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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園校務計劃（2022/23 學年）
生物科–2022/23 學年周年計劃
A.) 關注事項（2022/23 學年）
 增加校園實地考察課程的課題，以滿足全港師生需求
 增設網課課題，以滿足全港師生需求
 優化電子學習
B.) 現況：
 學生對奧妙的生物世界有非常濃厚之興趣。
 透過不同之實驗，使學生更容易掌握生物學的概念。
 學園具有設備完善之實驗室，使學生有良好之實驗環境。
強

 科組善於協作教學，經常互相交流教學經驗。
 課程獨立剪裁，可按照參加學校老師要求及學生學習能力調適課程內容。
 展覽室及學園的瀕危物種生物標本及動物，能提升學生對環保及生物科學習興趣。
 部分學生之學習態度欠積極，把課堂野外考察視為郊遊活動，錯失學習機會。
 由於每次參與學生不同，以致課堂管理困難。

弱

 同一生境考察地點不多，生態環境的健康情況有下降趨勢。
 參加者眾惟課室不足，面對課堂高峰期課室使用會較為緊急。
 面對高中生物科技課程的發展，學園推出有關課程期望能吸引更多學校參加。
 聖保祿校園有利科組發展。
 疫情下學園仍有較大的上課地點面對參與學生人數多的學校，提供足夠社交距離去
完成課程，滿足教育局的需要。

機  加強對外聯繫，例如環境保育團體（長春社）及與大學合作共同設計課程。
 漁農自然護理署的生物多樣性教育項目資助項目有助發展硬件配套及加強宣傳。
 學園增設的社交媒體有助科組宣傳。
 科組近年協助教育局進行師資培訓，提升科組專業形象。
 資訊科技發展較弱，以致部分教學上的增值工作未能落實，如平板電腦使用。
 不同的非政府組織及政府部門等的教學活動推廣，削弱以往學園獨有的教學性質。
危  城市發展急速，可供考察的生境不斷被破壞。
 營地宿位提供存在不明朗因素（營舍修繕），鮑思高營地安排令部份老師不滿 。
 疫情嚴重影響學園的長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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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本年度工作計劃：
關注事項

策略／工作

 增加校園實地 試行生物科技課程，審查學生表現及學校老師反應
考察課程的課
題，以滿足全 先導課程 – 紅樹林 / 泥灘生態課程
港師生需求
編寫紅樹林 / 泥灘生態課程（網課）
增設網課課
題，以滿足全 加強初中到校浮游生物課程
港師生需求
發展芝麻灣考察點及推動不同日子的課程

優化電子學習

時間表

負責人

2022/23 學年

李朗維

2022/23 學年
2022/23 學年

李力田
李欣宜
李朗維
符婷婷

2022/23 學年

李欣宜

2022/23 學年

李力田
賴嘉欣

WiFi 放大鏡使用：教學活動引入平板電腦科技。

2022/23 學年

李力田

漁農自然護理署的生物多樣性教育項目資助項目
（與螞蟻相關）

2022 年 5 月
-- 12 月

李力田
葉婉明

漁農自然護理署的生物多樣性教育項目資助項目

2023 年 5 月
-- 12 月

賴嘉欣
李欣宜

D.) 評估
 主要以問卷調查方式進行度
 參與課程學校老師交流
 學生課堂表現（評估包括生態學的認識程度、運用、表達及分析數據等範疇）
E.) 科組成員
組長 : 李力田助理校長
組員 : 符婷婷、賴嘉欣、李朗維、李欣宜、葉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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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 – 2022/23 學年周年計劃
A.) 關注事項（2022/23 學年）
 發展網上平台以加強科組的宣傳及促進與同學的互動。
 以多媒體教學資源及模擬場景，促進實地考察課程的教學效能，並應對各類教學模式的需要。
 針對未來三年的 FBQ 的考核課題，拓展新考察點，設計新課程。
B.) 現況：
 在 2021-22 學年製作了不少多媒體教學資源，並發展了「學園實地研習課程」以應付
不同教學模式的需要，亦能豐富日後實體課程的教學效能。
 現已設計了七個課題的網上課程，並在七個必修單元中涵蓋了六個單元。
 在 2023-25 年的 FBQ 課題中，長洲及梅窩有理想的考察點進行河流及樹林考察。
 大部分考察課題已具有實地考察筆試必答題之元素。
 部份課題可容納 60-80 人。
 部份課題有由 1 日、1.5 日及 2 日長度（城市/林地/農業/河流），三至五日課程在選
題組合上有更大彈性。
強
 地理科組有足夠人手應付教擔，分擔課程調適的工作及優化增值項目。
 大部分成員都具備多年實地考察的教學經驗，並熟悉學園運作。
 大部分成員兼教實地考察課程，部分實地考察課程的教材及教學活動能應用到地理
科課程中。
 學園地理科組與外界關係良好，獲得不少專業交流的機會。
 實驗室技術員對儀器的採購及製作提供專業的意見。
 支援組有熟悉多媒體製作及圖像設計的同事，有助科組的教材發展。
 在2023-2025的FBQ課題中，長洲及梅窩欠缺理想的考察點進行有關工業區位及氣候
變化的考察
弱

 考察點的限制影響了住宿課程的選題組合。
 部分課程難以在校園進行實地研習，而在限聚令下，面授課題未能涵蓋所有熱門課
題。
 部分熱門課題上限40人，在編配課題存在限制，未能滿足部分學校的選題需要。
 隨著網上平台的發展，希望有助學園的宣傳。
 校園開闢了更多上課空間以應對防疫政策下的課室安排。
 隨著展覽館的發展，學園有多元化的地理資源配合教學需要，如水耕系統、智能沙
箱、自動氣象站及岩石與礦物展區。

機  隨著學園實地研習課程的發展，為部分課題的雨程教學活動提供了彈性。
 試行課前預習(Pre-trip Exercise)，以「反轉教室」的概念突破一日課程的時間限制，
希望能提升學習效能及完整性。
 發展更多市區的課程，如黃大仙、黃竹坑、中環，有機會吸納更多要求在市區進行
考察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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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全港學生人數下降，長遠有機會影響收生。
 近年的疫情為課程的安排帶來很多不確定性，科組需要應付各種教學模式的轉換。
 隨著極端天氣如暴雨、雷暴、嚴寒的頻率與強度的增加，課程流程安排出現更多變
數。
危  坊間愈來愈多虛擬考察的教材，有需要強化實地考察與真實體驗的重要性，釐清虛
擬考察及真實考察的特色及定位。
 教育局自2021年起，已連續三年把FBQ的必答題改為選答題，選答FBQ的考生比例
非常少，再加上學校需要老師追回課程進度，影響了部份老師對實地考察的需求，
取消課程的比例比顯增加。
C.) i.) 本年度工作計劃
關注事項

策略/工作

時間表

負責人

發展網上平台以加強
多參考網上的成功例子，科組共同作出新
科組的宣傳及促進與
2022/23 學年 曹頴欣
嘗試，發揮創意。
同學的互動
 思考各教學模式的特色，善用它們各自
以多媒體教學資源及
的優勢
模擬場景，促進實地
 在學園範圍積極發掘及創造更多教學資
考察課程的教學效
2022/23 學年 全科組
源
能，並應對各類教學
 檢視各考察課程內容的需要性，制定多
模式的需要
媒體資源製作的優次
針對未來三年的FBQ
實地pre-trip，檢視考察點的安全性、流程
的考核課題，拓展新
的可能性、數據蒐集項目與課程的關聯性 2022/23 學年 各小組負責人
考察點，設計新課
及趣味性
程。
ii.) 增值計劃
a.) 協助教育局舉辦教師專業培訓：
上學年：考察儀器的運用及介紹
下學年：校園內的實地考察技能訓練
b.) 發展網上平台（地理考察加油站）
c.) 與其他團體的合作
D.) 評估方法
 參考瀏覽數字及參與互動的人數
 向帶隊老師收集對相關資源、教學模式及課程設計的意見。
 同儕觀課。
 科組成員在科組會議的意見分享。
 課程問卷有 70%以上的參加者評為好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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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科組成員
科主任：曹頴欣助理校長
科組組員：梁家偉、梁景聰、吳詠豪、蘇志海、黃肇謙、何鎮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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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實地考察課程 – 2022/23 學年周年計劃
A.) 關注事項（2022/23 學年）
 優化「長洲生活環境」、「漁民文化體驗之旅」及「從傳統建築看中華文化」實體課內容；
 設計「從傳統建築看中華文化」的網上課程；
 設計與旅遊相關新課程；
 第九屆全港中學生實地考察報告比賽的推行；
 在課程加入適切的國家安全教育元素。
B.) 現況
 長洲擁有豐富及多樣性考察地點，適合設計不同實地考察課程予學生。
 長洲太平清醮為學生和老師提供認識中國傳統文化和學習共通能力的機會。
 全方位實地考察課程不只著重於知識及技能的學習；同時亦著重老師和學生之間的
互動。
強

 學園的技能為本課程能切合高中課程需要。
 經過幾年來的努力，本學園的全方位實地考察課程已吸引一批經常報名的學校。
 舉辦了八屆的全港中學生實地考察報告比賽2015-2022，令學園的全方位實地考察
課程提升了知名度。
 聖保祿校園位於長洲中心，方便學生外出考察。

弱

 課程進度會受時間不足及考察地點的條件，例如考察地點容量，而有所限制。
 專題研習課程參與者對課程評價正面，技能為本的課程將會是繼續發展的方向。
 太平清醮 -- 利用實地考察回應探究題目的課題，可融入長洲文化，學校老師深感興
趣。
 網上太平清醮課可全學年進行，不用限於節期前一星期進行。

機

 與香港教育大學合辦實地考察報告比賽及太平清醮的教師工作坊，能提升本學園的
知名度。
 發展全方位學習日活動，讓初中同學透過實地考察發展共通能力。
 製作不同的多媒體教材，以增潤網課內容。
 長洲有多所歷史悠久的廟宇，透過考察活動，讓同學認識中華文化，配合公民及社
會發展科的中華文化元素
 長洲是遊客愛到的旅遊景點，開展與旅遊相關的課程，讓同學探討旅遊業為長洲帶
來的影響，切合旅遊與款待科及初中地理。
 疫情的發展為課程的安排帶來很多不確定性。
 考察地點有很多不確定因素，如歷史建築的保育維修、食肆的營業時間等。

危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及個人、社會及人文學習領域鼓勵作境外考察活動，減低學校參
與本地考察課程之意欲。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優化教學內容及取消專題研習的校本評核，減低參與專題研習課
程及探究方法的意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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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本年度工作計劃
關注事項

優化實體課內
容

全港中學生實
地考察報告比
賽

策略／工作

時間表

負責人

推出「從傳統建築看中華文化」課程

2022/23 學年

蘇志海
梁景聰

編寫與旅遊相關的課程，並推出先導課程

2022/23 學年
2023/24 推出

賴嘉欣

以全方位學習日形式推出「漁民文化體驗之
旅」課程

2022/23 學年

梁景聰

檢視和修改現有的課程和教材（長洲生活環
境）

2022/23 學年

梁景聰

在課程加入適切的國家安全教育元素

2022/23 學年

梁景聰

與香港教育大學合辦全港中學生實地考察報告
比賽

2022/23 學年

梁景聰

於香港教育大學合辦太平清醮的教師工作坊

2023 年 5 月

蘇志海

以全方位學習日形式推出「漁民文化體驗之
旅」課程

2022/23 學年

梁景聰

D.) 評估方法
 課程的申請人數和課程日數
 以問卷形式，收集意見和分析參加者的滿意度
 每年至少三次科組會議作評估
E.) 科組成員
組長：梁景聰老師
科組成員: 曹頴欣、賴嘉欣、李欣宜、蘇志海、黃肇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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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管理組 – 2022/23 學年周年計劃
A.) 關注事項（2022/23 學年）
 優化天文外展課程 -- 持續提供天文學習經歷
 持續提升天文學與教質素
B.) 現況：
 學園坐落於長洲南島山頂，遠離香港市區及長洲市中心，星空受光害影響較少。
 學園廣場空間廣闊、景觀開揚，為大量學生進行天文觀察非常有利。
強

 學園配備完善，如電腦赤道儀，天文望遠鏡及雙筒望遠鏡，方便大量學生同時進行
觀察。
 學園配備太陽觀察儀器，使學生於日間也能進行天文觀察。
 明愛營地服務能提供 30 次免費天文導師以支援學園舉辦天文活動。
 學園位置偏僻，減低了外校師生前往本學園參加活動的意欲。

弱

 晚上天文活動期間並非學園開放時間，需要特別安排額外人手駐守學園以支援天文
活動。
 學園沒有自己的天文導師，舉辦天文活動或維修天文儀器時，需要倚賴明愛營地服
務或外聘天文導師支援。
 全天影像系統正式投入服務，為學園天文發展帶來更多可能性。

機

 天文儲物屋將完成安裝，為復辦住宿課程之天文活動準備。
 發展天文外展課程，可於疫情下持續提供天課程。

危

 受疫情影響，未確定何時可以復辦住宿課程，對住宿課程期間進行之天文活動帶來
很多不確定性。
 以往外聘的兼職天文導師離職，尋找合適人選仍有困難。

C.) 本年度工作計劃
關注事項

優化天文外展
課程 -- 持續提
供天文學習經
歷

策略／工作
為三天或以上的考察課程之學生提
供晚間天文活動 (20 次)
為天文及環境教育考察課程之學生
提供晚間及日間天文活動 (15 次)
邀請學校參與外展課程 (10 次)

提升天文活動
質素



設計天文儲物屋內部



聘請兼職天文導師每年定期檢
查及維修天文儀器設備

時間表

2022/23 學年

負責人
李朗維老師
(天文課程統籌)

2022 年 9 月至
2023 年 6 月

李朗維老師

2022 年 9 月至
2023 年 6 月

李朗維老師

(天文課程統籌)

(天文課程統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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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評估方法
 參加者課程檢討問卷（超過七成參加者表示滿意）
 與天文導師及支援同事之檢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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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環境教育 – 2022/23 學年周年計劃
A.) 關注事項（2022/23 學年）
 優化到校及學園實地考察課程，以加強與區內小學的合作
 發展幼稚園程度的環境教育課程予區內幼稚園
B.) 現況

強

弱

機
危



科組多年來參照小學課程文件，編寫不同程度的小學課程，以符合教師的需要。



學園增設了不同的硬件以提高參與課程的學生的親身經歷。



持續優化課程內容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參與性。



課程可因應學生需要而作調整，以滿足不同學生的需要。



聖保祿校園合適初小學生上課。



科組對學前教育專業仍需吸收經驗。



交通或會影響長洲以外的學校參與課程。



科組與長洲區學校已建立關係。



部分學校對學園其他課程感興趣，如氣候、天文



疫情為課程的安排帶來很多不確定性

C.) 本年度工作計劃
關注事項

優化到校及學園
實地考察課程，
以加強與區內小
學的合作

發展幼稚 園程度
的環境教育課程

策略/工作

 加強長洲區內對學校的宣傳
 增加學園實地考察課程／到校課程

時間表

2022 年 11 月

負責人
每課程題
目的負責
組員
宣傳：
李朗維、
吳詠豪、
葉婉明

 透過專業培訓（如教育局）提升有關專業
2022/23 學年
專 業 培
知識
新課程：2023 訓 ： 全 科
 編寫新課程（如說書（繪本）及學園實地
組
年3月
研習課程）

D.) 評估
 記錄參與課程的學校數目及學生人數。
 以問卷形式，收集和分析參加學校老師的滿意程度。
 科組會議作年度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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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科組成員
組長：賴嘉欣老師
科組成員：李朗維、梁家偉、李力田、吳詠豪、葉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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