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學校發展計劃

二零一二
二零一二/
一二/一三年度 至 二零一
二零一四/一五年度
共三年）
（共三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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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辦學宗旨

博愛醫院自一九一九年創立以來，一向本著博愛扶危，為善濟世之精神，福澤新界巿民。近
年來，除積極擴充醫療規模外，並拓展多元化服務，匡扶老幼，關心社會，興學育才。本校乃博
愛醫院主辦之學校，董事局為表彰陳楷先生宅心仁厚，熱心教育之大德，遂以本校命名為「博愛
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
本校為一所政府資助中學，於一九九零年創辦，為沙田區內青少年提供教育服務。本校秉承
博愛醫院關心社會、博施濟眾的精神，以「博文愛德」為校訓，致力營造優良純樸的學習環境，
讓學生在五育方面有均衡的發展，愉快成長之餘，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將來成為踏實、有責任感
的良好公民，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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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現況
（一） 強項
1. 學校制度架構成熟，行政分工清晰，組別各司其職，校務行政不斷優化。
2. 校董會非常支持學校，積極推動學校各方面的發展。
3. 本校一直以來秉承勤儉辦學的原則，經多年積累，有良好財政實力，為往後學校的發展
和面對各種挑戰，提供堅實的支援。
4. 校師資優良，有九成以上教師擁有大學學位及曾受師資訓練。
5. 教師富教學經驗，七成以上教師的教學年資超過十年。
6.
7.
8.
9.

教學措施敢於創新，2012 年落實在中一至中五級全面推行「校本小班教學計劃」
。
教師具教學熱誠、盡責，本科知識豐富，又不斷進修，提升專業知識，與時並進。
學生普遍受教，師生關係良好。
學校自 2006 年起已成功在中一至中三級全面推行普通話教授中文計劃。

10. 學校致力美化校園，環境優美，為學生營造一良好的綠色學習環境。
11. 本校具備多元化的全方位學習活動，以拓闊學習領域。學生亦在國際及校際比賽屢獲殊
榮，在創意思維活動、環保活動及音樂方面表現尤為突出。
12. 學校積極與外間不同機構保持聯繫，爭取更多校外資源推行「校本其他學習經歷」課程。
13. 學校致力舉辦不同的境外學習及考察團，以擴闊師生的國際視野。
（二） 弱項
1. 因應新高中新學制學與教範式的轉移，老師的教學技巧和效能有待繼續優化。
2. 學生的學習差異頗大，需要老師在課程及考評方面作出相應調適，因材施教，並為學生
提供個別協助。
3. 學生的自信心、自學和自理能力有待提升，視野亦有待擴闊。
4. 部分學生來自基層家庭，尤多雙職父母和單親家庭，部份學生對老師依賴性強，老師需
要對學生在學業或品德方面作出更多的支援，增加老師的工作量及工作壓力 。
（三） 契機
1. 本校參與「優化班級結構計劃」
，有效運用人力資源推行「校本小班教學計劃」
。

學校可以在學制、課程、及資源調配方面作全面的檢討和規劃。在

2. 三三四新學制的推行，
提
供多種資源及教師進修的機會下，有助學校在師資培訓方面作進一步優化。
3. 配合教育改革，學校藉着「其他學習經歷」提升學生多元智能的發展，教師須積極發展
各類全方位學習課程，讓學生有機會發展不同潛能。
4. 教師及職工對沙田區學位過剩的危機感普遍提高
，有助學
校推行新項目，以提升本校競爭力。

，以及在區內學校的良性競爭下

（四） 危機
1. 適齡學童數量持續減少，沙田區學位過剩，加上語文微調政策，區內學校面對不少競爭，
有縮班的可能，本校必須加強對外開放，優化收生策略，令學校得以穩定發展。
2. 教育改革及新學制衍生了比過往更多的工作量，例如新課程備課、培訓、校本評核等等，
對教師造成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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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
一五年度關注事項
二零一二/一
一二 一三 至 二零一
二零一四/一

1. 優化課程架構，推行小班教學，增加學與教的效能
2. 加強學生成長支援，提升學生個人素質
3. 優化學校自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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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發展計劃（
學校發展計劃（二零一二/一三至二零一四
二零一二 一三至二零一四/一五年度
一三至二零一四 一五年度）
一五年度）
關注事項

策略

預期成果/目標
預期成果 目標

1. 優化課程架構，推行小 1a. 提升學生學業成績
班教學，增加學與教的 1b. 改善學習風氣和態度
效能。

為增加學與教的效能，推行以下計劃：
(1) 校本小班教學計劃 (於 2013/14 各級將全面推
行)

時間表
12/13

13/14

14/15







(2) 每年檢視高中課程的科目組合、各班選修科的
數目，以照顧學生的選科興趣。







(3) 檢視及協調各科校本評核的推行，以照顧學生
的學習需要。







(4) 中四至中六補課（課後及假期）計劃 及 拔尖
補底計劃，以改善學生學業成績、學習風氣和
態度。







(5) 中一至中三級拔尖補底計劃 (中、英、數)







(6) 文憑試班每周統測安排，以提升學生在「文憑
試」的成績。







(7) 中一至中三級試前溫習計劃，以提升學生在校







2012/13：中一及中二由 4 班分拆為 5 班，中
三則由 5 班分拆為 6 班 (初中最後兩班各 20
人)，中四及中五級亦由 5 班分拆為 6 班。既
有助提升學與教的質素，亦為老師提供空間加
強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內考試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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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預期成果/目標
預期成果 目標

2.

時間表

策略

12/13
(8) 中三級課後溫習計劃 (中、英、數)，以提升

學生在「全港性系統性評估」的成績。
(9) 中一至中三級暑期學科精進計劃 及 暑期銜
接課程，以培養學生善用暑期，進行溫習活
動。



(10) 中六級跨班編組 (中、英、數、通識)(於 2012/13
完結)。



13/14


14/15






提升學生兩文三語能 (1)
力

繼續推行普通話教授中文計劃，以提升學生的
語文能力和對普通話的重視。







(2)

推行各級小班教學計劃、中四至中六級按學生
語文能力編班，加強照顧學習差異。











(3) 參與教育局「為採用中文授課的中學提供資



源以支援英語教與學」計劃 - 「英語加強計
劃」及「優化提升英語水平計劃」，以營造
良好的英語學習環境。
(4) 中一至中三級語言微調計劃 - 「非語文科英
語延展教學活動，以增加學生以英語學習的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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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預期成果/目標
預期成果 目標
3.
4.

強化課堂學與教效能
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時間表

策略

12/13
(1) 設計校本教材，提高教學趣味，增強學習動機。

(2) 調適課程及教學策略，以加強照顧學習差異。
(3) 教師善用不同層次的提問方式及技巧，以增加
課堂教與學的互動。
(4) 定期公開展示學生學習成果的優秀作品，以促
進學生的學習交流及加強學生自信心。
(5) 安排教師共同備課節 及 同儕觀課，以促進教
師間的專業交流。
(6) 安排教師參與相關的專業發展課程及鼓勵教
師參與公開試評卷工作，以強化教與學效能。

13/14


14/15





























(7) 注重堂課及家課的質和量，並按學生能力合適
地調節功課的程度及數量。
(8) 透過「功課勤勉計劃」，培養學生交齊功課的
習慣。













5.

提升測考效能

掌握及認識各班學生的能力，以設計合適的班本測
考調適卷，以照顧學習差異及提升測考效能。







6.

提升老師的專業知識

(1) 安排教師發展日活動 及 參與相關的專業發
展課程，以增潤老師的專業知識。
(2) 配合微調教學語言政策，安排教師參與校本
培訓課程，有助老師推行「英語延展教學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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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預期成果/目標
預期成果 目標

時間表

策略

12/13
(3) 鼓勵教師於科目會議上報告或分享出席研

討、參與公開試評卷工作所獲得的資訊，以
促進老師的學習交流。

13/14


14/15


7.

培養學生閱讀的習慣

訂立各級閱讀目標及項目，編訂「全校性科目協作
閱讀計劃」，以培養學生的閱讀習慣。







8.

確立「專題研習」的 由專責小組，制定全校專題研習的發展方向，協調
發展
各科的專題研習及鞏固初中學生專題研習的技巧。







2. 加強學生成長支援， 1.
提升學生個人素質
2.

提升學生的自我形象
和自尊感
關顧學生的需要

(1) 加強中一學生迎新及各級適應活動，幫助學生
投入愉快的校園生活，提升學生的自我形象，
增強他們的正向思維和歸屬感。







3.

深化學生正確的價值
觀及積極的人生目標
培養學生的歸屬感

(2) 設立班主任及班導師制，更好關顧班內每位學
生各方面的需要，為學生確立學習目標，以班
為單位，建立學習社群，並以班風推動全校的
團結風氣。







(3) 推行生命教育，建立學生能正面的價值觀及積
極的人生態度，亦要提高學生的解難能力，幫
助他們探索和思考生命的意義，從而過一個快
樂、充實和有意義的人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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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預期成果/目標
預期成果 目標

時間表

策略

12/13
(4) 落實「學生支援小組」的工作，及早識別有特

殊學習需要的學生，配合校本調適政策 (包括
教學、課程、功課及考評調適)，提供家長支
援服務，加強照顧學生學習差異。
(5) 強化訓、輔導組兩組的溝通和協作，共同關顧
學生的成長過程，確立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積
極的人生態度。
(6) 為學生提供多元而均衡的聯課活動，培養學生
六育並重的健全人格。
(7) 藉着籌辦早會、周會、班際、社際、學生會和

13/14


14/15




















(1) 落實「關愛校園小組」的工作，策劃全校模式
進行的關愛校園計劃及活動，透過家庭、學
生、教職員間的參與及互動，發揮合作的力
量，積極推動關愛文化，建立關愛校園氛圍。







(2) 設立「關愛課程」，以「愛心關懷滿校園，陳
楷中學是我家」為學校的核心價值， 透過「關
愛課程」培養學生健康、責任、尊重、關懷、
抱負、欣賞、追求卓越的價值觀。







學校大型活動及比賽，提供機會讓同學參與和
負責籌辦活動，培養學生領導才能和對學校的
歸屬感。
5.

建立關愛校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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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預期成果/目標
預期成果 目標

6.

7.

8.

提升學生的自信，發展
學生領導潛能

擴闊學生視野

聯繫家長和教師，促進
家校合作，扶掖學生成
才

時間表

策略

12/13
(3) 推行學生朋輩輔導計劃，由高年級同學協助低

年級的同學進行學習和成長方面的輔導。

13/14


14/15


(1) 推行卓越學生培訓計劃，培育尖子。







(2) 推動學生參加教育局網上學習課程，鼓勵自
學。
(3) 舉辦校內、外全方位學習活動，豐富學生學習
經歷。
(4) 舉行領袖訓練活動，培養學生領袖才能。



















(5) 舉行領袖生培訓講座、工作坊、交流會和工作







實踐計劃，發展學生的領袖潛能。
(6) 推行單車大使計劃，舉行單車考章課程，培育
單車推廣大使，增班學生的自信和認同感。







(1) 舉辦境外學習活動，擴闊學生視野，增廣見
聞。







(2) 鼓勵學生參加各類型的校外活動和比賽，磨練
意志，擴闊眼界。







(1) 繼續推行家長服務平台，為家長提供借閱親子
書籍、光碟及教育遊戲套裝的服務，促進親子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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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預期成果/目標
預期成果 目標

9.

3.

優化學校自評工作

優化與校友會夥伴協
作關係，與同學分享升
學和就業的奮鬥歷程

優化數據收集系統

時間表

策略

12/13
(2) 舉辦家長興趣班和講座，加強學校與家庭間的

聯繫，提升家長有效教育子女的能力，與老師
共同承擔教育學生的責任，為培養學生良好品
格而一起努力。

13/14


14/15


(3) 組織家長義工隊，促進學校的有效運作。







(1) 協助「校友會」發展及舉辦各項活動，鼓勵畢
業班同學加入「校友會」。







(2) 邀請校友回校舉行升學和就業分享的講座。







(1) 檢視數據收集的範疇和流程。







(2) 適當使用自評數據。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