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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們的學校 

 

1. 本校簡介 

  本校為順德聯誼總會於 1997 年 9 月 1 日創辦的一所文法津貼中學，以贊助人新世

界發展創辦人鄭裕彤博士命名。 

 

2. 校本管理 

  本校自 2005 年成立法團校董會，2020-21 年度校董會成員包括校監盧德光先生、

副校監杜半之先生、辦學團體校董廖漢輝博士、游永滿先生、蘇國明先生、潘樂陶博士、

李泓廣先生、林松威先生、伍惠秋女士及陳建業先生；獨立校董陳蔭昌先生、許宗盛先生；

教員校董徐偉基先生、陳紹璣先生；家長校董梁慧芳女士、梅偉明先生；校友校董陳穎輝

先生。 

 

3. 班級結構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班別數目 4 4 4 4 4 4 

 

4. 教師學歷及專業教育文憑 

教師學歷及專業教育文憑 佔全校教師人數 

教育文憑 96% 

學士 100% 

碩士、博士或以上 70% 

特殊教育培訓 38% 

 

5. 教學經驗 

年資 佔全校教師人數 

0-4 年 9% 

5-9 年 7% 

10 年或以上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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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校風 

  校風純樸，紀律嚴明。學校設生活教育科，推動價值觀教育，並透過領袖培訓、社區

服務、跨境考察交流及學會活動，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培育學生的自信心。 

 

7. 贊助人家族及校董獎助學金 

  本校獲周大福慈善基金贊助，於校內成立鄭裕彤博士助學金及鄭敬詒獎學金，以支

援及獎勵學生。校董潘樂陶博士設立獎學金，資助及獎勵在港修讀工程學士學位課程的

學生。 

 

詳請瀏覽本校網站：https://www.cyt.edu.hk/  

  

https://www.cyt.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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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一）：營造積極學習風，提升學與教效能。 

 

A. 成就 

 

1. 提升學生的學習表現 

 

為提升拔尖的效果，學校增撥資源舉辦高中多元拔尖課程、尖子自學計劃、精研

課程，以增強他們的自信及應試能力。本校推薦了多位同學參加參加大學暑期課程，

他們均取得合格成績。在周六及課後，設高中英語提升課堂，由退休教師教授，以提

升學生文憑試的成績，學生積極參與，反應正面。 

本學年在圖書館新增座位隔板，以作防疫及學生自修之用，並延長上課日及周六

開放時間，讓學生回校溫習，效果理想。 

大部分學科均能善用校內及校外評估數據並進行分析，本校運用統計學工具，協

助學科分析學生於多項選擇題試卷上之強弱項，使老師能更深入了解學生的學習表

現，作出回饋，促進學生的學習。本學年採用電子形式進行學生學習問卷，大大提高

學生回應率及分析的效率。 

本校按教育局優化高中核心科目的指引，按學生的需要和意向及老師的人力，釋

出空間以照顧學生的多元學習和發展需要。來年中四學生可增修一個選修科目，安排

數學科延伸部分（單元二）在課時內上課，增設企會財（管理）及體育科文憑試選修

科，STEAM 課程及微電影創作。 

 

2.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本校以「自學提綱」推動自主學習，本年推展至初中各級共 8 個學科，規定自

學提綱須有「回顧溫習-預習展示-探究導學-反思自學」元素。 

本校老師已將電子學習融入課堂教學，運用流動電腦裝置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或增加課堂的互動性，有效提升教學效能。 

  本學年在初中其中一班別試行自攜裝置的計劃，大部分學生及老師的評價正面，

認同自攜裝置政策有助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增加課堂互動、推動學生自主學習和

提升教學效能。政策亦有助老師採用電子評估，以即時檢視學生的表現和作即時回

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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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透過 STEAM 教育，培養學生創意、協作、解決問題的能力，並促進創新精神 

 

本校在 STEM 領域上獲得優良的成果，包括獲得第 23 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

大賽中學組 STEM 學校優異獎、2021 年大灣區 STEM 卓越奬(香港區) 十佳學校、

及香港校際 STEM 運動 5G 大賽卓越學校獎，成績令人鼓舞。 

  本校繼續參加教育局校本支援計劃，在初中各級推動跨科 STEM 活動，中一級

為隔熱屋、中二級為智能車，中三級為全息投影器製作。在中三級的項目中加入了

視覺藝術元素。 

 

B. 反思 

 

1. 各科宜更有效運用校內測考的評估數據分析，仔細反思學生的表現及提出具針對性

的改善建議，並跟進在課堂上的實踐情況。在學校的專業發展活動中，宜透過講座

及分享，持續提升科主任的評估素養， 

2. 宜檢討學校語言政策，就中四級以英語修讀物理科及化學科的銜接安排，訂立較全

面的支援措施。 

3. 為豐富學生語言環境，宜在不同的上課模式下仍舉辦定期英語日及普通話日的相關

活動，以推動學生在課後運用英語及普通話溝通，提升學生的口語能力及自信。 

4. 新學年宜加大力度推動初中學科以「自學提綱」形式進行教學，並運用電子學習及

合作學習的元素，提高學與教的效能。老師宜在「預習展示」及「探究導學」的環

節中，增加較高層次或具挑戰性的提問，引發學生的思考 

5. 因疫情關係，本年未能安排老師到先導學校觀課及交流。如情況許可，老師親身到

該校觀摩應有助在本校推行自主學習。 

6. 在停課期間，不少學生已運用關愛基金申請津貼購買平板電腦，加上本年度已在其

中一班試行「自攜裝置」政策，效果理想，因此來年宜將「自攜裝置」計劃將推展

至全級中一推行。 

7. 新學年，宜加大力強向中一學生介紹不同的學習方法，包括摘錄筆記、利用組織

圖、課前預習等，以裝備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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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培養正向價值觀，增強學生成就感。 

 

A. 成就 

 

1. 加強價值觀教育，建立關愛校園，提升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本年度透過生活教育課、課後講座及分享會，培養學生正面價值觀。學校以「尊

重」為主題舉辦「德育周」，使活動更聚焦，效果理想。 

本年度亦安排教育心理學家到校主講多個預防性教育活動，來年度已獲批參加

「醫教社同心協作計劃」，為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提供適切的支援服務。 

校方已成立國家安全教育小組，按教育局指引安排相關學科在課程加入國家安

全的課題，並過半老師已參加基本法及國家安全教育培訓，以培養學生正向價值觀

及態度。 

學校透過網上家長日、家教會活動、中一家長迎新、中一家長座談會、家訪

等，讓家長在疫情期間仍能保持與校方溝通。 

本校持續以中三至中五級青苗學長帶領中一學生適應本校生活，有效建立了良

好的朋輩關係。本校亦於各級中施行適切的學生支援措施，透過預防性的教育活

動，逐漸提升同學正面的自我形象。以上項目均有效建立及營造關愛文化。 

 

2. 發掘學生的潛能，增強學生的成就感。 

本校設領袖生、秩序班長、運動領袖生、學會領袖生、青苗學長等團隊，讓學生

發揮領導角色，並獲取成功感。 

在疫情下，不少比賽改在網上進行，學生透過比賽及訓練，增強了自我及專項技

能，並獲取獎項，成就被外界肯定。 

透過好學生書籤獎勵計劃，表揚同學於學習上、課外活動及服務上的良好表現。

好人好事獎勵計劃表揚同學的責任感、樂於服務及積極正面的態度。 

學校已在校網首頁及學校當眼處展示學生優秀學習成果。 

 

B. 反思 

 

1. 本年度因疫情關係，原定的領袖培訓、跨境考察、全方位學習、多項輔導/升輔活

動及訓導/活動訓練營等體驗式的學習活動，均未能進行。至 5 月至 6 月，才能舉

辦數次體驗式活動，讓同學參與朋輩互動的活動。 

2. 宜增加初中生活與社會科課時，以加強價值觀教育、基本法及國家安全教育。 

3. 來年可把生涯規劃工作定得更具體仔細，例如加強各項重點的縱向設計，務求以螺

旋式，由淺入深：帶動學生規劃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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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們的學與教 
 

1. 全校語文政策 

  本校初中以母語為教學語言，也注重培養學生兩文三語的能力，普通話科透過「普通

話日」及參加不同類型的朗誦及演講比賽，鼓勵學生靈活運用普通話。學校為提升學生英

語能力，於非語文科目採用「英語延展教學活動」模式，各學科為學生安排英語延展教學

活動；除於課堂按訂定課程有系統地進行外，更營造有利的學習環境，提供更多機會讓學

生運用英語。學校設有英語角、英文早會、升中一暑期英語銜接課程、英語音樂劇等，增

加學生接觸英語的機會。本校高中部分科目以英文為主要授課語言，有助學生銜接升讀大

學。 

 

2. 校本課程 

  在高中課程，除中、英、數、通識四個核心科外，亦提供數學科延伸部分單元二供學

生選讀，選修科共提供十一個科目，包括生物、物理、化學、地理、經濟、中國歷史、旅

遊與款待、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資訊及通訊科技和視覺藝術，

學校亦讓學生修讀應用學習課程，以照顧不同興趣的同學，更可培育與工作有關的專業知

識。 

 

3. 從閱讀中學習 

  學校向來鼓勵學生「從閱讀中學習」，以達致終身學習和全人發展。本學年推動多元

閱讀活動、跨校閱讀交流、以及圖書館閱讀課等活動。期望學生能夠提升溝通、學業及智

能發展所需的基本語文能力，並能按個人興趣和需要進行廣泛閱讀，培養多方面興趣。 

 

4. STEAM 教育 

  本校 STEAM 教育是透過科學、科技及數學教育推動，並邀請校友回校教授 STEAM

課程，以薪火相傳形式，讓校友將校外新的知識，教導學生，引導學生充分發揮個人的創

意潛能。在課堂上，本年推展以 STEAM for all 的課程，讓所有學生都能學習 STEAM 教

育。在課程評估中發掘具潛質的學生，製作更完善的製品。挑選有能力及興趣的學生進入

STEAM 校隊，參與訓練及參加校外比賽。本校亦運用資訊科技實驗室撥款，在課後為初

中學生安排多個編程及人工智能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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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習差異的照顧 

  在分班政策上，除按學生能力編班外，亦安排老師為能力稍遜的初中學生安排課後補

底班，為棄修選修科的高中學生安排中英數提升班。 

  在課程設計上，老師設計不同能力的教材，在課堂上照顧不同能力的學生。在初中級

試卷上，老師按淺中深比例擬卷，以「易合格、難高分」為原則，使試卷更有效檢測學生

的能力，從而讓老師調整教學策略。 

  在課後聘請成績優異的校友回校教授各級拔尖補底班，務求提升學生的應試能力。 

 

6. 教師專業培訓及發展 

  學校積極鼓勵老師參加由教育局、考評局或其他機構舉辦之講座、研討會及工作坊

等，亦積極參與教育局的校本支援計劃，使老師更有效地掌握電子學習、自主學習、STEM

教育及支援學生學習需要的技巧，以提升個人專業發展。為加強推動自主學習，本校特設

老師培訓，亦以同儕觀課形式提升老師協作的動力。 

  在疫情期間，老師主動參加網上教師研討論會／工作坊／講座，以提升教師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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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本校價值導向的生活教育科課程和有系統的成長訓練，締造了本校具特色的關愛校園文

化，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的行為表現、生活態度和價值取向。 

 

  本校重視學生的紀律及德行，以雙班主任制加強對學生的關顧和支援，強調朋輩輔導，

如訓導組的領袖生、輔導組的青苗學長和關愛大使，關懷及協助初中同學，透過正面的獎勵

計劃，提升校園關愛的氣氛。 

 

  建立關愛文化是學校發展的特色之一，輔導組在不同級別舉辦成長訓練、歷奇學習活動

及義工服務培養同學的正向思維，建立正面的自我形象，提升同學的自律性。再者，透過共

融活動及和諧校園互動劇場，以攤位遊戲、工作坊、互動話劇的形式傳遞關愛共融文化。小

組輔導亦關注學生壓力的處理，培養同學正面思維，學生學習如何舒緩壓力，亦從別人的經

歷中學懂愛惜自己。另外透過班內友愛大使培訓計劃，培養同學的溝通、關愛技巧，透過活

動有助營造班內互相關心的文化，增強班內的歸屬感。 

 

  學校製訂學生成長藍圖，計劃學生六年培育重點，透過輔導、訓導、活動、升輔組及級

會合作，落實施行。由負責學生成長支援的副校長統籌班級經營的項目，每級設總班主任，

利用學生發展藍圖的規劃，透過各級級會，關注學生各方面的表現，共同商討適當的處理方

法。除輔導組安排學生個別輔導、團體輔導，有需要更會安排社工及班主任進行家訪，深入

了解學生的需要，並適時作出支援。 

 

  學校加強表揚學生，增強學生自信心，在校園多個角落及校網設立榮譽榜及菁英榜，紀

錄及表揚學生的成就及為學校作出的貢獻。學校適時獎勵學生，為勉勵學生勤奮向學，本校

設有多項獎學金，以奬勵學生在學業、品行、服務及課外活動各方面的卓越表現。 

 

  學校透過多元化活動，發掘他們的興趣及個人的潛能，從而提升學生自律、自信、自強

的精神。本校設有聖約翰救傷隊、排球隊、籃球隊、羽毛球隊、乒乓球隊、越野田徑隊、棍

網球隊、中國舞隊、爵士舞隊、弦樂團、合唱團、手鐘隊、英語音樂劇隊、STEAM 校隊、

數學校隊、英文校隊等，並設有不同性質的學會 40 餘個，照顧不同興趣的學生，促進全人

發展。 

 

  在領袖培訓方面，透過不同組別合作，積極創造機會，在各種服務的崗位上提供學習平

台，如學生會、社幹事、班會、學會、領袖生、青苗學長及運動領袖，並以訓練營、工作坊

提升同學的領袖能力；在陸運會、早會、中學巡禮等活動上，學生已擔當統籌工作，發揮其

領袖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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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重視培養學生社會服務的精神，除於校隊建立聖約翰救傷隊、義工隊以推動同學參

與社區義務工作外，並設有校本義工獎勵計劃，於中四推行「共建和諧社區義工培訓計劃」，

積極推動同學實踐服務精神，並多年成功獲香港青年協會的有心學校計劃嘉許本校推動義工

服務的成就。為增強學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新設升旗隊在學校慶典及周會進行升旗儀式。 

 

  為擴闊學生的視野，學校設全方位學習日，初中配合英文科、綜合科學、中文、STEAM

的學習元素，高中級進行服務學習及工作體驗活動；學校更增撥資源推行放眼世界計劃，為

同學創造更多跨境考察交流的機會，扶助經濟有需要的同學，每年均舉辦多項考察交流活動，

如英文科之澳洲之旅、人文學科境外考察等，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更讓學生進一步認識祖國的最近期發展。 

 

  學校重視家校合作，家長教師會於一九九八年正式成立，旨在加強家長與教師的溝通，

共同為培育其子女而努力。家教會設立奬學金，以鼓勵品學進步、熱心服務及於中六中學文

憑試考獲傑出成績的同學。家教會更舉辦不同的親子活動，以凝聚健康的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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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生表現 

 

1. 中六畢業生出路統計 

  本屆畢業生升讀大學學士學位及大專課程比率分別為 14%及 46%，升學率保持 90%

以上。 

 

2. 學業以外表現（校外活動及比賽） 

  學校鼓勵學生課餘多參與課外活動，發展學生潛能。本校中四級廖詠恩在新界區十大

傑出學生選舉 2020 獲得傑出學生獎，她同時在第十九屆西貢區傑出學生選舉獲得十大傑

出學生優勝盃，肯定了同學全人發展的方向及成就。 

  本校 STEM 校隊學生在多個比賽中獲得獎項，獲獎比賽包括二零二一年香港學生科

學比賽、第十二屆全國青少年科學影像節香港區選拔賽、第十一屆全國青少年科學影像節 

ROBOFEST 機械人大賽及“一帶一路”青少年創客營與教師研討活動。 

  本校數學校隊隊員表現出色，全年共榮獲近二十多個獎項，獲獎比賽包括全港學界數

學精英賽 2021、泰國國際數學競賽及 2020 世界數學團體錦標賽。 

本校學生在視藝比賽中亦獲得多個獎項，中六級學生周雪兒參加由香港發展局主辦的

「樹木有風險 記緊做年檢」巴士橫額廣告設計比賽，獲得中學組金獎，其作品已印在多

部巴士的車身外。 

本校學生在演講及寫作比賽上亦獲得多個獎項。各項比賽的得獎名單詳列如下： 

 

 

學士學位, 

10人, 11%

副學士及高級文

憑, 46人, 51%

基礎文憑, 

18人, 20%

職專及職訓, 

6人, 7%

重讀及自修, 

5人, 5% 海外升學, 3, 3% 其他, 

3人, 3%

2021 中六畢業生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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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主辦單位 獎項 

第 23 屆香港青少年科技

創新大賽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中學組 STEM 學校優

異獎 

2021 年大灣區 STEM 卓

越奬 

(香港區)  

香港新興科技協會 十佳學校 

全港學界數學精英賽

2021 

香港創科發展培育中心 傑出教育大獎 

傑出導師大獎 

香港校際 STEM 運動 5G

大賽 

香港教育發展協會 卓越學校獎 

 

 

比賽名稱 主辦單位 獲獎名單 獎項 

甲、全人發展 

新界區傑出學

生選舉 2020 

新界青年聯會、新界青聯發

展基金會及香港傑出學生會 

4A 廖詠恩 新界區十大

傑出學生

(初中組) 

第十九屆西貢

區傑出學生選

舉 

西貢文化青年會、西貢區校長

會及西貢文化中心社區發展基

金會有限公司 

4A 廖詠恩 十大傑出學

生優勝盃 

4A 黎樂軒、4A 林詠駿 

5A 曹家誠、6A 周恩如 

十大傑出學

生嘉許狀 

傑出學生領袖

選舉 

學友社 4A 廖詠恩 中學生領袖 

學生環境保護

大使 
環境運動委員會 

3A 黃卓妍、3A 龔芷妮 

3B 謝芯妤 

優異獎 

網「樂」安全

比賽 2020/21 

香港警務處網絡安全及科技

罪案調查科, 香港課外活動

主任協會 

4A 廖詠恩 金獎 

4A 林詠駿 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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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主辦單位 獲獎名單 獎項 

乙、學術成就 

2020 世界數學

團體錦標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學校及國

際培育基金會 

5A 黎澤朗 高級組銀獎 

 

泰國國際數學

競賽初賽

2020-2021 

泰國數學學會 1A 鄭宇傑、1A 張子健 

1B 吳秉桓、2A 柳中彥 

2A 盧浩樂、3A 林熙僮 

3A 翁子羚、3A 袁俊熙 

3A 莊浚希、3B 李家輝 

4A 陳浩維、4A 陳子軒 

4A 盧汶沾、5A 曹家誠 

銅獎 

 

全港學界數學

精英賽 2021 

香港創科發展培育中心 6A 李焌華 金獎、中

五級亞軍 

6B 林汝康 銀獎 

6A 曹家誠 銅獎 

第五屆夫子盃

演講比賽 

夫子盃教育發展信託基金主

辦及香港大學職員協會、香

港大學夫子儒生校友會 

4A 吳子汧 高中組優異

獎 

 

慶祝中華人民

共和國成立 71

周年學生徵文

比賽 

新界校長會 3A 王昭森  優異獎 

第一屆大灣區

「尊師重道」

生命教育徵文

比賽 

香港教育大學人文學院 中國

語言學系 宗教教育與心靈教

育中心 

4A 廖詠恩、4A 徐永旻 初中組優秀

作品 

第七十二屆香

港學校朗誦節

2020 比賽  

- 普通話中學

一、二年級詩

詞獨誦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2B 洪燊貴 ( 男 子 組 )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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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主辦單位 獲獎名單 獎項 

- 英詩獨誦 團體 優異獎 

徵文比賽「新

冠疫情新聞給

我的反思」 

香港新聞博覽館 

4A 廖詠恩 高中組冠

軍 

 

第 46 屆全港青

年演講比賽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國

際聯青社．東南亞地域．香

港地區 

4B 柳凱桐 高中組優異

獎 

2B 洪燊貴 初中組優異

獎 

全港青年普通

話朗誦比賽(公

民教育)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葵

青獅子會 

4B 柳凱桐 

 

高中組優異

獎 

「篇篇流螢」

閱讀獎勵計劃 

中國文化研究院 1B 吳雨瑾 銀獎 

1B 馮日羲 銅獎 

《歷史文化學

堂──香港街道

紀行》成品製

作比賽 

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 3A 黃頌婷、3A 林德源 

3A 潘杰鋒、3C 許景渝 

中學組季軍 

丙、STEM 獎項 

二零二一年香

港學生科學比

賽 

香港青年協會、教育局、香

港科學館及香港科技園公司 

5A 曹家誠、5A 黎澤朗

5A 李明軒 

最具潛質獎 

第十二屆全國

青少年科學影

像節香港區選

拔賽 

香港新興科技教育協會 6A 朱恩宏、6B 藍俊豪 

6B 鄧俊熙、5A 陳綺彤 

5A 廖詠恩、5A 吳穎焮 

5A 吳子汧 

高中組優異

獎 

第十一屆全國

青少年科學影

像節  

中國科協青少年科技中心 6A 利永康、6A 莫皓希 

6A 陳子燊、6B 鄺梓祺 

優秀作品獎 

ROBOFEST 機

械人大賽 

美國勞倫斯理工大學及香港

機械人學院 

1C 張智賢、2A 吳煒量、

2A 謝錦賢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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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主辦單位 獲獎名單 獎項 

“一帶一路”

青少年創客營

與教師研討活

動  

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中華人

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部、重慶

市人民政府 

4A 伍曉彤、4B 温芷宣 

4B 温泓曦 

最佳展示奬 

 

丁、體藝活動 

第三屆 「蘇韻

流芳」青少年

國畫比賽 

香港江蘇社團總會 團體 最積極參與

大獎 

Sovereign Art 

Foundation  

The Students Prize Hong 

Kong 2020 

應屆畢業生 

徐鴻森 

入圍獎（全

港共 10

名） 

香港當代藝術

學院 

第 11 屆當代青少年及兒童藝

術節新春繪畫比賽 

2B 鄭熙瑤 少年 A 組 

良好獎 

2021 華夏兒藝

美術書法攝影

作品展覽 

中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

作品編輯委員會 

應屆畢業生余易珊 美術一等獎 

應屆畢業生曾家銘 美術三等獎 

6B 鍾佩恩 美術二等獎 

6D 李盈瑩 2C 郭偉信 美術三等獎 

「樹木有風險 

記緊做年檢」

巴士橫額廣告

設計比賽 

香港發展局 6B 周雪兒 中學組金獎 

屈臣氏周年大

賽 2021—U18 

- 2000 米障礙

賽 

屈臣氏田徑會 3D 李樂軒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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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財務報告 

 

 

      收入($)       支出($) 結餘($)

承上結餘 (政府資助及學校津貼) 11,309,706.56

I. 政府資助

(1) 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承上年度盈餘 : $6,054,483.66

擴大的營辦津貼的基線指標(EOEBG) 2,096,276.88 (2,396,540.74)   (300,263.86)

行政津貼(AG) 4,247,198.67 (4,036,152.50)    211,046.17

學校發展津貼(CEG) 638,461.00 (199,502.06)      438,958.94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CITG) 490,804.00 (282,402.40) 208,401.60

空調設備津貼(ACG) 561,101.50 (259,123.72) 301,977.78

校本管理額外津貼(SBMTUG) 50,350.00 - 50,350.00

小結: 8,084,192.05 (7,173,721.42) 910,470.63

(2) 其他津貼

承上年度盈餘 : $3,308,249.31

發還差餉及地租津貼 457,000.00 (457,000.00)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的活動計劃津貼 21,540.00 (21,539.00)        1.00

薪金及公積金津貼 49,061,110.65 (49,061,110.65)   

僱主為非教學人員向強積金計劃供款帳 491,479.49 (491,479.49)      

以英語為母語英語教師加強計劃附帶福利津貼帳 1,400.00 (1,400.00)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SBASLSPG) 141,000.00 (118,468.55)       22,531.45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帳(TRG) 3,245,658.00 (3,168,668.67)    76,989.33

中學學習支援津貼(LSG) 948,240.00 (940,239.32)      8,000.68

教師特殊教育需要培訓津貼(適用於法團校董會學校)(TTG) 35,238.00 (35,238.00)        

多元學習津貼 -- 應用學習課程(DLG) 338,030.00 (338,030.00)      

多元學習津貼 -- 其他課程(DLG-App) 93,600.00 (53,330.00)        40,270.00

小數位職位現金津貼 (16,806.25)        (16,806.25)

自願優化班級結構「減班」特別撥款

校本言語治療師行政津貼 8,056.00 8,056.00

姊妹學校計劃津貼(GSSS) 156,035.00 (158,207.00)      (2,172.00)

推廣閱讀津貼(PRG) 62,414.00 (92,359.32)        (29,945.32)

資訊科技人員支援津貼(ITSSG) 319,559.00 (297,808.87)      21,750.13

學校行政主任津貼(SEOG) 534,660.00 (547,176.25)      (12,516.25)

全方位學習津貼(LWLG) 1,166,106.00 (669,542.42)      496,563.58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SASG) 124,150.00 (5,710.00)          118,440.00

一筆過校本言語治療成立津貼 20,140.00 - 20,140.00

一筆過特別支援津貼 - 加強校舍清潔 (88,860.00)        (88,860.00)

加強支援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教額外(NCS) 150,000.00 (107,737.50)      42,262.50

0.00

德育及國民教育津貼(MNESG) - (2,002.00)         

小結: 57,375,416.14 (56,672,713.29) 702,702.85

(II) 學校津貼(一般津貼)

承上年度盈餘 : $1,946,973.59

學校經費 / 堂費收支帳 167,431.32 (319,570.42)      (152,139.10)

作特定用途的認可收費帳--優質校園設備 89,800.00 (19,497.35)        70,302.65

學生會會費 22,237.68 (12,917.63)         9,320.05

四社社費 20,460.00 (6,460.00) 14,000.00

小結: 299,929.00 (358,445.40) (58,516.40)

學校年度總盈餘 65,759,537.19 (64,204,880.11) 1,554,657.08

學校年度終結總盈餘 12,864,363.64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2020-21年度財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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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回饋與跟進 

 

  2020-21 學年是本校發展周期（2020-2023）的第一年，本校的兩個發展重點：「營造

積極學習風，提升學與教效能。」；「培養正向價值觀，增強學生成就感」。 

 

  「營造積極學習風，提升學與教效能」方面，第一個目標是提升學生的學習表現，學校

會持續優化照顧學生多樣性的措施、優化校本課程並在各科進行課程調適及善用評估數據提

升學與教效能。第二個目標是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學校會指導學生運用適切的學習策

略、營造校園閱讀風氣、並以「自學提網」形式進行教學，並滲入電子學習及合作學習元素。

第三個目標是透過 STEAM 教育，培養學生創意、協作、解決問題的能力，並促進創新神，

學校會持續優化 STEAM 教育課程及設施，並為學生提供多種類課後 STEAM 活動。 

 

 「培養正向價值觀，增強學生成就感」方面，第一個目標是培養學生正向價值觀和態

度，學校將重點培養學生的正向價值觀和態度、強化學生成長支援系統及推展國家安全教育。 

第二個目標是營造校園的正向氛圍、發掘學生的潛能、增強學生的成就感，學校將培訓及鼓

勵學生參與校外比賽以爭取佳績，發展學生的領袖素質及展示學生在不同範疇的優秀學習成

果。第三個目標是協助學生達成階段性人生目標，本校會協助學生設定不同成長階段的歷程

及目標，並加強體驗式的學習活動。 

 

 本年度因疫情關係，全年都是限制學生人數的半天面授課堂，部分級別回校上課的日

子不多於半年，因此部分項目未能如期施行。下年度將繼續完成本年度未能進行的項目，適

時檢視項目的成效。 

 

  感謝本校校監、校董，教師、校友、家長等對學校表示支持和鼓勵。在周大福慈善基金

捐贈的獎助學金下，有需要的學生能夠獲得資助去參與不同的活動，對本校學生發展更添動

力。期望在各界人士的關懷和鼓勵下，學生在學業、運動、藝術和服務各方面繼續展現光華，

貫徹本校「全人發展」的辦學宗旨，培育學生成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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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附錄 
 

附件一  姊妹學校交流計劃報告 

 

附件二  多元學習津貼 ─ 其他課程：資優教育課程課程評估報告 

 

附件三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活動報告表 

 

附件四  運用推廣閱讀津貼報告書 

 

附件五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運用報告 

 

附件六  全方位學習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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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姊妹學校交流計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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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多元學習津貼 ─ 其他課程：資優教育課程課程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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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活動報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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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運用推廣閱讀津貼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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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運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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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紹璣助理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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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報告 2020-21 年度 

 

實際開支

級別
總參與

人數

($) 智能發展

(配合課程)

德育及

公民教育
體藝發展 社會服務

與工作有關

的經驗

1.1

1 考察：探索「香港古蹟活化多面睇」 旅遊與款待科 NIL NIL NIL NIL NIL NIL 

2 考察：廸士尼款客服務體驗坊 旅遊與款待科 NIL NIL NIL NIL NIL NIL 

3

考察：(中一 灣仔導賞活動, 中二/三 導賞

活動, 中四/五 導賞/考察課程, 高中 香港

古蹟活化探索多面睇考察活動)

地理科 NIL NIL NIL NIL NIL NIL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0.00

1.2

1 培訓學校運動領袖 體育科 NIL NIL NIL NIL NIL NIL 

2 領袖生訓練營及營前工作坊 訓導組 NIL NIL NIL NIL NIL NIL 

3 青苗學習領袖訓練工作 輔導組 NIL NIL NIL NIL NIL NIL 

4 ECA領袖生及四社幹事訓練營 活動組 NIL NIL NIL NIL NIL NIL 

5 STEAM週及校隊推廣STEAM活動 STEAM 2021年3月8日至12日 F.1-3 330 提升STEAM認知 $7,000.00 E8  

6 STEAM比賽 STEAM 全年 F.1-5 80 參加 11 項比賽 $23,000.00 E6 

7 聘請校外導師教授課後STEAM課程 STEAM 全年 F.1-5 240 建立自信 $65,000.00 E5 

8 生物科技流動實驗室計劃 生物 NIL NIL NIL NIL NIL NIL 

9 分級舉辦全級性的大型體驗性生涯規劃活動 升輔組 3月&7月 F.2-3 230 學生問卷 $9,285.00 E6 

10 各級生涯規劃課程 升輔組 全年 F.1-3 340 學生問卷 $6,440.00 E6 

11 合唱團訓練，聘請教練 音樂科 NIL NIL NIL NIL NIL NIL 

12 弦樂團訓練，聘請教練 音樂科 全年 F.1-6 25 學生積極投入 $7,040.00 E5 

13 手鐘隊訓練，聘請教練 音樂科 NIL NIL NIL NIL NIL NIL 

14 乒乓球訓練，聘請教練 校隊 全年 F.1-4 9 學生積極投入 $7,125.00 E5 

15 棍網球訓練，聘請教練 校隊 全年 F.2-6 10 學生積極投入 $17,500.00 E5 

16 羽毛球訓練，聘請教練 校隊 全年 F.1-6 33 學生積極投入 $37,400.00 E5 

17 籃球隊訓練，聘請教練 校隊 全年 F.1-6 25 學生積極投入 $49,590.00 E5 

18 排球隊訓練，聘請教練 校隊 全年 F.1-6 56 比賽獲獎 $70,000.00 E5 

19 閃避球訓練，聘請教練 校隊 全年 F.1-6 38 學生積極投入 $18,450.00 E5 

20 田徑隊訓練，聘請教練 校隊 全年 F.1-6 36 比賽獲獎 $127,240.00 E5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對象

活動簡介及目標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舉行日期 評估結果 開支用途＊

本地活動︰在不同學科／跨學科／課程範疇組織全方位學習活動，提升學習效能，或按學生的興趣和能力，組織多元化全方位學習活動，發展學生潛能，建立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本地活動︰在不同學科／跨學科／課程範疇組織全方位學習活動，提升學習效能

第1.1項總開支

第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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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開支

級別
總參與

人數

($) 智能發展

(配合課程)

德育及

公民教育
體藝發展 社會服務

與工作有關

的經驗

21 中國舞訓練，聘請教練 校隊 全年 F.1-4 26 學生積極投入 $17,200.00 E5 

22 爵士舞訓練，聘請教練 校隊 7-8月 F.1-5 20 學生積極投入 $4,280.00 E5 

23 跆拳道訓練，聘請教練 校隊 7-8月 F.1-6 18 學生積極投入 $7,125.00 E5 

24 花繩隊訓練，聘請教練 校隊 7-8月 F.1-5 11 學生積極投入 $26,310.00 E5 

25 校園攝影記者，聘請導師 校隊 7-8月 F.1-5 10 製成品產出 $15,750.00 E5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515,735.00

1.3

1 NIL NIL NIL NIL NIL NIL NIL NIL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0.00

1.4

1 健康教育、性教育活動 / 講座 德公組 24/4/2021 F.1-5 550 講座訊息清晰 $5,942.20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5,942.20

$515,735.00

第3項：受惠學生人數

項目 範疇 用途

1 購買VR眼鏡 電腦科 E7

2 購買STEM室設備 STEM E7

3 購置校園記者所需的設備（鏡頭/腳架/相機）校園攝影記者 E7

4 購買手鐘隊設備 音樂 E7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 輸入下表代號；每項開支可填寫多於一個代號。

開支用途代號 

E1 活動費用（報名費、入場費、課程費用、營舍費用、場地費用、學習材料、活動物資等） E6 學生參加獲學校認可的外間機構所舉辦之課程、活動或訓練費用

E2 交通費 E7 設備、儀器、工具、器材、消耗品

E3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學生） E8 學習資源（例如學習軟件、教材套）

E4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隨團教師） E9 其他（請說明）

E5 專家／導師／教練費用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對象

活動簡介及目標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舉行日期 評估結果 開支用途＊

第1項總開支

境外活動：舉辦或參加境外活動 / 境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第1.3項總開支

其他

第1.4項總開支

$61,298.00

$2,340.00

實際開支 ($)

第1及第2項總開支

第2項總開支

$697,873.00

$182,138.00

$60,000.00

$58,500.00

陳紹璣助理校長

100%

683

683

受惠學生佔全校學生

人數百分比 (%)：

受惠學生人數︰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職位）：

全校學生人數︰

編號

第2項：購買其他推行全方位學習所需的設備、消耗品或學習資源

第1.2項總開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