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培聖中學
2012-2013 年度
學校報告

1.

學校本年度的基本資料
1.1

2.

本年度學校共開辦 28 班，中一至中六學生人數共 941 人，教師 70 人（包括一名外籍
英語教師）
。本年度中六畢業生共有 165 人。

學校行政
2.1

校董會
本年度校董會成員共 8 人，包括校監陳德雄神父、註冊校董王美笑修女、康文海先生、
馮應謙先生、蕭思銓校長、校友校董梁嘉明先生、家長校董鄧炳才先生、教師校董
潘永強副校長。

2.2

教師手冊
經過這幾年的操作及多番檢討，學校的管理架構與日常運已趨穩定及成熟，在同事的
集體努力下，已完成更新整部教師手冊的工作，將會在下年度正式實施。

2.3

籌備成立法團校董會
學校將於下一年度 8 月底前正式成立法團校董會，將校本管理進一步完善。現已進入
最後教職員培訓及全面資產盤點的階段。

2.4

成立獎學金
為了進一步獎勵勤奮好學的同學，透過校友的聯繫，學校獲得一位有心人贊助五十萬
元的升讀海外英語大學獎學金，名為《天主教培聖中學海外留學資助及獎勵計劃》。
獎學金以五年為限，每年約獎勵三位成功申請入讀海外英語大學的畢業生。另《天主
教培聖中學海外留學資助及獎勵計劃》亦會獎勵考獲國際英語水平試佳績的學生，
每名可獲約 1500 元的獎學金。有關獎學金將透過《中國燭光教育基金》發放及監察
執行。
配合現有的《李耀波獎學金》、《校友會分科獎學金》、《家教會十優學生獎學金》及
《教區學校助學金》，學校在這方面的發展已相當完備。再加上社會上各項不同的
獎助學金，學生只要有心，升讀大學將不會是一件遙不可及的事。

2.5

建立與海外大學的姊妹學校聯繫
本年度學校銳意開拓學生海外升學的安排，先後跟 14 間台灣大學結盟，加強聯繫，
以方便推薦同學升學。5 月期間，再跟美國加洲西北理工大學（NPU）簽訂姊妹學校，
推薦有興趣到美國升學的學生。

2.6

區本及教育局學校分享
本年度學校先後多次派出老師協助教育局分享優質教育經驗，當中包括教育局主辦
「元朗分區區本分享 - 學生支援分享」、教育局投訴科主辦「處理學校投訴分享
（家長）
」及教育局德育組主辦「訓育及輔導工作巡禮 - 心靈教育的啟迪」等。

3.

學與教
3.1

網上閱讀及學習平台
本年度學校大力推廣學生網上學習平台，iRead 及 English Builder，透過有關平台
促進學生的知識量及閱讀習慣。配合本年度的閱讀計劃及多次的書展，學生在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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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已經有量的改變。期望來年進一步有質方面的提升。
3.2

專題研習
踏入第四個年度，專題研習的焦點已轉向質素方面的要求。當中學生對題目選擇的
多元性、團體溝通合作能力的培育，以至獎勵以英文進行匯報，都是重點。期望報告
的質素每年都有所提升。

3.3

全方位學習日
經過兩年的檢討及試驗，本年度學校發展出校本的全方位學習日制度。於每個學期
考試對卷日結束後，學生都要參加為期三日的全方位學習日。當中希望做到大部分的
境外考察活動、OLE 活動及課程延展活動都可以安排在這三天進行；配合每個星期
三下午的聯課活動，並各級利用每星期的周會時段，老師可以更靈活地運用及調動
時間，安排學生的 OLE 及課程延展活動，減少對正常課堂的教學影響。

4.

學生支援
4.1

升學輔導
本年度就學生升學的預備工作，除了帶領學生到本地的專上院校參觀外，出席海外升
學博覽會及實地考察都是升學就業輔導組的重點工作。配合已趨成熟的亦師亦友計劃，
及一連串的升學講座，高中生的升學規劃已相當全面。

4.2

多元遊學發展
本年度由於有關愛基金的資助，同學可以有機會到不同的地區進行學習。學生考察的
地方包括肇慶、上海、台北、台中、泰國、加拿大等。透過參觀不同的歷史建築、
博物館、大學、聖堂、旅遊局，接觸當地的學生、老師、不同行業的服務員、以至
生活在當地的校友師兄等等，同學可以擴闊視野之餘，亦在不同的刺激下，反思自己
的生命與未來。

4.3

心靈教育進一步推廣至家長及學生
經過四年的培訓預備及畢業班試點活動，本年度已進入另一階段，中大心靈教育的
同事，開始為我們的家長及初中同學舉辦工作坊及課堂教學。學校明白心靈教育的
推展是要循序漸進的，推廣至家長及進入課室的工作仍要持續幾年，才可以感染每個
學生、家長。來年將會進一步在量及質方面推展開去。

5.

6.

教師專業培訓
5.1

本年完成兩次識別精神病患學童及如何照顧有關病童的培訓。由教區教育心理學家
黃嘉茵小姐主講，期望同事能有初步的認識。學校會安排訓輔老師分批再接受深化
課程，增強照顧這類學童的能力。現時已有三位老師完成有關急救課程。

5.2

中大教育研究所的「心靈教育 - 學與教的終極關懷計劃」於 11 月 15 日為學校舉辦
教師發展日，讓老師可以互相交流，聆聽不同老師的心聲。

5.2

Fuiji Xerox 及 eclass 兩間公司，於 2 月 6 日到校為老師舉辦工作坊，介紹 E-Library、
電子書、圖書館保安系統及家校溝通 Apps 的最新發展。

家校合作
6.1

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於 10 月 27 日舉行，是次並邀請得曾繁光醫生（精神科）到校向
家長講解如何改善親子關係。

6.2

配合中大教育研究所的「心靈教育 - 學與教的終極關懷計劃」，關俊棠神父於 2 月
28 日到校為 SEN 家長舉辦心靈教育工作坊，教導這批家長面對日常在照顧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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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計劃的導師亦於 3-5 月期間到校，為 2E 班設計班本課程，為 SEN 學童注入
心靈養份。

7.

6.3

家長教師會於 4 月 14 日舉辦參觀沙頭角圍村暨親子旅行，讓家長可在親子活動中，
瞭解沙頭角圍村的建築特色。

6.4

家長教師會繼續舉辦中一及中二功課輔導班及英文輔導班，由正在大學攻讀的本校
畢業生教授。

6.5

家長教師會繼續頒發「十優學生獎學金」，截至第二學期共有 7 位同學獲獎。

校友會
7.1

校友日於 2012 年 10 月 13 日舉行，當天除了頒發校友會獎學金予升讀大學的優秀
同學（包括新安排之分科獎學金）及在體藝有傑出表現的學生。

7.2

｢美加英語學習獎勵計劃｣。加拿大校友會，願意以獎學金形式，每年接待不超過五位
貧窮或低收入的高中同學到加拿大參加暑期英語課程，期間同學會住在校友家中，
並參加當地的英語班，學生須負擔約一萬五千元的機票。香港校友會則負擔有關英語
課程的費用。就計劃的第一年來說，主要對象為中六級，因為他們有機會在公開考試
後做暑期工賺取旅費，學校亦通知了中四、五級的同學，若有興趣應該儘早籌算，
儲蓄有關旅費，以備日後申請有關學習計劃。

7.3

校友會於 1 月 28 日安排了兩位校友跟今屆負責年宵市場攤位活動的同學面談，最後
決定投資一萬元，令學生有更多資本經營是次年宵攤位。最後校友會是項投資，獲得
相當之回報。

7.4

本年度的｢亦師亦友計劃｣繼續推行，除以往已參與是項計劃的校友繼續支持外，
梁達文校友、吳偉聰校友及陳月勝校友都加入計劃，分別就金融與財務管理、創業與
零售及中醫與趺打三個行業跟師弟妹進行分享交流。再一次感謝所有協助是項計劃的
各位校友。

7.5

經多月籌備「梁玉泉堂」由以往的 204 電腦室，搬到一樓圖書館，正式成為一個有先進
教學設施的講堂。5 月 4 日當天，梁玉泉老師在贊助人陳志明校友及校友會主席梁嘉明
校友陪同下，舉行了揭幕剪綵儀式，很多梁老師的高足都有出席，場面溫馨熱鬧。

8.

學生校外成就（見附表）

9.

來年計劃
在現有的發展基礎上，培聖中學在來年將繼續下列幾方面的發展。
9.1

培育方面
9.1.1 須進一步加強學生升學就業輔導工作，在中三及中四級多跟學生討論前程問題，
及早讓學生思想成熟。

9.2

9.1.2

加強外地升學的輔導工作，長遠增強學生的競爭力。

9.1.3

鼓勵學生參加校外比賽，多吸取經驗，增強自信心。

學務方面
9.2.1

高中方面須加強對有心無力的學生的照顧，提升整體公開試的合格率。

9.2.2

初中方面須加強課業的改正要求，減少學生積累更多錯誤知識或「不懂得」
而升班。

9.2.3

強化學生的閱讀習慣，促進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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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天主教培聖中學
2012-2013 年度學生校外成就

項目名稱

得獎學生

獎 項
女子甲組 100 米自由泳亞軍 6B 任凱詩
6B 任凱詩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

女子甲組 50 米自由泳季軍

元朗區學界游泳比賽

男子甲組 100 米背泳第四名 6A 蕭進樂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

元朗區學界越野比賽

男子甲組 50 米蝶泳第五名

6F 黎伊浚

男子甲組個人冠軍

4B 梁曉峰

男子甲組個人第五名

6F 黎伊浚

男子甲組個人第七名

5B 利沛坤

男子甲組團體冠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

元朗區學界田徑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

全港中學校際體操比賽
香港柔道總會主辦

香港校際柔道錦標賽
香港大學學生會柔道會主辦、

4B 梁曉峰、6F 黎伊浚、5B 利沛坤、
5E 廖展豪、5B 徐壬瀧、6B 蔡浩鋒

男子甲組 5000 米季軍

4B 梁曉峰

男子甲組 1500 米季軍

6F 黎伊浚

男子乙組 100 米季軍

4C 鄧卓朗

男子乙組 200 米季軍

4C 鄧卓朗

男子乙組 4X100 米季軍

4C 鄧卓朗、4D 羅子謙、4E 雷浩賢、
4E 徐泓鋒

男子高級組跳馬季軍
男子高級組自由體操季軍

3A 宋劭晞

男子高級組雙槓季軍
女子高級組 42 kg 季軍

2E 戴宛靖

女子組 42 kg 季軍

2E 戴宛靖

男子初級組 46 kg 季軍

2E 羅兆濠

男子中學生組 3000 米冠軍

4B 梁曉峰

正東柔道會協辦

香港學界柔道邀請賽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
林匹克委員會主辦

中銀香港第五十六屆體育節
2B 朱曉楠、2B 蘇嘉熙、3B 簡俊輝、

黃大仙區康樂體育會、香港體育

4C 陳力、4C 張子禧、4C 林境峰、

（國際）管理有限公司合辦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中國香港

季軍

4C 辜永仁、4C 黃正輝、4C 溫學民、
4C 蘇偉龍、4D 辜永豪、4F 吳家善、

閃避球總會協辦

5C 徐家灝

2013 全港校際閃避球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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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天瑞乒乓球會主辦

天瑞乒乓球球會比賽

獎 項

得獎學生

少年組亞軍

1C 李嘉樂

中國香港傳統武術總會主辦

級別：小念頭

2013 全港武術公開賽

獎項：銅章（第 3 名）

李勁德武術訓練中心主辦

男子 B 組小念頭金獎

2D 彭兆瑋

第三屆省港澳

男子 A 組小念頭金獎

5F 梁梓鍵

傳統舞術邀請賽

男子 A 組小念頭金獎

6E 何健聰

香港中國國術龍獅總會主辦

男子中童 A 組套拳二等獎

2A 陳駿瑋

第三十二屆全港公開

男子青年組套拳三等獎

2D 彭兆瑋

國術群英會 2013

男子少年 A 組套拳一等獎

5F 梁梓鍵

中文獨誦亞軍

2B 岑煥儀

中文獨誦季軍

3E 林靖浠

英文獨誦季軍

2B 陳曉潁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

第 64 屆學校朗誦節

2D 彭兆偉、5F 梁梓鍵、6E 何健聰

天主教香港教區主辦

2012-2013 天主教

宗教教育獎

6E 劉展諭、6E 何健聰

香港教區宗教教育獎
天主教香港教區主辦

2013 教區數學比賽

5A 羅翊銘、5A 鍾天佑、5A 文頌林、

優異獎

5A 蕭家朗、5A 蕭家勁、5A 翁美林
2B 陳曉潁、2B 岑煥儀、2B 施凱頤、
2B 黎詠芝、3A 歐曉慶、3A 鄭珮因、

天主教香港教區主辦

香港天主教教區中學

英語話劇組冠軍

3B 馮梓珊、4A 邱曉宇、5C 周德賢、
5C 徐家灝、5C 何洺祺、5C 麥亮軒、

﹙英文科﹚天才表演

5C 黃諾軒
教育局外籍英語教師組主辦

Speak-up Act-Out Improvised

The Best English

4B 許悠美

Drama Competition 2013
香港歷史博物館及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主辦

高級組（多媒體製作）冠軍

校際歷史文化專題研習比賽
傑出演員獎
香港藝術中心主辦

學校戲劇節

6B 彭文超、 6B 陳寶圖、6B 殷琪、
5B 梁楗鑫、5B 區靜雯
3A 班劉麗霞、5C 李嘉雯
天主教培聖中學戲劇組

傑出舞台效果獎

舞台監督 - 3C 陳渟
執行舞台監督 - 3C 陳嘉琪、3D 余彩雲

天水圍居民服務協會
及元朗區議會主辦

中學組冠軍

愛心聖誕咭設計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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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 賴煒鋒

項目名稱

獎 項

得獎學生
4B 陳芷欣、4B 陳靖融、4B 周敏怡、

新青年論壇主辦

第七屆 DV 頭青年社會觀察

中學組冠軍

4B 梁曉鋒、4B 黃顯博、4B 張敦治、
4B 鍾斌

行動「我城」短片比賽

4B 陳芷欣、4B 陳靖融、4B 周敏怡、

「深水露宿問題」
香港樹仁大學及
家庭學習協會主辦

第一屆通識微電影比賽

4B 鍾斌

「何東花園的保育問題」
微電影 - 「最佳通識意念獎」
及競賽組「優異獎」

6B 彭文超、 6B 陳寶圖、6B 殷琪、
5B 梁楗鑫、5B 區靜雯
2B 岑煥儀、2B 葉文意、2B 施凱頤、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及
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主辦

4B 梁曉鋒、4B 黃顯博、4B 張敦治、

微電影 - 最佳通識意念獎

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零可以成真」短片比賽

2B 黎詠芝、3F 周詩嘉、3F 歐芷蕎、
3F 何偉業、3F 何浩然、3F 張梓鋒、
3F 張子軒

香島中學主辦

「第三屆智趣無限！
智力玩具嘉年華」展覽

三等獎

1B 區子軍

T 字之謎
元朗區撲滅罪行委員會主辦

少年組全場亞軍、

T 立方 2012 青少年

跑步組冠軍、堅毅之星

三項鐵人訓練計劃

單車組冠軍、最有品獎

3A 陳松深
2E 黃子聰
4B 梁淑茹、4A 張毓彥、4B 岑燕虹、

達文西教育機構主辦

最佳團隊獎

4B 蕭天嘉、4C 陳力、4C 蘇偉龍、
4C 余家韻、4D 黃天祐、4A 陳康儀、
4A 陳慧、4A 何軒樂、4A 郭家輝

「小行動、大改變」
社區關懷計劃 2013

4C 蔡敏霞、4A 盧倩婷、4A 呂靜雯、
最佳進步獎

4B 陳靖融、4C 林琬珊、4C 謝宇僑、
4C 王可欣、4D 謝文鳳、4F 楊若嵐

誇啦啦藝術集匯主辦

BRAVO!香港青年劇場獎

香港青年劇場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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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劉麗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