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age 1  

樂 道 中 學 
Lock Tao Secondary School 
 
地址：沙田大圍美林邨 
電話：2602 1000    傳真：2692 7712 
網址：http://www.locktao.edu.hk 
電郵：school@locktao.edu.hk 
 
校務報告 2011-2012 
 
辦學宗旨 
 本校秉承校訓「誠信好學」的精神，致力為學生提供德、智、體、群、美、靈均衡的教育為

辦學宗旨。傳授學生不同學科的知識；陶冶其個人素質、品德和基督教價值觀；教導同學們與人

相處之道；培養其藝術修為和體育精神。鼓勵學生發揮潛能，建立自信，並以愛心服務社會，造

福人群。 
 

學校資料 

學校簡介 

樂道中學創辦於一九六二年，為一所基督教中學。在一九八二年轉為全資助中學。一九八九

年九月，本校更接受前教育署遷校建議，由何文田分期遷往沙田現時校址上課。 

 

班級編制 

本校在 2011-2012 年度開設中一、二各三班，中三、中四各四班，中五、中六各五班，中七

兩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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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一覽表 
年級 

科目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中五級 中六級 中七 

文商科 
中七 
理科 

英國語文         

中國語文         

中國語文及文化         

數學         

數學選修單元一         

純粹數學         

數學與統計         

科學         

物理         

化學         

生物         

組科(化學+生物)         

電腦認知         

資訊及通訊科技         
普通話         

通識教育         
中國歷史         

中國文學         

歷史         

地理         

經濟         

旅遊與款待         

會計學原理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論         

視覺藝術         

音樂         

體育         

基教         
升學狀況 

每年本校均有不少畢業生升讀本港八所大學之學位及副學位課程，如修讀工程學、屋宇裝備

工程、測量學、理學糸、護理學、工商管理學、會計學、傳理糸、英語教學及英語研究雙學

位、社會科學、教育學、文學系等，成績理想。 

 

教師資料 

教師學歷 

本校共有教師六十三位，全部老師曾受或正修讀正規師資訓練，100%教師具備學士學位，44%
教師更具碩士學位，任教英文及普通話之老師均全部通過語文基準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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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項 
管理及策劃 1. 本校校董會經常舉行會議，討論校務之發展及對學校政策提出寶貴意見。

2. 本校法團校董會設立執行委員會，就學校重要政策提供意見，積極參與

學校事務。 

3. 由學校中層管理人員組成之行政組定期舉行會議，檢視學校之重要政策

及監察校務之發展。 

4. 本校設有二十個科務小組，由科主任定期召開科務會議，確定教學目標

及課程進度，並領導科務工作。 

5. 校方積極鼓勵教職員參與校務，教職員可透過其所屬行政組及科組會議

反映意見。本年舉行了四次全體教職員會議商討校務。 

6. 每兩星期舉行一次全體教師簡佈會，令老師明白學校最新發展及就學校

校務提供意見。 

7. 就本年所推行之校本管理進行了廣泛徵詢及討論，制訂了本年校務計劃

書。 
學與教政策 1. 為發展學生的思考能力，課堂教學鼓勵互動學習，著重訓練學生的批判

性思考能力及評論能力，鼓勵學生進行自評及互評，推動自主學習。同時
亦鼓勵老師互相交流意見，於不同學科進行同儕互助觀課及跨科觀課，彼
此觀摩。 

2. 於初中中文、英文、數學科及高中中文、英文、數學及通識科按能力分
組小班教學，照顧學習差異；並開展合作學習，以發揮小班教學之效能。

3. 透過小班教學、多媒體語言學習中心之使用及舉辦各類型活動以提高同
學學習語文的興趣，提升他們的讀、寫、聽、講能力。 

4. 於全方位學習時段，透過跨科組協作及與康文署及地區團體合作，為學
生提供不同的學習經歷，培養學生各種共通能力，協助其建立「個人學習
歷程檔案」。 

5. 本校獲「英語提昇計劃」撥款，推動英語教學，提昇教學效能，培訓英
語大使，舉辦英語寫作工作坊，製作學生英語雜誌。 

6. 本校除重視課堂上知識之傳授，亦著重於課堂外舉辦活動，以提高同學
對各科之興趣，如： 
a. 英文科定期舉辦趣味性活動，如英語歌唱比賽、校園電台、狗醫生

到訪活動、英語日、外籍福音樂隊交流活動； 
b. 中、英文科推動「廣泛閱讀計劃」，訂閱報章及購買課外讀物，並設

閱讀獎勵計劃；此外，中國語文及文化科及英文科亦安排中六／中
七同學定期於早會上作時事分享； 

c. 除沙田區考察外，通識教育科還安排同學到中環及灣仔作文化探究。
d. 數學科亦舉辦了計數機運算比賽、數學解難活動及數學挑戰站； 
e. 地理科組織野外考察、舉辦節能工作坊及地理研習日營，使學生能

將所學得的地理知識應用到實際環境中； 
f. 中史及歷史科帶領同學參觀不同的博物館以讓同學看到歷史的真實

面貌； 
g. 生物科組織生態住宿營，使學習與生活結合； 
h. 普通話科舉辦班際及粵普聆聽比賽，組織同學參加外間舉辦的普通

話朗誦比賽及班際歌唱比賽； 
i. 視覺藝術科帶領同學參觀藝術展覽及組織同學參加不同類型的視覺

藝術比賽； 
j. 旅款科安排學生參觀酒店、職業訓練局及舉辦泰國境外旅遊業及領

隊體驗之旅。 
k.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組織同學參加港澳青少年網絡技能大賽。 

http://www.locktao.edu.hk/sdp/1112/1112_learning_dif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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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圖書館定期舉辦不同題材的閱書會及獎勵活動，提升同學的閱讀氣氛。
8. 設立「每月之星」獎勵計劃、學業成績優異獎、學業成績進步獎及學科

獎，以鼓勵同學努力學習。 
課程 1. 因應同學的學習能力，於初中之中文、英文、數學、通識教育及科學以

「促進學習的評估」理念設計課程，以照顧學習差異。 

2. 本校自行研製「網上追蹤性評估平台」，記錄學生於施行「以評促教」科

目的學習成果，為學生提供適時適切的評估紀錄。 

3. 本校獲「優化英語提昇計劃」撥款，於初中數學科及科學科推行英語延

展教學活動。 

4. 為照顧學習差異，於中一、二設課後學習支援計劃，亦於評估方面作出

配合。如擬設不同程度之考卷及增值題，提升同學的學習動機。 

5. 於中文科設立課程發展專員，協助進行課程調適及銜接高中課程。 

6. 設立校本評核小組，統籌及監察各科施行校本評核之進度及上訴事宜。

7. 加強人文學科、科學學習領域、資訊科技領域及藝術領域內各科之協作，

豐富學生學習經歷。 

8. 安排部份中五學生報讀應用學習課程，讓學生能發揮多元智能及作多向

發展。 
課業政策 1. 本校因應各科之不同需要而訂立不同的課業份量。 

2. 鼓勵各科課業類型多元化，除工作紙外，還包括剪報、專題研習報告、
模型製作、實驗報告等。 

3. 本校亦設立檢查習作簿制度，以了解同學之功課表現及監察老師之批改
質素。 

學生輔導與訓育 1. 特設立學生成長小組統籌學生的品格教育工作。透過舉辦不同活動，幫
助學生建立正確的人生觀，培養他們成為身心健康的人。 

2. 本校屢獲香港基督教服務處頒發「關愛校園」獎。評審團讚揚本校在「關

愛大使計劃」、「我做得到獎勵計劃」及「助人為樂服務計劃」等能凸顯

學校對關愛精神的重視及實踐。 

3. 本年邀請了路向四肢傷殘人協會梁子微博士來校講述個人奮鬥史。同學

對子微博士的毅力十分敬佩，其後，亞洲電視更訪問本校 4 名同學，談

談個人感受。 

4. 舉辦中一迎新活動，使同學盡快適應中學生活。 
5. 推行「伴我同行計劃」，訓練高年級同學協助中一、中二同學適應中學生

活。 
6. 舉辦「色情文化」講座、「青春 TEEN 地」小組及「兩性相處」工作坊，

向同學灌輸正確的性教育知識及價值觀。 
7. 舉辦「家在香港」新移民小組，為來港不足一年新移民學生提供適應及

英文輔導。 
8. 推行「我的目標」計劃及「我有我方向」小組，幫助同學訂立學習目標，

增強自信心。 
9. 透過舉辦活動，例如比賽、講座、參觀等，增加各同學在升學及就業方

面的知識。 
10. 推行「校服及儀容端整獎勵計劃」，加強同學對校服及儀容的重視。 
11. 推行「自新計劃」，鼓勵違規同學積極改善不良行為。 
12. 推行「守時獎勵計劃」，以提高同學對守時之重視。 
13. 舉辦「中一生活教育營」及「精兵訓練營」活動，除訓練同學的體能外，

更培養同學服從及遵守紀律的精神。 
14. 與衛生署合辦中一級「成長新動力」生活技巧課，幫助同學學習處理情

緒，對生活建立正面態度及促進心理及社交健康。 



 Page 5  

15. 與青少年服務處合辦中二級及中三級「共創成長路」計劃，透過培育青
少年不同的潛能、確認他們的能力、加強青少年與他人的聯繫和建立清
晰及正確的價值觀，以促進青少年的全人發展。 

16. 舉辦輔導周主題活動「愛心滿校園」，帶出同學之間和睦相處，關心別人
的重要。 

17. 舉辦「學生長訓練營」、「和諧大使訓練計劃」及「朋輩復和技巧訓練計
劃」，提高學生長管理及處理同學糾紛之能力。 

其他學習經歷 1. 透過不同科組及學會活動進行課堂以外之學習。對於學生的活動情況及

成就，本校均以壁報及網頁展示，予以嘉許和肯定。 

2. 運用「全方位學習」時段，為不同年級的學生規劃具規模之學習藍圖，

並通過有關活動提升其個人素質，適應社會的未來發展模式。 

3. 學校與學生會經常舉辦不同形式之活動，讓每位學生在關愛文化的薰陶

下，得到豐富的學習經歷。 

4. 在組織架構上，每學會均設有三至四名高中學生為核心幹事，與導師共

同策劃適合初中學生之活動，從而加強高中學生的領袖培訓。 

5. 為使更有效發展全人教育理念，本校中一級學生均被安排參與制服團體

訓練，藉以培養其紀律性及主動幫助別人的態度。 

6. 本校倡議各級班會均須安排學生承擔不同的角色及負責崗位，務使他們

在個人的專長上各司其職，發渾潛能及盡展所長。 

7. 本校定期舉行師生交流活動及級本活動，以加強校園互愛文化，建構各

班同學之間的凝聚力，從而提升他們對學校之歸屬感。 

8. 鼓勵學生多參與校外及校內班際、社際活動和比賽，從而發展學生的專

長和興趣，並建立其個人終身學習的精神。 

9. 鼓勵學生積極參與社區服務活動，例如實地考察、關懷長者、探訪弱勢

社群等，培養他們成為良好公民。 

10. 延展「體育服務大使」的工作範疇，為區內伙伴小學的陸運會，以及為

學界體育聯會的比賽擔任裁判，讓學生學會服務別人，更懂得待人接物

的修養。 

體育發展 1. 初中以「健康成長」為目標，加強心肺功能的鍛鍊，增強學生的體能，

教授隊際運動，培養團體合作精神。 

2. 高中則以培養「個人終身運動」為目標，介紹多元化的個人運動，例如

保齡球、高爾夫球等；提高隊際運動的技術和團隊精神，培養學生終身

運動的理念。 

3. 本校更於多年前創立板排球運動，全面於中一至中三級推行；甚受學生

歡迎。 

音樂發展 1. 本校提供多元化的音樂活動，旨在發展同學之音樂潛能，以達至全人發

展。音樂活動包括中國器樂班、中樂團、流行歌唱班及合唱團。課堂方

面亦注重演奏、創作及音樂評賞的訓練。 

2. 本校鼓勵同學參加公開比賽，例如歌唱比賽、學校音樂節等，以對個人

之音樂才華作出肯定。 

3. 安排中樂團及合唱團參與校內及校外表演活動，以增加同學的表演經驗

和服務社區的機會。 

道德及公民教育 1. 透過專題講座、德育話劇及班主任課，提升個人行為修養及建立積極人

生觀。 
2. 推行「我做得到」蓋印獎勵計劃，鼓勵同學實踐良好行為。 
3. 培訓樂道大使，參與「綠化校園計劃」、「一人一花」及「無冷氣日」等

活動，藉此提升學生環保意識。此外舉辦籌款、捐血等活動鼓勵同學參

與社區服務。 
4. 舉辦國慶專題活動、參加國內文化交流團，加強同學的國家民族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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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名學生參加校內及校外不同類型的獎勵計劃，以鼓勵同學在學業及品

德上力求進步。 
6. 舉辦「樂道中學傷健同樂日」，鼓勵同學關心社區，愛護弱勢社群，以建

立平等共融的社會。 
7. 舉辦「樂言會」，加強校方與同學之溝通。 
8. 早會設中文及英文時事分享環節、舉辦十大新聞選舉，讓同學對社會議

題作出反思。 

9. 舉辦應屆畢業同學惜別會，培養同學對學校之歸屬感。 

10.推行「課室整潔」比賽，鼓勵同學愛惜校園。 

資訊科技教學 1. 本校積極推動資訊科技教學，以提升教與學效能。 

2. 共設置兩間電腦室及一間語言學習室。 

3. 舉辦各類活動如工作坊及比賽，以提高老師及同學對資訊科技的認識。

4. 使用內聯網作教學用途，並加強老師及同學之間的溝通。 

樂道獎勵計劃 1. 樂道獎勵計劃設最佳表現獎、傑出進步獎、傑出運動員獎、傑出課外活

動表現獎，鼓勵同學在學業、操行、課外活動及服務上力求進步，發揮

潛能，爭取佳績。每位獲獎者皆可獲基督教樂道會獎學金。 

學生會 1. 舉辦各類型學生活動或比賽，以服務同學為己任，並培養學生會幹事之

領導才能。 

2. 定期舉辦分享會，向校方回饋同學對學校之意見，成為彼此溝通的橋樑。

3. 與其他學習經歷組協辦康文活動，讓同學在忙碌的學習中得以鬆弛。 

4. 與道德及公民教育組合辦敬師日，增強師生溝通，培養尊師重道的精神。

社區聯繫 1. 與母親的抉擇合辦性教育講座，又與明光社合辦「性教育工作坊」，灌輸

學生正確的性知識及價值觀。 

2. 與新念坊及衛生署合辦講座、攤位遊戲及工作坊，指出毒品的禍害及遠

離毒品的好處。 

3. 校長獲選為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大學與學校夥伴計劃管理委員會委員，合

作發展師資培訓——「全校良師教學專業啟導合作計劃」，為準老師提供

一個良好的實習環境。本校英文科老師亦為有關計劃的指導老師。 

4. 校長帶領數學科同工與香港理工大學共同籌辦全港十八區(沙田區)小學

數學比賽。 

5. 本校學校發展組聯同英文科及數學科為區內小學生舉辦「沙田區小學英

語、數學能力促進班」，以協助小學生加快適應升中的英語課程。 

6. 校長獲選為公益少年團新界東地域代表沙田區執行委員會主席，與區內

校長共同為中、小學公益少年團團員組織活動。 

7. 校長獲選為香港學界體育聯會沙田及西貢區執行委員會主席，協助組織

及推動區內中學之各項球類及田徑比賽。 

8. 校長獲委任為香港浸會大學及音樂系諮詢委員會委員，就學院及學系發

展提供意見。 

家校溝通 1. 舉辦家長日與家長晚會，加強學校與家長的溝通。 
2. 與家長教師會合辦「網絡欺凌」講座，亦舉辦工作坊、家長分享小組及

家長祈禱會，使家長有機會交流教導子女的心得。 
3. 家長教師會舉辦「親子燒烤樂」及「親子自助餐」，增進家長和老師之間

的聯繫及親子關係。 
4. 家長教師會定期出版會訊，加強會員溝通。 
5. 家長代表出席學校膳食委員會，積極參予校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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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外修業獎勵     

校內獎勵      

基督教樂道會獎學金（獎學金由樂道會捐助） 

最佳表現獎 金 獎 張貴興(1B) 戴潤桐(2A) 黃勤(3A) 區少君(4A) 

  文智鋒(5A) 吳亦琳(6D) 劉秋雁(7A)  

 銀  獎 陳澤培(1A) 倪可琳(1B) 黃德尖(2A) 葉綺雯(2A) 

  馮子伊(3A) 曾泳欣(3A) 李浩德(4A) 胡焯恒(4A) 

  鍾安妮(5B) 吳惠華(5B) 陳敏羚(6A) 馮心梦(6D) 

  周宇晴(7S) 關美婷(7A)   

 銅  獎 黃頌華(1A) 余泳霖(1A) 蘭康(1B) 張榆(2A) 

  李文林(2B) 劉靈敏(2A) 葉家安(3A) 羅柱輝(3A) 

  林澤(3A) 劉寶冰(3A) 霍曉彤(3A) 張梓華(4A) 

  余芷楓(4A) 黃欣(4A) 陳詠儀(4A) 張浩林(4A) 

  鄧倩欣(4A) 王寶儀(5B) 何惠婷(5B) 黎縉熹(5A) 

  霍秉廷(5A) 施晓紅(5B) 孫光耀(6D) 蘇敏(6E) 

  沈焱彬(6B) 梁振國(6B) 黃嘉怡(6A) 湯博文(7A) 

  鍾國民(7S) 劉浩昀(7S)   

傑出進步獎  潘承軒(1C) 潘浩燊(2A) 梁幸怡(2B) 高慧榆(3B) 

  李浚豪(3D) 周伊麗(4A) 梁道偉(4B) 霍秉廷(5A) 

  胡酉臆(5C) 湯博文(7A) 周宇晴(7S)  

傑出運動員  余泳霖(1A) 潘承軒(1C) 阮晴(2A) 陳姿霖(3B) 

  陳家燁(3C) 余嘉誠(3D) 李卓穎(4B) 陳偉堅(5B) 

  吳旅盛(5C) 謝綺琦(5D) 陳煒嘉(6C) 周嘉良(6D) 

  關美婷(7A) 莫文健(7S)   

傑出課外活動獎 陳敏羚(6A)    

 

校外獎勵 

校外比賽獲奬名單 

甲、 校際比賽 

 

1. 觀塘區田徑運動大會 2011 

個人項目：  2 銅 3 項成績優異    

 男子少年組 800 米 第六名 4C 李皓然 

 男子少年組 1500 米 第八名 4C 李皓然 

 女子青年組鉛球 第五名 6C 洪嘉欣 

 男子青年組 400 米 季軍 6D 周嘉良 

 男子青年組標槍 季軍 6D 周嘉良 

 

2.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沙田及西貢區校際比賽 

田徑： 個人： 女子乙組鉛球 第八名 3D 麥清美 

  男子丙組鉛球 冠軍 1C 劉曉濤 

      

籃球： 第一組 男子甲組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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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乙組 第八名   

  男子丙組 殿軍   

      

排球︰ 第一組 女子甲組 第七名   

  女子乙組 第七名   

  女子乙組 第六名   

      

足球︰ 第二組 男子甲組 第五名   

      

3. 第六十三屆校際朗誦節 

英語詩詞獨誦（26 優異 16 良好）    

中一級英詩獨誦 優異 1A 陳澤培 

中一級英詩獨誦 良好 1A 老泳嫻 

中一級英詩獨誦 良好 1A 張馨文 

中一級英詩獨誦 良好 1A 甘俊傑 

中一級英詩獨誦 良好 1B 葉穎茵 

中二級英詩獨誦 優異 2A 陳鑫培 

中二級英詩獨誦 優異 2A 戴潤桐 

中二級英詩獨誦 優異 2A 黃奕鈞 

中二級英詩獨誦 良好 2A 阮  晴 

中二級英詩獨誦 良好 2A 石家茵 

中二級英詩獨誦 良好 2A 黃德尖 

中三級英詩獨誦 優異 3A 羅柱輝 

中三級英詩獨誦 優異 3A 葉傲湘 

中三級英詩獨誦 優異 3A 李鋇欣 

中三級英詩獨誦 優異 3A 霍曉彤 

中三級英詩獨誦 優異 3A 黎靜敏 

中三級英詩獨誦 優異 3A 劉令儀 

中三級英詩獨誦 良好 3A 劉懷智 

中三級英詩獨誦 良好 3A 黃永昌 

中三級英詩獨誦 良好 3A 鄭子軒 

中三級英詩獨誦 良好 3A 譚家榮 

中三級英詩獨誦 優異 3B 羅卓華 

中三級英詩獨誦 優異 3B 池海名 

中三級英詩獨誦 良好 3B 單蔚菁 

中四級英詩獨誦 優異 4A 陳嘉誼 

中四級英詩獨誦 優異 4A 余芷楓 

中四級英詩獨誦 優異 4A 廖雪兒 

中四級英詩獨誦 優異 4A 鄭伊莉 

中四級英詩獨誦 優異 4A 區家盈 

中四級英詩獨誦 良好 4A 徐麗琪 

中四級英詩獨誦 優異 4B 李思雅 

中四級英詩獨誦 良好 4B 葉阡運 

中四級英詩獨誦 良好 4B 陳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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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級英詩獨誦 優異 5A 朱巧盈 

中五級英詩獨誦 優異 5A 呂美寶 

中五級英詩獨誦 優異 5B 羅巧賢 

中五級英詩獨誦 優異 5B 沈毅虹 

中五級英詩獨誦 優異 5B 王寶儀 

中五級英詩獨誦 優異 5B 何惠婷 

中五級英詩獨誦 優異 5B 鍾希雯 

中六、七級英詩獨誦 優異 6A 陳詠怡 

中六、七級英詩獨誦 良好 7A 葉淑貞 

    

中文朗誦粵語組 (2 季 9 優異 2 良好)    

中三級男子詩詞獨誦 優異 3A 譚家榮 

中四級女子詩詞獨誦 季軍 4A 鄭伊莉 

中四級女子詩詞獨誦 優異 4A 區少君 

中四級女子詩詞獨誦 優異 4A 張梓華 

中四級女子詩詞獨誦 優異 4A 譚子貞 

中四級女子詩詞獨誦 優異 4A 徐麗琪 

中五級女子詩詞獨誦 季軍 5B 吳惠華 

中五級女子詩詞獨誦 優異 5B 李嘉賢 

中五級女子詩詞獨誦 優異 5B 何惠婷 

中五級女子詩詞獨誦 良好 5B 沈毅虹 

中五級女子詩詞獨誦 優異 5C 胡杓筠 

中七級女子詩詞獨誦 優異 7A 紀乃文 

中七級女子詩詞獨誦 良好 7A 黃愛琳 

    

中文朗誦普通話組 (10 優異 7 良好)    

中一、二級女子散文獨誦 優異 1A 張馨文 

中一、二級女子散文獨誦 良好 1A 黎翠怡 

中一、二級女子散文獨誦 良好 1A 吳子晴 

中一、二級女子散文獨誦 優異 1B 伍卉敏 

中一、二級男子散文獨誦 良好 1B 甘俊浩 

中一、二級男子散文獨誦 良好 1B 翟國強 

中一、二級男子散文獨誦 良好 1B 蘭  康 

中一、二級女子詩詞獨誦 優異 2A 劉靈敏 

中一、二級女子散文獨誦 優異 2A 張  榆 

中一、二級女子詩詞獨誦 優異 2A 吳湘婷 

中一、二級女子詩詞獨誦 良好 2A 張寶怡 

中一、二級女子詩詞獨誦 良好 2A 葉綺雯 

中三、四級女子詩詞獨誦 優異 3A 劉沛軒 

中三、四級男子詩詞獨誦 優異 3A 林  澤 

中三、四級女子詩詞獨誦 優異 3C 葉雅雯 

中三、四級女子詩詞獨誦 優異 4A 吳湘君 

中五至中七級女子詩詞獨誦 優異 5B 鍾安妮 

 

 
   

4. 第六十四屆校際音樂節 

第四級鋼琴獨奏 優良 1B 鄧梓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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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級鋼琴獨奏 優良 2A 阮  晴 

初級組笛子獨奏 良好 3A 葉家安 

初級組笛子獨奏 良好 4B 陳鈺怡 

深造組二胡獨奏 良好 5A 林志雍 

    

乙、 公開比賽  

 

1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香港中國國術龍獅總會主辦 

 第十八屆全港公開學界龍獅藝錦標賽    

 中學龍藝組 季軍   

     

2 屯門區區議會、香港中國國術龍獅總會主辦    

 屯門區公開龍獅藝錦標賽 2011    

 中學龍藝組 季軍   

     

3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香港中國國術龍獅總會主辦 

 第二屆全港公開技能龍獅錦標賽 2011    

 障礙舞龍組 優異   

 競速舞龍組 優異   

     

4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香港中國國術龍獅總會主辦 

 全港公開龍獅錦標賽 2011    

 日光龍藝組 優異   

     

5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香港中國國術龍獅總會主辦 

 第十三屆全港公開夜光龍獅錦標賽 2012    

 公開組 優異   

     

6 力行社主辦    

 力行盃排球賽    

 團體項目︰ 女子少年組 殿軍 5B 陳怡君 

    5D 馬靖雯 

    5D 謝綺琦 

    6A 蘇敏儀 

    6C 陳煒嘉 

    6E 蔡汶蒨 

    7A 陳美君 

    7A 關美婷 

      

7 傑出青年協會主辦    

 明日領袖獎  6A 陳敏羚 

     

8 尤德爵士紀念基金理事會主辦    

 尤德爵士紀念(高中) 獎學金  5B 吳惠華 

   6A 陳敏羚 

     

9 2012 亞洲舞龍公開賽暨亞洲青年舞龍錦標賽    

 國際公開組 - 夜光龍 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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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屈臣氏集團主辦    

 香港傑出學生運動員  6D 周嘉良 

     

11 思科系統有限公司、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香港培正

教育中心、資訊科技教育領袖協會及澳門生產力暨科技轉移中心主辦 

 第八屆港澳青少年網絡技能大賽 金獎 5A 鍾博文 

   5A 林志雍 

     

  銅獎 5A 沈毅強 

   5B 葉銘陞 

     

12 第二屆沙田區學生大使計劃 2011-2012    

 「最佳演繹」大獎  5B 鍾安妮 

   5B 張鈞婷 

   5B 王寶儀 

   5B 姚煦臻 

     

 「最優秀學員表現獎」  5B 鍾安妮 

     

13 青苗學界進步獎  1A 鍾卓霖 

     1B 蘭康   

     1C 計賀楠  

     2A 伍富球 

     2B 李文林 

     2C 蔡德誠 

     3A 陳鑫 

   3B 高慧榆 

     3C 謝國權 

     3D 鄧雪媚 

   4A 周伊麗 

     4B 文淑敏 

     4C 蘇志遠 

   4D 黃俊熹 

   5A 霍秉廷 

   5B 鍾安妮 

   5C  王嘉彤 

   5D  張卓南 

   5E  陳浩然 

     

     

     

 

 

 

 

發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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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完善教學模式以提升學與教： 

 鼓勵各科進行課程調適，照顧學習差異及提高同學學習興趣。 

 加強持續性評估，於主科發展以評估促進學習，提升同學之學習興趣及改善其學

習態度，迎接新高中。 

 積極推動跨科、組合作發展課程，以培育學生共通能力。 

 訂定校本教學語言政策，提升學生英語能力。 

 小班、小組教學伸延至主科各級，以照顧學習差異。 

 透過推行同儕互助觀課，跨科組協作，提升教學效能。 

 廣泛應用資訊科技支援教學，幫助同學於課堂外學習。 

 推動閱讀文化，鼓勵同學進行自學。 

 推動全方位學習，與坊間專業團體合作，舉辦具質素的活動，擴闊同學之不同學

習經歷。 

 

2. 培育學生健康成長及全人發展： 

 加強學生紀律及品德教育，建立一個嚴而有愛的校園，讓學生健康成長。 

 提升學生的自我管理能力，培養自律自學精神。 

 推動情意教育，在雙班主任制下，透過班級經營，使師生關係更形密切，學生能

在愛的環境中成長。 

 加強生命教育及家校合作，共同培育學生成長。 

 

3. 爭取外間資源、專業支援及建立社區聯繫： 

 本校與不同的大專院校及社會服務機構合作，舉辦各類計劃以提升教學效能及培

養同學之多元智能。 

 成功申請英語提升計劃及優化英語提升計劃撥款，以提升本校英語之學習環境及

發展以評促教。 

 與醫務衛生處及香港青少年服務處合辦成長課，協助學生健康成長。 

 與各大專院校及社會服務機構合作，舉辦各類型計劃，增進學生全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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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道中學 
 

修讀資優課程學生資料 
 

2011-2012 
 

學生姓名 課程 院校 

文智鋒(5A) 數學專題選講 ——  
走進概率與無限的世界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鍾博文(5A) C/C++程式編寫入門及習作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

學院 

董嵐(5A) 猜量推算與概率建模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鄭柏桁(5A) 猜量推算與概率建模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鍾安妮(5B) 批判性思考與辯論技巧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李浩德(4A) 數學專題選購 ——   
走進概率與無限的世界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李正輝(4A) 程式設計師專業課程 科域資訊教育中心 

羅凱豐(4A) 程式設計師專業課程 科域資訊教育中心 

18 名中五學生 
左右腦思維訓練課程 
(11 月) 

培正教育中心 

40 名中四及中五學生 
左右腦思維訓練課程 
(2 月) 

培正教育中心 

25 名中五學生 高階思維訓練班 EDBIT LIMITED 

 

 

 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