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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基督精神，以愛主愛人 

的熱誠培育學生，使學生在 
德、智、體、群、美、靈均 
得以均衡發展。致力提供優 
質教育，使學生在理想環境 
中積極學習，日後能成為有 
獨立思考及盡責任的良好市 
民。 

             
           

                        

 

 

 

 

 

 

 

一. 辦學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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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簡介 
 

本校創辦於 1972 年，迄今己有四十二年歷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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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促進資訊科技運用及進行電子學習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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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室、視藝室、音樂室、學生

輔導室、小賣部、體育器材室、聖堂、校長室、教職員休息室及家教會室等設備。 

 

本校近期更進行多項校舍維修及改善工程，包括更換禮堂冷氣、投映機及屏

幕，地面樓層及停車場進行髹漆翻新工程等，並進行一系列的綠化校園工程，進

一步為學生提供更舒適及更理想的學習環境。 

 

另外，本校已成功申請教育局撥款，進行「電子學習學校支援計劃」，全面

更新學校網絡系統及添置平板電腦，以配合電子學習的教育新趨勢。 

 

 

 

  

學校管理 

     
本校於 1999學年開始實施校本管理，在校董會以及校政執行委員會監察

下，由校長、副校長以及各行政人員領導六大行政小組(校務組、資源組、學務

組、訓輔組、活動組、支援組)，並設有十四個專責小組及十個科務小組，共同

策劃及執行校政，以發揮團隊合作的精神。此外，每個行政小組及專責小組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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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我們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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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角嘴天主教小學 

2013至 2014年度行政架構及職務分組 
 

校政執行委員會 校董代表 校長 副校長 教師代表 家長代表 校友代表 

 

陳淑儀校長 

 

唐雪清副校長 

 

家長教師會  行政組：全體主任  校友會 

         

陳瑞芝主任 唐雪清副校長 

   

資源組 學務組 校務組 訓輔組 支援組 活動組 

組  長 陳瑞芝 組  長 盧研芬 組  長 容沁雯 組  長 黃健超 組  長 張嘉慧 組  長 戴美儀 

尹秀芳 

(SGT) 

副組長 黎浩光 副組長 汪英偉 副組長 陳穎琪 副組長 李鳳英 副組長 羅啟昌 副組長 何玉華 

李玉珍 蘇潔怡 陳佩瑩 謝家毅 羅淑羣 葉雅思 

陳奕鑫 袁美玉 組  員 黃靜雯 潘偉強 李嘉瑩 組  員 傅寶碧 

組  員 趙妙蓉 組  員 許湘江 黎海船 組  員 殷志達 組  員 袁慧兒 唐健鳴 

陳錦園 高寶婷 謝寶賢 陳瑞玲 袁鳳珠 何梓瑜 

李麗華 陳慧珍 吳衍茹 熊美子 徐健業 嚴麗新 

李翠華 Prakash 李明明 文秀貞 尹秀芳 徐嘉蔚 

 陳易麟  張耀泉 汪英偉  

    顧  問 陳月華  

 

專責小組(一) 

校友會 考績組 ＊危機小組 ＊學校自評 刊物編印 宗教福傳 ＊聘任遴選 

組  長 唐雪清 組  長 容沁雯 組  長 唐雪清 組  長 唐雪清 組  長 陳佩瑩 組  長 黃健超 組  長 校  長 

副組長 戴美儀 副組長 唐雪清 副組長 黃健超 副組長 陳瑞芝 副組長 黎海船 副組長 思、麟 副組長 副校長 

謝家毅 組  員 羅淑羣 尹秀芳 容沁雯 組  員 陳錦園 組  員 袁鳳珠 組  員 主  任 

組  員 趙妙蓉 謝寶賢 組  員 盧、瑞 組  員 盧、偉 熊美子 李鳳英 課程主

任 

袁慧兒 羅啟昌 偉、容 超、戴 吳衍茹 李翠華 科主任 

唐健鳴 文秀貞 戴、張 張、穎  
黎海船 

有關組

長 

陳瑞玲  穎 尹  李明明  

  顧  問 陳月華   徐嘉蔚  

     牧  民 陳金陵  

 

專責小組(二) 

＊發展津貼 家教會 圖書閱讀 資優教育 德育公民 課程發展 資訊科技 

組  長 羅啟昌 組  長 陳瑞芝 組  長 蘇潔怡 組  長 張嘉慧 組  長 潘偉強 組  長 汪英偉 組  長 陳奕鑫 

副組長 陳佩瑩 副組長 李玉珍 副組長 黎海船 副組長 汪英偉 副組長 尹秀芳 副組長 葉雅思 副組長 謝家毅 

組  員 戴美儀 黎浩光 組  員 陳穎琪 羅啟昌 黃健超 陳慧珍 黎浩光 

袁美玉 組  員 傅寶碧 李嘉瑩 組  員 尹秀芳 組  員 黃靜雯 組  員 羅淑羣 組  員 

 

何梓瑜 

蘇潔怡 何玉華 高寶婷 羅淑羣 黎海船 陳佩瑩 潘偉強 

張嘉慧 殷志達 李玉珍 李嘉瑩 何玉華 潘偉強 徐健業 

謝家毅 李麗華 Prakash 李鳳英 嚴麗新 許湘江 許湘江 

陳穎琪   陳奕鑫 汪英偉 黎海船  

   許湘江 張耀泉 盧研芬  

   顧  問 陳月華  陳奕鑫  

 

科務領導 

科目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普通話 宗教科 視藝科 音樂科 體育科 電腦科 

監察主任 陳穎琪 容沁雯 唐雪清 陳瑞芝 張嘉慧 盧研芬 唐雪清 陳穎琪 戴美儀 黃健超 

課程主任 汪英偉 

圖書館主

任 

黎海船 

科 主 任 陳佩瑩 盧研芬 陳瑞芝 潘偉強 蘇潔怡 葉雅思 袁美玉 羅淑羣 何玉華 謝家毅 

副科主任 戴美儀 李嘉瑩 陳瑞玲 李麗華 李鳳英 吳衍茹 謝寶賢 陳穎琪 殷志達 陳奕鑫 

 傅寶碧 Prakash 許湘江 李玉珍 張嘉慧 李翠華 袁慧兒 何梓瑜 唐健鳴 黎浩光 

 陳慧珍 黃靜雯 高寶婷 羅啟昌 袁鳳珠 陳金陵  徐嘉蔚 嚴麗新  

 趙妙容 熊美子 徐健業 陳錦園       

 文秀貞 陳易麟         

  李明明         

 

 

 

校董會 校監 辦學團體代表 陳淑儀校長 唐雪清副校長(教師代表) 家長代表 校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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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董會及校政執行委員會組合 

校董會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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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人士)    陳錦麟律師(辦學團體) 

林志江校長(辦學團體)    汪家智醫生(辦學團體)    阮瑞嫻校長(辦學團體)        

陳淑儀校長(校長)        唐雪清副校長(教師代表)  李慶汕先生(校友代表)    

丘杏平女士(家長代表) 

                   

         
           
    

 

校政執行委員會成員名單:                      

陳淑儀校長                唐雪清副校長 

潘志嬌女士(家長代表)      吳雪芬女士(家長代表) 

梁鳳儀女士(校友代表)      徐佩琪女士(校友代表) 

容沁雯主任(教師代表)      陳穎琪主任(教師代表) 

                         

 

 

 

 

 

 

                                                                 

成員 辦學團體  校長 家長代表 校友代表 教師代表 獨立人士 

11/12 

 
4 人 

(50%) 

   1 人 

(12.5%) 

1 人 

(12.5%) 

   1 人 

(12.5%) 

  1 人 

(12.5%) 

/ 

12/13 

 
7 人 

(63.6%) 

   1 人 

  (9.1%) 

1 人 

(9.1%) 

   1 人 

(9.1%) 

  1 人 

(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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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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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項目一：提升學生彼此讚賞的文化 

成就  
1. 選取合適的班級經營策略於各級推行，並於成長課增設班級經營課節。

本年度除繼續強化情意上的經營，亦加強彼此讚賞的元素。此外，為加

強展示各班良好表現的成果及營造正面的班風，教師繼續使用課室門外

的壁報板作班級經營展示及每班榮譽的展示區，以提升學生對其所屬班

別的榮譽感。100％老師認為班級經營課及有關策略之推行有助促進班級

和諧的氣氛。APASO結果亦顯示有關師生關係數據較去年上升 0.02,較全

港常模高 0.4。 

2. 推行「品學飛躍獎勵」計劃，協助訂定學習目標及良好行為準則，增強

學生獲記優點之機會。100%老師認為此計劃有助學生建立良好行為及增

加獲讚賞的機會。本年度記優點次數由去年的 3055 次上升至 3212 次，

較去上升約 5%，其中 734次為「品學飛躍獎勵計劃」所記之優點，此計

劃所記之優點佔整體約 23%。由此可見，此計劃能增強學生被正面讚賞的

機會。 

3. 印製「鼓勵咭」，送贈予良好行為表現及達成學習目標之學生，100%老師

認為此活動能讚賞學生的正面行為，並提升其自信心。為加強讚賞的氣

氛，本年度由學生設計「鼓勵咭」，並挑選優秀的作品製成精美小咭，以

增加學生的投入感。 

4. 強化風紀及清潔糾察的職責，令更多學生參與學校服務工作。本年度更

推行優秀領袖生選舉，藉此增加領袖生被讚賞的機會，並提升領袖生的

服務質素。100％老師認為安排領袖生小組訓練活動及選舉能增加學生被

讚賞的機會，並能提升工作效能和團隊精神。 

5. 校本輔導活動以「讚賞」為主題，根據教師觀察，全體老師均認為相關

活動能讓學生學會欣賞自己及別人，並能提升校內的讚賞文化及建立正

面文化。 

6. 透過「關愛大使」計劃，安排高年級學生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小

樹苗)。透過問卷調查，100%老師認同此計劃能協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

生改善學習問題。此外，100%的關愛大使及小樹苗表示能於活動中彼此

讚賞對方。   

7. 透過各項輔導及學生支援小組課程，鼓勵學生互相讚賞彼此的表現。根

據教師觀察，學生能欣賞及讚賞他人，並懂得運用讚賞別人的話語。透

過統計，88%的學生認同能於課堂活動中與同學彼此讚賞。 

8. 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各校內及校外比賽活動，並把學生比賽的成績及獎項

於校內壁報及校外橫額向家長及公眾展示，讓全校師生和家長一起分享

三.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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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對得獎同學亦能起正面的鼓勵作用。全體老師均認同此舉有助提

升彼此欣賞的文化，學生則有 94.4%表示同意及非常同意。 

9. 於校園設置展板，展示學生作品及製作學生成就海報，展示學習成果。

100%學生全學年不少於兩次欣賞他人作品，93%學生認為同學的作品值得

讚賞，能達致「培養互相觀摩、彼此讚賞之情操」的果效。 

10. 配合「班中之星」及服務生之選舉，週訓安排介紹「誠信─廉潔的選舉」。 

透過老師觀察，學生大都投入選舉活動，能達致彼此讚賞的目標。 

11. 舉辦「傳『誠』One Two Free」活動，全校 95%以上同學把明信片寄回 

   家，旨在讓學生以「誠信」為主題製作明信片，令同學彼此讚賞坦白的 

   行為，讓家人也一起分享學習經歷，令家長及學生之間建立彼此讚賞的 

   文化。根據教師的觀察及檢視學生的作品，學生大多積極投入活動。  

12. 中文科老師指導 1-3 年級學生進行表揚卡撰寫活動，並透過口頭分享及

壁報展示作品；4-6年級學生以「讚賞」為主題進行作文比賽，佳作已印

製成作品集及作公開展覽，以提升校內的讚賞文化。 

13.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the questionnaire, 94% of teachers and 100% of  

students enjoy the writing activity concerning appreciation towards others. 

Students showed a deep appreciation of the value of praising others and seeing 

the good side of others. 

Writing activities: 

 to write a card of praising someone they appreciate  

 to make a small gift for the person they appreciate  

  Morning assemblies: 

 Invite students shared their appreciation towards the people they admire   

      and present their gifts. 

 Through saying prayers during English morning assemblies. 

14. 數學老師透過多元的教學活動，以及不同層次的提問和課業設計，讓不 

   同能力的學生都有機會取得成功，並受到老師的表揚。99%的學生在學習 

   過程中，有受到表揚的機會;97%的學生有主動讚賞其他同學。 

15. 常識學習冊內加入「同學欣賞指數」，即同學完成蒐集有關主題資料後需 

   在課堂上與同學分享，並由同學填上欣賞指數。99%教師及 84.5%學生認 

   為「同學欣賞指數」有助提升彼此讚賞的文化。 

16. 設「普通話小老師」計劃，邀請能力較高的同學協助能力稍遜的同學學

習普通話。優化「普通話小老師」記錄表，讓小老師和小學生互相讚賞。

九成以上同學認為普通話小老師活動能提供更多機會讓他們多聽多說普

通話，而普通話小老師亦能認真地協助他們解決學習上的問題。全體科

任老師均同意增設「普通話小老師」對學習普通話稍遜的同學有幫助，

並有助培養學生彼此讚賞的態度。 

17. 視藝科老師因應不同的學習範疇及主題的美術欣賞，引導學生透過語

言、文字描述及溝通技巧，進行評賞活動，同時亦在校園多展示學生作

品，以提升學生的滿足感，並加強對同儕作品的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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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通過課堂、早會的頒獎、月訊及體育科壁報，學生能認識體育成績傑出

的同學及他們的獲獎項目，99.1%學生表示曾讚賞表現良好或有進步的同

學。據老師觀察及統計，94.8%教師認為通過體育科課堂活動，學生懂得

讚賞別人。 

19. 根據電腦科教師的觀察，大部份學生能利用「善用網絡資源獎勵紀錄卡」

中「同學讚好指數」一欄對同學的表現作出讚賞，加深了對「彼此讚賞」

態度的體會。 

20. 五、六年級進行「大天好人好事」報章設計比賽，鼓勵學生反思彼此讚 

  賞的重要，優秀的作品除於學生作品展展出外，也結集出版一份校報派給 

  全校同學。  

21. 圖書館以《彼此讚賞》為題，設專題圖書展覽及早會推介，以增加學生

閱讀有關書籍的興趣。圖書館主任亦定期於圖書課、讀書會、課外活動

時段，引導學生閱讀以《彼此讚賞》為題的書籍、文章，並進行延伸活

動。根據問卷調查，93%學生表示有關活動能夠增加他們對這主題的關注

及反思。 

22. 邀請靈火機構到校與學生進行專題講座，讓學生明白天主愛我們，賜予

我們一切，從而讚美、感謝祂，並發揮愛主愛人的精神，弘揚天主的愛。

根據教師的觀察，學生能投入活動，並認為活動能提升學生讚美天主的

心。 

23. 進行「聖經讚美金句」書籤設計比賽，學生配合金句內容進行設計。 

   98.5%以上學生能配合金句畫上適切的圖畫。 

24. 於宗教壁報板作專題介紹「讚美天主」的分享或故事，讓學生能多加讚

美、感謝天主。99%學生及 100%宗教老師同意壁報專題介紹能幫助學生

在生活中多加讚美。 

25. 牧民主任以「讚美天主」為主題進行協作教學，藉此讓學生了解天主無

條件賦予我們生命，我們應常懷感恩的心。根據觀察，學生積極參與課

堂活動，反應良好。全體學生及宗教老師均同意牧民助理能增加學生們

宗教方面的知識，並有助推動福傳及建構讚賞文化。 

26. 透過各項資優課程，如創意思維、領導才能培訓等，鼓勵學生之間讚賞

彼此的表現。透過老師觀察，大部份學生能具備彼此讚賞及欣賞的態度。

透過學生問卷調查，86%或以上的學生認同能於活動中彼此讚賞對方。 

 

 

反思 
1. 各科組以「讚賞」為主題，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活動，於校內推動及建構

讚賞文化。根據教師的觀察及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學生大多明白「讚賞」

的意義及重要性，並能於日常生活中加以實踐。根據學生於活動後的問

卷調查結果亦顯示，以上活動有助提升彼此讚賞的文化，學生讚賞別人

的次數及技巧亦較前有所提升。 

2. 全體老師均認同多主動讚賞學生，並鼓勵學生互相讚賞，有助增強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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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信心。教師會以身作則，透過身教及言教，繼續鼓勵學生於日常生

活中實踐多讚賞別人的態度。 

3. 除學校層面外，家庭教育亦非常重要，因此可加強家長教育，讓家長也

明白「讚賞」的重要，為孩子建立良好的榜樣，共同推動讚賞文化。 

4. 來年將繼續優化「品學飛躍獎勵計劃」，鑑於學生遺失小冊子的情況仍見

嚴重，建議來年度用較大的小冊子，方便學生保存。此外，亦會加入參

與親子活動之元素，以鼓勵學生及家長出席講座及進行義務工作。 

5. 本年度由學生設計配合讚賞文化的鼓勵咭，並挑選優秀之作品印製成小

獎咭供老師使用，能有效推動讚賞文化，效果良好。來年可繼續按關注

事項重點印製「鼓勵咭」。 

6. 來年的校本輔導活動可配合新設置的校園電視台之輔導台，老師可彈性

安排時間播放片段，有助推動各項相關的活動及分享環節。 

7. 善用校網，定期更新學生的得獎信息及成就，讓全體師生及家長也能分
享得獎的喜悅、彼此讚賞。 

8. 根據 APASO數據分析，師生關係及整體滿足感均有所提升，惟社群關係

及機會則較去年略遜色(低 0.01)，三年級的負面情感亦相對其他級別遜

色，故來年將繼續透過不同的班級經營活動及校本輔導活動以加強校園

關愛文化。 

 
 

 

 

 

 

關注項目二: 利用多元化的評估策略，給予適切的回饋，讓學生

改善學習。 

成就 

1. 於教師發展日舉辦工作坊，透過多元化的課業設計、評估策略及回饋， 

  促進學習: 

  1.1優化寫作教學工作坊 

   由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組黃俊文先生主講，老師學習優化寫作課業設

計的技巧，以提升學生的寫作動機及技巧，並作出適當的回饋。 

   97.2%老師認為工作坊的內容適切，有助學生改善學習。 

1.2 Feedback and Questioning 

   By EDB – Native Speaking Teacher Section, Advisory Teacher: Mr 

Jeffrey Wall 

透過此工作坊，老師學習運用故事書，以說故事的形式引導學生發 

揮想像力及對學習內容作出合適的回饋。100%老師認為工作坊的內 

容適切，有助學生改善學習。 

2. 每次考試後，學務組統計各級中、英、數三科的平均分及合格率，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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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學生的表現及學習成效，並於考試後設「回饋週」，針對學生的表現 

提供有效益的回饋和具體改善建議，全體老師一致認為能有效促進學與 

教。根據持分者問卷顯示，94%教師滿意評估所得的數據以回饋課程的實 

施。 

3. 教師於集體備課時，因應各級學生測考的表現商討針對性的改善策略及 

設計跟進練習，並於科務會議中作縱向檢視學生的學習難點，提高學與 

教的成效。 

4. 利用「AQP」系統協助分析三年級 TSA及六年級 PSI成績數據，以便教師 

詳細了解學生的表現，從而調整教學策略。 

5. 善用 2013年「全港性系統評估」成績數據，進行「躍進計劃」，讓教師 

了解在兩個學習階段中學生於中、英、數三科的水平及強、弱項，繼而 

制定改善的策略，促進學與教。 

6. 根據問卷調查，老師一致認同課堂教學時，能給予學生即時的回饋及適 

切的評估，讓學生清楚知道自己的學習狀況。另外，有 97%教師能運用 

  課業上的「評量」部份，給予學生適切的文字回饋，讓學生知道自己的 

  學習表現。 

7. 根據觀察，老師也一致認同學生能透過課業評量與自評，加以反思，從 

  不同角度了解自己的學習成效。 

8. 根據持分者問卷調查，在回饋方面，97.4%學生表示同意「老師經常指出 

我們的學習進展和問題」，使學生有所改善。90.7%學生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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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在五年級的常識課堂應用 Mouse Mischief(MM)，為學生學習作出即時的 

跟進及回饋，下學期共進行兩次 MM活動。根據問卷調查，學生認為使 

用 MM能夠知道自己即堂的學習成效，對改善學習有所幫助。 

10. 中文科老師從讀、寫、視聽、說多方面進行評估，透過自評、互評、 

教師評量、家長評量等方式檢視學與教的成效。全體中文科老師認為透 

過多元化的評估，能有效地反映學習成果，以促進學與教。 

11. 優化中文作文紙及課業的設計，以便教師給與學生更適切的回饋。 

12. 100% of teachers use multiple assessment strategies coupled with suitable 

feedback in order to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and 98% students felt they 

were benefitted by this. 

13. Multiple assessment strategies were discussed in co-planning sessions so as  

to enhance the teachers’ confidence and effectiveness in teaching. 

14. Self evaluation and teachers’ feedback in Writing Tasks were modified. 

15. 各級數學科設有最少 3種不同的進展性評估模式，包括：製作作品、度

量衡專題研習、配合課堂活動的課業、速算活動、日常練習、測驗等等。

總結性評估包括全年的考試。100%老師認為學生學習表現有所改善。 

16. 常識科運用學習冊、專題研習、校外參觀活動、科技活動課業內之自評、

互評、家長評量等模式檢視學與教的成效。本年度共 12 位老師進行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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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科觀課，科組長對授課老師的提問技巧、小組活動及回饋感滿意。 

17. 優化「普通話生活實踐獎勵計劃」，加入中華文化元素，於普通話科活 

動及課堂學習中，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評估策略，加強教師回饋的部 

份，讓學生改善學習。全校有 93.8%學生的成績能取得達標分數。全體 

科任老師均同意活動能鼓勵學生積極學習普通話以應付日常生活需 

要。另外，透過普通話科主題報告，加強學生創造、協作、自學及反 

思等共通能力，全校有 95.7%學生能取得達標分數。 

18. 視藝科任老師透過小組分享、小組創作、課堂評賞活動、評賞小冊子、 

觀察學生課堂表現、作品互評等方式評估學習成效，並由老師給予適 

切的回饋。 

19. 音樂科於一至六年級分別以歌唱、視唱、視奏、木笛演奏、專題、上 

課表現、聆聽工作紙及筆試來評估學生在音樂知識及音樂表達等能 

力。90%學生及 100%老師認為於試後在表格中給予適切的回饋能改善 

學生的音樂學習。 

20. 體育科老師透過「學習記錄」，指導學生進行互評、自評，並由教師給 

予適切的回饋。98.8%學生認為通過「學習記錄」進行互評、自評，能 

提升其學習效能。 

 

 

反思 

1. 老師日後在設計教學計劃、教材及活動時，會繼續加入多元化的評估策

略，並對學生作出適當的回饋，以推動學生積極反思，改進學習。教師

亦會透過觀課及評課活動，互相觀察及交流教學心得，進一步提升教與

學的效能。 

2. 來年中、英、數、常四科將加入六次進展性評估，裨能更全面地檢視學
生的學習成效，並就學生的弱項作出針對性的改善策略。各主科除了以
橫向方式分析學生考試表現外，還會定期於科務會議中作縱向檢視，商
討改善策略，進一步運用評估資料回饋學與教。 

3. 在課堂教學上，除了教師的評估外，還利用自評/同儕互評等方法，評

估學生的表現，不但可令同學更專注學習，也可學習評估別人的優點所

在，互相學習，有助提升學習效能。 

4. 部份學生的反思及檢討能力仍有待改善，老師須繼續深化學生的自評及

互評技巧，並提供更多支援。教師可運用異質性分組的好處，以強帶弱，

鼓勵學生互相幫助。此外，來年亦會以提升學生的溝通能力為關注事

項，指導學生在小組協作時運用適當的溝通技巧，以發揮合作學習的最

佳效能。 

5. 本校來年獲教育局撥款推行電子學習計劃，除增加課堂的互動、提升學

習動機外，也方便教師檢視學生的表現及利用電腦系統給與即時的回

饋。 

 



 11 

關注項目三：了解及欣賞中華傳統的風俗文化及傳統智慧，並思

考中華傳統文化在生活中的意義。 

 

成就 

1. 舉辦「中國傳統文化」工作坊，86.7%老師認為工作坊內容能讓其了解 

  及欣賞中華傳統的風俗文化及傳統智慧，並思考中華傳統文化在生活中  

  的意義。老師認為能將學到的專業知識及經驗，實踐在教學及生活上。 

2. 安排老師到南生圍、屏山鄧氏文物館、水頭水尾文化古蹟考察，由專業 

  導賞員帶領參觀新界西自然生態及古蹟文物。100%老師認為是次考察能  

  了解及欣賞中華傳統的風俗文化及傳統智慧，並思考中華傳統文化在生 

  活中的意義。 

3. 安排多元化的週訓講題及「有品時間」，培養學生的責任感、品德及公 

民教育，教導他們時刻關心祖國和社會。本年度週訓繼續按學生的成長 

需要設定每月主題，特設部份主題與「認識祖國」作聯繫，使學生更能 

有系統地接收每月主題訊息。100％老師認為週訓講題及「有品時間」能 

培養學生良好的品格、待人處事的正確態度及反思能力。 

4. 透過「成長課」，協助學生認識自我、群性、學業及事業發展，提升學 

生的生活技能。本年度會統整及繼續優化成長課內容，於每級加入認識 

祖國的元素，讓學生了解及欣賞中華傳統的風俗文化及傳統智慧。老師 

認為學生能投入成長課的活動，並達致預期果效。 

5. 運用關愛基金—校本基金(境外學習活動)津貼，資助經濟有需要的學生 

  及其餘同學參與「台北歷史及藝術文化考察之旅」，增進學生個人學習  

  經歷及擴闊視野。100%參加者認同是次活動能增加對中華傳統文化及智 

  慧的了解。 

6. 透過新春攤位遊戲，讓學生認識及了解傳統的過年風俗及傳統文化。根

據教師的觀察，學生能積極投入活動，其中以低年級學生更見踴躍。 

7. 在「成長課」及「活動時段」中，加入以下主題:一.了解傳統節日習俗

及其文化涵意；二.欣賞不同少數民族的風俗文化；三.經典智慧。每課

節均播放教學短片，豐富學習內容。教師慎選教材，讓學生在學習國家

範疇的學習內容中，思考問題。本年度共選取了「不同的少數民族」、「中

國的節日─端午節」、「孔子與儒家」三個學習內容加進校本資源庫。 

8. 於中文科課程中滲透及強化與中華傳統的風俗文化及傳統智慧有關的

課題，有關課程已順利完成。根據課程的評估結果，學生已能掌握相關

的知識。 

9. 4-6 年級進行以「中華文化」為主題的中文科專題研習，所有學習活動

已順利完成，學生亦能完成書面及口頭報告，90%以上學生表現達標。 

10. 舉辦「中華文化周」，以「中國飲食文化」、「中國傳統節日」、「中國傳  

統藝術」、「唐詩欣賞」、「中國的朝代」、「歇後語」為題材，透過展覽 

及各種不同型式的學習活動，引導學生探索中華文化的精髓，並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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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興趣。根據教師的觀察，學生均積極參與活動，並能完成相關 

課業及取得達標成績。 

11. 舉辦中國傳統杖頭木偶演出暨講座，讓學生親身感受傳統的民間藝 

術。根據教師的觀察，學生對此活動感興趣並積極參與。 

12. 編印《三字經》、《弟子規》、《朱子家訓》等經典，學生已學習及背誦

其中五則的內容，領略聖賢的傳統智慧。整體來說，學生有興趣學習經

典的內容，尤其以低年級的背誦能力更佳。 

13. 編印《校本古詩文教材》，各級已完成額外兩篇古詩文，對中國文學作 

   品的認知及欣賞能力也有所提升。 

14. 聘請專業導師為學生提供毛筆書法課程，提升學生對傳統書法藝術的 

    興趣及欣賞能力，全體參加者均已完成課程，佳作亦已作展示。 

15. 舉行書法比賽,讓學生認識中國文字的優美特質及欣賞書法藝術，佳作

已作公開展示。 

16. Chinese proverbs were introduced and shared during morning assemblies. 

17. All levels were given tiered and different tasksheets to learn and  

consolidate the proverbs and side by side, they learned the English 

equivalents of the Chinese sayings. Tasksheets were devised according to 

levels of difficulty for each level. General acceptance and participation by 

all students as they learned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versions of Chinese 

cultural proverbs. 

18. 設立普通話語境攤位，讓學生有較多機會聽說普通話，同時於語境攤

位中，為學生提供一些欣賞中華傳統的風俗文化及傳統智慧為主題的

遊戲活動，讓學生能思考中華文化在生活中的意義。語境攤位活動對

話或遊戲內容包括：三字經、唐詩、百家姓等中華文化題材，亦透過

本科壁報，展示相關學習內容。全體科任老師均認同語境攤位讓學生

與普通話大使對話及進行遊戲，能有效使學生多聽說普通話。各班有

70%或以上學生能取得「語境攤位遊戲」蓋印。 

19. 舉辦普通話綜合表演會，以「欣賞中華傳統的風俗文化」為主題，讓

學生透過不同類型的表演活動，展示本科的學習成果。學生都能以普

通話表演不同形式的項目，並展示中華文化元素的題材；如合唱中國

童謠或名曲，又以話劇演譯中國名著《西遊記》或成語故事，以及朗

誦唐詩或《三字經》等，學生均能投入表演及欣賞。全體科任老師均

同意學生能認真地於表演會中作不同型的表演，有效使學生多聽說普

通話，亦能引起學生學習普通話的興趣，並認識中華文化。 

20. 視藝科於教學進度內加入有關中國節慶的藝術創作及欣賞活動，如中

秋花燈、新年掛飾或擺設、民間剪紙、民族服飾等，六年級單元設計

加入中國藝術作主題教學。根據老師的觀察，學生能認識中國文化藝

術，並發揮創意，設計具中國特色的工藝。 

21. 視藝科舉行與中國文化有關的藝術活動及比賽，增加學生對中國文化 

   藝術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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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闔家平安-館藏中國傳統民間木版畫」展覽，加深對民間木板

畫及刻畫的認識。 

 參觀「刻畫人間-朱銘雕塑大展」展覽，加深對國際知名華人藝術家

朱銘對當下生活觀察以及反思的認識。 

 參觀「構.建 M+：博物館設計方案及建築藏品」，欣賞來自香港、中

國內地、亞洲及其他地區的 35位建築師、事務所和藝術家的建築歷

史。 

 六年級學生參觀藝術館─「遨遊天地─中國瑞獸珍禽文物」 

 到藝術家工作室進行創作活動，親親社區。 

 開辦水墨畫初班及進階班 

22. 學生欣賞中樂，並配合聆聽欣賞工作紙，讓他們了解及欣賞中華傳統

的風俗文化及傳統智慧。學生在音樂聆聽工作紙的成績平均達標率為

88%。 

23. 利用音樂科壁報介紹與中樂有關的資料，根據學生問卷所得的數據，

64%學生曾閱讀音樂科壁報。科任老師可加強宣傳，於早會音樂時段提

示及報勵學生閱讀音樂壁報資訊。 

24. 安排校內校外音樂會，提供更多機會讓學生了解及欣賞中華傳統的音

樂。100%音樂科老師認為學生能投入欣賞音樂會。 

25. 電腦科與中文科合辦「詩中有畫」繪畫比賽，運用電腦技巧繪畫國畫，

並配合詩歌的意境，讓學生從中了解、欣賞中華傳統風俗文化及詩歌

的藝術特色。 

26. 電腦科設置中文輸入法挑戰站，讓學生輸入與「中國傳統的風俗文化

及傳統智慧」有關的句子，並刋載於校網專頁及「輸入法挑戰手冊」

中。根據教師的觀察及評改學生的作品，大部份學生於課堂上及中文

輸入法比賽中均表現認真、積極，並能完成各學習任務，對中華傳統

風俗文化的認識亦較學期初時有所提升。 

27. 於宗教小冊子中滲透中國傳統道德的觀念，如孝順父母、忠厚誠信、

尊師重道等，讓學生加強了解天主教與中國傳統美德是息息相關。 

    93.2%學生及 99%宗教老師同意有關資料搜集能加強學生對中國傳統 

    美德與耶穌相關的教導的認知。 

28. 於聯課活動時段進行閱讀大舞台活動，主題為「認識中國文化」，並邀

請了家長閱讀大使共同演出。 

29. 定期於圖書館以「中國傳統風俗、文化」為題，設專題圖書展覽，以

增加學生閱讀有關書籍的興趣。 

30. 定期於圖書課、讀書會、課外活動時段，引導學生閱讀以「中國傳統

風俗、文化」為題的書籍，並進行延伸活動。91%學生表示以上活動能

夠增加他們對這主題的認識。 

31. 家教會舉辦中國傳統文化─香港一天遊，參觀文化博物館，並促進家

長和教師的聯繫，87%家長表示滿意當天活動的內容及安排。 

 



 14 

反思 

1. 各科組已於課程中滲透及強化與「中華傳統的風俗文化及傳統智慧」有

關的題材，並透過多元化的學科活動及「中華文化周」等主題活動，讓

學生從不同層面認識中華文化。大部份相關工作及計劃亦告順利完成及

達標，根據學生的表現及各科組的評估報告，學生對中華傳統風俗文化

及傳統智慧的認知明顯有所提升，能達致預期目標。       

2. 整體來說，「中華文化周」能誘發學生對學習中華文化的興趣，寓學習於

遊戲。根據教師設計的問答遊戲工作紙，78%學生能取得達標成績，學

生對中華文化的認知有所提升。其中以 3-6年級之表現較佳，1-2年級或

因能力所限，部份學生未能掌握展品的內容，以致影響作答表現。日後

可考慮安排老師或高年級學生擔任導賞員，指導低年級學生閱讀及認識

展品內容。 

3. 常識科老師利用平板電腦進行「中華文化周」電子學習活動，效果理想，

能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促進學習。建議來年度繼續運用平板電腦進行

不同之主題活動，以加強教與學的效能。 

4. 整體來說，大部份學生能明白中文科教授的聖言經典，惟部份經典的內

容較艱深，低年級學生未能完全掌握，教師可預留更多時間與學生討論

相關的內容，更可鼓勵學生透過親子閱讀及瀏覽相關網站進行自學，最

重要還是引導學生於日常生活中把經典的訓言附諸實踐。 

5. 透過教師專業發展活動，老師設計課程及教學活動時會融入香港歷史、

社會發展及生態環境等知識及觀念，並加強學生對中華傳統的風俗文化

及傳統智慧的認識，引導學生思考傳統文化在生活中的意義。 

6. 來年將增加文化考察境外遊的次數，進一步加深學生對內地風俗、城鄉

建設及自然保育等各方面的認識。 

7.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教師應鼓勵學生透過自學及閱讀學習相關的知識。

教師可教授學生自學的方法及途徑，以增強學生的接觸面及積累更豐富

的學習經驗，更藉此培養自主學習的精神。 

8. 來年將以學習「中國傑出人物的高尚情操」為主題，繼續深化學生對中

華文化的認知，並鼓勵學生以傑出人物的高尚情操作為學習的好榜樣。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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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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60 73 76 79 76 426 

女生人數 70 62 78 78 71 68 427 

學生總數 132 122 151 154 150 144 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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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年度 12/13年度 13/14年度

本校學位空缺率

 

 

學生出席率   

學生出席率

99.30%98.9% 98.7%98% 99.2%99.1%

80%

85%

90%

95%

100%

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六

11/12年度

12/13年度

13/14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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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們的教師 

 

 

教師人數 

本校於 13-14年度共有教師 52人（包括校長、副校長、9位主

任、38位學位或文憑教師、1位圖書館主任、1位外籍英語教師、1

位學生輔導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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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學生輔導事宜；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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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年度

12/13年度

13/14年度

11-12年度 12-13年度 13-14年度 

51人 51人 5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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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接受專業訓練的教師  

98%

99%

100%

11/12年度 12/13年度 13/14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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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年度

12/13年度

13/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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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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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年度

12/13年度

13/14年度

 

 

 

教師的資訊科技水平 

本校教師資訊科技能力水平 

 

 

 

 

 

 

 

 

6%

36%

5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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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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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6%

8%

11/12年度 12/13年度 13/14年度

本校教師離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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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在「學與教」方面的特色 

1.課程發展 

本校已成立課程發展小組，在課程發展主任及全體教師之共同

策劃下，因應學校本身的條件、學生的特點與及各項優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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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課程發展的主要工作包括： 

1.1 本年度的目標是通過持續性評估及適時回饋教與學，改善

學生的學習。運用多元化的評估，幫助教師鑑定學生的強項

和弱點，讓學生加以改善；給予適切的回饋，使學生清楚成

功標準，令學生集中於學習目標上，提供建議讓學生改進，

加強學習效能。  

1.2 選取適當的教材，協助學生了解傳統節日習俗及其文化涵

意，從節日習俗中體會中華文化的特徵及承傳。學生並懂得

欣賞不同地方風俗，尊重少數民族文化。此外，學生能辨識

格言和故事，思考中華文化傳統美德與智慧在生活中的意義。 

1.3 優化及發展校本中文、英語及數學課程，本校參與「教育

局語文教學支援計劃」，優化三年級的中文科課堂教學，針對

學生的寫作難點，訓練學生的閱讀及寫作能力。在課室內外，

製造更多元化的英語學習機會，幫助學生掌握英語知識及運

用技巧。低年級學生參與教育局的「小學識字計劃─閱讀寫

作(第一階段)」，高年級學生則透過校本教材「Writing Task」

及「Reading Task」訓練讀寫技巧。此外，邀請專家到校，

與本校教師共同協作，於四至六年級開展「 Reading 

六.我們的學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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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me」，加強學生英文閱讀的能力。另一方面，參加教育學

院主辦「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計劃──數學科」，

邀請專家到校支援，協助一年級數學教師，思考如何調適教

學理念及策略，以善用小班帶來的機遇，優化教與學。 

1.4 推行健康校園政策─禁毒教育，透過課堂的學習和活動，

培養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及態度，教導禁毒知識，讓學生了解

吸毒的害處，幫助學生發展健康的生活習慣及掌握拒絕誘惑

的技巧。在常識、體育及成長課等學習範疇，培養健康生活

態度，提升生活技能。此外，透過一些全方位學習活動和聯

課活動，如防止濫藥講座、運動示範、跳繩強心活動，與及

參觀活動，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反吸毒活動，認識濫用藥物的

禍害。 

1.5 在課堂學習上，教師運用「合作學習」的策略，照顧學生

個別差異，進行情意教育，如建立組規、培養社交情意技能，

藉以提升學生與人協作的技巧及學習興趣。此外，教師會運

用不同類型的提問，讓學生以獨特的方式進行思考，引發學

生討論各種不同的想法及具探究性的回答。在課堂及課業

上，向學生提出開放性問題，鼓勵學生考慮多種想法，並激

發學生的創造潛能，提升高階的認知思考能力，如分析、評

量及創造能力，增進教學的成效。 

 

本校致力創設英語及普通話語境教學，藉以提升學生運用「兩

文三語」的能力。除參與「一校一 NET計劃」，邀請外籍英語老師任

教外，另額外增聘一名外籍英語老師，與本校教師協作，推動低高

年級英語教學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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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有更多聽、說普通話的機會。 

除正規課程外，本校一向著重學生在品德教育方面的培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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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會透過早會、成長課，與及運用班級經營的策略，在各學習領域

中以不同形式的活動，滲入德育及公民教育的培訓，培養學生的全

人發展。 

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亦是本校的重點關注項目之一，校方運用

學校發展津貼為學生提供多項的課餘活動及訓練課程，鼓勵學生積

極參與，發揮不同的潛能。 

為配合教育的趨勢，由本年度開始，循序漸進於低年級逐步推

行小班教學，使學生積極參與課堂活動，增強生生、師生之間的互

動。此外，提升學生的高階思考能力以及推廣福傳事工也是重點關

注項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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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差異

設計不同程度的學習活動及課業，並設有中、英、數科的課前輔導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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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參與教育局提供的「區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與基督教

勵行會合作，為學生開設課後功課導修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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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提升自信心。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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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800 元，舉辦不同的多元智能活動，開辦了非洲鼓班、外展乒乓

球班、水墨畫初班及進階班、漫畫 A及 B班、大型壁畫班、馬賽克畫

班、英語拼音班、普通話唱遊班、跆拳道班、辯論班、陶笛班、夏威

夷小結他班、毛筆書法班，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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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有更充實的學校生活。 

校方亦運用新資助模式「小學學習支援津貼」，為一些被評估為有

特殊學習需要或學習困難的學生提供額外的支援，並由教育心理學

家、駐校學生輔導員、課程發展主任、學生支援主任及多位教師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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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支援小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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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除了利用該筆津貼聘請校外的專

業組織於課餘時間為該些學生提供額外的支援及輔導服務，亦聘請三

名教學助理為該些學生提供額外的支援。教育心理學家亦會於課程、

學生訓輔及學習支援工作上提供專業意見。另外，校方亦運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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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及提升等三個範疇的支援，除

了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個別或小組訓練，亦培訓家長義工及大哥哥大

姐姐協助有需要的學生進行言語訓練。同時，言語治療師亦會入班支

援老師教學、舉辦主題月攤位遊戲及舉辦講座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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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切的支援，除了舉辦

小一加油站、數學樂滿FUN、朋輩輔導計劃及個別輔導計劃外，亦培

訓家長義工進行小一讀默寫訓練，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效能。 

另外，本校獲「新來港兒童校本支援計劃」撥款港幣 14,323.8元，

為小一至小五之新來港兒童舉辦課後適應小組，使其盡快適應本地生

活，並提升個人情緒管理的能力及自信。為提升新來港兒童的語文水

平，本校亦為 7名新來港兒童舉辦共 20節的語文輔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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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7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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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項；受惠學生多達 781人次，

備受家長及學生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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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學與評估   

    本校採活動教學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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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市場模擬購物活動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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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致力在校園裡營造有利於英語及普通話的語言學習環境，

製造機會讓學生樂於使用英語及普通話與人溝通，使學生更有信心使

用英語及普通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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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額外聘請多一位外籍

教師，與高年級的英語教師協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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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方又積極推動學生運用資訊科技進行學習，校內設有兩間設備

完善的電腦室，透過校網以及不同類型的網上學習平台，讓學生在學

校及家中均可進行學習活動，以配合時代發展的新趨勢及提升學生的

自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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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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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表現。 

教師亦會善用評估所得的资料回饋學與教，於測驗及考試後均會

進行分析會議，商討改進事宜及擬定跟進練習，並在隨後的「回饋周」

與學生訂正測考試卷，根據其學習難點提供改善建議。此外，本校亦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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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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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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上課時間分佈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數學 常識 視藝 音樂 體育 普通話 宗教 電腦 圖書/成長課 導修 學科活動/課外活動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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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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 年度     12/13年度      13/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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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21% 55.9% 79.06% 64.03% 46.70% 33.93% 

每兩星期一次 18.98% 28.1% 14.35% 21.95% 34.23% 30.58% 

每月一次 8.79% 11.9% 4.94% 12.22% 11.74% 23.88% 

少於每月一次 3.02% 4.1% 1.65% 1.81% 7.33% 11.61% 

從不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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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年度        12/13年度         13/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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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小時 7.1小時 7.25小時 7.45小時 7.01小時 7.03小時 

中文閱讀物品 7.6小時 7.7小時 7.68小時 7.9小時 7.9時 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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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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由2004年起制定並推行「全校參與」模式的融合教育計劃，建

立兼容的學習環境，藉著課程調適、多元化的教學策略和評估，照顧學

生的不同學習需要。同時，透過運用新資助模式「小學學習支援津貼」，

支援本校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本校成立了由學生支援主任為召集人

的「學生支援組」，成員包括教育心理學家、駐校學生輔導員、課程發

展主任、學生支援主任及多名教師，共同釐定及推行各種支援有不同學

習需要的學生的政策。 

本年度透過優化識別機制，及早甄別有特殊教育需要之學生及提供

適切的支援，以提昇他們的學習表現。教師透過填寫「校本言語轉介

表」，成功轉介 18名有言語障礙的學生予言語治療師進行評估，並按結

果安排治療服務。此外，在進行「及早識別和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

生」計劃期間，透過審視小一學生的測驗成績及班主任、科任老師日常

觀察，為 26名學生進行《小一學生之學習情況量表》測試，結果顯示: 

有顯著學習困難的共 6人;有輕微學習困難的共 12人；沒有學習困難的

共 8 人；有基本數學能力困難共 14 人。學生支援組就有關的學生提供

了課程及評估調適計劃、小樹苗計劃、一年級輔導班-「小一加油站」、

數學樂滿 FUN、朋輩輔導計劃、學生支援訓練小組、讀默寫訓練及課後

導修班等。透過進行學生程度測量卷(LAMK卷)，有助識別有學習困難的

學生，並為他們安排適切的輔導或服務。另外，教育心理學家為 15 名

學生進行評估工作，並為有關學生的家長及教師作諮詢和跟進服務。學

生支援組按學生的不同需要提供輔導及治療課程、課程及評估調適。 

本校為提升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習成效，運用了教育局撥款的

69萬元聘請額外三名教學助理及購置了一些教材，並向校外機構購買專

七.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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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服務。本年度於星期六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共 20次的小組

訓練，受惠學生達 122人次，有關訓練小組包括: 聖雅各福群會樂寧兒

童發展中心開辦「輕鬆讀寫樂」及「專注魔法師」、聖雅各福群會延續教

育中心開辦「悦學語文」、Creative Growth Center開辦及「情緒社交

小組」及「情緒小管家」、救世軍鑰家庭及兒童發展中心開辦個別學習

計劃。另外，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情緒小管家」課程、救世軍鑰家庭

及兒童發展中心開辦個別學習計劃。學生、家長及老師均超過八成認同

有關的輔導及治療課程能提昇學生的學習興趣、學習效能及其自信心。

另外，教學助理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個別輔導：為 29名一年

級有學習困難的學生開辦「小一加油站」及 18名小一生開辦「數學樂

滿 FUN」；設計輔導工作紙及教具；及入班照顧共 32名有個別需要的學

生學習。此外，本年度編配了 41名適合使用輔導教學模式的有特殊教

育需要學生進入課前輔導教學班，交由老師指導。 

學生支援小組不時召開會議，檢視及跟進學生的進度與所提供支援

的效用。另外，為 82名需要額外支援的學生舉行個案諮詢及「課程及

評估調適計劃」家長教師會議。 

學生支援小組全力推行「全校參與」模式的校本支援服務，並提供

了以下的安排： 

1. 為個別學生提供協作教學，在班內加強教師對學生的支援，同時豐

富教學形式和課程內容，以切合不同能力學生的需要。 

2. 為全校教師、家長及學生舉辦工作坊，邀請天主教教區教育心理學

家及香港言聽中心有限公司的專業人員與本校教師、家長深入探討

在教學上如何迎合有不同學習需要的學生；此外，也邀請家長在其

子弟接受治療時到校參與其學習；本校教師亦多次參與教統局及有

關團體舉辦的教師分享會、研討會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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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 39名需要額外支援的學生安排每星期一節的課外/午間個別學習

輔導，並優先安排他們入讀課前輔導班及課後功課導修班，及向他

們推行關愛大使計劃，以提升他們的學習能力。按個別學生的需要，

邀請學生支援小組成員、相關老師與家長一起參與訂定「個別化學

習計劃」，定期跟進學習目標及檢討成效。 

4. 為改善有關學生言語問題而購買的專業服務：就 78名被評估為言語

障礙學生而獲教育局撥款 175,800元，向香港言聽中心有限公司購

買校本言語治療服務，及添置相關輔助教材。為提高全校師生、家

長對言語治療的認識，該治療師於本校舉辦了教師、家長及學生講

座。言語治療師亦與本校四年級中文科老師共同備課及協作教學，

在課堂上教授學生思考方法、圖片描述及敍事技巧。同時，言語治

療師入班支援二、五年級學生，讓學生掌握口頭匯報技巧及基本解

難思考方法。本校於十一月份舉辦進行了「正音月」活動，由言語

治療師培訓 4名正接受言語治療的學生進行午間廣播，並設有攤位

遊戲及展板，全校同學都很踴躍參與。言語治療師亦培訓了五名學

生參加校際廣播劇比賽，取得優異的成績。此外，言語治療師培訓

了 5名家長義工，於午息時段到一年級各班進行「我都答得中」活

動，同學都很踴躍參與。根據各方反映，上述講座或活動深受師生、

家長歡迎，逾八成家長及老師認為可從該活動中獲益。 

5. 推行「生命導師」計劃，每位老師任 1名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生

命導師，透過面談、鼓勵咭、共同午膳的方式關愛學生。  

6. 透過運用「新來港兒童校本支援計劃」津貼，舉辦共 20節課後語文

輔導班，透過小組形式的補習，認識繁體字、提高學生的英語水平，

協助學生適應香港的教育制度。另外，為新來港學童舉辦遊香港活

動，以幫助學生適應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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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透過運用「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撥款$186,800開辦不同的體

育、視藝及音樂科多元智能活動，資助校內全額書簿津貼、綜援、

部分半額書簿津貼及本校按校本情況自訂「經濟困難」之學生，照

顧他們不同的學習需要和提供均等的參與課外活動機會，以發展學

生各方面的潛能。 

8. 運用關愛基金—校本基金(境外學習活動)津貼，資助經濟有需要的

學生參加由學校舉辦或認可的境外學習活動，讓他們在活動中學習

新的事物，在知識、技能或態度上有所增益，視野和學習經歷得以

擴濶。本年度共帶領 36位學生參加「台北歷史及藝術文化考察之

旅」，以增進學生個人學習經歷及擴闊學生視野。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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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修班及興趣活動，支援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功課輔導和均等參與

課外活動的機會。本年度舉辦了英語學習班、歷奇及戶外繩網活動，

以及帶領學生參觀海洋公園。 

10. 透過「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114,780，支援領取綜援、學生資

助計劃全額津貼或因家境清貧而無法參加學校舉辦的收費學習活動

的學生。本年度資助活動共 40項，受助者達 1787人次。 

 

此外，本校亦透過成長課，加強全校學生的情意教育、解難能力、

溝通技巧和處事能力。推廣合作學習教學策略，使不同學習能力的學生

都能發揮所長，並通過生命導師計劃及關愛大使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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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級別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總

數 

人數 19 24 28 25 17 24 137 

特殊

需要

類別 

 自閉症 

 言語障礙 

 注意力不 

足/過度活

躍症 

 

 

 特殊學習 

困難 

 成績稍遜 

 言語障礙 

 注意力不 

足/過度

活躍症 

 自閉症 

 

 特殊學習 

困難 

 言語障礙 

 注意力不 

足/過度活

躍症 

 自閉症 

 特殊學習 

困難 

 成績稍遜 

 言語障礙 

 聽覺障礙 

 注意力不 

足/過度

活躍症 

 中下智能 

 

 特殊學習 

困難 

 言語障礙 

 成績稍遜 

 注意力不 

足/過度活

躍症 

 聽覺障礙 

 

 特殊學習 

困難 

 言語障礙 

 成績稍遜 

 注意力不 

足/過度

活躍症 

 自閉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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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

學年有 90%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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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13人)、伊利沙伯中學(10人)、真光女書院(8

人)、九龍華仁書院 (8人)、聖芳濟書院(6人)、香港華仁書院 (1人)、瑪

利諾中學(2人)、庇理羅士女子中學(1人)、嘉諾撒聖瑪利書院(2人)、長

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2人)、香港培道中學(1人)、何文田官立中學(1人)、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2人)、賽馬會體藝中學(1人)、聖母玫瑰書院(1人)、、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1人)、德雅中學(3人) 、陳樹渠紀念中學(3

人)、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12人)、世界龍岡劉皇發中學(12人) 、基督

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9人)、鄧鏡波學校(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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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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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學生表現 

 



                                                                                        

13-14年度校際比賽成績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獎品詳情 

學術 

 

 第 65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研習社綠化我家嘉年華 

 第 14屆全港學界普通話傳藝 

  比賽 

 防火標語創作比賽 

 第一屆九龍西區小學數學比賽 

 

 

 

 

 

 

 

 

 

 第二十一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 

  匹克比賽 

 華夏盃數學比賽(總決賽) 

 

 港澳盃數學比賽 

 

 

 

 

 

 

 全港十八區小學數學比賽 

 

 粵語組 

  集誦:冠軍 

  獨誦冠軍:4A郭翠芳 

  獨誦亞軍:5D賴悅婷 

  獨誦優良獎:14人  

  獨誦良好獎:3人 

英語組 

  集誦:冠軍 

  獨誦季軍:2B黃宇恒 

  獨誦優良獎:28人 

  獨誦良好獎:4人 

  普通話組 

  集誦:優良獎 

  獨誦季軍:6D蘇曼瑜 

  獨誦優良獎:13人 

  獨誦良好獎:4人 

 最佳遊戲攤位設計大獎 

 詩詞三人組亞軍:5C李蔓怡 5D賴悅婷 5E巫淑嫻 

  詩詞二人組殿軍:6A郭海欣 6A吳宛瑩 

 優異獎:2B李建朗 5B任穎琳 

 小五組個人賽銀獎：5C李蔓怡 

  小五組個人賽銅獎：5B葉進楷  5D伍卓鵬 

  小五組個人賽優異獎：5B吳栢熙 5B陳澤禧 

                      5E吳羨怡 5E林天樺 

  小六組個人賽銀獎：6D張宇皓 

  小六組個人賽銅獎：6A鄧耀威 6A吳苑瑩 

                    6E李明縉 

  小六組個人賽優異獎：6A尤泳峰 6B陳潤民 

                      6C陳兆楠 6C羅耀熙 

                      6D蘇曼瑜 6E余穎熙 

 銀獎:5C李蔓怡   5B葉進楷 

  

 一等獎:2A洪瑋鍵  4A洪煒銘 

  三等獎:6D 蘇曼瑜 

 金獎:2A洪瑋鍵  4A洪煒銘  5C李蔓怡 

  銀獎:4A李俊鋒  4A李崇謙  4B湯倩兒 

       6A吳苑瑩  6B林紀安  6D張宇皓 

  銅獎:1E楊梓希  3C關弘俊  4A顏嘉輝 

       5D伍卓鵬  5E李蔓怡  5B劉嘉欣 

       6E李明縉  6B鍾曜祺 

SASMO銅獎:4E何晉宇 

 銀獎及智多星亞軍: 6B 林紀安 

  銀獎:6D張宇皓  6D蘇曼瑜              35 



 

 余振強紀念盃九龍城區小學數 

學比賽 

 第 38屆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認識祖國.認識香港」問答比賽 

 新地 2013齊讀好書計劃之閱

讀報告比賽 

  優良獎:9 人 

 進步獎：6A尤泳峰 6A鄧耀威 

6A吳苑瑩 6D蘇曼瑜 

 計算競賽三等獎：6A鄧耀威 6A吳苑瑩 
計算競賽二等獎：6D張宇皓 
數學競賽三等獎：6D張宇皓 
個人總成績二等獎：6D張宇皓 

 最踴躍參與獎 

 最突破框框獎:6B李俊傑 

音樂  校際音樂節 

 校際音樂節童聲中文獨唱 

 校際音樂節鋼琴 3級 

 校際音樂節鋼琴 1級 

 校際音樂節鋼琴 2級 

 校際音樂節教堂音樂(中文) 

 2013屯門區中西器樂比賽 

    拉弦組兒童組 

    拉弦組新苗組 

彈撥 A組兒童組 

彈撥 A組新苗組 

  音樂「正」能量-學校聯演 

  教堂音樂英文 13歲或以下 

 優良獎 39項;良好獎 18項 

 季軍:2B黄宇恒 

 冠軍:3C林慧瑩 

 亞軍:2B黄宇恒 

 亞軍:3E江詠翹  

 季軍 

 優異獎 11名,良好獎 5名 

  冠軍:6E董嘉慧 

  亞軍:3B尹逸暉 

  冠軍:4D梁笑盈,亞軍:6E謝雪雅 

  亞軍:3A梁笑雯 

 優良表演獎 

 優良獎 

體育  九龍西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女甲 100米蝶泳季軍:6C丘議文 

  九龍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特推鉛球亞軍:6C方柏倫 
  女乙跳高季軍:4E秦華敏 

  第 50屆學校舞蹈節體育舞蹈比

賽        

查查查 4項乙級獎 

 牛仔舞 4項乙級獎 

  第 50屆學校舞蹈節高年級中國
舞 

 甲級獎 

  九龍城區舞蹈比賽  亞軍 

  葵青區舞蹈比賽青少年組東方
舞 

 金獎 

  中西區舞蹈比賽青少年組東方

舞 
 優異獎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6E 謝美婷 

  全港跳繩挑戰賽 2014 高級組二人連鎖冠軍:5E張敏玲 5C 蔡泳茵 

  高級組二人連鎖亞軍:6A莫翠宜 6E謝美婷 

  高級組二人組合全場冠軍:5E 張敏玲 5C 蔡泳茵 

  高級組二人組合全場季軍:6A莫翠宜 6E謝美婷 

  高級組四人大繩亞軍:5E 莊佩欣 6E謝美婷 

                    5E張敏玲 5C 蔡泳茵    

  「以繩育人」計劃第三屆扶輪盃  高級組輪跳速度賽亞軍: 6A 莫翠宜 6E謝美婷 

  高級組二重跳達標銀章: 6A 莫翠宜 5E張敏玲 

  SportAct 運動獎勵計劃  活力校園獎 

  主教盃足球比賽  校長盃季軍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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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  全港兒童中秋花燈設計比賽 

 油尖旺區青年活動攝影比賽 

 源遠流長中國歷史漫畫創作比 

  賽 

 全港學校愛心填色比賽 

 

 雀巢公司 HANA-雪條設計比賽 

 Green Monday無綠不歡繪畫比賽 

 入圍獎:13人 

 優異獎:5E莊凱為 

 優異獎: 6D張宇皓 

  良好獎:12人; 積極參與獎:6人 

 冠軍:6E洪鎧   

  優異獎:4人 

 亞軍: 5A 袁彩琳 

 冠軍: 6E洪鎧 

其他  「愛的召叫與回應」經文抄錄及

召叫感想寫作比賽 
 初級組季軍:2B李建朗 

  高級組季軍:6D蘇曼瑜 

  高級組優異獎:6B鍾曜祺 

  教區宗教教育獎  5B翁倩如 6E余穎熙 5C 黄月梅 4C 陳思姸 

  四旬期愛心繪畫比賽 高小組亞軍:4E盧昕圻 
  初小組冠軍:3D布曦桐 

  四旬期愛心獎狀  全體學生 

  旺角地標命名比賽  優異獎:6B蘇灝瑩 6B陳昊鵬 

  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籌款  冠軍 

  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義賣籌款  冠軍 

  文件夾封面設計比賽  冠軍: 6E洪鎧 

  季軍: 4D張銘恩 
  優異獎:3D布曦桐 

  第五屆優秀小學生獎  6E 謝美婷 

  油尖旺區傑出學生  6E洪鎧 

  油尖旺區顯著進步學生  顯著進步獎:30 人 

  飛躍學童獎勵計劃  30 人獲獎 

  油尖旺區學生獎勵計劃  6E洪鎧、6C黃慶茵、5C張偉健 

  校園藝術大使  6E洪鎧、陳俊傑 



課外活動的參與 

 

本校學生參與校際項目人次: 

 11/12 

(學生人次) 

12/13 

(學生人次) 

13/14 

(學生人次) 

校際體育項目 135 194 142 

學校舞蹈節 142 158 151 

學校音樂節 246 122 400 

學校朗誦節 222 181 187 

戲劇比賽 15 13 15 

 

本校學生參與校際項目的參與率: 

0%

20%

40%

60%

80%

100%

11/12年度 12/13年度 13/14年度

 
                                                         

 

本校學生參與服務團隊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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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 

(學生隊員人數) 

12/13 

(學生隊員人數) 

13/14 

(學生隊員人數) 

女童軍 63 60 60 

基督小先鋒 50 35 30 

少年警訊 131 111 127 

公益少年團 47 104 123 

IT小先鋒 30 30 30 

風紀 100 100 87 

環保大使 20 20 20 

紅十字會少年團 30 30 30 

戲劇 18 15 15 

幼童軍 25 30 30 

清潔糾察 29 30 30 



本校學生參與服務團隊的參與率:  

 

 

 

 

 

 

 

 

 

 

 

 

 

 

 

 
                                                        

13-14年度學生曾參與之社會服務活動: 

活動性質 參加人數 

紅十字會少年團親子賣旗 4 

香港小童群益會賣旗 23 

香港遊樂場協會賣旗日 42 

籌辦「警民同樂慶新春」攤位活動 10 

清潔沙灘活動 60 

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籌款 853 

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義賣籌款 120 

舊衣回收大行動 20 

一人一花種植活動 150 

售賣明愛賣物會抽獎劵 853 

售賣中華聖母堂明愛賣物會遊戲劵 853 

公益金便服日 853 

惜飲惜食大行動 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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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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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回饋與跟進  
 

13-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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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學生彼此讚 

賞的文化 

 

 

 

 

 

完全達標： 

(1)秉承基督的仁愛精神，各科組於校 

  內推動不同的讚賞方式及營造機 

  會，讓校園充滿欣賞、讚美及感恩 

 的和諧文化。根據學生於活動後的 

 問卷調查結果及教師的觀察，相關 

 活動有助提升彼此讚賞的文化，學 

 生讚賞別人的次數及技巧亦較前 

 有所提升。 

(2)選取合適的班級經營策略，並於成 

  長課增設班級經營課節，本年度除 

  繼續強化情意上的經營，亦加強了 

  彼此讚賞的元素，以助促進班級和 

諧的氣氛。 

(3)課室內外壁報板設榮譽展示區，提 

  升學生對其所屬班別的歸屬感，同  

  時也有助推動讚賞文化。  

(4)由學生設計「鼓勵咭」，挑選優秀 

  的作品印製成小獎咭，除增加學 

  生的投入感外，亦激勵彼此欣賞。 

(5)推行優秀服務生選舉，藉此增加彼 

  此讚賞的機會及提升領袖生的服 

  務質素。 

(6)校本輔導活動以「讚賞」為主題， 

  讓學生懂得欣賞自己及別人，彼此 

  激勵及讚賞。  

(7)為學生提供展示作品的平台，以及 

  製作學生成就海報，展示學習成 

  果，增加彼此讚賞的機會。 

(8)撰寫表揚卡及進行以「讚賞」為主 

  題的作文比賽，提升彼此讚賞的文 

恆常開展: 

(1)、(3)、(4)、(5)、(7) 

 

  各科組以「讚賞」為主

題，透過多元化的學習

活動，於校內推動讚賞

文化。根據教師的觀察

及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學生大多明白「讚賞」

的意義及重要性，並能

於日常生活中加以實

踐。「讚賞文化」雖於校

內初步建構完成，惟必

須恆常推動，使之成為

內化的良好品德，並推

展至家庭及社會。 

 教師會以身作則，透過 

  身教及言教，多讚賞 

  學生正面的行為及良 

  好的表現，以助學生建 

  立積極正面的人生觀， 

  並增強自信心。 

 除學校層面外，家庭教 

   育亦非常重要，因此會 

   繼續加強家長教育，讓 

   家長也明白「讚賞」的 

   重要，為孩子建立良好 

   的榜樣，共同推動讚賞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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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 

 

  

部分達標： 

此關注項目沒有部份達標事項(本年

度相關之工作雖全部達標，惟情意、

品德的培育必須持之以恆，因此部份

工作將列作恆常進行。同時，亦會以

「關愛」為主題，繼續培養學生的良

好品格)。 

 

 

 

繼續為關注事項: 

(2)、(6) 

 來年將繼續透過不同的 

 班級經營活動、成長課及 

 校本輔導活動，以加強校 

 園的「關愛文化」為主 

 題，促進學生的品德培育 

 及靈育發展。 

 
利用多元化的評 

估策略，給予適 

切的回饋，讓學 

生改善學習。 

 

完全達標： 

(1) 教師透過工作坊、專業發展活

動，深化課業設計技巧、評估策

略及回饋技巧，促進學與教的成

效。 

(2)教師透過「教、觀、評」檢視教學 

  效能，從活動、課業中了解不同 

能力學生的進展。教師又於集體 

備課時，因應各級學生測考的表 

現商討針對性的改善策略及設計 

跟進練習，並於科務會議中縱向 

檢視各級學習的難點。 

(3)運用多元的評估方法，透過自評、 

  互評、教師評量、家長評量等方式 

  檢視學與教的成效。 

(4)測考後設「回饋週」，善用校內的 

  評估數據，分析學生的強弱項，並   

  設計針對性練習及作課程檢視。 

(5)運用「AQP」系統分析三年級 TSA

及六年級 PSI成績數據，以便詳細

了解學生的表現，並調整教學策

略。 

(6)運用「全港性系統評估」成績數

據，進行「躍進計劃」，幫助教師

了解學生在兩個學習階段中、英、

數三科的一般水平，並根據所得資

恆常開展: 

(2)、(3)、(4)、(5)、(6) 

 老師於課堂教學時，會

因應學生的表現給予

適切及即時的回饋，以

助改善學習。 

 於評改課業時，教師也

會給予學生適切的文

字回饋，讓學生知道自

己的學習表現及改進

方法。 

 老師在設計教學計

劃、教材及活動時，繼

續運用多元的評估方

法，透過自評、互評、

教師評量、家長評量等

方式檢視學與教的成

效。 

 教師經常透過觀課及

評課活動，互相觀摩及

交流教學心得，並共同

商討學生於評估及考

試的表現，善用評估的

數據及分析結果，進一

步提升教與學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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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制定改善學與教成效的計劃。 

 

部分達標： 

 (7)以開放性的提問技巧及適當的分 

  組教學策略，引發學生思考及探究 

  學習，並指導學生透過自評、互評 

  等方法，改善學習。 

 

 

 

繼續為關注事項: 

(7) 

 學生能透過「課業評

量」的部份進行自評，

加以反思;並透過小組

互評及自評，從不同角

度了解自己的學習成

效，惟部份學生的反思

及檢討能力仍有待改

善，老師須繼續深化學

生的自評及互評技

巧，並提供更多支援。

教師可運用異質性分

組的好處，以強帶弱，

鼓勵學生互相幫助。此

外，來年亦會以提升學

生的溝通能力為關注

事項，指導學生在小組

協作時運用適當的溝

通技巧，以發揮合作學

習的最佳效能。 

 本校獲教育局撥款推

行電子學習計劃，除增

加課堂的互動、提升學

習動機外，也方便教師

檢視學生的表現及利

用電腦系統給與即時

的回饋，進一步提升回

饋的效能。 

了解及欣賞中華

傳統的風俗文化

及傳統智慧，並

思考中華傳統文

化在生活中的意

義。 

完全達標： 

(1) 透過工作坊及實地考察，提升教 

  師對中華傳統文化及風俗的認識。 

(2) 於宗教小冊子滲透中國傳統道德 

  的特點，如孝順父母、忠厚誠信、 

  尊師重道等，加強學生了解天主教 

  與中國傳統美德是息息相關的，鼓 

恆常開展: 

(3)、(4)、(5)、(6) 、

(9)、(10)、(11) 

 各科組已於課程中滲

透及強化與「中華傳統

的風俗文化及傳統智

慧」有關的題材，並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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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勵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加以實踐。 

(3) 成長課加入以下三個認識祖國的

主題：一.了解傳統節日習俗及其

文化涵意；二.欣賞不同少數民族

的風俗文化；三.經典智慧。每課

節均播放教學短片，豐富學習內

容，並指導學生討論及了解有關

主題。 

(4) 安排多元化的週訓講題及「有品

時間」，培養學生的責任感、品德

及公民教育，教導他們時刻關心

祖國和社會。 

(5) 舉辦「台北歷史及藝術文化考察 

  之旅」，增進個人學習經歷，增加 

  對中華傳統文化及藝術的瞭解。 

(6) 舉辦「中華文化周」主題學習活 

  動，包括燈謎創作、猜燈謎、中 

  國傳統風俗及文化展覽、電子學  

  習活動、傳統杖頭木偶演出暨講 

  座、麪粉公仔製作等，讓學生認 

  識中國傳統風俗及文化。 

(7) 學生能透過報章/雜誌，在日常生

活中搜集資料─反映仁愛、孝

道、誠信、儉樸等人和事，從中

學習實踐中國傳統美德。 

(8) 聘請專業導師為學生提供毛筆書

法課程，提升學生對毛筆書法的

的興趣及認識，並舉行書法比 

   賽，讓學生認識中國文字的優美 

    特質及欣賞書法藝術。 

(9) 視藝科於教學進度內加入有關中

國節慶的藝術創作及欣賞活動，

如中秋花燈、新年掛飾或擺設、

民間剪紙、民族服飾等，六年級

單元設計加入中國藝術作主題教

學，讓學生發揮創意，設計具中

國特色的工藝。課餘亦開設水墨

畫班，深化學生對國畫藝術的認

過多元化的學科活動

及「中華文化周」等主

題活動，讓學生從不同

層面認識中華文化。大

部份相關工作及計劃

亦告順利完成及達

標，根據學生的表現及

各科組的評估報告，學

生對中華傳統風俗文

化及傳統智慧的認知

明顯有所提升，能達致

預期目標。       

 常識科老師利用平板

電腦進行「中華文化

周」電子學習活動，效

果理想，日後將繼續推

動電子學習活動以進

行不同之主題活動，引

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促

進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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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工作之成效詳見本報告 P.5-14 

 

識。 

(10) 讓學生欣賞中樂，並配合聆聽

欣賞工作紙，使學生了解及欣賞

中國傳統樂曲，並利用音樂科壁

報介紹與中樂有關的資料。安排

校內校外音樂會，提供更多機會

讓學生欣賞中國傳統的音樂。 

(11) 定期於圖書館設專題圖書展覽

及早會推介，以增加學生閱讀中

國傳統風俗、文化為題的書籍的

興趣及機會。 

 

部分達標： 

(12) 選取古代啟蒙經典編印成小冊

子，鼓勵學生欣賞及自學，思考

傳統的智慧在日常生活中的意義

和實踐的方法，惟部份經典的內

容較艱深，低年級學生未能完全

掌握，教師需花較多時間與學生

討論相關的內容。日後可繼續鼓

勵學生透過親子閱讀及瀏覽相關

網站進行自學。 

 

 
 

 

 

 

 

 

 

 

 

 

 

 

繼續為關注事項: 

(12)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教

師應鼓勵學生透過自

學及閱讀學習相關的

知識。教師可教授學生

自學的方法及途徑，以

增強學生的接觸面及

積累更豐富的學習經

驗，更藉此培養自主學

習的精神。 

 來年將以學習「中國傑

出人物的高尚情操」為

主題，繼續深化學生對

中華文化的認知，並鼓

勵學生以傑出人物的

高尚情操作為學習的

好榜樣，於日常生活中

加以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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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來年的關注事項(2014-2015): 
 

1. 提升學生彼此關愛的文化。 

 

2. 提升學生的社交技巧，學生能適當地運用情意社交技能於協作

學習中，加強自信心。 

 

3. 學習中國傑出人物的高尚情操；認識中國歷史發展，加深學生

對祖國的認識。 



收入$ 支出$

1,617,9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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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4,500.80                  1,276,808.74              

- 消減噪音津貼 338,298.00                    137,745.43                 

-

科目津貼(包括普通話津貼及公

民教育津貼等) 16,974.00                      9,375.60                     

- 學校及班級津貼 474,727.56                    684,463.54                 

- 培訓津貼 7,867.00                        7,850.00                     

- 學校課程發展津貼 52,530.00                      72,525.31                   

-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372,817.00                    368,631.00                 

-

其他津貼(包括補充津貼,增補津

貼,升降機保養津貼等) 181,035.00                    147,731.01                 

一般範疇 小結: 2,768,749.36                  2,705,13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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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的天

空、課後學習支援、語言治

療、額外輔導津貼、學習支援) 1,365,772.00                  1,387,389.10              

- 有關廣泛閱讀計劃津貼(中,英) 15,540.00                      15,529.50                   

- 學校發展津貼 716,464.00                    694,830.33                 

-

其他津貼(包括電子學習學校支

援計劃、提升網上學校行政及

管理系統津貼) 474,400.00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支援津貼 530,000.00                    21,000.00                   

EEGS 206,000.00                    208,543.40                 

特別範疇 小結: 3,308,176.00                  2,327,292.33              

(2) 家具及設備津貼 248,670.00                    247,040.60                 

政府基金 總計: 6,325,595.36                  5,279,46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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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179.21                 

學校津貼 (一般津貼) 小結: 259,666.00                    454,179.21                 

6,585,261.36                  5,733,642.77              

2013-14 年度總盈餘 851,618.59                    

2013-14 年度累積總結盈餘 2,469,53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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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