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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辦學宗旨 

1.1【學校宗旨】 
本著基督精神，以【孝悌忠信、服務人群】為校訓，培養學生優良品德、愛

心及責任感，發展身心健康，鼓勵勤奮上進與學習，達致建立穩固的初等教

育基礎。 

 

1.2【學校目標】 

1.2.1 認識基督真理，熱愛生命，服務別人。 

1.2.2 具備良好的語文基礎，讓語文成為思考和與人溝通的有效工具。 

1.2.3 認識數學和應用數學。 

1.2.4 認識美術和音樂藝術，增強創作及欣賞能力。 

1.2.5 熱愛體育活動，並建立良好的體育精神。 

1.2.6 應用資訊科技，使學生能投身以科技為本的社會。 

1.2.7 認識自己、家庭、社會及世界，以及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 

1.2.8 建立正確的自我價值觀。 

1.2.9 愉快、有效及有信心地學習。 

1.2.10 具求知的熱誠，終身學習。 

 

1.3【校訓】 
   「孝悌忠信、服務人群」 

 

（二）我們的學校 

2.1.學校簡介 

2.1.1 本校為聖公會聖匠堂屬校，創校於一九七四年，校舍樓高六層，有標

準課室 18 間、視藝室、音樂室、英語室、社工室、中央圖書館、電腦

室、學生活動室(舞蹈室)、禮堂、籃球埸、小食部。 

2.1.2 由 1995 年 9 月起轉為全日制津貼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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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學校設施 

學校設施 房間數量 學校設施 房間數量 

課室 18 禮堂 1 

中央圖書館 1 校務處 1 

英文活動室 1 操場 1 

電腦室 1 音樂室 1 

教具室 1 視藝室 1 

多用途活動室 1 護理室 1 

社工室 1 小食部 1 

 

2.3 學校特色 

2.3.1 所有學生在各學習領域有均衡發展機會。 

2.3.2 學生喜愛校園生活，對學校有強烈歸屬感。 

2.3.3 本校教師專業，常作教學交流，協作討論，並具有自評意識，不時檢 

     視工作成效和力求改進。 

2.3.4 家長熱心參與學校工作，為學校提供各方面的支援。 

2.3.5 全校學生分為四社：信、望、愛、恩，以增進師生歸屬感。   

 

2.4 對學生的期望 

透過課程改革的四個關鍵項目（品德教育及公民教育、推廣閱讀風氣、專

題研習、運用資訊科技），讓學生能全面掌握八個學習領域的基礎知識，擁

有九種共過能力，在基督教教育的陶造下，啟發他們的潛能，讓他們拓展

有意義的人生。 

2.5 學校管理 

   本校自一九九七年九月開始推行校本管理，在校董會下設立校政諮詢議會。

校董會每年三次會議，共同釐訂學校的發展項目，審批財政預算、人事安排

及檢討工作成效，透過會議，促進學校的持續發展，並提高學校管理的透明

度及問責性。 

 

2.6 校董會成員 

辦學團體校董 校長校董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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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班級組織 
開設 10 班；另設 2 班加強輔導班。各班分佈如下:    

年級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加強 

輔導班 總數 

班數 3 2 1 1 1 2 2 12 
 

 
2.8 教師資料 

2.8.1 教師數目 
 校長 副校長 本地教師 外籍教師 總人數 

數目 1 1 19 1 22 

校長 1 位，編制內教師全職教師 19 位，編制外全職教師 1 位，外籍英語教

師 1 位，社工 1 位，教師助理 1 位，IT 技術員 1 位，文員 2 位，全職工友

3 位，兼職工友 2 位。 
 

2.8.2 教師資歷 
教師獲得的最高學歷 

      碩士學歷以上 學士學位 專上非學位 中六/七 中五或以下 

百分比 13.6% 95.5% 4.5%  0 0 
 

已接受專業訓練的教師 

       已接受專業訓練的教師 

百分比 91% 
 

 

2.8.3 教學經驗 
教師教學年資 

 0 至 4 年 5 至 9 年 超過 10 年 

百分比 32% 14% 54% 

 
 
2.8.4 專業發展 
本年度進修總時間約 906.5 小時，平均每名教師進修時數達 41.2 小時。進修

範疇包括教與學、學生發展、學校發展及專業群體關係及服務。由於本校教

師一向著重教學素質，因此進修範疇以教與學最多，但其他範疇也有相當份

量。 

 
 

 



聖匠小學學校報告 2012-2013  6 

 

（三）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1.學校周年計劃 2012-2013 
 

關注事項 1：完善學校的行政架構，提升團隊精神 

策略/工作 成就 反思及建議 

1. 檢視及精簡

學校行政架

構，提升學

校管理效能 

 能訂立清晰明確及以校

情為本的組織架構，規劃

科組分工及協調工作。 

 有編寫行政手冊，使行政

程序制度化。 
 清晰界定各行政人員的

權責，強化科主任/級組

長領導本科的發展 

 需製作一套校本的行政

手冊，詳細列明各項行政

工作內容，使之系統化。 

2. 扶助教師成

長，讓教師

發展潛能 

 安排富經驗的行政人員

或教師輔助新任科主席

及新入職教師，以舊帶

新，讓彼此互助成長。在

教學上，安排同儕觀課，

讓老師彼此交流教學法。 

 仍需加強監察及輔導教

學經驗淺的老師。如學期

初查簿、觀課、評課以了

解老師工作成效，及鼓勵

老師改進。 

3. 鞏固教師的

團隊精神 
 有定期舉行教師之間的

分享及聯誼活動，增加教

師對學校的歸屬感。 
 每月召開一次行政會議

及校務會議，校長平時亦

常跟老師溝通，收集教師

意見，增加溝通渠道。 

 在鞏固教師的團隊精神

的建立方面仍有進步空

間，例如增辦一些聯誼活

動以增加溝通機會。 

 

 

關注事項 2：優化課室策略，提升教學效能，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精神。 

策略/工作 成就 反思 

1. 改進提問

技巧 
 中英數教師經常透過不同

層次的提問技巧，促進學

生的學習，並透過同儕觀

課，互相交流，監察成效，

從而優化課堂教學效能。 

 本年度延續課程改革，優

化課堂教學。首先，繼續

 「提問技巧」並不能透過

一兩年就可以熟習，必須

經過不斷反覆實施和驗

証，因此作為提升專業的

技巧，建議下次繼續深

化。 

 各科已初步訂定其科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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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英、數三科進行課

程優化及規劃，商討課室

策略，設計校本單元。 

 中文科圍繞新詩主題在一

至六年級設計校本單元，

透過集體備課，配合同儕

觀課及評課，以及詩歌比

賽以豐富教學的成果。 

 英文科實行 PLP-R/W，每

週同共備課，與 NET 

Teacher 合作，成效顯著。 

 數學科參加了 EDB 內地教

師交流計劃，每週研課、

觀課及評課，科組老師高

度認同是次合作的成效。 

 其他科在校長及課程主任

的指導和引領下都能按校

本課程架構，進行課程調

適，配合學生的學習需要

和學習進度。 

 中、英、數、常各級教師

設計「不同層次的問題」。

在考績觀課中發現，教師

多有嘗試在課堂中運用先

前培訓的「提問技巧」進

行教學。 

 從 KPM 問卷數字上反映，

學生對教學觀感整體觀感

都在「4.2」分以上，其中

「課堂上，老師的問題具

啟發性。」及「課堂上，

老師經常讓我們探索問

題。」平均數都是 4.25。由

此可見，今年度的施行策

略（「課堂裡，刻意進行分

層次提問；利用「延緩，

開放式討論等方式進行討

論及分析問題」具成效。 

的課程縱線架構，惟仍需

進一步修訂，以配合學生

的學習能力的需要。 

 教師非常用心設計課

堂。然而，仍需加強有關

照顧學生學習差異的課

堂設計。 

 學生中數常的表現不

俗，成績與去年相若；英

文科亦有進步，但仍需努

力，以提升學生的整體成

績。 

 為了讓學生能應付公開

試，應加入 PS1 的學習元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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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照顧學習

差異，加

強學習支

援 

 教師能利用小班的學習環

境，適時使用「合作學習」

的策略，進行課堂活動。 

 為 SEN 學生調適課程及課

業的要求。測考時間，會

抽離學生分開進行評估。 

 在「設計不同類型、富趣

味性、啟發性的課業，引

起學生的學習動機」方

面，仍須改進。 

3. 學生的探

究能力得

以提升 

 常識科引入探究式解難活

動、開放式提問、小組討

論及匯報。 

 已建立有系統的專題研習

學習重點。 

 其他科目可嘗試引入探

究式活動。 

 常識科要逐年實現「專題

研習學習重點架構」的學

習要求。 

4. 改善學生

的學習 

 為鞏固學生的閱讀習慣及

提升學生從閱讀中學習的

能力，各科組為學生設計

閱讀學習活動（中、英文

科：購買指定閱讀材料著

學生閱讀，數學科有閱讀

工作紙，常識科每周剪報

等），為學生提供大量閱讀

機會，擴闊學生的閱讀層

面。學生的閱讀量有明顯

的增加，學習表現亦有顯

著的進步。 

 圖書館須添置新圖書，豐

富館藏。 

 早會時間宜加入「老師好

書推介」，提高學生閱讀

興趣。 

 

 
關注事項 3：深化基督教教育，培養學生品德情操，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策略/工作 成就 反思 

1. 學生能明白

聖經的道

理，能愛主

愛人 

 

 學校榮獲「關愛校園

獎」，表揚學校本著基督

精神關懷學生，從而培養

學生品德情操。 

 本年度本校按照聖公會

基督化教育的理念和方

向，重整了校本架構，在

早會時間使用聖公會禮

儀進行崇拜，並每周一次

邀請校監或牧師主持早

會。其餘早會時間，校長

及老師會分享以品德為

 如何在學校深化基督教

教育，仍有很大的進步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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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信息，與學生分享信

仰及做人道理，建立學生

正確的價值觀。 
2. 發展學生的

體藝潛能 

 引入更多體藝興趣活動

及為學生提供活動資

助。相比去年，學生在音

體藝方面都頗有成就。 

 要注意活動的質和量，以

免學生參加太多活動，影

響學習。 

3. 學生能自律

守規，尊重

師長及互相

關懷 

 邀請教育局同工舉行班

級經營講座，教授班級經

營的做法。又安排兩個月

一次的班會，讓班主任和

學生有更多溝通的機

會，凝聚學生對班級的歸

屬感。學期初舉行班級經

營分享會，著老師分享自

己的經驗，促進教師專

業。 

 舉辦講座和成長課教導

學生社交技巧，處理個人

情緒的方法。 

 推行校本輔導活動，例如

秩序比賽、清潔比賽、品

格之星，培養學生能自律

守規的精神。 

 隨著擴班，須更深化班級

經營，以避免流於形式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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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程組 2012-2013 

 
關注事項 1：優化課堂教學，照顧學習差異。 

成就 

 教師在共同備課會分析教學內容，設計不同的教學活動，照顧學習差

異。 

 透過同儕觀課，教師反思及優化教學設計與策略，建立團隊協作文化。 

 常識科科主席在共同備課會中檢視專題研習縱向架構，為不同年級的

學生擬訂研習技能、共通能力等不同要求。 

反思及建議 

 課程組需要進一步釐清照顧學習差異的策略是對應學校層面、課程層

面、課堂教學層面或是學生層面。 

 各科宜深入探討如何在教學中照顧學生差異的策略，讓不同能力的學

生達到「優差並進」的目的。 

 因各科尚於初步探究階段，本年度未落實推行分層課業，明年將運用

分層課業以照顧差異。課業形式可多樣化，就相同課題擬不同層次的

問題，或於相同層次問題中，加入不同程度的提示。 

 據課堂觀察及家課表現，學生的自學能力需進一步提升。建議各科善

用網上學習資源，讓學生進行自學活動。 

 

關注事項 2：建立專業交流支援系統 

成就 

 教師在共同備課會議及學科會議上交流、分享和反思教學設計，提升

專業能力。 

 「內地老師交流計劃」數學科，教師定期與內地交流人員探討不同的

課堂鋪排、教學策略及解讀應用題的技巧，改善了教學成效。 

 英文科在一年級推行英文閱讀及寫作計劃 PLP-R/W，課程透過閱讀英

語故事、拼音遊戲及唱歌等多元化活動，提高了學生閱讀的興趣及讀

寫能力。 

 學校參加了專業發展學校計劃，五位教師到英華小學參觀校園及觀

課。觀課後藉著交流會，老師們分享了校本課程特色和教學經驗，促

進教師專業發展。 

 中文科以詩歌創作為課研主題，教師在共同備課會中分享教學理念和

設計，透過討論調適教材，從學生的角度去設計學習活動，以配合學

生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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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及建議 

 課程組宜因應學校發展的需要為全體教師舉辦不同的講座及工作坊，

讓教師能好好裝備自己。  

 除了在周五以科目及主題安排共同備課時間外，宜編排同級老師在「空

堂」進行共同備課，讓教師可靈活運用時間和空間進行備課。建議明

年以照顧學習差異策略為討論重點。 

 建立「校本學與教資源庫」，並定時更新內容，促進學與教的經驗分享。 

 在學生層面，透過學習平台將學習內容提供給學生，以提高學生的自

學能力。 

 

3.訓輔組 2012-2013 
 

關注事項 1：培養學生做個自律有禮的人。 

成就 

 設定級訓導老師，能協助班主任及時處理各班同學。 

 聖匠之星計劃支援充足，讓學生得到適切的鼓勵。 

 秩序比賽、清潔比賽及聖匠之星計劃能夠提升學生品格，提高學生的

參與度。 

 講座題目適切，能配合學生需要。 

 學生遇見老師會禮貌地點頭打招呼。  

反思 

 秩序比賽、清潔比賽的評分準則宜再三思，考慮公平性。 

 受訓的風紀都很有禮貌，但個別風紀卻不盡責。 

跟進建議 

 風紀遲當值，常交談，勸同學時太大聲，要注意態度、聲線，儀容欠

佳；一放下風紀帶便變回過份活潑的學生。 

 成長課及週會的次數安排可以平均分配。 

 低年級學生喜歡奔跑及大聲說話，宜加強教導。 

 建議於下年度加強風紀訓練，培養他們的責任感。 

 建議下年度設立主題，如「尊重」、「生命教育」，以主題形式推行各種

活動。 

 功輔班學生到 5：30 仍不願離開，家長不準時接學生。 

 雨天放學安排需要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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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文科 2012-2013 
關注事項 1：持續推行教師專業發展，強化課堂設計及教學技巧， 

以提升學生語文能力。 

成就 

 書法工作坊：本科組老師皆感謝萬雪兒老師的指導及認為其成效極

佳。因老師已接受專業培訓，能給予學生更清晰、更高的要求；又能

具體指導學生該如何寫才寫得好看。 

 新詩工作坊：能幫助到老師備課和教學。 

反思及建議 

 建議列明培訓時間，如下年度 9 月初舉辦書法工作坊、朗誦技巧工作

坊。 

 經過兩年的實踐，教低年級的老師都認為小學一至二年級應重點訓練

硬筆書法，不應太早進行毛筆書法。 

 

關注事項 2：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提升學生語文的能力。  

成就  

 一至六年級下學期大約利用了一至兩個月時間設計「新詩創作單元」，

成效理想，全體老師均認為對提升學生語文能力有顯著幫助。透過比

賽，老師能引導學生寫作，同學之間透過詩歌欣賞，互相觀摩，直接

提升了鑑賞能力及寫作能力。 

 各級下學期已設計一個新詩教案及教材 PPT，成為校本教學資源。 

反思及建議 

 建議下年度必須列明所有教案的呈交日期，以提高執行力。 

 因為具體的計劃並沒有做好，因此好書推介的成效欠佳。建議下年度

以早會形式進行好書推介，如能配合圖書科更佳。 

 由於學生一學年須進行二十次寫作（未包括隨筆、補充），老師認為學

生越做越欠動機，效果不理想。建議下學年起，三、五、六年級的寫

作教學宜聚焦在 TSA 和 PS1 的模式上，讓學生有更清晰的學習目標，

讓老師有更明確的教學及評估方向。整合上一個學年的 TSA 實用文、

記敘文及說明文，還有 PS1 的短文寫作，按各項的評估重點及 TSA 年

度報告作綜合分析，平均佈置在新學年的全年進度中進行教學。至於

二年級下學期則開始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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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3：透過不同的趣味語文活動，增加學生接觸語文的機會， 

並養成學生良好的品德。 

成就 

 童詩創作比賽反應熱烈，無論低年級或是高年級學生都非常著意是次

比賽，希望獲取佳績。老師皆認同學生的作品水平優良，比賽亦有助

提升學生對語文的興趣。 

反思及建議 

 趣味語文壁報遊戲：老師認為未能引起學生關注，估計原因是該活動

設計只展示了一塊展板，並沒有任務著學生完成。建議下年度製作工

作紙，讓全校學生必須完成，並交給中文科任批改。一方面令學生知

道中文展板的動向，一方面能確保活動的成效。另外，本組老師建議

下年度的主題如下： 

製作一塊有 100 個字詞的展板，不同級別有不同主題，例如一年級找最

多的包圍字、二年級找最多的名詞、三年找動詞，如此類推。 

 本學年沒有落實中華文化週的推展日期，結果該活動並沒有展開。本

科組老師均贊成下年度要落實推行。暫建議以「節日」為主題，於下

學期一、二月推出。 

 

5.英文科 2012-2013 
關注事項 1：To promot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by introducing different 

teaching strategies.  
成就 

1. P.1 PLP-R/W 
- The use of big books can enhance teachers’ shared reading skills 
and students’ reading ability. 

- Students could recognize most of the HFWs (High Frequency Words) 
taught in each unit, helping them with the reading. 

- School-based book leveling is done to find out students’ reading 
level. It can cater for learners’diversity. 

2. Teachers’ training  
- Regular co-planning meetings and workshops can enhance teachers’ 
teaching effectiveness.  

3. Remedial Class  
- It can help with students’ learning through the design of school- based 

worksheets.  

反思及建議 

1. Parents’ workshops on HFWs and shared reading skills can be done in 
the next school term  (13/14).  

2. Reading system for P.3/P.4 will be introduced to promote reading.  
3. Readers for P.1-6 will be used to enrich teaching an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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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2：To develop a school- based phonics curriculum  
成就 

1. KS1 Students’ phonetic skills have improved with the use of big 
books( P.1)and school-based reading curriculum ( P.2/ P.3)  

反思及建議 
1. KS1 Students were not familiar with the vowel sounds ( a, e, i, o, u) 
2. Parents’ workshops on phonics will be done in the next school term 

(13/14) 
 

關注事項 3：To develop a school-based grammar curriculum   
成就 

1. Grammar items are taught through the use of relevant text types, 
helping students acquire good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language is 
organized and applied.  

反思及建議 
1. Enrichment on worksheets by using various text types.  
2. More practice can be done to develop students’ analytic skills.  
3. Practice on the use of vocabulary can be included in the worksheets 

and FA(Formative Assessment).   
4. Wordlists will be introduced in the next school term (13/14).  

 
關注事項 4：To promote a school-based English environment 
成就 
1. Various activities such as English week, Excursion to Ocean Park, 

Joint-school activities with St. Paul’s Co-educational College were 
organized to promote a school-based English environment.  
They could increase students’ interest and confidence in learning 
English.  

反思及建議 
1. English Passports will be introduced to further enhance students’ 

engagement in learning English.  
2. Good use of English boards in the hall and English Room – Display of 

games and students’ work.  
 
關注事項 5：To promote process writing 
成就 
1. Good use of process writing can develop students’ editing skills. 

反思及建議 
1. It is quite challenging for P.3 students (13/14). It will be introduced in 

2nd term of the next year.  
2. No. of writing pieces will be reduced to 2 per school year due to the time 

constra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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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數學科 2012-2013  

 
關注事項 1：持續推行教師發展活動，强化教學技巧，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成就 

 「內地教師交流計劃」透過分級備課會、分享會及觀課，讓老師認識中

港兩地的課程差異，藉此知己知彼，互相欣賞及學習，老師獲益良多。 

 這計劃可讓老師學習不同的課堂鋪排、多元化的教學技巧(如：一題多解)

及解讀應用題的技巧，以提升教學效能，老師亦嘗試於課堂運用。 

反思及建議 

 參考「周年計劃」內列出的成功準則，以評估目標的達成程度，基於評

估結果，就策劃、推行和評估過程總結經驗和反思，在可能的情況下，

提出改善建議。 

 明年，嘗試落實內地交流老師的建議，例如：用線段圖以解應用題、背

誦不同的數表，於課堂教授及著學生背誦。 

 優化工作紙內容，例如：加入線段圖練習及應用題溫習工作紙，以鞏固

基礎訓練及提升學生的審題能力。 

 於課堂，多嘗試以學生主導尋找知識，多以多元化感官教授不同課題。 

 

關注事項 2：透過參加不同的數學比賽，提升學生的自信心、數學語言及解難

能力。 

成就 

 學生喜歡 IQ 題比賽，討論氣氛濃厚。 

 四次 IQ 題比賽中，五、六年級約七成學生答對三次或以上。 

 學生喜歡閱讀工作紙，可讓學生認識課外的數學知識及加強學生的數學

語言。 

 校外比賽可讓學生增廣見聞，擴闊視野。 

反思及建議 

 在給予 IQ 題時，老師須給予學生適當提示，讓學生更容易掌握及計算，

以找到答案，明年可繼續。 

 長遠來說，奧數訓練需加強及更有系統地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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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常識科 2012-2013 
 

關注事項 1：促進教師專業發展，活用學與教策略。 

成就 

 共同備課:全年共進行六次共同備課。上學期以專題研習為討論重點，下

學期則以討論科學探究和戶外學習為主。教師在備課會中共同商討研習

主題，設計教學活動，找出學習難點等，加強教學策略的討論和設計。 

 同儕觀課:老師在共同備課會上選出一單元或主題設計教學計劃，並互相

觀課，作出回饋來改進教學。同儕觀課有利於增加教師在學與教的體驗。 

反思及建議 

 兩個不同級別的教師進行共同備課具挑戰性，各級有不同的課題和教學

內容。 

 同儕觀課宜訂定明確的觀課重點，如提升學生批判性思考能力的策略。 

 

 

關注事項 2：透過探究活動加強學生批判性思考和研習能力，並培養學生關心 

社會的態度。 

成就 

 時事新聞:學生對時事新聞感興趣，會專心聆聽老師的分析。剪報及「讀

後感」能提升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 

 專題研習:學生研習的技能(如六何法、設立問卷技巧等)及批判性思考等

能力得以提升。 

 科學探究:學生進行科學探究時表現積極。 

反思及建議 

 四、五年級同學未能選出「合適」的時事新聞，教師需多花心思指導學

生如何選取合適的剪報材料。建議四、五年級上學期由老師派發指定的

時事新聞。 

 現時的剪報簿行距較窄，學生較難書寫，建議設計剪報小冊子。 

 於設計科學探究工作紙時，可加入探究日常生活事物的部份，以提升學

生的探究能力。 

 進行專題研習過程中，發現學生在綜合資料方面的能力較弱，未能整理

網上資料，宜加強學生在整理網上資料的能力。 

 學生的資訊科技能力不足，有些學生未能自行完成專題研習簡報，老師

要花很多時間指導學生。建議可配合電腦科進行相關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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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3：透過全方位學習活動，培養學生的主動學習精神。 

成就 

 戶外學習日:學生於活動中表現投入，積極參與。 

 參觀地點的導賞活動能提供相關的專業知識，能提高學生的興趣。 

 學生能完成戶外學習課業。 

反思及建議 

 戶外學習日可考慮改為在戶外學習週內，以增加預約參觀地點的靈活

性。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的人流太多，學生未能仔細參觀展品，只能到人流

較少的地方觀看影片，建議可彈性安排各級的參觀日期，如設立戶外學

習週或高低年級於不同日子參觀。 

 有些參觀地點沒有導賞服務，老師講解時較為吃力，建議盡量安排有導

賞。 

 預留更充分的時間去預約參觀地點。 

 

 

8.視藝科 2012-2013 
關注事項 1：透過課堂評賞的活動，加強學生欣賞藝術作品的能力，從而培 

養學生欣賞別人的態度。 

關注事項 2：透過多元化的教學策略，提高學生繪畫的能力。 

成就 

 低年級學生已有個人的視藝袋，學生的視藝工具齊備。 

 大部份學生的視藝水平日漸提高。 

反思及建議 

 於進度表中增加網上連結，以便日後教師參考相關課題的資料。 

 建立學生作品資源庫，以便教師參考學生佳作，而作品可以年級／類型

分類。 

 可因應各級學生的能力和興趣增加 1-2 節的評賞課，培養學生的評鑑能

力。 

 集中培養低年級學生的基礎視藝技巧，例如：剪紙、填色。 

 建議於禮堂和視藝室外的走廊增加壁報板展示學生佳作，於三、四樓前

梯增設透明膠櫃展示學生的立體作品。以營造學校的氣氛。 

 建議展示的學生作品，至少兩個月更新一次，各科任老師需選擇佳作交

與科主任。 

 除了參加校外的繪畫設計比賽外，建議增設校內填色比賽，以加強學生

對繪畫的興趣。 

 建議高年級的學生可參加寫生活動，例如：花卉展的寫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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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普通話科 2012-2013 
關注事項 1：透過不同學習經驗，發展學生的普通話語言能力，增強學生 

的自信心。 

成就 

 學生在參與校外比賽(校際朗誦節)的過程中，能提高自信心和朗誦普通

話的技巧。本年度共有七位同學參加校際普通話朗誦比賽，六位獲得優

良獎狀，一位獲得良好獎狀。 

 高年級同學樂意擔任普通話大使，於午息教導一年級同學朗讀課文。 

反思及建議 

 高年級學生擔任不同的職責，事務繁忙，較難抽時間指導低年級同學。

建議在班中邀請能力較高的同學擔任「小老師」，指導同學朗讀課文。 

 建議科任老師參加普通話朗誦技巧工作坊，以提高教授學生朗誦的技

巧。 

         

 關注事項 2：營造語言環境，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 

成就 

 一、二年級課室張貼了漢語拼音字咭，教師在課前與學生朗讀字咭，學

生能準確地朗讀。 

反思及建議 

 大部分學生的普通話語言能力不錯，只是稍欠自信心。因此，明年關注

事宜在增加學生自信心方面須下功夫。 

 除了在課室張貼漢語拼音字咭外，建議在校園其他地方張貼漢語拼音標

語，營造合適的語言環境。 

 

10.電腦科 2012-2013 
關注事項 1：優化電腦課堂教與學的質素，提升學生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 

幫助他們自主學習 。 

成就 

 運用互動電子書上課，讓師生更了解電腦科課程的架構及教學重點。電

子書中豐富的資源如：影片、操作示範、遊戲能有助提升教與學的質素。

當未能在課堂上完成習作時，部份自律、認真的同學能自行登入電子書

重溫及參考操作的步驟，能間接提升他們的自學能力。 

 「課堂小助手」能有效協助老師照顧班上能力稍遜的同學，表現積極。 

 老師均出席了本科專業培訓課程，加深了對 E-Class 平台及資訊素養教

學的認識。 

反思及建議 

 老師應在學期末頒發獎狀表揚表現積極的「課堂小助手」，藉此加強他

們的成就感及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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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網絡及付費的問題，本年度未能推行網上 E-Learning 的閱讀計劃。

下個學年英文科將在三、四年級試行 RFU 閱讀計劃，建議電腦科與英文

科合作，運用每次兩課節連堂的電腦課，讓學生利用十分鐘時間在網上

進行有關的活動。同時，電腦科老師應在學期初集合各科的網上學習及

閱讀資源設定一個 E-Learning 的資源庫，讓學生共同在電腦堂學習瀏覽

專題、報章等網頁，增加學生透過互聯網自學的能力。 

 老師難以檢視學生能否主動瀏覽網頁延伸課堂所學及其自學情況。 

 

關注事項 2：培養學生建立使用資訊科技的正確態度與習慣。 

成就 

 老師在課堂上有配合課文與學生分享資訊科技素養的課題，本科也有就

學童沉溺上網的問題舉辦全校性的學生及家長專題講座，學生及家長的

反應積極、投入。 

 老師有定時更換電腦科壁報板的內容，張貼與網上學習資源及資訊科技

素養相關的資訊，同學能從中得益。 

反思及建議 

 現時電腦室的壁報用於展示各級同學的佳作，但老師發現同學不會刻意

去欣賞，因此，建議定期把同學的佳作張貼於禮堂的壁報供學生、家長

欣賞，而電腦室的壁報適宜張貼電腦室守則或相關的海報。為了讓各級

同學更明白遵守電腦室守則的重要性，建議在學期初推行各項設計電腦

室守則的活動，如標誌填色、標語創作等，並把同學的成果張貼在電腦

室的壁報上。 

 

 

11.資訊科技組 2012-2013 
 

關注事項 1：透過學習及服務活動，建立良好的生活方式，培養學生自理 

能力及正確的價值觀。 

關注事項 2：搜尋及推介豐富的數碼學習資源給學生，並優化電腦科的教與 

學的質素。 

關注事項 3：改善多媒體教材資料庫，以提供更方便的學與教資源。 

成就 

 預防沉迷上網講座，能介紹善用互聯網及時間控制的方法，學生有得

著，而且家長的回饋也正面； 

 學校舉辦的家長電腦班有成效，讓家長對電腦的應用有進一步的認識； 

 電子書的資源豐富，方便老師教學，增加學生學習興趣； 

 以電子書輔助教學，有聲有畫，進行不同感觀的學習； 

 更換有問題的電腦極有效率； 

 優化學校網頁及電腦設備之工作，有助提升教學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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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及建議 

 教員室電腦經常出現故障(慢及當機) ，宜改善； 

 部分課室的電腦於播放影片時，常出現不流暢的情況，宜改善。 

 上網速度有待提升，宜改善； 

 部分投影機的影像大小與拉幕的大小不一致，宜改善。 

 

12.音樂科 2012-2013 
 

關注事項 1：透過學習活動，提升課堂上的教與學。 

成就 

 在課堂上加入校本工作紙，能鞏固低年級學生的聆聽技巧以及高年級

學生的樂理知識。 

反思及建議 

 建議除了校本工作紙，亦可制定校本的開聲和視唱練習，讓老師能以

統一的方法提升整體學生的歌唱技巧。 

 由於音樂課時間有限，老師可針對學生較弱的部分制定工作紙。 

 

關注事項 2：透過參加校外音樂表演與比賽，培養學生欣賞音樂的興趣和提 

升自信心。  

成就 

 透過參加校際音樂節和獻詩活動，學生能學習比賽和表演的態度和禮

儀，並明白團隊精神。 

 透過音樂欣賞活動，增加了學生對音樂的認識及享受音樂帶來的樂趣。 

反思及建議 

 建 議 每 年 聯 絡 香 港 音 樂 事 務 處，參 與 其「 學 校 音 樂 推 廣

活 動 」，讓 全 體 學 生 留 在 學 校 也 能 欣 賞 專 業 的 音 樂 表 演。 

 

關注事項 3：透過學校音樂活動，增加學生對聖匠堂的認識。 

成就 

 學生能夠齊唱老師所教授的詩歌。 

 學生喜歡上音樂課。 

反思及建議 

 建議老師能根據學生正在學的音樂元素挑選詩歌，並把詩歌的名稱寫

在進度表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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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體育科 2012-2013 
關注事項 1：提供多元化的體育活動給學生參與，發揮學生的潛能，並培養 

學生良好的品德行為及正確的價值觀。 

成就 

 通過全年的體育訓練，增強學生對體育活動的興趣和技能，學生出席率

達 90%並投入訓練。 

 於第十屆學校運動會中，全校同學積極參與運動會，展現體育精神。 

 學生有機會參加校外比賽，包括 3 個九龍東區校際比賽和友校籃球比賽。 

 本年度增加花式跳繩興趣班，學生感興趣及投入。 

反思及建議 

 平日課堂因陽光太猛烈而令學生的體育活動時間減少，建議須制定中暑

及熱衰竭的處理方法供老師參閱。 

 因雨天關係而需在課室上課的日子，全年最少有 5 天，建議準備更多運

動相關教材供課室上課使用。 

 須監察空氣污染指數，制定是否適合上課的通知程序和指引。 

 

        關注事項 2：鼓勵學生多參與運動，從而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 

成就 

 180 名學生參加「SportACT 體育獎勵計劃」，獲獎人數為 72 人，學校將

獲得「活力校園獎」。 

 水上安全及健康講座中，講者團體專業，學生表現積極投入。 

反思及建議 

 把「SportACT 體育獎勵計劃」小冊子派返家，令學生容易遺失；建議於

課堂完成紀錄，每星期填寫一次，即堂收回後，存放於課室簿櫃。 

 於課堂上進行的體適能測試未有作記錄，建議記錄於學生手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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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宗教組 2012-2013 
 

關注事項 1：加強堂校合作，老師帶領學生及家長參與教堂活動， 

                    讓教會成為學生及家長的羣體和支援。 

成就 

 學校邀請家長及子女參加教堂舉辦的節期崇拜，讓他們感受聖公會的文

化及禮儀，增加堂校合作的機會。  

 家長參觀聖匠堂，了解聖匠堂核下的機構，讓家長多一點渠道參與不同

的社區活動。 

 余姑娘周四到校主持家長團契，用聖經教導教長管教孩子，亦支援家

長，家長十分喜歡。 

 詩歌班到教堂獻唱，除了讓學生有機會讚美上帝，亦有機會為教堂服務。 

反思及建議 

 雖然家長報名參加教堂舉辦的節期崇拜，但出席的人數不多，若科主席

或教友能與他們一起前往聖匠堂效果或許會更理想。 

 家長團契出席人數參差，或許前一天需要給予家長溫馨提示。人數較少

的時候家長能傾心吐意，給家長提供一個抒發的機會。 

 詩歌班最初到教堂獻唱的情況不佳，但學生經過更多的練習已沒有走

音。學生能用歌聲讚美上帝是一件美好的事，明年繼續服務教堂。 

 

關注事項 2：鼓勵學生主動學習聖經，實踐聖經教導，提升學生品格。 

成就 

 余姑娘周三出席初小組團契，與學生接觸，讓學生認識聖經知識和教會

節期，加強學生了解聖公會的文化。 

 高小組團契，以聖經人物及耶穌的比喻查經，讓學生從不同的事件學

習，提升個人品格及對信仰的認識。 

反思及建議 

 在高小組團契令學生認識聖經人物故事及耶穌的比喻後，可嘗試一至兩

次把高小組和初小組合團，由大哥哥大姐姐向初小組學生說聖經故事。 

 希望明年余姑娘仍可出席團契活動，培訓高小組或初小組學生說聖經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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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們的學與教 

4.1 目標 

 以學生為中心，讓學生享有全面的學習經驗，促進學生多方面發展，推行

全人教育。 

 優化學與教，增加師生互動、生生互動及照顧個別差異。 

 發展學校多元化評估政策及促進學習的評估，適當地評估學生在知識、技能

及態度方面的表現。 

 透過有效的學與教策略，加強學生批判性思考能力、創造力，以及共通能力

的培育，逐步實施資優教育。 

 提倡全方位學習，積極推動多元化教學活動，豐富學習經驗，達致終身學

習及全人發展的理念。 

 設計跨學科活動及專題研習，提升學生的共通能力和自學能力。 

 運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 

 透過從閱讀中學習，提升學生閱讀能力。 

 透過德育和公民教育建立學生的正面價值觀，提升學生品格素質。 

 發展教師專業，提升學與教效能。 

4.2 整體課程規劃 

本校的課程主要以課程發展議會發出的「課程發展路向指引」為藍本，依

據當中提出的指導原則設計。本年度，在課程組織及教學方法上，各科集

中發展下列的重點： 

4.2.1 中文： 

 發展以學生能力為主導的課程，訂定六個年級明確而清晰的學習重點，

以單元為組織，著重以讀帶寫，按學習重點的難度螺旋式由小一至小六

遞進學習。 

 發展校本寫作課程，提升學生寫作技巧及文體格式。 

 
4.2.2 英文： 

 參加教育局外籍英語教師組的英語課程 PLP-R/W 計劃，訂定各級學習重

點和目標，加強閱讀和寫作的訓練。 

 發展英語拼音課程，幫助 KS1 學生掌握閱讀技巧。 

 發展校本英文文法課程，鞏固學生文法基礎。 

 
4.2.3 數學： 

 透過教育局校本支援服務（內地教師交流計劃），發展校本課程。 

 邏輯思維培訓課程，發展學生高階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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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常識： 

 專題研習，推展個人模式（一至四年級）及小組模式（五、六年級）並

行，並透過調配資源，為學生安排相關的戶外學習活動。 

 發展批判性思考能力課程，培養學生關心社會。 

 
4.2.5 視覺藝術科： 

 引導學生發現視覺藝術的趣味，透過認識視覺藝術元素、組織原理、不

同的風格，提升他們創作的興趣及能力。 

 更新梯間及壁報陳展的學生作品，加強學生的成就感，美化校園。 

 發展中國水墨畫，鼓勵學生參加國際及校際比賽，培養學生的藝術修

養。 

 
4.2.6 音樂科： 

 加強學生對音樂的認識，發展樂理課程。三至六年級學生於課堂上學吹

牧童笛。 

 鼓勵學生參加校外比賽，加強自信心。 

 為學生安排校內音樂會，讓學生有更多分享音樂的機會。 

 
4.2.7 體育科： 

 鼓勵學生參加「SportACT 體育獎勵計劃」。 

 加強學生體適能的訓練，以加強學生認識體能發展的重要。 

 與理工大學合作，關注超重學生的體重問題，培養學生建立健康的飲食

習慣。 

 組織多元化的體育活動，如籃球、田徑、乒乓球、足球、舞蹈、花式跳

繩、花式單車、跆拳道，並安排學生參加校內、校外比賽，讓學生之體

能和健康得到均衡發展；啟發潛能，培養出堅毅、互助的體育精神。 

 
4.2.8 宗教科： 

 致力培育學生認識及效法基督，並能夠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基督精神，愛

主愛人。 

 按聖公會的禮儀，及教會節期編排崇拜及活動，並透過多元化的宗教活

動，加強學生的靈性教育。 

 把聖經的金句張貼在學校通道，提醒同學要培養良好的品德。 

 
4.2.9 電腦科： 

 發展電腦科電子課程，提高學生對電腦應用的興趣及能力。 

 透過指導學生正確使用互聯網，培養學生搜尋、選取正確資訊及尊重知

識產權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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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0 普通話科： 

 透過不同學習經驗，發展學生普通話口語能力，增強學生的自信心。 

 營造語言環境，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 

 

 

（五）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5.1 全方位學生輔導計劃 

 關注項目： 

(1) 培養學生做個自律有禮的人，有禮貌、儀容整潔 

(2) 對學生進行情緒管理訓練，以幫助學生學會正確處理自己的情緒。 

 工作方向及目標： 

協助學校鞏固有效及有系統的政策，包括個案諮詢及轉介機制，危機處

理指引，讓教職員及家長更了解全方位輔導服務。 

 配合「建品格、存自信，顯才能」主題，加強「重品德，勤學問，嚴而

有愛」的教導，推行校本輔導活動。 

 協助推行關愛月及月訓「敬師、守紀、自律、責任、勤奮、積極、誠信、

仁愛、珍惜」，培養學生做一個尊師重道、自律有禮、積極向上、誠實

仁愛的人。 

 透過個案輔導，品格培養及訓練、小組工作、講座來提升學生品格。 

 推展全校成長課教育及活動，提供預防性、補救性及發展性活動來建立

學生正面的道德價值觀及自我價值觀，以提升他們的抗逆力，讓他們更

有效面對及克服成長中可能遇到的困難及逆境。 

 透過訓輔會議和專業培訓工作坊，支援教師輔導技巧，推行全校參與輔

導模式，提升教師對學生成長發展需要的理解，從而更加明白和掌握輔

導技巧，也增強學校與老師之間的溝通，增加老師對學校的歸屬感。 

 推行家長教育，促進家校合作，透過定期的家長小組、家長講座、親子

活動、個別面談及探訪，從而促進親子溝通，提升家長在輔導子女上的

效能，透過家長小組讓家長建立社區支緩網路。 

 具體工作報告及檢討：根據教育局「全方位學生輔導」指引，駐校社工

主要以（1）從政策與組織、（2）成長教育、（3）支援服務及（4）輔助

服務四個方面，開展全校的輔導工作。 

 

（1）政策與組織 

 計劃：完善學校輔導政策、更新危機處理程序及處理虐兒事件指引。 

 主要工作： 

完善校內轉介機制（個案轉介表）、更新危機處理程序及《個人資

料（私隱）條例》 

 完成情況： 

已將個案轉介表、危機處理指引存入訓輔組文件夾中，並在校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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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上向教職員介紹相關程序。使教職員清楚個案轉介的機制以及處

理危機事件的程序，著重強調了《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使教

職員清楚了解保護學生個人私隱的重要性。 

 跟進與檢討： 

需要在實際操作時再向相關的教職員解說各項程序，給予及時的支

援。在新學年的校務會議上，可以再次介紹相關政策，使得各項輔

導工作得以順利進行。另外，需定期開展危機小組會議，及時更新

並檢討學校危機處理程序。 

 

（2）成長教育 

成長課 

計劃 主要工作 完成情況 跟進與檢討 

從個人、

群性、學

業、事業

四個範疇

編排成長

課內容 

主要以「成長列車」

為教材，輔以補充材

料，由班主任開展成

長課，全年共 18 節 

班主任能

夠根據課

程編排，從

四個範疇

為學生開

展成長課

教育。 

可以繼續使用該教材，但

會因應不同年齡階段的

學生，增添成長課內容。

例如：初小的學生可增加

生活自理課、高小的學生

可增加青春期知識的課

程內容。 

根據學生

成長需

要，安排

成長課週

會講座 

全年共 9次成長課講

座，主題包括： 

「和諧校園」、 

「智愛行動」、 

「青春期講座」、 

「廚餘知多少」、 

「防止網絡沉溺」、 

「木偶劇場 - 兒童

飲食健康」、 

「兒童情緒與焦慮」

等 

講座內容

配合學生

發展的需

要，部分講

座內容生

動，受到學

生的歡迎。 

可以繼續邀請受學生歡

迎的機構來校進行講

座，例如「木偶劇場」、「青

春期講座」等。 

下學年的講座可採取每

學期制定一次的方式進

行安排，並事先了解其他

科組的講座安排，避免時

間衝突及講座次數過多

的現象。 

安排每月

一次班會

課，用以

進行班級

經營 

全年共 5 節班會課，

提供班會議主題給

班主任，包括：聖誕

節、「聖匠之星」班

級選舉等。 

根據班主

任意見回

饋，學生能

夠在班會

議上積極

參與，商討

班級事務。 

班會課能夠為師生提供

討論班級事務的平台，可

以繼續沿用。盡量將班會

議的主題交由班主任擬

定，以配合每班的不同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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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生支援服務 

（3.1）個案工作 

 計劃：根據教育局指引，每校個案數量應為學生總人數的 3%，即

為 9 個個案。 

 主要工作：個案及諮詢 

 完成情況： 

處理個案類型：行為問題、情緒問題、家庭照顧問題、特殊學習需要 

主要處理方法：面見學生、家長、老師，家訪、處理突發事件、轉介至

教育心理學家/精神科/社署 

 跟進與檢討： 

社工及校方應與家長保持溝通，需根據每個個案的情況，給予及時的支

援。 

 

（3.2）小組工作 

 

計劃 主要工作 完成情況 跟進與檢討 

「DOES

專注力

訓練小

組」 

 小三、小四

「DOES 專注

力訓練小

組」，共 5 名學

生參加 

學生能夠積極投入參與小

組，根據入組前、入組後問

卷評估，老師及家長均表示

通過小組訓練，學生的專注

力有了一定的提高。 

由於適合參加

本小組的學生

均已接受過本

小組的訓練，下

學年將暫停開

展小組。 

「聖匠

小義工

訓練

組」 

小五、小六「聖

匠小義工訓練

組」，共 15 名

學生參加 

學生參與積極性高，在學習

到如何與長者相處的同

時，能夠完成織頸巾的任

務，在聖誕期間到長者中心

為長者送溫暖。 

高年級的學生

能夠掌握一定

的義工服務技

巧，可以繼續開

辦同類的活動。 

讀寫困

難訓練

組 

上學期：AMOS

讀寫困難訓練

組，共 23 名學

生參加 

下學期：初小

「字」得其樂

讀寫訓練組：

共 17 名學生參

加 

上學期：邀請香港康復協會

來校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

小組。學生表示小組對其讀

寫方面有幫助，但訓練形式

過於單一，學生缺乏積極

性。 

下學期：利用多感官認字法

幫助學生認識生字，學生對

小組感興趣，老師及家長均

表示小組能夠幫助學生掌

握生字，並提升其對中文學

習的興趣。 

可以繼續沿用

多感官認字方

法，提升學生對

中文學習的興

趣，並幫助有讀

寫困難的學生

掌握生字、訓練

手眼協調及手

部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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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小

組 

小五「情緒至

多 Fun」小組：

共 6 名學生參

加 

學生能夠投入到小組活動

中，並在活動中認識情緒、

掌握控制情緒的方法。 

學生喜歡在活

動中學習情

緒，可以多一些

動作性遊戲，讓

學生在遊戲的

同時，學習和認

識情緒。下學年

可繼續開展。 

 

（3.3）學生活動 

計劃 
主要工
作 

完成情況 跟進與檢討 

- 小六

成長的

天空 

- 區本

活動 

- 其他

學生活

動 

 

11 月小

三至小

六學生

「海洋

公園紛

Fun Fun」

活動 

共 51 名學生參加，學生

與義工一同遊玩海洋公

園，認識海洋生物，在

輕鬆的氣氛中增長見

識。 

本活動受到學生的歡

迎，下次有同類機會，

可繼續與外界機構合

作，為學生提供更多免

費課外活動機會。 

與外界合作時，需在活

動籌備前協定各自工

作，並時刻保持聯絡，

以使活動得以順利進

行。 

12 月小

六學生

「聖匠

堂長者

中心聖

誕送溫

暖」活動 

與聖匠堂地區長者中

心，共 15 名學生及 20

名長者參加。學生們為

長者帶去了自己編織的

頸巾，並為長者獻上自

己準備的節目，受到長

者歡迎。 

學生們在義工培訓和活

動中，學會了義工服務

的技巧和與長者交流的

方法。學生和長者均表

示活動很有意義，可以

在今後繼續舉辦同類活

動。 

12 月聖

雅各福

群會「全

港愛 賣

旗日」活

動 

共 26 個家庭參與活動，

學生們積極賣旗，收穫

豐碩。 

學生和家長在賣旗過程

中了解關懷社群的重要

性，並增進了親子之間

的溝通。可以定期舉

辦。 

小六「成

長的天

空」 

共 15 名學生。由聖匠堂

社區中心同事負責帶

領，卞姑娘負責校內聯

絡及協調，共 3 節小組、

學生參與積極性較高，

且表示在活動中學習到

如何面對挫折，提升了

自我的抗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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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獨面見、戶外活動（元

朗農舍）、社會服務（黃

大仙安徒生會故事伴

讀） 

「聖匠

之星」全

校獎勵

計劃 

包括每月「班級之星」

選舉、交齊功課「進步

之星」獎勵計劃 

每班利用班會課時間，

一人一票選舉出每個月

的「班級之星」，參與度

高。老師們表示活動能

夠幫助學生了解珍惜、

仁愛、堅毅等品質，並

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出

來。 

「進步之星」計劃參與

學生多為中低年班的學

生，通過每日交齊功課

的努力，學生們能夠得

到不同的小獎品，大受

學生的歡迎。而欠交功

課的情況，在部分班級

亦得到改善。 

3-4 月香

港理工

大學宿

舍義工

組英文

輔導班 

小一、小二共 90 多名學

生參加補習 

義工的積極性很高，但

由於義工非英文專業的

學生，其輔導學生的技

巧及責任心仍需要進一

步的培訓。 

有鑑於此，下學年可能

會轉變義工服務的方

式。 

「彩虹

小天使」 

共 14 名小四、小五學生

擔任「小天使」，於小息

時為低年班有需要的同

學進行手部練習及伴讀

訓練 

由於邀請了小四學生參

加計劃，小四學生積極

性較高但自律能力仍需

要進一步提高。本計劃

除了受到手部訓練學生

的家長們的歡迎，亦能

夠為下一屆風紀的挑選

做好準備。來年可以繼

續本計劃。 

「區本

試後活

共 26 名學生參加，共 4

節小組及 1 日戶外活動

學生們在活動中非常投

入，亦能為其在課後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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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曹公潭戶外康樂中

心） 

來新的體驗。 

在與社區中心的協調和

聯繫方面，仍需要更加

緊密，使活動得以順利

進行。 

 

（3.4）特殊學習需要 

計劃 主要工作 完成情況 跟進與檢討 

為有特殊學

習需要的學

生提供個案

輔導及小組

支援 

- 個 案 轉

介：至教育

心理學家 /

精神科 

- 課 後 支

援：讀寫訓

練小組、課

間練習 

- 共 3 個個案

轉介至教育心

理學家 /精神

科醫生進行評

估 

- 邀請香港康

復協會為 23

名學生提供讀

寫訓練小組 

- 開 展 初 小

「字」得其樂

讀寫訓練組，

為 17 名 

- 所有轉介個案均已完成評

估，並將結果告知學生支援

組，社工亦進行跟進，為家

長及學生提供支援 

- 香港康復協會的讀寫訓練

組為有讀寫困難的學生提

供了訓練的機會，但因課程

內容比較教學化，學生的參

與積極性不強 

- 「字」得其樂讀寫訓練組

受到學生及家長的一致好

評，表示學生能夠手工製作

中鍛煉手部肌肉及提升對

中文學習的興趣，來年可以

繼續開展本小組。 

總結 

在訓輔組老師的協助下，本學年的輔導工作進展順利，社工也開始掌握

學生的基本情況和需求，能給予及時的回應和輔導。 

下學年的輔導工作將繼續與訓輔組老師合作，開展輔導工作。將會為訓

輔工作設定主題，每年開展主題性的訓輔工作，為學生的成長提供更好

的支援和輔導。 

 

     5.2 推行「健康校園」文化 

 「全人教育」乃本校之發展方向。為了塑造一群擁有健康體魄及優越成

就的學生，提高家長及老師對健康的關注，本校積極建立一所「健康校

園」。由 2011-2012 年度起引進香港理工大學護理學院的支援，推行健康

教育，實行「駐校護士計劃」，舉行衞生講座，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健

康檢查。 

 本校於 2011-2012 年度舉行「健康護理嘉年華活動」、「有營大使計劃」，

訂定校本健康教育課程，與學生一起探討「身」、「心」、「情」、「靈」的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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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德育及公民教育 

 學校積極推行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組與訓輔組合作，於各科訂定課程

重點，共同推展品德教育、國民教育、環境教育、健康教育、性教育和

服務教育。 

 除了在學科滲透相關元素外，更有校本訓導活動、成長課、主題講座及

早會短講，從小培育學生良好的品格，和待人處事的正確態度。 

 透過全方位活動，培育學生品德和正確值價觀，如境外學習、西方禮儀

活動、中秋迎月活動、國慶節活動、參觀活動等。 

 本校參與由教育局推行「成長的天空計劃」，協助六年級（四、五年級

只有一班，所以未能開辦）學生提升抗逆力，以面對成長的挑戰。 

 除此之外，學校每年均參加校外的傑出學生選舉，校內則舉行品格之星

選舉及傑出風紀選舉，不但讓學生認識選舉制度和培育民主選舉的精神，

而且鼓勵他們多元發展，積極向上。 

 

     5.4 課外活動 

 學校每年均舉辦多項校內學藝活動，例如戶外參觀、音樂會、作文比賽、

書法比賽、數學 IQ 題、英文週。另外，學校每週三進行興趣小組時間，

為各級學生提供多項活動。課餘時間，學生可參加免費課外活動，包括

English Drama、拉丁舞、水墨畫班、中文話劇班、花式單車、花式跳繩、

籃球班、敲擊樂班、古箏班，奧數班、跆拳道。 

 學校積極參加校外活動，擴闊學生的視野，活動包括學界體育運動比賽、

九東遊戲比賽、校際朗誦比賽、校際音樂節比賽、校際舞蹈比賽、校際

戲劇節比賽、數學比賽、聖經朗誦比賽、繪畫比賽等，藉參與比賽讓學

生有機會與其他學校的學生互相交流，互相觀摩。本年度在各方面均獲

得不俗的表現，學生表現逐步提升。 

 學校設立制服團隊，包括童軍、海童軍。鼓勵學生參與校內或校外的活

動。團隊有自己的常規，能培養學生建立團隊精神、歸屬感及責任感。 

 

     5.5 給予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的支援 

 學校進行全校參與模式，並建立一個多元化的學習支援系統，照顧每一

個有需要支援的學生，包括有特殊需要的學生、資優學生、新來港學生

和南亞裔學生等。 

 本校建立清晰的學習支援架構，全體教師共同合作，以「及早識別，及

早輔導」為原則；以多元化輔導，照顧學生的需要為發展策略，為有特

別需要的學生安排適切的支援。 

 學校因應學生的個別需要，安排學生接受不同的培訓或輔導，例如社交

技巧訓練和專注力訓練等。學校又透過外購服務聘請言語治療師為學生

提供言語治療服務，又邀請心理學家為有需要的學生進行評估和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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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支援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生外，學校鼓勵資優學生積極參與校外及校

內比賽，如參加水墨畫比賽、朗誦比賽、英文補課……，以進一步提升

他們的不同潛能。 

 

     5.6 家校合作 

 家長是學校最重要的資源，因此本校積極推動家校合作。 

 為家長籌辦課程及活動，並提供親子工作坊及活動，讓家長們增加與子

女溝通的機會。每年敬師日，家教會均以行動表示對老師的謝意。 

 本校家長積極參與義工服務，協助各項活動的進行，為學校提供有力又

有效的後勤支援。 
 

（六）學生表現 

6.1 學業表現 

 2012 至 2013 年學生升中派位成績理想，獲派第一志願的百分比佔 91.5%

獲派首三志願的百分比佔 95.75%，兩項數據均比全港的百分比為高。 

 
 根據 2011 年全港性系統評估，三年級（六年級未有評估）學生中文、數

學均有進步，有不少項目高於全港水平。惟英文科部份項目成績低於全港

水平，仍需努力。 

 

6.2 學生在學業以外的表現 

在國際和校外比賽中獲得的獎項 

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詳情 

美術 生態中華  美麗家園 

「2013 年滬港台三地兒童美術作品聯展」 

二等獎  

優異獎 (3 個) 

毛里求斯第十九屆世界和平書畫展組委員會

-----2013 毛里求斯第十九屆世界和平書畫展國

際青少年書畫評獎 

銅獎 (3 個) 

中國青少年研究會----‘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

美術書法攝影大賽暨<<中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

攝影作品>> 

美術壹等獎 

美術貳等獎 (5 個) 

美術叁等獎 (7 個) 

美術優秀獎 (2 個) 

集體優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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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青年文化交流中心(香港)----第四屆兩岸四

地中國青少年兒童書畫大賽 

國畫小學組三等獎 

菲律賓亞洲文化交流協會 

第 14 屆菲律賓----中國---日本國際書畫大賽 

少年組優秀獎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繪畫、口號創作

及填色比賽 

優異獎 (15 個) 

民建聯九龍城支部及積金局------〈積金嘉年華

2013〉填色比賽 

冠軍 

季軍 

優異 (5 個) 

中國美術教育委員會----第二十五屆國際少年兒

童書畫大賽 

優秀獎 (4 個) 

音樂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優良獎狀 

戲劇 香港學校話劇節 傑出演員獎 (5 個) 

傑出整體演出獎 

傑出合作獎 

體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男子甲組優異獎 

Association Artistic Star Award Scheme----- 

unicycle, HK Cycling Association 

Bronze Level One (2個) 

Bronze Level One (4個)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九東田徑比賽（推鉛球） 殿軍 

Hong Kong Darts Association 1 5th of the Youth Cup 

舞蹈 香港標準舞總會--- 

第十三屆全港校際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 

冠軍 (2 個) 

第四十九屆學校舞蹈節 甲級獎 

Imperial Dance & Dancesport Bronze: Latin American  

Imperial Dance & Dancesport 
Silver: Latin American 

(3 個) 

藝都舞蹈文化會有限公司----中順潔柔 2012 全

球舞王挑戰賽 

冠軍 (2 個) 

學術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詩/散文獨誦 Merit (21 個) 

Proficiency (5 個)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 (6 個) 

良好獎狀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二人朗誦 

優良獎狀 (2 個)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散文獨誦-------粵語 

 

季軍 

優良獎狀 (12 個) 

良好獎狀 (12 個)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基督教經文朗誦 

優良獎狀 (2 個) 

良好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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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 第十九屆聖經朗誦節獨誦-------廣東話 嘉許狀 (3 個) 

九龍城區校長聯絡委員會 

「九龍城區傑出學生選舉」 

小學組優異獎 

全港十八區(九龍城區) 小學數學比賽 優良獎狀 (6 個) 

2012 年國際華文創意作文大賽 優秀作品獎 

獎學金 九龍西潮人聯會 「奮發圖強」獎學金 

九龍西潮人聯會 最佳「學業進步獎」 

九龍西潮人聯會 最佳「操行進步獎」 

服務 書叢悅閱俱樂部------卓越圖書館服務生 嘉許狀 (4 個) 

學校獎項 Green Monday「無綠不歡星期一校園午餐計劃」 金獎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2012 年度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關愛校園」榮譽 

 

6.3 課外活動的參與 

本校於過去一年共提供多項課後課外活動給學生參與，活動涵蓋學術、體育、

藝術、興趣及社會服務各範疇。現時一至六年級學生均可全年定期參加最少

一項活動。總結全年，學生積極參加活動，各活動均令學生有所裨益，部份

學生更於各項公開及學界比賽中取得良好的成績，令人鼓舞。  

 

(七) 財務報告 

見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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