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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校訓：實踐真理 力行仁愛 

(二) 辦學宗旨 

本校以基督精神，致力培育學生「靈、德、智、體、群、美」全人教育目標，使學生能「實踐真理、力行仁愛」，成為

社會良好公民。 

(三) 學校使命 

1. 以愛及熱誠，培養學生滿全靈、德、智、體、群、美各方面發展。 

2. 透過宗教教育，培養學生良好的品德，發揚基督的愛。 

3. 鼓勵學生參與有益身心多元化活動，藉此學習與人溝通的技巧及發揮潛能。 

4. 鼓勵學生參與校內、校外的服務，從過程中學會承擔責任。 

5. 給予學生較大的空間去思考問題，鼓勵創新，提升對科技的興趣。 

6. 與家長建立互信互諒的關係，共同為孩子們的幸福而努力。 

  



4 
 

(四) 我們的學校 

本校創辦於一九七一年，為天主教香港教區屬下小學，隸屬觀塘耶穌復活堂堂區，是一所政府資助全日制小學。配合學校行政

及管理新發展，本校已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二日成立法團校董會。 

本校共設有 30 個課室，連接中央視像系統，可靈活地讓學生於課室參與或收看各項活動。另外，全校設置無線網絡、課室裝

有以下資訊科技設施：電腦、投影機、電子白板和實物投影機。校舍設施完善，除標準課室外，本校設有禮堂、有蓋操場、2

個露天操場、圖書館和多間特別室，包括地下多用途綜合活動室、小聖堂/舞蹈室、多媒體學習電腦室、遠程教室、視覺藝術室、

音樂室、常識室、英語學習室、輔導室等。 

法團校董會成員 

校監：馮賜豪神父 

校董： 

辦學團體校董 李煜鴻先生  李家榮先生  何永聰校長   陳志恆校長 

梁綺媚校長  何綺霞校長  周淑敏校長(替代) 

獨立校董 黃偉傑先生 

家長校董 毛秀琼女士  胡艷香女士(替代) 

校友校董 劉寶珊先生 

教員校董 李怡珊主任  楊頌華主任(替代) 

當然校董 葉春燕校長 

 

班級結構 

年級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總數 

班數* 5 5 5 5 5 5 30 

人數 134 135 133 130 135 135 802 

*其中一至六年級推行小班教學，另設 2 班加強輔導班，合共 32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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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人數 

校長 副校長 主任 助理學位教師 教師* 圖書館主任 外籍英語教師 學生輔導人員 教育心理學家 

1 1 4 14 33 1 1 1 1 

*當中兩位教師共享一教席 

教師專業資格 

本校校長及教師共55人（當中兩位教師共享一教席），100%持有教育文憑及學士學位。本校任教英文及普通話科教師全都達到

語文能力要求。另外，本校27.2%教師已接受特殊教育培訓。 

教學年資 

0-4年 5-9年 10年或以上 

27.3% 20%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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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功能組工作計劃報告 

教師專業發展組 

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配 合 學 校 發

展，提升教師

專業知識與技

能並加強認識

天主教的歷史 

透過三次教師專業發展日舉

辦教師專業發展工坊、講座

及退修會，以加強團隊凝聚

力，並提升教師教學的質

素。 

 
第一次： 

「真理、義德」天主教專題

認識或 STEM 或電子學與教 

第二次： 

教師進修分享及救傷講座/

工作坊 

第三次： 

洗滌心靈，認識天主教的香

港築蹟(朝聖及靈修) 

 

 
 
 
 
 
 
2017 年 9 月

29 日 

 
 
2018 年 2 月

23 日 

 
2018 年 7 月

17 日 

3/1/2018 本學年的第一次全校教師發展日已於 2017 年 9 月 29 日順利舉行。

當天的活動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家校溝通工作坊」，由本校

的教育心理學家梁珮宜女士為我們講解與家長溝通時要注意的事

項。 

教師發展日的第二部分為「運用 STEM 提升學與教效能」，我們邀

請了 HKT EDUCATION 的團隊帶領我們體驗 GIGOS 電子積木及 VR

立體眼鏡。工作坊後，由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曾詠珊主任為我們

分享她在近年如何在校內推動 STEM 教育，並利用 STEM 提升學生

的學習動機。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超過 90%老師對當天的「家校溝通」及 STEM

工作坊感到滿意。 

總括而言，大部分老師對當天的「家校溝通」及 STEM工作坊感到

滿意，但仍有 2%老師認為 STEM工作坊未能增加其對 STEM教材的

認識或提升其在課堂上運用 STEM教材的動機，同時，亦有 4%老師

不認為當天試用的 STEM教材適用於本校學生。在嘉賓分享環節方

面，所有老師都十分認同及滿意友校的分享，認為講者有豐富教學

經驗和懂得善用資源來協助學生學習。部分老師希望進一步了解

STEM在課程中如何規劃及實踐，更有老師希望參觀成功推行 STEM

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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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23/5/2018 1. 本學年的第二次全校教師發展日已於 2018 年 2 月 23 日順利舉

行。當天的活動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教師進修分享，第二

部分為「主題講座：公義與真理」，我們榮幸邀得香港中文大學

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天主教研究中心主任夏其龍神父到臨賜教主

講，與我們剖析「義德」與「真理」的深層意義。 

2. 第三次教師發展日將於 2018 年 7 月 18 日舉行，當天將安排朝

聖活動，活動完結後再作檢討。 

3. 本年度的教師發展日，活動內容分別涵蓋了家校溝通、STEM及

宗教等主題，在問卷調查中，老師希望來年舉辦更多不同的發

展活動，例如團體拓展、減壓、護聲、健康、遊戲聯誼、運動

等，建議下學年在教師發展日舉辦各類形式的活動，以關顧教

師的身、心、靈健康。 

2. 強化團隊工作

效能，促進教

師的合作性與

凝聚力 

2.1 安排中層人員聚會，增

加中層團隊的凝聚力及

促進團隊合作。 

 
2.2 安排新晉升及資歷較淺

的中層人員參與校內外

工作坊或課程，讓各人

透過培訓加深了解中層

人員的權責和職能，發

揮領導角色。 

2017年9月至 

2018 年 6 月 
3/1/2018 中層老師定期每月進行一次行政會議，商討校務工作，有關安排能

促進團隊的溝通，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23/5/2018 大部分的新晉升主任曾參與校外工作坊或講座，各中層老師的進修

均是按學校發展需要及各老師的相關負責範疇而安排，有助中層老

師提升專責範疇的專業知識，由於不少中層人員資力尚淺，建議來

年仍需持續培訓，並聚焦於提升組織、領導及管理方面的培訓，以

助中層人員強化自己的角色和職能，發揮領導才能，協助學校行政

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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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3. 配合學校周年

計劃，安排教

師參與專業發

展活動 

按學校需要，安排教師參加

與行政管理或課程領導有關

的培訓，以持續發展 

2017年9月至 

2018 年 6 月 
3/1/2018 1. 本年的新晉升主任共 12 人，於 9-12 月期間共有 10 人曾參與

校外工作坊或講座，當中包括 WEBSAMS 系統、STEM、資助學

校採購程序、公民教育等範疇。 

2. 9-12 月期間，中文科統籌及 1 位科主席曾參加小學中文學與教

效能工作坊、學習領域與課程指引講座及高小分層中文寫作研

討會。2 位英文科主席參與了 CEO 聯會講座及 SPACE TOWN 

PROGRAMME WORKSHOP；1 位數學科主席參加了照顧不同學

習需要(基礎課程)；常識科統籌及 3 位主席參加了 STEM 課程。

除中、英、數、常外，其他科目的統籌及主席均曾參與科務相

關之進修培訓包括 

3. 2 位宗教科主席參加了「天主教社會倫理」師資培訓課程；1

位視藝科主席參加了視藝科主任導引課程；體育科統籌及 2 位

科主席出席了學生運動員網上註冊系統工作坊。 

4. 以上的進修均按學校發展需要及各老師的相關負責範疇而安

排。希望安排有關中層人員於下學期持續參與與負責範疇相關

的進修，以了解自己的角色和職能，發揮領導才能，強化中層

團隊。 

5. 建議參與校外培訓之老師整合進修所學，優化相關科目的校本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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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23/5/2018 1. STEM 是本年度及未來的發展重點，本學年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4 月期間，學校曾安排副校、3 位主任、4 位常識及電腦科

組老師及 4 位協助發展 STEM 的老師外出參加有關的研討會、

講座或工作坊，所有曾參與老師均認為上述進修增加他們對

STEM 的認識及有助他們優化校本課程。 

2. 另外，為加強發展本校「天主教社會倫理」的課程，學校本年

度亦安排了一位負責德育及公民教育的主任及 2 位宗教科組人

員進修相關課程。受訓老師已開展設計校本之宗倫課程，並在

成長課中推行，由於課程仍在起步階段，有關之成效可於來年

落實推行時作詳盡檢討。 

3. 參與校外培訓之老師整合進修所學在科組內與同儕分享及討

論，建議來年老師可於課堂內試行進修的所學，再於科組會議

內作分享檢討，以優化相關的校本課程。 

總結：  

1. 本校老師各按負責的行政或科務範疇參加相關的專業培訓，從而提升專業知識與技能。 

2. 透過教師講座及朝聖活動，加深了本校老師對天主教的核心價值和天主教歷史的認識。 

3. 定期的會議能有效促進老師團隊的溝通和合作性，提升團隊的工作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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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管理小組 

 

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保養校園內

已有的灌

木、喬木及花

槽植物 

進行招標(包括每月兩次到

校保養植物、每年為喬木進

行健康檢查及跟進、暴風雨

過後檢查植物的損毀情況及

跟進) 

2017 年 9 月 

2017 年 11 月

保養期開始 

15/1/2018 1.  9 月份進行傳真書面報價，成功揀選了報價最低，亦是往年替

本校保養的天匯園藝有限公司進行保養。3 月份上述公司為本

校喬木約 50 棵進行健康評估，並提供報吿。 (一年保養及喬

木健康評估費用為$43,200) 

2.  3 月份進行喬木健康評估，可及早知悉喬木的健康情況，作出

適當的補救措施，防止樹木倒塌扣成危險。  

   4/5/2018 1. 保養公司每月兩次到校進行保養及修剪樹木工作，效果良好，

而本校工友負責日常的工作，包括淋水及清走枯葉等，建議負

責的老師不定時巡查，發現問題後可即時跟進。 

2. 已進行喬木健康評估，保養公司建議有兩棵喬木需要進 一步做

詳細的健康評估，另外的喬木需作結構性修剪。 

2. 分階段更換

課室教師桌 

 

由一年級課室開始,更換課

室教師桌 

 

2018年5月進

行報價招標程

序 

2018 年 

7 至 8 月更換 

15/1/2018 1. 提早於 2018 年 3 月進行報價招標程序，更換五個課室的教師

桌，可於復活節假後完成並檢討成效，為下學年全面更換其他

課室教師桌作出更好預備。 

2. 計劃於工程完工後作出檢討。  

   4/5/2018 1. 把原有連電視櫃的教師桌分開，搬走電視櫃，令課室的空間感

增加，老師更容易照顧課室的學生，效果良好，亦能善用現存

的資源。 

3. 培訓組員(老

師)協助處理

校舍管理工

作 

3.1.把校舍管理工作按範疇

分類(供水設備、植物保

養、空調設備、文儀器

材、升降機保養、音響

器材、教育局緊急維修

及大修等) 

3.2.把以上範疇工作按組員

的能力分工 

2017 年 9 月 

 
 
 
 
 
2017年9月至 

2018 年 8 月 

 
 

15/1/2018 1. 許世超主任已安排百利水電工程每月一次保養公司到校檢查地

下及天台泵房，以及創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每三個月到校清洗

咸水及食水水缸清各兩個，兩間公司都能按時完成工作。另外，

許主任亦安排公司於 2017 年 12 月 Integrated Corporation 為

教員室兩度門加裝門禁系統。 

2. 高妙芝主任負責檢視校園各項置備的正常運作，可加強檢視的

頻率，建議每星期最少巡視校園兩次，並記錄需跟進的設備，

高主任簽署後交洪主任簽署，高主任並協助進行跟進。 

 
 



11 
 

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4/5/2018 1. 許世超主任已掌握泵房保養及水缸清洗的工作。在安排公司為

教員室兩度門加裝門禁系統工作上，許主任從報價到安裝後的

跟進工作，令人滿意。 

2. 高妙芝主任需繼續加強檢視校舍設備的頻率，並需適時向 總務

主任報告。 

3. 本校校舍面積大，設備種類及數量繁多，需要小組成員分範疇

管理。建議來年繼續按範疇分類，由小組成員分擔，並定時向

總務主任報告。 

總結： 

1. 今年度透過外購服務能定期保養校園內植物的健康，同時對高大的喬木進行健康評估，減少樹本倒塌的危機。 

2. 各項保養工作能按時進行，為學校營造良好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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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組 

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運用資訊科技

提升家校溝通

效能 

 

1.1 完善及提升家長通訊平台 

 全面推行電子通告 

 透過家校通訊平台

發放即時訊息 

2017 年 9 月 

 

12/1/2018 1. 已購買服務及使用中。上學期有大約10位家長忘記Parents’ App

的登入密碼而向校方申請補領和因未能適時更新應用程式而導

致未能登入 Parents’ App。校方已跟進家長的求助及解答他們的

問題。 

2. 下學期將會發放家長問卷收集意見。 

  24/05/2018 1. 由於首年全面推行電子通告，老師及家長都認為收發通告及回條

程序仍有待改善，例如:於截止日家長仍未簽妥通告，系統應自

動發送訊息提示家長。建議可比較市場上其他的供應商，經比較

後挑選合適的供應商作報價，希望能更有成效地提升家校的溝

通。 

 

1.2 改善及提升教師通訊平台 

 要求供應公司改善

平台現有缺點，讓教

師更準確更快地接

收學校訊息 

2017 年 9 月 12/1/2018 1. 已購買服務及使用中。在 2018年 1月 10日發放教師問卷，100%

教師認同系統有助提升學校與教師的溝通，讓教師更準確更快地

接收學校訊息。 

2. 上學期有 4 位使用 Android 電話的老師指出 teacher app 的系統

更新與 IOS 系統不同步，導致未能下載 PDF 檔案，校方已跟進

教師的求助並向供應商反映意見。 

   24/05/2018 1. 於 5 月 4 號派發 52 份老師問卷，收回 45 份。當中有 3 位老師認

為 teacher app 的系統不太穩定，而收發通告也不便，所以建議

校方可更換更簡約便利的教師通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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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2. 利用電子學習

提升教師的教

學表現 

 

2.1 購買流動電腦裝置供教

師於課堂上使用，以推動

電子學習 

 透過招標報價購買30部

iPad 

 透過招標報價購買3部互

動式電子白板 

2017 年 12 月 12/1/2018 1. 已於2017年1月9日邀請五間公司作30部iPad及MDM系統的招

標，並會在2018年2月5日完成批核。 

2. 已於2017年11月27日報價購買3部Multi-Touch Panels，將在

2018年1月22日運抵本校，費用是$49,800，在學校推動電子學

習一筆過資訊科技津貼中支出。一部會放在會議室內使用，另外

兩部會放在三樓特別室使用。 

3. 將會在學期結束前進行老師問卷調查，以了解老師對iPad及

Multi-touch Panels的意見，是否能有效推動電子學習。 

   24/05/2018 1. 現添置 30 部 iPads (總共 72 部 iPads )能舒緩不夠平板電腦使用

的情況，同一時段可供兩班學生使用或全級大課時二人一機使

用。大部分老師都認為使用 iPad 教學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讓他們更積極投入課堂的學習活動。 

2. Multi-touch Panels 現多作配合語境活動(普通話和英文早會)及

校方的宣傳及展覽活動，師生都表示滿意 Multi-touch Panels 的

使用。全部老師認同學生能更有效地分享學習成果。 

總結： 

1. 本年度本校積極運用資訊科技平台(家校手機應用程式)，讓老師及家長能更準確更快地接收學校訊息，提升學校資訊的透明度。唯現時 

的家校手機應用程式仍有待改善，建議下年度可比較市場上其他的供應商，為老師及家長挑選合適的手機應用程式。 

 

2. 本年度為配合學校的資訊科技及 STEM 發展，持續更新及改善教學設備，以求與時並進及為未來的教學發展作準備，希望透過電子學 

習提升教師的教學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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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聯繫及刊物組 

 
關注事項一：優化學與教效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及成績 

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讓幼稚園

學生適應

小學生活 

1.1 舉辦幼小銜接課程    

1.1.1 小一新生銜接課程 

 設計幼小銜接課程，安排各科負責

老師設計教材及教學內容 

 收集及整理課程內容，制定教學設

計 

 訂購教材及小禮物、設計活動流

程、安排分工 

 以電話與準小一生家長保持聯繫，

並提醒活動日期及時間 

 將有關相片交資訊科技組上載到學

校網頁 

8-9/2017 
6/2018 

3/1/2018   小一新生銜接課程於 2017 年 8 月 23 及 24 日舉行，

兩天的課程為學生安排了生活技能的學習，讓學生可

以在九月盡快適應課程。 

  小一家長會亦於當天進行，根據家長問卷調查家長對

家長會的內容及安排均表滿意。 

 建議於 2018 年 6 月小一體驗日安排部份小一前的學

習內容與家長在暑假內與學生溫習。好讓學生盡快與

學校教授內容接軌。 

  小一家長會建議由各學科的科統籌講解學校的學業要

求及小一適應方法。好讓能更針對學科的特殊需要。 

  另外，家長對學校的學業及品德要求較為重視。故建

議時間集中於有關學生適應方面、不設午膳試食。 

   4/5/2018  2018-2019 年度小一新生銜接課程將於 2018 年 6 月

下旬進行。 

 形式上會作出革新，具體行政及課程安排將於六月公

佈。 

   30/6/2018  本年度於 26/6 完成 18-19 年度小一學生的小一銜接

課程及家長會。 

本年度的第一個家長會，內容包括本校及中英數科課

程特色及要求。另外，學生當天亦安排進行體驗課。(分

別是英文 LEGO 及中文課)，並 

完成校本銜接自學教材，以讓他們在暑期中溫故知

新，預備來年課程。 

總結： 

本年度的幼小銜接課程能讓學生適應小學的生活。建議來年度八月的兩天適應活動，改為一天的適應活動，集中處理學生的自理能力。並繼續於九

月的首周進行「我是小學生」的主題學習活動，讓學生盡快能從幼稚園的主題學習，過度到小學以學科為本位的學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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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組 

關注事項一﹕培育學生認識及實踐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愛德、義德、真理、生命及家庭 

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讓 老 師 認

識 天 主 教

辦 學 的 五

大 核 心 價

值 

1.1 舉辦一次分享會，

加強教師對五大核

心價值的認識（真

理及義德），以便

將五大核心價值融

入教學及組織相關

活動。 

2017 年 8 月 

 
 
 

2/1/2018  於 2017年 8月份未有找到合適的題材故未有舉行，於下學期跟進並舉行

分享會。 

21/5/2018 

 
 在 2018年 2月 23日的教師發展日中，由參加了「天主教社會倫理」師

資培訓的同事作進修分享。當中提及的「天主教社會訓導的七大核心主

題」，每個主題都有其堅守的理據，背後也有聖經和天主教價值（包括真

理及義德）的基礎，以支持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從教師問卷調查

結果中顯示 100%參與問卷調查的老師表示同意是次分享的內容能帶給他

們新知識和啟發，有助他們的專業成長。 

 1.2. 邀請天主教神父、

修女、執事、平信

徒或外間人士作見

證分享，讓老師進

一步認識五大核心

價值，並學習「真

理」及「義德」觀

念。 

2017年9月

至 

2018年6月 

 

2/1/2018  已邀請夏其龍神父及其團隊於 2018年 2月 23日到校分享有關議題。 

21/5/2018  夏其龍神父於 2018年 2月 23日到校分享有關義德和真理的議題，探討

這兩個核心價值的不同層次和意義。從教師問卷調查中顯示，從教師問

卷調查中顯示 100%參與的老師認為是次講座能加深他們對義德和真理的

認識。 

 宗教科老師在課堂上與學生討論關於「公義」及「真理」議題的個案，

老師將溫神父提示的方法，如何實踐「公義」及「真理」，例如要有道

德勇氣、要以「愛」為先。 

 1.3. 老師於日常教學生

活中以身教及言教

實踐天主教五大核

心價值。 

 明辨是非 

 處事公正 

 重視和諧 

 愛護學生 

2017年9月

至 

2018年6月 

 

2/1/2018  100%老師認同透過早會、早禱及周會能強化自己實踐天主教辦學的五大

核心價值和公民意識。除此之外，老師也認為他們能在教學生活中以身

教及言教，能做到「明辨是非、處事公正、重視和諧及愛護學生」。老師

的身教及言教於教學活動中，對學生十分重要，故於下學期的校務會議

中，除認同老師的表現外，並再次著他們繼續實踐。 

21/5/2018  從教師問卷調查結果中顯示，100%老師認同他們能在教學生活中以身教

及言教，能做到「明辨是非、處事公正、重視和諧及愛護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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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2. 讓 學 生 認

識 天 主 教

辦 學 的 五

大 核 心 價

值 

 

2.1科組可按科本特色以

核心價值「真理」「義

德」為題舉行活動，培

養學生正面的態度。 

2017年9月

至 

2018年6月 

 

2/1/2018  宗教科每級均有關於「真理」及「義德」的課題。另外，在宗教知識工

作紙中，亦有向學生介紹如何實踐真理及履行義德。在介紹級主保時，

也連結五大核心價值，讓學生從聖人的德行中，學習五大核心價值。 

 中文科已於十一月進行「繪本活動」。透過閱讀繪本及進行延伸活動，

讓學生培養正面的態度。 

 視藝科上學期已舉辦以「義德」為題的繪畫比賽。 

一至三年級﹕品德故事繪畫比賽 四至六年級﹕品德故事四格漫畫比賽 

 （每個組別設冠、亞、季軍及優異獎各一名） 

 視藝科透過繪畫活動，讓學生透過有趣的創作，發揮創意，更能透過畫

面灌輸其核心價值，鼓勵他們從小建立起正確的的生活態度。 

 音樂科上學期於音樂課中教授「和而不同」歌曲，以讓學生領略互相尊

重的訊息。 

 中文科活動故事吸引，能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活動有啟發性，建議來

年繼續進行。 

 數學科因課題未能配合，故沒有以核心價值「真理、義德」為題舉行活

動。 

 常識科於上學期學生在科技學習活動及主題學習活動中進行自評及評

鑑同組同學的表現。80%以上的學生懂得欣賞同學的表現，亦能說

出要多聆聽別人的意見，互相合作才能有更好的表現。分組活動時，

大部分同學已能處理與同學爭拗時的處理方法。 

   21/5/2018  視藝科下學期已舉行以「真理」為題的活動。 

 一至三年級﹕聖經金句書籤比賽 四至六年級﹕聖經金句海報

設計比賽。 

 建議來年舉行五大核心價值有關的課題時，可與宗教科合辦跨

學科學習，希望能更深入地延伸對核心價值的理解。 

 下學期舉辦的「真理」設計比賽，大部分班級表現良好。建議

下學年可與宗教科合辦跨學科學習內容。90%學生能透過創

作，以漫畫、海報、書籤等形式表達日常生活中如何實踐「義

德」及「真理」兩大核心價值。從 10%優異表現的作品中挑選

冠軍、亞軍、季軍及優異獎各一名，得獎作品陳展於校園視藝

科壁報板供師生欣賞。師生在校園中欣賞以真理及義德為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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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的作品，在潛移默化下陶冶性情，灌輸宗教的概念，加強校園

的宗教氣氛。學生在此活動中表現踴躍，並能籍此了解到上帝

創造天地的過程，加深對聖經的認識。 

 小聖堂以創世紀為主題的玻璃壁畫能有助加強學校的宗教氣

氛。 

 音樂科下學期舉辦了「和平之聲」音樂周活動，透過音樂活動及歌曲

向學生滲透尊重他人、公平相待和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的訊息。 

 常識科於下學期學生在科技學習活動(一至二年級)及主題學習活動

(三至四年級)中進行自評及評鑑同組同學的表現。經過上學期的評鑑

及老師的觀察，85%的學生在分組活動時，已懂得聆聽及接納不同

的意見。85%以上的學生懂得指出自己表現出色及需改善的地方，

同時亦能指出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2. 讓學生認識

天主教辦學的

五大核心價值 

 

2.2每一位老師於早會或

週會分享實踐「真理」

及「義德」五大核心價

值的感人事蹟。 

2017年9月

至 

2018年6月 

2/1/2018  上學期，已按訓輔組安排進行有關真理及義德的週會六次。 

 建議在週會中介紹的主保聖人，應揀選一些學生較容易掌握的聖人故

事，也可以用級主保聖人的故事以介紹他們如何實踐「真理」及「義

德」。另外，為加強天主教的幅度，教師講述有關五大核心價值的時

候，可參考天主教有關真理及義德的文獻，以強調天主的義德及真理。 

   21/5/2018  已按訓輔組安排進行有關真理及義德的週會八次。另外，亦有六次週

會主題圍繞「生命」及「愛德」。學生從老師提問中，能顯出對該核

心價值的認識，並能就核心價值主題作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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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優化學與教效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及成績 

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引 進 校 外

支援，優化

課 堂 教

學，強化學

與 教 的 效

能。 

運用校本資源及引入校

外支援，推展各科課程

發展： 

英文科(小一) 

「小學英語教學計劃」 

 (Space Town) 
於課堂加入自學及運用

電子資源學習等元素，

透過共同備課、設計校

本課業及觀課，提升教

學質素及學生自學能

力。 

2017 年 9 月 

至 

2018 年 6 月 

 

2/1/2018  上學期已進行 10 次「小學英語教學計劃」的共同備課， 

主題為訓練學生閱讀策略及過程寫作為主題(當中 4 次教育局外籍英語

教師顧問一同參與)，並進行相關觀課及評課。 

 教師在共備及評課當中得到教育局外籍英語教師顧問就學生表現及教

師的教學策略上給予建議，從而提升教學質素。 

 科任曾於科會議當中表示計劃能提升學生語音知識及寫作能力。 

 下學期繼續進行「小學英語教學計劃」，並會選取當中合適的材料與本

校英文教科書課程內容進行融合。 

 共同備課內容重點繼續以訓練學生閱讀策略為主，以提升學生的閱讀能

力。 

 上學期未有於課堂加入電子資源學習元素，將於下學期加入以提升學生

自學能力。 

25/5/2018  下學期已進行 10 次「小學英語教學計劃」共同備課，主題為訓練學生閱

讀策略及「歷程寫作」為主題，教育局外籍英語教師教學顧問到校進行

共同備課、觀課及評課。 

 由於課程的閱讀篇章內容、教授的閱讀策略技巧均相對校本教科書內容

淺易，教授文法的教材沒有融入語境，著重機械式訓練，學生亦未能在

一個語境中運用所學習的生字及句式，因此學生在校本評估中成績不理

想，其中閱讀理解能力方面較弱，學生在 locate specific information 及

pronoun referencing 的題目均未能找出正確答案，因此建議新學年配合

英文科新課程的路向，深化及發展校本課程，提升學生在閱讀及寫作的

能力。 

 為配合校本課程設計，建議新學年發展校本語音課程及閱讀課程，以能

更切合本校英文科的發展。 

 

 

 

 



19 
 

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引進校外支

援，優化課堂

教學，強化學

與教的效能。 

中文科(小三) 

以兒童文學為主題，配

合電子學習，培養學生

對中文的興趣，提升學

生的語文能力。於科組

會議分享專業支援計劃

內容。老師能夠把科本

定立的目標及發展焦點

深化在課堂內，提升教

學質素。 觀課後安排評

課討論，透過回饋及適

切的改善意見，促進學

與教的成效。 

2017 年 9 月 

至 

2018 年 6 月 

2/1/2018  在教育局校本支援組支援人員的帶領下，從觀課活動  

 觀察所得老師能透過共同備課及同儕觀課，學習不同  

 的提問技巧及優化教學內容，以提升教學質素。 

 已進行與教育局校本支援組支援人員進行的五次共同備課，以兒童文學

作主題，當中涉及創意寫作元素。 

 透過共同備課，科任已完成寫作歷程檔案及單元教學設計一次。 

 已完成上學期同儕觀課及評課，老師觀察學生於課堂表  現積極。已於

於科組會議分享專業支援計劃內容。 

 上學期並未進行電子學習，建議於下學期加入以培養   

 學生對中文的興趣，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 

25/5/2018  透過十七次共同備課，科任已完成三次寫作歷程檔案及三次單元教學設

計。其中「童心同理心」單元設計，不但讓更多學生接觸兒童文學，更

能培養其同理心；「童詩」單元教學中，學生欣賞了七首童詩並進行童

詩創作比賽，活動能訓練及發揮學生的創意思維，效果不錯；「幽默小

故事」教學能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發揮他們的創意，並讓學生認識不

同類型的文學作品，亦有助訓練學生的高階思維能力。惟部分學生未能

掌握以幽默的方法創作小故事，建議用多用概念圖幫助學生建構故事。 

 共同備課為學生重新剪裁及設計課程，並以已有課文為基礎，加入不同

活動及電子學習元素如 Plickers，學生反應熱烈，並積極回答問題，而

老師亦能即時就學生表現作出回饋。此外，利用 Plickers 除了能提昇學

生的學習興趣之餘，也讓老師明白電子教學並不是在課堂上運用 Ipad 而

已，還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及途徑。 

 支援人員為老師介紹了「自主學習六步曲」，讓老師增加對自主學習的

認識，建議來年選取部分單元作試點，以提昇學生的自學能力。 

 透過觀課及於共備時檢視學生課業，科任老師認為單元教學設計及延伸

活動能提升學生的閱讀、說話及寫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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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2. 在中、英、

數、常課堂

運用不同

的教學策

略提升學

與教效能 

 

2.1中文、英文、數學及

常識科能透過共同備

課，促進老師之間的協

作文化及經驗分享，以

提升學與教效能。  

中文、英文、數學及常

識科能夠按校本及科本

發展焦點進行學與教觀

課透過觀課活動，促進

專業反思，提升學教成

效。  

觀課後安排評課討論，

透過回饋及適切的改善

意見，促進學與教的成

效。 

中文、英文、數學及常

識科發展焦點： 

 中文科於各年級優
化寫作歷程檔案，
透過積累語句及詞
彙，運用修辭能

力，並訓練創造力
及精進力，以提升
學生的寫作能力。 
 

 中文科於各年級發
展閱讀策略，以提
升學生的閱讀能
力。 

2017 年 9 月 

至  

2018 年 6 月 

 

2/1/2018  各級中文、英文、數學、常識已完成由課程組安排之三次科本共同備課。 

 中文科透過共同備課，科任能優化寫作歷程檔案及閱讀教學，以提升教學

質素。 

 各級配合科本發展焦點進行了同儕觀課。 

一年級：文本閱讀 

二、四至六年級：寫作歷程檔案 

三年級：兒童文學 

 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考績觀課將於下學期(第 6 週第 17 週)進行。 

 中文科由於一年級課程內容並沒有寫作歷程檔案，故以文本閱讀為發展

焦點。另三年級參加了校外支援以兒童文學為發展焦點。 

25/5/2018  部分年級設計的寫作歷程檔案跟單元教學的內容和文體有關，因此能做

到「以讀帶寫」，並幫助學生建構寫作內容。 

 通過寫作歷程檔案，無論在內容還是結構方面，學生都略見進步，惟能

力稍遜班別未能跟上進度，科任須根據學生的學習情況，增潤及剪裁教

材，以進行調適。 

 部分年級的寫作歷程檔案未能切合學生需要，因而須作修訂。此外，為

了進一步提升學生的共通能力，建議來年可加入創意寫作及於高年級加

入社會議題。 

 閱讀策略方面，由於本年教授的策略較多，學生未能掌握所有策略，建

議教師於共同備課時選取一至兩種閱讀策略，並於課堂中着學生使用及

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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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2. 在中、英、

數、常課堂運

用不同的教學

策略提升學與

教效能 

 

 英文科於各年級優

化寫作課程，加入
高階思維訓練，以
提升學生的寫作能
力。 

 數學科於不同的數

學範疇有系統地加

入解難策略，提升

學生解難能力。 

 常識科於各年級科

技活動及科學活動

融合工程、數學以

提升學生數理綜合

能力。 

  

2017 年 9 月 

至 

     

2018 年 6 月 

 

2/1/2018  英文科任於共同備課當中以透過教授學生運用寫作框架提升學生的寫作

能力進行了討論。 

 每個年級各設計了 2 次的寫作課業，課業設計內加入不同層次的提問、

寫作框架，讓學生在寫作時有所依據。觀課活動所得老師於不同層次提

問方面仍有待提升。 

 英文科各級已按科本發展焦點進行了同儕觀課。 

 英文科將透過共同備課時段共同設計寫作課業，並就不同層次提問方面

作討論，以提升學生的寫作能力。 

 英文科優化校本寫作課程於下學期繼續進行。 

 數學科於共同備課就著不同課題進行了討論並滲入適當的解難策略，並

於進度表中標示與課題相配合之解難策略。 

 數學科建議老師教授解難策略後除教科書上的題目內容，可額外擬定以

解難策略解決的題型，以深化學生所學的解難策略從以提升其解難能力。 

 常識科透過共同備課，科任能把數學元素加入科技活動中（當中數學元

素包括度量、圖形與空間等概念），以提升學生的數理綜合能力。 

 所有常識科任已按科本發展焦點進行科統籌及主席觀課，並於觀課後進

行評課。評課中已就老師的學與教表現給予回饋及適切的改善建議，促

進學與教的成效。 

 常識科老師能透過共同備課互相交流教學策略及教學設計，以提升教學

質素。 

 惟現時部分老師需於課堂多提問較高層次問題及宜作總結，並因應學生

進度調節教學內容。 

   25/5/2018  下學期英文科於二至六年級在各年級設計了 3 次校本寫作課業。老師在

共同講課時段，討論及設計課業內容。透過不同層次的提問及寫作框架

的設計，提升學生的寫作興趣及能力。 

 下學期本校邀請教育局校本課程支援高級學校發展主任黃潔媚女士為本

校小二及小六科任老師進行共同備課，優化校本寫作課程。課程內容主

要討論運用寫作框架，建構學生的基本寫作能力。 

 小二及小六的老師對校本課程的成效均感滿意，認為課程設計能有系統

地建立學生寫作篇章的能力。寫作框架能讓學生寫作時有所依據，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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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效提升學生的選材及組織文章的能力，是建構學生基本寫作能力的有效

方法。 

 建議新學期延續此計劃至小三及小五年級，完善本校英文科校本寫作課

程。英文科教師於共同備課時段依課題內容共同設計一些高階思維問

題，以提升學生的思維能力。建議新學年在閱讀課堂內，由教師運用不

同的提問技巧及設計不同的課業，引領學生思考閱讀文章或故事內容，

從而提升學生在解難及創造能力。 

 數學科於共同備課就著不同課題進行了討論並滲入適當的解難策略，並

於進度表中標示與課題相配合之解難策略。 

 數學科各級透過同儕觀課、評課，彼此交流，提升教學的成效。 

 常識科把數學元素如度量、圖形與空間等概念加入科技活動中，以提升

教學質素，例如一年級製作滑梯，課業已加入要求學生量度物體的長和

闊，對設計及製作滑梯的長度有幫助。二年級製作磁力車，利用同極相

斥的原理推動磁力車，當中加入負重與速度的關係，學生要利用數學概

念「克」進行探究。學生需整合不同科目的知識進行探究，的確能提升

他們的學習興趣。學生於課業表現亦理想。 

2. 在中、英、

數、常課堂

運用不同

的教學策

略提升學

與教效能 

2.2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

力 

在中、英、數及常有系

統地加入課前預習活動

及課堂筆記，從而提升

學生的自學能力 

 深化及有系統的寫

筆記訓練，加強學

生的自學能力 

 學生能運用圖像進

行資料整理，以鞏

固學習。 

2017 年 9 月 

至 

2018 年 6 月 

 

2/1/2018  中文科於各級的課堂綜合練習冊中均有預習部份，學生能透過課前預習

培養自主學習能力。 

 二至六年級學生練習冊超過 75%學生能把課堂上的學習內容摘錄在筆

記頁上。 

 老師觀察課堂表現超過 75%學生能夠就課文內容自擬問題進行自主學

習。 

 中文科建議筆記內容不限定於課堂摘錄筆記，亦可鼓勵學生利用腦圖思

考及建構學習內容。 

 中文科建議鼓勵學生多擬定層次較高的問題。 

 英文科老師觀察課堂內老師能引導學生運用不同的圖像如腦圖、圖表等

協助學生紀錄學習重點。 

 於課堂時利用 Notebook 進行課前預習及摘錄筆記。預習內容包括使用

各高階思維組織圖進行課前準備及摘錄筆記和重點。 

 英文科繼續鼓勵學生運用不同圖像紀錄學習重點，從而提升學生的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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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能力。 

 數學科於上學期在各級的學習活動冊中均有預習工作紙，主要內容圍繞

學習課題的已有知識，學生透過完成預習部分的題目以鞏固其已有知識

及預習將要學習的課題。各級利用堂課作預先的資料搜集、課堂重點摘

錄等。 

 數學科反思學生未能主動摘錄筆記，經常需要老師提示。建議摘錄筆記

的習慣應從一年級開始培養。 

 堂課摘錄筆記方面，除課堂學習重點外亦可鼓勵學生紀錄學習心得。 

 常識科老師觀察超過 80%學生於每次進行科技活動前能搜集與課題相

關的資料，藉此進行課前預習。 

 不足 80%老師能引導學生使用概念圖整理及歸納已學的知識，培養學

生自主學習，於下學期共備會議內須加強鼓勵科任引導學生使用概念圖

整理及歸納已學的知識。 

 常識科老師觀察大約三成學生能於課堂中摘錄筆記。 

 常識科建議老師加強鼓勵學生須於課堂中摘錄筆記，期望能達至 80%

學生能自主地於課堂中摘錄筆記。 

 另常識科筆記內容不限定於課堂摘錄，亦可多鼓勵學生利用腦圖思考及

建構學習內容。 

   25/5/2018  中文科於本年度在「課堂綜合練習冊」中加入自擬問題部分，希望透過

自擬問題，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及高階思維能力。但學生表現一般，部

分學生擬定的問題過於簡單及表面。建議來年教授學生「提問五指關」，

讓學生利用該策略，提升學生自擬問題的能力。 

 英文科在下學期教師繼續教導學生運用不同的圖像方式紀錄學習重點及

摘錄筆記。學生仍欠主動，老師需多加提示。 

 建議新學年強化運用筆記簿進行自學能力的訓練，內容可加入不同層次

的提問、預習內容、查考生字新詞及詞彙搜集等。 

 數學科能利用堂課簿著學生搜集資料，摘錄課堂重點。但學生仍欠主動，

老師需多加提示。 

 建議在單元開始前，同級科任可商討預習內容，以便有較一致的成效。 

 常識科方面，老師已引導學生使用概念圖整理及歸納已學的知識，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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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學生亦能於繼續在課堂中抄寫筆記。建議來年度老師要求學生必須於課

堂中抄寫筆記，並定期檢視，並多鼓勵學生利用腦圖思考及建構學習內

容。 

2. 在中、英、

數、常課堂

運用不同

的教學策

略提升學

與教效能 

2.3 推展電子學習，提升

學生自主學習的動機 

 透過電子學習材料

或課件，讓學生進

行自學，提升學習

興趣。 

 透過網上學習平台

包括中文、英文、

數學科。按科本需

要，每星期或隔週

進行ILEARNER網

上練習。 

 中文科、英文科、

數學科及常識科於

學校網頁上加入學

習網站，讓學生進

行自學。 

2017年9月

至 

2018年6月 

2/1/2018  中文科透過鼓勵學生完成 i-learner 電子互動練習及網上電子動畫練習

以提升學生的自學興趣。 

 英文科本年度共有 47 位同學參加 Fun English Scheme，其中 12 位同學

獲得 Top Student Awards。 

 英文科上學期已於英文科網頁上載一至六年級英文默書內容錄音及自

學網站，讓學生可於學校網頁內聆聽英文默書內容錄音及瀏覽校網上的

自學網站進行自學，下學期會繼續進行。 

 英文科將鼓勵已參加 Fun English Scheme 計劃的同學多運用網站提供

的學習材料進行自學。 

 數學科上學期由第 3 週開始，每週一次進行 ILEARNER 網上練習。 

 數學科建議老師可多向學生介紹與課題相關之學習網站以提升學生學

習的主動性，例如教授分數時，可向學生推介「鑽地鼠分辨真、假及帶

分數」的網上互動遊戲。 

 數學科已於數學科網頁已加入網上學習資源，讓學生瀏覽校網上的自學

網站進行自學。 

 常識科已於常識科網頁加入網站鼓勵學生進行網上練習。 

 ilearner 每週的練習課題及內容及並不與教學進度相符，以致未能有效

地配合本校教學進度。 

 上學期未有足夠資訊檢視學生完成練習情況，以致老師較難跟進學生表

現。 

 建議下學期中文、英文、數學科老師須定期檢視學生完成網上練習情況

並加強鼓勵學生完成網上練習。 

   25/5/2018  中文科方面，學生使用 i-learner 使用率較低，表現亦欠理想，可見學

生未能透過電子平台有效地進行自學。 

 建議來年多鼓勵學生使用網上平台進行學習。 

 除了 i-learner 外，建議老師在課堂上向學生介紹更多不同的電子平台

或網上工具，如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中華文化網、快樂閱讀花園等，



25 
 

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讓學生於課堂以外進行學習，以培養學生對中文的興趣，並提昇學生的

自學能力。 

 英文科本年度共有 47 位同學參加 Fun English Scheme，每月均有 8-12

位同學獲得 Top Student Awards。由於此計劃是學生自費參加，可繼續

鼓勵學生參加此計劃，增加學生自學英語的機會。 

  英文科上、下學期已於英文科網頁上載一至六年級英文默書內容錄音

及自學網站，讓學生可於學校網頁內聆聽英文默書內容錄音及瀏覽校網

上的自學網站進行自學，新學年會繼續進行。 

 數學科已於數學科網頁已加入網上學習資源，讓學生瀏覽校網上的自學

網站進行自學。 

2. 在中、英、

數、常課堂運

用不同的教學

策略提升學與

教效能 

2.4培養學生高階思維能

力 

 於課堂內運用提問

技巧引導學生掌握

分析、綜合、評鑑、

推論等技巧，以培

養高階思維能力。 

2017年9月

至2018年6

月 

2/1/2018  中文科已於三年級加入「問題五指關」，以培養學生的高階思維能力。 

 中文科方面，學生對「問題五指關」有初步掌握，仍有待加強，建議於

三年級下學期繼續深化「問題五指關」，並推展至其他年級試行。 

 英文科老師於閱讀課中能向學生提問知識、理解性的問題，但學生的高

階思維能力有待提升。建議老師在下學期共同備課時段依課題內容共同

設計一些高階思維問題，以提升學生的思維能力。 

 數學科已於每個單元的學習活動冊加入挑戰題，以訓練學生的高階思維

能力，於下學期課堂上老師觀察學生能否回答較高層次問題。 

 觀課所得，數學科老師於課堂上能提出概念性的問題，但較高層次的提

問較少。 

 常識科老師於課堂已利用六何法鼓勵學生多分析問題後才給予答案，亦

於科技活動進行自評及評鑑同組學生表現。 

 建議可在共同備課會議中商討一些開放性的問題，或多以「為何」、「如

何」等字眼提問學生。 

 常識科須多鼓勵能力稍遜的同學並給予多些時間及提示，善用提問技巧

引導學生回答較高層次問題。 

   25/5/2018  中文科，學生在處理高階思維問題，部分學生表現一般，須經老師引導，

才能回答有關問題。 

 建議來年教授學生「提問五指關」，讓學生多擬高層次 

問題，並在課堂上互相提問，以提升高階思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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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建議來年度各級科任於共同備課時，就課文內容一同設 

計高層次的問題，以提昇學生的高階思維能力。 

 英文科教師於共同備課時段依課題內容共同設計一些高階思維問題，以

提升學生的思維能力。建議新學年在閱讀課堂內，由教師運用不同的提

問技巧及設計不同的課業，引領學生思考閱讀文章或故事內容，從而提

升學生在解難及創造能力。 

 數學科按不同的單元設計了三張工作紙，當中配合解難策略加入了解難

題目，以提升學生的解難能力。 

 常識科任已在課堂利用六何法鼓勵學生多分析問題後才給予答案，亦於

進行科技活動自評及評鑑同組同學的表現，建議科任要多鼓勵能力稍遜

的同學回答較高層次的問題，並給予多些時間及提示引導學生。 

 

3. 有系統地

發掘和培

育校內學

生，讓他們

能充分發

揮個別潛

能，達致資

優教育普

及化。 

3.1按學生的不同才能更

新學生人才庫的人選及

相關資料，為學生人才

庫內的學生提供機會在

正規課堂以外參加合適

的抽離式增潤活動或比

賽，接受有系統的訓練。 

2017 年 9 月 

至 

2018 年 6 月 

2/1/2018  已按學生不同才能及老師推薦下更新本年度下學期學生人才庫。 

 部分學生人才庫內的學生能參與增潤活動或比賽，從而增潤他 

們的學習機會。 

25/5/2018  教師推薦學生加入人才庫後，於挑選學生參與相關活動時仍未有積極挑

選人才庫內的學生，部分獲挑選之學生不同意參與活動。學生，故下學

期少於 80%人才庫內的學生能參加相關範疇之比賽或活動至少 1 次。下

學年須加強鼓勵老師於挑選學生參與增潤活動或比賽時可先考慮給機

會予學生人才庫內的學生。 

 下學期完結後將按學生的學術成績及由老師推薦下更新下年度上學期

之學生人才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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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3.2善用校外資源為需要

正規學校以外資源輔助

的特別卓越資優學生進

行校外延伸及增益課

程。 

 提名學生成為香港

資優教育學苑的學

員，參與各項增潤

活動。 

 參加由教育局聯同

各大專院校為培育

特別資優學生而設

的活動，包括短期

課程、工作坊、訓

練、比賽等。 

2017 年 9 月 

至 

2018 年 6 月 

2/1/2018  3 名學生獲提名杜葉錫恩教育基金第三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1 名獲最佳進步獎；2 名獲優異獎。 

 6 位四年級學生獲提名成為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的學員， 

分別 3 位提名語文及人文學科範疇；3 位提名數學及科學範疇。提名結

果待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公佈。 

 2 位於音樂科表現出色的學生獲提名參予第 7 屆閃耀之星計劃，提名結

果待公佈。 

 25/5/2018  6 位四年級學生獲提名成為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的學員當中，其中 5 名獲

取錄成為初步學員。 

 2 位提名參予第 7 屆閃耀之星計劃未能入選。 

 28 位經甄選之學生已於 2018 年 1 月 20 日參與由香港科技大學舉辦之科

學工作坊。 

 29 經甄選之學生已於 2018 年 4 月 14 日參與由香港科技大學舉辦之科學

工作坊。 

 超過 90%參與學生香港科技大學舉辦之科學工作坊表示課程能為他們提

供增潤及延伸的學習機會。 

 已甄選 30 位學生並安排於 2018 年 6 月 30 日參與由香港科技大學舉辦

之數學工作坊。 

 建議下學年繼續積極善用校外資源為需要正規學校以外資源輔助的特

別卓越資優學生進行校外延伸及增益課程。 

3. 有系統地

發掘和培

育校內學

生，讓他

們能充分

3.3 老師資優教育培訓： 

安排及鼓勵老師參加教

育局資優教育工作坊及

短期課程 

 舉行老師工作坊，

2017 年 9 月 

至 

2018 年 6 月 

2/1/2018  本年度加入5位新任老師當中3位(60%)新任教師已完成資優教育網上基

礎課程。 

 本校共 38 位教師(71%)已持有基礎資優教育資格。 

 繼續積極鼓勵老師參與資優教育培訓課程，期望達到 80%教師能至少持

基礎資優教育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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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發揮個別

潛能，達

致資優教

育普及

化。 

讓老師掌握更多普

及資優的教學策

略，從而提升老師

於日常課堂加入資

優教育三大元素的

教學策略。 

 協助新任老師參加

資優教育課程進

修。 

 搜集合適的資優教

育培訓課程供老師

參考，安排及鼓勵

科主席以及有興趣

的老師接受培訓。 

 安排參與資優培訓

的老師向同事分享

培訓學習成果。 

 25/5/2018  2 位數學科科主席及 1 位科統籌已參與由教育局舉辦的適異性教學進修

課程，以致他們對數學科適異性教學能有所認識。 

4. 有效運用

評估數

據，促進學

習 

 於測考後，有效運

用評估數據，分析

學生學習表現，並

按報告資料作檢

討，審視學生的強

弱項，調節課程內

容，回饋學與教。 

 老師有系統地記錄

2017 年 9 月 

至 

2018 年 6 月 

2/1/2018  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已完成評一、二、三分析會議。透過會議，科

任能更清楚學生的弱項，並作跟進。 

 數學科已在評估一及評估二為四年級學生於 AQP 平台作數據分析。 

 在評估三中文科為五年級學生、英文科已在評估三為三年級學生、數學

科為四至六年級學生於 AQP 平台作數據分析。 

 教師對 AQP 數據分析平台的認識有待提升，未能有效發揮 AQP 系統的

效能，冀盼舉辦工作坊後能讓科任對此系統有更深的認知，能有效善用

數據分析結果回饋教學。 

 常識教師於共同備課時須多討論學生的弱項，作出針對性的教學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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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學生的評估資料，

能夠按成績了解學

生強弱，以跟進學

生的學習進度。 

 透過評估資料分析

學生表現，讓老師

清晰了解學生的能

力以調整課堂策略

及調整課時以重溫

學生未能掌握的學

習重點，提升學與

教效能。 

 25/5/2018  在評估三中文科為五年級學生、英文科已在評估三為三年級學生、數學

科為四至六年級學生於 AQP 平台作數據分析，將陸續延展至全校各科

及各級。 

 將邀請考評局 AQP 蕭博士到校進行工作坊培訓以加強教師對 AQP 數據

分析的認識，從而能善用評估數據促進學與教。 

 

總結：  

1. 老師能初步透過認識天主教辦學的五大核心價值。 

2. 推展電子學習，大致上能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動機。 

3. 建議與各科組合作訂定跨學科校本課程，加強教學效能。 

4. 建議引入外界支援時，亦要安排老師之間能在共同備課、設計校本課業及觀課中探討多元化的教學策略，以照顧學生的學習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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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閱讀組 

關注事項一：培育學生認識及實踐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真理、義德、愛德、生命及家庭  

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推動閱讀文化，培

育學生認識天主教

五大核心價值。  

1.1 舉行閱讀分享活動： 

 與宗培組合作，每月推行

(真理及義德)圖書推介，並

透過校園電視台或上載至

學校網頁推介圖書，並配合

書展。 

 小一伴讀活動 

四至六年級的伴讀大使在

午間閱讀時段到圖書館協

助一年級學生閱讀圖書（以

天主教學校核心價值為本

的真理及義德的故事書），

各一年級學生全年最少共

進行四次伴讀活動。 

 

 2017 年 10 月 

至 

2018 年 5 月 

 

2017 年 11 月 

至 

2018 年 4 月 

 

12/1/2018 已於上學期推行了三次宗教圖書推介，學生反應熱烈，上學期

已購置數十本宗教圖書，可於下學期購買更多宗教圖書作書展

配合。 

已於十一月開始進行小一伴讀活動，一年級學生樂於聽學長學

姐講故事，但可送贈書籤予小一學生作鼓勵。 

4/5/2018 已於全年推行了五次宗教圖書推介，學生因而認識了不同的宗

教圖書，亦會主動到圖書館借閱，本年度亦有與宗教組合作，

外借宗教圖書予宗教組，讓同學於小息時閱讀，而圖書館亦長

期設置宗教圖書推介書架，定期各學生介紹認識天主教五大核

心教育價值的宗教圖書，來年將加強宣傳宗教圖書，全年推介

十次，讓更多同學認識宗教圖書，學習天主的道理。 

已完成全年小一伴讀活動，一年級學生樂於聽伴讀大使講故

事，亦培養出閱讀宗教德育圖書之興趣。 

1.2 與科組合作，並配合科組的課

程，舉 

 辦不同類型的閱讀活動： 

 與英文科合作，舉行「義德

和真理」英文書展。 

 藉着4‧23閱讀日，以義德

和真理為主題，與中、英文

科及宗培組合作，舉辦閱讀

雙周，內容可包括圖書推

介、書展、講座及書簽設計

比賽等。 

 

2017 年 11 月 

2018 年 4 月 

12/1/2018 下學期可邀請英文大使於圖書館推廣英文書展活動。 

4/5/2018 於英語日及閱讀周期間，邀請了英語大使為低年級同學伴讀英

文圖書，來年會於圖書館及操場繼續推行。閱讀周舉辦了不同

的跨學科閱讀活動，包括圖書推介、雙語故事活動、地理圖書

書展、義德圖書展板、新詩作家講座等活動，讓學生接觸不同

的閱讀資訊，來年可配合閱讀周主題借用公共圖書館展板等資

訊，於校園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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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優化學與教效能，提升學生學習能力及成績 

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2. 優化學與教效

能，提升學生的學

習能力及成績 

提升學生自學能力 

 每級於圖書課教學中加入搜尋

圖書及資料等自學能力,並加入

資訊素養能力，提升學生使用電

子圖書的能力。 

 每級於圖書課教學中加入圖書

閱讀策略，配合閱讀獎勵計劃及

廣泛閱讀計劃，培養學生自行閱

讀的習慣。 

 「閱讀明星」計劃 

為鼓勵學生多參與與閱讀有關的活動和

比賽，培養自主學習能力，「閱讀明星」

選舉除根據學生的借書量作評審準則

外，若學生參與不同的閱讀活動，如公共

圖書館舉辦之讀書會、讀書報告寫作比

賽、小記者計劃等，都會予以加分。 

評分準則會於學期初公佈。每班最高分數

之一位同學可獲獎。 

 

2017 年 10 月 

至 

2018 年 5 月 

 

2017 年 10 月 

至 

2018 年 5 月 

 

2017 年 10 月 

至 

2018 年 5 月 

 

12-1-2018 

已於上學期的圖書課利用平板電腦推廣電子圖書使用

方法，學生已開始習慣使用閱讀，已與班主任配合加

強宣導。 

上學期鼓勵全校同學參與 423 世界閱讀日閱讀報告比

賽，反應熱烈，下學期會鼓勵學生參與不同閱讀報告

比賽及公共圖書館讀書會。 

上學期之閱讀明星計劃已完成統計，學生能透過計

劃，自動到圖書館借書及參與不同的閱讀計劃，圖書

館亦頒發圖書予獲獎學生，以作鼓勵。 

 4/5/2018 來年會配合不同的跨學科閱讀獎勵計劃及推展借閱公

共電子圖書計劃，提升學生閱讀電子圖書的興趣。 

下學期之閱讀明星計劃將完成統計，學生能透過計

劃，自動到圖書館借書及參與不同的閱讀計劃，本學

年借閱量比去年上升 10%，圖書館將於六月份頒發圖書

予獲獎學生，以作鼓勵。來年亦會配合學科之主題學

習，進行閱讀推廣，提升學習成效。 

總結： 

1. 宗教圖書推介能使學生認識不同的宗教類圖書，對提升品德的培育有幫助。 

2. 與各科組合作舉辦主題書展能吸引學生借閱，協助學科的學習。 

3. 「閱讀明星計劃」能讓學生主動參與閱讀活動，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 

4. 建議宗教圖書推介，可加入學生閱後分享，增加互動。 

5. 建議下年度舉辦主題書展時，可提示學生閱讀電子圖書，提升活動果效。 



32 
 

訓輔組 

關注事項一：培育學生認識及實踐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真理、義德、愛德、生命及家庭(本年度重點：真理、義德) 

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建立獎勵及

讚賞文化，

表揚學生的

正面行為，

培育學生正

確的價值觀 

1.1 透過「每月之星」活動，讓

老師根據本年度德育主

題，分別選出在相關範疇表

現理想的同學，加以表揚，

讓學生從活動的中增強自

信心，繼續實踐良好的德

行。 

2017 年 9 月

至 

2018 年 6 月 

 

 3/1/2018 1. 每月之星已能按時由班主任選出值得嘉許的同學，並將學生的

嘉許狀將貼在校園，讓其他同學欣賞，作為學習的對象。同時

能強化學生的良好行為，提升其自信。 

2. 建議可在班主任課讓學生分享獲獎的感受，讓其他同學作出回

饋。 

7/5/2018 1. 建議選出的同學名單避免重覆，讓更多學生能成為每月之星，

提升自信。 

1.2 透過全方位學生輔導獎勵

計劃「愛‧滿‧FUN」，就學

業、品行、關愛、服務等多

方面獎勵學生實踐正面行

為，培養良好的品德。 

統計學生獲得老師嘉許的印章

或簽名數量，並於以下日期進

行表揚及嘉許活動： 

上學期第 15-16 週 

下學期第  6- 7 週 

 下學期第 17-18 週 

2017 年 9 月

至 

2018 年 6 月 

 

   
3/1/2018 

1. 89%即 709 位學生已在第一階段統計時已能獲得獎項，顯示老

師及同學均能積極參與活動。 

2. 部分學生遺失小冊子，建議班主任不時利用班主 

任課時間檢視學生的進度，如遺失便可盡快協助學生補領。 

3. 建議老師用名印為學生蓋印，方便訓輔組統計印章數目。 

  7/5/2018 1. 第二期全校共有 698 位同學獲得紅章、643 位同學獲得藍章、

231 位同學獲得綠章及 24 位同學獲得金章。同學在期間都積極

於學習及服務上，得到老師的鼓勵及認同。 

2. 建議班主任不時利用班主任課時間檢視學生的進度，並經常提

醒學生小冊子是使用一學年要好好保存。 

3. 建議來年應印備足夠的後備小冊子，讓插班生都盡快參與此計

劃。 

2. 透過不同的

學習活動及

服務培養學

生建立積極

人生觀，尊

重和愛惜生

命的態度 

2.1「積極人生」學生大使計劃 

2.1.1 在校內招募十名學生大

使，參與生命成長體驗日營和

訓練，接受積極人生探索訓練

和認識生命的意義。透過反思

及不同的體驗學習體驗學習，

建立積極人生態度。 

2.1.2 完成訓練的學生大使，透

過服務、攤位等不同形式，與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2 月 

 
 
 
 
 
 
 

3/1/2018 1. 十名學生大使，已參與生命成長體驗日營和訓練。在訓練中，

學生表現積極，各人都能發揮正面思維和能量去互相支持完成

各項訓練和認識生命的意義，並透過活動後的反思體驗學習

驗，建立積極人生態度。 

2. 建議學生大使更能主動參與和表達意見，協助推動校本的學生

積極人生活動。 

3. 98%學生認同「結伴同航」海上歷奇訓練計劃能提升學生的自

信心和面對困難的決心。同時，在活動中讓學生體驗伙伴的重

要和促進同學間的互助精神，故建議下學年繼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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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其他學生分享珍惜生命的人生

態度。 

2.2「結伴同航」海上歷奇訓練

計劃 

2.2.1 計劃旨在提升學生的自信

心，學習互相合作，彼此扶持

的態度。 

2.2.2 透過航前工作坊，協助學

生建立拍檔間互相欣賞和補足

的概念，以及調節心理狀態準

備接受船上的挑戰。 

2.2.3 航後工作坊則鞏固及延續

學生在船上的訓練成果，從而

提升學生自我的認識及對他人

的了解及接納。 

 
 

2017 年 10

月 

至 

2017 年 12

月 

7/5/2018 已完成訓練的十位學生大使在中國文化日裏主持有關生命的攤位

遊戲。透過中國歷史人物所展現的正向生活態度，能讓學生從中學

習正向積極的態度。學生大使都能在旁協助低年級了解中國歷史人

物的事蹟，大部分學生都有興趣參與攤位遊戲，表現積極。   

 

3. 推展校外服

務計劃，加

強學生對社

區的貢獻，

培養學生的

服務精神和

自信心。 

招募 15 名四至六年級學生參

加「秀天義工隊」，並為義工隊

安排訓練課程，以加強學生與

人溝通的技巧和能力。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6 月 

 

3/1/2018 1. 共有 13 位學生參加「秀天義工隊」，並已進行三節的訓練課程，

同學表現積極投入，在活動中認識自己、認識同學，學習義務

工作的技巧和態度，冀能培養樂觀、正面的態度進行服務工作。 

2. 下學期將安排學生進行兩次校外服務，如同學到長者中心參觀

及進行服務等，讓同學接觸社區，探訪弱勢社群。 

   7/5/2018 1. 共有 12 位學生參加「秀天義工隊」，當中進行了八節訓練課程，

同學表現積極投入，在活動中，學生實踐義務工作的技巧和態

度，亦能從中提升其能力感及樂觀感。 

2. 學生完成兩次校外服務，包括探訪鄰近長者中心及幼稚園。服

務日中，學生為服務對象設計一連串遊戲及表演，過程中能主

動及表現耐性。 

3. 建議可安排多一次服務機會，更能發展其關愛態度及發揮其才

能。此外，建議老師可多運用義工隊成員的才能，給予他們職

位及服務的機會，把小組中所學的帶到校園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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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1. 本年度共超過 95%同學參與全方位學生輔導獎勵計劃，同學在計劃推行期間都積極於學習及服務上，得到老師的鼓勵及認同，建議來年以這模

式不同主題繼續推行此計劃。 

2. 參與「積極人生」學生大使計劃的學生表現積極，各人都能發揮正面思維和能量去互相支持完成各項訓練和活動，但當向全體同學推行此訊息時，

帶領的技巧仍有待改善，故來年將會繼續參與計劃，擴大學生大使人數，一起傳遞正能量的校園生活。 
3. 校外服務計劃能加強學生對社區的貢獻，培養學生的服務精神和自信心。同學都十分願意進行服務，但服務的機會較少，建議可多運用義工隊成

員的才能，給予他們職位及服務的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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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支援組 

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優化學與教效

能，提升學生

的學習能力及

成績 

1.1  開設加強輔導班，以抽離

的形式進行小組教學，以

提升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

的學習動機及學習能力。 

 
1.1.1 本年度共設六組加

強輔導組別，分別為三年

級中文、三、四、五、六

年級英文及五年級數學，

各組約8至10人。 

2017年9月 

至 

2018年6月 

16/1/2018 1. 透過學生成績評估報告，老師表示學生的學習態度 

明顯改善，積極投入課堂的活動。 

2. 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學習動機較弱，教師宜在課堂 

設計中，給予學生多感官的活動，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3. 下學期於5月18日學生考LAMK卷，完成後利用數據 

進行分析，安排明年加強輔導班的名單。 

 
 

 24/5/2018 1. 反思本年度的加強輔導班安排未如理想，建議來年度將學生安

排在同一班，方便管理。 

2. 建議上課的形式由以往的全部課節抽離到小班上課，改為一半

時間在小班上課，另一半時間在大班上課，兩位教師互相合作，

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1.2 開設輔導小組，協助學業

成績稍遜的學生掌握有關

的學科知識，以提升學習

成效。 

 
1.2.1 本年度共設六組輔

導小組，一至二年級設中

文科「悅讀‧悅寫意」及

「語文童步」的課程輔導

班，二、四年級設英文科，

四至五年級設數學輔導

班，各組約 8 至 10 人。 

2017年9月 

至 

2018年5月 

16/1/2018 1. 一年級有幾位學生從報告中只顯示屬於言語障礙，沒有學習上

的困難，言語治療師會跟進學生的語障的問題，老師建議下學

期可退組，宜加入及早識別有讀寫障礙的學生。 

2. 透過學生輔導報告，老師表示輔導小組能幫助學業成績稍遜的

學生掌握所學的知識。 

 
 
 

  24/5/2018 一、二年級的學生每星期三天於第九節抽離到另一班房上課，實際

的成效不大，因為學生年紀小，到了第九節時已經很難集中精神。

建議來年度改用「大哥哥、大姐姐」計劃，在小息時抽時間與學生

認讀字詞，以增加一、二年級學生的識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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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2. 

照顧學生的特

殊學習需要，

以提升學生對

學習的興趣和

能力。 

2.1 利用「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

計劃」津貼，開設功課輔

導小組及學習小組，支援

低年級基層學生課後學習

的需要。 

 
   2.1.1 於課後時間逢星期

一、三及五推行，開設 5

組，每組約 10 人的功課輔

導小組，支援低年級(一年

級)基層學生課後學習的

需要。 

  2.1.2 於課後時間逢星期

二、四推行，開設 9 組課

後活動小組及參觀活動。 

2017 年 10 月 

至 

2018 年 5 月 

16/1/2018 1. 下年度不宜開設一年級功課輔導小組，學生年紀 

小，而且留校時間較長，影響學生身心發展。 

2. 因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開訯自理班、專注力班、 

情緒班及識字班，提升學生對學習的興趣. 。 

 

  24/5/2018 1. 功課輔導班及興趣班時間太長(1 小時 30 分鐘)，因而產生學生

行為上的問題，故此建議來年功課輔導班及興趣班不宜時間太

長，建議放學時間改為四時三十分。 

2. 下年度的功課輔導班將改為逢星期二、四推行，而學習小組將

集中在星期三進行。 

 2.2 利用「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

計劃-區本計劃」津貼，開

設功課輔導小組及學習小

組，支援高年級基層學生

課後學習的需要。 

2.2.1 於課後時間逢星期

一、三及五推行，開設 17

組，每組約 10 人的功課

輔導小組，支援中、高年

級(二至六年級)基層學生

課後學習的需要。 

2.2.2 於課後時間逢星期二

或四推行，開設 15 組，每

組約 10 人的學習活動小

組及參觀活動。 

 

2017 年 10 月 

至 

2018 年 5 月 

16/1/2018 1. 課後功課輔導班的導師質素參差，需要本校老師的 

巡查及監察。 

2. 參觀蛋糕製作活動，是此參觀能培養學生合作的精 

神，學生在每一個步驟親自製作培感興奮。 

 

  24/5/2018 1. 考慮資源運用的自主性，下學年將不再參「校本課後學習及支

援計劃-區本計劃」，集中推展「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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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2.3 利用「加強言語治療津

貼」，聘請專業的言語治

療師到校，為有言語障礙

的學生提供言語治療服

務，以改善有關學生的說

話技巧和能力。 

    2.3.1 因應學生的情況安排

個別或小組訓練 

2.3.2 安排家長及教師講座

/工作坊 

2017年9月 

至 

2018 年 6 月 

16/1/2018 1. 上學期已完成約 60 名學生的評估和面談，已按需要進行訓練。 

2. 下學期將依計劃推行。 

 

  24/5/2018 1. 言語治療師陳歡姑娘認為本校需要接受治療的學生越來越多，

現時大約有五十多名學生需接受治療，校方建議明年可增加治

療時間。 

2. 5 月 8 日已完成家長講座，從問卷調查中，家長表示講座內容

很實用，回家後可與子女實踐。 

3. 言語治療師陳歡姑娘本年度只與三年級協助小組口語討論的技

巧，未能全面性與其他年級入班協作。 

 

 2.4 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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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組訓練的形式，

分為初小和高小兩組，透

過活動以改善自閉症學生

的情緒問題和提升社交技

巧。 

 
    2.4.1 開設兩組，每組 4-6

人，透過活動以改善有自

閉症特徵或社交稍遜學生

的社交技巧。 

 
 
 

 

2017 年 9 月 

至 

2018 年 6 月 

 

 

 

 

 

 

 

16/1/2018 1. 上學期已舉辦高小組，共有 4 位高小學生參加。參 

與者表現投入及能與同學合作參與活動，顯示活動能提升他們

的社交技巧。下學期將進行低小的小組。 

2.宜安排一位固定的老師參與，把所學的技巧得以延 

續。 

 

  24/5/2018 1. 教師、學生及家長均表示此活動有助改善有自閉症特徵或社交

稍遜學生的社交技巧。建議下學年繼續推行。 

2. 鑑於下學年有自閉症學生的人數多集中在低年級，故此建議下

學年在低年級開設兩個小組。至於高年級的自閉症學生將被安

排參與「成長的天空」小組活動，或其他輔導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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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3. 

支援新入學的

學生盡快適應

本校的學習生

活 

3.1 推行新來港學童適應計

劃，讓有關的學生盡快融

入校園的生活。 

 
    3.1.1 於課後時間推行，一

星期兩節，開設 1 組，約

10 人的適應課程，支援新

來港學生的需要。 

2017年10月 

至 

2018年5月 

16/1/2018 於下學期進行 

  24/5/2018 由於本年度的新來港學童只安排在下學期進行，建議下年度盡早開

展有關課程。 

4.  
教師專業發展 

4.1 推薦未曾受特殊教育訓練

的教師，參加由教育局及

校外機構舉辦的培訓，提

升教師對照顧有特殊學習

需要的學生技巧。 

2017年9月 

至 

2018年6月 

16/1/2018 1. 鼓勵教師進修較高級的課程。 

2. 有部分教師己進修相關的課程。 

 

  24/5/2018 本年度已有教師進修基礎及專題課程，下學年繼續鼓勵及安排教師

出外進修相關的課程。 

 

總結： 

1. 本年度開設加強輔導班和輔導班，以抽離的形式進行小組教學，以提升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學習動機及學習能力。 
2. 利用「加強言語治療津貼」，聘請專業的言語治療師到校，為有言語障礙的學生提供言語治療服務，但需要言語治療服務的學生人數日漸增多，

建議來年度增加服務時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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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效協助自閉症學生改善社交及溝通技巧，建議來年度繼續參與。 
4. 新來港學童適應計劃為新來港學童開辦英語課程、粵語班及參觀活動，能協助新來港學生適應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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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組 

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透過參與多元

化的課外活

動，提升學生的

自主學習能力

及技巧。 

 
 

1. 於小一及小二推行「一生一體藝」獎

勵計劃，鼓勵學生積極參與課外活動

及幫助學生發展體藝潛能。 

達標者將於學期完結前頒發獎狀。 

體藝活動時數達 20 小時獲得銅獎，

達 30 小時獲得銀獎，達 50 小時或以

上獲得金獎。 

2018 年 3 月 

至 

2018 年 6 月 

23/5/2018 
 

計劃已於 6 月初完成活動時數統計，但未能在學期完

結前頒發獎狀。獎狀待新學年補發給回學生。 

獲得金獎學生人數約佔一、二年級總人數的 30%，

獎勵及鼓勵學生多參與體藝活動成效未如理想，故來

年計劃的內容將有所修改。 

 

總結： 

學校於課時內外編排不同的興趣活動及星期六開設不同類型的課外活動，發掘學生不同的潛能，包括：語文、體育、音樂、藝術、人際及數理邏輯

等多個範疇。本年度學生在視藝及音樂方面參與校際比賽獲得多個獎項，而體藝及中英文朗誦比賽來年必須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比賽，加強訓練，爭

取理想成績。 

 
  



40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有系統地為 

  學生建構德 

  育及公民教 

  育素質，培 

  養學生正面 

  價值觀及提 

  升學生對國 

  民身份的認 

  同。 

1.1 運用「天主教社會倫理(國

情專題)」內的教材，透過周會、

早會或高年級成長課，讓學生

加深對國情的認識，提升學生

對國民身份的認同。 

2018 年 2 月 

至 

2018 年 6 月 

15/1/2018 1. 已於下學期四至六年級成長課中加入兩節「天主

教社會倫理(國情專題)」內的教案，讓學生加深

對國情的認識，提升學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 

2. 為了提升班主任對「天主教社會倫理」課程的認

識及掌握，將於下學期校務會議中作簡單介紹。 

3. 課程試行後，將作檢討及收集意見。 

4/5/2018 1. 為了提升班主任對「天主教社會倫理」課程的認

識及掌握，已於下學期校務會議中作簡單介紹。 

2. 第一節天社倫成長課已於四月進行，第二節將於

五月進行。課程試行後，將作檢討及收集意見。 

1.2 與中文科合作，於中文雙週

時在早會及小息舉辦與「真理」

及「義德」為主題的活動，如

播放「德育小故事」短片、「愛

心籬笆」等。 

2018 年 2 月 4/5/2018 1. 低年級學生積極參與活動，但高年級學生則較為

被動。建議來年於早會上多加宣傳，或加入「一

日一問」等活動，鼓勵所有學生參與活動。 

2. 部分活動主題未夠明確，未能讓學生透過活動了

解「真理」和「義德」。來年設計活動時宜更緊扣

主題，並於活動後，如播放「德育小故事」，跟學

生作簡單反思，或利用展板簡單介紹故事背後所

帶出的意義。 

1.3 參觀立法會活動 

帶領 30 位學生參觀立法會大

樓，並參與教育活動，以加深

學生對立法會工作的認識。 

2018 年 6 月 4/5/2018 透過參觀立法會及參與模擬立法會會議活動，學生不

但增加了對立法機構的認識，更加深了對立法會的組

成、工作，以及制定法律的過程或議案辯論等方面的

了解，可說是獲益良多。 

2.提高學生對 

  健康生活的 

  認知，養成 

  學生良好的 

  生活習慣。 

參加「GoSmart.NET 計劃」成

為夥伴學校，製作、運用及優

化教學資源，以培養學生建立

正面的價值觀和健康的生活習

慣。 

2017 年 10 月 

至 

2018 年 8 月 

15/1/2018 1. 活動正在進行中，黃俊安主任及胡寶偉主任已邀

請約十位同學進行短片拍攝。 

2. 學生表現積極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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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4/5/2018 1. 學生已於 24/3 前往中文大學參加健康校園計劃

活動，並將於 11/5 探訪長跑運動員屈旨盈小姐，

以了解運動健康的重要。 

2. 待活動結束後，胡寶偉主任和黃俊安主任將跟學

生作檢討。 

   29/5/2018 1. 活動能提高學生對健康生活的認知，並養成良好

的生活習慣。 

2. 建議明年可組織校園健康大使，負責推廣校園健

康資訊。 

3. 提升本校導

師的領導能

力 

安排升旗隊負責老師參加由香

港升旗隊總會舉辦的「升旗隊

導師訓練課程」，以提升其帶領

及訓練升旗隊的能力。 

2017 年 9 月 

至 

2018 年 6 月 

4/5/2018 1. 課程現定於下學期 7 月開始。 

2. 已安排老師參加訓練課程，待老師完成進修後再

作檢討。 

 

總結： 

1. 本年度於四至六年級下學期的成長課加入兩節「天主教社會倫理」課程，不但讓學生加深對國情的認識，提升他們對國民身份的認同，也

能培養學生的價值觀。此外，通過教授課程，班主任也能增加對「天主教社會倫理」課程的認識。18-19 年度將會把課程推展至三至六年

級上下學期，期望能進一步提升學生對「天主教社會倫理」的認識，及培養他們正面的價值觀。 

2. 此外，本年跟常識科合作參加了「基本法全港校際問答比賽」以提升學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本校在比賽中獲得了「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令學生有機會到現場觀看比賽及到北京進行交流活動。來年將積極參與相關活動，希望給予學生更多學習機會，及擴闊他們的視野。 

3. 本年度成為了「GoSmart.NET 計劃」的夥伴學校，製作、運用及優化教學資源，以培養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健康的生活習慣。參加的

學生反應積極投入，期望來年能把他們所學的知識推展至其他同學。 

4. 本年下學期參加了「賽馬會校園低碳『睇現』計劃」，主要利用有趣的方法，鼓勵學生實踐低碳生活，來年將全年進行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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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科務組工作計劃報告 

中文科 

關注事項一：培育學生認識及實踐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真理、義德、愛德、生命及家庭 

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培養學生良好
的品德及正確
的處事態度。 

1.1  為配合本年度關注事
項，一至六年級進行以
「真理」及「義 德」為

主題的繪本活動及閱讀
中國德育故事，並進行有
關的創作活動。 

2017 年 11 月 4/1/2018 1. 一至六年級已完成繪本活動，佳作將上載學校網頁。 

2. 透過科任觀察，學生對故事甚有興趣，並能創作跟「真理」和「義
德」有關的作品，可見活動能培養學生良好的品德及正確的處事

態度。 

3. 故事吸引，能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惟部分年級的繪本故事未能
啟發學生創作有關主題的作品，建議來年修訂。 

4. 大部分學生能夠根據繪本故事的內容作延伸活動，表現令人滿
意。 

5. 來年度可選擇一些跟植物生長或環境保護等有關的繪本，以配合
「Eduvision 學願計劃」。 

 

關注事項二： 優化學與教效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及成績 

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2. 提升學生的閱
讀及寫作能力 

2.1 引入校外支援，參與由
教育局舉辦的「校本支
援計劃」，優化校本課

程，透過共同備課，以
兒童文學為主題，提升
學生的閱讀及寫作能
力。 

2017 年 10 月 
至 

2018 年 5 月 

4/1/2018 1. 透過十五次共同備課，科任已完成三次寫作歷程檔案及三次單元
教學設計。 

2. 透過觀課及於共備時檢視學生課業，100%科任認為單元教學設
計及延伸活動能提升學生的說話及寫作能力。 

3. 下學期已加入更多閱讀篇章，以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 

4. 將於五月中進行電子學習，完成後再作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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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25/5/2018 1. 透過十七次共同備課，科任已完成三次寫作歷程檔案及三次單元
教學設計。 

2. 透過觀課及於共備時檢視學生課業，100%科任認為單元教學設
計及延伸活動能提升學生的閱讀、說話及寫作能力。 

3. 下學期已加入更多閱讀篇章，以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 

4. 已於五月中進行電子學習，就科任觀察所見，學生普遍對
PLICKERS 甚有興趣，科任表示這個應用程式的操作簡易，可於

日常教學中使用。此計劃能提升學生對語文的興趣，惟課程較為
鬆散，也未能就學生的難點進行課堂設計，因此在提升學生成績
方面未見成效，故來年不繼績參加這項計劃。 

2. 提升學生的閱
讀及寫作能力 

2.2 優化校本寫作教材 

  2.2.1 優化二至六年級
中練句式學習藍圖，讓
學生多運用句式寫作，

以提升學生的寫作能
力。 

    2.2.2 優化寫作歷程檔
案，讓學生掌握寫作的
方法，累積寫作經驗，
以提升學生的寫作能
力。 

2017 年 10 月 
至 

2018 年 5 月 

4/1/2018 1. 透過老師檢視學生課業，學生能於寫作時運用已教授的句式修飾

文句。 

2. 老師於共同備課時集中優化寫作歷程檔案，讓學生學習如何建構

文章及豐富內容，累積寫作經驗。 

3. 建議來年根據學生的程度，重新檢視及修訂已有的寫作歷程檔

案，以提升學生的寫作能力。 

 25/5/2018 1. 能力稍遜班別未能跟上進度，科任須根據學生的學習情況，增

潤及剪裁教材，以進行調適。 

2. 部分年級的寫作歷程檔案須作修訂，建議來年加入創意寫作及

於高年級加入社會議題。 

2.3 古詩文教學 

於一至六年級進行，以
豐富學生對古典文學及
中國文化的認識，並積
累名言佳句，以提升閱
讀及語文能力。 

2017 年 9 月 

至 
2018 年 6 月 

 

25/5/2018 1. 古詩文教學能增加學生對中國古典文學及中國文化的認識，惟課

程較為臃腫，建議來年可作剪裁及調適。 

2. 建議一至三年級的學生背誦古詩文，提升他們對古典文學的興

趣。 

3. 來年將於四至六年級進行「三字經與現代社會實驗教學計劃」，

以進一步培養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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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2.4 優化及發展閱讀策略技
巧 

老師在課堂中運用不同
的閱讀策略，如六何
法、概念圖、引領思維
閱讀策略等，以幫助學
生理解文章內容，並提

升學生的閱讀能力。 

2017 年 9 月 

至 
2018 年 6 月 

25/5/2018 1. 待下學期完成數據輸入及分析後，再進行檢討。 

2. 學生未能完全掌握閱讀策略，教師宜於課堂上加強訓練。 

3. 教師須於共同備課時，選取一至兩種閱讀策略，並於課堂中着學

生使用及複習。 

4. 來年核心小姐可擬定縱向策略，以有系統地為學生選取合適的閲

讀策略。 

3. 提升學生的自 

學能力 

3.1 優化課前預習課業，加
入自擬問題，提升學生
的自學能力。 

 

2017 年 10 月 
至 

2018 年 5 月 

25/5/2018 1. 大部分學生能利用自擬問題進行課前預習。 

2. 三年級已加入「提問五指關」，以幫助學生思考。 

3. 建議於其他級別加入「提問五指關」，讓學生透過自擬問題，於

課堂上互相提問及作答，以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並訓練他們的

思維能力。 

 

總結： 

1. 本年度加入了繪本活動，利用有趣的繪本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大部分學生能根據繪本故事的內容作延伸活動，惟部分年級的繪本故事未能

啟發學生創作。來年將優化繪本活動，除了重新檢視及選取不同的繪本故事外，還會加入不同的創作活動，希望學生能多發揮創意，創作更

多的作品。此外，來年也可選擇一些跟植物生長或環境保護等有關的繪本，以配合「Eduvision 學願計劃」。 

2. 本年度「校本支援計劃」雖能提升學生對語文的興趣，惟課程較為鬆散，也未能就學生的難點進行課堂設計，因此在提升學生成績方面未見

成效，故來年不會繼績參加這項計劃。來年將參加「內地老師交流計劃」，主要發展「校本普教中課程」及優化本校現有課程，除了提升老師

的教學效能外，也期望能提升學生的成績。 

3. 古詩文教學方面，本年度課程雖能增加學生對中國古典文學及中國文化的認識，惟課程較為臃腫，故來年將作剪裁及調適。此外，來年參加

了「三字經與現代社會實驗教學計劃」，於四至六年級的課程中加入「三字經」，以進一步培養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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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I. To foster the five core values of Catholicism: Justice and Truth 

Objectives Strategies Time Scale Date of Evaluation Reflection/Suggestion 

1. To emphasis the 
importance of 
justice and truth 
through activities 

and hidden 
curriculum 

1.1 Introduce topics 
related to justice and 
truth in the morning 
assembly. 

Sep 2017- 
Jun 2018  

15th January, 2018 A total number of nine morning assemblies were done in the 
first semester. Students communicate with English ambassador 
mostly during recess. To create an engaging atmosphere, it is 
advised to have classroom English ambassadors to interact with 
students in recess  

   

25th May,2018 Eight morning assembly sessions were finished. There will be 
two more to be finished from the middle of May. Compare to 
assembly sessions done in term one, all assemblies in term two 
were finished in the playground with a student-lead style of 
presentation. A majority of the teacher-in-charge trained 
students to present short dramas and presentations in the 
morning assemblies. Some students were found to be talented 
in hosting the presentations and initiating response from their 
peers. It is suggested next year morning assemblies to be led by 
students.  

 

II.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abilities and academic results  

Objectives Strategies Time Scale Date of Evaluation Reflection/suggestion 

1.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abilities 
and academic 
results 

1.1 To integrate P1 
reading and writing 
programme (Space 
Town) with the GE 
curriculum.  

Sep 2017-- 

Jun 2018 

15th January, 2018 1. As discussed and agreed in the panel meeting, teachers agreed to 

decrease the number of exercises but increase the quality of the 

exercises with authentic language use materials.  Furthermore, 

an integration of reading and writing of the Elect and Space Town 

curriculums is to be finished in ter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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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s Strategies Time Scale Date of Evaluation Reflection/suggestion 

25th May, 2018 1. Teachers selected suitable learning focuses form Space Town to 

integrate with Elect curriculum. Six GE booklets were designed 

and used during the year. Students gained some improvement in 

the richness of writing content and varieties of language.  

2. Teachers suggested that the phonics curriculum and process 

writing curriculum should be included in next year.  

3. For 2018-2019 cohort of P.2, it is suggested to keep process 

writing lesson framework for students. The writing frameworks 

(grid) co-developed this year with EDB should be included.    

1.2 Speak Up 
Refine the school-based 
speaking materials 
according to need of our 
Ss 
 

Oct 2017- 
Jun 2018 

15th January, 2018 1. Teachers commented that students responded with limited 

information during interaction part in assessment. Speak Up will 

be amended and integrated in the GE curriculum. 

25th May, 2018 1. Speak Up was helpful in increasing students’ interests in 

speaking. It provided students opportunities to conduct 

self-studies of speaking with their peers. It also helped students 

familiarized with the format of speaking assessment.  

2. Primary Three has allocated one lesson each week for intensive 

practice with materials in Speak Up. Other levels have used Speak 

Up as a supplementary to teaching of speaking skills.   

3. Speak Up speaking curriculum will be integrated in each module 

instead of printing out the Speak Up Booklet. Teachers will 

discuss the learning focus of speaking in each unit during the 

co-planning meeting. Notes and worksheets will be designed. The 

content will be recorded in the unit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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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s Strategies Time Scale Date of Evaluation Reflection/suggestion 

1.3 Refine P.4-6 writing 
task materials by 
including questioning 
techniques 

Sep 2017- 

Jun 2018 

15th January,2018 

 

1. Writing tasks will also be designed in the second term. Besides, 

designing a writing frameworks to help students in their writing, 

different levels of questions will also be included to enhance 

students’ thinking skills.  

   25th May, 2018 1. During the whole academic year, six writing tasks were designed 

in each level. Writing frameworks, different levels of questioning 

and usage of self-studied work bank were used in the design. 

During Assessment three evaluation, teachers responded that the 

design succeeded in improving students’ writing content and 

varieties of languages.  

2. To refine the school-based writing curriculum and enhanc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ofessional support from 

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Primary) Section of EDB 

will be included in module planning. 2018-2019 P.3 and P.5 

teachers will have meetings with EDB officer.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EDB officer, sets of writing tasks will be 

developed. 

3. P.2 and P.6 teaching materials that were developed in 2017-2018 

academic year will be refined and sus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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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s Strategies Time Scale Date of Evaluation Reflection/suggestion 

2. To develop students’ 
self-learning skills 

2.1 Reading Award 
Scheme 

 To equip our Ss as 

independent 

readers, we 

cooperate with 

the school library 

team to organize 

different activities.  

 Top ten English 

book readers are 

awarded as English 

Reading Stars 

twice a term. 

 Ss need to read at 

least 10 English 

books a year and 

complete four 

book reports. 

 At least one library 

lesson per term 

focus on English 

books for each 

level    

Oct 2017- 

Jun 2018 

15th January,2018 

 

1. Students can choose their own English books in the library.  

2. Students need to finish 4 book reports each school year. It allows 

them to have more time to read. 3 book reports have been 

submitted. Different levels of book reports are collected. 

3. For Reading Award Scheme, promotion is done in the STV, and 

posters of this scheme are stuck in every class. In the first term, 

4206 English books are being borrowed. The percentage is 

increased comparing to last year. The percentage of borrowing 

English books occupied 40% of the total books borrowing. 37 

students were awarded as the top 10 reading stars. 

  25th May, 2018 1. In the second term, 43 students were awarded as reading stars. 

More students borrowed English books and more awards are 

given. It is suggested that it will change to a regular programme 

next year. Students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is activity. It can 

enhance the reading ability and interest of students. It is 

recommended to continue the Scheme to sustain students’ 

interests in reading English books. 

 

 

 

 



49 
 

III. To enhance teacher’s professionalism and leadership in English subject 

Objectives Strategies Time Scale Date of Evaluation Reflection/Suggestion 

1.To develop teacher’s 
professionalism  

1.1 Recommend teachers 
to attend external 
workshop related to 
subject focus and 
share with colleagues 
topics related to 
English teaching. 

Sep 2017-- 

Jun 2018 

15th January, 2018 1. Teachers are encouraged to attend external workshop related to 

English teaching. 

2. Panels will deliver the courses information to all teachers about 

the workshops related to English teaching. 

3. Teachers will share with colleagues, in the co-planning meetings 

and at the end of term panel meetings.  

  

 25th May, 2018 1. Panels delivered the courses information to all teachers about the 

workshops related to English teaching. 

2. Six teachers attended twice external workshop. Three teachers 

attended external workshops once. 

3. Teachers will share with colleagues, in the co-planning meetings 

and at the end of term panel meetings.  

4. It is suggested panel heads and panels coordinators should be 

arranged more opportunities for external workshop. Seed teachers 

will be nomina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workshop.  

 

1.2 Organize internal 
workshop focus on 
subject needs held by 
guest speakers  

 NET section 

Nov 2017-- 

Jun 2018 

15th January, 2018 1. The BCA performance workshop provided teachers insight into 

students’ weaknesses and curriculum planning.  

2. Follow-up measures will be done in teaching and curriculum level.  

 

 25th May, 2018 A workshop operated by EDB School based curriculum offer on BCA 

performance workshop was finished in November. Teachers gained 

insight into students’ weaknesses and curriculum planning. 

2. To develop 
teacher’s 
leadership  

2.1 Regular discussions 
are held among panels 
and subject 
coordinators to 
discuss subject 
matters 

Sep 2017-- 

Jun 2018 

15th January, 2018 1. Meetings will continue to be held among panels in  

2. the second term for a close monitor of curriculum. 

3. Level coordinators will be encouraged to join the meetings when 

n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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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s Strategies Time Scale Date of Evaluation Reflection/Suggestion 

   25th May, 2018 1. Panels and subject coordinators have established a close working 

routine with irregular meetings on progress of teaching of each 

level.  

2. Panels held monthly meeting on subject matters. Twenty meetings 

were held among three subject panels in discussing subject 

matters.  

3. It is suggested to continue this module of curriculum leadership in 

the next year.  

Summary 
1. The Space Town Literacy Programme (Space Town) was implemented in Primary 1 English curriculum. However, concerning the inability of incorporating in 

school-based curriculum, students were not able to grasp four language skills interactively in real-life situations. 

 

2. Regarding Primary 2 and 3 English curriculum, PLP-R/W lessons were completed and on schedule. To a certain extent, students’ acquisition of both 

language structures and vocabulary was reinforced in reading and writing. 

 

3. With the utilization of e-learning tools, students were engaged on English Day.  English ambassadors were eager to talk to fellow schoolmates when 

holding booth games.  

 

4. English learning atmosphere could be established in English morning assemb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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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關注事項一：優化學與教效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及成績。 

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透過不同的教

學策略，培養

學生的「數字

感」和「空間

感」。 

教師於課堂，滲入日常生活

的數學元素及實物操作的教

學流程。透過培養學生的「數

字感」和「空間感」，提升學

生對學習數學的興趣和投入

感。 

全學年 5/1/2018 1. 已在各級共同備課會議中加入培養學生的「數字感」和「空間

感」的內容。 

2. 100%教師認為滲入日常生活的數學元素及實物操作的教學流

程能有助提升學生的「數字感」和「空間感」。 

3. 由於學生的數字感及空間感一般，宜透過不同的教學策略繼續

提升「數字感」、「空間感」。 

   24/5/2018 1. 學生能透過七巧板拼砌、釘板活動培養空間感及創意。 

2. 教師可利用內地教師交流計劃與速算相關的教材，能於課堂增設

與速算相關的練習機會以培養學生的數字感。建議於各級亦可加

入速算訓練及數感訓練的題目，但注意避免機械式操練。 

3. 建議可於日常加入棋類(例如:七巧板遊戲，魔力橋等)或數字卡遊

戲以培養學生的「數字感」和「空間感」。 

2. 教授不同的解

難策略，培養

學 生 高 階 思

維。 

教授學生利用不同的解難策

略以疏理對高階思維題目的

理解，學生能透過一題多解

的方式解決數學問題，提升

學生的變通力。 

各級按解難策略藍圖，配合

課題教授各種解難策略。

如：解難 4 步曲、逆向思維、

時間線、比較法、創意解

難……以提升學生高層次思

維能力。 

2017 年 9 月 

及 

2018 年 6 月 

 

5/1/2018 
 

1. 上學期各級已按教學進度教授最少兩種解難策略。 

2. 教師於課堂上觀察部分學生能透過解難策略解決數學問題。 

3. 建議在教學材料及堂課中加入以解難策略解決的相關教學內容

或題目。 

4. 建議教授解難策略後可鼓勵學生自發地紀錄學習內容。 

24/5/2018 解難策略表可加入具體內容，建議可於 3 次共備以外，科本相約就

如何於課堂加入解難策略的運用作商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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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3. 善用 AQP 評估

數據，分析學

生表現，優化

教學，提升學

習效能。 

五、六年級以 AQP 評估數

據，有系統地分析學生表

現，從而找出學生的學習難

點，以調整課堂策略及調整

課時以重溫學生的學習難

點，回饋教學，優化教學策

略，提升學與教效能。 

2017 年 9 月 

及 

2018 年 6 月 

 

5/1/2018 1. 四年級已運用 AQP 評估系統進行評估一數據分析並安排跟進事

宜。 

2. 數學科教師對 AQP 數據分析平台的認識有待提升，盼舉辦工作

坊後能讓科任對系統有更深認知，能有效善用數據分析結果回饋

教學。下學期將推展至四至六年級運用 AQP 評估數據分析學生

表現。 

 24/5/2018 1. 四、五及六年級已運用 AQP 評估系統進行評估三數據分析，科

本就數據分析報告商討跟進事宜。 

2. 六年級 PRE-S1 模擬試卷已運用 AQP 評估系統進行數據輸入，待

全級完成數據輸入後再就分析結果安排跟進事宜。 

3. 教師對 AQP 數據分析平台的認識有待提升。期望於 7 月 5 日參

加由蕭博士主講的專業分享能對系統有更深認知。 

關注事項二：強化教師的領導效能，建立專業團隊。 

總結： 

1. 數學科已按科本需要於課程策劃、評估政策、學與教策略及專業交流文化按步發展。 

2. 學生的「數字感」和「空間感」與及解難能力仍須進一步加強訓練。 

3. 本科已透過多元化學與教策略誘發學生學習動機，策略包括善用資訊科技、小組活動促進學生互動學習。 

4. 透過測考的成績數據分析(AQP)，使老師更有系統地分析學生學業成績的強弱項，並透過不同策略去跟進，能促進學與教的成效。 

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配合學校發展

需要，安排教

師專業培訓，

以提升教師的

專業知識。 

邀請專業人事到校舉辦工作

坊，以認識 AQP 評估系統的

運作，提升教師的專業知

識。 

2017 年 10 月 5/1/2018 1. 9 月 25 日已邀請蕭博士到校為科主席講解有關 AQP 系統。 

2. 數學科科主席已就 AQP 平台進行講解。 

下學期計劃會再次邀請蕭博士到校舉辦相關的工作坊，使教師更

能掌握使用評估數據回饋教學。 

 

   24/5/2018 1. 蕭博士將於 7 月 5 日下午 3 時至 5 時到本校作專業分享，內容為

提升教師對 AQP 數據分析平台的認識及數據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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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 

關注事項一﹕培育學生認識及實踐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愛德、義德、真理、生命及家庭 

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培養學生 

明辨是非，並

能尊重他人 

1.1 在日常課堂的小組活動

中培養學生分辨是非的能

力，並建立和諧的人際關

係，從而體驗尊重他人的重

要性。 

上學期： 

2017 年 9 月 

至 12 月 

下學期： 

2018 年 2 月 

至 5 月 

4/1/2018 

 

1. 上學期學生在進行科技活動(小三至小六)及主題活動(小一及

小二)中進行自評及評鑑同組同學的表現。80%以上的學生懂得

欣賞同學的表現，亦能說出要多聆聽別人的意見，互相合作才

能有更好的表現。 

2. 分組活動時，部分同學未能處理與同學爭拗時的處理方法，建

議老師可於活動後預留時間，具體讚賞合作較好的組別如何令

活動能成功進行，令其他同學明白尊重他人及分工合作的重要。  

2.    29/5/2018 1. 下學期學生在進行科技活動(小一及小二)及主題活動 

   (小三至小六)中進行自評及評鑑同組同學的表現。80% 

   以上的學生懂得欣賞同學的表現，亦能說出要多聆聽  

   別人的意見，互相合作才能有更好的表現。 

2. 分組活動時，當同學之間意見不同時，大部分同學能  

 聆聽及接受同學的意見。 

 

關注事項二：優化學與教效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及成績 

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發展校本資優

活動照顧學生

多樣性，以提

升學與教效能 

1.1 透過教師觀察、學生課

業及學業成績表現，選出在

五、六年級常識科有優異表

現的學生，為他們提供，進

行分組實驗，提升他們的科

學探究能力。 

2017 年 12 月

及 

2018 年 5 月 

4/1/2018 1. 上學期分別在 20/10、24/11 及 15/12 進行三次科學探究活動，

20 位四至六年級學生利用 Gigo 積木進行分組科學探究活動，

收回的問卷，100%學生表示活動能他們感興趣，亦能提升他們

的科學探究能力。 

2. 建議下學期加入編程活動，利用 micro:bit 教授編程及機械人概

念。 

   29/5/2018 1. 下學期已加入編程活動，利用 micro:bit 教授編程及機械人概

念，學生能利用編程去運作 micro:bit。 

2. 建議來年度可教授 micro:bit 進階課程，如結合溫度及濕度的感

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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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三：強化教師的領導效能，建立專業團隊 

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為新入職及資

歷較淺的教師提

供輔導及支援，以

協助他們融入學

校的文化及投入

教學工作 

1.1 實施指導教師計劃，讓科

統籌及科主席協助新科任

盡快適應本科課程及跟進

教學上遇到的困難，新科

任可提出建議，表達對優

化本科課程的意見。 

2017 年 

9 月及 10 月 

 

4/1/2018 1. 連嘉寶老師是鄭智美老師的指導教師、李怡珊主任是霍佳佑老

師的指導教師、洪惠城主任是何婉蔚老師的指導教師，從問卷

中反映出指導老師令新老師明白本科的教學及家課要求，他們

一致認為計劃值得保留。 

2. 建議計劃可推展至教學表現滿意的老師分享教學技巧。 

 

   29/5/2018 連嘉寶老師(3E)及關嘉齊老師(6E)於 18-5-2018 開放課堂，讓所有

常識科老師觀課及評課。評課能展示老師是學習促進者的角色。此

外，學生要預習及主動搜集資料，以提升學習效能。 

 

總結： 

1. 學生於科技學習活動及主題學習活動中的表現良好，能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和尊重他人的重要性，建議來年度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以建立個人 

的知識庫。 

2. 校本資優活動能提升學生的探究能力，建議來年度推薦資優學生參加不同種類的比賽，讓學生可以學以致用及提升解難的能力。 

3. 指導教師計劃能讓新老師順利融入學校的大家庭及適應教學工作，而新老師亦表示指導計劃效果非常好，建議下學年繼續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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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 
關注事項一 : 優化學與教效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及成績  

日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提升學生創

作，演奏及聆

聽能力 

 

優化音樂科校本課程，發展

學生創作能力、音樂聆聽及

演奏能力。 

進行音樂科主題創作活動﹕ 

一年級：自製樂器(親子) 

二年級：以動物為主題， 

創作歌詞 

三年級：故事與聲響 

四年級：自製樂器(小組) 

五年級：廣告歌(小組) 

六年級：白欖(小組) 

 

一年級： 

2017 年 10 月 

二年級： 

2017 年 10 月 

三年級： 

2018 年 3 月 

四年級： 

2017 年 10 月

至 11 月 

五年級： 

2017 年 11 月

至 2018 年 1 月 

六年級： 

2018 年 5 月 

至 6 月 

15/1/2018 1. 已進行一、二、四、五年級的主題創作活動。100%一、四年級學

生能製作簡單敲擊樂器，小部份學的作品富創意，並能進行簡單

的演奏。 

2. 90%二、五年級學生能就相關主題創作及演唱歌詞。 

3. 為使學生的主題創作活動進行得更有效能，建議下學年四年級改

為以個人形式製作樂器，而節奏句創作及演奏活動則以小組形式

進行。 

4. 下學年，可加入電子教學元素，製作電子琴或樂器，用以創作樂

句。 

30/5/2018 1.三年級已進行故事與聲響圖譜創作活動，大部份班別能創作與故事

相關的圖譜，惟部份學生於演奏部份未能依圖譜奏出相關節奏與力

度，建議下年度可加入綵排時間，讓學生先熟悉所創作的圖譜才作

演奏。 

2.可重整各級創作活動內容，宜加強各個年級創作活動的連繫，好讓

學生認識創作技巧後能逐步延伸學習。 

優化校本課程《音樂時光機》

─課堂上聆聽音樂家作品，

讓學生認識不同時代及地域

的音樂家及其作品，以及認

識作品中的音樂元素 

2017 年 10 月

至 2018 年 5

月 

15/1/2018 1. 上學期由音樂科任老師重新擬訂相關教材。學生於課堂上聆聽音

樂家作品，90%學生能於課業內顯示對音樂家有一定的認識。 

2. 80%學生能就作品作出簡單的評賞及認識作品中的音樂元素建議

下學期可選取更多元化的音樂作品作評賞及認識，以擴闊學生的

眼界。 

  30/5/2018 1.下學期已完成各級音樂家工作紙。一、二年級聆聽的作品及音樂元

素適合學生程度，學生能掌握二、三拍子元素。三年級的聆聽作品

有趣，以樂器演繹動物叫聲，能讓學生接觸多元的聲響效果。四年

級學生對《魚潭》一曲感興趣，有助學生學習旋律動向。五年級加

入音樂家久石讓的動畫音樂作品，讓學生賞析更多類型的音樂，以

擴闊學生的眼界。六年級工作紙內容多元化，以學生熟識的旋律《小

星星變奏曲》教授變奏技巧，有助學生分析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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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2.建議來年度同級科任共同檢視工作紙內容，及進行優化，以更配合

校本音樂課程。 

優化校本課程《彩虹繽紛鐘》

─一至二年級學生於課堂上

學習彩虹鐘，以提升學生的

音樂感、節奏感及演奏能力 

2017 年 10 月

至 2018 年 5

月 

 

15/1/2018 1. 80%學生能依圖像譜奏出配合音高及節奏的歌曲。小一學生能合

作利用彩虹鐘合奏《歡樂頌》、小二學生則能合奏《叮噹叮》。 

2. 本年度加購了彩虹鐘，能提高學生的參與度。可於彩虹鐘課堂內

加入遊戲及創作活動，以增加學習的趣味性。 

   30/5/2018 1. 教師於日常教學中亦有加入彩虹鐘作演奏教學，學生對此樂器有

濃厚的興趣，大部份學生能掌握合奏技巧。彩虹鐘教學有助學生

掌握歌曲的節奏和旋律，亦有助提昇學生之間的合作性。 

2. 下學年將繼續進行此校本課程，建議下學年可以教授學生演奏更

多的樂譜，如音樂書內的歌曲。 

總結﹕ 

1. 於不同的音樂活動中，包括音樂周、班際歌唱比賽、邀請團體到校舉辦音樂會等，學生都能積極參與，對學習音樂有很大的興趣。 

2. 一、二年級於常規教學中加入桌上鈴演奏校本課程，而課餘時亦開設敲擊樂組、手鍾隊及合唱團，能拓寬學生的學習經歷． 

3. 本年度學生在創造力有所提昇，於主題創作活動中，學生能創作出具新意及創造力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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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 

關注事項一：培育學生認識及實踐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 : 愛德、義德、真理、生命及家庭 

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培育學生認識

及實踐「義德」

及「真理」的核

心價值。 

價值培育 

體育老師於體育活動或比賽中，滲透

「義德」及「真理」的價值。 

全學年 15/1/2018 1. 大部份老師認為大部份學生能透過在體育活動中表現

「義德」及「真理」的價值。 

2. 體育老師繼續鼓勵同學在體育活動中表現「義德」及「真

理」的價值。 

   30/5/2018 1. 老師認為學生能透過在體育活動及比賽中表現「義德」

及「真理」的價值。 

2. 體育老師繼續鼓勵同學在體育活動及比賽中表現「義

德」及「真理」的價值。 

關注事項二：優化學與教效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及成績 

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1. 提供學生多方面   

2.    學習體育活動的  

3.    機會，培養學生 

4.    建立健康生活模 

5.    式。 

1. 運動獎勵計劃-學校約章 

(sport ACT)  

申請參與由康文署舉辦的運動獎

勵計劃，透過 sport ACT 運動獎

勵計劃，鼓勵學生恆常參與運

動，使之成為生活習慣，繼而深

化及延續參與運動，從而提升體

適能水平。 

2017 年 10 月 

至 

2017 年 12 月 

15/1/2018 1. 第一期共有 104 位學生達到銅獎或以上級別。分別金獎

有 92 人；銀獎有 4 人；銅獎有 8 人。 

2. 加強宣傳這計劃。下學期繼續推行。 

30/5/2018 1. 一至六年級同學下學期已參加 sport ACT 運動獎勵計

劃，第二期共有 151位學生達到銅獎或以上級別。分

別金獎有 121人；銀獎有 21人；銅獎有 9人。 

2. 下學年繼續推行。 

2.跳繩獎勵計劃 

為了鼓勵同學多做運動，一年級

同學可獲分派一條繩子，鼓勵他

們在課餘時多跳繩。 

2017 年 10 月 

至 

2018 年 2 月 

15/1/2018 跳繩獎勵計劃於下學期開始推行。 

 30/5/2018 所有一年級同學已獲分派一條繩子。詢問老師及同學，大

部分同學亦在課餘時多跳繩。下學年繼續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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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2.提高學生學習技

能的能力及提升

學生體育技能表

現。 

1. 體育項目發展 (校內) 

聘請專業教練，教授學生體育技

巧，並在校外或校內進行表演。

(如田徑教練及羽毛球教練) 

2017 年 10 月 

至 

2018 年 5 月 

15/1/2018 1. 20%學生已參與參與九東遊戲日及九東田徑校外比賽。 

2. 10%參與學生已獲九東遊戲日及九東田徑獎項。 

3. 下學期繼續發展已有的籃球及羽毛球體育項目。 

30/5/2018 1. 20%學生已參與參與九東遊戲日及九東田徑校外比賽。 

2. 10%參與學生已獲九東遊戲日及九東田徑獎項。 

3. 下學年發展其他體育項目，如劍擊。 

2.拔尖田徑計劃 (校外) 

安排學生參加拔尖田徑計劃，讓學

生接受校外專業的體育訓練或比

賽，以提升體育技能及身體素質。 

全學年 15/1/2018 1. 因時間及場地問題，並未有學生進行第一期訓練。 

2. 下學年繼續鼓勵學生進行訓練。 

30/5/2018 因時間及場地問題，並未有學生進行第一期訓練。學生因

時間問題亦未能安排在運動場訓練，故建議下年度取消拔

尖田徑計劃。 

總結： 

「運動約章」推行方面，獲獎學生人數未達理想，老師必須鼓勵學生定時做運動，強健身體，爭取獎章。學生早操表現投入及感興趣，並能建立做

運動的習慣，提升健康意識。學生參與校際比賽成績未達理想，必須加強學生的體適能及技術的訓練，鼓勵學生積極投入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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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科 

關注事項一：培育學生認識及實踐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真理、義德、愛德、生命及家庭 

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透過多元化的

藝術活動，發展

學生創作技

能，並認識天主

教學校核心價

值:真理和義德。 

 從聖經中選取聖經金句和故

事(分別配合天主教五個核

心價值中的「真理」和「義

德」)定為學習主題，視藝科

老師教導同學圍繞相關主題

進行反思和創作。 

 

 上學期： 

舉辦以義德故事為題材的活動 

活動：品德故事繪畫比賽 

年級：一至三年級 

活動：品德故事四格漫畫比賽 

年級：四至六年級 

 下學期： 

舉辦以「真理」為題材的活動 

活動：聖經金句書籤比賽 

年級：一至三年級 

活動：聖經金句海報設計比賽 

年級：四至六年級 

 甄選學生優異作品於校園展

示，讓學生透過欣賞以真理

及義德為主題的作品，以加

強校園的宗教氣氛。 

2017 年 11 月 

及 

2018 年 3 月 

 

5/1/2018 1. 超過 90%學生出席活動並完成創作。 

2. 10%優異表現的作品中挑選冠軍、亞軍、季軍及優異獎各一名。 

3. 90%學生能達標。 

4. 上學期已舉辦「義德」設計比賽，大部分班級表現良好。 

5. 建議低年級組別可加入對話框加強表達作品的「義德」信息。 

6. 建議把作品陳展於校園裏。 

 

 

3/5/2018 1. 下學期舉辦的「真理」設計比賽，大部分班級表現良好。建議

下學年可與宗教科合辦跨學科學習內容。 

2. 90%學生能透過創作，以漫畫、海報、書籤等形式表達日常生活

中如何實踐「義德」及「真理」兩大核心價值。 

3. 從 10%優異表現的作品中挑選冠軍、亞軍、季軍及優異獎各一

名，得獎作品陳展於校園視藝科壁報板供師生欣賞。 

4. 師生在校園中欣賞以真理及義德為主題的作品，在潛移默化下

陶冶性情，加強校園的宗教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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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舉辦創世紀玻璃壁畫親子設

計比賽，以玻璃畫的形式展

示於小聖堂的玻璃上展示創

世紀中上帝創造天地的過

程，並借這個機會提升學生

對創世紀的認識。 

參與對象： 

一至六年級的學生和家長 

2017 年 12 月 

及 

2018 年 5 月 

 

3/5/2018 1. 學生在此活動中表現踴躍，並能籍此了解到上帝創造天地的過

程，加深對聖經的認識。 

2. 小聖堂以創世紀為主題的玻璃壁畫能有助加強學校的宗教氣

氛。 

關注事項二：優化學與教效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及成績 

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照顧學生多樣

性，發展學生的

潛能，以提升學

生的藝術造詣。 

發展校本資優課程，識別具藝術

創作天份的學生，加入視覺藝術

人才庫以提升適切的課程，並積

極參與校外比賽。 

學習重點： 

塑膠彩班：印象流派和現實派 

陶藝班：人物造型 

年級：四、五和六年級  

形式：在課堂以外進行，鼓勵人

才庫的資優學生參加課堂 

2017 年 11 月 

至 

2018 年 5 月 

 

5/1/2018 1. 兩個課後資優興趣班已在 11 月份開辦，出席率達 90%。 

2. 陶藝班已完成 2 個作品;塑膠彩班已完成 3 份作品。 

3. 80%參與課程的學生能獲得參與證書。 

4. 四年級新加入的學生因初次接觸塑膠彩，故此較難掌握「濕畫」

的繪畫技巧，建議加入過渡性的技巧練習。 

5. 佳作將安排於下學期年終展出，以鼓勵同學創作。 

3/5/2018 1. 塑膠彩班已完成 6 份作品並參與兩項校外比賽，其中亞太兒童

繪畫比賽 2018(玩轉繽 FUN 復活節) 一位學生獲得冠軍及三位

學生獲得優異獎。同時，一位學生於 J3-J12 港兒童繪畫比賽(J11

組西洋畫)獲得銅獎，兩位獲得優秀獎及一位獲得嘉許獎。 

2. 由於學生表現投入，成績優異，建議下年度保留此興趣班。 

3. 陶藝班已完成 4 個作品。80%參與課程的學生認同課程能提升

他們的藝術知識並能獲得參與證書。建議將陶藝班改成立體創

作班，讓學生製作多元化的立體創作，接觸不同媒介的創作，

以及進行小組創作活動，培養共同能力。 

4. 建議課後興趣班於 10 月開班，以免課程與其他活動的比賽時間

相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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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三：強化教師領導效能，建立專業團隊 

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引入外間專業支

援，提升教學效

能，以提升教師的

專業知識。 

邀請校外專業人士到校分享不

同媒介的創作技巧，並於課堂

上教授相關的教學技巧。 

進修工作坊主題: 

上學期：紙黏土和輕黏土創作 

下學期：版畫創作 

2017 年 11 月 

及 

2018 年 4 月 

 

5/1/2018 1. 上學期已在 11 月完成輕黏土創作教師工作坊，100%老師認

為工作坊能提升他們對輕黏土的認知及技巧。大部分老師認

為輕黏土工作坊有助他們的教學，並能在課堂中運用相關教

學技巧。 

2. 因為需要配合駐校藝術家的課程發展，所以下學期將改動工

作坊內容為水墨畫，並於 3 月舉行。 

3/5/2018 1. 下學期於三、四年級推展駐校藝術家計劃，藝術家到校與本

校教師協教兩個課題，三年級進行水墨畫創作及輕黏土創

作，四年級進行水墨畫創作及恤衫紮染。同學上課積極，十

分享受創作過程，並能體驗以不同的媒介及物料進行創作。

所有作品將於 6 月下旬的校內年終視藝展覽展出，一同分享

學習成果，其展覽對象為本校全體師生、訪校幼稚園小朋友

及其家長以及來年小一新生及其家長。  

2. 100%老師認為水墨畫工作坊能提升他們對水墨畫創作的技

巧，並能在課堂中運用相關教學方法。 

3. 建議下學年舉辦紮染及版畫拓印工作坊。 

 

總結： 

1. 本年度與宗教科舉辦多項校內繪畫比賽，其中創世紀玻璃壁畫親子設計比賽最受歡迎，各級最佳設計大獎以玻璃畫的形式展示於小聖堂的玻

璃上，供校內及校外人士欣賞，增加校內宗教氣氛。 

2. 本校首度於三、四年級推展駐校藝術家計劃，邀請校外專業導師到校與本校視藝老師進行協作教學及進行專業交流。老師與藝術家共同合作

教學，透過課堂觀摩及教師工作坊，提高他們對視覺藝術的專業知識。同時，計劃亦著學生以不同類型的創作媒介及素材進行創作(紮染、水

墨畫及黏土)，甚見成效，學生對視藝的興趣及技能均得以提升。而課堂剪影和所有學生作品均於校園內展示，獲得本校學生、家長及到校參

觀人士的認同。建議下年度繼續推展駐校藝術家計劃，並擴展至一至六年級，讓更多老師和學生參與其中，增進學與教效能，及進一步透過

藝術家的專業推動本校視藝術科的專業發展。 

3. 本年度多位學生於校外比賽中表現優異，而塑膠彩班學生的繪畫技巧進步不少，亦於校外比賽屢獲佳績，建議下年度繼續積極鼓勵學生參與

校外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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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培育組 
 

關注事項一：培育老師及學生認識及實踐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真理、義德、愛德、生命及家庭（本年度重點發展「真理」及「義德」） 

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1 讓學生認識及

實踐天主教辦學

的五大核心價值

（本年度重點發

展「真理」及「義

德」） 

1. 宗教老師拍攝有關

「真理」和「義德」

的短片，於課堂上

播放，並與學生進

行討論。 

2017 年 11 月 

至 

2018 年 6 月 

4/1/2018 1. 上學期未有安排，故於下學期跟進有關項目 

2. 除拍攝短片之外，建議教師設計兩難的情境，讓學生討論。 

29/5/2018 教師創設一些兩難的情境，與學生討論，從中向學生貫輸「真理」和「義

德」的訊息，學生投入地討論，能分享己見。 

 2. 由宗培組提供一些

有關「真理及義德」

的聖經金句及解

釋，讓各班選出班

本的金句，作為整

年的學習目標，學

生並以該班聖經金

句設計書籤。 

2017 年 9 月 

至 

2018 年 6 月 

4/1/2018 1. 已完成工作紙設計及工作備忘，將於評估二後進行。 

2. 下學期進行反思及建議。 

 29/5/2018 同學為班本聖經金句設計書籤及完成工作紙，藉此反思如何在生活中實踐

金句的意義。在書籤作品中，學生能展示如何履行義德、關懷弱小。而佳

作則已製作成書籤，將由科任在課堂上派發給宗教科考試中獲優異成績、

上課專心的同學，以示鼓勵。 

 3. 邀請天主教正義和

平委員會介紹該機

構如何實踐真理及

義德。 

2018 年 1 月 4/1/2018 1. 由於正義和平委員會的教材不太適合小學生的程度，故將另邀請神職

人員到校分享有關義德和真理的課題，於四月前進行 

2. 下學期進行反思及建議 

   29/5/2018 溫國光神父於 22/3/2018 到校進行義德及真理講座，為四至六年級的同學介

紹義德及真理。學生明白在關心弱勢社群之前，我們要先反思在家中，有

沒有也履行這相同的愛。建議於來年度可配合節慶，鼓勵學生多關心家人，

如：製作心意卡。另外，亦可與訓輔組合作，籌劃一些社區愛德服務，讓

學生有機會身體力行，服務弱勢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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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2 讓老師認識天

主教辦學的五大

核心價值（本年度

重點發展「真理」

及「義德」） 

1. 邀請香港天主教勞

工事務委員會到校

向老師介紹「真理」

和「義德」 

 

2017年 9月 29

日 

4/1/2018 1. 為配合學校需要，29/9 教師發展日進行了 STEM 活動。 

2. 由於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的涉及的層面不太合適老師的需要，

故將另邀請神職人員到校分享有關義德和真理的課題，於四月前進行。 

3. 下學期跟進。完成後才反思及建議。 

   29/5/2018 夏其龍神父於 23/2 到校為教師進行講座，為教師講解義德及真理。根據教

師問卷調查結果，全體教師認為是次講座能讓他們對義德及真理增加認識。 

 2. 老師透過籌備以

「真理」及「義德」

為主題的週會，能

對「真理」及「義

德」兩大核心價值

加深認識，並能向

學生介紹有關「真

理」及「義德」的

生活實際例子 

2017 年 9 月 

至 

2018 年 6 月 

4/1/2018 1. 上學期，訓輔組已安排老師進行有關真理及義德的週會六次。 

2. 建議在週會中介紹的主保聖人，應揀選一些學生較容易掌握的聖人故

事，也可以用級主保聖人的故事以介紹他們如何實踐「真理」及「義

德」。 

3. 為加強天主教的幅度，教師講述有關五大核心價值的時候，可參考天

主教有關真理及義德的文獻，以強調天主教的義德及真理。 

4. 建議負責週會的同事在週會開始的時候，以天主教及聖經角度給週會

主題作出定義。 

 

關注事項二：增加老師及學生對天主教信仰的認識，推動學校的福傳工作 

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2.1 提升宗教科老

師個人靈修的素

質 

1. 安排每位宗教科老

師參加靈修講座或

活動。 

2017 年 9 月 

至 

2018 年 6 月 

4/1/2018 1. 上學期全部宗教科老師均出席最少一次宗教講座及活動，人次為 16

次。 

2. 其中，全體宗教科老師已於 4/11/2017 出席由天主教香港教區教理委

員會所舉辦的「不要讓人小看你年輕」工作坊。 

3. 可利用「不要讓人小看你年輕」工作坊中講者介紹的教學活動應用在

宗教活動上，以配合「青年年」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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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29/5/2018 上、下學期全部宗教科老師均出席最少一次宗教講座及活動。人次為 28

次。其中，宗教科老師於 1/4/2018 參與了天主教耶穌復活堂主保瞻禮感

恩祭。 

 2. 安排宗教科老師參

加退省活動或朝聖

活動，並邀請神長

主持，以洗滌心

靈，更接近天主。 

2018 年 

3 月 24 日 

及 

2018 年 

7 月 17 日 

4/1/2018 下學期跟進。完成後才進行反思及建議。 

29/5/2018 已安排宗教科老師出席 26/5 由耶穌復活堂舉辦的聖體聖母像出巡活動。參

與的老師表示能沿途頌唱聖詠及誦唸玫瑰經，向街坊介紹天主教信仰，此

活動很有意義。另外，將於七月邀請泰澤團體帶領全體教師進行泰澤祈禱。

完成後才進行反思及建議。 

31/8/2018 18/7 全體老師到聖方濟各堂朝聖，聖堂導賞員為老師介紹聖堂內的佈置及

聖方濟各的事蹟，而校監馮神父亦即時解答老師在信仰上的疑問，是次朝

聖增加了老師對聖堂及聖人的認識；朝聖第二部份，由泰澤團體的曹頓文

修士及義工帶領老師進行泰澤祈禱。老師們覺得整個祈禱很感動。建議將

來也可以邀請其他天主教信仰團體為老師分享。 

2.2 讓非公教老師

增加對天主教教

會的認識 

1. 由宗教科老師帶領

其他非公教老師參

與宗教聚會，讓老

師認識基督精神，

身心靈獲得舒緩，

並加強彼此認識及

增加對天主教信仰

的認識。 

2017 年 10 月 

2018 年 1 月 

2018 年 3 月 

2018 年 5 月 

4/1/2018 1. 已於 20/11 進行第一次教師宗教聚會，8 位非公教老師、8 位公教老

師，共 16 位老師出席。主題是「天主創造天地」，老師投入活動，學

懂欣賞天主創造的萬物及互相欣賞。 

2. 建議可進行多元化活動，以增加老師間的互動，以加強彼此認識。 

 29/5/2018 1. 23/2 由宗培組老師向全體老師介紹「青年年」工作坊中學到的活動，

以提示教師可以怎樣令同學認識自己。從教師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是

次分享能給教師新知識和啟發。 

2. 將向公教老師及非公教老師派發關於聖母的文章，讓老師更能認識聖

母瑪利亞，認識天主教信仰。 

 2. 邀請非公教老師參

與耶穌復活堂主保

瞻禮及福傳活動，

讓非公教教師認識

天主教信仰 

2018 年 

4 月 1 日 

4/1/2018 下學期跟進。完成後才進行反思及建議 

 29/5/2018 1/4 共 26 位老師出席耶穌復活堂主保瞻禮感恩祭及聚餐。當天感恩祭由楊

鳴章主教主祭，老師明白耶穌復活的意義，亦增加對天主教信仰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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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2.3 增加老師及學

生對天主、聖母、

耶穌及聖人的德

行的認識 

1. 配合教會節令，舉

行不同的宗教禮

儀及活動，讓學生

及老師認識宗教

禮儀、節令的意義

及天主教五大核

心價值。 

2017 年 9 月 

至 

2018 年 6 月 

4/1/2018 1. 22/9 進行教育日祈禱禮，主題為「世界的光」，學生明白他們要作為

世界的光，要幫助其他人認識天主。學生對話劇感到有興趣，亦投入

祈禱及頌唱聖詠。老師透過分享自己的教學經驗，十分生活化，也能

帶出我們是別人的光的道理。學生以老師作為學習的楷模，從老師的

言行，學習如何成為別人的光。 

2. 9/10 玫瑰月祈禱禮，由馬德良神父主講。馬神父向學生介紹聖母瑪利

亞，並提醒他們要學習瑪利亞天主的忠信，以及多祈禱。學生能投入

祈禱及用心聆聽神父的講解。馬神父的到來，讓學生更了解學習聖母

德行的重要，建議下學年仍邀請神長講道。另外，建議聖經故事由學

生現場演繹，以增加氣氛。 

3. 19/12 聖誕慶祝活動，主題是「感恩時刻」，透過聖家的故事及信仰小

故事的分享，學生明白我們應時刻感謝天主。家長和老師滿意整體安

排。除聖誕話劇外，亦可加強有關讀經及頌唱聖詩，讓宗教氣氛可再

濃厚一些。另外，本年度將學生分為兩批（分別為一、三、四年級及

二、五、六年級），氣氛較好，值得來年繼續如此安排。 

   29/5/2018 1. 23-24/2 進行長洲信仰探討營，主題為「我不怕凶險，因天主與我同

在」，神師為馮賜豪神父。從學生問卷調查顯示他們能從不同遊戲和活

動中，體驗天主教團體的信仰生活，以愛德在生活中作見證。 

2. 5/3 四旬期禮儀，主題是「耶穌說：『你還缺少一樣……』」。老師和學生以

話劇演繹耶穌為門徒為洗腳的故事，老師提醒學生要學習耶穌的服務

精神，並身體力行去行事。學生對話劇十分感興趣。 

3. 於四旬期，牧民助理及宗教科科任帶領學生到小聖堂進行拜苦路，著

學生默想耶穌的苦難。 

4. 本校參加耶穌復活堂五十周年堂慶活動，包括徽號設計創作比賽及標

語創作比賽，成績優異。 

5. 牧民助理於小息與學生進行宗教活動，例如填色活動、聖經故事分享、

唸玫瑰經、閱讀宗教圖書、祈禱、Action songs 等。學生樂於參與，

對活動很感興趣。 

6. 於聖母月，牧民助理及宗教科科任帶領學生到小聖堂或聖母山進行聖

母月獻花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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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7. 26/5 聖體聖母像出遊，由本校出發，巡遊至觀塘瑪利諾書院。本校有

約 30 位學生出席，學生們沿途誦唸玫瑰經、詠唱聖詠及聆聽聖言，學

生對是次活動感興趣，亦對禮儀感到好奇。7/8 將進行福傳嘉年華活

動。 

   31/8/2018 8/7 耶穌復活堂聯同鐸區內四間中小學於本校舉行了福傳嘉年華。當天活

動豐富，而本校負責的模擬主日學也吸引不少小朋友參加，反應良好。 

 2. 每 級 設 「 級 主

保」，讓學生認識

該聖人的德行，並

在日常中實踐。 

一年級：聖母瑪利亞 

二年級：大聖若瑟 

三年級：聖伯多祿 

四年級：聖方濟各亞西

西 

五年級：聖奧斯定 

六年級：聖若望鮑思高 

2017 年 9 月 

至 

2018 年 6 月 

4/1/2018 1. 在課室內，教師已張貼有關級主保的背景及事蹟，及在宗教堂上，向

學生介紹聖人的行實，讓學生認識該聖人的德行。按科任老師的提問

及觀察，學生能說出級主保聖人如何實踐德行。 

2. 可在樓層走廊張貼有關級主保的事蹟和相片，令學生印象更深刻。 

 29/5/2018 1. 配合來年度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一及二，建議來年優化有關級

主保的學習內容，深化學生對級主保聖人的認識，以加強學生的價值

及品德培育，鼓勵學生以級主保聖人為榜樣，在日常生活中實踐愛主

愛人的精神。 

2. 建議來年進行級主保造型繪畫比賽，鼓勵學生認識級主保聖人事跡，

學習聖人芳表。 

 

總結： 

1. 透過課堂上教導及嘉賓的講解，學生對天主教教育五大核心價值有進一步了解。在討論情境題的時候，學生能指出情境題中的主角所犯的錯

誤及應該如何履行義德。 

2. 全年的禮儀活動能向學生介紹天主教的節令及其意義，提醒學生應愛惜生命、實踐真理及義德、愛家人及多作愛德的工作。 

3. 本年本校參與耶穌復活堂區各項的堂慶活動，讓老師和學生多了機會認識天主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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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科 

關注事項一：優化學與教效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及成績。 

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推廣普通

話，加強學生

使用普通話

的技巧 

 

1. 優化校本普通話課程 

 

1.1. 於小二普通話課時，運

用《拼音快樂誦》作重

温，讓學生更有系統地

學習和掌握拼讀的技

巧。 

全學年 

 

 

 

 

5/1/2018 1. 在上學期已於普通話課時運用《拼音快樂誦》作重温聲母及單韻

母。透過教師觀察，學生已能背誦單韻母的口訣。於下學期時繼

續教授《拼音快樂誦》複韻母部分。 

2. 建議於下學期加入《拼音快樂誦》口訣小評估，評估以紙筆測試

形式隨堂進行。 

  28/5/2018 1. 上學期時，大部分學生已能掌握聲母及單韻母；下學期主力溫習

《拼音快樂誦》內複韻母的口訣，但由於數量較多，學生容易混

淆相似的韻母。 

2. 建議在下年度的普通話課堂時仍要不時抽問學生拼音，並多與學

生拼讀，以鞏固學生所學。 

3. 下年度起，一、二年級將全班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文，普通話的

校本課程將與中文科課程結合，讓學生更有系統地學習普通話拼

音。 

 2. 創設語境，讓學生能多接

觸和運用普通話 

 
2.1  培訓普通話大使，在二

至四年級中挑選二十

名學生，協助於普通話

日進行語境活動。 

 
2.2  於星期三之普話日安

排「普通話遊樂天

地」。學生以普通話作

為交流語言，進行不同

類型的學習活動及遊

戲。 

全學年 

 

5/1/2018 1. 上學期已進行共 9 次普通話小息活動。根據老師觀察，普通話大

使表現積極。 

2. 高年級學生經常忘記攜普通話護照到操場進行活動。 

3. 建議於下學期繼續於小時段，以小遊戲形式進行活動。並多購買

一些操作簡單的棋類遊戲，讓普通話大使在小息時帶進課室進行

活動。藉以吸引更多同學參與活動，增加運用普通話進行交流的

機會。 

  28/5/2018 1. 下學期時，已轉用一些操作簡單的棋類遊戲，讓普通話大使在小

息時帶進課室進行活動。相比上學期，能吸引 

2. 更多同學參與活動，增加運用普通話進行交流的機會。 

3. 很多時，同學到達操場後才發現自己忘了帶備普通話護照，以致

未能獲得攤位遊戲的印章。 

4. 建議於下年度起，建議使用平板電腦進行普通話活動，以增加趣

味性。另外，建議在來年訓輔組獎勵計劃中加入「語境篇」，令學

生可以集中收集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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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3. 推廣普通話科學習資

源，鼓勵學生自學普通話及

提升學習普通話的動機 

3.1 於普通話日早會時段，

教師透過校園電視台向

學生推介不同的網上資

源，讓學生學習普通話

知識，把普通話語境教

學延續至課後時間。    

全學年 

 

5/1/2018 建議於下學期普通話護照內加入與推介之網上資源相關的題目。 

  28/5/2018 在下學期的普通話護照內加入與推介之網上資源相關的題目。但由於

學期尚未完結，而致未能收集同學的普通話護照以統計結果。 

總結： 

1. 本年度於小二普通話課時，運用《拼音快樂誦》作重温，科任老師均表示，重溫拼音能讓學生更有系統地學習和掌握拼讀的技巧，建議來年度繼

續進行。 

2. 於星期三之普話日安排「普通話遊樂天地」。學生以普通話作為交流語言，進行不同類型的學習活動及遊戲。建議於下年度起，建議使用平板電

腦進行普通話活動，以增加趣味性。 

推廣普通話科學習資源方面，鼓勵學生自學普通話方面，仍需繼續努力，下年度可從平板電腦入手，推廣普通話程式，增加同學學習普通話的

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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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科 

關注事項一：培育學生認識及實踐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中的真理及義德 

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1 透過舉辦電腦科

學藝活動，提昇

學生的資訊科

技能力，並認識

天主教的核心

價值，培養學生

公平公正的態

度。 

1.1.1 與宗教科合作，舉辦

學藝比賽(電腦繪畫

比賽及輸入法比

賽)，學生透過比賽

體驗公平競爭的重

要，以培養學生公平

公正的態度。 

2018年1月及

4 月 

15/1/2018 待活動完結後才作檢討 

28/5/2018 1. 三至六年級學生在電腦繪畫比賽中的表現一般，加上已舉辦多

年，已失去新鮮感，故建議下學年可改辦一些編程設計比賽。 

2. 輸入法比賽則可繼續保留，以便提升學生運用中英文輸入法的

能力。 

 

關注事項二：優化學與教效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及成績 

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2.1 加入編程教

學，完備學校電

腦科課程。 

2.1.1 一至五年級會在本

學年加入編程教學。 

 

小一、小二、小三會

加入教授 Scratch Jr 

小四會加入教授

Scratch 

小五會加入教授運

用 mBot 學習

Scratch 

2017 年 9 月 

至 

2018 年 5 月 

15/1/2018 1. 在授課前，各級老師可先作一次共備，以便能互相支援。 

2. 因小一在下學期開始學習 Scratch Jr，故在下學期才可作檢討。 

3. 小二、小三在下學期依計劃繼續教授 Scratch Jr。 

4. 因學生的學習成效欠佳，故建議小四、小五在下學期改為教授

micro:bit，希望學生能運用新工具來提升學習編程的成效。 

  28/5/2018 1. 小一學生對學習 Scratch Jr 展現出濃厚的興趣，也能掌握基本的

操控技巧，故建議下學年可繼續在下學期教授 Scratch Jr。 

2. 小二、小三學生對學習 Scratch Jr 也展現出濃厚的興趣，大部份

學生能製作一個簡單的故事的操控技巧，故建議下學年小二繼

續教授 Scratch Jr，而小三學生因在小二時已學習 Scratch Jr，

故需要另教新的單元。 

3. 因學生的學習 mBot 車的成效欠佳，故小四、小五在下學期改

為教授 micro:bit。學生在學習 micro:bit 的過程中，展現出無比

的信心及興趣，故建議下學年小四繼續教授基礎的 micro:bit，

而小五學生則教授深層次的 micro:bit，以便提升運用 micro:bit

來學習編程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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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三：強化教師領導效能，建立專業團隊 

目標 執行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3.1 強化學與學效

能，提升教師

專業知識。 

3.1.1 安排各科任參與有關

電腦編程教學之課

程，以提升教師的專

業能力。 

 

2017 年 9 月 

至 

2018 年 5 月 

15/1/2018 1. 下學期 1 月 29 日開始會外聘導師在小四各班分別教授四堂

microbit，將會編排老師到場觀課，以便學習相關的內容。 

2. 下學期會在課後時間安排教師在校內進行分享曾參與的電腦編

程教學之培訓內容。 

   28/5/2018 1. 下學期外聘導師在小四各班分別教授四堂 micro:bit，並已編排

老師到場觀課，以便學習相關的內容。老師到場觀課，不單能

更深入了解 micro:bit 的操控技巧，更可觀摩導師的教學技巧，

從而達至教學相長。 

2. 下學年會在課後時間安排教師在校內進行分享曾參與的電腦編

程教學之培訓內容。 

 

總結： 

在一至三年級使用平板電腦教授 Scratch Jr，提高學生對資訊科技的興趣和創意思維。透過與外間機構合作，試行協作教授 micro:bit，能提升老師及

學生的編程知識與能力，而且提升學生對編程的興趣，從而能發掘學生在電子資訊科技的潛能。建議來年度整合本年試行的課程，並深化編程學習

及平板電腦的應用，循步漸進發展校本課程，並在各級全面推行，提升學生資訊科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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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我們的學與教 

1. 本校的課程設計配合教育發展新趨勢，於電腦、視覺藝術及常識科引入 STEM 教育，提升學生的解難能力、創意思維和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 

2. 各科於評估後進行學生學業成績分析會議。透過分析會議，科任能更清楚學生的弱項，並作教學上跟進。 

3. 本年度中文、英文及數學科利用 AQP 平台進行數據分析，能更有系統地分析學生的強弱項，並透過不同策略去跟進，促進學與教的成效。 

4. 本年度視覺藝術科與宗教科合辦「創世紀玻璃壁畫」親子繪畫設計比賽，獲最佳設計大獎的作品已被學校採納，作為本校小聖堂的玻璃壁畫

裝飾，活動除增加校內宗教氣氛外，學生的創造力更獲得校內外人士的高度讚賞。 

5. 本校首度推展駐校藝術家計劃，邀請校外專業導師到校進行專業交流。藝術家與本校老師共同協作教學、設計校本課程及主持教師工作坊，

有效提高老師對視覺藝術的專業知識。學生以不同類型的創作媒介及素材進行創作，甚見成效。 

6. 電腦科在一至三年級使用平板電腦教授 Scratch Jr，提高學生對資訊科技的興趣和創意思維。透過與外間機構合作，試行協作教授 micro:bit，

能提升老師及學生的編程知識與能力，而且提升學生對編程的興趣，從而能發掘學生在電子資訊科技的潛能。 

7. 學校善用人力和財政資源，申請各項款。如善用學校發展津貼舉辦多元智能活動 ；善用資訊科技津貼增設電子學習資源；善用在小學推動

STEM 教育的一筆過津貼開展校本 STEM 教育課程和活動；參與教育局「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試辦計劃」(試辦計劃)，與內地姊妹學

校舉辦不同層面的交流活動，有助加強師生對內地教育的了解、促進文化交流；利用「推動中國歷史及文化的一筆過津貼」，改善教學和開展

有助推動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教育的校本活動。 

8. 本校與多間中、小、幼學校協作 EduVision 計劃，推動 STEM 教育，擴闊學生的學習領域和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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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1. 為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本校的支援策略是以「全校參與」、「及早識別、及早支援」和「家校合作」為原則，希望從不同層面，不同範疇

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協助他們解決在學習、社交和語言溝通上所遇到的困難，讓每位學生的潛能得以發揮。 

2. 為了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學校設有支援學業成績稍遜學生的加強輔導教學計劃、區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及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以輔導

教學班、教師助理入班支援和功課輔導三種形式進行，藉以幫助有學習困難的學生。學校會因應學生的情況在課程和教學上進行調適，務求

能全面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個別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會接受「個別學習計劃」，亦會於小一推行及早識別計劃，有關老師、家長及教育心

理學家會定期舉行會議，為有需要的學生制定適切的支援服務，並適時進行檢討。 

3. 本年度學校繼續與校外機構合作推行「校本言語治療計劃」，為約 60 位學生提供加強言語治療服務，在預防、治療和提升學生語言能力三個

範疇方面，為有語障的學生提供有效的訓練。言語治療師除了為有言語障礙的學生提供專業的訓練外，更會舉辦全校性家長講座，讓家長能

為學生在家中進行有效的練習，增加學習語文的成效。言語治療師亦會與家長聯繫，以協助學生提升及改善說話的技巧和能力。 

4. 本年度沒有合符資格接收新來港支援服務的小一學生，新來港支援服務對象為小二至小六的學生。本年度與明愛機構合作開辦「新來港學童

適應課程」，舉辦了三參觀活動，分別參觀了香港科學館、歷史博物館及太空館，讓新來港學童認識香港及香港社會在科研及太空科技上的成

就。在英文學習方面，為小二至小四共舉辦了 6 節英文拼音班， 讓學生透過有趣及互動遊戲學習英文拼音，幫助他們閱讀英文字詞和句子。

除此以外，為小五及小六學生舉辦了 20 節英文聽說班，透過朗讀訓練及聆聽訓練提昇學生在英文聽說的信心及技巧。在粵語學習上，為小二

至小四共舉辦了 6 節廣東話聽說班，導師透過遊戲及筆記教授廣東話發音技巧和廣東話常用語句等。 建議下年度可按學生需要舉辦更多英文

課程，增強學習英文的支援。 

5. 訓輔組、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及宗教培育組為學生提供預防性及發展性的活動，有效幫助學生健康成長及完成愛德的行為及服務。 

6. 學校為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安排各類學習活動，以提升他們的學習效能、擴闊他們在課堂以外的學習經驗，並增強他們對社會的認識和歸屬感。

本年度安排約 240 名學生參加區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及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為有經濟困難的學生進行功課輔導、專注及記憶力訓練小組、

情緒管理及專注力提升班及興趣小組等，又舉辦了六次的外出參觀活動，讓他們也有機會發展多方面的潛能及擴闊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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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學生表現 

1. 在學生學業以外的表現上，本校學生積極參與各類型的校外活動和比賽 (包括：語文、數學、常識、視覺藝術、音樂及體育等)，並取得不

俗的成績。 

2. 在2017-2018年度，本校共獲得超過400個參賽人次的獎項，而較突出的獎項包括：天主教耶穌復活堂區50周年堂慶標語創作比賽(小學組冠

軍)、天主教耶穌復活堂區50周年堂慶徽章創作比賽(小學組季軍)、2018華夏盃總決賽(二等獎)、2018 AIMO 晉級賽(金獎)、香港天主教教

區學校聯會(小學組)第四屆數學比賽(二等獎)、創科自駕遊神州：全港小學X-CAR電動車大賽(三等獎)、聯校音樂大賽2018(小學合唱團挑戰

組銀獎)、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2018(手鐘初級組銀獎)、優質教育基金20周年海報設計比賽(冠軍)、亞太兒童繪畫比賽2018玩轉繽fun復活

節(冠軍)、第二屆香港「學界」光雕節(最佳美術設計獎)、2017-2018年度J3-J12全港兒童繪畫比賽(優秀獎)、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2017-18

年度金章校外評審(金章)、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冠軍)、2017-2018香港學生運動員獎、第四屆《基本法》全港校際問

答比賽小學組(最積極參與學校獎)、第三屆香港小學生創意閱讀報告比賽(多媒體組亞軍)、香港男子青少年跆拳道隊際賽2017(男童色帶組冠

軍)、第45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中國舞 少年組高小銀獎)、第54屆學校舞蹈節小學低年級組中國舞(群舞甲級獎)、香港學校戲劇節2017/18(傑

出演員獎)、第十四屆全港小學普通話話劇比賽(最佳演員獎)及其他獎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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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年度校際活動/比賽得獎項目總表》 

科/組 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 獲獎學生姓名 

宗培組 第十四屆兒童及青少年讀經比賽 季軍 6E 黃玥 

宗培組 第十四屆兒童及青少年讀經比賽 殿軍 6A 鄧淑怡 

宗培組 第十四屆兒童及青少年讀經比賽 優異 4D 劉卓盈 

宗培組 第十四屆兒童及青少年讀經比賽 優異 4D 王玥 

宗培組 第十四屆兒童及青少年讀經比賽 優異 5B 劉文鍵 

宗培組 第十四屆兒童及青少年讀經比賽 優異 6A 周樂欣 

宗培組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天主教經文(優良) 5D 陳穎妍 

宗培組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天主教經文(優良) 6B 羅雪瑜 

宗培組 天主教耶穌復活堂區 50 周年堂慶 標語創作比賽 小學組冠軍 6E 廖謙瑜 

宗培組 天主教耶穌復活堂區 50 周年堂慶 標語創作比賽 小學組亞軍 1D 陳玟伽 

宗培組 天主教耶穌復活堂區 50 周年堂慶 標語創作比賽 小學組季軍 6E 邱子健 

宗培組 天主教耶穌復活堂區 50 周年堂慶 徽章創作比賽 小學組季軍 4D 李珮瑄 

中文 第二十二屆全港中小學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初級組冠軍 2D 李軒心 

中文 第二十二屆全港中小學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亞軍 2D 廖炫斌 

中文 第二十二屆全港中小學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季軍 1E 簡穎欣 

中文 第二十二屆全港中小學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中級組冠軍 4B 蔡寶鈴 

中文 第二十二屆全港中小學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亞軍 4D 李珮瑄 

中文 第二十二屆全港中小學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季軍 4C 何啟華 

中文 第二十二屆全港中小學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高級組冠軍 5B 鄭曜 

中文 第二十二屆全港中小學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亞軍 5B 劉文鍵 

中文 第二十二屆全港中小學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季軍 5D 張展熙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女子組(季軍) 3E 吳倩怡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女子組(優良) 3E 蘇嘉穎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女子組(優良) 4D 梁思琪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普通話小學五、六年級─女子組(優良) 5E 翁霈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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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普通話小學五、六年級─女子組(優良) 6B 林凱淇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普通話小學五、六年級─女子組(優良) 6E 彭淑冰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普通話小學五、六年級─女子組(優良) 6E 陳梓婷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男子組(優良) 3D 李錦鍵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普通話小學五、六年級─男子組(優良) 6B 郭宇濤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普通話小學五、六年級─男子組(優良) 6E 黃兆熙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三年級─女子組(優良) 3E 黃樂瑤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四年級─女子組(優良) 4E 林君鈺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五年級─女子組(優良) 5C 王楚欣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優良) 3A 趙珮淇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優良) 3A 袁偉菲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優良) 3A 梁紫晴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優良) 3D 陳凱曼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優良) 3D 黃雅琳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優良) 3D 李錦鍵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優良) 3D 梁凱霖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優良) 3D 梁志聰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優良) 3E 吳倩怡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優良) 3E 黃同欣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優良) 3E 張敏琪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優良) 3E 李灝林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優良) 3E 蘇嘉穎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優良) 3E 黃樂瑤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優良) 3E 許錦恩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優良) 4A 鄭潁詩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優良) 4B 謝承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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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優良) 4C 容晴晴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優良) 4D 姚欣銀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優良) 4D 林境謙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優良) 4D 蘇浩龍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優良) 4D 王玥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優良) 4D 李施瑜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優良) 4D 伍施洋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優良) 4D 施唯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優良) 4D 余炒盈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優良) 4D 陳暋婷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優良) 4D 陳薏雯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優良) 4D 陳薏婷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優良) 4D 趙輝華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優良) 4E 鄭家晴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優良) 4E 李芷萁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優良) 4E 麥婉琪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優良) 4E 史宇洋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優良) 4E 曾翠瑩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優良) 4E 王晶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優良) 4E 王燾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優良) 4E 余潁芯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優良) 4E 侯佩芝 

英文 第二十二屆 全港中小學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初級組冠軍 2D 陳安琪 

英文 第二十二屆 全港中小學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亞軍 1D 莊雅琪 

英文 第二十二屆 全港中小學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季軍 2A 馮小容 

英文 第二十二屆 全港中小學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中級組冠軍 4D 余妙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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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第二十二屆 全港中小學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亞軍 4A 蔡詩琳 

英文 第二十二屆 全港中小學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季軍 3E 袁家輝 

英文 第二十二屆 全港中小學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高級組冠軍 5E 韋茵 

英文 第二十二屆 全港中小學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亞軍 6A 周樂欣 

英文 第二十二屆 全港中小學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季軍 6B 林凱淇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Merit 2A 林嘉欣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Merit 3A 梁紫晴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Merit 3C 李子唯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Merit 3D 丘家睿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Merit 3D 周子欣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Merit 3D 梁家健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Merit 3D 梁凱霖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Merit 3D 賴雅怡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Merit 4C 梁晉煒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Merit 4D 陳薏婷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Merit 4D 陳薏雯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Merit 4E 侯佩姿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Merit 5B 譚樂瑤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Merit 5C 洪煜炫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Merit 5D 鍾美賢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Merit 5E 尹樹堅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Merit 5E 朱嘉韜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Merit 5E 韋茵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Merit 5E 黃鈺傑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Merit 5E 楊敏聰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Merit 5E 譚丹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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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Merit 6A 周樂欣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Merit 6A 鄧淑怡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Merit 6E 黃兆熙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1A 鍾泳汶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1A 林展羽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1A 趙倩雯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1A 梁浩鈞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1C 劉明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1C 李泓浩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1D 盧潁錡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1D 黃治淳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1E 陳睿正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1E 簡穎欣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1E 廖卓謙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1E 吳卓穎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2B 歐陽明月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2B 陳慶芝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2B 劉少薇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2B 梁烙搖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2B 馬維正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2B 黃芷君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2C 徐樂怡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2C 林家立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2C 羅慧妍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2C 呂柏星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2D 陳佳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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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2D 張諾晞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2D 夏滋瞳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2D 黃嘉怡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2D 賴煒姍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2D 李軒心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2D 蘇浩正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2D 余永諾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2E 何浩宇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2E 郭俊軒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2E 李溢盈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2E 林君信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2E 吳俊銘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3B 鍾煒焮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3B 梁穎姿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3B 王家軒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3C 林皓謙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3C 吳浩源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3C 翁梓軒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5A 區穎琳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5A 賴文豪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5A 李芷晴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5A 吳美如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5A 蘇恩熙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5B 陳鈞翹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5B 黃俊軒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5C 李泓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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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5D 張展熙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5D 朱紫盈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5D 莫晶滎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5D 溫佳瑋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5E 朱嘉韜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5E 張日盈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5E 劉文揚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5E 李曉晴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5E 譚宇軒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5E 黃浩銘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5E 黃鈺傑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5E 嚴敏津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5E 楊敏聰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5E 嚴仁健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6A 葉振宇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6B 羅雪鈺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6C 蒙白方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6C 譚星美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6E 蔡子柔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6E 羅梓軒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6E 歐陽德豐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6E 黃紫瑩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6E 黃玥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6E 胡俊發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6E 胡泳淇 

英文 69th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 to 3 Mixed Voice Merit 6E 吳語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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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 第四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 個人奬銀奬 4D 蘇浩龍 

數學 第四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 個人奬銅奬 4E 蔡紀超 

數學 第四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 個人奬銅奬 5E 黃浩銘 

數學 第四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 個人奬銅奬 5E 吳梓浩 

數學 第四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 個人奬優異奬 4E 陳浚浩 

數學 第四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 個人奬優異奬 4E 鍾鎮鋒 

數學 第四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 個人奬優異奬 6D 林力坤 

數學 2017 華夏盃初賽 一等獎 4D 蘇浩龍 

數學 2017 華夏盃初賽 一等獎 6B 郭宇濤 

數學 2017 華夏盃初賽 一等獎 6D 林力坤 

數學 2017 華夏盃初賽 二等獎 2D 尹樹基 

數學 2017 華夏盃初賽 二等獎 2D 王俊皓 

數學 2017 華夏盃初賽 二等獎 3D 林啓斌 

數學 2017 華夏盃初賽 二等獎 3E 黎丞銳 

數學 2017 華夏盃初賽 二等獎 3E 莫進淘 

數學 2017 華夏盃初賽 二等獎 4D 伍施洋 

數學 2017 華夏盃初賽 二等獎 4D 許鐘文 

數學 2017 華夏盃初賽 二等獎 4E 蔡紀超 

數學 2017 華夏盃初賽 二等獎 4E 夏筠晉 

數學 2017 華夏盃初賽 二等獎 5B 陳逸霖 

數學 2017 華夏盃初賽 二等獎 5E 黃浩銘 

數學 2017 華夏盃初賽 二等獎 5E 賴保穎 

數學 2017 華夏盃初賽 二等獎 6B 莊汶澍 

數學 2017 華夏盃初賽 二等獎 6E 胡俊發 

數學 2017 華夏盃初賽 三等獎 1A 鍾泳汶 

數學 2017 華夏盃初賽 三等獎 2D 余永諾 



82 
 

科/組 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 獲獎學生姓名 

數學 2017 華夏盃初賽 三等獎 2D 黃嘉怡 

數學 2017 華夏盃初賽 三等獎 2D 李軒心 

數學 2017 華夏盃初賽 三等獎 2D 夏滋瞳 

數學 2017 華夏盃初賽 三等獎 2E 徐康穎 

數學 2017 華夏盃初賽 三等獎 2E 李溢盈 

數學 2017 華夏盃初賽 三等獎 2E 徐康睿 

數學 2017 華夏盃初賽 三等獎 3C 林皓謙 

數學 2017 華夏盃初賽 三等獎 4D 陳暋婷 

數學 2017 華夏盃初賽 三等獎 4D 梁凱晴 

數學 2017 華夏盃初賽 三等獎 4E 陸綺暉 

數學 2017 華夏盃初賽 三等獎 5B 蘇家樑 

數學 2017 華夏盃初賽 三等獎 5C 黃立謙 

數學 2017 華夏盃初賽 三等獎 5E 黃海喬 

數學 2017 華夏盃初賽 三等獎 5E 吳梓浩 

數學 2017 華夏盃初賽 三等獎 5E 黃嘉豪 

數學 2017 華夏盃初賽 三等獎 5E 譚宇軒 

數學 2017 華夏盃初賽 三等獎 5E 黃鈺傑 

數學 2017 華夏盃初賽 三等獎 5E 尹樹堅 

數學 2017 華夏盃初賽 三等獎 5E 何欣薇 

數學 2017 華夏盃初賽 三等獎 5E 陳棨耀 

數學 2017 華夏盃初賽 三等獎 6A 陳延昇 

數學 2017 華夏盃初賽 三等獎 6B 施鴻偉 

數學 2017 華夏盃初賽 三等獎 6E 黃兆熙 

數學 2017 華夏盃初賽 三等獎 6E 黃玥 

數學 2017 華夏盃初賽 三等獎 6E 黃紫瑩 

數學 2017 華夏盃初賽 三等獎 6E 歐陽德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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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 2017 華夏盃初賽 三等獎 6E 蔡子柔 

數學 2018 華夏盃晉級賽 一等獎 6D 林力坤 

數學 2018 華夏盃晉級賽 二等獎 3E 黎丞銳 

數學 2018 華夏盃晉級賽 二等獎 4D 蘇浩龍 

數學 2018 華夏盃晉級賽 二等獎 6B 郭宇濤 

數學 2018 華夏盃晉級賽 三等獎 1A 鍾泳汶 

數學 2018 華夏盃晉級賽 三等獎 2D 王俊皓 

數學 2018 華夏盃晉級賽 三等獎 2D 李軒心 

數學 2018 華夏盃晉級賽 三等獎 3E 莫進淘 

數學 2018 華夏盃晉級賽 三等獎 4D 伍施洋 

數學 2018 華夏盃晉級賽 三等獎 5E 黃嘉豪 

數學 2018 華夏盃晉級賽 三等獎 5B 陳逸霖 

數學 2018 華夏盃晉級賽 三等獎 5C 黃立謙 

數學 2018 華夏盃晉級賽 三等獎 5E 何欣薇 

數學 2018 華夏盃晉級賽 三等獎 6B 莊汶澍 

數學 2018 華夏盃總決賽 二等獎 2D 王俊皓 

數學 2018 華夏盃總決賽 二等獎 6D 林力坤 

數學 2018 華夏盃總決賽 三等獎 2D 李軒心 

數學 2018 華夏盃總決賽 三等獎 3E 黎丞銳 

數學 2018 華夏盃總決賽 三等獎 4D 蘇浩龍 

數學 2018 華夏盃總決賽 三等獎 5C 黃立謙 

數學 2018 華夏盃總決賽 三等獎 5E 何欣薇 

數學 2018 華夏盃總決賽 三等獎 6B 郭宇濤 

數學 2018 AIMO 初賽 金獎 6D 林力坤 

數學 2018 AIMO 晉級賽 金獎 6D 林力坤 

數學 2018 COMO 初賽 二等獎 2D 王俊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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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 2018 COMO 初賽 二等獎 6D 林力坤 

數學 2018 COMO 初賽 三等獎 2D 李軒心 

數學 2018 COMO 初賽 三等獎 4D 陳暋婷 

數學 2018 COMO 初賽 三等獎 5B 陳逸霖 

數學 2018 COMO 初賽 三等獎 5E 何欣薇 

數學 2018 COMO 初賽 三等獎 6B 郭宇濤 

數學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小學組) 

第四屆數學比賽(2017-2018) 

五年級個人獎 - 二等獎 5E 黃浩銘 

數學 五年級個人獎 - 三等獎 5E 賴保穎 

常識 創科自駕遊神州：全港小學 X-CAR 電動車大賽 三等獎 6E 黃玥 

常識 創科自駕遊神州：全港小學 X-CAR 電動車大賽 三等獎 6E 彭淑冰 

常識 創科自駕遊神州：全港小學 X-CAR 電動車大賽 三等獎 6E 胡俊發 

常識 創科自駕遊神州：全港小學 X-CAR 電動車大賽 三等獎 6E 廖謙瑜 

常識 大埔區植物保育觀賞參考路線設計比賽 優勝路線 (小學組冠軍) 4A 勞家豪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1A 譚穎軒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1A 黃韋嘉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1B 祝朗文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1C 梁晉灝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1D 李芷瑤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1D 黃苑棋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1D 顏柏熙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1D 莊雅琪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1E 梁月晴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1E 羅祖宏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2A 甄子晴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2B 謝敏怡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2D 陳佳茵 



85 
 

科/組 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 獲獎學生姓名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2D 夏滋瞳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2E 李溢盈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3A 賀莉妮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3A 梁紫晴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3B 鍾煒焮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3D 區家樂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3D 黃雅琳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3D 李錦鍵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3D 梁凱霖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3D 梁家健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3D 梁志聰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3D 林家旭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3D 饒芷程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3E 吳倩怡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3E 蘇嘉穎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3E 譚穎晞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3E 許錦恩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3E 葉高婷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4D 陳暋婷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4D 陳薏雯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4D 陳薏婷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4D 梁思琪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4E 余潁芯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5A 蕭羨容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5C 劉子茵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5C 王楚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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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5C 王紫珊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5C 黃紫欣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5C 楊慧聰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5C 袁嘉茵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5D 陳曉情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5D 莫晶滎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5E 楊敏聰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4D 李詩瑜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4D 劉卓盈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4D 黃伊蔚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4D 王玥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4E 林君鈺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4E 施佩懿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5E 賴保穎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6A 黎亦翹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6B 林凱淇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6C 潘芷程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6D 林紫欣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 6E 許懷恩 

音樂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 2018 手鐘初級組(銀獎) 4D 李詩瑜 

音樂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 2018 手鐘初級組(銀獎) 4D 劉卓盈 

音樂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 2018 手鐘初級組(銀獎) 4D 黃伊蔚 

音樂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 2018 手鐘初級組(銀獎) 4D 王玥 

音樂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 2018 手鐘初級組(銀獎) 4E 林君鈺 

音樂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 2018 手鐘初級組(銀獎) 4E 施佩懿 

音樂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 2018 手鐘初級組(銀獎) 5E 賴保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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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 2018 手鐘初級組(銀獎) 6A 黎亦翹 

音樂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 2018 手鐘初級組(銀獎) 6B 林凱淇 

音樂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 2018 手鐘初級組(銀獎) 6C 潘芷程 

音樂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 2018 手鐘初級組(銀獎) 6D 林紫欣 

音樂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 2018 手鐘初級組(銀獎) 6E 許懷恩 

音樂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獨奏--中國作曲家 初級組-良好 5B 譚樂瑤 

音樂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分級鋼琴獨奏(一級) - 優良 3D 梁家健 

音樂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分級鋼琴獨奏(一級) - 良好 2E 鄭斯尹 

音樂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分級鋼琴獨奏(一級) - 良好 2E 徐康穎 

音樂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分級鋼琴獨奏(一級) - 良好 4E 陳浚浩 

音樂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分級鋼琴獨奏(二級) - 優良 2D 梁晨萱 

音樂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分級鋼琴獨奏(二級) - 優良 2E 黃敏言 

音樂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分級鋼琴獨奏(二級) - 優良 3E 胡潁寶 

音樂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分級鋼琴獨奏(二級) - 良好 2A 呂昊希 

音樂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分級鋼琴獨奏(二級) - 良好 6C 譚星美 

音樂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分級鋼琴獨奏(三級) - 優良 3D 林俊成 

音樂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分級鋼琴獨奏(三級) - 優良 4D 陳暋婷 

音樂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分級鋼琴獨奏(三級) - 優良 4D 李珮瑄 

音樂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分級鋼琴獨奏(三級) - 良好 6A 呂君浩 

音樂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分級鋼琴獨奏(四級) - 優良 5E 陳柔妃 

音樂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分級鋼琴獨奏(四級) - 良好 5A 賴文豪 

音樂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分級鋼琴獨奏(五級) - 優良 5B 譚樂瑤 

音樂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分級鋼琴獨奏(五級) - 優良 6E 黃穎欣 

音樂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分級小提琴獨奏(一級) - 良好 2E 胡寶文 

音樂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分級小提琴獨奏(二級) - 良好 6B 黃穎楠 

音樂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高音直笛獨奏(13 歲或以下) 優良 6A 蔡瀅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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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高音直笛獨奏(13 歲或以下) 良好 6A 黃凱琳 

音樂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高音直笛獨奏(10 歲或以下) 優良 5E 楊敏聰 

音樂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高音直笛獨奏(10 歲或以下) 良好 4A 勞家豪 

視藝 「復元 Be My Way!」四格漫畫創作、填色及寫作比賽 親子組入圍 2A 黃梓維 

視藝 「復元 Be My Way!」四格漫畫創作、填色及寫作比賽 親子組入圍 2D 陳安琪 

視藝 「復元 Be My Way!」四格漫畫創作、填色及寫作比賽 高小組亞軍 6E 廖謙瑜 

視藝 「復元 Be My Way!」四格漫畫創作、填色及寫作比賽 高小組優異 4B 蔡寶鈴 

視藝 「復元 Be My Way!」四格漫畫創作、填色及寫作比賽 高小組優異 5E 何欣薇 

視藝 「復元 Be My Way!」四格漫畫創作、填色及寫作比賽 高小組優異 6B 林凱淇 

視藝 「復元 Be My Way!」四格漫畫創作、填色及寫作比賽 高小組入圍 4A 蔡詩琳 

視藝 「復元 Be My Way!」四格漫畫創作、填色及寫作比賽 高小組入圍 4E 施佩懿 

視藝 「復元 Be My Way!」四格漫畫創作、填色及寫作比賽 高小組入圍 4E 鍾鎮鋒 

視藝 「復元 Be My Way!」四格漫畫創作、填色及寫作比賽 高小組入圍 5C 王楚欣 

視藝 「復元 Be My Way!」四格漫畫創作、填色及寫作比賽 高小組入圍 6E 馬詠彤 

視藝 優質教育基金 20 周年海報設計比賽 冠軍 2D 陳安琪 

視藝 亞太兒童繪畫比賽 2018 (玩轉繽 fun 復活節) 冠軍 5E 陳柔妃 

視藝 亞太兒童繪畫比賽 2018 (玩轉繽 fun 復活節) 優異獎 4C 容晴晴 

視藝 亞太兒童繪畫比賽 2018 (玩轉繽 fun 復活節) 優異獎 4D 陳暋婷 

視藝 亞太兒童繪畫比賽 2018 (玩轉繽 fun 復活節) 優異獎 4D 王玥 

視藝 第二屆香港「學界」光雕節 最佳美術設計獎 4A 關偉 

視藝 第二屆香港「學界」光雕節 最佳美術設計獎 4B 鍾易舜 

視藝 第二屆香港「學界」光雕節 最佳美術設計獎 4C 鄺思浩 

視藝 第二屆香港「學界」光雕節 最佳美術設計獎 4D 羅米奧 

視藝 第二屆香港「學界」光雕節 最佳美術設計獎 4D 李珮瑄 

視藝 第二屆香港「學界」光雕節 最佳美術設計獎 4D 薛淳謙 

視藝 第二屆香港「學界」光雕節 最佳美術設計獎 4E 陳浚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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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 第二屆香港「學界」光雕節 最佳美術設計獎 4E 夏筠晉 

視藝 第二屆香港「學界」光雕節 最佳美術設計獎 4E 曾翠瑩 

視藝 第二屆香港「學界」光雕節 最佳美術設計獎 5A 區穎琳 

視藝 第二屆香港「學界」光雕節 最佳美術設計獎 5B 劉依林 

視藝 第二屆香港「學界」光雕節 最佳美術設計獎 5C 劉烱坤 

視藝 第二屆香港「學界」光雕節 最佳美術設計獎 5D 張展熙 

視藝 第二屆香港「學界」光雕節 最佳美術設計獎 5E 劉文揚 

視藝 第二屆香港「學界」光雕節 最佳美術設計獎 5E 吳梓浩 

視藝 第二屆香港「學界」光雕節 最佳美術設計獎 6B 胡凱琪 

視藝 第二屆香港「學界」光雕節 最佳美術設計獎 6C 王曉明 

視藝 第二屆香港「學界」光雕節 最佳美術設計獎 6D 王皓文 

視藝 第二屆香港「學界」光雕節 最佳美術設計獎 6E 陳梓婷 

視藝 第二屆香港「學界」光雕節 最佳美術設計獎 6E 林秀慧 

視藝 2017-2018 年度 J3-J12 全港兒童繪畫比賽(J11 組西洋畫) 銅獎 6E 彭淑冰 

視藝 2017-2018 年度 J3-J12 全港兒童繪畫比賽(J11 組西洋畫) 優秀獎 5A 嚴珮瑩 

視藝 2017-2018 年度 J3-J12 全港兒童繪畫比賽(J11 組西洋畫) 優秀獎 6E 許懷恩 

視藝 2017-2018 年度 J3-J12 全港兒童繪畫比賽(J11 組西洋畫) 嘉許獎 6E 賴翠瑩 

視藝 傳情達意 emoji 情緒面譜設計比賽 小學組季軍 6B 黃穎楠 

視藝 「揼少啲、慳多啲」海報設計比賽 傑出獎 2D 陳安琪 

視藝 「揼少啲、慳多啲」海報設計比賽 優異獎 2D 李軒心 

視藝 「揼少啲、慳多啲」海報設計比賽 優異獎 4A 蔡詩琳 

視藝 「揼少啲、慳多啲」海報設計比賽 優異獎 4C 容晴晴 

視藝 「揼少啲、慳多啲」海報設計比賽 優異獎 4D 余妙盈 

視藝 「揼少啲、慳多啲」海報設計比賽 優異獎 4D 陳薏雯 

視藝 「揼少啲、慳多啲」海報設計比賽 優異獎 4D 陳薏婷 

視藝 「揼少啲、慳多啲」海報設計比賽 優異獎 5E 陳柔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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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 「揼少啲、慳多啲」海報設計比賽 優異獎 6E 許懷恩 

視藝 「揼少啲、慳多啲」海報設計比賽 優異獎 6E 彭淑冰 

電腦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2017-18 年度金章校外評審 金章 5A 梁鍵朗 

電腦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2017-18 年度金章校外評審 金章 5E 吳梓浩 

電腦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2017-18 年度金章校外評審 金章 5E 李曉晴 

電腦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2017-18 年度金章校外評審 金章 6A 鍾卓翹 

電腦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2017-18 年度金章校外評審 金章 6C 賴昊天 

電腦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2017-18 年度金章校外評審 金章 6D 賴詠軒 

電腦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2017-18 年度金章校外評審 金章 6E 陳梓婷 

電腦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2017-18 年度金章校外評審 金章 6E 陳凱莎 

電腦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2017-18 年度金章校外評審 金章 6E 黃兆熙 

電腦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2017-18 年度金章校外評審 金章 6E 黃紫瑩 

電腦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2017-18 年度金章校外評審 金章 6E 胡俊發 

體育 2017-2018 九東田徑比賽 男乙跳遠 - 殿軍 5A 梁鍵朗 

體育 2017-2018 九東田徑比賽 男甲 100 米 - 優異 6C 賴奕熹 

體育 2017-2018 九東田徑比賽 男甲跳高 - 優異 6D 鍾子康 

體育 2017-2018 九東田徑比賽 男特 100 米 - 優異 6D 鍾俊 

體育 2017-2018 九東田徑比賽 女特推鉛球 - 優異 6A 郭宣琦 

體育 2017-2018 九東遊戲日 女初障礙賽季軍 2A 林嘉欣 

體育 2017-2018 九東遊戲日 女初障礙賽季軍 2B 林映澄 

體育 2017-2018 九東遊戲日 女初障礙賽季軍 2B 曾睿浠 

體育 2017-2018 九東遊戲日 女初障礙賽季軍 2C 任梓菲 

體育 2017-2018 九東遊戲日 女初障礙賽季軍 2D 陳佳茵 

體育 2017-2018 九東遊戲日 女初障礙賽季軍 2D 高婷蔚 

體育 2017-2018 九東遊戲日 女初障礙賽季軍 2E 李雅琳 

體育 2017-2018 九東遊戲日 男高障礙賽季軍 2D 廖炫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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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2017-2018 九東遊戲日 男高障礙賽季軍 3A 江源棠 

體育 2017-2018 九東遊戲日 男高障礙賽季軍 3A 余煒業 

體育 2017-2018 九東遊戲日 男高障礙賽季軍 3C 何本銘 

體育 2017-2018 九東遊戲日 男高障礙賽季軍 4A 勞家豪 

體育 2017-2018 九東遊戲日 男高障礙賽季軍 4E 林頌坤 

體育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冠軍 6C 賴昊天 

體育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冠軍 6C 賴奕熹 

體育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冠軍 6C 翁尚玄 

體育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冠軍 6D 鍾俊 

體育 2017-2018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運動員獎 6E 黃玥 

德育及公

民教育組 

第四屆《基本法》 

全港校際問答比賽小學組 
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四至六年級學生 

圖書組 「歷史文化學堂‧當東方遇上西方」電台講演比賽 優秀表現獎 6A 陳延昇 

圖書組 「歷史文化學堂‧當東方遇上西方」電台講演比賽 優秀表現獎 6B 陳梓熙 

圖書組 GET WILD UNO 話事卡創意設計比賽 初級組優異獎 4E 鄭家晴 

圖書組 第三屆香港小學生創意閱讀報告比賽 多媒體組亞軍 5A 李芷晴 

圖書組 第三屆香港小學生創意閱讀報告比賽 多媒體組亞軍 5B 鄭曜 

圖書組 第三屆香港小學生創意閱讀報告比賽 多媒體組亞軍 6B 陳梓熙 

圖書組 第三屆香港小學生創意閱讀報告比賽 多媒體組亞軍 6E 陳梓婷 

圖書組 2017-2018 東亞銀行學生閱讀分享比賽 一年級組季軍 1C 鄺海榆 

圖書組 2017-2018 東亞銀行學生閱讀分享比賽 二年級組優異獎 2D 陳安琪 

課外活動 2017 國慶杯圍棋賽 第七名 6E 黃玥 

課外活動 香港男子青少年跆拳道比賽 2017 男童色帶組冠軍 6C 翁尚玄 

課外活動 香港男子青少年跆拳道隊際賽 2017 男童色帶組冠軍 6C 翁尚玄 

課外活動 第 45 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中國舞 少年組(高小)銀獎 5C 王楚欣 

課外活動 第 54 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低年級組中國舞（群舞） 甲級獎 1A 鍾心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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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 第 54 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低年級組中國舞（群舞） 甲級獎 1A 梁恩琳 

課外活動 第 54 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低年級組中國舞（群舞） 甲級獎 2B 林映澄 

課外活動 第 54 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低年級組中國舞（群舞） 甲級獎 2B 譚文琪 

課外活動 第 54 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低年級組中國舞（群舞） 甲級獎 2E 何梓瑜 

課外活動 第 54 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低年級組中國舞（群舞） 甲級獎 2E 李雅琳 

課外活動 第 54 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低年級組中國舞（群舞） 甲級獎 2E 李溢盈 

課外活動 第 54 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低年級組中國舞（群舞） 甲級獎 3A 鍾心怡 

課外活動 第 54 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低年級組中國舞（群舞） 甲級獎 3A 梁紫晴 

課外活動 第 54 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低年級組中國舞（群舞） 甲級獎 3A 鄧涵文 

課外活動 第 54 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低年級組中國舞（群舞） 甲級獎 3A 蔡盈盈 

課外活動 第 54 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低年級組中國舞（群舞） 甲級獎 3B 司徒穎彤 

課外活動 第 54 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低年級組中國舞（群舞） 甲級獎 3B 謝曉婷 

課外活動 第 54 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低年級組中國舞（群舞） 甲級獎 3C 梁樂恩 

課外活動 第 54 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低年級組中國舞（群舞） 甲級獎 3C 葉欣童 

課外活動 第 54 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低年級組中國舞（群舞） 甲級獎 3E 黃樂瑤 

課外活動 第 54 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低年級組中國舞（群舞） 甲級獎 3E 黃同欣 

課外活動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18 傑出演員獎 4E 侯佩姿 

課外活動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18 傑出演員獎 5D 鄺婧妍 

課外活動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18 傑出演員獎 5D 莫晶滎 

課外活動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18 傑出演員獎 6E 黃玥 

課外活動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18 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 3E 黎丞銳 

課外活動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18 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 3E 羅啟忠 

課外活動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18 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 4B 鍾易舜 

課外活動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18 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 4C 陳子喬 

課外活動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18 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 4D 林境謙 

課外活動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18 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 4D 羅米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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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18 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 4E 鄭家晴 

課外活動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18 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 4E 侯佩姿 

課外活動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18 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 4E 史宇洋 

課外活動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18 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 5A 蕭羨容 

課外活動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18 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 5A 蘇恩熙 

課外活動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18 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 5B 鄭曜 

課外活動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18 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 5B 蘇家樑 

課外活動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18 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 5B 劉文鍵 

課外活動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18 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 5D 陳曉情 

課外活動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18 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 5D 朱紫盈 

課外活動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18 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 5D 鍾美賢 

課外活動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18 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 5D 郭錦佩 

課外活動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18 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 5D 鄺婧妍 

課外活動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18 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 5D 莫晶滎 

課外活動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18 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 5D 薛凱媛 

課外活動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18 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 5E 何欣薇 

課外活動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18 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 6E 陳梓婷 

課外活動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18 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 6E 黃玥 

課外活動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18 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 6E 胡泳淇 

課外活動 賽馬會毅智書院 第十四屆全港小學普通話話劇比賽 最佳演員 6A 潘雨禾 

課外活動 第二十五屆全港公開學界龍獅藝錦標賽 小學獅藝地青規定組 殿軍 3D 嚴浚銘 

課外活動 第二十五屆全港公開學界龍獅藝錦標賽 小學獅藝地青規定組 殿軍 4C 梁晉煒 

課外活動 第二十五屆全港公開學界龍獅藝錦標賽 小學獅藝地青規定組 殿軍 4D 蘇浩龍 

課外活動 第二十五屆全港公開學界龍獅藝錦標賽 小學獅藝地青規定組 殿軍 5C 楊嘉榮 

課外活動 第二十五屆全港公開學界龍獅藝錦標賽 小學獅藝地青規定組 殿軍 5E 駱俊港 

課外活動 第二十五屆全港公開學界龍獅藝錦標賽 小學獅藝地青規定組 殿軍 5E 曾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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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 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 獲獎學生姓名 

課外活動 第二十五屆全港公開學界龍獅藝錦標賽 小學獅藝地青規定組 殿軍 6D 陳俊僖 

課外活動 第二十五屆全港公開學界龍獅藝錦標賽 小學獅藝地青規定組 殿軍 6E 邱子健 

課外活動 第二十五屆全港公開學界龍獅藝錦標賽 小學獅藝地青規定組 優異獎 1C 李梓朗 

課外活動 第二十五屆全港公開學界龍獅藝錦標賽 小學獅藝地青規定組 優異獎 2B 馬維正 

課外活動 第二十五屆全港公開學界龍獅藝錦標賽 小學獅藝地青規定組 優異獎 2B 洪碩謙 

課外活動 第二十五屆全港公開學界龍獅藝錦標賽 小學獅藝地青規定組 優異獎 2D 陳安琪 

課外活動 第二十五屆全港公開學界龍獅藝錦標賽 小學獅藝地青規定組 優異獎 3A 梁紫晴 

課外活動 第二十五屆全港公開學界龍獅藝錦標賽 小學獅藝地青規定組 優異獎 4D 伍施洋 

課外活動 第二十五屆全港公開學界龍獅藝錦標賽 小學獅藝地青規定組 優異獎 4E 鍾鎮鋒 

課外活動 第二十五屆全港公開學界龍獅藝錦標賽 小學獅藝地青規定組 優異獎 5E 陳孝儀 

課外活動 第二十五屆全港公開學界龍獅藝錦標賽 小學獅藝地青規定組 優異獎 5E 黃浩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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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學校未來發展計劃的關注事項 

 

三年期的關注事項(2018/2019-2020/2021年度) 

1. 以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為基礎，加強價值及品德培育，讓學生實踐愛主愛人的精神。 

2. 完善校本課程，促進自主學習，提升學生溝通、創新和解難能力。 

3. 建立學習型專業團隊，以配合教育新趨勢。 

 

2018-2019年度關注事項 

1. 透過「愛德」教育，實踐天主教核心價值，並培育學生積極的人生觀與價值觀。 

2. 完善校本課程，促進自主學習，提升學生溝通、創新和解難能力。 

3. 建立學習型專業團隊，以配合教育新趨勢。 

 



承上年度結存   結餘

項     目   1.9.2017 本年度收入 本年度支出 31.08.2018

一般範疇總帳 2,245,504.84       -                     -                     

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 基線指標 -                       1,489,638.71     1,469,314.76     2,265,828.79         

小計： 2,245,504.84       1,489,638.71     1,469,314.76     2,265,828.79         

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 指定津貼

修訂行政津貼 91,355.50            1,684,257.17     1,644,135.33     131,477.34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157,212.70          415,516.00        172,038.00        400,690.70            

學校發展津貼 -                       765,148.80        742,888.80        22,260.00              

消減噪音津貼 -                       92,972.00          92,972.00          -                         

學生輔導服務津貼(額外的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14,544.00            819,571.00        829,313.00        4,802.00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津貼 11,616.00            112,234.00        112,500.00        11,350.00              

新來港學童校本支援計劃 52,500.50            4,581.25            35,088.25          21,993.50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                       152,841.00        147,420.00        5,421.00                

小計： 327,228.70          4,047,121.22     3,776,355.38     597,994.54            

非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 165,386.40 198,065.00        111,135.00        252,316.40            

代課教師培訓(SEN)津貼 -                       17,925.00          17,925.00          -                         

家教會津貼 10,569.50 14,372.00          17,070.10          7,871.40                

差餉及地租約 -                       485,012.00        485,012.00        -                         

在校午膳津貼 -                       1,077,860.00     835,661.50        242,198.50            

德育及國民教育支援津貼 167,500.00 -                     -                     167,500.00            

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津貼 17,185.00 84,940.00          88,920.00          13,205.00              

在學校推動電子學習的一筆過資訊科技津貼 308,250.00 -                     139,650.00        168,600.00            

在小學推動STEM教育（一筆過津貼） 71,865.45 6,823.98            78,689.43          -                         

加強學校行政管理津貼 51,590.00 8,680.00            60,270.00          -                         

香港學校戲劇節 1,861.10 2,950.00            -                     4,811.10                

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試驗計劃 -                       120,183.00        120,183.00        -                         

推動中國歷史及文化 (一筆過津貼) -                       100,000.00        61,200.00          38,800.00              

資訊科技人員支援津貼 -                       300,000.00        173,642.70        126,357.30            

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 -                       135,525.00        134,881.32        643.68                   

課後學習支援津貼 204,410.00 171,600.00        229,655.00        146,355.00            

小計： 998,617.45          2,723,935.98     2,553,895.05     1,168,658.38         

普通經費帳 181,233.65          -                     -                     

       普通經費帳年度收支 -                       520,120.50        524,291.86        177,062.29

小計： 181,233.65          520,120.50        524,291.86        177,062.29            

特定用途費 105,251.13 -                     -                     

       特定用途費年度收支 -                       247,380.00        283,681.52        68,949.61              

小計： 105,251.13          247,380.00        283,681.52        68,949.61              

秀茂坪天主教小學
2017-2018財務報告

截至2018年8月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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