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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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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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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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設施完善，共有 30 個標準課室，連接著中央視像系統，讓學生可於課室參與或收看各項活動。無線網絡全面覆蓋至全校，各個課室設有電腦、

投影機、電子白板和實物投影機等資訊科技設施，為學生提供多元化學習途徑。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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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室等多個活動

場地，致力為學生提供理想、舒適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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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永聰校長  何綺霞女士  陳志恆校長 

梁綺媚校長  黃偉傑先生  周淑敏校長(替代) 

獨立校董 鍾冠泉先生 

家長校董 吳彩靈女士  毛秀琼女士(替代) 

校友校董 許加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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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134 135 134 133 134 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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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5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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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人（當中兩位教師共享一教席），100%持有學士學位，逾 98%持有教育文憑，碩士或博士學歷佔 28.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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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21.43% 5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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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行政組工作計劃報告 

行政管理及學校發展組 

目標一：建立更具效能的行政管理架構。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將按範疇重新分配工作，精簡

行政組及科務組架構。 

1. 共分 8 個行政組別，每位

教師將被編配參與 1 至 2

個行政組。 

2. 各科由 2 名科主席帶領 5

至 6 位核心小組成員，共

同商議科務工作。按教學

安排每位教師將被編配參

與 1 至 2 個科務組。 

全學年 14/11/2018 本年度按範疇重新分配工作，精簡行政組及科務組架構，由 13 個功能組改組 8 個功

能組。每位教師被編配參與 1 至 2 個行政組和 1 至 2 個科務組。老師能更聚焦參與及

發展個人專業。 

 

09/01/2019 於 11 月份安排上學期核心小組成員會議及 1 月份進行中期檢討會議，各組員於會議

適時檢討計劃的進程及財政使用狀況。本年度加插 11 月份核心小組成員會議，有助

各行政組及科務組適時檢視及跟進計劃進程和財務的使用狀況。 

 

19/03/2019 本年度於 3 月份安排下學期核心小組成員會議，除了讓各行政組及科務組適時檢視及

跟進計劃進程和財務的使用狀況外，還可以預早商討以籌劃下學年的周年學校發展計

劃。 

 

24/05/2019 問卷結果顯示，約八成的老師表示重整架構後，能有效提升工作效率和有利個人專業

發展及發揮所長。因此，於來年度會繼續沿用本年度的行政組及科務組的架構及分工

模式，並利用「教師職位全面學位化」的契機，積極培訓行政第二梯隊。 

 

 

目標二：支援新入職教師適應新環境，以協助新入職教師適應學校文化及更快投入教學工作。（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項目 3）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新入職教師計劃 

1. 為本年度 9 位新入職老師

編配由一位行政或教學工

作表現較佳的老師擔任啟

導老師，在行政和教學方

面提供適切的支援和輔

全學年 14/11/2018 ⚫ 於 2018 年 8 月 21 日及 2019 年 11 月 14 日，為新入職老師舉行兩次會議，就學

校行政、教學和班務等事宜提供支援及輔導，啟導老師也同時出席會議解答新入

職老師的疑問。會議上，新入職老師反映啟導老師的安排有助他們及早適應新環

境及解決日常工作上的疑難。 

 

⚫ 於學期初安排新入職教師參與培訓，有助老師對辦學團體及學校辦學理念的認識

和提升班級經營及教學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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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導，以配合學校的工作和

發展。 

 

2. 安排及鼓勵新入職教師參

與培訓： 

➢ 加強老師對辦學團體及

學校辦學理念的認識 

➢ 提升班級經營及教學的

技巧 

 於 2018 年 8 月 14 至 16 日，2 位新畢業老師參與「2018 年新教師研習課程」，

新教師從課程中掌握學制與課程的最新發展，了解學校一般的行政運作，並

從前線教師在教學策略的經驗分享環節中，掌握實用的技巧，有效地協助他

們儘快適應及投入教學工作。 

 於 2018 年 8 月 20 日，安排 7 位新入職老師參與「天主教學校初次受聘教師

發展日」。讓新入職天主教學校的老師認識香港教區的公教學校組織架構及

認識「天主教辦學願景、使命與價值觀」。 

  於 2018 年 10 月 12 日，安排 3 位新入職老師參與天主教香港教區校本教育

心理服務「小學新教師工作坊」，透過工作坊，老師從中學習課室管理技巧、

如何於課堂中照顧個別差異和與家長溝通的技巧。 

 

09/01/2019 上學期學與教的非考績觀課開始前，特別為新入職老師於第四週進行第一輪觀課，並

給予口頭回饋。新入職老師都認為這項安排能讓他們了解學校對老師在教學上的要

求。 

 

19/03/2019 啟導老師於日常工作及各項活動中與新入職老師分享個人經驗，給予指導及照顧，讓

新入職老師及時得到回饋和學習。下學期新入職老師已融入及適應本校環境，部分更

能參與各項課程及/或活動，擔當重要角色。 

 

24/05/2019 問卷結果顯示： 

⚫ 約九成以上的新入職老師表示啟導老師無論在行政或教學方面都能提供適切的

支援和輔導，以配合學校的工作和發展。 

⚫ 100%的新入職老師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學校於九月中開始為新入職老師安排非

考績觀課及評課等的安排恰當、回饋適切並能有助老師改善及提升教學技巧。 

整體而言，新入職教師計劃能有效支援新入職教師適應新環境及更快投入教學工作。

來年度會繼續安排啟導老師從旁協助及照顧新入職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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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三：重新檢視及建立有效能的考績制度，準確評核老師的工作表現，從而提升教與學效能。（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項目 3）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檢視現行的考績制度： 

1. 修訂觀課評核表內容，讓評

核者能從多角度表達對老師

教學的意見，老師亦能從中

清晰了解自己的教學表現。 

2. 修訂自評方法：按學校發展

方向、重點及關注事項，訂

立個人目標 

全學年 14/11/2018 ⚫ 為更有效評核及回饋老師的教學，觀課評核表的內容將有待中、英、數、常科

主席於下學年的科務會議中，與科任就著資源運用和課堂管理方面商討具體內

容，再作修訂。 

⚫ 於 10 月份各組長及每位組員就所屬負責項目及本年度關注事項，撰寫個人工

作計劃及目標。於學期完結前，各組長及每位組員檢視能否實踐上述目標，並

將於 2019 年 4 月 30 日或以前交回組長檢視。 

09/01/2019 為完善老師考績制度，本年度將參考教區的教師評核表，建議將教師的教學、行政、

技能及專業素養、學生關顧及多元學習活動等多方面進行全面而有效的評核。 

19/03/2019 已初擬教師考績評核表格，將從教師的教學、行政、學生關顧及多元學習活動等多

方面進行評核，稍後將於校務會議諮詢老師及呈法團校董會審視，如獲批核將於下

學年開始採用。 

24/05/2019 有關下學年的考績評核表格已於 2019 年 4 月 10 日第七次校務會議諮詢老師意見，

將再作修訂，並於來年度呈法團校董會審視，如獲批核將於下學年開始採用。 

 

總結： 

1. 本年度重整架構按範疇重新分配工作，精簡行政組及科務組架構，每位教師被編配參與 1 至 2 個行政組及/或 1 至 2 個科務組，能有效提升工作

效率和有利個人專業發展及發揮所長。因此，於來年度會繼續沿用本年度的行政組及科務組的架構及分工模式，並利用「教師職位全面學位化」

的契機，積極培訓行政第二梯隊。 

2. 新入職教師計劃能有效支援新入職教師適應新環境及更快投入教學工作。來年度會繼續安排啟導老師從旁協助及照顧新入職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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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及資源組 

目標一：監察及跟進校舍各項大小維修及服務。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校舍大小維修及推展優化

校園計劃  

 

全學年 20/11/2018 ⚫ 運用風災特別津貼，砍伐車閘外兩棵受損的大榕樹，移除損毀的風車及太陽能板，

更換已損毀的藍球板及窗鉸，使校舍更安全。 

⚫ 因室外機壓縮機故障，209 室及 304 室冷氣正在進行更換。 

⚫ 加裝升降機機廂不正常移動裝置，2018 年 10 月曾申請緊急維修，惟機電署顧問

林生表示本校的升降機異常記錄不多，也沒有發生過大型事故，故此不獲批准，

建議本校於 2019 年 4 月將是項工程納入 2019-2020 大型維修項目之一。 

07/01/2019 ⚫ 一樓飯堂廚房地板破損，故在聖誕假期更換新地板，並已於 12 月 24 日完成。 

⚫ 為加強學校保安，本校於 1 月 2 日在大閘內外已加裝拍卡門禁系統。 

⚫ 因颱風關係，禮堂(四樓、五樓及後台)水浸，導致地板濕漲鼓起，故在聖誕假期展

開更換新地板工程，並已於 1 月 7 日完成。 

20/3/2019 ⚫ 根據 17-18 消防年檢後部份消防設備損壞，已更換過期之 2kg  CO2 滅火筒，補

回欠缺之 2kg CO2 滅火筒，新造 20mm 鉛水燈喉及電線，接駁故障之緊急照明燈

線路，更換 2D 方型緊急照明燈(NiMH 電池)。 

⚫ 地下泵房 1 號淡水泵漏水及控制板不能運作，將會在 4 月進行更換。 

⚫ 地下女廁潔具房二吋喉爆裂，嚴重漏水，已在 3 月聘請工程公司進行探測，正等

候報告。 

24/5/2019 
地下女廁潔具房二吋喉爆裂，嚴重漏水，已在 3 月 

聘請工程公司進行探測，報告證明漏水，教育局承辦商其後派人到校截喉，漏水問題

已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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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確保外判服務質素 

1. 建立監察小組，由工友及

教師負責定期檢視外判

服務的質素，並作出適時

的提示，確保機構能提供

優質的服務。 

2. 由負責主任作出提示及

跟進 

全學年 20/11/2018 ⚫ 已建立監察小組，由老師突擊檢視外判服務的質素，各樓層工友從中檢視及監察，

適時向外判工友及老師反映意見。 

⚫ 已提醒外判工友及工頭注意學生桌椅的排列距離，提供足夠空間給學生活動，而

老師亦有定期檢視，作出跟進。 

⚫ 為預防高傳染性的疾病，如手足口病，已於 11 月 12 日，運用高濃度的消毒劑

（1:49）加強清潔及消毒。 

07/01/2019 已制定聖誕校園清潔檢視表，由當值主任檢視及確保外判服務的質素。 

20/03/2019 已跟外判清潔公司負責人溝通，反映清潔服務質素，外判清潔公司負責人表示每個月

會到校巡視。 

24/5/2019 監察小組表示外判清潔公司服務質素有待改善，總結三個長假期檢視表，服務質素有

待提升，每次都需要跟進，例如全年四次測考中，有三次未有依照校方指示擺放桌

椅，需跟進。 

 

目標二：有效運用學校資源。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培養學生、教職員節約能源

的生活習慣 

1. 與訓輔組、德育及公民

教育組合作， 經常提示

學生節約能源的重要 

2. 定立校園善用資源的守

則，各持分者均須遵行 

3. 監察各持分者能否實行

善用資源的守則並作出

提示及跟進 

全學年 20/11/2018 ⚫  已於課室張貼提示卡，提示教師及學生節能。 

⚫  已與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合作，完成慳電兔活動，活動提升了學生節能的意識，學

生平時會多留意電燈及風扇的開關情況，活動後，更特別留意電腦屏幕、投影機

及鮮風機的開關情況。 

⚫  監察及跟進教師的複印量，定期張貼教師的複印量，以喚起教師對複印量及紙張

用量的關注。 

07/01/2019 監察及跟進教師的複印量，使教師在列印文件前仔細覆檢，避免修訂再重印。另外，

教師亦善用網上平台，使紙本提示的使用量降低 50%。 

20/3/2019 根據睇現計劃提供的數據，學校在 9 月的用電量比上年減少 14%，10 月則減少了 23%。 

24/5/2019 監察小組表示外判清潔公司服務質素有待改善，總結三個長假期檢視表，服務質素有

待提升，每次都需要跟進，例如全年四次測考中，有三次未有依照校方指示擺放桌

椅，需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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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三：持續優化及完善校舍各項設備。 

 

總結： 

1. 各項保養工作能按時進行，為學校營造安全整潔的環境。 

2. 本年度更換了不少校園設施，促進學與教的進行。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優化校園工程 

1. 不時檢視學校環境，從

而提出優化建議 

2. 與校長商討 

3. 進行採購或招標報價 

4. 落實執行 

全學年 20/11/2018 已檢視 G02 間隔設施、706A 室、課室門牌、七樓簿櫃、小聖堂掛簾及禮堂窗簾，將會

跟進。              

7/1/2019 ⚫ 已新添置清潔用具掛鈎，使清潔工具擺放整齊，避免用具橫陳亂放，導致危險。 

⚫ 已購置新的有蓋連轆垃圾筒，以保持校園的清潔及衛生。 

⚫ 已購置多功能清潔手推車，使工友們能符合職安健的要求，安全健康地工作。 

⚫ 已購置新的對講機，以替換壞掉的舊機，優化工作配備。 

⚫ 油印機及影印機的合約將陸續到期（2019 年 1、4、11 月；2021 年 3 月；2023 年

4 月）將會陸續更換新機，並鑒於 Ricoh 的營業規模及售後服務更佳，故將統一使

用其機種。 

20/3/2019 ⚫ 環保回收商已運走損壞的校園設備，使校園更安全。 

⚫ 100 張考試桌已完成採購程序，新考試桌將在 4 月到校。 

⚫ 七樓簿櫃已購置，新簿櫃將於 4 月到校。 

⚫ 正進行防盜部件重置，預計 5 月完成，使校園更安全。 

24/5/2019 ⚫ 已到期的油印機及影印機已更換為 Ricoh 的新機 

⚫ 100 張考試桌已於 4 月供使用 

⚫ 七樓新簿櫃已於 4 月供使用 

⚫ 防盜部件重置已於 4 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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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組 

目標一：優化學校的資訊科技資源及設備。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運用資訊科技提升家校溝通

效能 

➢ 本年度會完善及提升家校

通訊平台以全面推行電子

通告。 

全學年 19/11/2018 ⚫ 為了讓家長及老師有更優質的家校通訊平台，校方在 2018-2019 年度參加 HKT 

Education Limited「智能校園行政系統」的先導計劃，將會在 12 月正式啟用。

屆時將同時使用兩間家校通訊平台，讓家長及老師可作比較，從而挑選合適的

平台給大家使用。 

09/01/2019 ⚫ 部分家長在啟動「智能校園行政系統」遇上困難，主要是於啟動後需更新密碼

及需填寫個人電郵。 

⚫ 少量家長直接到校找老師協助啟動「智能校園行政系統」。 

⚫ 大部分家長已經適應如何使用智能校園行政系統簽覆通告。 

⚫ 有部分班主任反映智能校園行政系統的網上平台較慢，已經向供應商反映及要

求他們跟進事項。 

20/03/2019 ⚫ 供應商跟老師及書記有緊密的聯繫，以了解校方的需要並作出適切的跟進。 

⚫ 將於五月的校務會議詢問全體老師，調查是否有意繼續使用該通訊平台。 

24/05/2019 ⚫ 本校將於 6 月中旬進行報價，為家長及師生挑選合適的家校通訊平台。 

⚫ 部份家長表示由 HKT Education Limited 提供的通告欄會出現亂碼的狀況，但經

反映後該公司亦作出即時跟進及改善。 

⚫ 經許世超主任與各老師及家長商討後，期望來年的通訊平台能提供更穩定的服

務。 

2. 利用電子學習提升教師的教

學表現 

➢ 為一年級 5 間班房租用五

塊 互 動 電 子 白 板

(Interactive Whiteboards)，

供教師於課堂上使用，以

推動電子學習及提升學生

的學習興趣。 

 

2018 年 9 月 19/11/2018 ⚫ 在 9-10 月份，大部分一年級老師都反映表示未有信心使用互動電子白板。 

⚫ 在 2018 年 10 月 4 日，校方為各科主席舉辦了一次到訪培僑小學的分享交流會

議，以了解友校如何使用互動電子白板來配合校本課程。 

09/01/2019 ⚫ 校方再邀請培僑小學負責互動電子白板的技術支援人員到校為所有老師再舉行

互動電子白板工作坊。 

⚫ 大部分老師已經適應如何使用互動電子白板，並配合課程自擬班本的教學活動。 

20/03/2019 ⚫ 有部分課室的投影器也損壞了。與校方商討後，用月租形式再租用 5 部互動電

子白板以應付課堂的學習。 

⚫ 老師都表示適應如何使用互動電子白板，提升課堂上的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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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24/05/2019 ⚫ 大部分老師都表示互動電子白板能令提升師生於課堂的互動，部分老師更利用

ipad 連接互動電子白板進行教學，將學生的討論結果投射於電子白板上。 

⚫ 本校已成功獲得優質教育基金批核$1,455,800 元推行「智能課室電子學習計劃」，

將於暑假 7 月尾至 8 月在 30 個課室及 5 個特別室增購電子互動白板，方便老師

配合學生平板電腦進行教學，提升教學效能。 

⚫ 經與相關老師了解學生的課堂學習後，各老師均指出使用電子白板後，學生的

課堂表現較以住積極。 

⚫ 期望當全校安裝互動式電子白板後，能更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其學習成

果。 

3. 優化校園的資訊科技設備 

➢ 購買一部新的禮堂投影機

以更換已經損壞的投影機 

2018 年 9 月 19/11/2018 大部分老師都表示新的禮堂投影機更加清晰，能夠配合各項大型活動展示教學內容

及成果分享。 

09/01/2019 學期末將進行老師問卷，調查新的投影機能否有效地提升教學效能及展示學生的學

習成果。 

20/03/2019 老師將於五月進行問卷調查。 

24/05/2019 ⚫ 全體老師都一致認為新的禮堂投影機能夠配合校內的大型活動作展示及分享。 

⚫ 為配合學校日後的活動，建議邀請有關供應商定期到校檢查及維修，以提升其

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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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優化校本課程的設計及多元化的學習活動，提升學生的溝通、創新和解難能力。(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二)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EduVision 學願智慧校園新里

程計劃 

➢ 配合常識科在四年級透過

種植中草藥的過程，讓學生

認識中草藥常識，進行

STEM+綜合學習。例如建立

智能灑水系統、監察，收集

植物生長數據，觀察生長形

態、思考有利要素和環境建

構試驗。最後以圖表學習、

語文描述、視像展示等形

式，比較及分析各所學校的

植物，在不同的生長環境下

的情況。 

上學期 19/11/2018 四年級學生於上學期 11 月下旬開始期間進行以「植物與環境」為主題的專題研習。

學生透過不同的生長環境，例如：環境、濕度、品種及養分的不同），探討植物生

長與環境的關係。 

 

09/01/2019 ⚫ 各班的學生都以小組形式參與是次專題研習，中文、數學、常識、電腦及宗教

科老師表示學生的參與度高，他們能積極地進行資料搜集及種植。 

⚫ 由於薄荷適合較和暖的氣溫生長，學生在 11 月下旬才開始種植薄荷，寒冷天氣

使薄荷發芽期較為長，所以學生仍未完成數據收集與分析，估計學生應在 2 月

下旬至 3 月上旬可完成。 

⚫ 老師反映在課時安排上有待改善，希望於下年度可將專題研習編入教學計劃，

能更有效地統整校本課程。 

 

20/03/2019 ⚫ 由於二月份天氣較為寒冷，薄荷種子發芽的情況較為緩慢，所以量度記錄植物

的生長情況已推遲在 4 月份進行。四年級的同學將會按環境、濕度、品種及養

分的不同作比較，並分析數據。 

⚫ 與此同時，現正開始籌備 7 月 4 日的 EduVision 學習成果展，每間成員學校需

準備展示內容（電子書）及攤位設計，而三間小學（秀天、柴天及荃天）更會拍

攝宣傳片和製作小冊子，供校內及社區欣賞和派發。 

 

24/05/2019 ⚫ 本年已根據學生的自理能力、學習態度及面試表現，挑選了 30 位四至五年級的

學生，於 4 月 10 日至 4 月 13 日前往韓國首爾參加聯校創新科技學習交流團，

當中學生參觀了與科技相關的展館，參與了 STEM 工作坊及拜訪了高科技的商

業機構。學生表示都大開眼界，當中學生更以小組形式參與了編程的工作坊，

透過這次的活動有效提升學生的創作力及解難能力，及增加他們 STEM 的認識。 

⚫ 期望日後有更多的交流機會及擴展致其他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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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2. 校園電視全民小記者課程 

➢ 在四年級以一人一部平板

電腦，二人一組，學習利用

不 同 的 分 鏡 及 簡 易 的

iMovie 剪接技能，製作一段

30 秒鐘短片，並上載作品至

雲端或其他指定的分享媒

體。另外，學生有機會前往

Apple Shop或其他地點實習

使用 iPad 拍攝及剪接技能。 

下學期 19/11/2018 計劃將於 19 年下學期開展。 

09/01/2019 計劃將暫於 19 年 4 月開展。 

20/03/2019 由於機構未能於四五月提供導師到校教授有關課程，所以將改為 6 月試後活動進

行。 

24/05/2019 ⚫ 因機構未能於提供導師到校，所以課程將定於 6 月 10 日及 6 月 11 日試後活動

進行。四年級的學生將會學習使用簡易的 iMovie 剪接功能，以小組形式製作一

段 30 秒的短片，並可分享給家長及朋友欣賞。 

⚫ 服務機構與 Apple 門市聯繫，被告知最快要 11 月至 12 月才能安排到 Apple 門

市實地考察。 

3. STEM 野外生態研習課程 

(四年級-六年級的資優生) 

➢ 學 生 透過 組裝  Wildlife 

Cam Kit，認識微電腦、傳感
器、攝像頭等組件和 Scratch

編程。同時學生也會認識自
然生態，討論安裝 Cam Kit 

的地區和預期的結果，他們
亦須編程要攝錄的目標動

物，設計吸引動物的裝置和
誘餌，更需要親身去安裝
Cam Kit 及收集數據和視
像，學習整理和分析數據，
並透過雲端分享平台與外
國比較，收集專業意見。最
後學生還要學習運用圖表、
圖像、顔色、動畫和短片等

設計簡報，用小組匯報的形
式總結學習成果。 

下學期 19/11/2018 計劃將於 19 年 3 月開展。 

09/01/2019 計劃將於 19 年 3 月開展。 

20/03/2019 課程已於下學期開始進行，學生透過組裝 Wildlife Cam Kit，認識微電腦、傳感器、

攝像頭等組件和 Scratch 編程。學生表示課程內容與自然生態有關，感到十分有趣。

不過在安裝 Cam Kit 的過程中都遇到不少困難，透過導師及同學的幫助下，仍可解

決疑難。 

24/05/2019 ⚫ 課程將於 5 月尾完成。 

⚫ 參加課程的學生將於 7 月 8 日試後活動時間，親身到北潭涌西貢郊野公園進行

實地考察，並在戶外安裝 Wildlife Cam Kit 收集數據作分析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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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4. 中國歷史 VR(舞蹈)動畫光雕
團隊建設課程 

(四年級-六年級的資優生) 

➢ 綜合專業的 3D 動畫軟件，
VR 和移動 3D 掃描技術，
讓學生設計擁有自己面孔
的 3D 動畫，編排自選舞步

動作和服飾造型，並設計背
景圖片及配樂，上載 VR 短
片至專業的 VR 雲端平台，
而家長亦可透過手機、電
腦、VR 眼鏡等隨時隨地分
享學生的短片。 

全學年 19/11/2018 計劃將於 12 月開展。 

09/01/2019 ⚫ 中國傳統舞蹈 VR 動畫及光雕課程已於 2018 年 12 月 6 日開班，現階段學生正

學習以中國傳統舞蹈為題進行研習及製作 VR 動畫。 

⚫ 學生表現積極投入，不但提升了對中國文化的興趣，也加強了學生在 STEM 中

的創意及解難能力。 

20/03/2019 為了有機會展示學生的學習成果，與服務機構商議將於 17/04/2019 到訪一間區內的

長者中心，讓參與該課程的學生用 VR 技術與老人家拍攝動感的 3D 跳舞效果，讓

他們提現最新的電子科技從而帶來歡樂。 

24/05/2019 本校將於 05/07/2019 參加第三屆學界光雕節，學生透過現場即時製作投影物及設計

短片，學習臨場的應對及解難能力。 

 

目標三：引入外間專業支援，提升教學效能及教師的專業知識。(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三)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與中學進行中小聯校課研計
劃 

➢ 本校參加了香港聖公會何
明華會督中學舉辦的利用

microcontroller 促進中小
學 STEM 教育計劃，讓中
小學老師透過工作坊、課
程策劃會議、共同備課、觀
課、反思及分享等方式，共
同探討推展 STEM 教育的
方法並設計四 /五年級的
micro:bit 編程教學課程。 

 

全學年 19/11/2018 上學期於 01/11/18、06/11/18、 08/11/18、13/11/18 及 17/11/18，本校三位老師到香

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共進行了五次的工作坊。初步認識了 micro:bit，3D Printing 

及航拍機的知識。 

09/01/2019 ⚫ 中學的老師會於 19/03/19 到本校進行共同備課，以 Micro:bit 為核心設計四年級

的校本電腦科課程。 

⚫ 完成後將於 02/04/2019 進行同儕觀課，分享老師的學習成果。 

20/03/2019 由於時間上未能配合，原訂的觀課日期將改為 14/05/2019 進行。 

24/05/2019 ⚫ 許世超主任，鄒子俊老師及陳若瑜老師將於 4/7/2019 到教育局分享 QTN 利用

microcontroller 促進中小學 STEM 教育計劃分享 Micro:bit 教學設計。內容主要

圍繞「如何設計具校本特色的智能產品」。 

⚫ 建議將有關的教學設計加入來年四年級的課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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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2.提升教師的專業知識 

定期為資訊科技組的老師舉辨
有關資訊科技課程工作坊，讓
教師有機會學習本校現在於電
腦課推行的資訊科技課程。 

➢ 3D Printing 課程 

➢ 編程課程 

全學年 19/11/2018 上學期，本校已邀請了蘋果教育部的導師將於 11 月下旬及 12 月上旬舉行蘋果平板

電腦學習程式工作坊，提升老師對平板電腦的教學應用。 

09/01/2019 下學期將於 25/01/2019 分別邀請了 3D Mart HK Limited 及 HKT Education Limited

舉行 3D Printing 及機械臂編程工作坊。兩個工作坊都會加深了老師對 3D Printer 及

機械臂的認知，初步了解如何使用這兩部新的教學器材，以配合教學需要。 

20/03/2019 老師表示滿意上下學期的工作坊活動，認為來年亦須繼續提供類似的工作坊以提升

老師的專業知識。 

24/05/2019 建議下學期可以繼續舉辦編程工作坊，例如：Raspberry Pi，AI 人工智能相關的工

作坊。使老師能更了解不同的編程方式，提升老師的專業發展，並把所學的知識活

用於日後的教學中。 

 

總結: 

1. 本年度積極比較市場上不同的供應商，為老師及家長挑選合適的手機應用程式，讓老師及家長能更準確更快地接收學校訊息，以提升學校資訊 

的透明度。 

2.  本年度為配合校本 STEM 教育的發展，持續更新教學設備，為未來的教學發展作準備，來年度將會推行「智能課室電子學習計劃」，於暑假於 

    30 個課室及 5 個特別室增購電子互動白板，方便老師配合學生平板電腦進行教學，提升教師的教學表現。 

3.  本年度積極發展社區網絡，跨區及跨校進行不同的學校活動，讓老師透過工作坊、課程策劃會議、共同備課、觀課、反思及分享等方式，共同 

    探討推展 STEM 教育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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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組 

目標一：以五大核心價值為基礎，深化學生對核心價值的認識及實踐。 (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1)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各科組按核心價值為題推行

學習活動：包括日常課堂教

學、語境活動及周會。 

 

2. 以服務實踐核心價值，由個

人層面推展至家庭及社區層

面，以提升學生珍惜生命、

建立自信、愛己愛人的意識。 

全學年 

 

20/11/2018 ⚫ 上學期高、低年級各進行了四次周會，周會內容以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為題、配

合校本德育主題及宗教元素設計。每次周會後會附以延伸活動，讓學生深化所學

的內容。(詳情請參考中文及英文科工作計劃) 

⚫ 各科於日常教學中按教學內容適時滲入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內容。 

⚫ 中文科進行有關核心價值的繪本活動。(詳情請參考中文科工作計劃) 

⚫ 英文科科任老師在上學期每週的早會、日常的教學單元滲透核心價值的內容。 

⚫ 常識科於各級推展服務學習，透過服務學習鼓勵學生關愛他人，為他人服務以實

踐愛德，學生需於過程中紀錄有關服務內容。小一至小二主要以學校及家庭層面

作服務，小三至小六以學校及社會層面作服務。(詳情請參考常識科工作計劃) 

⚫ 音樂科於 9 月份開學初教授學生詠唱《言謝春風》的副歌部份，並訓練學生於 9

月 14 日的早會時段經校園電視台播放播放節目，內容包括學生在校成長點滴、

分享謝師恩的信息及詠唱歌曲以表達對老師的謝意。(詳情請參考音樂科工作計

劃) 

⚫ 電腦科於五、六年級進行了 3D 立體打印設計比賽，以向家人表達關愛為題(詳

情請參考電腦科工作計劃) 

⚫ 視藝科進行壁畫創作活動是全校參與的活動。選取的作品具有宗教意義，能宣揚

天主教的五大核心價值(愛德)。而作品已經陳展於校園中。(詳情請參考視藝科工

作計劃) 

⚫ 體育科參與「好動 1+Fun」親子體力活動研究計劃，家長和學生在互動工作坊和

親子活動課表現投入，能讓家長和學生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從而加深了解「生

命」及「家庭」的價值。(詳情請參考體育科工作計劃) 

⚫ 普通話科科任老師透過普通話日早會訂立與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相關的主題，

讓學生學會良好的品德。(詳情請參考普通話科工作計劃) 

⚫ 圖書科進行伴讀大使計劃，伴讀大使會為低年級同學伴讀英文宗教或德育圖書

以服務實踐愛德，此外，透過愛德書籤設計活動，深化學生對愛德的認識。(詳

情請參考圖書科工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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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07/01/2019 ⚫ 英文科另於下學期推行有關節日性的活動如：父親節、母親節以推展核心價值至

家庭。(詳情請參考英文科工作計劃) 

⚫ 數學科於 1 月份試後進行有關「愛德」的活動，一、二年級製作連線畫心意咭，

五年級學生以羅馬數字為題，設計合家歡遊戲，六年級以繡曲線為題創作心意咭

及掛飾以表達家人的關心。(詳情請參考英文科工作計劃) 

19/03/2019 
⚫ 各科組老師認為透過學習活動，學生可以培養良好的品德及正確的處事態度。 

⚫ 中、英文科老師認為在一至六年級的課堂能進行以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為主題
的學習活動，並由學校層面推展至家庭層面，建議下學年能推展到社區層面，
進一步提升學生珍惜生命、建立自信、愛己愛人的意識。 

⚫ 數學科老師透過以不同的數學元素(配合各級課題)設計不同的作品，讓學生懂得
實踐「愛德」的精神，從而表達關愛訊息。 

⚫ 在日常課堂中，常識科利用時事的例子鼓勵學生以愛德對待家人和社區鄰人，

並以正面的態度看待人生，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從而體驗尊重他人的重要性。 

⚫ 體育科老師透過「好動 1+Fun」親子體力活動研究計劃，為家長和學童設計互動

工作坊和親子活動課，加深家長和學童對健康生活模式的認識和實踐，培育學

生尊重生命及愛惜家庭的價值。 

⚫ 宗教科老師能帶領學生進行生活反思，引導學習稍遜的學生說出生活事件，並

著他們辨別是非;能力較強的學生，著他們以同理心幫助別人。 

20/05/2019 ⚫ 英文科於四年級進行 Books and beyond Reading 活動，學生均表示此活動有趣，

喜歡參與此活動。另外，一年級進行英語音樂劇活動，透過遊戲及戲劇活動提

昇學生的英語能力。 

⚫ 體育科本年度開始為期三年的恆生乒乓球訓練計劃，配合體育科課程進行乒乓

球技巧訓練。全校學生已輪流於體育課學習乒乓球，由乒乓球總會教練到校協

助教授學生，全校所有學生都參與過最少一次體育課以接觸乒乓球。本年度透

過課後訓練班揀選人材，發掘具潛質的學生，來年度將繼續合作及開辦男女子

校隊，繼續加以培訓。 

⚫ 香港教育大學宋博士於 5 月 22 日訪校，為 4A 及 4C 進行有關 M-Orchestrate 軟

件的教學研究，當天的教學主題為「環保 4R」，觀課後訪問了 10 位四年級學生，

以了解此教學軟件對學生自學的成效。學生表示透過電子學習能提升他們的學

習動機和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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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完善校本課程，強化學與教的效能。(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2)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各科目持續通過剪裁、調適、增

潤、聚焦等方式優化科本課程，

以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中、

英、數、常於共同備課討論以創

意、解難和自學為重點項目。 

全學年 

 

20/11/2018 上學期 9 月，中、英、數科，均有參與外間機構支援，在不同年級的課堂引入新思

維以完善校本課程。  

(詳情請見目標三) 建議鼓勵中、英、數科老師亦能與外間機構設計校本工作紙以提

升學生的自學、創意和解難能力。 

07/01/2019 ⚫ 於普通話日小息時進行的「普通話遊樂天地」，以 ipad 活動提升學生的解難能

力及普通話溝通技巧。部分普通話大使進入課室進行如繞口令/朗讀詩歌的活動，

提升學生的解難能力。 

⚫ 視藝科檢視各級校本藝術課程，優化部分課題的教學設計及嘗試引入新的創作

主題及媒介。 

⚫ 音樂科於各個年級進行創作課程，優化校本創作活動內容，以發揮學生創意。 

19/03/2019 中、英、數、常於共同備課討論，為不同年級設計校本工作紙以提升學生的自學能

力。英文科老師與高級學校發展主任討論後，建議下學年於各年級加入讀物，並與

科任討論讀物的題材和程度，以提升學生的閱讀和寫作能力。 

20/05/2019 ⚫ 下年度需重點加入資訊科技元素，中、英、數、常科主席需配合各個課室增設觸

控顯示器及 BYOD 的推展，著手將電子教學融入課程中。同時，亦能藉此提升

學生的自學能力。 

⚫ 於九月份開課前，中、英、數、常科主席需先與科任商議，如何在本科推行資訊

科技教學，擬訂推行的年級及課題及如何編寫教案。 

 

目標三：引進校外支援，優化課堂教學，強化學與教的效能。(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2)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運用校本資源及引入校外支

援，推展各科課程發展： 

1. 小一至小二中文科參與教育

局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

作計劃，結合中文科及普通

話科發展校本運用普通話教

全學年 

 

 

 

 

20/11/2018 一年級上學期已教授了大部分聲母和韻母，下學期再進行單元教學。科任老師認為

內地老師教授的「直讀法」有效，能幫助學生學習拼音。但部分能力稍弱學生未能

掌握「直讀法」，須在下學期再作鞏固科任老師反映由於拼音部分佔測考的 20%，

拼音教學跟測考內容並不配合，因而在教授拼音之餘，科任二年級科任認為內地老

師提供了很多方法和建議，而科任老師已按班本情況就教材作調適。惟部分班別的

普通話能力較弱，因而須再加以複習和鞏固。朗讀技巧方面，除了全班一起朗讀外，

也可二人一組讀，以互相學習，並確保每個學生都有朗讀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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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授中文科課程。由內地專業

教師到校與教師進行共同備

課、同儕觀課、評課、研課、

反思、檢討與回饋。 

07/01/2019 老師需花很多的時間和心力擬訂教材、詞語表、工作紙等，幫助學生應付測考，老

師和學生因而顯得較為吃力。建議來年上學期以進展性評估代替測考，配合小一銜

接之餘，亦能教、評配合。稍後將會相約校長再作商討。 

19/03/2019 ⚫ 老師認為計劃能提升學生的閱讀、寫作及普通話能力，小一至小三學生能掌握相

關的拼音知識。 

⚫ 中文和普通話老師建議重新整理《拼音快樂誦》校本課程，小一、小二及小三以

校本拼音課程作教材，配合普教中的新課程，讓學生能更早、更有系統地學習和

掌握漢語拼音。 

⚫ 內地語文交流計劃李例老師將於 5 月 21 日為科任老師進行交流講座，課題有關

高效能閱讀課。 

20/05/2019 內地語文交流計劃李例老師將於 5 月 21 日為科任老師進行交流講座，課題有關高

效能閱讀課。老師能了解如何在課堂實踐單篇閱讀及群文閱讀，讓老師透過鼓勵學

生增加閱讀數量、鍛煉閱讀的速度，以及關注學生在文章閱讀過程中的意義建構，

以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 

2. 小四至小六中文科參與香港

教育大學「三字經與現代社

會」實驗教學計劃，把古典

文學元素加入常規課程，提

升學生的評賞能力。 

全學年 

 

20/11/2018 ⚫ 三至六年級已於上學期完成前測及單元一，已收到有關數據，稍後將放在中文科

文件夾內給科任老師參考。一月將進行單元二教學，已編定有關時間表，老師可

按時間表讓學生進行後測。 

⚫ 科任老師反映課程太多，兩節要完成一個單元較為急趕。建議老師可把教材分拆

成不同部分，每次教一個故事，再按時間表進行後測。科任老師也可按班級情

況，就教材進行剪裁。 

07/01/2019 除四至六年級外，下學期將於一至三年級加入《三字經》課程，讓學生能多學習古

詩文。此外，一至六年級將於試後學習《弟子規》，以進一步培養學生學習古典文

學及中國歷史的興趣。 

19/03/2019 科任老師認為「三字經與現代社會」實驗教學計劃，能在課堂加入音節優美的短淺

古詩文，建議下學年應多引導他們朗讀和感受作品的情意。 

20/05/2019 中文科科任建議來年可於高年級課程中加入文言文教學，以完善升中銜接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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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3. 小三及小五英文科參與教育

局校本支援計劃，以提昇學

生寫作能力為主導，同時亦

會恆常提昇學生聽、讀、寫

能力。由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到校與教師進行共同備課、

同儕觀課、評課、研課、反

思、檢討與回饋。 

全學年 

 

20/11/2018 高級學校發展主任每週三第四至六課節（三年級）、第七至九課節（五年級）到校

進行共同備課、同儕觀課、評課。透過備課會，以第五和六課作例子，三年級科任

老師學生透過回覆校長的電郵，讓學生發揮「創意」、「解難」及「電子互動學習」

元素的課堂活動，優化校本課程。 五年級科任老師在寫作上教導學生為故事作結，

發揮「解難」能力。 

07/01/2019 建議英文科任老師在寫作上的題目類型，發揮學生的「創意」能力。 

19/03/2019 ⚫ 老師大致能在課堂鼓勵學生閱讀時找出重點字眼和其他閱讀策略。 

⚫ 除了課堂內，老師鼓勵學生培養仔習的習慣，在家中進行預習，紀錄學習生活

的體會，並建議下學年應更從篇章的內容入手，與學生的日常生活經驗結合，

讓學生能更易掌握閱讀策略:如集中及找回明確陳述的資料、解釋及融入意見 

及文章資料，仔細閱讀並評估內容、語言和文章的要素。 

20/05/2019 ⚫ 英文科校本支援計劃支援老師將於 6 月 3 日到校與科任進行作文批改會議及表

現分析，6 月 4 日則進行本年度校本支援計劃的檢討。老師能更掌握批改準則和

為學生的寫作表現評分。 

⚫ 於 6 月 19 日會向所有英文科任老師分享本年度支援計劃建構的課程內容。小三

及小五老師均表示滿意此支援計劃能有效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透過分享中，

老師表示他們從課堂中所推行的教學策略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以及能掌握該

年級的課程重點。 

4. 參與香港教育大學小班教學

支援計劃，目標為提升小四

學生的數感。 

全學年 

 

20/11/2018 透過跨校備課會老師有機會進行專業交流，以「對稱圖形−−找出對稱軸」課題為例，

針對學生的學習內容而設計學習活動。 

07/01/2019 建議下學年老師將會選取合適的部分，針對學生的學習難點設計富「創意」、「解

難」及「電子互動學習」元素的課堂活動，優化校本課程。 

19/03/2019 透過工作坊、校本支援、跨校學習圈以及校際匯報交流會等活動，老師認為他們能

在校內建立實踐社群，彼此交流、互相觀摩，以持續提升小班環境下的教學效能，

建議下學年仍能參與計劃，學習多元化的教育理論、有效的教學法和優化課堂教學

模式。 

20/05/2019 下學年建議繼續能參與香港教育大學小班教學支援計劃，宜豐富課堂活動內容，

以培養學生自學能力，協助他們建立積極學習的態度，裝備學生邁向自主學習和擴

闊學生的學習經歷；而在老師層面，在校內/或校外建立實踐社群，彼此交流、互相

觀摩，能有助提升老師在完善及施行校本課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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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5. 視藝科於小一至小六參與駐

校藝術家計劃，提升學生對

藝術創作的理解及欣賞 

全學年 20/11/2018 藝術家到校與本校教師協作教學，針對教學難點給予專業意見，以優化教學流

程，提升創作技巧。 

07/01/2019 建議下學年視藝課程需要按照人力資源和課時加以調適，整合成校本課程。 

19/03/2019 科任老師認為此計劃能提升學生對藝術創作的理解及欣賞，並檢視各年級的新課

題的教學成效，以及紀錄教學的流程當中的難點。 

20/05/2019 下年度透過駐校藝術家計劃培訓以重整藝術科校本課程，並加入輻射木雕內容。 

 

目標四：透過主題學習、專題研習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2)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於四年級全級推行 EduVision

中草藥課程，安排多個學科跨

科協作，如﹕中文科(中國古代

名醫)、常識科(疾病與醫藥)、宗

教科(生命價值)、電腦科(運用

mirco:bit 製作自動灑水系統)、

數學科(紀錄及度量中草藥生

長情況)。 

全學年 

 

20/11/2018 透過跨學科協作（語文描述、建立灑水器、圖表學習），四年級學生能了解維持植

物生長的要素、能為灑水器寫上編程指令，更從宗教角度了解中國古代的醫學家。

透過思維策略,學生能掌握不同植物生長所需的環境要素(陽光、濕度、土壤) 。 

07/01/2019 建議下學年四年級老師能與學生匯報植物生長的探究結果。 

19/03/2019 ⚫ 四年級學生能建立 Google Form (內容包括：澆水日期、天氣、植物的生長情況)

和 Excel 表等為植物作觀察紀錄。 

⚫ 為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和解難的能力，本校參加保護海洋資源領袖培訓計劃和

瀕危物種校園保育計劃，旨在通過海洋科學（養殖南非白蝦）和保育土沉香，並

鼓勵他們擴闊視野及關心世界，為他們作生命教育。本計劃將透過舉辦不同的

保育活動，讓老師及學生增強珍惜資源的意識及豐富他們有關的知識。 

20/05/2019 ⚫ 本年度於四年級全級推行 EduVision 中草藥課程，學生已於 3 至 4 月完成相關

學習小冊子。 

⚫ 已為兩所幼稚園進行中草藥課程，課程內容包括探究植物生長，讓幼稚園學生

利用電子軟件學習有關中醫藥、醫學家及中草藥的知識，於活動完結後亦會檢

討植物生長的過程。 

⚫ 本校學生表現積極，能達致教學相長，互相學習的果效。幼稚園方面一致表示

好評，認同活動。現階段須製作電子書及整理資料，以為 7 月份的分享會做好

準備。 

⚫ 於 4 月 9 日至 13 日舉辦了四校聯校首爾創新科技學習團，30 位小四及小五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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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生參加，由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荃灣天主教小學、柴灣角天主教小學及本

校聯合舉辦。學生透過學習團接觸到韓國文化活動與當地青年交流、參觀創科

企業，到訪 Coex 學習 Ozobot 與科學相關的編程應用，於航空宇宙博物館內認

識世界航空的發展史及於首爾能源夢想中心，探索再生能源的重要性和體會節

約能源的方法，從而提升九大共通能力（如解決世界資源短缺的能力、批判性

思考能力）。 

⚫ 建議來年度推行 EduVision 活動之先可進行簡介會以讓家長和學生清楚了解計

劃的目標，亦可將內容融入於課程中，以加強與科目之間的連繫。 

⚫ 7 月 4 日將舉行成果分享會，讓其他年級學生從中了解及認識到計劃的內容。 

⚫ 下學年將繼續進行 EduVision，建議下年度可於實驗後加入簡單實驗報告，以紀

錄不同的環境如何影響種植。 

⚫ 建議下學年可擴大種植種類，可種植的中草藥包括﹕夏枯草、野葛菜等。 
 

目標五：推行教師專業發展活動，更新教師專業知識，提升教學能力。(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3)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運用校本資源及引入校外支

援，推展各科課程發展： 

1. 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科

於共同備課中共同訂定配合

科組教學策略重點的教學計

劃。在校內建立實踐社群，

彼此交流。 

全學年 
 

20/11/2018 各級中文、英文、數學、常識已完成由課程組安排之四次科本共同備課，於中、英、

數、常共備會議中，以「創意」、「解難」及「自學」元素為討論要點，並設計相

關教學材料。(詳情請參考中文、英文、數學、常識科工作計劃) 

 
07/01/2019 建議下學年科主席與科任在共備會議討論資源運用和課堂管理以優化教學。 

 
19/03/2019 ⚫ 老師能在共備會議中討論學生的學習情況，反思自己的教學方法，以提升教學

效能。 

⚫ 建議下學年仍要善用校本資源及引入校外支援，完善校本課程。 

 
20/05/2019 ⚫ 中文老師建議下學年於每個年級選取一至兩個單元加入群文閱讀元素。 

⚫ 為加強校園的閱讀風氣，英文老師會致力於鼓勵學生閱讀電子圖書。 

⚫ 為繼續鞏固學生的閱讀技巧，下學年英文科將於各級上、下學期分別加入 daily 

reader。 

⚫ 建議下年度可聚焦共同備課重點及按課本特色加強教學設計。 

 



23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2. 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科

進行科本同儕觀課，科任互

相觀摩，以建立學習型專業

團隊，提升教學效能。 

全學年 
 

20/11/2018 於上學年進行新人觀課和全體觀課，在中、英、數科推行。 

07/01/2019 於 1 月中旬舉辦中、英、數科進行科本同儕觀課，每個科目將安排高低年級各一位

科任作示範教學，互相觀摩，於觀課後進行評課，讓學習第一和第二階段的科任能

更了解教學重點以達至優化教學效能。 

19/03/2019 由 2 月至 4 月進行全體考績觀課，於觀課後進行評課，大部分老師用心設計課堂和

準備充足，並鼓勵學生積極投入，能帶動學習氣氛，惟外籍老師未能帶出清晰的教

學目標，對學生的學習進度有所影響。 

20/05/2019 ⚫ 與上學期比較，老師的觀課表現已見進步。在課堂管理方面，老師開始習慣以

正面的鼓勵方式去獎勵學生表現。大部分老師均能具體寫出教學活動如何照顧

學生差異。 

⚫ 由於常識科將於下學年推展新課程，宜於科務會議中先計劃好配合各個課題的

活動，以做好新舊課程銜接。 

 

總結：  

1. 本校老師按科務範疇設計學習活動和課業，致力完善校本課程。 

2. 定期的共備會議能促進老師之間的交流，提升學與教的效能和建立學習型專業團隊。 

3. 本校老師著重學生在個人和學校層面認識及實踐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下學年將更進一步推展至社區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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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組 

目標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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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價值。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按學校需要，安排老師參加

與年度學校發展重點、行政

管理或課程領導有關的培

訓，以持續發展。 

2. 鼓勵老師參與宗教活動，加

強對天主教的認識及情意。 

2018 年 9 月 

至 

2019 年 5 月 

20/11/2018 ⚫ 本學年 9 月至 11 月期間，共有 8 位老師參與有關培訓，當中包括學習支援、

特殊學習需要、常識科新課程及 STEM 教育，所有參與老師均認同有關進修有

助裝備自己推動學校發展重點、行政管理或課程領導。而曾參與常識科及

STEM 教育的老師已計劃將進修所學應用於下學年的課程之中。 

⚫ 本學年 9 月至 11 月期間，全體宗教科老師參加了教區舉辦的宗教科教師發展

日。建議鼓勵非宗教科老師亦能參與宗教活動，加強對天主教的認識及情意。 

07/01/2019 本學年截至 2019 年 1 月 2 日，本校有 60%老師曾參與與天主教宗教有關的活動，

當中更包括了非宗教科的老師，所有參加過以上活動的老師都認為活動能加強對天

主教的認識及情意。建議學校亦能舉辦宗教或福傳活動，讓所有老師參與，加強接

觸天主教。 

20/03/2019 為加強老師對天主教的認識及情意，本校已安排了一次朝聖活動參觀聖母聖衣堂，

有關活動將於 3 月 30 日，共有 16 位老師報名參加。 

21/05/2019 本學年 9 月至 6 月期間，參與有關課程領導培訓的老師人次為 28，參與有關行政

管理培訓的老師人次為 13，參與有關電子學習及 STEM 培訓的老師人次為 38。由

於來年度實行全面學位化及電子學習，建議為老師安排最少一次有關行政管理或課

程領導的培訓及最少一次電子學教的工作坊，協助學校發展。 

 

目標二：關顧教師身心靈健康，提升教師教學效能。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利用教師發展日舉辦康體或舒

展身心的活動，增強老師的身

心靈健康。 

2018 年 11 月 

2019 年 4 月 

2019 年 5 月 

20/11/2018 第一次教師發展日於 2018 年 11 月 16 日舉行，當天進行了校產盤點，老師因應自

己負責的課室/場地，檢視物資及擺放位置，並作紀錄及註銷，優化校園環境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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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07/01/2019 ⚫  由於第一次教師發展日進行了校產盤點，建議下一次教師發展日舉行舒展身心

的戶外或外出活動，如海洋公園環保參觀或澳門朝聖之旅，以增強老師的身心

靈健康。 

20/03/2019 ⚫ 第二次教師發展日將於 2019 年 4 月 26 日舉行，當天的活動將於海洋公園學院

進行，活動主題為「海洋保育 STEM 教師研習室」，讓老師們在校園以外的場

地探索 STEM 元素。有關檢討將於活動後以問卷收集老師意見。 

21/05/2019 第二次教師發展日於 2019 年 4 月 26 日舉行，當天的活動於海洋公園學院進行，活

動主題為「海洋保育 STEM 教師研習室」，透過戶外學習及互動講座，讓老師認識

及探索有關海洋動物及大自然的知識，根據收集的問卷，所有老師都對當天的活動

地點、時間、內容及形式感到滿意，全體老師都贊成來年度的教師發展日舉辦戶外

及體驗式的學習活動。 

 

目標三：建立學習型專業團隊，以配合教育新趨勢。(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項目 3)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鼓勵老師參加有關促進創意、

解難、自學或學科發展的課程

或工作坊，完成後在課堂試行

或於科組會議內進行應用性的

分享，有關的同儕分享反思須

紀錄於「教師進修紀錄表」。 

2018 年 9 月 

至 

2019 年 5 月 

20/11/2018 將於上學期終向老師發放問卷調查收集數據。 

07/01/2019 已向全體老師發放問卷調查，共有 33 位老師曾參加有關促進創意、解難、自學或

學科發展的課程或工作坊，有 16 位老師曾就自己曾參與的進修活動與同儕分享。

將於下學期 4 月左右，邀請老師填寫「教師進修分享表」具體反思進修後的應用及

反思。  
20/03/2019 全體教師已呈交了上學期的進修時數紀錄，截至 2019 年 1 月，全校老師的平均進

修時數為 49 小時。  
21/05/2019 全體教師已呈交了上、下學期的進修時數紀錄，截至 2019 年 5 月，全校老師的平

均進修時數為 76 小時。建議來年度為老師的專業進修時數訂定框架及方向，讓老

師在行政及科務方面的專業發展得以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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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四：運用評估數據，回饋學生，提升老師的教學效能。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運用高效的測考分析數據，檢

視及了解學生的學習表現，回

饋學與教，實踐「評核促進學

習」，提升老師的教學效能。 

輸入中文、英文及數學科全年

四次測驗/考試卷的數據，全面

分析學生的強弱點及試題信度

和效度。 

2018 年 9 月 

至 

2019 年 5 月 

20/11/2018 上學期測驗運用 AQP 平台輸入數據的級別為五年級數學、五年級英文及六年級中

文。由於數學科將整份試卷的資料輸入，故能收集更全面的數據，能作全面分析。

而中、英文科只選取其中一篇閱讀理解的題目作數據輸入，故只能提供有限的數據

作分析，建議於上學期考試時選取更多部分輸入數據，以取得更多資料作分析。  

07/01/2019 上學期考試運用 AQP 平台輸入數據的級別為五年級數學、五年級英文及六年級中

文。由於中、英文科希望運用數據作測考比較，故考試仍保留以一篇閱讀理解的題

目作數據輸入，如需收集更多數據作分析，可於下學期測驗開始，將所有的閱讀理

解部分作數據輸入。 

  

20/03/2019 下學期測驗運用 AQP 平台輸入數據的級別為五年級中文、三年級和六年級數學。

三年級的數學科任反映，各班均有部分學生未能獨立準確地輸入數據，而且輸入數

據佔用了一定課時，故希望可以安排教學助理輸入數據。同時，亦有科任反映數據

輸入與成績分析報告提交的日期應加以配合，讓科任可以更全面運用有關數據。綜

觀而言，AQP 是一個高效的數據分析平台，能有效分析學生的學習難點及擬題的效

度，唯數據輸入時的運作及物流安排比較花時間，如能解決此問題將更吸引老師使

用。 

  
21/05/2019 下學期考試運用 AQP 平台輸入數據的級別為五年級中文、五年級英文、三年級和

六年級數學。然而，從檢視考試學生成績分析報告所見，老師並未有具體及有效地

運用 AQP 數據於撰寫報告，反映老師對於 AQP 平台的運用未盡成熟，建議來年度

加強有關方面的支援及指導老師善用數據。此外，來年度亦會優化 AQP 數據輸入

的安排，例如提早輸入學生成績，以便老師及時掌握數據作深入的討論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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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五：提升學校評核管理的標準，提升評估質素及流程，讓學生得到有效回饋。(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項目 2)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透過「QAMAS 優質評核管理

認證計劃」檢視本校現行測考政

策及實施情況並進行修訂。 

2018 年 9 月 

至 

2019 年 5 月 

20/11/2018 本年度優化了多項有關測考運作的措施，並於上學期測驗實施，當中包括：第一，

以中央咪統一宣布開考及測考結束時間；第二，安排宗教科及體育科於考試週前考

試，以騰出更多空間予學生溫習；第三，檢討測考期間的家課安排；第四，統一於

上學期測驗及考試時，監考老師只須為一年級學生朗讀大題目，以便學生適應。下

學期的測驗及考試則沒有讀卷安排。另外，學務組與各科已編寫校本評估政策，詳

列擬卷流程、測考運作及各科測考比重及監考編配原則等資料。建議每次測考後與

全體老師進行檢討，以持續提升測考運作。  
07/01/2019 已將本校評估政策交給考評局作檢視，檢視程序將一月完成。另外，考評局將於 3

月 18 日，上午 8:00 到 10:50 到本校檢視測考運作。建議於每一次測驗及考試前與

全體進行會議，協調整個測驗的運作。  

20/03/2019 考評局已完成檢視本校的評估政策，本校亦因應考評局的建議修訂了有關文件。另

外，考評局的工作人員已於 3 月 18 日，上午 8:00 到 10:50 到本校檢視測考運作，

並與梁頴珊主任和伍茗詩主任進行會談。當天為小一至小五下學期英文科測驗及小

六下學期呈分試，當天運作大致暢順，考評局亦給予正面的回應。考評局將於 7 月

期間發送 QAMAS 認證的詳細報告予本校。  

21/05/2019 由於本校將於 2019-20 年度獲頒 QAMAS 認證，來年度學務組須持續檢視及優化考

評管理及運作工作，包括老師團隊的考評素養、擬卷的質素、測考前的預備工作、

測考後的跟進工作等，讓學校的測考運作得以完善。 

 

總結： 

本年度的各項目標大致達成，經過團隊的努力，我們成功取得「QAMAS 優質評核管理認證」，為了持續優化校內的測考管理與運作，並鞏固團隊的

考評素養，建議來年度於整個測考的流程，包括擬卷流程、測考前的準備、監考管理、核卷安排及測考後的試卷整理等，加強細節，讓校內團隊更

清楚測考工作。另外，由於本年度教師發展日的活動安排甚為理想，建議來年度以戶外及體驗形式進行專業發展活動，並以電子學習及科創學習為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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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培育及訓輔組 

目標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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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1)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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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觀和生活態度。 

 

1. 推行全方位學生輔導獎勵計

劃就學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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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學

年將進行三次統計學生獲得

老師嘉許的印章或簽名數

量，並進行表揚及嘉許活動。 

 

2. 參與「賽馬會校園低碳『睇

現』計劃」，透過多元化的活

動，讓學生親身體驗實踐環

保低碳生活。學生能參與不

同的環保活動而獲取分數，

並加以獎勵，從而培養學生

對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2018 年 9 月 

至 

2019 年 6 月 

12/11/2018 ⚫ 全方位學生輔導獎勵計劃在十月份正式開始，透過老師觀察，學生都能積極

參與不同範疇的活動和任務，務求盡快獲取相當數目的獎勵印章，挑戰不同

階段。 

⚫ 已完成了活動簡介講座及「無冷氣日」、「慳電兔」兩個活動。大部分班級表

現積極。將定時於校園電視台宣傳及表揚表現良好的班別，以鼓勵他們更投

入於活動之中。 

⚫ 於高、低年級各完成「絕膠走塑」講座，主要向學生簡介智能水機及鼓勵學

生減少使用膠樽，以實踐低碳生活。 

9/1/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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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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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老師用名印為學生蓋印，

不宜使用卡通印章，方便訓輔組統計印章數目。 

⚫ 已完成了上學期活動，其中六位表現優異的學生獲邀出席開幕禮暨頒獎禮。

上學期大部分級別表現積極投入，惟小部分班別仍須請班主任多加鼓勵。 

⚫ 於課後舉行「絕膠設計師」工作坊，參加學生為 20 名四至六年級學生。學生

表現積極投入，並能透過活動，以設計思維作為學習框架，探討有關塑膠的

議題，從而提高環保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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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3. 透過「智能水機」計劃，能鼓

勵學生多自備水樽，減少使

用膠樽，並鼓勵學生實踐低

碳生活。 

 

19/3/2019 ⚫ 全校共有 759 位同學獲得紅章、661 位同學獲得藍章、250 位同學獲得綠章及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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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計劃的活動十分多元化，亦富有趣味性，例如「陪我講」中，學生能節省用電

外，也能通過在黑暗中講故事，增加跟家人相處及溝通的機會；班際活動「慳

電兔」，通過飼養電子寵物「慳電兔」，省電之餘，也能增加學生對班別的歸

屬感，因此能引起學生的興趣。 

⚫ 本年度定時於校園電視台宣傳活動及表揚在活動中表現良好的學生，並把學

生名單張貼在德育及公民教育壁報上，效果理想。大部分學生表現積極投入，

惟小部分班別仍須請班主任多加鼓勵。 

12/11/2018 ⚫ 全校共有 795 位同學獲得紅章、661 位同學獲得藍章、250 位同學獲得綠章及

46 位同學獲得金章。同學在這期間都積極於學習及服務上，得到老師的鼓勵

及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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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關「賽馬會校園低碳『睇現』計劃」，本年度已完成了活動簡介講座及「無

冷氣日」、「慳電兔」、「家居節能」、「節能動起來」、「綠色新年」、「地球一小

時」、「陪我講」及「無冷氣日」共八個活動。完成上學期的活動後，舉辦機構

按學生的表現，在高年級及低年級組別各邀請了三位表現優異的學生到香港

大學研究生堂王賡武講堂參加「開幕禮暨頒獎典禮」，學生均表現雀躍。除了

得到獎項外，學生更能透過活動認識實踐低碳生活的方法，實在是獲益良多。

下學期，舉辦機構將再按學生的表現，表揚表現優異的學生及頒發獎狀，以

鼓勵學生多實踐低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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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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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1)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積極人生」學生大使計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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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成訓練的學生大使，透過服

務、攤位等不同形式，與其

他學生分享珍惜生命的人生

態度。 

全學年 12/11/2018 ⚫ 十名小五學生大使，已參與生命成長體驗日營和訓練。在訓練中，學生能掌

握「五指快樂法」的理念，並在訓練活動中檢視個人的快樂指數，從而培養正

面的人生觀。 

⚫ 學生大使在活動中表現積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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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建立積極

人生態度。 

⚫ 將「快樂五指法」的理念融入在全方位學生輔導獎勵計劃的「快樂 GPS」活

動中，豐富學生對快樂特質的掌握，培養學生快樂、樂觀、積極的生活態度。 

9/1/2019 已受訓的學生大使將會在早會、小息、活動日等時段，透過不同形式如服務、介

紹、攤位等，向同學宣傳「快樂五指法」，加深同學對「快樂五指法」的認識，藉

此培養學生正面的人生觀。 

19/3/2019 學生大使除了在早會、小息、活動日等時段，透過不同形式向同學宣傳「快樂  五

指法」。在「中國文化日」當中以位形式，透過遊戲和不同情境向同學介紹  「快

樂五指法」元素，學生都有興趣參與攤位，表現積極。 

27/5/2019 ⚫ 學生大使已完成了向同學宣傳「快樂五指法」的任務，並於來年繼續邀請他

們為學校推行不同的正向教育活動，藉此培養學生正面的人生觀。 

⚫ 學生在「快樂 GPS」紀錄冊中能具體寫出實踐「快樂五指法」的方法。透過

老師觀察，學生能在校園生活中實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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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2. 「GoSmart.NET 計劃」 

➢ 透過拍攝、運用健康宣傳影

片，融入於常識科，優化教

學資源以培養學生建立正面

的價值觀和健康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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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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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學年 12/11/2018 ⚫ GoSmart.NET 計劃將拍攝有關急救常 識的影片，影片內容已交香港中文大學

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進行審批，並將於 2 月完成拍攝。 

⚫ 為了讓學生從小明白義工服務的意義，因此本年度招募秀天義工隊的對

象為小三和小四，現有義工二十位。由十月份開始，為參加義工隊的同

學進行七節的訓練，在訓練當中同學表現積極投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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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行校外服務作最好的準備。 

9/1/2019 秀天義工隊完成了七節的訓練，並於十二月七日到區內的長者中心進行服務，為

長者提早慶祝聖誕。在服務日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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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義工將基督小先鋒親手設計的心意卡轉交每位長者，

為他們在節日中添上一份溫暖。秀天義工隊將會繼續在下學期進行區校外服務，

讓同學接觸社區，探訪弱勢社群，將關愛精神傳播社區。 

19/3/2019 ⚫ GoSmart.NET 計劃已拍攝有關急救常識的影片，影片內容已交香港中文大學

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並已將影片上載在網絡上讓外界參考。 

⚫ 秀天義工隊在下學期進行了四節培訓，透過遊戲、訓練和探訪，讓同學了解

義務工作的價值和態度，學習關懷身邊及社區；在小組中，同學積極投入參

與。將於五月十七月到庇護工場進行探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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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27/5/2019 ⚫ 透過觀察和組員的分享得知，大部份的組員都能在義工隊中有不同的學習和

得著，組員的表現亦進步很多。他們分享到義工隊能讓他們發覺身邊有很多

需要關懷的人。另外，有數名組員表示，活動中讓他們學習到與人相處時互

相幫忙和合作，更有組員表示可運用這些學習到的人際技巧於日常生活當中。

因此，義工隊除了幫助成長組員認識社會上不同人士的需要外，更幫助他們

在個人上有新的發展，如人際關係、社交技巧及個人自信，成效十分理想。 

 

⚫ 從檢討問卷的結果反映，組員對於義工隊、長者服務日及幼稚園服務日的安

排和態度都十分正面。100%組員認為透過活動。 

 

⚫ 和訓練能令他們更了解義務工作的性質、價值和態度，以及加深了對社區有

需要人士的認識，更能學會關懷身邊的人及社區。另外，透過小組訓練、服務

籌備及服務日，全部組員都同意活動能提升他們與人溝通、合作的能力，令

他們更了解自己的長處和能力，提升個人自信心。因此，整體上義工隊的成

效是十分理想。 

 

⚫ 小組導師發現部份組員除了義工隊外，同時亦參與了其他課外活動，以致影

響其出席率。因此，來年小組導師在招募參加者時，建議詳細列明活動對參

加者出席率的要求；同時在揀選初步組員名單後，建議先進行一次小組前面

談，澄清義工隊的目標、內容及責任，好讓同學對義工隊有更深入的了解後

再作決定，避免同樣情況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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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三：透過持續到校支援，以及跨學校專業發展活動，提升價值觀教育學與教的成效。(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3)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價值觀教育學習圈計劃 

1. 通過教育局支援人員與學校

老師的協作及專業交流，配合

校本情況及需要，持續推展價

值觀教育各相關教育範疇。 

 

2. 為學校創造空間，提供機會讓

老師參與跨學校觀課及專業

發展活動，並與學習圈內其他

老師進行交流，促進老師專業

成長。 

全學年 12/11/2019 ⚫ 計劃參與對象為五年級班主任，並就成長課內容進行共備。暫時已進行了一

次學習圈計劃簡介及兩次共同備課，將於 26/11 進行公開課。 

⚫ 其中三位學習圈成員已於 2/11 到天主教佑華小學參加公開課及評課，以進行

觀摩及交流。 

9/1/2019 

 
⚫ 26/11 已完成了本校第一次公開課，內容以訂立目標為題，授課老師為張子賢

老師。大部分學生表現積極投入，教案經修訂後將在下學期初於五年級其他

班別實踐。 

⚫ 除了校內觀課後，各組員已各自出席了一次校外公開課以觀摩及吸收經驗。

下學期將會邀請其他老師出席公開課。 

19/3/2019 ⚫ 8/4 將進行第二次公開課，內容以情緒管理為題，授課老師為葉雅文老師。 

⚫ 除了組員外，下學期邀請了胡寶偉主任和李怡珊主任出席校外公開課，以觀

摩及吸收經驗。 

⚫ 透過共同備課，班主任能就學生的情況為班中學生度身訂造適合的成長課。

此外，由於班主任是按學生需要而選擇訂立目標和情緒管理這兩個課題，因

此亦能培養學生積極的態度。 

 

總結： 

1. 本年度以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為基礎，加強價值及品德培育，透過全方位學生輔導獎勵計劃，獎勵學生都能積極參與不同範疇的活動和任務，

實踐正面行為，培養良好的品德，成效顯著，來年可繼續進行。 

2. 本年度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及服務培養學生建立積極人生觀，如「學生大使計劃」、「GoSmart.NET 計劃」及「校外服務計劃」，計劃能使他們更

了解自己的長處和能力，提升個人自信心，培養培養學生快樂、樂觀、積極的生活態度。 

3. 本年度參加了持續到校支援計劃，為學校創造空間，提供機會讓老師參與跨學校觀課及專業發展活動，並與學習圈內其他老師進行交流，促進

老師專業成長，提升價值觀教育學與教的成效。 

 

 



34 
 

學習支援組 

目標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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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1)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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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年度共設六組加強輔導
組別，分別為四年級中文、
四、五、六年級英文及五、
六年級數學，各組約 8 至 13

人。 

2018年9月 

至 

2019年6月 

13/11/2018 科任老師表示未能適應本年度加強輔導班的新安排，與原任老師協調上仍需要時間
磨合。 

07/01/2019 科任老師表示已開始熟悉現行的改變，但在教學策略上仍有進步空間，例如加強輔

導班的老師本年度自行教授的課堂總數減少了一半，另一半的課堂需要與大班老師

共同教學，兩位老師在同一個課室教授時要適當地協調，建議在共同備課時可與其

他同級科任老師商討教學策略。 

20/03/2019 科任老師已逐漸適應教學模式的改變，在共同備課時，也會與大班老師商討教學策

略及進度等，以照顧小班學生的學習差異。來年度，科任老師同意繼續採用這種教

學模式以支援成績稍遜的學生學習。 

23/05/2019 科任老師認同合班分組教學模式的好處，並決定在來年度，繼續採用這種教學模式
以支援成績稍遜的學生學習。下年度將開設特殊教育支援老師的職務，將有助加強
抽離教學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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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年度共設四組輔導小組，
一年級設中文輔導班、二年
級設英文輔導班、三年級設
中文及英文的輔導班，各組
約 8 至 10 人。 

2018年9月 

至 

2019年5月 

 

 

13/11/2018 本年度一年級設中文輔導班及二年級設英文輔導班在早上七時半開始上課，某些學
生出席率欠佳，建議科任老師與家長聯絡。 

07/01/2019 早上輔導小組的學生出席率已有改善，學生已熟悉上課的模式。 

20/03/2019 科任老師認為大部份學生已熟悉這種教學模式，早上輔導小組的學生已能建議來年
可以採用。 

23/05/2019 下年度將繼續進行輔導小組，這種模式的好處是小組的學生能學習學科上的基本概
念，拉近與大班的進度，建議下年度盡量安排在早上進行輔導教學。 

 

 
3. 設立「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協助照顧有學習困難的小一、
小二學生，提升他們中、英、
數的能力。 

➢ 本年度共設四個小隊，協
助鞏固小一的英文及數學
的的知識；小二的中文及
數學的知識。 

2018年10月 

至 

2019年5月 

13/11/2018 由於本年度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小二學生的人數眾多，科任老師表示學生未能認讀
字詞的情況嚴重，建議計劃主要針對學生的中文能力為主。 

07/01/2019 已邀請言語治療師為「大哥哥、大姐姐」進行訓練，期望學生能為低小學生認讀字
詞。 

20/03/2019 訓練持續進行，但大哥哥、大姐姐偶會缺席活動，學生學習成效不顯著。 

23/05/2019 由於大哥哥、大姐姐常常缺席活動，無法帶領學生進行學習，而致成效不顯著，故
下年將取消這項計劃，改由老師教授的輔導小組取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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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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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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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基層學

生課後學習的需要。 

➢ 於課後時間逢星期二及四推

行，開設 10 組，每組約 10 人

的功課輔導小組，支援基層

學生課後學習的需要。 

➢ 於課後時間逢星期三推

行，開設 10 組課後活動小

組及於星期六安排參觀活

動。 

2018 年 9 月 

至 

2019 年 6 月 

13/11/2018 「I Can」自理小組針對小一學生適應校園生活，老師認為成效顯著，建議下學年繼

續舉辦。本年度的課後加油站已調低師生比例及改變模式，學生比以往更願意參與，

下學年可繼續推行。 

 
07/01/2019 由於「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津貼尚有資源，建議下學期於考試後安排更多學

習活動，如：躲避盤班、魔術班、機械人班等，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20/03/2019 下學期於考試後（24/6-5/7）舉辦的活動已進行報價，現正在草擬合約的階段。 

 

23/05/2019 下年度將參考本年度的做法，繼續為學生舉辦不同種類的活動，如：非洲鼓班、趣

味英語拼音課程、羊毛氈課程等，以豐富低收入家庭子女的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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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改善有

關學生的說話技巧和能力。 

➢ 因應學生的情況安排

個別或小組訓練 

➢ 安排家長及教師講座/

工作坊 

2018年9月 

至 

2019 年 6 月 

13/11/2018 言語治療師由九月起為所有懷疑及舊有的學生進行評估，評估完成後會安排學生接

受治療。 

 

07/01/2019 言語治療師已為朋輩計劃的「大哥哥、大姐姐」進行訓練，學生願意為低年級學生

朗讀字詞。 

 

20/03/2019 已進行家長講座，反應理想。下年度，本校將與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共同聘用一位

言語治療師，註校時間將較現在為多，期望除了治療外，也能提升學生整體的口語

表達的能力。 

 
23/05/2019 本年度於下學期三月至五月邀請家長觀課，得到家長的讚賞，家長認為可以了解子

女的進度，故下年度繼續邀請家長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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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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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活動以

改善自閉症學生的情緒問題

和提升社交技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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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9月 

至 

2019年6月 

 

13/11/2018 上學期舉行一個小組，為六位小二至小三的學生進行訓練。學生樂於參與小組，班

主任老師表示學生的溝通技巧有進步。 

07/01/2019 上學期的小組將於 2019 年 1 月 17 日完結，家長表示學生的溝通技巧有進步，回家

後更樂於分享，期望有機會能再次參與社交小組。 

20/03/2019 下學期的小組活動進行中，學生樂於參與活動。 

23/05/2019 由於此小組獲得學生、家長及老師的正面迴響，小組能令自閉症學童受惠，認為值

得繼續舉辦，故下年度將會繼續舉辦。 

 

4. 由香港棍網球總會及香港小

童群益會合作舉辦的 Project 

Cradle，舉辦棍網球活動，讓

學生有機會參與棍網球訓

練，拓擴學生的視野，提升學

生的自信心。 

2018 年 9 月 

至 

2019 年 6 月 

13/11/2018 本校第一年參與此計劃，挑選了 15 位小三學生參與，當中大部分學生在參與此計劃

前不願意學習英文。但家長表示，校方安排於星期六上英文班，然後再開始棍網球

活動，安排恰當。自從參與此計劃後，學生願意學習英文。 

 

07/01/2019 學生未有充足的訓練便需要與其他學校進行比賽，比賽結果雖然未如理想，但學生

樂於參與比賽，認為是很有趣的經驗。 

 

20/03/2019 活動持續進行，學生積極、投入參與活動。香港棍網球總會下年度將不會與香港小

童群益會合作舉辦棍網球活動，如要參與棍網球活動，將要等待香港棍網球總會進

一步的消息。 

 

23/05/2019 由於老師及家長認為學生自從參加了棍網球後，能提升自信心及溝通能力，故此下

年度將繼續舉行棍網球活動，希望能讓更多學生受惠。可是，香港小童群益會不再

提供支援服務，故下年度將不會提供英文班，只由香港棍網球總會在星期六早上提

供棍網球班，下年度將為小三及小四學生開設兩班棍網球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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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三：建立學習型專業團隊，以配合教育新趨勢。(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項目 3)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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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邀請教育心理學家或外間機

構到校為教師舉辦不同主題

的講座，讓教師對特殊教育

需要的學生有更全面的瞭

解。 

2018年9月 

至 

2019年6月 

13/11/2018 由香港耀能協會於九月到校，為全校教師舉辦工作坊，內容有關自閉症特徵及分享

課室支援策略，教師認為能提升對自閉症學生有更全面的了解。 

07/01/2019 教育局於下學年增設特殊教育支援教師一職，本校將安排兩位教師於來年度進修照

顧不同學習需要（高級課程）。 

20/03/2019 精神健康是最新的特殊教育支援類別，期望下年能舉行相關的講座，增加教師對精

神健康的認識。 

23/05/2019 由於下年度（2019/2020）需符合教育局有關特殊教育的師資培訓要求，原訂安排

兩位教師於來年度進修照顧不同學習需要（高級課程），將改為專題課程，如：行

為、情緒及社群發展需要專題課程及認知及學習需要專題課程 (促進英國語文學

習)。 

 

總結： 

1. 本年度開設加強輔導班和輔導班，以抽離及大班的形式進行教學，有助提升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學習動機及學習能力。 

2. 新開辦的棍網球活動受到學生及家長支持，建議下年度繼續舉辦，讓更多學生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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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

原來的兩組，增加至三組。 

4. 曾接受特殊教育訓練的教師數目依然偏低，建議下年度積極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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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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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習及學生事務組 

目標一：加強學生價值觀培育，促進學生全人發展。(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1)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及建議 

1. 透過多元化活動及比賽，加

強學生五大核心價值的價值

觀。 

義德：透過各校內及校外活動及

比賽， 強化學生對公平

競爭的看法，同時提示學

生持守公義，遵守秩序，

承擔責任，養成誠實的美

德。 

愛德：學生透過校內不同服務，

如風紀服務、制服團隊

等，培養學生關愛和服務

他人的責任感。 

2018 年 9 月

至 

2019 年 6 月 

19/11/2018 

 

於 9 月開始，學生透過校內不同服務，如風紀服務、關愛大使照顧小一學生服務、

幼童軍、小女童軍參與校內各項活動接待服務等，培養學生關愛和服務他人的責任

感。教師認同學生參與校內外活動及比賽能夠加深了解義德和愛德的價值觀。 

 

9/1/2019 風紀領袖訓練將於 9/3 由外間機構提供訓練。幼童軍、小女童軍將參與花卉鑲嵌公

益活動，培養學生服務他人的良好品格。各項活動於下學期繼續進行 

 

12/3/2019 

 

風紀領袖訓練已於 9/3 由外間機構提訓練，透過歷奇等活動幫助學生建立領導能力

及管理學生秩序的能力。幼童軍、小女童軍已於 2 月參與花卉鑲嵌公益活動。建議

下年度繼續參加公益活動，有助培養學生服務他人的良好品格。 

24/5/2019 

 

⚫ 學生透過校內不同服務，如風紀服務、關愛大使照顧小一學生服務、幼童軍、

小女童軍參與校內各項活動接待服務等，培養學生關愛和服務他人的良好品

德。 

⚫ 透過觀察及與學生分享，教師認同學生參與校內外活動及比賽能夠加深了解義

德和愛德的價值觀。建議各項活動於下學年繼續進行。 

2. 透過各體育活動，培育學生

堅毅和團體合作的精神。 

 

 

2018 年 9 月 

至 

2019 年 6 月 

19/11/2018 

 

學生積極參與課後及週六的各項課外活動，能從活動中學會照顧他人及養成和諧共

處的良好品格。教師及學生認同參與校內外活動及比賽能夠加強學生對學校的歸屬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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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及建議 

3. 透過參與課外活動，培育學

生照顧他人，和諧共處，以提

升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9/1/2019 

 

⚫ 學生收費活動範疇包括：語文智能、數學邏輯智能、音樂智能、肢體動覺智能

及視覺藝術智能；上學期已順利開展 14 個活動項目給全校 1-6 年級學生參與，

各活動全年上課 19 至 20 節。學生積極投入參與活動。 

⚫ 各項體育活動及課外活動於下學期繼續進行。 

12/3/2019 ⚫ 下學期於 22/2 開始，週五課外活動已順利開展，學生積極投入參與活動。 

⚫ 各項課外活動於下學期繼續進行。 

24/5/2019 

 

⚫ 在音樂智能、肢體動覺智能、視覺藝術智能及資訊科技智能各範疇中學生亦參

加了校外的比賽，獲得獎項。 

⚫ 為學生提供不同的學習經歷，擴闊視野，並發掘學生多方面的潛能和興趣，建

議新學年可加強及完善規劃各項活動，並運用全方位學習津貼支援學生進行多

元活動。 

 

目標二：學生具備科學探究精神，能應對不同解難略，以科學方法對事物作綜合及歸納。(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2)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及建議 

透過科技教育、跨科專題研習

及主題學習等，讓學生進行觀

察、探究及分析，以提升學生

邏輯思維、創新和解難能力。 

➢ 活動包括學願計劃

EduVision、STEM 野外

生態研習課程、校園電

視全民小記者課程、中

國傳統舞蹈 VR 動畫及

光雕課程，以及數學科

奧數訓練。 

2018 年 9 月 

 至 

 2019 年 6 月 

19/11/2018 

 

透過光雕班，學生學會運用光雕技術設計小型光雕表演，將不同的中國傳統建築以

生動形式展示出來，並進一步建立了他們的自信。 

奧數訓練班能提升學生數理解難能力，並於校外數學比賽中獲得成績。學生認同參

與有關活動能夠提升學生邏輯思維、創新和解難能力。  

9/1/2019 

 

學願計劃 EduVision 由本校老師及學生帶領幼稚園學生進行科學探究活動。四校聯

辦首爾創新科技學習團將於 10/4/2019-13/4/2019 進行。校園電視全民小記者課程及

STEM 野外生態研習課程將於下學期開展。奧數訓練班及光雕班於下學期繼續進

行。 

12/3/2019 四校聯辦首爾創新科技學習團已順利完成報名及交費項目。校園電視全民小記者課

程及 STEM 野外生態研習課程將於下學期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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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及建議 

24/5/2019 

 

⚫ 學生學運用光雕技術設計小型光雕表演，將不同的中國傳統建築以生動形式展

示出來。在校外展示及學校家長參觀活動中，學生透過講解及分享學習成果，

提升溝通及解難能力。 

⚫ 奧數訓練班能提升學生數理解難能力，並於校外數學比賽中獲得成績。  

⚫ 學願計劃 EduVision 由本校老師及學生帶領幼稚園學生進行科學探究活動。來

年將進入計劃第二階段。四校聯辦首爾創新科技學習團已順利完成，4/7 將舉

行成果展。 

⚫ 教區數學比賽亦順利完成，學生獲得優異獎項，提升學生邏輯思維、創新和解

難能力。學生及老師認同參與有關比賽能夠提升學生邏輯思維、創新和解難能

力。建議下學年繼續進行。 

 

目標三：匯入更多外間支援或聘請專業導師，協助訓練，以提高教學質素。(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3)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及建議 

學校開辦不同的課程，同時運

用學校發展津貼，不同的資源

開辦多個校隊班及課外活動，

例如駐校藝術家計劃、敲擊樂

團、廣東話戲劇、獅藝、國畫等。 

2018 年 9 月 

 至 

2019 年 6 月 

19/11/2018 

 

於 10 月初學校應學生的需要和興趣，運用學校發展津貼開辦多個校隊班及課外活

動，例如駐校藝術家計劃、敲擊樂團、廣東話戲劇、獅藝班等。學生積極參與及投

入活動，教師認同有關活動能夠有助提升教學質素。 

9/1/2019 本年度學校發展津貼活動共有 9 個項目。各項活動現於訓練當中，下學期將參與不

同類別的校外比賽；校園電視全民小記者課程將於下學期開展。各興趣班於下學期

繼續進行。 

12/3/2019 下學期於 21/1 開始，各項課外活動現於訓練當中，廣東話戲劇、敲擊樂團及獅藝隊

將參加校外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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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及建議 

24/5/2019 ⚫ 學校已運用學校發展津貼開辦多個校隊班及課外活動，例如駐校藝術家計劃、

敲擊樂團、廣東話戲劇、獅藝班等。透過課堂教授及導師協作教學，教師認同

有關活動能夠有助提升教學質素。 

⚫ 各興趣班亦順利完成。敲擊樂團、廣東話戲劇及獅藝隊已完成比賽，廣東話戲

劇組學生參加香港學校戲劇節比賽並獲得最佳演員獎、視覺效果獎、整體合作

獎、整體演出獎。獅藝隊將於 7 月 21 日參加學界比賽。 

⚫ 新學年將運用更多不同的校外津貼及外間資源，開辦多個校隊班及課外活動，

為學生提供不同的學習經歷，擴闊視野，並發掘學生多方面的潛能和興趣。 

 

目標四：為學生提供健康保健及津貼服務。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及建議 

提供學童健康檢查、牙科         

保健、書津、車津及防疫注射事

宜。 

 

2018 年 9 月 

至 

2019 年 6 月 

19/11/2018 

 
上學期已為合資格學生提供學童健康檢查、牙科保健、書津、車津及防疫注射服務。 

9/1/2019 流感疫苗注射(第二劑) 已於 12 月 12 日完成。 

12/3/2019 合資格的學生到學童保健中心進行健康檢查；一至四年級學生到牙科保健中心進行

牙科保健服務。 

24/5/2019 

 
全學期已為合資格的學生提供學童健康檢查、牙科保健、書津、車津及防疫注射服

務。新學年將繼續為學生提供健康保健及津貼服務。 

 

總結： 

在音樂智能、肢體動覺智能、視覺藝術智能及資訊科技智能各範疇中學生參加了校外的比賽，獲得獎項。學生積極的訓練；老師盡心的教導，實在

值得表揚。新學年將運用更多不同的校外津貼及外間資源，開辦多個校隊班及課外活動，為學生提供更多元化的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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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科務組工作計劃報告 

中文科 

目標一：舉辦科本活動，提升學生對語文的興趣，並培養學生認識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 (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1)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為培養學生良好的品德及正確

的處事態度。一至六年級進行

以五大核心價值為主題的繪本

活動及閱讀中國德育故事，並

進行有關的創作活動。 

全學年 19/11/2018 各級已於共備會議上討論有關繪本活動的詳情，將於活動完成後再討論。 

10/1/2019 ⚫ 大部分班級仍在進行繪本活動。 

⚫ 待完成後，將收集佳作，以便在家長日當天作展覽之用。 

⚫ 有關活動檢討於下學期第三次會議時再作討論。 

22/3/2019 ⚫ 一至六年級已完成繪本活動，並在家長日當天展出部分佳作。 

⚫ 透過科任觀察，學生對故事甚有興趣，並能創作跟主題有關的作品。 

⚫ 各級所選取的故事吸引，能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也能啟發學生創作有關主題
的作品，因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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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2019 ⚫ 各核心小組成員都認為繪本故事十分適合學生，亦符合本年度的關注事項。 

⚫ 來年將請科任於分級會議上按關注事項檢視各級的繪本是否配合，如有需要，
可再選用其他繪本。 

 

目標二：引入校外支援，發展校本課程，以提升教與學效能。(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2)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校本普教中課程 

➢ 引入校外支援，參與由教育
局舉辦的「內地與香港教師
交流及協作計劃」，優化一
至二年級校本普教中課程，
提升學生的閱讀、寫作及普
通話溝通能力。 

全學年 19/11/2018 ⚫ 一年級以教授拼音為主，學生在普通話溝通能力方面有顯住的進步。 

⚫ 由於現階段已專注於拼音教學，因此學生的識字量略為不足，尤其是未能應付
測考。因而科任在教材方面作出增潤，加入了高頻詞語表、寫字練習等，增加
學生識字量，以應付測考。 

⚫ 二年級以篇章學習為主，同時也在拼音方面加以鞏固。 

10/1/2019 ⚫ 一年級方面，上學期已教授了大部分聲母和韻母，下學期再進行單元教學。科
任老師認為內地老師教授的「直讀法」有效，能幫助學生學習拼音。但部分能
力稍弱學生未能掌握「直讀法」，須在下學期再作鞏固。 

⚫ 科任老師反映由於拼音部分佔測考的 20%，拼音教學跟測考內容並不配合，因
而在教授拼音之餘，科任老師需花很多的時間和心力擬訂教材、詞語表、工作
紙等，幫助學生應付測考，老師和學生因而顯得較為吃力。 

⚫ 二年級方面，科任認為內地老師提供了很多方法和建議，而科任老師已按班本
情況就教材作調適。惟部分班別的普通話能力較弱，因而須再加以複習和鞏固。
朗讀技巧方面，除了全班一起朗讀外，也可二人一組讀，以互相學習，並確保
每個學生都有朗讀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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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22/3/2019 ⚫ 一年級已教授了所有聲母和韻母，並在課堂中反覆練習，以作鞏固。大部分一
年級學生已能運用直讀法朗讀字詞，但部分能力稍遜學生仍未能掌握。 

⚫ 內地老師李老師建議，對於能力稍遜的學生，老師可嘗試利用拼讀法作輔助，
以助學生熟習聲母和韻母。 

⚫ 一年級下學期主要進行單元教學，學生在朗讀、識字及語文知識方面也有顯著
的進步。 

28/5/2019 ⚫ 就整個課程而言，本年度於上學期初集中教授拼音方法，學生在語文知識方面
的進度較為緩慢，識字量較少，但同時學生在直讀方面的能力得以急速提昇。 

⚫ 下學期進行單元教學後，學生在閱讀、朗讀和寫作方面也有顯著的進步，亦能
自行閱讀課業內的文章。 

⚫ 建議來年可於上學期課程除了教授直讀法外，同時可加入語文基本知識及簡短
文章，以提高學生的識字量及閱讀能力，效果可能會更加顯著及全面。 

2. 古詩文教學 

➢ 引入校外支援，參與由香港
教育大學舉辦的「三字經與
現代社會實驗教學計劃」。
於四至六年級進行《三字
經》及《弟子規》教學，以
培養學生學習古典文學及
中國歷史的興趣，及提昇學
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全學年 19/11/2018 12 月開始進行單元一學習活動，待完成後再作檢討。 

10/1/2019 ⚫ 三至六年級已於十二月完成前測及單元一，已收到有關數據，稍後將放在中文
科文件夾內給科任老師參考。一月將進行單元二教學，已編定有關時間表，老
師可按時間表讓學生進行後測。 

⚫ 科任老師反映課程太多，兩節要完成一個單元較為急趕。建議老師可把教材分
拆成不同部分，每次教一個故事，再按時間表進行後測。科任老師也可按班級
情況，就教材進行剪裁。 

⚫ 除四至六年級外，下學期將於一至三年級下學期加入《三字經》課程，讓學生
能多學習古詩文。此外，一至六年級將於試後學習《弟子規》，以進一步培養學
生學習古典文學及對中國歷史的興趣。 

22/3/2019 ⚫ 四至六年級已完成《三字經》單元一至單元六課程，而三年級學生也嘗試閲讀
單元一至單元二的篇章。 

⚫ 下學期把部分單元列作假期功課，讓學生可以多利用假期進行網上閲讀，而後
測則在課堂上進行，讓科任能掌握學生的學習情況。 

⚫ 一至六年級將於試後學習《弟子規》，以進一步培養學生學習古典文學及對中
國歷史的興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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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28/5/2019 ⚫ 四至六年級已完成《三字經》單元一至單元六課程，試後將完成單元七至八。 

⚫ 就整個課程而言，《三字經》教材的內容以文字為主，欠趣味，未能引起學生的
興趣。建議可加入卡通短片或互動遊戲，令教材增加趣味性。 

⚫ 學生在《三字經》測試中的表現一般，除了教材內容欠吸引外，測試的題目以
記憶為主，內容較深，不符合學生程度。科主席將會透過問卷向香港教育大學
反映有關意見。 

⚫ 來年除了《三字經》外，將於三至六年級加入校本古詩文教材，以培養學生學
習古典文學及中國歷史的興趣。 

⚫ 一至六年級將於試後學習《弟子規》，以進一步培養學生學習古典文學及對中
國歷史的興趣。 

 

目標三：優化及發展校本課程，以提升教與學效能。(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2)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寫作歷程檔案 

➢ 優化寫作歷程檔案，如加
入創意寫作或於高年級加
入社會議題，讓學生掌握
寫作的方法，累積寫作經
驗，發揮創意，並提升學生
的寫作能力。 

全學年 19/11/2018 ⚫ 各級已於上學期加入具創意的寫作題目或社會議題，如四年級加入神話故事改
編；六年級寫作「給區議員的信」等。 

⚫ 完成後在第二次會議時再作檢討。 

10/1/2019 ⚫ 科任老師反映部分學生在考試時寫作的記敘文內容空泛。由於寫作歷程檔案多
以創意為主，擔心花太多時間在創意寫作上，會令學生未能掌握記敘文寫作。
建議可減少寫作歷程檔案，把它改為記敘文。 

⚫ 寫作歷程檔案只是一種形式，主要給學生輸入，例如腦圖、範文等，並教導學
生如何組織文章及豐富文章內容。建議如發現該級記敘文表現欠佳，科任老師
在下學期可設計以記敘文為題的寫作歷程檔案。 

22/3/2019 ⚫ 各級已在下學期共備會議中，按學生的情況設計寫作歷程檔案。 

⚫ 完成後在第三次會議時再作檢討。 

28/5/2019 ⚫ 本學年每個學期的寫作課業包括兩個寫作歷程檔案（包括兩篇長文）、兩篇實
用文、一篇命題作文及六篇隨筆。 

⚫ 其中寫作歷程檔案的內容十分豐富，包括搜集資料、討論及匯報活動、範文閱
讀等，用的課節較多，一個學期要學生完成兩個檔案加兩篇長文顯得較為吃力。
因此，建議來年刪減一個寫作歷程檔案，並改為命題作文，讓學生自行擬寫大
綱及寫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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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2. 中國文化專題 

➢ 優化中國文化專題，促進
自主學習，培養學生的溝
通、創新和自學能力，並培
養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興
趣。 

2019 年 2 月 

至 

2019 年 4 月 

19/11/2018 ⚫ 為了配合 EduVision，四年級將於上學期完成以「中國古代名醫」為主題的文
化專題。其他各級將於下學期進行。 

⚫ 下學期完成後再作討論。 

10/1/2019 ⚫ 四年級已正進行以「中國古代名醫」為主題的文化專題。 

⚫ 下學期完成後再作討論。 

22/3/2019 ⚫ 各級仍在進行中國文化專題。而為了配合國情教育，五、六年級分別加入了以
「中國傳統建築」及「中國傳統音樂」為主題的中國文化專題，以培養學生對
中國文化的興趣。 

⚫ 待完成後，於下學期第三次中文科會議中再作檢討。 

28/5/2019 ⚫ 部分級別仍在進行中國文化專題，將在試後完成。 

⚫ 各級都認為文化專題題目合適，建議來年可繼續進行，並加入電子學習元素，
以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如協作能力、創意思維、批判性思考或研習能力等。 

 

目標四：建立學習型專業團隊，以配合教育新趨勢。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科任教師最少參加一次與中文
科發展相關的進修活動，以提
升教師的專業知識。 

全學年 19/11/2018 完成進修後，科任可於共備會議時作分享。 

10/1/2019 本年度已邀請教育局曾于丹小姐為科任老師舉行了兩次工作坊，以提升科任老師的
專業知識。如科任老師對指定課題有興趣，可向秦主任或李主任建議，以作安排。 

22/3/2019 內地老師將於下學期為全體中文科老師進行示範課及工作坊，以提升老師對群文閱
讀的認識。 

28/5/2019 ⚫ 內地老師已於 4 月 16 日為全體中文科老師進行示範課及評課，及於 5 月 21 日
為全體中文科老師進行「高效能閱讀課」講座，介紹單篇閱讀及群文閱讀，以提
升老師的教學能力。 

⚫ 老師已對群文閱讀有了初步的認識，來年將在各級上下學期各選取一個單元作
群文閱讀教學，以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及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 

 

總結： 

1. 本年度為培養學生良好的品德及正確的處事態度，中文科於一至六年級進行以五大核心價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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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良好，來年可繼續進行。 

2. 本年度引入校外支援，參加了「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及「三字經與現代社會實驗教學計劃」；致力優化及發展校本課程，包括寫作
歷程檔及中國文化專題等，以提升教與學效能。 

3. 本年度，中文科為科任老師安排了不同的工作坊、觀課及評課活動等，致力建立學習型專業團隊，以配合教育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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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1. To cultivate students’ attitude and value throughout English curriculum (in accordance with School Development Plan major concern 1 in 3-school 

year). 

Strategies Time Scale 
Date of 

Evaluation 
Reflection/Suggestion 

➢ To integrate five core values 

into mainstream teaching 

 

➢ To visualize the 

implementation of five core 

values with the record of 

teaching plan 

 

➢ To design appropriate 

learning tasks to associate 

with the five core values 

Sep 2018 

- 

Jun 2019 

19/11/2018 In our daily teaching, the reading text of each chapter is related to one of our five core 

values and most commonly to “Love” and “Family”. For example, in the module caring 

and sharing in P2, teacher organized a group discussion to talk about how to share things 

with each other and brought out the core values of ‘Love’ and ‘Family’. The writing task 

‘About me’ in P3, students described their favourite free time activities and school events. 

In the module “changes” in P4, students learned about living in the past. Teachers bought 

out how people enjoyed their living in the past and appreciate what they have now. In P5, 

through studying a famous people ‘Mother Teresa’, students learned how to love the people 

around us. In P6, in the module “changes”,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different jobs, 

teachers guided students to talk their dream jobs in the future. Teachers also encouraged 

students to develop their interests and skills for their career. Therefore, “Life” and “Love” 

were integrated. 

 

10/1/2019 ⚫ Among the five core values, two core values “Justice” and “Truth” are more difficult 

to integrate in daily teaching as not many texts are related to social issues. Therefore, 

in term 2, teachers will look for newspaper articles from the Internet and library books 

related to “Justice” and “Truth” so as to design task-based worksheets according to 

the modules from the textbook.  

 

⚫ After the accomplishment of worksheets, students can acquire and acknowledge the 

importance of core values. Both teaching plan and students’ work are effective means 

to intensify five core values.  

 

22/3/2019 To have further implementation of five core values in the lessons, P1-P6 subject teachers 

suggest to design worksheets to consolidate the knowledge. The content will be discussed 

after the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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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Time Scale 
Date of 

Evaluation 
Reflection/Suggestion 

28/05/2019 ⚫ Regarding the significance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attitude and value throughout 

English curriculum, teachers incorporate the core values into daily teaching. 

Throughout the lessons, students marked notes and accomplished learning materials 

about the application of core values at home and at school. For example, they helped 

other classmates with homework 

 

⚫ Teachers consolidated Primary 1 students’ knowledge about treasure of toys (Love), 

Primary 2 - caring and sharing of things (Love), Primary 3 - buying a gift for 

father/mother (Love and Family), Primary 4 - planning a 1-day trip for their family 

(Love and Family), Primary 5 - travelling with family (Love and Family) as well as 

Primary 6 - protecting the earth and endangered animals (Love). Students had high 

engagement in sharing ideas in class speaking activities. Besides, they wrote about 

how to care others in daily life. They also made and gave handicrafts to beloved ones 

(i.e. parents, relatives and friends).  

 

 

2. To highlight the significance of five core values. 

Strategies Time Scale 
Date of 

Evaluation 
Reflection/Suggestion 

➢ To implement five core 

values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cross-

curricular activities  

 

➢ To hold an English Fun Day 

Whole school 

year 

 

19/11/2018 ⚫ To co-operate with Religious Studies, English teachers are going to read ‘Our Father’, 

‘Hail Mary’ and ‘Glory be to the Father’ with our students from our student handbook. 

We would like to strengthen their pronunciation and fluency in these prayers. 

  

⚫ Religious Studies teachers will prepare additional PPT as a visual aid. During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 teachers can dedicate their prayers and highlighted the core values 

related to their themes and or about current events. Hence both students and teachers 

can strengthen their Catholic core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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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Time Scale 
Date of 

Evaluation 
Reflection/Suggestion 

10/1/2019 

 

⚫ English Fun Day will be combined with the Chinese Cultural Day. It will be carried 

out on 29th January. The games will be ‘Say fortune    words’, ‘Chinese New Year 

word search’ and ‘Chinese New Year Online Games’. The designation of the game 

will bring out the theme  of enjoying the happiness in a traditional festival. Through 

playing the booth game - ‘Say fortune words’, students can grasp the five core values 

‘Truth’, ‘Justice’, ‘Love’, ‘Life’as well as ‘Family’ by saying numerous fortune words 

to relatives such as ‘Family is love’, ‘In time of test, family is best’ and ‘Love your 

life’. Students were interested in playing this game. They threw the balls to the correct 

box and read out the fortune word. They can also match the sentence with the core 

values. 

 

⚫ The objectives of playing ‘Chinese New Year Online Games’ are to enhanc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traditional food and customs. Students were eager to play 

online games. They could match the pictures with the correct words. ‘Chinese word 

search’ game aimed at reinforcing the vocabulary related to Chinese New Year such 

as the zodiac signs and fortune blessings such as ‘May your wish come true’. Students 

could circle the correct words and read the words correcSimultaneously, students 

understand they should treasure their precious time to celebrate with their beloved 

family members.  

 

22/3/2019 

 

⚫ English teachers suggest having more interaction with schoolmates in the morning 

assemblies.  

 

⚫ Teacher may use stamps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activities. 

 

28/5/2019 ⚫ Concerning students’ habits of having English prayers, both English teachers and 

Religious teachers prepared the PPT of the prayers and saved in the English folders. 

  

⚫ Teachers may use the PowerPoint to strengthen students’ pronunciation and fluency 

of the prayers. It is highly recommended that students should practice more so they 

will have habits of having English prayers naturally in the morning assemblies. 

Concerning students who are not familiar with the English prayers, students must 

practice English prayers at the beginning of English lessons so that students can 

establish the habits of praying in English morning assemb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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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both learning and teaching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based curriculum(in accordance with School 

Development Plan major concern 2 in 3-school year). 

Strategies Time Scale 
Date of 

Evaluation 
Reflection/Suggestion 

➢ To enhance learning and 

teaching, a school-based 

curriculum will be 

developed. The curriculum 

design will be shown on the 

writing tasks. 

 

➢ P.3 and P.5 teachers will 

have meetings with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Primary) 

Section of EDB officer. 

Sep 2018 

- 

Jun 2019 

19/11/2018 

 
⚫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both learning and teaching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based curriculum, P3 and P5 teachers had 8 meetings with the EDB officer 

Ms Gladys Wong. In the co-planning meetings, the discussions were focused on 

module planning and the application of different teaching strategies to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and writing. Teachers agreed that the re-adjusting objectives of the 

curriculum could enhance the quality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 They agreed the 

support from EDB assisted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 Writing tasks were developed. As discussed among the teachers and Ms Wong, 

worksheets’ design needed to be improved. Apart from the design of writing 

framework, students’ progress of writing should also be scaffolded. During the 

writing journey, teachers should also make use of 5W1H words to brainstorm ideas 

with students. For Primary Three students, they are given an authentic purpose (write 

an email to the Principal Yip) which motivates them to write about favourite free 

time activities and school events.     

 

⚫ Peer lesson observation was done among P3 and P5 teachers in November. Teachers 

agreed this activity could facilitate teachers’ discussion about the planning of lessons 

and design of learning materials which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After 

brainstorming the writing ideas, teachers should make use of the mind-map to teach 

students the organization of ideas. According to the completion of worksheets, 

students can present the main ideas with supporting details to describe their favourite 

activities. For Primary Five students, teachers can also design some interesting 

writing topics (other than argument at school) so as to arouse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in writing. 

 

 

 



50 
 

Strategies Time Scale 
Date of 

Evaluation 
Reflection/Suggestion 

10/01/2019 ⚫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design of writing tasks will be refined in the second term. 

Writing framework will continue to use to help students to organize and elaborate 

their ideas. The structure of writing framework will be refined. The whole module 

desig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different teaching strategies will be discussed and 

applied to enhance students’ writing. 

 

⚫ In the module planning, reading skill is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strategy to expand 

students’ scope of vocabulary before writing. With the utilization of tasks, the 

teaching of grammar items / sentence patterns enables students to have better 

preparation in writing.  

 

22/03/2019 ⚫ To enhance students’ reading ability, a reader will be included in the current 

curriculum next year. Teachers suggested to use readers to enrich the teaching content 

and vocabulary of the textbook. Worksheets will be designed to consolidated students’ 

knowledge about the content. 

 

28/05/2019 ⚫ Through having cooperation with EDB officer throughout the whole school year, 

Primary 3 and 5 teachers could encourage students to write with richer in content and 

more fluent in organizing their ideas. After viewing students’ work of the levels, 

teachers should teach students about the signposts to signify the time and connect the 

ideas together. Also, teachers can implement ‘picture walk’ and ask students to utilize 

the keywords underneath the pictures to construct longer phrases.  

 

⚫ In the module planning, English teachers regarded reading skill as an important 

strategy to expand students’ scope of vocabulary before writing. With the utilization 

of tasks, teaching grammar items / sentence patterns could enable students to have 

better preparation in writing.  

 

⚫ Regarding the enhancement of students’ reading ability, readers will be included in 

the English curriculum next year. Teachers suggested the usage of readers to enrich 

the teaching content and vocabulary of the textbooks. Furthermore, students could 

have reading habits to widen their scope of vocabu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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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o develop a school-based reading and speaking P.5 and P.6 learning materials in collaboration with Native English Teacher. 

Strategies Time Scale 
Date of 

Evaluation 
Reflection/Suggestion 

Native English Teacher (NET) 

and P.5 and 6 local teachers co-

plan and co-teach the reading and 

speaking. 

 

➢ P.5 will focus on reading and 

writing in the first term. 

Specking will be the main 

focus in the second term. 

 

➢ P.6 will focus on speaking in 

the second term. Reading 

will be the main focus in the 

second term.  

 

Sep 2018 

- 

Jun 2019 

19/11/2018 

 

⚫ To develop school-based reading and speaking P.5 and P.6 learning materials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school Native English Teacher, Ms Klobe. Throughout co-

teaching with LETs, P5 reading programme focused on reading supplementary 

passages related to the modules of the textbook. Ms Klobe also taught phonics. 

However, the phonics part is too simple and easy for P5 students. She was suggested 

to integrate the vocabulary taught in the mainstream teaching.  

 

⚫ On the other hand, P6 speaking programme focused on preparing students for 

secondary school interviews. The content included self-introduction, presentation 

and interviews. The NET utilized some interesting topics and questions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s for discussion. During the speaking lessons, students are gaining 

confident to present their ideas in front of the class. They are also willing to 

participate the activities such as interviews, role play and reading aloud in front of 

others. They are also ETs suggested the use of hot events from the newspaper to 

arouse students’ awareness about current events and hot news. They read and 

underline new words in the newspaper. 

 

⚫ To involve more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speaking lessons, LETs suggested the 

division of students into groups. Also, students are selected to present their ideas in 

front of the class. Topics can be given before the speaking lessons in order to get 

students better prepared for discussion in the next lesson. As a result, students have 

better preparation for self-introduction, hot topics (stem) and gained confidence. 

 

10/01/2019 In term 2, P5 will focus on speaking and P6 will focus on Writing. Primary 5 students will 

do show-and-tell, interview and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For Primary Six students, the 

NET will brainstorm and organize ideas to accomplish the writing tasks (topics tha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odules in the textbooks such a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e ways 

to save endangered animals and unforgettable memories in primary school). 

 

22/03/2019 ⚫ The Speaking Programme should be included the interview skills so that P5 students 

can expose to an authentic environment to speak in front of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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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Time Scale 
Date of 

Evaluation 
Reflection/Suggestion 

⚫ The selection of content should be related to the current topics. Teacher should ask 

students to prepare the topic before they present their ideas in front of their 

classmates. 

 

It was suggested that NET programme may be focused on P1-3 next year. NET will 

develop school-based phonics programme (e.g. consonant cluster) 

 

28/05/2019 ⚫ Regarding one of the assessed components in speaking – picture description 

(spontaneous languages use), students usually answered the assessors’ questions with 

short answers without adequate supporting details (or elaboration). As a result, 

students could not get higher marks in the content part.  

Therefore, to improve students’ oral performance, English teachers should design 

some speaking topics which a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s - 

best friend (3ES07) and their weekend activities (3ES09). To facilitate students’ 

description of pictures, teachers can ask questions when teaching different chapters 

of textbook / reader.  

 

⚫ Furthermore, teachers can give students about different storybooks (in other 

languages – i.e. Turkish). Students try to grasp the flow of the stories through doing 

picture-walk. Then, teachers invite students to retell the stories so as to improve their 

speaking skills (using vocabulary, sentence patterns and cohesive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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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o reinforce students’ generic skills in problem solving skill, creativity and critical thinking through curriculum and English activities(in accordance 

with School Development Plan major concern 2 in 3-school year).   

Strategies Time Scale 
Date of 

evaluation 
Reflection/Suggestion 

Students can solve problems 

through high-order thinking 

skills  

 

➢ To design learning activities, 

different levels of questions 

and challenging tasks to 

develop pupils’ high-order 

thinking skills. Lists of 

questions are shown in 

scheme of work-2 units/term. 

 

➢ To optimize reading 

programme to enhance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and creativity.  

Sep 2018 

- 

Jun 2019 

19/11/2018 

 

⚫ Lessons include learning activities which involve higher order skill are carried out in 

daily teaching and all the HOT questions are recorded in the teaching plan across 

each level. 

 

⚫ Teachers used WH-questions to elicit students’ oral response to the reading text in the 

lessons. However, many teachers reflected that students lacked opportunities of 

independent silence reading in the class. In term 2, teachers may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silence reading in the reading lessons. 

 

10/01/2019 ⚫ In term 2, teachers will continue to design the learning activities that can enhance 

students’ high-order thinking skills. Some wh-questions (why, how) should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with supporting details.  

 

⚫ 2. In reading lessons, students were accustomed to highlight the keywords when 

reading the questions. Students can get the correct answers for the skills such as 

locate specific information and pronoun reference skill. The integration of reading 

strategies and English curriculum continues in the second term. The practices of both 

skimming and scanning skills of important words/ phrases will also be stressed to 

develop students reading skills. 

 

22/03/2019 ⚫ In daily teaching, HOT skills are integrated in reading lessons. From the exercise 

book inspection, students showed their ability in organizing the information using 

the graphic organizers like spider webs, grids.   

 

28 /05/2019 ⚫ Teachers highlighted the significance of holding learning activities to facilitate 

students’ high-order thinking skills. Students can elaborate with adequate supporting 

details when creating the endings of stories. For example, teachers should remind 

students that the ending should come when the main character attains or fails to reach 

their goals. Teachers should remind students to include 1-2 exciting and significant 

events so as to neatly tie up story threads as well as encapsulate the story's re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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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o enhance the collaboration among NET and LETs. 

Strategies Time Scale 
Date of 

evaluation 
Reflection/Suggestion 

To organize regular co-planning 

meetings among LETs and NET 

 

Sep 2018 

- 

Jun 2019 

19/11/2018 In term 1, Ms Klobe attended co-planning meeting with P2, P3, P4 and P5 teachers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first term. The NET discussed her plannings with panels and NET Sec 

irregularly. The connection among LETs and Ms Klobe were not close enough which 

hindered the exchange of ideas. 

 

10/01/2019 ⚫ Ms Klobe will attend all the co-planning meetings with LETs. In the meeting, she will 

present her teaching plan and LETs will give her suggestions in improving learning 

and teaching. Through the regular meeting, the discussion among teachers are useful 

and it can help to improve teaching by designing meaningful learning tasks such as 

brainstorm the ideas before writing, adopt readers to match the textbooks, etc. LETs 

suggested that NET should also play an active role in incorporating ideas in daily 

teaching.     

    

22/03/2019 ⚫ Ms Klobe attended the co-planning meetings with LETs in the second term. During 

the meetings, LETs and Ms Klobe exchanged their ideas in designing the unit plan 

and activities: 

a) P2-3 - designed reading materials to support GE units, both levels read 5 story 

books. Students were interested in reading the stories and they were able to finish 

tasks such as writing a poem, making a poster and making a post card. 

b) P5-focus on presentation skills, topics include travelling around  

   Hong Kong, report a crime and self-introduction. Students  

   gradually improved in speaking before an audience.  

c) P6-comic books writing (Old Master Q) and write about memorable experiences 

in primary school to be published in graduation newsletter. Students wrote more 

detailed texts describing their experiences and feelings. 

 

28/05/2019 ⚫ About the collaboration with the NET teacher, The Speaking Programme should be 

included the interview skills so that P5 students can expose to an authentic 

environment to speak in front of others. The selection of content should be related to 

the current topics. It is highly suggested that the focus of NET programme should be 

on P1-3 students’ phonics skill nex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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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o conduct professional internal and external workshops. 

Strategies Time Scale 
Date of 

evaluation 
Reflection/Suggestion 

➢ To nominate teachers to apply 

and attend English 

curriculum-related 

workshops  

 

➢ To hold sharing sessions for 

all English teachers 

 

➢ To invite guest speakers to 

hold talks about STEM in 

English curriculum 

    

Sep 2018 

- 

Jun 2019 

19/11/2018 ⚫ In term 1, 15% teachers attended English workshops which were organized by EDB 

or other educational authority. Teachers will be nominated to attend English 

curriculum-related workshops. 

⚫ Teachers are encouraged to attend the workshops if they have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workshops. 

 

10/01/2019 ⚫ A sharing session about good teaching practices among Primary Three and Five 

teachers will be held in term 2. At the same time, teachers can also bring some teaching 

insights (after attending the workshops) in the sharing session. The content will be 

focused on the good practices in learning and teaching. 

⚫ To equip English teachers with the awareness of teaching STEM in English, English 

department will arrange a workshop of using IT resources in daily teaching. A sharing 

session will also be conducted on how the STEM education applies to the formal 

English curriculum in terms of learning objectives, teaching approaches and 

classroom activities. The workshop will be held in May.  

22/03/2019 ⚫ Teachers would like to know more about both introd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e-

learning in English.  

⚫ Besides, teachers suggest the panels to invite guests for workshops about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ading in English. 

28/05/2019 ⚫ A workshop about STEM in English and using IPad in teaching English will be held 

on 11th June. The content will be included: 

a. Flipped classroom materials and reading across curriculum 

b. iLearning and iboard 

c. iLesson 

 

Summary  

1. English teachers showed passion in refining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They designed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worksheets to improve students’ language 

skills, especially in reading and writing. Readers will be incorporated in daily teaching in the following school year so as to nurture students’ reading habits. 

2. Students could grasp the importance of core values though joining English activities (English morning assemblies, NET’s morning reading sessions, English 

Fun Day, etc), accomplishing worksheets and English lessons. However, it is suggested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apply the core values from their families to 

the society. 

3. The collaboration with the NET teacher should be improved in the following school year. The NET should focus more on the enhancement of the students’ 

speaking and phonic skills. 



56 
 

數學科 

目標一：透過不同的教學策略，培養學生的「自學」、「創意」和「解難能力」。（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項目 2）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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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難能力」及邏輯

思維技巧，提升學生對學習

數學的興趣。 

1) 教學活動 

2) 數學遊戲 

3) 速算訓練 

全學年 14/11/2018 

 

根據共同備課資料，一至三年級及五年級已設計兩個或以上的教學活動/遊戲。根

據教師觀察，這些實物操作活動能加深學生對該課題的理解，由於教具資源有限，

建議分組活動物資宜盡早安排。 

 

10/1/2019 各級於上學期已於以下課題設計培養學生的「數字感」、「解難能力」及邏輯思維

技巧的教學活動/遊戲： 

一年級：數物和次序、單數和雙數 

二年級：立體圖形、減法 

三年級：除法、報時 

四年級：四邊形、周界 

五年級：梯形的面積、多邊形的面積 

六年級：體積、立體的截面 

(各級教學活動內容詳見共同備課會議紀錄) 

建議於下學期加入「創意」、「自學」及「資訊科技」元素。 

 

21/3/2019 二年級：運用 Sketch 製作象形圖 

三年級：運用 Geogebra 學習平台進行三角形拼砌 

四年級：運用 QRcode 鼓勵學生下載 Apps 進行自學 

五年級：運用 Nearpod 進行小數乘法教學 

一、六年級同事可多於課堂運用電子「資訊科技」元素。 

運用 Geogebra 教授各課題時，老師須熟習軟件的操作，然後才向學生展示。 

 

3/6/2019 一年級：運用電子釘板學習平面圖形。 

六年級：運用 Nearpod 及 Geogebra 學習圓周的計算。 

來年度推行 BYOD，須檢視不同年級已使用的電子學習資源並進行整合與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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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2. 訓練學生運用堂課簿進行課

前、摘錄重點或課後延伸學

習。 

全學年 14/11/2018 

 

根據老師觀察及堂課表現，大部分學生有運用堂課簿摘錄重點，唯部分學生因堂

課簿的方格較中文簿小，令學生書寫感困難。建議科任教師多運用數字、符號及

圖表等方式，盡量減少書寫字數，另一方面學生在摘錄重點時不強迫學生必須書

寫在方格內，只要書寫工整即可。 

 

10/1/2019 約有 87%的學生能運用堂課簿摘錄重點，除摘錄重點之外，建議老師多鼓勵學生

運用堂課簿作課前預習。 

 

21/3/2019 只有少數老師能運用堂課簿作課前預習，建議除搜集資料外，可建議運用 QR code

介紹相關網站作自學，以提高學生預習的動力。 

 

3/6/2019 老師運用 QR code 介紹相關網站時，須同時提供網址，以作後備。 

來年度可多鼓勵學生自行搜尋及分享有關的學習內容，以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 

 

3. 各級與常識科合作進行科學

及科技探究活動，加入創意

解難、STEM 元素。 

全學年 14/11/2018 三至六年級已與常識科合作進行科學及科技探究活動(三年級汽球車、四年級濾水

器、五年級風力跑車、六年級水火箭、小一及小二學生進行主題參觀活動)，以上

活動已於 12 月中完成。 

 

10/1/2019 有關速率的課題概念較深，建議配合六年級科學及科技探究活動。 

 

21/3/2019 小一及小二將與常識科合作進行科學及科技探究活動(一年級瘋狂滑梯，二年級磁

力車)，分別將會在 4 月及 5 月進行有關活動。              

                                                                                                                                                                                                                                                                                                                                                                                                                                                                                                                                                                                                                                                                                                                                                                                                                                                                                                                        

3/6/2019 小一及小二將與常識科合作進行科學及科技探究活動(一年級瘋狂滑梯，二年級磁

力車)，以上活動已於 5 月中完成。過程大玫順暢，學生能運用數學知識紀錄測試

結果、進行數據分析和改良模型設計。 

 

4. 邀請校外導師為三至六年級

數學能力較強的學生進行訓

練。 

全學年 

(共 20 次) 

14/11/2018 訓練已在 9 月 20 日展開，全學年共有 20 課。三、四年級培訓隊有 16 人，五、六

年級校隊有 15 人。每堂已安排老師當值，即時跟進學生的學生情況。根據當值老

師觀察，學生表現認真，尤其是五、六年級積極投入課堂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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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校隊：五、六年級(由學

校發展津貼支付) 

2) 培訓隊：三、四年級(學

生自費) 

10/1/2019 部分學生已於 12 月參加「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並獲得一金三銀的成績，表現較

去年理想。 

建議來年度於比賽前鼓勵及安排所有參賽學生多做歷屆題目。 

21/3/2019 微調課程，讓五年級學生能投入課堂。 

建議導師出預習小筆記，讓學生預習。 

 

3/6/2019 根據問卷結果，有 87%的學員對活動感興趣，另一方面有 90%的學員曾於本年度

各校外數學比賽中得獎，成效顯著。 

建議來年繼續邀請導師到校進行尖子培訓。 

 

目標二：各級透過活動，讓學生實踐「愛德」的精神。（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項目 1）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訓練學生運用堂課簿進行課

前、摘錄重點或課後延伸學習。 

全學年 14/11/2018 

 

根據老師觀察及堂課表現，大部分學生有運用堂課簿摘錄重點，唯部分學生因堂

課簿的方格較中文簿小，令學生書寫感困難。建議科任教師多運用數字、符號及

圖表等方式，盡量減少書寫字數，另一方面學生在摘錄重點時不強迫學生必須書

寫在方格內，只要書寫工整即可。 

 

10/1/2019 約有 87%的學生能運用堂課簿摘錄重點，除摘錄重點之外，建議老師多鼓勵學生

運用堂課簿作課前預習。 

 

21/3/2019 只有少數老師能運用堂課簿作課前預習，建議除搜集資料外，可建議運用 QR code

介紹相關網站作自學，以提高學生預習的動力。 

 

3/6/2019 老師運用 QR code 介紹相關網站時，須同時提供網址，以作後備。 

來年度可多鼓勵學生自行搜尋及分享有關的學習內容，以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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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各級與常識科合作進行科學

及科技探究活動，加入創意

解難、STEM 元素。 

全學年 14/11/2018 三至六年級已與常識科合作進行科學及科技探究活動(三年級汽球車、四年級濾水

器、五年級風力跑車、六年級水火箭、小一及小二學生進行主題參觀活動)，以上

活動已於 12 月中完成。 

 

10/1/2019 有關速率的課題概念較深，建議配合六年級科學及科技探究活動。 

 

21/3/2019 小一及小二將與常識科合作進行科學及科技探究活動(一年級瘋狂滑梯，二年級磁

力車)，分別將會在 4 月及 5 月進行有關活動。              

                                                                                                                                                                                                                                                                                                                                                                                                                                                                                                                                                                                                                                                                                                                                                                                                                                                                                                                        

3/6/2019 小一及小二將與常識科合作進行科學及科技探究活動(一年級瘋狂滑梯，二年級磁

力車)，以上活動已於 5 月中完成。過程大玫順暢，學生能運用數學知識紀錄測試

結果、進行數據分析和改良模型設計。 

 

2. 邀請校外導師為三至六年級

數學能力較強的學生進行訓

練。 

1) 校隊：五、六年級(由學

校發展津貼支付) 

2) 培訓隊：三、四年級(學

生自費) 

全學年 

(共 20 次) 

14/11/2018 訓練已在 9 月 20 日展開，全學年共有 20 課。三、四年級培訓隊有 16 人，五、六

年級校隊有 15 人。每堂已安排老師當值，即時跟進學生的學生情況。根據當值老

師觀察，學生表現認真，尤其是五、六年級積極投入課堂討論。 

 

10/1/2019 部分學生已於 12 月參加「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並獲得一金三銀的成績，表現較

去年理想。 

建議來年度於比賽前鼓勵及安排所有參賽學生多做歷屆題目。 

 

21/3/2019 微調課程，讓五年級學生能投入課堂。 

建議導師出預習小筆記，讓學生預習。 

 

3/6/2019 根據問卷結果，有 87%的學員對活動感興趣，另一方面有 90%的學員曾於本年度

各校外數學比賽中得獎，成效顯著。 

建議來年繼續邀請導師到校進行尖子培訓。 

 

總結： 

1.  數學科各項活動已順利完成，老師能於各次共同備課會議中設計有效的學習活動，加深學生對各課題的理解。 

2.  老師須整合與優化已有的電子學習資源，並參與相關的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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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 

目標一﹕透過「愛德」教育，實踐天主教核心價值，建立學生正向的價值觀及積極的人生態度。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培養學生愛護家庭、關愛社

會以及積極的生活態度。 

➢ 在日常課堂中利用時事的

例子鼓勵學生以愛德對待

家人和社區鄰人，並以正面

的態度看待人生，建立和諧

的人際關係，從而體驗尊重

他人的重要性。 

全學年 12/11/2018 

 

80%老師在日常課堂中利用時事進行分享，鼓勵學生以愛德對待家人和社區鄰人，

並讓同學作口頭匯報。 

14/1/2019 有部份科任老師表示學生於時事剪報中未必能找到有關愛德的新聞，因此建議可

讓學生於課堂中分享自己或同學以愛德對待家人和社區鄰人的例子。 

 

22/3/2019 科任老師表示部分學生經課堂分享後於時事剪報中能夠評論有關愛德的新聞。 

 

29/5/2019 科任老師於課堂讓學生分組討論時事新聞後由學生利用不同的角度分析及表達對

新聞的意見，科任老師表示能提升學生的分析能力。科任老師建議下年度繼續讓

學生於課堂分享不同類型的新聞及作分析，讓學生增廣見聞及提升批判思考的能

力。 

 

目標二：持續完善校本課程，以強化學生綜合和應用不同範疇的知識與技能的能力，從而發揮學生溝通、創新和解難能力。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安排學生按學習課題到戶外

學習，照顧學生多樣性，以擴

闊視野，以提升學與教效能。 

➢ 以跨學科學習的形式學習

STEM 課程。 

➢ 安排學生參與戶外學習活

動，透過實地考察培養學生

的自學能力，以提升教與學

效能。 

全學年 12/11/2018 
戶外學習活動地點與各級課程相關，各 級 學 生 將 於 不 同 時 間 到 以 下 各
地 點 進 行 實 地 考 察 :  

一 年 級 :香港文化博物館 

二 年 級 :香港動植物公園 

三 年 級 :香港濕地公園 

四 年 級 :九 龍 寨 城 公 園  

五 年 級 :香港歷史博物館 

六 年 級 :香港太空館 

14/1/2019 
四年級學生於 12 月參觀九龍寨城公園，學生帶 ipad 進行學習，讓學生可以以拍
攝及錄影方式記錄寨城公園。科任老師發現有部分學生未能有效利用 ipad 作錄
影，建議科任老師於外出參觀前先讓同學學習使用 ipad 及預先安排各組所需搜集
的資料及記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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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22/3/2019 
⚫ 二年級學生能透過參觀香港動植物公園，能加深認識動物特徵、習性，適應

環境的方法，學生有機會參觀瀕危動物的籠舍，包括猩猩、合趾猿、丹頂鶴
及盾臂龜等，使學生有機會親身體會動物世界及明白保護動物的重要，建議
下年度繼續讓學生參觀。 

⚫ 三年級學生能透過參觀香港濕地公園，學習在不同的生態環境中生存的各種
動植物，能提升學生對自然的興趣和好奇心，但濕地公園有很多不同類型的
動植物，建議下年度讓學生先搜集特定動物或植物的資料，再進行實地考察，
亦可利用濕地公園的導賞服務為學生作講解。 

⚫ 五年級學生於香港歷史博物館參觀有關香港歷史發展的展覽，建議下年度申
請香港歷史博物館的導賞服務，讓同學更了解展品的歷史。 

⚫ 六年級學生於太空館參觀有關太空知識的展覽及欣賞人類探索字宙歷史的
電影，展覽及電影可加深學生於課本上所學的知識。電影以立體形式呈現不
同的火箭、穿梭機發射過程及人類登陸月球的過程，讓學生大開眼界及更深
入認識當中的科學原理，建議下年度繼續讓學生參與。 

 

29/5/2019 
下年度各級將繼續進行全方位學習，科任老師建議宜先分工，讓科任老師先到有
關的參觀地點作考察，一同規劃各班參觀路線及重點學習內容，並參考有關機構
網上資源作參觀的教學資源，以配合學生的學習內容及參觀目標。 

 

2. 配合「智能水機」計劃，安排

「絕膠講座」，鼓勵學生減少

使用膠樽，實踐低碳生活。 

➢ 小一至小六學生參加「絕膠

講座」，讓學生了解環境  

➢ 危機，從而由自己開始，減少

使用塑膠以，是愛人愛地球

的表現。 

➢ 鼓勵小三學生自備水樽，透

過「智能水機」內置的數據分

析，鼓勵學生多飲水。 

全學年 12/11/2018 
「絕膠講座」以日常生活例子，讓學生認識一些日常生活習慣可能為地球製造塑
膠垃圾，並讓學生知道不用的塑膠物品需要長時間分解，因此會嚴重污染地球環
境。講座能提供一些簡單的例子，讓學生於日常生活中減少使用膠樽，實踐低碳
生活。學生於講座中反應熱烈，積極參與，因此建議可再舉行不同環保的講座，
配合「智能水機」計劃。 

 

14/1/2019 
城泉公司暫未能提供內置的數據分析結果，稍後收到數據後，將由科任老師向學
生展示，鼓勵學生多飲水。 

 

22/3/2019 
城泉公司暫未能提供內置的數據分析結果，稍後收到數據後，將由科任老師向學
生展示，鼓勵學生多飲水。 

 

29/5/2019 
城泉公司暫未能提供內置的數據分析結果，將要求該公司於 7 月前將有關數據給
予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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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3. 配合「絕膠講座」，培養學生

創意解難的能力，提升環保

意識，貢獻社區。 

➢ 學生參加約 6 小時的設計思

維課程，探討香港塑膠議題，

走出學校，進入社區，並設計

具創意的解決塑膠問題方

案。 

上學期 12/11/2018 
⚫ 課程目標以設計思維作為學習框架，探討有關塑膠的議題，從而提高環保意

識。 

⚫ 20 名四至六年級同學於設計思維課程反思學校同學及社區居民使用塑膠的
情況，同學將進行探究，設計解決方案。 

14/1/2019 
⚫ 同學於整個課程中十分投入，各組透過外出訪問收集社區居民使用塑膠及將

塑膠回收再造的習慣，設計方案鼓勵區內居民減少使用塑膠。另外，有四位
同學設計了一個回收方案，以鼓勵其他同學將家中可回收的塑膠帶回學校進
行回收，同學將以校本輔導獎勵計劃「快樂 GPS」作為有關活動的獎勵。 

⚫ 設計思維模式能引起學生學習興趣，並能讓學生學習創意解難，建議可將設
計思維模式加入主題學習檔案。 

22/3/2019 

 

回收塑膠活動將於 25/3/2019 至 2/4/2019 的小息進行，由四位服務生負責收集及
管理攤位，並以校本輔導獎勵計劃「快樂 GPS」獎勵將家中的塑膠帶回學校進行
回收的同學。 

29/5/2019 
建議下年度可參與有關海洋保育及減少製造垃圾的講座及設計思維模式的活動，
讓學生利用外出考察及訪問等的活動自行搜集資料，並設計不同的方法解決環境
污染的問題，從而繼續提升學生的環保意識。 

 

4. 配合「絕膠講座」，培養學生

創意解難的能力，提升環保

意識，貢獻社區。 

➢ 學生參加約 6 小時的設計思

維課程，探討香港塑膠議題，

走出學校，進入社區，並設計

具創意的解決塑膠問題方

案。 

上學期 12/11/2018 
⚫ 課程目標以設計思維作為學習框架，探討有關塑膠的議題，從而提高環保意

識。 

⚫ 20 名四至六年級同學於設計思維課程反思學校同學及社區居民使用塑膠的
情況，同學將進行探究，設計解決方案。 

14/1/2019 
⚫ 同學於整個課程中十分投入，各組透過外出訪問收集社區居民使用塑膠及將

塑膠回收再造的習慣，設計方案鼓勵區內居民減少使用塑膠。另外，有四位
同學設計了一個回收方案，以鼓勵其他同學將家中可回收的塑膠帶回學校進
行回收，同學將以校本輔導獎勵計劃「快樂 GPS」作為有關活動的獎勵。 

⚫ 設計思維模式能引起學生學習興趣，並能讓學生學習創意解難，建議可將設
計思維模式加入主題學習檔案。 

22/3/2019 

 

回收塑膠活動將於 25/3/2019 至 2/4/2019 的小息進行，由四位服務生負責收集及
管理攤位，並以校本輔導獎勵計劃「快樂 GPS」獎勵將家中的塑膠帶回學校進行
回收的同學。 

29/5/2019 
建議下年度可參與有關海洋保育及減少製造垃圾的講座及設計思維模式的活動，
讓學生利用外出考察及訪問等的活動自行搜集資料，並設計不同的方法解決環境
污染的問題，從而繼續提升學生的環保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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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5. 參加「同根同心」內地交流計

劃，為學生提供不同的學習

經歷。 

➢ 參加河源三天兩交交流活

動。 

➢ 了解河源水源的開發和保

護，以及污水處理的工作。 

➢ 了解水利建設對經濟發展和

社會民生的影響。 

下學期 12/11/2018 「同根同心」內地交流計劃將於三月底進行，通告及面試將於一月進行。 

14/1/2019 將於 16/1/2019 向五年級學生家長發通告，收集有意參加學生的名單後將安排面
試。 

22/3/2019 已挑選 40 位五年級同學參加交流計劃，將 27/3/2019 出發。交流計劃目的為透過
參觀河源的水源開發和保護、污水處理的工作及旅遊業的科技發展，讓同學明瞭
科技發展與水資源的重要，從而珍惜資源。 

 

29/5/2019 「同根同心」內地交流計劃已於 3 月 27 日至 3 月 29 日進行，學生透過活動了解
內地水利建設及污水處理的發展及認識科技運用對旅遊業發展的影響，並了解科
技發展與水資源的重要。學生於活動中表現投入，認真學習，建議下年度繼續參
與「同根同心」內地交流計劃，可參與有關海洋保育的活動，如參觀自然保護區、
濕地及污水處理廠。 

 

目標三：積極檢視及調整校本人力資源運用和職務分配情況，以提升整體教師團隊的專業能量。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提升教師對 STEM 的專業發展。 

➢ 科任老師參加最少一次有

關 STEM 的校外進修活動，

並於共同備課時分享。 

全學年 12/11/2018 
仍未有科任老師參加有關 STEM 的校外進修活動，建議科任可多留意有關課程及
報名參加。 

 

14/1/2019 
有五位科任老師參加有關 STEM 的校外進修活動，將稍後於共同備課時分享。 

22/3/2019 
有兩位科任老師參加「利用 microcontroller 促進中小學 STEM 教育」及「在實驗
教學運用資訊科技工具培養學生的計算思維能力」 

 

29/5/2019 
下年度要求科任參加最少兩次有關 STEM 的校外進修活動後與其他科任於共備會
議中分享，並於共備時討論如何於教學中應用，提升教學質素。 

 

總結： 

1. 常識科各級全方位活動已順利舉行，各級按學習課題進行參觀，學生能於參觀活動中鞏固學習內容之餘，也能擴闊視野，增進課外知識。 

2. 來年度將使用新課程的常識書，教學內容及教學模式均有所轉變，當中 STEM 及跨學科學習元素不可少，老師需緊貼常識科的教學趨向，不時

更新教學方法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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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科 

目標一：深化學生對天主教教育五大核心價值的認識。（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一）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邀請嘉賓到校進行生命教育

講座，如生命鬥士。講座後，

學生撰寫祈禱卡，以表達對

別人的關愛。 

下學期 13/11/2018 ⚫ 生命教育講座將於下學期進行，擬聯絡殘疾運動員到校與高年級學生分享如

何克服困難，發揮潛能，勇於挑戰自己。 

⚫ 因講座嘉賓未必是天主教徒，故講座宜由宗教科老師擔任，於嘉賓分享後，

把其經歷及奮鬥過程配合相關的天主教教育核心價值，向學生加以講解。 

15/1/2019 建議除可聯絡殘疾運動員到校分享外，亦可嘗試聯絡一些天主教藝員，如：張衛

健、羅蘭等到校分享，讓學生更感興趣及印象更深刻。 

21/3/2019 已聯絡及安排香港聽障羽毛球隊成員陳穎心於 5 月 20 日到校主講生命教育講座，

與全體學生分享她如何克服困難及積極發揮天主賜予的才能，活出生命的意義。 

5/6/2019 ⚫ 生命教育講座已於 5 月 20 日完成。當天講座邀得香港聽障羽毛球隊成員陳穎

心到校與全體學生作分享。學生對嘉賓分享之內容感興趣，投入參與講座，

對殘障人士生活上所遇到的挑戰亦感好奇，並主動向嘉賓發問問題。 

⚫ 將於試後的宗教課堂上由老師帶領同學討論講者如何克服困難、發揮潛能、

燃亮生命，並指導學生為其他有身體殘障的人士撰寫祈禱文，以表關懷。 

⚫ 建議下年度讓學生於參與講座前，先搜集有關嘉賓或講座主題的資料，讓學

生對嘉賓或主題的背景有初步認識，好能更投入參與活動。 

2. 配合宗教節令，在小息時間

進行多元化的宗教活動，讓

學生藉著參與活動，增加他

們對天主教信仰的認識。 

全學年 13/11/2018 牧民助理於小息在小聖堂進行宗教活動，例如：誦唸玫瑰經、遊戲、宗教圖書分享

等，讓學生增加對天主教信仰的認識。參與的學生認真投入祈禱及喜歡閱讀宗教

圖書。 

15/1/2019 本校於 1 月 4 日早上進行感謝及懷緬楊鳴章主教的祈禱禮。並於小息時開放禮堂

及小聖堂，學生在牧民助理的指導下，向楊主教鞠躬及祈禱，以表心意。學生態度

認真，表現尊重。 

21/3/2019 牧民助理於小息時帶領學生在小聖堂進行四旬期活動，包括拜苦路和桌遊（尋找

復活的耶穌拜苦路遊戲棋），讓學生更了解四旬期的意義。參與的學生對活動很感

興趣，並積極投入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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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5/6/2019 ⚫ 因牧民助理離職，故聖母月活動改於宗教課堂上由各科任老師帶領進行。學

生投入參與聖母月活動，專注祈禱，以歌曲歌頌聖母，並主動向聖母像鞠躬

及獻上鮮花。活動中，學生亦增加對本校主保的認識。 

⚫ 建議下年度老師需於聖母月獻花活動前先於宗教及音樂課堂教導學生活動中

誦唱的歌曲，提升活動氣氛及學生的投入感。 

 

目標二：讓學生實踐天主教教育五大核心價值。（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一）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安排學生進行愛德服務，如

設計心意咭及製作代禱咭。

與訓輔組合作，組織義工隊，

如探訪仁愛之家、賣旗。 

全學年 13/11/2018 將於 11 月 30 日之基督小先鋒聚會讓基督小先鋒製作聖誕心意卡，並交予秀天義

工隊於 12 月 7 日之長者服務日送給東華三院方肇彝長者鄰舍中心之長者，以表心

意。活動讓學生學習關懷身邊的人和社區。 

15/1/2019 下學期將與訓輔組合作，由老師推薦在課外活動中表現積極的基督小先鋒加入秀

天義工隊，一同到社區服務。 

 

21/3/2019 已安排高年級組的基督小先鋒加入秀天義工隊，參與義工訓練及活動。他們將於

5 月中旬參與義工服務日活動。 

5/6/2019 ⚫ 秀天義工隊於 5 月 17 日到香港心理衛生會觀塘工場進行探訪服務。參與活動

的學生均於服務時主動關懷復康人士，表現積極。他們於活動中了解復康人

士於工場的工作性質、價值和態度，加深了他們對社區中有需要人士的認識，

從而學會關懷身邊的人及社區。 

⚫ 為讓學生能透過服務有需要的人，將信仰實踐於日常生活中，建議下年度各

宗教科任老師推薦學生參與秀天義工隊。  

2. 邀請學生為社會及近人自擬

禱文，內容須融入天主教教

育五大核心價值的元素。 

全學年 13/11/2018 各班宗教科科任老師已於日常課堂中邀請及指導學生為關愛身邊的人及社會擬定

禱文，亦會按課文主旨及其配合之天主教教育五大核心價值讓學生帶領同學一同

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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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5/1/2019 二年級同學較難自擬禱文。建議老師多鼓勵學生運用《牙牙語》及課本每課之禱

文作輔助，帶領同學祈禱。 

 

21/3/2019 ⚫ 老師指導低年級學生根據個別的祈禱意向參考《牙牙語》及課本中的禱文，

自擬禱文，帶領班上同學祈禱。 

⚫ 各級學生於課堂上祈禱的表現認真、投入，亦會主動留意身邊的人及社會上

發生的事，為有需要的人祈禱。 

 

3. 透過與自願團體合作，舉行

教育活動，讓同學了解生活

在發展中國家的貧窮人的需

要，建立同理心和實踐核心

價值：生命、愛德、真理、義

德和家庭。 

全學年 13/11/2018 將於下學期跟進。計劃於四旬期邀請自願團體到校舉行教育活動，以提醒學生珍

惜生命、愛護近人。 

15/1/2019 建議參考樂施會或其他社福機構的推廣項目，然後篩選一些與生命教育有關的活

動，在四旬期內進行。 

21/3/2019 已向樂施會及其他自願機構查詢講座事宜，亦取得有關資訊，將配合宗教科課程，

在課堂內由老師向學生介紹有關課題，並強調如何實踐天主教教育五大核心價值。 

5/6/2019 建議老師於試後的宗教課堂上向學生介紹天主教慈善團體的工作和服務理念，如：

介紹天主教四旬期運動及香港明愛的服務及對象，讓學生認識天主教服務社群的

工作，並鼓勵他們於日常生活中主動幫助弱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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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三：配合《踏上星光途》課程內容、各級級主保聖人的德行及天主教教育五大核心價值，加設增潤課程，完善校本宗教科課程。（配合三年學

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二）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以遞進方法，先讓第一學習階

段的學生認識「天主十誡」及

「真福八端」。第二學習階段

時，透過討論及生活情境，加

進更深入的教學內容。 

全學年 13/11/2018 ⚫ 將於上學期考試後教授「天主十誡」，透過聖經故事及日常生活例子，老師與

學生討論如何在生活中實踐十誡。 

⚫ 第二學習階段加入天主教教育五大核心價值的元素，深化學生對天主教教育

五大核心價值的認識，例如五年級教授「第十誡」時，亦浸入「義德」，提醒

學生要資源共享、以貧為先。 

15/1/2019 ⚫ 透過老師觀察，學生投入討論與十誡相關的生活情境題，均能表現出認識十

誡。但因試後時間較為緊迫，故建議將部份十誡的內容改在下學期教授。 

⚫ 下學期試後才教授「真福八端」，已開始收集有關教材。 

21/3/2019 將採用余福綿神父有關「真福八端」的資料及於基督小先鋒導師培訓講座的講義

作為教學內容。將於試後進行教學活動及攤位遊戲，讓學生更容易掌握如何成為

「有福」的人。 

 

5/6/2019 ⚫ 將於 6 月 17 至 21 日於宗教課堂上向學生介紹有關「真福八端」的釋義，並

由老師帶領學生討論如何在生活中應用。 

⚫ 將於 7 月 5 日小息時段讓各級學生參與有關「真福八端」的攤位遊戲，鞏固

學生對「真福八端」的認識。 

 

2. 配合《踏上星光途》課程內容，

利用平板電腦及安裝「我靈讚

頌主」，讓高年級學生閱讀網

上聖經，並於宗教課堂進行查

經活動。 

全學年 13/11/2018 查經活動將於上學期考試後進行，讓六年級學生利用平板電腦，配合「我靈讚頌

主」應用程式進行查閱聖經比賽。 

15/1/2019 因上學期考試後平板電腦借用情況較緊張，故活動延至下學期第一週進行。活動

工作紙已備妥，而平板電腦亦已安裝「我靈讚頌主」應用程式。牧民助理會到班

上協助同學使用平板電腦，以進行查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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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21/3/2019 查閱聖經比賽已於一月中旬完成。老師於比賽前指導學生以「我靈讚頌主」應用

程式查閱網上聖經的技巧，讓學生掌握查經的方法。學生積極投入完成比賽。 

2/7/2019 建議來年度繼續讓高年級學生於宗教課堂上閱讀網上聖經，並進行查經活動，以

培養學生對閱讀聖經的興趣及習慣。 

3. 優化有關「級主保」的學習內

容，讓學生認識該聖人的德

行，並在日常中實踐。 

一年級：聖母瑪利亞及大聖若瑟 

二年級：聖德蘭修女 

三年級：聖方濟各亞西西 

四年級：聖伯多祿及聖保祿 

五年級：聖奧斯定 

六年級：聖若望鮑思高 

全學年 13/11/2018 已於上學期開學週向學生介紹級主保聖人的故事及認識聖人的德行。此外，學生

亦完成有關的工作紙，從中表現學生如何實踐級主保聖人的德行。 

 

15/1/2019 「級主保聖人造型設計比賽」將於二月進行，造型需配合該級級主保聖人的特色，

以讓學生進一步認識級主保聖人。 

 

21/3/2019 為鞏固學生對級主保聖人的事蹟和德行的認識，經共備會議中各宗教科任老師商

討後，「級主保聖人造型設計比賽」將改為「級主保聖人繪畫比賽」，鼓勵學生發

揮創意，以圖畫表達他們對級主保聖人的事蹟或德行的認識。活動將於下學期考

試週後進行。 

 

5/6/2019 各級「級主保聖人繪畫比賽」的工作紙已備妥。活動定於 6 月 6 至 18 日進行。宗

教科老師將先於堂上與學生重溫有關該級級主保聖人的事蹟及德行。 

 
2/7/2019 ⚫ 「級主保聖人繪畫比賽」已於 6 月完成。各級的學生均以圖畫表達級主保聖

人最讓他們印象深刻的事蹟或德行。老師亦於堂上邀請比賽表現優異的學生

向班上其他同學分享如何學習級主保聖人的德行，並於日常生活中實踐。 

⚫ 建議下年度改為進行小組級主保聖人漫畫創作比賽，讓學生透過小組討論，

合力按級主保聖人的德行或事蹟創作漫畫，以鞏固對級主保聖人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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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四：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解難能力、創意及明辨性思考能力。（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二）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分享適合的時事素材或設計

生活情境，於課堂上帶領學生

進行討論及撰寫祈禱文。 

全學年 13/11/2018 各級於 11 月於課堂上進行了一次解難活動，學生積極參與討論，並能為事件中的

人物撰寫祈禱文，老師更邀請部份同學帶領全班同學一起祈禱。 

15/1/2019 為使活動更有系統及統一活動內容，已安排各級一位宗教科科任老師負責跟進，

搜集與該級課題相關的時事素材，設計最少兩題反思題目，讓級任老師與學生討

論，提高學生的解難及明辨性思考能力。 

21/3/2019 已選取一些較有爭議性或關於生命的課題，例如能否將實際年齡減掉二十年、斯

里蘭卡爆炸案等，老師將與學生進行討論及帶領學生思考，如何從這些事件中實

踐天主教教育五大核心價值。 

5/6/2019 各級的教學內容已備妥，將於試後的宗教課堂上由老師帶領學生就相關時事素材

或生活情境作討論。 

2/7/2019 ⚫ 各級已於課堂上完成解難活動。學生均對活動中討論的社會議題很感興趣，

主動發問問題及積極參與討論。高年級學生更於課後主動到網上搜集更多相

關資料了解有關議題，於課餘時間與同學討論。 

⚫ 建議下年度繼續進行解難活動，鼓勵學生多留意時事，積極參與討論，以訓

練學生批判性思考及溝通能力。 

2. 與視藝科合作，配合天主教教

育五大核心價值，舉行全校參

與的壁畫親子創作比賽，學生

與家長為部份樓層外牆設計

壁畫。 

全學年 13/11/2018 宗教科為視藝科舉辦的壁畫親子創作比賽提供了一些意見。選取的作品具有宗教

意義，能表達「天主是愛」的訊息及能宣揚天主教教育的核心價值。獲獎作品已

繪畫於場地一的牆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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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五：提升宗教科老師本科知識。（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三）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安排每位宗教科老師參加靈

修講座或活動或有關宗教科

的課程。 

全學年 13/11/2018 100%宗教科老師已出席最少一次由教區或認可的天主教機構舉辦的靈修或宗教知

識的講座或活動，並認為有關活動能豐富其宗教知識。 

15/1/2019 將安排老師在共備會內按各級課題需要分享講座中獲得的資訊，並討論如何將有關

資訊於課堂與學生分享。 

21/3/2019 ⚫ 廖嘉穎主任、李玉瓊主任、錢玉梅老師及謝姍蓉老師均於 3 月 7 日之共備會議

上向各宗教科老師分享於本年度參與有關宗教科的進修課程及活動中所獲取

的重點資訊。 

⚫ 各宗教科老師於共備會議中一同討論如何把有關資訊配合及深化課程中的有

關課題，提升教與學的效能。 

2/7/2019 安排未完成教區推薦的宗教科師資培育課程的宗教科老師於明年起參與有關課程，

以豐富及鞏固宗教教學的知識，以配合香港天主教學校宗教教育新措施。 

2. 安排宗教科老師參加退省活

動或朝聖活動，以洗滌心靈，

更接近天主。 

全學年 13/11/2018 將安排於下學期進行。計劃預約堂區的導賞員帶領活動，讓老師們更了解聖堂的特

色。 

15/1/2019 建議於四旬期內進行朝聖及拜苦路活動。正聯絡有關聖堂，期望能透過此活動，讓

老師能準備心靈，以迎接主耶穌的聖死和復活。 

21/3/2019 15 位老師及牧民助理於 3 月 30 日一同前往聖母聖衣堂參與朝聖活動。活動邀得聖

堂導賞員帶領老師認識及欣賞聖堂別具意義的設計。參觀後更一同於聖堂內進行四

旬期拜苦路活動，透過祈禱、唱聖詠及默想，紀念主耶穌的聖死和迎接祂的光榮復

活，並同時反思生活。老師們均認真和投入參與當天的聖堂朝聖活動。 

2/7/2019 建議來年度繼續安排宗教科老師參與朝聖活動，並邀請非公教老師一同參與，以洗

滌心靈及認識天主教信仰。 

 

總結： 

1. 透過每節宗教課堂上為社會及近人自擬禱文帶領同學一同祈禱，學生能主動留意身邊的人及社會上發生的事，為有需要的人祈禱。 

2. 本年度校本宗教課程加入了「真福八端」的內容，並優化了「天主十誡」的教學活動。於宗教課堂上，學生透過閱讀宗教故事及討論日常生

活個案，明白愛德的真義，並於生活中致力實踐，成為愛主愛人的好孩子。 

3. 本年度邀請聽障運動員到校分享她如何依恃天主、熱愛生命，能深化學生對天主教教育五大核心價值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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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科 

目標一：透過多元化的藝術活動，讓學生從藝術創作中認識天主教學校核心價值。(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一)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於課程中滲入五大核心價值，

並於全年每級設有一個與核

心價值相關的課題，讓學生圍

繞其主題進行反思和創作。 

 

2. 與宗教科合作舉辦全校參與

的壁畫親子創作比賽，學生和

家長於校園的外牆上共同繪

畫與核心價值相關的壁畫，加

深同學及家長對天主教五大

核心價值的認識。 

全學年 

 

12/11/2018 ⚫ 已經與宗教科合作,在課堂中教授學生天主教教育的核心價值，同在視覺藝術

科老師教繪畫玻璃畫的技巧。 

⚫ 正邀請負責機構來校舉辦學生講座，教授畫玻璃畫的技巧。 

11/1/2019 ⚫ 全校積極參與壁畫親子創作活動,參與率達 90%，其中 5A 班蔡詩琳同學獲得最

佳設計大獎，作品表達「天主是愛」的訊息，能宣揚天主教教育的核心價值(愛

德)，其畫作已經在繪畫於牆壁上，獲得家長和同學的讚美和認同。 

⚫ 其他 15 幅優異作品已於校園展出，鼓勵創作風氣。 

21/3/2019 學生反應熱烈，投入創作，建議在禮堂門口前和大堂升降機門口前的牆壁繪畫壁畫，

並邀請更多學生參與。 

3/6/2019 禮堂門口前和大堂升降機門口前的牆壁已經繪畫底稿，將邀請機構在 6 月 18 至 6

月 21 日到校教授學生上色，學生能有新的藝術體驗及美化校園環境。 

 

目標二：優化校本課程的設計，提升學生於藝術方面的創作技巧、興趣和想像力。(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二)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引入外間支援，推展駐校藝術

家計劃。藝術家到校與本校教

師協作教學，針對教學難點給

予專業意見，以優化教學流

程，提升創作技巧。 

 

2. 檢視各級校本藝術課程，優化

部分課題的教學設計及嘗試

全學年 

 

12/11/2018 核心小組成員於 12/11/2018 檢示 1718 年度課程大綱，參照科組老師的教學經驗及

駐校藝家課程顧問的專業意見，調整各級學習重點及橫向和縱向的發展，擬訂 1819

年度下學期的課程大綱。 

11/1/2019 

 

此計劃為學校示範了拼貼油畫、水墨畫、石頭畫、城堡創作、立體獎盃的課程，學

生創作的興趣甚高，其中計劃導師的教學流程及創作技巧值得老師參考，建議下學

期可進行課堂錄及拍攝，以供內部交流之用。 

21/3/2019 ⚫ 下學期將會進行水墨畫、立體帽子、石膏手模、恤衫紮染、立體教堂的課程，已

經向機構索取課程大綱，並與機構商討課堂流程，提升協教的流暢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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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引入新的創作主題及媒介，提

升學生的創作動機，給予更大

發揮空間。 

⚫ 因為春天天氣潮濕的關係，石膏手模和恤衫紮染的待乾時間較長，所以把課堂延

後至復活節假期前後的上課日子進行。 

3/6/2019 ⚫ 收集駐校藝術家計劃的作品，並在六月份的學校展覽中加以展示。機構導師將來

校交流和構思展示作品的方法，激發教師對展示作品的想法，籍此提升老師的專

業發展，老師在日後籌備展覽時能作參考，從而促進教與學。 

 

目標三︰透過多元化的創作活動，提升學生的藝術造詣及共通能力。(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三)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於課程設計上，每級設有最少

一個課題為小組創作。學生在

創作前先預測創作難點，並一

起協作商討解決難點的方法。 

 

2. 與常識科、電腦科（四年級）

進行跨學科學習活動，以

STEM 為主題，與常識科進行

葉子拓印，與電腦科（六年級）

進行 3D 立體打印，培養學生

多角度思考及運用資訊科技

進行創作的能力。 

 

3. 開辦不同類型的藝術課程，涵

括平面設計與立體創作，包括

全學年 

 

12/11/2018 建議在下年度發展 STEM 為主題的教學計劃時，可以多進行跨學科的學習。例如可

善用電腦科的 DOBOT Magician 機械臂。 

11/1/2019 

 
⚫ 學生在小組創作中需要運用解難能力，例如理解各成員的想法，然後討論彼此

的構思從而作出取捨及達成共識、同時學生需要分析大家手上的材料，思考如

何能運用材料有效地表達創作的意念等，因此小組創作能展現解難能力及創作

能力。 

⚫ 不同類型的藝術課程已經開展，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藝術體驗，例如油畫班、

小小藝術家課程、立體創作班和展覽欣賞。 

21/3/2019 已經積極安排學生參加校外比賽： 

獎項如下： 

1) 在《J3-J12 全港兒童繪畫比賽》中，5D 班姜詠心和 6A 班李芷晴獲得銀獎。 

2) 在《第六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2019》中，5D 班姜詠心獲得特等獎。 

3) 在《「全城走塑」海報設計比賽》中，3A 班陳安琪獲得特等獎傑出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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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油畫班、繪畫深造班和立體創

作班，讓學生接觸不同的媒介

及物料，激發聯想，發揮創意，

進行多元化的視藝創作。 

3/6/2019 ⚫ 同學們積極參加不同的藝術課程，並且能夠在平日的視藝課上運用所學技巧。 

⚫ 為了令學生能夠提升創作力及接觸更多不同範疇的藝術課程，如國畫、水墨畫

等的認識及接觸，建議來年度舉辦水墨畫班，讓學生能學習不同類型的藝術及

提供實踐平台讓學生發揮。 

目標四︰引入外間專業支援，提升教學效能及教師的專業知識。(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四)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邀請校外專業人士到校舉辦

工作坊，分享不同媒介的創作

技巧和教學心得。 

 

2. 鼓勵視藝教師參與最少一項

與視覺藝術相關的校外課程

或工作坊。 

全學年 

 

12/11/2018 駐校藝術家計畫機構將提供一節免費的教師工作坊,教授紮染技巧，並於下學期舉

行 

11/1/2019 下學期教育局陸續推出視藝進修課程，科主席會選取合適的講座和課程介紹給科

任。 

21/3/2019 科組內不少老師主動報名參加 4 月的「第五屆明愛中學聯校創藝展」，希望從參考

其他學校的作品時，能為教學帶來反思，提升教學效能。 

 3/6/2019 為了配合學校來年發展電子學習，視藝科將會在來年度加入電子學習元素，暫定教

授學生使用 DOBOT Magician 機械臂來繪畫木盒，因此建議於新學年上學期舉辦相

關的老師工作坊。 

 

 

總結： 

1. 本年度視覺藝術科各項活動已順利完成，老師於每次會議中能為科組的活動和課程提出寶貴的意見，優化本科的課程。 

2. 老師需要整理本年度的新課題，並參與 DOBOT Magician 機械臂的進修，以配合來年度推行電子教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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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 

目標一：培養學生良好的品德及正確的處事態度。(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一) 

 

目標二：提升學生的創作能力，發展學生音樂技能、協作及溝通能力。(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二)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分別於敬師日及母親節，讓學生
藉歌曲感謝老師教導和家人的
照顧和愛護。讓學生學會感恩及

關懷身邊的人 

全學年 14/11/2018 ⚫ 於 9 月份開學初教授學生詠唱《言謝春風》的副歌部份，並訓練學生於 9 月

14 日的早會時段經校園電視台播放播放節目，內容包括學生在校成長點

滴、分享謝師恩的信息及詠唱歌曲以表達對老師的謝意 

⚫ 因只於早會時段作一次的節目，可鼓勵學生以其他方式表達對老師的謝意 

11/1/2019 將於下學期 5 月份母親節期間進行第二次活動 

22/3/2019 於 5 月份舉行第二次活動，於早會時段詠唱《世上只有》以鼓勵學生回家以歌曲

向父母表達孝意 

3/6/2019 活動已完成，只於兩次節慶中舉行活動成效不大，建議下年度於每級教授一首與

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有關的歌曲，學生藉演唱歌曲領略歌詞意義，如﹕一些有關

「生命」、「愛德」，尊重他人、建立和諧、服務及照顧有需要人士的歌曲，以建

立正向價值觀及積極態度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優化校本創作活動內容，加強

各個年級創作活動的連繫，以

每兩個年級為一階段，設計具

關聯性的創作活動 

全學年 14/11/2018 ⚫ 已完成一、二、五年級的主題創作活動 

⚫ 一年級時讓學生先掌握節奏創作，再於二年級時讓學生依節奏旋律創作歌詞 

⚫ 一年級的學生作品具創意，部份家長、學生更自行瀏覽活動冊內的延伸連結

創作小結他，能達至自學。二年級學生的作品有趣，能以擬聲詞創作配合旋

律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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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019 五年級學生已完成廣告歌創作活動，學生能發揮創意創作環保法寶，並為法寶創

作廣告歌曲，歌曲簡潔易記，亦能突顯環保法寶的特色。學生對此課題有濃厚的

興趣 

22/3/2019 ⚫ 三年級學生進行故事與聲響創作活動，以發揮學生創意，學生能創作故事結

局，替故事配樂，以聲響圖紀錄成果，並作演奏 

⚫ 於三年級進行故事聲響創作活動後，四年級將進行有關「氣氛」的聲響創作

活動，學生利用三年級所學到的繪畫聲響圖技巧，於四年級再加以發揮創作。 

⚫ 六年級將進行白欖創作活動，學生先賞析白欖作品，分析其創作特色，並創

作白欖作品及演奏 

3/6/2019 ⚫ 四年級已完成聲響創作，學生能就情境繪製聲響圖，並依圖作演奏 

⚫ 六年級已完成白欖創作活動，部份學生能依主題創作出具押韻的白欖，學生

創作後均會作匯報，向其他學生分享成果，大部份學生對此活動感興趣，作

品有趣 

⚫ 上述創作活動能發揮學生創意，亦能配合學生興趣和能力，來年將繼續進行

創作活動。建議可加入電子創作元素，豐富學生的創作意念 

2. 開辦不同類型的音樂班，包

括﹕合唱團、敲擊樂班、手鐘

隊及弦樂班，讓學生有更多參

與機會 

全學年 14/11/2018 

 

各音樂班已進行一個學期的訓練，敲擊樂班、手鐘隊及合唱團將於下學期參與校

外比賽 

11/1/2019 弦樂班為本年度新增音樂班，有二十位學生參與小提琴班及五位學生參與大提琴

班，學生於每節課堂均會學習一至兩首新歌。惟部份學生未有足夠的練習，以致

進度較緩慢。建議每週增加一至兩次課前練習，由音樂科任輪流指導學生練習，

以培養學生良好的練琴習慣 

22/3/2019 ⚫ 敲擊樂團於 3 月初參與香港樂校音樂節比賽，並獲得優良成績。學生對此比

賽表現投入，惟部份負責演奏主旋律樂器的學生因年齡限制，明年未能再加

入敲擊樂團，故此，現階段需開始物色新成員加入，以讓樂團能持續發展 

⚫ 弦樂班於二月份開始進行加時練習及家中練習獎勵計劃，以鼓勵及建立學生

恆常練習的習慣，大部份學生的演奏表現有所提昇 

⚫ 手鐘隊及合唱團將於 4 月份及 5 月份外出參與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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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三：建立學習型專業團隊，以配合教育新趨勢。（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項目三） 

 

總結﹕ 

1. 開辦不同的音樂班及校隊，讓學生有更多機會參與音樂訓練，從而提昇學生的自信心。 

2. 為籌組管弦樂團，本年度開辦弦樂班，以發掘有音樂潛能的學生於來年度加入弦樂小組。 

3. 本年度安排老師進修有關「創作」的教學課程，以提昇於音樂創作上的教學質素。 

 

  

3/6/2019 ⚫ 合唱團已參與聯校音樂大賽 2019 的合唱比賽，於比賽中獲得銀獎，合唱團團

員亦表示喜愛演唱，現階段開始練習二部合唱曲，讓學生接觸更多類型的歌

曲 

⚫ 手鐘隊已參與聯校音樂大賽 2019 的手鐘比賽及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 2019，

於兩個比賽中獲得銀獎，表現優異 

⚫ 弦樂班已於五月份完畢，學生學習超過 10 首作品，大部份弦樂班學生表示喜

愛演奏小提琴及大提琴，下年度將繼續開辦弦樂班 

⚫ 敲擊樂團現階段已物色部分有音樂感的二年級隊員開始參與木琴及鋼片琴訓

練，好讓明年能更容易掌握演奏有音高樂器的技巧。建議來年招收更多一、

二年級學生學習敲擊樂，以讓樂團得以持續發展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科任老師全年參加最少一次與

音樂校本課程發展「創作」相關

的進修活動 

全學年 14/11/2018 擬於下學期進行一次校內電子音樂創作工作坊 

11/1/2019 擬於下學期進行一次校內電子音樂創作工作坊 

22/3/2019 大部分老師已於 2 月下旬參與由出版社舉行的電子音樂創作軟件分享會，老師於

當中學習如何將電子學習應用於創作活動，如﹕利用軟件作旋律及節奏句作， 

3/6/2019 因四年級會進行聲響創作活動，建議於下年度嘗試於四年級加入電子音樂創作元

素，以配合活動需要，利用不同電子聲效及圖檔進行創作，以刺激學生的創作意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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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 

目標一：培育學生認識及實踐「生命」及「家庭」的核心價值。(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項目 1)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價值培育 

➢ 體育老師於體育活動或比

賽中，滲透「生命」及「家

庭」的價值。 

➢ 「好動 1+Fun」親子體力活

動研究計劃 

➢ 透過一系列專為父、母親和

學童而設的互動工作坊和

親子活動課，加深家長和學

童對健康生活模式的認識

和實踐，以一個適切的運動

計劃一起投入活躍健康的

生活模式，培育尊重生命及

愛惜家庭的價值。 

全學年 13/11/2018 ⚫ 教師認同家長及學生表現投入，透過計劃附送的運動用具(球、瑜珈墊等)及導

師到校為家長及學生進行的活動，能讓家長和學生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 

⚫ 每個家庭每星期會紀錄運動的時間和次數，導師於每次課堂會與每個家庭進

行檢討，並每一個月訂立運動目標，從而加深了解「生命」及「家庭」的價

值。 

11/1/2019 計劃進行順利，第一階段將接近尾聲，每個家庭已對訂立好的運動目標進行檢討，

亦承諾未來一個月會積極參與體力活動，以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家長及學生表

現依然投入。 

22/3/2019 ⚫ 實驗組的十次互動工作坊及活動課已順利完成。 

⚫ 14/6/2019將進行一次集體活動課，以跟進家長和學生進行體力活動的情況。 

⚫ 第二次體力活動評估亦順利完成，稍後會有報告給每個家庭，以檢視早前的運

動目標，以建立自律健康的生活模式。 

5/6/2019 ⚫ 實驗組將於14/6/2019進行最後一次集體活動課。 

⚫ 所有參加計劃的家長都表示覺得計劃相當好，自己都多做了運動，精神面貌

及感覺都更健康。 

⚫ 對照組將於下學年度開始進行相同的十次互動工作坊及活動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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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提供學生多方面學習體育活動的機會，培養學生建立健康生活模式。(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項目 2)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運動獎勵計劃-學校約章

(sport ACT)  

➢ 全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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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自主健康

生活模式，提升體適能水

平。 

全學年 
13/11/2018 

計劃進行當中，已派發小冊子給學生進行連續八星期的運動統計，稍後會收集數

據，將於 2019 年 3 月完成。 

11/1/2019 
部分小冊子收集當中，科任老師需檢查及跟進，完成後統一收集並統計數據，數

據統計將於 2019 年 3 月完成。 

22/3/2019 
小冊子已順利收集，數據統計已初步完成，以準備申請有關獎項。 

5/6/2019 

⚫ 已於 5 月底完成，本校學生符合申請各項有 230 人，金獎有 111 人，銀獎有

42 人，銅獎有 77 人，獲取 sportACT 獎項的學生人數達全校學生總人數的

28%，可獲頒「sportACT 活力校園獎」。 

⚫ 來年建議繼續全校推行計劃，藉學生恆常參與體育活動，提升整體心理和身

體質素。 

2. 健康體魄我至「營」 

➢ 超重的學生在早上 7 時半

至 8 時在學校操場上進行

跑步或緩步跑等活動，改善

學生身體素質，培養學生建

立自主健康生活習慣。 

全學年 
13/11/2018 

由 11/2018 開始，每天早上 7:30-8:00am 已與學生進行籃球及跑步訓練。 

11/1/2019 
⚫ 下學期將繼續進行，部份學生表現投入參與活動及訓練。 

⚫ 穿校服其他學生會圍觀欣賞及支持，運動氣氛濃厚。 

22/3/2019 
下學期繼續進行活動及訓練，學生表現投入參與活動及訓練。 

5/6/2019 
本年度超重學生有 17.5%，較全港小學的 17.6%少，來年繼續進行活動，以早上進

行恆常體活動(跑步及籃球)培養學生運動的習慣，改善及建立恆常健康的生活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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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三：新增運動項目及專業教練，以建立更專業團隊，提高學生運動技能的能力及表現。(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項目 3)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體育項目發展  

➢ 除恆常體育訓練外，新增體

育項目，如單車、劍擊、棍

網球等，聘請專業教練，建

立專業型教學團隊，教授學

生不同運動技巧，提升學生

體育技能表現。 

全學年 13/11/2018 單車、棍網球、詠春等活動已開始，學生能有機會接觸不同的運動項目及技巧，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普遍對新增的體育項目感興趣，都希望可以繼續參與。 

11/1/2019 ⚫ 恒生校園乒乓球訓練計劃將於下學期 3 月開始進行，讓更多學生接觸乒乓球

活動。 

⚫ 計劃於第一階段將分為課後訓練班及體驗課進行。 

⚫ 課後訓練班：以高、低年級為對象開辦兩班乒乓球課後訓練班，由乒乓球總

會教練執教。透過課後訓練班揀選人材，發掘具潛質的學生，並加以培訓。 

⚫ 體驗課：將安排全校學生於體育課學習乒乓球，由乒乓球總會教練到校協助

教授學生，讓更多學生接觸乒乓球。 

⚫ 22/1/2019 邀請南華籃球隊到校為男女子籃球隊進行示範及技巧訓練，讓學生

接觸不同的訓練方法，以提升技術。 

22/3/2019 恒生校園乒乓球訓練計劃正進行當中，計劃贈送不同的乒乓球用品給學校，以支

持學校訓練。完善齊整的設備有效進行更專業的乒乓球訓練。 

5/6/2019 ⚫ 各項體育活動都順便完成，新增的體育項目將於來年繼續籌辦。 

⚫ 「恒生校園乒乓球訓練計劃」為三年計劃，本年度透過課後訓練班揀選人材，

發掘訓練班內大部份具潛質及對乒乓球有興趣的學生，來年度將繼續合作及

辦男女子校隊，繼續加以培訓，在校園內推廣乒乓球文化，並讓更多學生能

接受專業的體育訓練，提升學生對運動的興趣。 

 

總結： 

1. 透過籌辦不同體育活動及新增運動項目(如單車、劍擊、棍網球等)，學生能夠建立健康生活模式和參加體育活動的機會。 

2. 透過聘請專業教練，建立更專業團隊，幫助學生學習及改進體育技能及技術，提高學生運動技能的能力及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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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科 

目標一：培養學生良好的品德及正確的處事態度。(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一) 

 

目標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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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二)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重新整理《拼音快樂誦》校本

課程，小一、小二以校本拼音

課程作教材，配合普教中的

課程，讓學生能更早、更有系

統地學習和掌握漢語拼音。 

全學年 14/11/2018 ⚫ 一年級方面，科任老師認為透過整合《拼音快樂誦》的課程，學生於上學期

就能快速、有系統地掌握所有聲母與韻母。 

⚫ 二年級方面，科任認為《拼音快樂誦》能有效地跟學生重溫整套拼音，並融

進中文學習中，令學生快速掌握新字的讀音，加強閱讀及理解的能力。 

⚫ 但科任也指出學生的差異頗大，須使用較多的時間進行鞏固溫習。建議下學

期科任在班級內擺放普通話拼音字卡遊戲，讓學生在課餘時間也能進行練習，

另外，科任也可訓練學生每天在家朗讀一部分的普通話拼音，從而形成習慣，

減低課堂重溫的時間。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於普通話日早會時，訂立與天主

教五大核心價值相關的主題，讓

學生學會良好的品德。 

全學年 14/11/2018 上學期普通話早會以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相關的主題進行，並因應內地老師註校

而增加了朗讀部分，令學生能多接觸中國詩詞。下學期可多以不同的形式進行，

例如：講故事、歌曲分享等，令早會能培養學生良好的品德外也更添趣味性。 

14/1/2019 科任老師認為早會詩歌朗誦的部分非常適合，有助推動本校的朗讀文化。下學期

的普通話早會主題方面也可以是配合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的節慶或學校活動。 

1/3/2019 科任老師建議下年度可在早會中強化自學、解難及創意的元素，例如：分享名人

解難故事，鼓勵學生發揮創意想出另外的方法，並自行尋找另外的的故事與同學

分享，增強自學性。 

29/5/2019 本年度由內地語文老師的帶領下，早會主題都與朗讀有關，科任老師認為來年可

先共同商議並訂定每周的題目和相關的核心價值，可以與該周的德育主題有所關

聯，讓學生能在加強普通話交流的機會同時，也配合學校的品德教育，建立積極

正面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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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4/1/2019 ⚫ 一年級方面，上學期主要以拼音教學為重點，上學期已教授所有聲母和韻母，

下學期再進行單元教學。科任老師認為內地老師李 

⚫ 例老師教授的「直讀法」有效，能幫助學生學習拼音。但部分能力稍弱學生

未能掌握「直讀法」，須在下學期再作鞏固。 

⚫ 二年級方面，科任認為李例老師提供了很多方法和建議，而科任老師已按班

本情況就教材作調適。惟部分班別的普通話能力較弱，因而須再加以複習和

鞏固。朗讀技巧方面，除了全班一起朗讀外，也可二人一組讀，以互相學習，

並確保每個學生都有朗讀的機會。 

1/3/2019 ⚫ 一年級方面，在上學期的「直讀法」的強化下，下學期學生在拼音及直讀上

已見成效。部分能力稍弱學生仍需要再作鞏固。 

⚫ 二年級方面，科任認為經過上學期的訓練，學生在朗讀上更顯熟練及積極，

已經建立朗讀模式。 

29/5/2019 ⚫ 一年級科任表示在經過今年與內地老師的教材整合及設計，學生在上學期學

習拼音後，已掌握機本的拼讀技巧。科任老師同意來年將不會再使用《拼音

快樂誦》，而是使用本年度新設計及整合的教材，讓學生更有系統地學習普通

話拼音。 

⚫ 二年級的科任則表示經過本年度的訓練，學生已能掌握普通話的拼讀技巧，

來年也不需要重新印發《拼音快樂誦》給二年級的學生，只需要印製普通話

聲韻母的總表讓學生張貼在中文書上溫習則可。 

2. 培訓普通話大使，在二至五

年級中挑選二十至三十名學

生，協助於普通話日進行語

境活動，發展學生自我管理

的能力。 

3. 於普通話日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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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學生的溝通

能力。 

全學年 14/11/2018 

 

 

⚫ 二至五年級普通話大使在上學期已接受了兩次訓練，下學期將安排一次訓練。

科任認為普通話大使在普通話活動中積極參與，主動鼓勵同學以普通話進行

交流，效果十分出眾。但部分同學容易忘記當值地點，建議下學期可把普通

話大使當值時間貼在課室內提醒學生。 

⚫ 上學期共進行了 6 次普通話 3 分鐘和小息的語境活動。普通話日小息時進行

的「普通話遊樂天地」，以 ipad 提升學生的解難能力及普通話溝通技巧。但由

於網上資源有限，而且大多需要連線上網，所以科任建議下學期在 215 室內

進行，讓學生可以連線上網，以 ipad 進行不同的普通話遊戲。 

⚫ 部分普通話大使進入課室進行如繞口令及朗讀詩歌的活動，提升學生的解難

能力。上學期因與註校李老師合作，所以可是內的活動多以詩歌和詞語朗讀

有關，建議下學期課室的普通話活動可以更多元化，例如：繞口令、唱童謠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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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4. 培養學生的解難能力:在小息

時進行活動，例如：繞口令、

猜謎等，讓學生能挑戰自我，

提升學生的解難能力。 

14/1/2019 科任認為普通話大使積極鼓勵學生進行普通話活動，學生也對以 ipad 玩遊戲學普

通話的形式感興趣，從而加強學生學習普通話的動機，下學期可繼續保留。但在

課室內的普通話活動以詩歌朗讀為主，建議可以不同形式進行。 

1/3/2019 科任認為以 ipad 玩遊戲學普通話的形式能有效鼓勵學生積極進行普通話交流，建

議下年度增加普通話大使的人數，鼓勵二至六年級的同學加入普通話大使行列。 

29/5/2019 科任指出本年度普通話大使能夠發揮其作用，促進學生以普通話與同學交流，但

普通話大使在下學期因為參加其他活動而未能當值，建議來年增加普通話大使的

人數，並分配不同樓層進行當值，靈活調動學生大使。 

 

目標三：建立學習型專業團隊，以配合教育新趨勢。（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項目三） 

 

總結：  

1. 本年度由內地語文老師的帶領下，與科任老師共同整合校本課程—《拼音快樂誦》，令一年級的學生於上學期就能快速、有系統地掌握所有聲母

與韻母。二年級方面，科任認為《拼音快樂誦》能有效地跟學生重溫整套拼音，並融進中文學習中，令學生快速掌握新字的讀音，加強閱讀及

理解的能力。 

2. 本年度科組安排普通話新課程的講座，讓科任了解新課程的改革。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科任老師全年參加最少一次與

普通話課程、教學法、朗誦等內

容的校外講座一次。 

全學年 14/11/2018 上學期已經有 8 位科任老師參與校外普通話講座，題材包括：新課程下的教學思

維及玩轉配音學普通話。科任都認同透過校外的講座能接受最新的課程資訊及教

學方法，協助老師增加對新課程及教學法的認識。 

11/1/2019 科任老師都積極參加校外不同的講座，以求增加自己在教學上的效能。下學期科

組將安排一次普通話新課程的講座，讓科任更了解新課程的不同。 

1/3/2019 科任老師來年度將根據教育局對課程的需求，積極參加校外不同的工作坊，務求

把新課程更好地在校內推行。 

29/5/2019 本年度積極鼓勵科任老師進修，以了解普通話新課程的內容。結果，部份科任老

師達到預期的目標，建議來年繼續進行關於新課程的研習及進修外，也可進行普

通話科電子教學範疇的進修，以豐富老師對普通話教學的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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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科 

目標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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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一)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透過舉辦以家庭為主題的比

賽，傳揚天主教重視家庭培育

的精神，從而培養學生愛護家

庭的態度。冠、亞、季軍及優異

獎的作品，將會打印出來讓學

生留念。 

 

1. 與視藝科合作 

➢ 五、六年級舉辦 3D 物品設

計比賽 

➢ 電子媒介: 3D Printer 

 

2. 電腦科 

➢ 三、四年級舉辦電子感謝

卡設計比賽 

➢ 電子媒介: scratch 

 

3. 與圖書組合作 

➢ 二年級舉辦書籤設計比賽 

➢ 電子媒介 : iPad (drawing 

app) 

全學年 14/11/2018 12 月至 1 月中將與視藝科合作進行 3D 物品設計比賽，待完成後再作檢討。 

15/1/2019 五、六年級每班已挑選最佳的三名作品進行 3D 物品設計比賽。 

大部分學生都能設計出獨特的鎖匙扣，富創意。只有幾位學生只完成部分的散件，

未能合成。 

建議下年度 3D Printing 的課題可有更多延伸性，可配合常識科及視藝科課題進行

創作。 

22/3/2019 下學期小三和小四已在 2 及 3 月進行以 Scratch 為媒介的感謝卡設計比賽。 

大部分學生都能使用 scratch 進行創作，但內容欠趣味性，建議下年都教授該課題

時，可提供多些情境作參考。 

4/6/2019 ⚫ 小一和小二已於 4、5 月舉行以小畫家為媒介的書籤設計比賽。 

⚫ 所有學生的作品都能切合主題，只有少部分學生需加以提醒。大部分作品都內

容豐富。 

⚫ 老師反映是次活動能提升學生的創意，建議來年可加入與生活相關主題以提升

學生的創意及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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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 優化校本編程教學，完備學校電腦科課程。 (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二)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在本學年，一至六年級會優化

校本編程教學。依據學生能力

設計課程藍圖，讓學生有系統

地學習編程。 

 

小一：加入 Scratch Jr(基礎篇)及

CodeSpark/ Lightbot 

小二：加入 Scratch Jr(高階篇) 

小三：加入 Scratch 及

micro:bit(基礎篇) 

小四：加入 micro:bit(高階篇) 

小五：加入 micro:bit(應用篇) 

及 3D Printing 

小六：加入 3D Printing 及 App 

Inventer 

全學年 14/11/2018 12 月才開始進行編程教學，待完成後再作檢討。 

15/1/2019 本學年小一至六均設有教授校本編程課程。各級的校本編程課程檢討如下： 

小一：科任老師反映教授 Lightbot 時，教師講解的部分較多，而學生動手做的時

間不足，建議日後編寫進度時可加長課次。 

小二：教授 Scratch Jr(高階篇)進度良好，但科任老師反映教授電子郵件的課題超

出了預期的課次。 

小三：教授 Scratch 進度良好，但 Micro:bit 部分只能完成其中一個練習，剩下的

課程將於 1 月試後活動時間教授。 

小四：教授 micro:bit(基礎篇)進度良好。 

小五：建議 3D Printing 可日後分層教授，由基礎至高階，達到鷹架教學。 

小六：教授 3D Printing 進度良好。 

22/3/2019 由於部分級別之編程教學將於 5 月才完成，待完成後再作檢討。 

4/6/2019 小一：學生能運用 Scratch Jr 篇寫基本指令。例如放大、縮小、改變方向、更換場

景等。 

小二：學生能運用 Scratch 設定一個具故事性的動畫。例如:小狗追着一個皮球奔

跑。 

小三 :學生能運用 Micro:bit 編寫一句簡短的句子。 

小四：教授 micro:bit 時，老師發現教材稍欠完整。及後已立即整理須教授的教材。 

小五：學生能運用 mBot 編寫前進的指令及改變移動的速度及時 間。並能運用

mBot 讀取巡線感應器傳回的數值及在編寫不同讀數時令 mBot 能執行指令。 

小六：教授 App Inventor 時，學生大多很快完成課堂任務。老師認為教學內容太

簡單，下年度再教 授此課題時，須訂定具挑戰性的任務。 

經與老師相討後，老師認為大多學生已能掌握不同程度的編程能力，並應用於課

堂活動中。建議來年可按學生的發展深化各級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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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三：透過編程教學，提升學生的溝通及解難能力。(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二)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時間 反思/建議 

透過參與 EduVision 學願智慧

校園新里程計劃編程教學，提

升學生思維及邏輯能力，從而

建構他們的溝通及解難能力。

設計不同的學習情境，讓學生

透過協助、互相交流的形式來

學習。 

全學年 14/11/2018 四年級學生於 11 月下旬開始期間進行以「植物與環境」為主題的專題研習，待完成

後再作檢討。 

 

15/1/2019 各班的學生都以小組形式參與是次專題研習，中文、數學、常識、電腦及宗教科老

師表示學生的參與度高，他們能積極地進行資料搜集及種植。 

由於薄荷適合較和暖的氣溫生長，學生在 11 月下旬才開始種植薄荷，寒冷天氣使薄

荷發芽期較為長，所以學生仍未完成數據收集與分析，估計學生應在 2 月下旬至 3

月上旬可完成。 

老師反映在課時安排上有待改善，希望於下年度可將專題研習編入教學計劃，能更

有效地統整校本課程。 

 

22/3/2019 本年已根據學生的自理能力、學習態度及面試表現，挑選了 30 位四至五年級的學

生，於 4 月 9 日至 4 月 13 日前往韓國首爾參加聯校創新科技學習交流團，當中學

生參觀了與科技相關的展館，參與了 STEM 工作坊及拜訪了高科技的商業機構。學

生表示都大開眼界，對 STEM 有更多的認識。 

 

4/6/2019 開始籌備 7 月 4 日的 EduVision STEM 學願@中草藥成果展，每間成員學校需準備

展示內容（電子書）及攤位設計，而三間小學（秀天、柴天及荃天）更會拍攝宣傳

片和製作小冊子，供校內及社區欣賞和派發。 

透過該次的活動學生學會了使用不同的編程程式、3D 打印的技術及運用電子書展示

他們的學習成果，並培養其匯報時的自信心。 

建議來年可繼續參與，並擴展致其他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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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四：強化學與教效能，提升教師專業知識。(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三)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時間 反思/建議 

全年最少邀請專業人士舉辦一

次工作坊，讓教師能掌握最新

的電腦科編程教學及課堂設

計。 

➢ 例 如 : Coding 或 3D 

Printing 工作坊等 

全學年 14/11/2018 將於上學期完結前邀請校外機構舉辦工作坊，待完成後再作檢討。 

15/1/2019 下學期將於 25/01/2019 分別邀請了 3D Mart HK Limited 及 HKT Education Limited

舉行 3D Printing 及機械臂編程工作坊。 

22/3/2019 許世超主任，鄒子俊老師及陳若瑜老師在 3 月至 5 月期間與何明華會督中學的老師

開展四年級 micro:bit 課程的共同備課及觀課活動。期望可優化校本的編程課程。 

4/6/2019 ⚫ 所有四年級電腦科老師都認為 micro:bit 課程的共同備課及觀課活動有助改善

校本的電腦課程。 

⚫ 許世超主任，鄒子俊老師及陳若瑜老師將於 4/7/2019 到教育局分享 QTN 利用

microcontroller 促進中小學 STEM 教育計劃分享 Micro:bit 教學設計。內容主要

圍繞「如何設計具校本特色的智能產品」。 

⚫ 參與計劃老師把有關的知識回校與其他老師分享，提升教學團隊的整體發展。 

⚫ 建議將有關的課程於來年的四年級課程中實踐。 

 

    

總結： 

1. 本年度透過舉辦電腦科的比賽，讓學生能提升了個人的資訊科技能力，並讓它們從中認識家庭的重要性。 

2. 本年度透過 micro:bit 的編程教學，提升學生的創意及解難能力。學生已小組形式設計自動灑水器及智能餵蝦器，成功保育中草藥及飼養南美白

蝦。 

3. 本年度積極提升學與教效能，鼓勵教師參與校外進修，提升教師在編程的專業知識，並能實踐及回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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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科 

目標一：推動閱讀文化，以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為基礎，加強價值及品德教育，讓學生實踐愛主愛人的精神。（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項目 1）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舉行宗教閱讀分享活動： 

➢ 與宗培組合作，每月推行宗

教圖書推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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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與科組合作，並配合科組的

課程，舉辦不同類型的宗教

閱讀活動： 

➢ 與英文科合作，舉行英文宗

教主題圖書書展、英語德育

故事時間及閱讀分享等。 

➢ 與中文及宗培組合作，以天

主教五大核心價值為主題，

舉辦中文、宗教及圖書跨學

科活動，如宗教書展及品德

教育書籤設計活動等。 

2018 年 10 月 

至 

2019 年 5 月 

 

7/11/2018 九月及十月配合訓輔組所定的德育主題舉行兩次宗教主題圖書推介及書展，並已

將宗教主題圖書推介簡報上載於學校網頁。透過閱讀分享，學生能從閱讀宗教及

德育圖書，進一步認識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及品德教育。已在九月開始訓練英語

伴讀大使，並於十月開始於英語日為低年級進行英文德育伴讀活動，由於英語伴

讀大使欠缺經驗，宜於伴讀前多加提點，而參與伴讀的低年級同學能靜心參與活

動，透過伴讀大使的提問，學到更多德育的知識。現籌備高年級愛德書籤設計比

賽，活動可配合宗教故事進行。 

 

7/1/2019 ⚫ 上學期已購置數十本宗教圖書，待完成圖書登錄後，將會於二月份舉行宗教

圖書新書書展活動，為鼓勵更多學生閱讀更多宗教圖書，圖書館將會於三月

份在圖書館舉行宗教圖書閱讀獎勵活動，並邀請閱讀宗教的同學於早會時作

閱讀分享。 

⚫ 建議伴讀大使於伴讀時多向低年級學生提問問題，並於活動中加以讚賞的用

語，以鼓勵低年級學生更主動參與英語伴讀活動。 

⚫ 圖書科將於三月進行低年級愛德書籤活動，建議老師多讓學生提出在日常生

活中發揮愛德、幫助他人的實例及進行討論，才引入活動，深化學生對愛德

的實踐。上學期推展了各項宗教閱讀活動，透過老師觀察及學生閱讀分享，

學生能從閱讀宗教圖書，逐步對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有進一步的認識，並能

於生活中實踐。但部分學生仍然對宗教愛德故事仍然未有深入的認識，建議

下學期圖書館可配合宗教科課程內容，於書籤設計活動前，加入宗教人物介

紹書展及宗教愛德故事的學習活動，加深學生對愛德行為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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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22/3/2019 ⚫ 圖書館於三月份於小息期間加入愛德書籤設計，學生閱讀完宗教及德育圖書

後，能於愛德書籤的設計中，表達出在日常生活中實踐愛德。早會時段有邀

請閱讀宗教圖書的學生於早會時進行閱讀分享，建議學生可透過短劇形式表

達，提升介紹時的趣味性。 

24/5/2019 ⚫ 全年已舉行九次宗教圖書書展活動，並於三月份在圖書館舉行宗教圖書閱讀

獎勵活動，學生從活動中閱讀有關德育主題的宗教圖書，完成閱讀分享工作

紙，並於早會時進行閱讀分享，學生反應熱烈，於小息時主動到圖書館借閱

宗教圖書。建議下學年繼續進行宗教圖書書展及配合德育主題作閱讀分享活

動，而宗教科老師可配合宗教書展的德育主題，於宗教課帶領學生到圖書館

閱讀宗教圖書。 

⚫ 伴讀大使主動投入進行英語伴讀活動，根據老師觀察，低年級的同學熱烈參

與伴讀活動，並於活動後主動借閱英語德育圖書。建議下學年伴讀活動配合

電子圖書閱讀計劃，閱讀英文科所選的指定電子讀物，於伴讀活動後進行閱

讀分享。 

 

 

目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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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項目 2）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於圖書科課程中規劃高層次

思維技巧(資優十三式) /創造

力及解難能力策略的推行。 

 

2018 年 10 月 

至 

2019 年 5 月 

 

7/11/2019 已加入不同的高階思維技巧，如：運用概念圖、兩面思考、時間線及溫氏圖等及

解難能力於圖書科課程之中，老師上課時需要多加入提示，才能讓學生更易明白

及掌握，並運用於閱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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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2. 舉辦故事結局改寫活動，提

升學生創新及解難能力。 

7/1/2019 學生大致能利用這些思維模式，以促進多方面的思考，提升解難能力。為讓學生

更能掌握這些高階思維技巧，建議於操場及二樓平台放置一些介紹高階思維及解

難能力的趣味閱讀展板，讓學生多動腦筋，並加深學生對這些技能的認識。 

22/5/2019 各級已陸續展開故事結局改寫活動，學生能利用腦圖分析故事，低年級學生能利

用繪圖協助，發揮創意進行創作，而高年級學生經過分組討論及使用推測後果等

高層次思維技巧亦能發揮創意進行創作。建議教導能力稍遜學生時，可再加入不

同層次的提問，讓學生對故事有清析的整理，才開始創作。 

24/5/2019 總結本學年於圖書課加入不同的高階思維技巧，如：運用概念圖、兩面思考、時

間線及溫氏圖等及解難能力於圖書科課程之中，學生能於課堂掌握及運用這些技

巧去完成圖書工作紙，而超過 85%以上學生於故事結局創作工作紙中，能利用這

些思維模式，促進多角度的思考，發揮創意去改寫故事結局。整體學生表現理想，

但部分低年級的學生結局缺乏創意，建議下學年進行故事創作結局活動時，教師

多介紹各種的童話故事會有不同結局，加入更多提問及引導，從而提升學生創新

及思考的能力。 

 

總結： 

1. 宗教圖書推介能使學生認識不同的宗教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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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伴讀計劃」能讓學生主動參與閱讀活動，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 

建議： 

1. 下學年可繼續故事結局改寫活動，但可配合常識科科學探究主題，讓學生閱讀相關圖書後，再透過分組討論，進行故事結局改寫。 

2. 舉辦主題書展時，可配合公共電子圖書資訊，提升活動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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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我們的學與教 

1. 本校的課程重視培育學生持有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透過各科組按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為題而推行語境活動及融入於課堂教學當中。 

2. 本校的課程配合教育發展新趨勢，於一至六年級上下學期各加入兩個電子學習單元，提升學生的自學、解難能力、創意思維和運用資訊科技

的能力。 

3. 透過共同備課會議，各科科任能更清楚學生的學習情況以及分析學生在學業成績上的弱項，並作教學上跟進。 

4. 本年度於中文科一至六年級加入古詩文教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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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本校首度參與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命運由我創」青少年戲劇培訓計劃旗下的 Transformation Through Creativity 校園英語戲劇

活動，提升學生對運用英語的自信及學習英語的興趣，以達至全人發展的目的。 

6. 本校參加評核質素保證平台本年度學校參加了評核質素保證平台，分析學生的試卷和練習題目，並有助教師改善日後試卷的命題和評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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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善用全方位學習津貼舉辦多元化學習活動和遊學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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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本校於本年度參與由香港中文大學生命科學學院胡秀英植物標本館推薦的學校參與瀕危物種校園保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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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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以輔導教學班和功課輔導的形式

進行，藉以幫助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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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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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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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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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名學生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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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理訓練小組、敢作敢言訓練班及興趣小組等，

又舉辦了三次的外出參觀活動，讓他們也有機會發展多方面的潛能及擴闊視野。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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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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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 (香港

賽區) 初賽(一等獎)、2018-2019年度港澳杯(銀獎)、第四十四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小學常識挑戰賽2018(優異獎)、小學STEM技能挑戰賽(鑽

石獎)、第十三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小學組網上問答比賽(優異獎)、香港聯校音樂大賽2019小學合唱團(挑戰組銀獎)、香港學校戲劇節(最佳

演員獎)、第五屆《基本法》全港校際問答比賽(最積極參與學校獎)、聯校音樂大賽2019手鈴及手鐘(小學組銀獎)、第47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銀獎)、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2019(銀獎)、華夏盃(華南賽區)晉級賽(特等獎)、第三屆香港光雕節(最佳舞臺設計獎)、2019年香港國際珠心算

競技大賽(第三名)、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金獎)、華夏盃全國總決賽(二等獎)及其他獎項等。 

  



93 
 

《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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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良好 1A 李嘉朗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良好 1A 盧頌絡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1A 李希瑱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1A 簡詩雯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良好 1B 吳駿謙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良好 1B 馬錦浠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良好 1B 傅衍瀚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1B 石庭軒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粵語  --- 優良 1B 李梓琳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粵語  --- 優良 1B 李語琦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1B 黃悅琳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1B 蔡慧欣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粵語  --- 優良 1B 譚慧欣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粵語  --- 良好 1C 陳淽潼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粵語  --- 良好 1C 曾文博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1C 洪境揚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1C 唐家柔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粵語  --- 優良 1C 梁嘉熙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1C 舒方辰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粵語  --- 良好 1D 林彥柔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良好 1D 馮文禧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1D 李文軒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1D 商銘恩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1D 陳浩輝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粵語  --- 優良 1D 劉俊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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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 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 獲獎學生姓名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粵語  --- 良好 1E 陳柏新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1E 吳怡希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粵語  --- 良好 2A 梁浩鈞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2A 祝朗文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粵語  --- 良好 2B 簡穎欣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良好 2B 龔鉦凱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2B 陳玟伽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2B 盧婉平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良好 2C 何銘濠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2C 金周湉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2C 梁嘉康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粵語  --- 良好 2D 郭紫瑤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2D 王嘉浩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粵語  --- 優良 2D 李天穎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2D 趙倩雯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2D 劉顥軒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2E 王梓嫣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2E 朱詠兒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粵語  --- 優良 2E 吳卓穎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2E 馬一鳴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粵語  --- 良好 2E 莊雅琪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2E 劉能君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粵語  --- 良好 2E 黎綺雯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3A 何梓瑜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3A 徐樂怡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粵語  --- 良好 3A 高建豐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3A 潘梓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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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粵語  --- 良好 3B 葉建希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3C 林琬容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3C 鄭斯尹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良好 3D 陳帝叡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榮譽 3E 何樂兒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3E 李雅琳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3E 卓家怡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3E 黃悅澄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3E 韓欣彤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粵語  --- 優良 4A 李穎桐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4A 林潤鑫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4A 蘇嘉穎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良好 4A 賀莉妮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4C 胡潁寶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粵語  --- 季軍 4C 黃樂瑤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4D 廖詠琳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粵語  --- 優良 4E 江源棠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粵語  --- 良好 4E 羅紫嫣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粵語  --- 良好 5A 陳子喬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良好 5B 勞家豪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6B 陳俊浩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良好 6B 高鋒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粵語  --- 優良 6C 劉子茵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6D 張展熙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6D 陳韋淳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 --- 普通話 --- 優良 集誦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2A 鄺海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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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2B 龐雅萌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散文獨誦 ---  粵語  --- 優良 3C 陳安琪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散文獨誦 ---  粵語  --- 良好 3C 高婷蔚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4B 吳倩怡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4C 黃樂瑤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4D 張敏琪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4D 趙珮淇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粵語  --- 良好 4E 黃雅琳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粵語  --- 優良 5A 曾翠塋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5B 史宇洋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良好 5B 施唯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良好 5B 夏筠晉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5B 梁思琪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5C 陳薏婷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季軍 5C 楊銘軒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粵語  --- 優良 5C 羅梓誠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良好 5D 余妙盈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5D 余潁芯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粵語  --- 優良 5E 鄭家晴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粵語  --- 優良 6A 蘇恩熙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6C 王楚欣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6C 王紫珊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粵語  --- 優良 6D 郭錦佩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6E 翁霈淋 

中文科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 6E 楊雪鈴 

中文科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初級組 --- 季軍 2A 楊捷 

中文科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初級組 --- 亞軍 2D 鄺楚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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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初級組 --- 冠軍 2E 莊雅琪 

中文科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中級組 --- 亞軍 3A 劉少薇 

中文科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中級組 --- 冠軍 3E 李軒心 

中文科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中級組 --- 季軍 4D 吳嘉豪 

中文科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高級組 --- 季軍 5E 鄧德婧 

中文科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高級組 --- 冠軍 6B 鄭曜 

中文科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高級組 --- 亞軍 6E 韋茵 

中文科 全國青少年「菁英盃」 語文知識大賽(初賽) 二等獎 6E 何欣薇 

中文科 全國青少年「菁英盃」 語文知識大賽(決賽) 二等獎 6E 何欣薇 

英文科 Penmanship Competition Junior --- 1st Prize 1D 劉熙研 

英文科 Penmanship Competition Junior --- 2nd Prize 2A 陳嘉希 

英文科 Penmanship Competition Junior --- 3rd Prize 2A 楊捷 

英文科 Penmanship Competition Inter-mediate --- 3rd Prize 3D 石葦晴 

英文科 Penmanship Competition Inter-mediate --- 2nd Prize 3E 李軒心 

英文科 Penmanship Competition Inter-mediate --- 1st Prize 4E 江源棠 

英文科 Penmanship Competition Senior --- 1st Prize 5B 林君鈺 

英文科 Penmanship Competition Senior --- 3rd Prize 5D 余妙盈 

英文科 Penmanship Competition Senior --- 2nd Prize 5E 鄧德婧 

英文科 
第二十三屆全港中小學 

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英文 --- 初級 --- 優良 1D 劉熙研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oficiency 
1E 朱家橋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oficiency 
2A 林詠詩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oficiency 
2A 鄺海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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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oficiency 
2C 何梓峰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oficiency 
3B 余永諾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oficiency 
3B 甄子晴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oficiency 
3D 胡寶文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oficiency 
4A 梁穎姿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oficiency 
4D 陳芷涵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oficiency 
4D 陳曉慧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oficiency 
5A 侯佩姿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oficiency 
5B 劉卓盈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oficiency 
5D 潘妍諾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oficiency 
6C 洪煜炫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Verse --- Non-Open --- 

Merit (3rd) 
2D 鍾泳汶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Merit 
1A 游頌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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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Merit 
1A 黃子欣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Merit 
1B 鍾詠童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Merit 
1C 吳麗莎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Merit 
1C 林佩盈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Merit 
1E 蔡逸賢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Merit 
2A 楊捷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Merit 
2A 陳嘉希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Merit 
2B 謝永彥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Merit 
2D 鍾心柔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Merit 
2D 林浩銘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Merit 
2D 吳卓諭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Merit 
2E 司徒俊賢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Merit 
2E 黃俊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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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Merit 
3A 徐康穎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Merit 
3A 張雅婷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Merit 
3A 黃敏言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Merit 
3B 李溢盈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Merit 
3B 呂昊希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Merit 
3D 游礎僑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Merit 
3E 衛美琪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Merit 
4A 梁家健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Merit 
4B 林皓謙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Merit 
4B 賴雅怡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Merit 
4C 梁紫晴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Merit 
4D 梁凱霖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Merit 
4D 丘家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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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Merit 
4E 周子欣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Merit 
4E 李子唯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Merit 
4E 周君睿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Merit 
5A 李穎禧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Merit 
5B 林君鈺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Merit 
5B 陳薏雯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Merit 
5B 吳采霏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Merit 
5B 李泳桐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Merit 
5C 陳晞仲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Merit 
5D 陳浚浩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Merit 
6B 譚樂瑤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 Open --- Merit 
6C 李泓熹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 Open --- Merit 
6D 莫晶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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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Merit 
6D 鍾美賢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Merit 
6E 朱嘉韜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Merit 
6E 譚丹宜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Merit 
6E 陳梓謙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

-- Merit 
6E 黃鈺傑 

英文科 School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 P.1-3 

--- Merit 
P.1/3 

數學科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 個人賽銀獎 –個人賽獎狀 + 獎牌 6E 陳棨耀 

數學科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 個人賽銀獎 –個人賽獎狀 + 獎牌 6E 黃浩銘 

數學科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 個人賽優異獎 –個人賽獎狀 6E 陳梓謙 

數學科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 個人賽優異獎 –個人賽獎狀 6E 賴保穎 

數學科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 個人賽優異獎 –個人賽獎狀 6E 吳梓浩 

數學科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 個人賽優異獎 –個人賽獎狀 6E 譚宇軒 

數學科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 個人賽銅獎 –個人賽獎狀 + 獎牌 5A 伍施洋 

數學科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 個人賽銅獎 –個人賽獎狀 + 獎牌 5C 陳暋婷 

數學科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 個人賽銅獎 –個人賽獎狀 + 獎牌 5E 蘇浩龍 

數學科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 個人賽優異獎 –個人賽獎狀 5A 蔡紀超 

數學科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 個人賽優異獎 –個人賽獎狀 5B 陸綺暉 

數學科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 個人賽優異獎 –個人賽獎狀 5C 鍾鎮鋒 

數學科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 個人賽優異獎 –個人賽獎狀 5D 陳浚浩 

數學科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 個人賽優異獎 –個人賽獎狀 5D 許鐘文 

數學科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 個人賽金獎 –個人賽獎狀 + 獎牌 4C 廖略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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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 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 獲獎學生姓名 

數學科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 個人賽銀獎 –個人賽獎狀 + 獎牌 4B 袁家輝 

數學科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 個人賽銅獎 –個人賽獎狀 + 獎牌 4A 林啓斌 

數學科 
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一等獎 2B 陳玟伽 

數學科 
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一等獎 3E 黃上宥 

數學科 
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二等獎 2A 陳嘉希 

數學科 
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二等獎 2D 黃澋霖 

數學科 
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二等獎 2D 李梓朗 

數學科 
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二等獎 2D 劉顥軒 

數學科 
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二等獎 2E 李直知 

數學科 
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二等獎 3A 李浩陽 

數學科 
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二等獎 3A 徐康穎 

數學科 
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二等獎 3A 尹樹基 

數學科 
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二等獎 3C 王俊皓 

數學科 
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二等獎 3E 李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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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 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 獲獎學生姓名 

數學科 
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二等獎 4C 莫進淘 

數學科 
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二等獎 5B 陸綺暉 

數學科 
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二等獎 5C 陳暋婷 

數學科 
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二等獎 5E 蘇浩龍 

數學科 
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二等獎 6A 陳梓浩 

數學科 
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二等獎 6E 陳棨耀 

數學科 
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二等獎 6E 陳梓謙 

數學科 
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二等獎 6E 賴保穎 

數學科 
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二等獎 6E 尹樹堅 

數學科 
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二等獎 6E 黃浩銘 

數學科 
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三等獎 2C 馮健彬 

數學科 
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三等獎 2C 劉承豐 

數學科 
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三等獎 2D 鍾泳汶 



105 
 

科/組 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 獲獎學生姓名 

數學科 
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三等獎 2E 李梓豪 

數學科 
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三等獎 3B 李溢盈 

數學科 
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三等獎 3B 徐康睿 

數學科 
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三等獎 3E 王瀚廷 

數學科 
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三等獎 4A 林啓斌 

數學科 
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三等獎 4C 譚穎晞 

數學科 
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三等獎 4D 羅啟忠 

數學科 
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三等獎 4D 吳嘉豪 

數學科 
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三等獎 4E 戴志檉 

數學科 
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三等獎 4E 黎丞銳 

數學科 
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三等獎 5A 蔡紀超 

數學科 
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三等獎 5B 陳薏雯 

數學科 
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三等獎 5B 夏筠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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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三等獎 5B 鄺思浩 

數學科 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三等獎 5B 勞家豪 

數學科 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三等獎 5B 史宇洋 

數學科 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三等獎 5C 鍾鎮鋒 

數學科 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三等獎 6B 陳逸霖 

數學科 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三等獎 6B 蘇家樑 

數學科 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三等獎 6C 黃立謙 

數學科 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三等獎 6E 何欣薇 

數學科 第十二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三等獎 6E 吳梓浩 

數學科 港澳杯 銀獎 1A 陳逵燊 

數學科 港澳杯 銀獎 1D 劉俊晞 

數學科 港澳杯 銀獎 1D 顧樂雯 

數學科 港澳杯 銀獎 2A 陳嘉希 

數學科 港澳杯 銀獎 2B 林展羽 

數學科 港澳杯 銀獎 2B 陳玟伽 

數學科 港澳杯 銀獎 2D 李梓朗 

數學科 港澳杯 銀獎 2E 李直知 

數學科 港澳杯 銀獎 3A 尹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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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港澳杯 銀獎 3C 麥宇軒 

數學科 港澳杯 銀獎 3E 黃上宥 

數學科 港澳杯 銀獎 4B 袁家輝 

數學科 港澳杯 銀獎 4C 廖略登 

數學科 港澳杯 銀獎 5A 蔡紀超 

數學科 港澳杯 銀獎 5E 蘇浩龍 

數學科 港澳杯 銀獎 6E 陳棨耀 

數學科 港澳杯 銀獎 6E 黃浩銘 

數學科 港澳杯 銅獎 1A 李嘉朗 

數學科 港澳杯 銅獎 1B 白浚 

數學科 港澳杯 銅獎 1B 白嘉琳 

數學科 港澳杯 銅獎 1B 李語琦 

數學科 港澳杯 銅獎 1C 曾文博 

數學科 港澳杯 銅獎 1D 林綺彤 

數學科 港澳杯 銅獎 1E 韓佳妙 

數學科 港澳杯 銅獎 1E 羅智琛 

數學科 港澳杯 銅獎 2C 劉承豐 

數學科 港澳杯 銅獎 2D 李善揚 

數學科 港澳杯 銅獎 2E 李梓豪 

數學科 港澳杯 銅獎 3A 徐康穎 

數學科 港澳杯 銅獎 3B 余永諾 

數學科 港澳杯 銅獎 3B 李溢盈 

數學科 港澳杯 銅獎 3D 郭俊軒 

數學科 港澳杯 銅獎 3D 黃嘉怡 

數學科 港澳杯 銅獎 3E 李軒心 

數學科 港澳杯 銅獎 3E 葉柏榮 

數學科 港澳杯 銅獎 4A 梁家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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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港澳杯 銅獎 4B 林啟斌 

數學科 港澳杯 銅獎 4D 吳嘉豪 

數學科 港澳杯 銅獎 4E 周君睿 

數學科 港澳杯 銅獎 5A 伍施洋 

數學科 港澳杯 銅獎 5B 夏筠晉 

數學科 港澳杯 銅獎 5B 陸綺暉 

數學科 港澳杯 銅獎 5D 許鐘文 

數學科 港澳杯 銅獎 5D 鍾淑敏 

數學科 港澳杯 銅獎 5E 梁凱晴 

數學科 港澳杯 銅獎 6A 彭俊軒 

數學科 港澳杯 銅獎 6B 陳逸霖 

數學科 港澳杯 銅獎 6B 蘇家樑 

數學科 港澳杯 銅獎 6E 尹樹堅 

數學科 港澳杯 銅獎 6E 吳梓浩 

數學科 港澳杯 銅獎 6E 陳梓謙 

數學科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金獎 2B 陳玟伽 

數學科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銀獎 3C 麥宇軒 

數學科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銅獎 1A 陳逵燊 

數學科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銅獎 1B 白浚 

數學科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銅獎 1D 顧樂雯 

數學科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銅獎 1E 韓佳妙 

數學科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銅獎 1E 羅智琛 

數學科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銅獎 2B 林展羽 

數學科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銅獎 2D 李善揚 

數學科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銅獎 2E 李直知 

數學科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銅獎 3B 李溢盈 

數學科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銅獎 5A 蔡紀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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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銅獎 6E 陳棨耀 

數學科 華夏盃全國總決賽 二等獎 2B 陳玟伽 

數學科 華夏盃全國總決賽 三等獎 2C 劉承豐 

數學科 華夏盃全國總決賽 三等獎 2D 黃澋霖 

數學科 華夏盃全國總決賽 三等獎 2D 劉顥軒 

數學科 華夏盃全國總決賽 三等獎 2E 李直知 

數學科 華夏盃全國總決賽 三等獎 3C 王俊皓 

數學科 華夏盃全國總決賽 三等獎 3E 李軒心 

數學科 華夏盃全國總決賽 三等獎 5C 陳暋婷 

數學科 華夏盃全國總決賽 三等獎 6B 陳逸霖 

數學科 華夏盃全國總決賽 三等獎 6B 蘇家樑 

數學科 華夏盃(華南賽區)晉級賽 二等獎 2B 陳玟伽 

數學科 華夏盃(華南賽區)晉級賽 二等獎 2D 黃澋霖 

數學科 華夏盃(華南賽區)晉級賽 二等獎 3E 李軒心 

數學科 華夏盃(華南賽區)晉級賽 三等獎 2C 劉承豐 

數學科 華夏盃(華南賽區)晉級賽 三等獎 2D 劉顥軒 

數學科 華夏盃(華南賽區)晉級賽 三等獎 2E 李直知 

數學科 華夏盃(華南賽區)晉級賽 三等獎 3C 王俊皓 

數學科 華夏盃(華南賽區)晉級賽 三等獎 3C 王瀚廷 

數學科 華夏盃(華南賽區)晉級賽 三等獎 4D 吳嘉豪 

數學科 華夏盃(華南賽區)晉級賽 三等獎 5B 勞家豪 

數學科 華夏盃(華南賽區)晉級賽 三等獎 5C 陳暋婷 

數學科 華夏盃(華南賽區)晉級賽 三等獎 5E 蘇浩龍 

數學科 華夏盃(華南賽區)晉級賽 三等獎 6A 陳梓浩 

數學科 華夏盃(華南賽區)晉級賽 三等獎 6B 陳逸霖 

數學科 華夏盃(華南賽區)晉級賽 三等獎 6B 蘇家樑 

數學科 華夏盃(華南賽區)晉級賽 特等獎 3E 黃上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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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三等獎 6E 陳棨耀 

數學科 2019 年香港國際珠心算競技大賽 第三名 2D 李天穎 

常識科 
第四十四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小學常識挑戰賽 2018 
優異獎 6E 嚴仁健 

常識科 小學 STEM 技能挑戰賽 良好獎 6E 朱嘉韜 

常識科 小學 STEM 技能挑戰賽 良好獎 6E 余欣霖 

常識科 小學 STEM 技能挑戰賽 良好獎 6E 余欣霖 

常識科 小學 STEM 技能挑戰賽 良好獎 6E 韋茵 

常識科 小學 STEM 技能挑戰賽 良好獎 6E 韋茵 

常識科 小學 STEM 技能挑戰賽 良好獎 6E 陳梓謙 

常識科 小學 STEM 技能挑戰賽 良好獎 6E 黃嘉豪 

常識科 小學 STEM 技能挑戰賽 良好獎 6E 劉文揚 

常識科 小學 STEM 技能挑戰賽 良好獎 6E 賴保穎 

常識科 小學 STEM 技能挑戰賽 銀獎 5A 蔡紀超 

常識科 小學 STEM 技能挑戰賽 銀獎 6E 余欣霖 

常識科 小學 STEM 技能挑戰賽 銀獎 6E 吳梓浩 

常識科 小學 STEM 技能挑戰賽 銀獎 6E 譚宇軒 

常識科 小學 STEM 技能挑戰賽 鑽石獎 4A 梁家健 

常識科 小學 STEM 技能挑戰賽 鑽石獎 5A 曾翠瑩 

常識科 小學 STEM 技能挑戰賽 鑽石獎 6E 陳梓謙 

常識科 小學 STEM 技能挑戰賽 鑽石獎 6E 嚴仁健 

常識科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何明華會水火箭定點射靶賽 
優異獎 6A 李芷晴 

常識科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何明華會水火箭定點射靶賽 
優異獎 6B 黃俊軒 

常識科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何明華會水火箭定點射靶賽 
優異獎 6E 劉文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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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 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 獲獎學生姓名 

常識科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何明華會水火箭定點射靶賽 
優異獎 6E 嚴仁健 

常識科 
第十三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 

小學組網上問答比賽 
優異獎 5E 梁凱晴 

常識科 
第十三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 

小學組網上問答比賽 
優異獎 6C 楊仕達 

常識科 
第十三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 

小學組網上問答比賽 
優異獎 6E 余欣霖 

常識科 
第十三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 

小學組網上問答比賽 
優異獎 6E 譚宇軒 

常識科 
第十三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 

小學組網上問答比賽 
優異獎 6E 黃海喬 

圖書科 閱讀報告比賽 四年級高級組—冠軍 4B 林皓謙 

圖書科 閱讀報告比賽 四年級高級組 ---亞軍 4C 何本銘 

圖書科 閱讀報告比賽 四年級高級組 ---季軍 4C 何桂霞 

圖書科 閱讀報告比賽 四年級高級組 ---優異 4B 王思穎 

圖書科 閱讀報告比賽 四年級高級組 ---優異 4B 袁家輝 

圖書科 閱讀報告比賽 四年級高級組 ---優異 4D 梁子聰 

圖書科 閱讀報告比賽 五年級高級組 ---冠軍 5A 曾翠瑩 

圖書科 閱讀報告比賽 五年級高級組 ---亞軍 5D 鍾淑敏 

圖書科 閱讀報告比賽 五年級高級組 ---季軍 5E 蔡寶玲 

圖書科 閱讀報告比賽 五年級高級組 ---優異 5C 劉卓欣 

圖書科 閱讀報告比賽 五年級高級組 ---優異 5D 蕭樂霖 

圖書科 閱讀報告比賽 五年級高級組 ---優異 5B 陳薏雯 

圖書科 閱讀報告比賽 六年級高級組 ---冠軍 6E 楊雪鈴 

圖書科 閱讀報告比賽 六年級高級組 ---亞軍 6E 何欣薇 

圖書科 閱讀報告比賽 六年級高級組 ---優異 6B 張芷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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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 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 獲獎學生姓名 

圖書科 閱讀報告比賽 六年級高級組 ---優異 6E 鄭君怡 

圖書科 閱讀報告比賽 六年級高級組 ---優異 6A 李芷晴 

圖書科 「2018 新地齊讀好書」計劃 閱讀報告比賽 發人深省獎 6E 李曉晴 

圖書科 「2018 新地齊讀好書」計劃 閱讀報告比賽 文采出眾獎 6E 何欣薇 

圖書科 喜「閱」學校嘉許計劃 2018 喜「閱」學生特別嘉許獎 6E 嚴仁健 

圖書科 喜「閱」學校嘉許計劃 2018 喜「閱」學生特別嘉許獎 6E 陳梓謙 

圖書科 喜「閱」學校嘉許計劃 2018 喜「閱」學生特別嘉許獎 6E 吳梓浩 

圖書科 書出愛 2019 「書」出快樂郵票創作比賽 最踴躍參與獎 / 

圖書科 
第四屆香港小學生創意閱讀報告比賽 

(香港創意閱讀教育協會) 
多媒體組 優異獎 6E 嚴仁健 

圖書科 
第四屆香港小學生創意閱讀報告比賽 

(香港創意閱讀教育協會) 
多媒體組 優異獎 6E 陳梓謙 

圖書科 
第四屆香港小學生創意閱讀報告比賽 

(香港創意閱讀教育協會) 
多媒體組 優異獎 6E 吳梓浩 

視覺藝術科 校園壁畫親子創作比賽 全校最佳設計大獎 5A 蔡詩琳 

視覺藝術科 校園壁畫親子創作比賽 優異獎 1B 譚慧欣 

視覺藝術科 校園壁畫親子創作比賽 優異獎 1E 蔡逸賢 

視覺藝術科 校園壁畫親子創作比賽 優異獎 1E 黎允晞 

視覺藝術科 校園壁畫親子創作比賽 優異獎 2C 許琪旭 

視覺藝術科 校園壁畫親子創作比賽 優異獎 2E 莊雅琪 

視覺藝術科 校園壁畫親子創作比賽 優異獎 2E 陳梓瑤 

視覺藝術科 校園壁畫親子創作比賽 優異獎 3A 何智朗 

視覺藝術科 校園壁畫親子創作比賽 優異獎 3C 陳安琪 

視覺藝術科 校園壁畫親子創作比賽 優異獎 3D 陳帝叡 

視覺藝術科 校園壁畫親子創作比賽 優異獎 4A 賀莉妮 

視覺藝術科 校園壁畫親子創作比賽 優異獎 4B 林皓謙 

視覺藝術科 校園壁畫親子創作比賽 優異獎 4B 馮植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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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 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 獲獎學生姓名 

視覺藝術科 校園壁畫親子創作比賽 優異獎 5C 何智樂 

視覺藝術科 校園壁畫親子創作比賽 優異獎 5B 陳薏雯 

視覺藝術科 校園壁畫親子創作比賽 優異獎 5D 余妙盈 

視覺藝術科 校園壁畫親子創作比賽 優異獎 6E 何欣薇 

視覺藝術科 校園壁畫親子創作比賽 優異獎 6D 鄺婧妍 

視覺藝術科 校園壁畫親子創作比賽 優異獎 6D 陳穎妍 

視覺藝術科 「愛 、健、樂 」填色創作比賽 最踴躍參與學校獎 2B 黃苑棋 

視覺藝術科 關愛繪畫比賽 最踴躍參與學校獎 / 

視覺藝術科 童心繪大橋小學生創作比賽 積極學校參與獎 / 

視覺藝術科 學校運動會封面設計比賽 冠軍 2C 許琪旭 

視覺藝術科 學校運動會封面設計比賽 亞軍 6E 何欣薇 

視覺藝術科 學校運動會封面設計比賽 季軍 5A 許祉翹 

視覺藝術科 第十屆「夢想・家」國際繪畫比賽 三等獎 4C 梁凱貽 

視覺藝術科 Uniform Power「你想」校服設計比賽 小學組最積極參與學校大獎 / 

視覺藝術科 牛頭角街坊福利會 老觀塘填色比賽 社區參與獎 / 

視覺藝術科 
「全城走塑」海報設計比賽 

校內比賽 小學組 
傑出獎 3C 陳安琪 

視覺藝術科 
「全城走塑」海報設計比賽 

校內比賽 小學組 
優異獎 6C 黃紫欣 

視覺藝術科 
「全城走塑」海報設計比賽 

校內比賽 小學組 
優異獎 6B 楊慧鈴 

視覺藝術科 
「全城走塑」海報設計比賽 

校內比賽 小學組 
優異獎 5E 蔡寶鈴 

視覺藝術科 
「全城走塑」海報設計比賽 

校內比賽 小學組 
優異獎 6B 吳曉棠 

視覺藝術科 
「全城走塑」海報設計比賽 

校內比賽 小學組 
優異獎 5A 蔡詩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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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 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 獲獎學生姓名 

體育科 九東遊戲日 男初障礙賽 - 殿軍 2A 潘柏朗 

體育科 九東遊戲日 男初障礙賽 - 殿軍 2A 楊捷 

體育科 九東遊戲日 男初障礙賽 - 殿軍 2B 黃俊彥 

體育科 九東遊戲日 男初障礙賽 - 殿軍 2C 黃家進 

體育科 九東遊戲日 男初障礙賽 - 殿軍 2D 王嘉浩 

體育科 九東遊戲日 男初障礙賽 - 殿軍 2E 李汶淀 

體育科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 200 米 第 8 名 6E 劉文揚 

體育科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 跳高 殿軍 6E 駱俊港 

體育科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 擲壘球 第 6 名 5C ABDUL BASEL 

體育科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丙組 100 米 殿軍 4B 余煒業 

體育科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 跳高 第 5 名 6C 楊慧聰 

體育科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乙組 100 米 第 7 名 5A 蔡詩琳 

體育科 2018/2019 香港學生運動員 屈臣氏傑出運動員獎 6A 梁鍵朗 

體育科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第九屆學校運動會 

4x100 公尺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優異獎 5B 勞家豪 

體育科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第九屆學校運動會 

4x100 公尺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優異獎 5C ABDUL BASEL 

體育科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第九屆學校運動會 

4x100 公尺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優異獎 5C 傅溢俊 

體育科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第九屆學校運動會 

4x100 公尺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優異獎 5D 蕭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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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 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 獲獎學生姓名 

體育科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第九屆學校運動會  4x100 公尺 

友校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優異獎 4D 王嘉祺 

體育科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第九屆學校運動會  4x100 公尺 

友校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優異獎 5A 蔡詩琳 

體育科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第九屆學校運動會  4x100 公尺 

友校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優異獎 5A 陳子喬 

體育科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第九屆學校運動會  4x100 公尺 

友校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優異獎 5E 鄭潁詩 

體育科 九龍東區小學分會 羽毛球比賽男子組 殿軍 6C 鄭戈航 

體育科 九龍東區小學分會 羽毛球比賽男子組 殿軍 6C 趙嘉謙 

體育科 九龍東區小學分會 羽毛球比賽男子組 殿軍 6D 譚源易 

體育科 九龍東區小學分會 羽毛球比賽男子組 殿軍 6D 許景賢 

體育科 
聯校花式跳繩盃 2019 

30 秒單車步速度跳 女子三年級組 
亞軍 3C 鄭斯尹 

體育科 
聯校花式跳繩盃 2019 

30 秒交叉繩速度跳 女子六年級組 
殿軍 6D 薛凱媛 

宗教科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天主教經文朗誦） 
良好 6B 劉文鍵 

宗教科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天主教經文朗誦） 
良好 6E 尹樹堅 

宗教科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天主教經文朗誦） 
良好 6E 余欣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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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 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 獲獎學生姓名 

宗教科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天主教經文朗誦） 
優良 6D 陳穎妍 

宗教科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天主教經文朗誦） 
優良 6E 劉文揚 

宗教科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天主教經文朗誦） 
優良 6E 吳梓浩 

宗教科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宗教教育獎 宗教教育獎 6A 陳心寧 

宗教科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宗教教育獎 宗教教育獎 6B 李愷悅 

宗教科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宗教教育獎 宗教教育獎 6D 黃珈玟 

宗教科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宗教教育獎 宗教教育獎 6E 余欣霖 

音樂科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 銀獎 1A 伍思穎 

音樂科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 銀獎 1B 李梓琳 

音樂科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 銀獎 1C 唐家柔 

音樂科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 銀獎 1D 馮文禧 

音樂科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 銀獎 1D 梁瑜倩 

音樂科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 銀獎 1E 朱家橋 

音樂科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 銀獎 2A 林詠詩 

音樂科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 銀獎 2A 梁晉灝 

音樂科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 銀獎 2A 盧潁錡 

音樂科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 銀獎 2A 黃韋嘉 

音樂科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 銀獎 2B 梁恩琳 

音樂科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 銀獎 2B 黃苑棋 

音樂科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 銀獎 3A 陳佳茵 

音樂科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 銀獎 3A 徐樂怡 

音樂科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 銀獎 3B 甄子晴 

音樂科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 銀獎 3B 謝敏怡 

音樂科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 銀獎 4A 李錦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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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 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 獲獎學生姓名 

音樂科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 銀獎 4A 梁家健 

音樂科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 銀獎 4A 饒芷程 

音樂科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 銀獎 4B 林芷瑩 

音樂科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 銀獎 4B 吳倩怡 

音樂科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 銀獎 4B 曾楚晨 

音樂科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 銀獎 4B 甄悅晴 

音樂科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 銀獎 4B 葉高婷 

音樂科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 銀獎 4B 觀思彤 

音樂科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 銀獎 4C 陳梓嫣 

音樂科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 銀獎 4C 林家旭 

音樂科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 銀獎 4C 梁紫晴 

音樂科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 銀獎 4C 葉欣童 

音樂科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 銀獎 4D 區家樂 

音樂科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 銀獎 4E 鍾煒焮 

音樂科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 銀獎 4E 黃雅琳 

音樂科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 銀獎 4E 梁志聰 

音樂科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 銀獎 5C 陳暋婷 

音樂科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 銀獎 6A 區穎琳 

音樂科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 銀獎 6C 林家欣 

音樂科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 銀獎 6C 劉子茵 

音樂科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 銀獎 6C 王楚欣 

音樂科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 銀獎 6C 黃紫欣 

音樂科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 銀獎 6C 楊慧聰 

音樂科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 銀獎 6D 陳穎妍 

音樂科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小學合唱團(挑戰組) 銀獎 6D 莫晶滎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分級鋼琴獨奏(二級) 優良 3C 鄭斯尹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分級鋼琴獨奏(四級) 優良 4C 林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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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 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 獲獎學生姓名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木笛獨奏(13 歲或以下) 
良好 6C 王楚欣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小提琴獨奏(二級) 良好 3D 胡寶文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分級鋼琴獨奏(六級) 良好 6E 陳棨耀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分級鋼琴獨奏(三級) 優良 3A 黃敏言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木笛獨奏(10 歲或以下) 
良好 5E 方婉晴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鋼琴獨琴/中國作曲家初級組 
優良 6B 譚樂瑤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分級鋼琴獨奏(二級) 良好 6E 譚丹宜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分級鋼琴獨奏(六級) 良好 6E 陳柔妃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分級鋼琴 / 樂器獨奏 優良 6B 譚樂瑤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木笛獨奏(10 歲或以下) 
良好 4E 羅紫嫣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分級鋼琴獨奏(二級) 優良 6E 黃海喬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直笛二重奏 (10 歲或以下) 
良好 5A 李詩瑜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直笛二重奏 (10 歲或以下) 
良好 5B 姚欣銀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分級鋼琴獨奏(四級) 第三名 5C 李珮瑄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分級鋼琴獨奏(三級) 良好 4A 梁家健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分級鋼琴獨奏(一級) 優良 2C 李珮瑤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小提琴獨奏(一級) 優良 1A 盧嘉潁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分級鋼琴獨奏(一級) 良好 2A 祝朗文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分級鋼琴獨奏(一級) 優良 3B 陳曉淣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木笛獨奏(10 歲或以下) 
良好 5B 勞家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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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 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 獲獎學生姓名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木笛獨奏(13 歲或以下) 
優良 6E 楊敏聰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木笛獨奏(10 歲或以下) 
優良 4C 黃樂瑤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分級鋼琴獨奏(四級) 優良 5C 陳暋婷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分級鋼琴獨奏(二級) 良好 6B 高鋒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節奏樂隊 － 小學 － 9 歲或以下 
優良 1A 簡詩雯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節奏樂隊 － 小學 － 9 歲或以下 
優良 1A 劉煜明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節奏樂隊 － 小學 － 9 歲或以下 
優良 1B 鍾詠童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節奏樂隊 － 小學 － 9 歲或以下 
優良 1B 吳榕蓉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節奏樂隊 － 小學 － 9 歲或以下 
優良 1C 鄭希雯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節奏樂隊 － 小學 － 9 歲或以下 
優良 1D 商銘恩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節奏樂隊 － 小學 － 9 歲或以下 
優良 1E 姚梓翹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節奏樂隊 － 小學 － 9 歲或以下 
優良 2A 陳詩祈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節奏樂隊 － 小學 － 9 歲或以下 
優良 2A 鄺海榆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節奏樂隊 － 小學 － 9 歲或以下 
優良 2A 黃韋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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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 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 獲獎學生姓名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節奏樂隊 － 小學 － 9 歲或以下 
優良 2B 廖卓謙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節奏樂隊 － 小學 － 9 歲或以下 
優良 2C 董恩彤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節奏樂隊 － 小學 － 9 歲或以下 
優良 2C 何梓峰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節奏樂隊 － 小學 － 9 歲或以下 
優良 2C 劉思瑤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節奏樂隊 － 小學 － 9 歲或以下 
優良 2D 鍾心柔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節奏樂隊 － 小學 － 9 歲或以下 
優良 2D 郭紫瑤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節奏樂隊 － 小學 － 9 歲或以下 
優良 2D 李汶澄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節奏樂隊 － 小學 － 9 歲或以下 
優良 2D 趙倩雯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節奏樂隊 － 小學 － 9 歲或以下 
優良 2E 朱詠兒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節奏樂隊 － 小學 － 9 歲或以下 
優良 2E 李汶淀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節奏樂隊 － 小學 － 9 歲或以下 
優良 2E 司徒俊賢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節奏樂隊 － 小學 － 9 歲或以下 
優良 2E 王梓嫣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節奏樂隊 － 小學 － 9 歲或以下 
優良 3A 吳俊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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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 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 獲獎學生姓名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節奏樂隊 － 小學 － 9 歲或以下 
優良 3B 徐康睿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節奏樂隊 － 小學 － 9 歲或以下 
優良 3C 麥宇軒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節奏樂隊 － 小學 － 9 歲或以下 
優良 3C 蘇敢航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節奏樂隊 － 小學 － 9 歲或以下 
優良 3E 黃紫盈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9 

節奏樂隊 － 小學 － 9 歲或以下 
優良 4D 梁凱霖 

音樂科 2018/2019 年度音樂巨星爭霸戰(初級組) 金獎 3A 張少婷 

音樂科 2018/2019 年度音樂巨星爭霸戰(初級組) 金獎 3A 黃敏言 

音樂科 2018/2019 年度音樂巨星爭霸戰(初級組) 銀獎 2D 鍾泳汶 

音樂科 2018/2019 年度音樂巨星爭霸戰(初級組) 銅獎 1A 盧嘉穎 

音樂科 2018/2019 年度音樂巨星爭霸戰(初級組) 銅獎 3D 胡寶文 

音樂科 2018/2019 年度音樂巨星爭霸戰(初級組) 優異獎 2A 祝朗文 

音樂科 2018/2019 年度音樂巨星爭霸戰(高級組) 金獎 4B 吳倩怡 

音樂科 2018/2019 年度音樂巨星爭霸戰(高級組) 金獎 4B 王思穎 

音樂科 2018/2019 年度音樂巨星爭霸戰(高級組) 銀獎 4B 曹卓賢 

音樂科 2018/2019 年度音樂巨星爭霸戰(高級組) 銀獎 4B 黃子姍 

音樂科 2018/2019 年度音樂巨星爭霸戰(高級組) 銀獎 4B 曾楚晨 

音樂科 2018/2019 年度音樂巨星爭霸戰(高級組) 銅獎 6D 鄺婧妍 

音樂科 2018/2019 年度音樂巨星爭霸戰(高級組) 優異獎 6E 陳棨耀 

音樂科 聯校音樂大賽 2019 手鈴及手鐘(小學組) 銀獎 4A 陳凱曼 

音樂科 聯校音樂大賽 2019 手鈴及手鐘(小學組) 銀獎 4A 蘇嘉穎 

音樂科 聯校音樂大賽 2019 手鈴及手鐘(小學組) 銀獎 4B 王思穎 

音樂科 聯校音樂大賽 2019 手鈴及手鐘(小學組) 銀獎 4B 黃同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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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 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 獲獎學生姓名 

音樂科 聯校音樂大賽 2019 手鈴及手鐘(小學組) 銀獎 4C 黃樂瑤 

音樂科 聯校音樂大賽 2019 手鈴及手鐘(小學組) 銀獎 4E 黎丞銳 

音樂科 聯校音樂大賽 2019 手鈴及手鐘(小學組) 銀獎 4E 許錦恩 

音樂科 聯校音樂大賽 2019 手鈴及手鐘(小學組) 銀獎 5A 李詩瑜 

音樂科 聯校音樂大賽 2019 手鈴及手鐘(小學組) 銀獎 5A 王玥 

音樂科 聯校音樂大賽 2019 手鈴及手鐘(小學組) 銀獎 5B 林君鈺 

音樂科 聯校音樂大賽 2019 手鈴及手鐘(小學組) 銀獎 5E 施佩懿 

音樂科 聯校音樂大賽 2019 手鈴及手鐘(小學組) 銀獎 5E 黃伊蔚 

音樂科 聯校音樂大賽 2019 手鈴及手鐘(小學組) 銀獎 6E 賴保穎 

公民教育科 第五屆《基本法》全港校際問答比賽 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 

電腦科 2018 / 2019 年度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金章 5A 蔡紀超 

電腦科 2018 / 2019 年度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金章 5A 伍施洋 

電腦科 2018 / 2019 年度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金章 5A 曾翠瑩 

電腦科 2018 / 2019 年度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金章 5A 許祉翹 

電腦科 2018 / 2019 年度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金章 5A 侯佩姿 

電腦科 2018 / 2019 年度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金章 5B 梁思琪 

電腦科 2018 / 2019 年度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金章 5B 劉卓盈 

電腦科 2018 / 2019 年度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金章 5C 陳蒠婷 

電腦科 2018 / 2019 年度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金章 5C 鍾鎮鋒 

電腦科 2018 / 2019 年度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金章 5C 李芷萁 

電腦科 2018 / 2019 年度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金章 5C 楊鉻軒 

電腦科 2018 / 2019 年度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金章 5D 陳禧廷 

電腦科 2018 / 2019 年度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金章 5D 陳浚浩 

電腦科 2018 / 2019 年度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金章 5D 關偉 

電腦科 2018 / 2019 年度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金章 5D 謝承鋒 

電腦科 2018 / 2019 年度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金章 5D 余穎芯 

電腦科 2018 / 2019 年度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金章 5E 薛淳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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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 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 獲獎學生姓名 

電腦科 2018 / 2019 年度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金章 5E 李嘉俊 

電腦科 2018 / 2019 年度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金章 5E 鄭家晴 

電腦科 2018 / 2019 年度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金章 5E 馮釗宜 

電腦科 第三屆香港光雕節 
最佳舞臺設計獎、 

觀眾最喜愛團體大獎 
4C 陳俊浩 

電腦科 第三屆香港光雕節 
最佳舞臺設計獎、 

觀眾最喜愛團體大獎 
4C 廖略登 

電腦科 第三屆香港光雕節 
最佳舞臺設計獎、 

觀眾最喜愛團體大獎 
5B 羅米奧 

電腦科 第三屆香港光雕節 
最佳舞臺設計獎、 

觀眾最喜愛團體大獎 
5B 史宇洋 

電腦科 第三屆香港光雕節 
最佳舞臺設計獎、 

觀眾最喜愛團體大獎 
6C 黃立謙 

電腦科 第三屆香港光雕節 
最佳舞臺設計獎、 

觀眾最喜愛團體大獎 
6D 鍾美賢 

電腦科 第三屆香港光雕節 
最佳舞臺設計獎、 

觀眾最喜愛團體大獎 
6D 鄺苑瑩 

電腦科 第三屆香港光雕節 
最佳舞臺設計獎、 

觀眾最喜愛團體大獎 
6D 黃珈玟 

電腦科 第三屆香港光雕節 
最佳舞臺設計獎、 

觀眾最喜愛團體大獎 
6E 陳梓謙 

電腦科 第三屆香港光雕節 
最佳舞臺設計獎、 

觀眾最喜愛團體大獎 
6E 吳梓浩 

課外活動 香港學校戲劇節 最佳演員獎 4E 黎丞銳 

課外活動 香港學校戲劇節 最佳演員獎 5C 楊銘軒 

課外活動 香港學校戲劇節 最佳演員獎 6D 張展熙 

課外活動 香港學校戲劇節 最佳演員獎 6D 莫晶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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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 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 獲獎學生姓名 

課外活動 香港學校戲劇節 視覺效果獎 / 

課外活動 香港學校戲劇節 整體合作獎 / 

課外活動 香港學校戲劇節 整體演出獎 / 

全方位學習 第四屆青少年醒獅大賽 小學組 優異獎 3C 陳安琪 

全方位學習 第四屆青少年醒獅大賽 小學組 優異獎 3D 馬維正 

全方位學習 第四屆青少年醒獅大賽 小學組 優異獎 4E 嚴浚銘 

全方位學習 第四屆青少年醒獅大賽 小學組 優異獎 5C 鍾鎮鋒 

全方位學習 第四屆青少年醒獅大賽 小學組 優異獎 5E 蘇浩龍 

全方位學習 第四屆青少年醒獅大賽 小學組 優異獎 5E 梁晉煒 

全方位學習 第四屆青少年醒獅大賽 小學組 優異獎 6C 楊嘉榮 

全方位學習 第四屆青少年醒獅大賽 小學組 優異獎 6E 曾崇文 

全方位學習 第四屆青少年醒獅大賽 小學組 優異獎 6E 黃浩銘 

全方位學習 第四屆青少年醒獅大賽 小學組 優異獎 6E 駱俊港 

全方位學習 第 47 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銀獎 1C 唐家柔 

全方位學習 第 47 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銀獎 1D 方凱欣 

全方位學習 第 47 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銀獎 1D 梁瑜倩 

全方位學習 第 47 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銀獎 1D 林彦柔 

全方位學習 第 47 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銀獎 1E 岑晞橦 

全方位學習 第 47 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銀獎 1E 吳怡希 

全方位學習 第 47 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銀獎 2A 鄺海榆 

全方位學習 第 47 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銀獎 2A 林詠詩 

全方位學習 第 47 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銀獎 2B 林可茹 

全方位學習 第 47 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銀獎 2B 龐雅萌 

全方位學習 第 47 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銀獎 2D 李天穎 

全方位學習 第 47 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銀獎 3A 何梓瑜 

全方位學習 第 47 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銀獎 3A 林芷晴 

全方位學習 第 47 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銀獎 3B 陳曉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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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 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 獲獎學生姓名 

全方位學習 第 47 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銀獎 3D 任梓菲 

全方位學習 第 47 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銀獎 3D 譚文琪 

全方位學習 第 47 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銀獎 3E 李雅琳 

全方位學習 第 47 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銀獎 3E 衞美琪 

全方位學習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 2019 銀獎 4A 陳凱曼 

全方位學習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 2019 銀獎 4A 蘇嘉穎 

全方位學習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 2019 銀獎 4B 王思穎 

全方位學習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 2019 銀獎 4B 黃同欣 

全方位學習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 2019 銀獎 4C 黃樂瑤 

全方位學習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 2019 銀獎 4E 黎丞銳 

全方位學習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 2019 銀獎 4E 許錦恩 

全方位學習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 2019 銀獎 5A 李詩瑜 

全方位學習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 2019 銀獎 5A 王玥 

全方位學習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 2019 銀獎 5B 林君鈺 

全方位學習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 2019 銀獎 5E 施佩懿 

全方位學習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 2019 銀獎 5E 黃伊蔚 

全方位學習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 2019 銀獎 6E 賴保穎 

其他 2018 年度敬師多媒體製作活動 最溫情作品獎 2B 黃苑棋 

其他 2018 萬寧及 GNC 飛躍表現獎 2018 萬寧及 GNC 飛躍表現獎 2C 佘可樂 

其他 2018 萬寧及 GNC 飛躍表現獎 2018 萬寧及 GNC 飛躍表現獎 3E 卓家怡 

其他 2018 萬寧及 GNC 飛躍表現獎 2018 萬寧及 GNC 飛躍表現獎 4E 江源棠 

其他 2018 萬寧及 GNC 飛躍表現獎 2018 萬寧及 GNC 飛躍表現獎 5D 姜詠心 

其他 2018 萬寧及 GNC 飛躍表現獎 2018 萬寧及 GNC 飛躍表現獎 6C 袁嘉茵 

其他 觀塘區學生飛躍表現獎勵計劃 品格行為獎 6A 鄧惠兒 

其他 觀塘區學生飛躍表現獎勵計劃 品格行為獎 6B 蔡東清 

其他 觀塘區學生飛躍表現獎勵計劃 體育成就獎 6C 王楚欣 

其他 觀塘區學生飛躍表現獎勵計劃 品格行為獎 6D 鄺婧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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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 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 獲獎學生姓名 

其他 觀塘區學生飛躍表現獎勵計劃 學業成績獎 6E 余欣霖 

其他 觀塘區學生飛躍表現獎勵計劃 學業成績獎 6E 譚宇軒 

其他 藝恒愛心行動獎學金計劃 2019 - 5A 侯佩姿 

其他 藝恒愛心行動獎學金計劃 2019 - 5E 王燾 

其他 2018/2019 聯校棍網巡迴錦標賽 殿軍 3A 曹汶楓 

其他 2018/2019 聯校棍網巡迴錦標賽 殿軍 3A 高建豐 

其他 2018/2019 聯校棍網巡迴錦標賽 殿軍 3A 王振邦 

其他 2018/2019 聯校棍網巡迴錦標賽 殿軍 3B 陳曉淣 

其他 2018/2019 聯校棍網巡迴錦標賽 殿軍 3B 陳士心 

其他 2018/2019 聯校棍網巡迴錦標賽 殿軍 3C 林岳麟 

其他 2018/2019 聯校棍網巡迴錦標賽 殿軍 3C 鄧曉玟 

其他 2018/2019 聯校棍網巡迴錦標賽 殿軍 3D 陳焯晞 

其他 2018/2019 聯校棍網巡迴錦標賽 殿軍 3D 郭僖哲 

其他 2018/2019 聯校棍網巡迴錦標賽 殿軍 3D 洪鑫泉 

其他 2018/2019 聯校棍網巡迴錦標賽 殿軍 3D 吳心怡 

其他 2018/2019 聯校棍網巡迴錦標賽 殿軍 3E 陳樂曦 

其他 2018/2019 聯校棍網巡迴錦標賽 殿軍 3E 許子謙 

其他 2018/2019 聯校棍網巡迴錦標賽 殿軍 3E 黃梓維 

其他 2018/2019 聯校棍網巡迴錦標賽 殿軍 3E 葉柏榮 

其他 2018/2019 聯校棍網巡迴錦標賽 最佳體育精神獎 3C 林岳麟 

其他 2018/2019 聯校棍網巡迴錦標賽 最有價值球員 3D 洪鑫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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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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0 年度關注事項 

1. 透過「愛德」教育，實踐天主教核心價值，建立學生正向的價值觀及積極的人生態度。 

2. 持續完善校本課程，以強化學生綜合和應用不同範疇的知識與技能的能力，從而發揮學生溝通、創新和解難能力。 

3. 積極檢視及調整校本人力資源運用和職務分配情況，以提升整體教師團隊的專業能量。 



承上年度結存   結餘

項     目   1.9.2018 本年度收入 本年度支出 31.08.2019

一般範疇總帳 2,265,828.79       -                     -                     

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 基線指標 -                       1,419,374.63     1,625,613.37     2,059,590.05         

小計： 2,265,828.79       1,419,374.63     1,625,613.37     2,059,590.05         

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 指定津貼

修訂行政津貼 131,477.34          1,667,331.87     1,763,081.14     35,728.07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400,690.70          425,488.00        124,346.90        701,831.80            

學校發展津貼 22,260.00            750,226.00        516,834.15        255,651.85            

空調設備津貼 0.00 567,575.34        395,970.58        171,604.76            

學生輔導服務津貼(額外的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4,802.00              840,926.00        862,564.00        (16,836.00)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津貼 11,350.00            200,382.00        194,414.00        17,318.00              

新來港學童校本支援計劃 21,993.50            (18,325.00)         -                     3,668.50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5,421.00              168,546.00        142,975.00        30,992.00              

小計： 597,994.54          4,602,150.21     4,000,185.77     1,199,958.98         

非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 252,316.40 182,970.50        93,675.00          341,611.90            

代課教師培訓(SEN)津貼 -                       41,217.00          41,217.00          -                         

家教會津貼 7,871.40 15,474.00          23,345.40          -                         

差餉及地租約 -                       496,012.00        496,012.00        -                         

在校午膳津貼 242,198.50 905,660.00        1,274,269.50     (126,4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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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05.00 84,940.00          88,920.00          9,225.00                

在學校推動電子學習的一筆過資訊科技津貼 168,600.00 -                     166,800.00        1,800.00                

香港學校戲劇節 4,811.10 3,100.00            1,302.00            6,609.10                

姊妹學校計劃津貼 -                       150,000.00        136,602.00        13,398.00              

推動中國歷史及文化 (一筆過津貼) 38,800.00 11,100.00          49,900.00          -                         

推廣閱讀津貼 -                       40,387.69          40,387.69          -                         

額外補充學習津貼 -                       358,050.00        99,800.00          258,250.00            

風災特別津貼 -                       79,410.00          79,410.00          -                         

資訊科技人員支援津貼 126,357.30 307,200.00        161,256.32        272,300.98            

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 643.68 136,425.00        136,914.78        153.90                   

課後學習支援津貼 146,355.00 324,000.00        313,674.00        156,681.00            

小計： 1,168,658.38       3,135,946.19     3,203,485.69     1,101,118.88         

普通經費帳 178,712.69          -                     -                     

       普通經費帳年度收支 -                       632,182.30        614,164.40        196,730.59

小計： 178,712.69          632,182.30        614,164.40        196,730.59            

特定用途費 67,299.61 -                     -                     

       特定用途費年度收支 -                       256,035.29        315,982.03        7,352.87                

小計： 67,299.61            256,035.29        315,982.03        7,352.87                

秀茂坪天主教小學

20182019財務報告
截至2019年8月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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