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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共融
    創建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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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人窮人窮人窮人窮人窮人窮人窮人窮人窮人，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捨己捨己捨己捨己捨己捨己捨己捨己捨己捨己捨己捨己捨己捨己捨捨己己身叫身叫身叫身叫身叫身叫身叫身叫身叫叫人焚人焚人焚人焚人焚人焚人焚人焚人焚焚燒，燒，燒，燒燒燒，燒燒燒燒燒燒，燒燒，燒燒 卻沒卻沒卻沒卻沒卻沒卻沒卻沒卻沒卻沒卻沒沒有愛有愛有愛有愛有愛有愛有愛有愛有愛愛愛愛，仍，仍，仍，仍，仍，仍，仍，仍仍然於然於然於然於然於然於然於然於然於我無我無我無我無我無無無無我無無我無我無我無我無無無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 」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中可中可中可中中可可可可可中可中可中可中可見見人見人見見人見人見人見見人見人見人即使即使即使即使即使即使即使即使具備具備具備具備具備具備具備具備備多項多項多項多多多項多項多項多多多多多多多多 的的的的的的的

才能才能才能才能才能才能才能才能才能，但但但，但，但但但但但，但但，但，但但但但沒有沒有沒沒有沒有沒有沒有沒有沒有沒沒 愛，愛，愛，愛，愛，愛，愛，愛，愛 也算也算也算也算也算也算算也算也算算算算算算算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得不得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 。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此，此，此，此，此，此，此此 上述上述上述上述上述上述上述上述上述的成的成的成的成的成的的的成的成的成的的成的的的的 功(功(功(功(功(功(功(功 或許或許或許或許或許或許或許或許許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 成成長成長成長成長成長成長成長成長成長成成 」更」更」更」更」更」更」更」」更貼切貼切貼切貼切切切貼切切切貼切貼切切切切切切切))方)方)方)方)方)方))方)方) 程式程式程式程式程式程式程式

應改應改應改應改應改應改應應改應改應改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 505050505050505000%（%（%（%（%（%（%（%% LQLQLQLQLQQLQLQLQ愛商愛商愛商愛商愛愛商愛商愛商愛愛愛愛愛商愛愛愛商愛愛商 LLLLLovovovove e e e e QuQQuQuQuQQuQQuuuuuototottootototootooootiieiieieieientntntntntntnttt）＋）＋）＋）＋）＋）＋）＋）＋）＋）＋505505050505005050%（%（%（%（%%（%%%%（%（%（%%%%%（IQIQQIQIQIQIQIQQIQ+EE+E+E+E+E+E+E+E+EQ+Q+QQ+Q+Q+Q+Q+Q+++Q AQAQAQAQAQ）。）。）。）。）。）。）。））） 盼望盼望盼望盼望盼望盼望盼望盼望盼望信義信義信義信義信義信義信義信義人在人在人在人人在人在人在人在人在人在在人人 提升提升提升提升提升提升提升提升提升3Q3Q3Q3Q3Q3Q3Q3Q

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 更要更要更要更要更要更要更要更要更更要重視重視重視重視重視重重視重視重視重視重重視LQLQLQLQLQLQLQLQLQQQQQQQ ，，，，在上在上在上在上在上在上在上在上在上在上帝的帝的帝的帝的帝的帝的帝的帝的帝的的的話語話語話語話語話話語話語話語話語話話語話語話話語語話話 中紮中紮中紮中紮中紮中紮中中紮中 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 成長成長成長成成成成成成長成長成長成成長成成成長長，因，因，因，因，因因因，因愛商愛商愛商愛商愛商愛商愛商愛商是成是成是是是是成是成是成是是是成是是成是成成成長長方長方長長長方長方長方長方長方長方方程式程式程式程式程式程式程式程式程程式之一之一之一之一之一一一一一之一之一一一之一一一之 ，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是人是人是人是人是人是人是人是 生生生生生生生生

中最中最中最中中中最中中中中最中最中最中中最中中中最中中最中 重要重要重要重要重要重要重要重要要要的一的一的一的一的一的一的一的一的的 環。環。環環環。環環。環環。環環。環環環。環環環環

關愛共融
    創建未來



提升元認知能力：成功學習的金鑰匙
簡介

自2017-18年度開始，本校的教師專業發展邁向新的一頁，透過課堂或教學研究，科目在教學上嘗試
不同的思維訓練，協助學生建構科本知識上的批判性思維及元認知能力。其中，元認知能力的培訓對學

生的學習至為重要。

甚麼是元認知？

元認知(metacognition)又名後設認知。Flavell (1976，1979) 認為「在任何與人類或環境的認知轉
換中，會發生各種各樣的資訊處理活動。元認知是指一個人對認知過程進行積極的監控和調節，是個人

對認知過程的知識和了解，是「對思考的思考」或「對認知的認知」。根據郭靜姿（1994）引述邱上真
（1989）的解釋，「meta」其原意為以超然或旁觀的立場來看事物，從而對事物有更普遍及成熟的了
解。

元認知可分為認知的知識（knowledge about cognition），指學習者退後一步，觀察自己的學習過
程，從而掌握資訊，包括如何開展、有哪些策略等等；及認知的調整 (regulation of cognition)，指學習
者對學習過程的監控，包括了計劃(例如預測、安排日程)、監控(例如檢測、改進、重新安排進度)和檢核
(例如檢核策略運用和有效性) 等過程，兩者相輔相成（Brown, 1978 ；Baker & Brown,1984）。

承蒙蒙蒙香港香港香港教育教育教育大學大學大學課程課程程及教及教及教學學學學

系鄭鄭鄭志強志志 教授教授教授及其其其團隊團團團 的指指指導，導導 本本本

校老校老校老師在師在師在課堂課堂課堂上運上運上運用多用多用多用 樣/樣/樣/多元多元多元化化化

的元的元的元認知認知認知教學學學策略策略策 ，以促進促進促進學生學生學生

思考考考。老師刻師刻師 意讓意讓意讓學生生生自我自我自我提問提問提問

（SeSeSelf-qqqqueueuestststioioionininingngng），），），使學學學生能生能生能
定期定期期停停下停 來反來反來反思。思。思 老師老師老師以以學以 生為為為

中心中心中心的提的提的提問，問，問，喚醒喚醒喚醒學生學生學 對自對自對自己思己思己思維維維

過程程程的認的認的認識、識識 幫助助幫助學生學生學生監控監監 他們們的的的

學習學習學習進度度進 和方方方向，向，向，並評並評並評估自估自估自己的己的己的答案答案答

和決和決和決定（定（定（ChChCheng,gg  201010 99）。） 另外外外，老師透師師

過「過過 出聲出聲出聲思維思維思維」（ThThThininkk AlAlAlououo ddd），），），示範示範示範及及及
展示展展 自己自己自己的思的思的思維過過過程，程程 讓學讓學讓學生逐生生 步模模模仿學仿學仿學

習。習。習習 再者再者再者，老，老，老師亦師亦師亦會要會要會要求學求學求學生說生說生說出自出自出自己的己 思

維流維流維流維流維 程，程 並以並以並以並 小組討論形式形式形 讓學讓學讓學生清生清生清楚地楚地楚地表表表

達達他達他達他達達達 們的們的們的想法想法想法。老。老。老師在師在師 課堂課堂課堂上以上以上以思維思維思維圖像圖像圖像化化化化

(((G((G(((( raphphphiic ooorgrgganananizzererers) 將概概概念視視視覺化覺化覺化，幫助助助助
學學學學學生學生學學 理解解解及構及構及構建所建所建所學知學知學知識。識識

註1，2，3  部份內容由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系鄭志強教授提供 教育大學鄭志強教授指導同工元認知教學法教育大學鄭志強教授指導同工元認知教學法

為甚麼學習需要元認知能力？ 註201 怎樣透過教學提升元認知能力？ 註302

03

元認元認元認元認元認元認元認元認元認元認元元 知能知能知知能知知能能力被力被力被力被力被力被視視視為視 學會學習學習學習學習學習學習習的關的關的關的關的關的關的關的關關的關

鍵，鍵，鍵，鍵，鍵，鍵，鍵鍵，鍵，是學是學是學是學是學是學是學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習的的的的的的金鑰金鑰金鑰金鑰金鑰金鑰金 匙。匙匙匙匙匙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根據根據據學者學者者學者學者者學學者者者者者者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教學研究研研研研研 ，元元元元元元認知能力能力力力能力能力的提的提的提的提的提的提升可升可升可升可升可升可以以以以以以

幫助助助提高提高提高提高提高提高提 學生學生學學學生學生生生生生的整的整的整的整的整的的整的的的整的整的整的整整的整體學體學體學體學體學體學業成業業業業成業 就，就就就就就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而且且且是學是學是學是學是學是學是是學是學是 習成果的果的果的果的果的果的果的果的果的果的果的果的果 深度深深深深深深 預測預測預測預測預測預測預 指標指標指標指標指標指標 

(((V((( eenmmmmmanananaanana ,,, 2014)。

在學在學在學在學在學在學學學習的過程過程過程過程過程過程中，中，中，中，中，中，中 如果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學生生生學生學

察覺察覺覺察覺察覺覺覺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自自自己的已已已已已已已已已已有知有知有知有知有知有有有知有有有 識與與與與與與老師老師老師老師老師老師所教所教所教所教所教所 的的的的的的

有出有出有出有出有出有出有出出入，入，入，入，入，入，入入 便主便主便主便主便主主便主主主主主便主動向動向動向動向動向動向動向動向動動向向動向動向老師師師師師提提提出提提提提 疑問疑問疑問疑問疑問疑問，從，從，從，從，從，從從

而而而而釐而而 清謬謬謬謬謬謬誤，誤誤誤誤誤 在學學學學習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作作作作出作作作作作 調節調節調調節調調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如如如如如如

CoCoCoCoCoooolollololooombmbmbmbmbmm o ooo & &&&&& AnAnAnAnAnAntotototototoninnnnn ettatatataa ((((((2020220202 177777) ) ) ) ))) 總結結出元出元出元出元出元出出出 認

知可知可知可知可知可知可可可知知可知知 以幫以幫以幫以幫以幫以幫以幫以 助學助助助助助助助助 生理生理生理生理生理生理生生 解學解學解學解學解學解學學習任任任任任務的務的務的務的務的的的的的需求需求需求需求求求求求，發發發發發發

現潛現 在的在的在的在的在的在的在的的的的學習學習學習學習學習學學學習困難困難困難困難困難困難困難難難和問和問和問和問和問和問和問和和問問和 題，題，題，題，題 選擇選擇選擇選擇選擇選擇最適最適最適最適最適合他合他合他合他合他合他他他

們的們的們的們的們的們的的的們的們的們 認知認認認知認知認知認知認 策略略略略略略，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而有而有而有而有而有而有而而而有而有而 效地地組織組織組組組組組組組 與這這這這這這這這些因些因些因些因些些因些

素相素相素相素相素相素相素相相相關關關的關的關的關的關關關的的學習學學學學學 ，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以實以實以實以實以實以實以以實以實踐和表現表表表表表表 ，以達至達至達至達至達至達至至達至至監監監監監

控學控控控 習策策習策策策習策略的略的略的略的略的略的成效。’’’’’

整體體體整 而言而言而言而言而言而言，高高高高高高元認元認元認認認認認認元元 知能知能知能知能知能知能知知知知知知 力的力的力的力的力的力的學習習習者常者 常常常常常常

察覺察覺察覺察察察覺覺覺及準準準確判斷自斷自斷自斷自斷自斷自己所己所己所己所己所己所知的知知知知知 ，他，他，他，他，他，他們積們積們積們積們積們積積們 極參極參參參極參極極 與課與與與課與與 堂堂堂堂堂堂堂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Kohehehehehehennnnnn and KrKrKrKrKrKrammmmmmararararararsssksss i, 2018)8888 ，並，並，並，並，並，並並，並並並懂得懂懂懂懂懂 運用運用運用運用運用運用不

同策同策同策策同策略及略及略及略及略及略及略及略及略及略 轉移轉移轉移轉移轉移轉移能力能能能能能能 ，是是是是是是自主自主自主自主自主自主自自主主學習學習學習學習學習學習學 者者者及者及者及者及及及及者 反思反反反反反反 者。者。者。者。者。者。

‘



本校本校本校本校本校校在這這這這這這三年三年三年三年三年三年期間期間期間期間期期間，老老老老老老老師運師運師師師運師運運運運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用用不用用 同的的的元認元認元認元認認元認知教教教教教教學策學策學策學策學策學策策學策學策策學學 略略進略進略進進行課行課行課堂及堂及及教學教教 研究研究究，包，包，包括數括數括 學科學科學科（錯（錯（錯誤分誤分誤分析析析

法）法法法法法 、中、中、中、中、中、中中史史史科史史史 （融（融（融（融（融（融辯入辯入辯入辯入辯入辯入入教）教 、視藝視藝視藝視藝視藝視藝視藝視藝科科科科科科科 （思（思思（思思（思維維圖維維維維 像化像化像化像化像化像化像化像化像化像化像化化）、）、）、）、）、）、）、）））） 科科學科學科科科學科 （生（生（生物）物）物）科科科 （討討（討論及及及思維思維思維圖像圖像圖像化）化）化）、、、 生物生物物

科科科科科科 （討（討討討（討（討（（（（ 論及論及論及論及論及論及論及自我提問提問提問提問提問問問）、）））））） 化學化學化學化學化學化學化 科（科（科（科（科（科（出聲聲聲聲聲聲思維思維思維思維思維思維、錯錯錯錯錯錯錯誤分誤分誤分誤分誤分分誤誤分分析法法法法法法法）、、、歷史歷史歷史科（科科（融辯融辯融辯入教入教入教）、通識通識通識科科科 （提（提問及問及問及

小組小小小小小小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討論討論討討 ））））））及普及普及及及普普普通話通話通話通話通話通話通通 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 （變（（（（（ 易理易理易理易理易理理理易理理易 論及論及論及論及論及論及論及論及錯誤錯誤錯誤錯誤錯誤錯誤錯錯 分析分分分分分 法）法）法）法）法）法）法 等。經分分分析各析各析各科的科的科的元認元認元認知知問問卷調卷調卷調查（Metatatacoooggngg itttivivveee
AwAwAwAwwwaraaaaaa ennnnnneeeseee s Inventntntntntntntnttorororororororryyyyyyy）及）））及））及及成績成績成績成績成績成績的前的前的前的前的前的前前的前後測後測後測後測後測後測測後測後測結果結果結果結果結果結結果結果果結結 後，發現現現現現現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學學生學學 的的元的的的 認知認知認知能力能力能力能 及相及相及相關的關的關的成績成績成績有顯有顯有顯著提著提著提升。。。

前言

隨着社會環境及要求急速改變，老師的教學需與時並進，常

常審視及改良現有的教學法，甚至嘗試新的方法。除了透過不斷

學習及進修外，課堂研究能促進老師之間在教學上的協同效應，

透過共力，適切地照顧不同學生的學習。

課堂研究

課堂研究 (Lesson Study) 源自日本的授業研究，目的是透過
教師之間的協同合作，一起設計教學計劃、施教及觀課，搜集並

分析學生的學習表現，討論如何修正或改進教學計劃，以提升學

生的學習成效。因此，課堂研究被視為課堂上的教師專業發展實

踐活動，所選的主題涵蓋教學內容、教學組織、課堂管理、教學

法及課堂評估等。

自2013年起，本校老師開始以研究者的身份，展開行動學習或
研究，探究如何解決在教學及行政工作上的問題，以完善制度、

改良教學質素，然而，這多屬個別老師的經驗總結。承蒙教育大

學及香港學習圈協會的連結，本校於2017年得以參加在日本舉行的
世界課堂研究協會（WALS）國際會議，學習如何進行科內及跨科
的課堂研究後，同年將日本的授業研究引入中史科、視藝科，歷

史科、化學科及生物科，並結合過往行動研究的經驗，發展本校

思維教學法。隨著繼續參加於2018年在北京及阿姆斯特丹的WALS
國際會議及進行匯報，以及得到教育大學的支援，本校的課堂研

究運作模式得以改善，並開始以SECI知識創造模型2推行，部份科

目更進行課堂學習研究（Learning Study）及公開課。

結語

如果學生能以元認知學習知識、技能及態度，相信日後必有所成，因為已掌握學習的竅門－－學懂思

考如何學習。在疫情下，懂發問、能自律的學生更具優勢，更快掌握學習的竅門。正如《論語 為政第

二》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具備高元認知能力的學生，縱使學習模式與以往不一

樣，仍能自我反省及思考如何學習，從而完善學習。有見元認知能力對學生學習的重要性，本校各科老

師會繼續以「思維教室」授人以漁，幫助學生成為懂得學習的終身學習者。

元認知教學有什麼學習成果？03

歷史科（融辯入教）歷史科（融辯入教） 普通話科 （變易理論及錯誤分析法）普通話科 （變易理論及錯誤分析法） 通識科利用分組討論作出聲思維通識科利用分組討論作出聲思維

以SECI 模型進行課堂研究：優化教學的平台

奧地利大學準教師地理科觀課奧地利大學準教師地理科觀課

2019-20 【思維教室-元認知教學】公開課2019-20 【思維教室-元認知教學】公開課

目目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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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本校本校本校校本校於2於於於於於 0111119年9年9年9年9年9年999 參加參加參加參加參加參加由教教教教教教育大育大育大育大育大育大學推學推學推學推學推學推行的的優質教教

育育育育育基育育育 金「金「金「金「金「金「金 以SSECECECECECECI模模I模I模I模I模模型強型型型型型 化學學學學學學校課校課校課校課校課校課程管程程管程程管程 理能理能理能理能理能理能能力」力力力力力力 計計計計計計

劃劃，劃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是透是透是透是是是透透過此過此過此過此此過此模型模型模型模型模型模型，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出校出出出出出 本跨跨跨跨跨科的科的科的科的科的科的科的「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會會會會會會會

學習習習習習習習2.2.2.2.2.2.0+0+0+00+++」課」課」課」課課」課課」課程或程或程或程或程或程程程或程程 教學學學學學學法，法，法，法，法，法，法 以達以達以達以達以達以達以以以達達至課課課課課課程更程程程更程更程更更新的新新新新新新新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求。本校本校校校本校校校校校校老師老師老師老師老師老老師老師有見有見有見有見有見有見有見有有見提升提升提升提升提升提升元認元認認認認認元 知能知能知能知能知能知能能知能知 力是力力力力力力 成功成功成功成成功功成功功功學習學習學習學習學習學習習的的的的的的

金鑰金金金金金金 匙，匙，，匙，匙，，但缺但缺但缺但缺但缺但但但缺缺乏以乏以乏以乏以乏以乏以乏以乏以科目為本為本為本為本為為本的實的實的實的實的實的實實實踐踐踐踐踐經踐踐踐 驗，，，，，因此因此因此因此因此因此因因因此此希希希希希希希

望以望以望以望以望以望以望以望望以以望以這模模模模模模模型創型創創型創型創型創型創型創型型創型創創造校造校造校造校造造造校造造校造 本的本的本的本的本的本的「元元元元元元認知認知認知知知認知知知知認認 教學教學教學教學教學教學學學法」」」」」」」」的教的教的教的教的的的 學學學學學學學學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容容知識識，以訓練練練練練練學生學生在知在知知知知知識及識及識及識及識及識及及技能能能能能能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的思維思 。

此S此此此此此 ECECECECECECI知I知I知I知I知I知知知識創識創識創創創造模造造造造造 型型型型2促進促進促進促進促進進進老師老師老師老師老師老師老 組成成組成成組成組成組組 專業專業專業專業專業專業學習學學學學學

社群社群群群群社群社   ((((P(( roofefefefefefeff ssssssssssssssssssioiooioiooonaaaaalllll LeLeLeLeLeLearaaaaa niiiingngngngngnggngn CCCCCCCCComomomomommmmmummmmm nininininninnn tytytytyt )，讓讓讓讓讓讓老老老老老老
師間師間師間師間師間師間間進進進行進進進進 社群群群群群群群化（化（化化（化（化（化（化 SoSoSoSoooccciccic alizatatatatattioioioioioioonnnnnn）的的的的的對話對話對話對話對話對話話對話(B(((( a))))3，
將隱將隱將隱將隱將隱將隱將將隱將隱將隱隱性的元認知教知教知教知教知教知教知教教知教學學學學法學學學 承傳，期期期期期期期期後透後透後透後透後透後透後透後後後 過觀過觀過觀過觀過觀過觀過過觀過過過觀課及課及課及課及課及課及課及課及及及課及課課 評評評評評評評評評評

課，課課課課課課 讓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目的目目目 隱性隱性隱性隱性隱性隱性性隱性教學教教教教教教教 內容容容容容容知識識識識識識識識（（（（（PePePePePePedad gooooogogoogigigigigigigggiig cacacacacacacacc l  
Contennnt t t t t KnKnKnKnKnnKnnooowo ledgeeeee）得）得）得）得）得）得以外外外外外外化(化化化化化 ExExExExExExternnnnnnalalalalalalizizizizizization)。
去年去去去去去去 本校校校校校校校校參與參參參參參參 課堂堂堂堂研究的科目包目目目目目 括：通識通識通識通識通識通識科科科科科科

（Q（ EF計劃計劃計劃計劃計劃計劃劃計劃計劃劃劃）、）、）、）、））、數學數學數學數學數學數學科、科科科科科 化學化學化學化學化學化學化學化學科、科科科科、歷史歷歷歷歷歷歷歷歷歷 科及普通普通普通普通普通普通普

話科話話話話話話話話 。。。。。

透過課堂研究分享會，多學科的元認知教學法知

識得以顯性地結合（Combination），並歸納出校本
元認知教學法的共通點：

1. 老師的提問具層次及目的，並需與學科內容緊扣

2. 交由學生探討及說出關鍵特徵

3. 照顧學習差異：視化思考框架/步驟；調節速度；

分配角色

4. 元認知教學策略的課堂目標可開拓如何應用於科

目的內容上

來年將有更多科目會進行課堂研究及公開課，將元認

知教學法內化（Internalization）。

以SECI模型進行課堂研究

結語

為使學生的學習不斷進步，本校老師不但在個人層

面上持續改善教學質素，也樂意在科內及跨科層面

上互相學習，精益求精。

1  鄭志強、胡俊和施瀾—— (2019): 開展日本授業研究的文化因素：從野中郁次郎的知識創造理論來看，《當代教育研究季刊》，
  27(2) ，頁77-109。
2  Nonaka, I., & Takeuchi, H. (1995). 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Nonaka, I., Toyama, R., & Konno, N. (2000). SECI, Ba and leadership: A unified model of dynamic knowledge creation. Long
  Range Planning, 33(1), 5-34.

通識科利用分組討論作出聲思維

2019-20 【思維教室-元認知教學】公開課

老師互相分享元認知教學經驗老師互相分享元認知教學經驗

數學科運用錯誤分析法提升學生自我糾正的能力數學科運用錯誤分析法提升學生自我糾正的能力

元認知教學課堂研究是本年教師培訓的重點元認知教學課堂研究是本年教師培訓的重點

元認知教學課堂研究分享會取得豐盛成果元認知教學課堂研究分享會取得豐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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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文物賞析學習古今歷史是一種提升

學生情操的學習模式，學生既可從多角度認

識國家千年的歷史發展，也可以深入探究傳

統藝術精粹，承傳中華文化。為讓學生在日

常的中國歷史課堂上皆可細味歷代文物，啟

迪學習，本校運用多種視訊科技打造一所虛

擬博物館網站，讓學生的考察學習可以跨越

地域空間、時空的限制，深入學習相關的歷

史課題。 

虛擬博物館網站內有一個巨型3D展廳及

多個展覽館，按年代和文物性質分類，展示

大量由「昔珍薈舍」借出的珍貴文物的360o

互動影片。學生進入虛擬博物館網站就有如走進一所文物博物館，觀看

每件文物的高清360o互動影片，有如把文物放在手中，細

心玩味。

在虛擬博物館內，老師細心編排了多個配合教學活動

的虛擬導賞行程和互動工作紙，讓學生在參觀的過程中投

入學習，啟發思考。

本校深信資訊科技是教與學的大方向。善用教學科技

(EduTech) 是提升學生元認知學習能力和照顧不同學生的學
習需要的關鍵。我們期待快將完成的虛擬博物館能夠帶領

學生學習中國珍貴歷史文物的工藝及價值，提升對中華民

族的自豪感和歸屬感，從而建構學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

360文物互動影像製作360文物互動影像製作

南宋吉州窯黑釉剪紙貼花雙鳳紋盞南宋吉州窯黑釉剪紙貼花雙鳳紋盞
虛擬博物館內附有工作紙，讓學生虛擬博物館內附有工作紙，讓學生

邊玩邊學邊玩邊學

VR設備觀看也有不一樣的體驗VR設備觀看也有不一樣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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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文物互動影像製作

南宋吉州窯黑釉剪紙貼花雙鳳紋盞

VR設備觀看也有不一樣的體驗

本校有幸得到校友楊純青先生贊助母校近70萬元工程開支，

興建第一期太陽能發電系統，預期發電量為33kW。同時，本校

最近更成功申請政府「採電學社」計劃，隨即啟動興建第二期的

太陽能發電系統，並參加中華電力推行的「上網電價」計劃。而

在「採電學社」下，機電工程署會協助本校跟進整個安裝太陽能

發電系統的過程，包括進行實地視察和技術評估、擬定太陽能發

電系統的設計、採購設備、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和進行系統測試

等，以及協助本校參加上網電價計劃。

為了配合有關可持續發展的教育工作，上網電價並不是本計劃

的重點，計劃的關鍵是以太陽能發電串連各科學習的課程，將課

程融入真實學習場境之中，讓學生學以致用，營造創作和實踐的

空間。

以下是本校學校發展組、通識教育科、生物科、科學科、地

理科、資訊及通訊科技科在20-21學年先導課程中的相關課題及教

學活動：

通識教育科

能源科技與環保

實地考察

地理科

全球增溫

實地考察及

數據分析

生物科

生態學

實地考察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物聯網編程

IoT裝置設計

理科

科學科

能量和電能的使用

實地考察

工程由2020年8月20日開始工程由2020年8月20日開始
在天台鋪設防水層在天台鋪設防水層

在10月初進行防水測試，形在10月初進行防水測試，形
成「信義天空之鏡」 成「信義天空之鏡」 

10月中完成大部份結構工程10月中完成大部份結構工程

11月工程完結，正進行審批11月工程完結，正進行審批

上網電價及可持續發展教育計劃

本校自2008年獲頒發香港綠色學校金獎，肯定了本校致力推動環境保育的
工作。為加強師生及家長對環境友善，實踐環保生活，本校在校舍天台安
裝大型太陽能發電系統設施，並參加中電「上網電價」計劃，攜手應對氣
候變化，共建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全景互動教育中心：創新視像教學範式

實踐是最佳的學習：信義無人商店 

信義無人商店 V2.0 概念圖，工程預計在2021年上旬完工信義無人商店 V2.0 概念圖，工程預計在2021年上旬完工

第一代信義無人商店由第一代信義無人商店由
學生設計及建立 學生設計及建立 第一代信義無人商店在第一代信義無人商店在

2019年11月開幕2019年11月開幕

全景互動教育中心概念圖，工程預計在2021年8月完工全景互動教育中心概念圖，工程預計在2021年8月完工

本校積極推動STEAM+教育理念，發展創新的教
學模式。在2020-2021學年，本校獲得優質教學
基金撥款，打造一間高科技全景影像學習室，
名為「全景互動教育中心」(簡稱 PIE Centre)。
全景互動教育中心的360o高清顯示裝置瞬間展
現真實的場景，讓師生實現情境教學法，投入

深度學習。

為培養同學開拓與創新精神，把學科知識透

過實踐，融入真實生活中，本校獲得跨國科技機

構贊助，在本校的學生中心建立一所高科技的無

人商店，命名為「信義無人商店」。

這計劃由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和資訊及

通訊科技科協作推行。相關學科的學生不但營

運一所實體的無人商店，他們更在阿里巴巴的電

貿平台經營電子店進行電子貿易。學生透過實體

無人店和電子店實踐各種營商管理理論、市場營

銷策略、網站設計與管理和電子數據庫操作的知

識，同學在此獲得的實戰經驗更是難能可貴。同

時，商店所得的收入會全數撥入資助本校學生全

方位學習經費內，惠及全校學生的學習及成長。



新一代電子教室：Smart Classroom

Smart Classroom 設計方案 (圖片由聯想集團有限公司提供)Smart Classroom 設計方案 (圖片由聯想集團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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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互動教育中心 (PIE Centre) 內的數碼設備和軟件可讓老

師和學生創製多個學習範疇的VR及360o全景影片。參與學科包

括中文、英文、通識、中史、歷史、生物、地理等資訊科技等十

多個學科。

在 PIE Centre 內，老師可以運用360o覆蓋整個中心的大型

屏幕和音響系統，展示全景和VR影片教材，以視像和音效建構

逼真的虛擬情景環境(panoramic environment)。在這此虛擬的情

景環境下，老師能夠施行創新的互動教學法，讓全班學生置身生

動的場景之中，以第一身經歷教學相關的內容，從而深入理解內

容，提升對教學課題的認知。師生亦可透過 PIE Centre內的多部

大型互動屏幕，進行多類型的繼後互動學習活動。

同時，PIE Centre 擁有高階VR設備和數碼影音處理系統，讓 

STEM 課的學生創作與學科知識相關的全景教學影片、VR影像和

3D立體模擬場景，貫徹 STEAM+ 教育所提倡的跨學科創作和應

用的理念。

PIE Centre 在學界是一項完全創新的構思，它把「情境教

學法」和尖端多媒體科技結合起來，提升情境教學中所強調以刻

意營造的情境引領學生進入深層的學習，從而獲得更佳的學習成

效。

本校獲得Lenovo支持，在學校建立全港首間

可同時進行實體和視像教學高科技課室 ─ Smart 

C l a s s r o om。預計在2020年12月完工的Sma r t 

Classroom 配備多台伺服器，讓老師輕鬆展示各種

電子教材，管控課室超過30台學生手提電腦和運

用多個直播教學的高清視像鏡頭，把課堂教學資

訊傳送給家中參與課堂的學生。在家的學生則可

透過視像會議軟件及多角度直播畫面清楚地檢視

大型LED顯示屏和老師在黑板書寫的筆記。同時，

老師更可隨時讓身處課室和家中的學生即時展示

訊息，或是安排小組討論。學生於課後更可重溫

課堂錄影，溫故知新。

Smart Classroom 結合多個科技範疇的新一代

電子教室，讓本校實踐實體和視像教學並行的課堂

教學。這種混合教學模式是未來學校教育的新態，

一般課室佈局已經不能夠滿足混合教學模式對高科

技整合應用的需求。Smart Classroom 是實現混合

教學模式的先驅，本校期望藉着 Smart Classroom 

發展出一套跨越時、地、人限制的創新教學模式，

為未來教學模式跨出堅實的第一步。

課堂錄影，溫故知知新。新堂錄影，溫 知新新新故知溫故課堂 。。堂堂堂堂堂堂堂



現今社會快速轉型，時刻都充滿新挑戰，新一代的領袖需要與時並進，具備二十一世紀技能及
共通能力。為此，本校建立不同類型的制服團隊包括童軍、紅十字會青年服務團和交通安全隊，並
安排一連串的領袖訓練、群體生活及技能學習、步操訓練等活動發揮學生的潛能，裝備他們成為一
位善於溝通、重視團隊合作、具責任感和自信、迎合未來社會需要的領袖。

紅十字會青年服務團　推廣人道精神

成就未來領袖 

信義中學紅十字會制服團隊獲頒「人道校園」獎信義中學紅十字會制服團隊獲頒「人道校園」獎

童軍1698十週年 造福人群齊向前

透過遠足、宿營等，持續提供機會予團員挑戰自我

透過遠足、宿營等，持續提供機會予團員挑戰自我

現今社會快速轉型，時刻都充滿新挑戰，新一代的領袖需要與時並
進，具備二十一世紀技能及共通能力。為此，本校建立不同類型的制
服團隊包括童軍、紅十字會青年服務團和交通安全隊，並安排一連
串的領袖培訓、群體生活及技能學習、步操訓練等活動發揮學生的潛
能，裝備他們成為善於溝通、重視團隊合作、具責任感和自信、迎合

未來社會需要的領袖。

信義中學的紅十字會制服團隊在一九八九年成立，

多年來積極參與不同類型的服務活動及課程，以行動實

踐人道精神。在2019-2020年度信義中學紅十字會制服

團隊更獲頒發「團隊服務三十年」證書，及連續兩屆獲

得人道校園獎項。我們更在2018-2019年榮獲西九龍總

部油旺區最佳團隊冠軍，這是我們過去努力不懈服務社

會的成果。

在常規訓練中，同學參與多元化的訓練課程，包括

步操、手語、服務技巧、領袖訓練和防火等課程，啟發

隊員潛能，發揮其創造性及領袖潛質，學習紅十字的互

助精神。紅十字會會員在學校擔任校園健康大使，亦參

與社區長者探訪服務。在未來的日子，信義中學紅十字

會制服團隊會延續在校園積極策劃及推廣人道教育，鼓

勵同學關注世界人道議題。

1698，是信義中學童軍的旅號。童軍1698旅藉多

類型的技能和團隊訓練，發掘學生潛能，培養領導才

能，以及貢獻社會和服務社群的精神，為香港注入新

動力。

童軍訓練活動種類繁多，有遠足、宿營和技能訓

練等等。除此以外，旅團一直與不同社福機構合作，

提供義工服務，回饋社會。我們更支援團員到海外交

流，部分資深團員在2019年參加了「童一天下」—匈

牙利青年計劃，擴闊視野，與世界各地的童軍領袖交

流，獲益良多。

現今社會快速轉型，時刻都充滿新挑戰，新一代的領袖需要與時並
進，具備二十一世紀技能及共通能力。為此，本校建立不同類型的制
服團隊包括童軍、紅十字會青年服務團和交通安全隊，並安排一連
串的領袖培訓、群體生活及技能學習、步操訓練等活動發揮學生的潛
能，裝備他們成為善於溝通、重視團隊合作、具責任感和自信、迎合

未來社會需要的領袖。



交通安全隊秉承希望　傳承未來
信義中學剛渡過六十周年鑽禧校慶，又迎來另一個金禧紀念—

信義中學交通安全隊KW-25成立五十周年。信義中學於1971年成

立交通安全隊KW-25，旨在推廣香港的交通安全，為青少年的全人

發展作出貢獻。五十年間，信義中學交通安全隊透過校內及校外活

動，積極建立學生正面價值觀及提升其抗逆力。通過步操訓練和專

章課程，學生學會堅毅不屈、團隊合作的精神。

每一年學生們都帶着堅守的初衷，在步操場上留下拼搏的精神

和無盡的汗水。而在2018-19年度，信義中學交通安全隊更榮獲香

港交通安全隊西九龍總區周年檢閱禮的冠、亞二獎。信義中學交通

安全隊在未來將繼續以學生全面發展作首要目

標，籌辦多元化的活動以培養

更多後起之秀，秉承希望，

傳承未來！

中學交通安全隊更榮獲香

、亞二獎。信義中學交通

面發展作首要目

養

面發展作首要目

養

學生全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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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隊在未來將繼續以學生

標，籌辦多元化的活動以

更多後起之秀，秉承希望

傳承未來！

信義交通安全隊榮獲冠軍榮譽盾信義交通安全隊榮獲冠軍榮譽盾

學生感言學生感言

成為一位領袖絕非易事，而成為一位優秀的領袖更是

難上加難。感恩過往日子在交通安全隊的經歷，無論是日

常操練還是服務工作都讓我更知道何為領袖與團隊。透過

不斷成長，我亦有幸藉此獲得不少殊榮，如最傑出隊員以

及青少年制服團隊傑出服務獎等獎項。未來我亦會繼續努

力，盡己所能在學校、社會中作出貢獻。
 6A 陳穎妍榮獲 2019-2020  6A 陳穎妍榮獲 2019-2020 

 青少年制服團體傑出服務獎 青少年制服團體傑出服務獎

音樂科：樂韻悠揚滿校園

很多醫學研究指出音樂非但可以陶冶性情、釋放

情緒，更能夠提升記憶力和認知能力。我校學生尤愛

音樂，學校的合唱團及管弦樂團人才濟濟。他們透過

每週一次的訓練及積極參加不同的演出，提升同學音

樂水平及協作能力，豐富人生經驗。

在疫情下，即使面對停課，學校的器樂訓練班也

改為以網上授課繼續進行，延續同學對音樂的興趣，

讓學生在課餘時間透過音樂消除疫情產生的精神壓力 

。導師們通過視像會議的示範及教學，同學們則透過

屏幕一起練習。雖然透過視像訓練較課堂上一起練習

更為困難，但是同學熱情不減，還較平時專心，珍惜

每一次的訓練。

合唱團在學校聖誕崇拜獻詩 合唱團在學校聖誕崇拜獻詩 

管弦樂團在信義會聯校音樂匯演管弦樂團在信義會聯校音樂匯演



 通識科

科在本年度舉辦了油尖

地考察活動，希望透過考

同學能了解鄰近社區的環

學會關心社會事務，並能分

關議題所帶來的影響。中四

分組到訪高鐵西九龍站及戲

中心、中九龍幹線社區聯絡中

、西九龍文化區、油麻地小店

及少數族裔商店及果欄及油麻地

戲院。完成參觀後，同學透過小

組匯報分享所學，讓其他同學了

解本校鄰近的社區。

科學科於十一月舉辦「微小的

世界」工作坊，透過活動，讓

小學生及家長學習觀察細胞。

活動中，參加

鏡和繪畫細胞

興趣。此外，

同學參加202

奧林匹克香港

生運用課程知

難題，提升對

的興趣，更有

位獲得三等獎

科學科

化學科於一月舉辦製作肥皂活

動。透過是次學習活動，學生

學習到有機化學的知識並提升

了實驗技巧。

化學科

中史科於2019年舉辦了「AR/VR

互動中國歷史體驗活動」，利

用AR/VR技

境和3D的

來賓仿如親

觀賞中國的

蹟和歷史場

萬里長城

煙、清明

等，以提升

習中國歷史

的興趣。

中史科

全方位
學習

企會財科經常與不同學科及機構

合作，擴闊同學的商業世界視

野。在2020年，本科安排同學

參觀協會及參與講座了解公平貿

易於全球推行情況。協會以簡單

例子，例如可可豆及咖啡豆，讓

同學了解到社企責任的重要性。

企業、會計與財務科

通識教育科

旺區實地

察，讓同

境，學會

析相關

同學分

曲中

心、

及少

戲

組

企業、會計與財務科

技術，投射360虛擬實

立體影像，讓同學和

親歷其境，

的名勝古

場景，如

、虎門銷

上河圖

升他們學

史及文化

疫情間爆發期，籃球場一度封

閉，籃球隊員雖然不能進行訓

練，但是大家以其他形

式積極鍛煉，例如在

仰臥起

他健身

戶外，

跑步和

身 等

這也是

長時間

家中上

生的情

方法。

體育科

封

訓

形

在

起

身

和

等

是

間

上

情

長學習觀察細胞。

加者學習使用顯微

胞，表現雀躍和感

科學科派出五位

0國際初中科學

港選拔賽，讓學

知識和技能解決

對科學

有一

獎。

式積極鍛煉，例

家中做深蹲、仰

坐以及其他

練習；在戶

則進行跑

戶 外 健

等。這

平衡長

留在家

課產生

緒的好方



藝術評賞是高中視覺藝術科重

要的一課，學生課堂上在評鑑

藝術作品，透過運用符號學理

論，進行課堂討論，嘗試詮釋

海報隱含的信息，推敲作者的

創作理念。過程中，學生運用

元認知能力，從多角度分析並

討論藝術，提升詮釋和評價藝

術品的批判思維能力。

視覺藝術

數學科

數學科於2019年10月舉辦「數

學遊蹤」活動，學生從一連串的

數學遊戲中運用數學和科學知識

高中生物科學生的全方位學習活

動是到郊外採集牛糞樣本，帶回

實驗室作基本測試，進行小生境

的探究及匯報。透過野外考察，

學生不但能學習本科知識，如環

境與生物之間的關係和生物的適

應性，還能增加他們對科學探究

的技巧和興趣。

生物科

中五級物理學生在2019年參

加由香港科學館舉辦的科學比

賽「拾級而下」。他們自主地

互聯網搜尋最新資訊 經常在

物理科

數學遊戲中運用數學和科學知識

解決問題，發揮探究能力，從而

提升解難能力。

互聯網搜尋最新資訊，經常在

學校準備至晚上。認真的學習

態度、再加上在臨場冷靜地修

正，最終學生在高級組獲得第

三名。

2020信義會聯校音樂匯演第二

屆信義會聯校音樂匯演於2020

年12月14日心誠中學舉行，本

校合唱團及管弦樂團共約100位

同學傾力演出。除了出席多次綵

排，從而提升音樂水平外，大家

更認識了不少友校同學及老師，

真是一個難能可貴的經驗。

音樂科

 經濟科

經濟科於2019-20年度參與由東

華三院舉辦的青年創意市集計

劃，透過是次學習活動，學生學

習產品設計、營銷等知識，並學

習回饋社區。活動中，學生體驗

到創業過程，嘗試參與財務預算

等工作，反應熱烈。

經濟濟科於 年年度參與由東

歷史科於2019年10月舉辦中一

級香港歷史博物館參觀活動。

是次活動讓同學有機會「走出

課室」，親身了解香港開埠以

來的歷史及文化發展。透過接

觸不同的文物及展品，可提升

學生對歷史的興趣。

歷史科



多
元
才
能

豐
碩
纍
纍

體育發展體育發展

傑出學生傑出學生傑出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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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發展

公民教育

藝術發展

學學

公公公公公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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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藝術



推動語境塑造

中文科
中文科於中文周期間進行茶藝、書法及漢字演變過程的活

動。惟因疫情影響，相關資料在學校網站「網上教室」上展示。

在網頁內，「茶藝活動」讓學生學習泡茶的技巧及心情；「書法

活動」讓學生學習筆法、章法、構字法和墨法等，把書法當成畫

去欣賞；「漢字演變活動」則讓學生學習漢字由甲骨文、

金文、小篆、隸書、楷書、行書、草書等發展的過程。除此

之外，中文科亦在新年前邀請嘉賓黃國興先生蒞臨本校，即

席揮毫，讓同學學習中國傳統文化遣毫之際的提、按、頓、

挫、疾、徐、迅、緩的技巧。班際的揮春比賽，同學們專注

用心完成，讓學校充滿喜慶的氣氛。

黃國興先生蒞臨本校教導學生書法技巧

黃國興先生蒞臨本校教導學生書法技巧

普通話科
本年度普通話科主題為「生活中學習普通話」，普通話

科在上學期舉辦了「普通話日」，活動配合科組主題。通過

普通話大使設計的攤位，同學能寓學習於遊戲。普通話大使

更按照各級課文的主題來設計遊戲，例如天氣、校園、食物

等，讓同學鞏固課文中所學的句子與詞匯。遊戲連繫生活中

常見的事物，讓同學能應用所學。同學反應踴躍，當天初中

的同學聚首在禮堂，每位同學也很投入，更有不少同學在問

卷中表示能透過遊戲學習，成果理想。 

英文科
學校舉辦多元化的英語活動讓學生於課室內外都能接觸、學

習及應用英語。「環球教室」更提供真實的生活場境，讓本校學

生與外國師生有交流的機會。在英語週期間，本校師生一同參與

英文話劇「David and Goliath」的演出，演員透過不同的活動和遊

戲，與台下觀眾互動，同學在笑聲中學習英語，反應熱烈。

在2019-20年，英文科老師帶領全級中三同學參加由香港海

洋公園學院舉辦的英文教育課程。透過活動，同學能了解環境污

染、瀕臨絕種動物等課題，更可在活動中親身接觸多種瀕臨絕種

雀鳥。

本校每年都為高中同學籌辦「聯校英

語 口試訓練」，一方面邀請歷屆考生作經驗分

享，以提醒學弟妹參與公開考試時須注意的事

項； 另一方面與來自不同學校的同學進行口試訓

練 ， 練，讓同學互相學習。同時，老師們作即時回

饋 ， 有助有助提升學生英文口試技巧和表現。

雀鳥。

本校本校本校本校校校校本校每每年每每每每

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 口試口試口試口試口試試試口 訓練訓練訓練訓練訓練訓練訓 」」」」」

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 以提以提以提以提提以以提以提以 醒學醒學醒學醒學醒學醒學醒學學

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 另另另一另一另一另一另一另 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方 與來與來與與來與與與

練 ，練練 ，練練 ，練練練練 ，練 ，練 ，練 ，練 ，練練練練 ，練 ，練練練 ，練練練練練練 ，練練練練練練 ，練練練練練練練練練練練練 ，練練 ，練練練練練練練練練練練練練 ，， 練練，練練練練練 讓同讓同同同讓讓同同學互互學互學互學互互

饋饋 ，饋 ，饋 ，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 有助助助助助助有助助有助有助有助有助有助助提升提升提升提升升提升升升

學生在茶藝活動
坊學習泡茶學問

學生在茶藝活動
坊學習泡茶學問

普通話日攤位遊戲普通話日攤位遊戲

外藉英語老師在英語閣教授英語會話，在課餘時間，外藉英語老師在英語閣教授英語會話，在課餘時間，

同學也可在英語閣與外籍老師交流和玩棋盤遊戲同學也可在英語閣與外籍老師交流和玩棋盤遊戲

多所歐美中學的
師生到校和同

多所歐美中學的
師生到校和同

學一起上課交流學一起上課交流

同學在英語話劇盡展才華同學在英語話劇盡展才華

同學藉聯校英文口試提升應試技巧同學藉聯校英文口試提升應試技巧16



  中一至中三                              科目

  以英文為教學語言 英國語文

  按班別／組別訂定教
  學語言／校本課程

歷史、數學、電腦、地理、科學
( 本校初中開設兩班英文班 )

  以中文為教學語言 中國語文、中史、通識、音樂、體育、宗教、普通話、視覺藝術、
歷史 *、數學 *、電腦 *、地理 *、科學 * (* 附英文語延展教學活動）

 中四至中六                              科目

  以英文為教學語言 英國語文、數學

  視乎情況按班別 ／組別
  訂定教學語言 ／校本課程

數學、物理、化學、生物、資訊及通訊科技

  以中文為教學語言 中國語文、通識、中史、倫理與宗教、體育、視覺藝術、藝術發展科、倫理科、
經濟、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地理、歷史

本校中一至中三每級開設兩班英文班本校中一至中三每級開設兩班英文班

班數 2020/21 2021/22 2022/23

中一 5 4 5

中二 4 5 4

中三 5 4 5

中四 4 5 4

中五 5 4 5

中六 4 5 4

總數 27 27 27

班級結構及科目概覽

黃國興先生蒞臨本校教導學生書法技巧

推動兩文三語

本校一直非常重視同學兩文三語的能力，
包括：中文、普通話及英文。學校除了鼓
勵同學在所有課堂學習各學科的中英專
有詞彙和使用英語與同學溝通外，亦透過兩文
三語的電視台直播，營造相關的語境。

融合教育

本校關心每一位學生的學習需要，特設融

合室並設置點字及文字放大器材供融合生

使用。同時，老師更邀請學生擔任融合

小天使，讓同學在學習及成長過程中互相

關顧，從而提升校內和諧共融的氣氛。此

外，學校更積極參與外間機構共同舉辦活

動，例如：香港盲人體育會等，以傳遞校

內傷健共融及關愛的信息，從而建立親和

兼容的校園文化。另外，本年度本校成為

教育局資源學校之一，與其他學校老師分

享推動融合教育的經驗。

兩文

中文書法比賽
中文書法比賽

在中文周，同學從眾多遊戲中學習中文在中文周，同學從眾多遊戲中學習中文

同學藉聯校英文口試提升應試技巧 17

享推動融合教育的經驗。

1111111111177777777777

同學積極參與社區服
務，培育

同學積極參與社區服
務，培育

關愛精神關愛精神
師生和校

友齊參與
「心光傲

行」

師生和校
友齊參與

「心光傲
行」

步行籌款步行籌款

同學參與「好心情事HK」攤位活動

同學參與「好心情事HK」攤位活動



正向思維
輔導組旨在幫助學生適應青少年期的生

理、心理、社交及人際關系等方面之轉變，

使他們能夠健康地成長，期望學生能肯定自

我、發展潛能、關愛及支持別人，建立積極

的人生目標。輔導組今年新增「友你同行」

朋輩輔導計劃，目標是協助中一級學生適應

中學的生活，建立健康的聯繫。

同時，輔導組恒常地與融合教育組和校

內的不同功能組別及各科組教師協作，為有

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擬定支援計劃、課程及

教學調適、考試及評核等的特別安排。

基督的愛

基督的愛：團契直播時間

宗教科及啟發潛能教育組因應疫情，舉

行線上宗教及感恩節，除了在學校網站建立

專屬的平台外，還新增團契直播互動環節。

透過是次學習活動，讓學生在基督裡，不分

地域界限過著肢體相交生活。同時，彼此一

起效法耶穌，探索科學與信仰，培養感恩的

心，活現基督的愛。活動中，學生透過聲影

線上體驗及多媒體視訊學習，同學們對互動

遊戲尤其投入，整體效果理想。

Zoom 團契直播Zoom 團契直播

宗教及感恩周
網頁

宗教及感恩周
網頁

真理堂宗教聚會真理堂宗教聚會

全體教師團契全體教師團契

初中宣明會週會初中宣明會週會

愛、婚姻與
性的講座

愛、婚姻與
性的講座   

                     

中二成長日活動中二成長日活動
扶輪會講座扶輪會講座

在教學新常態下，教師適應不同的
轉變，我們舉行教師團契，同工彼
此分享及代禱，透過詩歌和默想，
大家連結基督裡，與基督契合，心
靈得到滋養和休息，為走未來更遠
的路。

在教學新常態下，教師適應不同的
轉變，我們舉行教師團契，同工彼
此分享及代禱，透過詩歌和默想，
大家連結基督裡，與基督契合，心
靈得到滋養和休息，為走未來更遠
的路。



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病毒，我們進行了一半的模擬考試

被迫暫停，考試延期了，也打擊了我的自信。幸好考試延

期也讓我有充足時間操練和反覆溫習，在考試前回復到最

佳狀態。我認為今年的文憑試與其說是考試，更像是一場心

理戰，保持最好的精神狀態便是致勝之道。2020的我做到

了，2021年的應試同學，你們也肯定可以！

楊
靖
軒

基督的愛：團契直播時間

香港中文大學 數據科學及政策研究

數月前突發的疫情實是令我措手不及，學校的模擬考試也中止了。坦白

說，我的應試準備嚴重不足，溫習進度遠遠落後。幸好我尚能捉緊延後

考試那一個半月的時間努力衝刺，那段日子亦是我生命中「最搏盡」的時

光。每天凌晨四時起床，所有時間都花在操練試卷和溫習，我也善用互聯

網上的資源彌補未能面授上課的缺失。總結這次經歷，試前溫習非常講求

自律和壓力處理能力，我建議同學在溫習的同時，也要有適量娛樂，才可

持久作戰。

蕭
健

在我看來，疫情令我改變了應對文憑試的溫習策略。未有

疫情前，我打算每天回校和同學一起溫習及操練試卷，

可是在疫情下，學校和自修室亦暫停開放，我只能獨自留

在家中溫習。幸好得到老師們適切的支援，利用網上資源

進行教學，解決了溫習時踫到的疑難，提升溫習的效率。

另外，在疫情下保持身心健康亦十分重要。我盡量避免外

出，減低染病的風險。儘管現時疫情持續，只要大家注意

個人衞生，投放更多時間讀書，便能踏上康莊之路。

林
卓
穎

年初爆發第一波疫情，其後在香港中學文憑試開考前一星期爆發第

二波疫情，同學們不但止要面對文憑試帶來的學業壓力，還要承受

擔心染病的心理壓力，自修室停止開放也影響了我的學習規劃。而

我的應對方法就是不再依規劃了時間表溫習，只管每天盡力溫習，

每天早上回想起自己哪一個課題不熟悉便重點溫習，加上不斷操練

試題，使我的自信心增強了不少。更重要的是，留在家中或安全的

地方溫習以減少「中招」的風險。今年疫情持續，請同學們謹記：

你正在經歷的，別人也在經歷，保持平常心便可以了！

黃
皓
駿

香港中學文憑試延期對於我來說是一個地獄般的試煉。備

試期間，我每天的日程都是同一個艱辛的溫習循環，要堅

持多一個月真的不容易。肺炎限制溫習的空間，不但沒有

朋友的督促，更要擔心感染肺炎的影響考試。這一切雖然

很具挑戰性，但卻是突破自己的機會，我時刻提醒自己要

抵受誘惑，努力達成老師、家人和自己的期望。

正所謂：「勤有功，戲無益。」希望各位師弟師妹能夠努

力，繼而追隨自己的目標，實踐自己的夢想 。

何
欣
庭

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科技大學
理學系理學系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專業會計系專業會計系

香港大學香港大學
文學士及教育學士(語文教育)文學士及教育學士(語文教育)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數據科學及政策研究數據科學及政策研究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工程學系工程學系

畢業生心聲

Zoom 團契直播



編輯組 顧問：梁冠芬校長、陳群梅副校長           編輯：林純一老師、鄧文翎老師、林麗嫦老師、陳桂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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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試成績
本校學生在2020年香港中學文憑試的成績維持

高及格率，五科取得2級或以上百分比遠高於全

港水平。2020年大學聯合招生(JUPAS)放榜，本

校成績理想，約半數獲取錄。合格率高於全港水

平的科目有：中文科、英文科、數學科(核心)、

通識科、歷史科、地理科、經濟科、企會科、資

通科、倫宗科、物理科、生物科及視藝科。

經濟
96%

資通
100% 企會

100%

視藝
100%

倫宗
100%

英文
92%

通識
99%

中文
98%

歷史
100%

生物
96%

物理
94%

數學
83%

地理
95%

林靜欣林靜欣

黃朗為

張宝之

沈家聰沈家聰

馬璟嘉馬璟嘉

陳正倫陳正倫

王雅琪

許海嵐許海嵐

黃椅琪

蕭健

陸智朗

張淑雯張淑雯

王璟庭
胡君㐵胡君㐵

吳宇瀚吳宇瀚

譚家善譚家善

霍立軒

黃皓駿

何欣庭

易楚傑易楚傑

黃

江桉棋江桉棋

高晉軒高晉軒

梁梓澄梁梓澄

楊靖軒

黃子豐

承信啟義
   不住讚美

子子豐豐

林卓穎林卓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