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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運用額外資源給教師創造空間 

2012/2013 學年工作報告 

 

目標 1 

提升學生語文能力 

A. 英文科 

a. 為英語水平較低的學生鞏固基礎 

b. 提高這些學生學英語的興趣 

c. 提升學生自學英語的能力 

d. 幫助學生養成閱讀英文讀物的習慣 

e.  提高學生的英語寫作能力 

對象及方法 

a. 課後英語輔導 

為初中級別而設，於 S1 及 S2，由老師推薦英語水平較低的同學，於放學後以單元課

程及小組活動進行英語輔導。 

b. 午間英語活動 

每星期一至五於午間為所有 S1 學生舉辦趣味英語班，以提高學習英語的興趣及加強

學生對英語的接觸。分班方法以班為單位，星期一為 S1A 上課日，S1B 星期二上課，

其餘以此類推，至星期五 S1E 上課完畢，一星期的循環終結。每班一星期上課一次。 

c. 暑期英語活動  2013 年 7 月 16-26 日，8 月 26-29 日 

i. S1-3 English Summer Class 

為 S1-3 級英文科成績較弱的同學而設。旨在提升同學的英語自學能力，分組進

行，每組 20 人，為期三週。 

ii. 中一新生導向營 

    為升中一同學而設，名額約 190。由額外聘請的英文老師編寫教材，並由本校舊

生（正接受大學或教育學院教育，主修英文）任教，旨在協助同學適應英文中學

的語文環境。 

d. Live English 

此活動為全校所有學生而設，由外藉老師任教。內容集中公開演說訓練及小組討論，

藉此加強校內英語環境及提高同學應用英語的信心和能力。 

e. 英語拔尖班 Accelerated English Class –  Dramatic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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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活動旨在強化初中級別英文基礎較佳同學的英語能力。由額外聘請的英文老師任

教。每班 25 人，於課後進行，為期一年。 

f. 中三英語會話訓練 

此活動旨在拓闊同學對不同主題的英語詞彙的認識，並透過和不同英語老師進行會話

交談，從而提高同學們說英語的自信 

g. 中五辯論訓練班 

此活動旨在提高中五級同學的英語水平、提供邏輯思維、批判思考等訓練，並協助同

學準備班制辯論比賽。此乃一 10 小時訓練課程，並由外籍老師任教。 

        

評估及成效 

a. 評估方法 

1. 日常功課 

2. 統一測驗及考試 

3. 輔導老師、科任老師及科主任的綜合匯報 

b. 成效 

1. 直接成效 

計劃 a. 課後英語輔導 

 以單元式教學進行，由額外聘請的英文老師編寫課程，輔以額外練習。 

 教學目標清晰，教材切合學生的需要，也能配合學生的水平。 

 大部份參加的同學都可克服害怕英語的心理，理解自己的能力，並在導師悉

心指導下，英語成績比前進步。  

 負責老師工作表現優異，計劃順利進行，效果良好。學生能投入學習，而且

出席率也高。經輔導老師、科任老師及科主任的綜合評估，參加者在日常功

課、統一測驗及考試都取得顯著進步。經英文科檢討之後，議決下學年應繼

續推行此計劃。 

       計劃 b.  午間英語活動 

 在午間為 S1 同學舉行趣味英語課程，得到學校訓導組、英文科科主任及孫

振輝老師的協助，成效顯著。學生在出席、秩序、學習興趣等方面都有很好

的表現。 

 課程包括會話及有趣活動，培養同學們的自信。全體 S1 同學在學期結束前

都參加了一個英詩朗誦比賽，同學們的英語說話能力都得到一定的提高。這

項午間英語課程對提高 S1 同學學習英語的興趣在很大的幫助。經英文科檢

討之後，議決下學年應繼續推行此計劃。 

       計劃 c.  暑期英語活動   

各項暑期活動的課程、教材和習作均由額外聘請的英文老師編寫，能切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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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水平和需要。同學的寫作或會話能力都得到一定的提高。在各項暑期課

程中，同學都能夠積極參與，加上校方對學生的出席作出監察和跟進，出席

情況良好。經英文科檢討之後，議決下學年應繼續推行此計劃。 

       計劃 d.  Live English 

此計劃深受同學歡迎，出席率達 95%以上，同學們主動投入由外籍老師編排

的課程。此活動除了提高同學們學習英語的興趣外，亦大大提高同學們英語

的聽講能力。根據各級英文老師的旁聽和觀察及任教老師的評估，此計劃對

同學學習英語有極大的幫助。經英文科檢討之後，議決下學年應繼續並擴大

推行此計劃。 

     計劃 e.  英語拔尖班 Accelerated English Class –  Dramatic English 

根據參與此活動的同學的反映，他們非常喜歡此課程的設計。導師明確的指

引及有興趣活動的安排，令他們有很大的得著。參加拔尖班的同學，對學習

英語的興趣及信心因此而大增。此課程充份啟發同學們的創意和擴闊他們的

視野，同學們已能更自信及準確地運用英語。英文科科主任建議下學年應繼

續推行此計劃。 

       計劃 f.  中三英語會話訓練 

各英語老師皆樂意為中三同學們提高英語會話的訓練，並反映同學們都準備

充足並甚有自信。各老師均認為若在人手調配上如往常般得到額外支援，此

活動應繼續推行。 

       計劃 g.  中五辯論訓練班 

此課程很受中六同學歡迎。同學們的出席率高達 90%。根據問卷調查結果，

同學們均認為課程內容充實及有趣。又在 5 月 30 日的班際英文辯論比賽中，

同學們的出色表現及水平均反映出此課程的成效，中六級英文老師及科主任

均認為此課程有延續的必要性。 

 整體表現：各級英文科校內測驗及考試成績，以合格率計算，比去年高出 5-20%。 

     2. 間接成效 

a. 英語課外活動 

 由於得到教學助理協助推動各項課程，為學生進行英語輔導，英文老

師得以利用空間舉辦更多推動英語學習的活動。學校成立了英文閱讀

小組，指導同學閱讀，老師更訓練不同級別學生在早會中以英語向全

體同學分享生活或推介英文好書，以提高全校閱讀英文書籍的興趣及

加強校園學習英語環境，使全校同學學習英語的興趣和運用英語的信

心都提高了。 

 老師們又得以利用空間訓練更多同學參加校際朗誦節的比賽。本年同

學參加校際朗誦節的比賽共有獨誦 29 項，集誦五項，成績美滿。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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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得到鼓舞，學習英語的動機、信心和興趣也大大加強了。 

 老師們又在初中各級展開了全級性的活動，S1 級有班際英文集誦比

賽，S2 級有班英文文法擂台，S5 級有英文辯論比賽。這些都有效地為

學校創造了有利的英語學習環境。  

 

B. 中文科 

目標  幫助 S1-S3 中文成績較差的學生提昇中文的講、讀、聽、寫能力 

成效指標：a) 2012 年所公佈的本校 TSA 中文科達標率 

成效檢討：能令目標學生有較多的寫作機會。雖然內容結構、修辭技巧尚未

可達至高水平，然而仍可到達考評局所訂定的達標描述。老師可以有空間照

顧其他學生。 

b) 公開試成績 

檢討：約見學生的時間上出現不協調，一是學生到齊但老師臨時有工作在身；

一是老師已準備妥當但學生因事缺席。建議可早與學生訂定約見時間表。 

 

目標 2 

照顧不同學生的需要 

 

目標 2A 

數學科拔尖保底課程 

A. 幫助 S1 至 S5 的學生提高數學水平及學習數學的興趣 

B. 幫助公開試班提高數學水平 

C. 奧林匹克數學訓練班（對象為中四數學科尖子） 

D. 培正數學比賽訓練班 (對象為中六數學科尖子) 

E. 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訓練 (對象為中三數學科尖子) 

對象及方法 

A  課後數學拔尖保底班 

從 S1、S2 兩級，由老師選出各級前 60 名同學及各級後 30 名同學，由 2012 年

10 月至 2013 年 6 月，於放學後由數學科教學助理及任教老師，推行數學拔尖保

底班。 

    B.  奧林匹克數學訓練班 

於 2012 年 11 月至 2013 年 1 月期間，為參與數學奧林匹克的同學（對象為中四

數學科尖子）進行訓練。工作由科主任及教學助理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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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數學十分鐘 

評估及成效 

a. 評估方法 

1. 日常功課 

2. 每一單元或每一課後的小測驗 

3. 每次考試前各級均有模擬考試 

4. 統一測驗及考試 

5. 中三 TSA 成績 

6. 公開考試成績 

7. 輔導老師、科任老師及科主任的綜合匯報 

8. 數學十分鐘 (年終總成績) 

 

b. 成效 

1. 直接成效 

       A.  課後數學拔尖班 

參加的同學都樂於學習，同學的數學基礎都得到提升，數學成績一般都能

維持於高水平。數學科科主任建議明年繼續推行此項計劃。 

          B.   奧林匹克數學訓練班 

表現一般，但同學能在比賽中吸收經驗。 

          C.   數學十分鐘 

成效令人滿意，大部份同學於下學期進步，建議繼續進行。 

整體表現：各級數學科校內測驗及考試成績，以合格率計算，比去年高。 

 

2. 間接成效 

因為有由教學助理負責的多元化的數學輔導工作，高年級教師較能集中於每班

的整體照顧，以至公開試的成積整體都有進步。本年度中學文憑試數學科合格率

達至 88.5%，比全港平均合格率 80.7%高。 

        

 

 



 6 

目標 2B 

輔導學習能力較低的學生完成功課 

 

對象及方法 

    聘請教學助理協助老師於午飯或放學後，為成績欠佳及經常無法完成功課的同學

進行功課及情緒輔導。計劃由訓導組及輔導組共同負責。每次課後功課輔導集中於一

個課室進行，由兩位當值老師，兩位教學助理及轉介老師指導同學完成功課。召集，

點名和紀錄則由教學助理負責。整個計劃運作順暢，效果良好。此外，每位教學助理

亦會跟進 6-8 名成績稍遜學生的學習情況，作出輔導。 

 

評估及成效 

a. 評估方法 

     訓導組老師、功課輔導老師、班主任及科任老師的聯合評估及綜合匯報。 

b. 成效 

1. 直接成效 

 此計劃非常成功，成效也顯著。由於有教學助理協助召集和點名，在召

集同學方面非常有效，使老師可以放心安排同學參加及專心進行功課輔

導。對於一些習慣性疏懶，學習動機低和完成功課有困難的同學幫助很

大，欠交功課的情況繼續得到改善。參加輔導的部份同學，續漸能夠回

歸主流，需接受輔導的同學也相對減少。 

 此計劃能夠成功地為教師創造空間，使老師在照顧能力較低的學生的時

候，得到極大支援。 

 由於少數學習能力較低的同學得到老師較多的照顧，部份同學的數學習

能力得到改善。結果是，當回到課堂之中，老師能提高對學生的期望，

又改善了教與學的情況。相應地，全校的課堂氣氛及學習風氣都得到提

升。 

2. 間接成效 

 由於有了此項計劃，訓導組也將遲到和上課違規的同學納入輔導範圍，

於放學後進行品德及學業輔導。施行以後，時常違規的部份同學得到極

大改善，遲到問題近乎完全解決。 

 由於設立了學業輔導班，很多老師也自願帶同本班有需要幫助的同學，

進入學業輔導室，進行個別及小組輔導，使更多同學都得到老師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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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3 

課程改革 

協助老師處理與課程改革有關的文書工作 

對象及方法 

聘請教學助理協助老師處理與課程改革有關的文書工作。 

 

評估及成效 

a. 評估方法 

由計劃負責人廖慶新副校長（教務組），敖卓綾老師，黎志榮副校長及校長共同評估。 

b. 成效 

1. 直接成效 

(A) 此計劃也是非常成功。教學助理能夠協助老師處理與課程改革有關的文書

工作，如搜集資料，電腦文字輸入，整理材料和編寫紀錄等。 

(B) 由於得到教學助理的支援，通識科與中文科每天均能完成午間社論研讀的

材教材。 

(C) 教學助理協助了教務組編製了一套下年度的全校「讀出個性--讀寫計劃」。 

(D) 教學助理又協助了全校老師編寫了大量教學資料、工作紙和測驗卷等。 

 

2. 間接成效 

(A) 由於有了教學助理的幫忙，很多科目在進行課程資訊科技化，編寫周年計

劃，整理教材和科務紀錄等都得到支援。學校各校務小組以至各課外活動

小組的文書工作都得到一定的支援。 

(B) 教學助理為本校老師分擔了部分課外活動工作，包括帶領學生參觀機構、

參加朗誦比賽等。 

             此計劃成功地替老師創造了空間。 

 

總結 

    總結整個運用額外資源給教師創造空間計劃，對本校來說是成功和有效的。計劃裡面

的大部份目標都成功地達到，並取得目標以外的額外效果和間接成效。 

明年應繼續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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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報告  

    
      收入  

    

   

 HK$  

  教統局撥款  

  

     551,432.00  

  本校撥款  

  

     634,591.23  

 

   

   1,186,023.23  

 

      支出  

    

      監考人員薪金  

   

    41,040.00  

 聘請英文科教師及導師  

  

   117,000.00  

 聘請數學科教師及導師  

  

   316,501.50  

 聘請教學助理  

   

   711,481.73  

    

1,186,023.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