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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辦學宗旨 
 

 

                                                    

    

  

秉承校訓「仁愛明達，博識修身」， 

致力提供優質教育，以天主教教育 

價值觀培育學生，活出基督精神， 

使學生在靈、德、智、體、群、美 

等各方面有均衡發展，達致全人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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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們的學校 

 

學校簡介 
 

本校創辦於 1972年，迄今己有四十五年歷史，是一所隸屬於天主教香港教

區的全日制資助小學。 

 

校內除設有三十間配備多媒體影音器材的課室外，更有電腦室、英語室、

視藝室、音樂室、中央圖書館、閱讀角、禮堂、小禮堂、籃球場、小花園、聖

堂、福傳室、培苗室、學生輔導室、小賣部、體育器材室、校長室、教職員休

息室、家教會室等設備，還有供學生自行製作電視節目的校園電視台。近年，

為配合 STEM教育，本校更增設「STEM Lab.」，供學生進行各項的科技、科學探

究活動。 

 

此外，本校近期更進行多項校舍美化及改善工程，包括美化五樓圖書館及

電腦室外牆、重鋪停車場及一樓的電線裝置、翻新南梯所有洗手間，與及增設

新大閘入口等，進一步為學生提供更舒適及更理想的學習環境。 

 

 

 

學校管理 

     
本校於 2015年 4月成立法團校董會，由校長、辦學團體代表、教師代表、

校友代表、家長代表及獨立人士組成，共同監察校政之執行。 

 

    在學校行政工作方面，本校設三大功能組別: 管理與組織、學與教、校風

及學生支援，由副校長及管理層領導全體教師共同策劃及執行校政，發揮團隊

合作的精神，並提升管理效能。另設有三個特設小組，協調及處理其他學校事

務。另外，因應學校發展的需要特設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計劃及 STEAM課程兩個

小組，以協調有關工作。 

 

    在科務工作方面，共設十二個科務小組，負責策劃、執行各科課程及科務

工作。每個小組均有清晰的權責及工作指引，並設有監察制度，進一步加強管

理效能。 

     

    本校行政架構及職務分組詳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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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角嘴天主教小學 

2017至 2018年度行政架構及職務分組 

 

 



4 

 

法團校董會 

本校法團校董會結構: 

 
 

 

17-18法團校董會成員名單:   

李家榮校監(辦學團體)            葉寶林神父(辦學團體)     

周豫康執事(辦學團體)            張秀文女士(辦學團體)     

楊美雲醫生(辦學團體)            阮瑞嫻校長(辦學團體) 

汪家智醫生(辦學團體)            許瀚賢校長(辦學團體)(替代)           

彭兆楷先生(獨立人士)            陳淑儀校長(校長)         

黃健超副校長(教師)                陳瑞芝副校長(教師)(替代) 

何健華先生(家長)                林美芳女士(家長)(替代) 

李慶汕先生(校友) 

    

                         

 

   

成員 辦學團體 校長 家長代表 校友代表 教師代表 獨立人士 

15/16 

 
8 人 

(53.3%) 

1 人 

(6.7%) 

2 人 

(13.3%) 

1 人 

(6.7%) 

2 人 

(13.3%) 

1 人 

(6.7%) 

16/17 

 
8 人 

(53.3%) 

1 人 

(6.7%) 

2 人 

(13.3%) 

1 人 

(6.7%) 

2 人 

(13.3%) 

1 人 

(6.7%) 

17/18 

 
8 人 

(53.3%) 

1 人 

(6.7%) 

2 人 

(13.3%) 

1 人 

(6.7%) 

2 人 

(13.3%) 

1 人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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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關注項目一：透過學習義德，讓學生學會尊重他人的權利，建立

和諧的人際關係。 

成就  
1. 課程及專業發展組安排「大」笪地攤位活動及 TKT-Buddy存摺活動，宗

教科更以「義德」作為攤位活動的主題，讓學生從活動中學會尊重他人

的權利。根據老師的觀察，大部份學生均投入各科的攤位活動，52%學

生在攤位活動及 TKT-Buddy存摺活動中能換領獎品。根據 APASO獨自學

習能力「學習的價值」數據，本校學生得分均高於全港常模。 

2. 圖書館主任定期於圖書館設專題圖書展覽及早會推介，以增加學生閱讀

以義德為題的書籍的興趣及機會。圖書館主任亦於圖書課引導學生閱讀

以義德為題的書籍及文章，並進行延伸活動。根據問卷調查，96.5%學

生表示於圖書課以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為主題的圖書推介及課堂活動

能增加他們對這主題的認識。 

3. 校本輔導活動以「説實話、明是非」為主題，藉此活動令學生明白説實

話及明辨是非的重要性。81.3%高年級學生參加「勇於認錯」標語創作，

比原定 80%達標率略高。 

4. 全體老師認同透過「校園電視台」或廣播形式，能讓學生明白「真理」

的重要。96.4%學生同意透過「大天小電台」，能讓他們知道更多「説實

話、明是非」的事例。另外，全期活動共收到 106張「好人好事小天使」

紙，學生能留意身邊的人作出的好人好事行為，並透過廣播形式讚揚他

們，藉以提升學生明辨是非的能力。 

5. 支援組舉辦關愛共融主題活動，透過午間廣播、學生講座及攤位遊戲，

讓學生認識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需要。94%以上老師認同有關活動能

讓學生認識及接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同學，提升彼關愛的文化。 

6. 牧民老師利用早會靈育時間以「義德」為主題作信仰分享及祈禱，藉以

帶出尊重他人權利的重要性。90%學生及 100%老師非常滿意於早會時段

以核心價值作主題。 

7. 進行以「義德」為主題之填色比賽及繪畫比賽，讓學生透過圖畫展現互

相尊重的訊息，並用天主的愛去與他人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100%學生

交回填色比賽及繪畫比賽作品，80%以上學生都能用心完成作品。 

8. 逢星期五進行代禱時段，基督小先鋒與基督小天使以「義德」為主題進 

   行代禱，藉以提醒同學在生活中要懂得重視他人的權利。 

9. 於將臨期之小息及午息，為學生舉辦攤位遊戲，透過小遊戲讓學生增加

有關義德的小知識。80%學生喜歡此等活動，70%曾參與至少一次活動。 

10. 「德育課」加入「義德」為主題的課節或生活事件，讓學生學會尊重他

人的權利，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根據老師觀察，大部分學生均能說出

一些尊重他人的行為例子。根據德育課問卷調查結果顯示，97.6%學生

表示能學會尊重他人的權利，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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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通過不同的課外活動，讓學生在活動中學習與人相處的技巧。老師觀察

學生參與活動時的表現，大部分學生能學會與人相處的技巧及懂得尊重

他人。 

12. 中文科老師指導一至三年級學生完成以「義德」為主題的親子四格漫畫

比賽，六年級已完成以「義德」為主題的四格漫畫比賽。學生整體表現

良好，內容貼題，畫工精美。藉是次活動能讓學生明白在日常生活中如

何建立和諧及平等的人際關係。 

13. 四、五年級已完成「義德」班際故事演繹比賽，學生表現出色，內容配

合主題，並能發揮團體合作精神。根據老師的觀察，是次活動能有效讓

學生學會尊重他人的權利，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 

14. 於普通話生活實踐小冊子加入義德聖經金句(需配合拼音系統學習)，鼓

勵學生於普通話攤位時段把金句朗讀給普通話大使聽，參與同學可獲蓋

印。此外，教師於普通話壁報展示義德故事，並於攤位時段播放義德故

事卡通，十分受學生歡迎。全體科任老師認同上述三項活動能有助培育

學生學習義德。 

15. 宗教科老師於協作課中利用天社倫向學生講述天主教有關義德的實踐,

透過課堂讓學生更了解社會上的不義。根據老師觀察，學生都十分專注

牧民老師的講解。 

16. 舉辦「樂在大天」書籤設計比賽，以五大核心價值為設計主題，藉此實

踐如何關愛和珍惜家人，並宣揚尊重生命等不同核心價值的信息。95%

學生交回書簽設計，宗教老師表示大部分學生都認真設計。 

17. 邀請天主教福傳樂隊到校以音樂傳揚基督福音，透過音樂宣揚天主愛我

們每一個人，每個人都是尊貴的，所以應不分種族，在世界大同下人人

應互相尊重，和諧共處。 

18. 為提升學生的資訊素養，尊重和保護他人知識產權，六年級學生於資訊

素養範疇上，針對「網上侵權」之課題，透過影片觀看、小組討論及工

作紙，在科任引導下，認識侵犯知識產權行為及禍害。 

19. 體育科老師透過課堂活動及分組活動，讓學生學會尊重他人的權利，建

立和諧的人際關係，94.4%學生表示能達致以上目標。 

20. 透過視藝科單元學習(包括作品創作、美術評賞、學生互評等活動) ，

培養學生對不同藝術品的尊重及認同。根據老師觀察，大部份學生均能

掌握以上態度。 

21. 音學科老師指導學生分析及頌唱《人生多麼可愛》一曲。根據老師觀察，

學生表演時能以適合的感情演釋，而且很投入。 

 

 
反思 
1. 來年度課程及專業發展組會繼續安排各科進行「大」笪地攤位活動及

TKT-Buddy存摺活動，並配合來年度的重點關注項目，安排更多元化的活

動，寓學習於遊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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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閱讀是學習的有效途徑，大部分學生也能透過閱讀相關的材料及進行延

伸活動以增加對校本關注事項的認識，故來年度可繼續跟隨這方向設計

圖書課及閱讀活動，藉此加強學生對特定主題的認識，並會積極鼓勵學

生擴闊其閱讀面，養成經常閱讀的良好習慣。 

3. 來年將繼續配合關注事項來設定「校園電視台」或午間廣播主題，並可

進一步加強宣傳工作，以提升學生的參與度，達致更佳的成效。 

4. 繼續鼓勵接受言語治療的學生出任午間廣播大使，讓學生的不同潛質得

以發揮。透過言語治療師的訓練，學生的表達技巧及自信明顯增加。 

5. 日後仍會利用靈訓輔專題時間傳揚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並以之作為祈

禱的意向，藉以加強靈育培訓，使學生建立積極、正面的人生觀及健全

的人格。 

6. 來年度自擬德育課課程將擴展至四年級，在擬定課程時將繼續以天主教

五大核心價值為基礎，配以校訓、德育及公民教育七大價值觀，為學生

建構正確的人生價值觀及目標。 

7. 日後將繼續透過校本課程、各科的學習活動、校本輔導活動與及各種的

非正規課程，並配合家長活動及校友會活動等，傳揚天主教的五大核心

價值，並鼓勵學生付諸實踐，於日常生活中活出基督的精神。 

 

 

 

 

 

關注項目二: 深化學生的「自我規劃」能力，透過反思改善學習。 

成就 

1. 為培育學生的獨立學習及自我規劃能力，繼續推行 T-VISA自訂目標計

劃：於第一次及第二次進評後，學生利用進評數據監察自己的學習進

度，訂立個人學習目標及自我管理學習策略。根據 APASO 獨自學習能

力「目標設定」、「學習計劃」及「控制學習環境」數據，本校學生評

分均高於全港常模。 

2. 推行校本「喜閱俱樂部」閱讀獎勵計劃，並優化了有關的閱讀紀錄冊，

於學期初的圖書課與學生訂定本年度的閱讀目標，學生需按時檢視及

反思自己的閱讀進度，深化「自我規劃」的能力。根據統計，「喜閱俱

樂部」閱讀獎勵計劃達標人數共 333人，達標率為 42%。 

3. 資優教育組於創意思維及情意課程中加入「自我規劃」部份，教導學

生如何規劃本學年的目標和達致目標的方法。另外引導學生構思不同

自學方法，在過程中反思以改善學習技巧。100%參與創意思維及情意

課程學生懂得訂立目標，並學會如何「自我規劃」以達致目標。 

4. 訓輔組就個別學生的情況推展蛻變工程(進階版)，指導他們進行「自

我規劃」，訂立個人的改善計劃，以鼓勵個別有需要的學生，提升他們

的改善動機及成就感。10%因欠交功課及遲到記缺點的學生能透過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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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銷缺點一次或以上，亦有學生能減少欠交的日數。 

5. 透過「摘星計劃」，引導有學習困難的學生完成自我規劃，為自己訂下

適合自己能力的目標。老師定時給予鼓勵及表揚，也邀請家長在記錄

表上給予回饋，並設置獎勵機制，肯定學生的努力，提昇他們的自信

心。60%參與此計劃的學生認同能按自己的能力自訂目標、自我規劃學

習的內容及進度。 

6. 透過健康校園計劃，讓學生學會自我規劃出良好的生活習慣。超過 90%

學生認同健康小冊子能協助他們規劃其個人生活習慣，建立健康人生。 

7. 活動組老師指導學生就個人參與的體藝項目作出規劃，並透過反思改

善學習。70%學生認為自己能就參與的活動作出規劃，並利用學期中段

及末段的調查表作自我反思，改善學習。 

8. 參與教育出版社「快樂閱讀花園」計劃，鼓勵學生在課餘時間進行閱

讀，養成每天自學文章的好習慣。100%老師認同本計劃能深化學生自

主學習技巧。70%學生每月能閱讀指定篇數文章，達致既定目標。 

9. 中文科老師設計自學小冊子，深化學生的自主學習技巧及學會自我規

劃。100%學生能完成自學小冊子內的「自訂目標」、「達致目標的方法」、

「自我反思」部份。另外，89%學生能於每學期完成至少四次自學練習。 

10. To deepen and advance students’ self-learning strategies, so as to improv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with reflection. Nearly 90%of students agreed they know how to set 

learning goal(s) and implement self-directed learning strategies.86% of students 

achieved their learning goal(s) in 1st/2nd term. 72.7% of teachers said that they have 

integrated self-learning strategies into their daily teaching. Besides, through lesson 

observation, we could see that over 80%teachers incorporated self-learning tasks in their 

lessons. 
11. 數學科老師指導學生自我規劃，全體學生均能完成應試精讀全年最少

八個單元。另外，教師於網上平台(診斷系統)設定網上練習，要求學生

於課後自學，70%學生能完成網上練習最少 4 個單元。大部份學生亦學

會自我規劃，訂立數學科的考試成績目標，於考試後檢視自己的表現，

從而深化「自我規劃」能力。 

12. 本年度常識科技活動課業的設計會著重引導學生自我規劃活動進度，

亦會加入數學元素，透過收集實驗數據，反思實驗改善的方法，培養

學生探究和尋找有關答案的能力。100%老師認同學生於科技活動中能

積極投入，於測試時嘗試以不同方法提升測試效能，並能自我規劃活

動進度及反思實驗改善的方法。 

13. 普通話科進行主題報告，以加強學生創造、協作、自學及反思等共通

能力，全校有高於 80%的合格率。全體任老師均認同修訂後的「主題

報告」能有效地讓學生認識及運用相關語音知識。 

14. 為學生提供網上自學平台，鼓勵學生於家中自行學習普通話。全體科

任老師均同意此網上學習平台，有助提升學生學習普通話的能力及提

升自學能力。 

15. 於普通話生活實踐小冊子加入「自我規劃」部分，能培養學生自學能

力。100%學生能完成小冊子中「自我規劃」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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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視藝科老師鼓勵學生自訂學習目標，培養自學的能力，以增強學生的

自信心及學習的興趣。全體學生均能於學期初自訂目標及於學期完結

時評估達標情況，從而自我檢視自己在藝術知識上的學習成果。 

17. 音樂科老師指導學生於「音樂學習記錄表」自訂考試目標，並由老師

在表格中給予適切的回饋。學生能根據老師的回饋進行反思，改善不

足的地方。 

18. 透過「我的體育計劃」小冊子，學生進行自訂目標，規劃運動計劃，

藉着反思改善學習，並運用「體育科學習記錄」，進行互評、自評， 

80%學生能深化「自我規劃」的能力，透過反思改善學習。 

  

反思 
 

1. 下學年改在第一次考試後才進行 T-Visa 自訂目標計劃，並嘗試以

QR-code展示自我規劃的過程。 

2. 來年度將會繼續優化「喜閱俱樂部」閱讀獎勵計劃的推行及記錄方法，

以提升達標率。 

3. 學習支援組來年繼續進行摘星計劃，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訂下適合

自己能力的目標，以提升學生學習自信。教師發現部分學生為自己所訂

的目標遠高於自己實際的能力，故較難達標，因此建議來年指導學生自

訂目標時，必須仔細考慮其目標的可行性。 

4. 健康校園計劃雖有助學生規劃良好的生活習慣，但由於部分學生因缺

席、出外比賽、忘記帶小冊子等原因錯過了蓋印機會，影響學生對活動

的投入度，故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建議日後改以 TKT-BUBBY存摺取代現行

小冊子。另外，亦建議為健康大使增設肩帶，以提升他們的自我形象。 

5. 常識科老師認為透過收集科技實驗數據，學生能反思改善實驗的方法，

更能培養探究和尋找有關答案的能力，因此相關活動將恆常推行。來年

將於活動中加入「公平測試」的原則，增加實驗的準確性。 

6. 本校學生大致能掌握「自我規劃」的方法，但部份低年級學生對一些自

學策略和方法仍未能完全掌握，教師可持續鼓勵及引導學生運用各種自

學的方法，以增強其自學的能力。 

7. 繼續鼓勵家校合作，協助學生「自我規劃」及建立良好的自學習慣，並

經常透過反思改善學習。 

8. 配合校本獎勵計劃，繼續鼓勵學生更積極參與各種的自學活動，提升對

學習的興趣及動機。 

9. 配合電子教學的新趨勢，鼓勵學子多透過電子學習平台、網上平台或

GOOGLE CLASSROOM 等進行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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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項目三：善用評估數據尋找學生學習難點，透過合適的課堂 

策略以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 

成就 

1. 舉辦三次「AQP工作坊」，讓教師能進一步認識 AQP平台(Assessment 
Quality-assurance Platform)的操作及應用方法，並為新教師提供培
訓。透過「AQP工作坊」，88.3%教師認為能有效認識該系統的操作方
式及分析有關的數據。 

2. 每次考試後，中、英、數科任老師能利用 AQP平台的數據分析學生考
試表現，找出學生的學習難點，並在共同備課中，為不同能力學生設
計適切之學習活動或分層課業，以回饋學與教，並照顧學習多樣性。
從 2-6年級中、英、數科的共同備課紀錄中，可見老師已能運用 AQP
系統的數據，分析試卷的質素、題目的深淺程度及學生表現，並能商
討協助學生改善學習的方法。 

3. 按 AQP的數據分析及學生的能力，安排分組學習提升課(Top-up 
Programme)，設計及使用分層的課業，以照顧不同的學習需要，提升
學生中、英、數科的基本能力。91.6%教師認為中、英、數提升課有助
提昇學生的個人成績。 

4. 3、6年級運用 Hong Kong EduCity的「STAR網上評估系統」，於網上
進行了 6次的學生評估(SA)，學生和教師可根據評估報告，了解學生
的學習表現及基本能力。86.6%教師認為透過「STAR網上評估系統」，
能有效運用評估數據及資料，改善學習。 

5. 每次考試後，安排中、英、數三科的試後成績分析會議，教師就學生
表現進行橫向及縱向的分析，訂定下一階段的教學策略。每次考試後
設「回饋週」，藉此善用校內的評估數據，分析學生的強弱項，設計針
對練習，並作有效的跟進。88.2%教師表示經常與學生檢討他們的學習
情況，讓他們知悉學習表現和進展。根據持分者問卷調查，在教學回
饋方面，97.1%學生亦同意「老師經常指出我們的學習進展和問題」；
95.1%學生同意「我經常藉著測考成績和老師給予的意見，如習作評
語、課堂表現等，檢討我的學習」。 

6. 中、英、數科教師善用基本能力評估(BCA)的數據，深入分析三年級及
六年級學生的強項、弱項，並訂定短期和長期的改善策略，以回饋學
與教。92.2%老師認為基本能力(BCA)的評估報告能協助教師了解學生
的強弱項，有助安排適切的教學策略。 

7. 支援組老師運用 AQP及校內考試數據，分析有學習困難學生的難點，
由支援老師設計適切的輔導工作紙及學習活動，以改善學生的學習表
現。根據統計，70%的學生能完成工作紙及寫出正確答案。70%支援老
師認同學生的學習表現有所改善。 

8. 參照段考及評估數據，資優組教育篩選出中、英、數表現傑出的學生，
成立人才庫，安排有關學生參與適合的資優活動或比賽。 

9. English teachers design graded worksheets for the Remedial Teaching Programme 

(P.2-6) and the Top-up Programme (P.3,4 and 6). 82 % of teachers agreed that the 

Remedial Teaching Programme/ the Top-up Programme was effective in enhancing 

students’ learning of English.74 % of students agreed that their English learning 

improved after attending the Programmes.  
10. Design a challenging question(s), indicated with an ‘*’ in each Reading Task.88 % of 



 11 

students agreed that they liked doing challenging questions that extend their learning 

capacity. 

11. 數學科老師於考試後除運用評估系統及有關數據，分析學生考試的表
現外，亦檢討試卷質素，並設計分層工作紙以照顧學生的不同學習需
要，更為 2-5 年級輔導班及 3-6 提升課學生設計不同的學習材料。 

 

 

反思 
 

1. 來年度繼續利用 AQP網上系統分析學生的考試表現及學習難點，以照顧

學生學習多樣性。校方亦會按優化法團校董會管理計劃及教育局英文科

重點視學報告的建議優化共同備課方式，老師會更集中處理學生的學習

難點。 

2. 教師會依據多個評估系統得來的數據分析結果，找出學生的學習難點，

除設計適切的課業及教學策略外，還會作為課程調適的參考，進一步照

顧學習多樣性。 

3. STAR 平台的資源豐富，能訓練學生的基本能力，而學生完成網上評估

後，系統亦可以提供回饋，讓學生自行核對題目及查閱成績，因此除三、

六年級外，可推廣至四、五年級，讓學生進行評估練習，鞏固及檢視中、

英、數科的基本能力。 

4. 繼續安排教師工作坊，為新教師提供 AQP及其他平台的操作及使用方法

培訓，裨能有效運用該些系統。另外，亦會安排支援教師及教學助理協

助科任老師輸入數據，以減輕教師的工作量。 

5. 加強宣傳網上教室 Google Classroom，鼓勵各科老師多加使用，以便更快

捷及有效地收集評估數據，評估學生的學習能力及找出學習難點，以回

饋學與教。 

6. 學習支援組會繼續收集有特別學習需要學生的考卷難點及考試成績，按

個別學生的學習情況而設計輔導課業及調整小組學習策略，更針對性地

協助學生改善學習困難。 

7. To cater for more-able students, more challenging tasks or courses should 

be set/ organised to keep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and to raise 

their standard.Teachers are reminded to set challenging questions in the 

School-based Reading Task and ‘Bonus Part’ in the Self-Study Book next 

year. 

8. 推動多元化的評估模式，把評估融入教學活動，成為「學－教－評」的

循環，以提升教學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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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們的學生 

班級組織 

                  班級數目 

級別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總數 

班數 5 5 5 5 5 5 30 

 

                  學生人數 

班別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總數 

男生人數 66 66 69 61 58 59 379 

女生人數 67 64 62 73 76 69 411 

學生總數 133 130 131 134 134 128 790 

 

學位空缺率 

學年 15-16 16-17 17-18 

空缺率 0% 0% 0% 

 

 

學生出席率   

學生出席率

98.7%98% 99.2%98.8% 98.5%97.8%

80%

85%

90%

95%

100%

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六

15/16年度

16/17年度

17/18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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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可接受體重範圍的學生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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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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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們的教師 

教師人數 

本校於 17-18年度共有教師 57人（包括校長、2位副校長、9位主任、

42位學位或文憑教師、1位圖書館主任、2位外籍英語教師），全體教師均

具備教師專業資歷，教學經驗豐富。 

此外，本校聘用專業輔導人員 1名，負責學生輔導工作；4名支援老師、

1名教學助理、2名電腦技術支援員及 1名牧民主任，協助推行多元化學習

活動及推廣福傳事工。 

 

本校過往三年教師人數 

 

 

 

教師資歷 

                  教師獲得的最高學歷 

41%

59%

碩士學位或以上

學士學位

                

 

 

15-16年度 16-17年度 17-18年度 

55人 56人 57人 



 15 

 已接受專業訓練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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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接受專科訓練的教師   

0%

20%

40%

60%

80%

100%

中文科教師 英文科教師 數學科教師

15/16年度

16/17年度

17/18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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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達英語及普通話語文能力要求的教師 

0%

1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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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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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經驗 

                    教師教學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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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   

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時數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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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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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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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

教師平均參與持續專業
發展活動的總時數

校長參與持續專業發展
活動的總時數

 

 

 

教師離職率(包括退休) 

教師離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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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我們的學與教 

 

本校在「學與教」方面的特色 

1.課程發展 

本校成立課程及專業發展組，在課程統籌主任及全體教師共同策

劃下設計校本課程，釐訂課程發展的短期、中期及長遠目標，並擬定

詳細的發展計劃、策略及評估方法，為本校學生提供適切的校本課程。

本校的課程建基於以下各方面： 

 

 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真理、義德、愛德、生命、家庭 

 課程發展處 2014年的《基礎教育課程指引 – 聚焦‧深化‧持續》 

課程發展議會編制之各學習領域指引 

 本校的辦學目標 

 校本三年發展計劃 

 

為了提升教學效能，本年度參與校外專業支援及資助計劃如下： 

科目 年級 計劃 

中文科 三年級 「悅讀悅寫意」分層支援計劃 

英文科 四年級 Process writing 

數學科 四年級 香港中文大學小班教學中心 

「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 

常識科 

  

五年級 教育局資優教育組 資優教育教師網絡(常識

科)之高階思維十三式 

 

    本年度透過宗教、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科老師進行共同備課，

教師共同設計多元化的課堂活動以照顧學生的學習難點，促進學生學

習，同時中文、英文及數學科會以學習圈的模式進行觀課，透過觀摩

學習、即時評課及課業分析等，進一步提升老師的課研能力。同時老

師均能針對學生難點設計課業，當中包含學生自學能力及照顧學習多

樣性元素，至於常識科亦透過共同備課設計或優化 STEAM 活動，以配

合科本發展重點。 

 

    為了提升老師的專業水平，本年度共安排了一系列之教師專業進

修活動，首天教師發展日的活動共有三項，分別為處理家長投訴及糾

紛教師工作坊，亦邀請 HKT到校進行 Google for Education教師工作

坊及邀請樂華天主教小學何潔珊校長到校分享第三輪校外評核工作

坊。第二天的教師發展日，全體老師到長洲進行朝聖活動及參觀長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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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心學校及國民學校。至於第三天的教師發展日則進行了中、英、數

教學示範課，課後由各科任老師進行評課，共同分享教學點滴，同時

中、英、數科主任亦安排科本講座予科任老師，進一步加強科本發展。

同時老師亦與時並進，積極進修，以提升學校的整體表現。 

 

    在校本課程方面，為了達致學生掌握自學技巧，培養學生學習興

趣的關注事項，本校課程會從「能學」及「想學」兩方面推展自主學

習。在「能學」方面，本校建立了自主學習縱橫向策略架構，包括中

文、英文、數學及解難思維自學策略、資訊科技、閱讀策略及專題研

習技巧，讓學生在不同的學習領域上提升學習能力。同時為了加強學

生多角度思考及明辨性思維，課程及專業發展組與常識科共同深化高

層次思維架構，為發展學生的高層次思維能力訂立良好的基礎。 

 

在「想學」方面，為了進一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本校持續推

展「大」笪地攤位活動及 TKT-Buddy存摺活動。「大」笪地攤位活動在

小息及午息時段進行，各學科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活動，給予學生進行

學習延伸。至於 TKT-buddy 存摺活動則紀錄學生的學習表現，並在指

定日子換領禮品，學生均能主動及積極投入以上的活動。至於「自省」

方面，本年度透過優化「T-VISA 自訂目標計劃」，讓學生分析自己學

習的強弱項來訂定個人學習目標，並朝著目標努力邁進。 

 

提升學生運用「兩文三語」的能力，是現時學校教育的一大目標。 

因此，本校致力於校園營造有利於英語及普通話的語言學習環境，製

造機會讓學生更有信心地使用英語及普通話與人溝通，提升他們運用

兩文三語的能力。除於早會上使用英語及普通話進行祈禱禮儀及宣佈

事項，並在主要通道張貼英語及中文(附普通話註音)的日常用語、金句

及詞彙外，學校亦透過 School-based English Enhancement NET Scheme

額外聘請一位外籍英語教師，即全校共有兩位外籍英語教師共同推動

各項英語教學活動。此外，二至四年級部份班別繼續實施以普通話教

授中文之計劃，籌辦多項的活動加以配合，如安排普通話大使協助推

行各項的學習活動，讓學生有更多聽、說普通話的學習機會。 

 

    為了裝備學生應對社會及全球因急速的經濟、科學及科技發展所

帶來的轉變和挑戰，本年度 STEAM 跨科小組整合與數理科探有關的課

程。在普及課程方面，常識科進一步加強科學與科技活動，以增加學

生探究、解難的機會。另外，電腦科亦優化編程教學及加強 Google for 

education課程。至於視藝科則繼續優化校本課程，如 3D立體打印、

無紙美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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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拔尖課程方面，本校開辦 LEGO WEDO 2.0班、MICRO:BIT班、

小小飛機師及小小科學家等多元化的科普課程。另外，學生亦積極參

與不同類型的比賽，如在常識百搭比賽中，本校勇奪傑出大獎、評判

大獎及我最喜愛影片大獎，另在香港工程挑戰賽-VEX機械人科技顯六

藝比賽中，本校榮獲一等獎，進一步肯定了本校 STEAM課程的推展。 

 

    在日常的教學上，教師多運用合作學習的策略，鼓勵學生透過協

作、分組討論等方式進行學習，以培養學生的溝通、協作、分析、判

斷以及創造能力。同時本校亦致力推動電子學習，計畫分為「重點發

展項目」及「App based 電子學習活動」兩個部份，分別為全年的電

子學習發展或單次性的電子教學活動。本校期望透過電子學習學校支

援計劃，讓教師能掌握電子教學的發展新趨勢，達致教學相長的願景。 

 

 

2. 改善學生學習   

為改善學生的學習，教師在課程設計方面會因應學生的學習多

樣性，設計不同程度的學習活動及課業，並設有中、英、數的課後輔

導班，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進一步的支援，以提升他們的學業水

平。 

 

本校參與教育局提供的「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區本計

劃」，與基督教勵行會合作，為學生開設功課導修班、興趣班及安排

户外的學習活動，進一步協助學生解決功課上的疑難，提升自信心

及擴闊學生生活經驗。另外，學校運用「加強言語治療」津貼，聘請

言語治療師駐校服務。言語治療師分別就學生、家長、老師及學校

層面作出預防、治療及提昇等三個層面的支援，除了為有需要的學

生提供個別或小組訓練，亦培訓學生義工為有需要學生進行活動，

一同支援學生成長。此外，言語治療師更會入班進行協作教學、午

間廣播及舉辦講座等。 

 

 學校運用新資助模式「小學學習支援津貼」，為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學生提供額外的支援，由教育心理學家、學生輔導主任、特殊教育 

需要統籌主任、課程主任及四名教師組成學生支援小組，共同策劃「全

校參與─照顧不同學習需要」的各項工作，並與家長保持緊密的聯

繫。學校聘請了三名學生支援師，亦透過校外專業支援服務、學校伙

伴計劃及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合力推行校本支援服務。支援學習小

組包括:專注魔法師、輕鬆讀寫樂、讀寫樂繽紛、小樹苗計劃、LEGO

積木治療社交小組等。教育心理學家亦於課程、學生訓輔及學習支援

工作上提供專業意見。此外，本校推行「及早識別和輔導有學習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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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一學生」計劃，及早識別出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了解學生的

學習困難和不同需要，並於有需要時為學生作出轉介。本校亦為有學

習困難的小一學生提供與二至五年級學生相同的支援服務，另外亦為

剛入學的小一有特殊學習需要同學安排小手肌訓練小組及專注力培

訓小組，亦培訓家長義工進行小一讀默寫訓練，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學生提供適切支援，使他們融入校園生活。    

 

    另外，透過「新來港兒童校本支援計劃」，為新來港兒童舉辦適應

課程及戶外學習活動，使其盡快適應本地的學習生活，並提升個人自

信。本校運用該撥款舉辦語文支援課程及遊覽香港，藉戶外活動體驗，

讓學生擴闊視野，提升他們對社區的歸屬感。 

                           

 

3. 教學與評估 

    本校採用活動教學模式，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活動，讓學生主動建

構知識及進行全方位學習，如帶領學生進行實地考察或進行專題學習

活動、參觀社區設施、訪問外地旅客、模擬購物活動等，均能增進學

生的學習經驗，培養各種的共通能力。 

 

在評估學生表現方面，本校採用多元化的評估模式，除透過考試

作總結性評估外，亦會以學生日常的習作、進展性評估、學習表現及

專題研習(包括口頭報告、書面報告、學習作品等)作為評估的項目，

既可減輕傳統測驗及考試為學生帶來的壓力，又可更全面評估學生的

表現。 

 

教師亦會善用評估所得的數據回饋學與教，於共同備課時段進行

評估及考試後分析，商討改進事宜及擬定跟進練習，並在隨後的「回

饋周」與學生訂正考試卷，針對學生的學習難點而共同設計適切之教

學策略。另學校參與香港及考試評核局之評核質素平台(AQP)，本年度

二至六年級均透過 AQP 平台分析學生學習難點，並透過分析數據照顧

學習多樣性，如設計分層工作紙、進行同質分組學習等，以回饋學與

教，提升學生的學習表現。 
 

 

 

 

 

 

 



 22 

學校實際上課日數           

為全校及全級學生安排學習活動的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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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各學習領域課時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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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至六年級各學習領域課時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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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閱讀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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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學校/公共圖書館借用閱讀物品的百分率 

 15/16 年度 16/17 年度 17/18 年度 

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六 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六 小一至小三 小一至小三 

每星期一次或以上 26.87% 28.24% 65.05% 47.67% 62.92% 53.33% 

每兩星期一次 41.29% 24.54% 23.98% 32.43% 24.04% 25.9% 

每月一次 18.16% 20.60% 7.65% 13.51% 8.95% 13.85% 

少於每月一次 13.68% 25.93% 3.32% 6.39% 4.09% 6.92% 

從不 0% 0.69% 0% 0% 0% 0% 

 

 

       每星期用於閱讀書籍、報章和電子資訊的平均時數 

 15/16 年度 16/17 年度 17/18 年度 

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六 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六 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六 

英文閱讀物品 7.65 小時 7.23小時 7.96小時 7.54小時 8.37小時 6.78 小時 

中文閱讀物品 9.42 小時 9.58小時 9.44小時 9.96小時 9.81小時 9.89 小時 

 

       

學生每年從學校圖書館借用閱讀資料的平均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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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本校推行「全校參與」模式的融合教育計劃，建立兼容的學習環境，

致力培養學生、家長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的接納與支持，使有不同

學習需要的學生都同等獲得關顧與支援。 

    本校已訂立「全校參與」的校本支援政策，成立了由校長領導的「學

生支援小組」，成員包括教育心理學家、學生輔導主任、特殊教育需要

統籌主任、課程主任、四名教師及三名學生支援老師，籌劃及推行各種

支援有不同學習需要的學生的措施和安排。小組於本年度分別舉行小組

會議、「個別學習計劃」會議、小一及早識別諮商會議、調適會議等，

跟進學生的進度與所提供支援的成效。 

    學校設有小一及早識別和個案轉介機制，學生支援組定期安排被轉

介的學生讓駐校心理學家進行評估。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學生輔導

主任及心理學家緊密聯繫，從學生、教師及家長三個層面跟進及輔導有

特別需要的學生，以便作出適切的支援。同時，小組成員藉定期會議、

各持分者問卷和家長聯絡等，評估學生支援服務的成效，以回饋策劃工

作。 

    本年度，學校從教育局獲取$ 965,034「小學學習支援津貼」撥款，

用以支援校內不同學習需要的學生。學校聘請了一位老師及三名學生支

援老師，並購買了校外專業支援服務，合力推行全校參與模式的校本支

援服務，並提供了以下的安排： 

 安排 18節的專注魔法師及輕鬆讀寫樂訓練小組，參加人數達 49人

次；為有學習困難的學生安排每星期最少一節的讀寫樂繽紛輔導小

組，參加人數達 79人次；為二年級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開設小樹

苗計劃；為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安排及早識別計劃；小一讀默

寫計劃；小手肌訓練小組及專注力培訓小組；安排需要提升情緒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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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技巧的學生參加 LEGO積木治療社交小組。 

 學生支援小組為有額外需要的學生設計並推行「個別學習計劃」，邀

請教育局特殊教育組主任、教育心理學家、社工、家長及學生一起

參與訂定學習目標及定期檢討成效。 

 為個別學生提供抽離小組教學，以切合不同能力學生的需要。 

 共融文化推廣方面，於教師層面舉辦小一至小五學生支援級會議、

生命導師計劃及專業機構導師為教師進行培訓。於家長層面舉辦講

座及義工培訓活動。於學生層面舉辦生命導師計劃、小樹苗活動、

講座、午間廣播、攤位遊戲等。 

 推行「生命導師」計劃，每位老師任一名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生

命導師，透過面談、鼓勵咭、共同午膳等方式關愛學生。  

 學校在考試、默書和功課安排上，作出適當的調整，讓有學習困難

的學生得到適切的評估。 

另外，學校從教育局獲取$ 184,193的撥款，用以支援校內有語言 

障礙的學生。言語治療師提供了329小時的服務，在預防、治療及提昇

的層面支援教師、學生及家長。本年的主題為「在生活中提升子女的說

話能力」，從家長及學生活動中強調如何提升說話能力的方法。言語治

療師除了為學生提供治療服務外，亦於小六各班進行入班協作教學、培

訓家長義工，共同支援學生成長、舉辦主題月活動及講座等。 

    本校透過「區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與基督教勵行會合作，開

辦課後導修班及「小小科學家」班及乘座纜車，參觀寶蓮寺及天壇大佛，

支援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功課輔導和參與課外活動的機會。 

    本校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適切支援，使他們融入校園生

活。通過生命導師計劃及小樹苗計劃，宣揚關愛共融及互助精神，建立

友愛包容的校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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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支援記錄表 

主要特殊教育 

需要類別 

各級 SEN學生數目 各類別 

人數 一年級 二年級 三年級 四年級 五年級 六年級 

特殊學習困難 1 3 12 9 2 8 35 

 成績稍遜   1 1 2   4 

懷疑/注意力不足及 

過度活躍症 

 1 2 5 3 4 15 

自閉症譜系/徵狀 1 1 8 3 2 1 16 

聽障 1    1  2 

視障       0 

智障       0 

中等智能   5 1   6 

中下智能  1 6 5 2 1 15 

有限智能    3 1  4 

言語障礙 2 6 14 13 10 6 51 

社交焦慮   3 1  1 5 

肢體傷殘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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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學生表現 

學業表現 

本校學生在學業成績方面一向有良好的表現，升中派位結果理想，17-18

學年有 89%六年級學生獲派首三志願的中學。部份畢業生獲派的中學包括: 

真光女書院(7人)、伊利沙伯中學(5人)、九龍華仁書院 (4人)、循道中學

(3人)、嘉諾撒聖瑪利書院(2人)、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2人)、聖芳濟書

院(2人)、藍田聖保祿中學(2人)、瑪利諾修院學校(1人)、英華女學校(1

人)、庇理羅士女子中學(1人)、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1人)、德望學校(1

人)、民生書院 (1人)、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11人)、長沙灣天主教英文

中學(2人)、天主教郭得勝中學(2人)、德雅中學(1 人)、聖母書院(1 人)、

彩虹天主教英文中學(1人)、沙田蘇浙公學(1人)、培僑書院(1人)、香港

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1人)、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8人)、基督教香

港信義會信義中學(6人)、香港培道書院(3人)、聖傑靈女子中學(1人)、

聖安當女書院(1人)、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1人)、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1人)、梁文燕紀念中學(沙田)(1人)、寧波第二中學(2人)、五邑司徒浩

中學(2人)、世界龍岡劉皇發中學(9人)、天主教新民書院 (8人)等。 

 

 

校際比賽及活動獎項 

 
    本校著重培養學生的多元智能發展，並積極鼓勵學生參與各項的校際比

賽及活動，學生除獲得不同的獎項外，更得到寶貴的學習經驗及建立自信，

達致全人發展的目標。本年度學生於校際比賽及活動所獲得的獎項臚列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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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年度校際比賽成績 

範疇 活動/比賽名稱 機構名稱 獎項名稱 得獎者 

學 

術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粵語二人朗誦冠軍 5A鄭鈺渝   6E梁子晴 

粵語詩詞集誦比賽獲優良獎 中詩集誦隊 

粵語獨誦優良獎 8人 

粵語獨誦良好獎 7人 

粵語詩詞獨誦亞軍 2E韋雅斐   4A李詠騫 

粵語詩詞獨誦季軍 1A韓奕希   3B晉晞璇 

3D胡芷嫚   4B彭嘉宇 

英詩集誦亞軍 英詩集誦隊 

英詩獨誦亞軍 6E梁子晴   3E盧珈喬   4B彭嘉宇 

英詩獨誦季軍 2B林傲霆   3C陳小勝 

3D胡芷嫚   6E連穎芯 

英詩獨誦優良獎 45人 

普通話集誦優良獎 普通話集誦隊 

詩詞獨誦比賽獲季軍 4B彭嘉宇 

普通話獨誦優良獎 32人 

誦讀小說季軍 6A羅嘉華   6D程笑嫣 

Primary School English 

Quest 2017 

True Light Girls’ College 
Certificate of Silver Award 19 students 

劍橋英語考試(KET) 英國文化協會 良好 7人 

優良 3人 

第五屆全港 Rummikub 小學

邀請賽決賽 
仁濟醫院靚次伯中學 

Rummikub優異表現獎(決賽) 5A郭浚朗 

Rummikub優異表現獎(初賽) 6C洪瑋鍵 

SUPER24邀請賽 順德聯誼總會胡兆熾中學 SUPER24邀請賽三等獎 3人 

小學數學精英大賽 香港教育大學數學與資訊科技

學系 
一等獎 6C洪瑋鍵 

二等獎 6D李建朗   6D黃子佑   6E梁正橋 

三等獎 6B馮耀毅   6E梁柏賢 

全港小學生魔力橋大賽 中國文化院(香港) 優勝獎 5A郭浚朗 

  常勝玩家獎 6E梁柏賢 

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香港理工大學 全場亞軍 5D陳灝東   6C洪瑋鍵   6D李建朗 

  智多星殿軍 6D李建朗 

   解難亞軍 5D陳灝東   6C洪瑋鍵 

 
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 團體優異獎 6C洪瑋鍵   6C廖浩維   6D李建朗 

6E梁正橋 

 金獎 6C洪瑋鍵 

 銀獎 5A郭浚朗 

 銅獎 4C潘德聰   5C邱南山   5C楊勳埕 

 5D梁聲鵬   5D顏詠淇   6A陳珮文 

 6D李建朗 

 
優異獎 5D陳灝東   6E梁柏賢 

 

 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學校 金獎 6C洪瑋鍵 

 銀獎 2C葉子勤 

 華夏盃初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一等獎 2C葉子勤   2A李鍇濤 

 二等獎 1B陳君豪   1E梁諾天   6A陳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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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等獎 1C劉展僑   2C溫卓姍   5C楊勳埕 

6A黃靖淇   6E梁正橋  

 特等獎 6C洪瑋鍵 

 華夏盃晉級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一等獎 2C葉子勤 

 二等獎 1B陳君豪   1E梁諾天   2A李鍇濤 

 三等獎 1C劉展僑   2C溫卓珊   5C楊勳埕 

6A陳珮文  

 特等獎 6C洪瑋鍵 

 AIMO暨港澳盃初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金獎 4C黃頌華   6C洪瑋鍵 

 
銀獎 1B陳君豪   2A李鍇濤   5D顏詠淇 

4A張鎰浠   4E林家禾 

 

銅獎 2C黃鎰駿   4B李沛謙   4B廖家聰 

4C楊芯鎂   4D黃祖兒   5C楊勳埕 

5D蔡卓琦   5D馮正滔   5E徐慧曉 

6A陳珮文   6A黃朗瑞   6B徐永霖 

 AIMO暨港澳盃晉級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銅獎 5D蔡卓琦   5D馮正滔   5D顏詠淇 

 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教協 全港小學數學比賽三等獎 6C陸雨軒 

 全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保良局 計算二等獎 6C洪瑋鍵 

 計算三等獎 6D李建朗   6E梁柏賢 

 數學一等獎、總成績一等獎 6C洪瑋鍵 

 全港少年數多酷比賽 數多酷研習社 冠軍 6C洪瑋鍵 

 團體亞軍 4E林家禾   6C洪瑋鍵   6E梁柏賢 

 全港數學大激鬥 Math Conceptition 校際團體優異 1A韓奕希   1B梁凱馳   1B吳柏毅 

1E蔡俊亨   2C葉子勤   2C尤思霖 

2E陳溢謙   2E吳子楠 
 

 銀獎 1A韓奕希   1B梁凱馳   1B吳柏毅 

2C葉子勤   2E吳子楠   5A郭浚朗 

5C邱南山 
 

 
銅獎 2E陳溢謙   3B張智賦   3B梁洛僖 

3C甄庚熙   6D李建朗   6D黃子佑 

 校際團體優異 1A韓奕希   1B梁凱馳   1B吳柏毅 

 
香港小學數學全能挑戰賽

2018 
香港教育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傑出表現獎 6C洪瑋鍵 

 第六屆小學數學棋盤比賽 香港何明華會督中學 金獎 6C洪瑋鍵   6D李建朗 

 第四屆數學比賽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 三等獎 5C邱南山   5D梁聲鵬 

 
香港小學數學全能挑戰賽

2018 
香港教育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傑出表現獎 6C洪瑋鍵 

 世界數學測試 世界數學測試 解難比賽良等獎 4C張琳欣   5C楊勳埕   5E陳卓杰 

 解難比賽優等獎 6E黃祖欣 

 
數學比賽良等獎 4C張琳欣   5B鍾恩琦   5D陳灝東 

5D梁聲鵬   5D蔡卓琦   5E陳卓杰 

5E崔欣恩   5E劉永興 

 
數學比賽優等獎 4B葉果豐   5B徐嘉豪   5C劉麗珊 

5C邱南山   5C楊勳埕   5E林子容 

6E黃祖欣 

 第一屆通識達人師生挑戰賽」 香港社區網絡 小學組季軍 5E鄭琛兒   5E崔欣恩   5E劉翹菱 

5E林子琪  

 

「 實踐健康生活 提倡無毒

人生 」高小學生書面常識問

答比賽 

無毒油尖旺大聯盟 冠軍 共 18人 

亞軍 共 18人 

季軍 共 18人 

 第 21屆『常識百搭』小學 STEM 教育城 傑出獎 共 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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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究展覽  評判大獎 共 6人 

 影片獎 共 6人 

體育 

 

 

 

 

 

 

 

 

 

 

 

 

 

 

 

 

 

 

 

 

 

 

 

 

 

 

 

 

 

 

 

 

 

 

 

 

 

 

 

 

 

 

 

 

 

 

 

 

 

 

 

 

九西田徑比賽 學體會 女甲推鉛球冠軍 5B譚安淇 

女乙 60米亞軍 5C戚佩欣 

女乙團體優異獎 共 8人 

第三組長池分齡游泳比賽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200米個人四式季軍 5E陳卓杰 

50米背泳冠軍 5E文卓楠 

香港長池分齡游泳錦標賽 50米蝶泳亞軍 5E陳卓杰 

第一組短池分齡游泳比賽第

二節 

50米蝶泳季軍、50米背泳季

軍、50米蝶泳季軍、100米蝶

泳冠軍、50米蛙泳冠軍 

5E陳卓杰 

2018沙田盃新秀游泳錦錦賽 沙田體育會 50米背泳冠軍、50米蛙泳季

軍、50米蝶泳冠軍 

5E陳卓杰 

 

全港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學體會 4x50 米自由泳亞軍、50 米蝶

泳亞軍、男子乙組團體亞軍 

5E陳卓杰 

 

全港小學校際劍擊比賽 學體會 女子佩劍優異獎、佩劍單打賽

優異獎 

6B徐永霖 

Samsung 第 61屆體育節-2018

年香港青少年柔道錦標賽 

中國香港柔道總會 亞軍 5E楊朗焮 

季軍 5E鄭琛兒 

2017精英盃全港公開標準舞

及拉丁舞大賽 

李偉倫舞蹈學院 單人牛仔冠軍、單人倫巴冠

軍、單人查查查優異奬 

4E葉津而 

ADSA盃國際舞蹈公開賽 世界傑出舞蹈家總會 單人牛仔亞軍、單人查查查季

軍、單人倫巴季軍、 

雙人查查查牛仔季軍 

5E叶穎霖 

 

單人牛仔查查查季軍、 

雙牛仔季軍 

5E甘倩兒 

單人倫巴亞軍、 

單人森巴牛仔季軍、 

5C吳穎詩 

拉丁舞亞軍、單人舞季軍 4D楊煒諾 

單人查查查牛仔殿軍、 

單人查查查亞軍、 

單人探戈冠軍、單人森巴亞

軍、單人華爾滋季軍 

5A龍芷因 

 

單人查查查殿軍、單人倫巴亞

軍、雙人查查查牛仔季軍 

5A葉佩雯 

 

星輝盃舞蹈比賽 世界傑出舞蹈家總會、 

香港輪椅舞蹈運動協會 

單人牛仔冠軍、單人倫巴冠

軍、單人查查查冠軍、 

單人森巴亞軍 

4D楊煒諾 

 

單人牛仔冠軍、單人森巴季

軍、單人查查查冠軍、單人森

巴冠軍、單人查查查亞軍、 

單人倫巴冠軍、單人倫巴亞軍 

5C吳穎詩 

 

雙人查查查季軍、雙人查查查

亞軍、單人查查查優異獎 

4C區宇晴 

 

雙人查查查季軍、 

雙人查查查亞軍 

4C文景程 

第 25 屆起舞盃全港公開舞蹈

錦標賽 

Come Dancing Studio Academy 雙人 C/R/J三項亞軍、 

查查查亞軍、單人倫巴季軍、 

雙人 C/R/J三項亞軍 

5A龍芷因 

 

第 6屆回歸盃體育舞蹈錦標賽 香港國際標準舞者會 單人牛仔殿軍、 

單人牛仔查查查冠軍 

4E葉津而 

單人森巴冠軍 5C吳穎詩 

第九屆灣仔區體育舞蹈公開

賽 

灣仔區文娛康樂體育會 雙人倫巴季軍 5A龍芷因 

第二屆米雪爾盃 李偉倫舞蹈學院 雙人查查查亞軍、單人倫巴季 5E甘倩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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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雙人查查查季軍、單人牛

仔季軍、單人森巴季軍、 

  

雙人查查查亞軍、 

雙人查查查季軍 

5E周俊安 

單人牛仔亞軍、單人森巴季

軍、單人查查查季軍 

4E葉津而 

單人牛仔冠軍、單人森巴冠

軍、單人查查查亞軍 

4D楊煒諾 

單人牛仔冠軍、單人森巴冠

軍、單人查查查冠軍、 

單人倫巴冠軍 

6D許諾謙 

單人查查查亞軍、單人探戈冠

軍、單人森巴亞軍、 

單人華爾滋季軍 

5A龍芷因 

第十二屆粵港澳標準舞、拉丁

舞公開賽 

中國國際標準舞總會 雙人查查查季軍、 

雙人查查查亞軍 

4C文景程 

單人牛仔優異獎、 

單人森巴優異獎 

4C區宇晴 

單人查查查亞軍、雙人查查查

亞軍、單人組拉丁舞季軍、 

雙人倫巴亞軍 

5A龍芷因 

 

單人倫巴冠軍 6D許諾謙 

龍城活力盃 九龍城區議會 單人牛仔季軍、單人倫巴冠

軍、單人森巴亞軍、 

雙人查查查冠軍 

5A龍芷因 

 

單人牛仔冠軍、單人倫巴冠

軍、單人森巴季軍、 

雙人 C/J雙項冠軍 

4E葉津而 

 

單人查查查冠軍、雙人倫巴亞

軍、雙人查查查亞軍 

6D許諾謙 

 

雙人 C/J雙項冠軍 4D楊煒諾 

第 6屆回歸盃體育舞蹈錦標賽 香港國際標準舞者會 單人查查查冠軍 4C文景程 

 
WDC國際舞藝術創意大賽 廣州市藝術學校 單人倫巴亞軍、拉丁舞亞軍、 

雙人單項查查查季軍、 

雙人單項牛仔亞軍、 

5A龍芷因 

 

 
雙人單項牛仔亞軍、雙人單項

查查查季軍、單人查查查冠

軍、拉丁舞冠軍 

6D許諾謙 

 

 

拉丁舞亞軍、單人查查查季

軍、拉丁舞季軍、單人倫巴冠

軍、查查查冠軍、 

雙人倫巴冠軍 

4D楊煒諾 

 

 
拉丁舞季軍、單人查查查冠

軍、查查查冠軍、 

雙人倫巴冠軍 

4E葉津而 

 

 九龍城區舞蹈比賽 九龍城區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青少年組東方舞亞軍 中國舞校隊 

 中西區舞蹈比賽 中西區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青少年組東方舞冠軍 中國舞校隊 

 中國舞等級考試 北京舞蹈學院 二級試：良 共 10人 

 二級試：優 共 9人 

 
第 14 屆校際舞蹈節體舞蹈錦

標賽 

香港體育舞蹈總會 分區賽牛仔舞亞軍 4D楊煒諾   4E葉津而   5A葉佩雯 

5C吳穎詩   5E甘倩兒   5E叶穎霖 

 分區賽牛仔舞季軍 4C區宇晴   4C文景程 

 分區賽牛仔舞冠軍 5A龍芷因   6D許諾謙 

 
第 14 屆校際舞蹈節體舞蹈錦

標賽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分區賽查查查亞軍 3A吳宇     3D陳靖橋   3D胡芷嫚 

4B黄梓銘   4D楊煒諾   4E葉津而 

5A葉佩雯   5E叶穎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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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區賽查查查季軍 3A王樂潼   3B鄭栩隽   4C區宇晴 

4C羅子鑫   4C文景程   5D王坤  

 分區賽查查查冠軍 4C楊芯鎂   5A龍芷因   5C馬章杰 

5C吳穎詩   5E甘倩兒   6D許諾謙  

 
分區賽倫巴冠軍、錦標賽森巴

季軍、總決賽查查查季軍 

5A龍芷因   6D許諾謙 

 總決賽牛仔亞軍 4D楊煒諾   4E葉津而 

 總決賽牛仔冠軍 5C吳穎詩   5E甘倩兒 

 
總決賽查查查亞軍 4D楊煒諾   4E葉津而   5C吳穎詩 

5E甘倩兒 

     第七屆回歸盃 香港國際標準舞者會 倫巴季軍、雙項 CJ季軍 5E叶穎霖 

 雙項 CJ季軍 5A葉佩雯 

 
單人 CJ冠軍、單人 SR冠軍、 

雙人 CJ亞軍、雙人 CRJ亞軍、 

5A龍芷因 

 

 
單人查查查冠軍、 

雙人 CJ亞軍、雙人 CRJ亞軍 

單人森巴冠軍、 

4D楊煒諾 

 

 
第十四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

錦標賽 

香港體育舞蹈總會 校際公開賽單項倫巴冠軍、 

校際公開賽雙項森鬥季軍 

5A龍芷因   6D許諾謙 

 超新星全港體育舞蹈錦標賽 / 
三項 CRS冠軍、單人森巴冠軍、 

雙項 CR冠軍 

4D楊煒諾 

 

 
第 19 屆香港公開精體育舞蹈

錦標賽 

香港國際標準舞者會 倫巴亞軍、單人牛仔亞軍、 

單人查查查亞軍、 

單人森巴亞軍 

6D許諾謙 

 

 
單人牛仔亞軍、單人倫巴冠

軍、單人查查查季軍 

5A龍芷因 

 

 
單人牛仔冠軍、單人倫巴亞

軍、單人查查查冠軍 

4D楊煒諾 

 

 第 54屆學校舞蹈節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高年級中國舞優等獎 中國舞校隊 

 
第 54 屆學校舞蹈節體舞蹈比

賽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牛仔舞甲級獎 4D楊煒諾   4E葉津而   5A葉佩雯 

5A龍芷因   5C吳穎詩   5E甘倩兒 

5E叶穎霖   6D許諾謙 

 
查查查甲級獎 4D楊煒諾   4E葉津而   5A葉佩雯 

5C吳穎詩   5E甘倩兒   5E叶穎霖 

 查查查優等獎、華爾滋乙級獎 5A龍芷因   6D許諾謙 

 
第 6屆回歸盃體育舞蹈錦標賽 香港國際標準舞者會 單人倫巴亞軍、單人森巴冠

軍、雙人查查查冠軍、 

單人牛仔舞季軍 

4C文景程 

 

 第十一屆灣仔區舞蹈比賽 灣仔區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青少年組東方舞冠軍 中國舞校隊 

 
第十二屆粤港澳澳標準舞、拉

丁舞公開賽 

珠海市國際標準舞學會 單人拉丁舞季軍、單人查查查

亞軍、雙人單項倫巴亞軍 

5A龍芷因 

 

 
單人查查查冠軍、單人倫巴冠

軍、雙人單項查查查亞軍、 

雙人單項倫巴亞軍 

6D許諾謙 

 

 

滙聚體育舞蹈公開賽 香港體育舞蹈總會 單人查查查季軍、單人倫巴亞

軍、單人雙項森巴鬥牛季軍、 

單人雙項森巴鬥牛冠軍、雙人

倫巴季軍、雙人單項查查查季

軍、雙人雙項森巴鬥牛季軍 

5A龍芷因 

 

 
雙人倫巴季軍、雙人單項查查

查季軍、雙人雙項森巴鬥牛季

軍 

6D許諾謙 

 

 
2018香港體育舞蹈公開賽 香港體育舞蹈總會 公開賽男女混合拉丁舞五項

季軍 

4D楊煒諾   5A龍芷因 

 
2018 福田盃深圳體育舞蹈全

國公開賽 

中國體育舞蹈聯合會 SCRJ冠軍、單人 CR一等獎、 

單人 CR冠軍、單人森巴冠軍 

5A龍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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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第六屆(主席盃)舞蹈錦

標賽 

國際(香港)舞蹈學會 單人 CJ亞軍 4C羅子鑫 

 單人 CJ季軍 4C楊芯鎂 

 
單人 CJ冠軍、單人 CR冠軍、 

單人倫巴冠軍、單人森巴冠

軍、雙人牛仔亞軍 

4E葉津而 

 單人 CJ優異獎 4C吳梓晴 

 

單人 CR亞軍、單人牛仔季軍、 

單人倫巴季軍、單人森巴亞

軍、雙人牛仔冠軍、 

人查查查冠軍 

4C文景程 

 單人牛仔亞軍 3D高翠禧   5C馬章杰 

 單人牛仔冠軍 3A吳宇     3D陳靖橋   4E葉津而 

 
牛仔優異獎 

 

3C陳小勝   3C葉穎茵   3D胡芷嫚 

4B黄梓銘 

 
單人查查查冠軍 3A吳宇     3C葉穎茵   4E葉津而 

5C馬章杰 

 單人查查查亞軍 3A王樂潼   4B黄梓銘   4C區宇晴 

 單人查查查季軍 3D胡芷嫚 

 查查查優異獎 3D陳靖橋   3D高翠禧 

 單人倫巴亞軍、雙人牛仔亞軍 5C馬章杰 

 雙人牛仔冠軍 4C區宇晴 

 雙人查查查亞軍 3D陳靖橋   4B黄梓銘 

 雙人查查查季軍 4C楊芯鎂   5C馬章杰 

 雙人查查查冠軍 3A吳宇     3D胡芷嫚   4C區宇晴 

 
天主教新民書校運會 天主教新民書院 小學女子組 4X100米友校接力

邀請賽亞軍 

5C戚佩欣   6B徐永霖   6D郭翠琪 

6E范鏸尹 

 泳天游泳會週年頒獎禮 泳天游泳會 飛躍進步男泳員 5E陳卓杰 

 最具潛質男泳員 5E文卓楠 

 香港中小學花式跳繩聯賽─

元朗盃 

元朗區體育會 女子丙組單側迴旋跳亞軍 5B陳懿澄   5E陳嘉兒 

 男子乙組單車步亞軍 6D陳萬祥 

 
香港中小學花式跳繩聯賽暨

分級賽 

元朗區議會 丙組 60秒朋友跳季軍 2A翁樂舜   2D朱柏橋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 2018(九

龍西區)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 二重跳亞軍、單車步亞軍 4C蘇嘉妍 

 後交叉開跳季軍 6B林文欣 

 二重跳亞軍 5E陳卓杰 

 二重跳季軍 6A林彤欣 

 
四人大繩季軍 5E陳嘉兒   6A林彤欣   6A黃秀燕 

6B林文欣 

 側擺交叉開跳冠軍 6A林彤欣   5E陳嘉兒   6B林文欣 

 
單車步季軍、 

側擺交叉開跳季軍 

6C陸雨軒 

 側擺交叉開跳亞軍 5E陳嘉兒 

 
後交叉開跳季軍、 

跨下二式季軍 

6A黃秀燕 

 全港跳繩挑戰賽 2018 CHERRY JUMP CO 交叉開跳亞軍、側迴旋冠軍 6A黃秀燕 

 
  

後交叉開跳冠軍、 

雙腳前跳冠軍 

4C蘇嘉妍 

 
  

單側迴旋冠軍、雙腳前跳冠軍 5E陳嘉兒 

 
  

雙腳前跳冠軍 3E鄧熙俊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7-2018 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6B林文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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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角嘴天主教小學(海帆道)

第 18屆運動會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海帆道) 女子組友校接力賽亞軍 5C戚佩欣   5E徐慧曉   6E連穎芯 

6E范鏸尹 

 
九龍西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

賽 

學體會 男子組優異獎 4B鍾晉     5C黎銘鉻   6A羅嘉華 

6C洪瑋鍵 

 
油天 50周年校慶乒乓球 

金禧盃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女子團體優異獎、 

男子團體優異獎 

乒乓球校隊 

視 

藝 

 

滅蚊防鼠填色比賽 食物環境衞生署 優異獎 1C樊貝怡 

改造未來社區創作比賽  / 入圍獎 1C樊貝怡   6A羅嘉華 

特色香港小學生填色比賽  / 

  

冠軍 1D陳紫悠   5D陳健濤 

優異獎 共 13人 

新亞中學填色創作比賽 新亞中學 冠軍 1C樊貝怡 

隧道美化創作比賽  / 季軍 3E盧珈喬 

綠色家居設計師填色比賽 / 優異獎 共 11人 

2017 全港兒童藝術繪畫菁英

賽 

The Hong Kong Children's 

Elite Art 

冠軍 5E崔欣恩 

2018 當代青少年及兒童藝術

節繪畫比賽 

香港當代藝術學院 優異獎 5C趙崇彬 

公益少年團文件夾封面設計

比賽 

公益少年團油尖旺區 亞軍 1C樊貝怡 

優異獎 5E廖嘉兒 

全港旗袍設計比賽 中國旗袍協會 季軍 3E盧珈喬 

亞軍 1C樊貝怡 

優異獎 2C葉子勤   5E廖嘉兒   6C陳穎茹 

6E陳珮㼆 

第七屆世界兒童繪晝大獎賽 奥比斯 銅獎 5E崔欣恩 

第三屆旗袍設計全港小學邀

請賽 

培道中學 x Barbie 季軍 1C樊貝怡 

紫在乎您全港填色比賽 2018 香港啟廸會 最具創意獎 1C樊貝怡 

瞳樂燈 3+4錫住你眼睛全港小

學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飛利浦 優異獎 2C葉子勤 

繪本創作比賽 童協基金會 最佳插畫獎 5A陳匡正 

最佳寫作獎 4A李凱怡   4A黃琬喬 

總冠軍 3E盧珈喬 

勵志佳句郵票設計比賽 小童群益會 優異獎 1D丁嘉怡 

音 

樂 
香港國際音樂節 藝韻管弦樂協會 民樂團殿軍 民樂團成員 

屯門中西器樂比賽 屯門文藝協進會 拉弦優異獎 9人 

彈撥良好獎 1人 

亞太傑出青少年鋼琴比賽 港青樂術協會 兒童初級組季軍 6B陳文穎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中樂團比

賽 

音樂事務處 銅獎 中樂團成員 

香港國際音樂節 藝韻管弦樂協會 民樂團殿軍 5C李穎妍  

第五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

藝術節 2017 

HKYPA 五級組亞軍 4C李悅 
 

傳心傳意傳關愛音樂藝術比

賽 

麗澤中學 亞軍 4C李悅  

季軍 5A楊凱琪  

2018好聲音@油尖旺學生歌唱

比賽 

油尖旺區校長會 亞軍 15人 
 

2018 香港亞太青少年鋼琴比

賽 

香港音樂藝術發展中心 一等獎 5E楊卓霖  

 冠軍 4C李悅 

 香港青少年音樂大賽 香港音樂藝術發展中心 季軍 6B趙盈欣 

https://hkmf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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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獎 5D陳灝東 

 第 70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二胡良好獎 6A黃靖淇 

 木笛二重奏良好獎 3C馮嘉賢   4B范凱晴 

 古箏初級季軍 5D黃紀瑩 

 長笛優良獎 5B楊梓希 

 揚琴中級季軍 5A龍芷因 

 揚琴良好獎 4B梁泳楠   5D黃紀瑩 

 獨唱優良獎 4C李悅 

 鋼琴 1級季軍 3D楊日東 

 鋼琴良好獎 8人 

 優良獎 55人 

 第四屆國際公開管弦大賽 國際青少年文藝培訓中心 冠軍 5B楊梓希 

 新聲盃中樂合奏 新聲音樂協會 冠軍 5人 

 亞軍 36人 

 季軍 9人 

戲 

劇 

香港學校戲劇節 香港藝術學院 傑出合作獎、 

傑出整體演出獎、 

學校戲劇節傑出舞台效果獎 

戲劇組 11人 

 
學校戲劇節傑出演員獎 4A莫俊森   4E徐家謙   5A吳芷晴 

5C黃敬峰   5D陳梓昊   6A吳芷柔 

其 

他 

HK Formula m 2017香港站 圓心科技有限公司、聯校資訊科

技學會(JSIT) 

一等獎 4E樊詩敏   4E李心琪   5B楊梓希 

 HK 智慧型循線競賽 季軍 5B岑國能   6B馮耀毅   6B譚銘權 

 
科技顯六藝創意比賽 香港中文大學 科技顯六藝禮藝一等獎 5A郭浚朗   5C洪麗而   5C彭詠佳 

5C邱南山   6B馮耀毅 

 
智快烈車 2017 歐亞聯合(深圳)科技公司 智快烈車耐力賽亞軍、 

智快烈車最快圈速冠軍 

2A何浩林   3B張智賦   3B梁洛僖 

3C甄庚熙 

 第 15屆國際資優解難大賽 資優教育督導委員會 初賽金獎 5C邱南山   6C洪瑋鍵 

 初賽銀獎 5D蔡卓琦 

 初賽銅獎 4C張琳欣   4D張詩涵   5E林子容 

 
小水點大冒險比賽 LEGO EDUCATION 最佳海報設計獎 3A陳貽健   3B吳炘穎   4B陳烯瑩 

4C張琳欣   4C羅瑞堂   4E李心琪 

 科技體育運動會鐵人賽 科普教育基金 水上競速射門賽季軍 6D李建朗 

 隊伍優秀女童軍選舉 香港女童軍總會 隊伍優秀女童軍 3C黃翠嵐 

 
傑出團員日本交流團油尖旺

區代表 

油尖旺區公益少年團 CYC日本傑出交流團代表 6A陳珮文 

 油尖旺區校長會顯著進步學

生獎勵計劃 

油尖旺區校長會 嘉許獎 3E盧珈喬   4C李悅   6E馮盈惠 

 優異獎 6C洪瑋鍵   6E梁子晴 

 

顯著進步學生獎 1A麥穎晴   1B楊鴻俊   1C樊貝怡 

1D陳栢存   1E安逸朗   2A黃文俊 

2B黃鍚謙   2C韓心桃   2D吳慧僑 

2E吳子楠   3A黃韻霏   3B梁洛僖 

3C梁嘉華   3D何靖瑩   3E簡佩姿 

4A楊芷喬   4B翁樂瑤   4C羅子鑫 

4D張朗然   4E陳巧盈   5A趙梓晴 

5B趙希慰   5C梁漫枝   5D崔展豪 

5E曾靖茵   6A黃樂霓   6B黃思榕 

6C羅儀莉   6D郭翠琪   6E李曉晴 

 

課外活動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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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生參與校際項目人次: 

 15/16 

(學生人次) 
16/17 

(學生人次) 
17/18 

(學生人次) 

校際體育項目 77 156 224 

學校舞蹈節 37 248 283 

學校音樂節 257 361 246 

學校朗誦節 177 176 238 

戲劇比賽 24 / 13 

 

 

 

本校學生參與全港性校際比賽的百分比: 

0%

20%

40%

60%

80%

100%

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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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生參與服務團隊人數: 

 

 

 

 
                                                            

    

 

 

 

 

 

 

 

 

 

 

 

 

本校學生參與服務團隊的參與率:  

 

 

 

 

 

 

 

 

 
                                                        

 

 

 

 

 

 

 

 

17-18年度學生曾參與之社會服務活動: 

 15/16 

(學生隊員人數) 

16/17 

(學生隊員人數) 

17/18 

(學生隊員人數) 

女童軍 60 58 58 

基督小先鋒 22 41 21 

基督小天使 / / 16 

少年警訊 104 91 100 

公益少年團 82 102 106 

風紀 86 93 91 

環保大使 20 20 20 

紅十字會少年團 29 30 26 

戲劇 24 15 13 

幼童軍 25 25 25 

清潔糾察 30 30 30 

健康大使 / 30 30 

0%

20%

40%

60%

80%

15/16年度 16/17年度 17/18年度



39 

 

 

活動性質 參加人數 
月餅盒回收活動 790 
地球一小時活動 790 

舊衣回收活動 790 

公益少年團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籌款 790 

四旬期捐獻活動     790 

一人一花種植活動 790 

售賣明愛獎劵      790 

香港女童軍總會賣旗活動 28 

公益金便服日 790 

公益金賣旗 2 

「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籌款 63 

聖誕卡回收活動 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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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回饋與跟進  

17-18 年度關注事項的達標程度及跟進方法: 

  關 注 事 項 達標程度 
跟進方法 

(恆常開展/繼續關注) 

透過學習義

德，讓學生學

會尊重他人

的權利，建立

和諧的人際

關係。 
 

完全達標： 

(1-14,16-20項) 

 

1. 課程組安排各科舉辦以「義德」

為主題的「大」笪地攤位活動。 

2. 推廣閱讀組定期設專題圖書展覽

及於早會推介以「義德」為題的

書籍，並於圖書課引導學生閱讀

以「義德」為題的書籍/文章及進

行延伸活動。 

3. 校本輔導活動以「重權利、愛和

諧」為主題安排相關活動，提高

學生對尊重他人的權利及如何建

立和諧的人際關係的認識。 

4. 訓輔組透過不同活動，讓學生明

白「義德」的概念，加深其對「義

德」的認識，並會於活動後利用

Schoolapps向家長發放相關訊

息，增加家長對校本輔導活動的

了解。 

5. 學生支援組舉辦關愛共融主題活

動，讓學生認識有特殊學習需要

同學的需要，建立彼關愛的文化。 

6. 宗教培育組安排牧民老師於早會

靈育時間以「義德」為主題作信

仰分享及祈禱，並安排基督小先

鋒與基督小天使於星期五祈禱時

段以「義德」為主題領禱。 

7. 宗教培育組舉辦以「義德」為主

題之比賽和攤位遊戲。 

8. 德育課加入「義德」為主題的課

節或生活事件。 

9. 活動組透過反思活動，讓學生反

恆常開展:  

(1)、(2)、(3)、(4)、(5)、

(6)、(7)、(8)、(9)、(13)、

(14)、(17)、(18)、(19)、

(20) 

 

繼續為關注事項:  

(不適用) 

 

 本學年為2015-2017年度

學校發展周期 (三年計

劃)的最後一年，本周期的

各項工作目標及工作計劃

大致上已完成及達標(詳

見各科組工作報告及學校

報告)。由2018-2019學年

開始本校將踏入另一個新

的發展周期，經詳細校情

檢視後，將重新釐定其他

切合學校需要的關注項

目。 

 本校為天主教教區屬校， 

弘揚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

是本校的重要使命。因此

本校將繼續以傳揚天主教

五大核心價值為新發展周

期的關注事項，以加強靈

育方面的培育，使學生建

立積極、正面的人生觀及

健全的人格。 

 繼續透過校本課程、各科

的學習活動、校本輔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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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自己能否於活動中學習義德，

尊重他人的權利。 

10. 中文科舉辦以「義德」為主題的     

親子四格漫畫比賽、主題故事演

講比賽及四格漫畫比賽。 

11. 普通話科於普通話生活實踐小 

冊子加入義德聖經金句，並配合

攤位活動時使用。 

12. 普通話科運用壁報展示義德故 

事。 

13. 於宗教課向學生介紹「十誡」， 

培養學生成為一個義人。 

14. 宗教科老師將與牧民老師以天

社倫教授「義德」課題，並帶出

教會所重視的教義。 

16.邀請天主教福傳樂隊到校以音 

樂傳揚基督福音。 

17.電腦科為六年級學生安排針對

「網上侵權」之資訊素養課題。 

18. 體育科通過課堂活動幫助學生

建立團體合作和互信。  

19. 視藝科透過單元學習及評賞活  

動，培養學生對不同藝術的尊重

及認同。 

20. 音樂科透過教導學生分析及頌  

唱《人生多麼可愛》一曲，認識 

箇中道理。 

 

部分達標：(15) 

 

15.邀請天主教魔術福傳義工團體

到校，透過福傳魔術表演，將天

主愛與義德的訊息及福音帶給

學生。惟該魔術義工團大多是在

職人士，當天因公務未能到校演

出，故改由靈火文化派其他義工

到校以義德為主題進行講座，透

過遊戲和歌詠生動地帶出互相

尊重及義德的意義，讓學生更明

白要善待別人。100%學生表示喜

動、家長活動、校友活動

及各種的非正規課程，傳

揚基督的精神，並鼓勵學

生身體力行，於日常生活

中活出基督的精神。 

 閱讀是學習的有效途徑，

日後仍會透過閱讀及各項

延伸活動，強化學生對特

定主題的認識，更會鼓勵

學生擴闊其閱讀面，並養

成經常閱讀的良好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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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講者有趣的講解及「ACTION 

SONGS」。 

深化學生的

「自我規劃」

能力，透過反

思改善學習。 

完全達標： 

(1-21項) 

 

1. 課程組舉辦T-VISA自訂目標計

劃，讓學生透過進評後數據監察

自己的學習進度，從而訂立個人

學習目標及自我管理學習策略。 

2. 推廣閱讀組推行校本「喜閱俱樂

部」閱讀獎勵計劃，優化閱讀紀

錄冊，讓學生訂定本年度的閱讀

目標。學生需按時檢視及反思自

己的閱讀進度，深化「自我規劃」

的能力。 

3. 資優培訓組於創意思維及情意課

程中加入「自我規劃」部份，教

導學生如何規劃本學年的目標和

達致目標的方法，並引導學生構

思不同自學方法，在過程中反思

以改善學習技巧。 

4. 訓輔組就個別學生的情況推展蛻

變工程(進階版)，指導他們進行

「自我規劃」，訂立個人的改善計

劃，以鼓勵個別有特別需要的學

生，從而提升他們的改善動機及

成就感。 

5. 學生支援組透過「摘星計劃」，引

導有學習困難的學生完成自我規

劃，為自己訂下適合自己能力的

目標。老師定時給予鼓勵及表

揚，也邀請家長在記錄表上給予

回饋，肯定學生的努力，提昇他

們的自信心。 

6. 活動組讓學生在所擬定的體藝項

目上，深化自我規劃能力，透過

反思改善學習。 

7. 中文科參與「快樂閱讀花園」計

劃，鼓勵學生在課餘時間進行閱

讀，養成每天自學中文的好習慣。 

恆常開展: 

(1-21項) 

 
繼續為關注事項:   

(不適用) 

 

 學生大致能掌握「自我規

劃」的原則及方法，但部

份低年級學生對一些自學

策略和方法之掌握仍未穩

固，教師可持續鼓勵及引

導學生運用各種自學方

法，以增強其自學的能力。 

 繼續鼓勵家校合作，協助

學生「自我規劃」及建立

良好的自學習慣，並經常

透過反思改善學習。 

 配合校本獎勵計劃，繼續

鼓勵學生更積極參與各種

的自學活動，提升對學習

的興趣及動機。 

 配合電子教學的新趨勢，

鼓勵學子多透過電子學習

平台、網上平台或GOOGLE 

CLASSROOM等進行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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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文科透過「自學小冊子」，深化

學生的自主技巧及學會自我規

劃。 

9. Design and review 

Self-directed Learning 

Section in the Self Study Book 

starting from P.2. 

10. P.2 & P.3 will set one learning 

goal whereas P.4 – P.6 will 

set two self-directed learning 

goals after reflection each 

term. 

11. With the Self-learning 

Strategies Framework as the 

basis, teachers integrate 

self-learning strategies in 

General English lessons. 

12. 數學科指導學生完成自我規劃小

冊子，並協助學生訂立考試的目

標，於考試後檢視表現，深化「自

我規劃」能力。 

13. 常識科透過科技活動課業引導學

生自我規劃活動進度，並透過收

集實驗數據，反思實驗改善的方

法，培養學生探索、探究和尋找

有關答案的能力。 

14.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透過健康校園

計劃小冊子內不同主題，計劃個

人在飲食、作息及運動方面的安

排，建立健康的人生。 

15. 普通話科進行普通話科主題報告

活動，以加強學生創造、自學及

反思等共通能力。 

16. 普通話科為學生提供網上學習平

台，鼓勵學生於家中自學。 

17. 於普通話生活實踐小冊子加入

「自我規劃」部分，培養學生自

學能力。 

18. 音樂科利用「音樂學習記錄表」，

著學生自訂考試目標，老師於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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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給予適切的回饋，鼓勵學生進

行反思。 

19. 體育科老師透過「學習記錄」，協

助學生進行互評、自評。 

20. 透過「我的體育計劃」小冊子，

學生進行自訂目標，規劃運動計

劃，藉着反思改善學習。 

21. 視藝科著學生透過自訂目標評估

表、評賞小冊子、單元評估表及

單元反思工作紙進行自我檢視。 

 

部分達標： 

(不適用) 

 

善用評估數

據尋找學生

學習難點，透

過合適的課

堂策略以照

顧學生的學

習多樣性。 

 
 
 
 
 
 
 

完全達標： 

(1-15項) 

1. 中、英、數各科繼續運用香港考

評局評核質素保證平台(AQP)記

錄考試試題，分析學生表現，找

出學生的學習難點，以制定短期

和長期的改革策略。並在共同備

課時，為不同能力的學生設計適

切之學習活動或課業回饋教學，

以照顧學習多樣性。 

2. 根據 AQP的數據分析及學生的成

績表現，按學習表現的強弱，安

排分組學習提升課(Top-up 

Programme)，設計不同程度的分層

課業，照顧不同的學習需要，提

升學生中、英、數的學科成績。 

3. 學生支援組運用AQP及校內考試

數據，分析有學習困難學生的難

點，由支援老師設計適切的輔導

工作紙及學習活動，以改善學生

的學習表現。 
4. 安排三、六年級學生完成 Hong 

Kong EduCity的「STAR平台」練

習，分析學生表現後，把相關數

據回饋教學。 

5. 舉辦校本教師「評核質素保證平

恆常開展: 

(1-15項) 

 

繼續為關注事項: 

(不適用) 

 

 教師根據多個評估系統及

全港性系統評估得來的數

據作出分析，找出學生的

學習難點，除設計適切的

課業及教學策略外，還會

作為日後課程設計的參

考，進一步提升學與教的

效能，並照顧學習多樣性。 

 運用多元化的評估工具，

如電子評估工具、網上平

台等，把評估融入教學活

動中，成為「學－教－評」

的循環，以提升教學的效

能。 

 採用多元化的評估模式，

除透過考試作總結性評估

外，亦會以進展性評估、

學生日常的習作、學習表

現作為評估的項目，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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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數據分析工作坊及 Hong Kong 

EduCity的「STAR平台」數據分

析工作坊，提升教師分析及運用

相關系統的能力。 

6. 每次考試後，進行試後成績分析

會議，讓教師就學生表現作橫向

及縱向的分析，並把相關數據回

饋教學。考試後設「回饋週」，針

對學生的弱項，作有效跟進。 

7. 同級老師於考試後共同檢視及分

析試卷的質素，進一步優化試題

的設計。 

8. 課程組安排各中、英、數科任老

師於共同備課時段內運用評估數

據，為不同能力學生設計適切之

教學策略，以照顧學習多樣性。 

9. 運用考評局的電子平台，分析

2017年全港性系統評估成績，了

解 3、6年級學生於不同能力/範

疇的強項及弱項。根據分析結

果，設計鞏固練習、課業或改善

教學策略，進一步提升學生的基

本能力。 

10. Design graded worksheets for 

the Remedial Teaching 

Programme (P.2-6) and the 

Top-up Programme (P.3,4 and6). 

11. Design graded remedial 

worksheets, after summative 

assessments, for students’ 

reference and knowledge 

revision /consolidation / 

extension. 

12. Design graded work task during 

lessons in co-planning 

meeting. 

13. Design a challenging 

question(s), indicated with 

an‘*’ in each Reading Task. 

The weaker students can choose 

更全面評估學生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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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來年(2018-2019)關注項目 
1. 以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創建正向校園文化，以培養學生積極正面的人生觀及

價值觀。 

 

2. 優化課堂教學，深化自主學習，提升學與教效能。 

2.1 優化課堂自主學習元素，提升學生的學習表現。 

2.2 教師能就評估得來的數據及資料，回饋學與教，改善學生的學習。 

2.3 加強學生從閱讀中學習的興趣，提升他們借閱與主科(中、英、數)有關書

籍的頻次。 

2.4 發展電子教學，以促進學習興趣。 

 
 

 

 

 
 

whether to attempt these 

marked questions . 

14. 常識科運用「反轉教室」電子教

學法，著學生於課堂前觀看短片

或閱讀資料，並完成網上的評

估。老師從「GOOGLE表單」網上

評估知悉學生學習程度及表現，

從而調整教學策略，回饋教學。 

15. 資優教育組透過段考及評估數

據，找出中、英、數表現傑出的

學生，成立人才庫，並推薦有關

學生參加合適的資優活動或比

賽。 

 

部分達標： 

(不適用) 

 



16-17年度結餘 收入$ 支出$

I 政府津貼 1,933,576.80      

(甲) 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1,314,451.14      1,480,725.93      

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小結: 1,933,576.80      1,314,451.14      1,480,725.93      

(乙) 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學校特定

- 修訂行政津貼 1,466,774.40      1,356,582.16      

- 消減噪音津貼 377,056.00         170,929.28         

-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415,516.00         389,206.73         

- 學校發展津貼 732,648.00         679,185.00         

- 新來港兒童校本支援計劃 18,121.00           7,550.00             

-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184,193.00         190,820.00         

- 成長的天空 112,234.00         113,600.00         

- 額外輔導津貼服務 226,226.00         261,071.00         

特別範疇 小結: -                    3,532,768.40      3,168,944.17      

(丙) 擴大營辦開支範疇以外

-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津貼 15,372.00           15,372.00           

- 小學學習支援津貼 187,479.14         965,034.00         1,150,169.00      

-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81,192.10           259,200.00         209,607.00         

- 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津貼 -                    84,940.00           53,090.95           

- 在小學推動STEM教育的一筆過津 24,922.10           -                    24,922.10           

-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支援津貼 198,417.10         -                    19,300.00           

- 支援非華語學生課後中文學習津貼 -                    50,000.00           5,850.00             

- 代課津貼(STG) 209.55               -                    -                    

-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TRG) 181,001.50         169,971.00         144,696.50         

- 加強學校行政管理津貼 24,841.00           -                    25,768.11           

- 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試辦計劃津貼 116,602.00         120,000.00         236,669.62         

- 推動中國歷史及文化的一筆過津貼 -                    100,000.00         11,518.50           

- 資訊科技人員支援津貼 -                    300,000.00         245,700.00         

- 在學校推動電子學習的一筆過資訊科技津貼 253,850.00         -                    164,425.20         

- 關愛基金午膳津貼 579,770.00         514,083.00         

特別範疇 小結: 1,068,514.49      2,644,287.00      2,821,171.98      

(II) 學校津貼

- 普通經費 206,595.12         55,095.79           33,168.06           

- 捐款 13,974.00           5,719.00             

- 學校發展基金 61,077.05           195,049.50         27,920.28           

- 特定用途費 105,149.34         245,210.00         170,897.63         

學校津貼 (一般津貼) 小結:          372,821.51          509,329.29          237,704.97 

5,356,548.83      4,887,375.07      

2017-18 年度總盈餘 468,412.17         

2017-18 年度累積總結盈餘 2,744,389.48      

47                      

政府基金及學校津貼 (一般津貼) 總計:

十.財政報告(節錄)



15-16年度結餘 收入$ 支出$

I 政府津貼 2,168,868.14      

(甲) 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1,285,961.28      1,753,953.94      

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小結: 2,168,868.14      1,285,961.28      1,753,953.94      

(乙) 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學校特定

- 修訂行政津貼 1,437,124.00      1,406,805.32      

- 消減噪音津貼 370,023.00         165,661.20         

-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407,768.00         464,720.16         

- 學校發展津貼 718,991.00         684,676.00         

- 新來港兒童校本支援計劃 -                    4,800.00             

-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192,300.00         188,100.00         

- 成長的天空 110,141.00         89,468.00           

- 額外輔導津貼服務 222,014.00         221,429.00         

特別範疇 小結: -                    3,458,361.00      3,225,659.68      

(丙) 擴大營辦開支範疇以外

-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計劃津貼 6,737.13             494,400.00         501,137.13         

-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津貼 15,267.00           15,267.00           

- 小學學習支援津貼 175,210.00         1,015,650.00      1,003,380.86      

-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76,035.00           300,000.00         294,843.50         

- 電子學習學校支援計劃 82,099.00           82,099.00           

- 在小學推動STEM教育的一筆過津 100,000.00         75,077.90           

-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支援津貼 305,640.00         107,222.90         

- 代課津貼(STG) 209.55               5,144.00             2,322.00             

-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TRG) 109,829.50         152,522.50         84,172.50           

- 加強學校行政管理津貼 250,000.00         225,159.00         

- 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試辦計劃津貼 93,994.00           120,000.00         97,392.00           

- 關愛基金午膳津貼 614,243.50         559,854.00         

特別範疇 小結: 1,199,754.18      2,717,227.00      3,047,927.79      

(II) 學校津貼

- 普通經費 187,203.77         306,476.25         289,130.76         

- 捐款 17,585.00           15,539.14           

- 學校發展基金 928.10               258,667.50         198,518.55         

- 特定用途費 68,162.46           252,185.00         215,198.12         

學校津貼 (一般津貼) 小結:          256,294.33          834,913.75          718,386.57 

5,579,236.03      5,698,000.19      

2016-17 年度總盈餘 (118,764.16)        

2016-17 年度累積總結盈餘 2,245,321.26      

政府基金及學校津貼 (一般津貼) 總計:

九.財政報告(節錄)



13-14年度結餘 收入$ 支出$

1,690,893.14      

I 政府基金

(1) 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甲) 一般範疇

- 學校及班級津貼 493,599.87         786,493.45         

- 行政津貼/修訂行政津貼 1,382,207.11      1,239,229.48      

- 消減噪音津貼 350,478.00         168,308.59         

- 普通話 1,548.00             1,521.30             

- 課程發展津貼 54,420.00           60,022.74           

- 德育及公民教育津貼 16,050.00           7,365.40             

- 補充津貼 180,155.00         183,725.00         

- 增補津貼 7,410.00             3,800.00             

- 培訓津貼 8,150.00             15,030.00           

-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386,238.00         351,071.34         

- 供增聘文書助理的行政津貼 175,632.00         120,000.00         

一般範疇 小結: 2,562,288.11      2,150,073.85      

(乙) 特別範疇

- 學校發展津貼 418,135.79         681,032.00         735,526.00         

- 英文廣泛閱讀計劃津貼 14.75                 8,050.00             8,050.00             

-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津貼 2.83                   8,050.00             8,036.00             

- 校本輔導津貼 8,945.29             7,123.00             7,612.50             

- 新來港兒童校本支援計劃 2,465.80             9,867.00             8,980.00             

-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25,264.50           178,507.00         192,660.00         

- 成長的天空 39,120.00           104,325.00         128,224.00         

- 額外輔導津貼服務 210,301.00         206,195.00         

- 提升網上學校行政及管理系統津貼 50,000.00           

- 小學學習支援津貼 185,940.50         871,000.00         958,162.40         

-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105,625.40         178,800.00         202,713.60         

- 電子學習學校支援計劃 424,400.00         165,433.00         

- 德育及民教育科支援計劃 509,000.00         75,750.00           

特別範疇 小結: 2,257,055.00      2,697,342.50      

(2) 家具及設備津貼 135,466.20         256,530.00         462,340.04         

政府基金 總計: 5,075,873.11      5,309,756.39      

(II) 學校津貼 (一般津貼)
- 堂費

- 捐款 10,389.00           

- 籌款

- 具特定用途的收費(空調電費) 372,045.71         254,850.00         54,038.90           

學校津貼 (一般津貼) 小結: 265,239.00         54,038.90           

5,341,112.11      5,363,795.29      

2014-15 年度總盈餘 74,323.52           

2014-15 年度累積總結盈餘 1,765,216.66      

政府基金及學校津貼 (一般津貼) 總計:

承上結餘(政府基金及學校基金)

九.財政報告(節錄)



13-14年度結餘 收入$

1,617,916.36      

I 政府基金

(1) 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甲) 一般範疇

- 學校及班級津貼

- 行政津貼/修訂行政津貼

- 消減噪音津貼

- 普通話

- 課程發展津貼

- 德育及公民教育津貼

- 補充津貼

- 增補津貼

-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 供增聘文書助理的行政津貼

一般範疇 小結: -                    

(乙) 特別範疇

- 學校發展津貼

- 英文廣泛閱讀計劃津貼

-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津貼

- 校本輔導津貼

- 新來港兒童校本支援計劃

-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 成長的天空

- 額外輔導津貼服務

- 提升網上學校行政及管理系統津貼

- 小學學習支援津貼

-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 電子學習學校支援計劃

- 德育及民教育科支援計劃
特別範疇 小結: -                    

(2) 家具及設備津貼

政府基金 總計: -                    

(II) 學校津貼 (一般津貼)
- 堂費

- 捐款 3,016.00             

- 籌款

- 具特定用途的收費(空調電費) 256,650.00         
學校津貼 (一般津貼) 小結: 259,666.00         

承上結餘(政府基金及學校基金)

九.財政報告六.財政報告九.財政報告



259,666.00         

2013-14 年度總盈餘 (194,513.21)        

2013-14 年度累積總結盈餘 (194,513.21)        

政府基金及學校津貼 (一般津貼) 總計:



支出$

-                    

-                    

-                    

454,179.21         

454,179.21         



454,179.21         



收入$ 支出$

1,487,472.94                  

I 政府基金

(1) 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甲) 一般範疇

- 行政津貼/修訂行政津貼 1,342,553.99                  1,177,400.75              

- 消減噪音津貼 324,970.00                    129,568.70                 

-
科目津貼(包括普通話津貼及公

民教育津貼等) 16,315.00                      11,507.60                   

- 學校及班級津貼 460,361.86                    750,529.65                 

- 培訓津貼 7,557.00                        3,260.00                     

- 學校課程發展津貼 50,460.00                      18,158.00                   

-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358,134.00                    219,490.25                 

-
其他津貼(包括補充津貼,增補津

貼,升降機保養津貼等) 173,916.00                    50,870.77                   
一般範疇 小結: 2,734,267.85                  2,360,785.72              

(乙) 特別範疇

-
有關學生支援津貼(包括新來港

學童校本支援計劃) 303,472.00                    213,796.00                 

- 有關廣泛閱讀計劃津貼(中,英) 14,928.00                      14,923.75                   

- 學校發展津貼 705,370.00                    762,179.79                 

- 其他津貼 875,304.00                    905,550.00                 
特別範疇 小結: 1,899,074.00                  1,896,449.54              

(2) 家具及設備津貼 237,870.00                    206,960.50                 

政府基金 總計: 4,871,211.85                  4,464,195.76              

(II) 學校津貼 (一般津貼)
- 堂費

- 捐款 5,816.00                        3,224.69                     

- 籌款

- 具特定用途的收費(空調電費) 263,250.00                    167,831.31                 
學校津貼 (一般津貼) 小結: 269,066.00                    171,056.00                 

5,140,277.85                  4,635,251.76              

2012-13 年度總盈餘 505,026.09                    

2012-13 年度累積總結盈餘 1,992,499.03                  

承上結餘(政府基金及學校基金)

政府基金及學校津貼 (一般津貼) 總計:

九.財政報告六.財政報告九.財政報告



收入$ 支出$

1,107,602.02                  

I 政府基金

(1) 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甲) 一般範疇

- 行政津貼/修訂行政津貼 1,216,728.00                  1,184,562.91              

- 消減噪音津貼 313,368.00                    154,465.49                 

-
科目津貼(包括普通話津貼及公

民教育津貼等) 15,724.00                      9,547.90                     

- 學校及班級津貼 441,785.82                    698,066.90                 

- 培訓津貼 7,287.00                        2,000.00                     

- 學校課程發展津貼 49,450.00                      48,092.80                   

-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345,356.00                    195,020.40                 

-
其他津貼(包括補充津貼,增補津

貼,升降機保養津貼等) 167,716.00                    27,112.20                   
一般範疇 小結: 2,557,414.82                  2,318,868.60              

(乙) 特別範疇

-
有關學生支援津貼(包括新來港

學童校本支援計劃) 171,356.00                    162,730.70                 

- 有關廣泛閱讀計劃津貼(中,英) 14,396.00                      14,400.80                   

- 學校發展津貼 688,659.00                    809,225.80                 

- 其他津貼 586,439.00                    560,398.30                 
特別範疇 小結: 1,460,850.00                  1,546,755.60              

(2) 家具及設備津貼 229,380.00                    195,580.00                 

政府基金 總計: 4,247,644.82                  4,061,204.20              

(II) 學校津貼 (一般津貼)
- 堂費

- 捐款 3,000.00                        3,000.00                     

- 籌款

- 具特定用途的收費(空調電費) 218,535.98                    199,278.27                 
學校津貼 (一般津貼) 小結: 221,535.98                    202,278.27                 

4,469,180.80                  4,263,482.47              

2011-12 年度總盈餘 205,698.33                    

2011-12 年度累積總結盈餘 1,313,300.35                  

承上結餘(政府基金及學校基金)

政府基金及學校津貼 (一般津貼) 總計:

九.財政報告六.財政報告九.財政報告



收入$ 支出$

1,038,652.59                  

I 政府基金

(1) 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甲) 一般範疇

- 行政津貼/修訂行政津貼 1,152,252.00                  1,101,566.35              

- 消減噪音津貼 296,748.00                    188,765.37                 

-
科目津貼(包括普通話津貼及公

民教育津貼等) 14,901.00                      6,785.20                     

- 學校及班級津貼 418,126.60                    682,373.01                 

- 培訓津貼 18,801.00                      18,801.00                   

- 學校課程發展津貼 48,050.00                      39,469.07                   

-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327,042.00                    206,146.71                 

-
其他津貼(包括補充津貼,增補津

貼,升降機保養津貼等) 158,814.00                    46,771.00                   
一般範疇 小結: 2,434,734.60                  2,290,677.71              

(乙) 特別範疇

-
有關學生支援津貼(包括新來港

學童校本支援計劃) 248,344.00                    216,370.00                 

- 有關廣泛閱讀計劃津貼(中,英) 13,632.00                      13,624.70                   

- 學校發展津貼 660,296.00                    714,915.33                 

- 其他津貼 649,305.00                    589,636.00                 
特別範疇 小結: 1,571,577.00                  1,534,546.03              

(2) 家具及設備津貼 217,230.00                    223,715.70                 

政府基金 總計: 4,223,541.60                  4,048,939.44              

(II) 學校津貼 (一般津貼)
- 堂費

- 捐款 14,691.00                      450.00                       

- 籌款

- 具特定用途的收費(空調電費) 225,514.46                    221,908.31                 
學校津貼 (一般津貼) 小結: 240,205.46                    222,358.31                 

4,463,747.06                  4,271,297.75              

2009-10 年度總盈餘 192,449.31                    

2010-11 年度累積總結盈餘 1,231,101.90                  

43

承上結餘(政府基金及學校基金)

政府基金及學校津貼 (一般津貼) 總計:

九.財政報告六.財政報告九.財政報告



收入$ 支出$

1,105,960.74                  

I 政府基金

(1) 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甲) 一般範疇

- 行政津貼/修訂行政津貼 1,120,824.00                  1,079,280.80              

- 消減噪音津貼 288,680.00                    205,252.32                 

-
科目津貼(包括普通話津貼,德育

及公民教育津貼等) 14,505.00                      5,628.40                     

- 學校及班級津貼 396,181.00                    678,522.76                 

- 學校課程發展津貼 44,820.00                      41,897.70                   

- 培訓津貼 54,958.00                      52,470.00                   

-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318,134.00                    300,378.00                 

-
其他津貼(包括補充津貼,增補津

貼,升降機保養津貼等) 154,479.00                    84,455.00                   
一般範疇 小結: 2,392,581.00                  2,447,884.98              

(乙) 特別範疇

-
有關學生支援津貼(包括新來港

學童校本支援計劃) 1,256,834.00                  1,367,961.35              

- 有關廣泛閱讀計劃津貼(中,英) 13,260.00                      13,638.05                   

- 學校發展津貼 1,335,414.04                  701,636.00                 

- 其他津貼 53,600.00                      53,600.00                   
特別範疇 小結: 2,659,108.04                  2,136,835.40              

(2) 家具及設備津貼 305,569.00                    230,706.00                 

政府基金 總計: 5,357,258.04                  4,815,426.38              

(II) 學校津貼 (一般津貼)
- 堂費

- 捐款 2,473.00                        

- 籌款

- 具特定用途的收費(空調電費) 246,020.00                    136,851.30                 
學校津貼 (一般津貼) 小結: 248,493.00                    136,851.30                 

5,605,751.04                  4,952,277.68              

2009-10 年度總盈餘 653,473.36                    

2010-11 年度累積總結盈餘 1,759,434.10                  

49

承上結餘(政府基金及學校基金)

政府基金及學校津貼 (一般津貼) 總計:

九.財政報告六.財政報告九.財政報告



41,543.20     

83,427.68     

8,876.60       

(282,341.76)  

2,922.30       

2,488.00       

17,756.00     

70,024.00     

(55,303.98)    

-               

(111,127.35)  

(378.05)         

633,778.04   

-               

522,272.64   

74,863.00     

541,831.66   

-               

-               

2,473.00       

-               

109,168.70   

111,641.70   
-               

653,473.36   

653,473.36   

1,759,434.10 



收入$ 支出$

701,120.58                     

I 政府基金

(1) 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甲) 一般範疇

- 行政津貼/修訂行政津貼 1,066,956.99                  1,049,926.24               17,030.75     

- 消減噪音津貼 274,567.00                     179,608.90                 94,958.10     

- 學校及班級津貼 449,805.59                     601,960.41                 (152,154.82)  

- 學校課程發展津貼 42,880.00                       27,382.80                   15,497.20     

-
科目津貼(包括普通話津貼,德育

及公民教育津貼等) 20,520.39                       11,224.00                   9,296.39       

- 培訓津貼 6,385.00                         6,357.70                     27.30            

-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279,366.00                     212,387.00                 66,979.00     

-
其他津貼(包括補充津貼,增補津

貼,升降機保養津貼等) 146,918.00                     39,773.30                   107,144.70    

小結: 2,287,398.97                  2,128,620.35               158,778.62    

(乙) 特別範疇 -               

-
有關學生支授津貼(包括新來港

學童校本支授計劃) 1,381,025.05                  1,137,545.50               243,479.55    

- 有關廣泛閱讀計劃津貼(中,英) 12,614.58                       12,597.10                   17.48            

- 學校發展津貼 1,810,533.04                  849,575.00                 960,958.04    

- 其他津貼 5,000.00                         860.00                        4,140.00       

小結: 3,209,172.67                  2,000,577.60               1,208,595.07 

(2) 家具及設備津貼 229,136.60                     181,991.90                 47,144.70     

(II) 學校津貼 (一般津貼) -               

- 堂費 -               

- 捐款 18,136.00                       15,100.00                   3,036.00       

- 籌款 -               

- 具特定用途的收費(空調電費) 413,599.60                     396,384.45                 17,215.15     

小結: 431,735.60                     411,484.45                 20,251.15     

2007-08 年度總盈餘 1,434,769.54                  

2008-09度總結盈餘 2,135,890.12                  

承上結餘(政府基金及學校基金)



收入$

548,550.44       

I 政府基金

(1) 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甲) 一般範疇

- 行政津貼/修訂行政津貼 1,054,305.00    

- 消減噪音津貼 271,033.00       

- 學校及班級津貼 430,184.94       

- 學校課程發展津貼 44,760.00        

- 科目津貼(包括普通話津貼,德育及公民教育津貼等) 22,767.00        

- 培訓津貼 6,303.00          

-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266,908.00       

- 其他津貼(包括補充津貼,增補津貼,升降機保養津貼等) 145,047.00       

小結: 2,241,307.94    

(乙) 特別範疇

- 有關學生支授津貼(包括新來港學童校本支授計劃) 733,280.75       

- 有關廣泛閱讀計劃津貼(中,英) 12,963.53        

- 學校發展津貼 1,723,534.27    

- 其他津貼 7,800.89          

小結: 2,477,579.44    

(2) 家具及設備津貼 198,390.00       

(II) 學校津貼 (一般津貼)
- 堂費

- 捐款 27,987.00        

- 籌款

- 具特定用途的收費(空調電費) 245,531.61       

小結: 273,518.61       

2006-07 年度總盈餘 1,149,523.37    

2007-08度總結盈餘 1,698,073.81    

承上結餘(政府基金及學校基金)



支出$

548,550.44  

1,063,089.40    (8,784.40)     

199,311.50      71,721.50    

506,137.84      (75,952.90)   

33,327.20        11,432.80    

12,500.00        10,267.00    

5,301.70          1,001.30      

172,102.00      94,806.00    

44,225.80        100,821.20  

2,035,995.44    205,312.50  

-              

619,730.70      113,550.05  

12,958.95        4.58            

1,041,765.23    681,769.04  

6,642.50          1,158.39      

1,681,097.38    796,482.06  

178,223.40      20,166.60    

-              

-              

45,000.00        (17,013.00)   

-              

100,956.40      144,575.21  

145,956.40      127,56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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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角嘴天主教小學 (所屬地區：油尖旺區)                                                                              (附件)          
 

「加強學校行政管理津貼」報告 
 

本校已清楚明白教育局通函第 21/2016號有關「加強學校行政管理津貼」的細則及要求，並已充分諮詢教師的意見，就使用有關津貼以加強

學校的行政管理，訂定了以下的改善計劃及製定中期報告： 

 

整體目標 

本校已全面檢視日常運作，期望透過以下改善措施，整體提升學校的行政工作方面的效能，減輕教職員處理教師及學生資料輸入及存取的行

政工作，並透過門禁系統加強學校保安。 

 

項

目 
範疇 推行項目 成果 財政預算 實際支出 

1 處理教

師考

勤、進

修、代課

及調課 
 

 建立電子平台以處理教

師考勤、假期申請、進

修或公幹代課工作。 

 整理及紀錄各教師進修

事宜。 

 將代課及調課編排電子

化。 

 整理及綜合各項代課及

調課紀錄。 

 已成功將代課及調課制度電

子化，減省填寫紙本表格的

時間，加快跟進教師缺勤的

各項行政安排。 

 系統可有效整合及計算教師

考勤。 

 88%教職員認同電子平台能

有效減省行政工作編排的時

間，並有效紀錄各項考勤及

進修事宜。 

 

 

 與活動管理及報名、教職員請假代課

系統合併支出 

 

 (財政結算

見本報告

項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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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範疇 推行項目 成果 財政預算 實際支出 

2  考績制

度 
 

 建立電子系統協助收集及

統計各人事層級的自評分

數及評核人員的綜合評分。 

 系統亦可供被評者填寫個

人資料及反思，毋須每年重

新填寫有關資料。 

 處理個人資料及私隠 。 

 能根據已妥善儲存的資

料，進行行政調配促進教職

員自我評估及專業發展，更

能成為人事管理、調配及跟

進的重要參考。 

 

 

 

 

 

 

 

 

 

 

 

 已於本年度完成將考績表格電

子化，並已於本年度開始使用。 

 有效紀錄各教師之個人資料，

考績分數、評語及各項有關資

料。 

 88%教職員認同「考績系統」能

有效減省考績評核及統計分數

的行政工作時間。 

 88%教職員認同「考績系統」能

有效紀錄教師各範疇的考績表

現。 

$15,000 

 

$46,600 

(見附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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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範疇 推行項目 成果 財政預算 實際支出 

3 門禁管理

及體溫監

察 

門禁系統 

 引入電子門禁系統有效

管理特別室出入口通

道，加強保安。 

紅外線體温自動監察系統 

 於校門及出入要道安裝

紅外線體温自動監察系

統。 

門禁系統 

 已完成於主要特別室安裝電

子門禁系統。 

 各老師使用智能卡出入各特

別室，並以智能卡記錄考勤

情況。 

 96%教職員認同建立門禁系

統後，能加強各主要特別室

之保安。 

紅外線體温自動監察系統 

 已於校門正門出入要道安裝

紅外線體温自動監察系統。 

 學校可即時監控進入學校的

學生的體温，加強學校的防

疫工作，同時減少檢查學生

體温記錄所需的人力資源。 

 96%教職員認同紅外線體温

自動監察系統能有效減省校

務員工作，加強對教師支援。 

 

 

 

 

(1)添置考勤系統用電腦

主機 

$4,000 $4,800 

(2)拍卡考績及門禁系統 $50,000 $49,309 

(3)紅外線體溫探測系統 $49,000 $48,700 

(4)伺服器升級(硬件) $6,000 $1,541 

(見附註一) 

(5)安裝門禁系統電源及

配件 

$7,400 $6,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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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範疇 推行項目 成果 財政預算 實際支出 

4 統整學

生活動

(報名、

場地、人

選、紀

錄、評語

等) 
 

 引入課外活動管理系

統，有效管理全校所有課

外活動編排事宜 

 整理及紀錄各學生參加

課外活動資料 

 將課外活動紀錄電子化 

 

 已安裝活動管理系統，並於

下年度開始使用。 

 88%教職員認同「課外活動

管理及報名系統」能有效減

省教師的行政工作時間。 

 92%教職員認同「課外活動

管理及報名系統」能有效紀

錄有關課外活動之資料。 

(1)活動管理及報名、教職

員請假代課系統 

$41,000 $42,800 

 

(2)添置電腦系統 $27,600 / 

(見附註一) 

5 資訊管理

與溝通 

 詳見「天主教香港教區」

之「加強學校行政管理津

貼 -辦學團體統籌的協

作項目」計劃書 

 詳見「天主教香港教區」之

「加強學校行政管理津貼 -

辦學團體統籌的協作項目」

有關報告 

$50,000 $50,000 

   2016-18年度合共 $250,000 $250,000 

附註一： 

「伺服器升級(硬件)」、「添置電腦系統」的預算支出，本校因應校本需要作出調整，將這兩項與「考績制度」的電子系統合併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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