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培聖中學
學校發展計劃
（2016-2019）

1.

發展背景
2008 年學校經過教育局的外評後，經歷了 8 個年頭的改革。首先 2008-2010 年度的計
劃，除了為準備 334 新高中的發展外，多少亦為了回應外評報告。然兩年過去，各
項計劃雖已開展，但仍有質素方面的改進需要。因此，校務會議同意將 2010-2013 三
個年度視為前兩年的計劃的鞏固期，因為大部分新高中的計劃仍在推展中，學校必需
將 2008-10 之計劃作出「質素」方面的提升。到了
2012-13 年度，新高中已全面
操作，有關新高中的計劃亦已運作一段時間，須作檢討及前瞻，學校嘗試總結前 4 年
的工作，思考新的開展階段。

2.

2013-16 學校三年計劃回顧
2012-13 年度結束時，中一新生的水平已有提升的趨勢(按教育局 academic low achievers
給予學校的額外人手數值持續下降得出的結論)。因此，2013-16 年度的發展，學校應
(1)密切留意並檢討現有課程是否符合這批及未來學生的水平需要及其家長的期望。(2)
至於新高中課程則面對能力最差的三屆考生，學校應如何調整教學策略，並在升學就
業的需要上為學生多謀出路。
總結過去 3 年，到 2016 年的 4 月，三年計劃已到了結束階段，學校就以上兩個範疇
的工作已經完成了相應的計劃：學務工作上已將課程調適實施、要求學生認真做改正、
推動電子閱讀及課業等的要求，均已納入老師的課堂考績常規之內，就上述第一個範
疇來說，已算基本上完成。
就第二個範疇來說，學校透過不同的生涯規劃工作，配合與內地、台灣，以至韓國等
地的聯繫，以至安排學生到當地大學體驗，提升學生對自己的期望，即使在起跑線落
後的情況下，仍然努力以赴，面對挑戰；並為自己更長遠的發展踏實地思考。從 APPASO
及學生持份者問卷的數據中可以發現，學生的自我概念數據是歷年最高。
這三年的工作結束與成功，標誌著另一個三年的開展與憧憬。未來三年(2016-19)，培
聖要進一步發展成為地區具吸引力的學校，錄取更高水平的學生的同時，不忘為地區
弱勢及有特殊學習需要的一群而貢獻。

3.

2016-19 的新挑戰
教育界因學童人數下降，以至因縮班而產生的壓力已逐漸過去，未來幾年，開班人數
不會再下降外，新生的水平更有機會上升。同事必須把握這個形勢，緊守崗位並將心
力集中在教與學上，因為家長最希望送子女去的，就是學生在學業、品行及價值觀上
都有高水平的學校。

以下會就學校過去 7 年改革後的努力及內外發展形勢加以分析，按「強、弱、機、危」
四個向度，分析 5 個主要發展範疇，方便同事思考 2016-19 的三年工作計劃及主要關
注事項。
2.

強弱機危分析 (截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

範疇一

管理與組織(包括校董會、科組、校友會、家長教師會等)

S:
法團校董會的順利成立，有助學校的持續發展。
校友會全力支持學校，無論金錢上抑人力上，繼續願意承擔(例如｢亦師亦有計劃｣、校
友會獎學金、資助貧窮師弟妹學習經費、推動各地考察計劃等)。
3. 家長教師會主動積極支持及參與學校的發展(例如設立｢十優生獎學金｣、為更換禮堂冷
氣機籌款、開辦功課輔導班、英文輔導班、參與學校買賣監督及審標工作等)。
4. 學校行政管理透明度高，同事參與校政的較前積極。
5. 校務處同事及工友行事效率高，能讓老師專注學生培育及教學工作。
6. 電腦設施完善，學校的互動白板、電腦室、智能咭、門禁系統、以至培聖應用程式(Apps)
的成熟應用，都有助提高學校的行事效率。
7. 行政架構精簡，各科組職能分工清楚，權責分明，具機動性。
8. 校本自評機制已內化，雖沒有成立專責監察小組，但同事已習慣利用數據來檢討及於
每項工作後進行問卷調查、並參考持分者的意見，力求改進提升。
9. 接近五分一的科組同事，都已接受教區的中層領導培訓，具相當的行政經驗，亦明白
辦學團體的辦學理念及天主教教育的五個核心價值，有能力推動具天主教特色的學
校。
10. 各科組繼任安排已大致上完成，即使在可見將來有同事退休或離職，人力資源調配已
沒有困難，學校發展亦不會受到影響。
11. 禮堂及圖書館的舊冷氣機已經更換，電力成本較以往容易控制。加上安裝能源監控系
統，配合師生的節能省電的意識，相信可以進一步節省學校的財政資源，更好的發展
學生的工作。
12. 經過 2015 年教育局的核數及成立法團校董會後，進一步完善學校財務小組的工作，
令學校的財務管理更趨完善，更具問責性。

1.
2.

W:
1. 由於中電不斷加電費，即使學校用盡方法節約，學校電費開支仍然龐大，加上印務開
支隨著加強測考訓練而增加，有礙整體調配資源，不利促進學生培育及提升學與教成
效。
2. 由於班數由以往的 31 班下降至 2016-17 年度的 24 班，教育局對學校的整體行政資助實
質上有所下降，學校在資源的調動上有相當壓力。
O:
1. 定期公開學校財政資料予老師，增加學校財政狀況管理的透明度，減少資源上的爭逐
及浪費。

2.
3.
T:
1.
2.

法團校董會已正式成立，在人力資源調配及財務安排彈性上，學校將更有自主性去解
決現時的困難。
不同部門負責管理學校賬目，在擴大各持分者參與的同時，對各崗位的負責同事也加
強了問責，成為學校發展的推動力。
新高中全面落實及參與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計劃後，未來三年要將過剩的老師人手歸還
教育局，直接影響各個項目的發展及人力資源調配。
法團校董會的成立，在擴大各持分者參與的同時，對各崗位的負責同事都加強了問責
和要求，造成一定的心理壓力。

範疇二

學與教(包括課程管理與課堂教學)

S:
1. 雖有大量 SEN 學生就讀，但在教師及社工的努力下，克服了大部分的困難，有效協助
SEN 學生發展及成長，已成為本校的其中一項辦學特色，獲教育局肯定，經常有學校
到校參觀及被邀請跟其他學校分享成功經驗。
2. 教師團隊由富經驗的科主任帶領，配合完善的｢教師同行計劃｣，有效地作專業交流。
3. 推行小班及專科專教已見成效，同事的付出亦獲得家長及學生的肯定。
4. 中一收生較以往理想，同事的努力獲家長及區內人士認同、士氣逐步提升。
5. 初中｢專題研習｣已運作成熟，能配合新高中課程的進一步發展。引入家長出席學生匯
報研習成果，對進一步提高學生研習水平，有正面的幫助。
6. 中、英文科全面開展學生網上自學及閱讀平台，有利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學生閱讀
計劃開始見到量的增加，學生在出席書展時的表現亦較以往認真。
7. 蘋果電腦實驗室，能促進互動教學的推行，配合引入新的電腦課程設計，令學生更有
學習動機。
W:
1. 初中學生的入學水平雖已提升，但仍未達區內競爭對手的水平，故仍須要額外資源，
加以跟進。
2. 小部分學生學習欠積極，影響上課秩序及學習成效。
3. 學生閱讀計劃開始見到量的增加，學生在出席書展時的表現亦較以往認真，然借閱圖
書及網上學習主動性仍然不足，要老師不斷提醒才能完成，拖慢學生為中心教學的開
展。
O:
1. 隨著教育改革及新高中課程的落實，令同事有反思辨識形勢的空間，可以進一步思考
如何提高教與學的質素。
2. 校舍及教室設施不斷更新，有助提高教學質素。
3. 過去兩年來，學校積極草擬(並已部分試教)的「初中校本科技課程」，正配合來年教育
局積極推動的 STEM 課程，在課程發展上有一定的優勢。
T:
1.
2.

適齡學童人數止跌回升，新生的能力水平仍存在下降的可能。
學生仍未習慣自己在學習上該負的責任，教師須加強及堅持學生預習每堂課

節 的

要求，令課堂更具效能。
3. 人口下降，班數下降至 24 班，人力及財政資源逐步下降，影響整體學與教的進一步
發展。
範疇三

校風及學生支援(包括 SEN)

S:
1.
2.

家長支持學生參與成長活動。
同事有效地運用｢賽馬會全方位資助｣、｢校本課後及學習支援資助｣及「關愛基金區本
計劃」資源，幫助有需要的同學。
3. 學校參與｢校本教育心理服務計劃｣，已安排教育心理學家駐校，加上聯席會議各同事
的合作，為學生及家長提供了優質的服務。
4. 雖然 SEN 學生人數上升，幸得訓輔及負責 SEN 學生的老師與社工經驗豐富，有效帶
領同學及家長成長。老師對 SEN 學生的了解較過去深入，照顧這類學生的意識提高，
方便推行全校參與工作。
5. 引入「心靈教育」在 SEN 班推行將踏入第四年，將繼續舉辦「心靈教育」家長工作坊，
學生的學習動機更見提升。中二及中三兩級推行心靈教育課，讓老師更理解學生的成
長需要。
6. 課外活動推展積極，學生會、四舍及領袖生團主動投入學校生活，願意協助學校推行
活動及執行學校政策，更願意承擔協助學弟妹的成長工作。
7. 學生積極參與義工服務已成為學校學習的重要文化部分，同時，｢培聖長者學苑｣的發
展，亦提升了學生承擔照顧長者的社會責任。
8. 環保教育及國民教育均在日常生活體驗及內地實地考察中得到實踐。
9. 校本的升學及就業支援已突破了只著重資料介紹的匡匡，跨境交流學習及職場實習已
成為高中學生的學習一部分。升讀台灣、內地大學及韓國的學生人數有上升的趨勢；
期望透過推廣，學生有更多元的發展出路。
10. 新高中其他學習經歷已由概念化為實踐，不論體育、藝術、德育、服務及工作相關經
驗等都極其豐富。
11. 刻意經營班長團隊，就個別班的日常操作上，開始發揮班領導的角色，期望來年進一
步深化有關工作，引入學生代表會的制度，一方面監察學生會的工作，另方面進一步
實踐校園民主化的目標。
W:
1. 部分學生未能自律，浪費老師不少心力。
2. 部分家長為口奔馳，家校合作未能有效協助同學成長。
3. 學生家庭社經情況偏低，往外地考察計劃有很大的財政困難。
O:
1. 學校設施不斷更新，加強學生的歸屬感。
2. 家長參與學校活動及工作比例增加，家校合作進一步得到發揮。
3. 老師有意識地動用及發揮校友及學長資源。
4. 各地校友主動支持，安排多項學生跨境學習活動，擴闊學生視野之餘，亦提供學生海
外升學的機會。

T:
1.
2.

新一批的學生的成長問題較前複雜多變，同事宜就這問題多作交流討論及學習。
融合教育下，有情緒病或精神病學童在很多學校都出現，老師宜及早裝備自己以應付
新的難題及教育趨勢。

範疇四
S:
1.
2.
3.
4.

學生表現(包括態度、行為、參與及成就)

學生校外服務參與積極，多次受到表揚。
學生參與校外比賽，不論在參與人數上抑比賽成績上，逐年都有上升。
學生入學時的學業水平雖然較低，但過去三年公開試成績都未有下跌，個別學生更有
相當佳的表現，可見同事過去幾年的努力沒有白費。
雖然沒有舊制中六學生，學生領袖培訓在中三至中五級都能夠栽培出傑出的領袖，近
來不論是學生領袖生、學生會幹事、舍長、圖書館館理員，以至於班長會，學校具有
多種渠道培訓具潛質的未來領袖。

W:
1. 學校場地限制了部分活動的發展，要調撥其他資源去租用場地，增加了學校發展的難度。
2. 打架、偷竊、遲到及校園清潔的情況已明顯改善，但說粗言穢語、校服儀容不整、拖
欠功課等的情況仍有待改善。
O:
1. 體育方面的校隊朝多元化發展，讓學生有不同的平台發揮潛能，加強自信。
2. 配合舍際比賽過去幾年的的推展，藝術領域方面(包括音樂、舞蹈和戲劇)都已啟動了
發展。在未來三年，學校有條件促進學生這幾方面的成就。
T:
1.
2.
3.

電費及印務開支比重仍然龐大，對聯課活動發展構成財政壓力。
隨著區本計劃及一些扶貧措施等的資助減少，學生要付款的項目增加，直接影響學生
在聯課活動的參與動機，對過去幾年的蓬勃發展構成障礙。
人口下降，班數下降至 24 班，人力及財政資源逐步下降，影響整體學與教的進一步
發展。

範疇五
S:
1.
2.
3.
4.
5.

對外聯繫(包括教育局、學界、社區等)

與地區志願機構合作無間，關係良好。
訓導組跟警長關係良好，合作無間。
跟教育局經常合作，關係良好。
協助天主教教區每年舉辦初中及小學數學挑戰比賽，形象正面。
多次獲環保署斗成為環保教育資源學校，進一步提升學校的形象。

W:
1. 學校仍未洗去過往在區內不是學習成績優異學校的形象，極須加強教學的效能，吸引
更多家長注意。
O:

1.
2.
3.
T:
1.

近年學校沒有負面新聞。
同事主動聯絡外間機構申請資助、亦為學生爭取學習及實習機會。
區內學童人數止跌回升，有助減輕教師收生困難而產生的壓力。
各方面的扶貧資助隨著社會經濟下調而有急劇縮減的情況出現，學校要面對緊縮的財
政狀況來推行發展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