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目選擇多元化
配合學生興趣

為讓學生能為高中課程作好準備，初中課

程除中文、英文及數學等核心科目外，中

一至中三設「通識科」培養學生的時事觸

覺、探究精神及分析方法。

高中課程包括中文、英文、數學及通識四

科核心科目，另設有物理、化學、生物、

數學延伸單元二、經濟、地理、中國歷史、

歷史、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視覺藝術、資

訊及通訊科技各科供學生選擇。為提供更

多更全面的學習機會，本校亦增設應用學

習科目，包括「酒店服務營運」、「西式食

品製作」、「電影及錄像」、「幼兒教育」及

「運動及體適能教練」。

學校鼓勵學生多體驗學業以外的「其他學

習經歷」，包括德育及公民教育、社會服

務、體藝及與工作有關的經驗，以達至全

人發展。

此外，本校更特別於新高中課程開設「視

覺藝術欣賞科」及「音樂科」。旨在擴闊

學生的藝術視野，提升他們對「美」的鑑

賞力，從而使人格得以良好的薰陶。

Diversified Curriculum
CATERING FOR DIFFERENT INTERESTS

We adopt a liberal approach to learning and teaching which 
encourages self-motivation, understanding, creativity and 
character development; an approach which stresses not only 
getting good grades, but more importantl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ents’ knowledge, skills and positive values.

In devising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the subject panels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abilities and interests of students, 
the latest philosophy of teaching and educational reforms. 
There are measures to give the top-notch students a boost, 
and the willing learners a helping hand.

優化教學策略
提升學習動機

Refined Teaching Strategies 
Enhancing motivation for learning

拔尖保底
因材施教

Accelerated & 
 Foundation Programmes

Catering for learners’ diversity

學校為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實施多項拔尖

補底的輔助措施。於部分級別的中、數、

通識科將學生分成小班教授，而數學亦特

設課後的「拔尖班」，務求讓同學能有效

地吸收課堂知識。

另外，為照顧中一及中二同學家課上的疑

難，本校多年來與外間機構合辦區本計劃，

提供小班形式的「課後功課輔導班」，並

強化學生英文及數學基礎，提升學生自學

能力。此外，本校亦為高中學生設計中、

英文會話班及星期六英文班，以提高學生

語文應用能力。為兼顧學生的學習差異，

課後特設「功課輔導班」，有老師從旁解

答同學功課上的疑難。

此外，每年暑假學校亦為升中學生提供銜

接課程，舉辦迎新週及活動工作坊，令同

學生更容易適應中學生活，未為未來的適

當和學習作出完善的準備！

資優培訓方面，本校在高中舉辦「鑑証科

學、罪案調查」，「策略性思維及準備技巧」，

每年亦會推薦同學參加「香港大學」、「香

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及「香港

理工大學」的夏季進修課程，讓他們可利

用暑假閒暇擴闊視野，增廣見聞。

學校一直致力推行優化教學政策，課程設

計上推陳出新，全面提升學生的讀寫聽說

能力，並以學生為本，將科目知識串連日

常生活層面，令學科變得有趣，引發學生

主動學習的動機。此外，本校善用平板電

腦協助學習，並靈活利用雲端科技提升學

習果效。透過不同的互動教學軟件，如  

EduVenture, Nearpod, Plickers，虛擬(VR)及

擴增實境(AR)學習，加強課堂的互動及投

入感。

為培養學生的自學精神，在學校內聯網設

立各科的自學資源及自學題目庫，讓學生

主動下載學習資料。此外，同學在測驗考

試後透過填寫反思表，作自我評估，從而

改善個人的學習策略，提升自我完善的學

習動機。

另一方面，本校亦積極提倡全方位學習，

把學習空間從課室推展到其他環境中，鼓

勵學生在真實情境切身體驗學習，藉此增

加同學的投入感，例如參觀林村許願樹、

澳門可持續旅遊發展考察、天文學習營等

等。不同的學科透過各類比賽，提升學習

趣味和挑戰自我，例如趣味科學比賽、時

裝設計比賽、虛擬實境(VR)眼鏡彩繪設計

比賽等等。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物理科

鄺保傑 副校長

The Chief Executive's Award for Teaching Excellence 

卓越教學 
情境教學法 新穎獨特
鄺保傑老師透過「情境教學法」教授物

理知識，結合教學經驗與創意，設計出

新穎獨特的教學法。例如測量海洋公園

內過山車行走時圓周運動的數據，學習

位能與動能相互轉換的知識。鄺老師更

與香港科技大學物理學系合作推行「太

陽能專題研習」，將教學實踐的經驗與

大學教授及學生分享。

黃志堅 老師

優秀教師
啟發學生潛能

黃志堅老師在本校主要任教物理科及科

學科，黃老師一直積極培育同學對科學

的興趣，發掘同學在學術及創意科學的

潛能。黃老師認為，發掘有趣及生活化

的科學知識，可大大提高同學的探究精

神和學習動機。

國際啟發潛能教育聯盟(香港)‧傑出教師獎
Outstanding Teaching Award by the International 
All iance for Invitational Education (  Hong Kong )  

物理科
P h y s i c s



陳珮琪 老師

靈活授課
教學多元化

陳珮琪老師以不同的提問方式引導學生多角

度思考，令學生易於吸收繁多的歷史知識。

此外，陳老師在小組討論的擬題及選取史料

上投放了不少心思，經常活用漫畫、剪報等

資料，啟發學生的批判思維。陳老師亦會於課

堂上鼓勵學生將評論技巧應用在日常生活，

培養學生以客觀理性的態度思考當代事件，

學以致用。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優秀教師獎‧歷史科
Outstanding Teaching Awards of  the HK Federation 
of Education Workers Histor y /  Histor y

地理科
Ge o g r a p h y

歷史科
H i s t o r y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地理科

葉詠兒 副校長

The Chief Executive's Award for Teaching Excellence /
Geography

卓越教學
環境時事結合

提升學生探究能力
葉詠兒老師經常靈活運用資訊科技提高教學

效能，例如，葉老師運用《地理信息系統》、

《全球定位儀器》及網上流動學習系統，有

趣地介紹教授地理知識，提升同學探究精神，

葉老師亦曾獲教育局邀請，參與策劃新高中

地理科課程及教材套設計，並曾於多個研討

會中擔任講者，分享教學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