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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的 學 校 

 
校訓 

謙遜(Modest)、關愛(Caring)、勤勉(Diligent)、誠實(Honest) 
信、智 

 
辦學宗旨和教育目標 
 

本校是路德會主辦六間文法中學其中一間。本校秉承香港路德會的辦學宗旨，按

照聖經真理立場提供優質的全人教育，培養學生在靈、德、智、體、群、美六方面的

均衡發展，以期他們成為榮神益人的社會棟樑。 
 
靈育： 幫助學生認識上帝和福音真理，引領他們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從而為鹽為

光事奉教會和服務社會。 
 

德育： 幫助學生建立良好的品格，培養他們自尊、自重、自律、自愛的精神，並肩

負起對家庭、社會、國家和世界的責任。 
 

智育： 教導學生各種生活所需的基本知識和技能，培養他們能明辨是非和獨立思

考，並有解決問題和自學的能力。 
 

體育： 幫助學生認識如何鍛鍊強健體格和健康地生活，並培養他們奮發向上，遵守

紀律、團結合作及積極參與的體育精神。 
 

群育： 教導學生如何與人和諧相處，學習互相尊重、溝通、體諒和合作。同時愛國

愛港及放眼世界，尊重多元文化。 
 

美育： 幫助學生發展創作及審美能力和培養高尚的情操，並懂得欣賞藝術和大自然。 
 

為貫徹以上的教育目標，校方期望每位同學，均能以自動、自覺、自治的態度，

去遵守各項校規，積極參與學習，尊敬師長，愛護學校及他人，以致榮神益人，並有

愉快的學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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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校簡史 

 

本校創於一九九八年九月一日，是一所政府資助的全日制男女子文法中學，校舍位於

新界將軍澳運隆路 2 號。本校秉承基督教全人教育為宗旨，培養學生成為品學兼優、

榮神益人的社會棟樑。荷蒙馬錦明慈善基金慷慨捐辦，使學校設備得以完善。 
 

 

學校管理 

 

本校於 1998 年實施「校本管理」，並於 2007 年成立「法團校董會」，負責管理學校，

積極鼓勵教師專業發展。各部門及科目每年擬備全年計劃書；每年學期終結前，各科

組會檢討整年的工作，擬備全年計劃檢討書，檢視工作成效及有待改善地方，務求不

斷自我改進及提升教學效能。 
 

 

校董會組合 

辦 學 團 體 校 董 : 戎子由博士(校監)   

 馬清煜 S.B.S.太平紳士 林家健牧師 林啟興校長 

 朱泰和先生 雷建輝牧師 石致豪醫生 

 陳孝忠先生(替代校董)   

當 然 校 董 : 李國輝校長   

獨  立  校  董 :  狄志遠先生   

家  長  校  董 : 杜惠卿女士 陳寶萍女士(替代校董)  

教  員  校  董 : 魯德光主任 鄧國章副校長(替代校董)  

校  友  校  董 :  許嘉玲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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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生 

 
班級結構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六 
班數 4 4 4 4 4 4 

每級人數 137 136 116 115 89 126 
全校人數 719 

 
各級學生出席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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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出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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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教師 
 

教師最高學歷統計 

 
 
已接受專業訓練教師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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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接受專科訓練的中文、英文及數學科教師的百分比 

 
 
已達英語及普通話語文能力要求教師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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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學年資 

 
 
本校設有「教師專業發展小組」統籌教師專業發展及培訓工作。常規工作包

括新入職教師輔導、安排教師專業發展研討會及培訓工作坊 (如：課堂研究、

照顧學習差異、工作紙設計、訓輔工作 )、定期發放專業進修資料等。  
 
辦學團體亦提供「基督化教育課程」，使團隊同工了解學校教育目標，實踐基

督化教育。本校亦鼓勵同儕觀課，藉以鼓勵同工分享教學心得及課堂管理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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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關注事項： 1. 增強教師專業交流，提升學與教效能。 
 
1.1 制定校本教師專業發展政策，鼓勵老師專業交流 

 
策略/工作： 
- 制定校本教師專業發展政策文件； 
- 老師每年自訂「個人發展計劃」及更新「持續進修紀錄」; 
- 舉辦校本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 
 
成效檢討： 
- 學校今年修定了校本教師專業發展政策。 
- 所有老師均能按個人需要製定「個人發展計劃」，並完成有關專業發展培訓。 
- 本年學校舉行了 5 次校本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內容配合學校關注項目學與教

的發展，每次工作坊我們都有電子問卷調查，成效令人滿意，而全年教師專業

發展工作檢討結果，超過九成老師認為工作坊次數適中，並滿意學校的時間安

排。 
- 下學年會按本年度模式運作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 
- 面對現在教育生態，老師工作壓力日增，將會繼續邀請嘉賓到校進行健康活動

工作坊。 
- 超過六成教師認為持續進修紀錄有助自我檢視專業進修狀況。 
- 超過五成教師認為個人發展計劃有助自我訂定配合學校的個人進修發展目標

及促進有關方面之個人專業發展。只有不足半成(3%)老師不同意。 
 
 

 
1.2  「開放課堂」，目的提升老師的教學準備及透過觀摩互相學習。 

 
策略/工作： 
- 由自願參與的老師先試行，歡迎其他同工隨時前來賞課交流。 
 
成效檢討： 
- 開放課堂是新的政策，本年作嘗試，日期為 2012.12.03 – 2012.12.14 (兩周)。有 6 位老

師自願參與開放課堂，有 93%老師曾於開放課堂期間觀課，每位老師平均觀課 1.3 次。 
- 四成的教師認為開放課堂有效加強賞課氛圍，對此項政策保存中立有五成。反

映教師願意接受開放課堂的挑戰，但信心仍然不足，所以學校開展此計劃時只

是鼓勵自願參與，讓老師有充份時間準備配合有關政策。 
- 如要進一步加強賞課氛圍，開放課堂規模需要擴大。 
- 工作大致上已達標，建議下學年進一步擴展至所有科主席參與開放課堂，而老

師賞課次數亦應相應增加，以推廣校內賞課文化。 
 

1.3  老師全年賞課次數增加至最少 4 次 
 
策略/工作： 
- 上下學期各最少 2 次，包括：考績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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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檢討： 
- 有 93.3%老師達標。 
- 每位老師平均觀課 5 次。 
- 為配合開放課堂，建議下學年全年賞課次數增至 6 次。 
 

1.4  鼓勵各科善用共同備課節及科務會議，促進專業交流 
 
策略/工作： 
- 中文、英文、數學、通識、電腦、科學、DSE 體育設有共同備課節。 
 
成效檢討： 
- 六成老師認為現時科本交流如共同備課節足夠， 
- 各科已達標。編排下學年時間表時仍會為上述各科設立共同備課節。 

 
 
關注事項：2. 發掘及欣賞學生優點，開拓多元學習機會。 

 
2.1 各科安排學生參加遊學團、校外比賽、工作實習 

 
策略/工作： 
- 各科組安排學生參加遊學團、校外比賽、工作實習達要求次數。。 
 
成效檢討： 
- 90%的科目均能按學校定立的要求次數達標完成。 
- 這項工作會成為各科下學年恒常工作。 

 
2.2 領袖訓練計劃 

 
策略/工作： 
- 大哥哥大姊姊計劃：「青少年精神大使」 
- 性教育朋輩輔導訓練 
- 培訓 OLE IT 輔導員 
 
成效檢討： 
- 大哥哥大姊姊計劃：「青少年精神大使」(跟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合辦) ，負責

同工及班主任反映學生表現投入。 
- 性教育朋輩輔導員計劃 –透過五節(每節 1.5 小時)的訓練活動及統籌校內性教

育攤位及展覽，建立同學正確性價值觀。共 17 位中四學生及 4 位中五學生完

成培訓。 
- 已於 10 月教導 OLE IT 輔導員認識 JUPAS、E-CLASS 系統。 
- 100% OLE IT 輔導員出席訓練，建議下年度繼續培訓。 

 
2.3 個人德育輔導課程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IEP) 
    

策略/工作： 
- 首次違規同學均需參加，訂立約章，並透過服務，學習承擔及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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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檢討： 
- 全年共 8 位同學參與課程，其中 6 位同學表現良好；1 位同學表現欠理想，要多加節；

另 1 位同學無故缺席，被評不合格，課程參與者成功率達 87.5%。 
- 此課程計劃目標針對較嚴重違規的學生，紀律處分同時也給予適當德育輔導和

服務學習(service learning) ，使學生能反省改過。與家長面談反映，参加者的

家長對計劃十分支持，也能作家校配合，所以成功完成率令人鼓舞。 
 

2.4 生涯規劃培訓工作坊 
    

策略/工作： 
- 中五策略性思考訓練班 
- 中六面試技巧班 
 
成效檢討： 
- 中五策略性思考訓練班已於 1/12、8/12 及 15/12 舉辦策略性思考訓練班，出席率：

81%，大部份學生對些課程滿意。 
- 學生遲到、缺席問題，需要很多時間跟進，如再舉辧可在放學後進行。 
- 已於 1/12、8/12 及 15/12 舉辦中六面試技巧班，出席率達 93%。 
- 學生表現良好，惟有些學生因缺乏以英語面試的信心，缺席模擬面試環節，建議下年

可加插中英文模擬面試部份。 
- 大部份學生對些課程滿意，建議下年度繼績舉辧。 

 
2.5 透過工合活動計劃、區本計劃、優化「午間活動計劃」等，提高學生參與課外活動

的機會，豐富校園生活 
    

策略/工作： 
- 提供多元化學活動習機會，透過參與課後常規活動，認定同學在活動範疇的表現。 
 
成效檢討： 
- 本年課後活動學習課程增至 10 個不同性質類型，如花式跳繩班、Hip Hop 舞班、

 單車技巧訓練班以至護膚化妝基礎班，以滿足不同學生的興趣。 
- 學生出席率極高 : 反映課程內容配合同學興趣，並以短期性為主的目標適合本

同學的需要。          
- 超過 50%參與同學是中一級。反映本學年中一級同學有參與的主動性。 
- 全年舉行了 23 次午間活動，参加人次共 886。 
- 學生持分者問卷結果，「同學積極參與課外活動」題為 3.37 分，「透過參與學校

的課外活動，我能獲得更多的學習機會」題為 3.45 分，反映同學喜愛校內課外

活動。 
 

關注事項：3. 加強溝通，凝聚家校力量，培育學生成材。 
 

3.1 家校心連心計劃 

　  
策略/工作： 
- 主動聯絡家長，加強溝通，建立信任、友好、合作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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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紀錄供以後工作參攷 
 
成效檢討： 
- 全年主動聯絡家長共 1075 次，涵蓋各班的家庭百分比由 33%至 100%不等。 
- 「家校心連心計劃」是初次在本校實施，經組員商討後認為次數要求太繁複

難以跟進，下年度宜簡化有關程序。 
- 班主任較忙碌，與家長聯絡後忘記紀錄。。 
 

 
3.2 家長培訓 

 
策略/工作： 
- 透過家長義工計劃、校長答問大會暨中一親子燒烤晚會、中一家長講座、中

三升學家長講座、興趣班等，加強家長對學校的認識及家校間之聯繫。 
 

成效檢討： 
- 本年度邀請了註冊社工擔任家長講座講員，教導家長認知精神健康及對子女

的溝通方法。家長教師會除了舉辦「親子生態旅遊」、「親子燒烤」及「新春

行大運」的活動外，本年度仍繼續舉辦家長義工培訓。家長義工招募時十分

踴躍，約有十五位家長報名。由於家長們工作繁忙，家校發展組缺乏人力資

源與家長定期溝通，以致最後只有四名完成家長義工培訓。 
- 本年度家長義工探訪了將軍澳路德會黄鎮林伉儷第二安老院，實踐所學的理

論。家長義工聯誼活動於 30-4-2013 晚上七時在將軍澳日出康城青年空間舉

行，共有 27 位出席，反應良好。 
 



馬錦明慈善基金馬陳端喜紀念中學             2012-2013 周年報告書 
   

 

14 

學與教 
 
中一至中三級實際上課日數 :174 日 
 
中一至中三八個學習領域課時的百分比 

 
備註： 

 「中國語文」包括中國語文科及普通話科；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包括地理科、中史科、通識科、綜合商業科、聖經科； 
 「藝術」包括視覺視藝科、音樂科； 
 「科技」包括電腦科、設計與科技科、家政科； 
 「其他學習經歷」包括周會及生活教育。 

在整學年內，學校在學生支援方面提供予每位學生的預算支出* 
 $1000.00 

在整學年內，學校在學生支援方面提供予每位學生的實際支出* 
 $1050.00 

*(例如課外活動、訓育、升學就業輔導服務、輔導、德育及公民教育、家教會、與校友聯繫和特殊教育需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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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閱讀習慣 
 
學生從學校圖書館及課室圖書館借用閱讀資料的人數 

 
 
學生從學校圖書館借用閱讀資料的平均數目 

 中一至中三共 11 本 
 中四至中七共 7 本 

 
在整學年內，學校在各科目及圖書館資源（例如書籍、雜誌、報章、光碟、教學套等）

上提供予每位學生的預算支出 
 $150.00 

 
在整學年內，學校在各科目及圖書館資源（例如書籍、雜誌、報章、光碟、教學套等）

上提供予每位學生的實際支出 
 $1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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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表現 
參與制服團體或在校外舉辦的社會服務活動的初中學生共有 6.82%；代表學校參與全港

性校際比賽的學生共有 2364 人次。 
 

校外比賽得獎紀錄 
 
學術類    
比賽 主辦單位 獎項 學生姓名 / 班別 

第 64 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中文朗誦—粵語組)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優良獎狀 2D 
3D 
4B 

周韻欣 
姚麗娟 
楊莉珊 

良好奬狀 4B 
4B 
4B 

林思穎 
梁雯雯 
黃彥穎 

第五屆英國語文廣播劇比賽 
(香港及澳門地區) 

聰穎教育慈善基金 

優異獎 4B 梁淽錡 

 4B 楊莉珊 
 4D 張偉彬 
 4D 林少洲 
 4D 凌以恒 

第 64 屆香港學校朗誦節(英文朗誦)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季軍 4B 
4B 

梁淽錡 
楊莉珊 

優良等級 1B 陳沛宜 

 1B 楊沛婧 

 1D 陳裕桐 

 1D 高盈盈 

 2A 陳欣彤 

 2C 陳可兒 

 2C 李葆庭 

 2D 廖雯穎 

 2D 袁曉彤 
 4D 張偉彬 

 5C 林杏安 

 5C 易嘉俊 

 5C 朱沛蒨 

 5D 陳穎姍 

 5D 蔡和珍 

 5D 尹智豪 

 5D 王銘諾 

 5D 易嘉朗 

 6D 趙顯臻 

 6E 梁芷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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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校外比賽得獎紀錄 
 
比賽 主辦單位 獎項 學生姓名 / 班別 

第 64 屆香港學校朗誦節(英文朗誦)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良好等級 2A 方芷婷 
 2C 姚泳琦 
 4A 鄧子賢 
 4D 凌以恒 

MySmartABC 網上英文閱讀計劃— 
聰穎電子學習世紀之星 

聰穎教育有限公司 

傑出成績獎 1D 陳穎彤 
 2B 卓子一 

 3A 楊曉峰 

 6D 楊嘉穎 

澳洲數學公開比賽 澳洲數學信託基金 

優良獎狀 6E 吳傳金 
良好獎狀 5E 

5E 
5E 

楊達勝 
溫震提   
張銘樹 

初中科學比賽 2013 香港理工大學 
 優異等級 3C 劉逸銘 
 優良等級 3C 楊文富 

2013 國際聯校學科評估及比賽(科學範疇)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教育

測試中心 

優異證書 1A 翁廷豪 

 鄧子健 

1B 譚淑月 
 黃信衡 
 余詠思 
 李嘉信 
1C 麥曉明 
 王清隆 
1D 王雋熹 

2A 劉熹桐 

2C 游雲晴 

2D 葉詠賢 
 鄭家寶 
 葉滔 
3B 林學賢 

3C 廖浩淦 
 劉逸銘 
 楊文富 
 洪倩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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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校外比賽得獎紀錄 
第三屆全港中學中國歷史研習 
獎勵計劃(高級組) 

香港大學中國歷史 
文學碩士同學會 

嘉許狀 6A 黃子勁 

會計商業及個案比賽 香港財務會計協會 

證書 5C 李芷樺 
 5C 黃敏豪 
 5D 易嘉朗 
 5D 陳証起 
 5D 陳雯詩 

第十五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2013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 良好等級 2D 張倩怡 
 2D 葉滔 

比賽 主辦單位 獎項 學生姓名 / 班別 

第十三屆全港學界普通話傳藝比賽 普通話教師學會 

季軍 4B 梁淽錡 
第四名 6E 謝天祺 
第五名 3D 劉宇晴 
優良等級 3D 黃志聰 
優良等級 3D 楊卓頤 

第九屆中外作家詩文朗誦比賽(普通話組) 香港朗誦藝術語言中心 

亞軍 2D 陳瑩詩 
季軍 1B 陳海婷 
 2D 吳穎賢 
 2D 廖雯穎 
 2D 許英華 

第 64 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中文朗誦—普通話組)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優良獎狀 2D 林芷欣 
良好奬狀 2D 周韻欣 

2012 亞洲校際朗誦比賽(普通話組) 亞洲學生音樂朗誦協會 季軍 6E 陳思穎 

哈佛圖書獎勵計劃 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會 哈佛圖書獎 
5D 易嘉朗 
5D 何宇平 
5D 陳穎姍 

香港工程挑戰賽 2012 Vex 機械人 
錦標賽 

香港創新科技署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 
香港科技教育學會 
亞洲機器人聯盟 

亞軍 2D 鍾立言 
6D 王崇 
6D 陳柏琛 

  

小型網絡建設實戰工作坊及挑戰賽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及 
銳捷網絡 

初賽冠軍 5A 冼智朗 
5B 蘇錦諾 
5C 吳庭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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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校外比賽得獎紀錄 

藝術類    
比賽 主辦單位 獎項 學生姓名 / 班別 

我愛將軍澳 15 周年回歸創作繪畫比賽 將軍澳(南)分區委員會 
冠軍 2C 陳諾雯 
亞軍 2A 賴憲成 

季軍 2C 陳甄婷 
第七屆品德教育漫畫創作比賽 南聯教育基金 優異獎 4A 張祡霖 

 

體育類    
比賽 主辦單位 獎項 學生姓名 / 班別 

校際籃球錦標賽男子甲組 
「第三組(九龍二區)」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 

冠軍 男子甲組籃球隊隊員

 5A 
5B 
5B 
5D 
6A 
6A 
6D 
6D 
6D 
6E 
6E 

陳俊釗 
李嘉興  
李子盛 
尹智豪 
許彥歡 
許桂騰 
鍾偉誠 
林紋龍(隊長) 
李兆鋒 
周浩銘 
蘇子立 

學界籃球比賽—男子團體 香港中學學界體育聯會

季軍 甲組籃球隊 
 乙組籃球隊 

 丙組籃球隊 

學界室內划艇比賽—男子甲組 1000 米 香港中學學界體育聯會 第 7 名 6D 趙顯臻 
學界室內划艇比賽—女子丙組 500 米 香港中學學界體育聯會 冠軍 2D 林芷欣 
學界室內划艇比賽—女子丙組 1000 米 香港中學學界體育聯會 第 9 名 1A 黃興宇 
學界室內划艇比賽—女子丙組團體 香港中學學界體育聯會 季軍 1A 黃興宇 
校際田徑比賽—男甲 110 米跨欄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 季軍 6E 何耀華 
校際田徑比賽—男丙跳遠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 冠軍 2A 李偉鴻 
校際游泳錦標賽(九龍區第三組)— 
男甲 200 米蛙泳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 
季軍 6E 陳伯琛 

全港學界拯溺比賽—男乙拋繩賽 香港拯溺總會 
亞軍 3A 

3C 
施明楓 
蘇洺樂 

童軍毅行比賽 25 公里區域邀請賽 香港童軍總會 

季軍 1A 馬瀚霖 
 1B 黃信衡 
 1B 陸煒行 
 1B 陳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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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校外比賽得獎紀錄 

其他    
比賽 主辦單位 獎項 學生姓名 / 班別 
明日領袖獎勵計劃 傑出青年協會  明日領袖獎 6E 劉浩正 
永亨「義人行」學界義工計劃 永亨銀行 及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傑出義工學生獎 4A 余芷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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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體格發展 
學生在學校體適能獎勵計劃中 4 項目 (屈膝仰臥起坐/坐地前伸/耐力跑/掌上壓(男性)；
屈膝掌上壓(女性)) 所獲取總得分的平均分數 
 

14 歲中三學生 學生百分比 

男生 74.36% 
女生 76.67% 

 

15 歲中三學生 學生百分比 

男生 73.68% 
女生 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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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份者調查結果 
 

教 師 對 專 業 發 展 方 面 的 評 分  
持分者問卷—老師部分項目 平均分# 
教師對學校管理的觀感 3.50 
#滿分—5 
 
教職員對學校領導的觀感  
持分者問卷—老師部分項目 平均分# 
教師對校長、副校長及中層管理人員在「領導與監察」及「協作與支援」

的觀感 
3.57 

教師對教師專業發展的觀感 3.43 
教師對課程和評估的觀感 3.56 
 
教師及學生對教學的觀感 
持分者問卷—老師及學生部分項目 平均分# 
教師對教學的觀感 3.83 
學生對教學的觀感 3.99 

 
教師、家長及學生對學生學習的觀感 
持分者問卷—老師、家長及學生部分項目 平均分# 
教師及學生對教學的觀感 3.62 
教師、學生及家長對學生學習的觀感 3.04 

 
教師、學生及家長對學生成長支援的觀感 
持分者問卷—老師、家長及學生部分項目 平均分# 
教師、學生及家長對學生成長支援的觀感 3.57 
 
教師、學生及家長對學校氣氛的觀感 
持分者問卷—老師、家長及學生部分項目 平均分# 
教師、學生及家長對學校氣氛的觀感 3.58 

 
家長對家校合作的觀感 
持分者問卷—老師、家長及學生部分項目 平均分# 
家長對家校合作的觀感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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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 
收入 支出 

承上結餘（政府資助及學校津貼） (a)$      10,309,327.50  $                           -  

 政府資助 

1)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甲) 一般範疇 $        1,730,892.64  $                           -  

         1.行政津貼 $        3,467,145.00  $            3,313,548.43  

         2.學校及班級津貼 $                          -  $            1,317,019.75  

         3.噪音津貼 $           570,179.00  $             437,345.88  

         4.科目津貼（包括普通話津貼、德育及國民教育津貼等） $           530,000.00  $               38,500.00  

         5.培訓津貼 $                          -  $               11,188.00  

         6. 家具及設備津貼  $                          -  $              220,105.00  

         7.其他津貼 (利息收入) $                  198.65  $               56,242.28  

小結 ：$        6,298,415.29  $          5,393,949.34  

   (乙) 特殊範疇 

         1.有關學生支援津貼 $               4,682.00  $                    998.00  

       （包括為新來港學童而設的校本支援計劃） 

         2.學校發展津貼 $           516,616.00  $                 207,223.53  

         3.資料科技綜合津貼 $           377,467.00  $                282,516.12  

         4.其他津貼 $        5,389,498.50  $               5,969,900.15  

小結 ：$        6,288,263.50  $                6,460,637.80 

 小結 I (政府資助)：$      12,586,678.79  $        11,854,587.14  

II. 學校津貼（一般津貼） 

   1.堂費 $           103,800.00  $                           -  

   2.捐款 $               9,877.99  $                 4,500.00  

   3.籌款 $                          -  $                           -  

   4.其他收入 $           792,081.00  $                698,806.27  

   5.具特定用途的收費（包括空調電費） $           211,905.00  $               96,332.46  

 小結 II (學校津貼)：$        1,117,663.99  $             799,638.73  

012/13 年度總盈餘                    (b) = (小結 I +II)：$      13,704,342.78  $        12,654,225.87  

   

012/13 年度終結總盈餘                         (a+b)：$      11,359,44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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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年度「學校發展津貼」評估報告  
 

實際收入： $516,616.00 

 

重點項目 

 

計   劃 

 

進行日程 

 

預算支出  

(港元) 

 

實際支出  

(港元) 

 

備 

註 

 

1) 支援學校教學行政

工作 

 
聘請文書助理 4 名，為

學校行政工作提供支援

服務 

 

01/09/2012 - 
31/08/2013 

$   202,482.00    $   162,883.33  

2) 國際文化校園計劃 

 
透過美國路德會招聘義

工隊伍及交流團到校服

務及交流 

 

01/09/2012 - 
30/06/2013 

$   120,000.00    $    44,340.20  

3) 境外遊學團 境外教學 6/2013 $     40,000.00   $        0.00  

           總額： $   362,482.00   $  207,2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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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賽馬會全方位津貼-財務報告 
 

 

全方位學習活動的 資助的用途 
舉辦機構(4) 活動舉行地

點 
在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金資

助下的︰ 

名稱(3) (如：入場費、

交通費等) 本校 認可機構 本港  境外 支出 
受助學生 

人次 (非人數) 

1 2012-2013 乙組足球班球衣 球衣費 　   　  $2,100.0 14 

2 2012-2013 丙組足球班球衣 球衣費 　   　  $3,000.0 20 

3 2012-2013 甲組足球班球衣 球衣費 　   　  $2,100.0 14 

4 2012-2013 男子乙組籃球隊球衣 球衣費 　   　  $2,400.0 16 

5 2012-2013 男子丙組籃球隊制服 球衣費 　   　  $2,700.0 18 

6 2012-2013 男子甲組籃球隊制服 球衣費 　   　  $1,800.0 12 

7 2012-2013 基督少年軍制服 制服費  　 　  $2,250.0 15 

8 2012-2013 童軍便服（制服） 制服費  　 　  $1,200.0 10 

9 201210-11 急救課程 課程費  　 　  $2,000.0 10 

10 201211-12 普通話校際朗誦比賽 活動費  　 　  $540.0 12 

11 20120914 領袖培育訓練 活動費  　 　  $2,152.0 24 

12 20120915 聯校團契 車費  　 　  $700.0 7 

13 20120920-21 地理野外學習營 活動費 　   　  $1,246.0 14 

14 20121004 中史校外參觀 活動費 　   　  $800.0 19 

15 20121012 領袖生訓練營 活動費＋車費 　   　  $3,000.0 16 

16 20121019-20 聯校領袖訓練營 活動費 　   　  $480.0 6 

17 20121023 釣魚燒烤樂 活動費 　   　  $5,185.9 27 

18 20121102-03 藝術欣賞獎勵計劃 活動費 　   　  $1,220.0 39 

19 20121103DNA 趣味之旅 車費 　   　  $1,500.0 29 

20 20121114 生物科生態考察 活動費 　   　  $1,341.0 30 

21 20121130 領袖生晚會 活動費 　   　  $1,027.3 27 

22 20121204-06 參觀可口可樂廠 活動費 　   　  $1,878.0 56 

23 20121214 開啟科學之門 活動費 　   　  $2,340.0 33 

24 20121216 內地學習一日遊 活動費 　    　 $2,000.0 10 

25 20121217 地理科將軍澳堆填區考察 活動費 　   　  $1,200.0 28 

26 20121220 海洋公園課程 活動費 　   　  $2,700.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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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2012-2013 賽馬會全方位津貼-財務報告 
 

 

全方位學習活動的 資助的用途
舉辦機構(4) 活動舉行地

點 
在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金資

助下的︰ 

名稱(3) (如：入場費、

交通費等) 本校 認可機構 本港  境外 支出 
受助學生 

人次 (非人數) 

27 20130129 教學社長者中心團年飯 活動費 　   　  $2,200.0 11 

28 20130201 教學社安老院團年飯 活動費 　   　  $2,200.0 11 

29 20130225 教學社老人院戶外活動 活動費 　   　  $2,000.0 10 

30 20130302 毅行訓練 活動費 　   　  $2,200.0 11 

31 20130307-09 中一紀律訓練營 活動費 　   　  $27,000.0 138 

32 20130311 參觀科學館 活動費 　   　  $740.0 28 

33 20130319 國際聯校學科評估比賽 活動費   　 　  $3,000.0 120 

34 20130321 參觀沙咀懲教所 車費 　   　  $2,800.0 19 

35 20130324 童軍毅行訓練 活動費   　 　  $915.0 5 

36 20130327 教學社早茶樂 活動費 　   　  $180.0 6 

37 20130415 生物多樣性研習團 活動費＋車費 　   　  $1,160.0 16 

38 20130515 地理考察 活動費 　   　  $820.0 19 

39 20130516 中史 SBA 考察活動 活動費＋車費 　   　  $2,400.0 19 

40 20130518 射擊訓練 活動費 　   　  $1,980.0 11 

41 
20130607AustralianNationalChemistryQu

iz 
活動費   　 　  $1,330.0 19 

42 20130628-30YITAA 學生領袖訓練營 活動費   　 　  $270.0 2 

43 20130702 參觀中央圖書館 活動費 　   　  $1,500.0 25 

44 20130704 海洋公園遊學活動 活動費 　   　  $3,100.0 40 

45 20130801 澳洲數學公開比賽 活動費 　   　  $2,000.0 20 

46 201306Omaha Student Exchange2013 活動費 　    　 $2,000.0 2 

47 20130531AGYZ 詩歌比賽 活動費 　     $2,000.0 41 

48 201304329-31 童軍露營活動 活動費   　 　  $1,260.0 7 

  總數 $111,915.2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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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2012- 2013 (報告) 
 

學習活動 日期 受惠學生級別 受惠學生人數 實際開支 活動評估及成效 

課後功課輔導班 10 月至 5 月

(逢周一、四) 中一至中二 100 $47,520 
出席率達 80%，班主

任表示大部分學生能

善用時間完成家課。

DSE 中文強化課程 11-12 月 中四及中五 22 $3,900 80%學生出席課程。

亞洲校際朗誦比賽

報名費 
中外作家詩文朗誦

比賽 

12 月 中二至中六 14 $2,110 學生取得比賽季軍 

AGYZ 福音訓練營 
12 月 26-28 日 

2 月 5-7 日 
4 月 3-5 日 

中一至中六 108 $21,600 70%學生靈命增長。

國際文化英語營 2 月 1-2 日 中一至中五 24 $4,388.1 80%學生認為自己的

英語略有進步。 

中一紀律訓練營 3 月 7-9 日 中一 136 $27,068 所有學生已完成有關

訓練，並表現良好。

國際聯校學科評估

比賽 
3 月 19 日 中一至中三 19 $475 所有學生獲發優異證

書。 

體育營 3 月 25-27 日 中一至中四 38 $4,202.5 所有學員完成課程。

領袖生同樂日 7 月 9 日 中三至中五 10 $870 領袖生投入活動。 

單車活動 下學期 中一至中四 10 $6,000 參與學生學懂單車技

巧。 

樂器班 全年 中一至中五 51 $14,850 
所有參與學生已初步

學會樂器，並於公開

活動作表演。 
校外課程—田徑、裁

判、體適能 全年 中一至中五 5 $3,720 所有學生完成課程。



馬錦明慈善基金馬陳端喜紀念中學        2011-2012 周年報告書 

28 

總 結 
 
過去一年，學校致力持續發展學與教、良好校風及多元文化學習活動三個主要

範疇，最見成果。 
 

1. 學與教 
要提升學與教效能，教師本身的專業能力關係至為重要，所以學校著重教

師的專業發展，除安排了五次與學與教有關的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外，亦

安排及鼓勵老師就其本身需要，參加教育局主辦的教師培訓活動，其他如

開放課堂、推廣校內賞課文化、善用備課節等措施均能促進專業交流。 
 
為提升學生學業成續，學校於近年除教務組外，加設考試評估小組和學習

支援兩個工作小組，發展有關範疇。 
 
V-Power 英語詞彙學習計劃目的不單提升學生英語能力，並應用於學校提

供的真實英語語境。學生人人手執一本 V-Power Log Book，於小息、午膳

及放學時間等向校長或老師朗讀英語詞彙。全校學生積極參與，耳濡目染，

推動學習風氣。今年學校增加了三部 V-Power Stations，推動學生自行學習

(Self-access Learning)，效果良好，學生在 V-Power 英語詞彙的學習表現，

無論質和量都有所提升。 
 

2. 良好校風 
維持學校良好風氣，是學校恆常工作。今年學校新推出一個名為「個人德

育輔導計劃」(Individual Education Program)，讓初犯規律的同學參加，透

過品德教育課程及服務學習等，讓同學能反思及改過，效果良好。家長也

能配合，結果能完成計劃的成功率極高。此計劃雖然牽涉大量人力，但因

同學進步，學校樂於投放資源。中一新生家長問卷調查結果顯示，一半以

上的家長選擇本校，是因為本校校風良好，反映本校多年努力樹立良好校

風，已在區內受到認同。 
 

3. 多元學習文化 
 
「國際文化校園計劃」（International Interface）一直是本校特色之一，透

過多隊美國義工到校服務，與同學建立關係，產生互動，讓同學認識基督

犧牲的精神和美國文化，擴闊同學視野。上年度共有四隊美國義工隊到

校，校方安排義工隊參與各科英語課堂及協助推行本校的「美國文化研究」

科。義工隊在校時除一般恆常的家訪、午膳、導賞等課後活動，學校也增

設了 Fish Farm, Barbecue, South Dakota Café, English Camp, American 
Snack Tasting, American Social Hours 等活動，讓學生全方位與美國義工互

動和溝通。 
 
課外活動方面，學校提供多元化學習活動，豐富同學校園生活。除一般的

學科學會，學校更開拓了一些較特別的學會，如天文學會、馬中小廚、日

文班等。本年學校也優化了四社活動，由社監統籌社務，效果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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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正規課程也能配合，發展學生優點，開拓多元學習機會，各科安排學生參

加遊學團、校外比賽、工作實習等，增加學生見聞及學習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