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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校資料 

1.1 辦學宗旨 

  本校著重學生德、智、體、群、美五育的均衡發展，使天賦潛能盡量發揮，達到增值

教育的目的；並以禮、義、廉、耻四維為校訓，培養學生維護我國傳統道德文化精神。 

1.2 學校簡介 

  本校由陳友才太平紳士於1939年在本區創立，當時校舍位於上水西江園 (即現時馬會

道上水職業訓練局附近)。 

  在1941年因中日戰爭影響，香港淪陷，迫於停辦四年。光復後，於1946年復校，旋遷

校於上水菜園村中段 (即現時北區大會堂旁)，並向教育署註冊為津貼小學，至今已超過七

十年，是本區歷史最悠久學校之一。在1982年，因配合上水區的發展，遷入現時之校舍。

本校為一所平房式村校，共有七個課室、一個圖書館、一個電腦室、兩個溫習室、兩個教

員室、一個校長室及一個籃球場。 

1.3 學校管理 

 2007 年 8 月校董會正式註冊為法團校董會。 

1.4 辦學團體 

 育賢教育會有限公司 

1.5 學校管理組織 

 法團校董會成員 

校監 葉偉彰先生   

校董 曾婉梨女士 林健忠先生 黎同濟先生(獨立校董) 

 萬官保先生 郭兆文先生 林向榮校長(當然校董) 

 林金貴先生 李 宜女士(家長校董) 鄭珮瑜老師(教師校董) 

 盧忠耀先生 崔麗新女士(替代家長校董) 溫勵榕老師(替代教師校董) 

 潘家良先生(校友校董)  

 本校法團校董會成員來自不同專業，且包含各持分者。校監和校董成員透過審閱學校計

劃和報告、訪校和出席學校活動等渠道，了解和監察學校的發展情況，履行校本管理的制

約。本校法團校董會成員能利用本身的專長或人際網絡，為學校提供專業意見和支援，鼓

勵學校創新求進、支援及勉勵學生學習，有效促進學校發展。 

  本校法團校董會成員包括家長及教員校董，又設校董教師家長交流會，反映領導層積

極聽取持分者的意見，與持分者建立共識，並且能凝聚教師的力量，共同推動學校發展。 

  學校每年定期舉行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商議學校發展事務，以加強團隊溝通，透過

討論，收集意見，從而改善各項政策。 

  每年舉行科務會議，由校長、課程發展主任、科主任及科任共同商議科務發展，檢討

工作計劃成效，並作出適當跟進及改善。同時亦會討論教學問題及交流教學心得，以提升

學與教成效。本校中英數常四科及同級均設有共同備課時段，在備課會中，科主任、課程

發展主任及科任老師會共同訂定不同單元的教學進度及設計相關的教學活動，完成單元教

學進度表，並在施教後於單元教學進度表中填寫檢討內容，科主任及課程發展主任透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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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的備課文件檢視各科各單元的教學進度及情況。 

  本年度本校繼續推行考績觀課及同儕觀課，藉著深化觀課文化，不斷提升老師的專科

知識和教學技巧。為了能優化同儕觀課，課程發展主任及科主任帶領科任老師對有關課題

進行深入的討論，設計學習活動。觀課後便與有關老師進行會談，給予建設性的建議，並

透過反思自己的課堂設計，促進教學成效。 

學校行政架構 

 

 

 

 

 

法團校董會

校友會 校長

學校發展及管理組

行政管理與組織

行政組

學校改善小組

危機小組

校務組

資訊科技組

總務組

學與教

課程發展組

各科科務
委員會

教師發展組

學生評核組

校風及學生支援

訓輔組

課外活動組

德育及公民
教育組

學習支援組

家長教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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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家長教師會執委會成員 
 

職位 家長姓名 教師姓名 

主席 洪海花    

副主席 李詠詩   林向榮校長 

文書 文連枝   洪小軍主任 

司庫 劉登艷   翁德儀老師 

康樂 

 

鄧樹珍 鄔燕芹 李詠芝 鄭文欣姑娘 

洪舜蘭 王前英   

總務 

 

白水香 施萌玲 鄧桂花  

陳偉霞 陳美斯 梁保平  

義工統籌 廖建珍    

聯絡 施萌玲 劉 璟   

第二屆校友會執委會成員 

職 位 姓 名 

主 席 潘家良  

副主席 翁文龍 袁晟峯 

司 庫 羅文偉  

秘 書 姚嘉慧 周曉儀 

宣傳及聯絡 朱偉賢  

康 樂 羅嘉寶 江嘉敬 

總 務 鄧海榮  

 

2.  學生資料 

2.1       班級資料 

 

 
班  級 P.1 P.2 P.3 P.4 P.5 P.6 總數 

男生人數 17 13 16 15 14 21 96 

女生人數 12 17 12 13 13 13 80 

      總數 176 

2.2 跨境生數目 
 

班級 P.1 P.2 P.3 P.4 P.5 P.6 總數 

人數 12 19 15 10 9 20 85 

2.3 學生缺課及遲到情況 

     

 

 

 

 

 

        *由於跨境生及需要定期覆診學生人數眾多，故缺課及遲到情況欠佳。

2018/2019缺課情況 2018/2019遲到情況 

缺席 

1 至 2 日 

缺席 

3 至 6 日 

缺席 

7 日或以

上 

遲到 

1 至 2 次 

遲到 

3 至 6 次 

遲到 

7 次或以

上 

48 人 50 人 34 人 40 人次 20 人次 12 人次 



_育賢學校                                                                                     2018-2019 年度周年報告  

5 

2.4 學生成長支援 

  本校設立了學生支援系統，有清晰的組織架構及指引，每年均舉行訓輔會議，檢討、

修訂及改善訓輔工作。輔導服務的轉介機制清晰簡便，能支援教師處理個別學生的問題，

並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安排合適的服務及跟進。學校相信每個學生都有獨特性，希望

透過多元化增益課程活動，有策略地為學生提供全面發展機會。每年定期舉辦不同的活

動，致力發展學生多元智能，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解難技巧、領導能力和服務精神。 

2.5 學習支援 

  為提升學生學習動機，照顧學習多樣性，本年度繼續採取全校參與模式照顧成績稍遜

的學生。除抽離成績稍遜的學生作小組學習外，亦增設補底班、功課輔導班等，進一步支

援有需要的學生。另外，校方亦設有資優課程照顧資優學生，如奧數班、英語尖子班、中

英文寫作班等，以期所有學生的潛能都能得到啟發。 

  本校透過舉辦共融文化活動及家長講座，讓全校家長、老師及學生認識及接納有特殊

學習需要的學生。此外，本校與特殊教育組密切聯繫，特殊教育主任為各項支援政策及資

源運用提供意見，共同規劃照顧學生不同學習需要的工作計畫。 

  

3. 教職員資料 

3.1 人事編制 

      

3.2 校長和教師學歷  3.4 達到語文基準能力要求的教師 

碩士學位或以上 12.5% 英語教師 100% 

學士學位 100% 普通話教師 100% 

教育文憑 100% 
3.5 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 

3.3 教學經驗 

0-2 年 19% 教師平均專業進修時數 148 小時 40 分鐘 

3-5 年 6% 校長專業進修時數 106 小時 45 分鐘 

6-10 年 0%  

11 年或以上 75% 

職 

位 
校長 

學位

教師 

助理

學位

教師 

助理

教席 

文憑

教師 
NET 

教學 

助理 

學生

輔導

主任 

文員 

(書

記) 

合約 

助理 

文員 

合約

I.T

技術

人員 

校工 

人 

數 
1 1 8 1 5 1 2 1 1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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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特殊教育培訓資料：修畢【三層課程】或同等課程報告 

*本校已接受 30 小時或以上有系統特殊教育培訓的教師人數及百分比：13/ 76.4% 

 

4. 主要關注事項（成就及反思） 

2018/2019 年度關注事項 

重點發展項目一﹕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提升學與教效能 

成就： 

目標一：提升老師對學生學習多樣性的認識 

1. 在各科現有課程的基礎上，配合不同教學策略，設計學生需要的校本課程。教師透

過共同備課、同儕觀課及評課計劃增加交流和分享，互相提出多角度的見解及教學

建議，互補不足及優化教學策略，聚焦解決學習難點，運用多元化教學策略、電子

教學，並加強評估及回饋，藉以優化各科課程設計，提升教學效能。 

2. 本年度亦重點針對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為教師安排 6 個有關照顧學習差異的工作

坊藉以提升專業發展，100%老師認同有關培訓有助提升教師專業發展，部分更表示

會將所學運用於課堂上，初見成效。另有 64.7%老師已接受 30 小時或以上有系統特

殊教育培訓，提升老師掌握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在學習、社交及情緒適應的

技巧。 

  

目標二：優化課程整體規劃以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提升學與教效能 

1. 本學年參加中文科校本支援服務，在五年級推行「優化課程及提升評估素養」計

劃，重新編選學習材料，整理和組織課程。為抽離班學生特設分層預習工作紙，以

不同程度及形式的工作紙，提升學生對學習的興趣。92%學生同意此教材有效提升

寫作能力，學生信心增加及提高完成功課的程度。另外，一至三年級亦推行「中文

分層支援教學模式」(閱讀及寫作)、四年級推行「高小中文分層支援模式試驗計劃

每 所 公 營

普 通 學 校

的 培 訓 目

標 

課程名稱 

照顧不同學習需

要基礎課程(30

小時) 

照顧不同學習需

要高級課程(90小

時) 

精神健康的專業發展

課程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

要學生專題課程(認

知及學習需要、行

為情緒及社群發展

需要、感知、溝通

及肢體需要) 

最少有10%至

15%的教師完成

基礎課程 

最少有6-9 名教師 

完成高級課程 

最少1名

教師完

成初級

課程 

最少1名

專責教師

完成深造

培訓 

最少有6-9 名教師完

成專題課程 

本校已成

功修畢課

程的人數/

百分比 

17.6% 6 1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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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4T2 寫作)，當中在四年級方面，教學內容以「記敘單元」、「說明單 

元」為主，教學方法則以「以讀帶寫」為主，集中訓練學生的寫作能力，從前測及

後測成績可見，75%學生在說明文方面成效突出，能掌握說明文的基礎知識。 

2. 本年在優化校本課程時，加入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的元素，包括分層工作紙、額外

抽離班及協作課，從而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及成績稍遜的學生，就觀課可見以重點

式教學令大部分學生投入學習，深入理解及掌握核心課程，重拾學習信心，亦能運

用所學技巧。另外亦為能力較高的學生安排拔尖課程，包括中、英文寫作班、奧數

班及「高階思維訓練」小組，藉此提昇學生在不同層面的興趣及能力，發掘及發展

學生的多元智能。 

 

目標三：運用有效的教學策略以照顧學生的多樣性，提升學與教效能 

1. 本學年各科均運用高階思維教學策略進行教學活動， 70%教師同意高階思維教學策

略有助提升學與教效能、60%學生同意高階思維教學策略可以提升學習成效，更有

92%學生認為高階思維課程有效提升他們的解難能力，約 50%學生能在考試中考核

高階思維訓練部分取得滿分或過半分數，63%學生認同自己懂得運用學習方法。 

2. 本年度各學科於課堂中均運用電子教學，學生能運用電子學習平台或軟件即時展示

學習成果，互相分享和交流，教師亦能透過網上即時回饋程式進行評估，從而了解

學生學習情況，作出即時跟進，給予學生適切的回饋，以提升教學效能，促進學習

成果。100%教師同意利用電子學習平台及電腦學習教材有助提升學與教效能，90%

教師認同以「高參與、高回饋、高展示」的課堂教學策略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效

能，輔助不同能力學生學習。學生方面，94% 同意電子學習可以提升學習成效，有

70%學生表示曾利用課餘時間進行網上學習。 

3. 本年參與教育局校本支援服務及大學協作計劃，促進課程發展，以照顧學生學習的

多樣性，包括「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校本言語治療服務、校本教育心理學服

務、路德會啟聾學校到校輔導服務等，參與計劃老師均認同透過專業人員支援有效

加強對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認識、支援、教學策略設計及社交適應能力，從而提升

教學效能。 

 

目標四：透過優化分層課業及評估，加強檢測學生學習表現，作出跟進教學 

1. 全體老師同意因應學生能力優化分層課業，更有效照顧學生學習的需要及學習多樣

性，協助成績稍遜的學生掌握學習重點，並為高能力的學生提供發揮空間。教師在

設計課業時以挑戰題延伸高能力學生的學習能力，對於低學習能力的學生亦加強以

步驟、提供字詞、圖畫等幫助學生掌握。在學生答題的要求上，部分題目提供了選

項讓學生選擇，加強了學生答題的信心，效果良好。 

 

反思： 

1. 為加強照顧學生的多樣性，老師除關顧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外，亦需加深認識高

能力學生的學習需要，建議老師多參與相關的課程或工作坊，提升專業知識及教學

策略，加強發展學生不同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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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運用高階思維教學策略雖能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但對於能力稍弱的學生難以運

用，只能認知；能力中等和較強的學生大致可掌握和運用，除課堂教學外，宜設計

貼近學生生活的話題，給予學生多加運用及練習機會。 

3. 在電子學習方面，大部分老師都使用不同的電子學習平台及電腦學習教材進行教

學，但仍需花時間掌握和運用，老師亦要注意電子學習平台及電腦學習教材只是教

學工具，需要配合老師的教學策略和技巧，注意課堂的互動性才能取得最大成效。 

 

重點及發展項目二：持續推廣正向校園文化，推動生命教育 

成就： 

目標一：提升教師向學生灌輸生命教育的技巧 

1. 本年度於教師專業發展日邀請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生命天使」中心舉辦「提升學生

生命素質工作坊」，鼓勵老師參加有關生命教育的課程，以增加對生命教育的認

識，掌握相關技巧，100%老師認同工作坊有助加深他們對生命教育的理解和實踐。 

 

目標二：透過認識、欣賞、尊重及探索生命，向學生灌輸生命教育的正面訊息 

1. 為配合學校三年計劃，發展全校性輔導活動以推動生命教育，本學年除持續推行全

校性常規項目外，還舉行「賞悅行動」，藉此提醒學生多看自己和別人的優點，多

欣賞少批評，提升自尊，78%的學生認為活動能提醒他們欣賞別人及自己，並從中

提升其自信。本年度亦推出「愛．伴我高飛」好學生獎勵計劃，鼓勵學生向五育發

展及設立明確目標，提升自己的動力及積極性，79%的學生認同計劃能鼓勵他們提

升自己和欣賞自己，協助他們建立自信。 

2. 統整德育課，建立校本生命教育課程，培養學生正向的人生觀。本學年透過德育

課，按每級學生需要編定合適教材，向學生灌輸生命教育的正面訊息，培養學生正

向的人生觀，89%學生同意在德育課中能學懂生命教育的內容，學生積極參與課堂

活動，當中更有 76%認為能透過提供的課程對自己的人生方向或 學習的態度進行反

思。 

3. 透過推行各類品德及價值教育活動，向學生灌輸生命教育的正面訊息。本年度舉辦

多個主題講座，主題包括「禮貌與感恩」、「社交管理」、「愛自己」等，平均超

過 70%以上的學生表示講座能協助他們培養正面價值觀，並學習相關的技巧或能

力。 

4. 本年度舉辦了不少活動及計劃協助學生建立自尊、自信、自愛，而根據情意及社交

評估報告(APASO)所顯示，73.51%學生表示「我是個成功的學生」、75.22%表示

「我的習作表現良好」、72.65%表示「在學校，我經常享受成功經驗」及 78.64%表

示「在學校，我知道我能夠成功」，可見學生在學校獲得不少成就感，從中建立個

人自信。 

5. 各課組透過恆常教學及專題活動，滲入正面積極態度和價值觀推廣正向校園文化。 

本年度積極推動學生參與各種比賽和活動，學生在各方面均表現出色，當中以書

法、寫作及音樂方面成績最為突出，榮獲多項比賽冠軍，成績驕人，藉此鼓勵學生

接受挑戰，在學業以外建立自信及自我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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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三：強化家校合作關係，教育及支援家長關顧孩子生命的成長 

1. 全年成功舉辦多個家長講座、小組及個別諮詢等，支援家長透過不同形式了解子女

特質及成長需要，提升管教效能，建立正向的溝通模式及加強親子關係，問卷顯示

97%家長認為「上述活動能協助我掌握教導子女的方法」，而持分者問卷調查中亦

顯示有 96.4%家長非常同意或同意「學校能幫助我的子女解決成長上所遇到的問

題」，「我對學生成長支援」的整體觀感評分更達 4.4 分。 

2. 全學年舉行三次個人學習計劃會議，為第三層支援學生之家長提供支援子女的方

案。「全校參與」模式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個別學生的年終評估表顯示全

部家長均滿意學校於學生成長方面的支援。 

 

反思： 

1. 要推動生命教育為學生建立正面價值觀需持之以行，除在恆常教學中滲入正面積極

的價值觀外，亦需各類計劃及活動配合以培養學生的自我形象及肯定個人價值。學

生在不同成長階段中面對很多困難及挑戰，老師應從不同途徑了解、鼓勵、支持並

協助學生解決難題。 

2. 本年度在培養學生建立自尊、自信方面已取得顯著成效，學生積極參與各種服務學

習，培養助人自助的態度。來年繼續透過鼓勵學生參與各種服務學習活動，加強學

生對學校、群體、以及社會的承擔感和責任感。除繼續推行「一人一職」外，建議

安排三、四年級學生擔任「大哥哥、大姐姐」，負責以一對一形式協助新生適應校

園生活。 

3. 各科組應加強滲透德育及公民教育元素的工作，計劃每年定下主題，根據主題規劃

全年工作，擬定於進度表內以達致更全面及更聚焦地推展德育元素。另建議來年德

育課由班主任負責，學生更有親切感，同時不同程度的學生可更有效地學習有關內

容， 讓班主任更關注學生的社交和情緒需要。 

4. 透過全校各科組的參與、教育心理學家的支援、教師專業培訓、多元化的課堂及校

內活動、講座等，有助學生肯定其生命價值及建立自尊、自信，並支援教師及家長

向學生傳遞正面的價值觀，關顧孩子生命的成長。 

 

5.   學生表現 

5.1 學生閱讀習慣 

  本校一向致力推動閱讀文化，培養同學閱讀的習慣，校長、老師和家長共同努力為同

學創建一個美好的學習環境。為幫助同學學習，圖書館更會支援不同的學科，購買相關的

圖書幫助學生進行專題研習，並就適合的主題向公共圖書館大量借用館藏供同學借閱，擴

闊同學閱讀的眼界和學習領域。  

  為配合學校的關注事項，今年我們以 STEM 為主題，添置了不少科普書籍及資源，希

望能吸引同學來參與及借閱好書，使他們喜歡閱讀，愛上閱讀， 愛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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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星期用於閱讀書籍、報章和電子資訊的平均時數 (每小時計) 

 
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六 

2018-2019 2018-2019 

英文閱讀物品 4.7 5.1 

中文閱讀物品 4.9 5.4 
 

2. 學生每星期用於閱讀書籍、報章和電子資訊的時數 (每小時計) 

                      小時 

 

人數     

0 1 2 3 4 5 
6 或 

以上 

閱讀中文讀物人數 0 0 0 7 12 16 125 

閱讀英文讀物人數 0 0 3 29 30 17 81 
 

5.2 學科及課外活動表現 — 全人發展，果實豐盈 

  本校一向着重學生的全人發展，因此積極推動學生參與各種比賽和活動。學生在各方

面均表現出色，本年度共榮獲 172 項校外比賽獎項，當中包括冠軍 30 項、亞軍 24 項，季

軍 28 項。當中以書法、寫作及音樂方面成績最為突出，榮獲多項比賽冠軍，成績驕人。書

法方面，本年度共榮獲多項書法比賽獎項，當中包括「第二十三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

書法比賽」小學組總冠軍。而在寫作方面，則有兩位學生於「2018-2019 年度全國青少年語

文知識大賽(「菁英盃」現場作文) 」全國總決賽獲得二等獎。於音樂方面，在「第六屆香

港國際音樂節 2019 藝韻盃」勇奪合唱團小學組亞軍。另外，本校學生亦奪得「大埔警區警

民關係組 Project Gen Y–Y 世代命名比賽」冠軍，並已第十二度獲得綠色學校獎，同時亦第

九度獲頒關愛校園獎。此外，在數學、體育、繪畫、資訊科技及朗誦方面亦贏得多項比賽

的優異獎。 

  另外，本校設有「校董會獎學金」、「家教會獎學金」、「校友會獎學金」及「雲泉

仙館獎學金」，以獎勵品行優異、成績顯著進步及體藝方面表現出色的學生，而本年度共

有 38 位同學榮獲有關殊榮。 

本年度興趣小組及服務小組 

興趣 

小組 

硬筆書法 毛筆書法 牧童笛 口風琴 幼童軍 羽毛球 

繪本世界 合唱團 籃球 足球 多元智能 繪畫 

奧數 跳繩 小結他 田徑 乒乓球 中國象棋 

走進 

博物館 

多媒體 

教室 

園藝 

種植組 

園藝 

攝影組 

校園 

小記者 

藝術 

小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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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小組 

風紀 校園友伴 清潔大使 升旗隊 愛心大使 

班長 ＩＴ大使 視藝大使 環保大使 午膳大使 

組長 伴讀大使 英文小老師 中文小老師 課室管理員 

圖書館 

管理員 

英文 

圖書大使 

普通話 

小老師 
  

 

6.   回饋及跟進與展望 

  本校多年來得到各持分者的支持，一直穩步發展，來年將會透過申請各項支援服務，

繼續優化各科的課程設計及教材資源，以提升學與教的質素，並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

同時，教師亦會進一步搜尋及整合不同的電子學習資源，善用電子教學策略，以促進課堂

學與教的效能。另外，本校亦會在本年度推動 STEM 教育的基礎上加以深化，並參考外

間的發展經驗，進一步優化 STEM 教育的規劃，以培養學生的探究精神，使他們更具備

創新思維、協作和解決問題等能力，以助他們面對現今社會的各種各樣挑戰。 

 

  7.   學校發展津貼撥款計劃檢討 

計劃(一) 聘請一名教學助理 

關 注  事 項： 為教師創造空間，減輕教師工作量，使他們能專注發展有效的學與教策略

及學與教活動。 

評估及建議： 所有教師認同聘請助理，協助處理非教學文書工作，有助減輕教師繁重的

工作量，讓老師可以騰出空間，專注於不同主要學習範疇的課程發展工

作，提升教學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