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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辦學宗旨 
 

 本校是保良局轄下的政府津貼資助的小學，為學童提供全人教育。遵循政府教育政策，秉承保

良局教育方針，本校以「愛、敬、勤、誠」為學校的校訓，提供優質的教育服務，讓學生在優良和

愉快的學習環境下成長，發展學生的潛能，讓其盡展所長。學校的課程及學習活動除了充實學生的

知識、訓練學生技能及鍛錬體格外，更要培養學生優良的品格及高雅的情操，成為一個自律、自信

及互愛的人。學生的學習活動多元化，培養學生的「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學校鼓勵

學生關心社會，放眼世界，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實踐所學以回饋社會。 

 

 

(2) 學校資料 
 

 本校是一所由政府資助的全日制小學，辦學團體為香港保良局，亦為保良局屬下第二十間小

學，於一九八七年成立，分上下午部，座落屯門良景邨，原名保良局方王錦全小學，上午校於二零

零一年八月遷入屯門廿九區興富街三號新校舍，改名保良局志豪小學。本校設備完善，有課室 30

間，並設有附樓座之禮堂、音樂室、電腦室、視藝室、常識室、英語閱讀室、高爾夫球練習場、草

地滾球場、箭藝訓練場、校園互動電視台、陶藝室、藝趣廊、藏經閣、麥瀚芬圖書館、遊戲治療室、

家長資源中心、教育服務中心辦事處、一樓多用途場地、學生活動中心、有蓋操場、小食部、籃球

場、攀石場、醫療室、演講室、會議室、大型停車場及附設涼亭之熱帶花園等。 

 

 

(2.1) 學校管理 
  

本校於 2007 年 6 月 1 日成立法團校董會：  

 
                                   

                                   正常課堂上課日數 

 

 

 

   

 

 

  15/16 16/17 17/18 

辦學團體成員 7 7 7 

校長 1 1 1 

教師 1 1 1 

家長的數目 1 1 1 

校友 1 1 1 

獨立人士 1 1 1 

        

    

    

學習階段 15/16 16/17 17/18 

小一至小三 191 192 191 

小四至小六 191 192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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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班級編制 
本校一至六年級各有 5 班，合共開設 30 班。另設輔導計劃，協助學業成績稍遜的學生。本校

一年級按男女比例分班，二年級設一班普通話教中文班，三至六年級每級則設兩班普通話教中文

班，學生會因應成績而編往不同的班別。非以普通話教中文的學生亦會根據成續編往不同的班別，

成續較佳的一班，學生人數較多，而另外兩班則不按成績分班。五年級學生原班升上六年級，不作

重新編班。 

 

(2.1.2) 學生人數 

 
本校有學位 900 個﹐本年共收錄 937 名學生﹐分別為男生 489 人及女生 448 人。 

 

(2.1.3) 學生居住地區 

 
本校學生居住地區覆蓋廣闊，包括：良景邨、田景邨、新圍苑、山景邨、兆康苑、寶田邨、市

中心、新墟、黃金海岸、元朗及天水圍一帶。 

 

(2.1.4) 收生概況 

 
本校下學年一年級將開辦五班，每班容額 33 人。 

 

(2.1.5) 學生出席率 

 
本校學生出席率甚高，出席率達 98%。 

 

(2.2) 教職員資料 

 

(2.2.1) 編制 

 校  長：1 人 外籍英語教師：1 人 書    記：1 人 行政主任：1 人 

人 副校長：2 人 合約教師：3 人 助理書記：1 人 醫療室助理：1 人 

 主  任：7 人 大班教學：3 人 文    員：3 人 教學助理：2 人 

 課程統籌主任：1 人 學生輔導人員：2 人 事 務 員：2 人 教師助理：3 人 

 專任教員：33 人 教育心理學家：1 人 司機兼工友：1 人 技術支援服務員：1 人 

數 專科專教：3 人 言語治療師：1 人 工友(水電)：1 人 資訊科技員：1 人 

 圖書館主任：1 人  工    友：8 人 電子教學助理：1 人 

    總計：86 人 

 

(2.2.2) 校長和教師學歷 

 認可教育文憑 大學學士學位 大學碩士學位 

人數 55 55 13 

百分數 100% 10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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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教學經驗 
 

敎學年資 0 至 4 年 5 至 9 年 10 年以上 

人數 17 4 34 

百分數 30% 8% 62% 

 

(2.2.4) 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 

 
本年度(2017-2018 年度)李秀蘭校長參加了多項由教育局或其他機構舉辦的專業發展講座、培

訓課程及活動，有關資料如下： 

課程 / 活動名稱 完結日期 時數 

學校處理投訴的法律須知講座 2017/10/06  3 小時   

「STEM 教育」系列：小學校長及課程領導 STEM 教育研討會(新辦)  2017/10/11  3 小時   

「保良局屬校校長專業交流計劃」一帶一路系列：廣西教育交流考察 2017/11/06-11 40 小時 

2017-2018 屯門區小學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 2017/11/27 4 小時 

保良局教育研討會 2018/01/19 4 小時 

推介學校良好措施講座 

評估素養 - 從理念到實踐 (小學)  

2018/01/30 2.5 小時 

STEM 教育系列：學校領導和中層管理人員（小學）的 STEM 教育課

程規劃系列 ─ 工作坊 (I,II 及 III)（重辦）  

2018/03/05 9 小時 

引領英國語文和跨學科課程革新  2018/03/16 3 小時 

Assessment Literacy Series: (1) Effective Use of the Learning Progression 

Framework to Enhance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in Writing at Primary Level (New)  

2018/03/27 3 小時 

保良局法律講座 2018/05/19 3.5 小時 

「透過有效的校本家課和評估政策以促進學生學習」工作坊 2018/05/28 3 小時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簡介會 2018/05/28 2 小時 

優質教育基金： 2018/19 年度的優先主題及計劃簡介會及公帑資助學

校專項撥款計劃簡介會 

2018/06/04 3 小時 

                                          2017-2018 年度進修總時數： 83 小時 

 
 

本年度教師參加了多項由教育局或其他機構舉辦的專業發展講座和培訓課程。教師語文基準

方面達標人數：英文科 18 人，普通話科 12 人。    
 
 本年度全體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時數 

 總時數  總時數 

中文 130.5 英文 140 

數學 87 常識 52 

視覺藝術 30.5 音樂 35 

普通話 13.5 體育 51.5 

學生支援 133.5 訓育及輔導 485.5 

校務、課程、教務 188 計算思維、資訊科技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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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總時數 教師平均時數 

有系統學習模式  1809 小時(詳情見附件) 34.13 小時 

其他模式 

(校本工作坊、講座及共同備課) 
/ 35 小時 

 

本年度全體教師參與校外進修時數 

姓 名 時數(以小時計) 姓 名 時數(以小時計) 姓 名 時數(以小時計) 

陳振(德) 7 吳曉(丹) 46 梁(健)歡 47.5 

黎(美)玲 3 周佩(詩) 5 鄧(晞)文 12 

江慧(冰) 16 (馮)媚儀 4.5 (徐)美娟 9 

(鄧)佩玉 28 陳菁(薇) 4.5 樊文(鈺) 10.5 

(王)文龍 35 吳家(琪) 15 王栢(榮) 16.5 

黃  (懿) 58 吳新(新) / 彭麗(琼) 14 

黃美(玲) 18.5 (樊)懿穎 2 (余)瑞英 3 

(洪)凱茵 130 王(艷)萍 5 (何)慕然 18 

郭嘉(雯) 9.5 葉敏(姿) 25 (雷)紫恩 326.5 

黃大(光) 10.5 (彭)泳欣 19.5 譚沛(穎) 57 

呂容(賓) 2 吳(鳳)美 19.5 (陳)詠儀 24.5 

王婉(君) 16 (甘)映梅 27.5 李(玉)美 32 

文家(樂) 15 (關)婉兒 2 黃佩(宜) 121 

何劍(輝) 15 (周)美珍 2 (謝)樂儀 21.5 

黃凱(欣) 120.5 鄭(淑)敏 11 黃意(芬) 5 

陳(雅)君 20 徐(倩)儀 16 李(維)強 3 

(馬)嘉龍 42 陳長(萍) 31.5 陳向(銘) 107 

(楊)嘉妍 18 (盧)艷紅 4.5 / / 

劉永(芳) 20.5 羅敏(華) 7.5 / / 

 

安排及推薦教師參加外間機構持續課程 

範疇與科目 舉行日期  舉辦機構 課程/講座/工作坊名稱 

中文 11/10/2017 教育局 評估素養支援計劃聯校工作會議 

11/10/2017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2017 基本能力評估研究計劃小學三年級

中國語文科 

19/10/2017 出版社 評估素養支援計劃聯校工作坊 

10/11/2017 教育局 

「促進學習的評估：2017 基本能力評估研

究計劃」小學三年級中國語文科 

11/11/2017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優質評核管理認證計劃經驗分享會暨評核

質素保證平台簡介會 

11/11/2017 教育局 讀書會：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 

14/11/2017 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與學科有關系列︰運用

Nearpod 以設計小學中國語文科的課堂（基

礎程度） 

16/11/2017 教育局 

運用 google classroom 以設計小學中文科

的課堂（基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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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與科目 舉行日期  舉辦機構 課程/講座/工作坊名稱 

16/11/2017 出版社 

《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

至中六)》之教師研討會系列經典閱讀與古

詩文的教學 

16/11/2017 出版社 經典閱讀與古詩文的教學 

   

1/12/2017 教育局 新任小學中國語文科科主任導引 (修訂) 

8/12/2017 教育局 

運用平行課程模式促進中國語文科資優/

高能力學生的學習(修訂)(小學) 

9/12/2017 大學或大專院校 

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的學與

教：字詞與語法學習 

9/12/2017 教育局 童書閱讀與教學工作坊之橋樑書基礎班 

9/12/2017 出版社 兒童文學教學分享會 

11/1/2018 教育局 評估素養第三次工作坊 

30/1/2018 考核局 

2017 基本能力評估研究計劃（小三）中文

焦點小組會議 

30/1/2018 教育局 評估素養第四次工作坊 

3/2/2018 教育局 

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學年協作及發展計劃

簡介會 

3/2/2018 出版社 促進學習的評估—回饋的策略與技巧 

10/2/2018 教育局 中華文化與品德情意研討會 

9/3/2018 保良局 校本寫作課程的建立和發展 

27/4/2018 教育局 

課程銜接——由幼、小到初、高小的校本

經驗分享 

30/4/2018 教育局 為有讀寫困難的學生提供加強支援分享會 

19/10/2018 教育局 中文評估素養工作坊 

15/11/2018 教育局 評估素養網絡支援計劃工作坊 

英文 

 7/10/2017 大學或大專院校 

Motivating your students to talk — exploring a 

content-based approach to teaching speaking 

21/10/2017 大學或大專院校 A genre approach to writing 

24/10/2017 教育局 English Reciprocal Teaching 

24/10/2017 教育局 

Reciprocal Teaching - Teaching Reading 

Strategies and Setting Up a Scaffolded 

Dialogue Routine 

3/11/2017 教育局 

Differentiation series(for supporting 

gifted/more able students  

10/11/2017 教育局 

IT in education subject-related series: use of 

ablet computer apps to facilitate classroom 

learning and teaching (english language) 

13/11/2017 教育局 

Assessment for learning:basic competency 

assessment research study 2017 (primary 3 

English language) 

11/11/2017 cityu 

互動英語教學：對話式閱讀及創意活動講

座 

11/11/2017 大學或大專院校 Using Interactive Dialogues and Cre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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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與科目 舉行日期  舉辦機構 課程/講座/工作坊名稱 

Literacy Activities in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11/11/2017 大學或大專院校 

Using Interactive Dialigues and Creative 

Literacy Activities in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11/11/2017 香港考试及評核局 

優質評核管理認證計劃暨評核質素保證平

台簡介 

9/12/2017 大學或大專院校 

A Data-driven Approach  to Grammar 

Teaching and Learning  

3/10/2017 教育局 

5 Must Knows abou school based Curriculum 

Planning and Design for Giftes Learners of 

English  

9/12/2018 大學或大專院校 

A Data-driven Approach to Grammar Teaching 

and Learning 

3/1/2018 保良局 

保良局英文科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第一次交

流會 

13/11/2017 教育局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Basic Competency 

Assessment Research Study 2017 (Primary 3 

English Language) 

3/10/2017 教育局 

5 Must-Knows about School-based Curriculum 

Planning and Design for Gifted Learners of 

English (Primary and Secondary)(New) 

3/2/2018 教育局 

Up-skilling Teachers in the Use of Technology 

in the classroom 

3/2/2018 教育局 

Up-skulking Teachers in the Use of 

Technology in the Classroom 

3/2/2018 教育局 

Briefing Session on Collaborativ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eed") Projects for 2018 

/19 

3/3/2018 教育局 

Creating Interactive English Lessons with 

Nearpod 

3/3/2018 教育局 

Creating interactive English lessons with 

nearpod 

10/3/2018 出版社 From reading to writing 

16/3/2018 教育局 

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s:briefing-cum-celebration 

16/3/2018 教育局 

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 :Briefing 

~cum~Celebration 

14/4/2018 教育局 

Briefing session on school based support 

service for primary school 

2/6/2018 大學或大專院校 

BASIC PRINCIPALS OF TEACHING 

GRAMMAR IN CONTEXT 

1/6/2018 大學或大專院校 

Basic Principles of Teaching Grammar in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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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與科目 舉行日期  舉辦機構 課程/講座/工作坊名稱 

1/6/2018 大學或大專院校 

Basic Principles of Teaching Grammar in 

Context 

23/4/2018 教育局 inter~school lesson observation cum sharing 

23/4/2018 教育局 

Inter-school Lesson Observation cum 

Experiebce Sharing on Implementing 

Curriculum Innovations 

1/6/2018 

EHLA Education Inititative 

Limited 2018 香港中小學智慧電子教育論壇 

21/4/2018 教育局 TSA OE Training Workshop 

23/4/2018 教育局 

Inter-school lesson observation cum experience 

sharing on implementing curriculum 

innovation 

23/4/2018 教育局 

Inter-School Lesson Observation cum 

Experience Sharing on Implementing 

Curriculum Innovations 

數學 

11/10/2017 教育局 

促進學習的評估：估 2017 基本能力評估研

究計劃 小三數學科 

1/11/2017 出版社 

手到心到：以 GeoGebra 資源促進數學科的

學與教 

6/11/2017 教育局 小學數學修訂課程詮釋 

20/11/2017 保良局 保良局數學學習社群 

22/11/2017 教育局 

專題講座「促進學習的評估：2017 年全港

性系統評估」（小學六年級數學科） 

22/11/2017 教育局 

專題講座「促進學習的評估：2017 年全港

性系統評估」（小學六年級數學科） 

2/12/2017 大學或大專院校 香港運算思維教育 

7/12/2017 出版社 數學概念與數學語言 

6/1/2018 出版社 新小學數學課程面面觀 

12/1/2018 出版社 新小學數學課程面面觀 

12/1/2018 出版社 名創小學數學教師專業培訓工作坊 

13/1/2018 教育局 

小班教學專業發展活動 -「善用有效教學

策略優化小班學與教」12 小時工作坊 

2017-2018 (數學科) 

22/1/2018 大學或大專院校 實習學員計劃(啟導老師) 

31/1/2018 出版社 新小學數學課程面面觀 

3/2/2018 出版社 從編程出發-計算思維理論與實踐 

6/2/2018 教育局 

培育創意系列(資優/高能力學生)：設計數

學科抽離式計劃(小學)(修訂) 

3/3/2018 教育局 善用有效教學策略優化小班學與教工作坊 

10/3/2018 教協 

從前線老師角度看新舊小學數學課程的銜

接 

17/3/2018 教育局 善用有效教學策略優化小班學與教工作坊 

24/3/2018 教育局 

教師專業交流月 2018 (第四時段 – 平行

環節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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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與科目 舉行日期  舉辦機構 課程/講座/工作坊名稱 

10/4/2018 教育局 

以微型處理器套件提升小學學生的計算思

維（進階程度） 

19/4/2018 大學或大專院校 保良局數學學習社群 

24/4/2018 教育局 

小學數學課程學與教系列：(7) 培養學生

的創意及明辨性思考能力 (重辦) 

常識 15/9/2017 教育局 常識科課程（2017）系列：詮釋與管理 

23/9/2017 大學或大專院校 E Go-Kart Briefing seminar 

30/9/2017 大學或大專院校 

「AiTLE Free Micro:bit 教材簡介會及 

Micro:bit 教學分享」活動 

21/10/2017 HKT Education 如何引入食物打印至校本 STEM 課程 

24/10/2017 教育局 

自主學習六部曲：促進學生進行自主學習

以建構在小學常識科中個人丶社會及人文

教育相關概念 

2/12/2017 大學或大專院校 跨地域 SREM 教育發展 

17/12/2017 大學或大專院校 Stem 學校實戰分享 

19/12/2017 大學或大專院校 

STEM Globe Classroom - Lesson Observation 

Scheme 

26/2/2018 教育局 

運用感應器在常識科發展學生的解難、自

主學習及運算思維能力（小學） 

17/3/2018 香港電子學習教育協會 培育學生科學探究及運算思維能力 

23/4/2018 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教學法系列：介紹在小學運

用電子學習工具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視藝 

 

14/10/2017 HKSEA 印刷認識課程 

21/10/2017 HKSEA 印刷認識課程 

23/2/2018 教育局 設計品的評賞 

17/3/2018 教育局 

Using 3D cool ink pen to enhance learning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in visual arts 

28/4/2018 保良局 針孔攝影藝術工作坊 

28/4/2018 教育局 東南亞藝術 

3/5/2018 保良局 保良局美術教育促進委員會會議 

音樂 

 

 

 

14/10/2017 保良局 保良局音促會會議 

9/11/2017 教育局 在音樂課堂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11/12/2017 教育局 新任小學音樂科主任導引工作坊（修訂） 

5/1/2018 保良局 保良局音促會會議 

20/1/2018 保良局 不一樣的音樂，我可以嗎？  

13/4/2018 保良局 保良局音促會會議 

23/4/2018 教育局 

「小學音樂科專業學習社群-課堂音樂創

作」區域分享會 

普通話 12/9/2017 教育局 新修訂普通話課程:(課程詮釋) 

18/11/2017 

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

會 

普通話電台唐宋詩詞廣播劇比賽工作坊

（唐宋詩詞故事寫作） 

21/11/2017 教育局 

促進學習的評估：2017 年全港性系統評估

（小學六年級中國語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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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與科目 舉行日期  舉辦機構 課程/講座/工作坊名稱 

9/12/2017 教育局 新修訂普通話課程：課程詮釋(小學)(重辦) 

4/11/2018 普通話研習社 

「回歸二十年香港普通話教育的回顧與前

瞻」研討會 

體育 22/9/2017 教育局 田徑裁判 

23/9/2017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田徑裁判研習班 

6/1/2018 香港網球總會 小型網球教練班 

23/11/2018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元朗區小學田徑賽 

學生支援 

6/3/2018 教育局 

學生支援小組統籌人網絡支援計劃「參觀

全校參與資源學校」 

27/4/2018 教育局 支援融合教育措施簡報暨諮詢會 

21/5/2018 教育局 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預防欺凌 

訓育及輔導 29/8/2017 教育局 新入職小學學生輔導人員導引講座 

11/10/2017 教育局 學生輔導第一次聯網會議 

30/10/2017 大學或大專院校 照顧不同學習需要- 高級課程 

28/11/2017 教育局 調解技巧工作坊 

19/12/2017 教育局 如何提升學童的抗逆力 

12/1/2018 保良局 正向教育—靜觀的修習和效用 

16/1/2018 教育局 學生校內犯規與違法行為研討會 

31/1/2018 教育局 向欺凌說不 

23/3/2018 教育局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分享會 

9/5/2018 教育局 

小學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講座:「正向」班

級經營及成長課的新焦點---活出「正能量」

的孩子 

11/5/2018 大學或大專院校 

「培養學生正面態度和價值觀」主題網絡

及分享會 

12/5/2018 教育局 

「2017 年度關愛校園獎勵計劃」主題分享

會暨頒獎禮 

19/5/2018 保良局 探索正向教育 

19/5/2018 保良局 保良局法律講座 

23/5/2018 教育局 

提升學生正能量，增強成長堅韌力小學教

師工作坊 

校務、課程、

教務 

3/10/2017 教育局 網上校管系統（學生成績模組） 

6/10/2017 教育局 學校處理投訴的法律須知講座 

19/10/2017 教育局 教育局課程領導學習社群 

11/11/2017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優質評核管理認證計劃經驗分享會 

11/11/2017 考評局 

QAMAS 經驗分享暨評核質素保證平台簡

介會 

4/1/2018 教育局 教育局課程領導學習社群 

30/1/2018 教育局 評估素養-從理論到實踐 

3/2/2018 教育局 

18-19 年度協作研究及發展種籽計劃簡介

會 

23/3/2018 考評局 

2018 年小三全港性系統評估學校資料上

載及點選特別安排簡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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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2018 教育局 學校選用優質課本和課程資源研討會 

14/4/2018 教育局 2018/19 學年校本支援服務簡介會 

3/5/2018 教育局 教育局課程領導學習社群 

4/5/2018 資優教育學苑 

2018-2019 年度資優教育學院新提名簡介

會 

10/5/2018 教育局 教育局課程領導學習社群 

14/5/2018 大學或大專院校 學校改進與領導 

24/5/2018 教育局 促進幼稚園與小學銜接 

25/5/2018 教育局 

透過有效的家課和評估政策以促進學生學

習工作坊 

1/6/2018 教育局 促進高小與初中的銜接 

30/6/2018 大學或大專院校 賽馬會 知優致優 計畫 

13/11/2018 教育局 回覆投訴/查詢信撰寫技巧工作坊 

7/12/2018 教育局 教育局課程領導學習社群 

計算思維、資

訊科技 7/10/2017 大學或大專院校 

香港中文大學 VR/AR 學與教之實踐—教

學案例分享會 

20/11/2017 教育局 計算思維-編程教育：小學課程補充文件 

29/11/2017 教育局 

Briefing Seminar on Strengthening School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Data Protection 

2/2/2018 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教學法系列：在小學策略性

運用電子評估設計教學活動以提升學與教

效能 

3/2/2018 出版社 

《從編程出發--計算思維理論與實踐》教

師工作坊 

21/3/2018 香港教育城 

「綠火焰計劃」 全港中小學 VR 遊戲設計

比賽工作坊 

22/3/2018 教育局 

Using Google Classroom to Promote 

Self-directed Learning 

28/3/2018 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教學法系列：介紹在小學教

學中可運用的電子學習工具 

 

 

校本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紀錄(只摘錄部分活動) 

日期 時數 主要學習活動 參加者 負責教師 

31/10/2017 3 Guided Reading and e-learning workshop 英文科教師 王婉君 

楊嘉妍 

31/10/2017 1.5 中文分科研討會 中文科教師 吳曉丹 

31/10/2017 2.5 
數學策略—電子學習分享 

數學科老師 陳雅君 

何慕然 

01/11/2017 1.5 抗逆力教師工作坊 全體教師 黃凱欣 

27/11/2017 3.5 2017/18 學年屯門區小學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  全體教師 黃懿 

19/03/2018 1.5 小學數學課程資訊分享 數學科教師 陳雅君 

何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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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數 主要學習活動 參加者 負責教師 

24/04/2018 1 音樂科科本工作坊-電子教學 音樂科教師 葉敏姿 

04/06/2018 6 教師專業發展日(二) 

正向教育工作坊 

校本三年計劃、周年計劃討論 

全體教師 黃懿 

 

註：全年中英數每級科任均有 10 次的共同備課；其他術科(包括常識、視覺藝術、音樂、普通話、生

活教育)均設有每級 3 次的共同備課。 

 

 

(2.2.5) 教師離職 

 
 本年度有 11 名教師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一日離職。 

 

 

(3) 2017-2018 年度關注事項 

 
(一) 持續優化學與教。 

(二) 提高學生的學業水平。 

(三) 培養學生成為一個自律、自信及互愛的志豪達人。 

 

 

(4) 本校課程 

 
(4.1) 多元化的學習經驗 

 

本校一直以來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善用校園內外多樣化的環境、人力資源和生活化

的教材﹐讓學生在實踐中主動學習。透過學科學習日(英文日、普通話日)、多元學習活動日、跨課

程活動、講座、出外參觀、服務學習活動、全方位學習活動、主題學習活動日、試後活動、以及前

往內地與姊妹學校的交流活動等，推動學生在課堂以外的學習，拓闊學生的視野，豐富學生的學習

經歴。 

 

(4.2) 德育及公民教育 

 

本校重視德育及公民教育，通過常識科、生活教育科及德育課的學與教，以及其他相關的學習

經歷，培育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本年度學校著重培養學生的正向價值觀和態度作為發展方

向，同時繼續制定「志豪達人」計畫，加強學生的責任心，讓他們成為自己的主人。此外，亦整合

包括品德及倫理教育、公民教育、《基本法》教育、國民教育、生命教育、性教育、可持續發展教

育等各跨學科價值教育範疇的學習活動，為學生提供全面的學習經歷，並加強彼此之間的連繫，促

進學生的全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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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從閱讀中學習 

 

本校深知從閱讀中學習作為課程改革中四個關鍵項目之一，有著舉足輕重的位置，一直以來學

校將其視為重點發展項目。學校採用全校參與方式，為學生營造有利的閱讀條件。為培養學生個人

的閱讀興趣和恆常閱讀習慣，學校安排了早讀時段，低年級更安排了一週兩節的英文科任早讀時

間，為學生接觸英語圖書培養興趣提供了良好的條件，於此同時，學校亦會安排午息、課後以及試

後閱讀活動讓學生充分享受閱讀時間。學校亦大力推展「跨課程閱讀」計劃，亦推行「喜閱寫意」

及「小學英語閱讀及寫作」- PLP-R/W 課程，持續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 

 

 

(4.4) 藝術發展 

 

本校著重學生藝術教育，興建陶藝室及藝趣廊，把陶瓷藝術及多元感觀藝術滲入校本課程，並

設各類樂器訓練班及中西舞蹈團等培養學生的藝術氣質，鼓勵學生通過藝術表達自我，調節身心，

擴闊學生的學習領域。 

 

 

六個學習領域的課時 

 中國語文 

教育 

英國語文 

教育 

數學教育 小學常識科 藝術教育 體育 其他 

小一至小三 23% 16% 14% 14% 10% 5% 18% 

小四至小六 23% 16% 14% 14% 10% 5% 18% 

 

 

2017-2018 年度八個學習領域課時的百分比總統計 

八個學習領域 科目 第一學習階段 

(小一至小三) 

第二學習階段 

(小四至小六) 

1. 中國語文教育 中文 

普通話 
23% 23% 

2. 英國語文教育 英文 16% 16% 

3. 數學教育 數學 14% 14% 

4. 個人、社會及人民教育 

5. 科學教育 

6. 科技教育 

常識 

科學與科技 

電腦 

14% 14% 

7. 藝術教育 音樂 

視覺藝術 
10% 10% 

8. 體育 體育 5% 5% 

9. 其他 德育及公民教育/週會 

早讀 

生活教育 

圖書 

多元智能 

導修 

18% 18% 

                        總百分率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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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成就與反思 
 

(5.1) 學與教 
 

(5.1.1) 課程發展  
 

計劃項目名稱： 

與各大院校合作，拓展支援資源，參與先導計畫，種子計畫等。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持續優化學與教/擴闊教師學與教方面的專業能力 

計劃成效： 

1. 參與中文評估素養計畫的 84%老師認同在學科知識、課程設計、評估等專業上均有所提升。教

師們在 QTN 計劃主導學校主任的帶領下進行了有效的共同備課，並參與了實用的學習工作坊，

針對課堂，給很多教學活動帶來了新的意念和點子，同學們也積極參與課堂活動，從中體驗如

何對自己、對同學進行正確的評估，給予適當的反思、鼓勵及改善，令學習更上一層樓。 

2. 英文科的四年級科任何學生參與了教育局教育局「小學校本課程發展支援服務 --校本寫作」，

計劃令學生受益匪淺，寫作字數增加，篇幅加長，特別是學生對於創作文章的結構、意念有了

很大的改善，教師們對於自己的教學比以往更絕清晰，整體來講，學生的學做表現得以提升。 

反思： 

借助教育局、優質教育基金計劃(QTN)及的支援計劃，讓參與計劃的教師加深了對學科知識、課程

設計、評估等專業上的提升，而且在校內逐步形成學術研究的氣氛，大家經常聚在一起備課，研討，

對自身的專業素質提升起到了正面的作用。 

展望： 

參與計劃的老師能全面掌握計劃重心，來年部分教師將以種子身分持續發展。種子老師將發揮其應

有的功能，帶領大家優化現行的教案，讓教學更得心應手。這對於學校來講，是個良好的資源儲備，

將持續發展。 

 

計劃項目名稱： 
持續發展校內教師學習社群，優化共同備課、觀課及評課效能。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持續優化學與教/擴闊教師學與教方面的專業能力 
計劃成效： 

1. 每學期中英數都各有 5次共同備課，其他術科亦有三次的共同備課，教師們在安排工作計劃及

探討難點、設計教學活動均取得成效。 

2. 通過共同備課，教師們能設計出多元的合作學習活動,亦能協調各項和教學相關的工作安排。 

3. 某些年級及科目嘗試了同一課輪流試教的流程，從而針對本班學生改良教案，取得初步成效。 

4. 各科在學校大力推展電子教學的氛圍下，教師們勇於嘗試，所有教師均能夠運用電子媒介（包

括翻轉教室、APPS等）於課堂，部分教師相得益彰，成效顯著。 

5. 教師於課堂進行合作學習時，亦能利用課堂活動、分層工作紙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效果理想。 

6. 各科在期終會議上均表示備科次數適中。 

7. 對學生的學習多樣性，教師設計了不同層次的工作紙，給予不同能力學生，從成效上來看，大

致能滿足學生的學習需求。 

8. 教師能從學生的課堂活動中檢測教學設計的成效，亦從課堂觀課中發現學生的問題。 

9. 95%教師能運用自主學習、電子教學及多元評估模式設計教材及課業。特別是中英數三科在預

習及解難學習上激發了學生的自主學習興趣。三科主要利用翻轉教室、預習冊、課堂筆記本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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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讓學生逐步形成自主學習的習慣，今年三科均比去年有所長進。 

10. 91%的教師認同共同評課是一個正向的交流平台,有助教師專業成長，教師通過評課能做出自我

反思促進教學效能。 

反思： 

1. 教師們在安排工作計劃及探討難點、設計教學活動均取得成效，各科逐步形成了積累教案的好

習慣。相對去年，在收集教案過程中，延誤問題也大有改善，全賴各位老師的合作及努力。 

2. 本年度各科繼續嘗試電子教學，學生表現熱衷，無論在課堂評估環節，還是即時作答、寫作等

等，學生的表現均令人鼓舞。 

3. 今年各科的教案編寫，除了在量上比以往多，更著重了質的提高，除了優化去年的部分教案，

更設計了新的教案。 

4. 各科科長在追收各級備課紀錄材料(包括教案)上，發現小部分同事仍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拖延情

況，明年需加強跟進，並及時整理好各科各年級的教案庫，有助教學資源的歸類及使用。 

5. 全體教師在本年度的考績觀課上全部使用了電子學習及自主學習的元素，效果良好，但在細節

效能方面來年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展望： 
1. 明年在同級觀課評課環節，希望能增加各科實施同一課輪流教的數量，逐步優化教學流程，從

而提升效能。 

2. 明年將對於術科進行抽樣觀課，希望有助提升其教學效能，並養成分享的習慣。 

3. 來年觀課重點強調課堂回饋、整體評估素養的提升，以及課堂內外照顧學生學習差異的課堂、

並繼續著眼於推展課堂電子學習。 

 

計劃項目名稱： 
定期安排教師專業發展日活動及分科研討會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持續優化學與教/擴闊教師學與教方面的專業能力 
計劃成效： 

1. 課程組積極推動全校教師專業發展，本年度安排不同的校內外進修及工作坊，聚焦電子學習、

自主學習、德育、STEM等有條不紊地提升了教師們的整體質素。 

2. 100%的教師參與了不同範疇的校外專業進修。 

3. 部分學科會不定期進行學科工作坊，互相交流、匯報，從而提升專業質素。 

4. 95%的教師們認為通過專業進修能提升自身素養，對當下的教育方向及課改形勢有全面了解。   

5. 各科組開展了不同範疇的科研活動及分享，包括電子學習、音樂工作坊、STEM 學習工作坊等，

普遍得到了科任的認同，93%教師認為從活動中得到了新思維及新知識，為開展本科工作起到

了積極的作用。 

反思： 

1. 學校已逐步形成教師積極進修，不斷提升專業技能的氣氛，期間由課程組、各科組安排的工作

坊及研討會大致能收到普遍教師們的歡迎及認可。 

2. 學校能利用不同的社會資源邀請相關人士到校進行分享，為教師提供了良好的學習機會和互相

交流的平台。 

展望： 

1. 明年將繼續安排此類工作坊及分科分享會，並爭取一個月一次的教師專業交流活動。 

2. 提供更多讓教師展露教學經驗，分享心得的機會，營造良好的學習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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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項目名稱： 
課程檢視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持續優化學與教/檢視並重整各科課程 
計劃成效： 

1. 中文科在去年修訂重整的基礎上，今年在戲劇課程方面做了較理想的鋪排，在高年級的每個學

期均設有至少一節的戲劇教學，並會安排科任觀課，效果不錯。說明文之旅也作出了一定程度

的延展計劃，原本五年級的課程已經有序地提前在四年級讓學生接觸，並進行分段式說明文寫

作，效果甚好。 

2. 英文科今年繼續完善修訂了一年級的課程內容，並在 PLPR-W課程安排了足夠的人手進入課堂

教學，令更多學生受惠。 

3. 81%教師認同檢視並重整本科課程能適切學生所需。 

4. 91%的教師認為跨課程活動有利於學生開拓更廣泛的學習經驗以及培養學生的綜合素質。本年

度於不同時期進行了多個跨課程活動，成效顯著，特別是跨課程閱讀，各科積極配合，發揮各

自的功用，令學生能將不同學科的知識融會貫通。 

 

反思： 
1. 數學科針對原本的校本支援計畫，教材充裕，和教科書課程重疊，家課趣味不夠的問題，作出

了部分調整，但仍未完成，明年將延續優化重整。 

2. 中英文科目在各位同事的努力下略見成效，由於課程內容繁重，仍需不斷調整作出新的規劃 

3. 95%教師認同學校的價值培育能為學生引領正確的價值觀。但從學生的實際表現來看，這點仍

需加強，因為學生平日的表現未必優秀，特別是禮貌這點更需努力。 

4. 本年度的德公課程涉及培養學生的自信、關愛、理財計畫、禁毒、廉潔、保良精神等多項項目。

並增加了新設計的性教育及基本法課程，但課程內容在教室們使用後發覺，有些教材需要作出

調整計優化。 

展望： 
1. 英文科，明年將參與 space town 計劃，希望在課程上進行更大膽的嘗試。四年級參加了教育

局的寫作支援計劃，重新審視設計了校本的寫作教材，獲益良多，明年將延伸上五年級，希望

校本的英文寫作課程可以日趨完善。 

2. 中文、英文以及其他科目將一如既往不斷審視現有的課程內容，緊跟各科最新的課程大綱作出

相應的調適。 

 

 

計劃項目名稱： 
發展 STEM教育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持續優化學與教/檢視並重整各科課程 
計劃成效： 
1. 88%教師們認同學校的 STEM 發展方向正確，學生受益匪淺，並能培養學生的綜合素質及動手能

力。 

2. 科學科技課普遍得到師生及家長的認同和喜愛，大家對新課程顯得非常投入，教師自己設計各

類課程教案，通過 6E的教學模式帶領學生一起學習探討課題。 

3. 編程學習方面，本年度已拓展到三個年級(分別是四、五、六年級)，施教的老師認為學生在這

方面的表現雀躍，樂於思考、勇於動手，大大激發了他們的學習興趣及動機，表現令人鼓舞。 

4. 課外活動方面，經過老師的耐心教導，培訓在各項比賽中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績。明年會鼓勵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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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學生參與活動及比賽，給學生提供更豐富的學習經歷。 

 

反思： 

1. 安排學生編程學習方面，本年度明顯比去年有了較大的進步，無論從學生年級的擴展，到教學

方面的新穎設計都大大吸引了學生的求知慾。 

2. 科學科技課普遍得到師生及家長的認同和喜愛，大家對新課程顯得非常投入，教師自己設計各

類課程教案，通過 6E的教學模式帶領學生一起學習探討課題，經過重點視學的洗禮，大家更

明白科學的公平性，以及 STEM課程內容與常識課程的扣連的重要性，本年度已作了初步的

修改，成效良好。 

展望： 
來年將繼續優化課程內容，建構更完善的教材庫。 

 

計劃項目名稱： 
提供多元學習經歷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提高學生學業水平  

計劃成效： 

1. 本年度，學生積極參與各類學習活動，在全方位學習活動中，學生走出校園，從觀察、體驗、

思考、操作等各方面來學習知識，培養技能。二年級加入了電子遊蹤活動，四五六年級加入了

中國歷史文化元素，參觀了古蹟及文物徑，對了解當地的文化有了嶄新的認識，這樣的戶外學

習活動，開闊視野，令學生經歷不同的體驗。 

2. 活動多元化，在多元學習活動、紀律訓練營、畢業教育營等活動中，學生們投入喜愛，學生開

了眼界，增加了體驗，老師們都認為這些活動大致上能從學生的需求出發，兼顧了學生的身心

健康發展，讓他們豐富了學習經歷。 

3. 跨學科閱讀活動，除了去年的三年級跨課程閱讀活動，今年又作出了新嘗試，通過圖書科、中

文科、常識科、音樂科及視藝科共同策畫，活動有了新突破，各科緊扣中國傳統藝術的主題，

展開各學科的閱讀活動，學生在最後的成果展示中表現令人滿意。 

4. 本年度，在五六年級推行了服務學習計畫，六年級同學全部達標，參與了很多不同的服務計畫，

讓他們學會了服務他人的精神，明年會繼續計畫的推行。 

5. 除了同根同心計畫外，本校還申請了，<赤子情.中國心>計畫,讓四年級同學有機會前往廣西賀

州，與我們的姊妹學校進行交流活動，活動反應相當正面，學生家長都讚不絕口，給予了高度

認可，由此可見，這類活動對同學們來講，非常受歡迎，大大增加了他們的學習經歷。 

6. 本年度的跨學科周(主題學習日)繼續以放眼世界為主題，學生通過了解各地語言、美食、服飾、

房屋、風景文化等等，加深了對世界各國的認識，在教師的帶領下，精心策畫分配工作，不僅

自行布置展示區，還設計了攤位遊戲，每班學生都參與各國文化展示的製作活動，成效不錯，

最後加上穿著世界民族服飾來表演服裝秀、遊玩攤位遊戲，令他們樂在其中。整個活動讓學生

開了眼界，懂得尊重，世界共融，地球一家親的道理。 

 

反思： 

1. 學校在體育、音樂、視藝三科都有自己的獎勵計劃，但學校方面未能有系統地規劃，來年需要

重新部署，嚴格執行一生一體藝計劃。 

2. 在各式多元的學習體驗下，明顯見到學生的學生興趣提升了，學生們喜歡這種走出校園的戶外

體驗學習、跨學科學習。反觀教師們的設計及規劃還有待不斷改善，只有提供適合自己學生的

學習活動才是實際的、最好的。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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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將拓寬學習範圍，引領新的學習模式，可以是電子遊蹤、更多的跨學課活動，讓學生體會學習

的樂趣。 

 

(5.1.2) 教務 

 

計劃項目名稱： 

提升老師的評估素質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1. 參與考評局有關評估的進修。 

2. 鼓勵老師擔任 TSA 閱卷員及委任老師擔任 TSA 說話能力主考員的工作。 

計劃成效： 

1. 本年度有 7 位老師(佔全校人數 12%)參與考評局舉辦有關評估的分享會。91%老師認同有關評

估的進修能提升教師的評估專業。 

2. 本年度有一位老師擔任小三全港性系統評估英文科閱卷員及委任兩位老師擔任小三全港性系

統評估說話能力主考員的工作。86%老師認為參與有關全港性公開評估的工作，有助提升評估

的素質。 

反思： 

參與有關評估的進修及全港性公開評估的工作，不但能提升老師個人的評估素養，亦有助促進學

校的發展。 

展望： 

來年仍繼續鼓勵老師參與有關評估的進修及委任老師擔任全港性公開評估的工作以提升老師的評

估素質。 

 

計劃項目名稱： 

提升課室的學習氣氛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規劃課室環境的佈置、規劃課室壁報板的內容及開拓課室裏可懸掛教材或作品的地方。 

計劃成效： 

1. 除壁報板的內容外，亦規劃了課室環境的佈置，例如自學、海報展示區、金句角等。86%老

師同意規劃課室環境的佈置(課室壁報)能提升課室的學習氣氛。 

2. 安排各課室都有一些可懸掛教材及作品的材料和可用的區域。89%老師認為開拓課室裏可懸

掛教材及作品的區域能提升課室的學習氣氛。 

3. 74%學生認為壁報板的內容有趣。 

4. 66%學生認為能運用壁報板的內容於日常學習之中。 

5. 78%學生認為課室懸掛之教材及作品對學習有幫助。 

反思： 

1. 劃一的規劃較刻板，而各科組也想利用壁報展示資料，相對地減年展示學生作品的機會和空

間。建議來年課室壁報以主題形式表達，活潑為主，從而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2. 科任老師宜定期更換壁報的內容，以增加吸引度，讓他們善用內容。 

3. 教師把配合教學內容的教材懸掛於課室，有提醒作用，亦增加學生的成功感。 

展望： 

來年課室壁報以主題形式表達，並繼續開拓課室裏可懸掛教材或作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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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項目名稱： 

發展多元評估促進學與教的效能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1. 建立多元化評估，例如學生自評、學生互評、實作評估、家長評估。 

2. 在數學科三年級及六年級推展至上下學期均利用 AQP 計算出各種指標從而修訂教學，實踐

「評估促進學習」。 

計劃成效： 

1. 72%學生認為能從多元化評估中清楚自己的強弱項，從而跟進學習。 

2. 98%家長認為能從評估中了解子女的學習進度及長短，以跟進學習。 

3. 100%老師認同多元評估能多角度反映學與教的效能，從而不斷完善教學計劃。 

4. 82%數學科老師認同 AQP 的分析有助修訂教學策略。 

 

反思： 

1. 根據持分者問卷只得 50.1%學生同意經常藉着測考成績和老師給予的意見檢討學習，可見學

生較少跟進自己的學習。 

2. 數學科的雖然利用 AQP 作試卷分析，期望能更充分運用數據，嘗試在集體備課會議中討論結

果，繼而修訂教學策略，提升評估的效能。 

展望： 

來年加強學生自我檢視的能力。 

 

計劃項目名稱： 

改善學校設施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申請優質教育基金或保良局教育基金，以爭取額外的資源，為校園開拓更多可供展示的地方。 

計劃成效： 

本年度成功申請保良局李兆忠優質教育基金，惟計劃在下一學年才正式展開，故本年度除課室裏

增加懸掛展示方式外，並沒有在校園其他角落開拓更多可供展示的地方。 

反思： 

教師認同開拓的地方有系統地展示學生的學習成果，期望繼續開拓更多的展示區域。 

展望： 

希望透過成功申請基金改善校園環境，能有系統地展示學生的學習成果，有助提學生的成就感及

自信心。 

 

計劃項目名稱： 

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1. 推行各科組的學科活動。中英數三科每個學期最少舉辦一次學科活動。 

2. 推行低年級課室遊戲。一至三年級中英數三科每個學期最少推出兩個課室遊戲。下學期試後

進行「中英數課室遊戲大比拼」活動 

計劃成效： 

1. 本年度中英數三科均已舉辦至少一次學科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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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年度中文、英文及數學科繼續推行低年級課室遊戲。在一至三年級的課室內放置數款有關

該科目的遊戲、棋類等學具，讓學生可以在小息及午息時段與同學一起玩，從而提升對學習

的興趣。 

3. 下學期試後進行「中英數課室遊戲大比拼」活動。 

4. 79%學生及 95%老師認為學生樂於參與學科活動。 

5. 72%學生喜歡玩課室內的中文科課室遊戲。 

6. 66%學生喜歡玩課室內的英文科課室遊戲。 

7. 77%學生喜歡玩課室內的數學科課室遊戲。 

8. 76%學生及 93%老師認同課室遊戲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9. 97%老師皆認為一至三年級學生喜歡玩課室遊戲。 

反思： 

1. 大部分學生都喜歡各科組舉辦的活動，尤以中文科的中國文化日，學生都非常投入及樂於參

與，各科組仍會恆常地推出學科活動。 

2. 根據老師觀察，低年級學生尤以一年級喜歡玩課室遊戲，惟他們不甚懂得收拾，以致一些配

件遺失。  

展望： 

1. 來年仍繼續推行低年級課室遊戲，建議各科更換已破爛的課室遊戲，增設一些有趣味、刺激

性及組件較大的遊戲。亦建議各科分段推出遊戲，以期維持新鮮感，提升學習興趣。 

2. 建議來年轉換形式，將由老師帶領遊戲大使巡迴入班進行活動，以減少大量損耗的機會。 

 

計劃項目名稱： 

發展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1. 優化學生自我檢視學習目標。學生於上下學期為自己訂下學習目標各兩次及定下達到目標的

方法。 

2. 中英數常各科設計自主學習策略如：課前預習、翻轉教室等。 

計劃成效： 

1. 學生持分者問卷中，62%學生懂得訂立自己的學習目標。 

2. 80%學生認同自己能訂下的學習目標。 

3. 70%學生認同能達到自己訂下的學習目標。 

4. 72%學生認同自己能夠反思未能達到自己訂下學習目標的原因並提出改善方法。 

5. 84%學生及 89%老師認同中文科能設計有效益的家課並能藉此發展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6. 66%學生及 82%老師認同英文科能設計有效益的家課並能藉此發展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7. 74%學生及 85%老師認同數學科能設計有效益的家課並能藉此發展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8. 81%學生及 91%老師認同常識科能設計有效益的家課並能藉此發展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9. 85%學生認同有趣及對學習有幫助的家課能發展自主學習力。 

反思： 

部份學生未能掌握怎樣訂立具體而明確的學習目標。 

展望： 

1. 來年在學生訂立目標前，需有系統地指導及帶領學生如何訂立適切而實際可行的目標。 

2. 學生基本上對自主學習策略已有認識，建議各科組就家課的質素、效益、數量、趣味性等調

節現時的家課，讓學生更樂於完成家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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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項目名稱： 

加強學校與家長在學習上溝通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一年級定期派發中英數的「學習錦囊」予家長，讓家長可以了解子女最近的學習內容，並配合學

校在家中跟進其所學。 

計劃成效： 

1. 88%家長認為「家長錦囊」有助他們了解子女的學習情況。 

2. 83%家長認同「家長錦囊」能幫助他們在學習上教導子女。 

反思： 

定期派發「家長錦囊」確能加強學校與家長在學習上溝通。 

展望： 

來年將繼續派發「家長錦囊」以提高家校合作精神，以收共同教導之效。 

 

計劃項目名稱： 

營造自律守規的校園氣氛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與訓輔組及各科合辦推行「自律達人」獎勵計劃。 

計劃成效： 

1. 85%學生及 91%老師認同「自律達人」獎勵計劃能營造自律守規的校園氣氛。 

2. 81%學生同意自己喜歡「自律達人」獎勵計劃。 

3. 87%學生同意自己有透過自律守規的表現而得到「自律達人」貼紙。 

4. 89%學生同意自己在準時上學方面有好表現或有進步。 

5. 76%學生同意自己在交齊功課方面有好表現或有進步。 

6. 73%學生同意自己在課堂上有好表現或有進步。 

7. 83%學生同意自己有積極參與課外活動。 

8. 72%學生同意自己有積極參與校內服務。 

9. 66%學生同意自己有積極完成中文科網上閱讀。 

10. 63%學生同意自己有積極完成英文科網上閱讀。 

11. 91%學生同意自己希望成為「自律達人」的得獎者。 

12. 97%家長同意「自律達人」計劃能幫助學生發展自主學習能力及自律守規的行為。 

反思： 

「自律達人」獎勵計劃能正面鼓勵學生養成良好的態度，有助學生健康成長。 

展望： 

來年繼續推行「自律達人」獎勵計劃，需再優化各項細節如交齊功課及自學方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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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項目名稱： 

提升學生自信心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建立課堂的鼓勵口號，訓練學生學習同儕互評時應有的禮貌和技巧，營造學生協作、欣賞及鼓勵

的氣氛及態度。 

計劃成效： 

1. 78%學生 95%老師及認同課堂鼓勵口號能提升學生的自信心。 

反思： 

只 51.3%學生對學習有信心，故除課堂鼓勵口號，應提供一些成功的經驗給學生，從而建立學生

正面的態度，提高自信心。 

展望： 

來年推行正向教育，提升學生自信心及成就感。 

 

計劃項目名稱： 

建立校園互愛文化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中英數三科培訓四至六年級同學成為課室遊戲大使、讀字、串字大使等，協助一至三年級同學於

午息時在課室進行活動。 

計劃成效： 

80%學生及 98%老師認同培訓四至六年級同學成為課室遊戲大使、讀字、串字大使等，能建立校園

的互愛文化。 

反思： 

學校的關愛文化頗強，學生大多樂於助人。 

展望： 

推行正向教育，讓學生學會仁愛。 

 

(5.1.3) 中文科 
 

計劃項目名稱： 

小四「主題網絡計劃」推廣評估素養與學教評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1. 持續優化學與教。 

2. 引入外間專業團體為教師提供有效的專業支援，提升中文教師的專業能力。 

計劃成效： 

為了提升教師運用各種評估策略促進教學，並培養學生的學習動機及語文能力，中文科參與了由

優質教育基金主辦的評估素養計劃網絡計劃，參與對象為本校任教四年級的中文科任及四年級學

生。計劃由福建中學附屬學校領導四所核心學校參與計劃，並到校與科任進行了八次共同備課、

四次觀課活動，有關科任更參與了三次有關評估素養的工作坊。根據教師問卷，85%任教四年級

的科任同意此計劃有助提升教師在課堂評估方面的能力，達到預期目標。 

反思： 

此計劃為教師提供了一些新點子，例如上學期著重雕琢課堂提問技巧，下學期集中在寫作方面，

修訂自評互評表有助改進學生的評鑑能力，「GALLERY WALK」成效更大，亦較多科任在教學時



保良局志豪小學 2017-2018 年度學校報告 

 第22頁 

採用此策略。整體而言，參與的科任能學以致用，把評估活動帶進課堂，促進學教評。明年將會

繼續推行此計劃，加強老師學教評的能力。 

展望： 

來年將繼續參加網絡學校計劃，並成為種子學校把本年的心得及經驗推廣給其他學校；同時，也

把評估素養及推行經驗擴展至其他級別甚至其他科目。 

 

計劃項目名稱： 

《四年級及五年級推行自主學習模式--預習便條》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1. 提高學生學業水平 

2. 培養學生積極的自學態度及相關的自學技巧。 

計劃成效： 

1. 沿用四年級預習新模式(把預習做在筆記本上，老師會派發預習便條給學生，讓學生自選預習

形式，形式分別為課文中心思想、自擬題目、流程圖、釋詞和翻轉教室等)，並把這模式推展

至五年級，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的能力。 

2. 根據學生和教師問卷，85%學生和 70%教師同意預習便條有助培養積極自主的學習模式，學

生的評價比教師還高，從學習者角度而言，欣喜學生能自覺培養自主學習的模式。 

反思： 

1. 四年級科任表示因學生首次接觸預習便條，上學期的表現較參差，下學期學生能純熟應用便

條，中上能力同學能呈現其自主學習能力，此方式漸見成效。五年級科任表示因上年度已使用

預習便條，大多學生已熟習此模式，故希望重點多培訓學生運用概念圖（特別是中上能力的學

生），能力稍遜的學生則選用較簡單的問題來完成家課，科任老師可多作提示，希望一步步改

善學生自學的態度和技巧。 

2. 科長於查閱簿冊時，亦見科任能教授學生運用不同的概念圖來呈現學習成果，當中包含概括課

文內容、中心思想、單元總結等，培養積極的自學態度，成效不俗。 

展望： 

1. 來年度將會於四至六年級用預習便條方式進行自主學習，刪除預工。三年級則保留預工，以

鞏固三年級學生查字典的能力。 

2. 設預習簿進行預習，與筆記簿分開，有助學生分清預習和筆記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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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習模式》 

 

計劃項目名稱： 

《中國文化日》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1. 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機會。 

2. 增進學生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培養對國家民族的感情。 

3. 提升他們對學習中文的興趣。 

計劃成效： 

本年度主題為中國傳統戲曲文化，並邀請了川劇變臉大師到校讓高年級學生欣賞表演。絕大部分

學生喜愛參加「中國文化日」的活動，認為「中國文化日」活動能増加他們對中國文化的了解，

而且能提升他們對學習中文的興趣。老師和學生們均在中國文化日當天積極參與和投入活動，氣

氛熱鬧。 

反思： 

1. 應每年舉辦中國文化日，可圍繞不同主題，例如節日、中國藝術等安排活動，從而加深學生對

中國文化的了解。 

2. 本年度繼續邀請了家教會的家長義工作人力支援，並獲家教會送贈一批中國傳統小吃作禮品換

領，更有效和順利地進行整個活動，而且能提升家校合作的關係，來年將繼續邀請家教會進行

活動。 

展望： 

來年繼續和舉辦中國傳統藝術表演，讓學生多了解中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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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日】 

 

計劃項目名稱： 

《資優課程－小記者訓練》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1.提高學生學業水平。 

2.提升學生的說話能力。 

計劃成效： 

根據學生和教師問卷，88% 參與資優課程的學生和 94% 教師同意本課程能提升其說話能力。 

反思： 

本年度著力優化小記者課程，加入採訪元素，於全學年進行了兩次採訪活動（保良局聯校陸運會

及中國文化日時找相關的對象進行訪問），並於校園電視台播放學生成果。參與學生認為這些採訪

活動有趣，有助提升說話能力。授課教師亦認為是次的資優課程形式比以往有趣味。惟教學時間

不足，預計進行四次的採訪活動，本年度只能完成兩次。從而啟發學生的說話能力、分析力及思

考能力等。 

展望： 

來年繼續推行中文科資優課程，為有潛質的學生加強培訓。課程內容方面，老師會繼續以小記者

訓練課程為基礎，加入多元化的訓練小記者元素，教授學生採訪、訪問、記錄、寫稿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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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課程－小記者訓練 

 

計劃項目名稱： 

《低年級讀書會》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1. 加強與圖書科合作，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及能力。 

2. 提升學生對學習中文的興趣。 

3. 提高學生學業水平 

計劃成效： 

根據學生問卷，84% 參與讀書會的學生同意讀書會能提升其閱讀興趣和擴闊其閱讀深度。據老師

的觀察可見此項目能提升學生閱讀興趣及能力，能達到目標。 

反思： 

讀書會目的是讓學生「喜愛閱讀，學會閱讀」─—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進一步讓他們學會自主

學習。本年度中文老師招募了二、三年級的同學參加讀書會，透過每星期的閱讀聚會，學生不僅

能有系統地學習閱讀的方法，還會在課堂間進行名著閱讀、聊書和改編書中情節等活動，期望各

位「小書迷」享受浩瀚書海所帶來的種種樂趣，惟成效只集中於參加讀書會同學，明年冀能繼續

保持閱讀的氛圍，推展與各班之中。 

展望： 

建議來年豐富讀書會的活動及分享書籍的內容，並把閱讀氛圍帶給其他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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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級讀書會】 

 

(5.1.4) 英文科 

 

計劃項目名稱： 

拔尖課程(英語拔尖課程、英語戲劇隊及英文學會)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提供多元化學習活動，提升學生對英文的興趣、訓練學生說話技巧及態度 

計劃成效： 

以高年級學生為對象，挑選一些英文成績較佳或對學習英文有興趣的學生參與活動。學習內容

包括寫詩、故事角色扮演、採訪外籍遊客、話劇訓練、司儀訓練、編輯志豪英訊 (審閱低年級同

學投稿、好書推介)、採訪外籍遊客及表演技巧。 

反思： 

被挑選的學生英文科成績優秀，他們都十分喜歡本學會的學習活動，尤其對編輯志豪英訊、採

訪外籍遊客及表演技巧最感興趣。此學會除了加強本科知識外，還能有效地提升他們的演說及

寫作技巧。 

展望： 

提供更多機會及多元化的學習模式，讓同學更享受當中的學習過程，從而達致從活動中學習語

文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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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項目名稱： 

多元學習經歷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1.提升學生對西方文化的認識 

2.提升學生對學習英文的興趣 

計劃成效： 

舉辦三次大型西方文化主題活動及英文故事卡通人物造型大賽，引發學生對學習英文和西方文

化的興趣。學生能積極參與各項活動及享受主題英文活動的樂趣。 

反思： 

此活動引起學生對學習英文的興趣。各級同學均投入攤位遊戲、唱歌、扮鬼扮馬、尋寶活動等。 

展望： 

來年繼續推行更多西方文化周的活動，進一步提升學生的學習語文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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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項目名稱： 

英語學習圈活動–Speaking Fair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透過聯校活動，分享學習和友誼，及提升教師專業發展 

計劃成效： 

1. 英文科於 2017-2018年度舉辦聯校英文學習圈活動–Speaking Fair。老師透過多次交流活

動和彼此分享，促進教師專業發展，讓師生均獲益良多。 

2. 四年級同學參加 Speaking Fair 活動，聯校學生透過筆友計劃，促進鄰舍之間友愛關係。

同學更於活動當天進行比賽，互相較勁觀摩，增進彼此間情誼。 

反思： 

雖然根據學生問卷調查所得，整體上大部分學生都喜歡是次 Speaking Fair的英語活動。 

可考慮明年在籌備會議上與其他學校老師商討一些更吸引的活動，希望再提升學生的興趣和運

用英文的信心。 

展望： 

未來繼續參與 Speaking Fair 活動，為學生提供更多不同的學習經歷。也可跟保良局其他屬下

小學(屯門區)組成英文學習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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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數學科 
 

計劃項目名稱： 

提升學生的解難能力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1. 持續優化學與教 

計劃成效： 

1. 數學秘笈於今年推行，內容包括預習、筆記及課後延伸，已把上學年的預習和解難合二為一，

讓學生能夠更有系統地學習。 

2. 本年度每級進行了一次 STEM 學習活動，學生能從中運用所學的數學概念並結合科學、科技

和工程學科知識與技能的能力，培養他們的創造力、協作和解決問題能力，根據問卷調查，

約 80%的學生對 STEM 學習活動感興趣。 

反思： 

1. 解難一部份，學生都能依各題目的提示自行完成；而解難二部份，本年度以校本解難教學課

程架構規範教學內容，學生能更有系統地認識解難策略，然而部份解難題目程度過深，即使

在教師指導下，學生運用解難策略仍未明白題意並解題，建議下年度解難題目的深度宜作優

化。 

2. 學生投入參與 STEM 學習活動，然而因課節時間未足夠而讓學生有深入的探究。 

展望： 

1. 下年度可合拼課工及家工，整合後的校本支援計劃與數學化教學歸納成冊，成為一套校本課

程，並分別按各班能力(如 A、D、E 能力較高的班別和 B、C 班能力較弱班別)加入高階題和

基礎練習，並根據新課程的內容作出修訂。 

2. 建議下年度可增加教學時間，讓學生可以更深入發展創造力、協作和解決問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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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秘笈及 STEM 活動的部分進行情況 
 

計劃項目名稱： 

發展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1. 持續優化學與教 

計劃成效： 

1. 為了讓學生更有系統地自主學習，本年度以「數學秘笈」，結合預習、堂課筆記及解難，加

強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2. 本年度壁報內容各班均加入自擬，以提供學生更多機會自主學習，但成效參差，根據觀察所得，

科任多鼓勵學生創作的班別，學生的反應會較投入，建議科任多鼓勵學生積極嘗試創作題目。 

3. 在聖誕和復活假期分別進行了閱讀計劃─「數學家欣賞」、「數學故事」及「開放式解難題目」，

能提升學生對數學家的興趣及加強解難和創意力。 

4. 各級採用了不同類型與方式的家課，例如製作象形圖形、立體圖形、密鋪、等等，根據學生問

卷調查，超過九成學生認為數學科的功課富趣味。 

5. 全校班別全年最少一次以電子教學上課，例如運用數學學習軟件，在堂上進行探究活動。 

反思： 

1. 本科在電子教學上的進程十分理想，100%教師均有運用電子教學軟件上課。 

2. 本年度新設計的數學故事及開放式解難題目工作紙，大部份學生均用心完成，根據學生問卷調

查，可見學生喜愛這類啟發創意和具挑戰性的課業，來年可繼續沿用。 

3. 為了讓學生更有系統地自主學習，下年度以「數學秘笈」，結合預習、堂課筆記及解難，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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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展望： 

1. 優化每班設置數學交流區，教師引導學生自擬題目，如圖形題、算式題、開放題，生活趣題，

每班安排小老師監察交流區的運作，並提供學生自評及生生互評的機會。 

2 .  本年度新設計的「數學故事」及「開放式解難題目」工作紙有效加強解難和創意力，下年可繼

續沿用。 

3 .  本年度增加不同類型的特色課業讓學生自評及生生互評和家長評，下學年可多把佳作張貼於地

下數學壁佈、班房的數學壁佈或窞門窗上，學生能從中獲獲益，並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二年級分組製作立體圖形：分組製作過程 

 

成品分享 

 
五年級分組製作象形圖：分組製作過程 

 
成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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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運用電子教學軟件上課的情況： 

  

  
 

計劃項目名稱： 

營造良好的校園學習環境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1. 持續優化學與教 

計劃成效： 

本計劃是繼續於班房放置數學遊戲供同學自行遊玩，讓同學更習慣思考、學習與人相處和更喜歡數

學。而喜歡數學科的學生比率能達到 83%，亦同樣有 83%的學生表示樂於遊玩課室中的數學遊戲，

比上一年度增加約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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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同學樂於遊玩課室中的數學遊戲。 

展望： 

下年度可在班房添加不同類型的數學桌上遊戲，以提升學生的興趣。 

 

教師設計的課室遊戲─乘數魔法陣 

 

計劃項目名稱： 

提升本校學生數學科成績。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1. 提升本校學生數學科成績。 

計劃成效： 

本校四至六年級數學隊同學在本年度有約一百二十五人次在公開賽獲得獎項。 

反思： 

1. 本年度四至六年級推行以課題為主的訓練內容，以加強隊員的基本功，能有效提升數學隊成

績。 

2. 本校少數教師經奧林匹克數學教學培訓專業資格，如能有更專業的教師訓練學生，學生成績

將會有更好表現。 

展望： 

1. 來年度繼續推行以課題為主的訓練內容。 

2. 聘請外來導師進行專業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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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常識科 

 

計劃項目名稱： 

常識科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提升學生探究及解難能力。 

計劃成效： 

1. 本學年的科學與科技課，各級全年已完成最少 2 個不同的科學與科技課題，例如:水果電池、

水火箭、磁浮列車及潛水小烏賊等，藉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培養他們的探究能力。在下

學期末，本校更舉辦了全校親子「STEM 大比拼」，讓家長也一同享受科學探究的樂趣，活動

當天，家長及同學的反應都很熱烈。 

2. 本科在一至六年級滲入高階思維課程，發展學生的解難能力。每班每學期最少完成了兩份高

階思維工作紙。高階思維工作紙能讓學生學習或從不同的角度思考問題、或以概念圖整理內

容、或找出不同事物的關聯等。 

反思： 

科學與科技課教學內容未有融入常識科，而部分課題的測試同時存有多於一個變項，未能符合公

平測試的原則。 

展望： 

1. 將科學與科技課教學內容融入常識科，並完善科學與科技課課程目標︰i)知識方面，建立或

糾正科學概念；ii)技能方面，運用公平測試的原則和方法；iii)態度方面，尊重數據或實驗結

果。 

2. 來年可以繼續沿用現有高階思維十三式的工作紙，讓學生訓練思維能力。老師在課堂中亦可

滲入類似的思維練習，所以老師在備課會中，亦可設計一個高階思維的活動讓學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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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視藝科 

 

計劃項目名稱： 

陶塑藝術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在三至六年級設有陶藝課題，讓學生接觸多元化的藝術創作活動。 

計劃成效： 

1. 三年級以最基本的手捏為主；四年級以手捏及學習推泥板為主；五年級以泥條盤築法為主；六

年級以圍泥板方式為主。 

2. 學習過程中，同學亦會學習搓泥、上釉技巧，了解泥土的特性、素燒及釉燒原理等陶藝知識。 

3. 根據學生的自評問卷調查，同學都很喜歡陶塑藝術，他們能享受創作陶藝的樂趣外，更能在日

常生活中使用自己製作的陶藝器皿，大大提升學生的創作興趣。 

4. 陶藝課題佔用的時間可以很多，所以全年只有一次，學生會隔很長的日子才再接觸，技巧未免

會生疏。 

5. 陶藝室未能容納一班同學，且只有三部拉坯機，未能在正規課堂上教授拉坯，只有少數學生能

在周五活動課學習拉坯。 

6. 只有少數科任具教授陶藝的知識。 

反思： 

1. 鼓勵老師進修陶藝的知識，如舉辦校內的教師工作坊。 

展望： 

1. 陶塑藝術推展至全校各級。 

2. 爭取多些資源添置拉坯機。 

 

 

計劃項目名稱： 

校內校外藝術活動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1. 不定期舉辦各類校內外藝術創作比賽及參觀活動，能擴闊學生的藝術視野。 

2. 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 

計劃成效： 

校內活動：六年級教育營營刊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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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級教育營營衣 logo 設計及內聯網投票活動 

          校本手册封面設計比賽 

          一、四及五年級集體創作活動 

校外活動：香港藝術中心藝術教育體驗---藝遊維港雕塑公園 

          其他繪畫及填色比賽 

1. 根據學生自評問卷調查顯示，學生除了喜愛上視藝課外，亦喜歡學校安排的藝術活動，如「藝

術館出動」，一、四及五年級集體創作活動及其他繪畫及填色比賽等。 

2. 但由於本校學生的家長較重視學生的學業成績，不願子女花太多時間參加繪畫或填色比賽，減

少了溫習的時間，而學生亦要忙於應付功課、默書及考試，故在這方面表現得不太積極。 

反思及展望： 

因應本校的校情，會選擇在試後或長假期一段家長認為較輕鬆的時間才推展藝術活動，如參觀展

覽、藝術講座、户外寫生、大型集體創作活動、各類比賽等，相信同學會表現得較積極。 

 

同學們藝遊維港雕塑公園 

 

 
 

計劃項目名稱： 

集體創作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1. 提高同學的協作及溝通能力，同時亦讓同學享受大型創作的樂趣及認識特別的創作技巧。 

2. 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 

計劃成效： 

於一、四及五年級的進度中擬定集體創作的題目，同學須分組進行，組長及組員各司其職，就各

人不同的專長分配工作，互相合作，取長補短。一年級會用報紙製作一座山、四年級會用瓦楞紙

製作一大型的迷宮，而五年級須學習紮作一個印第安帳篷，由於作品是組員共同合作的成果，故

會採用多元化的評估模式，如組員互評、自評、各組互評等。  

1. 根據學生自評問卷調查中顯示，同學們都非常喜歡集體創作的學習模式，很享受朋輩共同學習

的過程，共同面對困難及解決困難，能減少孤獨感。 

2. 不同能力的同學在創作的過程中得以發揮作用，以強帶弱，達致合作學習的精神。 



保良局志豪小學 2017-2018 年度學校報告 

 第37頁 

3. 集體創作所需的時間較多，同學一般未能於四節內完成。 

 

反思及展望： 

由於集體創作所需的時間較多，故建議在考試後的活動周進行，讓同學可以有多些創作的時間。 

 
 

計劃項目名稱： 

創作歷程册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1. 培養學生有課前預習的良好習慣。 

2. 提高學生的自學能力。 

3. 透過創作歷程册，讓學生能在創作的過程中作自我檢視，培養學生的反思能力及自學態度。 

計劃成效： 

1. 鼓勵同學在創作前就不同的主題去搜集有關的資料，以其引發學生內在的探究和表現動機，並

讓學生在創作上有自行選擇和凝煉的空間。 

2. 學生能利用創作歷程册記錄創作時的意念、感受，以及不同階段的反思、看法和試驗性創作。

展示在某學習範疇內的經驗、發展和成就。 

3. 科任以同學搜集到的資料作藝術評賞的材料，讓同學能在當中找尋創作意念，提高創作信心。 

4. 根據學生自評問卷調查中顯示，同學都認同創作歷程册能幫助同學找尋創作意念，提高創作信

心。 

反思及展望： 

為了讓同學明白創作歷程對創作的重要性，建議科任着同學多運用創作歷程册來協助創作及紀錄

創作的歷程，讓學生能在創作的過程中作自我檢視，培養反思能力及自學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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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項目名稱： 

保良局美勞與積點獎勵計劃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 

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計劃成效： 

1. 參加校內或校外視藝比賽，並根據比賽所屬地區及學生比賽成績給予不同的積點獎勵。 
 參加者所屬地區範圍組別  參加者所屬地區範圍組別： 

 Ａ組 Ｂ組 Ｃ組 Ｄ組  Ａ組：全球、全國、全省 

冠軍 積點 90 積點 60 積點 40 積點 20  Ｂ組：全港 

亞軍／季軍 積點 60 積點 40 積點 20 積點 10  Ｃ組：區域、社區、局內中小

學 

其他 積點 30 積點 20 積點 10 積點 5  Ｄ組：校內（個人） 

 其他：優異獎、良好獎、入圍獎、嘉許獎等。不給予積點者：安慰獎、參與獎等。 

    若學生在多於一次校內比賽中獲得獎項，則只以其成績最高的一次給予上表Ｄ組積點獎勵。 

 

2.參加校內或校外視藝小組創作活動或訓練課程，並根據學生所參與的活動或課程所為期月數，

給予不同的積點獎勵。 
共為期月份數 １個月或以下 １至６個月 ６個月以上 

獲積點數 積點 3 積點 5 積點 7 

* 小組創作活動／訓練課程：同一班內每名導師教導的學生人數不多於 20 人。 

 

3. 根據學生平日視藝作品成績及總結評估測驗成績，表現優異的學生將獲以下積點獎勵。 

 a.根據成績的總平均分，全級成績最高的 5% 學生，可獲積點 20 個。 

b.根據成績的總平均分，全級成績次之的 20% 學生，可獲積點 10 個。 

4. 學生在該年度由上面 1-3 項所獲積點總數，若比上年度所獲積點總數為多者，即獲額外「增值」

積點獎勵。（一年級學生除外） 
共本積點增值數量 10 - 29 30 - 59 60 或以上 

獲積點數 積點 5 積點 7 積點 10 

 

5. 視藝科老師將於每學年結束前，將學生整學年內所參加由校方舉辦或安排的校內及校外比賽、

活動及訓練課程等資料，統計其所獲積點總數，所有積點將會逐年累積。學生所獲累積積點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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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個或以上者，將獲保良局頒發銅、銀或金校徽一個及獎狀乙張。學生達下述獎項最低積點要

求者即可獲獎，唯不得於獲得金校徽前獲同一獎項多於一次。獲金校徽後，新一年 

  度的累積積點將由 0 開始重新計算。獎勵計算方法如下： 
60 - 119 個累積積點： 

120 - 239 個累積積點： 

240 或以上累積積點： 

銅校徽一個 

銀校徽一個 

金校徽一個 

6. 此計劃實施以來，深受家長歡迎，有不少家長向校方查詢，本來有些家長不大重視視藝科的，

會因此計劃而給子女參加有關視藝的興趣班或活動，幫助子女累積積點。 

7. 因家長的支持，學生得以增加接觸視覺藝術的機會。 

8. 學生亦在此計劃中取得不少獎項，極具鼓勵作用。 

反思及展望： 

此計劃有助視藝科的發展，會繼續推行。 

 
 

計劃項目名稱： 

視覺藝術評賞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1. 以主題整合視覺藝術學習範疇，讓藝術知識、藝術評賞及藝術創作過程能達致互相緊扣。 

2. 低年級學生能描述藝術作品的視覺元素及表達對作品的意見，亦能聆聽他人的意見。 

3. 高年級學生能描述、分析並根據技巧、視覺元素及組織原理詮釋視藝作品，表達意見並提供理

由，並能運用準則評價作品。 

計劃成效： 

1. 大部份教師都能嘗試在藝術評賞的時候運用不同層次的提問技巧。 

2. 教師能利用《視覺藝術之旅》的工作紙、附加工作紙或進行相關的教學活動加強視覺藝術評賞

方面的教學效能。 

3. 由於課堂時間較緊逼，學生較少機會作藝術評賞，大部份學生未能掌握如何運用視覺元素及組

織原理詮釋視藝作品，只有小數高、低年級的同學會嘗試描述作品及表達對作品的意見。 

反思及展望： 

1. 來年在課程上會編排鬆一點，令教學上能多作藝術評賞。 

2. 由於本校運用《視覺藝術之旅》作課程的中心，較難作大幅度改變，經行政小組商議後，下學

年將嘗試以原有的課題作主題整合，每級上下學期各一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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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音樂科 

 

計劃項目名稱：低年級班際歌唱比賽 20/12/2017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透過音樂比賽和校內外活動，以促進學生自我發展及加強學生之間的關愛及合作精神，並培養正

確的價值觀與態度。 

計劃成效： 

透過音樂科學期末的問卷調查中發現，學生很喜歡及投入這個活動，透過此比賽，學生一同練習

歌唱，從中發揮班內的團結精神，加強學生對學校之歸屬感和正面的價值觀，亦提升了學生的歌

唱技巧及推廣學校的音樂文化。 

反思： 

本年度效果比上年度理想，無論選曲、設計動作及道具，看得見老師的心思和學生的創意，學生

於表演過程中亦表現得非常投入。 

展望： 

透過是次活動，讓所有一至三年級學生更投入活動，加強班內的團體精神及凝聚力。 

 
 

計劃項目名稱：午間點唱站(你話點就點) (全學年)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促進學生自我發展及加強學生之間的關愛及合作精神，並培養正確的價值觀與態度。 

計劃成效： 

這個活動很受學生歡迎，與英文科、普通話科及輔導組合作，透過不同的語言讀出點唱紙內容，

亦加入好人好事分享及有關音樂的主題介紹。本年度收集了很多學生之點唱紙，學生積極參與活

動。小 DJ 們能於幾次錄音中學習臨場應變及說話技巧，他們亦會爭取更多錄音的機會。 

反思： 

本年度盡量讓更多有興趣參與的學生當小 DJ，使他們發揮臨場應變及說話之技巧。本年度亦加入

一些音樂知識的內容，希望提升學生對音樂的興趣和知識。 

展望： 

來年度能發掘一些低年級的學生當小 DJ，訓練他們說話之技巧及發揮其之臨場應變。下年度仍會

與其他組別合作(如英文科、普通話科及輔導組)，加入一些好人好事分享及音樂有關的主題介紹，

希望提升學生對音樂的興趣和知識，可加強學生及教師對學校的歸屬感及提高學生參與率。 

 

 

計劃項目名稱：兒童粵劇工作坊 27/2/2018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提高學生對兒童粵劇藝術的興趣和欣賞能力，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讓學生更了解中國粵劇文化。 

計劃成效： 

「查篤撐兒童粵劇協會」到校為一至三年級舉辦兒童粵劇工作坊，以「中國戲曲查篤撐(川劇、粵

劇)」為主題，以有趣、輕鬆、互動的手法，深入淺出地綜合介紹粵劇基本知識，讓同學對粵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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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的認識。當天活動項目包括：「齊齊學做蘭花手」、「工尺音樂椅」、「開心水袖舞輕盈」、「粵劇

化妝及戲服穿戴示範」。活動當天同學們表現非常投入，認真學習以工尺譜演唱樂曲，上台參與的

同學樂在其中，讓學生更了解中國粵劇文化。 

反思： 

可以加入跟進活動，由科任老師講解及補充中國粵劇文化的內容，讓學生通過應用及實踐，學習

粵劇藝術相關基礎知識、理論及概念。 

展望： 

來年度開設中華文化特色課程，把粵劇課程融入校本音樂課程，加強粵劇音樂欣賞，拓寬學生對

傳統中國戲曲文化的了解。能參與有關兒童粵劇的課程，讓學生認識「唱、做、唸、打」的舞台

技巧，學習唱曲及粵劇鑼鈸，再配合校內不同類型粵劇活動，包括粵劇欣賞及粵劇專題研習等等，

讓學生在濃厚的粵劇藝術氣氛下成長。  

 

 

 

 
 

計劃項目名稱：午間音樂會 5/3/2018 及 26/3/2018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建立音樂文化氣氛、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校內外比賽 

計劃成效： 

本年度設了兩場午間音樂會，並於指定的午息時間，學生在禮堂中表演敲擊樂、手鈴手鐘、合唱

及牧笛，透過在學校舉辦音樂會，為學生提供一個表演平台，讓學生以「演奏家」 的身份作演出，

從而增強自信，推動他們積極學習。教師亦安排二至四年級的同學欣賞音樂會，加強學生對音樂

的興趣，及加強學校音樂文化的推動。 

反思： 

本年度只能安排兩場午間音樂會，讓校隊的學生於比賽前進行預演，建議可增加表演場數，並讓

獨奏的同學亦有機會公開表演。 

展望： 

來年度盡量安排所有音樂團隊及獨奏同學亦能在音樂會上演出，表演宜多元化，除了西洋樂器之

外，可以演奏中國樂器，這樣讓更多學生可於台上演出的同時，盼望能籍此提升學生對演奏樂器

的興趣和欣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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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項目名稱：電子教學(全年性)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提高音樂課的教學效能 

計劃成效： 

本年度各班均有運用平板電腦教學上課，能賦予學生聆聽、演奏、欣賞及創作各方面的學習機會，

教學內容豐富，加深學生對樂理知識的掌握，亦能與同儕分享及修正，令他們在學習上更能掌握

重點。 

反思： 

由於本組同事於本年度在各班都有進行電子教學，利用平板電腦上課，使學生熟習運用電腦創作

或其他音樂活動，進一步提高學生上音樂課的興趣。 

展望： 

期望學生可以透過電子學習平台進行多元化的音樂創作，有效運用多媒體教材輔助教學，並透過

樂器示範和歌唱活動，訓練學生的聆聽能力，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利用課堂創作活動去持續

評估學生的創作能力，如創作節奏、創作旋律、聲響設計、樂句改編、律動創作等，加入延伸活

動，以循序漸進的方式，發展學生的創意和創作技巧。 

 
 

計劃項目名稱：「音樂常識知多少」壁佈問答遊戲(全年性)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透過壁報問題，讓學生發揮自主學習的精神，並提升學生對學習音樂的興趣。 

計劃成效： 

音樂科科任老師每期設計三題題目，並張貼於壁報上，於操場中設置問答比賽的收集箱和遊戲紙，

學生可於小息、午息或放學時把已填好的遊戲紙投入箱內。讓學生自行參與問答遊戲，每年三期。

答對之學生均獲小禮物一份。本年度學生積極參與，能透過參閱書籍或網上資料回答問題，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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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自學能力及增強學生對音樂的知識。 

反思： 

來年度可於音樂課上多些宣傳及鼓勵，參與率會更高。教師亦可於課堂上解釋題目之答案。 

展望： 

讓更多學生參與此項活動，題目之類型更多元化。 

 

 

(5.1.9) 體育科 
 

計劃項目名稱： 

單輪車訓練計劃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1. 改善健康，增強身體素質。 

2. 透過單輪車訓練班，增強學生對單輪車的興趣。 

計劃成效： 

上年度開辦了單輪車訓練班，由二至六年級的同學組成。部分參加單輪車訓練班的同學都是首次

接觸單輪車，他們發現學習單輪車比想像中更困難，與踏單車截然不同。初時，同學們都需依靠

欄杆才能騎上單輪車，亦常常跌倒。掌握基本技巧後，同學們開始學習單輪車的個人和團體的花

式技巧，從一個個人的運動變成團體活動的過程中，同學們學習了必須藉著溝通和協調，才能完

成多人合作的練習，從中學習與人相處的技巧和合作精神。 

反思： 

由學懂單輪車，至參加了兩次的比賽和演出，學員的表現令人滿意。 

展望： 

我們期望將來能獲得更多表演和比賽的機會，讓同學們可以與來自不同學校的同學互相切磋和學

習，提升他們騎單輪車的技巧、建立自信心、學習與別人相處的技巧和克服困難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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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0) 普通話科 
 

計劃項目名稱： 

齊說普通話(<<古詩>>經典文學誦讀)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為學生提供更多學習普通話的經歷 

計劃成效： 

1. 以中華傳統經典之<<古詩>>為教育綱領，藉由普通話科任老師與學生共同創作拍攝教學短

片，於週五午飯時間向全校播映，並向全校學生派發印製精美的<<古詩 >>卡片，讓學生隨

時隨地都能享受學習。 

2. 學生能從中學會用普通話誦讀《古詩》之餘，並引導學生體會中國文化，以培養孩子的品德。

學生普遍喜愛這項活動，特別是低年級同學表現雀躍。 

3. 通過朗讀古詩，學生對用普通話朗讀的興趣加深了，並從中體會到中華文化。 

4. 今年繼續在課室裏張貼了古詩海報作視覺提示，並於逢周五早讀課時段加插了誦讀時間，讓

同學們跟著標準的普通話發音誦讀所學的古詩內容；同學們更利用每次上普通話課前的轉堂

時間，由普通話大使帶領下再次誦讀所學的古詩內容，在試後活動的時候舉行了班際古詩誦

讀比賽，令同學鞏固所學，可謂更全面地完成了計劃內容。 

5. 本年度更在普通話日中加插了各班同學向普通話大使朗讀當天指定的古詩，完成後可以獲得

自律達人貼紙，同學們反應不錯。 

反思： 

本年度在中國語文科的「積累與感興」（小學版）中挑選適合同學程度的古詩，由於程度合適，

令到學生在學習上更能掌握。 

展望： 

來年將繼續推行誦讀中華文化經典，教材內容繼續從中國語文科的「積累與感興」（小學版）中

挑選，並繼續推行週五早讀時間誦讀，製作學習卡及海報。 

 
 

計劃項目名稱：  

班際古詩誦讀比賽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為學生提供更多學習普通話的經歷 

計劃成效： 

與中文科合作，合辦班際古詩誦讀比賽，在試後活動的時候分年級進行《班際古詩誦讀比賽》，

除了能為學生提供更多學習普通話的經歷，更能強化學生的口頭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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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是次的《班際古詩誦讀比賽》是與中文科合作，老師們都認同此活動的氣氛很好，同學們都投入

參加，但有老師提出因為試後活動豐富，所以科任老師沒有時間幫任教的班別練習，導致有些班

別準備的時間不足。因此，如來年再舉辦同類型活動，宜在期考後已為老師提供指引和安排一堂

課堂的時間給予科任老師與學生訓練，令各班別有更充足的準備時間。 

展望：  

來年如果能安排到時間，會繼續舉辦同類型的活動，為學生提供更多學習普通話的經歷。 

 
 

 

計劃項目名稱：  

普通話日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為學生提供更多學習普通話的經歷及營造校園學習普通話的環境 

計劃成效： 

本年度舉辦了六次的普通話日，同學們在當天除了多了聽普通話的機會外，還需要跟普通話的科任

老師說普通話，透過這六次的普通話日，同學們都能提升他們聽講普通話的能力，本年度新增了在

小息時向各班的普通話大使誦讀當天指定的古詩，完成後可以獲得自律達人貼紙，同學們的反應不

錯。 

反思： 

建議在來年度增加更多的宣傳，令到氣氛更濃厚。 

展望： 

來年會繼續舉辦普通話日，希望能繼續營造濃厚的學術氣氛，為學生提供更多學習普通話的經歷。    

 
 

 

 

 

 

 

 



保良局志豪小學 2017-2018 年度學校報告 

 第46頁 

(5.1.11) 生活教育科  

 

計劃項目名稱： 

參觀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增加學生對四周事物的認識及提高學習的興趣。 

計劃成效： 

安排學生出外作教育性參觀，讓學生跳出校園，多了解四周的事物，擴闊視野。 

反思： 

1. 一年級學生對報案室、拘留室、警察的工作和設備有更深的認識，又學懂了報警時及被查身份

證時要注意的事項。 

2. 二年級學生對消防員及救護員的工作範疇和設備等有更多的認識。 

3. 三至五年級學生藉著參觀鐵路博物館、香港文化博物館和香港歷史博物館增進對中國及香港歷

史文化的認識。 

4. 六年級學生在香港科學館可體驗探索和學習科學的樂趣。 

展望： 

1. 安排學生每年出外參觀最少一次。 

2. 嘗試於其他時段(如考試後)安排參觀活動。 

 
 

計劃項目名稱： 

聯課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加強教師間的教學協作技能及提升學生學習的興趣。 

計劃成效： 

以聯課形式進行主題課，學生表現非常積極，教學成效佳。 

反思： 

1. 老師認為聯課成效不俗，學生非常投入活動。 

2. 三年級聯課以合作為主題，學生合力完成任務。 

3. 因多於一級預約同一場地，以致有部份班級未能理想地進行活動，建議班主任可於學期初安排

聯課活動。 

展望： 

鼓勵老師多為學生舉行聯課活動，讓學生投入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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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項目名稱： 

講座及話劇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模式，增加學生的知識及提高他們學習的興趣。 

計劃成效： 

定期安排各類主題之講座及工作坊，擴闊學生的學習領壺。 

反思： 

1. 舉辦之講座的對象多為中、高年級的學生，低年級講座太少。 

2. 有老師認為部分講座亦會由第六節開始，大部分的班級都不是由班主任授課，因此，有些科目

的進度會受影響。 

3. 大部分的講座及話劇都受老師及學生歡迎。 

4. 下年度可繼續邀請有關機構進行受老師及學生歡迎的講座活動。 

5. 歡迎各科安排講座於生活教育科時段進行。 

展望： 

1. 為低年級學生舉辦不同性質的講座。 

2. 鼓勵各科安排講座於生活教育科時段進行。 

 
 

(5.1.12) 電腦科 

  

計劃項目名稱： 

電腦科活動---於各級課程內滲入資訊素養課題以培養學生自律守規的行為。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1. 提升學生對資訊科技的學習興趣。 
2. 培養學生成為一個自律、自信及互愛的志豪達人。 

計劃成效： 

為提升學生的資訊素養，培養正確的上網態度，善用網上的資源，邀請了外間機構舉辦如何正確

地上網講座。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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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時間及場地問題，是次講座只能容納兩級學生，有部份學生未能參與，來年希望能全校參與。 

展望： 

希望能多舉辦這類型的活動，提高學生正確的上網態度。 

 

學生正在參與如何正確地上網的講座 

 

(5.2) 從閱讀中學習 

 

計劃項目名稱： 

培養學生閱讀習慣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進行親子閱讀獎勵計劃，鼓勵學生借閱圖書，鼓勵家長進行親子共讀。 

計劃成效： 

本年度問卷調查顯示 87%小一、二學生，80%小三學生，70%小四、五學生及 70%小六學生對活動

感興趣，故上述各級達標。 

反思： 

1. 小三至小五的學生對活動的興趣度比上年度稍升。 

2. 來年度繼續舉行並進行優化。 

展望： 

來年度會獎勵參與活動學生自律達人貼紙，期望能提高他們的參與度。 

 
「親子閱讀獎勵計劃」 

 

計劃項目名稱： 

提升學生閱讀興趣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協助早讀課的推行，提供以趣味性為主的多樣化閱讀材料供學生閱讀。 

計劃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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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顯示各級大部分學生對早讀課的「多樣化閱讀材料」感興趣，數據如下： 

小一、二 93%；小三 93%； 

小四、五 85%；小六 83% 

反思： 

問卷調查的百分點達標，學生反應良好，整體百分點上升。 

展望： 

來年度會加入更多不同類型的閱讀材料。 

 
早讀課的「多樣化閱讀材料」 

 
 

計劃項目名稱： 

配合兩文三語政策，提供更多相關書籍資源，提升學生閱讀興趣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配合課程發展，與各科合作重整跨課程閱讀活動。 

計劃成效： 

問卷調查顯示小三和小五共 87%學生對活動感興趣。 

反思 

問卷調查的百分點達標。學生對此反應良好，來年度繼續舉行並優化活動進行方式等細節。 

展望： 

來年度除了繼續舉行並優化活動進行方式等細節，還會購買相關主題的書籍，供師生借閱、參考。 

  
「跨課程閱讀活動小五學生作品—剪紙」 

 

計劃項目名稱： 

配合兩文三語政策，提供更多相關書籍資源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配合科本教學活動，添置相關書籍作特色展示，加強學生對該課題的認識。並配合相關小問答遊

戲，鼓勵學生借閱不同內容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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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成效： 

1. 會議檢討中，小組成員均認為添置的書籍能配合科本教學活動。 

2. 問卷調查顯示 78%的小四、五學生喜歡主題書展相關小問答遊戲，小六學生則有 80%對活動感

興趣。 

反思： 

1. 問卷調查的百分點達標，學生及老師對此均反應良好。 

2. 小六學生對活動的興趣度上升，小四、五學生則輕微下降。 

展望： 

1. 來年度加強宣傳，鼓勵學生參加。 

2. 來年度繼續以購買 STEM 的書籍為首要目標，並選擇合適的科學雜誌供師生訂閱。 

 
主題書展及相關小問答遊戲 

 

計劃項目名稱： 

提升學生自信心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透過設立「借閱龍虎榜」及「借閱之星」，並進行「圖書館購書願望清單」活動。 

計劃成效： 

問卷調查中，各級大部分學生對此數個活動感興趣，數據如下： 

小一、二 97%；小三 96%； 

小四、五 93%；小六 97% 

反思： 

1. 問卷調查的百分點達標。 

2. 學生對活動的興趣度上升，特別是小三及小六的學生。 

展望： 

來年度除了繼續舉行並優化活動進行方式等細節，還會加強推廣。 

    
「圖書館購書願望清單」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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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從閱讀中學習—中文科  

 

計劃項目名稱：「中文轉播站」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1. 培養學生自學能力。 

2. 提升學生學習中文的興趣。 

計劃成效： 

1. 透過學生投稿可讓他們提升寫作技巧，其他同學則可透過閱讀其他同學的作品，互相交流。中

文科任亦會於「中文轉播站」中執筆投稿，與學生分享生活經驗，學生對老師能有進一步的認

識。 

2. 學生亦會藉著當中的語文遊戲，提升對學習中文的興趣。此外，「中文轉播站」中的好書推介

更能有效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 

3. 上學期給予家長投稿主題為【教子閱讀】及【那些我在孩子身上學會的事】，下學期為【親子

閱讀】及【如何和子女成為好朋友】，吸引家長積極投稿，效果理想。 

 

反思： 

1. 大部分同學當收到「中文轉播站」時，會立刻閱讀，並搶先看看是否有自己或相熟同學的投稿，

可見學生喜愛閱讀「中文轉播站」。 

2. 本年度老師以學生平日寫作較優秀的作品為「中文轉播站」的文章，讓全校的學生亦可欣賞其

他同學的佳作。另外，本年度為鼓勵更多家長投稿，特別設定專題。 

展望： 

來年度會繼續分兩期出版，上學期一月為第一期；下學期六月為第二期，讓同學有更多機會分享

自己的文章及互相欣賞同學的作品。另外，老師會加強鼓勵學生及家長積極投稿。 

 
校本讀物---「中文轉播站 

 

計劃項目名稱：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關注事項 / 本科活動 :  

1. 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 

2. 提升學生閱讀的興趣。 

計劃成效： 

1. 一年級會於每週派發一本圖書給學生看，並配合相關的閱讀工作紙給學生完成。在老師派發圖

書時，學生會立即閱讀，可見學生是樂於閱讀的。 

2. 二年級則由科任老師於堂上派發中文廣泛閱讀圖書，閱讀完畢後，學生可把相關書籍的資料及

讀後感填寫於圖書科的校內閱讀獎勵計劃的閱讀記錄冊內，圖書即日收回。 

3. 三至六年級由科任老師安排派發圖書，同學可把中文廣泛閱讀圖書借回家閱讀，或於早讀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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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閱讀。閱讀完畢後，同學可把相關書籍的資料及讀後感填寫於圖書科的閱讀記錄冊內。此計

劃令學生能看不同類型的書籍，除提升語文能力外，更學到豐富的課外知識。 

反思： 

計劃推行至今，學生能借閱不同種類的書籍，從而培養其自學能力。老師宜推介學生借閱相關的

書籍，提高學生的閱讀興趣。而學生能否多閱讀，老師的推動及鼓勵均十分重要。 

展望： 

下學年老師會繼續鼓勵學生多閱讀，養成閱讀的良好習慣及提升自學能力。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圖書 

 

計劃項目名稱： 

延伸閱讀計劃 

關注事項 / 本科活動 : 

1. 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 

2. 提升學生閱讀的興趣。 

計劃成效： 

1. 本年度中文科繼續與圖書科合作，推行延伸閱讀計劃。老師會按學習進度向學生推介延伸閱讀

的圖書，並於課室壁佈及網頁上展示不同級別、不同學習進度的書籍，以鼓勵學生多閱讀，養

成閱讀的良好習慣及自學能力。 

2. 本年度，同時，學生於聖誕假及復活節假期間就延伸閱讀書目完成有關的閱讀報告。 

3. 就老師觀察，學生均積極於圖書館延伸閱讀圖書角參閱相關圖書，可見學生是樂於閱讀及初步

培養了自學的能力。 

反思： 

計劃推行至今，學生能借閱不同種類的書籍，從而培養其自學能力。圖書館主任表示學生比去年

多留意延伸閱讀書籍，借閱量亦有增長。本年度把延伸閱讀書籍封面和書目表貼在壁報，有助引

起學生的興趣，故來年會沿用此方式，也可仿照壁報提示卡過膠，循環再用。 

展望： 

下學年會繼續與圖書科合作，在延伸書目中選取部分圖書給科任老師於早讀課時段作介紹，鼓勵

學生多閱讀多到圖書館借閱，養成閱讀的良好習慣及提升自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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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延伸閱讀計劃(圖書推介) 

 

計劃項目名稱：自讀篇章 

關注事項 / 本科活動 :  

1. 運用閱讀技巧和策略幫助閱讀中文書。 

2. 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 

計劃成效： 

1. 每星期一節，每節十五分鐘。一、二年級學生會配合中文課的學習進度，閱讀出版社提供的自

讀篇章，中文科任與同學一起閱讀，教授學生閱讀策略及技巧，並思考延伸問題，學生大多樂

於閱讀。 

2. 三至六年級學生會配合中文課的學習進度，自行閱讀出版社提供的自讀篇章，學生亦能培養自

學的態度，亦可看出學生大多享受閱讀的。 

反思： 

老師能按中文課的學習進度並配合出版社提供的自讀篇章，讓學生能適時鞏固所學，使學生能運

用閱讀技巧和策略幫助自己閱讀中文書，從而培養了其自學能力。 

展望： 

下學年會積極鼓勵學生運用閱讀技巧和策略幫助自己閱讀中文書，提升閱讀的興趣。 

 

中文自讀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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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項目名稱： 快樂閱讀花園（網上閱讀） 

關注事項 / 本科活動 :  

1. 提供多元化學習機會，讓學生發展潛能。 

2. 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 

計劃成效： 

為配合自主學習及電子學習的發展，本年度繼續推行網上閱讀，並已轉用出版社附屬的「快樂閱

讀花園」，老師定期鼓勵學生做網上閱讀，亦會定期與學生檢視學習的進程，來年會繼續以此模式

進行。對於表現較差的班級，老師會多作鼓勵。透過此計畫，學生亦能掌握如何在家中自學。 

反思： 

由於學生功課量多，各類的網上平台亦甚豐富，因此部分學生較難抽空完成「快樂閱讀花園」。因

此，老師須適時作出提醒及多作鼓勵。 

展望： 

來年會繼續使用「網上閱讀花園」中文平台讓學生進行自學，老師亦會加強推動，鼓勵學生完成

閱讀，並會繼續使用火車卡的形式於各級樓層顯示每班的閱讀情況及達標率，以給予學生更佳的

鼓勵，提升學生的自學及語文能力。 

 

「快樂閱讀花園」火車卡 

 

 

(5.2.2) 從閱讀中學習—英文科  

 

計劃項目名稱： 

志豪英訊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培養學生自學能力 

計劃成效： 

1. 學生投稿可讓他們提升寫作技巧及增進自信心。 

2. 英文科任老師透過寫文章，分享生活經驗，學生亦對老師有進一步的了解和認識。 

3. 英語拔尖班的學生更因志豪英訊而對學習英文更感興趣。 

反思： 

大部分同學當收到志豪英訊時，會立刻閱讀，並搶先看看是否有自己的投稿，可見學生喜愛閱讀

志豪英訊。學生投稿方面：每期約有五十位同學投稿，可見學生喜歡與同學分享，並互相欣賞。 

展望： 

來年繼續出版志豪英訊讓同學有更多機會分享自己的作文心得及互相欣賞同學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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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讀物--- English Newsletter 

 

計劃項目名稱： 

英文廣泛閱讀計劃 

關注事項 / 本科活動 :  

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 

計劃成效： 

老師會跟一年級和二年級同學進行分享閱讀(Shared reading)，從而提升學生對閱讀的興趣。同學

亦可於空餘時間，按自己的興趣，閱讀課室英文廣泛閱讀計劃的圖書，實踐從閱讀中學習。三至

六年級由科任老師安排，每星期借還一本英文廣泛閱讀圖書回家閱讀，亦可於早讀課時段閱讀，

閱讀完畢後，亦可把相關書籍的資料及讀後感填寫於圖書科的閱讀記錄冊內。此計劃令學生能涉

獵不同類型的書本，除提升語文能力外，更學到豐富的課外知識。 

反思： 

計劃推行至今，學生能借閱合適自身能力的書籍。老師及學生可更多分享閱書樂趣或好書推介，

從而互相推動和鼓勵閱讀。 

展望： 

下學年除了高年級外，低年級同學也能借閱英文廣泛閱讀計劃，鼓勵學生多閱讀，養成良好的閱

讀習慣及自學能力。 

 
 

計劃項目名稱：  

英文早讀課 

關注事項 / 本科活動 : 

1. 運用閱讀技巧和策略幫助閱讀及拼讀英文生字 

2. 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 

計劃成效： 

1. 每星期一節，每節十五分鐘。英文科科任分享閱讀(Shared Reading)教授學生閱讀策略，例如

在封面、目錄、章節和頁數等資料；並提示學生運用拼音方法以提升閱讀技巧，幫助閱讀及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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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英文生字。 

2. 大部分學生能運用相關策略找出圖書封面、目錄、章節和頁數等資料，從而對圖書有初步的認

識，以協助挑選適合的圖書，並運用閱讀技巧，幫助閱讀及拼讀英文生字。 

反思： 

早讀時段的分享閱讀能提升學生閱讀興趣。科任每週只有一至兩次共讀時間或時間太短，因此老

師有時仍未能深入分享。 

展望： 

建議來年繼續於早讀時段安排英文科科任分享閱讀及提供機會讓學生公開分享閱讀的樂趣，如進

行故事人物大比拚，進一步提升整體閱讀氣氛。亦可增加英文早讀課節，以培養同學閱讀英文書

籍的興趣。 

 

讓同學閱讀的部份英文書籍 

 

 (5.2.3) 從閱讀中學習-- 數學科  

 

計劃項目名稱：數學天地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培養學生自學能力 

 

計劃成效： 

全年共出版了兩冊數學天地，每冊數學天地亦會派發給全校同學閱覽，每一期數學天地的問答遊

戲反應十分踴躍。 

 

反思 

本年度加入學生作品，反應十分踴躍，學生家長均樂於見到自已的作品刊登。 

展望： 

⚫ 本年度已分兩期出版，上學期一月為第一期；下學期六月為第二期，展望來年仍會繼續出版。 

⚫ 下年度可繼續加入學生作品。 

 

 
第二十九、三十期數學天地及數學天地的問答遊戲答案收集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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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項目名稱： 課室圖書閱讀 

關注事項 / 本科活動 : 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 

計劃成效： 

1. 本科在每個課室都會設置約十本圖課圖書供學生借閱。 

2.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全校大部份學生會借閱本科的課室圖書。 

反思： 

雖然數學圖書借用情況尚算理想，但數學閱讀紀錄不齊備，圖書的損壞情況亦較大。 

展望： 

1. 展望能來繼續維持借閱量。 

2. 下年度展望有系統地記錄學生的閱讀圖書情況及請每班安排圖書管理員管理圖書，讓圖書的損

壞情況減低。 

 
數學課室圖書 

 

 

計劃項目名稱： 

閱讀計劃─「數學家欣賞」、「數學故事」及「開放式解難題目」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培養學生自學能力 

計劃成效： 

本年度新設計的數學故事及開放式解難題目工作紙，大部份學生均用心完成，根據學生問卷調查，

可見學生喜愛這類啟發創意和具挑戰性的課業，來年可繼續沿用。 

反思： 

1 .  本年度新設計的「數學故事」及「開放式解難題目」工作紙有效加強學生解難和創意力和讓

學生認識更多關於數學家及相關數學概念下年可繼續沿用。 

2. 有效。 

展望： 

下年可繼續沿用。 

「數學故事」及「開放式解難題目」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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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學生閱讀習慣 

 
學生本年度從學校圖書館借用閱讀資料頻次百分比 

 

 

 每星期一次 每兩星期一次 每月一次 每月少於 從不 

小一至小三 51.4% 36.3% 12.3% 0% 0% 

小四至小六 37.2% 35.3% 23.1% 2.3% 2% 

 

學生人年度從學校圖書館借用閱讀資料數目 

 

小一至小三：5404 本 

 

小四至小六：4897 本 

 

 

(5.3) 專題研習 

 

計劃項目名稱： 

專題研習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提高學生的創作及解難能力。 

計劃成效： 

本科老師按照專題研習能力學習重點架構表，於進行專題研習活動前以工作紙的形教授有關基本

技能的內容，本年度所有工作紙設計已完成。 

四至六年級的專題研習活動已重新整理，以落實架構表內所訂定的目標。 

反思： 

部分年級專題研習活動設計未能全面落實架構表內所訂定的目標，訓練學生的分析和歸納能力方

面有待改善。 

展望： 

成立本科專題研習小組，共同策劃研習項目，制定操作流程。來年重整專題研習活動項目，根據

本校的專題研習能力架構表，更新學生的學習計劃，重新設計歷程檔案。 

 
六年級學生作品(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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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利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 

 

計劃項目名稱： 

改善資訊科技硬件設備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優化現有的資訊科技教學設備，提升教師教學效能。 

計劃成效： 

本校動用各項與資訊科技相關的津貼，增添供學生使用的流動電腦裝置，舒緩借機緊張的情況。另外，

我們把健身室改造成「奮鬥室」(教師 IT 資源室)，持續改善校內的資訊科技設施。 

反思： 

緊貼時代步伐，持續改善學校資訊科技設施，以配合師生課堂中進行電子學習。 

展望： 

教師持續使用電子教學於不同科目及各年級，並增添足夠電腦數量。 

 

計劃項目名稱： 

Google G Suite for Education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促進教師於使用資訊科技方面的專業發展 

計劃成效： 

1. 加入「G Suite for Education」，使用 Google 提供的資源，教師施行電子學習。 

2. 本年度重點是 Google Drive 雲端儲存服務，讓教師學習放置教學資源，例如翻轉教室影片、工

作紙、簡報等。 

3. 個別老師試用「Google Classroom」，為來年度推行作準備。 

反思： 

本年度已有部分老師使用，教師可互相交流觀摩，提昇教師使用資訊科技方面的能力。 

展望： 

來年度鼓勵更多教師學習使用 Google Classroom 雲端學習管理平台，讓他們建立課程、發佈作業，

全班可在平台上分享交流、傳送意見，也可追蹤學生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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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德育及公民教育 
 

計劃項目名稱：  

理財教育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1. 培養並鞏固學生理財的態度，並加以實踐。 

2 . 讓學生體驗消費及理財，促使他們檢視並反思個人的消費行為及理財態度。 

3 . 透過理財講座及攤位遊戲，深化學生對理財的概念，培養學生理財的正確觀念及態度。 

計劃成效： 

1. [小學理財大使計劃]第一階段為培訓工作坊，讓 40 位 5-6 年級同學成為理財大使，協助低年級

[理財體驗活動]之推行，令學生對所學的理財概念更牢固。學生都踴躍參與，對所學的理財概

念更清晰。 

2. [小學理財大使計劃]第一階段為[理財體驗活動]，為三年級安排理財桌遊活動，讓學生模擬所

學的理財概念，並即時實踐。學生參與活動時十分投入，學生更能掌握不同的理財概念。 

3. 為三、四年級同學安排家福會主辦的「理財至叻 KID」理財體驗活動，擴闊學生視野，讓學生

體驗現實生活的狀況及誘惑，明白財富累積是需要透過努力實現，加強學生的學習動機及更善

用金錢。參與學生及班主任老師皆非常投入活動，活動後的小組分享能總結活動中的遭遇，十

分受用；家長義工踴躍參與，現場的家長義工也十分贊同活動的意念，並且給予寶貴的意見。 

反思： 

1. [小學理財大使計劃] 讓高、低年級同時得益，高年級更能寓服務於學習，一舉兩得。惟時間

安排較難，高年級同學需犧牲個人時間及活動。 

2. 「理財至叻 KID」體驗活動能加強同學相關的認知，讓同學更審慎理財。本年度仍有部分學

生於體驗活動時選擇貸款，但他們大部分都能準時還款，明白借貸要付利息及準時還款的重要

性。而活動後的小組討論更讓同學反思行為所帶來的後果，較課本文字真實而深刻。惟本年因

機構只能安排於星期六進行，四年級只有一半同學報名，反映家長不大重視，故此安排了三年

級同學參加。 

 
 

計劃項目名稱： 

      保良精神共培養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1. 學生體會幫助別人對自己及受助人都有益處。 

2. 學生對參加保良局的捐款贊助計劃或籌募活動抱持正面的態度與價值觀。 

3. 學生體會及欣賞保良局扶助社會弱勢社群的精神。 

4. 學生感恩知德，關懷社會上有需要的人，並積極付諸實行，樂意行善助人，能承傳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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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局造福社群的奉獻精神。 

計劃成效： 

1. 為一至五年級同學安排保良精神課程，讓同學認識辦學團體。 

2. 透過簡報及課堂活動，讓學生明白要行善助人，發揮保良精神。 

反思： 

1. 活動及課程皆能加強同學對保良局的認識，並培養學生行善助人的精神。 

2. 本年度於下學期考試後才推出，致六年級未能安排時間教授，下年度宜早些安排。 

展望： 

明年會於學期初繼續推行此課程。 

 

計劃項目名稱： 

 校本基本法及性教育課程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1. 重整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 

2. 加強學生在基本法及性教育的認識 

計劃成效： 

1. 本年度加強了基本法的學習，除了安排基本法車到校讓二三年級學生參與外，本年度也為三至

六年級學生設計了校本基本法課程，由香港被租借予英國的歷史背景開始至初步瞭解香港居民

在基本法下的權利及義務。 

2. 除了為有關級別舉辦有關性教育講座及申請護苗車外，本年度也在二、三及四年級設計有關的

性教育課程，  

反思： 

經班主任檢討有關教案及教材後，來年度再作修訂及調適。 

展望： 

明年會繼續推行此課程。 

 

計劃項目名稱：  

至「正」網絡 課程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1 . 協助學生建立正確使用互聯網的品格和應有的態度。  

2 . 推廣優質網絡文化。  

計劃成效： 

1. 三至六年級班主任於上下學期生活教育課中各利用一課節推行有關「至正網絡」課程教材套

的活動，從中協助學生建立正確使用互聯網的品格和應有的態度，推廣優質的網絡文化。學

生及老師也認同活動對他們有幫助，能培養良好使用網絡態度之餘，更有實踐機會。 

2. 為了填補一至二年級學生於網絡文化課程的不足，本年度為這兩個級別設計了一節校本網絡

文化課程，效果不俗。 

3. 利用計劃中的撥款添置了各式桌上遊戲，本年仍存放課室遊戲箱，供學生於小息、午息或餘

暇與同學一邊玩樂，一邊學習與人相處的規則及實際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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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1.   課程教材套 能加強同學相關的認知，讓同學更審慎處理網上行為，效果理想。一至二年級

的校本網絡文化課程須作檢討及優化。 

2.   桌上遊戲 效果仍極佳。由於選取的遊戲以 4 人以上同玩，比賽與娛樂兼備，學生十分投入；

藉此帶領同學學習與人相處的規則。但因使用率高，遊戲組件缺失多。   

展望： 

1. 優化一至二年級校本網絡文化課程。 

2. 繼續於上學期初家長晚會加強宣傳優質網絡文化。 

3. 宜多訓練桌遊使用守則。 

 
 

 

(5.6) 學生成長支援 

 
(5.6.1) 學生輔導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一直以來，學校在學生成長的支援上均採取訓輔合一的政策，在不同的範疇上推展預防及發

展性活動的措施，提升學生自信心，並進一步提升建立校園自律守規和互愛文化。本學年以[我信

我得]為主題，培養學生成為一個自律、自信及互愛的志豪達人。 

 

  我們亦透過周訓、德育課、成長課及專題講座等多元化活動，提升學生的抗逆力和情緒控制能

力。另外，針對不同學生的需要，本學年舉辦了各學生小組及活動，一至二年級學生小組以自我管

理及適應小學生活為主，而三至六年級的小組則以情緒管理、提升自信心和和自律能力為主。此外，

我們針對不同年級學生的發展需要，為各級學生安排合適其成長需要的講座。另一方面，在小四、

小五及小六推行的「成長的天空」計劃，讓學生從活動中提升他們的抗逆力。 

 

 學生輔導人員、駐校教育心理學家及言語治療師一起協助支援學校，照顧有需要的學生及

作全校性的預防工作，並協助家長掌握親職技巧及知識，還舉辦了不同的專題性家長講座及親子工

作坊，提昇家長對孩童的認識，包括管教、溝通、情緒管理等。另外，學生輔導人員亦舉辦親子活

動，藉以提升學生與家長的溝通技巧和親子關係。 

 

計劃項目名稱： 

《周訓及周會》(全年)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1. 營造自律守規的校園氣氛 

2. 提升學生自信心 

3. 建立校園互愛文化 

計劃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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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訓》全年共進行十二次 (上、下學期各六次)，共六個題目，每個題目各有兩個課節，

已全部按期順利完成。 

2. 《周訓》全年共進行四次，分別由李校長、黎副校、鄧佩玉高級主任及黃美玲高級主任主講。 

3. 學生問卷調查結果顯示，92%的學生表示喜歡周訓及周會的內容。 

4. 部分學生有機會進行拍攝的工作，參與拍攝能提升自信心。 

反思： 

1. 本年度《周訓》的每一個主題均分成兩個課節進行，除了影片播放外，老師另可設計相關的

延伸活動，協助學生鞏固所學。 

2. 本年首次以周會的方式進行教學活動，氣氛良好，當中老師邀請部分學生進行拍攝周訓影

片，短片內容可引發學生學習動機，更為投入。 

展望： 

會參照 2018-2019 至 2020-2021 年度三年計劃的關注事項和 APASO 的結果定立下年度的周訓題

目，內容的重點是建立正向的校園文化、價值觀灌輸和教導實際技巧。來年需要與德育組互相配

合，討論節數分配。 

     
 

計劃項目名稱： 

《彩虹格言》(全年)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1. 加強推廣自律守規的校園氣氛。 

2. 建立校園互愛文化。 

計劃成效： 

1. 《彩虹格言》方面，各班在課室均安排了明確的位置展出「彩虹格言」，能深化學生對周訓

主題的瞭解。 

2. 透過學生問卷調查，94%學生表示喜歡每次周訓定出的彩虹格言。 

反思： 

1. 每學期三次，次數適中。 

2. 彩虹格言配合周訓內容，有助深化周訓的意思，讓學生掌握周訓的核心信息。 

展望： 

來年《彩虹格言》會改為以「正向列車」繼續與《周訓》互補，並張貼在班上的當眼位置。《正

向列車》內容亦宜精簡易明，以正向主題為核心，讓學生更能掌握周訓的核心信息。 



保良局志豪小學 2017-2018 年度學校報告 

 第64頁 

  
 

計劃項目名稱： 

《輔導通訊》(上/下學期)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1. 加強推廣自律守規的校園氣氛。 

2. 建立校園互愛文化。 

計劃成效： 

1. 學生問卷調查結果顯示，94%的學生表示喜歡閱讀輔導通訊。 

2. 與家長分享管教的資訊，以協助家長培養出關愛和自律的孩子。 

3. 輔導通訊的內容包括輔導的文章、「好人好事」讚賞閣及親子教育的資訊，加強推廣自律守

規的校園氣氛及建立校園互愛文化，學生及家長均獲益良多。 

反思： 

每學期一次，次數適中。 

展望： 

來年於內容方面會多加「好人好事」的作品、輔導活動、正向教育的資訊及表揚學生的資訊等，

以示鼓勵，以增強學生及家長對正向教育的認識，並建議將「輔導通訊」上載到學校網站，讓更

多家長在網上點擊瀏覽。 

 

計劃項目名稱： 

《「好人好事」表揚樹》(全年)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1. 建立校園互愛文化。 

2. 營造自律守規的校園氣氛。 

計劃成效： 

1. 98%的學生在問卷中表示喜歡「好人好事」表揚樹。 

2. 當中由班主任揀選每班三位同學的「我的志豪習誌」，再影印部分學生的「好人好事」讚賞

閣作品，並把作品張貼於地下壁報，展示給同學欣賞。 

3. 另外將部份「好人好事」刊登在輔導通訊，建立校園互愛的文化。 

反思： 

本年度收到由老師填寫的「好人好事」，被表揚的同學感興奮。此外，把部分的「好人好事」於

「你話點就點」點唱活動時段向全校讀出，同學既能被表揚，亦能協助推動校內的關愛文化。 

展望： 

來年會繼續與生活教育「好人好事」活動作整合，並配合生活教育課程，在課堂上加強教育和指

導。此外，亦會繼續與音樂科合作，於「你話點就點」點唱活動時段讀出學生的「好人好事」。

來年會加強被表揚的學生作人物專訪，在校園電視台宣揚被表揚學生的好事，加強推動校園內的

關愛及正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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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項目名稱： 

《班級經營》(全年)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建立校園互愛文化、營造自律守規的校園氣氛。 

計劃成效： 

1. 93%的學生在問卷中表示喜歡此活動。本年於開學首三天（各一節）和周訓時段已進行了班

級經營課節，所有班別都設計了班口號、班規。 

2. 在上學期亦拍攝了短片讓各班展示班口號。 

反思： 

1. 本年度加設班級經營課節(如親親班主任)，教師有更多時間跟學生建立關係，惟班口號較少

機會使用。 

2. 另外，本年度於各班加設「關懷小天使」，使各班同學能加強關顧的文化，師生及生生之間

互相愛護，共建和諧校園。 

展望： 

來年會繼續推行，建議來年在班際活動中多使用班口號，並可以有系統地於班房張貼更多班相，

增加凝聚力。於學期中段時可透過各科組的比賽或聯課活動中運用班口號。另外，於每學期各設

午息「親親班主任」時段及把「班主任飯局」及「小壽星」活動合併，加強各班的凝聚力。此外，

更會於不同年度，推行班際壁報設計比賽，加強學生的歸屬感及師生的溝通。 

     
 

計劃項目名稱： 

《志豪小壽星》(全年)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建立校園互愛文化。 

計劃成效： 

1. 95%的學生在問卷中表示喜歡此活動。 

2. 本年已進行了六次的活動(兩個月一次)，相片並上載於校網內。同學喜歡班主任老師親筆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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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日書籤上的祝福話語。 

反思： 

透過送贈班主任親手所寫的生日書籤及生日貼紙，一、二年級的學生更有一份小禮物，讓學生感

受到師生之間的關愛之情，有助提昇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但礙於了解到一、二年級的學生不是太熱衷小禮物，故來年會考慮不設小禮物。 

另外，今年於拍攝時有道具輔助，故能提升整體的氣氛。 

展望： 

來年會繼續推行，建議來年只送贈生日書籤、生日貼紙和拍照，提升活動氣氛。另把「班主任飯

局」及「小壽星」活動合併，於午飯時段跟小壽星慶祝生日，加強各班的凝聚力。 

 
 

計劃項目名稱： 

《校園你我他》(上/下學期)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營造禮讓關愛的校園文化。 

計劃成效： 

順利完成拍攝志豪新老師 (吳家琪老師、甘映梅老師、徐倩儀老師、盧艷紅老師、梁健歡老師、

樊文鈺老師、王栢榮老師、彭麗琼老師、陳詠儀老師)的介紹片段和教師喜訊(文家樂副主任及陳

向銘老師的太太生了小寶寶)。透過學生問卷調查及訪問，96%學生表示喜歡觀看[校園你我他]

電視台活動。 

反思： 

此特輯有助同事及學生對老師的了解。同學對老師有更多認識，老師亦對學校更有歸屬感。 

展望： 

來年可繼續沿用此模式拍攝，推廣關愛文化。 

 

計劃項目名稱： 

《「自律達人、互愛弟弟」計劃宣傳片》(上/下學期)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1. 加強推廣自律守規的校園氣氛。 

2. 建立校園互愛文化。 

計劃成效： 

學生問卷調查結果顯示，97%的學生表示滿意活動的內容。 

反思： 

以短片作推廣更吸引學生。 

展望： 

建議配合 2018-2019 至 2020-2021 年度三年計劃的關注事項，加入「正向」的元素。 

拍攝宣傳片能增加學生的參與機會及給予發揮的平台，來年可以增加拍攝此類宣傳片。 

 

 

 



保良局志豪小學 2017-2018 年度學校報告 

 第67頁 

計劃項目名稱： 

《「一人一職」計劃》(下學期)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提升學生自信心。 

計劃成效： 

全校的學生問卷調查顯示，95%學生表示滿意活動的內容。 

反思： 

本校學生在學校喜愛做額外工作，可見「一人一職」的活動成效，值得繼續進行。 

展望： 

建議繼續沿用今年的模式，加上定期嘉許表現盡責的學生。 

    
 

計劃項目名稱： 

《「我信我得-志豪欣賞閣」、「我至叻」活動》(上/下學期)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提升學生自信心。 

計劃成效： 

1. 全校的學生問卷調查顯示，97%學生表示滿意活動的內容。 

2. 班主任亦協助在各班壁報貼了滿滿的「欣賞卡」。 

3. 另外，以短片拍攝形式展示學生的專長及老師的專長作分享，有助提升師生關係及學生自信。 

反思： 

欠缺時間讓未有參與天才表演的學生展示才能。 

展望： 

來年配合 2018-2019 至 2020-2021 年度三年計劃的關注事項，配合學校的主題，讓學生錄影「我

至叻」的片段，於校園設「幸福大電視」，重覆播放學生的「我至叻」行為，讓更多學生提升自

信心，發揮潛能及讓學生多欣賞別人、讚賞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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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項目名稱： 

《「社工信箱」服務》(全年)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營造禮讓關愛的校園文化。 

計劃成效： 

學生積極運用信箱服務，並透過留言與學校社工傾訴心事。 

反思： 

讓學生可以有多一種渠道向學生輔導人員傾訴心事。 

展望： 

來年可繼續沿用此信箱。 

 
 

計劃項目名稱： 

《學生講座》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建立校園互愛文化、營造自律守規的校園氣氛。 

計劃成效： 

1. 講座全部按期完成。 

一年級: 小一自我保護講座、護苗基金教育車 

二年級: 和諧校園講座 

三年級:「喜動校園」情緒講座、和諧校園講座 

四年級: 「喜動校園」情緒講座 

五年級:「青春期」講座、「喜動校園」情緒講座 

六年級:「與壓力做朋友」講座 

2. 全校的學生問卷調查顯示，98%學生表示滿意活動的內容。 

反思： 

本年度舉辦的學生講座，整體上學生的投入感高，學生喜歡以講座形式進行多元化的學習，可繼

續以此形式進行。 

展望： 

來年可繼續按輔導主題，設計及舉辦相關的學生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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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項目名稱： 

《學生小組》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建立校園互愛文化、營造自律守規的校園氣氛。 

計劃成效： 

1. 「飯後鬆鬆」小一入班活動 (100%出席率，100%參加者表示活動達標。) 

2. 「志豪至叻星」小一適應小組 (100%出席率，100%參加者表示活動達標。 

3. 「愛．桌遊」－輔導領袖生訓練 (100%出席率，100%參加者表示活動達標。 

4. 「正面『喜』動」情緒管理小組 (100%出席率，100%參加者表示活動達標。 

5. 「有品孩子-責任承擔篇」社交技巧提昇小組(100%出席率，100%參加者表示活動達標。) 

6. 躍動「童」行專注力訓練小組 (85.7%出席率，100%參加者表示活動達標。) 

7. 「我的生涯規劃」自信心提昇小組 (91.7%出席率，100%參加者表示活動達標。) 

反思： 

就學生的個別差異，於小組中進行活動、遊戲及指導，學生更容易掌握合宜的社交技巧，並提升

自信心 

展望： 

透過小組的互動，學生除學習到預定的小組內容，亦可增加與人相處的機會。來年就學生需要和

學生輔導主題，值得再進行相類近的小組活動。 

  
 

計劃項目名稱： 

《專題性家長講座》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增進家長與學校的合作。 

計劃成效： 

1. 全部講座按期完成。 

2. 透過活動問卷調查，各個講座出席率及滿意度如下： 

「抗逆同行」家長講座 (55.6%出席率，100%參加者表示活動達標。) 

認識讀寫障礙家長講座 (51.2%出席率，100%參加者表示活動達標。) 

事半功倍學習法家長講座 (72.7%出席率，100%參加者表示活動達標。) 

誠信與責任-培養好品德孩子家長講座 (28.5%出席率，100%參加者表示活動達標。) 

情緒健康知多 D 家長工作坊 (54.5%出席率，100%參加者表示活動達標。) 

家庭健康心連心家長講座 (65.4%出席率，100%參加者表示活動達標。) 

反思： 

家長活動已預先提示，惟家長的報名情況熱烈，但出席率依然偏低。 

展望： 

來年可繼續按輔導主題舉辦家長教育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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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項目名稱： 

《家長小組》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增進家長與學校的合作。 

計劃成效： 

1. 全部活動按期完成。 

2. 透過活動問卷調查，各個小組出席率及滿意度如下： 

小一家長適應工作坊 (90.5%出席率，100%參加者表示活動達標。) 

家長茶聚(上、下) (上：48.3%出席率，100%參加者表示活動達標。下：33.3%出席率，100%

參加者表示活動達標。) 

躍動童行家長支援小組 (79.5%出席率，100%參加者表示活動達標。) 

處理學生情緒家長小組 (33.75%出席率，100%參加者表示活動達標。) 

反思： 

參加的家長表示小組能讓家長之間互相支持，並學到管教技巧。而且本年推行家長茶聚，每個月

都提供一個平台讓家長學習管教知識和互相交流。 

展望： 

透過小組的互動，家長除了學習到預定的內容外，亦可增加認識不同家長，並從中得到支援，來

年值得再進行相類近的小組活動。 

 
 

計劃項目名稱：  

《親子活動》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增進家長與學校的合作。 

計劃成效： 

1. 全部活動按期完成。 

2. 透過活動問卷調查，各個講座出席率及滿意度如下： 

「盒子驚喜」親子手工活動 (86.7%出席率，100%參加者表示活動達標。) 

促進親子關係活動-「謝謝爸媽」-製作心意卡 (100%出席率，95%學生表示喜歡此活動。) 

「讓愛走動」親子競技同樂日活動 (40%出席率，100%參加者表示活動達標。)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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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均表現投入，活動亦有助促進親子關係，以及彼此認識。 

展望： 

由於活動有效促進親子關係，因此建議來年再舉辦類近的活動。 

 
 

 

(5.6.2) 學生支援工作 
 

本校採用「全校參與」模式照顧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就著學生的需要，採納多元化的教學策

略，如小班抽離教學、課後加強輔導教學等；亦善用家長資源，如故事媽媽；也為老師、有特殊教

育需要的學生及其家長舉辦工作坊及小組活動，加上不同的朋輩輔導計劃，使學生更有效地學習。 

 

 

計劃項目名稱：  

「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支援有自閉症學生的小組訓練及加強支援服務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持續優化學與教──引入外間專業團體為教師提供有效的專業支援，包括研討會、講座、工作坊、

集體備課及觀課。                    

計劃成效： 

此計劃為期三年，本年度有 6 位學生參與小組訓練，所有訓練於上學期進行，學生從訓練中學會

怎樣表達和控制情緒，如何與人展開話題等，100%參與的學生和 93.2%有關老師皆同意小組訓

練有效改善學生的社交能力。 

反思： 

小組訓練集中在上學期密集式進行，學生的進展良好，個別學生在下學期表現較被動，訓練若能

橫跨整學年則較理想。若提供服務的機構未能作出有關安排，學校可安排教學助理定期進行跟進

或強化活動。 

展望： 

來年本校成功申請新一期的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對象為二至四年級學生，支援從來未參加此計

劃的自閉症學生，加強學生的社交技巧。 

 

計劃項目名稱： 

推動教師進修與照顧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相關課程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持續優化學與教──優化本校教師專業進修安排，推動教師不斷增值。                    

計劃成效： 

本年度有兩位老師完成了教育學院的「照顧不同學習需要」基礎課程，兩位老師完成了教育學院

的「照顧不同學習需要」高級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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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根據最新三層特殊教育教師培訓指標，本校在基礎及專題課程已達最低要求，然而高級課程尚未

達標。 

展望： 

建議來年推薦最少兩位老師修讀高級課程。 

 

計劃項目名稱： 

外購到校小組進行期間，安排本校教師觀摩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持續優化學與教──優化本校教師專業進修安排，推動教師不斷增值。                    

計劃成效： 

本年度安排老師於外購小組活動時，進行觀課，95.4%老師同意有助他們掌握照顧不同學習需要

的學生的技巧。  

反思： 

今年本校購買了 LEGO 訓練小組及魔術訓練小組，亦安排了教師及教師助理進行觀課，能夠讓

教師學習有關處理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技巧。這安排提供另一渠道給老師學習一些照顧不同特殊

教育需要的學生，直接提高支援成效。 

展望： 

來年也會繼續安排老師在不同的小組進行觀課，包括外購小組服務。 

 
 

計劃項目名稱： 

規劃各抽離組別課室壁報的分配，善用壁報以展示與學習相關的題材、龍虎榜及學生的作品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持續優化學與教──營造校園學習環境 

計劃成效： 

97.8%學生及 94.6%老師同意有系統的課室佈置以展示龍虎榜、學生作品等有助學生學習。 

反思： 

展示學習材料學生的歸屬感及成功感。 

展望： 

建議來年增加展示的途徑，如以懸掛方式顯示學習材料。 

 

計劃項目名稱： 

為初小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家長舉辦工作坊，向家長介紹教育子女的技巧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提高學生學業水平──加強家長教育子女的技巧 

計劃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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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育心理學家為有顯著及輕微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家長舉辦「小一學習支援計畫」簡介會，

100%家長同意能幫助他們了解子女的學習情況及學校所提供的支援。  

2. 言語治療師為小一至小三家長舉辦「提升學童語言能力」講座，100%家長同意能提升他們教

導子女的技巧。 

反思： 

每次出席的家長及人數也不穩定，使講者較難跟進，簡接影響成效。 

展望： 

建議來年增設出席證書，望能增加出席動力，提高出席率。 

 
 

計劃項目名稱： 

製作訓練教材，讓家長在家與學生一起練習，共同參與支援學生。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提高學生學業水平──加強家長教育子女的技巧 

計劃成效： 

本年度有一位中度語障的學生家長曾使用教材在家與子女進行練習，家長同意教材內容能提升他

們教導子女的技巧。 

反思： 

來年可設計教材或攝錄學生上課情況，供家長在家與學生一同練習。 

展望： 

除語障外，亦可製作一些專注力訓練的教材，照顧不同的需要。 

 

計劃項目名稱： 

小組抽離教學設立學業進步獎、積極參與課堂活動獎等，每年於校園電視台頒發三次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培養成為一個自律自信及互愛的志豪達人──提供多元的學習經歷，提升學生的成就感 

計劃成效： 

97.8%學生及 97.7%老師同意獎項設立能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及成就感，推動學生學習。 

反思： 

建議老師提名人選時不要集中在某些學生身上，增加學生獲獎的機會，提高成就感。 

展望： 

來年繼續設立有關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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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項目名稱： 

「大手牽小手」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培養成為一個自律自信及互愛的志豪達人──加強師生間的溝通和關懷。 

計劃成效： 

1. 每一位教師配屬一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9 月份及 2 月份安排每一位教師與其小手會面

以了解學生的家庭背境及個人興趣等，及後作不定期之溝通。 

2. 本年度於 9 月份及 2 月份安排了兩次會面機會，其後老師可不定期約見學生。 

3. 96.6%學生及 79%老師同意計劃加強了師生溝通，建立良好關係。 

反思： 

為了增加彼此溝通的機會，幫助學生反思或解決問題，建議來年增加一次由中央安排會面時間，

亦鼓勵老師多作不定期或非正式的溝通。 

展望： 

透過增加會面時間，加強師生間的溝通和關懷。 

  
 

計劃項目名稱： 

深化朋輩互助計劃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深化青苗大使計劃，安排高年級學生於九月份，以一對一方式指導一年級學生寫手冊 

計劃成效： 

78.2%學生同意高年級學生能指導一年級學生寫手冊。 

反思： 

78.2%學生同意高年級學生能指導一年級學生寫手冊。 

展望： 

由於學生在午息有很多不同的活動，青苗大使的出席率也較浮動，建議來年選出隊長協助提醒大

使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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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升小適應活動 
 

計劃項目名稱： 

親親志豪迎新會及升小一入學前評估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向小一新生家長簡介本校的的日常運作，協助家長辦理準備開學的事宜，並為小一新生進行入學

前評估，以便規劃銜接課程，迎接新學年。 

計劃成效： 

於親親志豪迎新會當天為新小一生進行入學前評估，初步了解其中英數的水平，然後派發適合其

程度的教材，並於暑假初期兩天進行親子學堂，讓家長及學生在暑假內作出準備，使能在新學年

更快適應學校的課程。 

反思： 

同學能及早適應學校的課程，拉近個別差異，故此計劃值得繼續推行。 

展望： 

優化教材，並且將評估結果作為編班的依據，使更適合學生的需要。 

 
 

計劃項目名稱： 

小一新生適應日暨升小銜接課程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讓新小一學生及早適應小學生活，並為新學年作出準備。 

計劃成效： 

於開學前一星期舉行升小適應活動，包括小一新生適應日、升小銜接課程，讓小一新生及早適應

小學校園生活。實施此項計劃後，小一新生均能盡快融入小學校園生活。 

反思： 

同學能及早適應小學校園生活，故此計劃值得繼續推行。 

展望： 

期望能優化此項計劃，使活動內容更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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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健康校園 

 
計劃項目名稱： 

健康校園（活動包括：每月開心水果日、健康午膳、健康小食、全港學界開心果日計劃、及各級

課程配合之相關的延展活動）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加強學生的健康意識，幫助學生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 

計劃成效： 

各項活動均能有效地能喚醒家長和同學注重健康飲食及持續運動的良好習慣。在推動健康校園活

動時，同學都積極投入，在全港學界開心果日中，有多達 712 位同學達標取得獎狀。 

反思： 

各項活動皆能引導家長及學生注意身心健康，有效培育學生健康飲食及持續運動的良好習慣。 

展望： 

來年將繼續參加相關的活動，努力推展健康校園文化的資訊給家長和學生。 

 

 
計劃項目名稱：  

「同創健康校園之健康小食設計」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加強學生的健康意識，幫助學生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 

計劃成效： 

各班均有學生參賽並可運用想像力，發揮創意，設計出以健康、有營養來表達主題的小食。  

反思： 

透過活動學生明白選擇健康小食的重要，活動能引導家長及學生注意飲食習慣，大部分學生的參

賽作品均能配合主題，達到健康的目的。是年參賽人數有 47 位，情況湧躍。日後再舉辦時，可以

加多一些宣傳，及安排家長講座，以吸引家長的關注。 

展望： 

來年將繼續舉辦相關的活動，向家長和學生推廣健康校園文化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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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項目名稱： 

防疫注射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加強學生的健康意識，幫助學生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 

計劃成效： 

配合衞生署的防疫安排，每年為小一及小六適齡學生進行防疫注射，確保學童健康成長，除部分

學生因身體狀況需自行往私家診所注射外，其餘學生均在校接受防注射。 

反思： 

本年度順利配合衞生署注射組的安排，為小一及小六同學進行了兩次防疫注射。今年準備一些貼

紙給小一學童，以分散他們的恐懼心理，效果良好，來年繼續。 

展望： 

來年將繼續參加相關的活動，本校亦已獲衛生署通知，成功申請參加 2018-19 年度「學校外展疫苗

接種先導計劃」，家長無需繳付任何費用便可讓學生在學校接種疫苗，本校將安排政府醫護人員到

校進行流感疫苗注射，以達到健康成長的效果。 

 

計劃項目名稱： 

學童保健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加強學生的健康意識，幫助學生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 

計劃成效： 

全校 940 位學生，參與牙齒保健的達到 940 名及健康檢查則有 938 位，不參加計劃者多為公務員

家屬，已有醫療福利，成效良好。 

反思： 

透過活動，有助學生健康成長，並能及早預防或發現病徵。遇到牙患急需處理時，也可以有一快

速及便宜的診治途徑。 

展望： 

來年將繼續參加相關的活動，使學生能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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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環保教育 

 
計劃項目名稱： 校服毛衣轉贈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學習珍惜及善用資源，減少浪費 

計劃成效： 

每學期舉行一次校服毛衣轉贈活動，學生都樂意將不合身的校服帶回學校，轉贈給學弟學妹，體

現學生的關愛文化，互助精神。 

反思： 

計劃旨在提高學生環保意識，雖然回收量不算多，其實學生家長之間已自行將校服轉贈同校同學，

可見家長們也支持環保活動。 

展望： 

期望更多學生參與活動，培養珍惜資源，愛護地球的良好習慣。來年繼續舉行。 

 
計劃項目名稱： 廢紙回收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減少浪費 

計劃成效： 

學生環保大使每星期清理課室廢紙回收箱，將課室可循環再造的廢紙，放置在地下的藍色回收箱。 

反思： 

一些學生把只用了一面的廢紙放進回收箱，來年環保大使會多提醒及教導同學，以減輕環保大使

篩選的工作，也提高學生這方面的環保意識。 

展望： 

期望增加學生的敏感度，減少浪費資源。來年繼續舉行。 

        

 
計劃項目名稱： 維他奶齊惜資源亁淨膠樽回收計劃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提升學生對亁淨膠樽回收的關注 

培訓學生成為環保大使，並把學到的知識分享給身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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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成效： 

部分環保大使在學校向其他同學作出推廣。本校根據計劃安排推行了塑膠回收活動，學生能在環

保大使及老師的指引下，完成回收活動。 

反思： 

參與此活動後，明顯地感到學生對亁淨膠樽回收的關注提升了，並能身體力行參與其中，進行環

保回收工作。對於愛護環境，塑膠再用的概念有了全新的認識。 

展望： 

來年將繼續維他奶齊惜資源亁淨膠樽回收計劃，希望讓更多同學參與此活動，藉以提升更多家長、

老師及同學對環境可持續發展的關注及明白亁淨膠樽回收的重要性。 

  

 

 
計劃項目名稱： 「沖沖五分鐘」2017節水減碳活動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為了提高學生對節約用水的意識，本校參加了由綠色力量主辦的「沖沖五分鐘」2017節水減碳活

動。全校學生共同參與是次活動，實踐連續 21日淋浴五分鐘，培養節水減碳的習慣。 

 

計劃成效：  

學生參加了此活動後，增加了對節約用水的意識，並在學校實踐節約用水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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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學生更於活動期間，登入以下網站 (網址: http://greenpower.skytree.com.hk/)，進行有關節

水減碳的網上活動。對於保護水資源，學生有了全新的認識。 

展望： 

來年將繼續參與此活動，希望更多同學能成功實踐連續 21日淋浴五分鐘，培養節水減碳的習慣。 

 

  

 
計劃項目名稱： 「沖沖五分鐘」2017節水減碳活動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為了提高學生對節約用水的意識，本校參加了由綠色力量主辦的「沖沖五分鐘」2017節水減碳活

動。全校學生共同參與是次活動，實踐連續 21日淋浴五分鐘，培養節水減碳的習慣。 

 

計劃成效：  

學生參加了此活動後，增加了對節約用水的意識，並在學校實踐節約用水的行為。 

反思： 

學生更於活動期間，登入以下網站 (網址: http://greenpower.skytree.com.hk/)，進行有關節

水減碳的網上活動。對於保護水資源，學生有了全新的認識。 

展望： 

來年將繼續參與此活動，希望更多同學能成功實踐連續 21日淋浴五分鐘，培養節水減碳的習慣。 

 

  

 
計劃項目名稱：植樹日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為了提升學生對綠化活動的興趣及向他們推廣愛樹木的信息，本校同學參加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http://greenpower.skytree.com.hk/
http://greenpower.skytree.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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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文署）主辦及屯門區議會贊助的「屯門區社區種植日 2017 –暨屯富路社區園圃開幕禮」。 

計劃成效：  

學生參加了此活動後，增加了對綠化活動的興趣及愛樹木的信息。 

反思： 

參與此活動後，學生對綠化環境的興趣提昇了，他們回家後亦悉心種植了在植樹日獲得的小樹苗。 

展望： 

來年將繼續參與此活動，希望更多同學能參與此活動，培養愛樹木的信息。 

 

  

 
計劃項目名稱：環保手作文化計劃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本校參加了由環境及自然基金會及環境運動委員會贊助，仁愛堂彩虹社區綜合發展中心主辦之「環

保織造縫補寶 – 手作文化計劃」，藉以讓同學認識環保升級改造概念，以減少紡織物被棄置的情

況。 

計劃成效：  

學生參加了此活動後，增加了對環保升級改造概念的認識。 

反思： 

參與此活動後，學生對環保手作的興趣提昇了，亦了解到廢物利用的概念。 

展望： 

來年將繼續參與有關環保升級改造的活動，培養廢物利用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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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服務學習 
 

計劃項目名稱： 

「愛融樂．藝同行之友共情“屯”結篇」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提升學生學習興趣，擴闊學生的學習經歷，訂定並推行學生社會服務獎勵計劃； 

加強學生為人服務的精神、為弱勢社群作出貢獻；培養學生助人之心，明白「施比受」更為有褔

的道理。 

計劃成效： 

1. 本計劃宣揚傷健共融的信息。本校五年級及六年級學生參加了不同的義工服務活動，他們帶

領智障人士西貢大拗門燒烤及進行畫布設計比賽、放風箏、環區健步行、參觀展能畫展及漫

遊河背水塘等，豐富了為他人服務的經歷。 

2. 學生透過參與活動，培養了助人之心，他們在老師及社工的悉心指導下，建立正確的人際關

係和應對的態度。另外，學生透過活動後之反思及寫下感想，發覺自己只要付出微不足道力

量，都可以令智障人士很開心，令他們有很大的滿足感；同時亦提升他們公民責任感，培養

「不計回報‧關懷他人」的優良品格及健康生活文化。 

反思： 

本年度參與此義工計劃人數約一百人，服務時數超過五百小時，他們服務表現良好，得到中心社

工們的讚揚及智障人士的歡迎。惟每次活動的名額有限，故未能讓更多學生參與。 

展望： 

來年將繼續參加「愛融樂．藝同行之友共情“屯”結篇」義工計劃，期望可與機構商議舉辦多幾

個活動，讓每一位五ヽ六年級學生都有機會與智障人士一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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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項目名稱： 

「良伴計劃」- 服務長者義工活動 

關注事項 / 本科發展重點： 

為了培養學生關懷別人及服務社會，本校參加了由博愛醫院王木豐長者中心舉辦之【良伴計劃】。 

計劃成效： 

1. 學生先接受義工訓練，由長者中心社工到校教授，訓練內容是與長者溝通的技巧及有關活動

之簡介。接受訓練後，學生到長者中心與長者一起進行義工活動。 

2. 義工活動內容多元化，有強身健體的健康操、有鬥智鬥耐力的「玩」斗「耆」兵，亦有交流

飲食文化心得的「識飲識食」。 

3. 透過與長者一起進行活動，學生能體現「敬老」、「愛老」及「善待長者」的精神。         

反思： 

本年度參與長者義工服務人數增加至二百人，服務時數超過四百小時。根據長者中心姑娘及帶隊

老師觀察，學生均能投入活動，表現良好。在義工感想篇中，學生均表示完成活動後會覺得很有

成功感。 

展望： 

來年將繼續參加「良伴計劃」- 服務長者義工活動，可與機構早一些落實日期，以安排每一位五

年級及六年級學生進行最少進行一次服務。 

 
 

 

(5.10) 學校推廣 

 
計劃項目名稱： 

升小專題講座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舉辦升小專題講座，讓想了解本校的家長得到有關的資訊，從而幫助他們選擇心儀的小學。 

計劃成效： 

實施此項計劃後，更能幫助本校提高知名度，亦更能讓幼稚園家長了解學校的辦學理念及各項政

策。 

反思： 

能讓不同涵蓋面的家長認識本校，提高學校的知名度，故此計劃值得繼續推行。 

展望： 

期望能優化此項計劃，建立學校的正面形象，吸納不同層面的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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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項目名稱： 

開放日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透過舉辦開放日等，讓想了解本校的家長得到有關的資訊，認識本校各科組的特色，從而幫助他

們選擇心儀的小學。 

計劃成效： 

實施此項計劃後，更能幫助本校提高知名度，亦更能讓幼稚園家長了解學校的辦學特色。 

反思： 

能讓不同涵蓋面的家長認識本校，提高學校的知名度，故此計劃值得繼續推行。 

展望： 

期望能優化此項計劃，建立學校的正面形象，吸納不同層面的家長。 

 

 
計劃項目名稱： 

參與由幼稚園舉辦的攤位 

關注事項/本科發展重點： 

透過參加由幼稚園舉辦的攤位，讓學生參與服務學習，豐富學習經歷。 

計劃成效： 

實施此項計劃後，除了豐富學生學習經歷，亦有助提高學校知名度。 

反思： 

能讓家長認識本校，提高學校的知名度，故此計劃值得繼續推行。 

展望： 

期望能優化此項計劃，讓學校不同組別的學生均有機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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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學生表現 
 

(6.1) 畢業生派位情況 

 
本年度小六學生派位的成績組別圖示如下﹕ 

 
 

 

(6.2) 2016-2017 年度校外活動獎項紀錄 

 
學生除踴躍參加校內的課外活動外﹐亦積極參與校外活動，在全港及區域性的校際比賽目中﹐都獲

得極優良的成績，本校獲獎情況概述如下﹕ 

日期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負責教師 成績 / 備註 

2016-2017 

年度 

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

(教育部)等合辦 

全港青少年語言知識大賽

(現場作文全國總決賽) 

吳曉丹 特等獎  5A 黃馨瑩 

2016-2017 

年度 

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

(教育部)等合辦 

全港青少年語言知識大賽

(現場作文決賽) 

吳曉丹 季軍    5A 黃馨瑩 

二等獎  5D 劉雅恬 

2016-2017 

年度 

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

(教育部)等合辦 

全港青少年語言知識大賽

(現場作文初賽) 

吳曉丹 二等獎  5A 黃馨瑩 

一等獎  5D 劉雅恬 

2016-2017 

年度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

協會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校際 

朗誦節(普通話科獨誦) 

王艷萍 

黃佩宜 

樊懿穎 

吳鳳美 

黃懿 

王艷萍 

吳曉丹 

冠軍 1C 褚璿 

亞軍 3D 劉妍婷 

   3D 包宸瑋 

季軍 2D 葉宸灝 

   3A 朱敏萱 

   3D 梁睿 

     6D 何洛言 

優異 31 人、良好 4 人 

  語音知識大比拼 黃佩宜 一級甲等 3A 朱敏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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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D 劉雅恬 

         5D 顏昕琪 

一級乙等 3D 劉妍婷 

         5D 劉鈺滔 

         6D 何瑞晴 

         6D 何洛言 

二級甲等 5D 尹嘉瑩 

         5D 梁綺雯 

         6D 鄭雅姿 

三級甲等 5D 施穎彤 

         5D 黃穎兒 

優良獎   3A 簡美琳 

         5E 吳卓穎 

03/07/2016 元朗區青年節統籌 

委員會 

元朗區青年節青少年 

拉丁舞比賽 

黃佩宜 獨舞單項（查查） 

冠軍 2D朱敏萱、4E黃一心、 

     5D 何瑞晴 

獨舞單項（查查） 

季軍 2A 羅美稀 

獨舞單項（查查） 

優異 4A 張早藍 

獨舞單項（牛仔） 

冠軍 2D 朱敏萱、4E 黃一心 

獨舞單項（牛仔） 

亞軍 2A 羅美稀 

 

    獨舞單項（牛仔） 

優異 4A 張早藍 

獨舞單項（倫巴） 

冠軍 4E 黃一心、5D 何瑞晴 

獨舞單項（倫巴） 

亞軍 2A 羅美稀 

獨舞單項（倫巴） 

優異 2D 朱敏萱、4A 張早藍 

獨舞三項(查查/倫巴/牛仔) 

冠軍 2D 朱敏萱、4E 黃一心 

獨舞三項(查查/倫巴/牛仔) 

亞軍 2A 羅美稀 

10/07/2016 十八區體育舞蹈聯會 十八區體育舞蹈聯會 

第三屆回歸杯 

黃佩宜 獨舞單項（查查） 

第一名 2A羅美稀、4A張早藍、 

       4E黃一心、5D何瑞晴 

獨舞單項（查查） 

第二名 2D 朱敏萱 

獨舞單項（牛仔） 

第一名 2A羅美稀、4A張早藍、 

       4E 黃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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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舞單項（牛仔） 

第二名 2D朱敏萱、5D何瑞晴 

獨舞單項（倫巴） 

第一名 2D朱敏萱、5D何瑞晴 

獨舞單項（倫巴） 

第二名 2A羅美稀、4A張早藍、 

       4E 黃一心 

獨舞三項(查查/倫巴/牛仔) 

第一名 5D 何瑞晴 

獨舞三項(查查/倫巴/牛仔) 

第二名 1A羅美稀、2D朱敏萱、 

       4E 黃一心 

雙人舞單項（查查） 

第一名 4D劉鈺滔、4E吳卓穎 

雙人舞單項（倫巴） 

優異 4D 劉鈺滔、4E 吳卓穎 

雙人舞雙項（查查、倫巴） 

第三名 4D劉鈺滔、4E吳卓穎 

28/07/2016 香港城市藝術中心 第八屆《香江盃》藝術 

大賽 

洪凱茵 銀獎 2A 陳樂行 

31/07/2016 Amazing Musicland ALL IN LOVE SUMMER 

RECITAL 2016 

洪凱茵 Best Performance Award 

31/07/2016 新聲音樂協會 《新聲盃》中樂獨奏比賽 洪凱茵 二等獎 5A 黃馨瑩 

 

02/08/2016 香港青少年表演藝術 

交流發展協會 

全球傑出華人少年演奏家 

選拔賽 

洪凱茵 冠軍 5D 徐穎彤 

季軍 5D 徐穎彤 

07/08/2016 西方排舞聯會 第二十四屆會長杯國際 

公開大獎賽 

黃佩宜 獨舞單項（查查） 

第二名 4E 黃一心 

獨舞單項（查查） 

第三名 4A 張早藍 

獨舞單項（牛仔） 

第二名 4E 黃一心 

獨舞單項（牛仔） 

第三名 4A 張早藍 

獨舞單項（倫巴） 

第二名 4E 黃一心 

獨舞單項（倫巴） 

優異   4A 張早藍 

獨舞單項（鬥牛） 

第三名 4E 黃一心 

獨舞三項(查查/倫巴/牛仔) 

第二名 4E 黃一心 

15/08/2016 國際青少年音樂協會 國際青少年音樂及藝術 

比賽 2016 

洪凱茵 季軍 2D 陳皓揚 

21/08/2016 世界舞星聯合會 第二屆世界兒童青少年 黃佩宜 獨舞單項（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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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大獎賽暨荷花杯公開 

錦標賽 

第三名 4E 黃一心 

獨舞單項（倫巴） 

第三名 4A 張早藍 

獨舞單項（倫巴） 

優異   4E 黃一心 

獨舞單項（牛仔） 

第二名  4E 黃一心 

獨舞單項（牛仔） 

優異    4A 張早藍 

獨舞單項（鬥牛） 

優異    4E 黃一心 

獨舞三項(查查/倫巴/牛仔) 

第二名  4E 黃一心 

雙人舞單項（森巴） 

第三名 4A張早藍、4E黃一心 

獎金賽獨舞（查查） 

優異 4A 張早藍、4E 黃一心 

31/08/2016 香港音樂教育學院 第三屆香港國際音樂節 

2016 音樂比賽 

洪凱茵 傑出金獎 5A 黃馨瑩 

優秀證書 5A 黃馨瑩 

 

10/10/2016 亞洲演藝文化學會 全港小演講家朗誦節 2016 黃佩宜 普通話高小組銅獎 

5A 朱軒悅 

 

16/10/2016 香港南北國術協會 

中國香港道家全真 

龍門拳協會 

2016 慶祝國慶傳統功夫 –  

太極拳金獎大賽 

吳曉丹 梅花拳(集體) 

3D 包宸瑋、4E 郭天泳、 

5D 鄭宇軒、4B 鄭浩俊 

梅花拳  4B 鄭浩俊 

劉家拳(集體) 

3B 張竣傑、3E 潘弈源、 

5A 鍾紀堯 

達摩劍  5A 鍾紀堯 

22/10/2016 元朗大會堂 2016 全港兒童中文歌唱 

比賽 

洪凱茵 銀獎 1D譚朗謙、3A李柏霖、 

    3A朱敏萱、5A黃馨瑩、 

     6D 林弘燁 

銅獎 5A樊芷其、6D曾凱晴、 

    6D王嘉瑩、6D郭茜翎、 

    6D尹樂瑤、6D吳心慧、 

    6D 何瑞晴、6D 鄭雅姿  

06/11/2016 GNET STAR * GNET 

GROUP LIMITED 

第五屆亞太新星鋼琴大賽 洪凱茵 卓越獎 2D 王心瑜 

06/11/2016 嗇色園可藝中學 ｢第二十一屆屯門元朗區 

小學普通話朗誦比賽｣ 

黃佩宜 小五組獨誦季軍 5D 劉鈺滔 

小三獨誦優異獎 3A 羅美稀 

06/11/2016 嗇色園可藝中學 ｢第七屆港深區小學普通話 

朗誦比賽｣ 

黃佩宜 小三獨誦季軍  3A 羅美稀 

06/11/2016 元朗大會堂 2016 全港普通話朗誦及 黃佩宜 小學初級組銀獎 2D 陳皓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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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故事比賽 

11/11/2016 保良局 保良局屬下小學  

第十三屆聯合運動會 

馬嘉龍 

何劍輝 

李維強 

陳向銘 

郭嘉雯 

余瑞英 

周美珍 

羅敏華 

接力﹕1 季軍 

個人﹕1 冠軍 2 季軍 

12/11/2016 青松侯寶垣中學 侯寶垣盃 

小學校際通識問答比賽 

何雪清 分組亞軍 

6D鄭雅姿、6D沈紫欣、 

     6D郭茜翎、6D王嘉瑩、  

6D 潘卓瀅 

17/11/2016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屯門區小學分會 

2016-2017 年度屯門區小學

校際田徑比賽 

馬嘉龍 

何劍輝 

李維強 

陳向銘 

郭嘉雯 

余瑞英 

周美珍 

羅敏華 

 

男乙團體亞軍 

個人﹕2 季 7 優異 

接力﹕1 亞 

 

18/11/2016 元朗大會堂 2016 元朗區青少年英文 

歌唱比賽 

洪凱茵 銅獎 3A李柏霖、5A劉倬縈、 

     5A樊芷其、5A張早藍、 

     6D 林耀豪 

19/11/2016 加拿大神召會嘉智 

中學及屯門婦聯 

屯門區小學創意故事續寫 

大賽 

吳曉丹 推薦獎  5D 劉雅恬 

19/11/2016 加拿大神召會嘉智 

中學 

屯元區小學數學能力增值 

比賽 

文家樂 

陳雅君 

雷紫恩 

邏輯推理組亞軍 

6D 阮嘉晴、6D 何洛言、 

6D 鍾佳欣、6D 黃奕銘 

數獨及數方組季軍 

6A 鄧珞珩、6A 伍澄鋒、 

6A 司徒隽軒、6A 劉曜彰 

19/11/2016 蔡章閣中學 3 人籃球賽 何劍輝 碟賽冠軍 

22/11/2016 香港校際朗誦協會 校際朗誦節 黃凱欣 

王艷萍 

何雪清 

吳鳳美 

吳曉丹 

李維強 

黃佩宜 

黃佩賢 

鄔玉華 

樊懿穎 

謝樂儀 

冠軍 4A 梁頌恆 

亞軍 2D 陳皓揚、1E 岑紹熙 

優異 12 人 

良好 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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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容賓 

25/11/2016 屯門區公民教育 

委員會 

待人有禮好少年 黃佩賢 初級組 2D 黎子琳 

高級組 5E 何芷澄 

26/11/2016 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2016 遙控 mBot 機械車擂台

邀請賽 

王文龍 

文家樂 

亞軍 5A 劉倬縈、5A 盧栢熹 

優異獎 5A張早藍、5A黎志勇 

26/11/2016 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2016 遙控 mBot 機械車 

擂台邀請賽 

王文龍 

文家樂 

優異獎 5A張早藍、5A黎志勇 

亞軍   5A劉倬縈、5A盧栢熹 

26/11/2016 胡陳金枝中學 3 人籃球賽 羅敏華 

何劍輝 

季軍 

27/11/2016 香港音樂家協會 香港(亞太區)鋼琴大賽 洪凱茵 二等獎 5D 徐穎彤 

12/2016 明報小作家培訓計畫 明報 吳曉丹 5D 劉雅恬 

02/12/2016 陳黃淑芳中學 籃球賽 何劍輝 季軍 

02/12/2016 莊啟程第二小學 

方王錦全小學 

志豪小學 

馮李佩瑤小學 

第六屆聯校陸運會 

 

馬嘉龍 

何劍輝 

李維強 

陳向銘 

郭嘉雯 

余瑞英 

周美珍 

羅敏華 

全場總冠軍 

全場男子乙組冠軍 

全場男子丙組冠軍 

全場男子丁組冠軍 

全場女子甲組冠軍 

全場女子乙組冠軍 

全場女子丙組冠軍 

個人﹕11 金 11 銀 7 銅 

接力﹕3 金 3 銅 

03/12/2016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 

中學 

2016-2017 年度屯門及 

天水圍普通話朗誦比賽 

黃佩宜 初小組優異  2D 陳皓揚 

03/12/2016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 

聯會 

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初賽) 

文家樂 

陳雅君 

葉敏姿 

團體第五名 

5A 張早藍、5A 鄧梓龍、 

5A 盧栢熹、5D 岑梓朗 

團體第七名 

4D 陳柏謙、4A 鄒皓浚、 

4D 原啟又、4A 譚俊偉 

團體優異 

4A 彭偉邦、4A 陳柏希、 

4A 梁建浩、4A 黃永謙、 

6A 劉曜彰、6D 阮嘉晴、

6A司徒隽軒、6D 何洛言 

個人金獎 

4D 陳柏謙、4A 鄒皓浚、 

5A 張早藍、5A 鄧梓龍 

個人銀獎 

4D 原啟又、5A 盧栢熹、 

6A 劉曜彰、6A 黃健臻、 

6A 司徒隽軒 

個人銅獎 

5D 陳曉僑、5D 岑梓朗、 

6A 錢顯耀、6A 譚振軒、 

6D 黃奕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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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優異 

4A 陳柏希、4A 彭偉邦、 

4A 譚俊偉、5D 劉雅恬、 

6A 伍澄鋒、6D 阮嘉晴 

05/12/2016 職業安全健康局 化學品安全吉祥物 

設計比賽 2016 

何雪清 全港小學組冠軍 3A 邵皓謙 

09/12/2016 Coding101 新界西北及離島區小學 

校際 mbot 機械車編程比賽 

 

王文龍 巡線賽季軍 

4A 林耕聿、4A 關加淇、 

4A 楊渂琋、4A 陳柏希 

09/12/2016 Pearson 新界西北及離島區小學 

校際 mBot 機械車編程比賽 

王文龍 巡線賽季軍 

4A 林耕聿、4A 關加淇、 

4A 楊渂琋、4A 陳柏希 

10/12/2016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全港十八區小學數學比賽 文家樂 

雷紫恩 

數學解難季軍 

6A 鄧珞珩、6A 劉曜彰 

全場殿軍 

6A 鄧珞珩、6A 劉曜彰、 

6A 司徒隽軒 

15/12/2016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 

協會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校際 

朗誦節(普通話科集誦) 

黃佩宜 

黃懿 

王艷萍 

普通話詩詞集誦 

(小三、四年級冠軍) 

17/12/2016 興德學校 《德藝雙馨》文藝展示活動 

香港區域選拔賽 

洪凱茵 銅獎 2D 王心瑜 

17/12/2016 MUZYKA HONG KONG YOUTH 

MUZYKA PIANO 

COMPETITION2016 

洪凱茵 冠軍 2A 劉子澄 

17/12/2016 BTL / EVERBEST 全港 mBot 機械人挑戰賽 

2016 

 

王文龍 

文家樂 

三等獎  6A 鄧珞珩 

6A 陳本男 

6A 司徒隽軒 

17/12/2016 資訊科技教育聯盟 全港 mBot 機械人挑戰賽 

2016 

王文龍 

文家樂 

三等獎  6A 鄧珞珩 

6A 陳本男 

6A 司徒隽軒 

17/12/2016 香港禁毒兵團 

小螞蟻體育會 

新界西小學無毒籃球 

錦標賽 

何劍輝 亞軍 

18/12/2016 香港國際音樂文化 

協會 

2016 香港青少年音樂公開 

比賽 

洪凱茵 冠軍 2A 湯子謙、5A 張早藍 

金獎 1C何沂霖、5A張早藍、 

     5D 徐穎彤 

18/12/2016 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

藝術節賽委會 

第四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

演 

藝術節 2016 

洪凱茵 兩項冠軍 5D 徐穎彤 

銀獎 2A湯子謙、5A鍾睿彤、 

     6D 吳家穎 

銅獎 5A 黃馨瑩 

20/12/2016 中國音樂學院 第十一屆音樂演奏評分賽 洪凱茵 一等獎 2D 陳皓陽 

20/12/2016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 

協會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校際 

朗誦節(英詩獨誦) 

(PR591-594，PR690) 

黄美玲 

彭泳欣 

黄美玲 

楊嘉妍 

冠軍  4E 羅苑眙 

亞軍  1A 陳浚維 

      6D 阮嘉晴 

季軍  4A 梁頌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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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慧冰 

吳新新 

陳思明 

      5A 張早藍 

      2D 陳皓揚 

      2A 楊銘羲 

優異 45 人、良好 1 人 

20/12/2016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 

協會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校際 

朗誦節(英詩集誦) 

王婉君 

關婉兒 

初級組優異 

25/12/2016 香港古典音樂推廣 

中心 

2016 香港青少年鋼琴比賽 洪凱茵 第二名 2A 賴婥傜 

第四名 2D陳皓揚、5D徐穎彤 

第五名 2D 陳皓揚 

優異   2A湯子謙、3A潘子韻 

25/12/2016 高材生文藝發展中心 香港傑出青少年鋼琴家 

公開比賽 

洪凱茵 季軍 5D 徐穎彤 

 

27/12/2016 屯門文藝協進會 屯門區中西器樂比賽 2016 洪凱茵 亞軍   5D 徐穎彤 

銀獎   5D 徐穎彤  

優異獎 5A 黃馨瑩 

30/12/2016 港青樂術協會 童真同心鋼琴表演節 洪凱茵 金獎 2A 湯子謙 

14/01/2017 屯門文藝協進會 2017 年屯門區第三十一屆 

舞蹈大賽 

黃佩宜 中國舞少年組金獎 

 

 

15/01/2017 屯門文藝協進會 2017 年屯門區第三十一屆 

舞蹈大賽 

黃佩宜 現代舞少年組金獎 

 

15/01/2017 屯門文藝協進會 2017 年屯門區第三十一屆 

舞蹈大賽 

周美珍 西方舞少年組銀獎 

1A 盧奕帆、1B 利青汶、 

1C 陳萃桸、1D 余采欣、 

1D 曾沛慧、2A 譚梓晴、 

2A 游子蕎、2D 梅曉怡、 

2E 劉美映、2E 蔡欣彤、 

3A 李思銘、3A 黃雅嵐、 

3A 周穎妍、3C 黃智柔、 

3D 姚曉晴、3E 黃智善 

28/01/2017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有限公司 

第 53 屆學校舞蹈節小學組 

中國舞 

黃佩宜 小學中國舞組優等獎 

 

01/02/2017 APOY 第四屆亞太傑出青少年鋼

琴 

比賽 

洪凱茵 冠軍  5D 徐穎彤 

良好證書 2A 湯子謙 

01/02/2017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屯門區小學分會 

2016-2017 年度屯門區小學 

校際籃球賽 

何劍輝 優異 

02/02/2017 香港城市藝術中心 第九屆《香江盃》藝術大賽 洪凱茵 金獎  5D 徐穎彤 

表演金獎  5D 徐穎彤 

14/02/2017 青松侯寶垣中學 侯寶垣杯校際音樂比賽 洪凱茵 

黃佩賢 

西樂組合奏 

金獎 牧笛小組 A 隊 

銅獎 牧笛小組 B 隊 

19/02/2017 香港奧林匹克學校 第二十四屆香港小學數學 

奧林匹克比賽 

文家樂 

陳雅君 

葉敏姿 

銀獎  4A 梁建浩 

      4A 譚俊偉 

銅獎  6A 司徒隽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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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17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有限公司 

第 53 屆學校舞蹈節小學組 

西方舞 

周美珍 小學西方舞組甲級獎 

1A 盧奕帆、1B 利青汶、 

1C 陳萃桸、1D 余采欣、 

1D 曾沛慧、2A 譚梓晴、 

2A 游子蕎、2D 梅曉怡、 

2E 劉美映、2E 蔡欣彤、 

3A 李思銘、3A 黃雅嵐、 

3A 周穎妍、3C 黃智柔、 

3D 姚曉晴、3E 黃智善 

21/02/2017 香港音樂藝術發展 

協會 

2017 全港青少年專業鋼琴 

大賽 

洪凱茵 第一名 1C 邵啟廷 

第三名 1C何沂霖、5D徐穎彤 

 

25/02/2017 香港音樂發展中心 香港亞太青少年鋼琴比賽 洪凱茵 第一名  5D 徐穎彤 

第二名  5D 徐穎彤 

第三名  5D 徐穎彤 

銀獎    3A 廖忻慈 

良好證書 5D 徐穎彤 

 

25/02/2017 新會商會中學 屯門區小學 STEM 比賽--

「BLING BLING 電容 

模型車」 

何雪清 第四名(優異獎) 

5B 麥智豪、5B 李繕鉉、  

5B 馬健恒、5B 嚴靖恩、   

5B 梁柏彥 

04/03/2017 基督教懷智田景服務

中心 

筆凡共融情 - 徵文比賽 王婉君 小學組季軍   

6E 庄曉程 

最佳體現共融訊息獎  

6E 李頌楟 

04/03/2017 基督教懷智田景服務

中心 

標語創作比賽 王婉君 小學組亞軍  6D 曾凱晴 

小學組優異獎  6E 李頌楟 

小學組優異獎  6E 庄曉程 

11/03/2017 伯特利中學 第十二屆屯元區小學生 

普通話才藝比賽 

黃佩宜 初小個人朗誦優異獎 

2D 陳皓揚、3A 羅美稀 

高小個人朗誦優異獎 

5D 劉鈺滔 

18/03/2017 何福堂書院 第九屆屯門區小學普通話 

比賽 

黃佩宜 

王艷萍 

吳鳳美 

 

 

初小講故事比賽季軍 

3A 朱敏萱 

全場總冠軍 

3A 朱敏萱、3D 劉妍婷、 

5D 尹嘉瑩、5D 黃穎兒、 

5D 劉鈺滔、5D 施穎彤、 

5D 劉雅恬、5D 顏昕琪、 

5D 梁綺雯、6D 何洛言、 

6D 鄭雅姿、6D 何瑞晴 

20/03/2017 香港音樂及朗誦協會 校際音樂比賽 

  

洪凱茵 

黃佩賢 

黃意芬 

亞軍  牧笛小組  

季軍  初級組合唱團  

良好證書  敲擊樂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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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沛穎 

黃凱欣 

何慕然 

二級鋼琴亞軍  3A 廖忻慈 

三級鋼琴亞軍  3A 邵皓謙 

一級鋼琴季軍  2A 劉錦洋 

二級鋼琴季軍  3D 陳芷由 

27/03/2017 民政事務局 有問有答《基本法》 

問答比賽 

何雪清 優異獎  3D 吳梓軒 

 

01/04/2017 香港青少年表演藝術

交流發展協會 

第 21 屆日本 PIARA 鋼琴 

大賽 - 香港區選拔賽 2017 

洪凱茵 亞軍   5D 徐穎彤 

季軍   2A 湯子謙 

兩項一等獎 5D 徐穎彤 

二等獎 3A潘子韻、5D徐穎彤 

01/04/2017 GAPSK GAPSK 普通話朗誦比賽 黃佩宜 卓越獎  3A 朱敏萱 

03/04/2017 元朗大會堂 2017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洪凱茵 金獎 2D 陳皓揚 

銀獎 2A劉子澄、2D陳泀諾、 

     3A李柏霖、3D盧彥舜、 

     4A李盈誼、4E馬思源、 

     5D劉雅恬、6D柯卓琳、 

     6D 阮嘉晴 

    兩項銀獎 5D 徐穎彤 

銅獎 1C何沂霖、2A劉錦洋、 

     2A陳樂行、2D李皓潼、 

     3D陳逸林、4A胡靖敏、 

     5A 鍾睿彤、5E 羅妍斐 

兩項銅獎 3A 潘子韻 

 

05/04/2017 中歐國際音樂藝術 

交流協會 

2017 歐洲易北河谷國際 

音樂節中國區邀請賽 

洪凱茵 一等獎  4A 李盈誼 

22/04/2017 社會福利署 

屯門區安老服務地區 

協調委員會 

「長者友善在屯門」推廣 

計劃 

王婉君 保良局志豪小學 - 感謝狀 

22/04/2017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水底機械人大賽 

王文龍 

何雪清 

金級章及聯校最佳共融獎 

4A 關加淇、4E 張諾行、 

4E 黎芷怡、5A 劉倬縈、 

6A 梁柏曦 

 

22/04/2017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 第十九屆全港中小學 

普通話演講比賽 

黃佩宜 優異獎   

1C 禇璿、5E 吳卓穎、 

5D 劉鈺滔 

優異星獎 

2D 陳皓揚、3A 朱敏萱、 

3A 簡美琳 

 

22/04/2017 香港體育舞蹈總會 香港校際體育舞蹈公開賽 黃佩宜 隊際賽 金獎及銅獎 

 

30/04/2017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聯校音樂大賽 2017 

(低級組合唱團) 

黃意芬 

譚沛穎 

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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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4/2017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聯校音樂大賽 2017 

(高級組合唱團) 

黎美玲 

關婉兒 

銅獎 

30/04/2017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聯校音樂大賽 2017 

(敲擊樂隊) 

黃凱欣 

何慕然 

銀獎 

30/04/2017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聯校音樂大賽 2017 

(手鈴手鐘隊) 

陳雅君 

葉敏姿 

兩項金獎及一項銀獎 

30/04/2017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聯校音樂大賽 2017 

(牧笛小組) 

洪凱茵 

黃佩賢 

兩項金獎及一項銀獎 

01/05/2017 MAGIC FINGER 第七屆小小慈善音樂家 洪凱茵 良好證書  3A 劉泳姿 

5E 羅妍斐 

02/05/2017 香港音樂發展中心 第三屆香港亞太青少年 

鋼琴比賽 

洪凱茵 第五名  2D 陳皓揚 

        5D 徐穎彤 

 

06/05/2017 培僑中學 第六屆紫荊盃全港小學 

德育及公民教育朗誦比賽 

黃佩宜 優異獎  2D 陳皓揚 

5D 劉鈺滔 

 

08/05/2017 

09/05/2017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屯門區小學分會 

第二十屆屯門區小學校際 

游泳比賽 2016-2017 

羅敏華 男子甲組 

50 米蛙泳  冠軍 6A 陳毅翔 

100 米蛙泳 冠軍 6A 陳毅翔 

團體 優異 

6A 陳毅翔、6A 梁柏曦、 

6A 周奕霖、6C 梁智軒、 

6C 梁智星、6D 李維讚、 

4B 高綽謙、4D 原啓又、 

3B 梁遨天、3E 郭天裕、 

3E 李維朗、2E 林昊翔 

男子丙組 

50米背泳   冠軍 3D包宸瑋 

50米自由泳 亞軍 3D包宸瑋 

450 米自由接力 季軍 

4A 林耕聿、4A 梁頌恆、 

4B 郭天泳、4E 黃聖淳、 

3D 包宸瑋、3E 黃浩熙 

團體 亞軍 

4A 林耕聿、4A 梁頌恆、 

4B 郭天泳、4E 黃聖淳、 

3D 包宸瑋、3E 黃浩熙 

女子甲組 

50米自由泳 優異 6A鄧珞珩 

50米蛙泳   優異 6A鄧珞珩 

女子乙組 

50 米自由泳 殿軍 5E 左右 

50米自由泳 優異 5A甄穎瑤 

50 米蛙泳 優異 5A 甄穎瑤 

50 米背泳 優異 5E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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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 優異 

5A 甄穎瑤、5A 許可澄、 

5B 嚴靖恩、5D 馮學賢、 

5E 左右 

女子丙組 

50 米蛙泳 季軍 4D 張洪欣 

50 米蛙泳 優異 4D 許鍶潁 

團體 亞軍 

4D 張洪欣、4D 許鍶潁、  

4D 鄭依騏、3A 劉可嵐、 

3A 李思銘、2D 黃方煦 

16/05/2017 亞洲國際手鈴協會 香港國際手鈴奥林匹克

2017 

陳雅君 

葉敏姿 

金獎 

16/05/2017 觀塘區文娛康樂 

促進會 

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黃佩宜 中國舞金獎 

17/05/2017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屯門區小學分會 

2016 至 2017 年度屯門區 

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周美珍 男團優異      3E 高鎮坤、 

4D 吳宇軒、4D 陳柏謙、 

5E 曾韋庭、6D 鍾樂晞 

20/05/2017 香港小童群益會 『書』出愛 2017 — 閱讀後

感郵票創作比賽」 

周佩詩 初小組優異  3B 梁詩亭 

初小組優異  3C 陳恩希   

20/05/2017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 

協會 

全港小學普通話才藝比賽 黃佩宜 初級組獨誦 銀獎 

鍾樂兒 

22/05/2017 公益少年團 尊師重道好少年 黃佩賢 初小組  3D 黃焯然 

高小組  5D 劉雅恬  

24/05/2017 保良局 保良局「新春行大運」 

慈善步行 

江慧冰 學生個人最高籌款額 

3B 陳煥庭 

27/05/2017 社會福利處屯門區推廣義

工服務地區協調委員會 

屯門區義工嘉許計劃 2017 王婉君 優秀小組獎 

志豪義工隊 

08/06/2017 保良局 保良局屬下小學第十五屆 

聯合水運會 

羅敏華 男子甲組 

100 米胸泳 冠軍 6A 陳毅翔 

50 米胸泳  季軍 6A 陳毅翔 

男子丙組 

50 米蝶泳 冠軍 3D 包宸瑋 

50 米背泳 季軍 3D 包宸瑋 

團體 季軍 

4A 林耕聿、4A 梁頌恆、 

4B 郭天泳、3D 包宸瑋、 

3E 黃浩熙、3E 郭天裕 

女子丙組 

50 米胸泳 亞軍 4D 張洪欣 

團體 殿軍 

4D 張洪欣、4D 許鍶潁、 

4D 鄭依騏、3A 劉可嵐、 

3A 李思銘、2D 黃方煦  

17/06/2017 聯校資訊科技學會 香港 Dash and Dot 機械人 王文龍 第四名(優異獎)  1B鄧立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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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賽 1C 黎諾謙、1D 譚朗謙 

24/06/2017 保良局關愛家庭中心 至 Green 校園比賽 王婉君 季軍 

24/06/2017 中華基督教會扶輪 

中學 

「讓香港起飛」2017 年 

全港小學 STEAM 創新大賽 

王文龍 

何雪清 

機械車二等獎 

4A 黃永謙、4A 關加淇 

機械車三等獎 

6A 司徒隽軒、6A 鄧珞珩 

無人機：一飛沖天闖關勇士獎 

5A 劉倬縈、5A 盧栢熹、 

5A 鄧梓龍、6E 廖梓皓、 

6E 李頌婷、6E 庄曉程 

個人飛行速度賽優異獎 

5A 盧栢熹 

17/08/2017 香港資優(天才)教育 

培訓總會 

國際聯校音樂大賽 洪凱茵 銀獎  2A 賴婥傜 

 

(7)校產 
 

 

(7.1) 已完成項目 
 

      

(7.1.1) 全校各層渠道 

 
全校各層渠道已重新塗色。 

 

 

(7.1.2) 全校廁所水箱 

 
全校廁所水箱已全面更換。 

 

 

(7.1.3) 全校男廁尿槽 

 
     全校男廁尿槽已全面更換。 

 

 

(7.1.4) 全校樓梯梯咀 

 
全校樓梯梯咀已加設防滑物件。 

 

 

(7.1.5) 部份廁所格門門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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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廁所格門門鎖已更換。 

 

 

(7.1.6) 部份課室木門門鎖 

 
     部份課室木門門鎖更換。 

 

 

(8)家校合作 

 
     本校家長熱愛學校，關懷子女，與學校通力合作，無私地奉獻出無限的愛心和力量，共同為

他們的子女，我們的學生在學習和成長各方面共同努力。學校有龐大的家長義工隊伍，由家長教師

會負責管理。過去一年，家長教師會舉辦多項的活動和參予學校工作：例如學生伴膳、出外參觀家

長義工、學生興趣班、家長工作坊、親子旅行、義工聯歡、謝師宴、開放日、家長日書展等，造福

莘莘學子，為學校發展付出龐大的力量。 

 

第十四屆家長教師會亦於本年四月一日正式成立，成員如下： 

保良局志豪小學家長教師會 第十四屆執行委員名單 

家長委員名單： 

主  席：陳家興先生                    副主席：梁寶嬈女士 

 文  書：楊艷美女士                    司  庫：胡芳芳女士 

 委  員：苑凱婷女士、何清女士、劉惠芳女士、吳琼女士、 

         沈玲芳女士、譚銘慈女士 

教師執行委員名單： 

顧  問：李秀蘭校長                      副主席：陳振德副校長 

文  書：黃凱欣副主任、吳曉丹副主任      司  庫：王文龍副校長 

委  員：黃懿高級主任、郭嘉雯主任、陳雅君副主任、文家樂副主任 

        呂容賓副主任、何劍輝副主任 

顅問：黎麗珍女士 劉樹華先生 張鳳媚校長 

梁麗貞校監 李景輝先生 莊文煜醫生 

陳耀保先生 羅錦麗校長 陳秋玉校長 

程志紅區議員 韋靜萍校長 鄭偉輝先生 

劉鳳娟女士 邱素玲女士 余麗茵女士 

林潔貞女士 曾秀芳女士 陳綺霞女士 

區寧芬女士 李海悅女士 吳秋香女士 

趙淑蓮女士 蔡國豪博士 李憲嚴醫生 

蘇嘉雯律師 陳希婷校長 陳潔霞女士 

陳錦洲校長 李秀艷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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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財務報告   
2017-2018 財務報告(未經審核)  

 

(1) 擴大的營辦津貼 收入 $ 支出 $ 

(甲) 基線指標 1,373,939.65  
➢ 學校及班級津貼  1,253,186.90 
➢ 德育及公民教育  57.60 
➢ 升降機保養津貼  42,876.00 
➢ 增補津貼  7,920.00 
➢ 校本輔導方式的輔導訓育計劃經費津貼  2,140.40 
➢ 學校課程發展津貼  18,399.00 
➢ 補充津貼  117,180.00 
➢ 綜合傢俱及設備津貼  185,799.60 
➢ 培訓津貼  1,257.31 
➢ 供增聘文書助理的行政津貼  163,800.00 

小結: 1,373,939.65 1,792,616.81 

(乙) 專為特定學校而設的津貼   
➢ 行政津貼 2,246,952.00 2,161,387.17 
➢ 消減噪音津貼 293,248.00 227,260.00 
➢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415,516.00 231,191.97 
➢ 為教師創造空間津貼 734,048.00 476,004.04 
➢ 成長的天空計劃 212,958.00 225,598.00 
➢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188,112.00 201,168.80 
➢ 學生輔導津貼 819,571.00 808,899.40 

小結: 4,910,405.00 4,331,509.38 

總計 (甲項 + 乙項) 6,284,344.65 6,124,126.19 

   

(2) 特定用途費 支出 $ 收入 $ 

總收入 :  292,795.00 

支出 :   

申請豁免收費 1,085.00  

學生旅行照片費 893.00  

紀律訓練營津貼 16,692.10  

生活教育課出外參觀交通費 33,600.00  

課室冷氣費補貼 200,000.00  

 252,270.10  

  40,524.90    
   

   

(3)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 支出 $ 收入 $ 

津貼收入 :  170,012.50 

TSA 代課津貼：  2,510.00 

支出 :   

聘請代課教師 19,540.00  

學生交流團帶隊老師費用 12,958.80  

 32,498.80  

  140,02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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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捐贈 

學校接受捐贈項目紀錄冊*   

  2017    /   2018    學年   

編號 
捐贈者 / 

機構名稱 

捐贈者 / 機構與

學校的關係 

*捐贈項目的說明及其價值 

項目的說明 價值 

QR17-001 保良局教育事務部 屬校 

「紫荊」雜誌 7 月號 

價值:$50x1 =$50 

【捐贈者表示捐贈之物品永久屬校方所有】 

HK$50.00  

QR17-002 
中國香港獨輪車協會

捐贈 
無 

2016-2017 年度賽前加操班: 

˙每小時$218 x 2 小時 x 6 堂 = $2,616 

2016-2017 年度暑期班: 

˙每小時$218 x 2 小時 x 9 堂 = $3,924 

2017-2018 年度恆常訓練班: 

˙每小時$225 x 2 小時 x 29 堂 = $13,050 

【捐贈者表示捐贈之物品永久屬校方所有】 

HK$19,590.00  

QR17-003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

公司 
無 

「圖說中華文化故事」叢書兩套共二十冊: 

《戰國成語與趙文化》一套共 10 冊 價值$780.00 

《戰國成語與秦文化》一套共 10 冊 價值$780.00 

【捐贈者表示捐贈之物品永久屬校方所有】 

HK$1,560.00  

QR17-004 

保良局接受 

「小學數學世界邀請

賽」台灣隊孫文先先生

捐贈 

屬校 

三款數學思維訓練教具共 15 盒: 

搭橋過河: 價值:$177.45 x 5 = $887.25 

黃金大盜: 價值:$245.7 x 5 = $1,228.50 

邏輯智力遊戲: 價值:$327.6 x 5 = $1,638.00 

【捐贈者表示捐贈之物品永久屬校方所有】 

HK$3,753.75  

QR17-005 
保良局接受 

「朱文忠總理」捐贈 
屬校 

電影「我們的 6E 班」門票 3 張: 

價值:$55 x 2 = $110 

價值:$75 x 1 = $75 

【捐贈者表示捐贈之物品永久屬校方所有】 

HK$185.00  

QR17-006 

保良局接受 

「南華國籍文化中心」

捐贈 

屬校 

贈閱書 3 本 

《孔子和他的弟子們》 

價值:$0 x 3 =$0 

【捐贈者表示捐贈之物品永久屬校方所有】 

HK$0.00  

QR17-007 

保良局接受 

「曾紀華獎學金」捐

贈 

屬校 

兒童漫畫書 96 本 

《小正和怪老頭的故事》第一冊 

價值:$0 x 96 = $0 

【捐贈者表示捐贈之物品永久屬校方所有】 

HK$0.00  

QR17-008 佳寶教育基金會 無 

佳寶教育基金會獎學金 

價值:$3,600 

【捐贈者表示捐贈之物品永久屬校方所有】 

HK$3,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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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捐贈者 / 

機構名稱 

捐贈者 / 機構與

學校的關係 

*捐贈項目的說明及其價值 

項目的說明 價值 

QR17-009 蘇嘉雯律師 
本年度家教會法

律顧問 

『2017-2018 年度義工服務表現卓越獎』 

獎杯三座 

價值：金獎   $530.00 

           銀獎   $490.00 

           銅獎   $470.00 

【捐贈者表示捐贈之物品永久屬校方所有】 

HK$1,490.00  

QR17-010 馬思源家長 
本校 5D 班 

學生家長 

贈閱舊圖書 120 本 

價值:$0 x 120 =$0 

【捐贈者表示捐贈之物品永久屬校方所有】 

HK$0.00  

QR17-011 
保良局接受 

「何志豪」捐贈 

本校前主席兼現

任校監 

17-18 學年何志豪獎學金 

價值: $12600 

【捐贈者表示捐贈之物品永久屬校方所有】 

HK$12,600.00  

QR17-012 
保良局志豪教育服務

中心 
屬校 

購買文儀用品及紙張捐款 

價值: $20,000 

【捐贈者表示捐贈之物品永久屬校方所有】 

HK$20,000.00  

   2017-2018 接受捐贈項目的總金額： HK$62,828.75  

  2017-2018 接受捐贈項目-資產類別之總額： HK$68,800.00  

    HK$62,82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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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學校發展津貼報告 
學年：2017/2018 

編號 項目 推行計劃 對象 實際支出 評估工具 評估 

1.  課程發展 聘用兩名資訊科技員/
電子教學助理協助教
師預備教材。 

1.P.1-6 學生 
2.教師教學 
 

$194,780.30 
(連強積金) 
 

教師年終問卷 1. 96%教師認為資訊科技員/電子教學助理的工作表現投入認真。 
2. 98%教師認為資訊科技員/電子教學助理能協助教師更有效運用資訊科技。 
3. 96%教師認為資訊科技員/電子教學助理能協助學校工作，減輕教師非教學工作。 
4. 100%教師認為資訊科技員/電子教學助理能有系統地管理學校資訊科技器材及維修。 
根據教師的意見，資訊科技助理員能有效協助教師處理資訊科技方面的工作。2018-2019 年度
將繼續運用學校發展津貼，聘用資訊科技助理員，以協助教師處理資訊科技方面的工作。 

2.  健康校園 聘用一名醫療室助理
員。 

1. 全校學生 
2. 全校教師 

$102,838.47 
(連強積金) 

1. 活動紀錄 
2. 醫療室的各

類紀錄 
3. 教師年終問

卷 
4. 員工的考績

報告 

1. 90%教師同意醫療室助理員能協助處理一般救護工作，加強醫療服務。 
2. 90%教師同意醫療室助理員能有效地代替教師處理傷病學生。 
3. 88%教師同意醫療室助理員能管理醫療室設施及學校環境，改善環境。 
4. 88%教師同意醫療室助理員能讓傷病學生得到更多的照顧，能快速與家長聯絡了解情況。 
5. 88%教師同意醫療室助理員能有效處理傷病的紀錄，使紀錄更臻完善。 
6. 82%教師同意醫療室助理員稱職及獲教師學生的愛戴。 
7. 70%教師同意醫療室助理員有效地協助老師推廣健康校園活動，例如：健康小食。 
8. 76%教師同意醫療室助理員能協助改善校園衛生，及早預防傳染病的發生。 
根據教師的意見，醫療室助理能有效協助教師處理有關學生的醫療事宜。但於推廣健康校園
活動方面，醫療室助理的協助則並不足夠。雖然醫療室助理於推廣健康校園活動方面表現一
般，但在處理學生醫療事宜上，確能有效協助教師。因此，於 2018-2019 年度繼續運用學校發
展津貼，聘用醫療室助理員。建議有關的負責主任在本年度加強對醫療室助理的指導，並作
適當的監督和跟進。 

3. 1
  
課程發展 聘請三名教師助理。 

 
1. 全校學生 
2. 全校教師 

$170,262.27 
(連強積金) 
 

1. 教師年終問
卷 

2. 檢討會議 
3. 教師助理的

工作表現 
4. 工作紀錄 

1. 88%教師同意助理能協助處理非教學工作，讓教師能集中在教學及備課工作。 
2. 86%教師同意助理能協助處理一般文書工作。 
3. 82%教師同意助理能協助製作教具，方便教師教學。 
4. 82%教師同意助理能協助教師推行學生活動，使活動更順暢，提高效率。 
根據教師的意見，教師助理能有效協助教師處理非教學工作。2018-2019 年度將繼續運用學校
發展津貼，聘用教師助理，以協助教師處理非教學工作。 

4. 課程發展 按有潛質學生的專
項，津貼學生參加合適
的課程。 

全校資優學
生 
 

$0.00 
 
 

參加資優課程的
學生人數 

由於有關校本資優津貼計劃的細節仍未落實，因此 2017-2018 年度未有動用上述津貼。設立此
津貼計劃理應有助支援學校的資優生，因此建議於 2018-2019 年度繼續推行此計劃。 

5. 課程發展 提供多元化學習經
歷，發展學生的潛能。 

開辦游泳課 $6,723.00 學生問卷 85%學生認為游泳課能提升他們對學習體育的興趣。游泳課已納入體育科正規課程，建議
2018-2019 年度繼續推行。 

   總支出： $474,604.04   

   17-18 津貼：$732,648.00  
   盈餘：$258,04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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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二零一七/一八學年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校本津貼 - 活動報告表 

 

 
學校名稱 : 保良局志豪小學 

負責人姓名 : 王文龍副校長(署任) 聯絡電話 : 2702 0707 

 

I. 校本津貼實際受惠學生人數(人頭)共 297 名 

(包括 A. 領取綜援人數： 21 名，B. 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人數： 191 名及 C. 學校使用酌情權的清貧學生人數： 67 名) 

II. 受資助的各項活動資料 

*活動名稱/類別 
參加合資格學生人數# 平均出

席率 

活動舉辦時期 

/日期 

實際開支 

($) 

評估方法 

(例如:測驗、問卷等) 

合辦機構/ 

服務供應機構名稱 

(如適用) 

備註 

(例如:學生的學

習及情意成果) A B C 

科學達人 7 70 3 84.4% 2018 年 6 月 44,000 問卷 創號教育中心 ／ 

英語拆字記憶班 5 36 19 68.8% 2018 年 6 月至 7 月 36,000 問卷 Jollyland Education Centre ／ 

STEM 潮人 1 22 7 55.8% 2018 年 7 月至 8 月 18,000 問卷 機械人編程教育 ／ 

多元藝術班 4 16 6 49.5% 2018 年 7 月至 8 月 13,000 問卷 睿智軒兒童發展中心 ／ 

香港遊蹤 3 29 17 59.2% 2018 年 7 月 29,400 問卷 保良局志豪教育服務中心 ／ 

科技探索 1 18 15 53.3% 2018 年 7 月至 8 月 18,700 問卷 創號教育中心 ／ 

理財技巧班 ／ ／ ／ ／ ／ ／ ／ ／ ／ 

試前溫習班 ／ ／ ／ ／ ／ ／ ／ ／ ／ 

歷奇訓練營 ／ ／ ／ ／ ／ ／ ／ ／ ／ 

活動項目總數：     6         
      

@學生人次 21 191 67  
總開支   159,100  

**總學生人次             279 

備註: 
*活動類別如下：功課輔導、學習技巧訓練、語文訓練、參觀/戶外活動、文化藝術、體育活動、自信心訓練、義工服務、歷奇活動、領袖訓練及社交/溝通技巧訓練 
# 合資格學生: 指(A)領取綜援、(B)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及(C)學校使用不超過 25%酌情權的清貧學生 
@學生人次：上列參加各項活動的受惠學生人數的總和 
**總學生人次：指學生人次(A) + (B) + (C) 的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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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計劃成效  
整體來說你認為活動對受惠的合資格學生有何得益 ? 

請在最合適的方格填上「✓」號  
改善 沒有

改變 
下降 

不適

用 明顯 適中 輕微 

學習成效   

a) 學生的學習動機   ✓      

b) 學生的學習技巧   ✓      

c) 學生的學業成績    ✓      

d) 學生於課堂外的學習經歷  ✓       

你對學生學習成效的整體觀感    ✓      

個人及社交發展   

f)  學生的自尊     ✓     

g) 學生的自我照顧能力    ✓     

h) 學生的社交技巧    ✓      

i ) 學生的人際技巧    ✓      

j ) 學生與他人合作    ✓      

k) 學生對求學的態度     ✓     

l ) 學生的人生觀     ✓     

m)  你對學生個人及社交發展的  

整體觀感  

  ✓      

社區參與   

n) 學生參與課外及義工活動        ✓  

o) 學生的歸屬感        ✓  

p) 學生對社區的了解        ✓  

q)  你對學生參與社區活動的整  

體觀感  

      ✓  

 

D. 對推行活動計劃的意見  

在推行計劃時遇到的問題 /困難  

(可在方格上✓超過一項 )  

 未能識別合資格學生 (即領取綜援及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的學生 )；  

 難以甄選合適學生加入酌情名額；  

 合資格學生不願意參加計劃；  

 伙伴 /提供服務機構提供的服務質素未如理想；  

 導師經驗不足，學生管理技巧未如理想；  

  活動的行政工作明顯地增加了教師的工作量；  

 對執行教育局對處理撥款方面的要求感到複雜；  

 對提交報告的要求感到繁複、費時；  

  其他 (請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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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學生及家長有否對計劃提供意見？他們是否滿意計劃的服務？  

(可選擇填／不填寫 ) 

 

從問卷調查及日常與家長溝通得知，計劃能實際幫助他們，  

 

值得繼續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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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學習支援津貼財政報告 
(供學校策劃支援工作用) 

 

收入： 

項目 金額 ($) 備註 

截至上學年年終(即 8 月 31 日) 

可保留的累積盈餘      (a) 

 

174,403.76 

 

/ 

2017-2018 學年的第一期撥款    (b) 802,783.00 / 

預計 2017-2018 學年的第二期撥款   (c) 483,929.00 / 

總收入 (d) 

= (a)+(b)+(c) 

1,461,115.80 / 

 

支出： 

項目 金額 ($) 備註 

1. 增聘全職和/或兼職教師 673,533.00 / 

2. 增聘教學助理 468,141.78 

3. 外購專業服務 31,720.00 

4. 購置學習資源及器材 1,986.65 

5. 代課教師 0.00 

總支出 (e) 1,175,381.40 / 

 

收支： 

項目 金額 ($) 備註 

預計本學年年終累積津貼餘款 (f) = (d)-(e) 285,734 / 

餘款佔本年度應得撥款的百分比(%)   

(g) = (f) / [(b)+(c)] x100%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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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小學推動 STEM 教育的一筆過津貼報告 

序
號 

推行項目/活動 預期成效 檢討/反思 財政預算 
財政支出 
2016-2017 

財政支出 
2017-2018 

負
責
人 

1. 
購買學與教資源 

⚫ 四十餘部編

程機械人套

件(初階) 

⚫ 四部編程機

械人套件(進

階) 

⚫ 十餘部可編

程積木套件 

⚫ 機械人後備

零件 

通過編程學習活動培養小

學生編程的知識及技能，以

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 學生能初步運用平板

電腦的圖像化編程  

App 學習簡單指令。 

⚫ 學生能初步編寫簡單

指令操作機械人。 

⚫ 推薦有潛質的學生參

加課後進階研習小

組。 

⚫ 經過一年的編程教學，學生們能對運用平板電腦

的圖像編程進行簡單的指令操作。 

⚫ 四、五、六年級學生能初步編寫簡單指令操作機

械人(例如：光線感應、超聲波感應等)。 

⚫ 課後的研習小組令學生們對編程學習深感興趣，

並能編寫較為深層次的程序。 

⚫ 本年度購買了進階的機械人套件並與外間機構磋

商課程內容，預計下學年可以開班，給予學生更

多的學習機會。 

$82,500.00 $26,987.10 $48,062 

王 

文 

龍 

2. 
開設校本科學課堂 ⚫ 成功整合科學、科技

及數學教育學習領域

的課程。 

⚫ 建立學生在科學、科

技及數學範疇中穩固

的知識基礎。 

⚫ 強化學生綜合應用知

識與技能的能力，培

養學生的創造力、協

作和解決問題能力。 

• 強化校內教師的專業

能力和他們之間的協

作。 

 

 

⚫ 該課程的設置令學生更好地了解 STEM 學習的內

容，從課堂教學來看，學生們顯得喜歡投入，亦

能給予學生發揮創意的機會，同學之間互相協

作，並學會解決問題的多方位思考，對於自己的

作品願意不斷作出嘗試。 

⚫ 課程設計運用了 6E 模式，強調學生的創作，改進，

分享等等的步驟，給予了學生發揮創意的空間。

但還須特別留意在完善課程目標方面做到以下幾

點： 

     1)知識方面，建立或糾正科學概念； 

     2)技能方面，運用公平測試的原則和方法； 

     3)態度方面，尊重數據或實驗結果。 

⚫ 教師們通過對課程及教材的設計和編寫，多了協

商溝通的機會，大家在很多專業問題上取長補

短，互相的協作顯得更進一步。 

$17,500.00 $6,767.20 

 

$24,610.9 

 

黃 

懿 

   $100,000.0

0 
$33,574.30 $72,67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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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加強學校行政管理津貼報告 
 

整體目標 

本校已全面檢視日常運作，期望透過下列改善措施，整體提升學校在資訊管理與溝通、行政架構/機制，以及學生支援/與教學相關的行政工作方面的效能，尤

其減輕教職員存取、查閱學生資料的行政工作，並透過制訂工作指引，完善學生資料管理及支援工作的流程。 

 

項

目 
範疇

[1] 預期成效 推行項目 成功準則 

(量度指標) 

財政預算 實際支出 

1 資訊管理
與溝通 

家長可利用手機 App，查閱及
簽回學校發放的電子通告可
通告，系統會統計家長回覆，
節省教師追收通告及統計回
應的時間，亦方便家長隨時翻
閱。 

建立一個環保、安全和支援智
能手機的家校溝通系統(雲端
化，並支援國內家長)，實現無
紙化通告及有系統地記錄家長
回覆。 

成功把學校通告電子化，學校
並建立清晰的電子通告發出程
序和指引。 
家教會收集意見，80%受訪家
長滿意電子通告系統。 

 $50,000 
 

$38,000 

2  
資訊管理
與溝通 
 

教職員可按需要指定廣播房
間，節省人手通傳，再由老師
向學生發佈的時間。 

更換經常發生故障的中央廣
播系統(PA System)。 

成功建立數碼中央廣播系
統，並建立使用者程序及指
引。 
80%教職員認同系統能清晰地
向學生發佈訊息。 

$55,000 採用整合式
硬件方案，
與項目 4 合
併採購。 

3 行政架構/
機制 
及流程重
組 

教師可在課室利用流動電腦
裝置快捷點名，比以往學生拍
卡更準確，省卻工友到課室逐
一核實。 

購置 30 班流動電腦裝置
(Chrome Book)，並建立點名雲
端考勤系統。 

成功建立電子考勤系統，並建
立教師使用程序及指引。 
80%教師認同使用平板電腦比
學生拍卡更準確。 

$95,000 $82,500 

4  
資訊管理
與溝通 
 

教師可利用網絡電話聯繫，直
接通報確認學生的出缺情
況；又或如遇有學生不適等突
發情況，亦可即時通知校務
處，盡快安排人手支援，節省
通傳時間。 

全校課室及特別室建立網絡
電話系統(IP Phone 
System) ，作校內緊急聯絡之
用，同時有助進行大型活動時
協調各組別工作的安排。 

成功建立網絡電話系統，並有
80%教職員認同系統有用。 

$50,000 
 

$215,000 

 
註：超出的 $88,200  將由「擴大的科目及課程整筆津貼」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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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德育及國民教育支援津貼報告 
收入： 

項目 金額 ($) 備註 

截至上學年年終(即 8 月 31 日) 

可保留的累積盈餘                           (a) 

 

502,182.60 

/ 

 

支出： 

項目 金額 ($) 備註 

本年度並沒有任何支出 0 / 

總支出 (b) 0 / 

 

收支： 

項目 金額 ($) 備註 

預計本學年年終累積津貼餘款 (c) = (a)-(b) 502,182.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