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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注事項

（2022/23 - 2024/25）

主要關注事項一：初高中課程銜接及發展全校文化藝術教育策略

關注事項 目標 2022/23 工作計劃 負責科組

1.1 完成初中三年整體課
程規劃，並完成初中
銜接高中的安排

讓初中同學能了解自己在
學習上的興趣與能力，為高
中的學習作好準備。

1. 落實初中學與教策略、學科課程安排，總體以藝
術教育為主導，加入處理學生學習差異的理念，

包括跨學科學習及協作、STEAM等，例如：
● 設計初中中公民及國民教育課程，銜接高中公
民與社會發展科；

● 設計考察活動，配合學科教學；
● 科學科調適課程內容、照顧學生學習需要；
● 科學、綜合人文與食物研習科共同發展教材，
加強橫向協作，同一課題以不同角度切入；

● 初中安排學生參訪食物生產工場、農場；
● 個別初中數學課題會跟電腦科共用教材，從不
同學科的角度教授同一課題，如：統計、比率、

坐標幾何等；

● 藝術學習加入處理學生學習差異的理念；
● 將編程教育融入初中電腦科；
● 音樂科將增加不同內容，讓學生接觸及體驗更
多不同類型音樂及聲音藝術作品；

● 舉辦音樂課後班、小型音樂會、田野錄音（
field recording）等教學活動；

● 安排觀賞音樂會、戲劇演出；
● 引入不同的體育活動體驗、包括箭藝、旱地冰
球、健球、搖搖等

中史、公社

中史

科學

科學、綜合人文、

食物研習

數學、電腦

視覺藝術

電腦

聲音與音樂

聲音與音樂、

表演藝術

體育



2. 訂定中三級課程及與中四級的銜接：
● 不同學科一起討論，設計六年一貫銜接課程，
並以藝術教育理念貫穿。

1.2 初中逐漸加強英語學
習的元素

讓學生能具備良好英語能
力以應付高中及之後的學
習。

1. 各學科的教學加強英語元素，包括日常課堂、課
業、教材等；

● 製作漢英詞彙對照表，為不同課題加入適合同
學程度的中英文閱讀材料；

● 安排學生欣賞包括英語在內的外語戲劇演出；
● 與香港非洲中心合作，設計多元文化學習活動
，讓學生有不同機會接觸英語

● 設計英文學習手記（English Journal）課業，使
學生有機會以英文多寫多思考

公社、科學、

數學

表演藝術

英文、

綜合人文

2. 在情況許可下，考慮融入英語教科書，讓同學在
各學科的學習中，學習不同語境。

所有科組

3. 課程設計當中，加入以全英語作學習、匯報、作業
的環節

所有科組

1.3 建立書院整體「藝術教
育」的氛圍，突出書院
作為以文化藝術教育
為辦學理念的特色

在校園建立文化藝術教育
氛圍，師生都能沉浸在一個
有利於文化藝術創作及欣
賞的空間。

1. 持續發展提供課堂以外的文化及藝術交流機會，
擴闊視野：

● 駐校藝術家計劃：陶藝媒介研習 / 水墨單元
● 中四、五級開辦多媒介藝術認知課程
● 高中音樂科持續發展校本課程；並持續舉辦
大、小型學生音樂會；

● 發展自主共學時間，強化藝術學習

視覺藝術

音樂

CPOP/DCA

2. 各科目的學習，盡量提供不同文化藝術的內容，
包括：

● 舉辦「閱讀獎勵計劃」、「寫作比賽」、「劇場演出
觀摩」活動、「讀劇及編劇工作坊」；

● 科學學習，加入藝術元素；

中文

科學



● 在不同課題加入各類藝術媒介的例子及相關文
化藝術內容；

● 高中英文科會設計不同學習主題如時裝、創意
英語單元、校本評核藝術講座等，加強結合藝

術與英語的學習。

綜合人文、公社

英文

3. 加強文化藝術中心統籌「藝術教育」的角色及策展
能力

文化藝術中心

助理校長

4. 重新規劃及管理校園公共空間，供創作及展示師
生作品

● 籌辦學生展覽、藝術分享及評論活動 視覺藝術

5. 發展「藝術科技（art-tech）」為藝術教育策略
● 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科將結合科技與藝術學習
以鼓勵學生進行創作

資訊及通訊科

技

1.4 持續發展高中「創意專
業導向課程」及「創意
藝術文憑」，在「創意
藝術文憑」已獲資歷架
構第3級認可下，爭取
更大的認受性及學生
升讀專上課程的機會

為「創意藝術文憑」爭取更
大認受性。

1. 向政府爭取讓「創意藝術文憑」的資歷等同香港中
學文憑5科2級（包括中英文）的資格：
● 進行課程每五年一次的校內自評；
● 發展Studio-based學與教安排；
● 加強英語學習

校長團隊

CPOP/DCA

2. 持續與本地專上院校洽談，讓院校能直接承認「創
意藝術文憑」資歷以取錄學生升讀專上課程

● 繼續完善課程內容，包括加強語文學習，讓學
生在藝術創作以外，亦能掌握通識能力，有助

他們未來發展；

● 持續加強課堂外的學習經歷，豐富學生的思維
素養，令他們的創作更具內涵深度；

校長團隊

CPOP/DCA

3. 計劃將「創意專業導向課程」的課程於中三級開展
以讓同學可及早學習相關創作

CPOP/DCA、
初中團隊



主要關注事項二：持續推展學生全人發展

關注事項 目標 2022/23 工作計劃 負責科組

2.1 持續支援學生成長
需要

讓學生建立身心健康的生活模
式並及時提供支援。

1. 繼續透過不同的專業人士，包括學校社工、輔導
心理學家、臨床心理學家等向有需要的學生提供
支援

學生發展

2. 加強班導師作為第一線處理學生問題的能力，並
為班導師提供適切培訓

學生發展

3. 繼續推廣「正念」修習，使學生能處理個人情緒。 學生發展

2.2 加強發展生涯規劃 為學生提供多元的發展機會，
使他們能對未來的發展有更多
元思考。

1. 繼續物色校外資源及計劃，擴闊學生對未來發展
想象，
● 與舊生會協作推行「師友計劃」
● 籌辦「產品設計工作室」，並邀請設計師成為
「設計與應用科技科」學生師友，以協助學生作
專題創作；

● 籌辦「產品設計專業首辦模型製作課程」，以發
展一套與設計文化相關的網上課程，供書院成
員自學

學生發展、
舊生會

設計與應用科技

2. 與校外機構合作，參與各種生涯探索計劃，為學
生提供各類型實習及支援，建立個人發展目標：
● 計劃與玩具廠商合作，舉辦STEAM比賽、活動
及展覽

STEAM

3. 訂定六年一貫的校本生涯探索計劃，讓學生認識
自己，支援初中及高中銜接

學生發展

2.3 發生學生自主及領
導能力

使學生能主動設計、施行並帶
領多元活動，發展領導才能。

1. 繼續向學生提供資源，以讓他們自發設計課外活
動：
● 發展運動項目校隊

學生發展

體育

2. 向師生提供簡明清晰的活動設計指引 學生發展



3. 繼續以Student Voice讓師生交流校政 學生發展

主要關注事項三：持續改善書院行政管理制度及加強對外聯繫

關注事項 目標 2022/23 工作計劃 負責科組

3.1 梳理行政架構、制
度及權責

在堅持民主治校理念之同時，
理順各部門之間的權責，以達
更有效率的管理。

1. 統整各類人事、招聘及合約 校長團隊

2. 提供一套清晰易明的評鑑制度 校長團隊

3. 統整校務處及各部門的功能及分工 行政經理

4. 重新編寫教師手冊，並作出必要更新 校長團隊

3.2 提升中層管理人員
賦權承責的意識

加強中層管理人員的領導能
力。

1. 提供誘因，鼓勵同事承擔領導職務 校長團隊

2. 明確下放權力予中層管理人員在其職責下的決策
權

校長團隊

3. 鼓勵中層管理人員參與由教育局及大學舉辦的學
校管理課程

教師發展組

3.3 加強對外聯繫 加強書院與社區及外界的聯
繫。

1. 與「九龍城民政事務處」加強聯繫及協作 校長團隊

2. 與文化、藝術、設計等領域的公私營機構加強協
作，為學生提供更廣闊的學習、實習機會

校長團隊

3. 與社區不同組織聯繫，建立書院與社區的連結 校長團隊

本學校周年計劃已於2021-22年度校董會第四次會議議決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