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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保良局朱敬文中學於一九八五年創立，一直以來校方致力為同學提供優良和

愉快的學習環境。為加強管理的工作，以提高教師參與感及學生的歸屬感，本校

已於一九九二年九月開始，參加「學校管理新措施」；而第一屆家長教師會就職

典禮亦於一九九四年一月七日舉行，加強了家長與學校之間的溝通，從而協助學

生解決學業和成長所遇到的困難，培育他們成為良好的公民；本校並於一九九八

年成立學校諮詢議會，加強家長、教師和校友的校政參與；同年，校方亦開始參

加教育局推行之學校服務承諾計劃；於二零一二年九月，本校成立法團校董會，

進一步增強家長、教師和校友的校政決策。  

課程方面，本校除著重語文能力訓練外，使學生能掌握兩文三語，即中文、

英文、廣東話、英語、普通話，近年更進一步推行語言微調方案，透過與英文科

合作，在商業、綜合科學及數學引入英語教學元素，為學生繼續升學及就業紥實

根基。另一方面，本校也發展多元化的課程，包括文科、理科、商業及科技科目，

亦幫助學生掌握資訊科技的知識，本校於二零零三年開始逐步引入文理科目，開

設音樂、中史、地理、經濟、物理、化學、生物、通識教育，加強他們的思考和

分析能力，好讓他們畢業後能立足於香港這個瞬息萬變的社會裏。此外，本校更

為同學提供連貫性及完整的中學教育。學生完成中三課程，可繼續於原校升讀中

四，參加中學文憑考試，進而報讀各項大學課程。  

展望將來，本校將加強教師之專業培訓及考績制度，發展更明確的問責制度

和更具成本效益地運用資源，並全力推廣閱讀計劃及專題研習，以期為學生提供

優質教育，近年更積極推行「健康校園」及「其他學習經歷」計劃，讓學生多關

心身邊的人和事，盡公民責任，並且培養學生對體育及藝術的興趣，實踐新高中

課程的理念。  

學校設施及環境   

本校座落於隆亨邨側，田心村丁屋對面，佔地廣闊，擁有獨立校舍，地方寬

敞，設施齊備，山丘環翠，清幽雅靜，巴士站及大圍火車站近在咫尺，往返九龍

及新界各區甚為便利。  

承蒙創校人朱敬文博士概捐鉅資及保良局承擔餘款，本校於一九九零年加建

樓高五層新翼。由於學校改善工程計劃，本校在一九九八年更增添另一座新翼，

加設學生活動室、會客室及教員休息室。在一九九九年暑假，校方為全校課室及

特別室安裝冷氣；更於二零零二年暑假，為禮堂安裝冷氣，並且於二零零五至二

零零六年進行圍牆拆建工程，於二零零七年更進行校舍翻新及油漆工程及於二零

零八年重鋪禮堂地板。在二千年，為各有關工場和特別室進行改建及修葺，以便

於下學年推行新工藝課程，並因此增加兩個課室，使到每一班都擁有一個主房。

於二零零八至二零一一年進行校舍改建，增加課室，以符合新高中課程的需要，

本校最新設備如下：  

 
設備  數量   設備  數量  
課室  31  綜合科學 /生物實驗室  1  
多媒體語言實驗室  1   健體室  1  
電腦實驗室  1   音樂室  1  
資訊及通訊科技中心  1   視覺藝術室  1  
資訊科技研習中心  1   基本商業室  1  
數碼科技中心  1   圖書館  1  
電子科技中心  1   學生活動室  1  
設計與應用科技中心  1   會議室  1  
創新科技設計中心  1   禮堂  1  
物理實驗室  1   有蓋操場  1  
化學實驗室  1   露天操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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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  
本校的教學人員有六十二名 ,分佈如下 :  
職位  
 

 

師資訓練  
 
 
 

學歷  

 

教學年資  

 
 
 
 
本校除了教學人員外，尚有兩名兼職教師、兩名資訊科技技術員、兩名實驗室技術員、

四名教學助理、四名活動助理、七名文員及十四名工友，並有多名兼職導師推行各類活

動。 
 
 
學生班級  
 
本校各級學生的分佈如下：  

 
 學 生 人 數 

班數 男 生 女 生 總數 
中 一 級 4  7 7  4 6  1 2 3  
中 二 級 4  7 7  4 1  1 1 8  
中 三 級 4  7 2  3 0  1 0 2  
中 四 級 4  7 2  3 5  1 0 7  
中 五 級 5  7 9  3 6  1 1 5  
中 六 級 5  6 5  6 0  1 2 5  
總  數 2 6  4 4 2  2 4 8  6 9 0  
 
老師與學生比例為 1:11.13 

 

 

 

2

60

尚未完成師資訓練教師 (2)
完成師資訓練教師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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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本校高中課程設有十二個選修科，學生選讀其二。除企業、會計與財

務概論外，其他各科皆以中文授課。  

本校提供連續六年之中學課程，學生須參加中學文憑考試，繼而升讀

大學。  
 

兩年制中六預科  
學系  理科學系  商業學系  

A.L.(必修科 ) 
純粹數學  會計學原理  

物理  企業概論  
A.S.L.(選修科 ) 電腦應用、數學及統計學  

共同科目  
英語運用  

中國語文及文化  
 

中一至中三   
中四至中六   

英國語文    中國語文  
中國語文   必  英國語文  

數學   修  數學  (必修部份 ) 
通識教育   科  通識教育  
普通電腦    社會及德育  

社會及德育    體育  
綜合科學    中國歷史  

音樂    經濟  
體育    地理  

普通話    旅遊與款待  
視覺藝術   選  化學  
中國歷史   修  物理  

商業及會計   科  生物  
設計與科技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設計及應用科技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資訊及通訊科技  
   視覺藝術  
   數學 (延伸部份單元一 ) 

 

功課政策  

為鞏固學生的學習，本校的功課份量及深淺程度會因應每一班學生的需

要和能力而設計，並引入專題研習、小組匯報等以學生為主導的學習模式

及評核方法，以提升學生創意、思維、批判及溝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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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業 成 績  

在文憑考試方面，成績令人滿意，其中物理和數學 (延伸部分 )的及格率

為 100%，而化學、視覺藝術、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企業、會計與財務概

論、設計與應用科技、資訊與通訊科技的及格率超過 70%，整體平均合格率

達 51.1%，而獲第五級或以上的百分率為 2.5%。  
學生最佳成績為兩科第 5*級、三科第 4級和一科第三級，並獲香港科技

大學取錄修讀工程學工學士課程。  
 

訓育與輔導  

本校極重視學生紀律及德性的培養，採用了雙班主任制，全校教師及校

長均參與德育輔導及訓育工作，而社工每週亦駐校四天。  
 

校方亦重視與家長緊密聯繫，除以通告、電話、會晤、家長日、「敬文

家訊」及開放日與家長溝通，並透過「家長教師會」舉辦家長研討會、燒

烤晚會、工作坊、晚宴等，藉此加強校方與家長之間的交流和合作。  
 

本校輔導與訓育部緊密配合，致力發展早會、班主任時間、班主任節、

週會、講座、研討會、公民教育課程和小組輔導活動。在處理學生之訓導

問題時，採取公正嚴明之態度。此外，本校設有領袖生等組織，以加強預

防性之工作。透過提供中一迎新紀律訓練營及中三領袖訓練營，讓學生認

識自我，發展潛能，建立團隊精神，亦為自己的學業和人生訂立目標。  
 

升學及就業部透過舉辦各類型講座、參觀及研討會等活動，讓同學認識

自己個性、性向、建立人生目標，並增進讀書技巧及時間管理能力，建構

人生規劃概念。在高中推行「認識各行各業」活動，如參觀、工作經驗分

享，應用學習課程等，以增加同學對各行業的認識，從而讓各同學預早作

出生涯規劃。為中三及中六同學提供升學選科輔導，以幫助同學確立升學

目標及職業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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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  

為使學生獲得體育、群育和美育等多方面的均衡發展，學生會、四社、

學會及班會都定期組織多元化課外活動，同時更舉辦各類比賽、大型活動

及社會服務，使學生發揮他們的潛能和合群精神。  

本校本年度學會數目達四十一個，並以學術、服務、藝術、體育及興

趣分類：  

 

學
術
活
動 

英文學會  
中文學會  
數理學會  
中史學會  
電子學會  
創意科技學會  
閱讀學會  
English Corner  

體
育
活
動 

羽毛球隊  
籃球隊  
足球隊  
手球隊  
排球隊  
長跑隊  
游泳隊  
草地滾球隊  
單車隊  
體適能學會  
花式跳繩  
跆拳道組  
箭藝  

服
務
活
動 

童軍  
少年警訊領袖團  
圖書館服務小組  
社會服務團  
科藝服務小組  
校園電視台  
 

興
趣
活
動 

榮光之家  
野外定向  
魔術小組  
環保學會  
棋藝小組  
中國手工藝班  
美食及美容班  
Hip Hop 班  

藝
術
活
動 

美術學會  
中文朗誦組  
英文朗誦組  
攝影學會  
劇藝社  
音樂學會  

 

  

 
 
 學生可以就自己的能力和與趣，選擇一至三個學會參加，以發展自己的

興趣，舒展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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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獲獎  

  在公開比賽中，經老師的悉心教導和學生的努力下，本校獲得不少獎

項，現撮錄如下：  

長者希望日2013福袋繪畫比賽 
〔寰宇希望 主辦〕 

組別 獎項 班別 姓名 
中學

組 
冠軍 6E 張嘉媛 

作品入選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2012/13)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主辦〕 

6D 范靜怡  6E 張嘉媛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十五周年慶祝活動-沙田區國畫比賽 
〔國民教育沙田委員會主辦〕 

組別 獎項 班別  姓名 
中學

組 
優異

獎 
6D 張慧美、6E 張嘉媛 

2012年度 藝剪生花全港剪紙大賽 
〔中國藝術剪紙協會 主辦〕 

組別 獎項 班別  姓名 
青少年組 冠軍 4D 陳嘉美 

 良好

獎 
3D 伍鎂淇、4A 李京翰 

4B 楊興業、4C 趙圖圖、黃紫欣 

2012年度 公園定向分區錦標賽 － 新界區 
〔香港定向總會 主辦〕 

組別 獎項 班別   姓名 
男子丙組 亞軍 2A   鍾灝堯 

 殿軍 2B   周文軒 

2012/2013年度 第二屆嘉利「凡事皆可能」徵文比賽 
組別 獎項 班別   姓名 
高中組 季軍 5D   林欣宜 

2012/2013年度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主辦〕 
參賽項目 參賽組別 獎項 班別 姓名 

粵語散文獨誦 中學一年級 女子組 良好獎 1A 林清怡 
  優良獎 1A 關卓琳 
 中學二年級 女子組 優良獎 2D 周芷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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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五、六年級 男子組 良好獎 5E 趙崇文 
英詩獨誦 中學二年級 女子組 優良獎 2A 陳美伶、梁海鈴 

2012 國際合作社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保良局 主辦〕 

參賽組別 獎項 班別 姓名 
第 4 組 香港賽 3 等獎  1D 林曉昕 

   3D 伍鎂淇 
 香港賽 3 等獎 世界賽 3 等獎 2A 梁海鈴、陳美伶 
   3D 申智恩 

第 5 組 香港賽 3 等獎  6D 陳慧美 
   6E 張嘉媛 
 香港賽 3 等獎 世界賽 3 等獎 6E 鄭劭彤、鄭劭雯 
   6D 蔡麗雯 

2012/2013年度 第三十八屆全港青年繪畫比賽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觀塘扶輪社 合辦、觀塘民政事務處 協辦〕 

參賽組別 獎項 班別 姓名 
西畫 中學組 優異獎 6E 張嘉媛 

2013年度 香港廣東省肇慶市懷集縣美好明天攝影繪畫比賽 
〔黎炳昭藝術發展基金 主辦〕 

參賽組別 獎項 班別 姓名 
中學高級組 亞軍 4D 温馥亘 

2012/2013年度 第四屆兩岸四地中國青少年兒童書畫大賽 
〔國際青年文化交流中心（香港）主辦、華夏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及香港學界書畫協會 
合辦〕 
 

參賽組別 獎項 (班別) 姓名 
西洋畫 高中組 三等獎 6D 蔡麗雯 

 優異獎 4D 莊詠琳、5B 李昆樺 
國畫 高中組 優異獎 6D 范靜怡、陳慧美、6E 楊詩慧 
國畫 初中組 三等獎 1A 林國鏗、李海龍、1D 黃雅穎 

 優異獎 1A 葉希彤 

2012/2013年度 第十三屆「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 主辦〕 
繪畫組 － 中國畫    

獎項 班別 姓名 作品名稱 
美術三等獎 4D 莊詠琳 踏上回鄉路 
美術二等獎 4C 趙圖圖 幽靜 

 2A 翁德諾 歸航 
美術一等獎 6E 楊詩慧 駿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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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C 黃紫欣 同遊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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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組 － 西洋畫    

獎項 班別 姓名 作品名稱 
美術優秀獎 4D 李銘蔚 未來世界 

 4D 陳綺琦 夢中穿梭 
 2A 劉琰釗 我是水中皇 
 2A 鄭穎童 海底世界 

美術三等獎 4D 陳嘉美 旋轉 
 2A 陳美伶 水中婚宴 
 2A 梁海鈴 一起追隨我 
 2A 謝俊耀 村居 

美術二等獎 2A  譚兆鋒 躲在草叢中的人群 
 4A 陳紀明 星空奇遇 
 6E 鄭劭雯 滑落 

美術一等獎 4C 李佩思 動盪的世界 

攝影組     

獎項 班別  姓名 作品名稱 
攝影優秀獎 5C  朱懷欣 綠色生活由我創 
攝影三等獎 4B  陳家樂 澤潤展開 
攝影二等獎 6C  張軒綽 頑強生命力 

 6D  蔡麗雯 雜亂中的趣味 
 6E  張嘉媛 侵蝕 
 5C  梁鈞怡 偶然 
 4C  李維健 暢通無阻 

攝影一等獎 6A  莫汝翹 游魚 
 6D  陳月清 凋謝 
 6D  范靜怡 開心同慶賀 
 6D  陳慧美 蝶戀花 
 4B  陳文浩 花蝶展翅 
 4D  温馥亘 城中日落 

2012/2013年度 保捷定向獎勵計劃 
〔香港野外定向總會 主辦〕 

參賽組別 獎項 班別 姓名 
黃組 銅獎 2C 陸皓東 

2012/2013年度 學界分區野外定向錦標賽〔個人賽〕 
〔香港野外定向總會 主辦〕 

參賽組別 獎項 班別 姓名 
新界區男子丙組 個人賽亞軍 2A 鍾灝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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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年度 學界分區野外定向錦標賽〔團體賽〕 
〔香港野外定向總會 主辦〕 

〔新界區〕 男子甲組 －團體亞軍 
5A 張家進、5B 何汶剛    

〔新界區 / 決賽〕 男子丙組 －團體季軍 
2A 鍾灝堯、張浩恩、麥穎禧、袁駿杰、2C 陸皓東 

〔新界區〕 全場男子 －團體季軍 
2A 鍾灝堯、張浩恩、麥穎禧、袁駿杰、2C 陸皓東、5A 張家進、 
5B 何汶剛 

2012/2013年度 第七屆駿源盃青少年手球挑戰賽 
〔駿源體育會 主辦〕 

中學甲組 － 冠軍 
4B 吳寳堯、葉国明、5A 曾銘謙、5B 葉昕霖、5C 鄺國樞、 
6A 黃駿傑、吳卓謙 6B 張峻銘 

中學甲組 － 季軍 
1C 李嘉偉、2A 蔡耀啟、張柏謙、2B 吳銳全、2C 江卓鋒、馬鍵誠、 
3A 黃子健、 4B 莊若川、蘇榮祺、李振忠、4C 黃子豪 

中學乙組 － 季軍 
1A 藍杰鋒、1C 李嘉偉、歐松軒、2A 蔡耀啟、張柏謙、譚兆鋒、 
2B 吳銳全、2C 江卓鋒、馬鍵誠、3A 黃子健、3C 張豪杰、4B 莊若川、

蘇榮祺、李振忠 

中學丙組 － 冠軍 
1C 羅樂禧、黃啟銘、2A 蔡耀啟、李浩昇、張柏謙、吳國熙、潘卓謙、 

謝俊耀、2B 周文軒 

2012/2013年度 沙田及西貢區學界手球錦標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主辦〕 

男子乙組 － 冠軍 
1C 李嘉偉、2A 張柏謙、譚兆鋒、2B 吳銳全、2C 江卓鋒、馬鍵誠、 
3A 黃子健、 3C 張豪杰、4B 莊若川、蘇榮祺、李振忠 

男子丙組 － 冠軍 
1A 關兆岐、蔡東熙、林國鏗、吳詠楓、楊咏鴻、甄智健、曾穎康、張劍聰、 
1C 劉嘉堯、林慶賢、羅樂禧、2A 蔡耀啟、吳國熙、潘卓謙、謝俊耀、 
2C 周俊賢 

女子丙組 － 亞軍 
1A 葉希彤、楊焯堯、王佩珊、1D 黃凱欣、蘇曉童、林曉昕、楊礎搖、 
趙嘉汶、2A 梁恩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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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年度 社區體育會手球友誼賽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中國香港手球總會 聯合主辦〕 

男子組 － 季軍 
1C 李嘉偉、2A 張柏謙、譚兆鋒、2B 吳銳全、2C 馬鍵誠、3A 黃子健、  
4B 吳寳堯、葉国明、莊若川、蘇榮祺、李振忠、5A 曾銘謙、5C 鄺國樞、 
6B 張峻銘 

第廿五屆全港兒童手球賽 
〔中國香港手球總會、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主辦〕 

男子公開組 － 殿軍 
1A 關兆岐、蔡東禧、林國鏗、1C 劉嘉堯、林慶賢 

女子公開組 － 亞軍 
1A 葉希彤、楊焯堯、王佩珊、1D 黃凱欣、蘇曉童 

手球隊獲台港手球挑戰盃及友誼盃亞軍。 

2012/2013年度 綠化校園工程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主辦〕 

小園圃種植 － 中學組 冠軍  

2012/2013年度 快樂七色齊鼓舞大匯演 
〔保良局康復服務 主辦〕 

非洲鼓隊－金獎 
2A 薛師成、郭德禧、4A 劉建詠、4B 陳文浩、4C 周建威、鍾天穎、 
5B 劉恒志 

圖書館小組獲教協閱讀嘉年華藝墟攤位最佳攤位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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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  

一、保良局何玉清兒童及教育基金獎學金  

Po Leung Kuk Ho Yuk Ching Children & Education Fund 

Scholarship 

  金樂輝   朱懷欣  

二、保良局何玉清兒童及教育基金助學金  

Po Leung Kuk Ho Yuk Ching Children & Education Fund Grant 

  江梓軒   馮嘉儀  

三、保良局黎麗卿進步獎學金  

    Po Leung Kuk Lai Li Hing Scholarship for Best Improvement 

張天艾   李宏道   李騰芳  

四、保良局屬下中學音樂獎助學金  

Po Leung Kuk Music Scholarships and Grants for Secondary 

Schools 

陳立賢   聞諾兒   葉健波  

五、保良局伍何永貞紀念教育基金學業成績優異獎學金  

    Po Leung Kuk Ng Ho Wing Ching Educational Fund Scholarship 

for Academic Achievement 

  屈可宜  臧雯雪   李佩思  

六、保良局伍何永貞紀念教育基金成績有顯著進步獎學金  

Po Leung Kuk Ng Ho Wing Ching Educational Fund Scholarship 

for Best Improvement  

鄭永達   陳家俊   羅艷清  

七、保良局伍何永貞紀念教育基金獎助學金  

Po Leung Kuk Ng Ho Wing Ching Educational Fund Grant 

陳綺玲   馮嘉琪  

八、保良局中學獎助學金  

    Po Leung Kuk Scholarship for Secondary Schools 

  鄭穎童    

九、保良局三師紀念獎助學金  

    Po Leung Kuk Three Reverend Masters Memorial Scholarship 

  申智恩   鍾天穎  

十、保良局王秀瑜獎助學金  

    Po Leung Kuk Wong Sau Yu Scholarship 

  陳美伶  

十一、羅氏慈善基金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  

Law’s Charitable Foundation Applied Learning Scholarship  

蔡麗雯  

十二、尤德爵士紀念獎學金  

Sir Edward Youde Memorial Prizes  

   鄺國樞   翁凱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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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學校起動計劃  – 學科獎獎學金  

Elegant Project We Can-Subject Scholarship  

   申智恩   蔡麗雯   馮嘉儀  

 

  曹凱彥   臧雯雪  

   葉  朗   陳美玲   李妙麟   林月煒   周子朗  

十四、學校起動計劃  – 交流團獎學金  

Elegant Project We Can-Scholarship on Field Trip 

    梁海玲   申智恩   李佩思   陳綺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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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培訓  

本學年共舉辦三次教師培訓日。  

第一次教師培訓日由全校老師到西貢進行地質考察。  
第二次教師培訓日由教育心理學家古慧珊小姐分享有學習困難學生及

自閉學生的教學方法。  
於第三次教師培訓日由全校老師檢討及制定學校主要關注事項及學校

發展計劃。  
 

 

未來發展  

為了持續提升學生學習效能，本校將營造校內學習氛圍，推行拔尖保底措

施。建構學生於考公開試能力和信心，培訓學生公開試技巧。關注學生學習差

異，全面落實各級各班課程剪裁，因應學生能力及興趣調適課程教學方法及評

估，並繼續加強支授 SEN 學生。本校更積極推動語言微調計劃，  強化跨學

科英語延展課程，優化英語學習環境，增強教學效能。另一方面，全面推行

「生命教育」及「生涯規劃」輔導，透過各種成長營、義工服務、交流團、體

藝活動、專題研習擴闊學生視野、豐富學生學習體驗，從而發掘潛能，讓同

學認識自己個性、性向、建立人生目標，並增進讀書技巧及時間管理能力，

建構人生規劃概念。  
 

 

結  語  

本校在保良局，校監及校董會的領導和鼓勵下，並蒙教育界及社會各界

人士的支持和賜教，加上全體教職員通力合作，使校務得以順利進行。本

校同寅將繼續努力創造優良的教學環境及提供高質素的教育服務給學生，

使他們能發展其個別獨有的潛能、建立自尊、自信，享受愉快的學校生活，

並通過考公開試取得穩定的進步，提升學校之學術水平。  

 
 

地  址： 沙田大圍隆亨邨  
電  話： 2699 1031 
傳  真： 2603 0743 
網  址： http://www.plkcwc.edu.hk/ 
電子郵箱： master@plkcwc.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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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財務報告  

2013/2014 學年學校及班級津貼支出  
 

燃料及電力  $304,409.93 
課外活動  $281,853.06 
印刷品及文具  $94,160.43 
消耗物品  $139,146.64 
維修費  $87,339.20 
報紙、雜誌及圖書  $60,539.40 
體育用品  $31,158.80 
清潔用料  $43,663.30 
交通費  $68,170.30 
電話費  $3,934.86 
教師的課本及地圖  $39,437.90 
獎品及紀念品  $13,475.00 
水費  $19,732.96 
其他  $27,713.04 

合計：  $1,214,734.82 
 

 

附 錄 2 :  學 校 接 受 捐 贈 紀 錄 

捐贈者 /機 構名稱  捐贈者 /機 構  

與學校的 關係  

所捐贈款 項 /物品  

的說明及 其價值  

該捐贈是 否由            

校方向捐 贈者  

/機構提出  

接受捐贈  

日期  

捐贈的用 途  

三寶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無 贊助<學校起動計劃>港幣

$196,230.25 
是 16.10.2012 透過「學校起動計劃」全面提升

本校及學生的整體表現 
保良局 辦學團體 11 月 10 日「萬人齊唱帝女花

任白夜」門票 10 張 
無 08.11.2012 供本校師生欣賞 

三寶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無 贊助<學校起動計劃>港幣

$36,889.00 
是 11.12.2012 透過「學校起動計劃」全面提升

本校及學生的整體表現 
蘇港紡織品有限公司 無 獲贈壹箱環保袋(合共港幣

800.00) 
無 19.12.2012 供本校師生使用 

三寶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無 贊助<學校起動計劃>港幣

$176,691.44 
是 08.02.2013 透過「學校起動計劃」全面提升

本校及學生的整體表現 
三寶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無 贊助<學校起動計劃>港幣

$296,363.64 
是 29.04.2013 透過「學校起動計劃」全面提升

本校及學生的整體表現 
保良局 辦學團體 「開卷有益」閱讀推廣計劃配

對撥款捐款 HK$6,340.58 
無 26.07.2012 購買書籍、推廣閱讀活動、修繕

校內圖書館工程、增繕校內圖書

館資源及設備 
三寶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無 贊助<學校起動計劃>港幣

$347,481.53 
是 21.08.2013 透過「學校起動計劃」全面提升

本校及學生的整體表現 
三寶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無 贊助<學校起動計劃>港幣

$467,943.00 
是 31.08.2013 透過「學校起動計劃」全面提升

本校及學生的整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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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朱敬文中學 

2012/13-2014/15  學校發展計劃 

 

(一) 整體教學效能提升及語言微調 (統籌老師：潘偉強) 

  2012 - 2013 學年 2013 – 2014 學年 2014 - 2015 學年 

1. 營造校內學習氛圍，

推行拔尖保底措施。 

建構學生於考公開試

能力和信心，培訓學

生公開試技巧。 

關注學生學習差異，

全面落實各級各班課

程剪裁，因應學生能

力及興趣調適課程教

學方法及評估，並繼

續加強支授 SEN 學

生。 

增加學校設施，提供

更多校內温習地點。

提供有導師當值的課

後自修室服務。 

調整課程，加強中三

TSA 的應試能力。 

在初中的中英數三科

引入課程調整課程。 

初中基本商業分中英

文組。 

中三中文組分會計 /

管理組。 

推行交齊功課比賽。 

自修室服務擴至週六

全日。 

「拔尖計劃」，以中四

期終考試成績選出有

機會升讀大學同學

(3322)，並於中五及

中六年級作重點栽

培。 

聘用教學助理及導師

加強培訓，增強學生

應付文憑試的信心和

技巧。 

中二、中三中文組分

會計/管理組。 

推動學長輔導計劃。 

編定高中會計英文

組，強化語文教材。 

2. 推動語言微調計劃， 

強化跨學科英語延展

課程，優化英語學習

環境，增強教學效

能。 

在中一及中二級各班

的數學、科學、商業

三科的部分課題採用

英語教學。 

利用英語話劇等活

動，提高學生學習英

文的興趣和課程。 

將計劃推廣至初中各

班。 

檢討學生的能力及

成效，考慮推廣至高

中。 

3. 善用考察、工作坊、

互動講座及網上資源

等，拓闊學生學習平

台。 

通識科各級透過結合

其他學習經歷課，提

供考察等活動，豐富

教學活動，提升學習

成效。 

通識科初中各級備活

動手冊，提供緊扣主

題內容資料及工作

紙。 

通識科高中各級備

活動手冊，提供緊扣

考試內容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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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面生命教育及生涯規劃輔導  (統籌老師：黎紹基) 

  2012 - 2013 學年 2013 – 2014 學年 2014 - 2015 學年 

1. 增養熱愛生命，

融入社群的人生

取態。 

擴闊學生視野、

豐富學生學習體

驗，從而發掘潛

能。 

強化中一成長營及中三義工

馬拉松。 

優化中一級一人一體藝活

動。加強初中走進珠三角交

流，並發展高中兩岸三地交

流。 

SLP 加入義工服務篇，以增

加同學對義工服務的重視及

鼓勵更多同學參與。 

發展中五關心弱勢社

群行動。 

擴展跨地合作專題研

習活動，配合境外交

流活動。 

一人一體藝計劃

擴至中二。 

配合境外交流活

動，發展境外社

會服務活動。 

2. 推行生涯規劃輔

導。 

由中一起推行「一人一目標」

計劃，讓同學認識自己個

性、性向、建立人生目標，

並增進讀書技巧及時間管理

能力，建構人生規劃概念。 

將求職技巧訓練融合於正規

課程內，如中、英文求職信

及履歷表編寫 (中、英文

科)，面試技巧訓練(OLE 課)

及社交禮儀訓練 (OLE 課 )

等。 

為 S3 及 S6 同學提供升學選

科輔導，以幫助同學確立升

學目標及職業取向。 

為 SEN 同學提供適切的升

學及就業輔導，如溝通能力

提升及面試技巧等。 

發展商校伙伴計劃，

讓學生認職場環境。 

助學生考取職場認受

資格 (如倫敦商會中

級會計証書)。 

在初中推行 SLP 學業

以外成就紀錄，幫助

同學了解自己及訂立

目標。 

在高中推行「認識各

行各業」活動，如參

觀、工作經驗分享，

應用學習課程等，以

增加同學對各行業的

認識，從而讓各同學

預早作出生涯規劃。 

強化商校伙伴計

劃，讓學生體驗

職場工作。 

 

3. 裝備學生應付人

生各種難關及抉

擇。培養關家愛

國良好公民。 

提供急救及健康教育課程，

強化中三領袖訓練營(抗逆

訓練)。 

強化班本領袖訓練。 

於初中推行國民教育。 

 

推動中四、中五關心

社區發展活動。 

強化學生及活動組織

領袖訓練。 

於中四推行國民教

育。 

推動中二、中五

關心家國發展活

動。 

於中五推行國民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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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 學年工作檢討及 2013-14 學年建議 
 
 

甲、 整體教學效能提升及語言微調 

 

1. 營造學習氣氛，關注學習差異及全面落實課程剪裁 

已落實工作 檢討 

a) 課後已將電腦室及部份班房開放予

學生自修及各科小組導修活動。 

b) 初中主科已適量按學生能力調整課

程。而中一至中三商業科英文組均

已使用新編教材。另已推行中二文

言文訓練及中五、六中英說話訓

練。也透過額外訓練加強中三同學

TSA 的應試能力。 

c) 中一、中四及中五各級的拔尖補底

班已推行。 

a) 宜進一步延長圖書館及電腦室開

放時間。 

b) 值得繼續強化課程調整及按學生

能力編定的訓練活動。 

c) 中一、中四及中五各級的拔尖補

底班成效不錯，宜繼續推行，並

推廣至其他級別。 

 

 

2. 推動語言微調及優化英語學習環境 

已落實工作 檢討 

a) 已落實中一、二各班數學、科學及

商業部份課題用英語教學。 

b) 已於高中推行多次全級中五觀賞英

語話劇及英語話劇工作坊等活動，

學生反應積極。 

a) 宜於該三科增加英文小測及考

試設英文獎勵題鼓勵同學積極

以英語學習。 

b) 同學聽講寫讀各方向能力也有

提升。 

 

 

3. 善用考察、工作坊及網上資源等拓闊學生學習平台 

已落實工作 檢討 

a) 通識科中一至五各級已落實配合考

察，豐富學習內容，其中包括活化

舊區(中一)及都市發展與保育(中二)

等。 

a) 學生的反應正面，覺得能夠更暸

解社會實況，宜繼續推行。 

 

 

 

P.18 



乙、 全面生命教育及生涯規劃輔導  

 

1. 培養熱愛生命，融入社羣的人生取態。擴闊視野，豐富學習經驗，從而發掘潛

能 

已落實工作 檢討 

a) 中一的三日兩夜成長營已順利進行，為強化成

效，另安排一整日的跟進日營，同學及老師反

應良好。 

b) 中三義工馬拉松仍以復康及老人服務為主

要對象，計劃內容包括認識服務對象、義工

訓練及服務計劃三部份。同學反應積極，大

部份同學能累積足夠服務時數，獲廸士尼樂

園門劵以作獎勵。 

c) 走進珠三角計劃順利進行，行程走訪及比較

三類生產單位，同學獲益良多。另跨境交流

計劃全年提供名額超過 150 人，走訪地點包

括沙巴，韓國、台灣、上海及大連等。訪問

中學及大學超過十間。學生眼界大開，反應

積極。 

d) 參加中大生命教育培訓計劃，成為文化組種

籽學校，在原有活動上，更加上事前及事後

的反思活動。 

a) 建議中一成長營以「欣賞

自己、認識自己、融入學

校」為主題，強化自尊感

的提升及團隊建立。 

b) 學生在義工服務上表現

投入，宜進一步提供機

會，鼓勵同學全面參與義

工服務。 

c) 宜盡早宣佈交流團安排

及遴選方法，讓同學提早

計劃全年活動。而帶隊老

師宜安排有經驗同工負

責，以確保整體管理順。 

d) 學生在整合經歷上有很

大進步。 

 

2. 推行生涯規劃輔導 

已落實工作 檢討 

a) 已透過週會及班主任節等，推動 「一人

一目標」計劃。 

b) 已於中三及中六級加強升學及選科輔導。 

 

a) 同學仍多缺乏方向及目

標。宜配合班主任老師，為

同學提供度身訂造的「生涯

規劃」，加強全面及長遠「生

涯規劃」意識。 

b) 部份同學因選擇課業量較

輕的科目，而出現誤選情

況，所以需強化個別學生的

選科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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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裝備學生應付人生各種難關及抉擇，培養關家愛國的良好公民 

已落實工作 檢討 

a) 成人急救班已舉辦，反應踴躍。而中三領

袖訓練營也順利完成，且增辦一天跟進訓

練日營，以增強成效。 

b) 通識科已於各級佈置認識香港社會及中

國的課程，而跨部門公民教育委員會已成

立，主力強化學生的公民教育工作。 

a) 建議在訓練營加入生涯規

劃及選科考慮等元素。 

b) 建議在各科及各部活動中

加入生命教育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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