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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辦學宗旨 

1.1【學校宗旨】 

本着基督精神，以【非以役人 乃役於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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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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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以役人 乃役於人」 

 

（二）我們的學校 

2.1 學校簡介 

2.1.1 本校為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委員會屬校，創校於一九七四年，校舍樓 

高六層，標準課室 19 間、電腦室、多用途活動室(舞蹈室)、圖書館、

社工室、禮堂、籃球場、小食部。 

2.1.2 由 1995 年 9 月起轉為全日制津貼小學。 

2.2 學校設施 

學校設施 房間數量 學校設施 房間數量 

課室 19 教具室 1 

電腦室 1 多用途活動室 1 

圖書館 1 視藝室 1 

社工室 1 校務處 1 

護理室 1 禮堂 1 

小食部 1 操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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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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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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有九種共通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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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團校董會下設立教師諮詢 

議會。法團校董會每年召開四次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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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團校董會成員 

辦學團
體校董 

替代辦
學團體
校董 

獨立 
人士 

當然校
董(校長)  

家長 
校董 

替代家
長校董 

教員 
校董 

6 1 1 1 1 1 1 

 

2.7 班級組織 
開設 19 班，各班分佈如下:    

年級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總數 

班數 3 3 3 3 3 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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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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1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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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比 25.6% 72.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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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11.6% 58.2% 

 

2.8.4 專業發展 
本年度進修總時間約 18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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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校教師一向着重教學素質，因此進修

範疇以教與學最多，但其他範疇也有相當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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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3.1  學校周年計劃 2019-2020 
關注事項 1：延續及優化課程發展，提升學習效能。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1.1 加強教師培訓， 

提升教師專業能量 

 安排不同的專業支援及校本

教師培訓，以提升教師的教學

效能。 

 

 

 

 

 

 

 

 中文科教師參與香港中文大

學舉辦的「促進實踐社羣以優

化小班教學」支援計劃，通過

定期舉行會議、共同備課、觀

課活動，以加強教師專業交

流。 

 

 

 

 

 

 

 因疫情及停課關係，本年度教

師發展活動及培訓主要集中於

上學期進行。期間除了安排校

內、校外講座 (包括 Google 

Classroom、micro-bit 應用)外，

亦安排了 17 位教師到友校交

流(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互

相學習。 

 

 

 透過讀寫結合，以三年級中文

的其中兩課教導學生寫說明

文，能加強學生對描述事物(第

一及第三人稱)的能力。 

 從學生的作文中觀察所得，學

生寫說明文的技巧及能力均有

所提升。 

 參加支援計劃能加強教師專業

交流，提升教學效能。 

 

 

 

 教師對專業發展活動反

應正面，特別是安排教師

到友校交流，能從實際操

作層面上了解更多，並促

進教師互動。 

 建議可安排更多有關教

學策略應用及評估素養

的培訓，以促進教師教學

效能。 

 

 可在四年級作文中作延

伸，加入寫說明文(記物)

的篇章。 

 中文科下學期可沿用此

教材，並將之恆常化。 

 

 

 

 

 

 英文科教師繼續參加教育局

NET Section 導師支援英文科

種籽計劃 Developing Text Sets 

(DTS)，藉共同備課、觀課及

專業對談，加強教學效果。 

 教育局的 AT(Advisory Teachr)

會定期到校與四及五年級的英

文老師共同備課，按學生的能

力和需要編寫及修改 DTS 課

程。 

 老師與 AT 互相交流和學習，

提升教學質素。 

 建議 DTS 的課題能儘量

配合 General English(GE)

課程，及貼近日常生活，

令學生有更大的學習動

機，能在日常生活中運用

學到的知識。 

1.2 運用不同學習策略， 

促進自主學習 

 同級教師於共同備課及同儕

觀課時，設計不同層次的問

題，引導學生由淺入深地思考

和探究，促進學生學習。 

 

 

 

 

 根據不同層次設計題目，能針

對學生多樣性的同時，可透過

提問促進學生的學習效能。 

 

 

 

 

 可於觀課時加入觀課重

點，促進教師針對性地回

應及優化相關提問技巧。 

 優化觀課表格，讓教師能

作出更適切、更具體的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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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各科優化自主學習策略，幫助

學生建立自主學習的信心，培

養良好學習態度。如自訂目

標、課前預習、課後延伸、筆

記摘錄、「高階思維十三式」

等。 

 

中/英文科：優化閱讀策略 

 

數學科： 

透過所學的解難策略，自發解

決數學難題。 

 

常識科： 

教授學生閱報技巧、資料整理

與分析等策略，加強研習能

力。 

 

 

 

 

 

 

 

 

 

 

 

 

 

 

 中、英文科優化三至六年級校

本寫作課程，指導學生於寫作

前使用思維工具構思及組織

文章內容。 

 

 

 中、英、數、常各科均加入高

階思維教學，學生透過課堂活

動及課業，學習及運用思維技

巧及策略。 

 停課期間，學生及教師需運用

網上及資訊科技平台進行教與

學，包括拍攝教學影片、錄音

等。從影片點擊率中顯示，部

分學生會重覆收看影片，這對

於學校日後發展自主學習奠下

良好基礎及契機。 

 

 

 

 

 

 

 

 

 

 

 

 

 

 

 

 

 

 

 

 

中文科： 

 進行寫作單元設計，利用腦圖

組織文章及建構內容。 

 學生通過老師指導，有系統地

設置及輸入，令學生寫作更貼

題、更有條理，內容亦變得更

豐富。 

 

 各科宜因應科本需要訂

立清晰框架，讓學生能有

系統學習思維技巧。 

 各科各自發展不同的自

主學習策略，對於如何推

展，教師欠缺清晰概念。

課程組宜就自主學習策

略上提供清晰框架，並定

下發展目標。 

 部分學生只能在教師指

導下完成相關練習，未能

獨立運用，顯示學生未充

分掌握相關策略。 

 因應教師、學生及家長於

停課期間在網上學習建

立的基礎，繼續發展相關

的教學策略。如：利用電

子平台進行進展性評

估、嘗試利用「翻轉教室」

建立自學習慣。 

 建議常識科老師教授同

學閱報技巧(如找重點、

多角度思考)，並在選擇

分享的時事題材上多給

指引(避免部分剪報題材

沒有分享價值)。 

 由於疫情的關係，教學時

間不足。常識科未有在下

學期的課堂中進行時事

分享。 

 

中文科： 

 單元寫作可繼續進行，並

推展至其他年級。 

 時間不足令老師、學生均

感吃力。 

 宜有系統地設置思維技

巧應用框架。如高年級寫

作應每次作文也要求以

腦圖組織，而不是單次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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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英文科： 

 教師在課堂利用概念圖、「腦震

盪」等活動激發學生思考。 

 教師亦會利用詞語庫、引導性

的提問引導學生思維。 

 在寫作練習中加入自我評估 /

反思表(包括文法、句子結構

等)，讓學生檢視學習目標，並

建立自我標測的習慣。 

優化級與級之間的教材銜接。

如 2 年級下學期寫作已加入概

念圖形式的題目。 

 

 

英文科： 

 2 年級至 3 年級之間的課

程出現較大斷層，宜在課

程安排上加入Key Stage 2

的元素，讓銜接更順暢。 

 學生已習慣以合作學習

模式進行課堂，可利用此

優勢，提升學生的學習效

能。 

 

 

 善用多元評估 (如自評、互

評、家長評估、進展性及總結

性評估)幫助學生反思所學，

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及主動

性。 

常識科： 

 在 STEM 學習冊中加入自評、

互評，促進學生反思及提升學

習動機。 

 英文科及常識科均有進展性及

總結性評估。透過不同的評估

模式回饋學與教。 

 將多元化評估推展至各

個科目，以更全面地了解

學生的學習表現。 

 宜優化數據收集及數據

分析的機制，以更針對性

地分析學生的強弱項及

調整教學。 

1.3 發展科技教育及電子學習，

提升學生解難及探究能力 

 各科規劃「STEM」的元素，

讓學生掌握相關的知識、技

能，完成課堂任務或解決生活

上的難題。 

 

 

 

 

 

 

 

 

 

 

 

 

 

 

 各科均加入了科本的 STEM 教

學內容。如： 

- 數學科－砌立體圖形(P.2)； 

- 視藝科－透過閉合電路製作

彩蛋 (P.3)。 

 

 

 

 

 

 

 

 

 

 

 

 

 

 

 現行科本STEM課題欠全

面，宜建立 STEM 學習框

架，讓各科的 STEM 教學

更有系統，優化課程內

容、教材設計及評估方

法。 

 宜加強教師培訓及交

流，讓教師更掌握如何設

計教材。 

 評估學生的解難能力很

難單靠觀察。課程組宜建

立一個解難能力評估系

統及指標，以更準確地量

度及收集學生的學習表

現。 

 建議部分學科優化課

程，考慮發展為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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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STEM 課題(如：彩蛋製作 

可由常識及宗教科進行

跨科學習)。 

 

 加強常識科 STEM 教學元

素，並優化現有設計。 

 

 P.2-5 常識科於本年度上學期

進行了 STEM 課程，學生表現

良好，懂得自行改良的概念，

各級進展過程大致順利。 

 

 宜優化STEM中的工程部

分。 

 

 持續推展電子學習，擴闊學生

的學習領域及知識面，提升對

學習的興趣。 

 鼓勵使用 I-PAD 作為教學工

具，推動電子學習。 

 優化各科網上學習資源，增

加自學機會。 

 

 優化電腦科課程內容，按各級

程度，分別加入編程教學內

容，為學生打好編寫程式的基

礎。 

 

 已開始為種子教師購置 I-PAD

的計劃，有利老師利用 I-PAD

進行備課及教學。 

 部分科目已在課程中加入電子

教學部分(如：視藝科於 P4 加

入利用 Sketches 畫海洋生物。 

 

 

 電腦科每級均已加入編程課

程： 

P1-毛毛蟲 

P2-Scratch Jr. 

P3-DASH 

P4-Micro:bit 

P5-Scraitch , mbot 

P6-Kodu , mbot 

 本年度於四年級進行跨科學

習，於魚菜共生系統加入

Micro:bit 的自動餵魚器。 

 I-PAD 使用次數偏少。 

 部分 APPs 使用不便。 

 

 

 

 

 

 

 學生已建立基本概念，將

來可加入新元素、持續優

化課程，並推展至其他年

級。 

 

   關注事項 2：深化基督教教育。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2.1  加強生命教育，讓學生 

從生活中學習及實踐基 

督真理 

 宗教科透過課堂主題及不

同的活動，使師生體現基督

愛人的精神，努力結出聖靈

的果子。 

 

 

 

 

 

 

 

 本年度宗教科安排了福音日

營，對象為高小學生，共 26 人

參與活動。透過福音日營中不

同形式的遊戲和活動，讓學生

體會到「愛主愛人」的精神。 

 學生於福音日營活動中表現投

入，並能透過遊戲、分享等發

揮與組員間互助互愛的精神。 

 

 

 

 除了高年級學生外，建議

來年安排低年級學生參

與活動，以提升全校「愛

主愛人」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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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透過訓輔組活動，早會、周

會、德育主題，培養學生愛

己愛人的精神，並提醒學生

關心社區、服務他人。 

 於早會及周會（牧師的話）時

段，學生能聆聽經文及牧師分

享的信息，加強學生從不同角

度認識聖經的啟示。 

 大部分學生喜歡唱詩

歌，而且投入牧師的分

享。建議可邀請不同的人

士（如：聖匠堂同工或聖

公會教友）向學生分享自

己愛主愛人的經驗，讓學

生更易明白當中意義。 

 

 開展校本生命教育課程，中

文科與宗教科老師合作，在

(P.1-3)課程中加入繪本教

學，融合靈育和德育。透過 

閱讀圖書、分享內容、唱詩

等活動，提高學生閱讀興

趣，並讓學生認識基督真

理。  

 

 

 

 

 

 各學科選取合宜課題，培養

學生愛己愛人的品德情意。 

 安排 P.3 學生以「大班」上課

形式於同一時段和地點上課。

透過校本生命教育課程，以多

元化及靈活的教學活動（如：

繪本故事分享、唱詩歌、討論

等），提升學生對繪本故事的興

趣，並深入探討故事帶出的寓

意。 

 

 

 

 

 

 本年度的宗教課主要以「愛上

帝、愛主、愛人」為主題。 

 一下：路得愛婆婆 

 二下：接納罪人的耶穌 

 三上：仁愛謙讓的亞伯

拉罕 

 四下：浪子回頭 

 五下：最大的誡命 

 六上：愛的真義 

 透過宗教課，大部分學生能從

聖經人物的行為中學習愛主愛

人的精神，並培養正面的思

想，加強校園裏「互愛的氛

圍」。 

 相關課程原定於下學期

進行，但因疫情關係，學

生未能如期上課。建議來

年把相關課堂安排於上

學期進行，以加強其彈

性。 

 因全級學生同時段進行

課堂，減低了師生間之互

動。建議來年可分班進

行，以加強老師與學生的

互動交流。 

 

 

 雖然學生能説出愛主愛

人的重要性，但於實踐方

面還需老師提醒，才能加

以深化。建議教師多向學

生分享生活化的例子，鼓

勵學生把理論實踐於生

活中，做出好榜樣。 

 

   關注事項 3：營造正向校園文化，發揮潛能，建立良好的品格。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3.1 提升學生的自理能力 

 優化自理課程 (例如︰刷

牙、執書包、使用筷子、結

領帶、個人衞生)及舉辦自理

講座及工作坊，加強學生自

理能力。 

 

 通過教師問卷調查，90%老師

認為成長自理課程、《自理小冊

子》、清潔大使、「書包減重計

劃」及自理講座有助加強學生

的自理能力。 

 

 建議在午膳期間，學生要

自備毛巾、濕紙巾來抹桌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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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實施「書包減重計劃」，讓

學生養成收拾書包的習慣。 
 
 成立清潔大使，讓學生明白

個人清潔的重要性，以至公

共衞生的關係，再配合儀容

大使，建立注重個人儀態及

儀容的態度。 

 計劃有助學生了解每天收拾書

包的重要性。 
 
 清潔校園活動，讓學生有機會

實踐自理的能力，清潔自己的

課室及座位的垃圾。 

 須持續進行「書包減重計

劃」。 

3.2 培養感恩、關愛的校園，讓

學生融入校園生活，強化

對學校的歸屬感，營造正

向校園文化 

 以班級經營，營造和諧學習

氣氛，建立良好的常規和習

慣。 

 訂立班規和目標。 

 課室內張貼學生作品及學

習歷程照片。 

 課室壁報展示同學對別人

關愛的訊息。 

 透過周會、德育講座及成長

課，加強有關正向價值課題

的教育，培養學生關心他人

的精神。 

 舉辦家長講座或工作坊，為

家長提供有關正向教育的

資訊，促進親子溝通。 

 透過「祝福校園」計劃，讓

學生參與敬師活動、父親節

及母親節活動。 

 

 

 

 

 95%教師認同透過班級經營、

成長課、講座及工作坊等，能

營造正向的校園文化。 
 

 

 

 

 

 建議加強在校內宣傳關

愛的信息，由訓導組設計

內容，營造關愛校園文

化。 

 來年可繼續舉行「祝福校

園」活動。 

3.3 建立學生良好的品格 

 提供多元化的活動，創造更

多機會讓同學參與校內比

賽或全校性的主題活動(如

課室清潔比賽、校園清潔

日)，以提升同學的自信心及

歸屬感。 

 

 

 

 

 

 

 本校課外活動多元化，包括 :

視藝、體育、音樂、學術及服

務團隊約 50 項，全校每人平均

參加 1-2 項活動，充份提供平

台讓學生發揮潛能。 

 學校及學生積極參與校外活動

及比賽，無論參與人數及獲獎

項目也有所提升，在今年的體

育比賽(特別是九東田徑比賽)

更取得多個獎項。 

 

 

 在活動開始前，宜多加宣

傳，以增加學生的投入

感。 

 在預備比賽及表演中，發

現學生的自信心及自我

形象有待提升，可適當地

增加他們表現自己的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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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學校提供不同的服務團隊供學

生參與，如幼童軍、女童軍、

海童軍、交通安全隊、IT 大使

及清潔大使等，給予學生發揮

潛能及認識自己的機會。 

 通過參與聖約翰救傷課程，提

倡積極人生，互相幫助的精神。 

 

 

 建議來年繼續舉行校園

清潔日，讓學生明白愛護

環境的重要。 

 可繼續舉行秩序比賽(例

如秩序月)，培養學生自

覺自律的態度。 

 在疫情下，原定的懇親會

及畢業禮表演取消，減少

了學生表演的機會。希望

明年情況可正常化，增加

他們表演的機會。 

 實行「大哥哥、大姐姐」計

劃及「伴讀計劃」，以培養

學生的領導才能。 

 

 參加「學生大使—積極人

生」計劃，培養學生尊重他

人及積極的人生態度。 

 

 
 
 建立有系統的領袖生培訓

制度，給予風紀和班長適當

的指導及提示，提升他們的

執勤和應變能力，訓練他們

成為學校的小領袖。 

 

 充分利用正規課程(如成長

課、常識科)及非正規課程

(如周會、早會)等途徑以直

接或滲透方式，養成學生的

良好習慣，並於早會/周會時

段安排老師輪流以不同形

式進行品德教育。 

 計劃十分成功：讓高年級學生

有機會照顧學弟學妹，培養學

長勇於承擔的特質。 

 

 93%的教師認同通過「成長的

天空」、「學生大使—積極人生」

計劃，有助提升學生的抗逆力

及建立良好品格。 
 

 學生通過風紀及班長培訓課

程，提升了執勤時的應變能

力，同學的能力和付出受到老

師的肯定和讚賞。 

 

 學校以多元化的形式滲透品德

情意教育，學生在潛移默化間

提升了品格修養。根據教師的

回饋，教師均認同學生在個人

品德上表現理想。 

 

 

 

 

 

 

 

 

 

 持續進行領袖生培訓。 

 

 

 

 

 

 可考慮與學科合作，透過

閱讀進一步深化品德情

意教育。 

3.4 提高國民身份的認同，認識 

祖國的歷史和文化 

 參觀升旗禮儀、唱國歌及參

加有關認識中國文化的活

動。 

 為小四、小五學生舉辦中國

內地交流團。 

 

 

 因疫情關係取消。 

 

 

 因疫情關係，停辦了內地

交流團，建議待疫情過後

可重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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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文科 
 關注事項 1：優化單元教學編排，發展圖書教學，提升學生語文閱讀能力。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1.1 優化單元教學編排 

 小一至小六在單元規劃及

設計上落實「精教、導讀、

自學」。讓學生在「精教」

課中培養能力（自學能

力）；在「導讀」課中，由

老師輔導下，初步運用所學

得的知識和能力（用能

力）；再透過「自學」課，

獨立運用所學，進行自我評

估（自學自評）。教師利用

自學文章擬定工作紙，檢視

學生是否已掌握及運用所

習得的知識及能力，並達至

照顧學習多樣性的目的。 

 透過自學篇章，滲透健康人

生、良好品德、自信積極的

信息，從而建立學生自信

心，提升個人素質。 

 

 進度表上清楚編排每一個

學習單元「精教、導讀、自

學」課業，有系統地讓學生

逐步深化同類文章的認識。 

 自讀篇章選材合適，提高學

生的閱讀量，老師所設計的

題目包含不同層次的問

題，基本的如複述、解釋，

高層次的如評價、創作，從

中更滲透個人成長，品德情

意的價值觀，有助學生掌握

文體重點，寫作技巧外，更

能提升學生個人品德素養。 
 

 

 初小學生識字量低，全部要求

學生自行閱讀出現困難，建議

首三次練習在老師高度指引

下完成，讓學生掌握自讀篇章

的完成方法。 

 對能力稍遜的高年級學生而

言，部分自讀篇章的題目略為

艱深，更未能獨自完成一些開

放性題目。建議以✰標示此類

題目，讓學生在課堂上先作討

論及發言，讓能力較低的學生

能有參考及模仿的機會，更有

助訓練學生口語表達能力。 

 可加入一些有趣的題材，如奇

異、科幻的文章，提升學生讀

閱讀不同文章的興趣 

1.2 引入圖書教學，提升學生閱

讀興趣及閱讀技巧 

 一至六年級推行圖書教

學，拓寬學生閱讀面。從選

材上提升學生對閱讀的興

趣，從擬定教學重點及教學

活動逐步引導學生掌握閱

讀技巧。 

 

 

 停課關係圖書教學暫停進

行。 

 

 

 

 停課關係圖書教學暫停進行。 

 

 

 關注事項 2：發展高階思維策略，提升學生思維能力。 

策略/工作 成就 反思/建議 
2.1 學生能運用思維技巧，協助學習 

 各級老師在日常教學中教授以下

思維技巧︰ 

年級 
思維技巧 

上學期 下學期 

一年級 推測後果 引領思維 

二年級 樹狀分類 時間線 

三年級 六何法 多方觀點 

四年級 六頂帽子思

考法 

詞義推測 

五年級 比較異同 延伸影響 
 

 

 各級按年加入兩種思維

技巧的教學，讓學生有系

統地學習不同的思維策

略，最終讓學生在閱讀寫

作等層面上應用出來。 

 思維技巧以讀文教學作

基礎，老師選定相關課題

並擬定工作紙講授，學生

更容易掌握。 

 

 將適用的思維技巧加入

進度表中，科任老師在共

同備課時重點討論，讓思

維技巧的教學更有系統。 

 學生不會主動運用已學

習的思維技巧，建議老師

要求學生在預習課文時

或寫作前利用相關的思

維技巧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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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六年級 兩面思考 另類方法 

 

  儘量在每一單元教學內

加入或重溫已學習的思

維技巧，讓學生更熟悉學

習。 

 製作卡片張貼在課室，製

造環境提醒學生適時運

用各種技巧在學習上。 

 

 關注事項 3：提升學生預習及筆記摘錄能力，培養自學態度。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3.1 學生能主動學習，建構知識 

 學生通過課前預習及筆記摘錄，學會

主動探索知識。學生獨立運用所學的

能力，進行自我監控及評估，並主動

完成課後延伸活動，達至培養自學能

力及終身學習的目標。 

年級 
預習重點 

上學期 下學期 

一年級 朗讀 
朗讀 

部件 

二年級 朗讀 
朗讀 

部件 

三年級 

部件 

查字典 

詞義推斷策略 

部件 

查字典 

詞義推斷策略 

四年級 

查字典 

段旨 

資料搜集 

詞義推斷策略 

查字典 

段旨 

資料搜集 

詞義推斷策略 

自設問題 

五年級 

查字典 

課文分析 

資料搜集 

詞義推斷策略 

自設問題 

查字典 

課文分析 

資料搜集 

詞義推斷策略 

自設問題 

六年級 

查字典 

課文分析 

資料搜集 

詞義推斷策略

自設問題 

查字典 

課文分析 

資料搜集 

詞義推斷策略

自設問題 

 

 

 

 學生在老師的具體安

排下能完成預習功

課。一、二年級的朗讀

表由家長簽署，強化家

長對學生學習的參與

角色，學生也因此提高

自覺性。中、高年級也

藉著「詞義推斷小冊

子」訓練學生運用不同

方法解釋詞義的能力。 

 

 

 

 

 

 

 

 

 

 

 

 

 

 

 

 

 

 

 

 

 

 

 

 學生學習稍欠主動性，

中、高年級大部分只能在

老師的要求下完成預習

功課，未能做到主動探求

知識。老師可加入獎勵，

強化學生在學習上的主

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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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參加中文大學「每日一篇」網上閱讀

計劃，培養學生主動閱讀的習慣。 

 每日一篇計畫目的是

讓學生利用網上途徑

進行閱讀，從而積累知

識。初小學生情況理

想，願意每天完成，從

小把閱讀成為習慣。 

 全校 40%學生能按時

完成每日一篇。 

 建議精英班學生每月最

少完成 15 篇文章閱讀，

普通班完成 10 篇文章閱

讀。 

 

 

 關注事項 4：進行寫作自評及互評，提升學生寫作能力。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4.1 學生能寫出結構嚴謹，內容充實的

文章 

 參加香港中文大學「促進實踐社群以

優化小班教學」支援計畫，通過定期

會議、共同備課、觀課活動，加強教

師專業交流，提升教學效能。 

 透過讀寫結合，以讀帶寫，擬定與讀

文教學體裁、主題和語文重點相關的

寫作題目，指導學生命題寫作，並以

自評和他評，逐步修正寫作內容，撰

寫文章。 

 指導流程： 

 課文教學      

 文章分析 

 範文閱讀 

 確立寫作重點 

 訂立大綱 

 練筆 

 自評及他評 

 修正 

 撰寫文章 

 

 

 三年級老師與中文大學

導師共同備課，選定下

學期單元三第八課《我

是小鬧鐘》一課題設計

教材，最後讓學生以第

一人稱的自述手法寫作

一篇描寫物件的文章。

因停課關係，四節課堂

內容均以網上發放教材

形式進行，學生課業及

作文均反映他們已掌握

老師的寫作要求，並能

寫出以第一人稱，描寫

物件外貌、功能、意義

的文章，達致計畫的最

終目的。 

 各級寫作教學設

計： 

 三年級：4 次 

 四年級：4 次 

 五年級：6 次 

 六年級：4 次 

 學生經過漫長的寫作指

導過程能寫出貼合主

題，內容豐富的文章。 

 

 

 因停課未能進行實時教

學，觀課停止，會議也只

能在網上進行，但老師也

能通過和中文大學導師

的共同討論下設計合適

的教學內容，大大提高老

師對文章選材，教學重點

擬定，課業設置及寫作指

導的能力，提升教學效

能。 

 來年以本單元設計為基

礎，優化教學設計，加強

學生口頭分享部分及珍

惜物件的情意，令整個教

學更完整。 

 寫作單元設計需花上不

少時間，如時間緊迫可減

少次數，或在教學進度上

作調整，部分流程如練

筆、修正等可在家完成，

減輕課堂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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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nglish 
 Area of concern 1：Refine learning and teaching. 

Strategies/Tasks Achievement Reflections / Suggestions 

1.1 To enhance teaching 

Professionalism 
 To refine co-planning, lessons 

observation and evaluation 

arrangements. 

 

 

 

 At least 5 co-planning 

meetings in each term. 

Focus on designing: 

 High order thinking skills 

 Self-learning 

 Use of e-Learning 

 Peer observation once a year, 

in which should try out the 

lesson plan designed in 

co-planning meetings.  

Critical feedback and 

evaluation on observed lessons 

are given.  

 

 

 Peer lesson observations took 

place in the 1st term. Teachers 

encouraged each other by 

giving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This year, at least 4 co-plan 

minutes for 1st Term and one 

for 2nd Term are required.  

 Regular co-planning period 

can be marked on the school 

timetable. 

 Encourage teachers to attend 

professional training 

workshops or seminars. 

 90% teachers have joined the 

professional training which 

focus on high order thinking 

skills, e-Learning or 

self-directed learning. 

 100% of P.1 to P.3 teachers 

have joined the PLP-R/W 

training. 

 100% of P.4 to P.5 teachers 

have joined the DTS training. 

 High order thinking skills, 

e-learning or self-directed 

learning are incorporated in 

PLP-R/W and DTS workshop. 

 On-campus training and 

tailor-made workshops are 

suggested. 

 

Area of concern 2：Integrate e-learning into the curriculum. 

Strategies/Tasks Achievement Reflections / Suggestions 

2.1 To incorporate e-learning 

into the curriculum 
 Introduce I-PAD apps for 

learning English during 

lesson. 

 

 

 

 

 All P.1 to P.3 classes have 

used I-PAD apps to assist 

teaching and learning twice a 

year. 

 

 

 Apps like “Kahoot” is used in 

the lessons. 

 Online resources from Oxford 

isolution are also used. 

 Promote reading English 

books through e-reading 

materials. 

 Students read at least one 

e-resources article each term. 

 Oxford Owl is a resourceful 

and useful e-reading source 

for students. 

 Epic is also a good e-resource 

to promote e-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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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a of concern 3：Enhance students’ higher order thinking skills. 

Strategies/Tasks Achievement Reflections / Suggestions 

3.1 To strengthen higher 

order thinking skills for 

better reading 

comprehension 
 Incorporate higher order 

thinking questions in 

teaching reading. 

 

 

 

 

 At least one higher order 

thinking question is asked in 

each DTS unit. 

 

 

 

 

 

 Partly achieved by students 

with higher abilities. 

 Teachers may prepare 

high-order thinking questions 

in different levels of 

difficulties. 

 

 Area of concern 4：Develop students’ self-directed learning habits. 

Strategies/Tasks Achievement Reflections / Suggestions 

4.1 To motivate students to 

play an active role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Develop students’ dictionary 

skills. 

 Encourage students to look 

up the dictionary for new 

words. 

 

 

 

 

 

 

 

 

 

 

 

 

 

 

 

 

 

 

 

 

 Students look up the dictionary 

for at least 3 new words in each 

chapter. Students write down 

the meanings and parts of 

speech of new words. P.5-P.6 

students write a sample 

sentence for each new word. 

 

 

 

 

 

 

 

 

 

 

 

 

 

 

 

 

 

 Many students were able to and 

were willing to do preparations 

before the lessons. Teachers 

encouraged them to look up the 

new words in the dictionary 

and write down the meanings, 

part of speech of the word, and 

sentences made up with that 

new word.  

 Some students with higher 

learning ability even looked up 

new words in an 

English-to-English dictionary. 

 Teachers may need to remind 

students not to use some 

low-key dictionary apps 

installed on mobile phones. 

Instead, teachers may introduce 

some useful and quality online 

dictionary website or apps to 

students and teach them how to 

use. 

 Encourage students to 

prepare lessons before class. 

 Students finished the 

self-learning booklet(SB). 

 Most students were able to and 

willing to finish the SB before 

the lesson.  

 Teachers could prepare a KWL 

worksheet and ask students to 

write down what they expect to 

learn before the lesson. Then, 

encourage them to write down 

what they have learnt after the 

lesson or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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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 of concern 5：Provide students with a variety of learning experiences. 

Strategies/Tasks Achievement Reflections / Suggestions 

5.1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learn through 

different learning 

experiences 

 Arrange English Week to 

provide students the exposure 

and experience in everyday 

English. 

 

 

 

 

 80% students agreed that they 

are interested in the English 

Week and it enhances their 

English learning. 

 

 

 

 

 Cancelled due to class 

suspension. 

 Develop STEM learning 

activities for P.1 lessons. 

 All P.1 classes have developed 

at least one STEM learning 

activity.  

 90% students are interested in 

the STEM activities, which can 

enhance their English learning. 

 Cancelled due to class 

suspension. 

 Train English Ambassadors 

for morning assemblies, 

school events and morning 

buddy-reading. 

 75% English Ambassadors 

agreed that a variety of learning 

experiences can enhance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English Ambassadors were 

encouraged to take part in 

English activities they 

enjoyed. 

 They were trained to read 

stories to junior primary 

students. 

 Learning English with songs: 

ECA to provide P.1-3 

students a fun learning 

environment to learn English 

with foreign teachers. 

 70% participants agreed that 

they have an enjoyable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the course 

enhances their English abilities. 

  

 Students enjoyed and were 

interested in the lessons. 

 Students learnt a lot of 

vocabulary items through 

songs and doing worksheets. 

 They were motivated to 

engage into the lessons. 

 Cambridge English: ECA to 

help P.4-6 students to 

develop confidence in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English. 

 70% participants agreed that 

the course enhances their 

English proficiency in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Since students only attended 

lessons in 1st Term, only 5 

students from P.5 and 6 

students from P.6 applied for 

the exam. 

 Train students for English 

Drama performance in order 

to enhance their read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skills. 

 70% students are interested in 

Drama activities and agreed 

such activities enhance their 

English learning. 

 In 1st Term, students learnt 

performance skills and had a 

lot of fun activities. 

 In 2nd Term, there were a 

one-week drama workshop 

and students performed their 

final performance, with 

parents and teachers as the 

audience. The performance 

was a huge success and 

students enjoyed it every 

much. It included acting, 

singing and dancing.  

 Students’ speaking and 

listening skills were enhanced 

throughout the ECA this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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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數學科 
關注事項 1：延續及優化課堂策略，提升學習效能。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1.1 優化高階思維策略， 

培養學生的數理探究能力 

 配合課題，每單元進行一次

思維訓練，並以工作紙配

合；科任老師於檢討會分享

所用的策略及學生表現。 

 

 

 

 

 

 

 

 

 

 

 

 

 每級於共同備課會商討解

難策略，並設計工作紙於課

堂施教及檢討成效。 

 

 

 

 

 

 

 

 

 

 

 

 

 

 

 

 

 

 

 

 

 上學期各級均可完成，但下

學期因停課關係，只有個別

班級完成部分工作紙。 

 

 

 

 

 

 

 

 

 

 

 

 

 

 上學期各級均可完成，但下

學期因停課關係，所有班級

未能完成解難工作紙。 

 一年級曾設計分層解難工作

紙共三級程度，學生如完成

第一級基礎工作紙，便可晉

級第二層進階工作紙，最後

挑戰高階工作紙。 

 

 

 

 

 

 

 

 

 

 

 

 

 

 

 

 本年度五年級的思維工作紙

嘗試整合每個單元只用 1-2 種

思維策略，讓學生能夠反覆運

用，精英班學生效果顯著，但

普通班學生情況改善不大。 

 建議來年四至六年級均可繼

續使用思維工作紙，並整合每

個學期只用最多兩種思維策

略，不一定由單元出發，可以

一個策略橫跨不同單元。 

一至三年級則建議不再使用

思維工作紙，轉用另一個形

式，如思維卡、增加解難工作

紙，重點放於每個學期只學一

種思維策略。 

 

 即使已教授解難策略，學生表

現仍有待改善，例如在數線圖

及繪畫數棒方面，低年級學生

仍不太掌握；高年級學生表現

較好，會明白策略，但仍未掌

握何時要採用該策略。 

 建議每個學期完成 3-5 次解難

工作紙（約每個月一次），重

複使用同一個解難策略運用

在不同題型，加強學生使用策

略。 

 老師設計思維卡放在課室

後，供學生閱讀並回答問題。 

 建議低年級可放教具袋在課

室內，每個學生有一個專屬教

具袋，讓學生平日可多接觸教

具，培養學生恆常使用教具的

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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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設立奧數校隊及奧數訓練

班，通過訓練提升學生的解

難能力，讓學生參加聖公會

奧數比賽及其他校外比

賽，並挑選合適學生參加中

大資優課程。 

 

 學生從實作學習中進行探

究活動，從而提升學生的圖

形及空間感。 

 95%學生認為參加奧數訓練

班有助提高他們的解難能

力。 

 

 

 

 100%老師認為實作及科技學

習能提升學生的圖形及空間

感。 

 仍有部分學生欠帶奧數工作

紙，令他們的課堂參與率及興

趣減低。 

 

 

 

 今年繼續在二年級用泥膠及

竹枝砌立體圖形，確實能夠提

升學生對於立體圖形的理解。 

 建議下學年改用磁石條及磁

石粒制作立體，改善材料質

素。 

 可把這個實作推展至五年

級，並且加入 STEM 元素，增

加讓學生探究的空間。 

 下學年的一年級可利用七巧

板拼砌出不同的圖案、三年級

則給予不同的工具量度校內

物件的長度，讓學生探究用甚

麼工具進行量度。 

1.2. 優化電子學習，培養自主

學習能力及提高學生的

運算準確度 

 實行「每日十題」，鼓勵學

生參加。 

 

 

 

 在停課期間，大約 50%學生

能夠每月完成至少 10次每日

十題。 

 

 

 

 老師可以加強獎勵，實行正向

教育，即使學生只完成一次也

要給予鼓勵。 

 利用平板電腦作學習工

具，挑選配合課題的應用程

式(Apps)，於課堂中使用或  

作延伸學習，優化課堂教

學。 

 上學期只有部分班別曾經使

用 I-PAD 教學，例如立體圖

形，但亦有部分班別是未曾

使用。 

 老師擔心一、二年級學生會弄

壞 I-PAD，所以沒有給他們使

用。而高年級則沒有適當的

Apps 可用。 

 下學年可向相關出版社了解

是否有更新的教學 Apps 可以

提供。老師亦可發掘更多教學

資源。 

 課堂前進行速算，培養學生

的數字感，提高學生的運算

速度和準確度。 

 每班都完成至少 10 次速算。  有老師認為速算未能幫助能

力較弱的學生，他們未能掌握

合適的方法快速運算。 

 建議老師在學期初先教授速

算技巧，例如合十、除乘交換

性質、減加交換性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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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學期初每級須訂立 1-2 個學

生須常用的速算技巧，然後

老師在堂上不停重複使用該

技巧的速算。例如一年級教

合十加法；二年級教湊十減

法及加法交換性質；三年級

只加強背乘數表，四年級教

乘法交換性質；五年級教分

數加減交換性質；六年級教

快速比較小數、百分數、分

數大小。 

1.3 加強教師專業培訓， 

提升教師的教學效能 

 透過教育局及出版社提供

的專業培訓，提升教師的

教學效能。 

 

 

 80%老師認為教育局及出版

社提供的專業培訓能提升教

學效能。 

 

 

 老師認為教育局的培訓較理

論化。 

 出版社提供的專業培訓較貼

近老師們的日常運作，所以

老師認為較實用。 

 

3.5 常識科  
關注事項 1：持續發展及優化 STEM、思維策略及科學探究教學課程，訂立清晰的學習

架構。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1.1 提升本科老師的教學技巧，

促進同儕交流及學習 
 定期進行共同備課會，提升及

改善教師的課堂活動安排、提

問及教學技巧。 

 

 安排教師參加常識科相關的

講座及工作坊，提升教師的專

業能力。 

 

 

 安排科任老師以級本為單

位，在 STEM、科學探究或思

維策略範疇中，每學期進行最

少一次教學分享，促進教師教

學交流。 

 

 
 上學期共有 4 次共同備課會，

下學期受停課影響，各級完成

1 次備課會。 

 

 所有常識科老師都曾參與由

相關專業機構舉辦的魚菜共

生及 micro:bit 工作坊。 

 

 

 上學期二、三、五年級老師在

進行 STEM 設計時進行教學

分享。 

 

 

 

 

 
 教師已視共同備課為有效改善

課堂活動安排、提問及教學技

巧的平台。 

 

 工作坊於校內進行，其內容配

合學生學習內容和教師之專業

發展，值得考慮繼續舉辦類似

活動。 

 

 有參與的教師認同教學分享有

助提升及優化教師教學策略。 

 下學期由於停課關係，未有進

行教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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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1.2 持續優化及有系統地進行高

階思維訓練，擬訂思維策略

教學重點架構 

 參考《高層次思維十三式》

或不同思維策略，為各級訂

定思維策略重點，於相關課

題中教授學生運用各種思維

策略，進行學習活動。 

 

 

 
 上、下學期 100%學生按程度

完成兩份思維策略工作紙。 

 

 

 
 思維策略能配合課題，讓學生

以不同角度思考，有助學習。 

 教師建議學生新接觸的思維策

略可利用簡報先作導入，加強

學生對策略的認識。 

 

1.3 透過分享及了解時事新聞，

提升學生的思維能力及培養

正確的價值觀 
 於 3-6 年級課堂加入時事新聞

分享時間，提供匯報框架，培

養學生多角度的批判性思考。 

 

 

 

 
 由於停課關係，部分學生未能

於課堂分享時事議題。 

 

 

 

 

 
 教師可為低年級學生預備較易

理解的新聞題材，並指導學生

如何從新聞中找出關鍵資料。 

 每月定立一個時事討論題

目，在班房設立「聖匠自由講

場」，讓學生發表意見，教師

跟同學回顧及總結。 

 本年度未有進行「聖匠自由講

場」，大部分科任均以教師帶

領學生討論的方式與學生探

討時事議題。 

 教師宜教導學生篩選適當新聞

和內容作出分享。 

 

1.4 透過科學探究活動及參與科

學及 STEM 相關的比賽， 培

養科學探究精神 
 配合課題，於課堂中進行科學

探究活動。 

 

 

 
 100%學生能完成科學探究活

動及相關工作紙。 

 

 

 以拔尖形式挑選學生參加比

賽，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及對科

學、STEM 的興趣。 

 比賽中，學生表現積極，在不

斷嘗試中發揮探究精神和不

斷改良，成功製成作品，提高

對科學科技的興趣。 

 所有教授科學探究活動的教

師認同活動能提升學生的探

究精神。 

 5C 黃振謙、任梓銘、6D 葉綠

然、鄒俊龍 4 位學生於停課期

間參加了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舉行的科技奧運會 2020《小玩

意、大道理》設計比賽，各獲

得參與證書及榮華餅家禮券

250 元。 

 來年可多鼓勵學生參加有關

STEM 比賽。 

 建議設立 STEM 小組，預選一

些對科技活動有興趣的學生進

行培訓，為將來參加比賽作預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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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2：培養學生學習興趣，促進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及照顧學習多樣性。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2.1 優化多元化及多方參與的評

估方法，了解不同能力學生

的學習情況 
 持續優化多元化評估，透過不

同的學習活動及課業作評估

工具，以便更全面地評估學生

所學。 

 

 

 
 由於停課關係，學生未有進行

專題研習、時事匯報或科學探

究活動。 

 80%或以上教師同意多元化

評估能促進學生學習。 

 

 

 
 學生在時事匯報評估表、課業

工作紙和專題研習評估表作

出多元化參與，宜持續優化。 

2.2 持續發展 STEM 課程，從科

學、科技及數學範疇中讓學

生建立穩固的知識基礎，並

提升學習興趣 
 透過「魚菜共生」項目，促進

學生自主學習的興趣及動機。 

 

 優化 STEM 單元教學冊，全年

最少一次進行 STEM 單元教

學。 

 

 

 

 
 100%學生能完成「魚菜共生」

相關的學習活動。 

 

 2019-2020 年度各級 STEM 教

學主題如下:  

年

級 

教學主題 

一 我的安樂窩 

 座枱相框(下學期) 

停課關係，未能完成。 

二 齊來玩玩具 

 民族不倒翁(上學期) 

完成。 

三 自然現象探趣 

生活多姿彩 

 保温瓶(上學期)完成。 

手搖纜車(下學期) 

停課關係，未能完成。 

四 水的世界 

 魚菜共生(上學期)完成。 

五 閉合電路 

 「順風」速遞車(上學期)

完成。 
 

 

 

 

 
 宜繼續發展 STEM 課程，並

優化單元教學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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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六 機械與生活 

 環保動力車(下學期)  

停課關係，未能完成。 

 教師認為學生的學習動機很

高，會主動觀察、發問和搜集

有關資料。 

 教師認同 STEM 活動能提高

學生對科學、科技及數學範疇

建立知識和提升興趣。 

 

2.3 透過專題研習培養學生的研

習技能及共通能力，讓學生

學會自學 
 發展專題研習課程，同時按程

度深淺，培養不同層次的研習

技能。 

 

 

 
 由於停課關係，未有進行專題

研習。 

 

 

 
 下學年(2020-2021 年度)繼續

進行專題研習。 

2.4 運用資訊科技促進教與學 
 鼓勵學生運用教學軟件及網

上資源進行學習，如常識教育

網內之短片及互動遊戲。 

 

 

 教師能運用資訊科技、教學軟

件等於課堂教學之中，以提升

教學效能。 

 
 停課期間，差不多全校學生都

曾於網上觀看老師製作的網

上教材，並利用出版社網頁

「翻轉教室」進行網上活動。 

 

 由於停課關係，大部分老師未

有機會利用平板電腦進行課

堂活動，但所有老師均曾在停

課期間，製作教學短片教授學

生知識。 

 
 多鼓勵教師利用不同網上資

源促進教學效能。 

 

3.6 視藝科 

關注事項 1：優化課堂教學，提升學生的創造力及批判性思考能力。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1.1 透過探索活動，訓練學生的感

官知覺和觀察力，從而提升

學生的創造力 
 配合多感官體驗，讓學生對自

然界或人工的造型，經歷完整

的知覺經驗，從而提升學生對

周邊事物的興趣、觀察、敏銳

力。 

 

 

 

 

 

 
 於各級課程中均有加入多感

官活動，如 P.1「動物世界」

的拓印創作中讓學生觸摸不

同觸感的物品表面，以刺激學

生創作。 

 進行創作前，教師會給予學生

觀看影片，如 P.5「米羅的星

空」，加強學生的觀察力，作 

 

 

 
 因疫情而停課的關係，部分課

題刪除，學生未能接觸部分創

作類型。 

 多感官體驗不單在課室內進

行，還可運用多元化的媒介(如

聲音、短片、動畫等)及不同環

境讓學生產生更大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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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從 P.3 開始學習立體圖形素

描，加強素描基礎及透過素描

訓練提升觀察力。 

 

 

 於 P.3-6 的課程中，加入《視

藝日記》，讓學生將生活體驗

及課前資料搜集記錄於日記

中，促進學生於日常生活中的

感知經歷，從而激發潛在創造

力。 

 

 將資訊科技融入視藝科，於課

堂中多運用網上資源，引導學

生利用互聯網搜集資料，並於

中、高年級加入平板電腦教學

課程，以啟發學生的創作意欲

和學習興趣。 

品表現亦有進步。 

 

 P.3 進行立體圖形的素描前，

會觀察各種立體圖形，部分學

生能初步掌握素描的技巧，表

現不錯。 

 

 學生能有效運用《視藝日

記》，大部分學生能於課堂前

搜集資料，或把草稿畫在日記

內。 

 

 

 

 P.4-6 學生運用不同的平板電

腦程式進行創作，學生表現投

入，作品的創作亦豐富。 

 

 

 

 

 

 

 

 部分學生未能充分運用《視藝

日記》學習。 

 

 

 

 

 

 可嘗試將資訊科技教學延伸

至低年級(P.1-2)學生，並發掘

更多適合學生創作的程式。 

1.2 透過課堂評賞的活動，發展

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 

 於視覺藝術教學的不同階

段，教師適時地進行全班集體

評賞、小組討論或學生作品互

評活動，從而提升學生的美感

觸覺和觀察力。 

 

 

 在 P.1-6 的課程中，加入認識

藝術家單元學習及評賞工作

紙，讓學生認識不同時期畫家

的背景及其作品的特色，並對

作品的內涵作推測，從而增進

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 

 

 把視藝科融入其他學科以促

進學生的共通能力。例如:體

育科—運動會場刊封面設計

比賽；圖書科—書籤設計比

賽。 

 

 

 大部分教學簡報中已包含藝

術家的背景、作品和相關資

料，教師與學生一同進行分析

和評賞，讓學生能在創作前認

識相關藝術家和提升其創作

技巧。 

 

 教師於創作後會與學生一同

進行自評及互評，欣賞同學的

創作作品，運用視覺語言說出

作品的特點，提高學生的學習

動機。 

 

 

 

 

 

 

 建議高年級學生完成一些藝

術家生平或作品評賞工作

紙，並貼於《視藝日記》內/

摘下筆記，讓學生以文字記錄

評賞過程。 

 

 

 

 

 

 

 

 

 

 

 本年度運動會因疫情取消。 

 建議可與其他科目作跨科合

作活動，例如宗教科—復活蛋

設計比賽/中文科—揮春設計

比賽。 



聖公會聖匠小學~學校報告 2019-2020                                                                  26 

關注事項 2：提升學生素質，建立學生自信心，發展學生潛能。 

 

3.7 普通話科 

關注事項 1：透過不同的學習經歷，提升學生的普通話語言能力及自信心。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1.1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活動，

提升學生普通話能力 

 普通話大使  

 招募及訓練學生為普通

話大使。 

 安排普通話大使服務，

如中華文化日攤位遊

戲，主持校園電台廣播。 

 

 

 100%達標。 

 普通話大使積極參與活動，

主動教授能力稍遜的同學進

行朗誦。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2.1 透過視藝比賽和活動，提升

學生素質，建立學生自信心   

 舉辦校內及跨科繪畫及創作

比賽，讓學生發揮所長，加

以展示佳作和給予獎勵。 

 各科任發掘有視藝潛能的學

生，並特別給予校外比賽機

會，讓學生汲取校外比賽經

驗，增加自信心。 

 帶領學生參加校外藝術展覽

和活動，開拓眼界。 

 於全校推行「創意學生獎勵

計劃」，每班挑選有視藝潛質

的學生參加。 

 定期展示學生作品，並把學

生優秀作品上載至學校網頁

上。 

 本學年舉辦了多個校內和校

外的比賽，讓學生能發揮藝術

潛能，擴闊視野。 

 部分學生於各比賽中獲取不

同的獎項，表現出色。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能鼓勵

學生在家或在校進行藝術活

動，部分學生更獲得金、銀、

銅獎，表現良好，有助提升學

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及對視藝

科的興趣。 

 高度展示學生的作品能讓學

生更積極進行視藝活動，建立

學生的自信心。 

 部分學生於親子比賽及活動

中較缺乏家長支援，宜鼓勵更

多家長參與。 

2.2 發展學生潛能 
 在各科任老師的推介下，挑選

有視藝潛能的學生成為視藝

大使，並定期於課後參加活
動，接受培訓。 

 選出 2 名具潛質的學生擔任
校園藝術大使，參與校外藝
術活動和培訓。 

 

 視藝大使培訓計劃的效果良

好，部分學生表現出色，能為

學校獲得多個校外比賽獎

項，部分具潛質的學生的表現

亦得到老師的認同。 

 來年將外聘藝術家到校教授

視藝大使課程，期望更能提高

作品質素。 

 

 建議視藝大使可在課餘時間

向其他同學推廣視藝科(如進

行視藝分享活動)，以擴闊學生

在視藝科的眼界，並培養對視

藝科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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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以外時間教導同學

朗讀課文。 

 課前領讀。 
 

 

 

 配合校本生命教育課程，老
師在 1-3 年級普通話課上教
授學生唱聖詩; 老師在 4-6
年級普通話課上教授學生
朗讀聖經金句。 
 

 
 疫情下暫停。 

 

 1-3 年級班內舉辦「天才表
演」，讓學生以普通話表演
節目，如唱歌、說故事、朗
誦、短劇等，增加學生聽說

普通話的機會及提升自信
心。 
 

 

 

 

 

 疫情下暫停。 

 

 推薦學生參加朗誦節普通
話比賽或其他校外普通話
活動。 

 多名學生參加校外比賽均能

獲得金獎或其他獎項。 

 受疫情影響，參加人數及比

賽項目比原定的減少，來年

會繼續讓更多學生參加。 

 

關注事項 2：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能力和習慣。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2.1有系統地協助學生建構自學

習慣 

 設計普通話朗讀表，鼓勵同
學回家多朗讀普通話，並由
家長簽署。每個簽署可得到
「叻叻印」蓋印一個。 

 

 

 100%達標。 

 低年級學生積極參加。 

 

 

 
 

 可增加蓋印數量。 

 

 

 與中文科合辦「普通話日」，
讓學生主動說普通話，如繞

口令、猜謎語、念唐詩、聲
母歌等。 
 

  「中華文化日」因疫情取

消，故「普通話日」亦未能

舉行。 

 

 在課堂內，教師介紹普通話
自學網站或平板電腦的程
式，讓學生自學。 

  為學生介紹相關主題的

ETV。 

 疫情下課時不足，故未能達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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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電腦科 
關注事項 1：延續及優化課程發展，提升學習效能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1.1 強化及更新老師對本科知識

的認識 

 加入學習進度 

 Code-a-pillar 

 Scratch Jr. 

 

 

 

 全校編程 

 學生對毛毛蟲非常感興趣， 

亦能按要求編寫程式。 

 

 

 

 TUX PAINT 操作上有困難，

iOS 對它支援不足,APP 間中

失靈。 

 

 DASH robot 

 加入 Scratch Jr. 

 加入 Micro:bit 課題 

 

 全校編程 

 學生能在 JR.創作動畫，轉換

場景。 

 能掌握走馬燈，AB 按鈕，搖

晃次數。 

 

 用電池連接 Mic:robit 偶有失

靈，期待下學年在電腦室用

USB 線連接 PC。 

 

 mBOT 製作與教學 

 加入 Scratch Jr. 

 加入 Micro:bit 課題 

 全校編程 

 P.5 mBOT 課程進行流暢。 

 

 用 I-PAD 控制 mBOT 有限

制，不能用複雜指令「如果…

否則」。2018-2019 學年用電

腦上課很流暢，可玩避障，

巡線，光敏…，建議來年可

多運用 I-PAD 進行教學。 

1.2 加入 STEM 的教學元素 

 編程教學(Coding) 

 mBOT 製作與教學 

 發展全校編程(下學期) 

 加入 Micro:bit 課題 

 

 成功發展全校編程。 

 學生能完成 Micro:bit 課堂作

品。 

 

 因疫情停課，P.6 取消 mBOT

課程，改為認識 Micro:bit。 

 
3.9 音樂科 
關注事項 1：提升教師專業能力。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1.1 提升教師專業能力 

 科任老師每學年最少參加一

次有關音樂科的講座;之後與

其他老師分享，並把講座的相

關教材或資料放在內聯網內

的音樂科資料夾，供其他科任

老師參考。 

 

 

 

 未能達標，疫情關係，有關

音樂科的講座大部份取消。 

 可擴闊音樂科講座的準則，

包含不同類型的音樂會，或

老師持續進修學習不同的樂

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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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2：提供平台和機會參與音樂科活動，讓學生提升自信心。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2.1 提供平台和機會參與音樂科
活動，讓學生提升自信心及
發展學生潛能 

 午間小舞台 

透過每學年最少一次的午間

小舞台活動，讓學生發揮潛

能，提升自信心。 

 

 
 

 

 
 
 
 上學期已完成一次午間小舞

台。 

 
 
 
 
 

 

 
 
 
 能提升學生自信心，可於來

年繼續舉辦午間小舞台活

動，可在上、下學期各舉辦

一次。 

 表演者的質素較參差，負責

老師挑選表演者的準則需要

提高。 

 

 聖誕崇拜唱歌表演 

透過聖誕崇拜唱聖誕聖詩

時，讓表演生在觀眾面前表

演，增強學生自信心。 

 已完成聖誕崇拜唱歌表演活

動，觀眾學生反應熱烈正

面。 

 

 本年度合唱團同學提升難

度，加插律動，表演唱聖誕

歌曲，從練習到表演的過程

都能提高表演者的自信心和

歌唱質素。 

 
 參加恆常的校際音樂節外，老

師物色其他不同類型的音樂

比賽，鼓勵同學多參與不同類

型的比賽。透過比賽前的練習

及比賽的過程，讓學生發現自

己的音樂潛能及提升自信心。 

 因疫情停課關係只能部分達

標。本年度參加的校外比賽

大部分已取消。 

 3-4 月的學校音樂節 

(團體及獨奏項目) 

 5 月的聯校音樂比賽

(團體項目) 

 5C 黃振謙獲得小學

口琴獨奏銀獎。 

 6D 葉綠然獲得小學

牧童笛獨奏銀獎。 

 今年度學校音樂節有 13人次

參加個人項目，及 1 隊牧童

笛小組參加團體項目。因社

會事件及疫情停課，所有比

賽取消 。 

 參加了聯校音樂比賽團體項

目的隊伍：合唱團、手鐘、

牧童笛、口琴隊因疫情停

課，未能於本年度完成賽

事，建議下年度可參加。 

 

 
關注事項 3：透過詩歌分享,培養學生愛己愛人的品德情意。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3.1 透過詩歌分享,培養學生愛主

愛人的品德情意 
 愛主愛人 sing 一 sing 

透過教授已選的詩歌，學期未

舉辦詩歌歌唱比賽， 培養學

生愛主愛人的品德情意。 

 
 

 
 

 未能達標，因疫情停課， 詩
歌歌唱比賽取消。 

 建議下年度可舉辦。 

 



聖公會聖匠小學~學校報告 2019-2020                                                                  30 

3.10 體育科 
關注事項 1：幫助學生建立恆常運動的習慣，發揮潛能，提升學生的自信心。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1.1 提升校內運動氣氛，加強學

生對校園歸屬感 
 繼續參與「動感校園」計劃。 
 
 
 
 
 
 
 設立體育科壁報板，展示各

校隊、比賽、體育的資訊。 
 
 
 設立「全年最佳男、女運動

員」獎項。 

 

 
 本年度安排五年級全級進行

地壺球體驗課兩節，六年級
全級進行健球體驗課兩節，
同學喜歡參與，投入課堂。 

 
 
 
 設立體育科壁報板可展示學

生的體育成果，提升自信
心。 

 

 
 
 可考慮將「動感校園」計劃

推展至四年級，讓更多學生
參與不同種類的運動。 

 
 
 
 
 本年度因疫情停課關係，數

項學界賽事未能如期進行，
因此只能展示有賽果的項
目。 
 

 「全年最佳男、女運動員」
獎項可全校性挑選 3 男 3
女，準則除運動成就外，亦
應考慮運動員出勤表現及態
度等方面。準則可張貼在壁
報板上，供全校檢視。獎項
可考慮為獎狀及小獎盃。 

1.2 幫助學生建立恆常運動的習

慣 
 護脊操 

 透過每 2 星期一次的護

脊操活動，幫助學生建

立恆常運動的態度。 

 

 

 
 護脊操能提升學生對運動的

興趣，幫助建立恆常運動的
態度。 

 

 

 鼓勵同學於小息「活力操場」
時段多做運動，高年級體育
大使負責秩序及用具借還。 

 

 

 

 

 

 
 

 活力操場受學生歡迎，學生
能善用小息時間，安全有秩
序地進行運動。 

 

 需解決校隊成員於小息時自
行進入體育室拿取運動用品
使用的問題。建議限制使用
數量：籃球 6 個，足球 3 個 

 張貼告示，禁止學生自行進
入體育室。 

 為提供機會予低年級學生參
與活力操場籃球活動，可考
慮購買座地小型籃球架或掛
牆籃球架。 

 

 推行「SportACT 體育獎勵計
劃」，並納入獎勵計劃之中。 

  本年度因停課及疫情關係，
未能進行「SportACT 獎勵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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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宗教組 

關注事項 1︰延續及優化課程發展，提升學習效能。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1.1 加強教師培訓 

 教師參加學校團契。 

 

 全體老師參與八月二十三

日之教師團契。 

 

 教師之間氣氛和諧，能彼此

支持，建議可以小組形式加

強同事間的溝通，會有更大

彈性。   

 建議來年繼續舉辦教師團

契，形式和主題宜以輕鬆為

主。  

關注事項 2︰深化基督教教育。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2.1 加強生命教育，讓學生在生

活中學習及實踐基督真理 

 學生熟背宗教書內的金句。 

 

 

 

 

 

 

 

 

 

 

 

 低年級學生較積極背誦金

句。若學生能熟讀金句意

思或整句背誦，科任可給

予「叻叻印」作為獎勵，

學生反應良好。 

 已於校園的樓層張貼海

報，每張海報有不同主

題︰五餅二魚、平靜風

浪、變水為酒和傳揚福音

（三至六樓，共四幅海報） 

 

 

 建議來年度由宗教組添置

小禮物，老師因應情況於

上、下學期各舉行一至兩次

背金句比賽，加強學生背誦

金句的動機及獎勵。 

 

 

 

 

 

 於四、五年級招募約 15 位

「基督小精兵」，讓學生有

侍奉及參與團契的機會，實

踐愛主、愛人的精神。 

 

 

 

 

 

 

 

 添置於崇拜中使用的器具

(如十架、燭台等)，以提升

崇拜的氣氛。 

 本年度有 19 名四至五年級

的同學參加「基督小精兵」

活動，所參加的活動分別

有： 

1. 小息團契(由聖公會聖匠堂

同工負責) 

2. 聖誕節聖景演出 

3. 帶領全體學生讀經、祈禱 

 

 

 

 已於本年度購置大部分相

關的崇拜器具，於崇拜時

使用，有效提升崇拜的氣

氛。 

 學生對於參與「基督小精

兵」的活動積極和投入，並

能增加對聖匠堂同工的認

識，為將來參與教會活動打

下基礎。 

 下學期因疫情關係，頗多活

動取消。建議下學年再增加

不同的侍奉崗位給學生，使

其增加歸屬感和投入程度。 

 

 下學期因疫情停課，未能如

期舉行復活節崇拜和其他

崇拜，故未能使用該批器

具，建議於來年的崇拜儀式

中使用及訓練學生負責侍

從的侍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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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學生參加與佈道團隊合辦的

佈道會。 

 

 與音樂科合辦「愛主愛人

sing 一 sing」。 

 

 

 學生透過寫祈禱紙表達自己

的祈求或感謝。 

 

 

 與中文科合作於 P.1-3 課程

中加人繪本教學，開展校內

生命教育課程。 

  下學期因疫情停課，活動取

消。 

2.2 認識聖公會聖匠堂，推動堂

校社服協作 

 與聖匠堂合辦家長團契聚

會。 

 

 

 

 

 

 

 

 

 下學期因疫情停課，未能如

期進行家長團契聚會。 

 

 邀請聖匠堂牧師於周會時段

到校分享「牧師的話」。 

 聖匠堂張樹萱牧師於上學

期到本校為學生分享「牧

師的話」，學生投入聆聽張

牧師的分享，氣氛良好。 

 

 因疫情停課，原定四次的

「牧師的話」只能進行一

次，來年再邀請張牧師到本

校分享。 

 於本校合唱團挑選 10 位學

生參與聖公會聖匠堂堂慶

獻詩及聖頌伴奏。 

 參與合唱團及樂器演奏的

學生完成練習曲目。 

 因 12 月的社會事件停課，

聖公會聖匠堂的堂慶活動

取消。 

 

 於六年級福音教育營加入福

音佈道環節。 

 本年度的福音教育營於 1

月 16 日舉行，由聖公會聖

匠堂張牧師為學生分享，

大部分學生投入參加。 

 因福音教育營的活動時間

緊湊，建議明年邀請牧師分

享，不用安排其他活動環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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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圖書組 
關注事項 1：培養學生閱讀不同類型圖書的興趣，擴闊學生的閱讀層面。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1.1 優化圖書館館藏，為學生提

供多元化的圖書 

 購買「網上閱讀計劃」服務。 

 

 

 

 鼓勵學生多借閱公共圖書館

圖書，並透過主題學習推廣

閱讀。 

  

 

 學生未習慣使用網站閱讀。 

 來年加強與中英文科老師

合作，加強推廣。 

 

 受疫情及停課影響，取消活

動，來年繼續進行。 

1.2 加強推行閱讀多元化的圖書 

 推行「午息圖書分享會」，

優化主題閱讀，如 VRAR 圖

書分享、STEM、專題研習、

認識世界各地著名的作家。 

  

 受疫情及停課影響，取消活

動，來年繼續進行。 

 

關注事項 2：透過閱讀，讓學生學習基督教的真理，行善為人。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2.1 透過閱讀宗教書籍認識基督

教信仰 

 在一至四年級圖書課中與學

生閱讀宗教類，有關基督教的

圖書。 

 

 

 學生非常喜歡這類故事。 

 全部學生閱讀超過 5 本宗

教類圖書。 

 

 

 來年繼續進行。 

 低年級可增加次數及以老

師講故事形式進行。 

 

關注事項 3：深化學生各項閱讀技能及策略，提升理解力及高階思維能力。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3.1  深化學生各項閱讀技能及策

略，提升理解力及高階思維

能力。 

 優化小一、二親子閱讀計劃

比賽，進行親子書籤設計比

賽。 

 

 

 

 

 

 

 

 

 

 

 

 

 部分家長積極參與。 

 

 

 

 可進行更多元化的閱讀比

賽，例如： 

 為角色設計服飾，配以

文字解釋 (低組)。 

 八格故事敘述 (低組)。 

 卷軸圖書，材料學生自

備，但需要老師教授製

作。 

 四格漫畫 (高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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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優化與中文科組合作跨科活

動：小三至小六閱讀比賽，

工作紙由中文科老師訂

正，如書信、閱讀報告。 

 

  疫情及停課影響，取消活

動。來年繼續進行。 

 訂定提升理解力及高階思維

工作紙，讓學生在課堂完

成。 

  

 

（四）我們的學與教 

4.1 課程特色 

 各科因應其教學重點和特色，靈活運用多元化的教學模式，如合作學習、

分組學習、專題研習等。通過課堂中的師生和生生互動，學生能多溝通、

多交流，促進學生的思維、社交和認知的發展。 

 將思維技巧融入日常教學之中，運用不同的視像工具，幫助學生理解、思

考和組織意念，提升思維能力。 

 安排不同的專題學習、跨科及統整活動，靈活運用各種學科的知識，培養

學生的共通能力。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從預習開始，配合課堂學習，繼而主動完成課

後延伸活動，並進行自我監控及評估，達至培養自學能力及終身學習的目

標。 

 配合社會發展，以資訊科技支援課堂內的互動與協作，促進教師與學生之

間的互動，使學習更為有效。 

 實踐 STEM 教育，從生活經驗入手，通過科技、工程及學生動手實作的機

會，培養學生的解難能力及綜合和應用知識的技能。 

 

4.2 四個關鍵項目 

4.2.1「德育及公民教育」 

 培養學生自尊、自重、自律、自省、自強不息的抗逆精神，建立面對科

網世代誘惑的正確態度。推行「校本輔導活動」，著重學生身心靈及社

交能力的發展。 

 隔周一節成長課，通過課堂教學、專題講座、名人分享會等多元化的形

式，從個人、群性、學業、事業四個範疇，培養公民意識、積極的人生

觀和價值觀。 

 中文科透過自學篇章，滲入健康人生、良好品德、自信積極的信息，從

而建立學生自信心，提升個人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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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從閱讀中學習」 

 提高學生的自主閱讀意識，設立「漂書」箱，鼓勵學生閱讀及互相交流。 

 以多元化的閱讀活動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  

 配合校本課程發展，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語文科有系統地教授閱讀策

略。 另外，以拓寬學生的閱讀面為目標，從選材上提升學生對閱讀的興

趣，並擬定教學重點及教學活動，逐步引導學生掌握閱讀技巧。 

 定期推介主題書籍，例如中華文化、STEM 等。 

 每天 15 分鐘早讀時間，全校進行閱讀。老師定期推介好書。 

 配合課程統整，推行跨科閱讀，在各學科滲入不同類型的閱讀材料，提

升理解及應用能力。 

 

4.2.3「專題研習」 

 在常識科推行專題研習，以富挑戰性的問題或難題啟動研習，讓學生以

協作方式，結合全方位學習―戶外學習，進行籌劃、閱讀、調查、研討和

決策等多元化的學習活動。透過專題研習，發揮學生的自主學習精神，

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 
 

4.2.4「善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 

 建立網上學習平台，並利用內聯網促進互動學習。學校更換了全校的網

絡系統、架設 WiFi 設備及添置新電腦、平板電腦，逐步推行電子教學，

與傳統的紙筆教學模式兼容並進。 
 

4.3 語文教學 

 低小由「識字法」開始，指導學生認字策略，培養語感，啟發學生學習

語文的興趣，增加學生的識字量，培養學生的識字能力，以達至提升學

生的閱讀興趣。 

 透過讀寫結合，以讀帶寫，擬定與讀文教學體裁、主題和語文重點相關

的寫作題目，設計寫作活動，有步驟地教授寫作策略。並以自評和他評，

逐步修正寫作內容，進行寫作。 

 在日常寫作練習 (包括隨筆)加入「創意思維」及「想像力」等元素，以

發展學生的寫作能力。 

 一至三年級推行英語閱讀及寫作計劃(PLP-R/W)，透過閱讀大量英文故

事圖書，並結合唱歌、遊戲、故事分享等學習活動，培養學生對閱讀的

興趣，以及提升他們的讀寫能力。 

 四、五年級推行校本英文閱讀及寫作計劃 Development of Text Set(DTS)。

教師利用不同的閱讀材料、設計多元化的寫作課業，提升學生的寫作能

力。 

4.4 教師專業發展 

 持續推行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優化教學技巧，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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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數、常科任教師定期進行共同備課及同儕觀課，促進教師交流。

教師針對學生的學習多樣性，運用優化課堂的教學策略，設計多元化、

多感官及多方參與的分組活動，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照顧學習差異。 

 參加香港中文大學「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支援服務，教師透

過支援，將正向教育及中文課程結合，並透過支援，提升學生的自主學

習能力。 

 教育局外籍英語教師組定時派員到校與英文科老師商討有關課程安排，

並為教師提供專業培訓。 

 為教師舉行不同類型的工作坊或座談會，提升教師的專業能力。 

 

4.5 學生成績評估政策 

 一至六年級全學年共舉行兩次測驗及兩次考試。 

 每次測、考後，學生將獲發成績表，讓學生了解自己在學習上的強弱項，

從而改善學習，讓家長了解子女在學習上的進展。 

 學校因應學科發展，推行持續性的多元化評估，客觀及全面地診斷學生

的能力，讓學生發揮各方面的潛能。 

 教師檢視評估數據，了解學生學習情況，給予回饋、跟進並調適教學策

略。 

 

（五）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5.1 全方位學生輔導計劃 

學校本年度關注項目： 

5.1.1 建立學生自信心、自理能力，發展學生潛能。 

本年度工作方向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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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建構學生的正面思維，以及進一步加強正向文化，學校通過不同的

活動，配合月訓「孝親、友愛、誠實、環保、助人、愛惜光陰、禮貌、

責任、勤學、自省、主動獨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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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座來提升學生的品德操守。 

 

 推展成長課教育及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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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不同的活動，例如「成長的天空」

計劃，提升他們的抗逆力，讓他們更有效面對及克服成長中的困難和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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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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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技巧，也增強老師之間的溝通及對學校的歸屬感。 

 推行家長教育，促進家校合作，透過定期家長小組/工作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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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及家長義工隊伍，讓家長建立社區支援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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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從（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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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全校性的輔導工作。 
 

5.2 政策與組織 

 計劃： 

   完善學校輔導政策、更新及檢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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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向個別新教職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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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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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可與中心「聖公會福利協會小學輔導服務處」人員介紹學校危機處理政

策，以確保危機出現時有多方面支援。 
 

 5.3 成長教育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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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每班共教授

13 課。 

成長課按週會主

題重新編排課節

題目，達至相輔相

成的效果。 

因為停課，全年平

均每班只能推行 9

節。另亦加入「成

長自理」和「欣賞

你欣賞我」題目以

增潤內容。 

可以繼續使用該教

材，但會因應不同

年齡階段的學生，

增刪成長課的內

容。 

根據學生成長需要，安排

成長課週會講座。 

全年共 14 節成長課講

座，主題包括：  

禁毒劇場、網絡欺凌、

誠信與責任、抗逆及讚

好生命、愛自己、生

命教育、升中適應

等。 

因停課影響，下學

期的講座均取消。 

上學期舉辦的講

座題目配合學生

的成長需要，形

式及內容均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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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話

劇形式的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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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 主要工作 完成情況 跟進與檢討 
在班主任課中，不定期進

行班級經營。 

全年進行，提供班會

議主題給班主任，包

括：「開學班務」、班

長及服務生選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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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支援服務 

 5.4.1 小組工作 

計劃 主要工作 完成情況 跟進與檢討 
1. 制訂「全校參與支援學

生的政策」 
1.1 小組檢視及整理支

援學生的目標及方
法。 

1.2 根據「三層支援模
式」，制訂學生支援
記錄冊。 

1.3 審視學生的評估報
告及相關文件，為
有關學生安排適切
之支援服務。 

 成立學生支援 
小組，制訂支援
目標及方法。 

 按時完成整理學
生資料工作及調
整有關支援服務
之安排。 

 支援小組根據
「三層支援模
式」，制訂學生
支援記錄冊，
方便老師查閱
及支援有需要
的小孩。 

 審視學生的評
估報告及有關
文件，為有關
學生提供中英
文補課、伴
讀、情緒小組
等服務。 

 繼續與心理學
家緊密合作，為
有特殊學習需
要的學生提供
合適的服務及
支援。 

2. 為不同學習需要之學生
制訂支援計劃 
2.1 實施「小組抽離教

學計劃」，為成績稍
遜之學生提供課程
調適及適切之學習
活動。 

2.2 定期安排「小學抽
離教學計劃」會
議，就有關課程內
容、功課/評估方法
及調適之安排，進
行教學分享。 

2.3 按學生的不同學習
需要召開會議，制
訂合適之支援服
務。 

2.4 為需接受第三層支
援之學生，制訂個
別學習計劃。 

2.5 實施課後「英文輔
導教學」，為小二至
小五學生舉辦英文 
科輔導課程。 

 定時舉行「小組
抽離教學計劃」
會議，分享教學
策略及方法。 

 按個別學生需要
擬定調適政策。 

 按學生個別需要
召開有關會議。 

 召開個別學習計
劃會議，與教育
心理學家、學生
支援小組、有關
學生之科任老師
及家長，商討支
援學生之計劃。 

 70％或以上乎合
參加資格之學生
參與有關計劃。 

 所有同意轉介有
特殊教育需要學
生資料之個案，
將於 2020 年 8 月
前完成有關轉介
工作。 

 學校每年進行
三次會議，老
師互相交流，
分享教學策略
及方法。 

 老師按學生需
要擬定調適政
策，學生能鞏
固基礎。 

 如學生有個別
需要，校方會
致電家長，商
討學習需要，
如有進步可以
返回大班上
課。 

 為五名學生制
訂個別學習計
劃。 

 86％或以上符
合參加資格之
學生參與有關
支援計劃。 

 
 

 小組抽離教學
計劃照顧對象
為四、六年級的
學生。 

 為個別學生制
訂個別學習計
劃，能點對點給
予支援及幫助。 

 仍有部分家長
不同意讓孩子
進行功課調
適，評估運作上
出現少許困難。 

 英輔班及中輔
班照顧了沒有
小班抽離的級
別，讓大部分有
特殊學習需要
的學生得到關
顧。 

 初小年級非華
語家長喜歡參
加非華語學生
「中文輔導教
學」，復課後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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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同意轉介 
有特殊教育需
要學生的個案
已成功轉介。 

極參與有關課
程。 

2.6 實施課前「中文輔
導教學」，為小二、
小三及小五學生舉
辦中文科輔導課
程。 

2.7 實施非華語學生
「中文輔導教
學」，為小一至小六
學生舉辦中文科輔
導課程。 

   

2.8 轉介有特殊教育需
要學生資料(醫療
報告、評估報告、
學習安排及建議)
往中學，以便為學
生提供適切的升中
銜接服務。 

   

3. 及早識別有學習困難的
學生，以便提供適切之
支援服務 
3.1 實施「小一及早識

別計劃」，以量表
及問卷形式計估
懷疑有學習困難
之學生。 

3.2 蒐集有關學生的評
估報告及家庭背景
資料，以便了解學
生之學習情況。 

3.3 安排小一至小六成
績稍遜學生進行
「學習程度測量
卷」 (LAMK3.0)，
了解學生之學習水
平，並按有關評估
結果，調整有關之
教學策略及支援措
施。 

 識別有學習困難
之學生，為他們
安排接受評估及
制訂支援措施。 

 按「學習程度測
量卷(LAMK3.0)
之結果，為有需
要接受輔導之學
生，安排有關支
援服務。 

 已識別有需要
學習困難之學
生，為他們制
訂支援措施，
讓老師了解學
生的需要。 

 疫情關係未能
完成所有「學
習程度測量
卷」
(LAMK3.0)。 

 2020-2021 年
度，教育心理學
家為有顯著學
習困難的學生
進行評估。 

 在輪候評估期
間盡量會為學
生提供支援服
務。 

 2020-2021 年度
再為有需要接
受輔導之學
生，安排相關支
援服務。 

4. 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
/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
金計劃/新移民學習計
劃/非華語學生支援計
劃 
4.1 為小一至小六學生

提供持續之課後學
習支援服務及課外
活動，提供學習以
外的學習經驗，擴
闊學生視野，從活

 80％或以上符合
參加資格之學生
參與有關計劃。 

 為 80%以上學
生提供服務。 

 為非華語學生
提供課內及課
外的中文學
習。 

 為新來港學童
提供課後中文
英文支援，以
便學生能掌握
學習技巧及課

 2019-20 年度因

疫情關係停

課，以致未能開

辦新來港學童

課後中文英文

支援班。 

 2020-2021 年度
再按撥款，為有
需要接受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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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中建立自信。 程內容。 之學生，安排相
關支援服務。 

4.2 為新來港學童提供
課後支援，以便學
生能掌握學習技巧
及課程內容。 

   

5. 校本言語治療服務 
5.1 為全校有語障學生

提供個別及小組治
療。 

5.2 為全校老師/學生/
家長舉辦講座。 

5.3 為有語障之學生安
排「伴讀計劃」，由
高年級同學協助低
年級同學進行朗讀
訓練。 

5.4 與老師進行個案會
導、協作教學或觀
課。 

 100％語障學生
獲得個別或小組
治療。 

 全年進行不少於
10 次之伴讀活
動。 

 80％或以上之教 
師同意計劃能有
助改善學生之語
障困難。 

 言語治療師與
圖書科老師協
作，於上學期
舉行「伴讀哥
哥姐姐講故
事」伴讀計
劃。 

 安排伴讀哥哥
姐姐於午息時
間為所有一年
級同學進行伴
讀活動。 

 2020-2021 年
度再推行伴
讀計劃，目標
讓一年級學
生增強理解
力，理解故事
內容及認識
故事中的時
間、人物及地
點因素。 

 另提供言語
治療及家長
支援。 

6. 支援有自閉症之小一至
小三學生小組(賽馬會
喜伴同行小組)、小四至
小五成長的天空、升中
適應講座 
6.1 透過活動，提升學

生與相處技巧、溝
通及處理衝突的方
法；並教導學生提
升自我管理能力。 

6.2 透過小組遊戲訓
練，讓學生學習處
理情緒/社交，提升
專注力及抗逆力。 
 

 80％或以上之學
生同意有關訓練
小組能提升自我
管理能力。 

 80％或以上之學
生同意有關訓練
小組能提升個人
情緒管理能力。 

 80％以上學生
同意有關訓練
小組能提升自
我管理能力。 

 80％以上之學
生同意有關訓
練小組能提升
個人情緒管理
能力。 

 2020-2021 年度
再為有需要接
受輔導之學生
提供「喜伴同行
計劃」、「成長的
天空」，「情緒社
交小組」，提升
專注力及抗逆
力訓練。 

7. 參與 AIM PROJECT 計
劃 (分層支援有自閉症
的 學 生 計 劃
(2019/20-2020/21 學年) 
7.1 安排特殊教育需要

統籌主任/特殊教育
需要支援老師統籌
及協調「分層支援
有自閉症  學生的
計劃」的整體運作。 

7.2 推動教師優化全班
支援的策略(第一層
支援)。    

7.3 安排專責人員為有
需要的自閉症學生
提供額外的小組訓

 老師能運用圖卡
優化課堂。 

 參與「喜伴同行
小組」。 

 召開個別學習計
劃會議，與教育
心理學家、學生
支援小組、有關
學生之科任老師
及家長，商討支
援學生之計劃。 

 學生每星期參與 
 
個別輔導。 

 學生能夠投入
於 小 組 活 動
中，並在活動
中學習表達情
緒和情緒管控
的方法，及掌
握與人相處的
基本技巧。成
效不錯，家長
回饋均正面。 

 學生十分投入
積極參與小組 
 
活動及課堂內
外 的 獎 勵 計
劃，老師亦能

 計劃與教育局
合作。由於 AIM 
計劃提供心理
學家到校支
援，與老師彼此
配合能為學生
提供適切的個
別計劃。 

 第三層支援對
自閉症學生提
供額外的個別
訓練，來年會繼 
 
續類似訓練內
容，成為常規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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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第二層支援)。 將技巧運用於
課堂教學中。 

7.4 安排專責人員為學
生推行個別學習計
劃(第三層支援)。 

   

7.5 安排教師和專責人
員參與相關的工作
會議、專業發展活
動及聯校的網絡交
流活動等。 

   

8. 透過家校合作，促進家

長與學校之間之溝通，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之家長，提供有效的支

援措施 

8.1 透過家長小組及家
長會，向家長闡釋
有關學校之學生支
援政策。 

8.2 擬發家長信予有關
學生家長，闡釋學
校給予學生之支援

服務。 
8.3 舉辦家長講座/家長

興趣小組，教導家
長如何協助及支援
學生學習，提供有
關學習策略及管教
子女技巧。 

 70％或以上之家

長同意及清晰學

校提供予學生之

支援服務。 

 70％或以上之家

長出席有關家長

小組活動。 

 報名人數眾

多，出席人數

有待改善。 

 提供家長教

育，作為身教榜

樣。 

9. 持續發展教師專業，加

強教師對特殊教育需要

的認識 

9.1 舉辦教師工作坊，

讓教師認識有關特
殊教育需要之相關
教學技巧。 

9.2 鼓勵教師參加有關
的短期培訓課程。 

 80％或以上之教
師同意透過參加
工作坊、講座、
培訓課程或研討
會，加強對特殊
教 育 需要 的 認
識。 

 定期檢視修畢特
殊教育課程之百
分比。 

 舉辦教師工作
坊，讓教師認
識及支援有情
緒 困 擾 的 學
生。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基礎課程:15 位、
高級課程: 8 位、
專題課程: 7 位。 

 明年按老師需

要提供更多的

工作坊。 

 學校支持同工

外出進修。 

10. 聖匠義工小組  透過義工小組活
動，提升學生的
正面價值觀及學
習關愛社群，從
而提升個人自信
心及能力感。 

  因社會事件及

疫情關係而取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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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 學生活動 

 

 

 

 

 

 

 

 

計劃 主要工作 完成情況 跟進與檢討 

 成長的天空 

 其他學生活動 

11 月 「理工大學護

理系午間健康生活

攤位」活動 

透過攤位活動促

進學生的健康意

識及提升個人自

理能力。同學們

反應熱烈。 

如有機會，來年可

繼續合作推行。 

1 月「識揀悉愛 星

級形象小組及講

座」 

共 14 名 6 年級同

學參與，活動令

學生更掌握兩性

相處之道，以及

確立自我形象的

正向價值觀。 

建議來年繼續聯

絡舉辦。 

4 月「參觀美麗華」

酒店及學習餐桌禮

儀 

因 疫 情 停 課 關

係，活動取消。 

明年繼續參加。 

小四至小六「成長

的天空」計劃 

共 35 名學生。由

外購服務的社工

負責帶領，訓導

主任梁嘉傑和學

校社工林漢權負

責聯絡及協調。

當中六年級同學

因停課關係，改

以網上 zoom 形式

進行，效果仍屬

理想。部份小四

活動如親子日營

等活動，會安排

於 5 年級時繼續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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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個

人情緒、增加抗逆

力。自我形象亦得

以提升。 

 

11 月「公益金親子

賣旗活動」 

活動獲 42 個家庭

報名參加，唯因

社會運動關係，

大會決定取消活

動。 

明年繼續報名參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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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 家長活動 
計劃 主要工作 完成情況 跟進與檢討 

家長專題講座 

 

透過聯校、分級及

定期時間，推行不

同專題的家長教育

講座，支援管教及

讓父母認識學生成

長需要。 

全年共推行 9 節

家長講座，共 306

名 家 長 人 次 出

席。家長們表示內

容 切 合 管 教 需

要，反應正面。而

因應停課，部份講

座取消。 

活動由學校社工及

與不同的社區機構

合作。講座增加家長

的管教技巧及提升

意識，建議來年度繼

續合作及推行。 

家長專題小組  原定於 2 月份推

行的「生命偶遇家

長小組」，主要目

的是讓家長認識

自 己 的 情 緒 需

要，但因停課關係

需要延期。 

已 與 合 作 機 構 溝

通，小組改於來年繼

續合作推行。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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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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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幫助他們提升學業成績，例

如英文補課，以進一步提升他們的潛能 

 在訓導組老師的協助下，本學年的輔導工作進展順利。本年度為聖公會

福利協會派駐的學校社工第三年駐校，學校社工已掌握社區情況及需

求，能為學生及家長給予及時的回應和輔導支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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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會為訓輔工作設定主題，開

展主題性的訓輔工作，亦會繼續強化家長教育的工作，為學生的成長提

供更優質的支援及輔導。 

 

5.5   推行「健康校園」文化 

 「全人教育」乃本校之發展方向。為了提高家長及學生對健康的關注，

本校由 2011-2012 年度起便與香港理工大學護理學院合作，推動健康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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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繼續參加「健康兵團伙伴計劃」，透過培訓「健康兵團」在校內 

推廣健康訊息，舉辦的活動包括護眼操、護脊操、「飲水」計劃、水果

日、食得健康、午間健康生活攤位等。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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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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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四至六年級學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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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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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課外活動 
 學校每年均舉辦多項學藝活動，例如戶外參觀、音樂會、作文比賽、書

法比賽、水墨畫比賽、數學速算比賽、英文週。課餘時間，學生可參加
免費或部分津貼課外活動，包括：水墨畫班、籃球班、口琴班、古箏班、
奧數班、跆拳道、合唱團及手鐘等，以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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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際書法比賽、水墨畫比賽、奧數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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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女童軍、海童軍及交通安全隊。鼓勵學生參與
校內或校外的活動。團隊紀律性強，能培養學生團隊精神、歸屬感及責
任感。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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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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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家校會獲教育局家校組邀請，在 8-11-2019「活動籌劃及資源」講座

中擔任分享嘉賓(家教會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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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生表現 

6.1  升中派位 

 2019-20 年度共有 107 名畢業生，升中派位獲派第一志願的百分比佔 79%

（84 人），而獲派首三志願的百分比佔 89.8%（96 人）。 

6.2  學生在學業以外的表現 

 本校學生每年積極參與校內及校外活動比賽，以實踐一生一體藝的理

念。以本學年為例，接近全部學生全年參加不同類型的校內活動或比

賽，其中包括體育、音樂、視藝、學術、宗教及制服團體類別。本年度

學校為學生舉辦了約 50 個課外活動，學生在校外活動中獲得不少獎

項，包括學界田徑比賽、學界足球比賽、校際朗誦節、校際音樂節、校

際舞蹈節、奧林匹克數學比賽及國際繪畫比賽等。 

 

 

 現時一至六年級學生均可參加最少 1-2 項活動，活動涵蓋學術、體育、

藝術、興趣及社會服務各範疇。總結全年，學生積極參加活動，各活動

均令學生有所裨益，不少學生更於各項公開及學界比賽中取得突出的表

現，令人鼓舞。 

 

 

在國際和校外比賽中獲得的部份獎項 

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詳情 
視藝 

85C Bakery Cafe舉辦「花漾媽咪我愛你」 

母親節填色比賽 

季軍(2個) 
優異獎(24個) 

亞美斯藝術交流 

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 2019 

《細看童畫》 

 

金獎(2個) 
銀獎(3個) 
銅獎(4個) 

舞蹈 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有限公司聯合主辦 
第 56屆學校舞蹈節 

 
優等獎(17個) 

全港公開舞蹈比賽籌備委員會 
第 47屆全港公開比賽----東方舞少年組(高小) 

 
銀獎 

語文 中國青少年語言文化學會 

2019-2020「菁英盃」普通話朗誦 決賽 
普通話繞口令 

 

一等獎 

中國青少年語言文化學會 
2019-2020「菁英盃」普通話朗誦 初賽 

普通話繞口令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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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 
優良獎狀(9個) 
良好獎狀(2個)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學一二年級詩文集誦(粵語) 

亞軍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優良獎狀(22個) 

良好獎狀(2個) 

中國青少年文化藝術交流協會 

第十二屆中國青少年(香港)才藝比賽 

 

普通話繞口令冠軍(1個) 

普通話散文獨誦季軍(2個) 

 

亞洲學生音樂朗誦協會 

2019亞洲學生音樂朗誦比賽 

普通話合誦 師生組 

 

冠軍 

數學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20 

(香港賽區)初賽 

一等獎(1個) 
二等獎(16個) 
三等獎(27個) 

奧冠教育中心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選拔賽 2020(大灣賽區) 

二等獎 

奧冠教育中心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0(香港賽區) 

一等獎 

奧冠教育中心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晉級賽 2019 
銀獎 

奧冠教育中心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初賽 2019 

(香港賽區) 

銀獎 

聖公會小學第二十三屆 

(2019-2020年度)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銀獎(1個) 
銅獎(3個) 

體育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籌委會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9 - 2020 

廣東乒協培訓中心及香港奧青訓練中心 
第八屆香港奧青盃乒乓球大賽 

低級組季軍(5個) 
高級組季軍(4個)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9 - 2020年度九龍東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傑出運動員(1個) 

殿軍(1個)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9 - 2020年度九龍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推鉛球冠軍 
女子甲組 60米亞軍 
女子甲組跳高殿軍 

女子甲組 400米第五名 
女子甲組 4x100米第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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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甲組團體總成績第五名 
男子甲組推鉛球冠軍 
男子甲組 100米第五名 
男子甲組跳高第五名 
男子甲組跳遠第八名 

男子甲組 4x100米第五名 
男子甲組團體總成績第五名 

女子乙組跳高第五名 
女子特組推鉛球亞軍 

香港乒乓總會 主辦 

青苗乒乓球培訓計劃區際錦標賽 

男子 A組團體賽 

季軍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2019「永倫盃」小學校際籃球邀請賽 

「卜維廉盃」 
冠軍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4 X 100米友校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季軍 
男子組第七名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協和)小學 
4x100m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季軍 
男子組季軍 

音樂 

香港口琴音樂中心 

2019年第十三屆香港學界口琴比賽 

初級小組合奏 

季軍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聯校音樂大賽 2020 
小學口琴獨奏銀獎 

小學牧童笛獨奏銀獎 

其他 民政事務總署 融和獎學金(2個) 

宗教教育中心 

2019-2020東亞銀行學生閱讀分享比賽 
冠軍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2019年度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10年或以上關愛校園」榮譽 

香港公共圖書館 

「4．23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 
優勝獎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2019第五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優異嘉許獎(2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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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財務報告(2019-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