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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2 學校發展計劃  

1.  學校使命及宗旨  

本著基督耶穌慈愛與救贖的精神，實踐優質全人教育理想。致力提供完善學習環境，引導學生

認識基督福音真理及中國文化，啟發學生潛能，培養學生具備社會良好公民應有的品格、知識

和技能，使能日後回饋社會、服務人群及貢獻國家。  

 

2. 信念 

2.1 學校 

基督教學校教育應是引導學生認識上帝，了解事物的真相和根源，讓他們明白自我人生的

價值，勇敢選擇適合發展自己的道路，願意回饋社會，熱心服務大眾。  

2.2 老師 

老師必須對學生有愛心及對教授的專業科目有信心，前者是育人的基礎，後者是裝備學生

認識事物真相的鑰匙。 

2.3 學生 

學生的天賦潛質及學習模式或有不同，但他們都是神創造獨特的個體，並有學習的能力。  

學生的自信心及對自己的期望與老師對他們的期望及教育信念有著不可分割的關係。  

 

3. 願景 

3.1 堅樂是培養學生熱愛生命，認識上帝的地方。 

3.2 堅樂是激勵學生有效地學習、主動追求學問、尋求真理的地方。 

3.3 堅樂是學生發展潛能、接納自己、欣賞別人的地方。 

3.4 堅樂是學生實踐共融分享文化、服務社區，回饋社會的地方。 

 

4. 2009-2012 學校發展策略 

4.1 使命 

    以耶穌基督的愛, 接納每一位學生,把福音帶給他們,竭力發揮他們的潛能。 

1  推動多元化課程,令不同能力的學生獲得發展的機會。 

   2. 建立專業及見識廣博的教師團隊,協助學生成長。 

   3. 強化堅小堅中一條龍辦學的教育理想。 

  4.2 宗旨 

培育幼苗、扎根觀塘、服務社區、榮耀基督 

願景 

1. 尖子基層相融 

2. 愛心專業並彰 

3. 堅小堅中共榮 

 4.3 主題 

  拓展視野、積極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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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09/2010 關注事項  

5.1  教與學事務委員會                                    

 分流課程的推行 
 新高中課程的執行 
 發展全方位學習 

    5.2  學生事務委員會                                      

 推動班級經營 

 建構多元化學習活動平台 

    5.3  學校行政管理委員會      

 校本教師在職培訓 

 優化校園環境及設施 

    5.4  學校發展委員會                                      

 建立更緊密一條龍合作機制 

 拓展多元化學習網絡 

 建立校友網絡 

6. 2010/2011 關注事項  

 6.1 教與學事務委員會   

 高中學生面對中學文憑試 

 教學語言政策微調的安排 

    6.2 學生事務委員會                                      

 推動學生領袖訓練，高年級學長參與牧養工作。 

 學生實踐社區關懷，參與社區服務。 

    6.3 學校行政管理委員會       

 更換課室的資訊科技設備及建立無線網絡； 

 完成教學設備以配合新高中學習需要 

    6.4 學校發展委員會                                      

 深化一條龍行政運作機制 

 拓展校園電視台計劃 

 鞏固應用學習課程運作規模 

7. 2011/2012 關注事項  

 7.1 教與學事務委員會   

 完成建立新高中拔尖補底運作模式 

 完成建立中一至中六校本分流課程 

    7.2 學生事務委員會                                      

 優化班級經營 

 優化多元化活動學習平台 

    7.3 學校行政管理委員會       

 完成建立新高中學生學習及成長概覽的方法 

 檢討教師考績計劃及學校行政架構 

    7.4 學校發展委員會  

 完成一條龍行政運作的機制。 

 完成建立多元化學習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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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各委員會的配合 

8.1 教與學委員會 

委員會 關注事項 執行策略/具體措施 預期目標 達標年份 

    09/10 10/11 11/12 

教與學 

委員會 

釐清各分流組別的教學目標。 教學大綱/進度能清楚反映不同流別學

生的要求。 

S1-S4 S1-S5 S1-S6 

 各科發展適合不同程度的分流課堂教學策

略。 

在教員會議分享有效的分流學與教策略。 

科主任或有關老師領導分流課研活動。 

通過觀課/示範課堂推動分流教學課堂教學。 

各科會議紀錄清楚記載分流教學課堂

策略分享資料。 

各科均有負責推動分流教學的老師，統

籌全科/級分流教學。 

各流別測考成績數據反映教學策略的

成效。 

觀課重點在分流教學，反映不同的流別

有不同的教學策略。 

√ √ √ 

 善用數據，促進教學。 會議紀錄能按數據評估教學效能，並能

有針對性的建議。 
√ √ √ 

 

優化分流教學 

閱讀時間分流安排 不同能力的同學也能善用閱讀時間。 S1 S1-S2 S1-S3 

 有清楚的高中教學目標、教學及評核安排。 在會議紀錄中列明高中教學目標、教學

及評核安排。 

S4 S4-S5 S4-S6 

 促進學科調適初中課程以配合新高中學科要

求。 

所有學科開始調適初中課程。 √ √ √ 

 製訂中四學生升中五時選科工作程序。 2009 年 9 月完成規劃。 

完成所有執行方法。 
√   

 

新高中課程的執行 

發展全方位學習，擴闊學生視野，培養學生

終生學習，以及豐富學生的其他學習經歷。

製定學生在不同學習階段的「全方位學

習」計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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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學生雙語語言的學習，除中英文科外，

其他學科亦有具體策略配合語文科推動學生

的語文學習。 

老師反映學生在習作、測考中語文表達

能力表現通暢。 

 √ √ 

 

教學語言 

部分非語文學科以英語教學 學生以英語學習的非語文科科目成績

表現滿意 

 √ √ 

 

8.2 學生事務委員會 

委員會 關注事項 執行策略/具體措施 預期目標 達標年份 

    09/10 10/11 11/12 

學生事務 
委員會 

強化班級經營，幫助學
生培養積極正面的態度
和價值觀。 

在全校參與牧養模式下，加強班主任幫助學
生健康成長的角色。 

班主任得到適切的支援，能夠幫助學生
建立積極正面的態度和價值觀，達致愛
心專業並重。 
學生更投入及喜愛校園生活，增強歸屬
感。 

√ √ √ 

 建構多元化學習活動平
台，發展學生潛能及拓
展視野，並推行生涯規
劃。 

各組提供更多元化的校內校外活動，豐富學
生其他學習經歷及配合新中課程。 
活動注重學習反思及總結(活動德育化)。 

學生能積極參與活動，透過學習經歷及

反思認識自己，規劃未來個人的升學及

就業生涯，並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和態

度。 
 

√ √ √ 

 加強學生的社區關懷意
識，鼓勵學生參與社區
服務 

鼓勵學生參與社會服務活動如賣旗、環保大
使及義工服務等。 
繼續推行「生命天使計劃」、「長者學苑」及
「中三級服務學習計劃」。 

參與社會服務/義工服務活動的人數增
加。 
全部中三級學生學習服務意義和相關
的技巧，並親身體驗社區服務，擴闊視
野，從而建立積極學習的態度和價值
觀。 

√ √ √ 

 推動學生領袖訓練，高
年級學長參與牧養工
作。 

推行中四及中六級領袖訓練計劃、朋輩調解
員訓練、「大哥哥大姊姊計劃」，並加強風紀
的培訓。 

高年級同學積極承擔校內各組織及活

動領導角色，協助老師教導及牧養低年

級同學。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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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注有特別需要的學
生，讓學生獲得全面發
展的機會。 

推行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設計支援措施。 

擴闊學生課堂以外的學習經驗和視
野，並提升學生自信心。 
實踐「全校參與牧養」模式，教師、家
長及學生共同建立一個共融關愛的校
園文化。 

√ √ √ 

 

8.3學校行政管理委員會 

委員會 關注事項 執行策略 預期目標 達標年份 

    09/10 10/11 11/12 

學校行政 
管理 

教師專業發展 

 

所有任教新高中課程的老師最少有參
加 10 小時新高中課程的課程闡釋、教
學策略及增潤知識的校外或校本課程。

√ √ √ 

  

鼓勵及安排老師參加新高中各科的培訓課
程。 

所有任教新高中課程的老師完成新高
中評核的課程。 

  √ 

  推廣校內同工的專業交流。 每年其中一次校本管理日的半天訂為
教學交流日。 

√ √ √ 

  推廣科內同工的觀課文化。 所有科主任及新同工的伙伴老師於 9
至 10 月安排示範課，開放教室與同工
互相學習。 

√ √ √ 

   科主任的觀課以老師的教學策略為重
點，共同研究提升學生在課堂內外的學
習果效。 

√ √ √ 

   推行科際之間的觀課，分享教學策略。  √ √ 
  安排英語授課的老師進修及參與英語水平測

試。 
有關學科有足夠老師達英文教學的基
準要求，可以施行英語教學。 

√ √ √ 

 生擴闊學生視野，發掘學

生潛能 
推行其他學習經歷及新高中學生成長概覽計
劃。 

製作新高中的學生成長概覽。 √ √ √ 

   撥款資助同學參與校外活動及服務。 √ √ √ 
  安排學生參與應用學習課程及職業訓練課程

的 taster program 
撥款資助同學參與 taster program。 √ √ √ 

 配合新高中學制，改善
校園環境及設施 

改建有蓋操場。 把食物部改建為半室內的空調環境，為
學生提供空堂自修的場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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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校務處對出的有蓋操場改建為半室
內的環境，為學生提供活動和表演的場
地。 

√   

  更新課室的電腦教學設備。 更換課室的電腦。  √  

   重新設計課室電腦桌、儲物櫃及螢幕的
位置，並更換有關設備。 

 √ √ 

  

8.4 學校發展委員會 

達標年份  
關注事項 執行策略 預期目標 

09/10 10/11 11/12 

學校形象 推動學校與地區家長的連繫。 

 

觀塘區家長的參觀接待活動安排。

 
   

推動增加應用學習課

程 

增加第三科應用學習課程(酒店營運)及設

計有關選科機制。 

推行有關選科輔導及取錄機制 

於新高中設應用學習課程三科，供

中五同學修讀。    

40 周年校慶慶祝活動 統籌及推行 40 周年校慶各項活動。 有關 40 慶活動於 09 年 12 月 19 日

順利進行開放日、感恩崇拜、校慶

聚餐等重點活動。 

推廣學校形象。 

   

優化及數碼化校園電

視台設備 

將校園電視台影片數碼化，接收及處理數碼

資訊訊息。 

計劃拓建校園電視台。 

更換部份拍攝器材及儲存器材，以

迎合校本評核及電影及錄像培訓。

完成拓建校園電視台錄影棚工程。

完成全校安裝校畏電視台影音訊號

網路工程。 

   

學校發展 

加強家長對新高中學

制的認識 

於中三及中四加入認識新高中元素，家長的

預備及學校的新行政安排。 

與堅小家長分享新高中學制的信息。 

加設中四家長晚會。 

參與堅小家長會的推介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