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八至二零二一年
學校發展計劃
( I ) 願景、使命及宗旨
甲. 本校的願景與使命
本校矢志延續天主教會對教育的貢獻，維護「真理」、「義德」、「愛德」、「生命」及「家庭」五個核心價值，以及「望」及「救」
的校訓，並將其傳授給青少年，為他們日後立身處世作準備，並以此作為本校的願景與使命。
乙. 本校的宗旨
本校的宗旨是依照本校的願景與使命去推動學校教育。透過下述方式，培育學生以上核心價值：
1. 尊重不同的學校持份者，並與他們合作，以完成學校願景與使命；
2. 在校內要提供一個充盈著互信和關愛的家庭環境；
3. 在學校的正規課程內，要加設由辦學團體設計的宗教教育課程，並透過校內經常舉辦的宗教禮儀活動培養公教精神；以及
4. 有系統地於個人、學校、社區、國家及世界五個範疇，培育學生於靈、德、智、體、群及美，六育及學科上的知識，並引導
學生走上持續發展的道路。
( II ) 我們的現況
強項：
學校創校已五十三年，在過往校監、校長帶領及師生努力下奠定了穩固的基礎，不單與同區小學有良好關係，亦在黃大仙和觀塘
區的家長心中有良好的形象。學校校風良好、學生表現佳；地點適中，廣受家長及學生的歡迎。
學校在「管理與行政」、「學與教」及「校風及學生支援」方面安排得宜，最近兩次外評報告(2014、2019)均獲正面評價。小六學
生在進入本校後不斷進步及增值；進入大專院校攻讀的同學數目亦不少。
本校學生品性純良，有禮貌、守規、講理受教，並熱心服務，連續多年獲關愛校園獎及學校服務金獎。
本校教員具良好的學歷，學位教師佔整體超過 95%，當中擁有碩士學位達 47%，100%擁有教育文憑，平均教學經驗為 17 年，對
教育有熱誠，肯承擔。另外為了提高教學質素及效果，教師已建立同儕文化，執行同儕觀課及集體備課已多年，有效提升敎學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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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盡心盡力為同學之學習努力，不計付出，故師生關係極之融洽，學生對學校歸屬感強，舊生會和家長教師會亦極力支持學校。
學校設施齊全，除標準設施外，更設有全校 WIFI、電子化圖書館、運動科學實驗室、多用途演講室、多媒體學習室、宗教室、家
長資源中心等，可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學校乃天主教教區中學，重視宗教信仰的培育。宗教組、道德及公民教育組及宗德科教師負責每年舉辦各類宗教培育、公民教育
及服務活動，且聘有全職牧民工作者協助推行，對學生全人發展極有幫助。
學校優良傳統之一為田徑運動，水準甚高，學生勤於練習，將第 26 年置身於校際田徑錦標賽第一組別男子組中作賽，現今香港
田徑紀錄仍有 1 項個人及 1 項接力為本校學生所創造。另外在過往二十多屆的天主教教區中學聯校陸運會中均位列四強，師生均以此
為榮。第二次外評報告指出：「學生純樸受教，合群友愛，學生及家長對學校有正面評價，樂於支持學校，欣賞學校為他們提供各類
的支援。」
首輪校外評核報告指出：「學校透過多元化的教學策略，有效提升課堂的互動、學生的共通能力及正面的價值觀。」
弱項：
由於校舍建於一九六五年，只佔地三千平方米，相比起現今興建的新校舍便稍為狹窄，而且建築物樓齡較高，故花費在維修保養
的時間及金錢較多，亦影響家長對學校的觀感。
部分學生家長需長時間為口奔馳，相對而言對學生的要求及支援較少；近年，社會事件複雜，加重對老師的工作負擔。
本校為男校，男生語文能力的發展較女生遲緩，而心智發展亦較同齡女生為慢。
契機：
學校積極申請搬遷以發展學校。另外，學校亦會一如往昔，改善及增加各項設施，以減低校舍狹窄的負面影響。辦學團體於
2013-2014 年開始採用法團校董會制度，持分者的經驗將有助學校進一步發展。
配合教育發展的趨勢，學校近年不斷發展新選修學科，配合學生特質、發揮潛能，讓學生有更寬廣的出路。
危機：
本港社會氣氛重視金錢物質、網絡發展急促、社會狀況不穩、莘莘學子活在物慾、資訊爆發和不安的環境中，讀書的興趣比以前
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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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二零一八至二零二一年關注事項
關注事項
(一)

預期成果/目標

策略

成功指標

時間表

評估方法

18/19 19/20 20/21

深化學生終 1. 學生更積極自主實踐 強化課程規劃內培養學生 1.
身自學素質
終身學習。
終身自學素質的安排。
2. 教師與學生更清晰地
2.
掌握學生學習過程及
持續表現。
3.
3. 學生在公開試成績獲
得提升。

不少於六成的教師及學生在問
卷調查中給予正面的回應。
透過教師的觀察，學生終身自
學相關的表現有改善。
透過教師的觀察及分析學生學
業成績，學生比以往更能掌握
個人學習過程及持續表現，從
而提升學習成效。
4. 學生在公開試的表現有進步，
呈正增值。

1. 審閱文件
2. 審閱學生表現作
品
3. 問卷
4. 教師觀察
5. 公開試成績及增
值指標

1. 學生更積極自主實踐 深化電子教學計劃，拓展 1. 不少於六成的教師及學生在問 1. 審閱文件
終身學習。
課堂外延伸學習。
卷調查中給予正面的回應。 2. 問卷
2. 透過教師的觀察，學生終身自 3. 教師觀察
學相關的表現有改善。
3. 透過教師觀察，電子教學計劃
能拓展學生課堂外的延伸學
習。
1. 提升學生的開拓與創 透過多元化全方位學習， 1.
新精神。
提升學生綜合和應用跨學
科知識與技能的能力及創 2.
新與開拓精神。

不少於六成的教師及學生在問 1. 審閱文件
卷調查中給予正面的回應。 2. 問卷
透過教師的觀察，學生綜合和 3. 教師觀察
應用跨學科知識與技能的能力
及創新開拓精神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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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二)

預期成果/目標

策略

成功指標

時間表

評估方法

18/19 19/20 20/21

強化價值教 學生能克己盡責，品 1. 中央層面:
1. 各科組修訂相關措施，並在會議 1. 會議紀錄
育:克己盡 德素養得以提升。
透過各科組的正規課程及
內檢討。
2. 關注事項問卷
責、自愛互
小組在閱讀計劃中提供的 2. 關注事項問卷中，70%的教師及
愛
德育文章，提升學生自律
學生認同，透過正規課程及小組
及責任感。
在閱讀計劃中提供的德育文
章，提升學生自律及責任感。





2. 中央層面:
1. 小組問卷中，70%的教師及學生 1. 問卷調查
透過小組活動(非正規課
認同，有關的小組活動能幫助學 2. 學生反思
程)，提升學生自律及責任
生提升自律精神、責任感和公德
感。
心。
2. 學生在反思中，能夠反省自己自
律精神和責任感的問題，並作出
改善。







3. 班本層面:
1. 關注事項問卷中，70%的教師及 1. 問卷調查
透過班主任課，提升學生
學生認同，班主任課活動能幫助 2. 教師觀察
自律及責任及責任感。
學生提升自律精神和責任感，並
能增強正面價值觀。
2. 關注事項問卷中，70%的教師及
學生認同，學生的責任感、勤學
守時意識及表現較往年進步。







學生能自愛互愛，正 1. 中央層面:
1. 關注事項問卷中，70%的教師及 1. 問卷調查
面思維得以強化。
推動生涯規劃教育，發展
學生認同，學校的生涯教育活動
職業專才教育，協助學生
能幫助學生釐定學習策略、升學
訂立多元化的生涯目標及
的方向和認清他們個人的擇業
策略，建立正面的自我形
取向。
象及懂得自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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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二)

預期成果/目標

策略

成功指標

時間表

評估方法

18/19 19/20 20/21
2. 中央層面：
1.
透過小組活動，建立校園
的同儕關愛文化和正面的
校園氣氛。
2.

關注事項問卷中，70%的教師及 1. 問卷調查
學生認同，有關的小組活動能 2. 教師觀察
幫助建立校園的同儕關愛文
化。
關注事項問卷中，70%的教師及
學生認同，學生會用正面思維
去面對困難。
關注事項問卷中，70%的教師及
學生認同，學校充滿著自愛互
愛的正面的校園氣氛。
「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問卷」
中，學生在「自我概念」和「人
際關係」表現，較往年進步。







3. 中央層面：
1. 關注事項問卷中，70%的教師及 1. 問卷調查
透過小組活動，讓學生認
學生認同，不同課外活動能幫助
識個人強項，發展領袖潛
學生了解自己的興趣和強項，發
能，善用才能，過有意義
揮個人的領袖潛能和善用才能。
的人生。







4. 班本層面:
1.
透過班主任課及班本活
動，營造自愛互愛的文
化。







3.

4.

關注事項問卷中，70%的教師及 1. 問卷調查
學生認同，班本活動能增強班 2. 教師觀察
內團結的精神，營造自愛互愛
的氣氛。。

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一年學校發展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