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公會李炳中學
學 校 周 年 計 劃 （ 2021-22）

辦學宗旨
除闡揚基督真理外，本校教育目的在培養學生全面發展，實施全人教育，包括德育、智育、體育、群育、美育及靈育各方面校方希望學生能坦
誠、自律、明辨是非、有愛心、有目標、有適應能力，而且能對個人、家庭、學校以至社會都能盡責，成為良好公民，回饋社會

辦學方針
本校在鼓勵學生追求課本知識之餘，更著重德育培訓，又通過不同的課外活動以及悉心的輔導計劃，引導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和發掘其個人潛
能在管教學生方面，校方賞罰並行，並著重老師的身教，力求學生有良好的行為和操守

關 注 事 項 （ 2021-24）
（一）重塑健康豐盛的校園生活
（二）推動知行合一的求學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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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一）：重塑健康豐盛的校園生活
目標

策略

1. 靈命培育，讓 (a) 推動校園讀經運動，讓屬靈的種子栽種人心，活出豐盛生命
學生能扎根聖
(i) 舉辦讀經計劃
經，實踐信仰
(ii) 舉辦級班際聖經問答比賽
(iii) 於團契職員會推動閱讀計劃
(b) 加強校園的禱告氛圍，建立師生生命互勉的素養
(i) 定期舉行禱告聚會，為老師、學生代禱
(ii) 設立代禱壁報板及代禱信箱
(iii) 每天早會設早禱時間
(c) 培養學生靈育的發展，透過栽培與服事，於生活中實踐信仰
(i) 舉辦具創意的宗教活動讓學生參與，增加同學認識信仰的機會
(ii) 舉辦服務社區的活動，讓學生實踐信仰
2. 協助學生重新 (a) 加強班級經營與管理，提升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之間的連繫
投入健康有序
(i) 成立工作小組，規劃及訂定班級經營與管理的基本要素及策
的校園生活
略，協助班主任進一步為學生建立良好的常規及學習習慣
(b) 加強推動健康、和諧、守紀、感恩與互相尊重的校園氛圍
(i) 配合國家安全教育，以健康、和諧、守紀、感恩、互相尊重等
為主題舉辦活動周
(c) 提供更多途徑給學生參與校內和校外服務的機會
(i) 推動全級性服務活動
(ii) 推動以小組形式進行的定期義工服務活動
(d) 優化及完善管理校園環境及設施，提升校園學習氛圍並學生對學校
的歸屬感
(i) 建立 STEM 創客教室及生物科技研究室，加強發展 STEM 教育
(ii) 重置多媒體教室，提升電子教學的設施
(iii) 以納米塗層黑板取代傳統黑板，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iv) 重置生涯規劃室及輔導活動室，提升照顧學生成長需要的空間
(v) 持續優化校園環境，提升學生的歸屬感

成功準則/評估方法

時間表

(i) 修訂上年目標及訂定具體計 全年
劃及完成/教師回饋
(ii)-(iii) 統計參與及完成的學生
人數/教師回饋
(i) 每月一至兩次/教師及學生 全年
回饋
(ii) 每月更新一次
(iii) 完成
(i)-(ii) 全年最少兩次/教師及學 全年
生回饋
(i) 完成/教師回饋

全年

(i) 全年最少舉行一次與主題相 下學期
關的活動周/教師回饋
(i) 最少為一級學生舉辦服務活 全年
動/教師及學生回饋
(ii) 成功開展小組定期服務活動
/教師及學生回饋
(i)-(iv) 完成/教師回饋
全年
(v) 教師及學生回饋

負責科組/
部門/老師
宗教事務組、
宗教科

宗教事務組

宗教事務組

學生輔導組、
訓導組、聯課
活動部
國家安全教育
組、正向教育工
作小組
社會服務關懷
組、健康管理
及社會關懷科
資訊科技組、
學術部、生涯
規劃部、學生
支援組、校園
管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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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培育學生德育 (a) 持續推動正向教育及相關學習活動，並有序將正向教育納入常規課
發展，克服個
程的一部分
人成長中的各
(i) 將正向教育校本課程由中一級推展至中二級
種挑戰
(ii) 發展高中級正向教育校本課程，並於中四級推行

(i)-(ii) 訂定具體課程內容並落實 全年
推行/教師回饋

正向教育小組

(b) 透過多元聯課活動，有序培養學生的六育發展，並協助學生拓寬興
趣，發揮潛能
(i) 檢視現行學會的運作情況，按須要作出調整，以提升學生多元
聯課活動的機會
(ii) 因應學習新常態，調整推行聯課活動的模式
(c) 檢視及優化學生個人成長需要與生涯規劃的全方位輔導服務
(i) 推動負責訓育、情緒輔導及生涯規劃的老師更多參與與學生成
長相關的不同範疇的培訓活動
(ii) 輔導組老師及生涯規劃組老師共同設計高中級校本學生成長課
程，並於中四級推行
(d) 透過不同的獎勵計劃及獎項，加強對學生各方面優秀表現的肯定及
讚譽，建立學生的自信及成就感
(i) 檢視及優化現有獎勵計劃及獎項，加強宣傳推廣有關計劃，鼓
勵學生積極參與
(e) 推動學生參與本地及境外的交流活動，拓寬眼界
(i) 鼓勵學生參與聯校活動
(ii) 組織學生參與海外或內地活動
(iii) 舉辦海外或內地交流團
(f) 推動家長教育活動，幫助家長清楚瞭解自己於子女成長過程的不同
階段所擔當的角色，適時適度調整心態及相處方法，協助子女持續
正面成長
(i) 加強舉辦家長教育工作坊及親子活動

(i)-(ii) 聯課活動數目有所增加， 全年
並試以不同模式推行/教
師及學生回饋

聯課活動組

(i) 統計參與相關培訓活動的人 全年
數
(ii) 訂定具體課程內容並落實推
行/教師回饋

生涯規劃部、
正向教育小組

(i) 統計參與計劃及獲獎學生的 全年
人數/教師回饋

學術部、學生
輔導組、聯課
活動部

(i)-(iii) 學生參與人數及活動數 全年
目/教師及學生回饋

聯課活動部、
對外聯繫組、
學術部

(i) 活動數目/家長出席人數及 全年
回饋/教師回饋

學校與家長聯
絡組

關注事項（二）：推動知行合一的求學精神
目標
1. 鞏固學生學
習基礎及習
慣，提升學
生學術成就

策略
(a) 加強學生運用學習方法與技巧的訓練，促進學生求學精神
(i) 推動學生使用學校筆記簿及檢視學生的使用情況並效能
(ii) 定期於各班課室展示學習/溫習小貼士
(iii) 推動學生自評及互評課業的策略，讓他們了解其學習進展

成功準則 / 評估方法
(i) 各科組須於上、下學期檢討
使用情況，並向學術部報告
(ii) 統計展示數目/教師回饋
(iii) 完成/教師回饋

時間表
全年

負責科組/
部門/老師
學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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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拓寬學生的
學習經歷與
範疇

3. 提升學生語
文水平及運
用能力

(b) 加強推動自主學習，培養學生有良好的學習習慣
(i) 各科組於工作計劃列明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策略及推行情況，並
於科組會議檢討及作出適當修訂
(ii) 提升初中級自習課的效能，協助學生記錄每天須完成的工作，以
便做好預習及其課業
(iii) 透過資訊科技應用工具或平台，推動學生自主學習
(iv) 鼓勵教師於科組會議中分享推動學生自主學習的方法及心得
(c) 檢視及優化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的策略
(i) 檢討及優化初中英語延展教學安排
(ii) 完善各級英文拔尖計劃安排
(iii) 檢視及優化初中級中、英、數、綜合科學科的教學方法及教
材，以進一步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的需要
(d) 優化生涯規劃課程，協助學生建立學習目標並未來多元出路
(i) 配合中四課程改革，結合正向教育元素，優化中四級生涯規劃課程
(a) 調整初中及高中課程，以配合教育局的課程改革及學生全方位學習
的需要
(i) 調整初中級中文、英文、中史及生活與社會科課時，完善課程發展
(ii) 調整中四級選修科的安排，增加學生多元學習的機會
(b) 調整高中其他學習經歷課課程，進一步拓寬學生的其他學習經歷
(c) 提供平台讓學生展現學習成果，讓他們建立成功感
(i) 善用各樓層的展板，展示學習成果/作品
(ii) 舉辦成果分享活動，展示學生的作品及學習成果，包括語文、
STEM、人文學科、運動範疇等
(iii) 鼓勵學生多參與校外學習活動
(a) 透過多元學習活動及比賽，增加學生於課堂以外學習語文的機會，
增強他們運用語文的信心
(i) 鼓勵學生參加校外語文相關的比賽，如徵文比賽、演講比賽等
(ii) 鼓勵更多學生參與校內有說話技巧訓練機會的活動或服務，如擔
任中英文早會主持、展覽活動講解員、時事評論活動分享者等
(b) 加強語文科與共他科目的協作教學，提升學生運用語文的能力
(i) 審視及優化現時各科組與語文科的協作教學情況，提升協作效
能，包括各科組現行英語延展教學的策略及工作、中文科與各
科組於學生運用語文學習與作答的協作等

(i) 完成/教師回饋
全年
(ii) 完成修訂自習課的安排/教
師回饋
(iii) 各科組/部門訂立策略，學期
終提交實施進度及評估報告
(iv) 各科組最少於上、下學期進
行一次/教師回饋
(i)-(iii) 完成/教師回饋
全年

學術部、資訊
科技組

(i) 完成/教師回饋

全年

(i)-(ii) 完成/教師回饋

全年

生涯規劃部、
正向教育小組
學術部

學術部、跨科
語文組、學生
支援組

(i) 完成/教師及學生的回饋
全年
(i) 展板更新次數及成果/作品 全年
展示數目/教師回饋
(ii) 最少舉辦一次/教師回饋
(iii) 統計活動次數及參與學生人
次/教師回饋
(i) 統計參與人數
全年
(ii) 統計參與人數/教師及學生
回饋

學術部
學術部、科學
與科技推廣組

(i) 完成/教師的回饋

學術部、跨科
語文組

全年

學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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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促進學與教
的效能

(c) 檢視語文科課程、工作推行策略、教學資源運用等，按需要作出調整
(i) 配合最新課程優化措施，調整語文科的課程發展及教學工作策略
(ii) 推動語文科進一步運用電子教學資源及模式，提升學與教效能
(iii) 向學生推介學習語文的網上平台或應用程式，訂定學生定期使用
的策略
(d) 調整閱讀課的安排，並透過不同的閱讀活動，加強推動學生閱讀的
習慣
(i) 調整現時閱讀課的安排，提升閱讀課的效能
(ii) 配合閱讀課的安排，為學生訂定閱讀計劃
(iii) 增加學生分享閱讀心得的機會
(iv) 各科配合課程單元，於課堂中向學生推薦相關好書
(a) 加強教師之間的教學分享、課堂觀摩及協作教學，促進教學成效
(i) 加強於備課節互相分享教學方法及資源
(ii) 科組會議或備課節預留時間讓曾參與外間課程、工作坊等的同事
分享所學知識
(iii) 加強推動同儕同科及跨科觀課活動
(b) 促進各科學習的評估(assessment for learning)，瞭解學生的學習進度
及難點，調整教學的策略
(i) 各科完善具體的評估策略
(ii) 善用評估工具，瞭解學生學習情況
(c) 持續推動電子學習工具及平台的運用，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i) 提升課室電子教學設施，以智能電視取代投映機
(ii) 科組訂定運用電子學習工具及平台的策略，定期檢視推行情況及
調整策略
(iii) 提供平台讓教師分享電子教學的經驗
(iv) 成立電子圖書館

(i)-(iii) 完成/教師回饋

全年

學術部、中文
科、英文科

(i)-(ii) 完成/教師回饋
全年
(iii) 統計各班次數/教師回饋
(iv) 各科組最少於上、下學期各
進行一次/教師回饋

學術部、圖書
館

(i)-(ii) 完成並於記錄於會議紀錄
(iii) 訂定安排並完成

學術部、教師
專業發展組

全年

(i)-(ii) 訂定及執行具體計劃/教 全年
師回饋

(i) 完成/教師回饋
全年
(ii) 科 組 於 計 劃 中 列 明 具 體 策
略，並於定期於會議中報告
推行進展
(iii) 教師於科組會議或備課節中
分享，完成並於記錄於會議
紀錄/教師回饋
(iv) 完成並統計學生借閱圖書數
量
(d) 檢視各科公開考試成績，配合增值數據，訂定學科具體發展目標並執 完成並記錄於科組會議紀錄及 全年
行策略
報告中

學術部

學術部、資訊
及影音組、教
師專業發展組

學術部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