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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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己有四十三年歷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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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一人一機的電腦室

兩個，以促進電子學習活動的發展。校舍內還設有禮堂、小禮堂、籃球場、小

花園、中央圖書館、閱讀角、英語室、福傳室、培苗室、視藝室、音樂室、學

生輔導室、小賣部、體育器材室、聖堂、校長室、教職員休息室、家教會室及

校園電視台等設備。 

 

本校近期更進行多項校舍美化及改善工程，包括美化學校大堂、重鋪操場、

重鋪二樓課室電線及更換課室冷氣裝置等，並不斷進行綠化校園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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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設有四個特設小組，協調及處理其他學校事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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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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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團校董會 

 

校董會/法團校董會結構: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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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志江校長(辦學團體)(替代)           

陳錦麟律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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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志嬌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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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4 

 
8 人 

(61.5%) 

1 人 

(7.7%) 

1 人 

(7.7%) 

1 人 

(7.7%) 

1 人 

(7.7%) 

1 人 

(7.7%) 

14/15 8 人 

(57.1%) 

1 人 

(7.1%) 

2 人 

(14.3%) 

/ 2 人 

(14.3%) 

1 人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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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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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關注項目一：培育學生愛護家庭，尊重生命的重要性。 

成就  
1. 於校舍外牆展示大型橫額，宣揚天主教的五大核心價值，加強學生及家

長對此方面的認識，並於日常生活中加以實踐。 

2. 為各級安排課程統整周及專題研習日，以「香港是我家」為主題，以配

合本年度推展愛護家庭之重點價值觀。透過老師問卷調查，93.4%以上

老師認同本年度專題研習能加強學生明白愛護家庭的重要性，並能加強

學生的共通能力。學生透過觀賞彼此的作品，有助互相學習及進行反思。 

3. 由校園小記者製作一集《大天‧愛回家》短片，以家庭復和為主題，宣

揚家庭為核心的價值，於午膳時段播放，以作宣傳之用。根據學生問卷，

96% 學生認同收看《大天‧愛回家》後，讓他們知道需要愛護家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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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家庭》

為題的書籍的興趣及機會。圖書館主任亦定期於圖書課，引導學生閱讀

以《愛家庭》為題的書籍及文章，並進行延伸活動。根據問卷調查，96% 

學生表示於圖書課閱讀以《愛家庭》及《尊重生命》為主題的閱讀材料

及進行延伸活動能夠增加他們對這主題的關注及反思。 

5. 校本輔導活動以「愛家庭、愛生命」為主題，安排相關主題活動，讓學

生懂得關心家人，並明白要愛惜生命的重要性。97.9％老師認為校本輔

導活動能達致預期目標。本年度校本輔導活動效果良好，尤其是「關愛

點唱」活動，很受學生歡迎，參與點唱項目達201人次，歌曲分享為一

有效途徑。 

6. 透過「校園電視台」或廣播形式，讓學生明白愛護家庭及尊重生命的重

要性。97.9%老師認為透過「校園電視台」或廣播形式，能讓學生明白

愛護家庭及尊重生命的重要性，訓練學生做小DJ亦能提升學生的成就感

及自信心。 

7. 學生透過不同的義工服務，接觸不同的人，從中亦能體現互相尊重的重

要性，以及更加懂得愛惜自己的生命，珍惜現時所擁有的，學會感恩。 

8. 透過義工服務，讓學生體現尊重及愛惜生命的重要性。100%老師認為讓

學生參與義工服務能體驗互助精神及推動關愛文化。 

9. 透過「繪出地平線」活動，讓學生學會尊重生命，明白愛惜生命的重要

性。「繪出地平線」活動有8位學生參加小組訓練，17位學生參加聯校

活動。學生投入小組活動，對活動代表人物的經歷尤感興趣。學生喜歡

利用故事書介紹人物，亦較易吸收重點。 

10. 進行「大手牽小手」親子活動，以加強學生與家長間的溝通。是次活動

為氣球造型工作坊，共有11對親子出席，大部份參加者均投入活動。 

11. 為家長安排「提升子女抗逆力」及「從遊戲中與孩子建立和諧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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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約 76%參加者認同此講座能增加自己對「提升子女抗逆力」的認

識。98%參加者認同「從遊戲中與孩子建立和諧的關係」講座能增加自

己對此課題的認識。95.8％老師認同活動的成效。 

12. 學生支援組舉辦共融主題活動: 

 舉辦共融主題活動「用心言聽」 

 參加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第三屆「聽障體驗」社區教育計劃 

 舉辦生命鬥士講座 

 舉辦以共融為主題的攤位遊戲 

 由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到校表演「魔法顯潛能」 

透過問卷調查，100%老師認同共融的主題活動能讓學生明白關心家人，

尊重生命的重要性。 

13. 牧民主任利用早會靈育時間以關愛家庭、尊重生命為主題作信仰分享。 

向學生講解這兩大核心價值的意義，並教導學生如何於日常生活中加以

實踐。 

14. 為使學生明白生命源於天主，天主安排父母擔任其照顧者，於 9 月 30

日進行「愛的家書」活動，學生撰寫家書予家中的照顧者，讓他們懷有

感恩之心去感謝家人的照顧。家書於家長日當天派予家長閱覽，父母看

到子女的家書後，均十分感動，並即時回信予子女，藉以增加家長與子

女彼此的溝通。95%老師及學生滿意此活動。 

15. 為表達學生對家人的關愛，於將臨期時學生送贈家人一張「家務券」作

為聖誕禮物，學生需為家人做一至兩項的家務聊表心意，感謝家人平日

對他們的照顧。100% 老師與學生喜歡此活動。家長亦十分欣賞「家務

券」活動，透過此活動他們也能感受到耶穌大哥哥的愛。 

16. 各班宗教科老師與牧民主任以「家庭和生命」為主題進行協作教學， 

100% 老師與學生都喜歡此課堂。透過不同的教學活動，讓學生學會關

愛自己的家人，珍惜彼此關係，並明白自己的生命是獨特和珍貴的。 

17. 本年度星期五進行代禱時段，基督小先鋒與基督小天使以「家庭和生命」

為主題進行代禱，藉以培養學生關愛自己家庭及珍惜自己的精神。100%

老師與學生都喜歡代禱時段的活動。 

18. 進行「愛大天‧愛天主-『愛‧情‧尋』」活動，各教師將透過抽籤配對

一位被守護的對象，利用兩個月時間去關懷該同事，藉此讓各同事於開

學忙碌之時，用輕鬆的氣氛去互相關心並增進同事間之感情。100%老師

都喜歡此項活動。 

19. 於「德育課」加入「愛家庭」或「尊重生命」為主題的課節或生活事件，

讓學生能學習關心家人的技巧，以及如何珍惜生命，進一步認識天主教

的核心價值。97.5%學生及 97.2%老師均認同透過德育課，能讓學生明白

愛護家庭、尊重生命的重要性。 

20. 學生自行設計關愛卡及進行郵遞，透過圖畫和文字表達對家人的愛護及

關懷，讓他們明白家人對自己的重要，把關懷家人信息帶回家。 

21. 五年級學生參觀賽馬會「藥物資訊天地」，100%參加學生認同是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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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讓其明白毒品的禍害及學會愛惜生命，遠離毒品。 

22. 參與教育局「我的行動承諾」，本年度題目為「同心愛家，清潔香港」，

通過「我的承諾日」及校本輔導活動培養學生實踐健康生活的積極態

度。95.7%學生及 94.2%老師認同「我的承諾日」及校本輔導活動能達致

預期目標。 

23. 校友會舉辦會員大會，主題為「愛回家  母校探訪日」，連繫校友之間

的情誼，當日回校參與的校友人數超過 100人，大會即場播放天主教五

大核心價值的片段，加強校友對此方面的認知。 

24. 校友會安排六年級學生參與歷奇活動及中學生活分享環節，共有10位校

友回校協助進行此活動，體現了他們對母校的感情，一番語重心長的訓

勉道出自己如何面對挑戰，並鼓勵即將畢業同學勇於面對困境。 

25. 中文組於一至三年級舉行「愛護家庭」親子故事創作比賽，四至六年級

進行「尊重生命」故事創作比賽。根據教師的觀察及學生的作品，90%

以上學生能創作切合主題的故事。冠軍得獎作品已於早會作公開展示，

並邀請部份得獎學生在講台上分享，以宣揚愛護家庭和尊重生命的信

息。 

26. To cultivate and enhance students’ love of family and respect of the 

importance of life through a writing task and a drama. 

95% of students agree that the writing task could help recall loving moments with the 

family. 90% of students like doing the writing task. 

70% of students agree that they get the values conveyed in the drama, celebrating the 

School Anniversary. All teachers agree that the drama, although not fully understood by 

students, was helpful in enhancing and exposing students to English. 

27. 申請優質教育基金「魚菜共生小種子計劃」，透過魚菜共生的知識，培

養學生尊重生命的態度及解決難題的科學探究精神。學校現時已建立7

套「魚菜共生」系統，並於小息及午息時段由「環保大使」向全校同學

介紹相關技術及理念，以達致培養學生尊重生命的態度及解決難題的科

學探究精神。 

28. 學生參與「一人一花」種植活動，藉以學習珍惜生命及培養責任感。90.9%

老師認同此活動能達致預期目標。 

29. 運用常識科時事點滴板，介紹和諧家庭生活或鼓勵市民熱愛生命的報

導，培養學生關心時事、愛護家庭及重視生命的態度。100%教師及 95.2%

學生認為時事點滴板能提升學生關心時事及關愛的態度，亦能令學生學

會重視生命。 

30. 舉辦普通話綜合表演會，主題為愛護家庭、尊重生命，學生能透過不同

類型的表演形式，如個人朗誦、小組合誦、全班集誦、普通話歌曲等展

示本科的學習成果。表演會順利進行，學生能積極參與及投入活動。 

31. 視藝科大部份單元之課題、名畫評賞、興趣班作品等均以家庭、生命為

主題，並於校內多處地方展示相關主題的畫作，以培育及宣揚愛護家

庭、尊重生命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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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音樂科老師帶領學生頌唱校歌，培養學生愛護大天，提升對學校的歸屬

感。此外，透過頌唱國歌，藉以提升學生的國民意識及對國家的歸屬感。 

33. 音樂科老師於早會時段帶領學生頌唱宗教歌曲、《天主經》，亦會定期播

放宗教錄音，培養學生愛天主的態度。此外，於課程統整周全校學生頌

唱《可愛的家》一曲，合唱團頌唱以「愛」或「家庭」為題的歌曲，亦

有助宣揚愛護家庭的訊息。 

34. 宗教科舉行「生命中獨特的你」活動，透過活動使學生明白生命是天主

賜予的，每個人都是獨特和最珍貴的。同時讓學生知道天主揀選耶穌大

哥哥蒞臨到世上作我們的榜樣，永遠陪伴我們，我們可與祂分享快樂和

憂愁。拍照後所編印的相片，將會貼於宗教小冊子內，並配合下學期協

作活動。100%宗教老師及學生同意能藉此協作與活動知道生命的意義與

獨特性。 

35. 舉辦「愛大天‧愛天主」書籤設計比賽，學生設計一些在生活中愛家庭

或愛惜生命的行為，再配上各級不同的核心價值為主題的金句，藉此實

踐關愛和珍惜家人的行為，並宣揚尊重生命的信息。100%學生及宗教老

師同意此比賽可以提醒學生怎樣在言行上實踐五大核心價值，並於大天

校園中真正發揮愛主愛人、互助互愛的精神。得獎作品除了於家長日派

予家長外，還於校友日送贈予校友，亦派發予幼稚園學生，擴大福傳的

果效。 

 

 

 

反思 
1. 學生及家長能經常接觸天主教的五大核心價值，有助培養愛護家庭及尊

重生命的態度。根據教師觀察以及與家長、學生的日常交談，學生及家

長們對核心價值的認知明顯有所提升，惟仍須鼓勵他們於日常生活中付

諸實踐，活出基督精神。 

2. 各科組繼續透過校本課程、各種的學習活動、家長活動及校友活動等，

宣揚天主教的五大核心價值，並配合學校來年的關注事項─提升學生明

辨是非的能力及了解「真理」的重要性，讓學生對五大核心價值有更全

面、更深入的認知，同時亦加強靈育的培育。 

3. 來年度的課程統整周及專題研習日主題為「香港放大鏡」，以配合來年

度推展的五大核心價值─真理，即利用探究求真的精神，追尋香港的實

況。 

4. 由校園小記者製作《大天‧愛回家》短劇之活動甚成功，能達致宣揚愛

護家庭的果效。教師可考慮在播放後提供紙張讓學生寫下感想，並於壁

報板展示，加強學生印象。校園電視台每年會挑選一主題製作短片，並

於早會播放，提供更多展示機會，同時亦可加強校園小記者的成功感。 

5. 推廣閱讀組繼續透過閱讀及相關延伸活動，引導學生對特定主題作出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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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及反思。來年度可繼續配合學校的關注事項，設計圖書課及閱讀活動。 

6. 家長對體驗性的主題講座表示有興趣，來年可安排更多元化的主題及形

式，增加講座或工作坊的趣味性。家長講座報名的人數眾多，但須加強

提示家長依時出席。 

7. 宗教組及牧民主任會繼續利用早會靈育時段及安排相關的活動，並配合

來年的關注項目，以「真理」作為宗教科協作教學及祈禱的主題。 

8. 在撰寫關愛卡活動中，大部份學生能成功把關愛卡寄回家中，惟少部分

學生可能因填寫地址時出錯而未能寄回家。因此建議來年仍由助理協助

一年級同學印製地址貼於關愛卡上，而二、三年級則由中文科任於課堂

上教授填寫中文地址;四至六年級則由英文科任於課堂上教授填寫英文

地址。 

9.  校友會繼續於下一屆會員大會强調以「學校為第二個家」這個信息，連

繫母校與校友之間的情誼。 

 

 

 

 

關注項目二: 學生掌握自學技巧，培養學生學習興趣。 

成就 

1. 規劃校本自學策略架構，建立自主學習能力框架，包括:中文科自學策

略、英文科自學策略、數學科自學策略、專題研習技巧、資訊科技 

、中文閱讀策略、 English reading skill。透過老師問卷，93%老師

認同校本自學架構能提升學生的自學技巧。根據持分者問卷數據，

80.8%老師認為學校有策略地按學生的能力、興趣和多樣性，為學生提

供不同的學習模式及學習機會。 

2. 教師檢視學生在各科組課業之表現，大部份老師認同學生能透過課業

上的自主學習元素，逐步建立自學能力。 

3. 中、英、數老師於共同備課時設計有關自主學習的教學活動，並於課

堂內運用各種自學策略架構之技巧。透過校長、課程主任及科主任的

觀課，大部份老師均能在課堂內加入自主學習的元素。 

4. 中、英、數科主任大致上能參與各級不少於一次共同備課會議，以監

察各級自主學習的推行情況。各科亦已於分科會議中檢討運用自學策

略的成效。 

5. 推行「自學 VISA 計劃」，培養學生建立學習興趣。根據學生在自學 VISA

小冊內自訂的目標，91%學生能在多元智能目標中達成自訂的目標。 

透過 APASO 獨自學習能力問卷，90.5%學生認同自己能訂立學習目標。 

6. 提升自主學習的氣氛： 

6.1. 舉行「自主學習公仔」(TKT-BUDDY)設計比賽。透過與學生訪談， 

大部份學生認同此比賽有助提升自主學習的動機。學生的作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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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展現了不少自主學習的元素。 

6.2. 於課室內營造有利推展自主學習的環境。根據老師問卷，90%老   

師認同課程及專業發展組和各科組能於課室內營造有利推展自 

主學習的環境，特別是一些展示式的科本海報，有利學生進行自 

學，老師亦樂意在課室內加強展示學生的自學作品。 

7. 於五年級電腦科課堂教授學生使用立體打印設計軟體「Tinkerplay」，

學生可在家利用手機創作，延伸學習。學生亦可上載成功作品予老師

作展示之用，學校共收回 22 份作品，並已全數上載至校網。 

8. 於學期初與學生訂定本年度有興趣的閱讀題目，透過圖書課課程幫助

學生掌握自學技巧，鼓勵學生自學該題目。根據問卷調查結果，95%

學生表示能根據學期初所訂的閱讀題目，閱讀相關的書籍，以自學該

題目。 

9. 學生支援老師於輔導小組中運用中、英、數三科的自學技巧及策略，

讓有學習困難的學生能掌握相關的技巧，並提昇其學習與趣。透過問

卷調查，84%的學生認同參加有關輔導課後，能掌握或鞏固一些自學

技巧，學習興趣有所提昇。 

10.於德育科課程中加入「學業」範疇，讓學生掌握一些基本的自學技巧，

提升自學能力。96.9%學生認同透過此課程，有助提升其自學能力。 

11.本年度共開設了 38 項課餘的體藝活動，全部均能順利開展及完成，

在「一生一體藝」問卷調查中，總計全校 832 人，參與活動人數為 725

人，佔全校人 87.1%，可見學生能自發性地參與體藝活動，在學期初

已訂定一項有興趣發展的體藝項目，培養學習興趣。 

12. 中文科: 

12.1. 參與「看漢中文網」計劃，鼓勵學生在課餘時間進行閱讀練習，      

或瀏覽成語樂園、詩詞集、童話、寓言等，養成每天自學中文 

的好習慣。惟學生參與率偏低，部份學生反映平台登入密碼及

方式較繁複，亦有部分學生未能兼顧平日家課，故未能完成。  

12.2. 學生們已完成上、下學期的《自學小冊子》，依老師觀察二至 

三年級學生表現理想，能寫出從課文中自學的詞語、道理或其 

他自學資料；四至六年級的學生的表現一般，部分學生未能認 

真地翻查字典及寫出段意或主旨。整體來說，88%老師認同及非

常認同運用《自學小冊子》，能提升學生自學的精神。 

13.English: 

13.1. Students acquire self-learning strategies and cultivate  

their learning interest: 

 All teachers have infused self-learning strategies 

into  their daily teaching while 94% of students have 

applied them.  

 All Scheme of work have included the self-learning 

strateg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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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 students are able to complete the self-learning 

tasks in their Self Study Book. More specific 

self-learning tasks will be designed - 2 to 3 per term. 

 All students agree that they enjoy using the iPad, for   

learning English. Teachers could further explore on the  

use of e-resource, to enrich their English classes. 

13.2. To advance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learning &   

teaching methods and improve their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bilities, with the goal of facilitating students’ 

self-directed learning: 

 92% of students agree that the lesson can motivate them   

to initiate self-reading. 

 88% of students improved their recognition of HFW, from  

10% - 20%. 

 All students liked learning phonics, through guided   

reading lessons and singing songs. All teachers agree 

that integrating phonics teaching through the guided 

reading lesson is essential and effective. 

 All teachers agree that the various suggested strategies    

are effective and the Scheme broadens their exposure to  

conduct a guided reading lesson. 

13.3. To enhance students’ reading 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94% of students agree that they can use relevant reading  

strategies, such as predicting the story from picture  

cues, recognize format and language features, re-read  

to confirm and establish meaning. Explicit tasks could  

be designed to allow students to apply in worksheets,  

the reading strategies learned.The NETs have integrated  

the teaching of reading strategies in their lessons. 

 Explicit tasks could be designed to allow students to  

apply in worksheets, the reading strategies learned. 

14.數學科: 

14.1. 教師於教育出版社網上平台(診斷系統)設定網上練習，安排學生 

於課後完成。80%學生有登入完成教師設定網上練習最少全學年5 

個單元。 

14.2. 教師於課堂教授學生處理應用題時可圈下重點字詞、以圖解分     

析、表列、找出問句弄清題意等方法。也可於堂課簿摘錄筆記， 

記下公式或預習問題，讓學生掌握自學技巧。 

15.常識科: 

15.1. 安排三年級老師參與香港大學資優教育教師網絡-「強化學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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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學習的技巧和態度」學習社羣，優化學與教效能及提升學生自 

學能力。100%參與教師認為參與此計劃可改善科組發展及提升教 

師專業水平。 

15.2. 透過集體備課，教師可共同設計不同的課業，以提升學生的自學 

能力，90.9%教師認為已能達標。 

15.3. 4-6年級參與香港教育城─十分科學網上學習平台計劃，100%教 

    師及93.7%學生認為透過此網上平台，能提升探究及解難能力。 

16.普通話科: 

16.1. 進行普通話科主題報告，以加強學生創造、協作、自學及反思等 

        共通能力。全校有 92%學生均認同修訂後的「主題報告」能有效 

地讓其認識及運用相關語音知識。 

16.2. 為學生提供「普普村」網上學習平台，鼓勵學生於家中自行學習 

普通話。截至5月登入人次為 2290，比去年使用頻次多46.9%。 

全體科任老師均同意使用「普普村」網上學習平台學習，有助提 

升學生學習普通話的能力及自學能力。 

17.視藝科: 

17.1. 大部份學生能自訂學習目標，並於學期末自我檢視全年在藝術知 

識上的達標程度，以培養自學的精神及對學習的興趣。 

17.2. 大部份學生能運用視藝研習冊，透過閱讀及從互聯網搜集有關單 

元教學資料及圖片進行自學活動，並進行評賞。 

18.音樂科:  

18.1. 音樂聆聽工作紙運用思維策略技巧，協助學生全面理解歌曲的音 

樂元素，好讓學生更具體了解歌曲。 

18.2. 於五年級音樂課堂中加入運用平板電腦的活動，透過自主學習， 

培養學生學習興趣。根據音樂科老師意見調查表，100%老師認同 

學生能握自學技巧，培養學習的興趣。 

19.體育科: 

19.1. 根據學生自評，78.5%學生認為自己能透過搜集有關運動的資料， 

掌握自學的技巧。 

19.2. 92.4%學生能透過體育科「學習記錄」進行互評、自評，發揮互 

相學習的精神及掌握自學技巧，教師認為 90%學生能掌握有關技 

巧。 

20.電腦科: 

指導學生利用出版社提供的網上自學影片於備課及課後跟進之用，除三 

年級外，其他級別已順利完成。  

21.宗教科: 

21.1. 善用教區歷史建築網站，四年級學生利用平板電腦進行自學。  

100% 學生及老師均同意此項活動有助了解聖堂中各項擺設及其 

歷史的意義。 

21.2. 五年級學生到青衣聖多默堂進行朝聖，同時邀請該堂資深教友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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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導賞員。及後學生需利用平板電腦進行自學，小組合作完成一 

張延伸工作紙。100% 學生及老師均同意此項活動可更了解聖堂 

中之各項擺設與其歷史的意義，從而更了解不同聖堂的特色。 

 

 

反思 

1. 深化學生自學技巧：在「能學」方面，來年度會進一步優化自主學習

策略架構，在中文、英文、數學、閱讀策略、專題研習技巧及資訊科

技六大範疇加以深化，並進一步把有關技巧落實在課堂學習及課業設

計內。各範疇負責老師於分科會議共同檢討本年度的推展情況，並加

以改進。另外，校本自學策略會加入高階思維策略。來年度將會運用

已調整的自主學習策略作為課堂活動的指標。 

2. 部份學生及家長反映在家中進行自學的時間不足，各科組會就自學的

安排加以協調，並重點指導學生進行自我規劃，使其能有系統地安排

時間進行有意義的自學活動，進一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培養良好

的自學態度。 

3. 來年度會把「TKT-BUDDY」作為自主學習的主角，加深學生對「自學」

的印象及敏感度，提醒學生將「自學」轉化為學習習慣。 

4. 鼓勵學生按照自己的興趣作深度的閱讀，是自學的好方法，惟圖書自

學工作紙只需要學生展示其學到的新知識，而沒有要求學生發表感想

或反思。若下學年再辦這活動的時候，可改良工作紙並加入反思部份。 

學校更會積極鼓勵學生透過閱讀進行自學。 

5. 學校已開展自擬校本德育課程，而自主學習亦為提升學習效能的有效

方法，因此有關提升自學能力的內容及元素，將繼續融入德育課程中。 

6. 中文科會就網上學習平台的質素再作檢視，並因應校本條件再作篩

選。同時亦會優化《自學小冊子》的內容，融入更多元化的自學元素

及材料。 

7. Only 10% of students have done the ‘ i-learner ’ exercises. The exercises are too 

difficult for the students, who become less motivated. A search of other e-platforms is 

being done. Next year, we will subscribe to a new platform. 

8. 部分學生及教師反映「十分科學」平台登入方式繁複，另外文章種類

及活動亦較多及雜亂，同學需要花時間選出合適文章及活動，而且有

部分家庭未能讓學生自行上網，表現有待改善。建議明年改用較簡單

學習平台─教育出版社的網上學習平台。 

9. 來年會建立更完善的校本獎勵計劃，鼓勵學生更積極參與各種的學習

活動及自學活動，提升對學習的興趣及動機。 

 

 

 

 



 14 

關注項目三：教師能運用評估系統及有關的數據，回饋教與學，

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成就 

1. 教師能掌握評估系統(AQP)的操作、紀錄及分析有關的數據，檢視學生

的成績: 

1.1.成立「AQP 核心成員」小組， 分別負責英文、數學及中文科輸入 

的工作，帶領科全教師使用 AQP 系統，解答有關 AQP 操作和應 

用的技術支援問題。 

1.2.邀請資深的教育界同工為全體教師舉辦兩次「認識評核質素保證平   

台(AQP) 」工作坊。內容包括介紹 AQP 的功能與運作、各種統計

指標的作用等，並以五年級學生去年的數學考卷作例子，分析其成

績，包括學生的程度、試卷/試題的深淺，與及學生的強弱。根據問

卷調查，83.3%教師表示透過 AQP 工作坊，能有效認識「AQP」系

統的使用方法。 

1.3.「AQP 核心成員」分別為三年級、六年級的中、英、數科任教師  

(共 30 人)舉辦「如何使用 AQP 」工作坊共四次，內容包括：製 

作樣板(Templates)、記錄學生成績(輸入數據)、與及如何上載 AQP

系統。82.9%三年級、六年級教師同意能運用「AQP」系統輸入學

生的分數，上存「AQP」系統以作分析，並能有效分辨學生的表現

及強弱項。 

2. 善用 AQP 作回饋，優化下階段學與教: 

2.1. 中、英、數科任教師利用「AQP 學生成績分析紀錄表」紀錄學生

成績數據及相關題目的表現，並因應有關分析結果作出回饋，按

學生需要調整學與教策略。 

2.2.舉辦教師工作坊，邀請考評局人員到校講解如何利用 AQP 分析， 

給予學生回饋，改善學與教。 

2.3.按 AQP 的數據分析及學生的成績表現，安排分組學習，如星期三 

的中、英、數提升課/Top-up Programme 及週六中、英、數分組增 

潤課，設計不同程度的教材，提升三及六年級學生的學習效能， 

並發揮拔尖補底的作用。根據問卷調查，76.8% 教師認為，提升 

課能夠協助學生提升個人成績。 

2.4. 加強各級中文、英文、數學的基本能力培訓，上學期的增潤課進 

行「先教導，後練習」的策略進行，95.2%教師表示能有效提升學 

生的基本能力。 

2.5.科任老師在中、英、數之共同備課時段運用評估數據，為高、中、  

低能力同學設計適切之教學策略，回饋教學，並設計適切的分層 

工作紙，以照顧學生的學習難點及學習多樣性。本年度為 AQP 分 

析共進行了 3 節的共同備課時間。 

3. 於四、五年級數學及常識科，透過電子教科書之即時回饋系統，讓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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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即時知悉學生學習程度，從而調整教學，以過渡學習難點。 

4. Teachers can use assessment systems and relevant data, to inform on 

learning and teaching processes, so as to raise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94% of the participating teachers agree that the meeting is 

useful in understanding best practices that support students’ learning of 

English. All levels are using Graded remedial worksheets, to cater for 

learner diversity. 

5. 92%學生能透過填寫視藝科單元評估表(低小)/單元反思工作紙(高

小)，自我評量在該單元中所學習的知識及檢討在過程中遇到的困難，

最後更要為自己的學習難點提出改善建議。 

6. 三年級定期進行網上平台<<五色學倉頡 online>>輸入法練習，此平台

具分析學生常犯錯誤，科任老師善用分析系統回饋教與學，提升學生

的學習效能。 

 

 

反思 

1. 經過多次專業的培訓及工作坊，教師大致能掌握AQP平台的操作、輸入

及分析數據的方法，並能運用有關資料與同儕商討和擬定跟進的練習或

課業，惟於設計針對性的課業或分層課業時仍有改進空間。此外，教師

亦會依據數據分析結果找出學生的學習問題，繼而調適課堂教學。故來

年教師將於集體備課時段投放更多時間於設計教學及優化課業上，進一

步照顧學習多樣性。 

2. 在輸入數據方面，校方會參考其他學校的方法加以改進，以減輕教師的

工作量，並加快試後得出數據的時間，以便進行分析及其他跟進工作。 

3. 下學期編排其他級別的教師協助六年級中、英、數科任教師在星期六的

增潤課進行訓練，雖然能減輕該級教師的工作量，但其他級別的教師對

學生的認識有限，較難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故分組方法及人手安排

需再作檢視。 

4. 常識科的即時回饋系統未能完全著眼於課題重點，故改以分享系統為重

心。從前線教師的意見得知，即時回饋系統雖能即時顯示學生之分數，

但未能即時再分派針對性題目予表現較突出/參差之學生，已向出版社

反映，期待有關的電子系統能進一步優化。 

5. 數學科亦於課堂上採用即時回饋系統以檢視學習成果，並回饋教學。大

部份教師認為系統的效果良好，故建議來年繼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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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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62 60 61 74 76 407 

女生人數 60 73 72 64 78 78 425 

學生總數 134 135 132 125 152 154 832 

 

學位空缺率 

學位空缺率

0.0%
0.2%
0.4%
0.6%
0.8%
1.0%
1.2%
1.4%
1.6%

13/14年度 14/15年度 15/16年度

本校學位空缺率

 

 

學生出席率   

學生出席率

98.7%98%
99.2%98.9% 99.0%98.6%

80%

85%

90%

95%

100%

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六

13/14年度

14/15年度

15/16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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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們的教師 

教師人數 

本校於 15-16 年度共有教師 55 人（包括校長、2 位副校長、10 位主任、

38 位學位或文憑教師、1 位圖書館主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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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名支援老師、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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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0%

20%

30%

40%

50%

60%

碩士學位或以上 學士學位 大專(非學位)

13/14年度

14/15年度

15/16年度

                

 

 

13-14 年度 14-15 年度 15-16 年度 

52 人 54 人 5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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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接受專業訓練的教師  

98%

99%

100%

13/14年度 14/15年度 15/16年度

 

 

 

               已接受專科訓練的教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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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100%

中文科教師 英文科教師 數學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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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達英語及普通話語文能力要求的教師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達到英語語文能力要求 達到普通話語文能力要求

13/14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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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資訊科技水平   

本校教師資訊科技能力水平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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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初級資訊科
技能力水平)

IIT(中級資訊科
技能力水平)

UIT(中上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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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經驗 

                    教師教學年資  

0 %

1 0 %

2 0 %

3 0 %

4 0 %

5 0 %

6 0 %

7 0 %

8 0 %

9 0 %

1 0 0 %

0 - 2 年 3 - 5 年 6 - 1 0 年 超 過 1 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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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   

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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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離職率(包括退休) 

教師離職率

0%

2%

4%

6%

8%

10%

13/14年度 14/15年度 15/16年度

本校教師離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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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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真理、義德、愛德、生命、家庭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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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校的辦學目標 

(四)校本之三年發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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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級 「悅讀悅寫意」分層支援計劃 

英文科 一年級 透過校本英文課程，發展第一階段學生的自學

能力。 

一至六年級 School-based English Enhancement Net 

Scheme 

數學科 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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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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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級 香港中文大學 CAITE EagleEye 

宗教科 四、五年級 教區歷史建築網站 

電腦科/

視藝科 

六年級 3D-Printing 

資 訊 科

技 

四、五年級 電子學習學校支援計劃(WIFI-100) 

一至六年級 QEF 校園電視台 

評估 
二、三、五、

六年級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評核質素保證平台(AQP) 

 

    本年度安排宗教、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科老師進行共同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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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教師共同設計多元化的課堂活動促進學生學習，本年度課堂

設計聚焦發展學生自學能力及照顧學習多樣性，並結合合作學習、提

問技巧、有效回饋及電子學習等，以提升教學效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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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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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包括由張笑容小姐主講之「家長溝通及處理投訴技巧工

作坊」、葉祖賢先生主講「自主學習初探」講座、粉嶺救恩書院啟發多

元潛能教育委員會進行「自主學習的啟動與發展」及由「動力信望愛」

歷奇訓練中心進行提升團隊精神日營。另外就各科組的發展需要，定

期於各科組開辦教師講座、工作坊或會議後之專業分享，以優化科本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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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自學策略、資訊科技、閱讀策略及專題研習技巧，讓

同學在不同的學習領域上提升學習能力。為此老師共同設計學習活

動，包括課前預習、電子學習、課堂延伸等。特別在資訊科技方面，

本校榮獲由香港大學 e-learning development laboratory 頒發的「國

際傑出電子教學獎 15/16」學校組銀獎及個人組銅獎，以肯定本校在

推動電子學習的成效。 

 

在「想學」方面，為了進一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本校優化品

學飛躍獎勵計劃。在課堂學習方面，本校結合 Smart token 課堂獎勵

計劃，即同學在高參與的課堂中透過組員間之協作獲得「學習」及「社

交」代幣，讓學生能主動地投入課堂。 

 

同時為了發掘學生的潛能，本年度新增「T-VISA 自訂目標計劃」，

目標是協助同學認識自己，發掘多元智能強項，為自己訂定個人目標，

並朝著目標努力邁進，發揮自己的潛能。T 是學校的簡寫，V 指願景

(Vision)，I 指實踐 (Implementation)，S 指策略(Strategies)， A

是指行動(Action)， T-VISA 就像一本個人護照般，讓學生到達個人

的目的地，最後由學生自我檢視及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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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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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成績稍遜的學生提供進一步的支援，以提升他們的學習水平。 

 

學校亦運用新資助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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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支援   

 主任及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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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支援助理老師及一名教學助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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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為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提供的 

 支援服務包括:小一加油站、數學樂滿 FUN、讀寫樂繽紛及陽光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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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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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亦成功申請「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本年度獲撥款港幣 315,000 元，舉辦不同的多元智能活動，包括小結

他班、外展乒乓球班、跆拳道班、口琴班，為經濟上有需要的學生提

供正規課程以外多元化的學習活動，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並培養多

方面的興趣。 

 

學校更運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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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訓家長義工及推行「朋輩導師訓練計劃」，培訓學生協助有語障朋

輩糾正發音、識字、認字和伴讀練習，共同支援學生成長。同時，言

語治療師亦入班進行協作教學、舉辦主題月攤位遊戲、午間廣播及舉

辦講座等。 

 

          另外，透過「新來港兒童校本支援計劃」，本校 15-16 學年獲撥款

港幣$ 3,407，為新來港兒童舉辦支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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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運用該撥款與基督教勵

行會合辦語文支援課程(全期共 10 節)及認識香港戶外學習活動(共 3

小時)。參與此支援計劃的新來港學童共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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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學生多參與多元化的學習活動，本校亦得到「賽馬會全方

位學習基金」撥款港幣 157,770 元，資助經濟上有需要的學生參加學

校舉辦的全方位學習活動。受助項目包括中樂班、教育營、多元化體

藝活動、制服團隊活動及戶外學習活動等 47 項；受惠學生多達 1620

人次，備受家長及學生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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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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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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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透過 School-based English Enhancement NET Scheme 額外

聘請多兩位外籍英語教師，即全校共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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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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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辦普通話唱遊班及普通話小領袖訓練班等，讓學生

有更多聽、說普通話的機會。 

 

    至於在 STEAM 方面，數學、常識、電腦、視藝科共同發展跨學

科校本課程，以電腦科為例，六年級電腦科利用 METAS 智能電子積

木教授學生如何製作「機械小車」，有關活動甚為成功。學生表達出對

動手作的學習活動的濃烈興趣，亦能初步了解到齒輪比等機械方面的

有關知識。又以常識科為例，「魚菜共生小種子教育計劃」於五年級進

行，經參與課程同學協助，學校現時已建立 7 套「魚菜共生」系統，

並於小息及午息時段，由「環保大使」向同學介紹相關技術及理念予

全校同學，以達至培養學生尊重生命態度及解決難題的科學探究精

神。同時學校亦繼續積極推展電子教學，透過電子學習學校支援計劃

(WIFI-100)、Samsung smart school、3D-Printing、QEF 校園電視台等計

劃，藉此加強學生運用資訊科技進行學習的能力，同時亦透過各類型

的網上學習平台，讓學生在學校及家中進行課堂活動的延伸，以配合

時代發展的新趨勢及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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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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評估學生的表現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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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專題研習(包括口頭報告、書面報告、學習表現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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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回饋學與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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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校亦善用全港性系統評估的報告，檢視學生的表現，

以回饋學與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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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及六年級均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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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分層工作紙、異質分組學習等，以回

饋教與學，提升學生的學生的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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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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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習領域課時百分比 

一年級各學習領域課時百分比

電腦宗教體育藝術教育常識數學英國語文中文及普通話 德育課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二年級各學習領域課時百分比

電腦宗教體育藝術教育常識數學英國語文中文及普通話 德育課0%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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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各學習領域課時百分比

電腦宗教體育藝術教育常識數學英國語文中文及普通話 德育課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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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8%

20%

22%

2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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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各學習領域課時百分比

電腦宗教體育藝術教育常識數學英國語文中文及普通話 德育課0%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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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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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8%

20%

22%

24%

26%

 
 

 

五年級各學習領域課時百分比

電腦宗教體育藝術教育常識數學英國語文中文及普通話 德育課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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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各學習領域課時百分比

電腦宗教體育藝術教育常識數學英國語文中文及普通話 德育課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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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閱讀習慣 

 

學生在學校/公共圖書館借用閱讀物品的百分率 

 13/14 年度 14/15 年度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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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星期一次或以上 46.70% 33.93% 64.67% 51% 26.87% 28.24% 

每兩星期一次 34.23% 30.58% 23.31% 31.71% 41.29% 24.54% 

每月一次 11.74% 23.88% 10.12% 9.98% 18.16% 20.60% 

少於每月一次 7.33% 11.61% 1.3% 7.1% 13.68% 25.93% 

從不 0% 0% 0.6% 0.22% 0% 0.69% 

 

 

       每星期用於閱讀書籍、報章和電子資訊的平均時數 

 13/14 年度 14/15 年度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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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小時 7.03小時 7.02小時 6.95小時 7.65小時 7.23小時 

中文閱讀物品 7.9時 7.8小時 9.19小時 8.92小時 9.42小時 9.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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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全體教職員致力培養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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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訂立了「全校參與」的校本支援不同學習需要學生的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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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支援主任及五名教師，落實釐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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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支援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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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4,598的撥款，用以支援校內不同學

習需要的學生。學校聘請了三名學生支援助理老師及一名教學助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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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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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人次；為 26 名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開設小樹

苗計劃；安排及早識別為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參加小一加油站及

數學樂滿 FUN 輔導小組；為小一學生開辦小一讀默寫計劃及陽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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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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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行關愛共融活動，讓學生認識及接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 

昇學生彼此關愛的文化。活動包括參加第三屆「聽障體驗」社區教

育計劃、舉辦生命鬥士講座、午間廣播、攤位遊戲及邀請香港中華

基督教青年會到校表演「魔法顯潛能」。 

 推行「生命導師」計劃，每位老師任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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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2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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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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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言聽」，從家長及

學生活動中強調提升社交溝通技巧的重要性。言語治療師除了為學生提

供治療服務外，亦於小三及小六各班進行入班協作教學、培訓家長義

工、推行「朋輩導師訓練計劃」，培訓學生協助有語障朋輩糾正發音、

識字、認字和伴讀練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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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唱跳跳學英文班、趣味摺紙班及參觀「香港杜莎夫人

蠟像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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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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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愛包容的校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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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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學年有 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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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沙書院 (1 人)、嘉諾撒聖瑪利書院(1 人)、英華女學校(1 人)、寶血會上

智英文書院(5 人) 、伊利沙伯中學(10 人)、真光女書院(10 人)、香九龍華

仁書院 (3 人)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10 人)、聖芳濟書院(5 人)、中華

基督教會銘賢書院(1 人)、循道中學(2 人)、民生書院 (1 人)、四邑商工總

會黃隸珊紀念中學(1 人)、賽馬會體藝中學(1 人)、港培道中學(1 人)、香

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1 人)、德雅中學(2 人) 、德愛中學(2 人) 、

天主教郭得勝中學(1 人)、培僑書院(1 人)、觀塘官立中學(1 人)、順利天

主教中學(1 人)、聖文德書院(1 人)、梁文燕紀念中學(沙田)(3 人)、保良

局唐乃勤初中書院(16 人)、世界龍岡劉皇發中學(22 人) 、基督教香港信義

會信義中學(4 人) 、德貞女子中學(1 人) 、東涌天主教學校(1 人)、天主

教新民書院 (9 人)、陳樹渠紀念中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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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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年度校際比賽成績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獎品詳情 

學術 

 

 第 67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第十六屆普通話傳藝比賽 

 

 

 

 

 

 小學普通話水平考試 

 第二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初賽) 

 全港十八區小學數學比賽 

 

 

 華夏盃初賽 

 華夏盃晉級賽 

 

 

 

 港澳盃初賽 

 第三屆全港少年數多酷大賽 

 第二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決賽) 

 第 27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初賽) 

 

 

 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粵語組 

  集誦:優良獎 

  獨誦冠軍(1人) 

  獨誦季軍(1人) 

  獨誦優良獎(12人) 

  獨誦良好獎(7人) 

 英語組 

  集誦:優良獎 

  獨誦亞軍(1人) 

  獨誦季軍(1人) 

  獨誦優良獎(32人) 

獨誦良好獎(7人) 

 普通話組 

  集誦:優良獎 

  獨誦季軍(2人) 

  獨誦優良獎(13人) 

  獨誦良好獎(2人) 

 高小組誦讀小說亞軍:6E郭翠芳、黃敬翀 

  高小組詩歌合誦季軍:6B郭添恩、梁恩瑤、 

鄧舜雯 

  高小組詩歌合誦亞軍:5C林慧欣、5E林慧瑩 

高小組主持人自我介紹組亞軍:5C 顔紫晴 

  高小組散文獨誦優良獎:5E方鈺婷 

 A 級 1 人、B 級 2 人、C 級 4 人 

 金獎(2人); 銀獎(2人) ; 銅獎(8人); 

優異獎(4人) 

 全場亞軍(3人);全場季軍(3人); 

急轉彎亞軍(3人);智多星亞軍(1人); 

智多星季軍(1人) 

 一等獎(4人); 二等獎(7人); 三等獎(7人) 

 一等獎:6B李崇謙  6E洪煒銘  4B洪瑋鍵 

二等獎:6B顏嘉輝 6D許佩儀   5D許浩賢 

4A許卓然  

三等獎:6A譚學斌 6C梁笑盈 

 金獎(3人); 銀獎(4人); 銅獎(7人) 

 紫色七色獎:6E洪煒銘 

 全港第七:6E 洪煒銘 

 

 一等獎:6E洪煒銘 ;  

二等獎:4B洪瑋鍵  6B李崇謙  6D陳俊希 

  三等獎:6C湯倩兒  6D許佩儀 

 計算競賽一等獎: 6E洪煒銘 

數學競賽一等獎: 6E洪煒銘 

總成績一等獎: 6E洪煒銘 

計算競賽三等獎:6B李崇謙 



36 

 

 

 

 

 第二十三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

匹克比賽 

 華夏盃總決賽 

 

 第二屆數學比賽 

 

 COMO 兩岸菁英數學邀請賽 

 

 AIMO 決賽 

 AIMO 晉級賽 

數學競賽三等獎: 6B李崇謙 

總成績三等獎: 6B李崇謙 

計算競賽三等獎:6D許佩儀 

 銀獎:2D 黃頌華  5D 許浩賢 

 

 華夏之星:6E洪煒銘   4B洪瑋鍵 

三等獎:6A譚學斌     4A許卓然 

 季軍:4B洪瑋鍵      

二等獎:4A許卓然 

 二等獎:6A譚學斌 

三等獎:3E郭浚朗 

 銅獎:2B張鎰浠   2C林家禾 

 金獎:4B洪瑋鍵   6E洪煒銘 

銅獎:3C黃紫鈴   4D黃栢賢 

5C曹偉傑   6B李崇謙 

音樂  屯門中西器樂比賽 2015 

 

 

 

 

 

 

 校際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笛子、 

古箏、合唱、中樂、敲擊 

 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琵琶、木

笛、古箏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聯校音樂大賽 
 好聲音@油尖旺歌唱比賽 
 「新聲盃」初級組合奏比賽 
 「新聲盃」重奏比賽 

 

 中樂拉弦(二胡)兒童組亞軍 

中樂彈撥(古箏)兒童組亞軍 

中樂拉弦(二胡)兒童組季軍 

最佳潛質獎中樂彈撥(揚琴)新苗組優異 

中樂彈撥(古箏)少年初級組優異 

中樂彈撥(古箏)兒童組優異  

積極參與團體獎(小學) 

 古箏初級組獨奏季軍:5A布曦桐 

笛子初級組獨奏亞軍:6C周政德 

 優良獎 28項 

 

 良好獎 17項 

 
 銅獎:5D江詠翹 
 銀獎:木笛隊 
 季軍:合唱團 
 冠軍:中樂團 
 冠軍:古箏組 

季軍:琵琶組及柳琴組 
 

體育  第 52 屆學校舞蹈節高年級中 

  國舞 

 第 52 屆學校舞蹈節低年級東方 

舞獨舞 

 九龍城區舞蹈比賽 

 第二屆 FATD 校際舞蹈比賽 

 

 

 

 

 第 17 屆香港公開精英體育舞蹈  

錦標賽 

 

 

 優等獎 

 

 甲級獎 

 

 亞軍 

 3D龍芷因榮獲： 

單人查查查、倫巴、牛仔第一名； 

單人倫巴、牛仔第一名 

3D甘倩兒榮獲： 

單項牛仔亞軍、單項倫巴亞軍 

 3D龍芷因榮獲： 

單人 S/R第二名 

單人 C/J第三名 

單人 C/J第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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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葵青區舞蹈比賽 

 新春盃大中華體育舞蹈公開賽 

 

 

 

 香港國際標準舞者會第五屆

HKBDIFI Cup 

 

 

 

 

 

 

 

 

 

 

 

 

 

 

 

 

 

 

 

 

 

 香港體育舞蹈總會 Samsung 第

59 屆體育節─體育舞蹈新星賽 

 

 「社區體育會計劃周年友誼賽
2016」體育舞蹈友誼賽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外展(聯校)田徑章別挑戰日 

 
 全港跳繩挑戰賽 

 

 

 

 

 

 

3D叶穎霖、3D甘倩兒榮獲： 

雙人 C/J第四名 

3D龍芷因、4A許諾謙榮獲： 

雙人 C/R第三名 

 金獎 

 3D龍芷因：查查查第三名、華爾滋第二名 
4A許諾謙：查查查第四名、華爾滋第三名 

3D甘倩兒：查查查第四名、牛仔第五名 
3E吳穎詩：查查查第五名 

 3D龍芷因：單人查查查、牛仔舞季軍 
倫巴殿軍 

單人查查查、牛仔舞第七名 

5A李映彤：單人查查查、倫巴殿軍 

單人查查查、牛仔舞第七名 

6E古晴蓉：雙人查查查、牛仔舞第六名 

雙人查查查、牛仔舞殿軍 

3B葉佩雯：單人查查查、倫巴第五名 

3D甘倩兒：單人查查查、倫巴第六名 
2A葉津而：單人查查查第五名 

3D龍芷因、4A許諾謙：雙人查查查、牛仔冠軍 
雙人查查查、牛仔舞、

倫巴三項亞軍 

5A李映彤、6E古晴蓉：雙人查查查、牛仔舞、

倫巴三項殿軍 
雙人查查查、牛仔舞殿軍 

3D甘倩兒、3E吳穎詩：雙人查查查、牛仔舞季軍 

雙人查查查、牛仔舞季軍 

3D甘倩兒、叶穎霖：雙人查查查、牛仔舞殿軍 
3D叶穎霖、3B葉佩雯：雙人查查查、牛仔舞殿軍 

雙人查查查、牛仔舞、
倫巴三項季軍 

 5C李栢瑤：單人華爾滋冠軍、單人查查查第五    
名、單人牛仔舞第六名、單人倫巴 

第八名 

 5C李栢瑤：單人探戈冠軍、單人查查查、牛仔  

舞亞軍 
單人查查查、倫巴優異獎 

2D吳佩慈：雙人雙項冠軍及季軍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6B 吳佩珊 

 女子 100 米季軍:6C 徐美茵 

殿軍:6C 錢欣瑩 

 初級組：三項銀獎 
個人項目全場總季軍 

親子跳全場總冠軍 
高級組：兩項銅獎 

兩項金獎 

雙人項目全場總亞軍 

四人大繩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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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港分區分齡跳繩挑戰賽 

 

親子跳全場總冠軍 

 初級組：側擺交叉跳冠軍、單車跳季軍 

高級組：兩項冠軍、兩項亞軍、四項季軍、 

一項殿軍 

視藝  和平與希望紀念抗日戰爭勝利

70週年填色比賽 

 2015國際華人兒童及青少年藝               

術年展 

 家居防火四格漫畫比賽 

 月園慶中秋之天倫樂填色比賽 

 公益少年團文件夾封面設計比

賽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學校最踴躍參與獎 

 

 優秀獎:2B陳映潼 
 

 優異獎:5E方勵兒      6B張銘恩 

 積極參與獎: 6C徐美茵  6D秦華敏 

 冠軍:5A布曦桐 

亞軍:6D陳俊希 

季軍:3B陳匡正 

 金章:21人 ; 銀章:50人 

其他  「你我同心 保持衛生」攝影比

賽 

 公益少年團電影欣賞會暨徵文

比賽 

 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籌款 

 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義賣籌款 

 「實踐健康生活  提倡無毒人

生」活動 

 天主教香港教區宗教教育獎 

 教協閱讀獎勵計劃 

 優秀女童軍選舉 2016 

 紅十字會友誼咭填色比賽 

 季軍 

 

 亞軍:6E秦華敏 

 

 季軍 

 冠軍 

 冠軍( 2 人);   亞軍: (2 人);   優異獎(41 人) 

 

 5A蔡焯榆、5C張俊偉、5D李皇嬌、5E方嘉穎 
 獲書叢榮譽博士獎(6 人) 

 3D曹咏欣 
 優異獎 

 

 

 

                                                 

課外活動的參與 

 

本校學生參與校際項目人次: 

 13/14 

(學生人次) 

14/15 

(學生人次) 

15/16 

(學生人次) 

校際體育項目 142 98 77 

學校舞蹈節 151 67 37 

學校音樂節 400 239 257 

學校朗誦節 187 189 177 

戲劇比賽 15 19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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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生參與校際項目的參與率: 

0%

20%

40%

60%

80%

100%

13/14年度 14/15年度 15/16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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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4 

(學生隊員人數) 

14/15 

(學生隊員人數) 

15/16 

(學生隊員人數) 

女童軍 60 60 60 

基督小先鋒 30 26 22 

少年警訊 127 131 104 

公益少年團 123 100 82 

IT 小先鋒 30 30 30 

風紀 87 86 86 

環保大使 20 20 20 

紅十字會少年團 30 30 29 

戲劇 15 19 24 

幼童軍 30 25 25 

清潔糾察 30 28 30 

58%

60%

62%

64%

66%

68%

70%

13/14年度 14/15年度 15/16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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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年度學生曾參與之社會服務活動: 

 

活動性質 參加人數 
地球一小時活動 832 

舊衣回收活動 832 

公益少年團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籌款 832 

公益少年團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義賣籌款 130 

四旬期捐獻活動     832 

一人一花種植活動 832 

售賣明愛獎劵      832 

世界愛滋病日 2015 暨服務日親子活動 2 

香港女童軍總會賣旗活動 43 

清潔沙灘 50 

聖誕卡回收活動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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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回饋與跟進  

15-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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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育學生愛護

家庭，尊重生命

的重要性。 

完全達標： 

(2) 、(3)  、(4) 、(5) 、(6) 、

(7)  、(8)  、(10) 、(11) 、(12) 、

(13) 、(14) 、(15) 、(16) 、(17) 、

(18) 、(19)、(20)、(21) 

 

(2) 學生已完成以「香港是我家」為 

主題之課程統整學習活動及專 

題研習。 

(3) 校園小記者製作「大天‧愛回家

影片」，宣揚家庭為核心的價

值。 

(4) 透過閱讀及相關延伸活動，引導

學生對「愛護家庭、尊重生命」

這特定主題作出關注及反思。 

(5) 透過校本輔導活動、「校園電視

台」廣播、「繪出地平線」活動

及參與義工服務，學生能瞭解

「愛家庭、愛生命」的重要。 

(6) 舉行「大手牽小手」親子活動，

加強學生與家長間的溝通。 

(7) 安排「提升子女抗逆力」及「從

遊戲中與孩子建立和諧的關係」

講座，促進和諧家庭生活。 

(8) 參與「聽障體驗」社區教育計

劃，並舉辦「生命鬥士」講座、

攤位遊戲及參觀等共融活動，讓

學生懂得關心家人，明白愛惜生

命的重要性。 

(10)舉行「愛的家書」活動，安排學

生撰寫家書予家中的照顧者，讓

他們學習以感恩之心去感謝家

恆常開展: 

(2)、 (4)、 (5) 、(6) 、

(10、(12)、(13)、(17) 、

(19)、(21) 

 

 

繼續為關注事項: 

(1) 、(9) 

 各科組及牧民主任繼

續加強於校園推廣五

大核心價值，並配合學

校來年的關注事項─

提升學生明辨是非的

能力及了解「真理」的

重要性，讓學生對五大

核心價值有更全面、更

深入的認知，並加強靈

育培育。 

 繼續透過校本課程、各

種的學習活動、家長活

動及校友活動等，宣揚

天主教的五大核心價

值，並鼓勵大家於日常

生活中付諸實踐，活出

基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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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照顧。並安排學生送贈家人

一張「家務券」作為聖誕禮物，

感謝家人平日對他們的照顧。 

(11) 教師舉行「愛‧情‧尋」活動，

建立關愛校園。 

(12) 於「德育課」加入「愛家庭」

或「尊重生命」為主題的課程，

讓學生學習關心家人的技巧、

珍惜生命及天主教的核心價

值。  

(13) 學生設計關愛卡寄予家人，表

達對家人的愛護及關懷。 

(14) 舉辦「愛護家庭」、「尊重生

命」親子攝影比賽。 

(15) 校友會以「愛回家母校探訪日」

為題主辦會員大會。 

(16) 舉行「愛護家庭」親子故事創

作比賽及「尊重生命」故事創

作比賽，培養愛護家庭及尊重

生命的態度。 

(17) 申請優質教育基金「魚菜共生

小種子計劃」及舉行「一人一

花」活動，培養學生尊重生命

的態度。 

(18) 普通話綜合表演會以「愛護家

庭」、「尊重生命」為主題。 

(19) 於課程統整周全校學生頌唱

《可愛的家》。 

(20) 舉行「生命中獨特的你」活動、

「愛大天‧愛天主」書籤設計比

賽及「秘密天使」活動，讓學生

學會關愛自己及他人。 

(21)宗教科老師與牧民主任以「家庭 

與生命」為主題進行協作教學。 

 

部分達標：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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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校舍外牆展示大型橫額，宣揚 

天主教的五大核心價值，讓學生

及家長能經常接觸天主教的信

念，有助培養愛護家庭及尊重生

命的態度。根據教師觀察以及與

家長、學生的日常交談，學生及

家長們對核心價值的認知明顯有

所提升，惟仍須鼓勵學生及家長

們於日常生活中附諸實踐，活出

基督精神。 

(9) 牧民主任及宗教培育組利用早

會靈育時間以關愛家庭、尊重生

命為主題作信仰分享。為學生講

解這兩大核心價值的意義，並教

導學生如何於日常生活中加以實

踐。以上活動將繼續於校園推

廣，並配合學校來年的關注事

項，讓學生對五大核心價值有更

全面、深入的認知。 

 

學生掌握自學

技巧，培養學生

學習興趣。 

 

完全達標： 

(1)、(2) 、(3)、(4)、(6) 、(7) 、

(9) 、(10)、(12) 、(13) 、(14)、

(15)、(17)、(18)、(19)、(20)、(21) 

   

 

(1) 規劃校本自學策略架構，建構自

主學習能力框架。 

(2)中、英、數科任老師透過共同備

課，設計與自主學習有關的教學

活動。 

(3)舉辦自學VISA計劃，鼓勵學生養

成自主學習的習慣。 

(4) 學生能使用立體打印軟體

「Tinkerplay」，自由在家創作，  

延伸學習。 

(6) 學生支援教師於輔導小組運用

自學技巧及策略，指導有學習困

難的學生掌握相關技巧，並提升

恆常開展: 

(1)、(2)、(3)、(4)、 

(6)、(7) 、(9) 、(10) 、

(12)、(13)、(14)、(15)、

(17)、(18)、(19)、(20)、

(21) 

 
繼續為關注事項: 

(5)、(8)、(11)、(16) 

 網上學習是有效的自

學工具，惟各個自學平

台之質素參差，未必能

切合校本需要及學生

的能力，因此各個科組

會重新檢視各自學平

台之質素，以選擇更合

適的平台。 

 部份學生及家長反映

在家中進行自學的時

間不足，各科組會就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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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學習與趣。 

(7) 透過德育課中的「學業」範疇，

讓學生掌握基本的自學技巧，提

升自學能力。 

(9) 中文科推行「自學小冊子」計

劃，提升學生的自學精神。 

(10) With the Self-learning 

Strategies Framework as the 

basis, teachers infuse 

self-learning strategies in 

General English lessons. One 

assembly is conducted to 

share the self-learning 

strategies with all students. 

(12) Students of P.2 and P.5 use  

iPad to conduct e-learning 

activities. 

(13)Participate i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chool Scheme re 

self-directed learning. 

(14)數學科設定網上練習，讓學生課

後完成。  

(15)三年級常識科老師參與香港大

學資優教育教師網絡-「強化學

生自主學習的技巧和態度」學習

社羣，優化學與教效能及提升學

生自學能力。 

(17)學生利用「普普村」網上學習平

台，於家中自學普通話。 

(18)音樂科運用自學聆聽工作紙，培

養學生自學音樂知識。 

(19)體育科透過「學習記錄」訓練學

生進行互評、自評。 

(20)電腦科指導學生運用網上自學

影片進行課前備課及課後跟進。 

(21)宗教組安排學生使用平板電腦 

進行自學活動。 

 

學的安排加以協調，並

重點指導學生進行自

我規劃，使其能有系統

地安排時間進行有意

義的自學活動。 

 深化學生對各種自學

策略及方法的認識，增

強對學習的自信。 

 鼓勵學生按照自己的

興趣作深度的閱讀，是

自學的好方法，因此學

校會積極鼓勵學生透

過閱讀進行自學。 

 建立更完善的校本獎

勵計劃，鼓勵學生更積

極參與各種的學習活

動及自學活動，提升對

學習的興趣及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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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達標： 

 (5)、(8)、(11)、(16) 

 
(5)推廣閱讀組於學期初與學生訂定

本年度有興趣的閱讀題目，透過

圖書課課程幫助學生掌握自學技

巧，鼓勵學生自學有關題目。惟

圖書自學工作紙只需要學生展示

其學到的新知識，而沒有要求其

發表感想或反思，故可優化工作

紙並加入反思部份。此外，學生

的閱讀量及閱讀習慣仍有很大的

進步空間。 

(8)(11)(16) 

透過「看漢中文網」、「十分科

學」及“i-learner”等自學平台，

鼓勵學生利用課餘時間進行自

學。惟各個自學平台之質素參

差，未必能切合校本需要及學生

的能力，因此各科組會重新檢視

自學平台之質素，並配合校本獎

勵計劃，鼓勵學生更積極參與各

種網上自學活動。 

 

教師能運用評 

估系統及有關 

的數據，回饋 

教與學，提升 

學生的學習效 

能。 

 

完全達標： 

(1)、(2)、(3)、(5)、(6) 、(7) 

 

 

(1) 安排教師工作坊，提升老師運用 

評核質素保證平台(AQP)分析學生

之表現。 

(2) 老師運用 AQP系統記錄學生成

績，並進行數據分析。 

(3) 按AQP的數據分析學生的表現，再

安排三及六年級學生分組學習，

如中、英、數提升課/Top-up 

Programme及週六中、英、數分組

增潤課，藉以加強學生的基本能

恆常開展: 

(1)、(2)、(3)、(5)、(6) 

、(7) 

 

繼續為關注事項: 

(4) 

 中、英、數科任教師大

致能掌握評核質素保證

平台(AQP)的操作、輸入

及分析數據的方法，並

能運用有關資料與同儕

商討和擬定跟進的練習

或課業，惟於設計針對

性的課業或分層課業時

仍有改進空間。教師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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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來年(2016-2017)關注項目 
1. 提升學生明辨是非的能力，了解真理的重要性。 

2. 深化學生自學技巧，讓學生能學會「自我規劃」。 

3. 強化學校的評估系統，掌握及運用各種評核數據，設計適切的課業

以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 

力及提升學習效能。 

(5)四、五年級數學及常識科老師透

過電子教科書之即時回饋系統，

即時知悉學生學習程度，調整教

學。 

(6)數學科老師於試後運用評估系統

及有關的數據，檢討試卷質素，

並制定相關策略回饋教與學，提

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7) 三年級學生定期進行網上平台

「五色學倉頡online」輸入法練

習，分析常犯錯誤，提升學習果

效能。 

 

部分達標： 

(4) 

 

中、英、數科任老師在共同備課時

運用評估數據，為不同能力學生設

計適切之教學策略。教師可於新學

年備課時段會投放更多時間設計

分層課業及優質課業，進一步照顧

學習多樣性。 

 

會依據數據分析結果找

出學生的學習問題，繼

而調適課堂教學。故

此，來年教師將於集體

備課時段投放更多時間

於設計教學及優化課業

上，進一步照顧學習多

樣性。 

 在輸入數據方面，校方

會參考其他學校的方法

加以改良，以減輕教師

的工作量，並加快試後

完成數據分析報告的時

間，以便進行其他跟進

工作。 

 六年級中、英、數的增

潤課、提升課/Top-up 

Programme安排由其他

級別老師協助進行訓

練，雖然能減輕該級教

師的工作量，但其他級

別的教師對學生的認識

有限，較難照顧學生的

學習多樣性，故分組方

法及人手安排需再作檢

討。 

 

 



14-15年度結餘 收入$ 支出$

I 政府津貼 1,573,870.83      

(甲) 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1,345,328.93      1,448,910.17      

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小結: 1,573,870.83      1,345,328.93      1,448,910.17      

(乙) 特別範疇

- 修訂行政津貼 1,404,502.13      1,335,437.10      

- 消減噪音津貼 361,342.00         282,375.72         

-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398,211.00         378,626.55         

- 學校發展津貼 363,641.79         702,146.00         613,293.30         

- 新來港兒童校本支援計劃 3,352.80             3,407.00             3,500.00             

-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11,111.50           180,288.00         190,500.00         

- 成長的天空 15,221.00           107,559.00         89,891.00           

- 額外輔導津貼服務 4,106.00             216,814.00         190,500.00         

特別範疇 小結: 397,433.09         3,374,269.13      3,084,123.67      

(丙) 擴大營辦開支範疇以外

- 提升網上學校行政及管理系統津貼 50,000.00           49,988.00           

-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計劃津貼 473,200.13         466,463.00         

-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津貼 20,129.00           20,129.00           

- 小學學習支援津貼 98,778.10           885,158.00         808,726.10         

-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81,711.80           315,000.00         320,676.20         

- 電子學習學校支援計劃 258,967.00         176,8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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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支援津貼 433,250.00         127,610.00         

- 代課津貼(STG) 59,448.55           600.00               59,839.00           

-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TRG) 145,317.50         35,488.00           

- 加強學校行政管理津貼 250,000.00         

- 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試辦計劃津貼 120,000.00         26,006.00           

- 關愛基金午膳津貼 172,686.50         555,033.50         612,303.50         

- 設立法團校董會及其運作津貼 349,997.50         349,997.50         

特別範疇 小結: 1,154,841.95      3,214,435.63      3,054,094.30      

(II) 學校津貼

- 普通經費 183,833.20         36,332.54           38,794.97           

- 捐款 5,833.00             

- 學校發展基金 107,728.10         106,800.00         

- 特定用途費 242,801.06         249,450.00         424,088.60         

學校津貼 (一般津貼) 小結:          426,634.26          399,343.64          569,683.57

       2,000,505.09 4,869,491.70      4,678,628.81      

2015-16 年度總盈餘 647,925.81         

2015-16 年度累積總結盈餘 2,355,07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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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基金及學校津貼 (一般津貼) 總計:

九.財政報告(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