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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宗旨 

本校以「敬、愛、勤、慎」為校訓，

培養學生良好品格，及發揚基督精

神。致力推行「德、智、體、群、美、

靈」六育並重的全人教育。提供愉快

的學習環境，使學生能專心學習，讓

其在均衡與主動的學習下獲得優異之

成績；提供多元化的課外活動，鼓勵

學生積極參與，俾能建立正確的人生

觀與價值觀念；透過公民教育，培養

學生成為具責任感的良好市民。 

 

http://www.ccckamkongsch.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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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校資料 
 

學校簡介 

1. 本校是一所由政府資助的全日制小學，成立至今已有 39 年，本校有課室 6 間，特別室 6

間(電腦室、語言學習室、會客室、會議室、圖書室、教師休息室)、籃球場一個、升降

機一台，全校裝設有空調，所有課室及特別室都有電腦、投影機、輔助教學視聽器材。 

 

校董會資料 

2. 校董會架構 

   

 辦學團體 校長 家長 教師 校友 獨立人士 

10-11 7 1 2 2 0 1 

11-12 7 1 2 2 0 1 

12-13 7 1 2 2 1 1 

13-14 7 1 2 2 1 1 

14-15 7 1 2 2 1 1 

15-16 7 1 2 2 1 1 

16-17 7 1 1 2 1 1 

17-18 7 1 1 2 1 1 

 

學生資料                                               
 

班級編制 

3. 本校一至六年級均各有一班，合共六班。 

 

班級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總數 

班數 1 1 1 1 1 1 6 

 

4. 學生人數：本年度共收錄 141 名學生，分別為男生 74 名及女生 67 名。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總數 

男生人數 11 13 11 14 16 9 74 
女生人數 9 13 9 12 11 13 67 

學生總數 20 27 20 26 27 22 141 

 

學生出勤 
5. 學生出席的百分率為 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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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資料                                             
 

編制 

6. 本校共有教職員 23 人： 

編制內包括校長 1 名、主任 6 名、教師 6 名、外藉老師 1 名、書記 1 名及工友 3 名。 

編制外包括學習支援教師 1 名、教學助理 1 名、技術支援人員 1 名、行政助理 1 名、 

由服務機構提供社工 1 名。 

 

校長及教師學歷 

7.  校長及教師學歷如下：(編制內 14 位教師計) 

       14 人具備教育文憑 

       14 人具備學士學位 

       3 人具備碩士學位 

       0 人具備博士學位 

 

 
 

教學經驗 

8. 本校教師的教學經驗圖示如下：(包括校長共 14 位教師) 

 

 
 

 

 

100% 100.00%

21.00%
0.00%

教育文憑 學士學位 碩士學位 博士學位

教師學歷

0
1
2
3
4
5
6
7
8

0-4年 5-9年 10-14年 15-19年 20年或以上

教師教學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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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                                                 
 

9. 本年度畢業生派位情況圖示如下： 

 

志願 第一志願 第二志願 第三志願 第四志願或以上 

升中選校百分率 78.0% 4.5% 13.0% 4.5% 

 

10. 校外比賽及所獲獎項 

舉辦機構  活動  獎項  

香港學校音樂 

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

誦節(普通話朗誦) 

榮獲 良好  

~P.6 吳渃渝 P.6 朱穎彤 

榮獲 優良  

~P.1 張妙殷 P.3 楊昊鑫 P.3 郎恩瀚 P.3 蔡浚智  

P.4 蔡穎熙 P.4 黃子軒 P.5 楊諾婷 

香港學校音樂 

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

誦節(英文朗誦) 

榮獲 良好 

~ P.3 蔡浚智 P.6 邱湋僖 

榮獲 優良 

~ P.1 張妙殷 P.3 陳以呈 P.3 甘焯瑩 P.4 盧政男 P.4 黃晞媛 

P.5 梁巧盈 P.5 郭寶善 P.6 黎曉露 P.6 布浚延 
香港童軍總會離島區 新春吊飾親子設計比賽  

 

P.4 莊澄 榮獲 亞軍      P.3 陳以呈 榮獲 優異獎 

P.6 莊楠 榮獲 優異獎    P.6 吳渃渝 榮獲 優異獎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長洲區小學分會 

校際足球比賽 榮獲 亞軍 

~ P.4 黃子軒 張斯杰 蔡峻然 

~ P.5 黎綽楓 李天藍 陳栢新 劉柏逸 郭寶善 梁子平 鍾智謙 

~ P.6 何卓朗 羅祖柏 布浚延 邱湋僖 陸均浩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長洲區小學分會 

校際羽毛球比賽 榮獲 女子團體 季軍 

~ P.4 許鎧螢 P.5 高昕悅 P.5 陳穎喬 P.5 杜冬祈 P.5 曾芳婷 

榮獲 女子單打 亞軍~ P.5 高昕悅 

榮獲 男子團體 季軍 

~ P.2 何海亮 P.3 李皓揚 P.4 蔡峻然 P.4 郭正謙 P.5 劉柏逸 

榮獲 男子單打 殿軍~ P.4 蔡峻然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長洲區小學分會 

校際乒乓球比賽 榮獲 女子團體 亞軍 

~ P.4 劉芷廷 P.5 高昕悅 P.5 陳穎喬 P.5 何海晴 P.6 冼海琳 

榮獲 女子單打 季軍~ P.5 高昕悅 

榮獲 女子單打 殿軍~ P.4 劉芷廷 

榮獲 男子團體 亞軍 

~ P.4郭正謙  P.4張斯杰  P.5陳栢生  P.6盧言哲  P.6布浚延 

榮獲 男子單打 亞軍~ P.6 布浚延 

榮獲 男子單打 季軍~ P.6 盧言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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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機構  活動  獎項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2018 

班別 學生姓名 組別 項目 排名 

P1 朱曉彤 初級 單車步 1 

      交叉開跳 2 

P1 劉珀溢 初級 單車步 1 

      初級組三人大繩 1 

P1 樊柏林 初級 交叉開跳 2 

      二重跳 1 

      初級組三人大繩 1 

P1 盧芍橋 初級 交叉開跳 1 

      二重跳 1 

      初級組三人大繩 2 

P2 李珮汶 初級 後單車步 2 

      交叉開跳 1 

      初級組三人大繩 2 

P2 張綽珽 初級 後單車步 1 

      交叉開跳 1 

      初級組三人大繩 1 

P2 陳祐琳 初級 側擺交叉跳（左右） 1 

      跨下二式 2 

      初級組三人大繩 2 

P2 馮雪嵐 初級 側擺開跳（左右） 2 

P2 葉俊謙 初級 初級組三人大繩 1 

      單車步 1 

      側擺開跳（左右） 2 

P2 劉柏悦 初級 後交叉開跳 2 

      二重跳 1 

      初級組三人大繩 2 

P2 劉珈悅 初級 單車步 2 

      後側擺開跳（左右） 1 

P3 甘焯瑩 初級 二重跳 2 

      跨下二式 2 

P3 陳以呈 高級 單車步 1 

P3 楊昊鑫 初級 單車步 1 

      側擺開跳（左右） 1 

P4 杜焯翹 高級 後側擺交叉跳（左右） 1 

      二重跳 2 

      四人交互繩速度跳 2 

P4 陳子晴 高級 交叉開跳 1 

      後交叉開跳 1 

      四人交互繩速度跳 2 

P4 黃晞媛 高級 跨下二式 2 

      四人交互繩速度跳 2 

      高級組四人大繩 2 

P4 劉芷廷 高級 後單車步 1 

      側擺交叉跳（左右） 1 

      高級組四人大繩 2 

P4 樊嘉堯 高級 側擺開跳（左右） 1 

      後側擺開跳（左右） 1 

      四人交互繩速度跳 2 

      高級組四人大繩 2 

P4 盧政男 高級 單車步 1 

      二重跳 1 

      高級組四人大繩 2 

P5 杜冬祈 高級 單車步 2 

      二重跳 2 

      高級組四人大繩 2 

P5 張宇翹 高級 後單車步 1 

      交叉開跳 2 

      高級組四人大繩 2 

P5 陳卓楠 高級 側擺開跳（左右） 2 

      側擺交叉跳（左右） 1 

      高級組四人大繩 2 

P5 劉柏逸 高級 單車步 2 

      高級組四人大繩 2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小學足球邀請賽 小學足球比賽 獲得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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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機構  活動  獎項  

~ P.4 黃子軒  P.4 蔡峻然 

~ P.5 陳栢新  P.5 郭寶善  P.5 劉柏逸  P.5 李天藍  P.5 黎綽楓 

~ P.6 何卓朗 

足球九宮格 獲得 亞軍 
~ P.4 張斯杰   ~ P.5 鍾智謙  P.5 梁子平 

~ P.6 陸均浩 

 全港學界跳繩比賽 2017

小學初賽(新界西分組比

賽) 

 30 秒速度跳 

~ P.2 何海亮 榮獲 男丙 冠軍   ~ P.1 劉珀溢 榮獲 男丙 亞軍 

~ P.1 盧芍橋 榮獲 女丙 冠軍   ~ P.4 盧政男 榮獲 男乙 冠軍 

~ P.4 樊嘉堯 榮獲 女乙 季軍   ~ P.4 黃晞媛 榮獲 女乙 冠軍 

 30 秒二重跳 

~ P.1 黃梓康 榮獲 男丙 殿軍   ~ P.1 樊柏林 榮獲 男丙 冠軍 

~ P.2 劉柏悦 榮獲 女丙 冠軍   ~ P.4 杜焯翹 榮獲 女乙 季軍 

 2 分鐘耐力跳 

P.4 劉芷廷 女乙 殿軍 

 45 秒個人花式  

~ P.4 盧政男 榮獲 男乙 冠軍   ~ P.4 杜焯翹 榮獲 女乙 季軍 

~ P.4 黃晞媛 榮獲 女乙 亞軍 

 30 秒個人花式 

~ P.1 樊柏林 榮獲 男丙 季軍   ~ P.2 張綽珽 榮獲 男丙 冠軍 

~ P.2 劉柏悦 榮獲 女丙 殿軍   ~ P.1 盧芍橋 榮獲 女丙 冠軍 

 2 分鐘 6 人大繩 榮獲 男丙 亞軍 

~ P.1 黃梓康 P.1 樊柏林 P.1 劉珀溢 P.2 張綽珽 P.2 何海亮 P.2 葉俊謙 

 2 分鐘 6 人大繩 榮獲 女丙 季軍 

~ P.1 朱曉彤 P.1 盧芍橋 P.2 陳祐琳 P.2 劉珈悅 P.2 劉柏悦 P.2 李珮汶 

 2 分鐘 6 人大繩 榮獲 女乙 亞軍 

~ P.3 甘焯瑩 P.4 陳子晴 P.4 樊嘉堯 P.4 劉芷廷 P.4 羅逸然 P.4 杜焯翹 

 1 分鐘 3 人交互跳速度賽 榮獲 女乙 亞軍 

~ P.4 陳子晴 P.4 樊嘉堯 P.4 黃晞媛 

 1 分鐘 3 人交互跳花式 榮獲 女乙 冠軍 

~ P.4 劉芷廷 P.4 杜焯翹 P.4 黃晞媛 

新界校長會 第十二屆滬粵港「寫作小

能手」現場作文邀請賽(初

賽) 

~ P.6 黎曉露 榮獲 三等獎 

~ P.6 布浚延 榮獲 三等獎 

~ P.5 杜冬祈 榮獲 三等獎 

~ P.5 高昕悅 榮獲 三等獎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長洲

區小學分會 

校際籃球比賽 男子殿軍 

~P.6 布浚延 P.6 羅祖柏 P.6 何卓朗 P.6 邱湋僖 P.6 陸均浩  

~P.5 陳栢新 P.5 劉柏逸 P.5 李天藍 P.4 郭正謙 P.4 張斯杰  

~P.4 蔡峻然 P.3 李皓揚 

女子季軍 

~P.6 冼海琳 P.6 吳渃渝 P.6 郭詠修 P.6 周曉琳 P.6 黎巧裕  

~P.6 何佩瑶 P.6 朱穎彤 P.6 周汶蕙 P.5 何海晴 P.5 陳穎喬  

~P.5 孫萱懿 P.4 杜焯翹 P.3 楊家穎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

會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

節 

~ P.1 張妙殷 榮獲 優良 

~ P.2 劉柏悦 榮獲 良好 

~ P.3 陳以呈 榮獲 優良 

~ P.4 黃晞媛 榮獲 良好 

~ P.4 黃珈蕎 榮獲 良好 

~ P.6 朱穎彤 榮獲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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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學生參與制服團隊 

制服團隊(小童軍和幼童軍) 

 參與童軍學生人數 學生人數 參與童軍學生百分比 

 小一至小二 小三至小六 小一至小二 小三至小六 小一至小二 小三至小六 

2010-11 18 41 55 135 33% 30% 

2011-12 14 40 44 126 32% 32% 

2012-13 20 37 43 118 47% 31% 

2013-14 21 34 52 101 40% 52% 

2014-15 24 34 58 95 41% 36% 

2015-16 12 33 49 95 25% 35% 

2016-17 20 30 47 97 43% 31% 

2017-18 13 26 46 95 28% 27% 

 

活動摘要 

 

八月份 第一次校務會議 

檢查暑期作業 

小一適應課程 

兩校教師發展日 

九月份 第二次校務會議 

第一次學校發展小組會議 

開學日 

 家長會 

 幼稚園參觀學校 

 教育巡禮 

十月份 第三次校務會議 

第二次學校發展小組會議 

參觀國慶日升旗 

中秋綵燈巡遊文藝會 

 校際乒乓球比賽 

學校運動日 

小一及小二參觀長洲圖書館 

 火警演習 

 長洲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性教育講座 

公益金便服日 

中樂動物農莊 

小六參觀培英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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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份 第四次校務會議 

第三次學校發展小組會議 

語文童樂(K3 班) 

中期評估 

Budding Reading Program 

 教師聯誼活動 

 兩校秋季旅行  

 同根同心交流團 

 區會聯校運動會 

 長洲官立中學到校探訪小六 

 小三明愛社區中心日營 

小四至小六西貢訓練營 

十二月份 第五次校務會議 

第四次學校發展小組會議 

語文童樂(K3 班) 

參觀慧因中學 

馬登中學到校探訪 

滬港寫作小能手 

兩校親子同樂日 

六年級報分試 

 升中面試講座 

升中面試訓練 

書伴我行家長講座 

校際魔力橋比賽 

 兒童心理健康講座(教師專業培訓) 

 兩校聖誕聯校慶祝會 

一月份 第六次校務會議 

第五次學校發展小組會議 

學期評估 

 家長日  

 上學期結業禮 

 下學期開課 

語文童樂(K3班) 

 錦幼迎新春嘉年華 (攤位 / 表演) 

 共融小廚師 

Robot STEAM 體驗 

 年花義賣  

 專題研習  

 小三至小五無毒正向講座 

 小一至小四防火話劇  

 文娛匯演迎新春(南蛇塘)-跳繩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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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際足球比賽 

二月份 專題研習匯報 

新春嘉年華會暨敬老大會(南蛇塘)攤位遊戲&舞蹈表演 

共融小廚師 

Robot STEAM 體驗 

錦幼新春嘉年華 

年花義賣 

三月份 公益少年團 - P.4-P.6 清潔課室活動 

家長繪本講座 

P.4 參觀圖書館 

牙科保健 P4、P1、P6 

小五福音營 

長洲區小學校際羽毛球 

錦幼服務隊 

航前簡介會 + 乘風航 + 航後分享會  

復活節慶祝會 

跳繩比賽 

家長茶座 

足球友誼賽(慧因中學) 

Robot STEAM 香港區比賽 

教師發展日 

教師聯誼活動 

四月份 語文童樂(第二期) 

上海之旅(同根同心) 

全港區際運動會 

離島區運動會 

升中選校家長講座 

五月份 親切機構-親子活動 

錦幼親子運動日 

拍畢業相 

常識科技日 

六月份 

 

小四至小六教育營 

贈送父親節禮物予家長 

畢業相 及 班相 

小一新生家長日 

動力離島創意體育計劃 

常識問答比賽 

英語日 

體適能 

運動員慶祝會 

明愛出色小義工頒獎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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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份 中華文化日 

SYP 暑期活動—都市歷奇 

家長日 

畢業禮 

小六舉行中一入學前模擬試 

 

二. 本年度重要事項及措施 

 
人事  聘任陳文茵老師、方若蘭老師 

  及江遠俊技術支援人員 

課程發展  推行四個關鍵項目，即德育及公民教育、 

 從閱讀中學習、專題研習及運用資訊科技 

 進行互動學習 

 推展正向教育 

 善用評估數據促進學生學習 

 推行早讀及親子中英文閱讀計劃 

 英語外籍教師協助推行校本英文科課程 

 數學科電子教學計劃 

 中文分層支援教學 

 發展 STEM 教育 

 校本常識協作計劃 

教師發展  教育心理學家工作坊—正向教育 

 評核質素保證平台(AQP)友校交流會 

 提升創作力工作坊 

學校修葺  新舊校舍及舊洗手間外牆重新髹油 

 校舍北面外圍更換圍網 

 後門加裝閘門電鎖 

學校發展津貼運用  聘任行政助理，提升行政效率 

 舞蹈訓練 

 球類訓練(羽毛球、足球、乒乓球、小型網球等) 

全方位學生輔導 明愛賽馬會長洲青少年綜合服務為本校提供及推行全方位學生輔

導服務，推動關愛校園，建立關愛文化。並為學生提供全面的輔

導服務，促進學生個人成長及發展；定期舉辦家長及親子活動，

加強親子關係；支援及協助學校、老師處理輔導工作，讓學校訓

輔服務更完善。 

本年度所舉辦的活動包括：升小一適應課程、關愛家人週、敬師

週、領袖訓練營、風紀領隊訓練、陽光校園計劃、長者探訪、社

區服務隊、小一自理小組、聯校家長講座、升中講座、升中輔導

支援、區本計劃、社交小組、出色小義工等。 

社區聯繫   公益金便服日 

  公益少年團慈善花卉義賣及清潔活動籌款 

  國慶升旗禮禮 

  元旦嘉年華攤位 

  新春嘉年華會舞蹈表演及公益少年團德育攤位 

  社區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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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教育   週會 

  早禱 

  午間祈禱會 

  學生團契 

  節期活動 

  福音營 

 

三. 主要關注事項 

項目一：正向教育 

關注事項 目標 達標程度 跟進方法 

推 動 正 向

教育，建立

正 向 校 園

文化，發揮

學 生 品 格

優點，培養

學 生 感 恩

之 心 及 抗

逆力，展開

豐盛人生。 

 
 

1.  教師層面 :  

 教師掌握正向

教育的理念及

應用方法 

 學生及家長認同

及支持教師的辛

勞工作 

 

2.  家長層面 : 

 家長認識正向教

育的理念 

 讓學生向家長表

達感恩之心 

 讓家長感受到學

校的重視 

 

3.  學生層面 : 

 認識及發掘學

生的品格優點，

以增強自信心 

 培養學生感恩的

生活態度 

 培養學生積極

投入的學習態

度  

 增強學生的抗

疫能力，面對逆

境正面樂觀積

極面對  

 

 大部分達標。已完成及達標

的正向教育活動有「一生一

服務」、量書包、探訪老人

院或獨居長者、「好學生

獎勵計劃」、學生正向教育

講座、教師正向教育講座、

「敬師週」、參與社區籌款

活動、「成長課」、家長義工

小組、週會以「正向教育」

為主題、生日會、境外參

觀、共融活動:接觸特殊學

校/非華語學校的學生、錦

幼服務隊、“正向教育”故

事分享、小一活動組、關愛

家人週、親子活動、校園種

植及一人一花、給家人感謝

卡、感謝信、教師家訪新

生、感恩天使卡、故事姨

姨、「easy easy 好小事」

等。內容已包含了建立正向

文化去培養學生感恩之心

及抗逆力及發揮學生品格

優點。 

 很多家長認同學校有發揮

學生品格優點及培養學生

感恩之心及抗逆力。 

 未達標的是家長

正向教育講座，

因為與區會合作

的“好心情計

劃”在本年度未

能得到教育局撥

款 ， 但 來 年

2018-2019 已知

獲撥款，故此於

下年度會補辦。 

 「感恩天使卡」

活動未如理想，

因為同學已可透

過給家人感謝

卡、感謝信及「敬

師週」表達感恩

之心。 

 來年仍繼續推

動正向教育第

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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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二：善用評估數據促進學生學習 

(一) 本年度目標： 

1. 協助教師認識及了解如何善用數據分析學生學習成效。 

2. 為主科定立聚焦檢視範疇，加強該範疇評估數據的分析。 

3. 搜尋能協助教師處理大量數據的系統，以便教師進行數據分析。 
 

(二) 施行計劃： 

以三年學校發展週期為限，協助教師認識及了解如何善用數據分析學生學習成效，

從而調適教學策略，發展學生有效的學習策略，並優化教師擬題技巧，內化「促

進學習的評估」的概念。 

 

(三) 計劃報告： 

1a. 校長、課程發展主任、數學科主任及技術支援人員於 27/3/2018 到訪天主教福 

德學校，並與該校的課程發展主任及數學科主任交流 AQP 系統的實際應用經 

驗。 

1b. 課程發展主任及技術支援人員在 8/6/2018 為全校教師舉行校內 AQP 教師工作

坊，內容主要介紹系統操作情況及進行簡單模擬應用測試。 

        2.  於主科會與科主任商討來年推行計劃。 

        3.  成功申請及免費試用「評核質素保證平台(AQP)」一年，以協助教師分析測考 

數據，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 

 

於中、英、數科目中落實推行「善用評估數據促進學生學習」的策略。 

 

科目 策略 成效 建議 

中文 
 

1. 參與校內 AQP 教師工作

坊，了解系統操作情況及

進行簡單模擬應用測試。 

2. 綜合聽、說、讀、寫四卷

評估數據，查找學生學習

難點。 

 

1. 老師初步了解 AQP 系

統應用方法。 

2. 經分析發現學生在聆

聽方面表現稍遜。 

科主任以一級聆聽評

估成績進行較為詳細

的分析。然後調適教

學策略以改善學生的

學習情況。 

英文 
 

1. 參與校內 AQP 教師工作

坊，了解系統操作情況及

進行簡單模擬應用測試。 

2. 綜合各範疇評估數據，初

1. 老師初步了解 AQP 系

統應用方法，並發現

系統能有效地協助分

科主任以一級聆聽評

估成績，試用 AQP 系

統進行較為詳細的成

績分析。然後調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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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了解學生學習較弱的範

疇。 

 

析學生強弱項。 

2. 經分析發現學生在聆

聽方面表現稍遜。 

學策略以改善學生的

學習情況。 

數學 
 

1. 參與校內 AQP 教師工作

坊，了解系統操作情況及

進行簡單模擬應用測試。 

2. 蒐集各級於進展式評估 

(如單元評估)中，有代表性

的評估卷(如較多學生錯

的題目)進行分析及存檔。     

1. 老師初步了解 AQP 系

統應用方法。 

2. 從單元評估成績分析

中找出學生學習表現

稍遜的範疇。 

來年，科主任以某級

存檔數據，試用 AQP

系統分析學生試卷。 

 

(四) 建議： 

下學年繼續申請「評核質素保證平台(AQP)」，並由科主任按照已定立的聚焦檢視

範疇，嘗試以該範疇的評估數據作出分析，藉以了解學生於該範疇的學習表現，

並調適教學策略以改善學生的學習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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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財政報告 本年度的財政報告如下：(截至 31.8.2017) 

 
上年度結餘   收 入   支  出 結餘 

修訂行政津貼 286,581.80   676,968.00   676,800.00 286,749.80 

言語治療 2,181.00   62,704.00   60,300.00 4,585.00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35,100.81   338,550.00   127,645.80 246,005.01 

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33,319.00   296,673.00   296,673.00 33,319.00 

加強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102,666.48   34,804.00   15,230.00 122,240.48 

學校發展津貼 145,518.35   214,752.00   221,666.00 138,604.35 

資訊科技人員支援津貼      0.00   300,000.00   150,590.32 149,409.68 

 605,367.44   1,924,451.00   1,548,905.12 980,913.32 

Baseline Reference 
  

  
 

學校及班級津貼 0.00 * 167,980.00   167,980.00 0.00 

…升降機保養津貼 44,675.65   95,878.91   90,050.00 50,504.56 

增撥修訂行政津貼 19,859.85   188,944.25   186,984.00 21,820.10 

學校課程發展津貼 6,841.63   11,708.83   5,287.00 13,263.46 

校本管理補充津貼 63,175.43   138,037.14 # 103,855.08 97,357.49 

增補津貼 113.81   1,590.31   500.00 1,204.12 

德育及公民教育津貼 9,998.21   2,589.36   12,587.57 0.00 

普通話 6,837.53   1,665.82   2,874.00 5,629.35 

綜合家具及設備津貼 132,161.87   55,198.76   20,230.00 167,130.63 

校本輔導 836.88   3,065.18   1,148.00 2,754.06 

培訓津貼 9,119.26   8,768.55   9,999.00 7,888.81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0.97   0.00   0.00 0.97 

英文廣泛閱讀計劃 72.23   0.00   0.00 72.23 

 293,693.32   675,427.11   601,494.65 367,625.78 

   

教師薪金                                       0.00   8,005,828.41   8,005,828.41 0.00 

職工公積金                                     0.00   49,728.00   49,728.00 0.00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 0.00   15,372.00   15,372.00 0.00 

學習支援津貼               92,794.12   461,538.00   440,274.00 114,058.12 

代課教師薪金 113,228.00   43,325.00   56,165.00 100,388.00 

外籍英語老師                0.00   70,988.33   70,988.33 0.00 

差餉 0.00   23,000.00   23,000.00 0.00 

新來港兒童支援津貼 4,021.00   0.00   4,021.00 0.00 

關愛基金午膳津貼             50,922.00   213,162.00   227,556.00 36,528.00 

課後學習支援津貼            10,132.30   22,400.00   16,878.00 15,654.30 

德育及國民教育津貼 319,655.40   0.00   22,492.40 297,163.00 

ITE4_P                     19,495.48   48,530.00   42,000.00 26,025.48 

加強學校行政管理津貼 143,900.00   0.00   72,990.00 70,910.00 

STEM Education 16,620.00   0.00   11,800.00 4,820.00 

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 177.10   16,050.00   16,023.90 203.20 

與內地締結姊妹學校計劃 4,224.10   120,000.00   115,880.00 8,344.10 

One-off IT Grant for E-Learning 117,552.00   0.00   5,600.00 111,952.00 

推動中國歷史及文化津貼           0.00   100,000.00   60,580.00 39,420.00 

*由"校本管理補充津貼"轉入 $17,177.32 892,721.50   9,189,921.74   9,257,177.04 825,466.20 

#轉往"學校及班級津貼" $17,177.32 1,791,782.26  
 

11,789,799.85  
 

11,407,576.81  2,174,0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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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各科檢討報告                                       
 

1. 中文科 
 

一、 總目標 

  中國語文教育配合整體的教育發展方向，為學生終生學習、生活及日後工作打

好基礎，因此要讓學生通過語文學習以 

1. 提高聽說讀寫能力、思維能力、審美能力和自學能力； 

2. 培養語文學習的興趣、良好的語文學習態度和習慣； 

3. 培養審美情趣，陶冶性情； 

4. 培養品德，加強對社群的責任感； 

5. 體認中華文化，培養對國家、民族的感情。 

二、 現況分析 

2.1 優點: 

2.1.1  本校教師有多年任教中文科經驗； 

2.1.2  本校學生的語文能力及知識有一定的水平，成績頗理想，各級均達合理 

水平； 

2.1.3  教育局及出版社提供不少教學材料及教具； 

2.1.4  本校參與中文分層支援教學模式，並制定了校本工作紙，讓學生更有效 

學習； 

2.1.5  本校學生對中華文化知識有一定興趣； 

2.1.6  本校學生有興趣閱讀課外書籍和報章； 

2.1.7  學校成立學習支援小組，輔助中文成績較弱的學生； 

2.1.8  家長關注學生學習情況； 

2.1.9  師生關係良好，使學生能勇於發問。 

2.2 弱點: 

2.2.1   部份學生欠缺學習動機； 

2.2.2   教學時間緊迫，教師工作量大，級任未能一一輔助成績較弱的學生； 

2.2.3   一級一班的班級結構，局限了橫向式的同儕備課果效； 

2.2.4   本校學生的小組交談能力較弱； 

2.2.5   本校學生的閱讀理解文章深層意思的能力較弱； 

2.2.6   本校學生的寫作能力(包括寫作內容貧乏，缺乏修辭技巧以及由口頭語 

        過渡至書面語)稍弱。  

三、 本年度目標 

1. 加強校園閱讀文化； 

2. 加強學生的寫作興趣及提高學生的寫作能力； 

3. 提高學生的朗讀及口語表達能力； 

4. 配合學校推行資訊科技教育； 

5. 提升學生小組交談能力； 

6. 提升學生理解文章深層意思的能力； 

7. 培養學生養成正確的執筆坐姿習慣； 

8. 探究朗讀經典的方法，以《弟子規》、《三字經》和《千字文》為切入點； 

9. 探究如何在本科以合作學習和自主學習的方法讓學生有效學習； 

10.發展學生研習能力； 

        11.推行中文科分層支援教學模式，為一至四年級學生提供具體而又有系統的支援 

           教學，打好學習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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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執行計劃 

      為了培養學生對本科的學習興趣、提高閱讀興趣、寫作能力、分析能力和說話能力，

本年度將施行下列二十四個方案： 

1.   方案一：親子閱讀獎勵計劃 

2.   方案二：隨筆 

3.   方案三：給家長的信 

4.   方案四: 古詩文欣賞 

5.   方案五: 優異作品展示 

6.   方案六: 跨科學習(與視藝科合作)---寫畢業典禮邀請卡 

7.   方案七: 校內書法比賽 

8.   方案八: 小三及小六基礎能力訓練 

9.   方案九：早讀課 

10. 方案十：網上閱讀 

11. 方案十一:推行普教中 

12. 方案十二: 分層工作紙/校本工作紙 

13. 方案十三：與訓輔合作，創作「關愛故事」/創作「關愛標語」 

14. 方案十四:故事分享 

15. 方案十五:兒童讀經 

16. 方案十六:自主學習/合作學習 

17. 方案十七:小組交談 

18. 方案十八:普通話朗誦節 

19. 方案十九:專題研習 

20. 方案二十:天氣報告 

21. 方案二十一:正讀國歌 

22. 方案二十二︰推行中文科分層支援教學模式 

23. 方案二十三︰中華文化日 

24. 方案二十四︰校園電視台(語文頻道) 

 

(一) 報告事項 : 

1) 上學期教學事宜--(包括教學進度、課次調適、聽、說、讀、寫、普教中、學習表現等 

                   情況) 

小一︰完成教學進度，普通話能力不錯，在聆聽方面表現理想，大部分學生學習 

      能力一般，有個別學生表現突出。 

小二︰完成教學進度，全班同學普通話能力頗佳，課文朗讀表現不俗。聽說讀寫 

      方面︰閱讀和寫作方面表現較佳，大部分學生說話能力不俗，下學期聆聽 

      評估有進步，學生逐漸掌握聆聽技巧。學生上課守秩序，積極回答問題和 

      參與課堂活動。 

小三︰完成教學進度，普通話能力一般，朗讀能力較好。聽說讀寫方面︰閱讀、 

      寫作和說話方面表現不錯，下學期聆聽評估有進步，學生逐漸掌握聆聽技 

      巧。學生上課聽教守規，積極投入。學生能力差異大，個別學生較被動， 

      偶欠功課，態度馬虎。 

小四︰學生能力差異大，閱讀和聆聽能力較弱，寫作能力一般。 

小五︰完成進度，在錯別宇方面有很大進步，閱讀和寫作能力一般，聆聽有進 

      步。 

小六︰完成進度，普通話朗讀能力較好。聽說讀寫方面︰寫作方面表現不錯，下 

      學期聆聽評估有進步，學生逐漸掌握聆聽技巧。學生上課守紀律，積極投 

      入。個別學生較被動，偶欠功課，態度馬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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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項活動檢討及報告： 

  中文科全年各項比賽報告(見附件一) 

1.親子閱讀獎勵計劃 

 閱讀獎勵計劃佔下學期中期評估的百分之十，參與同學接近百分之一百，達到預期目標，

來年會繼續舉行。 

 

2.隨筆 

 小四︰隔周進行，寫作多元化，學生認真寫作。 

  小五︰配合課堂寫作教學，要求學生寫隨筆時運用所學技巧。 

  小六︰隔周進行，寫作多元化，個別學生表現出色。 

 

3.給家長的信  

  於三月舉行，順利完成。學生參與率達百分之一百，以郵寄方式傳遞給家長，增加活動 

的趣味性，學生在過程中均能認真寫作，建議來年繼續舉行。 

 

4.古詩文教學/古詩文繪畫比賽 

  各級情況︰ 

  小一︰古詩文教學(大部分完成)/古詩文繪畫比賽(完成) 

  小二︰古詩文教學(大部分完成)/古詩文繪畫比賽(完成) 

  小三︰古詩文教學(大部分完成)/古詩文繪畫比賽(完成) 

  小四︰古詩文教學(大部分完成)/古詩文繪畫比賽(大部分完成) 

  小五︰古詩文教學(大部分完成)/古詩文繪畫比賽(完成) 

  小六︰古詩文教學(大部分完成)/古詩文繪畫比賽(大部分完成) 

 

5.優異作品展示 

 二至六年級科任於上、下學期已把學生佳作上載校網。建議各級老師可在班上展示學生

佳作。並在課室壁報、中文科壁報和校網展示優異作文，讓學生互相欣賞和學習，提高

寫作動機和信心，該活動來年繼續進行。 

 

6.跨科學習(與視藝科合作) 

寫畢業典禮邀請卡於五月完成，參與率達百分之一百，達到預期目標，建議來年繼續舉

行。 

 

7.校內書法及作文比賽 

 參與率達百分之一百，大部分同學認真參與，表現出色，達到預期目標，建議來年繼續

舉行。 

 

8.小三及小六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 

 小三今年參加全港 BCA 評估(基本能力評估研究計劃)，小六參加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

驗。 

  小三情況︰學生於課後進行研習，大部分表現專心，均能完成習作。 

  小六情況︰學生於課後進行模擬試題練習。 

 

9.早讀課 

      雙周為中文早讀課，能提供時間讓學生養成閱讀習慣，除了讓學生在這個時段閱讀圖書，

部分班級會邀請學生作分享，例如好書推介，朗誦故事內容，該活動可同時提昇學生聽、

說、讀、寫能力，明年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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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網上閱讀計劃 

   老師鼓勵學生經常登入校網閱讀免費素材。 

 

11.推行普教中 

   一至六年級以普通話教授中文，學生在聆聽和朗讀方面表現不錯，講解較艱深課題時，

老師可以廣州話授課，讓學生容易明白。 

 

12.調適工作紙/校本工作紙 

   一、二年級完成校本工作紙(喜悅寫意教材) 

本年度三至六年級分層次工作紙以閱讀理解(古詩文)為主要題型，來年將會繼續以古詩 

文為中文科分層次工作紙之主題。 

  

13.與訓輔合作—創作「關愛故事」/創作「關愛標語」 

配合訓輔組的主題(正向教育)，創作「關愛故事」及「關愛標語」，建議來年繼續與訓

輔組合作舉辦相關活動。 

 

14.與訓輔合作—講故事網上分享計劃 

全年舉行，配合訓輔組的主題，鼓勵同學講關愛故事，並已上載校網，建議來年繼續推

行。 

 

15. 兒童讀經 

  小二︰學生均能以普通話朗讀《弟子規》。 

  小四︰學生均能以普通話朗讀《三字經》。 

    小五︰學生均能以普通話朗讀《千字文》。 

    來年繼續推行。 

 

16. 合作學習/自主學習 

    小一︰二人或四人一組進行學習活動，學生表現投入。 

    小二︰上課時分組進行討論、匯報、角色扮演，學生表現理想，老師亦會佈置 

      功課讓學生搜集資料。 

    小三︰學生以二人組合或四人組合來進行討論、匯報、角色扮演，學生表現積 

      極，老師亦會佈置功課讓學生搜集資料。 

    小四︰四人一組，學生互動性強，積極投入。 

    小五︰四人一組進行角色扮演或匯報，增加課堂趣味性。 

    小六︰學生習慣分組活動，上課時自動自覺做筆記。 

    老師應在教學上繼續運用合作學習或自主學習策略，提升教學效能。 

  

 

17.小組交談 

三年級同學於課後研習進行小組交談和小組匯報訓練，學生的說話能力和自信心均獲得

提昇。 

建議其他年級讓學生認識小組交談模式，並增加訓練次數，來年會將小組交談的模擬片

斷放置中文科科組檔案，供老師教學參考。 

 

18.普通話朗誦節 

 參賽同學表現優秀，詳見附件一。建議來年繼續參加該項賽事。 

 

19.專題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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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平日的教導，訓練學生的綜合能力，更好地參與專題研習活動。 

 

20.普通話天氣報告 

同學能用普通話報告天氣，表現理想，大部分學生能充滿自信地面對全校師生。宜提醒 

同學在報告天氣時，多注意儀態、聲量和語言流暢度。建議來年繼續推行。 

 

21.正讀國歌 

   於九月初已教授國歌歌詞的正確讀法，來年繼續進行。 

 

22.中華文化日 

由香港意學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協辦，於 6月 25日在學校舉行，進行了 4個活動，除了

遊蹤活動時間稍長，其他環節(跳繩、看影片和激答)都可在預定時間完成。學生反應

積極投入。 

 

23.校園電視台 

配合校園電視台的運作，下學期錄製了普通話朗誦和講故事節目。 

 

24.學校三年發展計劃—善用評估數據促進學生學習 

綜合中文科聽、說、讀、寫四卷評估數據顯示，學生在聆聽方面表現稍遜，建議各級

來年增加練習次數，並教導學生聆聽技巧，例如︰ 1.掌握說話內容的主題；2.了解講

者的立場（找出關鍵詞）；3.理解講者的言外之意；4.集中棈神；5.邊聽邊記；6.留意

講者聲調語氣。教導學生運用聆聽三個主要技巧︰耳到（專心聆聽）、手到（速記要點）、

心到（強記及分析）。 

 

(二)教師考績方面 

   上下學期分別呈交兩次作業予科主任或校長檢查。各級老師均完成中文作業練習。至於

批改方面，宜注意學生的錯別字情況和跟進欠交的學生。 

 

(三)遞交文件： 

 分層工作紙(已完成) 

 各級進度表(已完成) 

 作文進度表(已完成) 

 各級中文科試卷(已完成) 

 各級評分準則(已完成) 

     

 

 

(四)財政支出 

       本年度財政如下： 

    項目    支出 

1. 學校朗誦節報名費                  $920 

2. 學生獎品(恆常)                    $300 

3. 教材費                            $120 

4. 硬筆書法比賽報名費                 $40 

                               合計:$1380 

                         

中華基督教會長洲堂錦江小學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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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018年度中文科活動報告 

10月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第六十八周年學生徵文比賽 

10月  第二十二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校內) 

     初級組︰P2盧睿彬(冠軍) 

             P2李康翹(亞軍) 

             P1鄭日晞(季軍) 

     中級組︰P3馮詠琳(冠軍) 

             P3楊昊鑫(亞軍) 

             P4杜焯翹(季軍) 

     高級組︰P6冼海琳(冠軍) 

             P5陳穎喬(亞軍) 

             P6周汶蕙季軍)  

10月  2017-2018年度全國青少年語文知識大賽初賽(菁英盃) 

      五年級︰曾芳婷(三等獎)    鄧芷晴(三等獎) 

11月  與訓輔合作 P3—P6學生創作「關愛故事」文章一篇 

       三年級︰陳以呈         四年級：何語喬 

    五年級：楊諾婷         六年級︰吳渃渝 

12月  校內中文書法比賽 

       一年級︰郭熙瞳    二年級︰盧睿彬 

       三年級︰馮詠琳    四年級︰葉靖嵐 

       五年級︰劉柏逸    六年級︰吳渃渝 

12月  校內作文比賽︰ 

       一年級︰張凱喬         二年級︰孫葆懿 

       三年級︰陳以呈         四年級︰何語喬 

       五年級︰楊諾婷         六年級︰吳渃渝 

12月  香港學校音樂及朗誦協會舉辦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朗誦)： 

   表現優良： 

      一年級︰張妙殷             三年級︰楊昊鑫  朗恩瀚  蔡浚智   

   四年級：黃子軒  蔡穎熙    五年級：曾芳婷  楊諾婷   

   表現良好： 

      六年級︰吳渃渝   朱穎彤 

12月「寫作小能手」:新界校長會及上海教育報刊總社主辦第十一屆滬粵港「寫作小能手」 

      現場作文邀請賽(初賽)  

表現 年級 學生 

三等獎 五 高昕悦 

三等獎 五 杜冬祈 

三等獎 六 黎曉露 

三等獎 六 布浚延 

入圍 五 楊諾婷 

入圍 五 孫萱懿 

入圍 五 曾芳婷 

入圍 六 吳渃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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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圍 六 庄孝炳 

3月 第七屆香港青少年科幻小說刣作大賽 

 

4月 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計劃徵文比賽 

 

5月  與訓輔合作 P3—P6 學生創作「關愛」標語比賽 

       三年級︰甘焯瑩     四年級：樊嘉堯 

    五年級：孫萱懿     六年級︰吳渃渝 

 

5月  校內中文書法比賽 

       一年級︰張凱喬 

       二年級︰劉珈悦 

       三年級︰馮詠琳 

       四年級︰郭熙雯 

       五年級︰劉柏逸 

       六年級︰邱湋僖 

 

7月 第二屆全港中小學校訓演講比賽 

     五年級︰曾芳婷(優異獎) 

 

2. 英文科 
 

1. Subject objectives 

 to improve teachers’ teaching skills; 

 to improve students’ reading, writ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skills; 

 to rais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to foster students’ self-learning ability; 

 to cater for learner differences and; 

 to create a language-rich environment. 

 

2. Programs 

There were 22 programs this school year. 

a. E-learning program 

b. English workshop for teachers (NET) 

c. iPad-based Reading Program 

d. Family Reading Scheme 

e. Phonics Learning 

f. Interview Booklet 

g. School-based Supplementary Exercise Book (SEB) 

h. Writing Program 

i. Writing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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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tensive Reading Scheme 

k. Buddy Reading Program 

l. SCMP Posties 

m. English Corner 

n. Family Reading Scheme Promotion Board 

o. English Activities Day 

p. English Weather Board 

q. Penmanship Competition 

r. Hong Kong Speech Festival 

s. P.3 Territory System Assessment & P.6 Pre-S1 Hong Kong Attainment Test 

t. Student self-learning 

u. Campus TV 

v. English Club 

 

3. Program reports 

a. E-learning program 

1.  Duration: whole school year 

2.  Report: The level of student participation is not satisfactory. Teachers need to put more  

effort into monitoring students’ learning progress. 

3.  Assessment: aims not attained 

 

b.  English workshops for teachers (NET) 

1.  Date: 13th April, 2018 (Friday) 

2.  Title: Teaching English through Puppetry 

3.  Report: Teachers found it interesting by using puppets in teaching. Puppetry can be used 

in next year’s drama teaching.  

4.  Assessment: aims attained 

 

c.  iPad-based Reading Program 

1.  Duration: whole school year 

2.  Report: All classes read at least two readers in the whole school year. Some classes read 

more than two readers. 

3.  Assessment: aims attained 

 

d.  Family Reading Scheme 

1.  Duration: Christmas holiday 

2.  Report: Most students did the reading reports, except a few in some classes. Over 93% 

of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scheme. Five prizes were given to each class.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was satisfactory.  

3.  Assessment: aims at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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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Phonics Learning 

1.  Duration: whole school year 

2.  Report: The activities were very useful in establishing a regular routine for the students. 

Some students have learned how to segment and blend phonemes effectively. It 

would be useful if these techniques could be integrated into regular GE 

lessons.  

3.  Assessment: aims attained 

 

f. P.6 Interview Booklet 

1.  Duration: November to December 2017 

2.  Report: Most students were not eager to learn the interview skills and did not prepare 

well. Mock interviews were held for students. Their performance was fair. 

3.  Assessment: aims attained 

 

g.  School-based Supplementary Exercise Book (SEB) 

1.  Duration: whole school year 

2.  Report: P.1 to P.3 used Supplementary Exercise Books this year. The Supplementary 

Exercise Books were revised for the coming school year.  

3.  Assessment: aims attained 

 

h.  Writing Program 

1.  Duration: whole school year 

2.  Report:  

Classes Pieces of writing in the whole school year 

P.4 8 

P.5 6 

P.6 7 

         Most students’ organization skills and writing ability had been strengthened. 

Some students were able to use mind maps in the planning stage.  

3.  Assessment: aims attained  

 

i.  Writing Competition 

1.  Duration: Easter holiday 

2.  Report: 100% of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Writing Competition. The winners of 

P.4-P.6 received a prize. The winners are: Wong Tze Hin (P.4), To Tong Ki (P.5), 

Lai Hiu Lo (P.6). 

3.  Assessment: aims attained 

 

j.  Extensive Reading Scheme  

1.  Duration: Second Term 

2.  Report: Students did four reports in the whole school year. Some of their reports were  

satisfactory. Prizes were given to 5 students at each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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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ssessment: aims attained 

  

k. Buddy Reading Program 

1.  Duration: November 2017 to May 2018 

2.  Report: Ten P.2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progamme. Both primary and secondary 

students were enthusiastic about doing the reading activities.  

3.  Assessment: aims attained 

   

l.  SCMP Posties 

1.  Duration: October 2017 to June 2018 

2.  Report: The school provided the weekly journal for P.5 and P.6 students. Students could  

read Posties in the morning reading lesson. Some students were interested in 

reading Posties but some were not. Students from P.4 – P.6 were encouraged to 

be buddy reporters. Students submitted photo stories and were selected by 

SCMP editors to be published on posties.hk. 

3.  Assessment: aims attained 

 

 

m.  English Corner 

1.  Duration: whole school year 

2.  Report: Junior class students were more enthusiastic than other classes.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was satisfactory. 

3.  Assessment: aims attained 

 

n.  Family Reading Scheme Promotion Board 

1.  Duration: February 2018 

2.  Report: Good reading reports from each class were presented. Prizes were given to 5 

students in each class.  

3.  Assessment: aims attained 

 

o.  English Activities Day 

1.  Date: 4/7/2018 (Wednesday)  

2.  Report: Each class had three performances, such as songs, poems and plays. Students 

enjoyed the activities and their performances were good. Parents were pleased 

with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tudents. 

3.  Assessment: aims attained 

 

p.  English Weather Board 

1.  Duration: First Term 

2.  Report: All P.2 to P.6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weather report activities. They took 

turns to change the information on the weather board and reported the we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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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first recess. Most of them were able to do the report according to the 

guidelines provided.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was satisfactory.  

3.  Assessment: aims attained 

 

q.  Penmanship Competition 

1.  Duration: First Term: Week 19, Second Term: Week 20 

2.  Report: All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Penmanship Competition. The winner of each  

level received a prize.  

3.  Assessment: aims attained 

 

r.  Hong Kong Speech Festival 

1.  Duration: November – December 2017 

2.  Report: 11 students from P.1 to P.6 joined the activities. They enjoyed reading poems  

and prepared a lot before the competition. All of them received a certificate 

from the association.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was good. 

Students’ marks are as follows:  

P.6 Po Tsun Yin 

   (85) Merit 

P.  P.6 Yau Wai Hei       

(79) Proficiency 

P.6 Lai Hiu Lo 

   (81) Merit 

P.5 Leung Hau Ying 

   (83) Merit 

P.5 Kwok Bo Xin 

   (80) Merit 

P.4 Lo Ching Nam  

   (80) Merit 

P.4 Wong Hei Wun  

   Merit 

P.3 Chan Yi Ching 

   (82) Merit 

P.3 Kam Cheuk Ying 

   (80) Merit 

P.3 Choi Tsun Chi 

   (78) Proficiency 

P.1 Cheung Miu Yan  

   (83) Merit 

 

 

3.  Assessment: aims attained 

 

s.  P.3 Territory System Assessment & P.6 Pre-S1 Hong Kong Attainment Test 

1.  Duration: P.3 (Every Tuesday in the Second Term) &  

P.6 (Every Thursday in the Second Term)  

2.  Report: There were two teachers for each level which was much better in catering for 

learning differences. 

3.  Assessment: aims attained 

 

t. Student self-learning  

1. Duration: Whole school year 

2.  Report: Before teachers started a new chapter in RW and textbooks, almost all P.4 – P.6 

students were able to look up new words in the dictionary. Teachers found it 

useful for students to finish the exercises and learn more vocabulary. On the 

other hand, teachers taught all students to jot down the key points from each 

chapter in their notebooks. Students found it useful for revision.  

3.  Assessment: aims attained 

 

u. Campus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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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uration: Second term 

2. Report: P.6 Po Tsun Yin recorded a poem in the first term. P.3 Chan Yi Ching & Kam 

Cheuk Ying recorded a song in the second term. 

3.  Assessment: aims attained 

                                                                        

v. English Club 

1. Duration: Whole school year 

2. Report: Some students were interested in all the activities in the whole school year.  

3. Assessment: aims attained 

 

4.  Financial Report 

a.  English Activities Day drinks $ 381.6 

b.  English Corner $ 1202 

c.  Hong Kong English Speech Festival $ 1035 

d.  English Material Fee $ 300 

e.  PTU Penmanship Competition $ 40 

Total:  $ 2958.6 

 

5.   Suggestions 

i. Display more students’ work in the classrooms and on the school website and change 

them more often. 

ii. Teach students classroom language and insist on students using it. 

iii. Encourage students to use their phonics skills in GE lessons. 

iv. Participate in more outdoor activities to extend students’ English learning experience 

beyond the classroom. 

v. Teach students more examination skills. 

 

3. 數學科 
 

(一) 總目標 

1. 引起學生對數學的學習興趣及動機。 

2. 使學生理解、掌握和應用數學的概念及計算技巧。 

3. 發展學生的思維、傳意、解難及創造能力。 

4. 增強學生探究、構思及推理的能力。 

5. 教導學生運用數學知識解決日常生活上的問題。 

6. 培養學生的數字感和空間感。 

7. 培養學生對數和圖形的規律及結構的欣賞。 

 

(二) 現況分析 

2.1 優點 

2.1.1 本校教師有充足的學理基礎、積極態度及豐富經驗。 

2.1.2 本校學生有充足的學前教育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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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教育局及出版社提供不少教學材料、教具及學具，教學資源頗為豐富。 

2.1.4 本校學生對數學知識有一定興趣。 

2.1.5 本校資訊科技設施良好，有利推動網上互動學習。 

2.1.6 家長關注學生學習情況。 

2.1.7 本校設有校園電視台，可製作有關數學知識的節目。 

 

2.2 弱點 

2.2.1 本校學生的文字理解能力較弱。 

2.2.2 教學時間緊迫，教師工作量大，級任較難一一輔助成績稍遜的學生。 

2.2.3 本校學生尚存資訊科技能力差異，有礙網上自學計劃的推動。 

 

(三) 本年度目標 

1. 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及興趣。 

2. 靈活運用基本數學概念。 

3. 加強理解、分析及解難能力。 

4. 提拔、培養優質學生。 

5. 推動課堂電子學習。 

 

(四) 執行計劃 

為培養學生對本科的學習興趣、提高理解、分析及解難能力，本年度將施行下列十

一個方案： 

1. 方案一：數學天地 

2. 方案二：數學問答比賽 

3. 方案三：數學急口令 

4. 方案四：校外數學比賽 

5. 方案五﹕推動學生閱讀自學 

6. 方案六：發展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7. 方案七：推動學生網上自學 

8. 方案八：推動課堂電子學習 

9. 方案九：校園電視台 

10. 方案十：配合學校發展計劃——推行「正向文化」 

11. 方案十一：配合學校發展計劃——善用數據評估 促進學生學習 

 

4.1 數學天地 

4.1.1  目的 

1. 引起學生對數學的學習興趣及動機。 

2. 使學生理解及應用數學的概念及計算技巧。 

3. 發展學生的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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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增強學生探究、構思、傳意及推理的能力。 

5. 培養學生的創造能力。 

 

4.1.2  推行模式 

1. 全年推行 8 次。上學期 4 次，下學期 4 次。 

2. 題目分高、低程度，可包括數學智力遊戲、趣味數學、數學歷史、妙問妙

答等類別，由各數學科老師輪流負責擬題。 

3. 題目將會張貼在壁報板上供學生自由參加。 

4. 每次作答期限約為一至兩星期。 

5. 得獎學生可獲小禮物一份，以作鼓勵。 

 

    檢討﹕本學年共舉辦了 6 次，初小學生較踴躍參與。 
 

 

 

4.2 數學問答比賽 

4.2.1  目的 

1. 引起學生對數學的學習興趣及動機。 

2. 使學生理解及應用數學的概念及計算技巧。 

3. 發展學生的思考能力。 

4. 增強學生探究、構思、傳意及推理的能力。 

5. 培養學生對數和圖形的規律及結構的欣賞。 

 

4.2.2  推行模式 

1.  舉辦日期：2018 年 4 月 24 日 

2.  形式﹕分初、高級組進行，設有台上必答題、台上搶答題及台下問答題。 

3.  詳細的工作分配、籌備計劃及各事項，在下學期召開工作會議決定。 

 

    檢討﹕分初、高級組進行比賽，學生表現投入，氣氛熱烈。 
 

4.3 數學急口令 

4.3.1  目的 

1. 引起學生對數學的學習興趣及動機。 

2. 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 

 

4.3.2  推行模式 

1.  於下學期舉行。 

2.  每級有特定背誦主題，如學生能在指定時間完成，可獲小禮物一份，以 

   作鼓勵。 

 

    檢討﹕學生積極參與，參與率達 90%，成功率為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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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校外數學比賽 

4.4.1  目的 

1. 增強學生探究、構思、傳意及推理的能力。 

2. 發展學生的思考能力。 

 

4.4.2  推行模式 

              1. 由高年級老師推薦學生，參加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2. 向學生介紹比賽，學生自行參加。 

 

    檢討﹕12 位小五、小六學生參加全港十八區(離島區)小學數學比賽，獲發優良獎狀。 

          來年繼續參與。 

 

 

4.5 推動學生閱讀自學 

4.5.1  目的 

1. 引起學生對數學的學習興趣及動機。 

2. 發展學生的思考能力。 

3. 增強學生探究、構思、傳意及推理的能力。 

 

4.5.2  推行模式 

      與圖書組合作，選購數學科有關的書籍，讓老師於課堂內能向學生推介與 

      課題相關的圖書，鼓勵學生借閱。 

 

    檢討﹕下年度可向公共圖書館外借數學書籍到學校。 

 

4.6 發展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4.6.1   目的 

1. 發展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2. 學生能有目標、有策略、透過提問和反思，掌握有效能的學習方法。 

 

4.6.2   推行模式 

三至六年級學生運用《數學周記》，於課堂上做筆記、課前做預習或資料

搜尋，並鼓勵學生提問、討論和分享。 

 

    檢討﹕三年級學生未能掌握寫筆記技巧，建議來年只在四至六年級推行。 

 

4.7 推動學生網上自學 

4.7.1  目的 

1. 引起學生對數學的學習興趣及動機。 

2. 發展學生的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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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增強學生探究、構思、傳意及推理的能力。 

 

4.7.2  推行模式 

利用教科書附設之網上學習平台，讓學生可在家中進行網上學習。 

 

    檢討﹕以鼓勵性目的推行，來年繼續。 

 

4.8 推動課堂電子學習 

4.8.1  目的 

1. 引起學生對數學的學習興趣及動機。 

2. 使學生理解及應用數學的概念及計算技巧。 

3. 發展學生的思考能力。 

4. 增強學生探究、構思、傳意及推理的能力。 

5. 提高教師的教學專業能力。 

 

 4.8.2  推行模式 

      於小四及小五課堂推行電子互動教學。 

 

    檢討﹕小四及小五各進行了五次課堂電子互動教學，成效不俗，學生投入課堂，來年

可於其他級別試行。 

 

4.9 校園電視台 

4.9.1  目的   

1. 引起學生對數學的學習興趣及動機。 

2. 使學生理解、掌握和應用數學的概念及計算技巧。 

3. 發展學生的思維、傳意、解難及創造能力。 

4. 增強學生探究、構思及推理的能力。 

 

         4.9.2   推行模式 

    全年拍攝兩個數學節目。 

 

    檢討﹕本年度已拍攝兩個數學節目，來年繼續。 

4.10 配合學校發展計劃——推行「正向教育」 

4.10.1 目的 

1. 引起學生對數學的學習興趣及動機。 

2. 增強學生探究、構思、傳意及推理的能力。 

3. 培養學生對數和圖形的規律及結構的欣賞。 

 4.10.2  推行模式 

      1. 設立「美的數學」壁報，讓學生欣賞數學。 

      2. 介紹數學家、張貼學生作品等。 

    檢討﹕可張貼多上學生作品，，來年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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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配合學校發展計劃——善用數據評估促進學生學習 

4.11.1  目的 

1. 引起學生對數學的學習興趣及動機。 

2. 使學生理解、掌握和應用數學的概念及計算技巧。 

3. 發展學生的思維、傳意、解難及創造能力。 

4. 增強學生探究、構思及推理的能力。 

5. 提高教師的教學專業能力。 

 4.11.2   推行模式 

      1. 進展式評估﹕完成每單元後須進行最少一次評估。 

      2. 將有代表性的評估卷(如較多學生錯的題目)存檔。 

 

    檢討﹕各級老師已有存檔，來年試用AQP系統分析學生試卷。 

(五) 評估方法 

1. 統計學生參與人數。 

2. 教師觀察學生的反應及表現。 

3. 學生比賽成績及表現。 

(六) 財政預算 

1. 教具 $ 1,000 

2. 禮物 $ 1,000 

3. 教材費 $   500 

合共： $ 2,500 

 

(七) 小組成員 

張慧勤主任 一年級、六年級數學科老師 

鄭樂鈴老師 二年級數學科老師 

彭佩茵主任 三年級、五年級數學科老師/數學科組長  

黃思敏老師 四年級數學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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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常識科 
 

(一) 目標 

1. 使兒童認識自己在家庭和社會所擔當的角色及應履行的責任，並關注共同的福祉。 

2. 培養他們對國民身份的認同感，並致力貢獻國家和世界。 

3. 讓兒童學會關心及愛護環境，實踐綠色生活。 

4. 使學生成為充滿自信、理性和富責任感的公民。 

5. 讓學生保持健康的個人發展。 

6. 培養學生對自然及科技世界的興趣和好奇心，了解科學與科技發展對社會的影響。 

 

(二) 計劃檢討 

1. 課堂教學 

a) 校本支援計劃 

計劃目的：透過教育局「校本支援計劃」每月有兩次由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與四至六年級

科任老師共同備課，以協助老師於課堂上發展 STEM 教學。 

對象：二至三年級 

日期：全年 

概況：2018 年 6 月 7 日常識科校內分享會亦完成，參與的老師表示有所得著，對教學有所獲益。

經學校已在二至六年級，建立了豐富的校本常識科課程，為學生提供主動探究的學習經驗，透

過多元化的探究模式，發展學生相關的科學過程技能，培養學生客觀求真的科學精神，建立對

科學更深入的認識。以下是校本支援的已完成的課題及相關探究模式。建議保存能具體反映學

生學習的課堂工作紙，考慮發展人文學科方向。 

 重點課題 學習重點 相關的探究模式 

二年級 

動植物生長 

動植物的特徵 (活動和反應) 

動物的成長 (卵生與胎生) 

植物的各部份 (根、莖、葉) 

植物的生長 (光、水和空氣) 

親身體驗及聚焦觀察 

日與夜 

太陽是熱與光的來源 

地球的自轉與日夜 

月相的變化 

藉模型探索 

三年級 

衣食足 
比較衣料特性 

食物保存 
親身體驗及聚焦觀察 

冷和熱 

溫度的量度 

熱的傳遞 

冷縮熱脹 

以公平測試比較實驗結果 

評估結果：超過 80%學生表示對有關課題提升興趣。 

 

b) 運用電子科技於教學上 

計劃目的：透過在課堂上運用 VR、平板電腦運用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和效能。 

對象：全校 

日期：全年 

概況：一年級利用平板電腦學習課本上擴真實境的課題。五年級利用平板電腦拍攝模擬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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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至六年級能夠利用平板電腦完成專題研習。 

評估結果：超過 80%學生表示利用電子科技對學習有關課題能提升興趣。 

 

c) 自主學習：時事分享 

計劃目的：培養學生讀報習慣，加強學生的時事觸覺，並發展學生的二手資料搜集技能及提升

自學能力。 

對象：全校 

日期：全年最少 4 次 

概況：全校進行，已收集了各級的時事分享，建議三、四年級無需寫時事的內容，只需要寫個 

人的感想。 

評估結果：各級學生能對於社會發生的事情有所認識，亦能夠分享個人感受。 

 

2. 校園電視台 

計劃目的：學生能夠運用常識課所學到的科學理論，以實驗的形式，介紹給同學，藉以提升學

生的探究精神。 

對象：全校 

日期：全年 2 次 

概況：製作了科學節目──聲音蛇由三年級陳以呈和柳逸峻負責講解箇中的原理，另外製作了 

機械人編程班成果介紹包括六年級盧言哲，五年級孫萱懿、楊諾婷。 

評估結果：超過 80%學生表示在觀看實驗後對實驗感興趣。 

 

3. 參觀活動 

a) 與圖書組合辦活動：一年級參及二年級觀長洲公共圖書館 

計劃目的：認識社區設施及借書程序。 

對象：一年級 

日期：2017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五)上午 9:45-10:45 

對象：二年級 

日期：2017 年 10 月 10 日(星期二)上午 9:45-10:45 

概況：一、二年級已分別於 2017 年 10 月 13 日及 10 月 10 日進行，活動順利完成。 

評估結果：80%學生表示感興趣參與參觀活動。 

 

b) 與圖書組合辦活動：參觀大會堂圖書館 

計劃目的：認識社區設施。 

對象：四年級 

日期：2018 年 3 月 8 日(星期四) 

概況：學生能夠認識社區的設施，亦了解大型圖書館的特色。 

評估結果：80%學生表示感興趣參與參觀活動。 

 

4. 水警海港警區與警民關係組合辦：西頁戶外訓練營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上學期 1 次 2 次 1 次 超過 10 次 4 次 4 次 

下學期 1 次 4 次 4 次 5 次 3 次 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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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目的：讓學生透過不同訓練提升學生守法守規及正面積極的態度。 

對象：四、五、六年級共 40 人 

日期：2017 年 11 月 24 日 

概況：學生學習正面積極面對問題，學生投入度高。 

評估結果：80%學生表示感興趣參與參觀活動。 

 

5. 講座 

a) 性教育講座(明愛賽馬會青少年綜合活動中心) 

計劃目的：讓學生懂得保護自己的身體。 

對象：五年級及六年級 

日期：2017 年 9 月 10 日下午 1:25-3:50 

概況：由學校社工邀請外間機構負責，分開男、女同學分開進行，內容可以再作深入討論。 

評估結果：80%學生能說出兩性相處的正確態度。 

b)「正向無毒，我最讚」講座 

計劃目的：讓學生正面解決問題。 

對象：三年級至六年級 

日期：2018 年 1 月 18 日上午 11:00-12:00 

概況：內容吸引，表達信息清晰，合適本校學生。 

評估結果：80%學生能說出正面解決問題方法。 

 

6) 國情教育展覽 

計劃目的：認識祖國。 

對象：全校 

形式：第五週進行，安排常識堂讓學生參觀展板及完成工作紙 

概況：第五週進行，常識堂已讓學生參觀展板及完成工作紙，並給予學生獎勵印，還完成有關

的攤位活動，學生表現投入。 

評估結果：80%學生感興趣並交回工作紙。 

 

7) 科學探究活動 

計劃目的：讓學生透過 STEM，認識有關科學(S)、科技(T)、工程(E)、數學(M)等知識的了解科

技與生活的關係。 

對象：全校 

日期：2018 年 5 月 29 日 

概況：各級主題如下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齒輪的認識 防漏屋頂 保温瓶 空氣炮 支柱的設計 紙橋敵千斤 

評估結果：90%學生參與活動並能成功製作實驗品表示動手做實驗感到很有趣。 

 

8) 常識問答比賽 

計劃目的：透過問答比賽，提高學生對時事及生活常識的認識。  

對象：全校 

日期：2017 年 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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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況：必答題每級 12 題，台下必答題的每級 9-12 題，搶答題 8-10 題。 

評估結果：學生答對 80%的問題。 

 

9) 小小科學家班 

計劃目的：透過科學小發明，啟發學生運用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等知識，連繫日常生活物

品，從而了解科學與生活的關係。 

對象：小二至小四 

日期：上學期星期三課外活動時間 

概況：參與學生感到很有趣，在活動中表現積極。 

評估結果：90%參加學生都能製作製成品並能說出箇中的科學原理。 

 

10)  STEM 教學活動 

計劃目的：透過課堂以外的活動，利用有趣軟性手法推展 STEM 教育。學生可透過展覽攤位，  

認識有關科學(S)、科技(T)、 工程(E)、 數學(M)等知識的日常應用。此外，學生可參與工作坊， 

親身應用 STEM 知識，創作科技製品，解決難題。 

對象：全校 

概況：申請優質教育基金項目：「以科技教育連繫小島」初步申請未能成功，計劃會進一步修正，

已第二次呈交。機械人編程班共上、下學期共 10 堂，比賽隊訓練共 5 堂。比賽訓練班於

2018 年 1 月 29 日完成。四位同學於 2017 年 12 月 16 日參加了小學生魔力橋大賽，一位

五年級同學取得優勝獎。2018 年 5 月 12 日有五位五、六年同學參加世界魔力橋大賽。 

評估結果：超過 80%參加學生能製作製成品，以及成果分享。 

 

11) 實踐綠色生活 

申請環保基金項目：綠色生活在錦江，只獲批出太陽能發電糸統，經過多方考慮，各方未能配合

故決定不接受是次批款項目。 

 

(三) 財政報告 

 

 

 

 

 

STEM 

教育津貼： 

機械人編程班 $6,000 

RobotSTEAM 香港區公開賽報名費 $800 

RobotSTEAM 比賽班導師費 $5,000 

温度計 5 支 $145 

貼片式温度計 $33 

膠盒 $60 

教材費用 $300 

科技日物資 $161 

合共 $12,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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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工作報告小組成員 

黃思敏老師﹝一年級﹞ 

邱淑華老師﹝二年級﹞ 

陳文茵老師﹝三年級﹞ 

彭佩茵主任﹝四年級﹞ 

鄭樂鈴老師﹝三年級﹞ 

盧美玉主任﹝六年級﹞ 

 

5. 音樂科 
 

(一)  總目標 
 

1.1 擴闊學生對音樂感應的領域，培養他們對音樂聆聽、演奏、創作各方面的敏銳觸覺。 

1.2 透過愉快和有價值的音樂體驗，讓學生從中獲得喜樂和滿足，從而發展他們的想像力。 

1.3 提供適當的音樂活動，讓學生進行具有共同目標的小組活動，以達致不同程度的成就。 

 

(二)  施行概況 

 

2.1  音樂課堂上指導學生正確的發聲方法，包括姿勢、呼吸、吐字、表情特性、音準等。 

2.2  循序漸進地編排樂器活動，並與其他活動如歌唱、律動等互相配合。 

2.3  選擇音樂聆聽的歌曲富吸引力和趣味性。 

2.4  在音樂課堂上指導兒童適當地運用身體各部分可做到的動作來進行律動。 

2.5  鼓勵兒童探討及試驗各種聲響，作為音樂創作的材料。 

2.6  大部分三至六年級學生已掌握基本吹奏牧童笛技巧。部分較努力的學生甚至能吹奏多首短

曲。 

2.7  在中文科老師的協助下，大部分學生已懂得頌讀國歌歌詞及背唱國歌。 

2.8  參加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樂節比賽成績，參與人數達標。 

         

學生姓名 班級 參賽項目 成績 

張妙殷 一年級 鋼琴獨奏（一級） 優良 

陳以呈 三年級 鋼琴獨奏（二級） 優良 

劉柏悅 二年級 鋼琴獨奏（一級） 良好 

黃晞媛 四年級 鋼琴獨奏（二級） 良好 

黃珈蕎 四年級 鋼琴獨奏（三級） 良好 

朱穎彤 六年級 鋼琴獨奏（四級） 良好 

 

2.9  全校師生於 2017 年 10 月 31 日參加由音樂事務處舉辦的《中樂動物農莊》音樂會，參與

人數已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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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全校共有 14 個學生參加小提琴班。初班 6 個，中班 4 個，高班 4 個。另外，有 5 個學生

於聖誕聯校慶祝會表演 3首樂曲包括《Hark!The Herald Angels Sing》、《Deck the Hall》

和《鈴聲》。 

2.11 每級於課堂上已學習最少 3首詩歌。 

2.12 三年級學生本計劃於教育主日獻唱《歡笑感恩》，但因天氣惡劣關係，獻唱活動被迫取消。 

 

(三)  評估方法 

 

3.1 透過課堂活動，觀察學生對音樂的投入感。 

3.2 透過學期評估，評核學生對音樂的認識及其表達能力。 

3.3 透過參加香港學校音樂節比賽，與其他學校觀摩，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果。 

3.4 透過學校慶典及節日之音樂表演，觀察學生對樂器及歌唱方面的演繹技巧。 

3.5 透過各項音樂活動，觀察學生的溝通及協作能力。 

 

(四) 財政支出 

 4.1  2017-18 學年支出                                               $0.00 

 

(五) 其他事項 

5.1 運用「推動中國歷史及文化」計劃內的津貼，購置 8種中國敲擊樂器，並計劃於下學年配

合參與「推動中國歷史及文化」計劃，以推廣中華文化為目標，介紹及教授中國音樂及樂

器。 

 

(六) 工作報告小組成員 

張慧勤 三至六年級音樂教師/音樂科科主任   

邱淑華 一至二年級音樂教師 

 

6. 視覺藝術科 
 

（一） 目標 

 1.1 透過不同的學習活動，使學生能抒發情感和表現自我、培養感知能力、發展審美感覺

及培養創造力。 

 1.2 透過閱讀不同的媒介，擴闊學生視野，加強對視覺藝術的感覺。 

 1.3 讓學生在互聯網上蒐集資料，加強自我學習的能力。 

 1.4 透過敘述表象、整體感受、形式分析、意義詮釋及價值判斷，培養學生自評的能力。 

        

所定之目標，透過教材之學習及實踐，基本已達到。 

  

（二） 施行概況         

 2.1教學進行 

  2.1.1 注意控制教室秩序。 

  2.1.2 講解過程務必精簡。 

  2.1.3 使課堂氣氛輕鬆愉快並富安全感。 

  2.1.4 鼓勵學生公開發表個人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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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鼓勵學生指出個人作品的特點。 

  2.1.6 時刻提點學生從學習過程中學得的知識和技巧。 

  2.1.7 向學生強調學習過程比學習成果更重要。 

  2.1.8 培養學生容納多元風格和意念。 

  2.1.9 以討論方式幫助學生親自找出問題之所在。 

    

2.1.10 

2.1.11 

2.1.12 

2.1.13 

2.1.14 

2.1.15 

2.1.16 

2.1.17 

就個別課題的需要，進行分組討論或製作。 

按教學內容適當分配時間。 

若要學生自備物料或其他工具上課，宜預早通知。 

著學生注意環境清潔。 

鼓勵學生參加校內及校外的視覺藝術科活動。 

因應個別差異，提供不同幫助。  

鼓勵學生在課前運用資訊科技蒐集資料，擴闊個人視野。 

鼓勵學生在課前多閱讀不同刊物，以蒐集資料。 

各級均能根據以上各項教學。 

 

 2.2引導學生欣賞視覺藝術作品 

以問答形式指導學生往往比單向灌輸更有效，因為適當的問題可以刺激學生動腦筋；學

生經過思考，然後回答問題，正是以行動投入學習的表現，教育效益常更顯著。教師可

考慮從敘述表象、整體感受、形式分析、意義詮釋及價值判斷等不同層面提出問題，引

導學生欣賞視覺藝術作品。 

 透過欣賞藝術作品，學生的感知及審美能力得到適當的發展。 

 

 2.3引導學生創作 

  2.3.1 透過感覺和觸覺投入某一情境。 

  2.3.2 提供實物作觀察，豐富視覺經驗。 

  2.3.3 理解結構特徵，把創作對象跟其他事物類比。 

  2.3.4 嘗試從多角度看事物。 

  2.3.5 用記憶畫法幫助觀察。 

 透過適當的引導，學生的創造能力得到發展。 

 

 2.4跨學科學習計劃 

 

 

 2.4.1 與中文科合作，舉辦設計「畢業禮邀請卡」活動。 

 2.4.2  

 

與輔導組合作，舉辦設計「感恩天使卡」活動。 

 

2.5校內活動 

 2.5.1 小學校內填色比賽 

中華基督教會長洲堂及本校為一至六年級學生舉辦『教育巡禮』之 

『小學填色比賽』。 

 2.5.2 上學期視覺藝術比賽 

上學期第十三、十四週舉行，題目『感恩卡—家人』。 

 2.5.3 下學期視覺藝術比賽 

下學期第二、三週舉行，題目是『恩典太美麗』。 

 2.5.4 設計畢業禮邀請卡 

五月，六年級舉行設計『畢業禮邀請卡』活動，然後交給中文科老師教寫邀請卡。 

 2.5.5 展板展覽 

展板展覽計劃順利完成，各級上下學期各有一次展覽機會。透過展板展覽，能加強

學生的自信，讓學生透過互相觀摩，學習同學間不同的創作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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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佳作上網 

上、下學期的佳作上網計劃，各級都能依時完成。學生、家長及校外人士能透過佳

作上網來欣賞學生的作品，從而增強學生的自信心。 

2.6校外活動 

 2.6.1  長洲文娛康樂協進會舉辦『中秋綵燈巡遊文藝會』之『親子花燈紮作比賽』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6.10 

 2.6.11 

 

中華基督教會長洲堂及本校為長洲幼稚園舉辦『教育巡禮』之『幼稚園填色比賽』，

長洲共有四間幼稚園學生參加 

慶祝國慶六十七周年—“欣賞‧中國”活動:填色比賽、書籤設計比賽 

中華基督教會長洲堂『教育巡禮』之『幼稚園填色比賽』 

新渡輪社區藝術村活化計劃定在三月、六月、十月和一月， 

「新渡輪‧揮春設計比賽」 

長洲官立中學「我愛長洲」繪畫及字體設計比賽 2018  

P.1亞軍 一位  優異獎 一位  P.4 季軍 一位 

開心社區服務「喜樂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香港工程師學會「智慧城市」填色比賽 

香港童軍總會離島區填色比賽  

小童軍聖誕卡填色比賽 

敬師運用委員會「向老師致敬 2017」繪畫比賽、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透過不同的活動，能有效地引起學生對身邊事物的關注，來年將繼續鼓勵學生多參與不同 

的比賽，以擴闊學生的視野。 

 

（三） 

 

評估 

評估學生的作品，除了從教師的角度出發，更鼓勵學生作自我評估，讓創作者在創作過程

中獲得自我滿足感，自由地抒發內在的情緒，從中學會自我肯定，建立健全的人格。 

 3.1評估範疇 

  3.1.1 學習態度 

  3.1.2 掌握技巧 

 

 3.2評分準則 

  3.2.1 a.學生與他人協作的能力和態度 

  b.對學習的投入程度 

  3.2.2 a.創意：以創新意念表達情緒      b.作品的表現性  

  c.畫面構圖的完整性           d.意念和情感的傳達 

  e.技巧和技法的運用              f.豐富性 

   

 3.3評估方法 

  3.3.1 課堂觀察 

  3.3.2 評估作品 

   

（四） 財政支出 

合共: $1913 

    

（五） 工作報告小組成員 

 李秋梅    視覺藝術科科主任   

           四年級視覺藝術科教師 

 陳文茵    一年級視覺藝術科教師 

           二年級視覺藝術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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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樂鈴    三年級視覺藝術科教師 

 易建恩    五年級視覺藝術科教師 

 蔡丹郁    六年級視覺藝術科教師 

  

 

 

二零一七至二零一八年度 

視覺藝術科工作報告        附件 

 

策略/工作 時間表 達標情況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中秋綵燈巡遊文

藝會』之『親子花燈

紮作比賽』 

 

九月 

 

一至六年級每班

選五/六位同學

參與 

由負責之視

藝科老師統

計參加人數 

 

各級視藝科老師  

中華基督教會長洲

堂『教育巡禮』之『幼

稚園填色比賽』 

 

九月 長洲區有四間幼

稚園參加 

參加人數過百人 

 

統計每所幼

稚園學生參

加人數 

 

各級視藝科老師  

中華基督教會長洲

堂『教育巡禮』之『小

學校內填色比賽』 

 

九月 90％一至六年級

學生參與 

由負責之視

藝科老師統

計參加人數 

 

各級視藝科老師  

上學期視覺藝術比

賽：『感恩卡-家人』 

十一月 

 

全校學生參與 由負責之視

藝科老師統

計參加人數 

 

各級視藝科老師 白畫紙 

下學期視覺藝術比

賽：『恩典太美麗』 

一月至二月 

 

95％一至六年級

學生參與 

(未能如期完成- 

取消該活動) 

由負責之視

藝科老師統

計參加人數 

 

各級視藝科老師 白畫紙 

設計『畢業禮邀請

卡』活動 

五月 100％六年級學

生參與 

由負責之視

藝科老師統

計參加人數 

 

任教 

小六視藝科老師 

白畫紙 

展板展覽 九月至七月 

 

每月更新一次 觀察 各級視藝科老師 

 

 

佳作上網 九月至七月 
 

每學期最少更新

一次 

觀察 各級視藝科老師 

 

數碼相機 

 

7. 體育科 
 

(一)總目標 

透過體育課，學生能夠 

1.1  掌握各類體育活動所需的移動、協調身體和操控用具技能，以增加樂趣和提升表現； 

1.2  加入多元化的體育活動，推廣運動生活化的概念，讓學生養成做運動的習慣； 

1.3  了解運動競賽的意義，培養正確的價觀及積極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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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培養學生的體育精神，使他們建立積極及健康的生活方式； 

1.5  體育教師身體力行，在技能、知識及態度等方面作學生終生學習的榜樣； 

1.6  洞悉美的具體含意，加強評賞體育活動的能力； 

1.7  舉行學校運動日，讓非運動尖子也有機會享受運動場上比賽的樂趣； 

1.8  多參與校外比賽，為有興趣的同學，提供更多學習機會； 

1.9  與幼稚園合辦兩校親子同樂日，讓學生能參與服務及比賽，明白運動的樂趣； 

1.10 本科課程著重學生體適能發展，在各級體育課中加入適量體適能訓練，並讓同學參與 

體適能獎勵計劃，以提高學生注意個人體格發展。 

 

(二)本年度目標 

1. 繼續培養學生對體育運動的興趣，讓學生養成做運動的習慣及健康的生活態度。 

2. 配合三年計劃中的正向教育，幫助學生認識及發掘優點和潛能，以增強自信心。 

 

(三)執行計劃 

3.1 繼續培養學生對體育運動的興趣，讓學生養成做運動的習慣及健康的生活態度。 

重點 推行策略 評估方法 時間表 成功準則 

培養學生養成良好運

動習慣 

一至六年級學生於小息期間

可進行不同類型的運動， 如

跳繩、籃球、乒乓球、呼拉圈、

跳飛機。 

統計 觀察 全學年  全年 70%同學參與 

舉辦校內體育活動訓練，如乒

乓球、籃球、足球、羽毛球、

運動日。 

統計 觀察 全學年 全年 50%同學參與 

營造良好的活動環境 於籃球場設跳繩區、跳飛機區

及操場設乒乓球枱開放予學

生使用，以鼓勵同學多做運

動。 

統計 觀察 全學年 全年 70%同學參與 

學生能主動參與感興

趣的體育運動 

鼓勵學生參與校外、內的體育

訓練、活動及比賽。 舉辦校

內運動會。  

持續加強、籃球、羽毛球及乒

乓球的校內訓練活動。 

統計 觀察 全學年 全年 40%同學參與 

 

3.2 幫助學生認識及發掘優點和潛能，以增強自信心。 

重點 推行策略 評估方法 時間表 成功準則 

培養學生的責任感 選出兩位體育科長負責取放

體育用品。 

設立體育室服務生定期檢查

及整理體育室。  

教師在課堂中提醒學生珍惜

體育用品。 

統計 觀

察 

全學年  每班選出兩位體育科

長。 

體育室服務生當值表

及出值率統計。  

體育科任教師認為同

學生能珍惜體育用品。 

欣賞學生的體育運動

成就 

設立「最佳運動員」獎。 

 

推薦體育表現出色同學獲得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

體育科老

師、有關 

老師及教 

練提名 

全學年 各隊均能成功選出獲

獎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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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 

欣賞學生，提升學生

的自信心 

老師多用口頭讚賞學生，以及

鼓勵同學間互相欣賞勉勵。 

 全學年 90%體育科任教師認同

學生能因讚賞而提升

學習動機。 

 

(四)計劃報告 

4.1 各級上課情況 

小一：學生上課活躍，認真學習，上課守規合作，完成課程。 

小二：學生上課投入，認真學習，完成課程。 

小三：學生上體育課時表現大致積極，同學能融洽相處和遵從老師指導。 

小四：一位男同學自信心不足，需要觀察一段長時間後才嘗試。 

小五：學生上課投入，認真學習，完成課程。 

小六：同學都喜歡上體育課，上課投入，認真學習，完成課程。 

 

4.2 校內體育活動 

策略/工作 時間表 評估結果 

 兩校親子競技遊戲日 26/11  出席率超過 50%，達至預期目標 

 田徑訓練 26/9 至 25/10  90%學生參加訓練，達至預定目標 

 運動日 11/3   90%學生參加比賽，達至預定目標 

 羽毛球訓練 逢星期二  出席率達 90%，達至預定目標 

 女子籃球訓練   逢星期三  出席率達 90%，達至預定目標 

 男子籃球訓練 逢星期三  出席率達 90%，達至預定目標 

 壁球訓練 逢星期一  出席率達 60%，達至預定目標 

 乒乓球組 逢星期一、四  出席率達 90%，達至預定目標 

 足球組 逢星期五  出席率達 90%，達至預定目標 

 足球訓練 逢星期六  出席率達 75%，達至預定目標 

 體適能訓練 30/6  出席率達 80%，達至預定目標 

 花式跳繩 逢星期四  出席率達 90%，達至預定目標 

 體育室管理 全年  達標，不過部份負責同學忘記收拾，經提醒後已有改善 



43 

4.3 代表學校參加校際賽的同學 

項目 成績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長洲區小學分會舉辦校際籃球

比賽 

男子組殿軍 

女子組季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長洲區小學分會舉辦校際羽毛

球比賽  

 

男子團體：季軍 

女子團體：季軍 

男子單打: 殿軍 - 蔡峻然 

女子單打：亞軍–高昕悅 

男子優秀運動員：蔡峻然 

女子優秀運動員：高昕悅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長洲區小學分會舉辦校際乒乓

球比賽  

 

男子團體 榮獲 亞軍 

女子團體 榮獲 亞軍 

男子個人賽 亞軍 布浚延  季軍 盧言哲  

女子個人賽 季軍 高昕悅  殿軍 劉芷廷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長洲區小學分會舉辦校際田徑

比賽  

 

女子丙組 亞軍、 

女子乙組 季軍、 

女子甲組 冠軍 

男子乙組  冠軍 

男子丙組  冠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長洲區小學分會舉辦校際足球

比賽 

男子組 亞軍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小學聯合陸運會 女子乙組團體獎 榮獲 殿軍 

 P.6冼海琳 榮獲  女甲  擲壘球  冠軍 

 P.5杜冬祈 榮獲  女甲  跳高  冠軍 

 P.6吳渃渝 榮獲  女甲  跳高  季軍 

 P.5陳穎喬 榮獲  女乙  跳高  殿軍 

 P.6朱穎彤 榮獲  女甲  融合接力 冠軍 
 

 

全港學界跳繩比賽 2017小學初賽(新界西分組比賽) 

 30秒速度跳   1分鐘 3人交互跳速度賽 

學生姓名 組別 名次   學生姓名 組別 名次 

P.2 何海亮 男丙 1   P.4 陳子晴 

女乙 2 P.1 劉珀溢 男丙 2   P.4 樊嘉堯 

P.1 盧芍橋 女丙 1   P.4 黃晞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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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 盧政男 男乙 1     

P.4 樊嘉堯 女乙 3   2分鐘 6人大繩 

P.4 黃晞媛 女乙 1   學生姓名 組別 名次 

    P.1 黃梓康 

男丙 2 

30秒二重跳   P.1 樊柏林 

學生姓名 組別 名次   P.1 劉珀溢 

P.1 黃梓康 男丙 4   P.2 張綽珽 

P.1 樊柏林 男丙 1   P.2 何海亮 

P.2 劉柏悦 女丙 1   P.2 葉俊謙 

P.4 杜焯翹 女乙 3   P.1 朱曉彤 

女丙 3 

    P.1 盧芍橋 

2 分鐘耐力跳   P.2 陳祐琳 

學生姓名 組別 名次   P.2 劉珈悅 

P.4 劉芷廷 女乙 4   P.2 劉柏悦 

    P.2 李珮汶 

30秒個人花式   P.3 甘焯瑩 

女乙 2 

學生姓名 組別 名次   P.4 陳子晴 

P.1 樊柏林 男丙 3   P.4 樊嘉堯 

P.2 張綽珽 男丙 1   P.4 劉芷廷 

P.2 劉柏悦 女丙 4   P.4 羅逸然 

P.1 盧芍橋 女丙 1   P.4 杜焯翹 

45秒個人花式   1分鐘 3人交互跳花式 

學生姓名 組別 名次   學生姓名 組別 名次 

P.4 盧政男 男乙 1   P.4 劉芷廷 

女乙 1 P.4 杜焯翹 女乙 3   P.4 杜焯翹 

P.4 黃晞媛 女乙 2   P.4 黃晞媛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舉辦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2018 

班別 學生姓名 組別 項目 排名 

P1 朱曉彤 初級 單車步 1 

 
    交叉開跳 2 

P1 劉珀溢 初級 單車步 1 

 
    初級組三人大繩 1 

P1 樊柏林 初級 交叉開跳 2 

 
    二重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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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級組三人大繩 1 

P1 盧芍橋 初級 交叉開跳 1 

 
    二重跳 1 

 
    初級組三人大繩 2 

P2 李珮汶 初級 後單車步 2 

 
    交叉開跳 1 

 
    初級組三人大繩 2 

P2 張綽珽 初級 後單車步 1 

 
    交叉開跳 1 

 
    初級組三人大繩 1 

P2 陳祐琳 初級 側擺交叉跳（左右） 1 

 
    跨下二式 2 

 
    初級組三人大繩 2 

P2 馮雪嵐 初級 側擺開跳（左右） 2 

P2 葉俊謙 初級 初級組三人大繩 1 

 
    單車步 1 

 
    側擺開跳（左右） 2 

P2 劉柏悦 初級 後交叉開跳 2 

 
    二重跳 1 

 
    初級組三人大繩 2 

P2 劉珈悅 初級 單車步 2 

 
    後側擺開跳（左右） 1 

P3 甘焯瑩 初級 二重跳 2 

 
    跨下二式 2 

P3 陳以呈 高級 單車步 1 

P3 楊昊鑫 初級 單車步 1 

 
    側擺開跳（左右） 1 

P4 杜焯翹 高級 後側擺交叉跳（左右） 1 

 
    二重跳 2 

 
    四人交互繩速度跳 2 

P4 陳子晴 高級 交叉開跳 1 

 
    後交叉開跳 1 

 
    四人交互繩速度跳 2 

P4 黃晞媛 高級 跨下二式 2 

 
    四人交互繩速度跳 2 

 
    高級組四人大繩 2 

P4 劉芷廷 高級 後單車步 1 

 
    側擺交叉跳（左右） 1 

 
    高級組四人大繩 2 

P4 樊嘉堯 高級 側擺開跳（左右） 1 

 
    後側擺開跳（左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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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人交互繩速度跳 2 

 
    高級組四人大繩 2 

P4 盧政男 高級 單車步 1 

 
    二重跳 1 

 
    高級組四人大繩 2 

P5 杜冬祈 高級 單車步 2 

      二重跳 2 

      高級組四人大繩 2 

P5 張宇翹 高級 後單車步 1 

      交叉開跳 2 

      高級組四人大繩 2 

P5 陳卓楠 高級 側擺開跳（左右） 2 

      側擺交叉跳（左右） 1 

      高級組四人大繩 2 

P5 劉柏逸 高級 單車步 2 

      高級組四人大繩 2 

 

4.4  小五陳柏新及高昕悅同學，獲最佳運動員獎學金。 

小六冼海琳同學獲 2017-2018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小五高昕悅同學獲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長洲區女子最佳運動員獎。 

 

4.5  小一至小六體適能測試活動於 20.6.2017 進行，各同學表現良好，

順利完成。 

 

4.6  體育室管理員：設 20位體育室管理員，約一星期收拾一次，但今年

的負責 
同學表現良好。 

 
(五)財攻 

  支出(元) 

教練費   

花式跳繩 3500 

租用訓練場地費用 
 

羽毛球訓練(29.5X2 場 X30) 1770 

花式跳繩訓練(29.5X30) 885 

比賽 
 

足球 560 

羽毛球 1960 

乒乓球 960 

籃球 560 

田徑 5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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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全港小學分區花式跳繩比賽 2000 

全港學界跳繩比賽(新界西) 2000 

CCC 聯校運動會 2500 

長洲區羽毛球比賽 120 

  
 

運動日獎牌 1000 

兩校親子同樂日用品 1000 

用具 5000 

  
 

總結 28895 

 

(六) 小組成員 

易建恩主任(小二、小四及小六)、鄭樂鈴老師(小一、小三及小五) 
 

8. 宗教科 
 

(一)宗教教育科工作計劃施行概況 

 

聖經課 

各級聖經部份的課程已告完成。 

 

作業 

作業與功課由教師自行決定，如工作紙、繪畫、剪貼、搜集、背誦經文等。 

 

評估方法 

設一學期一評估。評估以考試卷作紙筆評估。 

 

週會 

本年度嘗試安排高年級學生擔任週會司琴，但因未有合適人選及難於尋獲琴譜，仍

需以現存音樂代替。   

 

學生團契 

由教會教牧人員、學校老師及建道神學院學生在本學年為一至二年級學生主持學生

團契，本年度有 18 位學生參加。 

 

教育主日 

十月十五日在教會正堂舉行教育主日崇拜聚會。因當日懸掛黑色暴雨驚報訊問，取

消三年級學生獻唱，並邀請曾偉漢校長負責讀經。 

 

聖誕節聯校慶祝會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四）在錦江幼稚園舉行。有佈道時段、節目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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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遊戲等，由教會教牧人員及兩校師生負責。今年繼續邀得培英中學到場表演及

負責攤位遊戲，聖誕氣氛濃厚，學生表現投入，反應熱烈。 

 

小五福音營 

本年度有 26位五年級同學參加二零一八年三月七日至三月九日的福音營。由教會教

牧人員和學校老師負責，學生在營中的表現非常良好，氣氛亦良好。 

 

復活節慶祝會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星期五）在教會舉行，分初小及高小兩場。由林啓文宣

教師和建道神學院學生主持。學生表現投入，反應熱烈，秩序良好。 

 

 

教會堂慶 

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日（星期日）為教會 103週年堂慶，邀請學校教職員參加。 

 

小四至小六教育營 

教育營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九至二十一日舉行。由教會教牧人員和學校社工負責

為小六畢業生安排了惜別環節。有學生分享感受。 

 

暑期聖經班 

由教會主辦，服務對象為幼稚園升 K2至升小一學生及小一升小二學生。學校老師帶

領 5位學生到場協助。舉行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日。 

 

推動校園宗教文化 

--宗教科壁報板(小禮堂) 

分「教會資訊」、「團契活動」及「每週金句」三欄，由教學助理協助印製每週金

句海報，張貼在宗教科壁報板上。 

--課室壁報板 

由教會教牧人員提供資料，教學助理負責印製謝飯禱文及聖經金句海報，並張貼

於一至六年級課室內，今年原用去年金句。 

-- 禱文卡 

由教學助理協印製謝飯禱文卡，派予一年級新生及插班新生。 

--校園金句 

由教會教牧人員提供資料，教學助理負責印製聖經金句並張貼於樓梯轉角之牆壁

上，今年原用去年金句。 

--祈禱小天使 

學生在聖經課結束時，由老師帶領下，學習如何為別人祈禱。 

-- 背金句比賽 

利用張貼於樓梯轉角之牆壁上及每周會提供的金句的聖經金句。 

於 10月 23至 25日進行，共有三位二年級和三位五年級獲獎。 

--公開比賽 

本年度一年級有兩位學生（其中一位自費）、二及三年級各有一位學生參加由漢

語聖經協會舉辦的聖經朗誦比賽。而四至六年級則各有一位學生參加同一舉辦單

位的聖經獎勵計劃。 

--早會領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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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由林啓文宣教師和基督徒老師輪流負責領禱，禱文內容主要為國家、社會

及學校事宜祈禱，下年繼續。 

--圖書館增設宗教書刊 

  圖書館已設置宗教書籍、歌曲光碟和動畫片，例如蒲公英等。 

--午間祈禱會 

逢星期五午膳小息時間進行，內容包括學生分享及祈禱，由林啓文宣教師負責。

參加學生以低年級學生為主，本年度約有 5至 6位學生參加。 

--校園電視台 

今年度已完成製作宗教節目 -- 聖誕聯校慶祝會。 

(二)財政預算 
 

金句比賽  $ 100.00 

 合共： $ 100.00 

        【附註】 教會資助項目 

學生團契活動費用  $ 0.00 

公開比賽報名費及交通津貼  $ 422.40 

聖誕節聯校慶祝會  $ 1500.00 

復活節慶祝會  $ 1125.00 

福音營津貼  $ 3778.00 

 合共： $ 6825.40 
 

(三)工作計劃小組成員 
邱淑華老師(小一) 

盧美玉主任(小二、小五、小六) 

林啟文宣教師、曹達偉老師(小三、小四) 

 

9. 資訊科技 
 

(一)  目標 
 

1. 透過推行電腦科，使學生達到課程的要求； 

2. 利用學校內聯網及互聯網，以達到互通資訊之目的； 

3. 學生能透過資訊科技而達到終身學習的目的； 

4. 鼓勵學生參與資訊科技課外活動，從而加深對資訊科技之認識及應用； 

5. 利用資訊科技以擴濶視野及知識領域； 

6. 使學生尊重知識產權，並加強自律之訓練。 

 

(二) 推行計劃及檢討 

1) 各級學習情況: 因教學時間緊迫，老師須將課程適當剪裁，一至六

年級均能完成課程。 
 

2) 校園電視台本學年共製作節目 18個，包括中文科 2個、英文科 2個、數

學科 2 個、常識科 2個及綜合節目共 1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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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校園小記者，共有 9 名學生參加，經一年時間訓練，已對拍攝節目有一

定認識，同學曾接受不同拍攝訓練，包括主持、採訪，最後負責整個節

目策劃及製作，下年度可繼續邀請不同班級同學參加培訓。 

 

4) 學生智能卡服務，拍卡點名系統運作大致暢順，學生返放學均需拍卡，

以作回校及離校紀錄，家長可透過手機程式知悉學生是否已回校及離

校。 

 

5) 鼓勵學生以平板電腦及手提電腦協助完成專題研習。日常各科功課及習

作亦鼓勵同學以電子文件方式呈交。暫時除了 IT功課及專題研習方面外，

其餘習作及功課等甚少透過網上平台邀交。 

 

6) 英數常三科本年度推行平板電腦進行電子課堂互動學習計劃;英文科發

展 iPad-based Reading Program並完成計劃;數學科參與電子教學計劃，

上學年技術問題，今學年已解決，順利進行平板電腦教學;常識科亦有運

用平板電腦進行電子課堂學習計劃。 

 

7) 本學年初步試用 AQP 平台來分析各科評估數據以促進學習，學期中曾舉

辦工作坊給老師介紹 AQP基步運作，教師已初步掌握數據分析方法；下

學年會以評估數據分析學生學習表現，從而改善教學策略。 

 

8) 電腦室開放:提供學生正確使用電腦室設備，開放時間如下： 

 

  平日放學後 15:30至 16:30 

  星期六上午 9:00-12:00，下午 14:00至 17:00 

  學校假期 上午 9:00-12:00 

  電腦室開放能增加同學使用電腦上網學習的機會，下年繼續推行。 

 

9) 各科學習平台已統一放置在學校網頁學習網站中，同學可於學校或家中

隨時上網進入網站，學習不同科目知識。 

 

10) 電子白板放置於語言室，主要為輔導班老師使用，曾於學期中舉辦講座

如何使用      

電子白板，希望老師能夠多運用電子白板於學校其他活動。 

 

11) 資訊科技器材檢視  
   

   11.1 平板電腦總數:64 叉車:2 狀況:運作工常，但開始速度減慢及儲

蓄空   

       間不足 

   11.2 電腦室電腦狀況:全部已安裝電腦課學習軟件並且上網速度已大

為改善 

   11.3 教員室電腦運作狀況:大至正常 

11.4中央音響及 CCTV 狀況:需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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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討論事項 

          建議購買以下電腦管理程式、餐車載平板電腦、Speakers、SD 咭、

CorelDraw 軟件、相機閃燈，可留待新學年再討論落實購買。 

 

(三) 17-18財政報告 

   
 項目 支出 

 
1.TSS 薪金 (9月至 11月 15日) 33,750.00 

 
2.TSS 強積金 (9月至 11月 15日) 1,687.50 

 
3.影印費用 9,880.30 

 
4.Broadband 38,816.00 

 
5.延長電腦室開放時間津貼 12,320.00 

 
6.影印機租機 7,860.00 

 
7.消秏品 8,322.00 

 
8.Maintenance 15,010.00 

 
 127,645.80 

 

(四) 小組成員 

     曹達偉主任 

彭佩茵主任    

鄭樂鈴老師 

江遠俊先生 (資訊科技員) 
 

10. 圖書 
 

1. 目標 

1.1. 鼓勵學生善用圖書館的多元化媒體設施及資訊科技進行學習。 

1.2. 培養學生從小養成閱讀習慣，從而培養兒童的思考、理解及聯想能力，養

成自學的習慣。 

1.3. 透過與各科老師的合作，以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 

1.4. 組織各項閱讀活動，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及習慣，學會從「閱讀中學習」。 

 

2. 報告事項 

   

2.1 「貓頭鷹閱讀獎勵計劃」 

 1. 實施日期： 9月至 6月 

 2. 初級組： 三十二位同學獲貓頭鷹學士証書;二位同學獲貓頭鷹碩士証書; 

二位同學獲貓頭鷹博士証書。 

 

  高級組： 二十五位同學獲貓頭鷹學士証書;六位同學獲貓頭鷹碩士証書; 

二位同學獲貓頭鷹博士証書(得獎名單見附頁) 。 

 

 3. 評    估： 今年獲獎同學共有六十九位，獲獎人數較去年多，同學主要在

早讀課中紀錄所讀書籍。 

 4. 建    議： 請負責老師每星期檢查同學的閱讀紀錄冊，確保同學每星期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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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紀錄曾閱讀的中英文書籍，因部份同學雖有閱讀書籍，但並

沒有寫下紀錄冊內，故未能獲獎。  

2.2 舉辦書展 

 1. 實施日期： 1月及 7月 

 2. 報    告： 今學年共舉行兩次書展，地點設於小禮堂，學生和家長反應理

想；買書及看書的同學反應熱烈。 

 

 3. 評    估： 今年聯絡新書商到校舉行書展，反應理想，但下學期展覽圖書

數量不多，書商稱因七月書展臨近。 

 4. 建    議： 提議書商增加展覽圖書數量。 

    

2.3 用圖書壁報板推介好書和新書 

 1. 實施日期： 9月至 6月 

 2. 報    告： 把新書封面影印並貼於圖書壁報板，使同學知道圖書館有哪些

新書推介，並把所介紹的圖書放在圖書館的雜誌架上，學生經

過介紹後會借閱該類書籍。 

 3. 評    估： 參與率 90%。 

 4. 建    議： 下年度可以繼續進行，讓同學定期多看些新書。 

    

2.4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1. 實施日期： 9月至 6月 

 2. 報    告： 一到六年級均能完成四本中文圖書和工作紙。 

 3. 評    估： 參與率 90%。 

 4. 建    議： 下年度可以繼續進行，讓同學閱讀不同種類的中文圖書。 

    

2.5 英文廣泛閱讀計劃 

 1. 實施日期： 9月至 6月 

 2. 報    告： 一到六年級均能完成四本英文圖書和工作紙。 

 3. 評    估： 參與率 90%。但個別同學稱書本程度太淺，找不到適合生字完成

工作紙。 

 4. 建    議： 下年度可以繼續進行，但請老師重新評估所有同學閱讀程度，

配合適當的英語圖書給學生閱讀。 

    

2.6 故事分享活動 

 1. 實施日期： 6月 

 2. 報    告： 試後已於一、二年級時向全班同學進行故事分享活動。 

 3. 評    估： 參與率 100%。 

 4. 建    議： 由於學生對故事分享反應熱烈，又能提高學生的閱讀興趣，建

議下年度繼續。 

    

2.7 一、二年級參觀長洲公共圖書館 

 1. 實施日期： 10月 10日(一年級)、10月 13 日(二年級) 

 2. 報    告： 由李老師、鄭老師及曹老師分別帶領一二年級學生去長洲公共

圖書館參觀。 

 3. 評    估： 參與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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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建    議： 下年度可以繼續進行，參觀公共圖書館能提升學生到圖書館閱

讀的興趣，更能鼓勵學生課餘時間自學。 

    

2.8 參觀中央圖書館 

 1. 實施日期： 3月 8日 

 2. 報    告： 由陳老師及曹老師帶領四年級學生去大會堂公共圖書館參觀。 

 3. 評    估： 參與率 100%。 

 4. 建    議： 可給予學生較多時間逗留圖書館進行閱讀及借閱圖書。 

    

2.9 閱讀分享 

 1. 實施日期： 全年 

 2. 報    告： 於堂上鼓勵同學分享有關閱讀書籍心得。 

 3. 評    估： 參與率 90%。 

 4. 建    議： 可找多些同學分享圖書或推介，鼓勵同學閱讀圖書。 

    

2.10 學生閱讀獎勵計劃 

  

 (甲) 班際借閱量最高獎 

 1. 實施日期： 全年 

 2. 報    告： 上學期 初級組冠軍：二年級  

高級組冠軍：五年級  

   下學期 初級組冠軍：二年級  

高級組冠軍：五年級  

 3. 評    估： 參與率 100%。 

 4. 建    議： 學生反應良好，下年度繼續進行，藉以提高同學閱讀興趣。 

    

 (乙) 個人借閱量最高獎 

 1. 實施日期： 全年 

 2. 報    告： 高級組: 1.杜冬祈   2.楊諾婷   3. 庄孝炳 

   初級組: 1.張焯珽   2.盧善華   3. 盧希嵐 

 3. 評    估： 參與率 100%。 

 4. 建    議： 學生反應良好，下年度繼續進行，藉以提高同學閱讀興趣。 

    

2.11 圖書館活動:我最喜愛的書籍(P.1-3) 閱讀報告比賽 (P.4-6) 

 1. 實施日期： 6月 

 2. 報    告： 已在圖書課進行，一至三年級同學選取一本自己最喜愛的圖

書，寫出該書的基本資料、喜愛原因及感想。四至六年級則在

課堂閱讀一個故事後，並寫出故事大要及感受。(得獎名單見附

頁) 

 3. 評    估： 參與率 90%。 

 4. 建    議： 學生反應良好，可繼續進行。 

    

2.12 好書分享 

 1. 實施日期： 9月至 6月 

 2. 報    告： 學生在圖書課裏分享最喜愛的圖書。 



54 

 3. 評    估： 參與率 90%。 

 4. 建    議： 鼓勵學生在課堂上和早讀裏分享閱讀心得，引起學生的閱讀興

趣。 

    

2.13 利用英文廣泛閱讀撥款購買英文圖書 

 1. 實施日期： 全年 

 2. 報    告： 因今年政府繼續停發廣泛閱讀撥款，故購買書籍只餘約 4千元。 

 3. 建    議： 因下學期有學校籌款活動，故留待下學年籌得更多款項購買更

多英泛圖書。 

    

2.14 宗教科與圖書科活動 

 1. 實施日期： 全年 

 2. 報    告： 圖書館以聖經人物為主題展示相關圖書，使學生接觸更多基督

教圖書。 

 3. 評    估： 參與率 80%。 

 4. 建    議： 圖書館可協助購買更多有關宗教科的影片及圖書。 

    

2.15 增購多元化讀物，配合三年發展計劃「正向教育」及和推廣閱讀的需要 

 1. 實施日期： 全年 

 2. 報    告： 已分級購買一糸列 STEM 圖書(79 本) ，並已上架供同學借閱 

 3. 評    估： 參與率 90%。 

 4. 建    議： 圖書館可協助購買更多有關正向教育的影片及圖書。 

 

2.16 

 

協助學生利用多元化的媒體及資訊科技進行專題研習 

 1. 實施日期： 一月 

 2. 報    告： 展示所需圖書、協助搜尋所需的網址、增加個人借書額至兩本

書。 

 3. 評    估： 參與率 90%。 

 4. 建    議： 繼續展示所需圖書及有關網上資源。 

    

2.17 書伴我行兒童啟蒙老師工作坊 

 1. 實施日期： 12月 9日 

 2. 報    告： 為推動親子共讀，讓家長明白親子共讀的好處，提升孩子對閱

讀的興趣，促進親子關係。本校參與書伴我行(香港)基金會舉

辦「兒童啟蒙老師訓練計劃」，共計十位家長完成工作坊，可以

獲贈圖書乙部及小禮物乙份。 

 3. 評    估： 較去年九位家長參加上述活動，今次參予人數有所上升。 

 4. 建    議： 下年繼續推廣，因需達致書伴我行家長參加工作坊數目。 

 

2.18 運用平板電腦進行電子教學 

 1. 實施日期： 下學期 

 2. 報    告： 運用平板電腦進行電子閱讀，學生作出即時回饋，並顯示不同

學生回饋於平板電腦上。 

 3. 評    估： 參與率約 90%。 

 4. 建    議： 可繼續向其他級進行平板電腦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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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務報告 

 

    1.禮物                $500 

      總支出              $500 

 

4.  建議  

每星期檢查同學閱讀紀錄冊，提醒同學每星期均寫下曾閱讀的中英文書籍。 

 

附錄：圖書各項活動得獎名單 

     

2017-2018 貓頭鷹獎勵計劃 

 

初級組貓頭鷹學士 

 

一年級 

 

陳俊安   陳上知   鄭日晞   張凱喬   張妙殷  朱曉彤   樊柏林    

郭熙瞳   林晃畯   劉珀溢   梁萬熺   盧芍橋  馬浩庭   盧志天   

孫蕊懿   黃梓康 

 

二年級 

 

陳曉言   陳上哲   鄒秀峰   張綽珽   張靖楠   馮雪嵐   郭奕昇  

劉柏悦   李康翹   李珮汶   盧善華   盧睿彬   孫葆懿 

 

三年級 

 

梁萬麒   李皓揚   黃永健 

      

初級組貓頭鷹碩士 

 

三年級       陸浩霖   石希寶     

 

初級組貓頭鷹博士 

 

三年級       陳以呈  楊家穎   

 

高級組貓頭鷹學士 

 

四年級 

 

陳子晴   張斯杰   莊  澄   樊嘉堯   何語喬   許鎧螢   郭熙

雯   

林鎮桉   劉芷廷   盧政男   羅逸然   杜焯翹   蔡穎熙   黃晞

媛    黃珈蕎   葉靖嵐 

 

五年級 

 

張逸晞   蔡曦民   高昕悅   黎綽楓   李柏翹   梁巧盈   梁子

平    孫萱懿   譚凱瑩 

 

高級組貓頭鷹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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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        陳卓楠  鄧匡晸  楊諾婷  鄧芷晴  曾芳婷  張宇翹 

 

 

高級組貓頭鷹博士 

 

六年級        吳渃渝  郭詠修 

 

圖書科比賽 

我最喜愛的書籍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1. 孫蕊懿 

2. 朱曉彤 

3. 盧芍橋 

1. 孫葆懿 

2. 鄭諾 

3. 李康翹 

1. 陳以呈 

2. 郭琤鳴 

3. 楊昊鑫 

 

閱讀報告比賽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1. 葉靖嵐 

2. 何語喬 

3. 羅逸然 

1. 鄧芷晴 

2. 杜冬祈 

3. 高昕悅 

1. 吳渃渝 

2. 黎曉露 

3. 庄孝炳 

 

全年個人借閱量最高獎 

初級組 (1) 張焯珽   (2) 盧善華  (3) 盧希嵐 

高級組 (1) 杜冬祈   (2) 楊諾婷  (3)庄孝炳 

 

11. 課程發展 
 

(五) 本年度目標： 

1. 協調推廣各項閱讀相關工作。 

2. 加強教師運用評估數據以改善教學及促進學生學習方面的認識和能

力。 

3. 於各科設計及實行「正向教育」的學習活動。 

4. 針對學生學習需要，發展主科的校本課程，並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效。 
 

(六) 施行計劃： 

方案一  ： 親子閱讀獎勵計劃 ─ 親子閱讀樂繽“FUN” 

方案二  ： 早讀課 

方案三  ： 專題研習 

方案四  ： 校本支援服務 

方案五  ： 校內觀課計劃 

方案六  ： 組織全港系統性評估準備工作 

方案七 ： 校本課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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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八 ： 學校發展計劃 ─ 善用評估數量據促進學生學習 

方案九 ： 國情教育 

方案十 ： 聯校發展計劃 

方案十一 ： 校園電視台 

 

(七) 計劃報告： 

方案一：親子閱讀獎勵計劃 ─ 親子閱讀樂繽“FUN” 

1. 實施日期：聖誕節假期(英文科)及農曆年假期(中文科) 

2. 概況： 

科任老師會於假期前派發閱讀記錄紙、報告紙及文件夾予學生，

學生需於指定期限內，把所閱讀圖書的記錄及報告紙放入文件夾

內，一併交回。老師會根據學生閱書數量，給予小禮物以作鼓勵。

同時老師亦會選出中、英文科，每級各五位優異學生，給予書券

及獎狀，加以表揚。學生優異作品亦會於校內及校網內展示。此

計劃佔英文科下學期中期評估之 5 分；佔中文科下學期中期評估

閱讀卷之 10 分。 

3. 報告： 

a. 通告已派發予家長詳述此計劃的細則及評分準則。 

b. 中、英文親子閱讀獎勵計劃已按時完成。學生平均參與率達

90%以上，已達標準。 

c. 推行模式大致與上學年相同。今年家長回應較去年少，而且

仍有個別學生因家庭問題無法提供支援，以致假期後無法依

時完成報告，需要由科任老師繼續跟進。 

d. 書券及獎狀已頒贈予得獎之學生，其優秀作品已按期張貼於

展示板上及放置於學校網頁內，供大眾欣賞。 

4. 評估：各科參與學生人數已達預期之目標。 

5. 建議：下學年繼續推行。 

 

方案二：早讀課 

1. 實施日期：全年度 

2. 概況：  

一至六年級於早讀課時段推行。逢雙週閱讀中文，單週閱讀英文。

除會發通告通知家長提醒學生按指示自備讀物，於早讀課時段進

行閱讀外，還會把相關訊息印在學生行事曆上。如學生出現 2 次

欠帶早讀讀物，便會把提醒便條貼在學生的手冊內，通知家長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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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第 3 次犯者，學生需於小息時間閱讀指定圖書及可能需要完

成一份閱讀報告。每月並無欠帶圖書紀錄者可獲好學生獎勵印乙

個。同時，在高、低年級各設最佳閱讀氣氛獎一個，二至三個月

結算一次，最少學生人次欠帶圖書的班級可獲禮物乙份，以作鼓

勵。 

學生個人早讀獎將由每級早讀課負責老師，在每月最後一堂早讀

課獎予整月沒有欠帶讀物的學生。級制獎則由課程統籌主任，待

比賽活動完結後，頒發給該月得獎班級。 

3. 報告： 

a. 九月份為適應月，不計算任何個人及班別之獎項。 

b. 全年共舉行了 4 次班際比賽。 

c. 全年不超過 30%學生有連續 3 次欠帶書籍紀錄。整體班級閱讀

氣氛大致良好，唯四年級欠帶圖書情況略為嚴重，個別幾位

學生需老師長期支援。 

d. 低年級課室圖書損毀較嚴重，而且略為殘舊，建議每一學期更

換一次。 

e. 個別老師於課堂上鼓勵學生分享閱讀感受及介紹圖書，使閱讀

氣氛更加濃厚。 

4. 評估：平均全年有不多於 30%學生有連續 3 次欠帶讀物紀

錄，因此已達標準。 

5. 建議：計劃繼續推行。 

 

方案三：個人閱讀分享 

1. 實施日期：全年度 

2. 概況： 

由圖書課老師負責，於課外時間邀請學生作圖書分享，並錄成短

片放置於學校網頁內，讓學生及家長欣賞。  

3. 報告： 

a. 今學年已完成最少 5 次個人閱讀分享。 

b. 校園電視台已錄製兩段學生分享閱讀心得的片段。 

4. 評估：最少兩名學生作出分享已達標準。 

5.  建議：計劃繼續推行。 

 

方案四： 專題研習 

1. 實施日期：15-18/1/2018(小一至小四)；15-18 及 22-26/1/2018(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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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小六) 

          1/3/2018(五、六年級專題匯報) 

2. 概況： 

一至四年級會以固定主題，集中訓練不同的研習能力，如搜集資

料、編寫主題網、篩選合適資料、撰寫報告內容等。而五至六年

級則會按每年定立不同的主題，以小組形式，按照以往所學之研

習步驟，實踐整個研習過程。本年度主題為「2057 的長洲」。 

部份五至六年級學生需向高年級全體同學進行匯報，匯報活動於

校內進行。優秀作品將會保留作日後展出之用。 

3. 報告： 

a. 各級已順利完成。由於本年度為五、六年級學生設定的主題極

富創作空間，因此學生能發揮無限想像力，成效頗為理想。 

b. 電子器材方面有待改善及跟進，例如平板電腦軟件更新、網路

流暢度需提高等，以減少學生在運用資訊科技時出現阻礙。 

c. 累積過往經驗，學生大致已掌握匯報技巧，包括選取內容、報

告方式及時間控制方面都有所進步。 

4. 評估：參與學生人數已達預期之目標。 

5. 建議：計劃繼續推行。 

 

方案五： 校本支援服務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支援服務(常識科) 

1. 實施日期：全年度 

2. 概況：由 9 月起，教育局安排課程發展組高級學校發展主

任隔週到校一次與本校老師進行共同備課、設計教學活動

及工作紙、觀課等研課活動。學年終結時會安排參與計劃

的老師向全校老師作出匯報及分享心得。 

3. 報告： 

甲、 本年度主要參與課程設計及研究的老師都認為計劃有助

提高學生對課題的理解及興趣。同時亦能在課堂活動及工作

紙設計上為老師帶來新思維及衝擊，協助老師跳出既有的教

學框架，為學生帶來不一樣的學習經驗與模式。 

乙、 但因時間不足，進度緊迫，老師在課題上需作出取捨。 

4. 評估：贊同此計劃能有助提升專業之參與老師人數已達標準。          

5. 由於常識科兩年支援計劃已告完成，新一年暫沒有能迎合學校課

程發展的計劃，因此下學年會暫停申請校本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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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六： 校內觀課計劃 

1. 實施日期：上、下學期共兩次 

2. 概況：全校共 12 位教員參加，每次由兩位同工一起觀課，

並作課後交流。其中一學期安排由科主任及一位老師共同

觀課，另一學期則由校長及一位老師一同觀課。觀課科目

為中、英、數及常識四科。 

3. 報告： 

a. 超過九成老師已於學年完結前完成最少 2 次的校內觀課。 

b. 由於時間難於安排，約一半同事會選用錄影方式錄下課堂情

況，並於稍後時間讓同儕觀看。 

c. 今學年首次以登記紙紀錄老師觀課安排，清晰可見，建議繼

續。 

4. 評估： 超過 80%教師完成全年 2 次觀課活動。完成人數

已達標準。 

5. 建議： 計劃繼續推行。 

 

方案七： 組織小三全港系統性評估及中一入學前測的準備工作 

1. 實施日期：下學期 

2.  概況： a) 負責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聯繫，處理相關文件及安排

一切評核事宜，包括人事任命、評估場地、評估時間

等。 

b) 為學生訂購相關評估練習或印製歷屆試題，並在課堂

內教授應試技巧。 

c) 校內評估卷編寫形式近似於系統性評估。 

d) 為學生提供說話訓練。 

3. 報告： 

甲、 學生透過評估練習已熟悉評估程序，並基本能掌握應試

技巧。 

乙、 部分家長認為自願性參與的研習班有助學生了解整個評

估過程及可溫故知新，對提高成績有所幫助。 

4. 評估： 能完成評估練習的學生人數已達標準。 

 

方案八：發展及推行校本課程 

1. 實施日期：全年度 

2. 概況：中文科優化已規劃的校本課程(小一至小四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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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延續 iPad based-reading program(小一至小六年級) 

數學科延續電子教學計劃 ─ 解難學習(小四及小五年級)  

常識科參與教育局校本支援服務─ 科學與科技範疇(小

二至小三年級) 

3. 報告：各科已完成上述計劃 

4. 評估：已達標準 

 

方案九：善用評估數量據促進學生學習 

1. 實施日期：全年度 

2. 概況：以三年學校發展週期為限，協助教師認識及了解如

何善用數據分析學生學習成效，從而調適教學策略，發展

學生有效的學習策略，並優化教師擬題技巧，內化「促進

學習的評估」的概念。 

計劃實施首年會以協助教師認識及了解如何善用數據分

析學生學習成效為目標，並為主科定立聚焦檢視範疇，加

強該範疇評估數據的分析。同時亦會搜尋能協助教師處理

大量數據的系統，以便教師進行數據分析。 

3. 報告： 

a. 成功申請及免費試用「評核質素保證平台(AQP)」一年，

以協助教師分析測考數據，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 

b. 校長、課程發展主任、數學科主任及技術支援人員於

27/3/2018 到訪天主教福德學校，並與該校的課程發展主

任及數學科主任交流 AQP 系統的實際應用經驗。 

c. 課程發展主任及技術支援人員在 8/6/2018 為全校教師舉

行校內 AQP 教師工作坊，內容主要介紹系統操作情況及

進行簡單模擬應用測試。 

d. 於主科會與科主任商討來年推行計劃。 

4. 評估：目標已達 

5. 建議： 下學年繼續申請「評核質素保證平台(AQP)」，並

由科主任按照已定立的聚焦檢視範疇，嘗試以該範疇的評

估數據作出分析，藉以了解學生於該範疇的學習表現，並

調適教學策略以改善學生的學習情況。 

 

方案十：國情教育、德育及公民教育 

1. 實施日期：全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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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況： 與訓輔組合作，舉辦與國民教育有關的活動，如參觀升旗

禮、舉辦內地考察團等。 

3. 報告： 

a. 今年更改了升國旗及唱國歌的次數及日期。 

b. 於國慶當日帶領學生參觀長洲區升旗禮。 

c.  在國慶前後，於校內安排展板介紹國旗、國歌等基本知識，

並由常識科老師於常識課內帶同學生參觀展板內容及作出

介紹。同時亦設有高、低年級問答遊戲工作紙，讓學生參加。 

d.  安排學生往內地參觀交流，以了解國家發展。 

4. 評估：參與以上項目活動之學生人數已達標準。 

5. 建議：下年繼續。 

 

方案十一：聯校發展計劃 ─ Buddy Reading 

1. 實施日期：全年度 

2. 概況：部份小二學生分成小組，由島上中學學生到校為小

學學生進行伴讀。 

3. 報告： 

a. 本年共推行 8 次活動，共有 10 位小二學生參加。 

b. 合作學校學生表現有所改善，本校學生表現投入。 

4. 評估：活動數目未能達標。 

5. 建議：下年繼續。 

 

方案十二：校園電視台 

1. 實施日期：全年度 

2. 概況：學校增設「校園電視台」，改建部份電腦室為錄影

室，並增添錄影設備，為學生提供基本影視製作訓練，為

學生塑造一個全方位媒體教育的學習經歷，並透過此平台

發展校本影像教材。 

3. 報告： 

a. 已製作的節目有 18 個，包括中文科 2 個、英文科 2 個、數

學科 2 個、常識科 2 個及其他科 10 個。 

b.   成立校園小記者活動組別，共有 9 名學生參加，教授拍攝、

製作及傳播技巧。 

4. 評估：製作節目數量已達目標 

5. 建議：下年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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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補充事項： 

 

一) 語文童樂 

1. 概況：第一期於 4/11/2017-20/1/2018 期間舉行，全期共有 8

堂，專為幼稚園 K3 學生而設，報名人數有 20 人。第二期

於 14/4/2018-9/6/2018 期間舉行，全期共有 8 堂，專為幼稚

園 K2 學生而設，報名人數有 29 人。此課程專為本區幼稚

園學生提供。教材內容以主題形式編寫。以英文及普通話

為中心，教授學生認讀簡單的英文及普通話單詞，再配合

相應的學習遊戲活動，讓學生在歡樂的氣氛中學習。 

2. 報告： 

i. 學生上課投入，能完成此班之學生都表示非常高興。 

ii. 小學學生義工表現出色，有責任感，值得表揚。 

3. 建議：下年繼續 

 

 

二) 小一體驗課程 

1. 概況：於 16-20/7/2018 及 23-27/7/2018 暑假期間為本區幼稚

園升高班學生提供的學習班，為期 10 天。自編教材內容

包含中、英、數及常識的基本知識、電子教學及 STEM 教

育。同時亦加插相關的學習遊戲及參觀活動，讓學生能從

多元化活動中學習。 

2. 報告：報名人數有 28 人。學習活動包括工作紙、手工勞

作、集體遊戲、電子學習、科學實驗及校外參觀等，學生

表現愉快。 

(九) 財政報告： 

 

親子閱讀獎勵計劃書券 $  1,200.00 

合計： $  1,200.00 
 

(十) 小組成員： 

組長：張慧勤主任 

組員：曾偉漢校長、盧美玉主任、蔡丹郁老師、蕭敏明主任、 

彭佩茵主任、黃思敏老師、曹達偉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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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訓育輔導 
 

1.訓育工作  

1.1 學生服飾: 

 訓輔組在開學初期的周會及集隊時講解學校對學生服飾的要求，

尤注意校服、髮型、指甲、髮飾及首飾的配戴。 

部份同學頭髮長至眉毛，經提醒後能迅速修剪。 

 下學期，大部份同學能跟從學校指示，周一穿整齊校服，周二至

周五穿運動制服。全校只有少數同學偶爾於週一忘記穿啡色校

服。 

 在操場集隊時或班主任課時檢查學生校服，穿著整齊校服者可獲

獎勵印一個，不整齊者可先告誡同學，並且班主任用手冊上的「學

校通訊」通知家長。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除了整齊校服(啡色)必須束衣外，體育服則可以讓家長根據情況

自行判斷束衣與否，但若初小衣服過大，建議體育服也應束好。 

學生儀表整齊，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有關領巾顏色事宜：建議素色為主。於小息、運動時，也應脫下

領巾及飾物。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收拾書包情況： 

小一：全部達標 

小二：全部達標 

小三：2位未達標，下學期有進步 

小四：有進步 

小五：有進步 

小六：有進步 

 

1.2 課室表現及常規，各班同學上學期之表現： 

 小一:守規，聽指示 

 小二:有進步及守規 

 小三:守規，聽指示 

 小四:小部分男同學有待改善，例如出位、說話態度 

 小五:守規；課後於網上留言表現不禮貌 

 小六:守規，二位男生較多言 

 統一秩序口號及手號：零聲量／起立及舉拳（數數三或五，超過

則承擔責任）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起立應站在座位前及鞠躬需一致(  時需鞠躬) 

英：GoodMorning, Miss X 

中：X老師，早晨 

 後果：即堂罰企、取消小息、留堂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學生放學留校安排，如學生需放學留校，老師應通知家長，及妥

善安排學生留校之位置(建議：應在老師視線範圍內)。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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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紀於老師未進入課室前，維持課室秩序。如有需要，可記下違

規同學姓名，交隨堂老師或班主任處理。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學生如要進出辦事處/教員室，必須在門口紅色地氈等候，再經風

紀或書記通知老師才可進入。尤要注意擬題期間，辦事處門外會

張貼告示，以提醒學生不可擅自進出辦事處/教員室。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小二至小六於十月檢討各班常規建立情況，小一則於十一月檢討，

並透過不同途徑協助有需要之班級建立常規。 

 學生放學留校安排，如學生需放學留校，老師應通知家長，及妥

善安排學生留校之位置(建議：應在老師視線範圍內)；如若有其

他職務而未能安排學生在身邊時，也應經常檢視學生是否跟從老

師指示去完成老師安排之任務。老師應確保下班前已讓所有被罰

留校之學生離校。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視藝老師應注意下課時間，盡早提醒學生收拾及清潔，以免影響

下節課堂之學習或以致學生於小息時獨留課室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班長於轉課間協助維持課室秩序，唯班長記名後，班主任必須了

解清楚事情真相，避免班長權力過大，濫用私權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轉課間，班主任可彈性處理轉課期間安排，如可 1聲量談話等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1.3學生午膳安排 

 回家午膳的安排：午膳負責老師先統計各項安排(回家午膳、留校

午膳)的人數，並製作回家午膳證。臨時回家同學必先得到班主任

批准，並獲發換取臨時回家證之批文，再通知家長獲得批准，方

可領取臨時回家午膳證回家(批文見附件)，學生不可於午膳期間

回家取家課!!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回家午膳小一學生須由家長接送。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午膳小息安排:除非同學當值，否則所有學生要在 1時 10分打鐘

才可離開課室;回家午膳的同學在 1時 10分打鐘後才可入學校操

場及小禮堂，不可進入課室。早回校之學生可在明叔集合區集合，

待至 1:10分才進入小禮堂。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部份老師運用午膳空餘時間懲罰學生，但那些學生或因不在老師

視線範圍而沒有跟隨老師指示完成任務，那些學生應攜同飯盒跟

着該老師完成任務；此外，班長應通知午膳老師離開課室之同學

名單。 

部份家長擔心學生未有充足時間用膳，導致危險 

 

1.4 學生小息及排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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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小息時老師要學生留課室做功課，必須有老師或風紀陪同，上

學期大部份時間已甚少學生獨自留在課室，偶有發現，同學經提

醒後亦已改過。提醒風紀應關顧同學，而不應常關注門外事情。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如遇天雨，天文台發出酷熱天氣警告或寒冷天氣警告，經老師宣

佈後，一至四年級同學可留課室，由風紀看管，維持課室秩序；

五、六年級同學需要到小禮堂或音樂室小息，由風紀看管，不能

留在課室。當值老師應提醒留在課室之同學坐下，進行靜態之活

動，零食則需離開課室進食。 

 操場當值老師負責使用擴音器呼籲同學安靜及迅速集隊，經風紀

記名及協助，大部份同學已能於鐘聲響起後迅速集隊。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小息時，勤學廊只許面見老師、受罰學生及補做功課的同學使用，

學生須保持安靜及潔淨。同學經老師提醒後，都能保持安靜。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第 3 節、午膳後及第 8 節後之小息，五、六年級同學全部都會離

開課室到操場小息。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若有同學於小息時上課室，必須由老師或風紀陪同，若理由為老

師要求，應小心求證。 

五六同學私自上課室，己有改善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若離開課室不少於一節時，需關閉所有冷氣機及把投影機調校至

暫停模式(MUTE)。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五、六年級學生集會後，由風紀帶領上課室。學生上落樓梯的行

為表現理想。班主任在班主任課時處理排隊表現不佳的同學，若

整體排不好，班主任於小息或班主任課時訓練學生排隊上課室。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所有同學上落樓梯時，應保持安靜及放輕腳步。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學校設置攝錄機監察學生上下樓梯情況，可有效檢視學生行為表

現，更有助於小息時發現學生違規行為情況。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風紀於小息後可記下違規同學的姓名，交隨堂老師或班主任跟

進。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集隊時加入步操口號，有助改善學生集隊及紀律情況。 

建議下學期繼續執行 

 每天首兩個小息設有活動專區，容許於操場三分線範圍內投籃，

中圈為足毽區，其餘區域跳繩或玩呼拉圈等活動，小息完結前設

三分鐘預備鐘，預備鐘響起後需立即收拾用具。 

同學能遵守規則，建議來年繼續實行。 

 小息活動專區開始前，體育科老師需清楚指出各活動專區範圍(三

分線內籃球區(不能投三分球)、中圈為足毽區、三分線以外為跳

繩及呼拉圈區)。此外，乒乓球為兩分一局，勝者留下，敗者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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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候同學需與球桌相距一隻手位，鼓勵各同學自備用具。若不遵

守者，會暫停該活動一星期。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集隊時，如遇到陽光猛烈之情況，可安排一、二、五及六年級於

小禮堂集隊，三、四年級於音樂室外集隊。 

來年繼續執行。(雨天不進隊、酷熱天氣小禮堂集隊) 

 五、六年級任何時候都不應停留在走廊。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風紀於早禱時，應站在隊尾一起祈禱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1.5 學生遲到或缺課安排 

 第一節課的老師點名後發現學生未有回校上課，請班長通知校務

處聯絡其家長瞭解情況，並即時把點名冊帶回課室。由於有時因

課堂調配或代課關係，首節老師宜把同學出席情況盡快通知校務

處，以能及早聯絡家長。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隨堂老師應把遲回校學生到達課室或早退之時間記錄於課室日

誌。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學生遲到的處理:一次遲到，請班主任口頭提醒；兩次遲到，發家

長信並要簽署回條(請通知及影印副本予盧主任及易主任)；三次

遲到，記缺點一次，並發信通知家長(由盧主任及易主任通知家長)。

(今年請各班主任嚴格執行)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若學生情況特殊，可向訓輔組反映，並作特殊個案處理，以協助

相關家庭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周五小一至小三周會課前點名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學生若無故不參加外出活動，一定要安排他們交回家長信或簽寫

手冊，並於是日回校做工作紙或閱讀報告(也可由主科老師建議其

他學習活動)。若發現學生經常缺席，班主任應聯絡家長，了解情

況。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下學期嚴重遲到學生: 

小一：無；小二：無；小三：無； 

小四：無；小五：無；小六：無 

 

1.6 學生違規處理 

 下學期嚴重違規行為學生學生人數：4人(打架) 

 違規行為出現，現場老師可先行處理，如有需要的話可與班主任

一起處理，若仍有需要可與社工或訓導組輔導組盧主任/易老師一

起作校內處分。懲處與否，都務必立刻通知家長學校如何處理。

如有需要，可向違規者家長發警告信並要簽署回條，及通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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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有違規個案。 

(註:通知家長原則:若須記或取消缺點或過，應由訓輔主任<盧主

任或易主任>通知家長；其他情況則在場老師即時清楚分工)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設「進步獎」以鼓勵學生有良好表現，包括在行為或學業上；先

在校務會議中獲全體老師通過，在集隊時表揚及頒獎（卡片及小

禮物）。 

十一月進步獎獲獎學生： 

六年級: 郭澆柔 

三年級: 柳逸峻 

二年級: 黎匡葵 

一月進步獎獲獎學生： 

二年級: 何海亮 

三月進步獎: 無 

六月進步獎 

一年級: 劉珀溢 

二年級: 張芷瑜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曠課同學請即時通知社工及訓輔組跟進。訓輔組會安排家訪，跟

進事件，若連續曠課七天，則會上報 EDB。 

上學期無此情況，下學期無此情況 

 學生違規及犯錯後必須盡快承擔責任及後果。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若記缺點或過，可視乎情況給學生一段長時間(1 學年)去改過，

行為改善及表現良好者，學校會考慮取消記缺點或過。來年繼續

執行。 

上學期無此情況，下學期無此情況 

 

1.7 火警演習 

 學生根據老師指示，迅速、安靜、守秩序地到操場集合(各室逃生

路線見走火通道圖) 

來年繼續執行 

 各級應於每天早上於課室日誌填寫出席男女生人數。 

來年繼續執行 

 由班長攜同課室日誌到操場，並根據當天出席人數由老師指導班

長下，向主持老師報告。 

建議來年繼續實行 

 隨堂老師可把各班演習情況告訴班主任及易老師以作跟進 

來年繼續執行 

 術科及周會時，須帶備課室日誌上課，以備不時之須 

來年繼續執行 

 周會前點名及向校務處報告人數 

來年繼續執行 

 所有師生皆能於 2分 30秒內到達安全地方，並請興叔或群姐幫忙

開啟及關閉後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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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年繼續執行 

 若主持老師易老師缺席時，將由盧主任或蕭主任主持；若三者皆

缺席時，應由當時非上課主任主持。 

來年繼續執行 

 

1.8 使用五級聲量表之檢討 

 能有效提醒學生注意聲量，建議繼續使用 

 班主任可於班主任課訓練及提醒聲量表之注意事項，建議繼續使

用 

 

  1.9 帶隊注意事項 

 同學行動需最少三人一起(如洗手間)，不能讓學生單獨行動。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一年級除了三人行動外，應安排哥哥姐姐或成

年人陪同) 

 外出時，老師需維持秩序，例如：乘坐渡輪時學生需保持安靜，

不能嬉戲（包括玩任何小遊戲）；老師應經常留意學生表現，並適

時加以指導。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統籌活動之老師應清楚分工各老師之負責班別，老師也應小心用

心照顧學生 

來年繼續執行 

 乘坐旅遊巴時，應指示學生扣上安全帶，並拉下近中間通道之扶

手，點齊人數後，才讓司機行車；旅遊巴之首排座位、尾排中間

座位及安全門旁之座位，不應讓學生乘坐，如座位不足，也應提

醒學生注意安全，不應隨意接觸安全門，應緊靠椅背，緊握扶手；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行車時，絕不能讓學生離開座位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不論嘔吐與否，也應最少 2至 3人準備一嘔吐袋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外出時由非班主任老師帶備急救包(棉花、不同大小的紗布、消毒

酒精、膠布、清洗傷口的藥水<如葡萄糖酸氯己定>、手套)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交流團及宿營時，若因突發事件而學生需調換房間，應與負責老

師商討過後，再作安排。若情況緊急而未能與負責老師聯絡，也

應與其他帶隊老師商談後，再調配房間，及後盡快通知負責老師。

但卻不應因學生個人理由，如口說害怕而輕易安排調換房間。 

來年繼續執行 

 

         1.10 操行分評分準則 

 勤學 + 品行 + = 操行分 

 勤學：功課、手冊、用具、準時、出勤、服務表現、活動表現或

其他 

 品行：儀容、禮貌、態度、盡責或其他 

 建議來年繼續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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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輔導工作 

甲:學生層面 

2.1 各科組已在今年的計劃中加入「正向教育」校圊計劃的元素，從而讓學生認識

及發掘自己的品格優點，以增強自信心；培養學生感恩的生活態度;培養學生積

極投入的學習態度;增強學生的抗逆能力, 面對逆境正面樂觀積極面對。如輔導

組與以勒基金合作，推行" easy easy 好小事”計劃。視藝科有“给家人的感

恩卡”設計比賽;中文科有“開愛故事”作文比賽（一至六年級）及標語創作（三

至六年級）比賽。英文科小四至小六有作文比賽，題目是「Thank you letter」。 

2.2「量書包」活動:訓輔组已於開學初的週會向學生講解如何整理書包及重要性。

上學期在第 8 週 17/10/2017進行量書包活動，共 114人的書包重量附合標準，

佔全校人數 82%，附合成功準則，但比去年為低。下學期在第 8週 15/3/2018，

進行量書包活動，共 85 人的書包重量附合標準，佔全校人數 60%，未能達標，

並已多提醒學生注意及提班主任多抽查及指導學生整理者包，之後各班亦有所

改善。 

2.3「一生一服務」:老師已於學期初根據學生的能力安排每位學生都有服務他人的

機會，已超過 90%學生能參與校內服務，從而提升他們的責任感及自信心。每

月老師都有給予獎勵印嘉許，已有 60%學生及教師滿意學生的服務。小一學生

全部都可服務他人。小二學生人人有服務並大部份人有責任感。小三學生人人

有服務，有責任。小四學生全部有分配工作，大部份學生有責任感。小五學生

人人有服務，但要加提醒服務態度。小六學生人人有服務，表現不錯。 

2.4生日會:已在 10月、12月、2月、4月及 6月舉行了 5次生日會。學生自行帶食

物回校和冋學分享，氣氛熱鬧。校務處已預備了全校生日卡給班主任，著學生

寫祝福語送給該月生日的學生，並拍照留念上載校網，讓學生感受到學校的關

懷，並且感受同學間的祝福。班主任在課室設「本月生日之星」壁報，提示大

家該月生日的同學。學生已沒有帶冷藏食物回校。已達 80%學生喜歡是項活動

的成功準則。班主任請開生日會時安排拍照留念。 

2.5好學生獎勵計劃:上學期舉行了 2次班際集隊丶秩序丶整潔比賽。舉行了 3次「每

月之星」學生換領禮物 2 次。一年级(19 人)有 4 銀、17 銅:二年级(26 人)有 8

金、23銀、25 銅;三年級(20人)有 1金、12 銀、20銅:四年级(26 人)有 5金、

16銀、19銅；五年级(27人)有 9金、20銀、23銅；六年级(22人)有 10銀、

19 銅。全校 140 人，共有 124 人得獎，得獎率達 89%。下學期舉行了 2 次班際

集隊丶秩序丶整潔比賽。舉行了 3次「每月之星」。學生換領禮物 2 次。一年級

(20人)有 3金、15銀、20銅;二年級(26人)有 13金、23銀、24銅:；三年級

(20人)有 3金、18銀、20鋼銅；四年級(26 人)有 6金、15銀、18 銅;五年级

級(27人)有 7金、21銀、23銅；六年級(22人)有 4金、9銀、15銅。全校 141

人，共有 120 人得獎，得獎率達 85%。全年平均來說已超過 60%的成功準則。 

2.6「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全年已購買了英文報章給小五及小六同學在課餘

學習英語，上下學期聘請不到導師，所以沒有開辨英文或數學基礎班，但會在

暑假期間給升小二至升小六同學安排英文及學補習班。下學期安排學生課外參

科學館及海事博物館及支助學生參與外出比賽的學習活動及支助有需要的同學

参加課外活動。 

2.7 關愛講座:上學期安排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為 6 年級於 l9/l2/2017 舉行“開心

升中攻略”講座，又於 18/1/2018 舉行“無毒 TV-影片共賞”講座及為三至六

五年級舉行正向無毒我最讚一减壓抗毒活動”。下學期安排了 21/6/2018“無

國界醫生”講座給三至六年级同學。26/6/2018 安排林啟文宣教師為五年級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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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關寬待他人與尊重他人工作坊。 

2.8升旗禮:每月首星期一舉行升旗禮，讓學生同唱校歌及升校旗，讓學生多對學校

有歸屬感，而 10月時則升國旗及唱歌，又參與區內十一國慶升旗禮，讓學生多

認同其國民身份 

2.9「同根同心」及姊妹學校交流:上學期時，已安排 30 位四至六年級學生

23/11--25/11/2017，到佛山參觀及與姊妹學校交流，參加者於 30/11/2017 在

校向四至六年級學生匯報其所見所聞。下學期又於 26/4-28/4/2018 安排 40 位

五、六年級到上海交流，並於 10/5/2018向四至六年級學生匯報其所見所聞。 

2.10 綠化校園:本年度舉校參加了康樂及文化事務署辦的「一人一花」、「校園香草

種植」及「綠化校園」計劃，已於 11月時向每位學生派發一盆黃時鐘花回家種

植，並於 1月中時邀請同學與盆栽拍照交回學校作記錄，全校交回照片者有 24

人，並可獲獎勵印 2個。另外，又於 12月時購置聖誕花及聖誕樹綠化校園。此

外，今年設立校園小園丁，協助種植校園內的香草，但因颱風關係已凋謝。下

學期，學校亦參加了公益金舉辨的「校固有機種植樂收成」，在校內種植蔬菜，

收成尚要等待。 

2.11 與社區籌款活動:上舉期鼓勵學生參與了公益金便服日(12/10/2017)，又參與

售賣中華基督教會區會「慈愛券」及參與賽馬會明愛服務中心的賣物會(2017

年 11月)。下學期學生為公益金進行公益金年花義賣(2018 年 2月初)及環保為

公益清潔課室(11/3/2018)的籌款活動，又於 5月時為無國界醫生籌款。 

2.12 成長课:本年度成長課是隔週進行。成長課由教師和社工為全校 1-6 年級同學

推行成長課，透過課堂讓學生認識自己、家庭、學業和社交的發展。本年度的

教材仍以大雅圖書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個人習誌》更新版作為主要教材。教

材套由學校免費提供。書本內容缺乏，老師多要自行找資料及遊戲去豐富課堂

內容。故希望明年改善教材內容。 

2.13 錦幼服務隊:於 14/3-30/5/2018 月期間,逢呈期三下午 3:15-4:30 已安排老師

及學生到錦江幼稚園為 K2 學生服務 10 次，從而讓學生學習照顧及愛護他人，

錦幼學生及老師表示歡迎及喜歡。父母親節時亦於 11/5/2018 及 15/6/2018 協

助家長教師會派發禮物給錦幼家長，以表達學校關心家長。 

2.14共融活動:已安排學生及家長於 3/2/2018參與親切機構舉辦的“共融小廚師”

及於 5/5/2018 舉辨的“親子共融生活空間”活動，讓學生及家長可接觸特殊學

校或非蕐裔學生，讓學生認知和明白人人不同，並從而學習互相欣賞、接纳和

尊重。同時亦可增強學生的抗逆能力。 

2.15故事姨姨:全學年安排 3位家長，共 18次，於 1:00-1:20 時於音樂室為同學講

故事。透過徳育故事培養學生良好品德。因學生多了聽故事及有其他活動吸引，

參與人數由最初近 20 人減至 10 人或以下。另外與圖書組合作，於 9/12/2018

舉辦“書伴我行親子閱讀工作坊”，又和明愛合作於 3 月時舉辦“家長繪本故

事工作坊”，提升家長講故事技巧。 

2.16感恩天使卡:全學年於 10月、1月、3月、5月進行了 4次，讓全校學生寫“感

恩天使卡”給冋學、教職員及家長，以培養學生感恩的生活態度，部份寫了的

卡已收集並安排向全校朗讀佳作及將貼在校園壁報上，部份則交給家長及教職

員。低年級參與率高，高年級因有中英文寫作等方式表達感恩，故較少參與。 

2.17“正向教育”故事分享:與中文科合作”由 10 月至 6 月，每月由一位老師安排

同學向全校學生分享一則有“正向教育”的故事，並已錄製及上載校網，全學

年共完成 9次。明年繼續。 

2.18给家人的感恩卡:與視藝科合作，已於上學期 11月尾舉行「给家人感恩卡」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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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比賽。 

2.19给家人的感謝信:與中文科合作，一至六年級已於下學期 3月進行。 

2.20圖書館利用壁報介绍有闈「感恩故事/品格優點/面對逆境」為主題的圖書，供

學生借閱。 

乙:教師層面 

2.2 敬師活動:下學期 16/3/2018—22/3/2018 舉行敬師活動，林宣教師先以謝師為

週會主題，其後安排學生寫“感恩天使卡”及為教職員禱告。此外，家長教師

會亦安排向所有教師致送禮物及曲奇，透過不同活動讓家長及學生表達尊重及

欣賞學校教職員的付出，並灌輸他們平日也要保持敬師的態度。 

2.22教師支援:學校已安排教師進修「照顧不同學習需要(高級課程)」。另外，全年

只有兩三次學生在上課時發生特別事情，訓輔成員很少需要在上課時作出支援

及日後跟進。 

2.23 教職員團契:教會已於 3/11/2017 為學校教師辨聯誼活動，有午膳和影片欣賞

及分享，讓教師和教會彼此建立緊密的溝通之餘，教師也可反思自己教育理念。

下學期於 26/3/2018 在學校逛行，大家一起用膳及玩躲避盤活動，讓大家可減

壓。 

丙:家長層面 

2.24 為加強家校溝通，已安排教師出席家教會舉辨之活動·如家教會會議、家教會

會員大會、親子旅行、有機蚊油工作坊等。 

2.5由 l1月起，已每月一次透過校網發放有關正向教育的資訊給家長，標題為“家

長錦囊”，現分享了 7篇文章。 

2.26 關愛家人活動:下學期於 5 月舉辦關愛家人活動，透過不同的活動，如週會、

家務表、利用校園電視台拍攝學生感謝家人的說話，上載校網等，提醒學生以

行動去關愛及感謝家人。另外，藉父母親節時，學校送禮物給家長，向家長表

達一份關愛及祝福。 

2.27 家訪及與家長聯絡:上學期老師已分 2 人小組去聯絡新生家長，聯絡詳情方法

是因應家長的安排，有家訪、有在校面談和利用電話聯絡，家長都表示歡迎及

感謝學校的關懷。 

2.28家長交流小組:社工安排了 15/3/2018在校舉辦家長茶聚，分享教育子女心得。 

2.29 家長義工小組:上學期已成立的家長義工小組有伴讀家長、午膳家長義工和故

事姨姨等。此外，家長亦有協助舉行教育巡禮、聖誕聯歡會、元旦嘉年華、錦

幼新春嘉年華、派發父母親節禮物給錦幼家長等一次性活動。家長的協助與支

持，讓校務更順利推行。 

2.30 家長工作坊:上學期舉辦了 1 次，由圖書組在 9/12/2017 舉辦「書伴我行」家

長親子閱讀工作坊，提升家長講故事技巧。下學期安排了 2次講座:言語治療師

蕭姑娘於 29/1/2018 舉辨「小工具·大訓練--如何利用卡通片提升子女言語及思

維能力」，明愛於 5-6/3/2018舉辦一連兩天的“兒童繪本共讀”家長講座。 

丁:教會層面 

2.31教會已於 9月初提供有關「正向教育」的金句，並已將貼於校園及課室內，以

提醒學生聖經中「感恩」的教導。 

2.32週會∶ 9月首兩週由訓輔組負責講解校規、學校集隊、服式、書包等校方要求，

9月尾時交由教會負責，週會主題主要圍繞「正向教育/品格優點/面對逆境」。 

2.33 學校與教會合作:大家除合作舉辦週會外，還舉辦了午間祈禱會、早禱、教職

員團拔 2 次、小一活動組、學生團契、小三及小四聖經課。學校與教會於

7-9/3/2018舉行小五福音營，又於 23/3/18為全校學生舉行復活節慶祝會。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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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教會於教育營期間與六年級舉辦惜別會；又安排宣教師於 26/6/2018 到五

年級分享寬待他人與尊重他人的信息。 

3)小一及早識别和識別有學習困難的同學: 

 12月時邀請小一老師為 6位同學做小一學習量表，最後於 12/1/2018與教育心

理學家開會商討後，識別了 5 位同學懷疑有學習困難，下學期時安排他們在早

讀課時有一對一的小一學習小組，學習中英文字詞的形音義及作句等。 

 本年度學校參與教育局的校本心理教育服務計劃，有游柏昌先生定期來校提供

服務。他全年來訪 20次，為 15 位學生進行評估及面談，又面見了 8 位家長，

及於 1/2018 為教師舉行“兒童心理健康”講座，又於 27/3/2018 為教師舉行

“正向教育”講座。 

 17/10/2017及 22/6/2018教育局許小姐來訪，查看有關 SEN學生文件及觀察 IEP

學生上課情況及與負責老師開會。 

 

4)言語治療:蕭姑娘全年來校 10次，為 26位學生及家長提供言語治療服務及諮詢，

最後有 24位同學需要繼續跟進。此外，亦於 13/l1/2017進行小老師訓練，然後

於 15/1/2018 及 19/3/2018進行小老師觀課。另外，蕭姑娘於 29/1/2018舉行家

長講座，題目是「小工具。大訓練--如何利用卡通片提升子女言語及思維能力」。

(報告詳情，見 2017-2018年度“校本言語治療服務周年報告”) 

二)國情、公民及德育:已融入於輔導工作計劃中，如升旗禮、籌款活動、社區活動、

國內交流、校園種植、關愛講座和故事分享等。 

三)全方位輔導: (報告詳情，見 2017 至 2018 年度“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周年報

告”) 

四)學習支援: (報告詳情，見 2017 至 2018 年度“全校參與照顧學生的不同學習需

要—學習支援周年報告”) 
 

13. 全方位學生輔導 
1. 關愛文化 

1.1. 關愛講座︰本年度於 2018 年 6 月 6 日為小一學生進行有關學習與朋輩溝

通技巧及傳遞和諧相處的講座。是次全班 8 學生參與。 

1.2. 一生一服務︰詳見輔導報告。 

1.3. 關愛家人活動︰於 2018 年 5 月 14 日至 25 日舉行「關愛家人週」，透過多

項活動讓學生學會關心家人，以促進親子關係，活動安排如下。 

 透過家務表讓學生為家人作出服務，加強學生對關愛家人的意識，本

年度共有 91 位學生交回家務表，當中收回家務表中有 80%家長給予

子女正面回饋。 

 安排 12 名學生拍攝短片，內容為感謝家人的照顧和感受。 

 本年度家長教師會更藉著父親節及母親節安排關愛小禮物贈送活動，

以表達對家長一份關愛及祝福。 

1.4. 敬師活動︰於 2018 年 3 月 13 至 23 日舉行「敬師週」，透過多項活動讓學

生學會敬愛師長，活動安排如下。 

 全校學生為全體教職員送上感恩天使咭，並於集隊時段發表學生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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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職員的敬師心意。 

 本年度家長教師會為每位教職員準備生果籃、曲奇餅及製作手工花束

以表敬師心意。 

1.5. 量度書包活動︰詳見輔導報告。 

1.6. 愛社區活動︰詳見 2.8 社區服務隊報告。 

 

2. 學生個人成長及發展 

2.1 個案輔導︰為有需要學生及其家庭提供個別輔導服務，個案輔導共 3 個

個案：1 個朋輩、1 個自我功能（包括健康、情緒及行為）及 1 個家庭。 

2.2 小組輔導︰本年度共舉辦四個小組，分別為： 

 『社交至叻星』小組：由 2017 年 11 月 14 日至 12 月 19 日（六節），共 9

名小五學生參加；目標旨在透過各類學習活動、遊戲及同儕討論與分享，

從而提升學生的溝通、情緒及社交技巧。 

 『棋樂無窮』桌上遊戲小組：由 2018年 3月 5日至 4月 30日（六節），共

8 名小三及小四學生參加；目標透過桌上遊戲提供學生正面的社交經驗及

同儕互動，使學生學習更正面之社交思考，從而提升學生的溝通及社交技

巧。 

 兒童繪本小組：由 2018年 1月 31日至 4 月 10日（六節），共 8名小一學

生參加；目標透過繪本創作活動，幫助參加者了解自我，以及增進人際關

係發展，強化自信心。 

 『精叻自理小精兵』小組：由 2017年 9月 13 日至 10 月 4日（四節），共

16 名小一學生參加；目標提升小一學生自理能力，教授摺衣服基本技巧、

抹桌技巧、家居安全及食物安全知識。 

以上各個的出席率達 95%，另外，不少於 85%學生感到滿意並希望日後

可以參與更多不同的小組。 

2.3 家訪服務︰本年度家訪 1 個家庭。 

2.4 諮詢服務︰本年度已經為超過 20 個家長提供學生升中問題、學生行為處

理、親子關係及轉校等電話諮詢服務。 

2.5 好學生獎勵計劃︰見輔導報告。 

2.6 個人成長教育課︰統籌每級全年的「個人成長教育課」，包括準備教材、

觀察學生表現編寫課程；小一至小六學生採用新領域出版社的個人習誌

為教材。本年度安排逢單數週次上成長課。 

2.7 升中輔導服務︰為小六學生及家長提供升中輔導及諮詢服務。目的透過

多項活動讓學生及家長認識如何面對升中面試、選取合適中學的資訊，

同時協助壓力過大的學生及家長，為其舒緩壓力，並指導學生訂立適切

的目標及期望，為升中作好心理及實質上的準備，活動詳情如下： 

 探訪學校活動：2017 年 10 月 23 日學校社工及班主任帶領學生參與培

英中學舉辦中一生活體驗日及參觀學校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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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中面試家長講座：2017 年 12 月 15 日（晚上）舉行，內容為小五、

六學生及家長講解升中面試準備、預習及注意事項。家長講座由學校

社工負責推行，並邀請培英中學老師為客席講員。當日講座出席人數：

小五學生（11 人）、小六學生（21 人）及家長（32 人）。 

 個人資料夾製作工作坊：指導學生及家長如何製作「個人資料夾」為

升中面試之用。同時，向家長及學生灌輸參與「社區服務」對升中的

重要性等資訊，鼓勵除學術外，其他方面之均衡發展。 

 升中模擬面試活動（小組）：2018 年 1 月 9 日（下午）舉行，旨在加

強學生的信心及提供指導。是項活動與長洲聖心學校及明愛賽馬會長

洲青少年綜合服務合辨，並以小組面試模式進行，整體六年級學生表

示透過模擬小組面試，學生能從過程中學會如何應對面試的技巧、流

程及需要注意事項等。另一方面，能與其他學校的學生交流、分享是

一個很好的體驗和擴闊視野的機會。 

 升中模擬面試活動（個人）：分別於 2018 年 1 月 5 日及 1 月 9 日（上

午）舉行，旨在加強學生的信心及提供指導。讓學生了解自己的個人

特質及需要，從而懂得選取合適自己的中學。本活動與明愛賽馬會長

洲青少年綜合服務合辨，並邀請培英中學老師作面試員。學生透過兩

次升中模擬面試的機會，讓他們體會如何應對不同環境、面試人員和

面試形式等，有助學生為面試作出準備。 

 升中統一派位選校家長講座：2018 年 4 月 13 日（晚上）舉行，內容

為小五、六學生及家長認識中學學位分配的機制、選擇合適的中學；

講座由學校社工負責推行，並邀請培英中學老師作客席講員，當日講

座出席人數：小五學生（10 人）、小六學生（20 人）及家長（34 人）。 

2.8 社區服務隊：本年度社區服務隊員參與社區服務，活動詳情如下︰ 

 2017 年 11 月 12 日 參與長洲區明愛賣物會活動，安排 25 名學生及 5

名家長義工參與當天義賣物品及攤位遊戲服務。 

 2017 年 12 月 16 日 參與敬老護老活動項目資助計劃──「聖誕溫情

探訪日」探訪鍾錫熙長洲安老院，當日安排 12 名義工提供文藝表演、

與院內長者們一起玩遊戲及送贈福袋予長者。 

 2018 年 3 月 17 日 參與明愛賽馬會長洲青少年綜合服務──「會員

大會」安排 5 名義工，負責當日攤位遊戲服務。 

 2018 年 5 月 13 日 參與明愛賽馬會長洲青少年綜合服務──「愛。

母親節」活動安排 6 名義工，當日協助家庭拍攝家庭照片。 

 2018 年 6 月 17 日 參與明愛賽馬會長洲青少年綜合服務──「愛。

父親節」活動安排 7 名義工，當日協助家庭拍攝家庭照片。 

2.9 小一活動小組：小組與教會幹事合辦為小一學生進行自理成長小組，活

動詳情如下︰ 

 （上學期）17 名小一學生進行了共 17 節小組活動，在 9-10 月主要訓

練學生守紀律、守規則、聽指示、學習排隊、整理個人物品及書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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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自理活動。12 月與學生進行聖誕慶祝活動如唱聖誕歌、佈置課

室、製作聖誕卡、食物分享等，讓學生能夠學會與同學分享，1 月份

與學生進行集體活動及小肌肉等訓練。 

 （下學期）有部份學生參與小童軍或其他課外活動，餘下之 7 名學生

會繼續參與共 16 節小組活動，在下學期繼續上學期之訓練並加強學

生小肌肉、自理及專注力方面的訓練，同時灌輸關愛文化、與人相處

溝通技巧。經過一整年活動後，有 75%小一生能自生收拾書包，85%

同學能排隊，80%同學能夠在課堂聽從指示進行課堂。 

2.10 小一新生適應課程：2018 年暑假將會於 27-30/8/2018（四天）舉行。期望

小一新生經過是項課程後約有 60%學生能夠認識校園、新同學及學校規

則等，並懂得與老師、同學打招呼、稱呼同學及老師的名字，是次活動

由陽光大使協助進行。 

2.11 陽光校園計劃：此計劃旨在招募高年級大哥哥、大姐姐成為「陽光大使」，

透過小組訓練活動，學習如何關心及照顧小一新生，掌握溝通及帶領技

巧，發揮學生的互助互愛精神，同時有助小一生順利適應校園生活和愉

快學習，本年度由 18 名小四至小六學生參與服務；主要工作是每天早上

由山下接小一生返學及協助小一收拾功課，並在小息時段協助小一生串

英文生字及背數學組合表等；而本年度有部份陽光大使需要老師提示才

會當值欠主動性。 

 陽光校園大使會議：透過會議跟進同學的工作情況及為同學提供訓練。

此外，陽光校園大使會協助學校舉辦活動，不少於 70%陽光大使會持

續參與服務。另外，23-12-2017 聖誕聯歡聚會，目的獎勵積極參與服

務的學生。 

 領袖訓練營：與風紀隊共同參與，透過營會活動，鞏固組員的團隊精

神及領袖素質。獎勵組員於過去一年之付出，並藉此與組員檢討過去

一年之表現，提升其效能感、自我管理等，並為未來訂目標。本年度

將會 2018 年 8 月 6-7 日舉行。 

 陽光大派對：分別於 13-12-2017 及 3-7-2018 共兩次活動，陽光大使與

小一學生課後聚會，跟進新生在校園生活適應情況，藉此使大哥哥及

大姐姐與小一學生建立緊密、良好的關係。 

2.12 風紀隊：透過恆常校內服務參與，提升學生的自律、自治及待人處事的

能力、培養學生的服務精神和使命感，發展學生的領導才能，讓學生參

與維持校內紀律的工作，並藉此培養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並成為同學

們的學習榜樣。 

 領袖訓練營：與陽光大使共同參與，透過營會活動，鞏固組員的團隊

精神及領袖素質。獎勵組員於過去一年之付出，並藉此與組員檢討過

去一年之表現，提升其效能感、自我管理等，並為未來訂目標。本年

度將會 2018 年 8 月 6-7 日舉行。 

 風紀聚會︰透過小組聚會及訓練，互相分享平日遇到的困難，加強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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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隊員之間的認識及溝通，建立團隊精神，學習互相合作，共同面對

及解決問題；另外，23-12-2017 聖誕聯歡聚會，目的獎勵積極參與服

務的學生。 

 風紀早會及當值：有不少於 75%風紀持續參與服務。 

2.13 性教育講座：性教育課節與常識科合辦，本年度邀請明愛賽馬會長洲青

少年綜合服務社工於 9-10-2017 為小五及小六學生講解不同重點的性教育

知識，目的讓學生學習保護自己身體的正確方法及男女相處之道，有 80%

學生能了解相關知識。 

2.14 社交小組及 2.15 情緒管理小組，見 2.2 報告。小組當中有 70%參加者能改

善與人相處的正確態度和行為，並能提升專注力及自我控制（情緒管理）

能力。 

 

3. 家校合作 

3.1 家長及親子活動：以輕鬆的氣氛及活動形式鼓勵家長參與。藉此協助家

長了解子女需要和困難，並提升家長對於子女的管教技巧、溝通和親子

關係，活動詳情如下： 

 於 5 & 6-3-2018「家長繪本閱讀訓練工作坊」舉行，共 3 名家長參加，

據家長表示能學習講故事技巧，並加強與子女溝通。 

 將於 26-7-2018 舉行「親子攀石 FUN FUN 樂」活動，共 17 名學生及

其家長參加。 

3.2 參與家長教師會：社工參與／列席家教會會議，提供意見及協助家長舉

辦各類活動。 

3.3 協助成立家長義工小組：15-3-2018（上午）舉行「家長茶聚」活動，目

的透過小組中可讓家長們分享和交流經驗，並建立互助及支持的氣氛，

從而加強家校合作的溝通。活動共有 6 名家長參加，由於有部分家長因

事關係未能出席，故小組未能持續進行。 

 

5. 預期與外界機構合作、參與外間活動及其他工作 

5.1 與明愛賽馬會長洲青少年綜合服務合辦︰ 

 區本計劃： 

 11-10-2017 至 6-6-2018 舉行「區本英語補習班」小組，對象為小

二至小三學生及共 5 名學生參加。 

 14-11-2017 至 19-12-2017 舉行『桌遊基地』桌上遊戲小組，對象

為小三至小四學生及共 8 名學生參加。 

 20-1-2018 舉行「農耕樂」活動，對象為小三至小四學生及共 18

名學生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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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2018 舉行「醒目仔女日營」活動，對象為小三及共 20 名學

生參加。 

 升中面試：詳見 2.7 升中輔導服務報告 

 暑期活動： 

 31-7-2018 舉行「DIY 旋轉音樂木馬座」，對象為升小四至升中一

及共 8 名學生參加。 

 7-8-2018 舉行「仿保鮮花手工」，對象為升小五至升中一及共 8 名

學生參加。 

 9 & 16-8-2018 舉行「繪本手工書製作」，對象為升小二至升小四及

共 8 名學生參加。 

5.2 與長洲區小學合辦聯校家長講座：家長講座因往年報名人數少，故

本年度取消其活動 

5.3 與社會福利署中西及離島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合辦︰詳見 2.2 報告 

5.4 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義工獎勵計劃：學生於校內或校外參與義

工服務每年累積的服務時數達 50 小時或以上，會被推薦申請銅獎嘉

許狀、服務時數達 100 小時或以上，會被推薦申請銀獎嘉許狀、服務

時數達 200 小時或以上、會被推薦申請金獎嘉許狀。本年度本校共

12 位學生獲金獎、25 位學生獲銀獎及 27 位學生獲銅獎。 

5.5 香港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主辦明愛出色小義工獎勵計劃：目的是

培養小學生全面發展，通過課堂外不同形式的義務工作活動，使學

生具備樂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敢於創新的特質。主要對

象為小學四至六年級學生；本年度獲一星章有 16 人、二星章有 19

人、三星章有 22 人。 

5.6 離島區議會暑假活動 2018： 

 30-7-2018 舉行「團隊任務 2018（SYP 活動）」，對象為升小五至升中一

及共 18 名學生參加。 

 31-7-2018 舉行「海洋奇珍--認識海龜初體驗（SYP 活動）」，對象為升

小二至升小三及共 20 名學生參加。 

 6 & 7-8-2018 舉行「領袖訓練營（SYP 活動）」，對象為升小四至升小

六及共 18 名學生參加。 

  

14. 全校參與照顧學生不同學習需要—學習支援 
 

一、教師支援 

1. 整理及編定有關支援學生參考資料︰ 

a. 支援學生紀錄冊（2017-2018） 

b. 小一及早識別報告 

c. 個別學生能力評估報告（專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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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個別學習計劃(IEP)（2017-2018） 

e. 學習能力測試成績紀錄表(LAMK)（2016-2017） 

f. 支援學生成績紀錄表及全年總成績比較 

g. 學校層面的年終檢討表 

h. 校內考試特別安排 

i. 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運作指南 

j. 「如何培育」系列小冊子 

k. 融情 

 

2. 課堂抽離學習 

a. 小三：所有英文堂，共四位同學。 

b. 小四：所有英文堂，共四位學生。 

 

3. 學生調適   

a. 經 EP 審視報告後，上學期第一次評估共九位學生能接受考試調

適；經評估及經家長同意後，第二次評估共有十四位學生能接受

考試調適。 

b. 十四位學生接受考試調適的安排： 

P.2 四位 語言室 抽離、加時、讀卷、放大 

P.3 四位 音樂室 抽離、加時、讀大題目 

P.4 三位 圖書館（後） 抽離、加時、讀大題目 

P.5 三位 圖書館（前） 抽離、加時、讀大題目（及數學文字題） 

 

c. 語文科的閱讀理解範圍不作讀卷調適。 

d. 主要於學年初、中及末商討個別情況，更新調適及有關資料。 

 

4. 教師發展及培訓 

a. 提供有關支援學生計劃的基礎及專業課程資料，鼓勵全校老師積

極參與。 

b. 透過為支援學生購買有關服務，合作機構將提供教師支援。 

c. 嘗試邀請有經驗及資深導師來校舉行有關學生輔導的教師分享會

或工作坊，加強老師在個別性輔導的理念及技巧的認識。 

d. 計劃邀請教育心理學家舉行有關學生支援的教師分享會或工作坊，

加強老師在個學生支援的理念及技巧的認識。 

e. 邱淑華老師在 2018 年 2 月 26 日至 3 月 20 日（共十七日）參與教

育局委託舉辦「照顧不同學習需要（高級課程）」。期間將有代課

老師協助部分學習支援組的活動。 
 

5. 教育心理服務 

a. 今年度中華基督教區會提供教育心理服務。 

b. 訪校合共二十次。 

c.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及提供訓練。 

d. 評估及轉介懷疑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e. 支援本校學習支援小組。 

 

6. 教育局督學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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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教育局督學一年兩次到校支援本校學習支援小組。 

b. 分別於年初 2017 年 10 月 24 日及年終 2018 年 6 月 22 日訪校。 

c. 檢視本校有關學習支援小組的文件和工作。 

d.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及提供訓練。 

 

二、家長支援 

1. 定期聯絡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家長，分享及交流，讓家長知道其子

女在校情況及表現。個別有較嚴重問題的支援學生，特別是 IEP，家

長聯絡更頻密。 

2. 對於嚴重個案的學生，有需要可進行家訪。 

3. 第一層支援或問題較輕的支援學生與家長的聯繫也相對較小。 

4. 9 月份的家長會及 1 月份的家長日已設有面談時間，以增加彼此認識，

亦讓家長了解學校將會如何支援其子女。 

5. 「伴讀樂園」家長義工盡責認真，對支援學生關懷友愛，建立了良好

關係。繼續發展「伴讀樂園」家長義務導師項目，鼓勵支援家長在家

與子女進行伴讀活動。 

6. 開學初派發支援資料予有特別學習需要的學生之家長 

 

三、學生支援   

1. 個別輔導 

 

a. 個別學習支援（小三） 

- 全學年進行，已於 2017 年 9 月 15 日及 2018 年 1 月 12 日進

行個案會議及檢討；期間一直進行訓練。 

 

2. 小組訓練 

 

a. 「伴讀樂園」 

- 逢星期二、四，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九時十分進行，家長義工和

高年級的哥哥姐姐會帶領低年級的學生閱讀書本。 

- 分為兩組，一組是由高年級伴讀學長負責，另一組是由家長義

工負責閱讀圖書。對象為初小的同學。 

- 逢星期三，會有訓練予伴讀學長。 

- 此活動有助提高學生對閱讀的興趣及積極性，和增加識字。 

- 有部分學長是 SEN 學生，過程中可提高他們的信心。 

- 設計伴讀樂園壁佈板，定期張貼有關活動信息及有關資料。 

 

b. 「行光計劃」 

- 逢星期一、二、四、五，下午一時正至一時二十五分進行。 

- 挑選成績中上的四至六年級同學當行光小導師。 

- 分為兩組，每組約有六個小企鵝，小導師會與小企鵝進行一對

一的訓練。 

- 小導師職責主要以基礎訓練及溫習為主，如重組中英文句子、

溫習默書、乘數表練習、加減乘數訓練（可使用遊戲教具進行），

功課指導只在有需要時才進行。下學期再決定會否加其他元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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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最後一個星期三午膳後之小息，支援老師與行光小導師開

會，進行檢討或基礎訓練。 

- 設小導師及小企鵝壁佈報，定時更新有關活動情況。展示學生

表現，表揚進步行為。 

 

c. 「課堂抽離學習」  

- 支援對象主要是讀寫障礙及成績稍遜的學生 

- 支援老師抽離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以小組形式上課，配合科

任老師進度，簡化課程及降低要求。 

- 安排小三及小四兩組，暫以英文作抽離學習。 

- 經觀察及討論後，決定所需協助的課節 (如次數及內容等)。 

- 以上學期完結作檢討，再決定下學期抽離學生的安排。 

- 小三及四小組人數各四位學生。 

- 使用教材附有的簡易課文及工作紙。 

- 功課及默書減量調適。 

- 評估與大班同卷，試卷題目最少有 20%基礎或簡易題目，以

照顧抽離學習學生所需。 

- 定期與原科老師溝通、協調 

 

3. 功課輔導 

a. 「外聘功課補習班」 

- 分四組，照顧小三至小五支援學生。 

- 時間為星期一、二、四、五，下午 3:30-5:30。分開兩個時段，

第一個時段是 3:30-4:30，第二個時段是 4:30-5:30，每一時段照

顧一至兩名同學。 

- 對象包括第二及第一層有學習困難的支援學生。(行為表現不

合作，影響小組學習氣氛者除外) 

- 第一組是由陳老師(蘇太)負責，為小三同學進行功課補習班，

地點是語言室。 

- 第二組是由施老師(蔡太)負責，為小四同學進行功課補習班，

地點是語言室。 

-  

- 第三組是由陳老師(高太)負責，為小五同學進行功課補習班，

地點是英語角。 

- 如未能於補習時段完成功課，可繼續參與課後輔導班或回 

 

b. 潛能發掘小組 

- 視乎財政資源及人力安排，組織或購買潛能發揮小組。如藝術

創作、音樂、運動等訓練課程。 

 

c. 共融活動 

- 與親切機構合作 

- 與特殊學校的學生交流 

 

4. 購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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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購買「家庭動力有限公司」表達藝術治療小組 

- 於星期三放學後進行，對象是低年級同學，人數為六人。 

- 堂數為六堂，共一組。 

 

b. 購買「家庭動力有限公司」專注力訓練小組 

- 於星期三放學後進行，對象是低年級同學，人數大約是六至

十人。 

- 堂數為六堂，共兩組。 

 

c. 購買「家庭動力有限公司」專注力訓練小組 

- 於暑假期間進行，對象是低年級及高年級同學，人數為六人。 

- 堂數為四堂，共兩組。 

 

d. 購買「家庭動力有限公司」表達藝術治療小組 

- 於暑假期間進行，對象是低年級及高年級同學，人數為三至

九人。 

- 堂數為四堂，共兩組。 

-  

e. 購買「家庭動力有限公司」讀寫小組 

- 於暑假期間進行，對象是低年級及高年級同學，人數為六至

八人。 

- 堂數為八堂，共兩組。 

-  

f. 購買「家庭動力有限公司」社交訓練小組 

- 於暑假期間進行，對象是低年級及高年級同學，人數為一至

六人。 

- 堂數為七堂，共兩組。 

 

四、財政報告 

 

(1) 上年結餘  92,794.12  
 

(2) 2017 年 9 月撥款 323,071.00  
 

(3) 2018 年 3 月撥款 138,467.00  
 

(A) 合計 = (1) + (2) + (3) 554,332.12  
 

   
項目 支出 

 
支援老師薪金 240,000.00  

 
支援老師強積金 12,000.00  

 
補習班導師津貼 54,450.00  

 
《表達藝術治療小組》訓練小組 (下學期) 12,600.00  

 
《表達藝術治療小組》訓練小組物資(下學期) 121.10  

 
《專注力訓練小組》訓練小組(下學期) 15,600.00  

 
伴讀小組物資 207.00  

 
共融小廚師活動費用 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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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融小廚師活動船費 441.40  
 

LEGO 小組 1,702.00  
 

《表達藝術治療小組》訓練小組 (暑期) 22,400.00  
 

《表達藝術治療小組》訓練小組 (暑期)物資 350.40  
 

《專注力訓練小組》訓練小組(暑期) 20,800.00  
 

《讀寫訓練小組》訓練小組(暑期) 28,800.00  
 

《讀寫訓練小組》訓練小組(暑期)物資 102.60  
 

《社交訓練小組》訓練小組(暑期) 25,200.00  
 

黑暗中對話 4,670.00  
 

獎品 379.50  
 

(B) 合計支出 440,274.00  
 

   

結餘 = (A) - (B) 114,058.12  
 

 

 

六. 學校發展津貼報告                                       
獲取津貼： $ 214,752 
項目 關注重點 工作 推行情況 成效 實際開支 

(1) 

 

文員助理 

 

提升行政效

率 

聘用一名文員

助理協助教師

及辦公室工

作，記錄及文書

往來，並支援學

校行政工作。 

本年聘用一名文員助

理，其工作熱誠和勤

奮，得到各同事的讚

賞，能完成學校及教

師所分派工作，能減

輕老師在非教學方面

的工作量，令老師增

加空間以便更關注課

程的編排和發展，提

升教學工作的果效。 

 校務會議秘書 

 管理圖書館借   

  還紀錄 

 跟進學生出席 

  紀錄 

 支援校務處各

項工作 

 整體達至如期

的成效 

$149,310 

(2) 

全方位學 

習(舞蹈 

訓練) 

提高學生對 

表演藝術的 

興趣並給予 

發揮的機 

會。 

 

聘用一名專業

舞蹈教師教授

同學 

舞蹈技巧、編排

表演項目等。每

星期一課節。 

聘用導師教授舞蹈技

巧，逢星期三，下午

3-4時舉行，約有15

名學生參加。 

 共參與3次表

演，得老師、

家長及嘉賓讚

賞。 

導師：

$18,200 

 

 

 

(3) 

全方位學 

習(球類 

訓練) 

提高學生對

球類運動的

興趣並給予

發揮的機會。 

各項球類活動

各聘用一名專

業教練教授技

巧，並老師從旁

協助。鼓勵同學

參加比賽。每星

期一課節。 

足球 

聘用教練教授足球技

巧，逢星期六上午九

時至中午十一時舉

行，分2 組，共有四

十多名學生參加，練

習二十多 節及參加

校際足球比賽。 

足球 

 同學投入訓

練，足球活動

感興趣 

$7,500 

   羽毛球 

由外聘教練及康民處

外展教練訓練羽毛球

技術，分 2組舉行，

共三十多名學生參

加，課程六十多節(包

括校隊訓練)，並參加

羽毛球 

 參加小學校際

比賽 

 同學投入訓

練，對活動感

興趣 

 

教練：

$22,300 

 

 

租場： 

$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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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際比賽。 

乒乓球 

參加「學校體育推廣

計劃」，由乒乓球總

會派出專業教練為本

校開設兩班乒乓球

班，分別為校隊訓練

班及乒乓球初級訓練

班。 

乒乓球 

乒乓球初級訓班

參加者眾多，全

年分三期進行。

首一、二期為小

一至小三學員進

行基本訓練，包

括執拍、擊球、

開球及球感訓

練，亦包括球例

認識。而第三期

則由第一、二期

學員中揀選出色

學員加強訓練，

為未來校隊準

備。平均每期出

席有 20 人。 

而校隊訓班為專

為校隊成員訓練

相關球技及取勝

之道。平均出席

有 12 人。 

深受學生及家長

歡迎。 

$18,044 

花式跳繩 

本校開設花式跳繩

班，分別為有基礎班

及進階班，積極爭取

表演機會。 

花式跳繩 

經過練習，透過

參與不同地區的

比賽或表演，增

強學生自個信心

及培育對花式跳

繩的濃厚興趣。 

$3,500 

    全年合計 $221,666 

財政報告 

 

16-17 年度結餘 $145,518.35 

17-18 年度收入 $214,752.00 

17-18 年度支出 $221,666.00 

17-18 年度結餘 $138,60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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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德育及國民教育津貼報告                                 
 

項目 關注重點 工作 推行情況 成效 實際開支 

(1)  

 

認

識

國

家

系

列 

同根同心 a. 佛山及廣

州嶺南文

化之旅 

(23-25)-11-2017 

三日二夜 

由四位老師帶

領40位學生參

加由教肓局主

辦同根同心學

習交流活動，認

識佛山及廣州

嶺南文化。資助

老師團費及學

生團費。 

參加學生都

能完成學習

手冊，並匯

報學習心得

和成果。 

資助四位帶隊

老師： 

 $183X4 

=$732 

 

 

 

合共 

$=$732 

 b. 上海 

1. 認識上海的

科技發展，並了

解科技與日常

生活的關係 

2. 認識上海的

歷史、文化和古

今中外的建

築，以及了解上

海的變遷 

(26-28)-4-2018 

三日兩夜 

一連三天在上

海，參訪上海科

技館，遊覽上海

外灘，參訪上海

博物館及東方

明珠廣播電視

塔 

學生普遍對

上海的科技

發展及歷

史、文化和

古今中外的

建築，有了

初步認識。

學生都能完

成學習手

冊。 

資助四位帶隊

老師： 

 $868.2X4 

=$3,472.8 

 

資助學生 

 $368.2X36 

=$13,255.20 

 

 

合共 

$16,728 

(2)  

資助學生參加

德育及公民教

育活動 

 

積極鼓勵學生

參與德育及公

民教育 

 

津貼教育營營

費 

 

由於本件度教

育營，營費較

高，故資助營

費。 

 

學生投入參

與教育營德

育及公民教

育的活動。 

活動津貼： 

$756 

資助： 

$4,276.4 

 

合共：$5,032.4 

    合共 $22,492.4 

財政報告 

 

16-17 年度結餘 $319,655.40 

17-18 年度支出 $22,492.40 

17-18 年度結餘 $297,163.00 

 

八. 加強學校行政管理津貼報告                                      
 

範疇 推行項目 成功準則 

(量度指標) 
成效 財政預算 實際開支 

簡化學

校行政

工作 

HKTE 智能校園

行政系統 

 

學生及家長只需透過智

能卡、或家長利用手機

作一次性連接，便可享

用系統多項功能。學校

行政人員及老師更可透

過一個綜合平台 

 能有效加強

家校溝通。 

 交費功能，家

長需要時間

適應，部份家

長未選擇採

用。 

 

 
 

 
 
 

$6750 

 
 

$9670 

學生及家長只需透過智

能卡考勤紀錄， 
. HKTE Parent 

APP 已開始

 
$10400 



86 

運作，家長亦

滿意應用程

式效能。 

校舍管

理 

 

在校舍安裝保攝

錄系統 

 

1. 學校管理層可以靈

活分配工友和校務

處人員的工作 

2. 保安攝錄系統有助

處理校園突發事件 

加強學校保

安，節省人力資

源，靈活調配工

友兼顧學校其

他事務 

 

$60,000      $35,320 

建立一個有效校

產管理系統 

1. 成功將校產管理數

碼化 

2. 教職員認同系統能

協助他們工作 

透過校園資產

管理方案，減低

教職員進行校

產新增、校產點

核、校產註銷等

工作 

$ 60,000 $17,600 

   合共 $126,750 $72,990 

財政報告 

2016-15 一次性撥款 $250,000 

2016-17 年度 支出 $106,100 

2017-18 年度 支出  $72,990 

2018/8/31  結餘  $70,910 

 

九. 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試辦計劃報告 
     
項目 交流項目名稱及內容 預期目標 評估結果 反思及跟進 

1 兩校學生交流活動： 

‧ 本校學生前往佛山有關

小學進行交流活動，包括

隨堂上課、參與語文(包

括中、英文)、科技、藝

術及體育教育等範疇的

學習； 

‧ 學生到校進行藝術、體育

交流表演。 

‧ 參與交流的中

層管理人員就

學校管理工作

方面的知識及

體驗豐富了； 

‧ 參與交流的教

師在課程與教

學設計方面的

知識及體驗豐

富。 

‧ 23-25/11/2017(三天) 由

四位老師帶領30位同學

(P4-P5)前往海口小學進

行交流活動。 

‧ 在學校進行深度交流，

參與早操、上課、午膳

及課餘活動。 

‧ 於30/11/2017在校向四

至六年級學生匯報其所

見所聞。 

‧ 學生很投入是次交

流學習。 

‧ 認識當地文化。 

‧ 透過三日兩夜交流

活動，增加學生自我

照顧和自理能力。 

‧ 把所見所聞，透過匯

報大會，交流延展至

其他同學。 

2 透過使用電子平台，運用電

子教學用具，並按照校本學

習環境與條件，度身訂造學

習活動及系統。 

 

‧ 擴闊參與層面

及幅度，提高學

生參與人次。 

‧ 創造一個高質

素，持續又深入

的多元交流平

台。 

‧ 在香港的伺服器建構測

試版本。 

‧ 於平台注入合適交流內

容。 

‧ 開啟本校帳號。 

‧ 開啟姊妹學校帳號。 

 

‧ 把電子平台交流計

劃引進至其他姊妹

學校，以加強連繫的

深度、闊度及頻率為

持續計劃的願景。 

 
項目 交流項目 支出項目 預計費用 實際開支 

1. 中層人員訪海口小學及策劃活動安排 交通 及 什項 $20,000 $16,280 
2. 電子平台交流計劃  $100,000 $99,600 
  合共 $120,000 $115,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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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報告 
 

*活動名稱/

類別 
 

參加合資格學生人

數# 

 

平均 

出席率 

 

活動舉辦

時期 

/日期 

 

實際開支 

($) 

 

評估方法 

(例如:測

驗、問卷等) 

合辦機構/ 服

務供應機構名

稱 (如適用) 

 

備註 

(例如: 

學生的學習 

及情意成果) 
A B C 

語文訓練 

×10 
4 46 15 90% 暑假末 $6000 老師觀察

學生表現 

外聘導師 提升學生英文及

數學能力 

體育活動 

×1 
2 16 8 100% 12 月 $1926 老師觀察

學生表現 

賽馬會明愛中心 提升學生自信及

體能 

參觀/戶外

活動×2 
4 45 15 95% 7 月 $3460 老師觀察

學生表現 

科學館/海事博物

館 

擴闊學生視野及

課外知識 

語文學習

工具×2 
4 42 15 100% 全年 $5492 老師觀察

學生使用

情況 

  

活動目總

數：15 
         

      
   

學生人次 14 149 53   
總開支 

$16878  

總學生 

人次 

216 

計劃成效：  
 

請在最合適的方 格填 上「 」號 
改善 沒有 

改變 

 

下降 
不適 

用 明顯 適中 輕微 

學習成效   

a) 學生的學習動機        

b) 學生的學習技巧        

c) 學生的學業成績        

d) 學生於課堂外的學習經歷        

e) 你對學生學習成效的整體觀感       

個人及社交發展   

f) 學生的自尊        

g) 學生的自我照顧 能力        

h) 學生的社交技巧        

i )  學生的人際技巧        

j) 學生與他人合作        

k) 學生對求學的態度       

l) 學生的人生觀        

m) 你對學生個人及社交發展的整體觀感        

社區參與   

n) 學生參與課外及義工活動        

o) 學生的歸屬感        

p) 學生對社區的了 解       

q) 你對學生參與社 區活 動的整體觀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