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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幼會中華會省  

教育信念、憧憬和使命  

 

信念  

我們相信耶穌基督是主，  

祂的福音是我們人生旅途的明燈，  

按祂的指引而行必能實現全人的發展和獲得永恒的生命。  

我們相信聖鮑思高是上主所派遣來的聖者，  

作為青少年的慈父和導師，  

他的預防教育法是我們教育牧民事工的指南針。  

憧憬  

我們企望見到我們的教育團體，  

上下一心，像聖鮑思高一樣熱愛青少年，尤其貧苦無告的青少年。  

我們企望見到我們的青少年，  

對真理鍥而不捨，  

對上主充滿敬意和仰慕，  

對近人、家庭、社會、國家及世界滿懷情義。  

使命  

我們承諾會竭盡所能，把我們的教育團體塑造成一個充滿關愛的家，  

以理智，來說服青少年，  

以宗教信仰，來薰陶青少年的品格，  

以親切的愛，來打動青少年的心。  

青少年是我們的摯愛，是上主交託給我們的寶藏，  

我們會珍惜、愛護，並輔助他們，  

去追尋和滿全上主在他們身上的救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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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辦學宗旨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秉承天主教辦學的宗旨，培育學生全人均衡的發展，以

基督福音作為最高指引，將福音的愛、自由和信任瀰漫在學校的教育環境中，使基督救

世的使命能夠在培育學生的過程上產生美滿的成果。  

 

   本校亦依據慈幼會興辦教育的宗旨，以「預防教育法」的精神，為有特殊需要的學

生提供適切的服務，使他們能盡量發揮潛能，培養優良品格及積極的學習態度，俾能有

機會健康地成長，成為良好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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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與組職範疇 

不同持分者對學校的意見  

2014-15學年，學校進行教育局的不同持分者對學校的意見問卷調查，結果臚列如下（最

高分為 5 –  非常同意，最低分為 1 –  非常不同意）：   

調查項目  教師  學生  家長  

學年  1 2 /1 3  1 3 /1 4  1 4 /1 5  1 2 /1 3  1 3 /1 4  1 4 /1 5  1 2 /1 3  1 3 /1 4  1 4 /1 5  

我對學校管理的觀感  3.7 3.8 3.9 不適用  不適用  

我對校長專業領導的觀感  3.7 3.8 4.0 不適用  不適用  

我對副校長專業領導的觀感  3.8 3.7 4.0 不適用  不適用  

我對中層管理人員專業領導

的觀感  
4.0 4.0 4.0 不適用  不適用  

我對教師專業發展的觀感  3.3 3.5 3.5 不適用  不適用  

我對學校課程和評估的觀感  3.7 3.8 3.9 不適用  不適用  

我對教學的觀感  3.9 3.9 4.1 3.3 3.5 3.6 不適用  

我對學生學習的觀感  3.0 3.0 3.2 3.4 3.3 3.6 3.3 3.5 3.4 

我對學生成長支援的觀感  3.8 3.9 4.1 3.4 3.5 3.6 4.1 3.9 4.1 

我對學校氣氛的觀感  3.7 3.8 4.0 3.6 3.6 3.6 4.2 4.0 4.1 

我對家校合作的觀感  不適用  不適用  3.9 3.8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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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去年相比：  

【教師對學校的意見】教職員(包括校長、副校長、中層管理人員及老師)對本校的整體觀感持續提升，

其中尤以對教學和學生學習的觀感最具突破性的意義。此外，老師對管理層的專業領導均予以正面評價，

反映目前學校的發展方向普遍為老師所接受。 

【學生對學校的意見】學生對學校的觀感維持正面，對學習的自我感覺尤其良好，說明師長的鼓勵和協

助，確實增強了學生對學習的自信；惟於改善學校氣氛方面，似乎有點裹足不前，宜多費心思，以求突

破。 

【家長對學校的意見】家長對學校為學生成長提供的支援予以充分肯定，惟對學生學習的觀感明顯與老

師及其子弟存在落差。學校可透過調整家課政策，令學生於校內外均能知所用功，如此或能拉近各持分

者對學生學習觀感的距離。此外，要家長感受到學校良好的轉變，學校宜積極發揮家長教師會的功能，

提高校政的透明度和家長的參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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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表現範疇  

   校外活動獲獎項目  

獎助學金及其他 

 

日期 活動 獎項及獲獎學生 

2014 年 11 月 伍少梅大學奬學金 李家俊 香港城市大學  

建造工程及管理系第三年 
 
李韋浵 樹仁大學 

歷史系第三年 
 
吳彬豪 香港科技大學 

科學學院 第二年 
 
黃新強 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 

土木工程 第二年 
 
朱皓楠 天主教輔仁大學 

金融與國際企業 第二年 
 
陳明鋒 嘉義大學 

應用化學系 第二年 
 
陳首南 逢甲大學 

國際貿易 第二年 
 
陳志傑 香港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 第二年 
 
陳志豪（2012 畢業） 香港城市大學 

電腦科學 第三年 
 
唐  卿 暨南大學 

金融 第二年 
 
胡龍文 暨南大學 

歷史 第一年 
 
陳志豪（2014 畢業） 暨南大學 

市場營銷 第一年 
 
湯先清 國立華僑大學 

美術—視覺傳達設計 第一年 
 
楊常智 國立政治大學 

民族學 第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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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文凱 褔建師範大學 

播音與主持系  第一年 

 羅氏慈善基金及教育局— 

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 

6C 余健生 

2014 年 12 月 世茂新家園精英培養計劃— 

傑出學生獎 

6A 楊子敬、5A 李浩宏、5C 李辰山 

5C 古亞文、5C 黃  加 

2015 年 1 月 華近禮神父紀念基金 共 11 名學生 

認識葵青體驗計劃— 

最佳表現獎 

4A 陳  鉑 

2015 年 2 月 青苗學界進步獎 2A 林建成、2B 鄭子鍵、2C 馬偉思

3A 陳冠旭、3B 陳經暐、3C 阿  勤 

4A 傅俊輝、4A 張昊洋、4B 葉聖杰

5A 吳偉邦、5B 洪子俊、5C 文亞發 

6A 楊晉銘、6B 羅尚儒、6C 譚成業 

2015 年 3 月 荃灣鄉事委員會獎學金 

 

1A 洪义炟、2C 石漢文 、3A 朱能立、

4A 何子熹 

荃灣葵涌及青衣區中學校長會 

荃灣葵涌及青衣區傑出學生選

舉—傑出獎學金 

5A 李浩宏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6A 黃耀彪 

葵青區青少年社區服務計劃暨比

賽—簡報會合作精神獎 

5A 區耀林、5A 劉正睿、5A 何浚傑

5A 黃宇風、5A 李浩宏 

2015 年 5 月 民政事務局—融和獎學金 1C 簡嘉浩、2C 石漢文、3A 朱能立

4C 莫金華、5A 蔡榮然、5A 區耀林 

2015 年 6 月 美麗在望青少年計劃「扎根香港

美麗故事匯演」—即興劇場優秀

表現獎 

5A 何浚傑、5A 黃宇風、5A 劉正睿 

教育局「塗鴉：繪出健康校園」

聯校作品展暨分享會—最佳演繹

大獎 

4A 徐卓霖、4A 何子熹 

3A 侯偉立、3A 姚文廣、3A 葉澤深 

2015 年 5 月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非

凡躍進獎勵計劃」—非凡躍進獎 

1A 沈松澤、1C 夏永深 

2A 陳明希、2A 鄺樺燦 

3A 丁健浩、3B 黃浩林 

4B 麥展浩、4B 余浩軒 

5C 李  文、5C 伊  查 

6C 黃煒彬、6A 楊晉銘 

家長教師聯會「飛躍進步學生奬」 6B 羅尚儒 

2015 年 8 月 鮑思高神父獎 5A 李浩宏 

宏施慈善基金 「2015 全港學童獎

勵計劃」—傑出操行奬 

3A 姚文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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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2014-2015 年度 校外獲獎項目   

 

日期 活動 獎項及獲獎學生 

2014 年 11 月 葵青區籃球比賽甲一組 季軍 

2014 年 12 月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六屆學校朗誦節獎項： 

 中四級英文集誦 

 中三級男子粵語集誦 

 中四級男子英文獨誦 

 中六級男子粵語詩詞獨誦 

 中六級男子粵語詩詞獨誦 

 中四級男子粵語詩詞獨誦 

 中六級男子粵語散文獨誦 

 

 

冠軍 

冠軍 

亞軍 4A 何子熹 

冠軍 6A 姚敬偉 

季軍 6B 陳偉強 

亞軍 4A 何子熹 

季軍 6A 楊子敬 

中學組手搖發電機智能機械模型車

（高級組）探索賽 

冠軍 

6A 楊子敬、5A 李浩宏 

5C 李辰山、5C 古亞文、5C 黃加 

2015 年 3 月 夢想香港「星」全港街頭三人籃球賽

2015 

季軍 

6A 許宇軒 

5A 劉家傑、5B 阮智安 

2015 年 4 月 2015 全港擂台邀請賽 （70 kg 組別） 金獎 

5A 陳浩賢 

第五屆思高盃室內賽艇邀請賽 

男丙團體賽 

季軍 

1A 沈松澤、1A 馬世耀 

2A 林俊淮、2A 丁志恆 

2A 黃瑋倫 

2015 年 7 月 2015 葵青區滅罪海報設計比賽 冠軍 

4A 何子熹、4A 徐卓霖 

4A 雷振聲、4B 陳俊康 

亞軍 

4A 何子熹、4A 徐卓霖 

4A 雷振聲 

季軍 

3C 白里、3C 阿勤、3C 區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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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主要關注事項 
 

2014/2015年度把學校的主要關注事項如下：  

一、提升學生的學習表現 

二、培養學生正面的人生觀  

三、建立共融校園  

 

關注事項一：提升學生的學習表現 

 

1 . 1  收 集 各 科 基 礎 能 力 框 架 ， 並 舉 辦 初 中 學 習 策 略 工 作 坊 及 高 中 應 試 策 略 、 提 升 記

憶力等講 座。  

 

評估及例證  

去年 12月曾於校內舉辦高中應試策略及提升記憶力講座，學生反應正面。在對高中的

問卷調查中， 55.5%學生表示曾應用習得的學習策略及提升記憶力方法。惟收集各科

基礎能力框架及給初中學生傳授學習策略等計劃却未竟全功。  

 

反思及建議  

宜與各學習領域主任緊密合作，定期跟進各科「框架」的訂定及落實情況。除舉辦工

作坊外，可考慮於校園定期展示不同學習策略的海報或簡介，以收潛移默化之效。  

 

1 . 2  收集各科 組分層課業，加強 照顧學生學習差異 。  

 

評估及例證   

個別學科已於部分級別按學生能力提供分層教材，校方亦設置收集箱按時收集各科分

層教材。惟如何設計及有效運用該類課業以加強照顧學生學習差異，則有待發展及優

化。  

 

反思及建議  

要分層課業得以廣泛應用，各科老師必須對之有充分認識。不妨於收集所得的分層課

業中挑選一些優秀設計，並邀請有關老師與同儕分享箇中心得，促進專業交流。此外，

亦可安排校外專家到校舉辦工作坊，以拓展老師有關方面的視野，廣泛應用分層課業

以提升教學效能。  

 

1.3  提 升 初 中 周 六 拔 尖 班 教 學 效 能 ， 並 協 調 中 六 級 課 後 補 課 、 中 五 第 二 學 段 課 後 補

課。  

 

評估及例證   

74%參與周六精進班（即「拔尖班」）的學生於第二學段學業成績有增長。至於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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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補課方面，中六級尚能達標，而中五級則部分學科達標。  

 

反思及建議  

鑑於周六精進班的出席人數並不理想，下年度可考慮整合補課及精進班課程，於平日

課後進行，並一併照顧非華語生的學習需要。此外，高中的補課安排亦必須切實執行，

訂定補課時間表，不能苟且。  

 

1.4  增設中五 、中六選修科退修 生鞏固班 。  

 

評估及例證   

第一學段中六退修生共二十五人，推展鞏固班課業的成效一般，經檢討後改按學生學

習需要編訂鞏固課業，以提升鞏固班的效能。第二學段中五退修生僅三人，逾 60%能

按學習目標完成鞏固班課業。  

 

反思及建議  

本年度高中退修於復活假期後開展，三位退修生為非華語生，負責老師為學生開設學

習歷程檔案，每節記錄退修生學習進程，表現理想。若情況許可，不妨沿用此方法照

顧退修生。  

 

1 . 5  推展課堂 、學習及小組活動 的常規。  

 

評估及例證   

在建立學習常規上，52.8%學生對小組常規表示滿意；55.5%學生對學習常規表示滿意。

課堂常規方  面，學校設借書計劃，大部分學生帶備課本及筆記上課，學生欠帶文具之

情況亦較以往有所改善。  

 

反思及建議  

常規的建立對第三組別學生的學習尤其重要。推展課堂、學習及小組常規的工作雖然

略見成效，惟各科組的配合可更全面。建議積極鼓勵之餘，不妨適時就有關工作進行

廣泛調查及訪談，藉以提升各科組於這方面的意識。  

 

1 . 6  按各級學 生需要，編制或提 供不同課程，並組 織適切的小組活動 。  

 

評估及例證   

與香港青年協會（ HKFYG）「想．創．未來」計劃合作，為學習動機較低的中一學生

提供小組活動，提升其學習興趣和效能；並為中四有言語障礙的學生提供小組活動，

協助他們發展個人潛能，制定合適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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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及建議  

所有活動大致能達到預期目標，學生和老師的評價亦甚為正面，足證學生對該類活動

有一定需求。來年宜靈活調配各方資源，繼續按校情加強為各級不同族裔的學生提供

個人成長方面的輔導。  

 

1 . 7  推 動 師 友 計 劃 ， 加 強 校 友 與 學 生 的 連 繫 ， 好 為 學 生 提 供 升 學 及 就 業 的 指 導 和 培

訓。  

 

評估及例證   

與舊生會合作，邀請校友擔任師友計劃導師，與學生分享經驗，並提供技能培訓與升

學及就業等方面的指導，以協助他們將來就業。  

 

反思及建議  

計劃的構想無疑是正確及有意義的，惟因為未能與舊生會有效協調，只好將計劃延至

第二學段推行。建議來年及早做好聯絡工作，時間上給予雙方足夠的「緩衝」，計劃

當能實現。  

 

1 . 8  為課外活 動分組集隊及參與 活動訂立常規。  

 

評估及例證   

中一及中二級學生於課外活動開始前均能整齊有序地分組集隊，並於點名後把出席紀

錄交回校務處。  

 

反思及建議  

雖然課外活動分組集隊的安排得以落實，惟於推展活動常規以培養學生履行參與活動

應有的責任和態度的工作，則猶有須要加強的地方。建議來年更好地掌握相關數據，

根據具體情況檢視工作的實際成效。  

 

1 . 9  聘請專業 教練，提升學生專 項技能，灌輸正確 的態度和價值觀。  

 

評估及例證   

全方位學習委員會於本年度曾為籃球隊、足球隊、板球隊、龍獅學會、劍道學會、欖

球組、管樂團及魔術訓練等活動聘請專業導師及教練。據問卷調查所得，活動帶來的

滿足感及成就感有助學生改善其個人觀感。  

 

反思及建議  

本校學生的自我管理能力相對薄弱，各項有助學生提升自理能力，建立正確態度和價

值觀的有效措施，必須持續推行，方能鞏固工作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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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0  藉 指 導 學 生 寫 履 歷 表 ， 鼓 勵 學 生 在 學 期 初 訂 立 年 度 計 劃 和 目 標 ， 以 促 進 學

習。  

 

評估及例證   

在學期初指導學生填寫履歷表，對那些積極參與活動和服務的高中學生別具意義：履

歷表可讓他們及早整理及反思過去數年所參與的活動和服務，於申請獎助學金時可以

更快提供所需資料。  

 

反思及建議  

由於初中學生參與的活動和服務較少，宜將現時較詳盡的履歷表表格簡化，以配合初

中學生的實況。至於非華語學生的英文版履歷表，回收率並不理想，來年應直接加強

跟進工作，不能再假手於人。  

 

1 . 11  為有特殊 學習需要的學生增 加「學習支援 計劃 」，有效支援每個學 生的需要。  

 

評估及例證   

計劃透過教育心理學家、科任老師及家長彼此合作，有效支援每個學生的特殊學習需

要。根據年終進行的「對學校提供的支援措施」整體滿意度問卷調查結果，對計劃表

示「滿意」及「非常滿意」的家長分別有 64%及 36%；接受支援的學生則分別有 72%

及 24%。  

 

反思及建議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部分家長 (佔 14%)認為學生於「閱讀能力」、「與朋輩關係和洽」

和「學習態度 /動機」等方面的照顧不足；而部分學生 (佔 14%)則認為自己「參與課堂

/學校的活動」的社交適應力和「運算能力」沒有進步。建議學生支援小組來年加強

學生人際關係的提升工作，並與中、英、數等科目協調，進一步訓練學生的「閱讀能

力」及「運算能力」。  

 

 

 

關注事項二：培養學生正面的人生觀  

 

2.1  於 課 室 及 校 園 展 示 名 人 學 者 治 學 格 言 ， 培 養 學 生 內 省 的 習 慣 ， 並 以 「 學 業 龍 虎

榜」肯定 學生學術成就。  

 

評估及例證  

每學段於有蓋操場展示各級「學業龍虎榜」，以肯定學生的學術成就。至於培養內省

習慣方面，學生大都肯定名人學者治學、勤學格言的正面價值，小部分學生更能反躬

自省，訂立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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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及建議  

來年除在校園及課室展示治學格言外，不妨利用德公課進行網上問答比賽 /投票，提

升名家治學格言對學生學習態度的正面影響，培養學生內省的習慣。此外，除了於考

試後在校園當眼處公開表揚學生卓越的學術表現外，亦可設置班本「學業龍虎榜」，

以肯定各班學生的學業成就。  

 

2 . 2  透 過 講 座 及 生 涯 規 劃 課 程 ， 滲 入 要 有 健 康 生 活 習 慣 ， 才 會 在 學 習 和 事 業 上 取 得

成功的觀 念。  

 

評估及例證  

透過「共創成長路」、「千里之行」學習小組、「生涯規畫先鋒」及一系列講座、工

作坊和參觀活動，嘗試給學生灌輸守時、勤勞、責任感……一類價值觀念，讓學生明

白正確的生活態度與個人前途息息相關。  

 

反思及建議  

學生在參與活動時基本上都能守時，並依從老師和導師的指示完成學習任務。惟習慣

的形成並非朝夕可致，要培養學生良好的生活習慣，學校必須營造相應的氛圍，好讓

學生不自覺地被潛移默化。因此，全校各科組之間宜朝著同一目標攜手合作，打破彼

此各自為政的藩籬。建議明年與教務委員會合作，開辦新的其他學習經歷課程，讓學

生透過多元化的學習經歷，培養良好的生活態度。  

 

2 . 3  透 過 「 學 生 學 習 概 覽 」 的 紀 錄 和 反 思 ， 協 助 高 中 同 學 檢 視 及 計 劃 學 習 經 歷 ， 養

成良好的 學習習慣。  

 

評估及例證  

學期初透過中六班主任派發及收集「學生學習概覽」的反思工作紙。結果，甲班學生

大都能善用概覽進行反思，部分更利用概覽的內容來申請 JUPAS和 IVE；惟乙、丙兩班

學生的表現則欠積極，態度敷衍，甚或沒有完成有關工作紙。  

 

反思及建議  

在撰寫個人自述時，部分中六級學生表示「學生學習概覽」的紀錄與反思對他們的升

學與就業有一定幫助。來年開學後，建議有關班主任於班主任課上鼓勵和協助學生完

成該反思工作紙。  

 

2 . 4  提 供 義 工 訓 練 和 領 袖 培 訓 ， 讓 學 生 認 識 社 會 服 務 ， 並 提 升 個 人 社 交 技 巧 及 領 導

才能。  

 

評估及例證  

先後舉辦「赤柱領袖訓練日營」及「長洲鮑思高領袖訓練日營」，為應屆學生會及社

幹事、中四甲班學生提供領袖培訓，以提升個人社交技巧及領導才能。此外，本校五

名學生在接受魔術表演義工訓練後，就曾到荃灣青年空間當魔術表演義工，其良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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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備受讚賞。  

 

反思及建議  

多元化課外活動有助發掘學生不同的潛能，讓學生全方位肯定自己，建立自信。建議

來年繼續為學生提供多元化活動，從不同角度鼓勵學生參與，讓學生認識自己，貢獻

社會，培養品德，成為良好公民。  

 

2 . 5  透過不同 主題的講座及服務 讓學生明白健康生 活及愛惜生命的重 要。  

 

評估及例證  

中英劇團、戲遊舞台等到校舉辦活動的團體所製作的節目能讓學生接收不同渠道資訊，

增廣見聞。  

 

反思及建議  

劇場與講座能豐富學生的生活體驗和閱歷。如上述以中文為演說媒介，非華語學生可

能因言語障礙而未能完全明白當中思想。建議於活動後多了解學生吸收與掌握的情況，

按需要於班主任課或宗教課作出跟進或補充。  

 

2 . 6  舉 辦 班 際 正 面 人 生 壁 報 設 計 比 賽 和 正 面 思 維 金 句 書 法 及 插 圖 設 計 比 賽 ， 以 提 升

同學的正 面思想。  

 

評估及例證  

壁報設計比賽在各班班主任的配合下順利完成，各班作品既美觀又能彰顯正面的訊息

和人生態度。部分「正面思維金句書法及插圖設計比賽」的參賽作品的水準頗高。高

年級學生能按金句設計海報，製作認真；低年級學生的作品構圖雖較簡單，但亦甚具

創意。在視覺藝術科老師的指導下，部分班別以海報形式展示作品，效果理想。  

 

反思及建議  

壁報設計比賽反應熱烈，不少班別的壁報設計精美，色彩繽紛，於美化課室之餘，更

 可提升各班士氣及凝聚力，宜繼續舉辦；學生對「正面思維金句書法及插圖設計比賽」

 的興趣則稍遜，來年建議結合復活節或四旬期捐獻等主題，舉辦填色設計比賽或工藝

 品設計比賽，讓學生認識正確的人生態度。  

 

2 . 7  參加保良 局的 「美麗在望」 青少年計劃，以戲 劇的形式培養學生 品德 。  

 

評估及例證  

「美麗在望」新來港學童適應計劃的學生在完成「我走星光大道」的課程後，於 7月 2

日的結業典禮中作默劇表演，並獲得「即興劇場優秀表現獎」及「最佳啦啦隊」兩個

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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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及建議  

負責演出的學生既積極，又投入的態度，足證該計劃確實有助參與者建構正面的人生

觀。建議來年繼續搜羅同類性質的活動供學生參加，俾能讓更多學生從中獲益。  

 

 

 

關注事項三：建立共融校園  

 

3.1  優化非華 語學生全方位課程 。  

 

評估及例證   

2015年 5月，中二級非華語學生於有蓋操場籌辦「南亞文化推廣日」，全日活動人次

約 80人，逾 80%學生參與並完成攤位遊戲。其間，本校中一、二級華語學生及羅怡基

學校非華語學生應邀參與推廣日活動。  

 

反思及建議  

「南亞文化推廣日」籌辦多年，學生投入參與攤位製作及宣傳，並樂於向師生介紹南

亞食品、服飾及消閒活動。建議下學年邀請華語學生參與推廣日的籌辦工作，體驗各

族文化特點，促進種族共融。  

 

3 . 2  與其他志 願團體 /機構協作 ，為非華語學生提 供適切的升學及就 業輔導 。  

 

評估及例證  

與新界南警區防止罪案辦公室和機場特警組 (ASU)合作舉行山藝訓練，為近二十名中

三至中五的華語和非華語學生提供一個共融相處和彼此合作的良好機會。參加者均能

在專業指導下完成任務。  

 

反思及建議  

上述一類活動饒富意義，值得推廣；惟組織期間須注意與一眾協作者保持緊密聯繫，

確保活動能達到預期效果，以免失諸交臂。即如與港鐵合作的項目，原為警方耀陽計

劃（ Project Chum-mak）其中一個部分。由於警方與港鐵之間溝通出現問題，當天的

活動內容竟與警方事前提供的有出入，以致影響活動的成效。建議日後再參與該計劃

時，若活動涉及第三方，不妨與第三方直接聯絡，以加強溝通。  

 

3 . 3  透與協青 社合作，推展「 On Eagles’ Wing」計劃，為中四非華 語學生服務。  

 

評估及例證  

與協青社（ Youth Outreach）合作，為中四級非華語學生舉行培訓工作坊和體驗營活

動，提升他們對自我的認識和自信，並增加與本地青年和社區機構接觸和交流的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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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及建議  

參與活動的學生均反應正面，認為活動有意義，但由於不同的個人理由，不少學生未

能出席其後舉行的體驗營。該活動於下學期曾作出調適，分別舉行了兩次訓練日營和

校內沿繩下滑訓練，學生的參與度和投入感均較前大幅提升。建議來年可考慮繼續參

加類似活動，並注意參與活動和常規課堂學習的平衡，以達致最佳的學習成果。  

 

3 . 4  推 動 同 學 觀 賞 本 校 球 隊 比 賽 ， 華 語 學 生 觀 賞 板 球 賽 ， 非 華 語 學 生 觀 賞 籃 球 賽 ，

 提升共融 活動的效益 。  

 

評估及例證  

本年度第一學段曾安排中一全體學生觀賞本校高級組板球比賽。  

 

反思及建議  

計劃原先安排全體中一學生：首階段觀賞由非華語學生組成的板球隊比賽；次階段觀

賞由華語學生組成的籃球隊比賽。由於首階段華語學生對觀賞板球比賽不感興趣，未

能達致認識文化差異及尊重其獨特性的效果，結果取消進行次階段計劃。建議來年於

學期初先聘請有關運動的專業教練到校培訓學生，豐富和提高他們對該項運動的基本

認識和興趣，然後才組織觀賞活動，甚或參與球賽。  

 

3 . 5  邀請非本 地生參與瞻禮及服 務的籌備和推行工 作 。  

 

評估及例證  

幕後工作人員及瞻禮司儀來自不同族裔及地方，相信能向全體學生傳達共融的信息。 

 

反思及建議  

邀請不同族裔及地方的學生參 與 瞻 禮及 服務 的籌備 和推 展 工作 無疑能 有效帶 出共

融 主 題 ， 惟 要 維 持 甚 或 提 升 計 劃 的 果 效 ， 積極發掘新血以帶來更多新面孔，尤其

重要。  

 

3 . 6  提早宣佈 功過相抵計劃的詳 情，增加「邊 緣」 學生參與計劃的機 會 。  

 

評估及例證  

本年度共進行兩次功過相抵活動，參與學生總人數超過 50名，其中多於 30名學生達標。

第一學段參與學生的人數出奇地少；至第二學段，在結算出勤紀錄後加強宣傳計劃，

學生的反應又變得熱烈。  

 

反思及建議  

功過相抵計劃深受學生歡迎，來年將會繼續舉辦。鑑於每年總有學生錯過有關計劃，

建議主動向被記過的學生推介，並於結算出勤紀錄後加強向學生宣傳，以提高學生參

與計劃的積極性。  

 



18 

3 . 7  透 過 不 同 的 傳 統 文 化 活 動 ， 介 紹 不 同 族 裔 的 文 化 ， 以 促 進 學 生 認 識 不 同 族 裔 的

 文化。  

 

評估及例證  

於中秋節期間舉辦了中秋團圓融和活動，內容包括：燈謎競猜、中國毛筆書法比賽、

射月光攤位遊戲等。該活動安排於午膳時間在禮堂底舉行，吸引眾多學生參與，既加

深了不同族裔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也令他們感受到濃厚的節日氣氛，增加對學校

的歸屬感。  

 

反思及建議  

中秋節活動已舉辦多年，無論華語或非華語學生都能投入參與，樂在其中。節目內容

除燈謎競猜外，其他項目每年都作更訂，以保持活動的新鮮感。就成效而言，該活動

不但增加了傳統的節日氣氛，加強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更有助學生認識不同族裔的

文化。  

 

3 . 8  透過康樂 活動，促進不同族 裔學生的友誼 。  

 

評估及例證  

第二學段首次舉行「二人三足競賽」，學生自由組隊參加。活動共有二十隊參賽隊伍

加參，當中除包括不同族裔學生所組成的隊伍外，還有兩隊師生組合參賽。當天競賽

氣氛十分熱鬧和融洽，參賽者與觀眾均樂在其中。  

 

反思及建議  

上述活動的參加學生人數眾多，且吸引大群學生和老師圍觀，氣氛既熱烈，又融洽，

 能收融和的效果，值得繼續舉辦。來年可加強宣傳，讓更多學生及早報名。  

 

3 . 9  參加教育 局訓育及輔導組的「塗鴉 —繪出健康 校園」計劃。透過 共融校園活動，

 增加非華 語、內地新來港和 本地學生的接觸機 會 。  

 

評估及例證  

計劃參與者包括 10名非華語、內地新來港及本地學生，透過參與體驗活動、校本訓練、

成長課及公開作品展覽會，培養學生與人分工合作的技巧，達到共融的目的。是項計

劃的展品分別在荃灣大會堂及金鐘保安局禁毒處—香港賽馬會藥物資訊天地展出，並

在聯校作品展暨分享會中取得「最佳演繹大獎」。  

 

反思及建議  

齊心發展健康校園及締建關愛校園文化的計劃有助學生良好的身心發展，全面正向成

長。而學生在分享會上積極和投入的表現，說明活動確實能夠協助學生建構正面人生

觀和奮發上進的生活態度。此外，非華語、內地新來港及本地學生透過參與藝術活動，

亦達致彼此共融的目的。建議來年因應不同學生的需要，繼續推行同類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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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t 31 August 2015

(per audited accounts)

Name of Grant 1-Sep-14 2014/2015 2014 Sep - 2015 Aug As at 31 Aug 2015

balance b/f Grant Actual Remaining

Received to date Expenses Balance

EOEBG

Original OEBG General Domain

2-0600 School and Class Grant -$                      1,077,313.52$        

2-0800 Admin. Grant 3,495,900.70$      3,610,367.15$        

2-0801 Lift Maintenance Grant -$                      39,010.00$             

2-0802 Air-conditioning Grant for Lab -$                      -$                        

2-0804 Admin. Grant for Additional C.A. -$                      -$                        

2-0805 Recurrent English Language Grant -$                      -$                        

2-0806 Enhancement Grant -$                      -$                        

2-0807 Supplementary Grant -$                      -$                        

2-0809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Grant -$                      -$                        

2-0810 Composite IT Grant^ 550,031.00$         508,993.42$           

2-0811 Consolidated Subject Grant -$                      44,560.00$             

Sub-total A (Original OEBG - General D.) 3,224,883.94$           4,045,931.70$      5,280,244.09$        1,990,571.55$      

Original OEBG Special Domain

2-0903 Capacity Enhancement Grant 356,840.24$              501,143.50$         447,750.18$           410,233.56$         

2-0901 Newly Arrived Children 38,911.88$                90,182.00$           84,947.20$             44,146.68$           

Sub-total B (Original OEBG - Special D.) 395,752.12$              591,325.50$         532,697.38$           454,380.24$         

Other Components of EOEBG

2-0902 Guidance & Discipline Grant -$                           -$                      -$                        -$                      

2-1020 Moral and National Education 170,000.00$              -$                      -$                        170,000.00$         

2-1004 Composite F & E Grant 504,790.30$              -$                      490,245.97$           14,544.33$           

2-1034 Baseline Reference -$                           1,376,930.56$      243,901.23$           1,133,029.33$      

Sub-total C 674,790.30$              1,376,930.56$      734,147.20$           1,317,573.66$      

EOEBG Total (A+B+C) 4,295,426.36$            5,422,862.26$       6,014,391.29$         3,703,897.33$       

Grants outside EOEBG

2-0812 Career & Life Planning Grant -$                           517,620.00$         433,385.27$           84,234.73$           

2-1256 Life-wide Learning Fund -$                           122,550.00$         122,550.00$           -$                      

2-1007 After School Learning -$                           151,200.00$         151,200.00$           -$                      

Note 1 Diversity Learning Grant 328,397.00$              142,500.00$         205,091.00$           265,806.00$         

2-1016 Non-Chinese Speaking Grant 900,000.00$              899,321.00$         995,765.15$           803,555.85$         

2-1011 Learning Support Grant 475,856.70$              215,800.00$         611,819.40$           79,837.30$           

2-1024 Senior Secondary Curriculum Support Grant 333,670.57$              465,858.00$         336,356.30$           463,172.27$         

2-1027 Secondment -$                           579,686.90$         579,686.90$           -$                      

2-1026 CCF-After School -$                           541,470.00$         541,470.00$           -$                      

2-1005 Subsitute Teacher Grant 15,669.36$                -$                      -$                        15,669.36$           

2-1031 One-off Grant for Websams upgrading 50,000.00$                -$                      49,400.00$             600.00$                

2-1010 Other Recurrent Grant (reimb. of rent & rates) 16,320.00-$                580,220.00$         578,300.00$           14,400.00-$           

Grants outside EOEBG (Sub-total D) 2,087,273.63$            4,216,225.90$       4,605,024.02$         1,698,475.51$       

Grants outside Original OEBG (C+D) 2,762,063.93$           5,593,156.46$      5,339,171.22$        3,016,049.17$      

Total: A+B+C+D 6,382,699.99$            9,639,088.16$       10,619,415.31$       5,402,372.84$       

Note 1 Composition of DLG

2-1028/2-1035 DLG 13-15 ApL@/DLG 14-16 ApL 223,397.00$              15,960.00-$           178,611.00$           28,826.00$           

2-1029 DLG 13-15 Other Program@ 63,000.00$                15,960.00$           2,480.00$               76,480.00$           

2-1033 DLG Other Language 42,000.00$                94,500.00$           -$                        136,500.00$         

2-1038 Diversity 15-17 AppL Chinese -$                           48,000.00$           24,000.00$             24,000.00$           

328,397.00$              142,500.00$         205,091.00$           265,806.00$         

@ Adjustment needed for audited accounts ended for the year 31 August 2014

Salesians of Don Bosco Ng Siu Mui Secondary School

2014-2015 Expanded Operating Expenses Block Grant (EOEBG) Budgetary Expe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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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全年活動簡報（2014 / 15） 

填妥後請於本年九月十四日或以前傳真至課程發展處全方位學習及圖書館組。  

傳真號碼︰2892 6428 

 

校名：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學校編號：      190055                 帳目編號︰    1051             

（一）開支總結： 

2014/15 撥款 


2014/15 支出 


餘額 (此金額須退回教育局) 

(1)
 

$122,550 $122,550 $0 

註 (1)︰如有餘款，a ) 官立、私立及停辦學校請根據本局稍後的提示退回餘款；b ) 其他學校則毋須自行退款，本局會直接從學校戶口扣除餘額。 

（二）受惠學生人數(即合資格並已領取津貼的學生)： 

年級 綜援 學生資助 
全額津貼 

其他有經濟 
困難的學生  

合共 年級 綜援 學生資助 
全額津貼 

其他有經濟 
困難的學生  

合共 

P1:     S1: 9 7 4 20 

P2:     S2: 12 9 16 37 

P3:     S3: 16 13 15 44 

P4:     S4: 8 25 17 50 

P5:     S5: 23 15 12 50 

P6:     S6: 7 24 16 47 

小計：    (a) 小計： 75 93 80 (b)248 

       總受惠人數 (即 a + b): 248 

（三）活動報告：(如空間不足，請加附頁) 

 

全方位學習活動的 
名稱

(2)
 

資助的用途 
（如：入場費、交

通費等） 

舉辦機構
(3)

 活動舉行 

地點
(3)

 

在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 

資助下的︰ 

本校 
認可
機構 

本港  境外 支出 
受助學生 

人次(非人數) 

1.  2015《香港 200》領袖計劃 活動費     $1,400 2 

2.  長洲鮑思高領袖訓練日營 交通費     $3080 29 

3.  喜樂心傳心義工訓練日營 營費     $595 39 

4.  2015 年慶祝會祖誕生二百周年競技日 活動費     $59,888.8 350 

5.  紅十字會青年團 制服費     $4961 15 

6.  足球校隊 訓練及比賽     $1930 30 

7.  籃球校隊 訓練及比賽     $10400 30 

8.  板球校隊 訓練及比賽     $7360 25 

9.  龍獅及國術學會 制服及表演交通費     $1862.8 6 

10.  水底搖控機械工作坊 比賽制作及交通費     $4635.84 5 

11.  室內野戰訓練 活動費     $2024.22 17 

12.  參觀壁屋懲教所 交通費     $1500 12 

13.  南丫風采發電站考察 交通費     $1949.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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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慈青會非華語學生溜冰體驗 活動費     $759.54 12 

15.  慈青幹事會保齡球體驗 活動費     $663 12 

16.  學校文化日欣賞香港芭蕾舞團表演 交通費     $600 37 

17.  修學旅行 交通費     $1,300 10 

18.  家長教師會親子活動 活動費     $1,360 17 

19.  韓國遊學團 團費     $12,600 21 

20.  台灣遊學團 團費     $3,680 24 

註(2)︰請填上清晰明確的活動名稱。「全方位學習活動」、「課外活動」等名稱較為籠統，不

宜使用。 

註(3)︰請在合適的空格加上「」。 

註(4)︰近年全港學校的基金用款率平均達 90%或以上。 

總數
(4)

 $122,550 712 

 
 

上述資料由學校的基金負責人填寫，並經校長或校長授權人員覆核，以確保內容準確無誤。 

基金負責人員簽署︰   校 長 簽 署︰   

基金負責人員姓名︰  
   劉龍生       *老師/主任/書記/其他：
_________ 校 長 姓 名︰  虞歐坤 

聯 絡 電 話︰      24258223                日 期︰       20-8-2015                  

*請刪去不適用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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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一五學年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校本津貼 - 活動報告表 

學校名稱 :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計劃統籌員姓名 : 劉龍生 聯絡電話 : 24258223 

 

A. 本計劃受惠學生人數(人頭)共_227_名(包括 A. 領取綜援人數：_74_名，B. 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人數：_93__名及 C. 學校使用酌情權的清貧學生人數：_60__名) 

B. 計劃的各項活動資料 

*活動名稱/類別 
參加合資格學生人數# 平均出

席率 

活動舉辦時期 

/日期 

實際開支 

($) 

評估方法 

(例如:測驗、問卷等) 

合辦機構/ 

服務供應機構名稱 

(如適用) 

備註(例如:學生的學習及

情意成果) 
A B C 

學習技巧訓練 

 

11 17 20 100% 11/2014 至 4/2015 7,076.82 觀察 1.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2. 海事高等科技教育 

  中心 

 

參觀/戶外活動 

 

53 65 87 100% 10/2014 至 7/2015 15,287.20 觀察 1. 香港科學館及太

陽館度假營 

2. 天主教慈幼會伍

少梅中學 

 

文化藝術 31 62 36 93% 10/2014 至 6/2015 62,101.00 觀察及問卷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

中學 

 

體育活動 

 

77 67 28 97% 9/2014 至 5/2015 28,280.00 觀察及問卷 1. 天主教慈幼會伍

少梅中學 

2. Pop Sports 

Association 

 

自信心訓練 6 10 11 100% 10/2014 至 4/2015 18,126.00 觀察 1. 香港外展訓練學

校 

2. 鮑思高青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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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服務 4 5 1 100% 9/2014 至 3/2015 3,869.80 觀察及問卷 1. 香港青年協會 

2. 天主教慈幼會伍

少梅中學 

 

歷奇活動 6 7 8 100% 3/2015 4,356.78 觀察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

中學 

 

領袖訓練 2 14 11 70% 17/4/2015 7,128.00 問卷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

中學 

 

社交/溝通技巧訓練 10 40 22 100% 10/2014 至 3/2015 4,974.40 觀察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

中學 

 

活動項目總數：_____42_______    
      

@
學生人次 200 287 224  

總開支 
151,200.0

0 **總學生人次 711 

備註:*活動名稱/類別如下：功課輔導、學習技巧訓練、語文訓練、參觀/戶外活動、文化藝術、體育活動、自信心訓練、義工服務、歷奇活動、領袖訓練及社交/溝通技巧訓練 
@學生人次：上列參加各項活動的受惠學生人數的總和 
**總學生人次：指學生人次(A) + (B) + (C) 的總和 
# 合資格學生: 指(A)領取綜援/(B)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及(C)學校使用酌情權的清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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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計劃成效  
整體來說你認為活動對受惠的合資格學生有何得益 ? 

請在最合適的方格填上「」號  
改善 沒有

改變 
下降 

不適

用 明顯 適中 輕微 

學習成效   

a)  學生的學習動機         

b)  學生的學習技巧         

c)  學生的學業成績         

d)  學生於課堂外的學習經歷         

e)  你對學生學習成效的整體觀  

感  

       

個人及社交發展   

f )  學生的自尊         

g)  學生的自我照顧能力         

h)  學生的社交技巧         

i )  學生的人際技巧         

j )  學生與他人合作         

k)  學生對求學的態度         

l )  學生的人生觀         

m)  你對學生個人及社交發展的  

整體觀感  

       

社區參與   

n)  學生參與課外及義工活動         

o)  學生的歸屬感         

p)  學生對社區的了解         

q)  你對學生參與社區活動的整  

體觀感  

       

 

D. 對推行活動計劃的意見  

在推行計劃時遇到的問題 /困難  

(可在方格上超過一項 )  

 未能識別合資格學生 (即領取綜援及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的學

生 )；  

 難以甄選合適學生加入酌情名額；  

 合資格學生不願意參加計劃；  

 伙伴 /提供服務機構提供的服務質素未如理想；  

 導師經驗不足，學生管理技巧未如理想；  

 活動的行政工作明顯地增加了教師的工作量；  

 對執行教育局對處理撥款方面的要求感到複雜；  

 對提交報告的要求感到繁複、費時；  

  其他 (請說明 )︰將參加比賽及訓練報名費、校外團體舉辦的培訓

課程納入資助範圍  

  

  

  



25 

E. 學生及家長有否對計劃提供意見？他們是否滿意計劃的服務？  

(可選擇填／不填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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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2014-2015 年度學生學習支援計劃年終檢討報告 

 

工作指引 

為使特殊需要學生得到更妥善的支援，故此本校設立「學生支援小組」，學生擬訂支

援計劃及監察有關學生的進展。本組亦會建立一份學生支援紀錄冊，並儘早為有特殊

需要學生提供合適設備和器材。此外，本組更會制訂教師持續專業發展計劃。 

 
目的 

充分利用教育局的中學學習支援津貼撥款，支援本校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協助他

們融入學習及社交生活。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專門的訓練及協助。 

 
小組架構 

組長：劉文宇副校長    

成員：戴淑茵老師(輔導主任)、莊德韾老師(輔導副主任)、鄧珮菁老師 (中文科主任)、

何國強老師(英文科主任)、趙端澤老師(數學科主任)、梁志欣老師(生涯輔導委員會主

席)、梁穎媛老師(教務委員會主席) 、陳明慧老師、麥伊妮姑娘(教育心理學家)、許寶

乾先生(學校社工)、梁健榮先生(融合教育教學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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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2014-2015 年度學生學習支援計劃 

工作財政預算及實際支出 

 

 

項目/ 活動  財政預算 實際支出 

聘請融合教育助理 

$13,600*1.05*12 

負責校本課後言語治

療整理文件、聯絡家長

等 

$184, 800 $204,954.5 

聘請支援教師 

$23,285*1.05*12 

喜閱寫意計劃及數學

抽離課程 

$293,391 $287,129 

言語治療服務 

麥堅時綜合治療及教育中心 

言語治療師費用 

14.5 節*7 小時*$485 

$49, 227.5 $35,647.5 

讀寫治療服務 

麥堅時綜合治療及教育中心 

治療師費用 

14 節*7 小 204954.5 時

*$485 

$47, 530 $35,647.5 

家長工作坊 

麥堅時綜合治療及教育中心 

導師費用 

2 節*7 小時*$727.5 

$10, 185 $6,790 

購置學習資源及器材 
讀屏器軟件 $2, 000 $0 

「關愛校園活動」 
活動的用品 $5, 000 $750.9 

 

「情緒管理及社交訓練小組」、「專業

力訓練小組」及「家長訓練小組」 

香港青年協會 

導師費用 

$800一個小時 

$18, 000 

*2( 兩個學

段) 

=$36, 000 

$25,500 

暑假體驗之旅 

香港青年協會 

導師及活動費用 $50,000 $20,000 

 

暑期學習課程 

香港青年協會 

導師及活動費用 $30,000 $15,400 

 

 
 共

$583,642.5 

共

$6118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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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人數的分佈：(至 2015 年 6 月 16 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Total 

特殊學習困難 4 7 1 5 1 - 18 

智障/有限智

能 

5 3 4 2 1 - 15 

自閉症 - - - 1 - - 1 

注意力不足/

過度活躍症 

1 - - 1 - - 2 

聽障 - - 1 - 1 1 3 

言語障礙 7 7 9 11 2 2 38 

視障 1 - - - 1 - 2 

肢體傷殘 1 - - - - - 1 

Total 19 17 15 20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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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年度工作計劃大綱 檢討 

委員會/科務小組/專責小組：中國語文科(非華語學生課程) 

學校關注項目：1. 提升學生學習表現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檢討 

策略： 

1. 跨級分組：針對學生中文能力程度不

一的問題，按照能力分為不同的組別，

提升學生學習表現。 

工作： 

 

初中組：按能力將中一至中三分為四組 

 

高中組：中四級按能力分為第五組及第

六組；中五級按能力分成第七組及第八

組 

 

 

 

全學年 

 

 

 

 
 

 

 

 

不同中文程度的學生能適當

地按照不同的組別進行學

習； 

 

教師能夠按照制訂的計劃完

成教學任務。 

 

 

 

 

 

 

 

不同組別的學生

成績能達到相應

組別的要求。 

 

 

 

 

 

 

 分組情況理想，大部份組別學生均能

應付所屬組別的能力要求。 

 除了 3C 下學段考試合格率為 42%，

其他各班均在 60%以上。 

策略： 

2. 課程統整：為減低學習差異，第二組

發展第二套教材，讓新到港學生增加接

受基礎語言學習的時間，減低第三組學

生的學習差異，提升中文學習表現。 

工作： 

 

配合第四組已有的兩套教材，再發展第

二組的第二套教材： 

 

新到港學生接受第一組課程、第二組 2A

課程及 2B 課程 

 

 

全學年 

 

 

 

學生中文能力能夠掌握日常

生活所需及達到公開考試之

要求。 

 

 

可以通過課堂測

試及運用「校內評

估工具」的方法來

檢測學生的學習

的效果。 

 第二組的第二套教材均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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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基本中文聽說能力的學生接受第

三組課程、第四組 4A 課程及 4B 課程 

 

策略： 

3. 中文學習獎勵計劃(Smart Boy 

Scheme)：獎勵於中文課上表現良好或表

現進步的學生，以鼓勵學生積極參與課

堂活動及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 

工作： 

 

安排全年的禮物分配，並製訂換領禮

物的要求。 

 

為相關老師準備獎勵咭、印章。 

 

 

全學年 

 

 

 

70%非華語學生參與 

 

 

計算換取禮物人

次 

 已有 80%學生換領禮物。 

策略： 

4. 課後學習支援：為學生提供拔尖補底

班，鞏固學生在中文課堂的學習，幫助

學生打好基礎及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工作： 

 

安排學生參加香港大學專為非華語學

生而設的中文輔導班 

 

 

 
14 年 10 月至

15 年 6 月 

 

 

80%同學出席課程並完成相

關課業 / 工作紙 

 

 

統計參加人數 

及課業數量 

 

通過課堂測試的

方法檢測學生的

學習的成效 

 出席率達九成。 

 有關前、後測數據有待香港大學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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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5. 中文字母輸入法：學生能夠透過此輸

入法更易掌握常用漢字的書寫方法，能

應用中文電腦。 

工作： 

 

安排初中各組於每個循環節有兩個

中文字母輸入法課堂 

 

優化已有的打字課教材，並於校本教

材內增加使用中文字母輸入法教授學

生記寫字詞的方法，讓課程發展更有系

統。 

 

 

 

全學年 

 

 

教師能夠按照制訂的計劃完

成教學任務。 

 

 

通過課堂測試的

方法檢測學生的

學習的成效 

 各組均完成相關教學內容，並因應各

組情況進行評估。 

策略： 

6. 中文字詞對譯手冊（印刷版及軟件

版）：為學生提供自自學資源，提升學

生的學習動機，協助學生克服學習困

難。 

工作： 

 

跟進協作單位的工作進度 

 

安排校對手冊工作 

 

安排插圖工作 

 

安排印刷工作 

 

製作工作紙 

 

 

全學年 

 

 

70%同學參與活動並完成相

關課業 / 工作紙（試行） 

 

 

統計參加人數 

及課業數量 

 未有安排完成相關課業或工作紙。 

 部份老師以手冊為自學或教學內容。 

 部份學生主動要求索取手冊，學生表

現內容十分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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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培養學生正面的人生觀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檢討 

策略： 

1.透過多元化的閱讀計劃，讓學生養成  

良好的閱讀習慣，亦能從讀物中建立 

正面的價值觀及積極的人物態度，勇於面

對不同的挑戰和困難 

 

 各組老師每年每人選取一本圖書製作相

關工作紙 

 

 各組於每學段設三個圖書工作紙優秀獎 

 

 

配合圖書館

編配的時間

表 

 

 

 

 

 

 

每組每年最少完成五

至七份圖書工作紙 

 

 

 

 

 

 

 

統計課業數量 

 各組進行情況不同，一般在進階能力

組別進行較理想，而基礎能力組別則

表現不理想。 

 

3. 建立共融校園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檢討 

策略： 

1.語文活動：透過舉辦及參與各類學術

文化活動， 提升學校不同種族學生對

中華文化的認識及興趣，擴闊學生的視

野，提升學生的文化素質。 

工作： 

舉辦非華語學童硬筆書法比賽 

 

參與第 66 屆校際朗誦節 

 

舉辦語文活動 

 

邀請華語及非華語同學於早會分享 

 

 

 

 

 

 
 14 年 10

月 

 

 

中秋節、新

年、端午節 

 

15 年 2 月

至 15 年 6 月 

 

 

 

 

 

 

 90%學生曾參與比賽 

 50%參賽學生能獲得獎項 

 70%同學參與活動並完成

相關課業 / 工作紙 

 

 70%受邀同學出席早會分

享 

 

 

 

 

 

 

 

 統計參加 

人數 

 

 統計參加人數 

及課業數量 

 

 統計參加人數 

 

 未有進行硬筆書法比賽，初中以揮春

設計比賽代替。 

 約有 50%朗誦節比賽參賽學生能獲

得獎項。 

 已進行中秋節及新年共融活動，並有

完成相關工作紙。 

 所有受邀出席學生均有在早會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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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2014-2015 年度 

照顧非華語學生學習工作計劃財務報告 

 
 

 

項目 

財務報告 

收入 支出 

政府撥款 $1,500,000  

聘請教學及支援人員協助非華語學生學習  $411,208.85 

聘請導師教授中文字母輸入法  $52,800.00 

Smart Boy Scheme  $12,410.00 

電子學習  $79,800.00 

校本全方位學習課程  $81281.80 

教材製作  $56500.00 

語文活動  $5200.20 

雜項（學生成果展示、文具等）  $2243.30 

 結餘 $79855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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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基金－課餘託管試驗計劃 

2014/15學年學年年度活動報告  
 

學校名稱 ：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聯絡人姓名： 劉文宇副校長/ 戴淑茵老師 

聯絡電話： 2425 8223/ 9353 0604 

 

A. 根據2014年5月遞交「建議申請書」的受惠學生人數（人頭） 

 

I. 當中領取綜援及全津的學生人數 66 

II. 當中領取半津人數 17 

III. 當中學校酌情權下的學生人數(不超過總數的25%) 37 

 共* 120 
 

 

*當中已包括_____名來自其他學校的學生 (只適用於受惠學生中有包括來自其他學校學生的參與學校) 

 

B. 計劃的各項活動資料（截至2015年8月31日）(只需提供計劃整體受惠人數，並不需要列出個別活動受惠人數) 

受惠學生人數 (人頭) 活動 

開始日期 

年/ 月/ 日 

推行模式  協作機構 

星期一至五 

(每星期) 

星期六/日 

(每星期) 

學校假期 

(只計算恆常及持續性活動， 

一次性的活動日不需計算在內) 

I. 

當中領

取綜援

及全津

的學生

人數 

II. 

當中

領取

半津 

人數 

III. 

當中學校

酌情權下

的學生人

數(不超過

總數的

25%) 

平均 

出席率 

(%) 

2014/09/08 日數 時數 時數 有沒有 

提供服務? 

 

(有/沒有) 

香港青年

協會 

66 17 37 100% 

共 __120__ 人* 共_5_天 共 8.5小時 共 2.5 小時 沒有 

*當中已包括_____名來自其他學校的學生 (只適用於受惠學生中有包括來自其他學校學生的參與學校) 

 

C. 財務報表（截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 

(A) 

已獲撥

款額($) 

(B) 

開支 

( C ) 

收入($) 

 

(包括自費生收費) 

(D) 

淨支出 ($) 

 

(即 

 (B)–(C)) 

(E) 

結餘 

($) 

 

(即 

 (A)–(D)) 

主要開支 

(不少於總開支 70%) 

其他開支  

(包括行政費; 不多於總開支 30%) 

$500,000 金額($) 佔總開

支比例

(%) 

金額

($)# 

佔總開支

比例(%)# 

行政費 

(不多於總開支

3%) 

$483,200 96.64% $16,800 3.36% 金額

($) 

佔總開支

比例(%) 

收入: ________0__________ 

自費生數目(如有):____0___ 

每名自費生收費(如有): _0__ 

$500,000 0 

0 0 

# 此金額和百分比應已包括行政費(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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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課後支援活動的內容撮要（截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 

以學業為主的課後支援活動 

（例如：功課輔導） 

以非學業為主的課後支援活動 

（例如：興趣班、球類活動） 

2014 年 5 月遞交「建議申請書」上 

所填寫的時數：    195    小時 

 

截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已完成的時數：___195__ 小時 

 

2014 年 5 月遞交「建議申請書」上 

所填寫的時數：     135     小時 

 

截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已完成的時數：__135__小時 

 

已完成的百分率為    100      % 已完成的百分率為    100    % 

 

E. 學校自我評估及意見 （可自行另加附件） 

1. 計劃能否有效幫助有課後支援需要的學生？ 

 

計劃絕對能夠幫助有課後支援需要的學生，特別是缺乏家庭支援課餘學習的學生。本校的家長大

多需要出外工作，在下午及傍晚時候沒法照顧孩子，而關愛基金－課餘託管試驗計劃的資金可讓

學校聘請額外的教學人員為學生在課後補課，減少家長的憂慮。另外，本校的學生成績稍遜於其

他學生，此計劃可以增長他們在中文、英文及數學方面的知識，令他們有能力面對將來的公開試。

而星期六的精進課程透過不同單元，針對學生在日常上課時的難點跟進。 

總括而言，計劃成效理想，有關各項計劃的詳細內容可見於附件。 

 

2. 學校能否達到在「建議申請書」所訂的受惠學生人數？如果不能，請詳述原因。 

 

能達到，共 120 人。 

 

3. 學校能否達到在「建議申請書」所訂的每週課後支援日數及時數？如果不能，請詳述原因。 

 

能夠。 

i) 每天時數: 逢星期一至五，每次 1 至 2 小時 ; 逢星期六，每次 2.5 小時。 

 

ii) 每週日數:  6 天 

 

4. 計劃是否能達到「建議申請書」所載的原定目的和預期成效？如果不能，請詳述原因。 

 

能達到。 

 

5. 計劃是否能達到「建議申請書」所訂的課程內容的學業及非學業比例？如果不能，請詳述原因。 

 

能達到。 

 

學校實行補課週及活動週相間制，經過一星期的補課後，學生在下星期能夠參與學校的不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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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足球、籃球及板球訓練班便是其中一項。此制度讓學生在增潤學科知識外，可以以課外活動調

劑身心。 

6. 學校推行計劃時有否遇到困難？ 

 

課餘託管試驗計劃需要制訂額外的教材，增加教師的工作量。同時學生的基礎知識甚為薄弱，亦

欠缺學習動機，較少主動參與課堂活動，而全日上課後學生較為疲憊，故教師需在教學設計及教

學技巧上作出調整，學生從表現抽離，變得願意主動發問，同時聯繫學生的生活經驗，加強趣味

及實用性。  

 

 

7. 對學校與非政府機構的合作模式有何意見？  

 

學校和非政府機構合作，可以為有需要同學提供多元化的活動協助他們健康成長。在本校的課餘

託管試驗計劃中，與香港青年協會的社工合作，如生命教育和讀寫能力訓練班，除了加強對有特

殊學習需要學生的支援，也令學生的價值觀變得更正面，建議下一年度可以加強學生德育及價值

觀方面的教育。。 

 

8. 對計劃的課程內容有何意見／可改善的地方？  

 

是次計劃開展了有關生命教育的課程，令學生的價值觀變得更正面。另外，從學生的課業及課堂

表現所顯示，補課達到預期目標，學生的表現已漸見進步，較以往願意表達自己的見解及投入課

堂。唯課堂時間比預期緊張，部分學習能力較弱的學生未能掌握延伸內容。建議可以按學生能力

設分層課業，照顧學習差異，鞏固及提升學生學習能力。此外，是次計劃較為著重學術方面，運

用津貼來成立的課外活動較少，建議下一年度可以嘗試為更多球類活動及其他興趣班聘請專業教

練，令學生能夠多元發展，更容易開拓自己的潛能。 

 

9. 你認為計劃有何優點？ 

 

在學業活動方面，中一至中三學生養成放學後繼續留校學習的習慣。該段時間除了溫習既有知識

外，教師亦會把握機會教授新知識，不單能豐富學生的知識，亦能提高他們的學習成績及動機，

讓學生的學業水平更貼近其他學校的學生。 

在課外活動方面，本學年設有足球、籃球及板球訓練班，提高學生的興趣及知識，令有潛質的學

生能夠得到專業的培訓，學生的運動潛能獲得充分發揮。 

最後，學生留在學校，減少外出打機或參加一些不適宜的活動，教師有更多機會陪伴學生，輔導

同學。 

 

10. 你認為計劃有否令學校的現有員工因推行計劃而增加工作量？ 

 

計劃增撥津貼只為部分教師帶來額外的行政工作量，絕大部分學生都能夠在課後得到適當支援，

並可以在學業與非學業方面的課後支援活動上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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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學校資料 

學校名稱：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負責人姓名： 虞歐坤校長 

電話： 2425 8223 

地址： 新界葵涌葵合街 30 號 

電郵： kittytai@hotmail.com 

日期： 2015 年 8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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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放學後留校安排  

目的： (1) 透過中、英、數三科的補課，加強學生對此三科的興趣及進一步鞏固其學科基礎；  
(2) 透過課外活動，讓同學有更全面的學習，及加深師生的關係。  

具體安排：  
1.  時間：下午三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  
2.  中、英、數三科的補課與活動隔週進行。有關詳情，請參照附件《二零一四年至二零一五年度中一及中二課後活動 – 補課週及活動週安排》。  
3.  補課週，中、英、數三科由任教老師負責。活動週，活動前各班集隊由班主任點名，其後由全方位學習委員會負責安排各班所有沒有參加當日

活動的學生以班或分組形式，參加或觀摩當日活動。如當日某項活動臨時取消，而未能安排活動予某班/組學生參加其他活動，則由班主任負責
安排有關學生於課室進行活動或導修。方案如下： 

 

班別 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五 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五 

1A 補課 

(數) 

李健生 

 

補課 

(中) 

李嘉儀 補課 

(英) 

林穎媚 

郭靜蘅 

活動 李嘉儀 

郭靜蘅 

活動 李嘉儀 

郭靜蘅 

活動 李嘉儀 

郭靜蘅 

1B 補課 

(中) 

余津銘 補課 

(英) 

林穎媚 

郭靜蘅 

補課 

(數) 

李健生 

 

活動 梁耀賓 

余津銘 

活動 梁耀賓 

余津銘 

活動 梁耀賓 

余津銘 

1C 補課 

(英) 

林穎媚 

郭靜蘅 

補課 

(數) 

李健生 

 

補課 

(中) 

李嘉儀 活動 廖逸文 

Talaat 

活動 廖逸文 

Talaat 

活動 廖逸文 

Talaat 

2A 補課 

(中) 

吳嘉恩 補課 

(數) 

李健生 

 

補課 

(英) 

林穎媚 

郭靜蘅 

活動 陳嘉駿 

楊嘉龍 

活動 陳嘉駿 

楊嘉龍 

活動 陳嘉駿 

楊嘉龍 

2B 補課 

(英) 

林穎媚 

郭靜蘅 

補課 

(中) 

余津銘 補課 

(數) 

李健生 

 

活動 劉碧儀 

彭蔚業 

活動 劉碧儀 

彭蔚業 

活動 劉碧儀 

彭蔚業 

2C 補課 

(數) 

李健生 

 

補課 

(英) 

林穎媚 

郭靜蘅 

補課 

(中) 

吳嘉恩 活動 李鎮川 

吳爵宇 

活動 李鎮川 

吳爵宇 

活動 李鎮川 

吳爵宇 

注意事項：  
甲、在補課週，學生不得以參加課外活動或校隊等理由，而不出席補課。  
乙、在補課週，學生於小休後，須到操場集隊，安靜後，由補課老師點名及帶領進入課室。  
丙、在活動週，學生於小休後，須到操場集隊，安靜後，由班主任點名，並由全方位活動主任安排課外活動導師叫名並帶領學生到活動地點。  
丁、補課周及活動周的任教老師／班主任請到校務處取《放學後留校─學生出席記錄表》，並請即日填寫紀錄交校務處梁麗勳(Amy)。缺席學  

生將交由班主任通知家長並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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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2014-2015 年度 關愛基金課餘托管試驗計劃 

中國語文科 總結報告 

 

1 課程大綱 

課後補課大綱 

教學對象為中一及中二級學生。每星期一課節，時間由下午 3:30—4:30，課時為 60 分鐘。 

任教老師為余津銘老師(1B, 2B)、吳嘉恩老師(2A)及李嘉儀老師(1A)。 

 

本科課後補課旨在讓學生掌握基本文言字詞、語句之解讀方法，提升學生閱讀文言經典篇

章之能力；讓學生掌握及運用各項語文知識，鞏固並強化語文能力的基礎，增進語文素養，

有助發展語文興趣和綜合運用語文的能力。 

 

周六拔尖班大綱 

教學對象為中一至中三級學生。每級每星期一課節，課時為 45 分鐘。任教老師上學期為

吳嘉恩老師、下學期為李嘉儀老師。 

 

本科周六拔尖班旨在讓學生掌握各項閱讀策略、擷取文章表層訊息、分析歸納文章深層意

思、複習不同文類之特點及寫作技法，以提升學生閱讀經典篇章之能力；加強學生對經典

美文的學習和文學、文化的積累，拓寬閱讀面，幫助學生提升語文素養，有助發展語文興

趣、思維、及綜合運用語文的能力。 

 

2 課後補課及周六拔尖班內容  

中一級 

課節 教學內容 

1 1 簡介第二學段課餘托管中文科教學內容 

2 第二學段前測 

3 小遊戲：追蹤錯別字 3(按實際教學情況剪裁) 

2 課題：材料取捨、詳略鋪排、掌握文章大意 

掌握分類內容的技巧，準確劃分層次，確定文章重點內容。 

1 內容：留意文章事件的發生、發展內容。 

2 應用：學生對文章的內容理解，找出文章記述的事件，標示關鍵詞。 

3 鞏固：根據文意，劃分層次，撮寫內容大意。  

4 評估 

3  課題：文言實詞  

一詞多義 

1 內容：講解推斷引申義的規律及方法 

2 應用：配合文句，從不同的引申義推斷其本義。 

3 鞏固：結合上文下理，了解字詞意思。 

4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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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課題：掌握文言文固定句語 

了解文言文中句子的表達方式，如判斷句、疑問句、省略句 

1 內容：講解不同句式的特點 

2 應用：辨識有助分類的關鍵詞 

3 鞏固：改正文言文中語譯錯誤的地方 

4 評估 

5 課題：修辭—擬聲、對偶、排比、借喻、借代 

1 內容：講解修辭法 

2 應用：辨識句子中運用的修辭手法 

3 鞏固：以指定修辭手法造句 

4 評估 

6 1 中期總結 

2 中期評估 

(若沒有中期評估，可將第 7 節課題分拆) 

7 課題：基本文言語句解讀方法—保留、刪除 

1 內容：講解文言語句解讀方法—變換、增補 

2 應用：以「變換、增補」解讀文言句子 

3 鞏固：以「變換、增補」解讀文言短篇 

4 評估  

8 課題：基本文言語句解讀方法—調整 

1 重溫：基本文言語句解讀方法—變換、增補、保留、刪除，講解「調整」法 

2 應用：以「變換、增補、保留、刪除及調整」原理解讀文言句子 

3 鞏固：以「變換、增補、保留、刪除及調整」原理解讀文言短篇 

4 評估  

9 1 總結第二學段教學內容 

2 第二學段後測 

3 小遊戲：追蹤錯別字 4(按實際教學情況剪裁) 

 

中二級 

課節 教學內容 

1 1 簡介第二學段課餘托管中文科教學內容 

2 第二學段前測 

3 小遊戲：成語 3 (描寫人物性格的成語，按實際教學情況剪裁) 

2 課題：文言實詞 

一詞多義—居、舉、具、聚、苦、類、良、臨、慮、論 

1 內容：講解字詞意思 

2 應用：辨識文言句子中個別字詞意思 

3 鞏固：解釋文言短篇中個別字詞意思 

4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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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題：文言實詞—通假字、詞類活用 

1 內容：講解文言實詞—通假字、詞類活用的原理。 

2 應用：辨識文言句子中個別字詞意思 

3 鞏固：解釋文言短篇中個別字詞意思 

4 評估 

4 課題：基本文言句式—被動句、倒裝句 

1 內容：講解基本文言句式—被動句、倒裝句 

2 應用：辨識基本文言句式—被動句、倒裝句 

3 鞏固：以「被動句、倒裝句」句子結構解讀文言短篇章 

4 評估  

5 課題：修改病句—邏輯不當、成分殘缺、成分多餘 

1 內容：重溫句子形式，講解如何修改病句 

2 應用：辨識「邏輯不當、成分殘缺、成分多餘」病句 

3 鞏固：參考「邏輯不當、成分殘缺、成分多餘」原理修改病句  

4 評估 

6 1 中期總結 

2 中期後測 

3 小遊戲：成語 4  (描寫動物的成語，按實際教學情況剪裁) 

7 課題：文言實詞 

一詞多義—漫、滅、名、明、命、謀、難、平、戚、奇 

1 內容：講解字詞意思 

2 應用：辨識文言句子中個別字詞意思 

3 鞏固：解釋文言短篇章個別字詞意思 

4 評估 

8 課題：基本文言語句解讀方法—調整 

1 重溫：基本文言語句解讀方法—變換、增補、保留、刪除，講解「調整」法 

2 應用：以「變換、增補、保留、刪除及調整」解讀文言句子 

3 鞏固：以「變換、增補、保留、刪除及調整」解讀文言短篇 

4 評估  

9 1 總結第二學段教學內容 

2 第二學段後測 

 

周六精進班內容 

中一級 

本課程於下學期共 11 節課，以《啟思生活中國語文基礎自習手冊︰中一》為教科書。

以下謹表列課節重點︰ 

課節 範文文體 學習重點 

1、2、3 記敘文 記敘的要素︰時間、地點、人物、事件 

掌握作者的思想感情 



42 

4、5、6 記敘文 記敘的方法︰順敘、倒敘 

掌握作者的思想感情 

7、8 描寫文 描寫的距離和角度 

描寫的方法︰步移法 

9、10、11 描寫文 描寫的方法︰隨時推行法、直接描寫、間接描寫、動

態描寫、靜態描寫 

運用所學手法，撰寫短文 

 

中二級 

本課程於下學期共 11 節課，以《啟思生活中國語文基礎自習手冊︰中二》為。以下

謹表列課節重點︰ 

課節 範文文體 學習重點 

1、2 描寫文 人物描寫的方法︰肖象、語言、行動、心理描寫 

3、4 說明文 說明的順序︰時間順序、空間順序、邏輯順序 

5、6 說明文 說明的方法︰舉例、分類、描述、比較、數據、比喻、

定義、引用 

7、8 議論文 掌握文章的論點和論據 

9、10 抒情文 認識借事抒情手法 

 

中三級 

本課程於上學期共 11 節課，並無教科書，乃以自製練習為教材。以下謹表列課節重點︰ 

課節 範疇 練習類型 教學重點 

1 議論文 閱讀理解 認識舉例論證與對比論證 

2 議論文 閱讀理解 認識立論與駁論 

3 描寫文 閱讀理解 人物描寫的方法︰肖象、行動、語言、心理 

4 描寫文、文言文 閱讀理解 人物描寫的方法；字詞意思；語譯句子 

5 文言文 閱讀理解 代詞；字詞意思；語譯句子 

6 文言文 閱讀理解 分析人物特質；字詞意思；語譯句子 

7 描寫文 閱讀理解 景物描寫的方法︰場面描寫、多感官描寫 

8 描寫文 閱讀理解 景物描寫的方法︰場面描寫、多感官描寫 

9 抒情文 閱讀理解 借景抒情的類別︰觸景生情與緣情寫景 

10 描寫文、抒情文 作文 運用間接描寫及間接抒情，作文一篇 

11 聆聽及綜合能力 聆聽及綜合

能力練習 

聆聽及綜合能力的新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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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表現及困難 

中一級 

學生尚能掌握文言文的閱讀理解策略；惟部份學生不諳基本字義，影響閱讀，須多花課堂

時間釋義。學生本對文言文頗為抗拒；現學生只集中解讀特定字詞及簡單語句，能提升信

心。詳細教授文言語的解讀方法，亦頗見成效。在教師引導下，課堂答問反應尚好；惟若

著學生自行完成工作紙，表現則未盡滿意。 

 

中二級 

學生投入遊戲，能在活動中逐步掌握成語的意思。活動教學，在課後尤見成效，學生反應

較積極。惟學生對閱讀文言文的信心仍不足，但經過一學年的學習，他們已能掌握個別文

言字詞的古今之別及多重意思。面對文言短篇時，已初步能把字詞知識活用於閱讀，理解

篇章的表層意思。 

 

周六精進班 

學生在課堂上表現大致專注投入，願意填寫工作紙及習作，並主動提問。學習內容方面，

學生普遍能吸收教學重點，基本掌握各類文體寫作方法的定義，惟當須以實例演繹此等手

法時，則表現普通，未盡能準確解釋。至於命題寫作，則更見學生程度差異，程度高者思

路清晰，且能運用所學寫作手法及修辭，準確表達所思所想，而程度較低者則文句夾雜沙

石，遑論運用各式寫作技巧。 

 

為提升學生學習動機，本課程按實際情況調整教科書內容，以貼合學生程度。就此，學生

大致能表現出學習興趣，當中更有態度明顯進步者，從表現抽離，變得願意主動發問。惟

部分同學基礎較弱，有心無力，未能跟上學習進度。今年在各級的課程，增設了教授卷三

（聆聽及綜合能力）的新題型，學生表現積極用心，從對新題型無從入手，到略有心得，

進步明顯。 

 

 

4 改善方法及檢討 

中一級 

本年度中一級學生的中文基礎甚為薄弱，亦欠缺學習動機，較少參與課堂活動，故教師需

在教學設計及教學技巧上作出調整，選文以篇幅短小、故事性強的經典篇章為主，多提供

從內容引申的文化及文學知識，並聯繫學生的生活經驗，加強趣味及實用性。文言解讀方

法能協助學生理解文章，課程亦助學生逐步累積文言字詞。學生的學習進度稍慢，但喜見

學生對文言閱讀由抗拒到接受。建議下學年繼續以篇幅短小、故事性強的經典篇章作引入，

先提昇學生的學習動機，再作能力鞏固。 

 

中二級 

觀察學生表現所得，補課大致達到預期目標。學生對文言閱讀由抗拒到接受，亦有一定程

度提升學生的文言閱讀能力。學生投入成語遊戲，能在活動中逐步掌握成語的運用，對修

辭課題頗感興趣，並能活學於日常生活當中。惟學生對閱讀文言文的信心不足，他們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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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個別文言字詞的古今之別及多重意思，但面對文言短篇時，未能把字詞知識活用於閱

讀，致篇章課業表現未如理想。建議下學年可在文言句型的教學上，再多加功課，一小步

一小步解決學生閱讀文言文的問題。 

 

周六精進班 

若學生單徒能夠背誦寫作手法的定義，惟不能據之分析課外篇章，又或於寫作時學以致用，

則不過紙上談兵。既然此正為學生弱項，則導師宜於將來對症下藥，製作相關練習。此外，

導師亦須繼續注意班中的學習差異，設計教材時顧及不同能力之學生，亦可按學生能力設

分層課業，照顧學習差異，鞏固及提升學生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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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B. Ng Siu Mui Secondary School 

2014-2015 After-school English Remedial Class 

 

Course Title: After-school Care English Remedial Class 

Time: 3:30pm-4:30pm 

Venue: Class Homeroom  

Tutor: Lam Wing Mei, Vivian 

 

1. Course Outline: 

The remedial classes focus on reinforcing and recycling the learning items taught in normal 

English lessons so that students could learn better by practicing and utilizing the language. Three 

salient language elements in acquiring English: reading, writing and vocabulary, are the basis of 

the course. 

In every lesson, students will have revision on the vocabulary taught in ordinary English lessons 

using basic phonics skills and followed by short task reading and short story writing (adapted 

from primary TSA past papers) in hope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language using habits and 

strengthening their English foundation using the basic assessments. 

 

2. Course Content: 

 

S1 Classes 

Session Focus of the session Teaching materials and 

activities  

First Term  powerpoint;  

worksheets;  

word games; 

collaborative work; 

information gap tasks 

 

 

Session 1 Theme-based vocabulary: My school life 

Reading:  

1. John is reading a poem in the English Corner. 

(My favourite teacher)   

2. Peter and Tom wrote for the school magazine. 

(School days) 

Writing: You like helping people. The following 

pictures show what you did at school last week. 

You are going 

to write an article for your school magazine 

about this. 

. 

Session 2 

Session 3 Theme -based vocabulary: Class o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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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4 Reading: 

1.Tony is reading a recipe.  

2. Susan is reading some information in the 

school playground. (ECA) 

Writing: You went on a class picnic last Friday. 

You are going to write an article for the school 

magazine about the picnic. 

Session 5 Theme-based vocabulary: Sports 

Reading: 

1.Tony is studying some charts on students’ 

sports habits. 

2. David, Sally and Tom wrote for the school 

magazine. (Sports day) 

Writing: 

Stay healthy by doing exercises 

 

Session 6 

 

 

S2 Classes 

Session Focus of the session Teaching materials and 

activities 

First Term  powerpoint;  

worksheets;  

word games; 

collaborative work; 

information gap tasks 

 

Session 1 Theme-based vocabulary: The person I admire 

Reading:  

1. David is reading some information in the 

library. (A person’s profile)   

2. Susan is reading a passage about Lily Tam, 

her favourite writer. 

Writing: You are writing a composition in class. 

The topic is ‘What I want to be when I grow up’. 

 

Session 2 

Session 3 Theme-based vocabulary: Animals 

1. Tony is reading a story about David. (A lost 

cat) 

2. John is reading a letter to the editor in a 

newspaper. (Animal abuse) 

Writing: Imagine you saw a dog on the street 

one day. The dog was hungry and one of his legs 

was hurt. 

Sessi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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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5 Theme-based vocabulary: Tales of the dark 

1. John is reading some information about a 

Halloween Party. 

2. Story-telling competition 

Writing: A horrible day I will never forget 

 

 

3. Students’ performance 

Many of our students have very weak English foundation and lack learning strategy. 

Using basic phonic skills to help students articulating and spelling vocabulary learned in normal 

lessons worked satisfactorily as seen in the remedial classes students did attempt to figure out the 

syllables and pronunciations of new words they encountered. Students are also better in spelling 

vocabulary as shown in their dictations.  

Recycling vocabulary and grammar items learned in their normal lesson allowed students to 

practically use what they learned and thus help building up their schemas. Students are less 

reluctant to read and write because the materials used in the remedial classes were adapted from 

the primary 6 TSA past papers which the level was not too challenging for them. It on one hand 

boosts up students’ confidence in using and learning English and on the other hand helps 

students catch up with the primary BA level.  

 

4. Reflection  

It is indeed satisfying to see students have more interest and better strategy in pronouncing, 

spelling and remembering vocabulary. We will keep on employing the teaching strategy in the 

second term. Although students are more willing to do writing tasks, they have little ideas in 

writing complete grammatical sentences. We may spend more time on analyzing sentence 

structures with the students. The sample writings in the TSA report could be adapted and 

modified for students as post-writing exercises. Students can learn more in doing post-writing 

exercises adapted from the sample writings because that gives ideas to students of what 

appropriate language skills and content should be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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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B. Ng Siu Mui Secondary School 

2014-2015 Saturday English Class  

 

 

Time & Venue: S.1 – 11:10-11:55 a.m. (Room 407) 

    S.2 – 9:30 – 10:15 a.m. (Room 403) 

    S.3 – 10:20 – 11:05 a.m. (Room 307) 

 

Teachers: Kwok Ching Heng Victoria 

  Lam Wing Mei Vivian 

 

Eleven English classes were held from 4 October 2014 to 20 December 2014 for the top students of S1 to S3. The 

Saturday English class has been fairly successful. This year, we aim at both introducing new grammar items and 

revising the syllabus taught in the first term, which was taken place in the last four sessions. 

 

Class content: 

S1: Vocabulary building (themes such as school, time, activities), grammar (tenses, e.g. simple present tense,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and simple past tense; pronouns; prepositions; interrogatives and superlatives), reading, listening, 

writing (short writing tasks) and oral activities. 

S2: Vocabulary building (number, dates and vocabulary taken from the textbook), grammar (tenses, e.g. simple 

present tense,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simple past tense, past continuous tense and future tense; passive voice; 

conditional and superlatives), reading, listening and writing. 

S3: Vocabulary building (taken from textbook), grammar (tenses, e.g. simple present tense, simple past tense, 

present perfect tense, past perfect tense; question tag; conditional), reading, listening and writing. 

 

Students’ performance: 

S1: Students were attentive and active in class. However, students’ abilities in English varied due to their own 

learning ability or past learning experience. Since the class size was small, the polarization of abilities was 

especially prominent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two forms. Because of the situation, vocabulary building and 

grammar have been the main focus of the class, which can be easily catered to both weaker and stronger students. 

S2: The attendance of this class was disappointing. Fortunately, the students who attended the class have been 

motivated and engaged in class. Compared with their performance last year, the difference in their abilities in 

English has narrowed. 

S3: Much like last year, S3 students’ interests in learning English continue to vary. Fortunately most of them were 

active in class and were interested in the tasks given. They showed more interests in the revision sessions and put a 

lot of effort into the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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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evaluation and Suggestions: 

 Advantages of the programme:  

 As the classes took place on Saturdays, the students who attended the class were more focused 

compared with their performance in the after-school class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lasses is 

increased. 

 Since the class size is smaller compared with regular classes, students can raise questions easily. 

Teachers are also able to revise and explain grammar items in detail because there is more flexibility in 

the course content.  

 Suggestions: 

 Attendance of some classes is not satisfactory. We can increase the incentive of students’ attendance by 

rewarding points to students. 

 Obstacles: 

 Attendance of the first session (S.2) was usually unsatisfactory as most students were either late or 

absent.  

 As students were selected by the results of all subjects rather than just English, students who attended 

the class were not necessarily better at the subject. As a result, the top English students may not be able 

to enjoy the benefits of an elite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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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2014-2015 年度 關愛基金課餘托管試驗計劃 

數學科 總結報告 

Teaching Schedule of S1 After-school Tutorial 

1st Date of Week S1A S1C S1B 

6/10 Ch0 基礎數學 Ch0 基礎數學 Ch1 有向數 

20/10 Ch1 有向數 Ch1 有向數 Ch2 以代數解決問題

(一) 

3/11 Ch2 以代數解決問題

(一) 

Ch2 以代數解決問題

(一) 

 

17/11 Ch5 數值估算與量度

估計 

Ch5 數值估算與量度

估計 

Ch5 數值估算與量度

估計 

1/12 Ch3 百分法(一) Ch3 百分法(一) Ch3 百分法(一) 

15/12 Ch4 以代數解決問題

(二) 

Ch4 以代數解決問題

(二) 

Ch6 幾何簡介 

26/1 Ch6 幾何簡介 Ch6 幾何簡介  

9/2 Ch7 面積和體積(一) Ch7 面積和體積(一) Ch7 面積和體積(一) 

9/3 Ch8 坐標簡介 Ch8 坐標簡介 Ch8 坐標簡介 

23/3 Ch9 對稱及變換 Ch9 對稱及變換 Ch9 對稱及變換 

13/4 Ch10 與相交線及平

行線有關的角 

Ch10 與相交線及平

行線有關的角 

Ch10 與相交線及平

行線有關的角 

27/4 Ch11 全等及相似 Ch11 全等及相似  

11/5 Ch12 統計學簡介 Ch12 統計學簡介 Ch11 全等及相似 

25/5  溫習 Ch12 統計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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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精進班的課程大綱 

1st Date of Week S1 S2 S3 

4/10 面積和體積(一) 面積和體積(二) 面積和體積(三) 

11/10 面積和體積(一) 面積和體積(二) 面積和體積(三) 

18/10 面積和體積(一) 面積和體積(二) 面積和體積(三) 

25/10 坐標簡介 三角比 直線座標 

1/11 坐標簡介 三角比 直線座標 

8/11 坐標簡介 三角比 直線座標 

15/11 對稱及變換 畢氏定理 三角比應用 

22/11 對稱及變換 畢氏定理 三角比應用 

29/11 對稱及變換 畢氏定理 三角比應用 

6/12 平行線 演繹幾何 立體圖形 

13/12 平行線 演繹幾何 立體圖形 

    

14/3 全等相似 三角比(進階) TSA 

21/3 全等相似 三角比(進階) 直線斜率 

28/3 全等相似 三角比(進階) TSA 

18/4 統計 多項式(進階) 直線坐標 

25/4 統計 多項式(進階) TSA 

2/5 統計 多項式(進階) 續立體圖 

9/5 多項式 有理/無理數計算 TSA 

16/5 多項式 有理/無理數計算 多項式 

23/5 多項式 有理/無理數計算 多項式(因式分解) 

30/5 考試溫習 考試溫習 考試溫習 

 

遇到困難 

 對中三同學有正面作用，可利用額外時間操練 TSA 題目，且出席率亦是最好的。 

 老師須利用誘因，如完成習作可加分(如操行或功課分等)，使他們回校學習。 

 

可改善的地方 

 老師盡量選取教材時，須使學生感覺所學習的內容在正常課堂未能有機會接觸，才有推動力

使他們回校學習。 

 如我會教他們使用計算機的複雜功能，編寫程式，趣味數學難題等 

 

優點 

 可利用額外時間操練 TSA 題目或考試題目溫習，提升學習成果。提升學生自學能力 

 老師只提供基本資源，如工作紙、例題等，學生須自行解題及核對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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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香港青年協會學校社會工作組 

「讓生活添色彩」生命教育活動 

2014-2015 

中一級 

活動報告 

 

本計劃藉由三節課堂活動，協助中一學生從個人生活的方向，反思生命的意義，學習以更

積極正面的態度迎接生活上的不同挑戰。  

 

1. 活動內容  

活動包括三節課堂，主要借助與活動主題相配合的劇集情節和繪本動畫引發學生作主題性

的思考及興趣，再配合問答、討論、反思工作紙，加強學生的思考和領悟。每節活動亦加

插一首生命主題曲，與學生總結活動重點，鼓勵學生以積極的態度面向生活。  

 

活動內容主要以日本電視劇集「料理新鮮人」為主骨幹，藉由主角追尋夢想，迎接挑戰，

面對抉擇的情節，與學生檢視他們面對生活的態度，思考自己生命的重心，並探索如何如

主角般努力不懈地邁向自己的人生目標。  

 

2. 參與人次  

 
日期 13/10/14 10/11/14 24/11/14 
1A 7 6 5 

1B 6 1 5 

 
由於中一學生較少，故導師安排AB班合二為一，由兩位導師一齊帶領活動，互相支援，以

能更好處理學生的秩序並提升他們的參與。惟出席人次參差，學生不時以需要參與其他活

動如運動會前操練、球隊集訓等原因而缺席。 

 
3. 學生表現  

總體而言，1A班學生的參與比較積極，對導師的提問亦能踴躍回答，而且答案頗有見地，

亦見思考。1B班學生相對被動及欠專注，需要導師貼身照顧，加以提點才能安靜下來，投

入課堂活動。惟大部份學生對於要在放學後留校參加這課節表示抗拒。為吸引學生對課節

內容的興趣及提昇他們的參與程度，活動採取多媒體形式的學習模式進行。這形式明顯有

助學生更投入活動當中，亦更樂意參與問答及討論，並從中有所思考。  

 

4. 總結  

三節的活動順利完成，綜觀學生在課堂的參與和表現，以及對導師提問的回應，是次活動

目標達成，能初步引發學生以更積極的態度思考個人的生活重心，他們亦表示當遇到困難

時亦會參照劇集主角努力不懈的態度，盡力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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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香港青年協會學校社會工作組 

「讓生活添色彩」生命教育活動 

2014-2015 

中二級 

活動檢討報告 

 

本活動藉由八節課堂活動，於上下學期兩期進行，上學期五節，下學期三節，旨為協助中

二學生從個人及家庭兩方面探討人生的方向及反思生命的意義，學習以更積極正面的態度迎接

生活上的不同挑戰。  

 

1. 活動內容  

整個系列的課堂內容主要借助與活動主題相配合的劇集情節、繪本動畫、電影節錄、團隊

解難活動等引發學生對思考人生和夢想，以及家庭意義的興趣，再配合問答、討論、反思

及工作紙，以加強學生的思考和領悟。每節活動亦加插一首生命主題曲，與學生總結活動

重點，鼓勵學生以積極進取的態度面對生命的挑戰。 

 

上學期首三節內容以日本電視劇集「料理新鮮人」為主骨幹，藉由主角追尋夢想，迎接挑

戰，面對抉擇的情節，與學生檢視他們面對生活的態度，誘發他們再次燃點自己的夢想，

並探索如何如主角般努力不懈地實踐。 

 

活動第四節以繪本動畫「一片葉子掉下來」與學生探索生命的價值，從而鼓勵學生窺探個

人能力所在，進一步強化學生追求夢想的渴望和訂下目標的動力。 

 

第五節內容以電影「不一樣的爸爸」，講及患智障爸爸獨力撫養女兒，雖然所面對的困難

不絕，但亦無阻父女間濃濃親情的滋長。藉此與學生討論當大家都認為生命、健康、家人

最重要的時候，每天所為是否心意合一。與此同時，鼓勵學生思考如何保守自己的健康，

經營及善用自己的生命，並如何對待自己的家人。學生都能有所感動，表示也願意為家庭

付出一點心力。 

 

為增加學生的活動空間，以及團隊的氣氛，導師嘗試將兩班學生聚集一起，下學期第一節

以團隊解難活動開始，並安排於活動室進行，旨為讓學生明白為了夢想需要堅持，過程或

會面對困難，但只要按部就班，循序漸進，總有達標的一日。唯這一節，學生的參與動機

非常之低，且持對立態度，表現出憤怒及怨恨的情緒，完全不想進行任何活動。導師只好

放下一切，嘗試去理解及梳理學生的不滿情緒。學生對在課後留校參加活動感覺如被罰留

堂，心有不甘。導師理解他們的感受，但亦引導學生思考，人生中並不是事事都能盡如人

意，或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更多時候亦要學習遵守一些規條，在一些限制下去做一些自己

可能並不太樂意做但對自己有幫助或需要做的事，這亦是成長過程重要的修煉。導師亦請

來學校社工及副校長，嘗試讓學生反映他們的意見或訴求，但學生卻鴉雀無聲，靜默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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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上一節的紛亂，導師決定剩下的兩節活動留在課室進行，並選擇以較安靜的模式進行，

分別選擇了兩套電影《狂舞派》及《非常小特務4》與學生一起探討尋夢及追夢過程中的挑

戰，以及如何有意義地善用有限的時間。學生對於主角的經歷很有感受及感佩服，坦言自

己未有這一份毅力。導師加以勉勵，無論能否堅持，有毅力與否，均需要行動的實踐及累

積，鼓勵學生不要少看自己的能力。 

 

2. 參與人次 

   日期：2014.10.6-2015.3.9 

日期 6/10 20/10 3/11 17/1 1/12 26/1 9/2 9/3 

2A 16 17 11 12 11 13 8 7 

2B 17 17 10 10 10 12 16 13 

共： 33 34 21 22 21 25 24 20 

由於活動安排在放學校進行，學生出席人次參差，他們不時以需要參與其他活動如預備朗

誦比賽、運動會前操練、球隊集訓等原因而缺席，這亦一定程度上影響了留下參加活動者

的情緒及整體氣氛。 

 

3. 學生表現及成效  

活動以班別形式分開進行，2A班的學生表現相對積極及投入，樂於討論及分享；2B班學校

相對調皮及易分心，幸得老師在場協助，管理秩序，活動得以順利完成。  

然而，由於活動是安排在放學後，大部份學生對於要留校參加這課節表示抗拒及不耐煩。

為吸引學生的興趣及提昇他們的參與，活動以多媒體學習模式進行。明顯地學生都能投入

劇情當中，亦願意參與問答及討論，並從中有所思考。特別是活動的第四節，學生表面上

雖然都認為生命中最重要的十樣東西當中，金錢是最重要的，惟當活動進行到最後，導師

限制每位學生最終只被允許保留三樣東西時，他們最多人最想要的反而是生命、健康及家

人，而非他們常掛在嘴邊的金錢。學生對大家最終的選擇亦感到意外，並有所領悟。而於

活動最後一節，學生從《非常小特務4》的片段中深切感受到，有些人或會想時光倒流回到

過去，有些人或會想時間快速跳到未來，以能避開一些痛苦或困難，但時間對於每個人都

很公平，每個人每一天都只有廿四小時，關鍵不在於你有多少時間，而在於你如何善用這

些時間。只是，現實是大部份的學生對未來都未有太多的想法，每天都只抱著得過且過的

心態，充滿了無力感。 

 

總結，活動在一定程度上能引發學生就自己的生活，面對生活的態度，對夢想及目標進行

思考和探索，部份學生亦很樂意分享自己的感受，但普遍同學對於當下如何做好自己卻表

現出濃烈的乏力感。 

 

4. 總結及建議  

綜觀學生在活動中的表現及分享，導師建議學校或可以從校園整體氣氛的營造著手，幫助

學生更全面地建立積極生活態度，再配合班級經營、小組及個別輔導，進一步協助學生學

習投入生活，善用上天的恩賜，發揮一己之長，活出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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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香港青年協會學校社會工作組 

「失落完」--讀寫能力訓練小組 

2014-2015年度 

檢討報告 

 

日期： 2014年11月4日至2015年4月28日  

時間：下午3:00-4:30  

地點：學校102A室  

 

小組目標  

小組以繪畫創作及說故事的媒介，協助患有學習障礙的學生從成中的點滴，進行自我探索，

接納個人的局限或不足，並發掘個入優點，加以肯定和發揮，從而提昇個人的自信及自尊感。 

 
小組內容重點  

小組包括了前中後三次個別面談及上下學年兩期共10節的小組聚會。 

 

在小組前個別面談中，導師讓各組員了解小組的形式及目標，提昇他們參與的動機，亦初

步了解組員的自評，以掌握各組員的特性，以便在小組訓練時個別予以輔導。 

 

第一期小組活動主要透過繪畫創作配合故事描述的方法與組員檢視個人的成長及自我評

價，主題包括：「貴姓名」個人名牌創作、「別人眼中的我」面譜繪畫、「尋找失落的一角」

大圓滿繪畫、「給自己的聖誕祝福」齊齊畫，從中引導學生檢視個人的特徵、優點、局限，窺

探別人眼中的自己，並進一步比對兩者的落差，鼓勵學生思考當中的原委及如何自我完善。首

階段，學生表現比較拘謹，個別組員說話相對負面，有時語帶批評，因此組員之間分享亦點到

即止。 

 

回應組員的學習進度，導師於中期面談中主要與他們回顧首階段小組經驗，包括對活動安

排的意見、個人參與感受、活動中的體驗、學習的進度，以及重整個人的學習目標。學生均表

達了對小組的正面感受，個別組員亦覺察到自己的一些不良習慣如挑剔他人、對別人不禮貌、

不懂欣賞自己或別人、怕表達自己等，寄望下學期可以尌這些方面有所進步。導師也逐一反映

對每位組員的觀察、肯定和提點，更表達了對他們的肯定和期望。 

 
第二期小組活動於下學期進行，組員相對上學期更投入及享受。導師亦針對組員個別的需

要調整活動內容，主題包括：「白紙上的一點互動畫」、「身體掃瞄器—局限與資源」、「我

的生命迷宮與地底的秘密」、「會說話的石頭」，亦給予組員更多個人時間於繪畫創作的過程，

然後增加作品鑑賞環節，營造小組敢於表達的氛圍。整體而言，組員的參與有明顯的不同，他

們能更投入及享受每個環節當中。 

 

小組後個別面談，導師主要與組員從整體去整理個人的體驗及對自己的提點，亦讓學生從

中進行自我評估，檢視個人自尊感和自信心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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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名單及出席紀錄  

小組共有七名學生參加，名單及出席表見附件。由於有兩位學生本身考勤率非常低，這亦

影響他們於小組的出席情況，其中王錦文於下學期一直沒有出席。與學校社工了解過，得悉他

亦甚少回校上課，亦無法評估其進度。  

 

小組進展及成效  

小組進度理想，過程亦很順利，組員能循序漸進投入在每一項活動，大家關係融洽，能互

相接納及支持。組員亦表示小組活動有助他們更全面地認識自己，以及在自由自在的氛圍下表

達個人的感想。 

 
導師從小組互動中觀察所見，於小組初期學生普遍對自己的評價負面，感覺自己一無是處，

即使當他們有好的行為表現時，導師加以肯定及讚賞時，他們或表現出不知所措。學生特別羞

於提及學習表現，他們普遍將自己學無所成歸究為自己未夠勤力，而且基礎薄弱，而不會歸因

於本身的“學習障礙”所致。個別學生對自己是否患有學習障礙並沒有清楚的了答案。導師嘗試

引導他們跳出既有的局限及困難，而多著眼於個人潛藏的興趣或才能，並鼓勵他們在下學期的

小組多加發揮及表現。  

 

於下學期的小組活動中，組員明顯更願意表達自己，亦能因應大家的分享彼此互動，互相

鼓勵及支持。組員亦表示這是一種很特別的感覺，沒有想過小組的氣氛是這樣令他們感到自在、

舒服、有安全感，以致他們可以放心分享自己的故事，表達對別人的意見、支持及肯定。學生

的自評及總結均表示自信心有所鞏固及提昇。 

 
總結  

小組活動能達到預期的目標，協助學生回望自己的經歷，釋放負面的情緒，並開始學習從

新的角度去看待自己的能力，大部份學生都非常開心自己能有機會參與這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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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esian of Don Bosco Ng Siu Mui Secondary School (2014-2015) 

List of School Properties to be written off (up to 31-8-2015) 

 

Title : List of audio visual equipment to be written off 

Date : 31-8-2015 

 

Item Location Qty Reason for written off 

Wooden Speaker for 

PA system  

地理室 

401-407 & 化學室 

301-307 & 物理室 

301-307, 圖傳室 

103, 校務處, 微型電腦室, 

101, ITLC,  

美術室, 英文閣 

教員 A 室, 教員 B 室, SAC2 

更衣室, D/T S1, D/T S2, D/T J 

生物室, 電子工房, 音樂室,  

圖書館, SAC1 

44 Replace by New Wooden 

Speaker for PA System 

(Chungson DS-506 3-6W 

Wooden Wall speaker) 

Horn Speaker for PA 

System 

下操場(3 個) 

主座 1 樓走廊 

主座 2 樓走廊 

禮堂底 

壁畫 

7 Replace by New Horn 

Speaker for PA System 

(TOA CS154 15W Music 

Horn Speaker) 

中央控制主板 Office 1 Replace by New PA System 

(Euroshine volume control 

with metal Case) 

Speaker Control 

(Deck Tuner) 

Office 1 Replace by New PA System 

(Chungson PAS-8809L 16ch 

Speaker selector) 

有線咪連架, Carol, 

MCH-500 

Office 1 Cannot Function. Replace by 

Carol, MCH-500 有線咪連架 

Audio Level Display Office 1 Cannot function 

有線咪 電子工場電腦室 1 Cannot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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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esian of Don Bosco Ng Siu Mui Secondary School (2014-2015) 

List of School Properties to be written off (up to 31-8-2015) 

 

Title : List of I.T. equipment to be written off 

Date : 31-8-2015 

 

Item Location Qty Reason for written off 

桌上電腦, Dell, 

Vostro 220 

Library 1 Motherboard and power 

supply are broken 

顯示器, BenQ, 

GL950-TA 

SAC2 1 Broken(panel smashed) 

Library server Server room 1 Broken. Legacy devices 

Sony DCR-SR85E Server room 1 Cannot function 

Headphone TVB 10 Broken 

12” LCD Monitor 

HYT-1700/1400 

TVB 1 Broken 

GTR Mini case TVB 1 Broken 

Gateway SX2810 TVB 1 Cannot function 

WD My Book 

Essential Edition 2.0 

TVB 1 Broken, hard disk failure 

SANYO PLC-XW250 

Projector 

TVB 2 Cannot power on 

顯示器, LG, W1943SI TVB 1 Power supply failure 

顯示器, Philips, 

170S6FG/00 

TVB 1 Power supply failure 

DELL PENTUIM 4 

desktop 

TVB 1 Legacy devices. Broken 

HP COMPAQ dx7400 

Micro Tower 

TVB 1 Motherboard Broken 

ITX-003 Mini PC 

Case 

校務處 1 Case broken 

Enternet media 

converter 

10/100/1000Base-T to 

1000Base-SX/LX 

TVB 2 Broken 

顯示器, Dell, E1911c TVB 2 Display panel broken. 

Liesegang overhead 

projector D-4000 

Music room 1 Broken 

 

顯示器, LG, W1943SI 電子工場電腦室 1 Cannot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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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esian of Don Bosco Ng Siu Mui Secondary School (2014-2015) 

List of School Properties to be written off (up to 31-8-2015) 

 

Title : List of laboratory apparatus to be written off 

Date : 31-8-2015 

 

Item Location Qty Reason for written off 

Brette, with stopcock, 

50 ml 

Chemistry laboratory 1 Broken 

Volumetric flask, 1L Chemistry laboratory 1 Br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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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esian of Don Bosco Ng Siu Mui Secondary School (2014-2015) 

List of School Properties to be written off (up to 31-8-2015) 

 

Title : List of miscellaneous items to be written off 

Date : 31-8-2015 

 

Item Location Qty Reason for written off 

冷氣機, Carrier 101, 202 - 207, 301 - 307,  

401 - 407 

47 Fail to function 

教師桌 (鐵) 202 - 207, 301 - 307,  

401 - 407 

20 Broken (Replaced by black 

teacher’s desks) 

電腦椅 微型電腦室, 電子工場電腦

室, ITLC, SAC2 

24 Broken 

雪櫃, Sanyo, SR17NC 

(GR) 

化學實驗室 1 Cannot function 

方凳 化學實驗室 1 Cannot function 

抽氣扇 化學實驗室 1 Cannot function 

圓凳 化學實驗室 1 Broken 

學生書桌 202 - 207, 301 - 307,  

401 - 407, 禮堂 

229 Broken (Replaced by new 

student’s desks) 

學生椅 202 - 207, 301 - 307,  

401 - 407, 禮堂 

176 Broken (Replaced by new 

student’s chairs) 

橙色膠椅 禮堂 107 Broken (Replaced by new 

orange plastic chairs) 

後備照明燈, Beghelli 校務處, 副校長室(1), 醫療

室, 教員 A 室走廊, 三樓電掣

房, 低座地下走廊, 禮堂 H-3

儲物室, 禮堂 H-2 儲物室, 禮

堂 x7 

15 Fail to function (Replaced by 

後備照明燈, a&b) 

後備照明燈, iCon 教員 A 室男廁, 教員休息室, 

下操場洗手間, 禮堂, 電子工

場電腦室 x4 

8 Fail to function (Replaced by 

後備照明燈, a&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