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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校  

辦學宗旨 

本校秉承香港中文大學辦學精神，以「博文約禮」為校訓，培養學生勤奮力學，

敦品勵行；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得到均衡發展；建立積極之人生觀，敢

於創新；勇於克服困難，承擔責任；獨立思考，明辨是非；關心社會，樂於服務；

並啟發學生認識傳統文化，對國家民族有使命感。 

 

校訓 

本校校訓「博文約禮」，是秉承香港中文大學的校訓而來。「博文約禮」出自

【論語】：「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可以弗畔矣夫。」「文」就是指一

切典籍記載，見於自然及人事的知識和學問，包括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及自然科

學在內。「禮」是指一切人生行為，個人的道德修養，不可以超越禮法，是謂「約

禮」。本校的教育方針，是知識與道德並重、人文與科技結合，培養學生德、智、

體、群、美各方面的均衡發展。 

 

校徽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成立於一九七八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各成員校友會

聯合組成。本校校徽上的「六角星」體現各校友會團結一致，邁步向前，發展教育，

回饋社會。校徽上的紫色，象徵熱誠與忠耿，金色則象徵堅毅與果敢。 

 

震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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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重點發展項目一：適性揚才 

 

成就及反思 

校本管理與教師發展 

 

本學年學校關注事項為「適性揚才‧創我未來」。我們希望在自主互助

學習的基礎上，為學生提供多元而適切的學習歷程，有效提升學習效能及

品德素養。此外，我們亦希望學生能重視自我的價值，從學習上能發揮長

處及補足短處，成長上能達致敦品勵行，以完善自我。 

 

為讓教師掌握關注事項，本年度共舉行了 3 天教師發展日(包括 1 天                  

教師發展日營)及 4 次教師發展時段。本校於八月份舉辦「鑒貌辨識」班主

任培訓工作坊，讓同事了解掌握基本資訊的途徑，辨識學生的個別需要及

建立班本文化，從而訂定班級經營的方向及發展級本特色。此外，本校亦

於暑期教師發展日營，邀請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舉辦專題講座「情緒紅

綠燈」，深入探討教師於面對不同情緒的學生及照顧學生不同需要的策

略，促進教師持續專業發展。 

 

為促進學與教發展和加強與其他中大校友會聯會所屬學校的交流和聯

繫，本校與中大校友會聯會張煊昌中學三十多位老師於一月七日進行聯校

交流。在當天的交流活動中，兩所學校的老師在自主互助學習、閱讀策

略、STEM 教育課程規劃及考績安排等各方面，作出深入的分享和交流，

彼此都獲益良多。 

 

此外，本校與其他推行自主互助學習之學校組成專業交流網絡，合辦

多樣化「自主學習網絡學校」活動，參與各類型專業發展活動，如：主題

講座及科本分享等。本校通識科、英文科及經濟科與友校建立教師學科交

流平台，透過聯校課研、觀課、討論及交流，提升教學質素及增加專業交

流的機會。 

 

學校持續推動跨校公開觀課，鼓勵本校教師公開課堂與跨校教師作導

學案設計及觀課交流，讓教師在集體議課活動中，反思教學成效，共同探

索學生學習難點，以促進教師之間的專業交流。我們多年來積極參與香港

中學校長會主辦的「自主學習節」，鼓勵教師外出觀摩課堂及交流，以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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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教師團隊的專業交流及跨科學習，提升教學質素。本校將繼續深化專業

交流活動，加強團隊的合作溝通，建構專業學習型組織。 

自主學習與兩文三語 

 

本校以「自主互助學習」方式上課，同學通過課前預習、小組學習交流、

課內展示及課後反思等，學習動機明顯提升，同學更積極投入課堂學習，成

績亦有進步。為配合自主互助學習，中一至中三級推行「海量閱讀計劃」，

增加學生閱讀多元化篇章機會，延伸課堂學習。中三推行「自主閱讀課」，

為同學創設閱讀空間及提升閱讀能力。 

 

本學年以「早安 ! Mr Book !」為主題，以閱讀月的形式進行閱讀

節，營造全校早讀的氣氛，鼓勵同學建立早讀的習慣。校長及 47位老師

為同學推薦好書，分享閱讀所得，並於初中各班存放中英文書籍，方便同

學隨時進行閱讀。今年圖書館舉行了 13次新書展、初中兩次好書分享講

座及禮堂書展，讓同學享受及豐富其閱讀體驗。本年度多位中三同學參加

香港電台主辦的全港「有聲好書」聲演比賽及公共圖書館「閱讀伴我成

長」為題的創作比賽，嘗試以新的形式分享好書。 

 

本校中文科繼續推行主題閱讀，強化科本閱讀學習，同時亦設「閱讀

匯報優秀獎」，讓每班優秀學生向其他同學分享閱讀心得，推廣閱讀。另

一方面，中文科今年以正面價值觀為主題，試行舉辦「耳朵悅讀」- 聲音

導航‧傲遊書海‧聲演比賽及訓練課程，透過比賽激發學生對閱讀的興

趣，提高學生公開演說及表達技巧，反應良好。此外，英文科除推行科本

閱讀計劃外，亦沿續傳統，以"Reading Carnival" ，"Extensive 

Reading Scheme" 及“Genius Readers”等各類英語閱讀活動及計劃，提

高同學閱讀英文書的樂趣。本校亦積極參與外間機構舉辦之閱讀活動，如

"Chatteris Educational Foundation"等 , 從而增加學生對閱讀的技巧

和信心。 

 

本校於 12月 7日學校開放日與夢想閱讀計劃合辦了「《孩子的夢》

閱讀繽紛日」，活動包括校監林曉鋒博士的繪本閱讀座談會、四個體驗活

動及八個攤位遊戲及故事小舞台，吸引了幼稚園至小學的教師、學生及家

長蒞臨參與。 

       

學校致力推動兩文三語。在教學語言微調政策下，初中科學科及數學科



2019-2020 學校報告  6 

以「化時為科」方式用英語授課，學校亦提供各類學科英語增潤活動。同時，

各學科亦積極舉辦學習延伸活動，如「中華文化活動」等。為了提升同學英

語說話的能力及創意，英文科在初中舉辦了班際英語朗誦比賽及中五級班

際英語個人演講比賽，亦每月更定期舉辦兩次中一至中五級班際個人演講

比賽。在營造語境方面，中文科在各級舉辦了不同的普通話活動，包括：小

劇場、講故事比賽、問答比賽、朗讀比賽及聲演比賽等，同時全年定期舉行

午間廣播活動，亦鼓勵同學參加不同的校外比賽，例如「港澳地區 GAPSK

中小學普通話水平考試」及普通話演講比賽等等，更在第七十一屆學校朗

誦節取得多項優異成績。除了中英文外，為了提升同學對數學的興趣及自

信，本校除恒常舉辦數學科延伸活動外，亦提供了「數學培訓班」的課程，

目的為透過課堂以外的時間，讓數學能力較高或對數學有熱忱的同學持續

提升他們對數學的興趣及解難能力。 

 

在公開考試成績方面，學校取得比往年較高的成績。2019 年度香港中

學文憑試，共有 114 學生應考，整體合格率 88.7%，當中共有 79.8%學生考

獲符合高等院校入學要求之成績，兩者均高於全港水平。 

 

 

重點發展項目二：創我未來 

 

成就及反思 

 

學校為不同階段的學生，提供不同成長支援計劃。為培養初中學生正面

的生活態度及提升自我概念，本校於中一及中二級分別推行「積少成多計劃」

及「我們的光輝歲月」；中三級則以生命教育為主題，舉行階段性的成長課。

至於高中，學生須為未來面向社會作準備，故我們為高中學生舉辦抗逆營及

領袖培訓活動，以發掘學生潛能。本校因應個別同學的需要制訂個別化成長

計劃，並以全校訓輔的理念提供培育支援，協助學生克服困難，達致健康成

長的目標。為了照顧學生多樣性，學校設立小組跟進個別學生，同時舉辦不

同活動，以為有個別需要學生提供支援。增強學生的抗逆力和團隊意識，也

是學生成長的重要一環。初中成長活動與紀律部隊合作，舉辦「多元智能

營」，培養學生積極面對挑戰；而高中則舉辦抗逆營及各種領袖訓練。本年度

「校園保育大使計劃」，讓學生透過一系列大自然的學習活動，優化校內香

草、中藥及蝴蝶園建設，並滲入服務社區的元素，建立學生正向的價值觀。此

外，學校亦為不同成長需要的學生舉辦各項主題的週會，從中帶領學生分階

段地探討有關成長的課題，如融合、抗逆及批判思考等，讓學生思考時事課

題及認識成長中的逆境與陷阱。 

 

領導才能是重要的財富，值得重視與發展。本校希望透過各種富挑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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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紀律性的訓練和活動，如步操、野外訓練、社會服務及急救等，激勵青少
年自我學習和啟發，並培訓他們成為一個獨立、樂於助人、有責任感及勇於
承擔的人。因此，本校安排全體中一同學參與制服團隊，包括紅十字會、童
軍、民安隊、女童軍及少年警訊領袖團。希望透過團隊生活和訓練，同學們
在自信心和自立能力均有所提升。 

 

    因疫情關係，校內校外活動及比賽均受不同程度的影響，惟仍無阻中大校

友對本校學生的支持及鼓勵。本校獎學金得蒙中大校友一直支持，獎學金總金

額由上年度$94,500 增加至本年度$129,300，升幅達 36.8%。特別鳴謝香港中

文大學校友會聯會設立「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獎學金」，以嘉許在品學和

活動傑出之學生，並鼓勵更多同學能以中大傑出校友們作為榜樣。還有高毓炳

伉儷贊助的「高氏伉儷境外交流獎學金」，以資助學生境外交流及參與創新思

維活動或比賽，並把所學所得與同學們分享。 

 

    服務學習，是本校重視的一環。本校身為中大一份子，有幸獲邀參與中大

「同心抗疫 — 酒精搓手液」製作及社區贈送大行動。是次活動讓本校為馬鞍

山社區盡一點綿力，所派發的搓手液是由中大校友、陳中家長義工和教職員共

同製作。派發當天人流絡繹不絕，反應熱烈，經過約一小時的時間，1200 枝

酒精搓手液全數派發完畢。而另外 200 支則送給附近長者中心，為長者們添

一份溫暖。希望是次活動能夠為區內有需要的人士提供防疫用品，同心抗疫。 

 

除了關注學生個人成長外，學生的公民、德育意識，和對社會的視野也

是我們關注的事項。在德育及公民教育方面，本年度繼續以「感恩」為主題，

透過早會及週會的專題式活動，讓學生學懂感激及欣賞身邊的人和事，推動

互相欣賞的文化，如好人好事、親情月、及「震夏之星選舉」等。本校亦鼓

勵、協助、支持同學參與不同的計劃，如「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 2019」及

「基本法大使」；同時，為使學生加強對時事的認識，透過老師的早會時事分

享，讓學生從多角度了解本地及國際時事。為了讓學生有多元學習機會，加

強對國家的認識，本校鼓勵他們參與不同的交流活動，藉此令學生走出校園，

擴闊視野，從而認識普世價值，建立積極而正面的人生觀。 

 

本校的升學及就業輔導組，一直持續發展其專業性，繼由 2015 年起的三

年「鼓掌創你程」計劃後，去年又參與教育局的校本支援計劃，與其他中學

組成專業夥伴，透過多次的互訪及會議，彼此交流生涯規劃的課程及活動設

計、輔導技巧及資源共享，提升教師的升學輔導知識及技巧，更增加本校學

生與他校學生的交流機會，互有裨益。此外，本組亦積極強化個人輔導工作，

讓不同年級的同學能得到適切的升學及就業輔導資訊。升學輔導員的培訓及

與校友的結連，亦為本年度發展重點。本組期望透過多元化活動及網絡，讓

學生多了解自己，從而規劃一條適合自己的道路，創造屬於他們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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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表現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 

 

在公開考試成績方面，學校取得比往年較高的成績。2020 年度香港中學文憑試，

共有 111 學生應考，整體合格率 88.7%，73.9%應考學生符合副學士及高級文憑課

程入學資格，38.7%應考學生符合資助學士學位入學資格，全部均高於全港水平。 

 

2020 年度香港中學文憑試科目 本校成績 

中國語文、英國語文、生物、BAFS (企業、

會計及財務管理)、化學、經濟、地理、歷

史、通識教育、數學必修部份、數學延伸部

分（微積分與統計）、物理、視覺藝術、中

國文學 

考獲 5 等或以上成績 

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必修部份、通識

教育、經濟、BAFS (企業、會計及財務管

理)、地理、歷史、視覺藝術、數學延伸部

分（微積分與統計） 

合格率高於全港日校考生水

平 

中國語文、英國語文、通識教育、BAFS (企

業、會計及財務管理)、地理、歷史、視覺

藝術、數學延伸部分（微積分與統計） 

及格率為 9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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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1920    

  收入 $ 支出 $ 結餘 $ 

承上年結餘 (政府資助)     0.00 

甲. 政府資助       

(1) 擴大營辦津貼       

         基線指標津貼 2,080,736.99 1,844,604.60   

         行政津貼  4,188,204.00 2,737,176.87   

    學校發展津貼 634,017.00 423,294.19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420,652.00 461,124.92   

         空調設備津貼 600,277.20 600,277.20   

    風災特別津貼 5,562.00 5,562.00   

    全校融合教育 50,000.00    

小結： 7,979,449.19 6,066,477.78 1,912,971.41 

        

承上年結餘 (政府資助) 收入 $ 支出 $ 994,058.42 

(2) 其他津貼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63,200.00 5,755.00   

   全方位學習基金 1,158,000.00 316,488.46   

   學生活動津貼 92,950.00 92,950.00   

   中學學習支援津貼 969,000.00 837,502.77   

   多元學習津貼(其他課程) 93,600.00 50,469.80   

   多元學習津貼(應用課程) 163,090.00 163,090.00   

   家校合作津貼 25,633.00 25,633.00   

   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計劃 154,950.00 7,000.00   

   推動中國歷史及文化  600.00   

小數位老師津貼 522,962.50 490,315.00   

   戲劇津貼 3,600.00 3,600.00   

   德育及國民教育津貼  2,153.10   

   購買圖書特別津貼 57,000.00    

   一筆過特別支援津貼-加強校舍清潔 100,000.00    

   其他經常津貼 493,500.00 493,500.00   

   推廣閱讀津貼 61,980.00 50,613.70   

   加強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 66,740.00 66,740.00   

   職業英語津貼  125,900.00   

   資訊科技人員津貼 317,338.00 274,914.76   

小結： 4,343,543.50 3,007,225.59 2,330,376.33 

        

承上年結餘 (法團校董-整合代課教師津貼) 收入 $ 支出 $ 0.00 

法團校董整合代課教師津貼 5,542,376.95 3,944,482.62   

小結： 5,542,376.95 3,944,482.62 1,597,89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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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年結餘 (學校基金)     2,822,504.85  

乙. 學校津貼 (一般津貼)       

堂費 94,400.00                  -      

捐款 37,400.00 83,500.00   

其他(包括:學生活動、簿費等) 667,559.49 794,175.10   

小食部租金 85,000.00                        

小結： 884,359.49 877,675.10 2,829,189.24 

        

承上年結餘 (特定用途收費 )     761,895.98 

特定用途收費 194,525.00 55,451.33   

小結： 194,525.00 55,451.33 900,96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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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與跟進  

本年度為學校「適性揚才‧創我未來」三年計劃的最後一年，在全校師生的共

同努力下，本校成功透過關注事項，為學生提供多元而適切的學習歷程，有效

提升學習效能及品德素養，並讓學生從學習上發揮長處及補足短處，成長上能

達致敦品勵行，完善自我。願每一位陳中學生，都能擁有自己的目標與理想，

並於人生不同的舞台上發光發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