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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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間、電腦室、學生活動室(舞蹈室)、英文活動室、 

中央圖書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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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教具室 1 

電腦室 1 多用途活動室 1 

中央圖書館 1 英文活動室 1 

社工室 1 校務處 1 

護理室 1 禮堂 1 

小食部 1 操場 1 



聖公會聖匠小學~學校報告 2018-201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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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人士 家長校董 教員校董 

7 1 2 2 

 

2.7 班級組織 
開設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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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3 4 4 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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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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73.82%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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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17% 57% 

 

2.8.4 專業發展 
本年度進修總時間約 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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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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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教師培訓，優化提問及

回饋技巧。讓各科組老師掌 

 握分層提問的技巧，並在課 

 堂上實踐，以照顧學生不同 

 的學習需要。 

 參加校本支援專業學校發 

 展計劃，優化三年級常識 

 科 STEM 課程，提高學生綜 

 合和應用知識的技能和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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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學與 

 教的效果。 

 

 本年度教師培訓以 STEM 為

主要項目。 

 

 

 

 老師認為透過「支援學校｣同 

 工的帶領和協助，能加深對 

 STEM 的認識，促進教師專業 

 交流。 

 

 (DTS)透過課堂設計，增加了 

 學生閱讀的機會，讓他們接 

 觸不同的閱讀媒介，例如 

 video, story books。 

 增加了同學匯報的機會，能

提升學習動機，加強學習效

能。 

 

 

 

 

 

 

 

 

 

 

 

 可增加更多不同種類的

文本(different text types)

以提高學生的閱讀能

力。 

 課堂時間不足，所以未

能作深入研習。 

1.2 優化教學策略 

 把「善用提問及回饋，促進

學生的高層次思維能力」為

備課與觀課的重點。 

 優化「高階思維十三式」策

略，各級有系統地教授不同

思維策略或工具，引導學生

探究、發現和建構知識，促

進學生的思維能力。 

 整合中、英文科各級的寫作

課程 - 讀寫結合。 

 發展多元評估，促進學與教

的效能，於課堂教學中進行

多元評估活動。 

 

 

 思維策略已融入各科工作紙，

教師亦於課堂活動中運用思維

策略教授。 

 思維策略能啟發學生解決問題

的能力，在不同的情境運用不

同的思考方法。 

 常識科評估加入課業評估、生

活技能、STEM、專題等，評估

形式多元化，教師能從多方面

掌握學生的學習情況。 

 多元化評估能針對學生的多樣

性。 

 中文科以讀帶寫讓學生初步掌

握文體及寫作重點的概念，再

進行討論，資料蒐集，小練筆，

修改後再寫作，輸入充足，內

容也相對豐富，效果不錯。 

 

 

 檢視學生習作，發現學

生能掌握所教授的思維

策略，但未能應用於其

他範疇和學習上。 

 學生的表達能力有待提

升，包括文字和口述，

各科老師宜加以注意，

並於課堂中多加訓練。 

 每次寫作前需要閱讀不

少資料，小練筆過多，

對能力稍遜的學生尤其

吃力。 

 寫作工作紙需加以調

適，優化小練筆。 

 學生未能掌握自評與他

評的技巧。 

 自評重點要與寫作重點

配合，項目不宜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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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深化閱讀策略，延續一、五

年級中文科推行圖書教學

的經驗，把圖書教學推展至

其他年級，提升閱讀的深

度。 

 推動 STEM 課程 - 增潤學

生學習活動。 

 繼續發展電腦科編程課

程、mBot 課程等。拔尖課 

程，如機械工程班、電腦機 

械工程班、立體列印等。 

 教師於科組會議上分享教

學成效。 

 學生投入感高，對於測試/比

賽，感到十分興奮。 

 能提高學習興趣，學生更積

極主動解難。 

 提升了團隊的合作精神。 

 能將科學原理實際運用出

來。 

 

 部分學生運用工具的

能力和技巧有待改善。 

 部分學生的主動性仍

有待提升。 

 老師的提問可以更深

入，以引導同學思考、

探索原因，並找出問題

的癥結。 

1.3 促進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按各學科的特性設計自學

活動及教授自學策略，包括

圈出重點、找出關鍵字詞

句、摘錄筆記、思維策略、

網上搜尋技巧及課後延伸

學習活動等。  

 善用預習或延伸學習的資

料作學習平台，加強互動學

習，共享資源及成果。 

 學科利用平板電腦輔助學 

 習，於各科課堂運用 Kahoot 

 教學互動工具及電子平台 

 學習，提高學生的積極性與 

 投入感。 

 英文科四至六年級開展電

子書閱讀計劃，擴闊學生的

閱讀層面，延伸課後學習。 

 與圖書組合作，推動跨學科

閱讀─主題統整式閱讀策

略，提高學生閱讀的動機。 

 

 各級大致能按表列項目要求學

生作預習及筆記摘錄。 

 高年級學生能按老師要求作課

前預習，如查字典、資料蒐集

等。 

 重點式的框架由淺入深，有助

學生逐步建構知識。 

 

 

 

 

 

 

 

 四至六年級已閱讀最少兩本電

子書。 

 

 'Oxford Owl'提供很好的資源閱

讀。 

 

 

 高年級學生能蒐集資

料，但對於選取、撮要

等技巧有待提升。 

 建議資料蒐集可以小組

進行，先商量重點，然

後分工蒐集，再討論及

選取有用資料，避免浪

費時間善蒐集了大量沒

用的資料。 

 

 

 

 

 建議可使用'Epic'。 

 部分學生的自學能力有

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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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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從聖經中得著生活的

教導。 

 營造基督教的氣氛︰透過

宗教組壁報、課室的月訓

金句，加強基督教的真理

教導。 

 透過宗教教育及訓輔組活

動培養學生追求真理、秉

持公義、珍惜生命、鞏固

家庭等正確的價值觀。 

 發展校本基督教生命教育

課，以學生生活為題材，

透過討論賞析、體驗、反

思等教學活動，強化生命

教育。 

 

 低年級學生喜歡背誦金句。 

科任老師每課宗教課完結後

會着學生背金句，並送「叻

叻印」以作獎勵，且金句相

對較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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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級宗教科老師共同備課

進行圖書教學―「神奇小盒

子」。故事的主角雖然家庭環

境欠佳，一家三口住在狹小

的劏房，他和家人仍然生活

得幸福、快樂。透過讀故事、

討論、唱歌、祈禱，讓學生

學會感恩。 當我們心存感恩

時，我們的注意力就會從自

私的慾望和當前環境的痛苦

中移開。對神表達感謝，以

及讓我們記住神在掌管一

切。 

 建議來年低年級學

生繼續於課堂後背

誦金句。 

 高年級學生可因應

情況，教師於完成教

授兩至三課節後，着

學生選出最喜歡的

金句並加以背誦。 

 優化圖書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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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3：自我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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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學生自理能力。 

 實施「書包減重計劃」，讓

學生養成收拾書包的習慣。 

 

 教師認同自理課程有助提升

學生的自理能力。 

 小六教育營有助學生學習自

理和盡責。 

 

 

 

 

 

 

 建議來年於開學初

時，可以通過「PUSH」

系統定時通知家長需

按時和子女討論「自理

能力小冊子」內的選

項。 

 建議來年挑選 10 位

「清潔大使」，在早會

時宣傳校園清潔的重

要，並舉辦全校清潔日

比賽。 

 建議訓導組在執行「書

包減重計劃」時，可設

計一張簽閱回條，讓家

長知悉子弟的書包超

重，並提供協助和支

援。 

3.2 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及領導 

才能 

 提供多元化的活動，創造更

多機會讓學生參與校內比

賽或全校性的主題活動(例

如：清潔日以及校外的活

動，提升自信心。) 

 優化「叻！我至叻獎勵計

劃」，訂立個人目標，培養

自信心。 
 

 學校提供多元化的活動及比

賽的機會，提升學生的自信

心。 

 

 建議「叻！我至叻獎勵

計劃」可把獎勵加強吸

引力，例如：舉辦大食

會和送書券。 

3.3 建立學生良好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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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種途徑

以直接或滲透的方式養成

學生的好習慣。每月集中培

養一個好習慣，於早會時段

安排老師輪流以不同形式

進行品德教育。 

 安排歷奇活動及服務學習

活動，讓學生參與活動，健

康、快樂地成長。 

 

 「成長的天空」有助加強學

生的抗逆力，提供機會予學生

進行服務學習(如探訪老人中

心)。 

 建議品格之星由學生

自行投票選出，並把該

品格的特質顯示在禮

堂的顯示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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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文科 
關注事項 1：優化單元教學，引入圖書教學，提升學生語文閱讀能力。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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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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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行第二年，整體編排有

系統，配合各單元主題，

有助學生掌握相關主題及

文體。 

 加入開放式討論題目，學

生能提出自己的意見，發

揮想法。低年級同學的字

量不多，口頭表達比文字

表達效果好。 

 圖書教學能提升學生的閱

讀興趣，也能教導學生閱

讀的技巧。低年級以繪本

為主，教學設計上以語文

知識為主，配合引領思維

閱讀策略，教學生如何讀

懂故事，訓練學生逐步推

測故事的發展，並能帶出

個人健康及積極解決問題

的訊息。 

 高年級以讀小說為主，閱

讀名著《小王子》和《西

遊記》，教導學生小說起承

轉合的結構及人物描寫的

技巧。學生在老師的指導

下初步掌握讀小說的技巧。 

 自讀篇章設計得宜，惟高年

級課堂時間緊迫，較難讓學

生作深入討論。建議高年級

同學多用文字表達。 

 建議老師先和低年級學生

討論篇章中的開放式題

目，然後再讓學生組織答

案，也可從中訓練他們的說

話能力。 

 各級均在考試後進行，時間

上較為充裕。建議讀文教學

單元作調適或考慮納入考

試範圍。 

 修訂本年度圖書教學教

案、教材、工作紙，來年繼

續使用。 

 來年繼續發展，建立校本圖

書教學教材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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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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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徵列舉 

二年級 樹狀分類 時間線 

三年級 六何法 多方觀點 

 各級除教授既定的思維技

巧外，更把思維技巧用於寫

作工作紙、自讀篇章及圖書

教學內，能加強學生掌握所

學的思維策略，運用在不同

的學習範疇上。如一年級

《斑斑愛漢堡》運用引領思

維閱讀；二年級《哎喲！誰

來幫幫我》及《我愛大自然》

的篇章運用了推測後果的

思維策略。 

 而五至六年級學生在詞義

推斷策略上運用純熟，有助

 鼓勵初小學生在討論後作

口頭匯報，從而訓練表達

力。 

 部分策略如詞義推斷適用

於大部分的教學上，但六

頂帽子思考法及多方觀點

等策略未能配合在單元教

學上，需要另訂主題教導。 

 建議思維技巧配合說話訓

練進行，讓學生能適當的

表達自己的見解，提升說

話及組織能力。 

 可修訂各級的思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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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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級 兩面思考 另類方法 

學生解構陌生的字詞，對閱

讀理解幫助更大。 

 高年級着重訓練學生對問

題的分析能力，故所教授的

思維策略如兩面思考、比較

異同等有助學生考慮多方

面的影響和因素，從思考帶

動口語表達能力，並表達自

己的見解。 

 

 總體來說，思維策略能開闊

學生腦袋，啟發學生解決問

題的能力，在不同的情境運

用不同的思考方法。 

以配合日常教學及學生的

程度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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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通過課前預習及筆記

摘錄，學會主動探索知識。

學生獨自解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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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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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級大致能按表列項目要

求學生作預習及筆記摘錄。 

 高年級學生能按老師要求

作課前預習，如查字典、資

料蒐集等。 

 重點式的框架由淺入深，有

助學生逐步建構知識。 

 全校約三分一學生能每天

上網完成「每日一篇」，養

成每天閱讀的習慣。 

 

 高年級學生能蒐集資料，

但對於選取撮要等技巧有

待提升。 

 建議資料蒐集可以小組進

行，先商量重點，然後分

工蒐集，再討論及選取有

用資料，這能避免浪費時

間蒐集了大量沒用的資

料。 
 可配合課程統整、專題研

習進行，做到跨科合作。 

 部分學生沒有持續主動完

成「每日一篇」網上閱讀

計劃。建議以獎勵方式及

多鼓勵學生完成。 

 建議每月閱讀 15 篇或以

上作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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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nglish 
  Area of concern 1: Refine learning and teaching. 

Strategies/Tasks Achievement Reflections / Suggestions 

 To refine co-planning, 

lessons observation and 

evaluation 

arrangement. 

 Minutes are kept for at least 

five co-planning meetings in 

each term. 

 Peer observation is done at 

least once a year and critical 

feedback and evaluation on 

observed lessons are given. 

 

 It is good to include co-plan 

meetings within the 

timetable. 

 Peer-learning can be one of 

the focuses on lesson 

planning. 

 Teachers share their 

teaching experience on the 

previous chapter, such as 

difficulties or ways to 

improve. 

 Student-centered learning is 

the main focus of 

whole-school approach. 

Whole-class teaching  

group activity   individual 

task   revision 

(recapitulation) 

 Encourage teachers to 

attend professional training 

workshops or seminars. 

 100% (target 90%) teachers 

have joined the professional 

training which focus on high 

order thinking skills, 

e-Learning or self-directed 

learning. An e-learning 

workshop was held at school 

on 28 August 2018 for all the 

English teachers. 

 100% (target 100%) of P.1 to 

P.3 teachers have joined the 

PLP-R/W training. 

 100% (target 100%) of P.4 to 

P.5 teachers have joined the 

DTS training. 

 New teachers will be sent to 

EDB’s DTS training in 

2019-2020. There is no 

more EDB’s PLP-R/W 

training. Online training 

will be provided instead. 

 

 Promoting Effective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in 

Primary Schools (PEEGS) 

 100% (target 90%) of P.4 to 

P.5 teachers’ capabilities in 

curriculum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enhanced 

through subject meetings, 

co-planning meetings and 

try-outs of the initiative. 

 Core-team members shared 

their experience during 

panel meetings in January 

and June.  

 Two resource packages are 

developed for each level.  

 It’s better to have GE on a 

similar topic before PEEGS 

/DTS. 

 Some scaffolding exercises 

/ vocabulary building can 

be done before writing. 

 P4 trialled two units – 

Friends and Values, and 

Healthy Eating. Both units 

were fairly well received. 

 P5 trialled two units – I 

Love Hong Kong and Jobs: 

Dreams vs. Reality. The 

excursion to Dream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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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motivate students. 

 Overall, the units have been 

successful in aiding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and 

linking knowledge to the 

wider world. 

 

Area of concern 2: Integrate e-learning into the curriculum. 
Strategies/Tasks Achievement Reflections / Suggestions 

 Introduce i-Pad apps for 

learning English during 

lesson. 

 Six classes of P.1 to P.3 

have used iPad apps to assist 

teaching and learning once a 

year. 

 Teachers are encouraged to 

use i-Pad apps to assist 

teaching and learning, 

especially during the 

after-exam period. 

 Promote reading English 

books through e-reading 

materials. 

 All P.4 to P.6 students have 

read at least one e-resources 

article from Oxford Owl 

each term. 

 Students are motivated to 

read. 

 Students can have more 

exposure to spoken English. 

 Epic on the i-Pad can be 

used in addition to Oxford 

Owl. 

 Teachers can ask students 

to summarize the story and 

share the story. 

 

Area of concern 3: Enhance students’ higher order thinking skills. 
Strategies/Tasks Achievement Reflections / Suggestions 

 Incorporate higher order 

thinking questions in 

teaching reading. 

 At least one higher order 

thinking question is asked in 

each DTS unit. 

 

 It is better to have 2 lessons 

each week consecutively. 

 

Area of concern 4: Develop students’ self-directed learning habits. 
Strategies/Tasks Achievement Reflections / Suggestions 

 Develop students’ 

dictionary skills. 

 Encourage students to look 

up the dictionary for new 

words. 

 Students have looked up the 

dictionary for new words in 

each chapter. 

 Students can know more 

about part of speech which 

helps them with writing. 

 Some students are 

struggling with making 

sentences (new words from 

dictionary). 

 Some P.6 students did it 

well. They also made 

sentences by themselves. 

 Encourage students to 

prepare lessons before 

class. 

 Most of the students have 

finished the self-learning 

booklet. 

 Teachers can give more 

positive reinforcement / 

encouragement (e.g. 

stickers) to students. 

 Flipped classroom can be 

used to sav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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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 of concern 5: Provide students with a variety of learning experiences 
Strategies/Tasks Achievement Reflections / Suggestions 

 Arrange English Week to 

provide students the 

exposure and experience in 

everyday English 

 87.18% (target 80%) of 

students agree that they are 

interested in the English 

Week and it enhances their 

English learning. 

 Students are 

highly-engaged. 

 It is suggested to have 

treasure hunt for upper 

primary. 

 Develop STEM 

learning activities for P.1 

lessons 

 All P.1 classes have 

developed at least one STEM 

learning activity.  

 100% (target 90%) of P.1 

students agree that they are 

interested in the STEM 

activities and it enhances 

their English learning. 

 STEM learning activities 

are encouraged but not 

compulsory in all levels. 

 

 

3.4 數學科 
     關注事項 1：延續及優化課堂策略，提升學生共通能力，推動自主學習及優化電 

子學習，培養數理探究能力。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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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立奧數校隊，通過訓練

提升學生的解難能力，讓

學生參加校外數學比賽

(如華夏盃、港澳盃及聖公

會奧數比賽)。 

 

 工作紙練習次數適當，程度

有深淺，能讓能力佳的學生

挑戰高難度題目，也能令較

弱的學生有自信完成部分題

目。 

 承接上一點不足的地方，已

設計及採用解難工作紙，重

點訓練其中一種思維策略。 

 問卷調查︰大約 86%學生同

意奧數能提高他們的解難能

力。 

   工作紙內思維策略太多，沒

有一個重點學習策略，學生

學完一個策略，未有太多練

習機會便會學習下一個。建

議同級科任商討，重點抽出

一個策略於該學期重複運

用。 

   上、下學期分別只做了一次

解難工作紙，練習略欠成

效，建議可以同一題型更改

數字後，讓學生重複運用同

一種思維策略，反複加強練

習。 

   建議選拔奧數隊條件除了

數學成績好的學生外，還需

要品行良好，上課專心，積

極參與。 

 實行「每日十題」，鼓勵

學生參 加，於課後進行

自學活動。 

 須多鼓勵學生恆常地完成

「每日十題」。 

 來年改為科任在班內定期鼓

勵學生主動完成「每日十

題」，並以小禮物作為獎勵。 

 科任建議來年仍要繼續鼓勵

學生積極參與，因為是自主

學習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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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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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數學科電子教學平 

台」進行互動教學。 

 所有科任均能達標，部分老 

師更使用多於 2 次。在備課 

紀錄曾使用平板電腦的教學 

流程，供下年度科任參考。 

 所有老師都會利用電子課本 

幫助教學，亦利用電子課本

內的互動工具或計算步驟逐

步顯示給學生，讓教學或計

算更清晰。 

 某些年級欠學習應用程式， 

例如二年級，只有很少課題有

適用應用程式。要科任記錄曾

使用任何有關數學應用程式的

名稱，並在備課紀錄記下，並

多留意新開發的應用程式。 

 除了電子課本外，其他電子教

具教學類型少，且欠吸引力及

多樣性。下年度選書時老師須

考慮電子教具是否具備質素有

助教學。 

 學生從動手作及科技學習

中進行探究/估量活動，從而

提升解難及高階思維能力。 

 100%科任老師認為動手作的

過程能夠把立體圖形現化，

把複雜的題目簡單化，讓圖

像更清晰展示在學生面前，

能夠提高學生高階思維力。 

 某些年級，例如六年級可以與

常識科或電腦科進行跨科學

習，加強科組之間的合作性。

由於動手作尚在起步階段，各

科任需要記錄教學過程和資

源，方便其他科任跟進。另

外，今年以二、四年級作為試

點，尚要搜集其餘年級的資料

及嘗試課題。 

 

 

3.5 常識科  
   關注事項 1：持續發展思維策略及科學探究教學課程，促進同儕交流，優化科本教 

學策略。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提升本科老師的教學技巧，

促進同儕交流及學習。 

 備課會有助科任互相交流、

設計教材及教學活動，提升

教學效能。 
 43%教師非常同意、57%教師

同意「校本支援計劃」能協

助老師了解 STEM 課程。 

 71%教師非常同意、29%教師

同意「校本支援計劃」能協

助老師準備 STEM 教學計

劃、設計教材及教學活動。 

 本年度學期中及學期末分別

安排了三年級及五年級的同

工分享「校本支援計劃」

STEM 教學設計。 

 「校本支援計劃」要求教師

必須出席最少 7 次工作坊。

透過不同主題的工作坊，教

 多參與校外的支援計劃，了

解教學趨勢。 

 可安排教師示範教學，開展

觀課交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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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對於 STEM 課程的設計，

以致行政安排均有更深入的

認識，有助本校將來繼續發

展相關課程，優化教學設

計，提升教師教學效能。 

 專業支援及備課令學校教學

交流氣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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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思維策略教學已融入工

作紙設計，學生在進行鞏固

練習的過程中，需要運用到

思維技巧才能完成相關課

業，而教師亦反映大部分同

學均能自行完成思維策略工

作紙，只有少部分能力較弱

的學生需要再次深入講解。 

 學生已對思維策略的運用有

基本認識。 

 在日常的教學活動中，教師

以思維策略協助教學。例

如︰二年級《為我們服務的

人》，教師以六何法教授學

生如何閱讀及分析與消防員

有關的時事新聞；以時間線

幫助學生理解中國歷史中各

重要事件的時序。 

 低年級學生仍未能自行以思

維策略幫助思考及整理資

料，教師宜多於課堂滲入相

關策略輔助課堂。 

 繼續多鼓勵學生運用不同思

維策略，讓學生熟習模式，

從小建構及運用。 

 教師可指導學生於練習簿中

多運用思維策略進行鞏固練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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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教師非常同意、78%教師

同意、5%教師不同意時事分

享能提升學生的匯報及分享

技巧。 

 17%教師非常同意、72%教師

同意、11%教師不同意時事分

享及時事問答比賽能提升學

生對了解時事的興趣。 

 從學習多角度分析新聞的過

程中，學生學習「多方觀

點」、「兩面思考」、「延

伸影響」等思維策略作分

析，引申至學習尊重別人意

見，建立共融及尊重的價值

觀。 

 時事問答比賽中，低年級學

生比高年級學生積極，因為

低年級學生比較在意「叻叻

印」獎勵，但高年級學生對

爭取「叻叻印」的興趣稍低，

因此相對欠積極。 

 閱讀新聞的習慣及關心時事

的態度需要家庭的支援，學

校可於家長講座中，就家長

在家中可以給予的支援作出

建議。 

 課時太緊迫，需要整合各科

課程以騰出時間及空間，才

能進行有質素的教學活動。 

 就提升學生對了解時事的興

趣方面，可針對高年級進行

優化活動設計，例如利用網

上軟件，學生能即時得知比

賽結果、誰最高分、誰答題

最快等，增加趣味性及投入

感。 

 建議時事問答比賽可以集中

在一至四年級進行，高年級

則以分享、匯報及分析為

主。 

 由於很多學生不懂選擇新聞

的類型(部分類型的新聞沒

有討論的價值)，建議教師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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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窄新聞類型的範圍，或每

組提供一則不同主題的新

聞。 

 語文能力較弱的學生對於閱

報及匯報均感到吃力，除多

給予機會讓學生分享外，教

師給予清晰框架亦非常重

要。 

 教師教學分享 : 以專家小

組的形式進行討論，以同一

則新聞作分享匯報，每組給

予一個任務/角色，培養學

生批判性思考及多角色思

考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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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差異。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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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教師非常同意、72%教師

同意多元化評估能協助老師

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 

 17%教師非常同意、78%教師

同意、5%教師不同意工作紙

及學習冊內的自評及他評能

協助學生了解教學目標。 

 現行評估方式包括測考、專題

研習、課業評估、生活技能、

STEM 課程，涵括了知識、態

度及技能各方面。 

 除一向的師評外，學生亦開始

進行自評及互評。 

 透過多元化及多方面的評估

方式，除了讓老師從各方面了

解學生不同的能力及他們的

學習情況外，也讓學生更了解

學習的目標，令學生表現更全

面。 

 學生對於自評、互評技巧的掌

握仍有待改善。教師可於課堂

中多運用不同的評估方式，讓

學生了解他們的學習情況。 

 學校的評估仍然側重於紙筆

測試方式，宜多加入非書寫形

式的評估，如口頭報告，照顧

學習多樣性。 

 配合 ST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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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教師非常同意、45%教師

同意、5%教師不同意學生能

透過 STEM 單元教學，建構

STEM 相關知識。 
 39%教師非常同意、61%教師

同意學生能發揮創意，並完

成相關 STEM 的學習活動及

學習冊。 

 大部分教師的知識範疇以及

本科知識均難以橫跨文、

理、工程等各科，對於 STEM

教學感到吃力，因此建議可

以利用專業機構的支援及協

助，讓教學更精益求精。 

 配合多元化評估的需要，教

師要逐步建立一套完整的評

核制度，列明各項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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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學生均能完成 STEM

小冊子，而且表現良好。 

 學生對於 STEM 課程內容非

常感興趣，主動提問、測試

及改良產品。 

 平日學習動機較弱的學生也

非常投入課堂，而且能從課

堂中得到成功感。 

及要求，讓學生及家長能掌

握常識科的評估方向，才能

加以配合。 

 很多級別均遇上時間不足的

問題，建議 STEM 單元教學

最好配合教科書課程，或以

跨科形式進行，才能解決時

間不足的問題。 

 學校於硬件上難於配合，例

如五、六年級需要比賽跑

道，課室面積局限了安排。 

 必須預留充足時間準備教

材、教具及教學材料。 

 由於 STEM 涉及動手做部

分，部分學生動手能力較

低，故引入時宜由淺入深，

或練習某些技巧，如剪紙、

使用熱溶膠等，亦可與視藝

科合作作跨科學習。 

 

 於專題研習滲入 STEM 元

素，讓學生學習研習技能，

培養共通能力及學會自學。 

 

 本年度六年級的專題研習主

題加入了 STEM 元素，於研

習主題《玩具與我》之中，

加入學習《能量》的相關知

識，學生懂得運用勢能轉化

成動能的概念製作環保動力

車，並進行測試及改良。 

 大部分學生認真學習，而且

能投入活動。 

 學生能學習不同層次的研習

技巧。 

 39%教師非常同意、61%教師

同意專題研習能培養學生的

研習及共通能力。 

 

 一年級 

戶外學習地點: 海洋公園 

課題: 公園設施和標誌 

- 行程流暢，家校合作，人 

手充足。 

- 地點適合小一參觀，旅遊 

巴準時，義工幫得上忙。 

- 海洋公園的生物多樣 

化，切合生物與非生物的 

主題。 

 

 教師需要剪裁教學內容及教

科書課程，調節課節及靈活

安排活動進行時間，否則難

以完成所有學習範疇。 

 

 

 

 

 

 

 

 

 

 

 

 一年級 

-  一、二年級取消了功課

班，如當天能暫停課外活

動更好，因為學生和老師

都感到疲倦。 
-   如帶隊老師是科任，對學

生認識及了解更佳。(因需

要配合三年級的英語活動

(訪問部分)，常識科老師

人數亦只有 18 位，故部分

班別未能作出此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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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級 

戶外學習地點: 消防局 

課題: 為我們服務的人 

- 啟德消防局的消防員講

解十分用心。  

- 尖沙咀消防局的消防員

給予不同的裝備讓學生

體驗其重量，加深認識。 

- 紅磡消防局的消防員用

心講解，能讓每位學生

親手接觸不同裝備。 
 三年級 

戶外學習地點: 山頂 

課題: 香港旅遊好去處 

- 學生積極地以英語向不

同國籍旅客進行訪問。 

- 行程緊迫，學生未有足

夠時間小休。 

- 建議整個行程延長

30-45 分鐘。 

- 能配合 STEM 製作手搖

纜車。 

 四年級 

戶外學習地點: 屏山文物徑 

課題:中國傳統與現代建築 

     之差異 

- 流程順暢，地點合適，

有地方給予學生休息或

整理答案。 

- 導入課時已安排學生設

計個人作品，有助之後

各組完成小組成品。 
 五年級 

戶外學習地點:藥物資訊天地

專題研習: 因下學期進行 

「校本支援計劃」，五年級未 

有進行專題研習。 

- 導賞員講解清晰，內容

有趣。 

- 同學對此課題十分有興

趣，積極投入。 

 

 

 

 
 
 

 
 
 
 
 
 
 
 
 
 
 三年級 

-  部分展覽、景點的開放時間

不在參觀時間內。(須配合

全校外出日期及時間，未能

配合所有展覽及景點。) 

 

 

 

 

 

 四年級 

- 導入簡報宜更精簡。 

- 宜簡單教授匯報技巧。 

 

 

 

 

 

 五年級 

 分組製作「順風車」時，

宜二人一組，增加投入

感。 

 注意開放時間。(開放時

間為上午 10:00，出車時

間為上午 9:00，地點是

金鐘，學生於上午 9:30

分左右已經全部到達，

建議明年可於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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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級 

戶外學習地點: 濕地公園 

專題研習課題: 玩具與我 

- 學生對製作環保動力，

車感興趣，活動亦能 

訓練學生解難能力。 

9:10-9:15 分左右出車。) 

 製作「順風車」時，可

提供相關工具如膠紙

座。 
 六年級 

- 遊覽濕地公園的時間較

倉促。   

- 戶外學習後宜取消課外

活動。 

 運用資訊科技促進教與學。  34%教師非常同意、61%教師

同意、5%教師不同意資訊科

技教學能提升教學效能。 

 本年度以 iPad 輔助教學的老

師人數如下︰2 位老師(11%)

使用了 2 次； 5 位老師(28%)

使用了 1 次； 11 位老師

(61%)未有使用。 

 大部分老師均曾使用 kahoot! 

軟件協助教學，特別以用於

時事問答比賽方面為主。 

 

 本科使用資訊科技資源協助

教學方面仍有進步空間，未

來必須繼續推行及鼓勵老師

使用相關資源，以優化教學

效能。 

 一般課堂時數為 35 分鐘一

節，使用 iPad 輔助教學時，

常常要花上至少5-10分鐘課

堂時間(尤以低年級更甚)作

安排、講解軟件如何運用及

提醒學生小心使用， 建議可

安排於連續兩堂的課節時多

運用不同軟件輔助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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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多感官體驗，讓學生對

自然界或人工的造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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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的魔法小

屋」的禪繞創作中加上柔和

背景音樂以刺激學生的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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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學生的觀察力提

高，作品的表現亦有進步。 

 P.3 進行立體圖形的素描，部

分學生能初步掌握素描的技

巧，表現不錯。 

 低中年級學生能有效運用視

 多感官體驗不單在課室內進

行上，可運用大自然的環境

讓學生產生更大的興趣。 

 部分學生未能充分運用「視

藝日記」，部分高年級學生更

缺乏完成「視藝日記」的動

機。 

 從三年級開始學習素描，加

強素描基礎及透過素描訓練

提升觀察力。 

 於三至六年級的課程中，加

入「視藝日記」，著學生將生

活體驗及課前資料搜集記錄

於日記中，促進學生於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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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感知經歷，從而激

發潛在創造力。 

藝日記，大部分學生能於課

堂前搜集資料，或把草稿圖

畫在視藝日記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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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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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嘗試將資訊科技教學延伸

至中年級學生，並找尋更多

適合學生創作的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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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至六年級的課程中，加

入評賞內容及評賞工作紙，

讓學生認識不同時期畫家的

背景及其畫作的特色，並對

畫作的內涵作推測，從而增

進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 

 大部分教學簡報中有藝術家

的作品展示和相關資料，教

師會與學生一同進行分析和

評賞，學生能加深認識相關

藝術家和提升其創作技巧。 

 教師於創作後會與學生一同

進行評賞，欣賞創作同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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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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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學生以文字紀錄評賞過

程。 

 

 

 

 

 

 

 

關注事項 2：提升學生素質，建立學生自信心，發展學生潛能。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舉辦校內及跨科(如宗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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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吸取校外比賽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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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舉辦了一些校內和校

外的比賽和參觀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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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勵學生進行藝術活動，部分

學生更獲得金、銀、銅獎，

表現良好，更提升學生的自

主學習能力。 

 

 須鼓勵家長積極參與親子比

賽及活動。 

 建議選取認受性較高的比賽

參加或每班選出 5-10 位學生

參加比賽。 

 在各科任的推介下，挑選有視
藝潛能的學生成為視藝大
使，共定期於課後參加活
動，接受培訓。 

 選出兩位具潛質的學生擔任

校園藝術大使，参與校外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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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學校獲得獎項，部分具潛

質的學生的表現亦得到老師

的認同。 

 

 建議視藝大使可運用課餘時

間推廣視藝科或進行一些視

藝科分享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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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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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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課堂以外時間教導

同學朗讀課文。 

- 課前領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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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開始隨堂舉行，並

會安排在午息時段於禮堂

表演。 

 推薦學生參加朗誦節普通

話比賽或其他校外普通話

活動。 

 100%普通話大使熱心服務

盡責。 

 領讀生可擔當小領袖的角

色。 

 大部分學生口試表現有進

步。 

 

 

 

 

 大部分學生有興趣參與此

活動。 

 

 

 

 

 

 

 

 共15人參加校外比賽 

 根據普通話大使的表現蓋

獎勵印。 

 

 

 

 

 

 

 

 

 

 

 需預更多練習時間，提升表

現。 

 多作賽前預演，加強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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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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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他科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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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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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達標。 
 

 

 完全達標。 
 學生積極參與。 
 普通話大使能作正音。 

 
 完全達標。 
 個別班級為學生提供學習

普通話的網站。 

 部分家長支援不足，建議同

儕互讀。 

 

 

 

 

 

 學校網頁加入ETV的鏈接，

便於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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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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學習進度 

1. Code-a-pillar 

 P1,P2 很快掌握 

 

 建議加入 Scratch Jr.  

 

2. DASH robot 

 

 學生學會了搖控它  教學時間不足，建議上學期

開始授課。 

3. mBOT 製作與教學  P5,P6 學習很理想;P6 能利

用所有感應器(循線)循環行

走。 

 可加深課程。 

 3D Printing 

 編程教學(Coding) 

 mBOT 製作與教學 

 發展全校編程(下學期) 

 已完成 

 P6 新課程很理想 

 

 加入 Micro:BIT 課題(先準備

教材和教學內容 8月再討論

實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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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任老師每學年最少參加一

次有關音樂科的講座，並把

講座的相關教材或資料放在

18-19年度音樂科資料夾

內，供其他科任老師參考。 

 超過50%科任老師有參加

有關音樂科的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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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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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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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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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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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學期已完成一次的午間

小舞台。 

 

 已完成聖誕崇拜唱歌表演

活動。 
 
 
 

 本年度參加的校外比賽: 

 3-4 月的學校音樂節 

 5 月的聯校音樂比賽

已完成兩大項校外音

樂比賽。 

 表演者的質素較參差，負責

老師挑選表演者的準則可

再提高些。 

 科任老師認為同學投入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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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有 20 人次參加第七

十一屆學校音樂節，其中 1
人獲冠軍、2 人獲季軍、10
人次獲優良成績，6 人獲良
好成績。另外，牧童笛小隊
參加了聯校音樂大賽，並獲
得金獎。口琴隊也參加了聯
校音樂大賽，獲得金獎。成
績頗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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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體育科 
  關注事項 1：幫助學生建立恆常運動的態度，鍛鍊良好的體魄。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擴大「體育大使」職能 

 定時提醒學生可於「體育時

段」參與不同體育運動。 

 介紹校外機構舉辦的體育

活動或比賽，鼓勵學生於課

餘時間持續地參與體育活

動。 

 安排不同的體育展板，讓學

生接收更多體育資訊。 

 

 「體育大使」團隊人數增

升，並且能協助老師在小息

體育時段收發用具及維持

秩序。 

 老師積極向學生介紹一些

坊間有質素的訓練班/比

賽，部分同學更加入區隊或

地區球會接受進階訓練。 

 安排了一次有關「體育與健

康」的展覽。 

 

 出席率達 9 成及盡責「體育

大使」可獲優點一個，以作

獎勵。 

 繼續推廣校外比賽及組織

更多友誼賽，使不同學生能

於課後持續地參與體育活

動，擴闊眼界。 

 

 除體育展覽外，設體育科壁

報板，介紹不同校隊的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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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眼操 

 在課堂上做護眼操，改善及

舒緩學生雙眼的壓力。 

 推行「SportACT 體育獎勵計

劃」。 

 能恆常進行，反應理想。 

 

 

 

 能恆常進行，反應理想。 

 

 

 全校 39%學生獲獎，達成預

期目標。 

 來年度繼續推行。 

 高年級表現較低年級理

想。初小班主任可於學期初

的家長會教授家長如何協

助學生填寫此表。 

 亦可把此計劃納入「叻！我

至叻」的獎勵計劃中，提升

同學填寫此表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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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任每年最少一次參加教

師團契。 

 因教師空間有限，未能於本

年度舉行教師團契。 

 教師之間氣氛和諧，若有需

要可自組小組，互相支持。 

 

關注事項 2︰深化基督教教育。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學生熟背宗教書內的金句，

另於禮堂展示聖經金句。 

 

 低年級學生喜歡背誦金

句。科任老師每課宗教課完

結後會着學生背金句，並送

「叻叻印」以作獎勵，且金

句相對較短，學生反應良

好。 

 建議來年低年級學生繼續

於課堂後背誦金句。 

 高年級學生可因應情況，教

師於完成授教兩至三課節

後，着學生選出最喜歡的金

句並加以背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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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年級學生因課程緊迫，對

背金句態度較欠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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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學生團契，培養學生正

向價值觀。 

 

 

 

 因學生團契的時間不理

想，於星期五放學時段，對

象為四至六年級等待課外

活動之學生，其他有興趣之

學生留校參與的機會不大。 

 建議於午息時段進行學生

團契，團契除可包括、唱詩

和讀經外，更可加進侍奉的

訓練時段和生命教育的內

容，使團契更多元化和更吸

引。 

 延續「家．多點希望」計劃，

藉繪本教育培養學生正向價

值觀。 

 計劃基本已完成，相關小冊

子尚在整理中。 

 小冊子會於本年度完成，並

派發級各老師和同學。 

 參加和聖匠堂協辦的福音週

及福音日營。 

 

 福音日營於六月二十七日

進行。 

 參與學生有機會到聖公會

聖匠堂進行活動，可讓學生

更認識教會生活。 

 學生對福音日營的反應頗

熱烈，名額由原本的 30 人

增加至 43 人。 

 與聖匠堂舉辦家長團契聚

會。 

 於下學期有七次的家長團

契，家長到聖公會聖匠堂參

加活動。 

 七次團契完結後，約有三至

四人繼續恆常參與教會活

動。 

 建議來年繼續於聖匠堂進

行家長團契。 

 學生到聖公會聖匠堂參觀繪

本館。 

  建議來年因應有需要的學

生購買繪本書。 

 本校詩班前往聖匠堂獻詩。  本年度有三次到聖公會聖

匠堂獻詩︰聖誕節、母親

節、父親節。 

 學生表現投入，惟次數略

多，可於下年度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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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圖書組 
  關注事項 1：培養學生閱讀不同類別圖書的興趣，擴闊學生的閱讀層面。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購買配合學科發展的圖書，

例如 STEM 的書籍。 

 本年購買了超過 400 本圖

書，已分類及上架的圖書當

中，除了宗教科外，各科都

有 5 本或以上的新書。 

 

 

 建議來年可購買多些有關

環境及保護環境的英文

書，配合英文課堂的需要。 

較少購買宗教書的原 

因，因在本校圖書館內 

已有大量宗教科的圖 

書，足夠學生借閱。 

 公共圖書館大量借閱，配合

主題推廣，鼓勵學生借閱。 

 

 

 

 

 本年未能安排向公共圖書

館作大量借閱服務，建議來

年提早在上學期預先安排

工作。 

 優化早讀活動，讓學生閱讀

中英文的圖書，在星期一至

三閱讀中文圖書、星期四至

五閱讀英文圖書，由風紀記

錄，能每星期做到的學生，

每星期獲取「叻叻印」兩個，

每個學期最多可獲 30 個印。 

 

 95%的學生有參與過早

讀，當中 66%的學生取得

「叻叻印」。 

 

 

 

 來年建議改變形式，如早讀

故事分享，聽完故事回答問

題，小息時可到圖書館取

「叻叻印」等活動。 

 

 優化「閱讀護照」活動，學

生主動閱讀及紀錄不同種類

的圖書，如 000 – 900。 

 全校的學生都有在課堂上

閱讀不同類型的圖書。471

人有借閱不同分類的圖

書，佔全校人數的 90% 

當中借主題 500-699 

分類號的圖書約 320 

人，佔全校的 61%。 

 

 多些推廣給未有借閱過

500-699 分類的主題圖書的

學生。 

 雖然未能達標，有六成學生

有借圖書回家閱讀，其他學

生有在課堂上閱讀。 

 建議來年增加閱讀活動，例

如：午膳時，每星期一次，

讓學生聆聽英文故事

（Audio books）。 

 中文伴讀計劃：由伴讀兄姊

教伴讀弟妹朗讀課文，提問

有關讀物內容及創意思考題

目。 

 全部學生都在伴讀期間閱

讀超過 5 本的指定圖書。 

 

 伴讀的學生閱讀超過 8本的

圖書，推介他們借同類型的

圖書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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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2：透過閱讀，加強學生對基督教教育。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在一、二年級圖書課中與學

生閱讀宗教類，有關基督教

的圖書。 

 全部一、二年級的同學在堂

上有完成閱讀最少 5 本宗

教類圖書。 

 有部分學生曾借宗教類主

題圖書回家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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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化小一、二親子閱讀報告

比賽，工作紙由中文科老師

訂正。 

 學生的得獎作品質素很好。 

 

 

 展示得獎作品，讓同學互相

學習。 

 優化與中文科組合作跨科活

動：小三至小六閱讀報告比

賽，工作紙由中文科老師訂

正。 

 

 學生十分認真地撰寫閱讀

報告。 

 

 

 

 工作紙單面印。 

 

 訂定提升理解力及高階思維

工作紙，讓學生在課堂完

成。 

 完成 1 張工作紙。學生能自

行提出不同的想法及意見。 

 

 小一未有安排工作紙，來年

仍不加高階思維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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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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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互動的課堂學習，學生能多溝通、多交流，促

進學生社交和認知的發展。 

 將思維技巧融入教學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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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跨科活動，靈活運用各種學科的知識，培養學生的

共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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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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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學生動手實作的機會，同時提高學生綜合和應用知

識和技能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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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從閱讀中學習」 

 提高自主閱讀意識，運用各種方式，如多元化的閱讀活動培養學生的閱

讀興趣。  

 配合校本課程的發展及加強學生的閱讀能力，在中文課有步驟地進行閱

讀策略的教學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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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推介主題書籍，例如中華文化。 

 每天 15 分鐘早讀課，全校進行閱讀。老師定期推介好書。 

 配合課程統整周，進行跨科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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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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結合戶外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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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學生主動學習，並將全方位學習

活動與專題研習有效結合。 
 

4.2.4「善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 

 建立學習平台及內聯網促進互動學習，更換全校網絡系統、架設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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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設計不同的閱讀及寫作課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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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教學技巧，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 

 中、英、數、常科任教師定期進行共同備課及同儕觀課，透過科研提升

學與教的效能。教師就學生不同的學習能力，運用優化課堂的教學策略，

設計多元化的分組活動，提升學習的興趣及照顧學習差異。 

 參加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服務「專業發展學校計劃」－在常識科實踐

STEM 教育，提升學生學習科學及科技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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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教師的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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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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持續性及多元化評估，客觀地診斷學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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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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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學生素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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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建品格、存自信，顯才能」主題，加強「重品德，勤學業，嚴而

有愛」，推行校本輔導活動。以及進一步加強正面文化，並協助推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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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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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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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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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可與中心同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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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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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亦加入

成長自理課以

增潤課程內容。 

可以繼續使用該

教材，但會因應不

同年齡階段的學

生，增添成長課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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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 動 劇

場」、「兩性相處」、 

「和諧校園」、「校

園手語體驗」、「風

吹 不 倒 生 命 教

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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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話劇形式的講

座。 

 

不定期舉行班主任課，

用以進行班級經營 

全年不定期班主任

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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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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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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及有關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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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訂立校本
支援學生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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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英 文 補
課、伴讀、
情緒小組。 

 繼續緊密與心

理學家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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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加強輔

導教學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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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加
強輔導教學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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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需接受第三層支
援之學生，制訂個
別學習計劃。 

2.4 實施「英文輔導教 
學」，為小三及小五 

      學生舉辦英文科輔 
導課程。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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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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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切的支援服務。 

 定時舉行「小學
加強輔導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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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年 8 月前有關
轉介工作。 

 學校每年進
行三次會
議，分享教
學策略及方
法，老師互
相交流。 

 老師按學生
需要擬定調
適政策，學
生能鞏固基
礎。 

  學生有個別
需要會致電
家長，商討
學習需要，
如有進步可
以返回大
班。 

 為一位學生
制訂個別學
習計劃。 

 86％或以上
乎合參加資
格之學生參
與有關計
劃。 

 已將所有同
意轉介有特
殊教育需要
學生資料之
個案成功轉
介。 

 部分家長不願

意孩子入 IR

班。 

 為個別學生制

訂個別學習計

劃，能點對點給

予支援及幫助。 
 仍有部份家 
 長不願意讓孩

子進行調適及

支持，運作上出

現少許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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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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進行「學習
程度測量卷」
(LAMK3.0)但
未能按結果，
為有需要接受
輔導之學生，
安排有關支援
服務。 

 2019 為有顯著
學習困難的學
生進行評估。 

 19/20 學年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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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中建立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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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或以上乎
合參加資格之
學生參與有關
計劃。 

 

 為八成以上學
生提供服務。 

 為非華語學生
提供課內課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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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內容。 

 19/20 學年再按
撥款，為有需要
接受輔導之學
生，安排相關支
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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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 學年再為
有需要學生提供
伴讀，目標讓一
年級同學理解故
事內容及認識故
事中的時間、人
物及地點元素。
另提供言語治療
及家長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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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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六成長的天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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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成以上學生
同意有關訓練
小組能提升自
我管理能力。 

 八成以上之學
生同意有關訓
練小組能提升
個人情緒管理
能力。 

 19/20 學年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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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支援有 ADHD 學生 
7.1 智趣星 「情緒溫 

度計」情緒管理 
小組(P1-2)。  

7.2「專注小先鋒計 
劃」(P1-3) 。 

 透過高低年級
2 個 小 組 活
動，讓學生正面
認識情緒及學
習如何控制，以
及與人相處的
技巧。 

 透 過 小 組 活
動，支援專注力
不足學生，提升
學生的執行功
能技巧。 

 學生能夠投入
於 小 組 活 動
中，並在活動
中學習表達情
緒和舒緩的方
法。亦掌握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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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及課堂外
的獎勵計劃，
老師亦將技巧
運用於課堂教
學中。 

 活動與香港青
少年服務處智
多 星 計 劃 合
作。由於計劃資
助已經完畢，來
年繼續尋找社
區上其他合適
資源。 

 活動與教育局
教育心理學家
合作推行，來年
會將合適的學
習內容滲入課
程，成為常規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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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身教榜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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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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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能投入到
小組活動中，
並在活動中學
習到推行義工
服務過程中的
困難與喜樂。
活動後的分享
中，學生們均
感覺正面及願
意繼續參與義
工活動。 

 活動與青年協

會農圃道中心

合作。學生亦因

活動而認識及

結 連 社 區 資

源。建議來年度

繼續討論合作

及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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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眼世界，關

愛貧窮 - 生命教育

專題講座及文具捐

贈活動 

全校推行參與，

同 學 們 反 應 熱

烈，教師們亦一

同和應。活動令

同學增加對他人

的關愛意識。 

活動與窰匠生命事

工合作推行。建議來

年可繼續推行類似

形式的關愛社群活

動。 

1 月「識揀悉愛 星

級形象小組及講

座」 

共 22 名五至六年

級學生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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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與神託會合作

推行。建議來年繼續

聯絡討論合作的可

能性。 

4 月「參觀美麗華」

酒店 

共 24 名五年級學

生參與，活動令

學生認識更多酒

店運作及簡單餐

桌禮儀。 

活動與聖公會聖匠

堂社區中心合作推

行。建議來年繼續聯

絡討論合作的可能

性。 

小四至小六「成長

的天空」計劃 

共 34 名學生。由

青協社工負責帶

領，訓導主任梁

嘉傑和學校社工

林漢權負責聯絡

及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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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共 104 名學

生及家長人次參

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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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親子間的感情。明

年繼續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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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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節

講座，共 623 名家

長人次出席。家長

們表示內容切合

管教需要，反應正

面。 

活動由學校社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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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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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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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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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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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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式單車、花式跳繩、籃
球班、口琴班、古箏班、奧數班、跆拳道、合唱團及手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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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援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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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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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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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生表現 

6.1  升中派位 

 2018 至 2019 年 106 名畢業生中，升中派位獲派第一志願的百分比佔

78.3%（83 人），而獲派首三志願的百分比佔 86.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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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比賽、校際朗誦節、校際音樂節、校際舞

蹈節、機械人製作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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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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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門建築中九龍幹線- 

啟德西工程「繪我社區 畫我龍城」繪畫比賽 

冠軍(1 個) 
亞軍(1 個) 

優異獎(3 個) 

世界兒童藝術文化協會第八屆世界兒童繪畫大賽 2019 銅獎 

聖匠中學 2018-2019 年「母親節舞動卡」填色設計比賽 
冠軍(1 個) 
亞軍(1 個) 

聖公會聖匠堂 65 周年堂慶 

標誌(LOGO)設計比賽(中小學組) 

季軍(1 個) 
優異獎(1 個) 

香港小童群益會『書』出愛 2019 — 

「書」出快樂郵票創作比賽(高小組) 
優異獎 

九龍城區各界慶典委員會 

慶祝國家成立 70 週年填色比賽 

高年級組-季軍(1 個) 
高年級組-優異獎(1 個) 
低年級組-優異獎(1 個) 

亞美斯藝術交流 
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 2018《細看童畫》 

金獎(2 個) 
銀獎(11 個) 
銅獎(3 個) 

2018-19 年度九龍城區道路安全運動-潛能創意盡表現  
小學組「道路安全繪畫創作」比賽 

優異獎 

舞蹈 
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 

2019 鹽田杯青少年體育舞蹈(國際舞)邀請賽 
第六屆鹽田區青少年體育舞蹈(國際賽)公開賽 

六人組12歲以下LATIN倫巴舞 
二等獎 

新季單人 14歲以下 LATIN倫巴舞 

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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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順潔柔盃 2018 

香港第八屆全球舞王托托挑戰賽—公開單人精英賽 

第一名 
 

中順潔柔盃 2018 香港第八屆全球舞王托托挑戰賽— 
公開單人 10 歲以下—拉丁舞 

三等獎 

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有限公司 
聯合主辦第 55 屆學校舞蹈節 

甲級獎 

群青體育舞蹈會群青體育舞蹈公開賽 倫巴舞第二名 

中港國際舞蹈體育協會 
第十九屆標準舞及拉丁舞計分賽 2018 

喳喳舞第三名 

廣東省藝術教育交流協會 

“華美童藝”國際青少年文化藝術交流暨兩岸三地

少兒舞蹈電視藝術節少兒 A 組舞蹈 

團體特金獎 

語文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2019 全港兒童兩文三語朗誦大賽 

小學 P1-2 普通話獨誦 

優良證書 
 

聖公會聖匠堂 65 周年堂慶 
標語創作比賽(中小學組) 

季軍(1 個) 
優異獎(1 個) 

中國語文教育研究學會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2018/19) 
全港中國語文菁英競賽(小學組) 

菁英銅獎 

中國書法教育聯盟 

“聯盟杯”全國青少年書法美術大賽 

「國畫美術」小學組 

優秀獎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散文獨誦-粵語 

亞軍(1 個) 

優良獎狀(13 個) 

良好獎狀(7 個)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散文獨誦-普通話 

優良獎狀(8 個) 

良好獎狀(1 個)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詩/散文獨誦 

優良獎狀(25 個) 

良好獎狀(4 個) 

亞洲學生音樂朗誦協會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中國青少年文化藝術交流協會 

普通話詩詞獨誦金獎 

普通話猜謎語金獎 

普通話二人猜謎語銅獎 

數學 
2019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 HKMO Open」晉級賽 

銀獎(3 個) 
銅獎(6 個) 

2019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 HKMO Open」決賽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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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香港賽區)總決賽 

二等獎(1 個) 
三等獎(6 個) 

2019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 HKMO Open」初賽 

金獎(2 個) 
銀獎(10 個) 
銅獎(18 個) 

聖公會小學第二十二屆 
(2018-2019 年度)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銀獎(2 個) 
銅獎(5 個)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香港賽區)晉級賽 

二等獎(6 個) 
三等獎(19 個)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初賽 

二等獎(11 個) 
三等獎(29 個) 

電腦 聖公會小學聯校機械人 

冬季奧運會機械人足球賽 
季軍 

體育 泳天游泳會「小小海豚游泳比賽」 

8 歲組別 50 米背泳 
冠軍 

凝動香港體育基金 
凝動劍擊友誼賽 

冠軍(1 個) 
季軍(2 個) 

男子甲組推鉛球 殿軍 

女子甲組推鉛球 優異 

恩格斯兒童體育會男子跳遠比賽 亞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九龍東區小學分會 

2018 - 2019 年度九龍東區小學 

校際籃球比賽(女子組) 

殿軍(1 個) 

傑出運動員(1 個)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迦南書院 
男子 4 x 100m 接力邀請賽 

冠軍 

廣東乒協培訓中心及香港奧青訓練中心— 
第七屆香港奧青盃乒乓球大賽 

男子組亞軍 

女子組優異獎 

男子組優異獎 

香港智道跆拳總會 
跆拳競技比賽 

亞軍(1 個) 
季軍(1 個)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九龍東區小學分會 

2018 - 2019 年度九龍東區小學 
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特別組推鉛球冠軍(1 個) 

女子甲組推鉛球亞軍(1 個) 

女子甲組跳高季軍(1 個) 

女子甲組 100 米優異(1 個) 

女子甲組擲壘球優異(1 個) 

女子甲組團體總成績優異(1 個) 

2018-2019 年度新亞中學主辦 
第七屆小學三人籃球邀請賽 

新亞盃女子組冠軍(1 個) 
罰球大賽女子組冠軍(1 個) 
女子組最有價值球員(1 個) 

女子組得分王(1 個) 

音樂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聯校音樂大賽 2019 小學合奏(口琴) 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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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校音樂協會聯校音樂大賽 2019 

小學合奏(牧童笛) 
金獎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聯校音樂大賽 2019 
牧童笛獨奏 

金獎(1 個) 
銀獎(2 個)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聯校音樂大賽 2019 
小學中樂古箏獨奏-中級組 

銅獎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音樂節一級鋼琴獨奏 優良獎狀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音樂節二級鋼琴獨奏 優良獎狀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音樂節三級鋼琴獨奏 
季軍(1 個) 

良好獎狀(1 個)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四級鋼琴獨奏 
冠軍(1 個) 

良好獎狀(2 個)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高音直笛獨奏 
季軍(1 個) 

優良獎狀(7 個) 
良好獎狀(2 個)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高音直笛小組 優良獎狀 

世界華僑華人社團聯合總會中國國際文化藝術交流協會 

第十三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藝術節少年 A 組古箏 
鉑金獎 

中國歐洲經濟技術合作協會 

第十三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藝術節 
廣東賽區少年 A 組古箏 

銀獎 

其他 香港圍棋協會第 18 屆香港業餘圍棋公開賽入門組(H) 亞軍 

2019 年亞洲菁英自然科學競賽 銅獎 

香港童軍總會東九龍地域主辦香港獨木舟總會協辦 

2018年白沙灣立划艇三角賽幼童軍雙人組男子 100米 
冠軍 

香港童軍總會東九龍地域主辦香港獨木舟總會協辦 

2018年白沙灣立划艇三角賽幼童軍雙人組男子 100米 
亞軍 

香港童軍總會東九龍地域主辦香港獨木舟總會協辦 

2018 獨木舟奪標賽男子幼童軍組 
亞軍 

香港童軍總會 金紫荊獎章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2018 第四屆全港青少年 進步獎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關愛校園」榮譽 

九龍城區校長聯絡委員會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九龍城區傑出學生選舉小學組 
優異獎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伙伴教育基金、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及 

香港科學創意學會 Turbo Jet 氣墊船設計比賽 2019 

二等獎 

聖公宗小學「生命、心靈及價值教育」計劃(2018-2019) 
聯校親子創作比賽以勒基金 

優異獎(3 個) 

Easy Easy 好小事 2018-2019 全港 365 張優秀作品之一(3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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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財務報告(2018-2019) 
        

     收入($)   支出($)  

 I.   政府資助      

(1)   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甲) 非學校特定津貼     

   1  基線指標 1,024,101.81 799,373.26 

    

   (乙) 學校特定津貼   

 

1  Administration/Revised Administration Grant 

   行政津貼/修訂行政津貼 999,432.00 801,004.69 

    2  Composit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rant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386,009.00 263,726.13 

 3  School-based Support Scheme for Newly Arrived Children   

 新來港兒童校本支援計劃 92,945.00 102,124.00 

    4  Student Guidance Service Grant 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160,380.00 145,244.21 

 (including Top Up Student Guidance Service)   

    5  Capacity Enhancement Grant 學校發展津貼 744,058.00 694,757.99 

 6  UAP Grant 成長的天空(小學)計劃 114,927.00 107,470.00 

 7  Enhanced Speech Therapy Grant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128,416.00 97,600.00 

 擴大的營辦以外開支津貼   

(2)   Provision of Free Lunch at Schools for Primary Students from  

  Low-income Families  

  為低收入家庭的小學生提供在校免費午膳 415,870.00 415,870.00 

 

II.    學校津貼(一般津貼)    

 1  捐款 179,160.00 166,014.00 

 2  學校發展經費 33,186.60 5,439.83 

 合計: 4,278,485.41 3,598,66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