推行的自主學習經驗。 

 

4.2.3 其他活動 

 校長於本學年參與持續專業發展的時數為 110 小時，曾擔任多間小學講座及典禮

嘉賓，多次接受傳媒訪問，表達個人對教育改革的意見及分享沙崇的成功經驗。

校長曾到香港中文大學分享如何照顧新老師，及到友校分享不同教育議題。  

 本校的同工樂於與其他學校的教師交流意見，本校曾接待山東教育考察團及與友

校交流。 

 同工亦積極參與各種不同的專業進修活動，平均每位教師進修時數為 50.8 小時。 

 

4.3  教學與學習 

4.3.1 關注事項 

 提高學生解難及自主學習能力 

 

4.3.2 為配合關注事項而推行的活動 / 計劃 

 為訓練學生解難及自學能力，各科在課程內容、教學方法、課業和考核方面均強

調思考能力的培養。本校於初中開設通識教育科，讓學生學習及實踐解難思維、

批判思維及自學能力。其他各科亦將學生需掌握的思維技能，融入各科的正規課

堂學習及課後學習活動當中。今學年，通識教育、英文和中文科均繼續提供時事

評論課業，並邀請校長和老師在早會時段評論時事。而各科亦加設課程延伸學習

活動，中、英文科更推動辯論課程，讓學生實踐解難思維。 

 課程上，生活藝術及通識教育科繼續在初中要求學生於課後自行整理及總結課堂

中的學習，查找學習重點及不明白的地方。而其他科目亦以學生「備課學習」，

即是老師於教授課題前，讓學生預先備課、尋索資料，從而提高學習效果。本校

的綜合科學、科技、生活藝術、通識教育科則要求學生在初中完成專題研習，以

培訓學生自主學習及實踐解難能力。今學年，我們亦嘗試於校內舉行研討會，讓

不同科目老師分享科內推動自主學習的情況。 

 

4.3.3 課程 

 初中課程包括語文（中、英及普通話）、數理、人文科學、生活藝術、生命教育、

體育及基督教教育科。高中課程除設中、英、數及通識科外，本校提供多元選擇，

供學生按自己的興趣及能力各取所需，各展所長。 

 為發展學生潛能，學校積極拓展資優教育，包括數學拔尖班、沙崇奧數培訓班、

科學精英培訓班、英國劍橋大學國際普通中學教育文憑考試培訓班及中英文辯論

課程等。校外方面，本校今年挑選一批資優學生參加香港資優教育學院提供的培

訓支援計劃及教育局主辦的網上學習課程(數學、古生物學、地球科學及天文學)。

此外，學校亦推薦資優學生參加香港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等學府舉辦的資優課程。

同時本校亦鼓勵同學參加國際聯校學科評估、澳洲數學競賽、恒隆數學獎、校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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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建模與優化競賽、機械人、電腦、物理、化學及數學奧林匹克競賽等。 

 於初中部份班別設小班教學，並於學期中設固本培元課程及綜合功課輔導班，以

照顧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 

 為提升教學成效，本校推行協作教學，各科科任老師一起訂定課程框架，然後集

體備課及討論、修訂施教、彼此觀摩及檢討等。更設跨學科觀課，以擴闊同工視

野。施行至今已有十年，各科均能達至初擬的目標，效果良好。 

 為監察和評估學生學習，各科除在科務會議作定期檢討外，校方亦採用問卷、面

談等方法，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 

 為讓學生有均衡的校園生活，本校規定初中學生每日完成課業時間不多於二小時。

本年亦完成檢討初中學生考試前測考及默書次數。 

 全校學生均須參加教育局體適能計劃及長跑測試訓練。 

 

4.4  學生培育 

4.4.1 關注事項 

 培育「沙崇人」的特質，延伸至「堅毅」及「尊重」的個人特質，同時兼具「僕

 人領袖」的謙卑與才能。 

 

4.4.2 為配合關注事項而推行的活動 / 計劃 

 透過全校性的社會服務計劃，培育學生謙卑與尊重。中一生命教育營、生命教

 育課、農場體驗活動等則幫助學生認識及培訓學生堅毅的意志。 

 透過初中及高中的領袖培訓課程及賦權學生領袖，均令學生掌握領袖應有的謙

 卑及才能，而「青年使者計劃」、「外展訓練」及「野外長征」等，讓沙崇的領 

 袖明白「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道理。而聖經課中耶穌生平的事蹟，進一步 

 讓學生明白僕人領袖的真意。 

 

4.5  學生輔導與訓育 

 

4.5.1 本學年關注事項 

 培育「沙崇人」的特質(本年重點為堅毅與尊重) 

 

4.5.2 為配合關注事項而推行的活動 / 計劃 

 為培育「沙崇人」堅毅及尊重的特質，本校特意安排同學參與社會服務，活動

包括中三級社會服務計劃、賣旗活動、探訪社區、參與義賣籌款等。學校亦因

此連續六年榮獲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頒發義務工作嘉許金狀，一位學生獲頒金

狀，三位學生獲銀狀及三位獲銅狀。同時，本校亦安排「黑暗中的對話」、「生

命故事計劃」、「少數族裔講座」等活動，讓同學學習不同人仕的需要，並學懂

尊重他人。 

 

4.5.3 其他活動 

 開展校本教育心理服務，支援學生全人發展。  

 建立學生支援資料庫，令老師更有效支援學生成長。 

 推行「勇闖高峰獎勵計劃」，提升學生自尊感，讓學生發展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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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沙崇寄語」，讓學生積極表達對校政的意見。 

 舉辦輔導日及敬師活動，促進師生關係。 

 設立「學兄學姊輔導計劃」，協助中一學生適應中學生活。 

 舉辦「成長小組」，關懷學生成長需要。 

 製訂融合教育政策，照顧有特別成長需要的學生。 

 為中三學生舉行性教育活動，探討如何與異性相處。 

 為初中學生舉辦一系列「生涯規劃」活動，讓學生認識自己及職業性向。 

 邀請社會俊彥、校友及家長與學生分享工作經驗，擴闊學生視野。向初中

  學生介紹高中課程，為將來升學作好準備。 

 為高中學生提供選科及擇業輔導，讓學生能從容面對抉擇。 

 為中六學生提供公開考試放榜輔導。 

 為中六學生提供撰寫自薦信、履歷及面試訓練。 

 參觀工商業、政府、學術機構及職業博覽會，深化學生對升學就業資料的

  認識。 

 為學生提供海外及國內升學輔導。 

 透過各類紀律獎項，培育學生明辨是非，敢於承擔的優良品格。 

 推行「新分証計劃」，讓學生從服務中反思自己的行為。 

 推廣少年警訊活動，訓練學生敢於承擔的特質。  

 

4.6  課外活動 

4.6.1 關注事項 

 培育「沙崇人」的特質 

 

4.6.2 為配合關注事項而推行的活動 / 計劃 

 透過初中「一人一體藝」計劃，推動學生主動參與興趣小組活動，並設立班際

綜合比賽大獎，推動學生主動參與班際活動，又鼓勵學生參與音樂表演、舞蹈

比賽等。為培養學生為人設想、樂於助人的精神，特設青崇長者學苑義工隊讓

學生服務社群，展示「沙崇人」樂於服務的特質。 

4.6.3 其他活動 

 為推動學生參與課外活動，本校開設三十二個興趣小組及三十四項校隊訓練供

學生參加。 

 為培養學生的領袖才能及團隊精神，本校設有六社，定時舉辦不同的社際活動，

社際比賽設有體育盃及綜藝盃兩大範疇，並定期舉辦社際籃球比賽、運動會、

競技比賽、社際壁報設計比賽、棋藝比賽等，讓各社社員在不同項目發揮所長。

 本校亦於 2011-2012 年度開始，設有民選社長計劃，讓有意參選社長的學生自薦，

並由學生民主投票選出所屬社別的下一屆社長，此舉可讓學生多參與及實踐自

治。 

 一年一度的陸運會及水運會皆由學生組成的大型體育活動籌委員(體委員)負責

籌辦，體委會除了負責水、陸運會的籌備及善後工作外，亦負責挑選新一屆體

委會成員的面試工作。學生可透過以上工作增強自我管理及組織之能力。 

 本校設有多項體育校隊，包括籃球、足球、手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田

徑、投球、室內賽艇等等，同學可積極參與各類型校際比賽，拓闊視野、增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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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聞。 

 此外，為加深學生對興趣小組的認識，特備網上興趣小組介紹網頁，供同學選

擇。 

 為培訓學生的領導才能，特舉辦「初中領袖訓練」，讓學生掌握如何統籌及協調

團隊工作。又與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沙田綜合服務中心合辦「初中領袖訓練」營

及工作坊，對象包括初中領袖生、社幹事、宗教組幹事、各興趣小組幹事及班

長、班會主席，主要培訓同學籌備、帶領活動的技巧，與及有效的溝通、解難

能力。 

 

4.7 學生會 

 舉辦多元化活動，如真人棋(中一)、班際閃避球(中一至中六)、逆時光(中一至中

六)、盲俠行(中一至中六)、文具大特賣、校政週、狂熱跑者(中四)、潛行空間(中

二至中三)、歌唱比賽及學生會日。 

 提供福利及服務，包括：提供各類型售賣及借用服務，包括以低於市價售賣文

具、代售校簿、售賣自修室證件套、紙巾、口罩、鎖、襪子、襪頭膠水、blu-tack、

白板筆、圖釘及磁石等。其他服務包括影印服務、釘裝服務、球類外借、棋類

外借、雨傘外借、電話借用、於午膳延長學生會辦事處辦公時間，亦曾於不同

樓層提供文具買賣，以及提供二手物品交易平台。於文憑憑放榜日為本校應屆

考生提供免費影印服務。 

 學生會亦已初步和總務組商討，計劃由學生會出資負責繳付全校濾水器的維修

及保養費用，務求為全校師生提供潔淨食水，確保校園衞生及師生健康。 

 推動聯校活動，包括：沙田聯校歌唱比賽、沙田聯校三人籃球比賽及香港巡迴

DSE 模擬中文和英語口語溝通練習。 

 透過問卷調查，收集全校老師及學生對學生會工作的意見，藉此檢討學生會的

工作成效。結果老師及同學均滿意本屆學生會的工作表現。 

 於內閣任期完結後，整理學生會財務報告，提高學生會財政透明度。 

 

4.8 宗教活動 

4.8.1 關注事項 

 加強福音訊息的傳遞 

 培育「沙崇人」的特質 

 

4.8.2 為配合關注事項而推行的活動 

 本校特於早會及週會中分享福音訊息。而每年一度的福音週及高中福音營亦為

宣講及收割的良機。本校更開展福音體育事工，作福音鬆土的工作。同時亦設

立多個福音小組以廣傳福音。 

 透過宗教課(聖經人物的學習、耶穌生平的事蹟、福音影片的反思、基督教價值

觀的討論等)，從而幫助學生學習「沙崇人」的特質(尊重、堅毅、僕人領袖等)。 

 

4.8.3 其他活動 

 透過團契、領袖訓練及午間栽培小組等活動，培養基督徒學生的靈命。 

 透過同工退修及同工團契促進同工的靈命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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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學校與家庭溝通 

 

4.9.1 關注事項 

 配合學校發展，持續推展家長教育 

 

 4.9.2 為配合關注事項而推行的活動 / 計劃 

 因應學制發展的需要，家校合作委員會連同家長教師會，在學務委員會及升學

及就業輔導委員會的配合下，舉辦各類型的選科、放榜及大學聯招講座，以協

助家長瞭解教育改革的新趨勢，為子女作出適切的輔導。同時，配合高中學生

升學的需要，升學及就業輔導委員會特別邀請家長參與為中五學生而舉辦的「小

小職業博覽」，以協助學生作好生涯規劃。 

 親職教育方面，家長教師會特別於學期初邀請校長及學生培育委員會，為中一

新生家長舉辦「明明白白孩子心」家長座談會、中二級「說在紅燈未亮時」家

長講座，及於學期中邀請突破輔導中心主領「培養子女生命素質──建立子女

自尊五感」講座系列，以推動家長在其子女的品德教育上參與其中。此外，家

校合作委員會亦以不同形式，向各家長推介外間多項親職教育課程及講座。 

 家校合作方面，為提升家長配合子女學習目標的效能，校方為家長舉辦「如何

協助中一子女預備考試」家長講座，並透過簡介及諮詢會，讓家長瞭解本校邁

向小班教學的全面發展策略。 

 

4.9.3 其他活動 

 除了上述項目外，家長教師會透過「輕談淺說話校政」對談會及「元旦郊遊樂」，

例會及每月兩次的定期家長家祈禱會，建立家長與學校間、家長與家長間的聯

繫網絡；而家長教師會亦以校方設有的 eClass 電子平台，增設「家長論壇」及

「分享園地」等，配合一直沿用的電話(錄音)熱線及「家友 get mail」電子郵箱、

以及於本學年開拓的「家長 WhatsApps 群組」聯絡網等溝通渠道，提昇家校溝

通的效能。 

 為更具體支持學校教育，家長教師會亦透過六項獎學金項目，獎勵四十多位學

業或非學業表現優異的學生；而透過「改善學生福利基金」的設立及協助「學

生活動津助基金」籌款，照顧學生不同方面的需要。 

 

4.10 校友活動 

 利用學校校本管理電腦糸統整理歷年校友資料，並建立校友資料庫； 
 出版電子校友通訊及更新校友事務委員會網頁，與校友分享學校最新消息及校友

 近況，連繫校友與母校之關係； 

 協助校友會處理會務及舉辦活動(如校友盃、校友會週年大會)；為聯繫及增進校

 友與老師間之情誼，與校友會合辦 2003-2004 年度中五 畢業生重聚晚會，共有

 41 位校友出席。 

 推動中六畢業生積極加入校友會。 

 校友會舉行第五屆「校友校董」選舉。林麗娜校友成為第五屆「校友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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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學生福利 

 設立校內獎學金，並積極安排學生申請校外之獎學金。 

 協助學生申請學習基金、貸款助學金、「學生身份」個人八達通咭、書簿津貼、

車船津貼、上網費津貼、健康檢查服務、活動意外保險及派發麵包糕點優惠咭。 

 篩選各項學術交流活動及傑出學生選舉提名人選。 

 安排廉價拍照服務、流感疫苗注射、飯盒供應、訂購書本服務、校服及體育服選

購及訂製服務。  

 成立食物部監察小組，收集校方、家長及學生意見，向食物部反映，以提升服務

及食物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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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生表現 

5.1 香港中學文憑試 

 本校二零一四年度之科目達二級或以上者為 99.7%，達四級或以上者為 68.2%，達五

 級或以上者為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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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外及公益活動 

 參加興趣小組活動(共五類：藝術、學術、趣味、體育、服務)並取得合格會員數

目達 1047 人次； 

 本校學生參與之主要校際比賽： 

 

校際比賽名稱 人數 百分比 

香港學校音樂節 258  24.6 % 

香港學校朗誦節 172 16.4% 

香港學校戲劇節 52 4.9% 

香港學校舞蹈節 15 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校際運動項目 361 34.4% 

 

 本校學生參與下列境外活動及資優課程： 

活動名稱 人數 

郵輪工作體驗計劃 16  

德國文化體驗計劃 3  

加拿大英文學習及文化體驗計劃 14  

廣州體育訓練營 60  

香港外展訓練營 40  

廣東地理考察團 40  

上海中史考察團 40 

南極考察團(進入決賽，等待結果) 2  

香港中文大學資優課程 23  

香港資優教育學院 11  

教育局資優課程 22  

香港中文大學科學英才精進計劃 3  

 

 本校學生參與下列公益活動： 

 

  
活動項目 參加人數 

探訪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安康幼兒學校 38 

探訪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沙田信義幼稚園 39 

探訪循理會白普理循理幼兒學校 25 

探訪慈光幼稚園 37 

探訪東華三院廖恩德紀念幼稚園 30 

為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社會服務部賣旗 32 

為循道衞理亞斯理社會服務處賣旗 32 

為香港聖公會聖基道兒童院賣旗 12 

為南葵涌服務中心賣旗 9 

為香港學生輔助會賣旗 14 

為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賣旗 32 

為自閉症人士福利促進會賣旗 7 

為突破機構賣旗 10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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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校際比賽活動 

 

活動性質 
參加人數 

獎項 
全港性 區域性 

體育  41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田及西貢區中學分會 
中學校際游泳比賽: 

 男子乙組 100 米背泳冠軍 (4B 陳浚軒) 
 男子丙組 100 米自由泳冠軍 (2B 黃瀚賢) 
 男子丙組 200 米自由泳冠軍 (2B 黃瀚賢) 
 女子甲組 50 米蝶泳亞軍 (5C 孫日嵐) 
 女子甲組 200 米胸泳亞軍 (5A 區詠堤) 
 女子甲組 100 米背泳季軍 (5C 孫日嵐) 
 男子甲組 50 米背泳殿軍 
 男子乙組 50 米背泳殿軍 
 女子乙組全場優異獎 
 女子甲組 50 米胸泳優異獎一名 
 女子乙組 50 米背泳優異獎一名 
 女子乙組 50 米胸泳優異獎一名 
 男子甲組 100 米背泳優異獎一名 
 女子乙組 100 米背泳優異獎一名 
 男子甲組 200 米個人四式優異獎一名 
 女子乙組 200 米胸泳優異獎一名 
 男子丙組 4x50 米自由泳接力優異獎 
 女子甲組 4x50 米自由泳接力優異獎 
 女子乙組 4x50 米自由泳接力優異獎 
 女子乙組 4x50 米四式接力優異獎 

  94 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 5000 米冠軍 (6A 王日勤) 
 男子乙組 3000 米冠軍 (3B 楊卓文) 
 男子甲組 1500 米冠軍 (6A 王日勤) 
 男子乙組 1500 米冠軍 (3B 楊卓文) 
 男子甲組 400 米欄冠軍 (6C 蔡維高) 
 女子甲組 400 米亞軍 (5C 胡碧家) 
 女子乙組標槍亞軍 (4D 施沅沂) 
 女子甲組 400 米季軍 (5D 李敏藍) 
 女子甲組 100 米欄季軍 (5C 胡碧家) 
 男子乙組跳高季軍 (4A 吳瀚霖) 
 男子丙組 4x100 米接力季軍 (2A 鄧朗軒、2C 張家耀、2D

呂恂如、2E 伍卓楠) 

 女子乙組 1500 米殿軍 
 女子丙組跳遠殿軍 
 女子甲組 4x100 米接力殿軍 
 女子甲組 4x400 米接力殿軍 
 女子乙組 4x400 米接力殿軍 
 女子丙組 4x400 米接力殿軍 
 女子甲組 1500 米優異獎一名 
 女子丙組 800 米優異獎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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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丙組 400 米優異獎一名 
 女子乙組 400 米優異獎一名 
 男子甲組 400 米欄優異獎一名 
 男子丙組 200 米優異獎一名 
 女子丙組 200 米優異獎一名 
 男子丙組 100 米優異獎一名 
 女子甲組 100 米優異獎一名 
 女子乙組 100 米優異獎一名 
 女子丙組 100 米優異獎一名 
 女子甲組鉛球優異獎一名 
 女子甲組鐵餅優異獎一名 
 女子乙組鐵餅優異獎一名 
 男子甲組標槍優異獎一名 
 女子乙組 4x100 米接力優異獎一名 
 女子丙組 4x100 米接力優異獎一名 
 男子甲組 4x400 米接力優異獎一名 

 
全場: 

 女子甲組季軍 
 女子乙組季軍 
 女子丙組殿軍 
 男子甲組優異獎 
 男子丙組優異獎 

  49 中學校際越野賽: 
 男子乙組個人冠軍 (3B 楊卓文) 
 男子甲組個人亞軍 (6A 王日勤) 
 男子丙組團體亞軍 
 男子甲組團體殿軍 
 女子甲組團體季軍 
 女子乙組團體殿軍 
 女子丙組團體殿軍 
 男子丙組個人優異獎一名 
 女子丙組個人優異獎一名 
 男子乙組團體優異獎 

 37 中學校際長跑比賽: 
 男子乙組個人冠軍 (3B 楊卓文) 
 男子丙組團體亞軍 
 女子甲組團體亞軍 
 女子丙組團體亞軍 
 女子乙組個人殿軍 (4D 陳曉晴) 
 女子甲組個人優異獎 
 女子丙組個人優異獎 
 男子甲組團體優異獎 
 男子乙組團體優異獎 
 女子乙組團體優異獎 

 32 中學校際室內賽艇錦標賽: 
 女子甲組 2000 米季軍 (5C 胡碧家) 

 女子乙組 1000 米殿軍 
 女子甲組 500 米優異獎一名 
 女子乙組 500 米優異獎一名 
 女子丙組 1000 米優異獎一名 
 女子甲組 4X500 米優異獎 
 女子乙組 4X500 米優異獎 

 



 15

 

 

 81 中學校際籃球比賽: 
 女子丙組(第一組別)冠軍 
 女子甲組(第一組別)亞軍 
 男子甲組(第一組別)優異獎 
 男子乙組(第一組別)優異獎 
 女子乙組(第一組別)優異獎 

 34 中學校際排球比賽 
 女子甲組(第二組別)冠軍 
 男子乙組(第二組別)季軍 
 男子甲組(第二組別)優異獎 

 25 中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男子丙組冠軍 
 女子丙組亞軍 
 男子甲組優異獎 
 男子乙組優異獎 
 女子乙組優異獎 

 42 中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男子乙組優異獎 
 男子丙組優異獎 

 47 中學校際手球比賽: 
 女子乙組亞軍 
 女子甲組殿軍 
 男子乙組優異獎 
 男子丙組冠軍 
 女子丙組亞軍 

 17 中學校際足球比賽: 
 男子乙組(第二組別)季軍 
 男子丙組(第二組別)季軍 

1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第二屆亞洲中學生越野跑錦標賽 2014 

 香港代表隊員 (3B 楊卓文) 

4  2013-14 年度 Bonaqua 全港學界精英越野跑比賽: 
 優異獎兩名 

  香港投球總會: 
中學校際投球邀請賽: 

 女子乙組殿軍 

 女子甲組優異獎 

投球新秀賽: 
 優異獎 

1  屈臣氏集團舉辦之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6A 王日勤) 
 1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之分齡乒乓球比賽: 

油尖旺區青少年 H 組男單 
 冠軍 (2B 林民熹) 

沙田區青少年 MH 組男單 
 季軍 (2B 林民熹) 

 1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之分齡田徑比賽: 
荃灣區青少年 D 組 1500 米 

 冠軍 (3B 楊卓文) 

屯門區青少年 D 組 1500 米 
 冠軍 (3B 楊卓文) 

油尖旺區青少年 D 組 800 米 
 冠軍 (3B 楊卓文) 

油尖旺區青少年 D 組 1500 米 
 冠軍 (3B 楊卓文) 

沙田區青少年 D 組 8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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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軍 (3B 楊卓文) 

沙田區青少年 D 組 1500 米 
 冠軍 (3B 楊卓文) 

 1  屈臣氏田徑會舉辦之屈臣氏田徑會周年大賽 2013: 

男子乙組 3000 米 

 冠軍 (3B 楊卓文) 

男子乙組 1500 米 

 冠軍 (3B 楊卓文) 

 1 北區體育及文化推廣協會舉辦之北區豐盛人生健康長跑比賽: 
五公里 

 冠軍 (3B 楊卓文) 
 1 力行社舉辦之創新績‧PB 跑第一回-將軍澳: 

5 公里 

 冠軍 (3B 楊卓文) 

1  運動版圖舉辦之 Jamieson7.5 公里巔峰之戰: 

 冠軍 (3B 楊卓文) 

1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舉辦之 2013 國慶長跑 4 公里: 

 冠軍 (3B 楊卓文) 

1  國際小母牛香港分會舉辦之小母牛競步行 2013: 

個人公開組 

 冠軍 (5A 黎曉晴) 

1  國際跆拳道聯盟舉辦之第四屆學界 ITF 跆拳道邀請賽: 

青少年女子個人套拳 

 冠軍 (5A 高曼姿) 
 1 沙田體育會有限公司舉辦之第四屆南旋勁家莊盃迎新春長跑: 

 季軍 (5A 黎曉晴) 

1  百仁基金舉辦之百仁基金 beHERO 慈善跑 2014(女子公開組): 
 殿軍 

1  香港武術聯會舉辦之全港公開青少年兒童武術錦標賽 2013: 

男子青年組 

刀術 

 冠軍 (4E 陳宇新) 

長拳 

 冠軍 (4E 陳宇新) 

1  東華三院賽馬會沙田綜合服務中心舉辦之 TSSU 國際實用射擊

比賽 2013(女子組) 

 冠軍 (2D 梁穎怡) 

1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尚德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尚德氣槍射擊會

舉辦之暑假國際實用射擊比賽(女子組) 

 季軍 (2D 梁穎怡) 

學術 172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舉辦之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朗誦

節，本校共取得 5 冠、12 亞、11 季及 105 項優異獎狀: 

粵語 

散文獨誦 

 冠軍一名 (2A 黃慧婷) 

 季軍一名 (2D 林可悅) 

 優異獎九名 

詩詞獨誦 

 亞軍兩名 (1E 張卓瑩、2E 蘇恩彤) 

 季軍一名 (3C 陳詠心) 
 優異獎兩名 

二人朗誦 

 亞軍三名 (2C 孔翠亭、2C 劉卓靈、4B 連穎琛、4E 李

蔚楠、6C 陳沛盈、6C 呂穎瑤) 

 優異獎十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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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經文朗誦 

 季軍一名 (3C 陳詠心) 

 優異獎兩名 

 

普通話 

散文獨誦 

 亞軍兩名 (4E 郭子煒、5C 陳潁澄) 

 季軍一名 (5E 王朗昕) 

 優異獎十三名 

詩詞獨誦 

 亞軍一名 (1E 楊希朗) 

 季軍兩名 (5C 陳潁澄、5D 陳潔昕) 

 優異獎八名 

 

英語 

詩詞獨誦 

 冠軍四名 (1C 何偲緯、2E 蘇恩彤、4D 藍倩盈、5A 楊

蘊晴) 

 亞軍三名 (4E 朱鉆盈、4E 黃芷盈、4E 葉紀攸) 

 季軍四名 (2E 甘愷加、4E 林瑞萌、4E 王秀妍、5D 陳

潔昕) 
 優異獎五十一名 

散文獨誦 

 優異獎一名 

二人朗誦 

 亞軍一名 (1D 蔡潔怡、1D 盧沅蔚) 

 季軍一名 (5A 馮行知、5A 楊蘊晴) 
 優異獎五名  

戲劇獨誦 

 優異獎一名 

 9  世界數學測試舉辦之 2013 秋季數學測試: 

解難分析科 

 優異證書四名 (3D 馬銘希、3E 李俊熹、3E 蕭梓鋒、3E 

游子楓) 

 良好證書兩名 

數學科 

 優異證書五名 (3C 潘可晉、3E 黎日生、3E 李俊熹、3E

蕭梓鋒、3E 游子楓) 

 良好證書三名 
357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舉辦之二零一四年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

比賽中，本校共取得高級優異證書十三名，優異證書八十五名

及良好證書一百七十名: 
英文科 

 高級優異證書一名 (5A 陳曉熹) 
 優異證書三十八名 
 良好證書八十三名 

數學科 
 高級優異證書九名 (1D 譚早言、2E 楊文彥、3E 李俊

熹、3E 蕭梓鋒、3E 游子楓、4A 林煥然、4A 吳顥廷、

5A 蘇詠勤、5B 袁蔚欣) 
 優異證書三十七名 
 良好證書四十名 

科學科 
 高級優異證書三名 (1D 譚早言、3E 周逸知、4A 何律恒)
 優異證書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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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證書四十七名 
80  澳洲數學信託基金舉辦之二零一三年澳洲數學比賽: 

 特別表現獎證書一名 (3E 李俊熹) 

 高級優異獎證書一名 (6A 邱翔謙) 
 優異證書十九名 

 良好證書三十四名 
5  香港數理學會及保良局舉辦之第十六屆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

選拔賽 
 亞軍兩名 (3E 李俊熹、3E 游子楓) 
 季軍兩名 (3D 郭俊軒、3E 蕭梓鋒) 

14  香港培正中學舉辦之第十三屆培正數學邀請賽: 
 銀獎一名 (6A 周奕鳴) 
 銅獎兩名 (3E 李俊熹、6A 邱翔謙) 
 優異獎一名 

4  教育局及香港教育學院舉辦之第三十一屆香港數學競賽: 
初賽(團體-新界區 1) 

 第三名 (5A 麥志軒、5A 蘇詠勤、5A 楊文澤、5B 莫浩然)
決賽 

 優異獎 
15  中國數學教育研究院舉辦之<<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 2014: 
總決賽 

 三等獎一名 (1A 張區煌) 
晉級賽: 

 一等獎兩名 (2D 尹潤雯、2E 鄺國喬) 
 二等獎兩名 (1A 張區煌、1E 尹舒煥) 
 三等獎兩名 (1C 陳沛樂、1D 王俊傑) 
 優異獎一名 

初賽: 
 一等獎三名 (1A 張區煌、2D 尹潤雯、2E 鄺國喬) 
 二等獎四名 (1D 馮淦琨、1E 尹舒煥、2D 鄧希龍、 

2E 陳景揚) 
 三等獎五名 (1C 陳沛樂、1C 林雋堯、1D 王俊傑、 

1E 錢彥汶、2E 楊文彥) 
 11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港委員會舉辦之香港初中數學奧林匹克

全國青少年論壇比賽 
數學技能解題展示: 

 一等獎一名 (3E 游子楓) 
 三等獎四名 (1E 尹舒煥、2D 尹潤雯、3E 李俊熹、 

3E 蕭梓鋒) 
數學建模小論文: 

 優秀獎一名 
7  教育局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港委員會舉辦之 2014 國際數學奧

林匹克-香港選拔賽: 
 銅獎 (5A 蘇詠勤) 

1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聯合會舉辦之 2014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

匹克公開賽: 
晉級賽: 

 銅獎 (1D 王樂濤) 
3  創意科技教育協會舉辦之創協盃-擂台比賽 

 殿軍 
1  香港大學舉辦之加拿大中學生電腦大賽(香港區預賽): 

 優異獎一名 

6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舉辦之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 

 入圍獎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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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香港科學館舉辦之 2014 趣味科學比賽-「碟碟不休」 
 亞軍及最佳工藝獎 (1A 陳然、1A 陳宇橋、1A 葉海裕)

2  香港公共圖書館舉辦之第二十三屆全港詩詞創作比賽-律詩 

 特別獎兩名 (6B 黃希如、6B 胡穎祺) 

2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 
全港青年中文寫作比賽 

 亞軍 (6D 蔡嘉渝) 
全港青年中文故事創作比賽 

 優異獎一名  

2  廉政公署舉辦之「貪污禍害知多少」初中寫作比賽: 
 優異獎兩名 

1  香港品質保証局舉辦之 2013 年第七屆「理想家園」徵文比賽:
 入圍獎一名 

1  獅子會舉辦之第十四屆獅子會國際青年交流徵文比賽: 
 優異獎一名 

 10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舉辦之「iCity」計劃「校際辯論挑戰杯」:

 最佳辯論員一名 

3  星島日報舉辦之星島校際辯論比賽(初賽) 

 最佳辯論員一名 

  5 言論自由行舉辦之「拍住上」沙田區中小學辯論比賽: 
 最佳發問獎兩名 
 最佳回應獎一名 
 最佳合作獎一名 

藝術 258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舉辦之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音樂

節，本校共取得 1 冠、5 亞、8 季及 79 項優良獎狀: 
 
冠軍一項 

 中音薩克斯管高級組 (2E 章天恩) 
亞軍五項 

 分級鋼琴獨奏 (1E 謝海藍) 
 女子二重唱 (4A 黃穎璇、4E 葉紀攸) 
 女子獨唱(外文歌曲) (4A 黃穎璇) 
 分級小提琴獨奏 (4B 李立賢) 

季軍八項 
 分級鋼琴獨奏五名 (1D 梁溥霆、1E 張卓瑩、1E 鄺天諾、

3C 吳海榆、4E 劉愷程) 
 女子二重唱 (3B 黃芷晴、3D 鄭芷茵) 
 二胡初級組 (1C 關芷因) 

 
校隊成績: 

 高級合唱團(中文歌曲) — 亞軍 
 初級合唱團(中文歌曲) — 季軍 
 高級合唱團(外文歌曲) — 優異獎 
 中樂隊 — 優異獎 

207  音樂事務處舉辦之 2013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中樂團比賽(46 - 90 人) — 銀獎 
 管樂團比賽(中級組) — 銀獎 
 交響樂團比賽 — 銅獎 
 弦樂團比賽 — 銅獎 

15  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有限公司舉辦之第五十屆學校舞

蹈節: 
團體比賽 

 甲級獎 
個人比賽 
東方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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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等獎一名 (4D 何筠怡) 
中國舞 

 乙等獎一名 (4D 何筠怡) 

52  教育局舉辦之香港學校戲劇節: 
中文戲劇 

 傑出演員獎 (5B 莫瑞萍) 
 傑出劇本獎 (5A 周嘉浩) 
 傑出舞台效果獎 (5E 李美婷) 
 傑出合作獎 

英文戲劇 
 傑出劇本獎 (5A 江旨善) 
 傑出導演獎 (3C 何君聖) 
 傑出演員獎 (1C 徐澤欣、1D 何頌朗、3C 何君聖、 

3E 張浠瑤、5E 龐焯玲) 
 傑出舞台效果獎 (1C 侯慧敏、3C 鄭皓聲、3C 張蕙、 

3C 康倖瑜、3E 范凱淋、3E 李梓程、3E 呂欣怡) 
 傑出合作獎 

2  香港傳藝中心舉辦之第 7 屆青年視覺藝術展 2014: 

 全港傑出視藝學生創作獎及優異獎 (6E 馮遨天) 

24  香港綠色建築議會舉辦之「綠色空間 由我創造」綠色建築全

港中小學生比賽 2013: 

 優異獎六名 

7  教育局舉辦之 2013-14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嘉許狀一名 

1  樂群社會服務處舉辦之熱愛生命圖文設計比賽: 

 高中組優異獎 

 19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沙田區委員會舉辦之第十屆公益少年團沙

田區學界圍棋比賽: 
 季軍 (6A 倫卓彥) 
 優異獎 (6A 李顯為) 

 1  中央電視台舉辦之希望之星英語達人秀全國總決賽 

 金獎 (5A 周嘉浩) 
2  中國少年兒童造型藝術學會舉辦之 2013 年全國中小學生幼兒

優秀美術書法攝影作品大賽: 

作品(拾荒老人): 

 金獎 (5E 鄧安恩) 

作品(街景): 

 金獎 (4B 包靖煾) 

作品(原野) 

 金獎 (4B 包靖煾) 

1  開心社區服務有限公司舉辦之開心家庭繪畫創作比賽 

 季軍 (2C 李皓晴) 

1  南聯教育基金舉辦之第八屆品德教育漫畫創作比賽: 

 季軍 (2C 李皓晴) 

2  中國少年兒童造型藝術學會舉辦之全國第十一屆少兒美術杯

年度藝術展評: 

 一等獎一名 (4B 包靖煾) 

 二等獎一名 (4D 楊芷婷) 

1  中國青少年研究會舉辦之第十三屆「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美

術書法攝影大賽 
 三等獎一名 (2E 關約翰) 

 13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舉辦之澳門世界文化遺產繪畫比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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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宗教活動 

 決志信主人數 69 人 

 參加福音營人數 59 人 

 參加福音體育事工人數 9 人 

 參加團契平均人數 38 人 

 

5.5 升學就業概況 

 中六 

入讀本地 

大學學位課程率 

入讀本地 

大專文憑率 

入讀 

非本地大學率 

其他 

(就業及重讀等) 

71.2% 22.3% 3.5% 2.9% 

 入圍獎一名 

 2  伙伴教育基金與全人教育資源中心舉辦之 4 日 3 夜領袖訓練遊

學之旅-攝影比賽 

 季軍 (4A 柯天朗、4A 潘信霖) 

  1 香港南區各界聯會舉辦之第二屆 Sky Pop Sing 夢流行曲歌唱比

賽(青少年組) 
 亞軍 (5A 周嘉浩) 

其他 1  南華早報舉辦之 Student of the Year Award (Community 
Contributor): 

 優異獎 (6E 陳俊庭) 
 1 沙田區青少年活動委員會舉辦之二零一三年沙田區傑出青年

選舉: 

 嘉許狀一名 (4D 蕭逸平) 

1  民政事務局及青年事務委員會舉辦之 2013-14 年度優秀青年及

優秀青年活動計劃: 

 優異獎及個人突破獎 (4D 蕭逸平) 

 3 沙田青年協會舉辦之第十屆沙田區傑出學生選舉: 

初中組 

 傑出學生獎一名 (3E 洪曉楠) 

 優異獎一名 (3E 招曉君) 

高中組  

 優異獎一名 (4E 林瑞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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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學生情意及社交表現指標   

項

目 

 

副量表 

 

13/14 年度 

本校初中 

平均 

全港初中

平均 

 

效應值 

 

12/13 年度 

本校初中平均 

 

1 整體滿足感 2.52 2.60 微 2.52 

2 負面情感 1.85 1.81 微 1.90 

3 師生關係 2.85 2.98 小 2.88 

4 社群關係 2.94 2.92 微 2.91 

5 成就感 2.45 2.55 微 2.38 

6 機會 2.92 2.97 微 2.89 

7 經歷 2.38 2.53 小 2.31 

 

項

目 

 

副量表 

 

13/14 年度 

本校高中 

平均 

全港高中

平均 

 

效應值 

 

12/13 年度 

本校高中平均 

 

1 整體滿足感 2.39 2.48 微 2.39 

2 負面情感 2.09 1.94 小 2.12 

3 師生關係 2.88 2.91 微 2.86 

4 社群關係 2.94 2.94 微 2.92 

5 成就感 2.40 2.42 微 2.38 

6 機會 2.76 2.77 微 2.78 

7 經歷 2.34 2.43 微 2.31 

     (備註：由 2011 年起，本校使用 APASO-2 處理數據，結果分初中及高中展示) 

 

 結果描述： 

 本校初中學生在成就感及經歷方面略低於香港常模數字，高中學生則在負面情感略

 高於香港常模數字。 

 至於整體滿足感，社群關係，成就感及機會等與香港常模數字沒明顯分別。 

 

 5.7 學生出席概況 

 

級別 缺席率(%) 出席率(%) 

中一 1.4% 98.6% 

中二 2.0% 98.0% 

中三 1.9% 98.1% 

中四 1.5% 98.5% 

中五 2.6% 97.4% 

中六 3.3% 96.7% 

 

 

6 總結及展望 

6.1 工作成果 

本校對本學年各方面的發展均感滿意。各科各組在本學年的工作目標均可順利完成，

顯示教師隊伍成熟而有幹勁。我們充滿信心迎接未來的挑戰──繼續實踐三年發展計劃、

深化高中學制各相關措施及優化千禧校舍的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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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發展計劃：現況分析 

 

6.2.1 校內： 

 具備千禧校舍 

 行政架構完備 

 資訊科技設備完善 

 財政儲備不足 

 教師十分專業 

 學校提供足夠的支援及培訓以提升新同工的教學技巧 

 教師教學工作沉重，身心休息不足 

 學生品行和自我形象良好，勤學受教 

 學生仍可提升生命的質素 

 

6.2 來年發展方向 

6.2.1 管理與組織 

 增加人力資源以舒緩老師壓力 

 完善校舍設備 

 

6.2.2 教師專業發展 

 提升同工教學技巧，推動學生備課學習及互動學習 

 推行教學啟導計劃以協助資歷較淺的老師融入沙崇 

 

6.2.3 學務 

 培育「沙崇人」的才能 

 檢視高中課程組合 

 檢視初中課程組合 

 於中五推動小班教學 

 

6.2.4 學生培育、訓、輔、宗教、課外活動 

 培育「沙崇人」的特質 

 加強福音訊息的傳遞 

 強化班級經營 

 着重僕人領袖的培育 

  

6.2.5 學生福利 

 建設校園 

 增加獎助學金 

 

6.2.6 家長聯繫 

 加強家長教育 

 

6.2.7 校友方面 

 擴大校友聯絡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