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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紅十字會學校使命 

本著紅十字人道精神，關懷身體弱能及傷病學童，提供全人教育，培育其尊重

生命的價值，俾能克服困難，盡展潛能，建立尊嚴及自信心，融入社群，達致豐盛

人生，對社會作出貢獻。 

本校使命 

秉承校訓「立己達人」的精神，為學生提供全人教育，並結集全校各專業團隊，

在學生的不同學習階段，致力培育學生能接受自我、立己為本、發展潛能及貢獻社

會： 

 

1. 接受自我： 明白及接受自己的弱能，肯定自己的存在價值，從而建立自信和尊

嚴。  

2. 立己為本： 成為一個有正面人生觀及優良品質的人，並學習自愛愛人，達觀快

樂，熱愛及享受生命。 

3. 發展潛能： 培養堅毅勤奮的態度，開拓不受體能限制的種種領域，並以不屈不

撓的決心，克服不同的困難和限制。  

4. 貢獻社會： 認識他們作為弱能人士的使命，以身作則，顯示他們真正的能力及

需要，以及能享有平等權利及參與機會，進而為社會作出貢獻。 

 

我們的信念 

於 2013 年，學校發展委員會確立《我們的信念》，顯示本校服務團隊的精神及

配合本校的 2012-15 三年學校發展計劃。《我們的信念》由“BRIGHT”六個英文字

組成，為本校於 2013 年確立之信念及學校核心價值，亦是校訓「立己達人」之具體

呈現： 

Bravery  勇於承擔 

Respect  維護尊嚴 

Integrity  秉承公正 

Gratitude 常懷感恩 

Heart      用心關愛 

Talent    盡展所長 
 

透過確立及推廣《我們的信念》的過程，職員清楚掌握學校的核心工作信念，

並且加強了團隊的凝聚力。學生亦能學習相關信念的素質，並將其意義實踐於生活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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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學校簡介 

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為身體弱能及多重障礙的學童提供全面的教育及復康

服務，於 2013/14 年度共提供學額 200 個，包括 9 班小學、4 班初中及 7 班高中；學

校亦為有需要的學童提供住宿服務，以促進及鍛鍊宿生之獨立及生活自理能力。其

中包括上課期間的住宿服務及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每週七天全宿服務。 

學校以「一條龍」方式提供全面及多元的課程，包括由小一至中六的主流課程

及為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同學另設的調適課程。新高中課程設有不同的選修科目及多

元化的其他學習經歷活動。學校亦已參與由香港大學融合與特殊教育研究發展中心

領導的「融通優質教育網絡」計劃，在「同一課程架構」的原則下，因應學生的能

力釐訂課程目標及編制合適的教材。 

秉承校訓「立己達人」，學校為學生提供德、智、體、群、美的全人教育；在

第一學習階段採納「引導式教育」模式實踐教學；在第二及第三學習階段則兼顧主

流課程及個別學習需要；在第四學習階段會集中公開評核及全面融入社會的準備。

學校透過貫通專業團隊精神，營造一個充滿動力和有效的管理環境，並與家長和社

區建立良好的關係，好讓學童能得到最佳的學習環境。 

1.2 學校設施 

本校設有課室 20 間，特別室 18 間，其中包括無障礙學習教室、多感官跨媒體

藝術教室、遠程教室、校園電視台、視覺藝術室、英語資源室、綜合科學實驗室、

無障礙閱讀圖書館、資訊科技室、家政室、通識學習室、室內運動場、學生活動室、

大腦皮層視覺區受損評估及訓練室、感覺統合治療區、多媒體學習中心及 2 間電腦

室。 

學校另設有校史室、禮堂、飯堂、護理室、社工室、職業治療室、物理治療室、

由太陽能集熱式系統提供熱水的水療室、言語治療室和輔助溝通工具評估及治療室、

玩具圖書室和自然廊等。宿舍另設有康樂室及二間獨立宿房。 

1.3 學校管理 

本校是香港紅十字會轄下的其中一所特殊學校，本校已於 2010 年 8 月 31 日成

立法團校董會，由香港紅十字會之「特殊教育及復康服務管治委員會」協調學校發

展。本年度法團校董會成員包括校監、6 位由辦學團體委任之校董及替代校董、1

位獨立校董、1 位教員校董及 1 位家長校董、另替代教員校董及家長校董各一，而

校長則為校董會的當然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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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班級組織 

本校在 2013-2014 年度共有 178 名學生，包括 110 名男生，68 名女生。各班級

的學生人數分佈如下： 

 女 男 

總人數 級別 班級 數目 宿生 走讀生 宿生 走讀生 

中學 

中六 3 5 3 7 8 23 

中五 1 3 2 4 3 12 

中四 3 5 5 11 10 31 

中三 2 4 3 5 8 20 

中二 1 2 1 2 2 7 

中一 1 1 5 2 1 9 

小學 

小六 3 6 6 9 11 32 

小五 1 0 2 0 4 6 

小四 1 1 2 4 0 7 

小三 2 1 3 3 8 16 

小二 1 2 1 0 3 6 

小一 1 2 3 0 5 10 

總數 20 32 36 47 63 178 

1.5 學生弱能情況 

本校學生的病症分類及學習障礙資料如下：  

學生病症分類及人數 

 
註：其他病症包括黏多醣症、纖維神經瘤、染色體異常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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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障礙及人數 

 
 
註： 

「溝通障礙」是指學生在言語表達、理解、發音、聲線或說話流暢度上出現問題，造成溝通上的困難。 

「聽力障礙」是指學生因聽覺系統出現結構上或功能上的問題，導致聲音辨識困難，經過合適的聽力檢查確定

的聽力損失。 

「視覺障礙」是指學生由於先天或後天原因，導致視覺器官（眼球、視覺神經、視覺徑路、大腦視覺中心）之

構造或機能發生部分或全部之障礙，經矯正或治療後對事物之視覺辨認仍有困難者。 

「智力障礙」是指學生因智力障礙而需修讀經調適的課程。 

「書寫困難」是指學生因手部功能障礙而不能執筆書寫，需以口述代筆或電腦作書寫模式；或能執筆書寫但書

寫速度較同級學生標準平均值慢而需加時 50%或以上。 

「行動困難」是指學生由於先天或後天原因，導致骨骼、肌肉結構或身體控制上發生部分或全部之障礙，需要

使用步行輔助器或輪椅代步。 

「體能極弱」是指學生因身體結構上或控制上的問題，需要使用電動輪椅代步或需要有人協助推動輪椅，大部

份位置轉移及自理項目需要別人全面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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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教職員編制 

按教育局編制及其他合約編制的職員，本校在 2013/14 的組織如下： 
部門 教師/專責人員 非專責人員 總數 

教學部 校長(1)、中學教師(20)、外籍
英語教師(中學) (1)、小學教

師 (16)、外籍英語教師 (小
學)(1)、合約教師(5) 

教師助理(15)、教學助理(3)、 
實驗室技術員(1) 

 63 

物理治療部 物理治療師(5.5) 物理治療助理(3) 8.5 

職業治療部 職業治療師(6) 職業治療助理(6.4) 12.4 

言語治療部 言語治療師(4) / 4 

護理部(日間) 護士(2) / 2 

社會工作部 社工(3) / 3 

教育心理學 教育心理學家(0.4) / 0.4 

宿舍部 舍監(1)、副舍監(1)、宿舍家
長主管(4)、宿舍家長(22)、康

樂輔導員(2)、護士(5) 

助理文員(1)、行政助理(1)、
宿房助理(0.5)、廚師(4)、看

更(2)、職工(9) 
52.5 

學校部其他職員 

/ 

行政助理(1)、會計主任(1)、

助理文員(2)、行政及校務支
援助理(3.5)、資訊科技助理

(2)、司機(3)、職工(16) 
28.5 

總數 99.9 74.4 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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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責人員資歷 

1.7 教職員資歷 

教師及各專責人員的資歷如下： 

  教師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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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教師專科訓練及教學經驗 

在2013-2014年度，本校各學習領域之任教老師平均超過89%已接受專科訓練，

而教學經驗超過 10 年的教師更有 60%。各學習領域的任教老師已接受專科訓練的情

況及教學經驗表列如下： 

各學習領域的任教老師已接受專科訓練的情況 

 

教師教學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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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的成效與反思 
2.1 重點關注事項一：建立優質團隊，提升組織及管理效能 

 

2.1.1   目標一：提升核心管理團隊的凝聚力，以成就共同願景 
(a) 策略及成效 

(i) 學校管理層 - 學校行政委員會成員完成〔身心語言程式學〕(NLP)課程，在建

立團隊方面，實踐所學習的理論與技巧。  學校行政委員會訂立凝聚團隊的目

標，確立行動，共同實踐。 
 學校跨部門的核心管理層成員，完成兩年期的 NLP 課程之工作坊，從而

完善了彼此之間的溝通模式、學習教練(Coaching)技巧於日常工作中，並

藉著工作坊的個人分享及反思，促進彼此的認識，從而提升核心團隊成員

之間的凝聚力。 
 核心成員參加了該課程，不但有助個人成長，並能改善日常工作上的溝通

及提升自我領導能力。 
 

(ii) 職員層面 - 透過不同途徑如《校訊》及職員專業發展日，鞏固職員對學校的

信念〔BRIGHT﹞的理解，並鼓勵同工在工作上實踐。  
 校長及領導層於職員專業發展日中講解學校的信念，讓職員清楚明白箇中

的意思。 
 學校管理層於平日的交流及會議中，鼓勵職員於日常工作中多運用學校的

信念 “BRIGHT”。 
 

(iii) 學生層面 - 透過學生集會及班主任課，職員與學生討論〔BRIGHT﹞的意念，

並引導學生從中學習，建立對學校的歸屬感。 
 雖然本校的學生認知能力有明顯差異，大部分學生也能理解 “BRIGHT”

學校信念之意義。 
 中、小學集會及班主任課以 “BRIGHT” 為主題，在職員的引導下，學生

能以不同形式如話劇、歌唱及職員分享來認識該意念。 
 
(b) 反思及跟進建議 

(i) 核心成員可於個人生活及工作中，繼續應用 NLP 課程所學的溝通技巧。核

心成員掌握了教練課程的發問技術，並應用於督導下屬，與跨專業團隊成員

溝通，可成為更高層次的專業教練或團隊領袖。 
 

(ii) 學校發展委員會於下學年度，檢視學校的使命、信念及確立學校願景，並向

持分者發佈。 
 

(iii) 於學校的人流較多處，展示學校的使命、信念等標語，令學校的使命及信念

更形象化，提醒整校人員實踐。 
 

(iv) 建議繼續舉辦以 “BRIGHT” 為主題的中、小學集會，但可更深入闡釋個別

主題如 Gratitude (常懷感恩)。 



 
2013-14 周年報告                                                                    9 
 

(v) 建議學生可把自己所實踐 “BRIGHT” 記錄下來，張貼在課室壁報板上，提

升班內同學在日常實踐 “BRIGHT” 的意識。 
 

(vi) 於在班會活動中，建議同學擔當不同工作，從中能發揮 “BRIGHT” 精神，

例如勇於承擔，以鼓勵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學校信念。 
 

 

2.1.2   目標二：完善學校管理，並提升同工人事管理能力 

(a) 策略及成效 

繼續與社聯學院協作，以三個行動小組形式，推行改善項目： 
 

(i) 優化會議效能：進一步發佈會議指引及常規，製訂評估會議成效指標，以加強

議事效能。 
 工作小組已發佈會議指引及常規，並已製作一頁會議指引及常規清單，以

方便與會者及會議主持參考。 
 要求與會者事前準備資料作匯報及討論，以增加會議效能。 

 
(ii) 提升團隊士氣：推廣關愛文化，舉辦不同的活動，讓職員舒展身心，並增加了

溝通的機會。鼓勵上司關心職員，按需要簽發慰問咭，建立關愛文化。 
 為了提升團隊士氣及推動關愛文化，環境及團隊士氣行動小組成員推行

(Day to Day Practice) 日常措施，當中包括 30 秒讚賞、派發滋潤水果、

Rainbow Move Friday、跨部門鬆馳身心活動、無開會日及贈送慰問咭等。 
   
(iii) 績效管理計劃：定期舉行會議，檢視及改善考績流程及工具，並安排相關培訓

工作坊。 
 於績效管理行動計劃會議內，確認及修訂職員考績目的、專業職員考績總

評比重；擬定「職員考績流程」及「撰寫個人工作目標指引」。 
 為全校專業職系同工安排「個人工作目標制定」工作及為上司舉辦兩次「雙

贏的績效評估」工作坊。 
 社聯學院的顧問給予行動小組成員「撰寫個人工作目標及成效」私人指

導，以便行動小組成員更有效指導同工撰寫良好的工作目標。 
 
(iv) 舉辦人事管理的工作坊或講座，例如：建構明確的工作目標及雙贏的績效評估

等。 
 社聯顧問能給予績效管理行動小組成員個別指導，以提升撰寫個人工作目

標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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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行政委員會成員參與教育局或其他機構舉辦之管理課程，例如：處理投訴的技

巧及危機處理，以提升管理層的管理能力。 
 本校參與優化學校投訴管理先導計劃，並已撰寫學校投訴指引，以供職員

依循。 
 學校核心成員如副校長、學段主席及經常與家長聯繫的專業職系同工均參

與處理投訴、調解等工作坊。 
 

(vi) 在新的行政架構下，副校長協調及監察各範疇的工作，讓各科組能清晰釐定工

作目標，以配合學校發展。並可提升部門與科組之間的溝通，增加協作的機會

及效能。 
 先由校長及兩位新任副校長共同於八月制定新的行政架構, 經過諮詢及修

訂後，已交由法團校董會審閱。 
 已初步擬訂各範疇的工作內容，讓各範疇負責人了解自己的職責。 
 副校長完成撰寫各主任管理範疇的工作的初稿，擬於來年繼續撰寫其他功

能組別的工作細項。 
 

(vii) 參觀其他學校，以交流和分享學校管理的成功經驗。 

 本校學校行政委員會成員及教學部核心委員會成員，曾與香港紅十會雅麗

珊郡主學校的管理層交流自評及外評的經驗。本校核心成員藉此交流活

動，更了解學與教、管理範之質素保證及外評的準備。 
 本校邀請鄧鏡波學校李錦鴻校長與本校教學部核心委員會成員，分享外評

準備。 
 

(viii)透過法團校董會，討論成立「校董教職員諮議會」之可能性，以加強校董與教

職員的彼此溝通。 
 向職員派發問卷，以調查成立「校董教職員諮議會」的意見，並於法團校

董會進出討論，以確認設立「校董教職員諮議會」，能有助辦學團體與職

員之間的溝通。 
 本年度安排了兩次專題的分享會，由主任簡介，分別為「一堂好課」的學

與教，及融通網絡，校董對學校的課程與教學深入認識，亦十分認同學校

的發展方向。 
 學校向全校職員發出問卷，收集成立「校董教職員諮議會」之意見，普遍

職員贊成並有部分職員表示願意參與。 
 
(b) 反思及跟進建議 

(i) 會議效能、團隊士氣及績效管理三個小組的行動均見成效，建議明年繼續施

行。 
 

(ii) 為提升同工的人事管理、處理投訴技巧及危機處理的專業水平，建議舉辦有

關工作坊，並鼓勵同工參與相關課程。 
 



 
2013-14 周年報告                                                                    11 
 

(iii) 於下學年職員專業發展日，總結本校有關管理與組職的行動研究之成功經

驗，並邀請紅會學校同工出席分享會。 
 

(iv) 在新行政架構下，建議德公組、輔訓組歸於學與教及學生支援範籌之下，以

便職員更清楚各科組的分工。 
 

(v) 校董會議決將來成立「校董教職員諮議會」，因 2014/15 年度學校接受外評，

故將成立諮議會的目標推遲完成，而 2014/15 年度乃定為成立諮議會的準備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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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重點關注事項二：凝聚專業共識，優化校本課程及評估政策 
 

2.2.1   目標一：制定校本課程政策及資源配套，以照顧不同能力學生的學習需要 

 (a) 策略及成效 

(i) 確立及更新學校多重學習困難學生的特性及需要之資料庫，以供職員參考。 
 本學年以跨部門合作形式，界定多重學習困難學生的類別，並匯集各部

門所存放的相關學生資料，及連結校本個別化教育計劃（IEP）文件，以

便教職員運用資料於學生學習中。 
 

(ii) 制定識別多重學習障礙學生的流程，並向職員介紹資料庫內容，鼓勵在教學

上關注學生的學習需要。 
 在本學年的中小學課程會議之中，課程組主席及組員就多重學習障礙學

生作為討論事項，跟進學生的學習狀況，透過會議討論及觀課讓各科組

在科會中作相關的教學跟進，並在教學計劃及 IEP 計劃列明學生的學習

需要；對於某些學生的特殊情況，會召開個案會議，召集班本成員共同

討論教學策略。 
 班本成員擔當識別多重學習障礙學生的角色，包括各科任老師和治療

師。各學習障礙關注範疇的負責人，會定期向科任或治療師收集有關資

料，再作進一步跟進。跟進包括轉介到專業機構作詳細評估，取得相關

資料配合教學；為學生安排課後輔導，如讀寫困難小組。 
 本學年已在關注事項大會中向專業職系同事介紹資料庫的架構內容，在

完成所有資料輸入之後，再會發佈最新資訊給同事參考。 
 

(iii) 確立校本調適課程及採用融通計劃的準則及政策，讓不同能力的學生得到適

切的課程安排。 
 現根據學生的智障程度劃分學生組別，以採用合適的課程教授。本學年

因應學生的學習差異，較集中研究討論各科調適課程的深度與廣度；而

融通計劃則較集中開拓 SELTAS 電子學習平台及 E-LEARNING 元素。 
 

(iv) 確立校本「拔尖」政策，以發掘學生潛能。制定科本策略，以提升及發展學

生的不同方面的能力。 
 校本「拔尖」政策只作為一般的原則性指引，供老師參考，老師須根據

各科的特性（如某些科目是以能力主導，某些科目以內容為主導），為學

生制定科本的拔尖策略。 
 

(v) 在不同學段，識別整體學習能力稍遜的學生，確立跟進方法，以照顧其學習

需要。 
 已在中小學課程組會議中識別出各學段學習能力稍遜學生，並進行一系

列的跟進措施，如課後學習支援、老師個別輔導課、言語治療小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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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反思及跟進建議 

(i) 整合資料庫確能讓教職員更方便認識及了解學生的特性，而且有助新老師

掌握學生的個別差異，以製作適切的教材給學生；但由於製作及更新資料

庫需時，本學年未及完成所有輸入程序，建議在新學年內完成。 
 

(ii) 為豐富資料庫的内容，建議下學年教育心理學家就學生智能及個別學科學

習障礙給予意見。 
 

(iii) 以課程組帶動教學討論是十分適切而到位，從校本到科本以至班本層面，

互相緊扣，能有效關顧學生的學習需要，惟需要盡快完成資料庫的整合工

作，讓教職員更掌握學生的特性。 
 

(iv) 建議明年在 IEP 計劃中，加入學生學習障礙的資料，讓老師在編寫策略時，

能更全面考慮學生的多重障礙，從而作出調適。 
 

(v) 按科本需要發展校本調適課程指引或框架，及發展融通計劃的校本課程單

元管理及計劃，而採用融通計劃的學生，能否轉讀調適課程，需要透過適

切的評估措施作診斷，來年可就學生評估的策略與措施作進一步探索。 
 

(vi) 融通計劃中的 SELTAS 平台及 E-LEARNING 元素，其理念精神也可應用

在其他課程之中，應以全校參與模式加以推廣。 
 

(vii) 建議來年各科組根據校本拔尖政策，定立科本在不同學段的拔尖措施。 
 
 

2.2.2   目標二：建立學習型團隊，以提升教師在課程設計及教學組織上的能力 

(a) 策略及成效 

(i) 配合新的課堂時間，修訂「一堂好課」的定義，修訂觀課表，並在觀課時試

用新表格。 
 觀課表新增了(授課老師自評小貼士)，在制度上強化了學校推行自評文

化的元素。而自評小貼士正是一堂好課的重要環節，藉此提醒教師自我

檢視課堂教學的質素，更能鼓勵教師為下一堂課作出改善。 
 

(ii) 舉辦培訓及工作坊，以「成功經驗」及「課堂研習」為主題，讓教師可以分

享教學成果。 
 本學年已舉辦兩次教學分享會，第一次是與老師分享新課時的教學模式

及優秀課堂，同事都能從中獲益，亦有助新老師適應教學，彼此觀摩學

習。此外,工作坊同時包括講解編寫教學計劃的重點，及推廣電子學習

資源的運用。70%老師認為課堂分享能給予參考作用。80%老師回應在

工作坊後會嘗試把更多電子學習元素帶入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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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學期舉行了一次 IT 工作坊，工作坊重點介紹一些電子教學工具和平

台，讓老師能夠減省製作電子教材的時間、提升課堂的互動性、以及利

用電子平台延伸學習。老師普遍贊同電子教學工具有助減省製作電子教

材的時間。 
 在兩次工作坊後，登入電子平台選取資源的人數有明顯上升。 

 
(iii) 推薦教師參與個人專業發展及培訓計劃，以提升教學團隊的專業水平，例：

資優教育教師專業發展。 
 校方按學校發展的需要、教職員的意願，推薦同工參與教育局、相關

大專院校舉辦的「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專題課程及其他學科、

課程規劃等培訓活動。 
 中、小學課程組積極推動科主任及教師參與香港資優教育學苑舉辦的

網上課程。 
 

(iv) 舉辦校本培訓以提升教學助理及義工的技巧。 
 於 30/9 舉行了「新生簡介會」，讓教學助理認識及掌握新生在學習及照

顧方面的需要，使課堂的運作效能得到提升。 
 於 10/3 舉行「感統工作坊」，讓教學助理認識及明白有感統障礙學生的

學習困難及需要，能更有效支援及協助學生學習。 
 於 2/5 舉行了讓教學助理更了解學生不同的個性與特質，提升了與學生

相處的溝通能力。 
 
(b) 反思及跟進建議 

(i) 建議來年繼續舉辦分享會，可以不同主題，不同形式進行，或可邀請嘉

賓分享，或邀請某些科組作分享交流。 
 

(ii) 普遍老師在總結課堂和提問技巧上仍需要繼續培訓，課堂上培養學生的

協作能力、創意思考、高階思維能力的機會不多，建議明年工作坊加入

相關元素。  
 

(iii) 由於本校每學年推薦同工，於上課日期修讀「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專題課程的人數有限，宜有規劃地讓有志修讀此課程的同工，在指定年

期內完成課程。 
 

(iv) 「新生簡介會」能有助教學助理認識及掌握新生在學習及照顧方面的需

要，使教學助理能更有信心協助課堂的運作。建議來年繼續舉辦有關簡

介會，讓教學助理掌握新生的特性。 
 

(v) 「感統工作坊」能有助教學助理認識相關的知識，以致能有效支援學生

的學習需要。建議來年繼續舉辦有關學生障礙的工作坊，加強教學助理

對學生不同障礙的認識，能更有效支援及協助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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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由於來年教學助理的人數增加，建議來年學期初舉辦校本的工作坊予教

師助理及義工，讓他們明白如何在課堂上協助學生學習，掌握不同學科

的要求及學習策略，能有效協助課堂運作，讓老師發揮更佳的教學效能。  
 
 

2.2.3   目標三：完善學習評估機制，推展多元學習評估摸式 

(a) 策略及成效 

(i) 確立及制定各學科的進展性評估及總結性評估的內容及推行方法，讓教師

能從多角度評估學生的能力。 
 中小學課程組已就各學科的評估內容及方法作收集整理，制定政策文

件，讓各學段科任老師有所參照，不會因為過於遷就班本或個別學生

的情況而偏離既定的評估要求。 
 

(ii) 研究學生學習概覽的初型，讓持分者更掌握學生的學習及進展。 
 學生學習概覽在普通班已定立跟進模式，課程核心組已認定智障學生

的學習概覽宜多作搜證，以具體的課堂表現及收集習作為學習概覽的

主幹。 
 

(iii) 確立及制定學與教範疇的評鑑機制，監察課程的實施及推展成效，以提升

教學質素。 
 課程核心組認同檢查課業乃評鑑機制的一項重要，本年度下學期已收

集並檢視課業，亦對課業的批改及格式提供意見。 
    

(iv) 確立及制定非學科範疇的評估內容及推行方法。 
 課程組提交學生操行的評分準則。 

 
(v) 建立校本評估資料庫。 

 現行措施包括各科試卷收集及於本學年開始收集優良課業。若針對調

適及智障課程的評估，須進行相關的搜證工作，並把評估資料存放於

一整全的校本評估資料庫中。 
 已為調適課程建立 SCALE 評估資料管理區，以及普通課程建立成績表

管理區。評估完成後科主任會檢閱資料，並在課程會上交流，相討跟

進方法。 
 

(vi) 定期檢視評估數據，讓各學科掌握學生的能力及需要，並適當地調節課程

及教學安排。 
 中小學課程組就 TSA、DSE 成績及校內試成績，了解學生在各科的表

現，並請科組跟進討論，以調節教學內容的深度與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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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反思及跟進建議 

(i) 評估數據是有助檢示老師的教學成果及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效，建議科

組能夠定時在科組會議及課程組會議中匯報評估資料及跟進措施。 
 

(ii) 2014-15 年將就修讀特別班的學生確立學生學習概覽的初型，包括學習

概覽的內容及範例。 
 

(iii) 檢查課業在 2014-15 年度開始成為常規制度，透過檢視課業，讓課程管

理者更掌握學生整體的學習狀況，及有效地推行評鑑機制。 
 

(iv) 學生操行的評分準則需於 2014-15 年度在教學部取得共識，然後按步推

行。 
 

(v) 下學年會繼續建立評估資料庫。 

 
(vi) 下學年會把所有 SCALE 評估資料滙入電子平台，讓老師更容易追查學

生在各學科或範疇的學習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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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重點關注事項三：完善學生支援系統，照顧學生全面成長 

 
2.3.1   目標一：識別學生成長需要，以制定品德培育的支援政策 

(a) 策略及成效 

(i) 制定機制以釐清學校支援的角色，清晰界定學生在各學段的成長需要，推行

適切的品德培育計劃。 
 已完成制定「學生成長及品德培育支援政策」的初稿，內容已清晰界定

各學段學生在成長上的需要及推行策略，並於學校行政小組會議內進行

討論及檢視。 

 
(ii) 科組如中文科、中史科及德公組按學生需要，制定科組政策及籌辦適切的活

動，以加強品德培育的元素，讓學生建立良好品格。 
 中文科組的教學計劃內浸入品德培育的元素，列明有關教品德培育的學

習目標，加強有關學習內容；中史科則透過對歷史人物及史事的認識，

評論某些重要歷史人物的生平功過，以培養學生優良的品德，以及對社

會、民族的責任感；德公組與生命教育小組成員完成制定「生命教育推

行政策」的初稿，以加強培養學生的品格。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透過

問卷調查及香港教育學院生命教育團隊的指導，更有效識別學生的成長

需要，以制定相關政策。 
 
(b) 反思及跟進建議 

(i) 「學生成長及品德培育支援政策」能清楚釐定學生成長的需要，有助每個

學段掌握學生的需要及對學生的期望。建議來年學校行政會議確立「學生

成長及品德培育支援政策」的內容，推展「生命教育」，按政策內容擬定班

主任課的主題及活動的安排，試行品德培育計劃，使學習內容更貼近學生

成長的需要，以支援學生成長。 
 

(ii) 科組在教學計劃及活動上滲入品德培育的元素，能有助支援學生的品德培

育，但有關科組在具體政策上的配合，仍有待討論及加強推展及籌辦適切

的活動。建議下學年的英文科、通識科及綜合人文科可按學生的需要，制

定科組政策及籌辦適切的活動，以加強品德培育的元素。 
 

(iii) 而有關「生命教育推行政策」，建議下學年由德公組與生命教育小組繼續把

政策逐步實踐及修訂，及繼續聘請教育學院生命教育團隊到校支援，並派

代表到外地交流，以進一步協助學校推展生命。 
 

(iv) 為完善「公、德、性、環」的課程規劃，建議來年制定「性教育課程指引」

及「環保教育政策」，以培養學生良好品格，提升生命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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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目標二：擴闊學生的學習經歷，開發學生多元潛能 
(a) 策略及成效 

(i) 透過設計課堂活動，加入多元學習元素，讓學生走出課室，多參與外訪及社

群活動，以擴闊學生的學習經歷。 
 各科組需於學期初提交全年的活動計劃，在科組的行事曆內，加入多元

學習元素，讓學生走出課室，，如中文科有中文日、英文科有 GREEN DAY

及 INTERNATIONAL DAY、數學科有數學遊蹤、體育科有精英運動員

同樂日、藝術範疇有藝術日，及各學段有不同的交流和外訪活動等，以

擴闊學生的學習經歷。 
 

(ii) 於各學段會議及個別學生學習計劃 (IEP) 會議內，識別具體藝及服務人羣潛

能的學生，鼓勵參與校外的活動及比賽，讓學生得到均衡發展。 
 經識別後，本校具體育潛能的名單有 38 人，具藝術潛能的名單有 41

人，同屬兩個名單的學生有 17 人，共有 64 人至少列於其中一個名單之

內。本年度內，學生積極參與各種校外服務和比賽，全校名單內約有一

半的學生(48%或 31 人)能出席至少兩次的校外比賽或服務，獲得很好的

成就和經驗。如計算出席 1 次或以上的百分比，則高達 9 成，而學段三

及學段四學生的參與率略較學段一及學段二為高。 
 

(b) 反思及跟進建議 
(i) 各科組於學期初提交全年的活動計劃，有助提醒加入多元的學習活動元

素，確保學生的學習經歷能得以提擴闊。建議各科組在下學年繼續使用

科組行事曆，以策劃不同經歷的學習活動給學生，甚至可推行跨科活動，

以合力擴闊學生的學習經歷。同時，也可多聯絡不同機構提供訓練或活

動予學生，以發展學生多元潛能。 
 

(ii) 本校學生積極參與校外活動及比賽，表現投入，使學生能積累經驗，有

助全人的發展。建議修訂個別學生學習計劃 (IEP) 表格，列明學生潛能，

以識別具體藝及服務人羣潛能的學生，並於下學年的個別學生學習計劃 

(IEP)會議內，按學生的能力，識別學生的潛能，定下發展計劃，以開發

學生多元潛能。另外，也可善用「生涯規劃」的撥款，幫助高中學生規

劃人生。 
 
 

2.3.3   目標三：提升教職員及家長的專業知識，以支援學生 

(a) 策略及成效 

(i) 設定主題，舉辦校本職員培訓或工作坊，讓職員更掌握學生需要。 
 本年度舉辦了「九型人格工作坊」，講者分享了不同個性的思維模式及

與他們有效溝通的方式。職員投入參與，工作坊後五十多位職員主動購

買相關書籍，另外，有三十餘位職員主動報名參加相關的輔導工作坊以

增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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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宣傳及推廣校外舉辦的品德培育課程及講座，鼓勵職員進修，提升專業知

識，支援學生品德情意教育。 
 本年度透過電郵將校外舉辦的品德培育課程及講座介紹給中小學教

師，鼓勵職員進修，提升專業知識。同時，在德公組的會議中推廣校外

舉辦的品德培育課程及講座，鼓勵組員進修。職員積極參與，參加講座

人數多於三十人。 

 
(iii) 配合家長需要，確立主題，舉辦品德培養研討會或工作坊(如性教育工作坊)，

以支援學生的需要及加強家長培育子女技巧。 
 於學段一及學段二的家長日邀請了家計會到校舉行講座，引起了家長對

性教育的重視，也於第三學段學生家長日邀請了本區警民聯絡主任到校

為家長舉行有關「網上罪行」的講座，引起家長對子女上網的關注，從

而協助子女正確地運用電腦學習。家職會也舉辦了有關「提升記憶力」

的家長講座，教導家長提升記憶力的方法及如何協助子女學習的方法。 
 

(iv) 擬定家長教育政策，推行家校合作，提升家長支援學生成長的專業知識。 
 社工與教學部共同擬定了「家長教育政策」，讓家長接納子女的限制、

掌握自己子女的能力，配合學校的方向，提升家長的照顧子女的技巧，

共同培育學生。加強職員與家長的溝通，促進家校的合作伙伴關係。 
 學校已完成撰寫家長教育的政策文件，並於學校行政委員會中報告文件

內容。 
 

(b) 反思及跟進建議 

(i) 教學助理對「九型人格工作坊」反應熱烈，認為有助提升對自己及對學

生的認識。建議來年繼續邀請外賓，主持有關認識學生成長或教學方法

的工作坊，讓教學助理掌握學生的特性，能有效協助課堂運作。 
 

(ii) 在工作坊中，職員表現投入，內容能誘發職員參與及對相關知識的追求。

建議工作坊宜不少於九十分鐘時間，以便有足夠的時間作交流。另外，

建議來年舉辦有關「品德培育」的講座，以提升教職員及家長的專業知

識，以支援學生成長。 
 

(iii) 有關宣傳及推廣能鼓勵教職員進修校外舉辦的品德培育課程及講座，以

提升專業知識，支援學生品德情意教育。建議來年建議繼續透過電郵及

功能組別宣傳及推廣講座，鼓勵職員進修，並把推廣至不同專業職系。 

 
(iv) 家庭是教育學生的基地，家長配合學校的教育工作令事半工倍。建議來

年於行政層中落實家長教育政策，並於學校各層面積極推行，家校攜手

為學生的成長而努力。與家職會合作推行家長教育政策，發揮家校合作

的精神，以提升家長支援學生成長的專業知識。 
 

(v) 在學校管治委員會的推動下，學校亦擬定了家校協作計劃的模式，並初

步建議了 2014-15 年度的培訓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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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與教 

3.1   課程特色 

本校本著「同一課程架構」的原則，提供由小一至中六的課程，按學生的能力

提供不同類型的課程，包括普通課程、調適課程及智障學生課程。因應學生的學習

需要及程度，為學生訂立個別化教育計劃（IEP），並在校本課程的設計上，照顧學

生的學習差異。針對智障同學的需要，本校參與了融通網絡計劃，為學生訂立適切

的學習目標及教學策略。 
 
3.1.1 課程規劃及管理   
 
    本校設課程核心組，負責規劃及管理整校的課程政策及學與教事宜，再交中小

學課程組跟進執行。中小學課程組透過觀課及定期會議，與各科科主任及學段主席

溝通，了解班本及科本學與教成效，而科主任則在科組中落實執行校本學與教政策。

在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方面，課程內容及進度均作出調適，讓學生得到均等的學習

機會及均衡的發展。學校更致力培育學生，建立自信及積極的態度，對自己、家庭

及社會，均能活出有尊嚴的人生。 
 
本校著重四個學習階段不同的關注目標，就各科訂立適切的校本課程學習單元

及相關的評估措施，以跨專業全校參與模式，凝聚專業共識，為學生提供全方位教

學。就新高中課程的規劃，本校為學生提供多元的選修科目及替學生報讀應用學習

課程，同時會因應學生的學習差異，在編班、課程內容及教學進度作調適，讓學生

有全面而均衡的發展。 
 
3.1.2 課程與教學發展組 
 

為有效推行及監察校本學與教項目，本校成立課程與教學發展組，成員包括校

長、副校長、中小學課程主席及融通計劃負責人，就整校學與教事宜作定期檢視。

本學年集中討論融通計劃的推展進程，另就關注事項二（學與教）的工作項目作具

體跟進。本學年全校正式實施新課時，為有效協助老師適應及掌握新課時的課堂規

劃，本組籌備了兩次教學分享會，讓老師互相交流及分享教學成果，及共同檢視新

課時的運作模式。 

 

3.1.3 中學及小學課程組 
 
中學及小學課程組負責執行課程核心組所訂立的周年計劃，透過定期會議，給

各科主任及學段主席交流學科教學情況，以及就個別學生的學習困難作討論研究。

本年度中學課程組工作包括訂立課程政策，商討支援學生學習的方案；小學課程組

確立了課業評估政策、採用調適課程準則，並就大部份學生確立了個別化教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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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年度在延長課時的新架構下，兩組積極推動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課堂模式，

加強電子教學的培訓，及舉辦「成功經驗」工作坊，提升教師掌握新課堂結構，增

加學生參與課堂活動的機會。 
 

3.1.4 校本課程發展 

 

本學年中小學各科透過中小學課程會議及各科本會議，就調適課程的教學策略

作討論及交流，匯聚經驗及教學資源，以期初步制定校本調適課程政策。中文科就

新高中調適課程的教學目標及內容制定了基本架構，以促進學生的語文學習能力。

英文科完成了三年提升小學英語水平津貼計劃（EEGS），開發了小五至小六寫作範

疇的教材套，使學習內容更適切本校學生的需要。數學科統整了調適課程的電子課

業資源庫，按範疇及輸出模式作整理，同時亦整理已有的工作紙資料庫及教具，方

便同事調適教材及使用。此外，亦建立了科本圖庫區，圖片按各主題作分類，減省

科任的備課時間，促進資源共享。視藝科發展了小一至小六校本課程，從評賞、技

能、知識三範疇規劃小學視藝科各學年的學習內容。 
 
3.1.5 學段關注目標 
 

本校在四個學習階段內訂立不同的關注目標：第一學習階段主要引導學生明白及

接受自己的弱能，肯定自己的存在價值，此階段採納「引導式教育」的模式實踐教

學。第二學習階段專注培養學生正面的人生觀及良好品德，此階段課程設計的重點

是平衡個別學習需要及主流課程的要求。第三學習階段重點培養學生堅毅勤奮的態

度，開拓不受體能限制的種種領域，此階段除學科外，亦強調培養學生品德、獨立

及積極人生態度。第四學習階段聚焦在公開考評的課程及為學生即將全面融入社會

作準備，此階段着重培養學生正確的做人和處事態度，並認識他們作為弱能人士的

使命。 

 

逐步以水平參照為重點實踐教學 
Towards criteria-reference orientation 
 

廣闊而均衡的課程 (包括所有主要學習領域) 
Broad and Balanced Curriculum (including all KLAs) 

整校的使命 
The School Mission 

跨專業全校參與模式 
Trans-disciplinary Whole School Approach 

 
 

以引導式教育模式實踐教學 
Adopt the notion and approach of 
Conductive Education 
 

KS4 KS1 KS2 K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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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個別化教育計劃 
 

本校早於 2003-04 年度開始設「學生個別化教育計劃」(IEP)，為有顯著學習困

難的個別學生訂立學習目標及策略。由 2012 年開始，計劃加以擴展，每學段均有一

班全面推行個別化教育計劃，而新生及有急切需要的學生亦會優先加入計劃。參與

班別會按年遞增，預計到2015年可擴展至全校學生。學校因應每位學生的個人需要、

專長、潛能等因素，擬定長遠學習目標、學段目標及學年目標；並就學科學習或其

他成長需要構思具體策略，每年學年終會就每個學生的計劃作檢視及修訂。本學年

中小學各學段參與計劃的學生，在學習上都得到全面的照顧及考慮，而班本成員亦

透過班本會議，就計劃的推行作定期的檢視及修訂。 
 
3.1.7 「融通優質教育網絡」計劃  

 
學校自 2006 年已參與由香港大學融合與特殊教育研究發展中心領導的「融通」

網絡計劃，在「同一課程架構」的原則下，因應學生的能力釐訂學習目標、並用「以

學生為中心的學習」的原則設計活動及製作合適的教材。本年度「融通」網絡計劃

集結了過往的發展經驗，訂定了「融通網絡八大標記」，讓老師及大眾更掌握此計劃

的特色及發展重點。有關的網絡學校更積極發展「融通網上課程資源中心」(SELTAS)，

參與學校透過運用 SELTAS 平台撰寫班本教學計劃及準備電子學習教材，為學生提

供更多元及更自主的學習機會，也為老師提供共享資源的平台。 

 

3.1.8 校本評估策略 
 

本校以「一條龍」方式提供全面及多元的課程，針對不同學習的情況及特殊學

習需要，設有各種評估策略，有助呈現學生的學習能力及進展。除校內測考外，本

校小三、小六及中三學生均有參與全港性系統評估，每年的評估數據均有助老師調

適教學目標及預期成果。 智障學生除了透過校內定期的測驗和考試外，在學期終會

使用「融通」網絡計劃的「能力指標」(基礎課程)或學習進程架構(高中)作總結性評

估，顯示學生在各學習範疇的表現和進展。學校亦為有不同學習障礙的學生調適課

程，在進展性評估和總結性評估方面均會調適評核的內容及模式，例如測考卷以特

別格式顯示、用多項選擇取代答題形式、以部份實作題取代紙筆回應、口述代筆等

等，以致學生能盡量參與評核，呈現真正的學習能力。本年度中小學科目已就各科

目評估政策作出修訂或檢視，以強化進展性評估的效能，使老師更掌握學生的學習

進度，適時調節教學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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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各學習領域的課時 

小學學習領域及治療課時比重 

 
註： 跨學習領域包括增益課程、社適課、專題研習課等。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與科學、科技教育兩個學習領域包括常識及電腦科。 
2013-2014 年度的課時中，多元學習活動佔當中的兩節課時。 

 
中學學習領域及治療課時比重(中一至中三) 

 

註：跨學習領域包括增益課程、通識思考訓練課等。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包括綜合人文、地理、中國歷史、經濟、商業及企業概論。 
科技包括普通電腦科、科技與生活。 
2013-2014 年度的課時中，多元學習活動佔當中的兩節課時。 
由於每個高中學生的選修科目不同，學習領域及治療課時比重不會作出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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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總授課日數 

實際上課日數如下： 

總授課日數 

 

3.4   教職員專業發展 

本校為不同員工包括專業職系員工提供多元化的培訓及發展活動。本校的專業

職系員工包括了校長、教師、治療師、社工、護士、舍監，宿舍家長等。「職員專業

發展組」統籌跨部門的專業發展活動，確保每學年均安排多元化的專業發展講座、

工作坊、研討會或交流活動。 
 

從「管理與組織」、「學與教」及「學生支援」等範，本校均會針對整體職員

及就個別部門的培訓及發展需要，籌備相關培訓及發展活動。例如教學部的中、小

學課程組因應新上課時間表的變動，為教師提供「一堂好課」等工作坊作專業交流

及分享。另外，宿舍部、治療部等專業職系部門均有其專業發展計劃或平台，以提

升專業知識、技能及態度。 
 

本校亦為新入職員工提供「新職員入職簡介會」、在職培訓等安排，以便他們盡

早融入本校的工作文化，以發揮本校的核心價值---BRIGHT。 
 
3.4.1 職員參與校內主要培訓項目 

日期  項目 

2013年9月   新職員入職培訓簡介會 

   新學生介紹及學生注意事項 
  「個人工作目標制定」及部門及科組財務管理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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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  會議指引及常規發佈會 
  身心語言程式學 Neuro Linguistic Programming(NLP) 

 Self-Actualizing Coaching Skills and Attitude for Core Team 
Members 

2013年12月  雙贏考績工作坊---雙贏的績效評估 
 項目管理工作坊 

2014年5月  學生輔導技巧工作坊 (九型人格的應用) 
 雙贏考績工作坊II 

2014年6月  校規的法理依據講座 
 全體職員退修營 

2014年7月  生命教育工作坊 
 SELTAS網上學習平台應用工作坊 

2014年8月  生命教育發佈會 
 外評觀課分享 

 

3.4.2  職員參與校外主要培訓項目（包括工作坊、海外交流） 

日期  項目 

2013年9月    幫助有自閉症的小學生發展社交認知、溝通及情緒調控的有 

  效策略 

    Handwriting without tears workshop 

2013年10月    處理學校投訴修訂安排先導計劃發佈會 
   生命教育的內涵及開展模式工作坊 
   生命教育的學與教工作坊 
   Update on children asthma management 
   Recent Research & Practice for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2013年11月    如何改造環境及利用器材以配合體障學童 

   處理學校投訴經驗分享會 

   Workshop on DSM-5's New Chapter on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s -- Implications for Assessment & Intervention 

   Augmentative and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5th Asia Pacific Conference - Autism and Coaching 
   Normal & Pathological Gait: Gait Analysis Workshop 

 

2013年12月    化解投訴策略及調解技巧工作坊 

   學與教博覽2013 

2014年1月    前線人員處理投訴的溝通技巧工作坊 
   Enhancement of Care for Children with Medical Complexity in 

  Special Schools 2014 
   Sensory Defensiveness-A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Approach 
   IT in Education e-Learning Series: Dissemin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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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ected School Projects under the Pilot Scheme on e-Learning 
  in Schools – Sharing Session and Workshop 

2014年2月    網上教學與翻轉課堂Web-Teaching and Flipped Classroom  
   Mediation Skills Training Programme   

2014年3月    學校外評工作分享會 
   家長教育-促使家長真正成為教育子女的合作伙伴 
   Seminar on teaching Core Vocabulary of daily communication for 

  students with moderate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2014年4月    「支援有特殊需要學童」校長教師研討會 

   支援特殊學校運用學習進程架構--評級協調會議的準備 
   學校數據運用與學校發展 
   中學學校課程領導杭州專業考察交流團 
   學校自我評估與校外評核工作坊 

2014年5月    資訊科技教育電子學習系列：「有效使用平板電腦應用程式於 
  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學與教」工作坊 

   「生命教育」講座─特殊教育篇 
   特殊教育訓育及輔導活動觀課 
   生涯規劃課程津貼資訊發放會 
   Supporting English Learning for Students with SpLD in reading 

  and Writing 
2014年6月    「使用版權作品作學與教用途」研討會 

   思覺失調與精神分裂的分別 
   雨後陽光-支援學生面對創傷事件研討會 
   「i-PLAY我玩我成長：支援發展障礙兒童之校本遊戲治療」 

  分享會 
   CITE Research Symposium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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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對外公開講座或分享活動 

日期 職員姓名及

職位 

項目 主辦機構 

2013年~11月 張建新 

職業治療師 

陳蕙婷 

物理治療師 

“Types of Disabilities and Equipment 
Use”, and “Assistive Technology for 
Children with Physical Disabilities” 

香港教育學院

特殊學習需要

與融合教育中

心 

2013年~11月 陳蕙婷 

物理治療師 

為物理治療系學士生提供臨床講學 香港理工大學 

2013年~12月 張建新 

職業治療師 

認識肢體傷殘學生的輔助科技、學生示

範考試調適、與應屆文憑試考生交談 

香港教育學院 

2014年~4月 陳蕙婷 

物理治療師 

為物理治療系碩士生提供臨床講學 香港理工大學 

2014年~5月 張建新 

職業治療師 

認識肢體傷殘學生的輔助科技、學生示

範考試調適 

 

香港教育學院 

2014年~7月 張建新 

職業治療師 

Sharing on the factors of extra time 
allowance determin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pecial examination 
arrangement 

香港理工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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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學科學習 

3.5.1 中學主要學科 

 中文 

- 中學同學在十一月份參加了一年一度的朗誦比賽，成績理想，大部份同學

獲得優良獎狀，個別同學更獲亞軍及季軍。 

- 中文組於四月份舉辦了中文日活動，主題為「春」。本組就各班的能力及

需要，為學生安排了不同類型的活動，如攤位遊戲、閱讀分享、講座等，

同學都能投入參與，反應理想。 

 英文 

- 為提升中四至中六學生對英語寫作的認識及興趣，英文組特聘二位外藉老

師於課後到校為各組同學教授一連兩堂之英語創意寫作課程。當中按學生

之不同能力教授基本寫作技巧，並透過生動有趣的活動和練習，由淺入深，

先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激發創意，再為他們提供學以致用的機會，把意

念有組織地以文字表達。學生於課程後表示課堂生動有趣，課堂內容實用

易明，令他們對英語寫作更有信心，並期望再有機會學習。 

- 為提升中學生的英語溝通能力及信心，加強其學習英語的動機和興趣。英

文組和活動組協作，與香港國際學校合辦為期兩天的歷奇活動。學生於活

動後皆對活動給予正面評價，反應理想。 

 數學 

- 透過觀課，科主任與科任一起分享心得，提升學與教效能。 

- 透過共同備課預備教案(包括電子學習活動)、教材及教具，並由老師教授，

課後共同討論及分享，學習如何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及對課業設計和課

堂活動設計作適當的調適，用以提升各科任的教學效能及新時間表的運用

技巧上得以提升。 

 通識及綜合人文 

- 通識科及綜合人文科為行動特別困難的同學舉辦了「澳門一天遊」，於 2014
年 6 月期間前往澳門，考察澳門在歷史、文化的發展。學生在各方的協助

下，克服身體的障礙，透過體驗式的學習，增加了對澳門的認識。 
- 本科組在下學期鼓勵學生參加「明報網上時事通識問答比賽」，學生反應

良好，獲得該比賽第七及第八回合的「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 通識科策動了初中及高中學生參加「明報網上時事通識問答比賽」，學生

反應良好，從中提升了對日常時事的關注，並獲得該比賽第七及第八回合

的「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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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小學主要學科 

 中文 

- 在二月份籌辦了以「春」為主題的「中文日」活動。透過攤位遊戲，加強

學生對成語、修辭、句式等的認識及運用。當日活動氣氛良好，員生積極

參與活動。過程中擴闊了學生的學習經歷，培養學生對中文的興趣。 

- 配合世界閱讀日，舉行了一次整校性的閱讀活動，主題為「環保」。當日

學生分組閱讀相關故事書，閱讀後各班利用被廢棄的物品製作用具，最後

更有機會在全體同學面前分享製作心得及閱讀後感。活動氣氛良好，學生

積極投入活動，勇於在員生面前分享故事，同學在製作環保用具時更展示

出令人驚喜的創意。 

 英文 

- 於上、下學期舉行 Green Day 及 International Day 英文活動，透過是次活動

加強學生學習相關詞彙和語句、提升愛護環境的意識及認識不同國家。活

動當天學生參與不同活動，包括閱讀、手工、運動及食物製作等，學生表

現積極投入，也對自己的作品感滿意。 

- 本年有兩班同學與國際學校的學生作閱讀交流，他們會在午膳及一節課堂，

進行閱讀及英語學習活動，包括說故事及手偶製作。 

 數學 

- 「數學遊蹤」活動： 

小學數學組在六月份為高小舉辦了「數學遊蹤」，學生須實地解難、度量、

畫圖形等活動，以提升學生對數學的興趣，並增強學生認識數學與生活之

間相關的聯繫。 

- 共有 4位同學參加由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主辦的 2014亞洲國際數學奧林

匹克公開賽（AIMO Open）初賽，最終 1 位同學獲得小三組銅獎，1 位同學

獲得中一組銅獎。 

 常識 

- 小六班於四月十五、十六日舉行二天澳門境外遊學習團，學生透過參觀不

同博物館和接觸當地的文化，理解中國近代歷史和科技發展，增廣見聞。 
- 科主任使用 SELTAS 平台製作 e-learning 電子學習教材，在科會上向科任

介紹，加強科任在教學中使用電子學習教材的關注度。 
 

3.5.3 其他學習領域 

 科學 
- 2013 年 9 月至 2014 年 7 月， 進行科學剪報活動，上下兩學期共完成了十

一輯，每輯資料均作電子版，儲存於課程區，供其他科組的老師使用。 
- 2014 年 1 月至 2 月，中一同學進行了一次專題研習，他們到超級市場了解

貨品擺放的位置，以加強分類學的概念，部份同學的作品的質素相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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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 
 電腦 
- 為了發展同學的多元潛能，聘請了導師到校教授 Scratch 程序編寫軟件及

Crazy Talk 動畫創作軟件。另外，亦資助了部份修讀資訊科技科的高中同

學參與智能手機程式編寫課程。 

 

 科技與生活 

- 全港開心果月期間，科技與生活科舉辦「水果餸菜製作」比賽，初中及高

中兩班同學利用水果作材料製作一款小菜。全校職員及學生一人一票選冠

軍，選出最受歡迎獎。競爭十分激烈冠、亞及季軍只差一至兩票。 
- 初中舉辦以環保為主題的專題創作，各班利用收集了一星期的廢物，再以

小組形式創作製成一個家居擺設。過程中，學生表現投入，也能發揮創作

能力，最重要領略到環保由自己做起，要愛護地球。 
 

 個人、社會及人文 

 中國歷史 

- 本科組於課堂強調運用地圖教學，教導學生認識中國重要的山川河流及歷

史名城的地理位置；科組壁報亦以中國地理為主題，加深學生對中國地理

的認識。學生在地圖教學活動中對中國地理有一定的認識，加強了對地緣

條件與地方發展之間的關係的認識。 
 

 經濟、會計與財務概論科 
-  於經濟科，教師推廣課外閱讀，並推薦相關圖書給學生於課餘時閱讀。 

於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教師藉著學生到訪快餐店的教學活動及介紹

網絡行業，以討論新舊經濟行業的風險管理及財務管理之異同，以增強學

生的觀察及分析能力。 
 

 藝術 
 視覺藝術 
- 中學部同學今年參觀香港藝術館的朱銘雕塑展。除了參觀場館內的作品之外，

亦參加館方特別為學校而設的創作坊；回到學校，亦對當日參觀的作品，進

行評賞。 

- 本年盡量給予機會同學，參加校外不同類型的藝術創作比賽，如：禁毒 T-Shirt
設計比賽、敬師繪畫比賽等等。亦與校內的德公組合作，合辨校園花卉攝影

比賽。同學普遍反應熱烈，踴躍參加。 

 

 

 

 

 

 



 
2013-14 周年報告                                                                    31 
 

 音樂 

- 於 26/5 舉行了「藝術日」，當日上午設有 14 個不同類別的藝術工作坊供

學生參加，每名學生可參與 2 項不同的活動；下午則有「賽馬會音樂會密

碼教育計劃」的樂器小組到校演出。當日學生反應良好，表現投入。 

 
- 本年度師生合作製作了 10 集「跟音樂家做個 Friend」的播音節目，透過

學校的電視台播放，反應良好，提升了學生對音樂家的認識。 

 體育 

- 協助中文大學進行研究「特殊學校環境如何提供學童參與體力活動的機

會」，有十五位同學參與研究。大學收集數據後，稍後發報結果及建議，

讓政府及社會人士知道特殊學童的需要。 
- 於六月份與香港精英運動員協會合辦精英運動員同樂日。同學透過活動，

認識不同的體育活動。同時讓健全的義工認識有特殊需要的學生，明白只

要調節活動的形式，傷殘學生與健全的學生都可發揮他們的潛能。 

 引導式教育 

- 於社適課中安排不同的出外活動，如：參觀天台農圃、參觀消防局、社區

考察，以擴闊學生的學習經歷。更於主題活動中加入了創意元素，如：G1
製作不同的聖誕飾物、復活節手工和以肢體活動表現夏天景物；G2 於我愛

大自然主題內進行了四格漫畫創作及創意舞蹈；G3 於宿營主題中表演彈琴、

功夫和舞蹈。學生於活動中發揮創意，表現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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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學生活動 

本校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各類型的活動，培養個人興趣及發展潛能。下表列出 
2013-2014 年度學生參加的重點項目： 

月份 項目 

3.6.1 體藝活動 

2013 年 9 – 12 月 
 
 
 
 
 
 
 
 
 
 
2014 年 1 – 3 月 
 
 
 
 
 
 
 
 
 
2014 年 4 – 7 月 
 

 

 

 

 19 位學生參加由 Sportsoho 舉辦的「香港三項鐵人挑戰賽 
20132」，並取得傷殘公開組個人賽亞軍、季軍及優異獎，接力

賽季軍及優異獎。 
 本校學生參與香港殘疾人士週年田徑錦標賽 2013/14，成績優

異。 
 學生代表香港參加 2013 亞洲及大洋洲硬地滾球錦標賽（澳洲，

悉尼），成績滿意。 
 學生代表香港參加亞洲青少年殘疾人運動會 (馬來西亞 

2013)，取得亞軍及季軍。 
 本校學生參與校際朗誦比賽及第五十屆學校舞蹈節比賽，成績

優異。 
 本校學生參與於西九大戲棚的「戲劇粵棚齊齊賞」，讓學生有機

會欣賞粵劇的演出，認識中國的傳統文化。 
 本校學生參加了由國際獅子會 303 主辦「第五屆獅展保齡童樂

日」活動，目的是讓弱能學生展現潛能，與眾同樂。 
 本校學生參與由車路士足球學校舉辦的「關愛盃足球賽」，本校

兩組的參賽隊伍成績滿意。 
 本校舉辦「甘影留情花展外攝」，於香港花卉展覽期間進行，讓

學生透過攝影的技術，捕捉花卉最美麗的一刻。 
 學生參與由敬師運動委員會主辦「向老師致敬 2013 」，中小

學、幼稚園及特殊學校比賽， 繪畫比賽，獲得亞軍。 
 學生參與「香港殘疾人士週年輪椅劍撃錦標賽」、「硬地滾球錦

標賽」及「乒乓球錦標賽」，個人組及學校組均取滿意成績。 
 學生參觀於香港藝術館的「朱銘雕塑展」，讓學生認識雕塑藝術

的作品。 
 
3.6.2 學術活動 

2013 年 9 – 12 月 
 
 
 
 
 

 

 本校高中學生參觀立法會大樓，並安排與立法會議員葉建源會

面，分享議會的工作經驗與體會，獲益良多。 
 學生參與「盲人觀星傷健營 2013」，學習使用天文望遠鏡，欣

賞香港美麗的夜空。 
 學生參與「捷旅慈善基金 2013 台北之旅」，了解台北的文化及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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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 3 月 
 
 
 
 
 
 
 
2014 年 4 – 7 月 
 

 

 

 

 

 

 

3.6.3 其他活動 

 學生參加了「2014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獲得銅獎。 
 學生參觀由香港太空館主辦的「認識宇宙之旅」，讓學生認識宇

宙的奧秘。 
 學生觀賞於香港演藝學院公演的「Kids Fest : The Snow Dragon」

及「Kids Fest : The boy who cried wolf」，讓學生透過英語話劇

學習英語。 
 學生參觀於香港科學園的「Science Explorer Visit」，讓學生認識

科學探究的精神。 
 學生參與「Asia Paific Adventure Programme 與國際學校之歷奇

訓練」，讓學生於英語會話的情境下進行歷奇訓練，將英語融入

生活的情境內，學以致用。 
 本校舉辦「International Day」，為小學生提供英語交流的機會，

增加對學習英語的興趣。 
 本校高小及初中生均參與由學校自行策劃的澳門境外學習活

動，讓學生認識澳門的歷史文化，了解統傳中國文化的演進。 
 

2013 年 9 – 12 月 
 
 
2014 年 1- 3 月 
 
 
 
2014 年 4 – 7 月 
 
 
 
 
 
 
 
 
 
 
 
 
 
 

 麥當奴教育小組到校宣傳運動對身體的重要性。 

 本校高中學生參觀「飲食文化博物館」，認識香港飲食文化的歷

史及特色。 

 本校參加了康文署舉辦的「一人一花」種植活動，每名學生都

獲派發一棵新畿內亞鳳仙的幼苗，學生在校園內進行種植，每

天澆水，看着幼苗長大、開花。透過這次活動，學生對種植的

興趣得以提升。 

 由學生自行策劃的「2014 歌唱比賽」已成功舉辦，讓學生一展

所長，發揮歌唱的潛能。 

 本校舉辦「野外歷奇訓練活動----露營訓練」，讓學生透過野外

活動的訓練，培養個人的自信、發掘個人潛能及隊團精神。 
 本校高中學生參與「新高中『生涯規劃課程』大型星級講座」，

讓學生了解生涯的內容及其重要性。 
 本校高中生參加由教育局主辦的「同行萬里」高中學生內地交

流計劃之「湖南張家界、長沙及株洲城市設計與環境保育之

旅」，讓學生認識湖南省的自然風貌、城市設計和環境保育。 
 本校初中生進行了於深水埗的「貧窮社區考察」，讓學生實地考察

區內居民的生活，社區的特色等等，加深學生對貧窮課題的認識。 
 本校參加了衞生署舉辦的「開心果月」活動。透過不同活動，

提醒學生進食水果的益處。在四月份，學生更每天帶水果回校

進食，建立天天吃水果的習慣。 

 



 
2013-14 周年報告                                                                    34 
 

3.7     閱讀推廣 

 
學校圖書館是一個良好的啟發場所，藉圖書館的各項服務及活動，建立學生自

學的能力；藉著閱讀，擴闊及鞏固學生知識。 
 

3.7.1 電子閱讀 

   良好的圖書館服務必須包括優良的圖書館館藏，圖書館本年除增加一般的硬 
體藏書外，亦增設了電子學習資源，以配合學生需要，如 ipad、電子書等。 
閱讀電子書不但增加學生的閱讀興趣及能力，而且對有讀障或視障的學生來 
說，更大大提升他們閱讀的機會。 

 
3.7.2 閱讀活動 
   配合運用新設的館藏，本年閱讀日設計不同形式的活動推廣電子閱讀。本年 

閱讀日，以「同愛地球」為主題，按每班學生的學習特性，進行了多樣化的 
閱讀活動，包括：閱讀故事、故事演繹，以 IPAD 閱讀電子書等。在活動總 
結部份以匯報完結，學生透過匯報展示學生在活動中的學習成果。 

   為了增加學生閱讀的興趣，亦倡導學生多參與閱讀相關的活動。本年我們在 
午飯後，透過多位老師的午膳講故事時間，增加了學生閱讀的空間及學習趣 
味。 

   本年得到樂苗基金的蒞臨本校，在小學部的集會中介紹”擁抱力克”一書，在 
這精心設計的閱讀活動中，學生表現投入愉快，積極地參與每一環節的活 
動，會後每位同學更獲贈圖書，該書和集會帶給學生積極的信息，讓他們畢 
生受用。 

 
3.7.3 配合關注事項 
   本年學校圖書課配合學校的工作重點：凝聚專業共識，優化校本課程及評估 

政策，建立學習型團隊，以提升教師在課程設計及教學組織上的能力。在設 

計圖書課時，中文科任與圖書課老師合作及商議各班的學習需要，共同釐定 

學生的學習內容，設計相關的教材和課題，令圖書課更能適切地增潤學生能 

力及延伸學習，透過共同備課，有效地支援學習及提升學生閱讀效能。 

   圖書館工作亦回應學校的工作重點：完善學生支援系統，照顧學生全面成長 
-擴闊學生的學習經歷，開發學生多元潛能而進行了多項活動。本年的伴讀 
計劃進展良好，由第三學段學生與小學生伴讀，藉此培養中學生服務他人的 
良好品德，發展立己達人的精神。學生普遍認為參與這活動對他們有正面影 
響，透過活動，中學生獲得成功感，伴讀生則加強了閱讀能力，同時，他們 
都増加了對別人關愛之心，對成長有正面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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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4.1   德育及公民教育 

 本年度中小學合共舉辦了十多次的集會，集會內容廣泛，包括：環保、性

教育、生命教育等。學生在集會的問答環節均表現投入，積極發言。 

 

 學生重視課室清潔比賽，主動清理教室，在「一人一花」活動中也能盡責

照顧盆栽，整體而言，大部分學生的環保意識有所提升。 

 

 繼續舉行地球一小時、全球熄燈一小時及廢紙回收活動。 

 

 本年度在上學期的小學家長日中舉辦了一次「青少年性教育」家長講座，

講座中家長坦誠發問相關問題，反應良好。 

4.2   多元學習活動 

 本校為了培養學生的多元智能的發展，本年繼續於星期五下午的課堂時間，

開辦一連串不同類別的訓練小組，讓學生體驗。 

 

 本年度多元學習時段開設的活動包括：音樂方面有小提琴、口風琴及合唱

組；體育方面包括野外歷奇活動小組、室內賽艇、足球組及籃球組；藝術

方面包括程式設計及動畫製作組、甘影留情攝影小組、設計藝術組及插花

組；社會服務包括特能童軍；其他還有繽FUN CLUB、自然觀察小組、團契、

鬆一鬆學一學及英文組。 

 

 另外，由「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和「車路士足球學校(香

港)」協辦恒常的課後體育訓練，包括輪椅劍擊、硬地滾球、乒乓球、田徑、

輪椅籃球和足球，讓學生有機會接觸不同類型的運動項目。本年已有十多

位學生透過體育訓練被提拔成為香港代表隊，代表香港參加世界賽事。 

 

4.3   環保及綠化 

 參加 2013-2014 年度「一人一花」校園種植計劃，每名小學生獲康文署送

贈一棵新畿內亞鳳仙的幼苗，學生在校園的花槽內進行種植活動。在學生

的照料下，大部分班別的幼苗都能開花。部分學生對種植的興趣有所提升，

活動完結後，更請老師給予其他花的種子，繼續進行種植活動。 
 

 環保及綠化小組和中學視覺藝術科、德公組合辦花卉攝影比賽，讓學生對

植物進行觀察及拍攝，提升學生對植物的興趣和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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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長春社於 10 月到校主講「生活中的低碳實踐」講座，介紹如何在日

常生活中實踐環保。每班選出環保大使，定期把廢紙、膠樽和鋁罐等可回

收物放進三色回收箱內，培養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實踐環保的習慣。 
 

 安排學生參觀校內的太陽能水療池，認識太陽能發電的原理。在每月的最

後一個星期，在校園舉行一次「熄燈一小時」，並在三月份鼓勵學生參加

「地球一小時」，提升學生節約能源的意識。 

4.4   輔導與訓育 

 本組經常審視學生的狀況，並就現時的校規條文及相關措施執行狀況，作

出補充及修訂，及跟進落實推行；其中有關校規事宜有：學生午膳措施新

安排、新夏季及冬季校服推行；其中有關政策措施事宜有：成立及推行訓

練領袖生計劃、推行學生違規自新計劃、老師小息及午膳當值安排。學生

反應正面，例如領袖生計劃，學生表現良好，來年進一步深化推行。 

 

 為帶動學校整體正向氣氛，並推動學生成長，本年度持續推行「藍天行

動」–學生自新計劃，計劃讓因違規而留不良記錄的同學，藉良好的行為

表現及真誠改過的態度，獲得改過自新的機會。學生成功完成計劃，並通

過校方詳細而嚴謹的審查後，學生在成績表上的不良記錄將予以刪除。本

年度共有七位同學參加，其中共有兩位同學已完成本計劃，其不良記錄將

予以刪除。 

 

 安排專業發展講座，以提升教職員有關輔訓工作的專業知識及技能，內容 

為「校規的法理依據」，出席專業職系同事約 120 人，同事認為講座內容

具啟發性，獲益甚多。 

 

 開展常規訓導工作，除處理嚴重違規個案外（包括違規懲處及輔導跟進）， 

並定期進行校服檢查，以及日常課室巡查，學生普遍反應正面，受規勸學

生都能有所警惕，重犯情況不多。 

4.5   職業治療 

 參與理工大學的「提醒治療法」臨床研究計劃已於六月完成。本校職業治

療師協助大學收集校本數據，有五十名學生接受甄別評估及四名學生接受

治療。除了學生得到新療法的幫助，職業治療師亦認識該療法對改善患有

偏身痙攣性腦癱兒童上肢功能的科學化評估、臨床驗證及其治療效益。職

業治療師藉此可以提升專業知識和技術，以保持高質素的專業水平。 

 因應一些治療和訓練方法已在部門施行一段時間，技術已經成熟，職業治

療師向學校同工作經驗分享，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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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十月與高中智障課程班的老師分享有關「中度智障學生系統化工作

訓練小組」的經驗，透過觀課及討論，讓老師了解如何利用工作理境

及訓練模式誘發及建立學生良好的工作行為，以及如何運用工序調適

訓練學生的工作技巧。 

- 於三月舉辦一次感覺統合治療分享會，讓小學老師和教學助理了解有

感統障礙的學生之需要，並認識感覺統合治療的應用方法和臨床效用，

使他們能在課室的學習環境中配合學生的治療。 

 

 為職業治療助理進行內部培訓，包括： 

- 職業治療師向助理個別教授撰寫學生治療表現報告的方法和專業用

字。透過與治療師討論和參考範例，職業治療助理在書寫學生治療報

告的技巧提升，所完成的報告能更清楚反映學生的能力和進度。 

- 職業治療助理於六月主講了一次分享會，分享他們的工藝知識，介紹

選擇物料的心得和製作輔助器具的技巧。過程中他們能互相學習，然

後總結經驗，進一步提升技術，讓他們發揮專長，協助治療師進行治

療。 

 

 獲香港教育學院邀請，於十一月、十二月和五月為參加學院舉辦有關嚴重

及多重障礙特殊教育課程的老師提供「如何改造環境及利用器材以配合體

障學童的需要」及「身體弱能學生之特殊考試安排」的專題講座。 

4.6   物理治療 

 為提升高中學生的自強及負責的態度，本學年推行「至 SMART 至 FIT 計

劃」，透過個別面見，幫助學生們了解自己的體能需要，並訂定學年的重

點學習目標及推行策略。治療師於整學年以教練形式指導學生進行自訂的

治療計劃，而學生須定期向治療師匯報進度。所有高中學生均對自己的體

能需要增加了解，並有提高對恆常運動的意識。 

 

 本學年透過撰寫治療部工作守則及指引，和定期在部門內分享照顧多項弱

能學生的心得，幫助物理治療部同事鞏固工作操守及關愛的態度。 

 本學年為家長製作了有關不同脊骨手術的簡報，並上載至學校網頁，幫助

家長增加了解手術的目的及復康上的注意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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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教育學院、大學及其他服務機構提供參觀、交流、講學或學生實習機會，

包括： 

- 於 2013 年 11 月為參加教育學院舉辦有關嚴重及多重障礙特殊教育課

程的老師提供「如何改造環境及利用器材以配合體障學童的需要」的

專題講座。 

- 2013 年 11 月及 2014 年 4 月為理大物理治療學系學生提供參觀及臨床

實習機會。 

4.7   言語治療 

 言語治療助理協助製作發聲電子書，每一階梯最少有二十本的電子書，資

料庫的存書量已超過二百個電子書檔案。 

 言語治療師於個別治療時間，訓練因體能限制、視障或閱讀障礙而未能閱

讀普通圖書的學生獨立運用電腦閱讀發聲電子圖書及評估閱讀能力的階

層，有十五名學生能更獨立地閱讀電子書或對閱讀感更大興趣。 

 於部門會議分享了四名有社交認知障礙學生的行為表現，並就相關處理策

略進行討論，並與班本職員分享。亦設立了記錄表，以供日後處理學生情

緒行為問題作記錄，並已建議存檔於學生個別學習計劃文件檔案内，讓相

關同事作參考。 

 與香港大學聯繫，擔任兩位言語及聽覺科學實習生的導師。 

4.8   宿舍服務 

 順利完成各項宿生及家長工作： 

- 更新 2013/2014 學年「宿生手冊」。 

- 本年度發行了更新版的「宿生家長手冊」，內裏覆蓋五日宿、全宿

及暫宿之相關資料，日後按情況計劃制定英文版供非華語宿生家長

使用。 

- 因應宿生的功課輔導及活動發展需要，宿舍繼續開拓義工服務資源，

除了由紅十字會中央義工資源轉介外，本學年亦與教育學院協作，招

納了接近 10 位義工，定期於晚上或週末週日前來為宿生提供功課輔導

及小組活動，部份義工更積極參與外出活動工作，有關安排既可增加 

 

宿生接觸社區人士的機會，擴闊社交圈子及閱歷，亦有助宿生爭取機

會融入社區生活。 

- 於宿房計劃及宿生個案勵進計劃滲入及推動 “BRIGHT”原素，加

強宿生的自我管理及公德培育工作。宿生生活整體作息有序，讀書

時讀書，遊戲時遊戲，並能互助關愛，大都對群體生活表現投入，

生活和諧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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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成功推動宿生成立宿房宿生代表會，每間宿房推選出一名宿

生代表，擔任溝通橋樑，培養公民意識及領導能力。本學年他們曾

協助擬定在宿房為手提電話充電的守則，在宿舍導師的引導下，表

現投入及積極，來年將接續發展，進一步培養他們的組織及領導能

力。 

 

 在部門日常運作管理事務方面，完成以下多項重點工作，以提升人事管

理及行事程序運作效能： 

- 開學前為宿舍專業職系人員的上班更制完成檢視工作，部份重新部署

及編排，讓不同崗位的宿舍家長有機會作值夜工作，增加對全宿服務

運作及宿生個案的認識，有助提高服務質素及效能。而宿舍家長主任

在回宿日擔任值夜崗位，可進一步有效地支援前線服務，提升宿生服

務質素。 

 

- 本學年完成編整 [新職員入職導向指南] 套件及開始施行，該套件有

助每位行政級職員作參考及依據，按資料套內的資料及項目為新部

屬提供工作須知及指引，以助新同事可以及早掌握工作須知及日常

工作流程。 

 

- 本學年完成編整「宿舍部職員工作手冊」的目錄分類大綱，並將接

續於2014/2015 學年進行編寫相關章節內容，此工作手冊乃宿舍職員

工的日常流程工作參考，可望有效協助他們知悉及掌握日新月異的

行事程序及方法。 

 

- 重新編整宿舍職工的人力資源，包括調整上下班工作時間及推動小

團隊協作模式，將人力資源盡量編排及應用在有需要及適合的宿生

照顧需要時段；此外，為減少長期未能聘請適合員工的問題，宿舍

在本學年兩次向外購買清潔服務，同時亦善用修定行政津貼，招聘

時薪兼職員工，以解決人力不足的困境，整體有見成效。 

 

 

 宿舍本學年在改善環境及設施方面完成下列項目，有效地為宿生提升住宿

生活質素，為職員改善工作環境，加強職安設施： 

- 宿舍重視員工的職業安全及健康，承接上學年的工作，本學年再次

成功向「萬瑞庭社會服務基金」申請捐款港幣 $191,594.00，分別在

兩間可供12人住宿的大宿房安裝天面式轉移機。員工可利用安裝於

天面板的軌道及吊機協助轉移宿生，減低他們在搬移宿生時有可能 

 

 

引發的肌肉筋骨勞損或腰脊受傷機會，有效地保障職業健康，減少

工傷。此外，亦可進一步保護宿生，減少人力扶抱的不適及意外發

生機會，提升生活質素。 

 

 

 

 



 
2013-14 周年報告                                                                    40 
 

- 為宿生康樂室添置了新的電子康樂設備，讓他們突破體能限制，可

以在電視或平板電腦上觀看多類形節目，增廣見聞。此外，亦添置

很多桌上益智遊戲，既可增加宿生們有趣味的互動，亦加強思考能

力訓練。 

 

- 本學年為宿舍家長當值室及副舍監辦公室購置新辦公傢俱，改善宿

舍家長當值室設備及文件存檔櫃，有助改善及提升文檔整理、存取

及工作會議效能。 

4.9   社工服務 

 與老師一同推行第三學段的「共創成長路」(PATHS)活動，以多元化活動

及內容，引發學生討論和思考，培養學生關心別人及社會的態度。 

 

 出席個別班組的增益課，提升學生的溝通、解難及自我管理能力。 

 

 聯絡香港傷健協會到校為中六學生提供「生涯規劃」工作坊，及安排一系

列的參觀活動，協助學生於離校前作好準備，掌握日後的方向。 

 

 聯絡警民關係主任及其他講者到校為家長提供教育講座，提升家長管教子

女的技巧。 

 

 協助家職會的日常工作，並舉辦聯誼及保健活動予家長，提升家長間的凝

聚力。 

 

 協助提名突出的家長參與弱能人士照顧者的嘉許活動，對弱能學生家長的

貢獻起肯定作用。 

 

 招募更多家長及離校職員到校當義工，協助有需要的學生參與本地或外遊

活動。 

4.10  家校協作 

 
 在家長日除了向家長講解學生的學習及學校的教育工作外，亦加插了家長

教育講座，如性教育、網絡安全及罪行等，讓家長掌握更多管與教的知識

與技巧。 

 

 家職會定期舉行委員會議，積極關注學生的學習及福利，並向學校提供寶

貴的意見。 

 

 家職會委員於學校車線重組及校車服務安排上給予了寶貴的意見，讓學校

的服務能更配合學生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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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職會是家長與學校的重要溝通橋樑，家長們透過家職會委員向學校反映

意見。此外，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恆常出席校董會會議，令家校合作

更形緊密。 

 

 家職會津貼了校運會的學生職員午餐差額，並津貼義工、家長及嘉賓的午

餐及全場飲品費用。 

 

 學生外出拍攝學生証件相有困難，家職會特別邀請了攝影公司到校為學生

拍攝証件相。 

 

 家職會舉辦了「2014 年新春團拜」，並邀請了義工導師及職員教授「插花

班」、「皮革手飾製作班」、「甜品製作班」、「記憶力增強法工作坊」及「足

部按摩工作坊」及，拉近了家長、職員及義工的距離。家職會亦於暑期舉

辦暑期活動，加強家長間的凝聚力。 

 

 今年家長義工的參與十分踴躍，平均每日有 1 至 2 家長到校出席當義工協

助學生，提升學生的學習質素；更有學生家長當義工協助學生出席境外遊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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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表現 

5.1  國際和校際活動中獲得的獎項 

本校學生於 2013-2014 年度在校外各項活動及比賽中表現出色，各項獎項及活動

資料詳列於下列表格： 

 

5.1.1 領袖計劃 

項目 比賽名稱 組織名稱 
獎項/獎品 

小學 中學 

1 
2013 年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頒

獎典禮 
香港島校長聯會  

香港島優秀學生- 

嘉許狀：黃天祐、 

何宛淇 

2 
2013 南區｢勇闖高峰｣學生領袖

選舉 

南區學校聯會、香港仔坊

會社會服務、南區區議會 
傑出學生：張家棟 

傑出學生: 

陳詩晴、林嘉恩 

 
5.1.2 體育 

項目 比賽名稱 組織名稱 
獎項/獎品 

小學 中學 

1 
香港紅十字會雅麗珊郡主學校

第四屆運動會 (4 x 60m 接力) 

香港紅十字會雅麗珊郡

主學校 
 

第一名：司徒子豪、

林信興、黃乃韜、 

陳旭升 

2 
2013 香港三項鐵人挑戰賽 

學校個人組 
運動版圖有限公司  

亞軍：司徒子豪 

季軍：黃斌偉 

優異獎：1 人 

3 
2013 香港三項鐵人挑戰賽 

傷健共融學校接力組 
運動版圖有限公司 優異獎：2 人 

季軍：馮紀樺、 

謝子健、黃乃韜 

優異獎：6 人 

4 
2013 亞洲及大洋洲硬地滾球錦

標賽（澳洲, 悉尼） 

硬地滾球 BC4 單打 

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

殘人士體育協會 
 亞軍：劉慧茵(舊生) 

5 
2013 亞洲及大洋洲硬地滾球錦

標賽（澳洲, 悉尼） 

BC1/2 團體賽 

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

殘人士體育協會 
 季軍：黃錦龍(舊生) 

6 
2013 亞洲及大洋洲硬地滾球錦

標賽（澳洲, 悉尼） 

硬地滾球 BC1 單打 

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

殘人士體育協會 
 

9 個國家 16 名選手中

排第 10：黃錦龍 

       (舊生) 

7 
2013 亞洲及大洋洲硬地滾球錦

標賽（澳洲, 悉尼） 

硬地滾球 BC3 單打 

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

殘人士體育協會 
 

8 個國家 22 名選手中

排第 7：何宛淇 

8 
亞洲青少年殘疾人運動會, 馬來

西亞 2013 

乒乓球：男子 TT3-4 團體 

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

殘人士體育協會 
 銀獎：劉永鏘 

9 
亞洲青少年殘疾人運動會, 馬來

西亞 2013 

乒乓球：男子 TT2-3 個人 

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

殘人士體育協會 
 銅獎：劉永鏘 

10 
亞洲青少年殘疾人運動會, 馬來

西亞 2013 

硬地滾球：BBC 1/2 團體 

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

殘人士體育協會 
 銀獎：詹振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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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傑出運動員選舉 
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

殘人士體育協會 
 

2013 Kappa 傑出青少

年女運動員獎： 

何宛淇 

12 關愛足球盃 車路士足球學校 (香港)  第二名：8 人 

13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3-2014 – 特殊學校(中學組)  
屈臣氏集團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

運動員獎

2013-2014：詹振昇 

14 
 香港殘疾人士週年輪椅劍擊錦

標賽 

男子新秀花劍個人賽初級組 

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

殘人士體育協會 
亞軍：洪佳豪 季軍：梁朝傑 

15 
 香港殘疾人士週年輪椅劍擊錦

標賽 

女子新秀花劍個人賽初級組 

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

殘人士體育協會 
季軍：杜安琪  

16 
 香港殘疾人士週年輪椅劍擊錦

標賽 

學校團體賽 

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

殘人士體育協會 
季軍：洪佳豪 

季軍：葉柏昇、 

梁朝傑 

17 
香港殘疾人士週年硬地滾球錦

標賽 (學校組)  

高級組 – BC3 

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

殘人士體育協會 
 冠軍：何宛淇 

18 
香港殘疾人士週年硬地滾球錦

標賽 (學校組)  

高級組 – BC2 

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

殘人士體育協會 
 冠軍：詹振昇 

19 
香港殘疾人士週年硬地滾球錦

標賽 (學校組)  

初級組 – BC3 

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

殘人士體育協會 
冠軍：陳泓佑  

20 
香港殘疾人士週年硬地滾球錦

標賽 (學校組)  

初級組 – BC2 

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

殘人士體育協會 
亞軍：黃綽思  

21 
香港殘疾人士週年硬地滾球錦

標賽 (學校組)  

初級組 – BC1 

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

殘人士體育協會 
亞軍：張家棟  

22 
香港殘疾人士週年乒乓球錦標

賽比賽 

男子學校組 TT6-10 單打 

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

殘人士體育協會 

第四名：張運星 

 

冠軍：黃天祐 

季軍：孫堯楷 

 

5.1.3 學術 

項目 比賽名稱 組織名稱 
獎項/獎品 

小學 中學 

1 第六十五屆香港校際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

會 

季軍：張家棟(兩項) 

優良：16 人 

良好：8 人 

優良：7 人 

良好：3 人 

2 
2014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

開賽（AIMO Open） 初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小三組–  

銅獎：陳泓佑 

中一組–  

銅奬：陳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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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藝術 

項目 比賽名稱 組織名稱 
獎項/獎品 

小學 中學 

1 
第六屆 MICROSOFT 少年 BILL 

GATES 計劃 
智恆軟件有限公司  

「數碼藝術家比賽」

優異獎：鄧偉文 

2 第五十屆學校舞蹈節比賽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有限

公司，教育局 
甲級獎：3 人 甲級獎：11 人 

3 
向老師致敬 2013 中小學、幼稚

園及特殊學校比賽 

繪畫比賽(特殊學校) 

敬師運動委員會  季軍：陳伊玲 

4 
第 66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小提琴獨奏 – 二級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

會 
 

良好：袁家齊、 

孫嘉怡 

5 
第 66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肢體殘障 – 合唱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

會 

良好：10 人 

(G9 學生) 

良好：6 人 

(G10 學生) 

6 2014 禁毒 Tee 恤設計比賽 
香港扶幼會許仲繩紀念

學校 
 

特殊學校–優異獎：

林嘉恩、陳健 

 

5.1.5 獎學金 

項目 比賽名稱 組織名稱 
獎項/獎品 

小學 中學 

1 張永賢律師奮進獎學金 2013 香港小童群益會  參與證書：譚永亨 

2 
第三十二屆蜆瞉/港島青商展能

學童獎學金 

香港蜆殼有限公司、港島

青年商會、香港特殊學校

議會、教育局及社會福利

署聯合主辦 

 

傑出展能學童獎： 

李蘇菲(離校生)  

最佳進步獎- 

嘉許狀：林位鋒 

3 青苗學界進步獎 2012-2013 青苗基金  

青苗學界進步獎 獎

學金得主：馮紀樺 

嘉許狀：10 人 

(其中一人為畢業生) 

4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 2013/14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理事

會 
 

尤德爵士獎學金  

$1000：譚永亨、 

何卓明 

5 ｢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計劃 
香港特別行政區扶貧委

員會 
 

孔教學院上游獎學金

$5000：謝子健、 

馮紀樺、何宛淇 

6 李曉曦校友藝術獎學金 
李曉曦校友個人名義贊

助 
 

獎學金$500： 

孫嘉怡、鄧希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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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其他獎勵計劃 

項目 比賽名稱 組織名稱 
獎項/獎品 

小學 中學 

1 
司徒華教育基金 第二屆｢好學

生，好老師｣表揚計劃 
司徒華教育基金  好學生獎：郭鎮海 

2 
全港中學生 

升呢大行動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

員會、國際獅子總會中國

港澳 303 區 

 升呢獎：林位鋒 

3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證書級：9 人 

銅章級：李明融 

銀章級：何子豐， 

蔡子進，張運星 

 

4 第 17 屆再生勇士獎(2013-2014)  再生會, 恆生銀行 校友：張世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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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學生參與活動情況 

學生參與活動類別數目 

 
註: 社適包括班本旅行、活動周外出活動、團年飯及生日會等。 

 
各班參與活動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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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KS 參與活動數目 

 
 

5.3 社會服務及與社區的聯繫 

 獲太平山扶輪社贊助舉辦「突破障礙，活得精彩」小記者計劃。 

 本校與英皇書院為姊妹學校，定期舉行交流活動。 

 Kennedy School 國際學校學生定期到本校與第二學段學生進行交流活

動。 

 第二學段學生與聖保羅書院小學及般咸道官立小學學生進行了共融交流

活動，讓主流小學生對特殊教育有所認識。 

 第四學段學生與三水同鄉會劉本章學生進行交流活動，讓智障學生認識肢

體弱能學生的需要。 

 學生及家長們出席香港紅十字會舉行的「愛心相連大行動 2013」，並成

為義賣籌款比賽的「傑出義工團隊」。 

 第 142 旅童軍把在校內募捐得來的食物，交給食物銀行幫助有需要的社區

人士。 

 學生參與香港傷年協會賣獎劵籌款活動。 

 學校推薦及津貼了第二及第三學段學生參與由南區學校聯會主辦，香港仔

坊會協辦的第五屆「勇闖高峰」學生領袖訓練計劃。表揚於學業、品德、

領袖才能及服務各方面均有出色表現的學生，提供領袖培訓活動，培養他

們成為學生領袖。 

 聯絡了本校應屆文憑試考生出席 APM 商場的為文憑試考生打氣的分享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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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校友成就 

 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校友會於 2013 年 10 月 26 日舉行了第 2 屆會員

周年大會，並選出了新一屆的校友會主席及幹事。 

 校友章世恒於 2013 年 12 月在社區攝影展場舉辦了個人迷你攝影展。 

 校友會於 2014 年 2 月舉辦了「無障礙食肆巡查」結果發佈會。 

 校友張世豪及鄭啟文榮獲第 17 屆再生勇士(2013-2014)獎。 

 校友林錦萍榮獲香港紅十字會離校進修獎。 

5.5 學生公開試成績 

 

 

 

 

科   目 應考人次 等級及其考獲人數 及格人次 
及格百分

率 

  5** 5* 5 4 3 2 1   
Chinese Language  

中國語文 15  2   1 1 7 4 26.67% 
English Language 

英國語文 15     3 4 4 7 46.67% 
Mathematics  

數學 15    3 1 2 2 6 40.00% 
Liberal Studies 

通識教育 15  1  1 1 3 8 6 40.00%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資訊及通訊科技 

4 
 

  2 1 1  4 100.00% 

Business,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Studies 

企業、會計與財務 
概論 

7 

 

  1 1 2 3 4 57.14% 

Geography  
地理 

3 1    2   3 100.00% 
Chinese History  

中國歷史 
3  1    1 1 2 66.67% 

Visual Arts 
視覺藝術 

2       2 0 0.00% 
Physical 
Education 

體育 
2 

 
     1 0 0.00% 

總計 81 1 4 0 7 10 14 28 36 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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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離校學生出路 

2013-2014 共有 23 位中六畢業生，當中 15 人參與了中六文憑試。中六畢業生中，

有 2 位分別升讀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課程及香港浸會大學中國研究課程，1
位於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SPACE)攻讀日本語及日本文化副學士課程，1 位香港專

業教育學院(IVE)攻讀基礎文憑課程(商業)，2 位到展亮技能發展中心(SHINE)進修，

3 位於本校重中六課程，1 位計劃到海外升學，3 位已找到工作，1 位正在尋找工作，

3 位已進入庇護工場，仍有 6 位正輪候庇護工場及宿舍。 

 

升學 人數 
大學 2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SPACE) 1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 1 
展亮技能發展中心(SHINE) 2 
本校重中六課程 3 
海外升學 1 
 

其他出路 人數 
工作中 3 
找尋工作 1 
庇護工場 3 
輪候庇護工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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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大事紀要 
 

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甘校）致力培育學生全人發展，於本學年舉辦多項

境外學習和交流活動，讓學生增廣見聞；又鼓勵學生突破障礙，作多方面嘗試，活

出精彩人生。甘校學生努力不懈，於學術和體藝上均取得傑出成就。 
 

多元學習 拓展視野 

 獲捷旅慈善基金贊助，安排清貧學生往台北旅遊，豐富見聞。 

 為不同學習階段的學生舉辦境外學習活動，了解各地建設，體驗不同文化。 

 與本港不同的國際學校合辦英語歷奇活動，把語文學習融入體能訓練之中。 

 在教學中廣泛使用平板電腦，應用不同程式，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技巧，促

進電子學習。 

 

突破自我 接受挑戰 

 甘校獲太平山扶輪社贊助，舉辦「突破障礙，活得精彩」小記者計劃，訓練學

生訪問傑出校友，並把訪問內容編制成書，發揚「立己達人」的校訓精神。 
 譚永亨同學憑著堅強信念，勇敢面對學習和生活上挑戰。獲香港電台邀請拍攝

片集《沒有牆的世界》，以自身經歷推動生命教育，分享他的正向人生觀。 

 

堅毅奮進  發揮潛能 

 譚永亨同學和何宛淇同學在香港中學文憑試中取得佳績，分別升讀中文大學及

浸會大學。 
 郭鎮海同學雖有多重學習障礙，但憑著積極進取的學習精神和優良品格，在第

二屆司徒華教育基金「好學生、好老師」表揚計劃中獲得「好學生獎」。 
 多名學生參加本港及海外體育比賽，屢獲殊榮，充分發揮潛能。同學們在「亞

洲青少年殘疾人運動會 2013」的乒乓球賽及「亞洲及大洋洲硬地滾球錦標賽

2013」的硬地滾球賽中勇奪不同獎項。 

 輪椅舞組同學在「第 50 屆學校舞蹈節」中獲甲級獎。 

 

配合周年計劃的三個關注事項，本年度學校其他的重點工作如下:   

 已落實新行政架構及確立各範疇的職責，藉以提升部門之間的協作、監察及支

援。 

 已透過三個行動小組的計劃的推展，提升各科組的會議效能、核心管理層的凝

聚力及教職員團隊的士氣，以及改善考績制度的安排及人事管理。 

 已完成教育局處理學校投訴修訂安排的先導計劃，並制定相關政策和指引。 

 已加強整體員工在財務運作上的培訓，以改進學校財務管理及監控。 

 已制定計劃及措施及相關之流程，改進學校校產之管理和點存。  

 已完成《學校行事程序手冊》第二階段的修訂工作，更新及補充相關條文，加

強學校管理。 



 
2013-14 周年報告                                                                    51 
 

來賓到訪 

2013-2014 年度有不少來賓及團體到訪學校，摘錄如下： 

日期 訪客 

2013 年 10 月 10 日 
5 位脊髓肌肉萎縮症慈善基金及香港教育學院訪客到校，暸解

學校教育及肢體傷殘學童的特殊需要。 

2013 年 10 月 10 日 4 位香港傷健策騎協會代表到校參觀，暸解肢體學童的特殊需

要。 

2013 年 10 月 28 日 
香港浸會大學 60 位學生訪校，暸解本校治療設施肢體學童的特

殊需要及學生參與治療堂的情況。 

2013 年 11 月 25 日 
香港理工大學物理治療系學生到校參觀，由本校物理治療師提
供臨床講學。 

2013 年 11 月 26 日 

荷蘭的萬瑞庭慈善基金信託人萬瑞庭先生Mr. Peter Van Zuiden
到校參觀，暸解本校透過基金捐款所安裝的吊運系統及其他復

康/治療設備。 

2013 年 12 月 5 日 

香港教育學院「各類特殊教育需要」專題課程42位學生及講師

到訪。分享特殊教育課程規劃理念，參觀學校、宿舍，學習肢

體傷殘學生應考公開試的特別安排。 

2013 年 12 月 6 日 
3位心光學校校長及副校長到校參觀，暸解學校宿舍部的日常運

作及管理方針。 

2014 年 1 月 21 日 – 
4 月 8 日 

香港大學言語治療系學生定期到校，進行為期約3個月臨床實

習。 

2014 年 1 月 10 日 

香港中文大學博士後研究生到校參觀，暸解校舍環境及肢體傷

殘學童的體育活動，擬定「 Physical Activity Engagement 
and Opportunities for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in Special School 
Environments」的研究工作。 

2014 年 2 月 25 日 

22位香港學堂堅尼地小學師生到校參觀，並由本校中小學生帶

領參觀及介紹校舍。是次活動主要讓學生交流肢體傷殘學童的

行動困難及介紹無障礙設施。 

2014 年 3 月 11 日 
10位佛教何南金中學教職員到校參觀，暸解E-learning在本校的

應用方法。 

2014 年 4 月 8 日 香港理工大學物理治療系碩士課程學生到校參觀，由本校物理

治療師提供臨床講學及學生參與治療堂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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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4 月 9 日 9位香港教育局小學校本課程發展課程領導學習社群成員到校

參觀，暸解本校推行的調適課程。 

2014 年 5 月 16 日 教育學院「專題特殊教育需要」專題課程學生到訪，學習肢體

傷殘學生應考公開試的特別安排 

2014 年 5 月 22 日 25位華南師範大學學生參觀本校及進行觀課，以暸解本校的學

與教及照顧有學習差異的肢體傷殘學童。 

2014 年 6 月 1 日 Mind Map(心智圖)創始人Mr. Tony Buzan來訪本校，向師生分享

思考方法，以增潤生活及學習經驗。 

 

  



 
2013-14 周年報告                                                                    53 
 

財政報告 
 

2013/14 全年財務報告 (政府津貼，學校經費及捐款) 

 
     

  
收入 $ 支出 $ 

盈餘 /  
(赤字) $ 

附註 

I. 政府津貼         
(1) 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 修訂的行政津貼 (學校部) 3,068,768.00 2,704,216.13     
‧ 修訂的行政津貼  (宿舍部) 1,751,797.33 1,517,295.11     
‧ 肢體傷殘/嚴合智障兒童學校的 

空調設備津貼 
305,984.00 161,587.81 

    
‧ 寄宿津貼 1,351,555.43 1,294,483.32     
‧ 學校發展津貼 657,362.00 370,075.05     
‧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333,850.00 329,588.15     
‧ 學校及班級津貼  1,572,700.58 1,637,181.00     
‧ 新移民兒童津貼  6,318.00 5,766.00     
‧ 利息收入 20.35 0.00     
‧ 其他收入 21,099.20 0.00     

小結： 9,069,454.89 8,020,192.57 1,049,262.32 1 
(2) 其他津貼         
          
‧凍結物理治療師 / 職業治療師的 

現金津貼 
1,043,930.00 644,192.92 

    
‧支援使用呼吸機學生(VAC)津貼 362,095.00 362,095.00     
‧關愛基金 - 課餘託管 121,000.00 121,000.00     
‧關愛基金 - 境外學習活動 0.00 0.00     
‧關愛基金 - 在校午膳津貼 47,230.00 19,456.00     
‧提升英語水平計劃 (小學) 250,000.00 250,000.00     
‧提升英語水平計劃 83,786.60 62,931.00     
‧英語教師附帶福利津貼 13,026.50 13,026.50     
‧部份職位現金津貼 129,348.00 123,530.00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津貼 13,811.00 12,886.09     
‧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 19,160.00 19,151.70     
‧德育及國民教育津貼 0.00 212,437.83     
‧新高中應用學習課程 
多元學習津貼 

65,650.00 65,650.00 
    

‧提升網上學校行政及管理系統一筆 
過撥款 

50,000.00 0.00 
    

‧協助發展科技發放一筆過撥款 0.00 109,5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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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提升英語水平計劃 420.00 127,901.25     
‧政府地租及差餉津貼 466,936.00 466,936.00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津貼 25,200.00 44,358.70     
‧加強高中課程支援津貼 346,038.00 362,511.00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 1,430,446.25 1,271,242.08     

小結： 4,468,077.35 4,288,831.07 179,246.28 2 
II. 學校經費帳         
(1) 普通經費帳         
‧ 膳食費 583,962.00 459,997.99     
‧校簿 / 輔助教材影印 92,807.30 122,808.74     
‧學生活動費 54,884.80 1,995.20     
‧學生牙科保健 1,380.00 1,380.00     
‧ 冷氣調節費 212,904.40 227,073.15     
‧ 校車費 534,821.90 504,627.98     
‧ 利息收入 9.16 0.00     
‧ 其他 (例如 : 設備折舊) 2,940.20 11,550.00     

小結： 1,483,709.76 1,329,433.06 154,276.70 3 
          

(2) 捐款                                                     
小結：  128,010.29 118,881.09 9,129.20 4 & 5 

          
2013/14 年度盈餘 / (赤字)     1,391,914.50   
長期服務金撥備     -16,184.00   
餘款退還教育局     -5,264.68   
薪金及公積金 /  
強積金津貼退還教育局     26,740.98   

2013/14 年度總盈餘 / (赤字)     1,440,104.16   

承上結餘  
(政府津貼，學校經費及捐款)         6,051,766.00   
2013/14 年度終結(政府津貼， 

學校經費及捐款)總盈餘     7,491,870.16   

 
[     附註     ] 

     附註 1 :  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 2013/14 年度盈餘 / (赤字) 
  

1,049,262.32 
                 - 承上結餘   

  
2,552,952.00 

 
   

3,602,2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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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2 :  其他津貼 
                    - 2013/14 年度盈餘 / (赤字) 
  

179,246.28 
                 - 承上結餘   

  
1,024,316.00 

 
   

1,203,562.28 
 

     
     附註 3 :  普通經費帳 

                    - 2013/14 年度盈餘 / (赤字) 
  

154,276.70 
                 - 承上結餘   

  
874,455.00 

 
   

1,028,731.70 
 

     
     附註 4 :  捐款 

                    - 2013/14 年度盈餘 / (赤字) 
  

9,129.20 
                 - 承上結餘   

  
1,600,043.00 

 
   

1,609,172.20 
 

     
     附註 5 : 2013/14 捐款明細表 

    
 

收入 $ 支出 $ 
  

     ‧何東爵士慈善基金 20,500.00 20,628.30 
  ‧周浩源 16,780.00 4,880.00 
  ‧姊妹學校計劃 5,000.00 1,292.60 
  ‧香港金馬倫山獅子會有限公司 3,000.00 2,829.20 
  ‧綠化校園資助計劃 4,000.00 4,000.00 
  ‧Anemefots Ltd. 0.00 3,000.00 
  ‧Bad Boys Bail Bonds Inc. 0.00 13,659.50 
  ‧Gong Ying . Ms 0.00 10,000.00 
  ‧Leonard L. Tan Mr. 0.00 340.50 
  ‧Post Office Recreation Club 0.00 420.00 
  ‧The Hong Kong Flower Club 0.00 1,607.00 
  ‧Ho Ka Leung, Dr. 10,000.00 0.00 
  ‧Maintenance Development Fund 0.00 2,041.19 
  ‧Rotary Club of The Peak 68,700.00 33,976.00 
  ‧其它捐款 0.00 20,206.80 
  ‧利息收入 30.29 0.00 
  結餘 128,010.29 118,881.09 9,1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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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揚及實踐紅十字會核心服務元素計劃成效檢視 

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 
2013/14 年度 宣揚及實施紅十字會核心服務元素計劃 成效檢視 

Hong Kong Red Cross John F. Kennedy Centre 
Evaluation on 2013/2014 Plan to Disseminate and Actualize the Core Service 

Elements 
 

核心服務元素 
Core Service 

Elements 

行動或工作計劃 
Actions/Tasks 

成就及進展 
Achievement / Progress 

1.保護生命 
Protect Human Life 
 
2.關懷傷困 
Care for the Health 
of the Vulnerable 
 
3.維護尊嚴 
Respect Human 
Dignity 
 
 
 
 
 
 
 
 
 
 
 
 
 
 
 
 
 
 
 

1. 為新生、家長、教職員及義工安排

紅十字知識的導論或活動 
a. 於「新生家長日」中，簡介紅

十字知識及服務。 
b. 於「新職員簡介日」中，簡介

紅十字知識及服務。 
c. 積極鼓勵同工參與紅十字會舉

辦的活動，如出席紅會舉辦的

「新職員培訓工作坊」等，讓

同工了解紅十字知識和相關精

神，及認識紅十字會的核心服

務元素。 
d. 為義工簡介紅十字知識及服

務。 

 
 

 已於 30/8/2013「新生

家長日」中，簡介紅十

字知識及服務，讓新生

及家長對紅會有更多

的認識。 
 新職員已出席校本簡

介會及紅會的「新職員

培訓工作坊」，認識紅

十字有關知識和精神。 
 學校社工及宿舍職員

為新義工簡介紅十字

知識及服務。 
2. 組織以紅十字為主題的學校生活

週/月 
a. 回應紅十字會月及 5 月 8 日世

界紅十字日： 
 於中小學集會中介紹紅

十字會的起源及服務。 
 學校於世界紅十字日舉

行升旗禮。 
 鼓勵學生、家長及職員出

席紅十字會人道年獎頒

獎禮。 
 邀請人道年獎得獎者到

校分享。 
 鼓勵職員出席紅十字會

月活動。 

 
 

 社工於中小學課堂內

介紹紅十字會的起源

及服務。 
 學校於世界紅十字日

舉行升旗禮。 
 2014 人道年獎於 6 月

7 日舉行，由於接近學

期末考試，未能安排學

生及家長出席，計劃邀

請得獎者來年到校作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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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元素 
Core Service 

Elements 

行動或工作計劃 
Actions/Tasks 

成就及進展 
Achievement / Progress 

1.保護生命 
Protect Human Life 
 
2.關懷傷困 
Care for the Health 
of the Vulnerable 
 
3.維護尊嚴 
Respect Human 
Dignity (續) 
 
 
 
 
 
 
 
 
 
 
 
 
 
 
 
 
 
 
 
 
 
 
 
 
 
 
 
 
 
 

3. 為學生引進以紅十字或人道精神

為主題的學習 
a. 邀請紅十字會人員到校協助舉

行「人道教室」或「紅手日」

等活動，讓同學於一個互動的

學習環境中，一起探討和反思

戰爭及人道精神等課題。 
b. 繼續將「國際紅十字會」列入

中三綜合人文科及高中通識科

課題之一，由德育及公民教育

組提供資料及教材。 
c. 於新高中的「其他學習經歷」

中注入義務工作元素，讓學生

實踐紅十字會的人道精神。 

 
 
 於綜合人文科及高中

通識科課題上認識「國

際紅十字會」。 
 學生義務工作包括：午

膳後清理檯面、檢查課

室空調及電腦是否關

掉、廢紙回收及小學生

陪讀服務及領袖生工

作，實踐義工精神。 
 

4. 在學校內建立「生命教育」的文化 
a. 透過不同的方式，於校內推行

生命教育： 
 繼續在 KS3(中一至中三)

推行「共創成長路」的品

德情意教育計劃 
 透過年度「最佳班別獎」

選舉，讓學生關注整體生

命素質，並以班本目標，

提升班本精神 
 透過閱讀培養學生的生

命素質 
 德公組的生命教育小組

及輔訓組為學生提供生

命教育工作 
 舉辦「歷奇活動」，提升

學生的抗逆力 
 

b. 對本地或世界發生的天災或人

禍的感想，作出分享或回應： 
 於綜合人文或通識科課

堂討論有關議題 
 在有需要時呼籲學生、職

員及家長捐款賬災，並鼓

勵同學填寫心意咭，為受

難者獻上祝福。 

 
 
 

 第三學段學生參與

「共創成長路」的品

德情意教育計劃。 
 學校於學期末選出了

「最佳班別獎」。  
 學校鼓勵學生多閱

讀，並於圖書館內添置

有關生命教育的書籍。 
 學生參與「乘風航」及

「歷奇活動」，提升組

織及抗逆能力。 
 
 
 
 
 
 老師於綜合人文或通

識科課堂討論以本地

或世界發生的天災或

人禍，讓學生交流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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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元素 
Core Service 

Elements 

行動或工作計劃 
Actions/Tasks 

成就及進展 
Achievement / Progress 

1.保護生命 
Protect Human Life 
 
2.關懷傷困 
Care for the Health 
of the Vulnerable 
 
3.維護尊嚴 
Respect Human 
Dignity (續) 
 
 
 
 
 
 
 
 
 
 
 

5. 在學校推行紅十字青少年團 
a. 透過推行紅十字青年團的活

動，進行社區教育，讓學生認

識及關心弱勢社群的社會需

要，並參與社區服務，如健康

大使，探訪老人活動等。 

 
 YU280 參與社區服

務，如協助「香港傷殘

青年協會」賣旗籌款。 
 

6. 參與香港紅十字會的活動 
a. 本校紅十字青年團、幼童軍、

學生、宿生、家長及職員繼續

參與及協助紅十字會的籌款或

賣旗等活動。 
 

 
 學生參與紅會「愛心相

連大行動」之「愛心義

工顯關懷計劃」中，更

取得「傑出義工獎」。 
 

7. 在每年的週年計劃和工作報告中

列出實踐辦學使命情況的章節 
a. 就每年的「宣揚及實施紅十字

會核心服務元素的行動計

劃」，作出檢討及工作報告 
b. 按學校及學生的需要，計劃新

一年度的「宣揚及實施紅十字

會核心服務元素的行動計劃」 
 

 
 
 學校就有關工作作校

內報告及檢討，並計

劃來年的工作。 
 



 
2013-14 周年報告                                                                    59 
 

核心服務元素 
Core Service 

Elements 

行動或工作計劃 
Actions/Tasks 

成就及進展 
Achievement / Progress 

 
 
 
 
 
1.保護生命 
Protect Human Life 
 
2.關懷傷困 
Care for the Health 
of the Vulnerable 
 
3.維護尊嚴 
Respect Human 
Dignity (續) 
 

8. 其他宣揚核心服務元素的工作 
a. 保護生命： 
 加強校園內的防疫工

作，保障學生健康。 
 新舊職員繼續按原定規

劃，參與急救訓練課程，

以在緊急事故發生時能

照顧不同學生的需要。 
 透過職員發展日，強化職

員的「職安意識」及加強

新入職員工之職安健培

訓。 
b. 關懷傷困： 
 本著紅十字會的人道精

神，繼續取錄需要廿四小

時倚賴呼吸機維生的學

生(VAS)，以跨部門及醫

院的支援策略，以及資訊

科技對學習的輔助，照顧

不同 VAS 的學習需要。 
c. 維護尊嚴： 
 於各學段推行性教育，強

調對自己及他人生命的

尊重。 
 

 
 護理部統領職員進行

校園內的防疫工作，用

漂白水等消毒地方，並

教導學生，家長及職員

有關衛生的知識。 
 職安小組監督職員職

安指示」及進行了新入

職員工之職安健培訓

工作。 
 
 
 

 今年繼續為 VAS 學生

提供教育服務，並與根

德醫院醫生定期開

會，保持緊密聯繫。 
 
 
 
 

 德公組伙伴老師及學

校社工於各學段進行

性教育集會及班本活

動，讓學生學懂尊重自

己及他人。 
 與警民聯絡主任保持

緊密聯繫，到校教育學

生自我保護的知識及

技巧。 



 
2013-14 周年報告                                                                    60 
 

附件 

附件一  德育及國民教育支援津貼運用 

成效 

統整校本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培育學生在個人、家庭、學校、社會、國家至

世界層面的正確價值觀及態度。 
 僱用專業人員以支援課程的開展──聘請教學助理支援發展德育及公民教

育課程及編寫教材 
- 本年度聘請了一位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助理，助理有效協助教員編寫班主

任課的教案及活動材料，有效減低了教員的工作量。同時學生反映本學

年有主題及有系統的班主任課有助他們投入及理解課堂內容，效能良

好。 

透過校外專業機構，支援本校發展德育及公民教育。 

 僱用服務以分擔及支援有關教育──如學生參加文化體驗活動系列、有機生

活體驗系列訓練等 
- 本年度支援了學生參加湖南境外遊的學習活動，同時支援了學生參加關

於生命教育、親子攤位等活動。學生在生命教育及親子攤位投入參與活

動，在境外遊中認識中國文化更深。 

發展教師專業能力，以有效策劃及推展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 

 教師專業發展──全體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 本年度舉辦了「九型人格職員工作坊」，講者葉萬壽先生分享了不同個

性的人的思維模式及與他們有效溝通的方式。職員投入參與工作坊，工

作坊後五十多位職員主動購買相關書籍，另外，有三十餘位職員主動報

名參加相關的輔導工作坊以增專業知識。 
添置及更新教材，豐富教學資源。 
 購買教材──如購買相關圖書及教育資源套件 

- 本學年購買了一些與生命教育有關的圖書及教師書籍，以配合學校開始

發展的生命教育。相關書籍獲其他已發展生命教育多年的學校推薦，校

能良好。 

 學生透過參加內地交流團，認識祖國歷史文化，培育對國家的品德情意 
 
反思 

 本年度主要編寫及存儲了學段二班主任課的教材，建議來年擴展到其他學

段。 

 本校部分學生生活經驗較少，本學年的體驗活動學生獲益良多，建議來年繼

續支援學生參與不同的體驗活動，增廣見聞。 

 來年建議聘請大專學院的專業團隊支援學校在生命教育方面的推展，包括：

教師培訓、課程檢視等。以助學校更有效支援學生的德育成長。 

 來年建議購買與生命教育相關的教材套以配合繼續推展的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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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 
項目 收入 支出 

上年結餘 $223,000  
收入 N/A  
支出  $212,437.83 
   
總盈餘  $10,56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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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高中課程支援津貼 

 
成就 
 提升課程管理，聘請一名課程助理協助 

- 有關進貼用於中學課程主任，處理文書工作，並整理課程資料，讓主任

教師騰出空間，主理課程組織、實施及評鑑等事工。 

 支援教師教學工作 

- 教師助理亦協助學生學習，課裡課外，照顧全面，有利教師專注教學及

課程發展事宜。 

 
反思 
有關津貼則會繼續用資助於教學助理的薪酬，以協助高中課程的推展。 
 
 
財政報告 

項目 收入 支出 
收入 $346,038  
支出  $362,511 
   
總盈餘  $16,4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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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多元學習津貼 (資優課程) 

成效 

 平面設計小組使用多元學習津貼，購買電腦設計軟件，以能讓中四、中

五學生學習使用設計軟件進行平面設計、桌面排版。 

 

 本校僱用匡智成人教育服務的導師，為中四智障課程學生，提供智障人

士領袖訓練課程。 

反思 

 學生透過製學習使用設計軟件，了解設計業界的工作模式及流程，並擴

闊其視野。學生普遍能夠掌握網上排版與桌上排版。建議平面設計小組

/視藝科教師繼續向對設計具興趣及天分的同學，教授平面設計軟件。 

 

 學生透過遊戲及情境活動，從中學會溝通技巧及獨自解決問題的能力。

學生參加此課程後，自信心及責任感得以提升。建議繼續舉辦相關課

程，以擴闊智障課程學生的視野。 

 

財政報告 

 
項目 收入 支出 

上年結餘 $24867.7  
收入 
(註：教育局每學年撥款$7,000/班 x7 班= $49,000) 

$49,000  

支出 
購買電腦設計軟件$48,500 

智障人士領袖訓練班 (課程費用)$500 

 $49,000 

   
總盈餘  $24,8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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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學校發展津貼 

成效 

行政助理(半職) 行政助理(全職) 資訊科技助理 

 支援各主任教師的簡

單文書工作 
 協助班主任跟進通告

收發紀錄表  
 協助教師製作 SDP(非

口語學生)、工作紙、

教學簡報、測考卷等  
 跟進製作教材事宜，使

教師教學順暢  
 

 支援各主任教師的工

作  
 跟進學校各類行政事

務，讓流程順暢，各項

目順利準時完成。 

 提供學校資訊科技的

學與教技術支援工

作。 

 協助學校購買多媒體

儀器及耗材，改善學

生及老師的學與教成

效。 

 協助學校完成各部門

資產盤點、註銷及紀

錄工作。 

 支援校園電視台有效

運作及製作有質素的

節目。 

反思 

半職及全職行政助理 
 能有效支援班主任和科任老師的工作，讓他們能夠騰出時間預備教學及處理學

生事務工作。 
 能有效支援教學部各主任的教學工作，讓他們可以騰出更多空間，提升教學效

能。 

 

資訊科技助理 
 能提供學校資訊科技的學與教技術支援工作。 

 協助學校購買多媒體儀器及耗材，有效改善學生及老師的學與教成效。 

 能按時協助學校完成各部門資產盤點、註銷及紀錄工作。 

 成功支援校園電視台有效運作及製作有質素的節目。 

 

 

財政報告 
項目 收入 支出 

上年結餘 N/A  
收入 $657,362  
支出  $370,075.05 
   
總盈餘  $287,28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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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成效 

 語文訓練 

- 語文訓練有助學生提升認讀文字的效能，90%學生寫作範疇有進步，部份學生

進步顯著。 

- 學生對電腦程式內容感興趣，表現投入，願意多作探究和嘗試。學生的程式作

品已上載到網上展示。 

- 功課輔導有助改善學生課後家課的壓力，學生學習態度良好，主動求問，部份

同學做家課的動力增強，學習態度有改善。逾半學生在期考成績稍有進步。 

 文化藝術 

- 歌唱團學生於聖誕聯歡會及聯校結業禮上的歌唱表演很出色，十分投入，很享

受學習及表演的過程。 

- 小提琴訓練班部份學生表現投入，不因手部功能的限制，也能努力學習。 

- 數碼動畫組學生表現投入，學生對課程內容感興趣，願意多作探究和嘗試。學

生的程式作品已上載到學校網頁展示。 

 

反思 
 特殊學校人數少，10%酌情名額不足夠。 

 學生如持續訓練，可鞏固他們的語文基礎。 

 
 
財政報告 

項目 收入 支出 
上年結餘 $26,958  
收入 $25,200  
支出  $44,358.7 

($20,150+$17,908.7+$6,300) 
   
總盈餘  $7,7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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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成效 

 提升無線網絡速度 

 發展學生設計潛能 

反思 

 舊的無線上網硬件已經使用超過 6 年的時間，上網速度十分緩慢和經常出

現故障，另外越來越多同學需要倚賴無線上網，更換無線發射器後，整體無

線上網速度得以提升，老師亦可以更順暢地使用平板電腦進行電子教學。 

 透過撥款購買了設計軟件，並在多元學習的時段內舉行了學生培訓，讓學生

能接觸這些軟件，只可惜學生有其他活動，參與人數相對比較少，有需要繼

續舉辦相關培訓。 

 

 
 

 
 
財政報告 

 

承上結餘 

本年度撥款 

小結： 

$0 

$343 850 
$343,850 

 
本年度支出 

 
 

$342,240.08 
本年度結餘 $1,60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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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提升英語水平計劃 

English Enhancement Scheme 

 
成效 

舉辦創意寫作班 購入 English Builder 購入英語叢書 

  加強學生寫作能力 

  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網上英語學習平台 

 提升學立聽說讀寫能

力 

 包含各類題材 

 

反思 

   寫作班教學由淺至深，因應學生能力調整教學內容。學生寫作能力得以提 

升。 

 網上英語學習平台提升學生自學能力，多媒體內容增加學生學習動機和興趣。 

 校內英語叢書題材及程度更豐富，讓學生就興趣和能力借閱合適之讀物。 

 
財政報告 

項目 收入 支出 
上年結餘 $65,000  
收入 N/A  
支出  $62,931 
   
總盈餘  $2,069 
 
Refined English Enhancement Scheme 

 

成效 

 請專業戲劇團體到校演出 

  加強校內英語語境 

  製作教具和教材 

  整理英文科組文件及英語資源室 

  照顧學生的英語學習需要 

  支援及協辦學校英文學會的學習活  

動 

  舉辦全中學部戲劇演出 

  與學生進行英語戲劇相關之學習活  

動 

反思 

   英文教師助理協助學生英語學習，加強學生使用英語作溝通的動機。製作  

教具和教材，支援及協辦學校英文學會的學習活動照顧全面，有利教師專 

注教學，提高成效。 

 

 專業英語戲劇團體到校演出精采生動，演員全為外籍人士，帶動英語學習氣

氛及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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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 
項目 收入 支出 

上年結餘 $154,005  
收入 N/A  
支出  $150,605 
   
總盈餘  $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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