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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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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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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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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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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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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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3 2 1 1 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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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2 32 

校長 1 位，副校長 1，編制內教師全職教師 26 位，，編制外全職教師 3 位，

外籍英語教師 1 位，學生輔導老師 1 位，教師助理 2 位，IT 技術員 1 位，

文員 3 位，全職工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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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96.9% 3.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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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 12.5% 50% 

 

2.8.4 專業發展 

  本年度進修總時間約 1971.7 小時，平均每名教師進修時數達 61.6 小時，超 

  出現時教育局擬定的教師進修時數 50 小時，可見本校教師樂於學習，渴求 

  新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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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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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1.學校周年計劃 201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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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及鼓勵 

  行政人員進 

  修行政課 

  程，並扶助 

  教師成長， 

  發展潛能。 

 有 90%行政人員曾參加

不同範疇的中層進修。 
 行政人員在學期初幫助

0-2 年資的新入職老師適

應學校工作。在教學上，

進行示範教學，並透過觀

課指導新老師的教學。 

 加強 0-2 年資老師的輔

導。除了查簿、觀課瞭解

老師工作成效，中層人員

應有策略地幫助新同事

成長。 

 中層人員在學習行政管

理上，仍有進步空間，應

有計劃地培育中層人員

有系統地認識不同範疇

的教育則例、領導、管理

及溝通技巧。 

2. 鞏固教師團 

  隊 

 80%老師認同教師士氣

良好，86%老師認同教職

員相處融洽。整體而言，

各方持分者對學校氣氛

的觀感均與參考數據相

若，甚至高於中位數。可

見學校在各方面的溝通

上皆有滿意的成效。 

 

 加強校內專業交流的風

氣，優化同級備課會；有

策略地培育 0-5年資的教

師，使其在教學上、課堂

管理上及非主科教學上

均得到適切的支援。 

 學校應有策略地栽培中

層人員及第二梯隊。讓教

師參與行政工作，透過有

效的溝通、策劃、分工並

緊密地跟進工作進度，中

層人員分享工作心得及

成功經驗，幫助教師成

長，培育第二梯隊。中層

人員從中學習領導技

巧，鞏固教師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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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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學習

圈(共同備

課、同儕觀

課、評課及

課研、專業

支援、工作

坊、講座、

分享會

等)，提升

教師的課

堂提問技

巧。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89%教

師同意或非常同意學習圈

有助提升教師的提問技

巧。84%教師同意或非常同

意「日常課堂照顧資優生的

教學策略」工作坊能增加他

們對資優教育的認識，並掌

握培育資優生的教學策略。 

 根據觀課所得，在課堂中大

部分教師都能運用轉問、重

整提問、追問等技巧，引導

同學思考。  

 81%老師認同於共同備課

會中探討與課題相關的思

維策略，以發展學生的共通

能力。 

 要有系統地教授思維

技巧，需要從教師培訓

及交流入手，建議明年

教師發展日進行「高階

思維訓練」工作坊，讓

老師對此有更深入的

認識。 

 完善教師交流平台，例

如建立開放的評課文

化，培訓級組長等。 

 

2. 照顧學習 

  差異，加強 

  學習支援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74%教

師同意或非常同意透過分層

課業能加強照顧個別差異，

幫助不同能力的學生學習。 

 根據各科測考成績分

析，同學在推理、綜合、

概括方面的表現有待提

升。 

 

3. 學生的探 

  究能力得 

  以提升 

 根據觀課所得，教師善用探

究活動，通過動手、動腦，

讓學生親自實踐，在體驗的

基礎上，內化形成新知。透

過師生及生生互動，激發學

生思考及回應。 

 訂定全校性目標，優化

現行各科組之校本課

程，著重啟發學生高階

思考、培育個人與社交

的能力。 

 

4.  改善學生 

   的學習 

 語文科老師普遍運用視覺腦

圖協助學生寫作。透過觀

察、分類、口述，學生能累

積寫作題材。四年級英文科

進行 Process writing, 運用腦

震盪、腦圖、討論、構思寫

作、分享。學生並進行自評，

自行找出錯處，重整文章，

學習成效良好。 

 繼續優化分層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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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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宗教活

動的策劃，

讓學生能多

聽、多讀、

多思考福音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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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聖公會基督化教育

的理念和方向，使用聖公

會禮儀進行早會及節慶

崇拜，定期邀請校監主持

早會，與學生分享信仰及

做人道理，建立學生正確

的價值觀。 

 課堂上著學生背誦聖經

金句，舉行復活節活動，

讓他們多聽、多讀、多思

考福音內容。 

 如何在學校深化基督教

教育，恰當地營造宗教氣

氛，仍有進步空間。 

2. 發展學生的

體藝潛能 

 課外活動類別多樣化，能

滿足學生的興趣，發展潛

能。 

 課外活動組制定客觀準

則，培育不同程度及能力

的學生參加初階及進階

班，以提升學生能力 

 要規劃如何提拔在課外

活動方面的尖子生，宜設

立精英班，加以栽培。  

3. 學生能自律

守規，尊重

師長及互相

關懷 

 班主任透過班級經營，有

策略地和學生建立良好

的師生關係，凝聚學生對

班級的歸屬感。 

 校長及訓輔主任每周早

會短講，定期周會講座和

成長課，教導學生社交技

巧。 

 推行校本輔導活動，例如

有禮行動、成長的天空、

自理班、禮儀班、品格之

星計劃，培養學生處理個

人情緒及能自律守規。 

 加強學生責任感，如準時

上學、當值、交齊功課。 

 培養學生自學、自理、自

信，以提高學生的自我概

念。 

 進行家長教育，舉辦相關

的家長講座，加強家長的

管教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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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課程組 

關注事項 1：優化課堂策略，將思維技巧融入教學中，提升教學效能。 

成就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89%教師同意或非常同意學習圈有助提升教師的提

問技巧。84%教師同意或非常同意「日常課堂照顧資優生的教學策略」

工作坊能增加他們對資優教育的認識，並掌握培育資優生的教學策略。 

 根據觀課所得，在課堂中大部分教師都能運用轉問、重整提問、追問

等技巧，引導同學思考。  

 81%老師認同於共同備課會中探討與課題相關的思維策略，以發展學生

的共通能力。 

 根據觀課所得，教師善用探究活動，通過動手、動腦，讓學生親自實

踐，在體驗的基礎上，內化形成新知。透過師生及生生互動，激發學

生思考及回應。 

 語文科老師普遍運用視覺腦圖協助學生寫作。透過觀察、分類、口述，

學生能累積寫作題材。四年級英文科進行 Process writing, 運用腦震

盪、腦圖、討論、構思寫作、分享。學生並進行自評，自行找出錯處，

重整文章，學習成效良好。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74%教師同意或非常同意透過分層課業能加強照顧

個別差異，幫助不同能力的學生學習。 

 

反思及建議 

 根據各科測考成績分析，同學在推理、綜合、概括方面的表現有待提

升。 

 要有系統地教授思維技巧，需要從教師培訓及交流入手，建議明年教

師發展日舉行「高階思維訓練」工作坊，讓老師對此有更深入的認識。 

 訂定全校性目標，優化現行各科組之校本課程，著重啟發學生高階思

考、培育個人與社交的能力。 

 完善教師交流平台，例如建立開放的評課文化，培訓級組長等。 

 繼續優化分層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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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2：加強學生的自學能力 

成就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89%的學生認同學校提供的自學軟件有助提升他們

的自學能力。 

 由資訊科技組統籌，為學生提供不同的自學平台、自學軟件及網上自

學資源，資料豐富。 

 高年級同學在做功課時會運用字典。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74%教師同意或非常同意需要在課堂訓練學生預習

內容、標示關鍵字詞、查字典、筆記摘錄，以加強學生的自學能力。 

反思及建議 

 教師在教學時經常使用「資訊科技蒐集資料」等預習課業或延伸活動，

惟只有小部分同學能運用預習成果促進學習，以及透過延伸主動探索知

識。 

 引入校外資優培訓課程，並推薦同學參加公開比賽。 

 據課堂觀察，學生的自學能力仍有待提升。 

 字典數量不足，中英文科主席宜為3-6年級每班訂購兩本字典，擺放於課

室內，供學生使用。 

 為鼓勵學生使用自學網站，可設立最高分數龍虎榜，張貼在課室內。  

 

3.訓輔組 
關注事項 1：培養學生做個有禮貌的人。 

成就 

 學生大部分表現有禮，可持續推行有禮行動； 

 「我做得到」計劃頗有成效； 

 「有禮行動」推廣期間，教師覺得學生比較有禮 ; 

 大部分學生尊重老師； 

 教師認為禮儀班/活動能讓學生更注意禮儀。  

反思及建議 

 最有需要出席家長講座的家長通常沒空出席講座； 

 學生自理能力有待改善； 

 學生禮貌欠自覺性 ; 

 學生對「外貌」的定義欠完全，我們須強調是每個人的獨特性及內在

美，學校須幫助學生提升自尊心，懂得欣賞自己。 

 繼續舉行「我做得到」計劃； 

 德育講座 P.1-2「待人有禮」，建議來年講座對象為小一至小四學生，甚

至全校。 

 建議來年「有禮行動」改善簽名的形式； 

 禮儀班/活動，建議來年加入在成長課課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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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文科 
關注事項 1：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照顧不同學生的需要。 

成就 

 超過 80%科任老師表示曾運用合作學習策略，並認同加強學生參與及

互動性，促進不同程度學生的學習。 

 學生作品於課室壁報、四校巡禮活動及學校網頁內展示，讓學生通過

互相觀摩學習，提升語文創作水平。已達到全年展示兩次的目標。 

 超過 80%科任老師於課堂上透過不同層次的提問，如六何法，以及滲

入 PreS1 的訓練重點，讓學生掌握語文科的思維技巧。 

 三年級進行兩次作文自評和互評，四至六年級則由老師作作文評講，

兩者均能提升學生自我評估的能力，通過互相觀摩，提高寫作能力。 

反思及建議 

 學生作品展示尚嫌不足，該由一年兩次提升至最少一年四次，達至「多

展示」的目標。 

 未能有效發展分層課業，照顧個別差異，來年應深化發展，以照顧不

同學生學習需要。 

 學生未能利用 Eclass、每日一篇、Ipad、網上自學等不同資源培養自學

習慣，來年應加強多元化的學習模式，提升學生自學能力。 

 語文科應持續發展合作學習模式，促進學生學習。 

 三至六年級發展寫作教學，教授學生不同的寫作重點，逐步發展學生

自評和互評的作文評講文化，提升寫作能力。 

 本年度的閱讀報告寫作水平參差，建議來年上學期由中文科主導，教

授學生閱讀報告寫作技巧，並作批改；下學期改由圖書組負責執行。 

 

關注事項 2：開展語文科科研，提升教學效能。 

成就  

 進行「中華文化周」活動，深化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 

 80%老師認為舉行書法工作坊、備課會有助老師專業成長。 

 三、五、六年級在寫作教學上加入 TSA 及 PreS1 元素，科任老師均同

意學生掌握其中技巧。 

反思及建議 

 因未能邀請講者到校主持，來年朗誦工作坊將以其他形式進行。 

 本年度「中華文化周」活動沒有納入進度，只以活動形式進行，建議

來年活動改由其他科組策劃，全校參與，共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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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nglish 
Priority Task 1：To further enhance teachers' learning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chievements 

1. The NET conducted a workshop on teaching PLP-R/W Programme for new 
teachers. 

2. New PLP-R/W teachers attended six PLP-R/W workshops conducted by 
NET section. 

3. Teachers have attended different workshops provided by EDB in order to 
polish their teaching skills. 

 

Reflection 

1. The NETs should observe lessons as well to know more about the GE 
lessons and to enhance the integration of PLP-R/W and GE. 

2. There should be better integration between GE lessons & PLP-R/W lessons, 
for example, GE learning materials should be adapted into PLP- R/W 
learning materials. 

 

Priority Task 2：To develop a school-bases reading curriculum 

Achievements 

1. RFU increases students' initiative in reading. 
2. Holiday readers serve as a relaxing means for students to learn English and 

encourage them to learn English from reading. 
3. It is a good start for students to learn process writing. 
Reflection 

1. Reading materials for RFU are too easy for some students. Book levels 
should be matched with students' abilities. 

2. A related reading programme should be adapted before the teaching of P.4 
process writing. 

 

Priority Task 3：To further develop KS1 PLP-R/W programme 

Achievements 

1. HFW and phonic word cards are prepared for students so students are 
quite familiar with the HFWs and phonic sounds. 

 

Reflection 

1. Sight words or verb tables should be stuck on the blackboard or display 
board to create a language-rich environment. 

2. SEED programme is a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PLP-R/W programme 
and also a holistic development of general English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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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數學科 
關注事項 1：優化課堂策略，强化老師教學及學生的學習技巧，提升學與教的 

效能。  

成就 

 本學年，速算初步發展，學生感興趣。當他們學懂技巧後，表示興奮，

亦會用於平時的計算。老師亦覺得他們計算速度提升了。 

 學生喜歡及投入參與全校及課堂速算比賽，比賽氣氛濃厚，當他們掌握

速算技巧時亦表示興奮。 

 80%學生熟背數表 ;下學期，全部班別均取得「數表背誦」大獎。 

 數表設計精美，內容豐富。 

 數線可幫助學生理解題目，老師用心擬定數線圖工作紙，學生可按步就

班學習。  

 

反思及建議 

 老師宜多以不同方法，如：比賽、分組教授及鞏固學生的速算技巧，令

他們更容易掌握，牢記心中。 

 數表可分自學及課堂數表，增加學生自學的機會。 

 有時學生過份依賴數表。 

 低小學生未掌握畫數線的比例、數線對齊概念及文字序述，須加強訓練。 

 

 

關注事項 2：透過參加不同的數學比賽，提升學生的自信心。 

成就 

 今年，本校參加了全港數學校內比賽，題型非常豐富，又可讓科任知道

學生的學習水平。 

 本校奧數組於全港奧數比賽中獲得良好的成績。 
 

反思及建議 

 為了提升學生成績，明年於課堂逐步加入高階思維訓練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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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常識科  
關注事項 1：優化課堂策略，提升教學效能，讓學生樂於學習。 

成就 

 共同備課:全年共進行不少於 4 次共同備課。下學期以討論科學探究、戶

外學習及各級專題研習為主。 

 教師在備課會中共同商討如何運用不同的思維技巧，提升教學效能。 

各級進行的探究活動:  

一年級: 觀察圖片進行分類和比較異同。 

        種植綠豆，探究陽光對植物的影響。學生需要按時觀察和記錄 

種子的生長。學生很感興趣，投入活動。 

二年級：科學實驗:指南魚(推測、實驗、探究、改良) 

三年級：科學實驗:保冷瓶(推測、實驗、探究、改良) 

四年級：科學實驗:自製濾水器(學生提出問題，建立假設) 

五年級：運用六何法引導思考中國氣候與天災問題，學生表現投入，能 

培養出關心國家的態度。 

六年級：透過探究活動了解力學原理及製作簡單機械，並從中推測結果。 

 照顧學習差異的策略： 

採用多元化的教材，引起學習興趣。如用動畫、網上資源。 

採用多樣化的課堂活動，如角色扮演、辯論等 

 時事新聞:學生對時事新聞感興趣。剪報及「讀後感」能提升學生的批判 

   性思考能力。 

 根據問卷調查，91 %學生同意或非常同意常識科活動能引起他的學習興趣。 

反思及建議 

 兩個不同級別的教師進行共同備課具挑戰性，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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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思維策略。 

 於學期初擬定科學探究的課題(每學期 1-2 個)配合學生需要，將教學內容

加以調節(刪減一至兩課) 

 運用更多元化的教學活動，提高學生的興趣(如角色扮演、辯論)。 

 戶外學習可嘗試以小組形式進行，以照顧學習差異。 

 時事工作紙可加挑戰題，以照顧學習差異。 

 教師宜以問題為本的原則和策略設計適合的學習活動，並將焦點放於加

強學生的科學探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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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視藝科 
關注事項 1：提高學生的視覺藝術知識及技能。 

成就 

 學生能接觸和認識到不同視覺藝術媒介，並運用於表達主題。學生的木顏色、
油粉彩和廣告彩技巧有所提升。 

 學生能於不同課題裏認識視覺元素及組織原理。 

 

反思及建議 

 二年級課程，上學期課程偏重工藝，缺少繪畫。擬寫進度表時，負責老師須
注意媒介類別的分佈，不要偏重一種媒介。 

 某些年級的主題重覆，例如一年級和三年級都是畫煙花；一年級和二年級都
是剪紙。建議科主席可先與各級擬寫進度表的老師溝通主題，避免重覆。 

 學生欠缺素描根基，建議於初小加入素描課題，從小打好基礎。 
  

 

關注事項 2：培養學生評賞藝術的能力，從以提升學生的感官知覺、推理能

力和創造力。 

成就 

 學生能善用視藝日記構思初步概念，繪畫草圖，有助他們完成作品。 
 學生能於課堂運用視覺元素評賞其他作品。 
 學生認識了不同時期的畫家及其畫作特色。 

 
反思及建議 

 由於課堂時間不足及下學期天氣不穩定，學生未能進行戶外寫生，多數都是

看圖片繪畫。建議於一至三年級先引入相關課題，加強觀察力，例如認識樹

葉的紋理、不同的水果和花卉。然後四年級初試於操場進行速描樹木寫生，

於五和六年級加深課題內容，逐步打好寫生基礎。 

 

 

關注事項 3：發掘有視藝潛能的學生，並加以栽培和發展。 

成就 

 校內有定期舉行繪畫及創作比賽，學生皆積極參與，表現良好。 
 老師帶領學生參加校外比賽，學生表現良好，屢獲獎項，例如香港花卉展繪

畫比賽得亞軍、水墨畫大賽獲獎。 
 透過視藝大使活動，培訓出一班藝術精英。 

 

反思及建議 

 校內及校外填色比賽過多，建議一年最多 6 次校內外填色比賽，並不要安排
在考試前進行。另外，給予學生填色的時間最少一個星期。某些校外填色比
賽可個別挑選視藝出色的同學參加。 

 欠缺校外藝術展覽的參觀活動，建議可於視藝大使加入參觀藝術展覽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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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普通話科 
關注事項 1：培養學生聽、說、朗讀普通話的能力，以及自學能力。 

成就 

 教師於課堂上運用不同的教學策略以提升學生學習普通話之興趣，包括

多媒體教材、唱賀年歌、歇後語等。 

 五年級同學在早會上介紹「華服日」，六年級同學表演趣劇，全校學生

反應熱烈。 

 同學們踴躍參加繞口令比賽，表現投入，可以恆常進行此活動。 

 參加校外比賽(學校朗誦節)，提高了學生的自信心和朗誦的技巧。第 66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詩詞獨誦比賽成績理想(優良獎狀：5 人；良好

獎狀：2 人)。 

 4-6 年級同學每個學期最少完成兩個譯寫練習，能加強訓練學生的譯寫

能力。  

 

反思及建議 

 學生的學習差異很大，建議明年以照顧學生個別差異為關注事項。 

 建議以小組協作教學，照顧學生個別差異。在課堂上，科任老師教授了

相關語音知識後便安排學生在課堂中進行分組拼讀活動，每次可分為二

人或四人小組，輪流拼讀普通話拼音。 

 設計不同程度之工作紙，以補足語音知識程度較差之學生。 

 除了香港學校朗誦節，建議參加其他類型的校外比賽，擴闊學生的學習

經歷。 

 鼓勵學生使用自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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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豐富的語言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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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電腦科 
關注事項 1：優化電腦科課堂教與學的質素，提升學生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 

幫助他們自主學習。 

成就 

 繼續使用電子課本，增加互動學習的趣味。 

 對電腦課程進行調整，加入 iPad 課程取代部分過時的內容。 

例如：二年級(Tux Paint)；三年級(賀卡設計)；四年級(Keynote)； 

五年級(iMovie) 
 

反思及建議 

 建議老師多參加有關教學軟件的課程，並在會議上交流，與時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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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素。 

成就 

 教學軟件已齊備。 

 開始使用「每日一篇」，自主學習。 

反思及建議 

 加強學生的打字能力(英文及中文)，在每課節加入打字時段，鞏固所學。 
 

 

11.音樂科 
關注事項 1：優化課堂教學，從而提升學與教效能。 

成就 

 音樂教學法層出不窮，老師分享個人心得能優化教學策略。 

 根據學生於課堂上的演唱，老師能了解學生學習上的困難，並作出跟

進。 

 經老師分析學生表現後，學生於掌握節奏上有困難，已加強節奏訓練

以加深學生對節奏的認識。 

 

反思及建議 

 唱歌方法有待改善。學生大多數以叫喊的方法唱歌，只有少數能正確

地發聲，惟唱腔及肌肉需多加鍛鍊。 

 建議在課堂完結前使用節奏卡發展學生在節奏上的辨認；音準則多使

用鋼琴伴奏學生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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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2：擴闊學生學習經歷，並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 

成就 

 透過參與學校專場音樂會，學生能接觸高質素的音樂表演，並能從愉

快中學習音樂知識。 

 透過參與校際音樂節和獻詩活動，能加強學生的耐性及投入感。 

 

反思及建議 

 多參與校外音樂會，提升學生鑑賞音樂的能力。 

 增加學生對外演出或比賽的經驗，培養學生自信心及吸取比賽經驗。 

 

 

 

12.體育科 
關注事項 1：加強校隊訓練，提升學生體育水平。 

成就 

 學生在參與籃球及乒乓球校隊訓練中，體驗有系統性之體育培訓。 

 學生於田徑比賽中表現較往年進步，訓練模式亦漸見規模。 

 學生藉參加學界比賽擴闊眼界，提升對體育活動之認知。 

 

反思及建議 

 須加強學生之體能訓練，來年可透過參加「體適能獎勵計劃」以提升學

生對健康體適能之關注。 

 加強與家長之溝通，支援初小學生參與學校以外的體育訓練及比賽。 

 

 

        關注事項 2：鼓勵學生多參與體育活動，培養學生主動學習。 

成就 

 於「SportACT 體育獎勵計劃」中，350 位同學參加，其中 139 位學生獲

獎，學校獲「活力校園獎」。 

 90%學生均可參與運動會比賽項目，學生表現積極投入，運動員竭盡所

能作賽。 

 參與「動感校園計劃」，五年級學生有機會接觸欖球運動。 

反思及建議 

 部分學生欠積極參與「SportACT 體育獎勵計劃」，建議來年科任老師定

期督促學生按時紀錄運動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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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宗教組 
關注事項 1：深化基督教教育，培養學生品德。 

成就 

 有八成半學生同意「一人一聖經」讓學生除了在書本中學習聖經故事

外，更能透過閱讀新約部分認識多些主耶穌的事蹟。 

 復活節尋蛋活動，有九成半以上學生同意尋蛋活動有助自己明白「施比

受更有福」的聖經教導。除了願意與沒有朱古力蛋的同學分享外，更能

發揮「施比受更有福」的聖經教導。 

 周二舉辦學生團契，有九成學生認同高小學生照顧初小學生能發揮關愛

精神，亦學懂聖經知識。 

 家長團契，讓家長互相分享，彼此以禱告支持及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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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在課堂中未能把聖經連繫今日世界或香港社會現況，明年可嘗試在

高年級課題滲入多角度思考。 

 家長團契因人事變動而暫停，希望明年多些基督徒老師協助，為家長提

供一個抒發及守望的機會。 

 詩歌班練習次數不足，今年到教堂獻詩的次數不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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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禱沒有讓學生做禱告分享，但課堂中有讓學生為全班同學祈禱，明年

可嘗試訓練學生作祈禱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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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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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公會聖匠小學~學校報告 2014-201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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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周一節成長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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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從閱讀中學習」  

 設計多元化的閱讀活動，鼓勵學生大量閱讀，以及「從閱讀中學習」。又

運用合適的閱讀策略及材料進行閱讀訓練。 

 推介主題書籍，例如中國的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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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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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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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平日有趣的課業，由學生自行蒐集，累積語料，訓練基本寫作能力。

在日常寫作練習 (包括隨筆)加入「創意思維」、「想像力」及「全語文」

元素，以發展學生的文字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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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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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級推行校本英文寫作計劃 Process Writing。教師運用不同的學習策

略，引導學生從小組討論、同儕評鑑及編輯、成果分享等學習活動中，

發展學生的高階寫作能力。 

 五年級推行網上閱讀及學習計劃 Reading For Understanding (RFU)，學生

透過閱讀故事及參與課後延展活動，培養閱讀興趣及提升英語閱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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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英國語文)－發展寫作教學策略，優

化英文科課堂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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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為教師及家長提供專業培訓。 

 為教師舉行不同類型的工作坊或座談會，例如「日常課堂照顧資優生的

教學策略」、數學科解難教學工作坊等，提升教師的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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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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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增加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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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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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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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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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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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長教育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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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及的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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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信與責任」、 

「性罪行講座」、 

「均衡生活」、 

「禮貌與感恩」、 

「環保小先鋒」、 

「女性講座」、 

「木偶劇場 – 

關懷友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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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偶劇

場」、「青春期講座」

等。 

但本年度講座次數較

多，且有部分講座為

臨時加入。下學年的

講座可繼續採取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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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學班務」班級

選舉等。 

根據班主任意

見反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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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支援服務 

    （3.1）小組工作 

 

計劃 主要工作 完成情況 跟進與檢討 

「DOES

專注力訓

小一至小三

「DOES 專注力

學生能夠積極投

入參與小組，根據

將訂為恆常小組，為

有專注力不足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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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小組」 訓練小組」，共 7

名學生參加 

組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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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訓練。 

「做個好

朋友」社

交小組 

小一及小二學生

參加，共 6 名學

生參加 

學生參與積極性

高，學習到各種與

人相處的技巧，如

有禮貌、助人、互

相合作等。 

來年可以繼續進行社

交小組，讓學生有機

會多與其他同學接

觸，從而學習與人相

處的技巧。 

「識字小

偵探」 

小一至小二讀寫

訓練小組， 共 11

名學生參加 

利用多認字法幫

助學生認識中文

字的架構、部件及

部首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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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繼續舉辦類似的

讀寫小組，與教育心

理學家合作，為學生

提供專業意見，以助

有讀寫障礙的學生對

學習增加興趣。 

「減壓小

博士」壓

力小組 

小三小組:共有 9

名學 

生參加 

學生能夠投入到

小組活動中，並在

活動中學習表達

情緒和舒緩壓力

的方法。 

學生喜歡在活動中學

習表達情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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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情．尋」

情緒小組 

小三小組: 共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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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仍未完結，依社

工觀察，認為學生喜

歡以小組形式和同學

一起嘗試各種表達情

緒的方法。 

解難智多

星 

小四至小五小組: 

共有 6 名學生參

加 

學生從小組中學

習如何面對難

題，以及和同學一

同合作解難的技

巧。 

小組仍未完結，但學

生經常未能解決到活

動中的難題， 

建議可設計適合高小

學生的活動，提升學

生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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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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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學

生活動 

 

11 月-12 月香港

理工大學宿舍義

工組功課輔導班 

指導放學後在小

食部和禮堂做功

課的學生 

義工很積極，大部分

學生都會主動向義工

發問。 

12 月小五至小六

學生「大個仔大

個女自我管理課

程」 

共 22 名學生參

加，學生向學校老

師、工友及家長義

工學習打呔、摺

衫、打掃以及簡單

煮食的技巧。 

本活動受到學生的歡

迎，建議可於假期時

間邀請學生回到學校

學習自理，並可將部

分內容融合於成長課

中。 

2 月全校「羊羊新

歲獻祝福」 

與聖匠堂社區中

心合作，共有 170

多名學生家庭受

惠，受到家長和學

生歡迎。 

家長和學生表示$100

利是可鼓勵學生學習

儲蓄，並用於學習上

的需要，如購買補充

練習、興趣班資助

等。 

「手部早操」 由 3 月至 5 月為期

2 個月的手部早操

活動，對象為一至

三年級的學生，學

生主要做串珠

仔、夾波子及衣夾

夾棉花等。 

學生參與情況踴躍，

有大約 100 名學生報

名參加，但有個別學

生出席率並不理想，

來年可於放假時間或

放學後舉行， 以確保

學生出席率。 

4 月「參觀美麗

華」 

共 18 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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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美麗華酒店有活

動的原故，學生參觀

時間較短。 

小六「成長的天

空」 

共 14 名學生。由

青協同工負責帶

領，訓導主任梁

SIR 和張姑娘負責

校內聯絡及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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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了自我的抗

逆力。 

6 月聖雅各福群

會全港賣旗日活

動 

共 70 多個家庭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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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之間的感情。可以

定期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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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在訓輔組老師的協助下，本學年的輔導工作進展順利，新社工也開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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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

質的支援及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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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度繼續參加「健康兵團計劃」，與學生一起探討「身」、「心」、「情」、

「靈」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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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速算比賽、英文週。課餘時間，學生可參加免費課外活

暑假 SEN 小組 分別有兩個小組

「DOES 執行技巧

訓練」小組及「融

合遊戲小組」。 

已完成。 



聖公會聖匠小學~學校報告 2014-2015                                                                  27 

 

動，包括 English Drama、國際標準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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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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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童軍、海童軍。鼓勵學生參與校內或校外的活

動。團隊有自己常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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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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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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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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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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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學生表現 

6.1 學業表現 

  2014至 2015年學生升中派位成績理想，獲派第一志願的百分比佔 64 %

（16 人），與全港數據相約（全港為 65%）; 而獲派首三志願的百分比 

佔 68%（1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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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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所提供的大部份課外

活動更是可以讓學生免費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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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宗

教、體育、音樂、視藝、學術及製服團體類別。本年度學校為學生舉辦

了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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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林匹克數

學比賽及國際繪畫比賽等。 

             

 本校於過去一年共提供 25 項課後培訓班及課外活動學生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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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學生更於各項公開及學界比賽取得良好的成就，令人鼓

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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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藝 開心社區服務中心 

「愛家庭繪畫創作比賽」 

優異獎 

艾斯爾國際文化交流(香港) 

2015「奔向未來」繪畫比賽- 

亞太區賽事 

三等獎 

二零一五年香港花卉展覽 

賽馬會學童繪畫比賽(高小組) 

亞軍 

國際聯校視藝大賽 2014 

 

亞軍 

季軍 

第 33 屆中國日本 

國際書畫大賽 

兒童組銅獎 

(2 個) 

兒童組優秀獎 

少年組優秀獎 

九龍城區公民教育運動統籌委員會 

「自由權利知多少」基本法填色比賽 

優異獎 

數學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2015 華夏盃總決賽港澳區 

二等獎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2015 華夏盃晉級賽 

一等獎 

二等獎(2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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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等獎(5 個)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2015 華夏盃初賽 

 

一等獎 

二等獎(5 個) 

三等獎(3 個) 

音樂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獨奏 

優良獎狀(2 個) 

良好獎狀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外文歌曲獨唱 

優良獎狀(4 個) 

良好獎狀(4 個)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牧童笛二重奏 

優良獎狀(2 個) 

良好獎狀(5 個)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牧童笛獨奏 

亞軍 

優良獎狀(8 個) 

良好獎狀(5 個)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粵語歌曲獨唱 

榮譽獎狀(2 個) 

優良獎狀(5 個) 

良好獎狀 

教育局 

學校動感聲藝展 

最佳演出銅獎 

中國少兒小金鐘音樂大賽 銅獎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 

第三屆明日之星歌唱大賽 

兒童組 

冠軍 

中港澳國際文化協會 

全港兒童歌唱大賽 

凱港盃 2014 

優異獎 

舞蹈 第五十一屆學校舞蹈節 甲級獎 

學術 素質教育發展中心 

“身心健康暖洋洋” 

全港校際比賽(書法) 

優異獎 

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5 個) 

良好獎狀(2 個) 

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散文獨誦-------粵語 

優良獎狀(11 個) 

良好獎狀(5 個) 

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詩/散文獨誦 

優良獎狀(30 個) 

良好獎狀(3 個) 

漢語聖經協會 

第 21 屆聖經朗誦節粵語獨誦 

嘉許狀(2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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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遊戲比賽 

女子高級組 持捧穿膠圈殿軍 

殿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遊戲比賽 

男子高級組 雙人跳前繩 

季軍(2 個) 

和富社會企業 

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 2014 

和富香港學生 

公民大使獎 

(3 個) 

其他 香港哈爾濱冰雪節 

小天使選舉 
優異獎 

Through the lens—HK 

花樣寶寶 Model 大賽 2014 

冠軍 

九龍城區校長聯絡委員會 

九龍城區傑出學生選舉 

九龍城區傑出

學生獎 

 

 
 

 

 

（七）財務報告   

      見 P.31 



財務報告2014-2015

收入($) 支出($)

I. 政府資助

(1) 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甲) 一般範疇

 1  School & Class Grant學校及班級津貼 290,888.03       271,502.89       

 2  Noise Abatement Grant消減噪音津貼 218,139.00       218,409.00       

 3  Administration/Revised Administration Grant行政津貼/修訂行政津貼 907,200.00       840,335.33       

 4  Putonghua Grant普通話 1,548.00           -

 5  School Curriculum Develpoment Grant學校課程發展津貼 27,210.00         21,967.00         

 6  Moral and Civic Education Grant德育及公民教育津貼 8,025.00           3,471.88           

 7  Enhancement Grant增補津貼 3,705.00           -

 8  Supplementary Grant for School-based Management補充津貼 144,125.00       98,005.28         

 9  Training & Development Grant培訓津貼 8,150.00           8,150.00           

10 Composi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rant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314,694.00       181,366.41       

小結: 1,923,684.03    1,643,207.79    

(乙) 特殊範疇

1  School-based Support  Scheme for Newly Arrived Children

  新來港兒童校本支援計劃 64,261.00         84,545.00         

2  Programme Funds of Whole School Approach to Guidance and Discipline

  供推行學校本位輔導及訓育的計劃經費津貼 4,271.00           2,286.00           

3  Student Guidance Service Grant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including Top Up Student Guidance Service) 453,716.00       441,797.80       

4  Chinese Extensive Reading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8,050.00           7,428.40           

5  English Extensive Reading英文廣泛閱讀計劃 8,050.00           7,449.40           

6  Capacity Enhancement Grant學校發展津貼 438,653.00       585,021.19       

7  UAP Grant成長的天空(小學)計劃 88,271.00         80,326.00         

8  Enhanced Speech Therapy Grant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76,503.00         74,100.00         

小結: 1,141,775.00    1,282,953.79    

分項津貼

(2) Composite Furniture and Equipment Grant綜合家具及設備津貼 129,618.00       283,787.89       

(3) CCFAP School Lunch Subsidy在校午膳津貼計劃 303,807.00       230,991.00       

小結: 433,425.00       514,778.89       

II. 學校津貼(一般津貼)

1  捐款 34,950.00         32,301.00         

2  籌款 24,114.20         -

小結: 59,064.20         32,3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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