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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校   

辦學宗旨 

本校秉承基督精神辦學，使兒童在良好的教學環境下，接受靈、德、智、體、群、美之「全人優質教育」。

以校訓：「信、望、愛、誠」教導兒童認識基督真理，為求學處事，待人接物之本，從而達至榮神益人

的祟高理想。 

 
 

學校簡介  

 本校創辦於一九九零年九月一日，為一所全日制津貼小學。現開辦 24 班，一至六年級各有  

四班。學生總數達 753 人。校址位於新界沙田火炭樂霞坊二號。  

通訊電話：2602 5353        傳  真：2697 3808  

電郵：admin@pooikei.edu.hk   網址：http://www.pooikei.edu.hk  

 

 本校校園面積約 5516 平方米，有一幢六層高的舊翼校舍，五層高的新翼校舍。地下為有蓋  

操場，另有一個籃球場。一間平房式的有兩個房間的校工宿舍，已改為教會辦公室。校舍有  

24 個課室，一個可供約 400 人聚會的禮堂，一間圖書館。另有特別室分別為：一間視藝室、  

一間活用室、一間輔助教學室、一間輔導室、一間語言教學室、一間多用途室、一間資源室、

兩間音樂室、兩間多媒體教室、兩間學生活動中心、一間社工室、一間遊戲室、一個多用途

場地。多用途場地有門窗、窗簾及空調，成為小禮堂及適合運動訓練的場地。新翼六樓天台安裝了

太陽能和風力發電機組的裝置，能供應新翼五樓走廊光管電力，而與中電電網連接系統申請仍在審

批。在優化校園方便，已將一間音樂室改為 STEM室，供科學科上課時使用。 

 
 

學校管理  

本校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三十日成立法團校董會。  

法團校董會架構  

 

成員  辦學團體  校長  家長  教師  校友  獨立人士  

11/11 
6 1 1 1 1 1 

(54.5%) (9.1%) (9.1%) (9.1%) (9.1%) (9.1%) 

 
 

學校實際上課日數  

本年度校曆表中的上課日數為 191 日。

mailto:spkps@pooikei.edu.hk
http://www.pooikei.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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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主要學習領域的課時  

我們的教師  

 

教師架構  

本校共有教師五十五人：包括一位校長、兩位副校長、七位主任(其中一位為課程統籌主任，並有三位小

學學位教師)、九位助理小學學位教師、二十四位教師、一位圖書館主任、一位助理圖書館主任、三位外

籍英語教師、兩位半職教師、四位學習支援教師、一位兼任聖經科教師。另外有一位學生輔導人員，一

位活動工作員。 

 

教學經驗  

 
 
 
 
 
 
 
 
 
 
 
 
 
 
 
 
 
 
 

我們的學生  

班級組織  

級別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總數 

班數 4 4 4 4 4 4 24 

男生人數 69 68 66 57 64 56 380 

女生人數 70 66 62 68 64 69 399 

學生總數 139 134 128 125 128 125 779 

 

學位空缺率  

 以每班 30 人計算，本年度的學位空缺率為 0%。  

 

學生出席率  

 本年度的學生出席率為 98.1%。 

 

學生退學情況 

 本年度共有 12 人退學，佔全校人數約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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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紀錄 

2017-2018年度培基小學教師進修統計表 

 

教師專業發展 

1. 校內教師專業培訓 

    管理與組職 

    - 中層人員培植計畫(8位行政主任及 9位被培植的老師) 

    - 教師專業發展日(全體老師): 

      ‧Edcity工作坊 

      ‧執行能力講座 

      ‧評鑑及創意講座 

      ‧Google for Education 

    學與教 

    - 學科老師培訓計畫 

       ‧Building TeachersCapacity to Address Interface Issues Concerning English Learning and Using  

English to Learn at KS 2 & 3 (小四英文科任) 

       ‧外聘中文專家(小五及小六科任) 

       ‧外聘數學專家(小一、小二及小五數學科任) 

       ‧外聘英文專家(小一、小三、小五及小六英文科任) 

    - 中國語文科普通話增潤課程(15位中文科任老師) 

    - 「提問技巧及運用電子平台」工作坊(16位英文科任老師) 

   校風及學生支援 

   -訓輔工作坊-如何處理衝突(全體老師) 

 

2. 老師個別參加校外課程或工作坊 

 
 
 

管理與組職  (共 81小時) 

- TSA說話能力主考員培訓 

- 預防及化解學校投訴分享會 

- 「獨立版時間表編排工具」(STT)關鍵概念及工作講座 

- 「獨立版時間表編排工具」(STT)工作坊(第二部分)(小學) 

- 學生資料管理系統二零一七年簡介會 

- 2018年全港性系統評估  評估行政主任簡介會 

- 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2017/18)(新界東)地區支援網絡計劃(數學科)：地區網絡分享會 

- STEM教育系列: 學校領導和中層管理人員(小學)的 STEM教育課程規劃系列-工作坊(I,II及 III) 

- 小學校長及課程領導專業發展課程 

- 深造課程(A)校規畫校本資優教育的藍圖 

- 深造課程(D)資優教育三層架構:第二層抽離式課程實踐與事例分析(小學) 

- 深造課程(E)學生個案分析與校本經驗分享：識別學生潛能與資優培育 (小學) 

- 深造課程(F)資優教育三層架構:第二層抽離式課程實踐與事例分析(小學) 

- 促進幼稚園與小學的銜接(修訂) 

- 校本支援計畫 

- 2017年基本能力評估研究計劃(小三)科目焦點小組會議 

- 處理懷疑虐待兒童個案簡介會 

- 升中選校：學校、學生多元發展簡介會 

- workshopon the Use and Interpretation of School self-evaluation toos and Data  
- Seminars on the Implementaiton of the current phase of school development and accountability 

Framework and School Self-Evaluation for Principals, vice-princip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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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 (共 362小時) 

- 教育局資優教育網上基礎課程(2017/18第一期) 

- 「學在濕地薪火相傳之旅」教學計劃 

- 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支援計畫 2016-2017 

- 資訊科技教育與學科有關系運用 Google Classroom 及 Nearpod以促進小學中國語文科的學與教(進

階程度) 

- 小學計算思維 - 編程教育工作坊 (一) 

- 資訊科技教育教學法系列：在小學策略性運用電子評估設計教學活動以提升學與教效能 

- 常識自主學習六步曲 

- 藝術跨科課程設計 

- 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的學與教:字詞與語法學習 

- 電子學習與語文教學 

- 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的學與教:童書閱讀 

- 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的學與教:學習材料的運用與調適 

- 小學音樂科專業學習社群-課堂音樂創作區域分享會(新界東) 

- 小學合唱團水平的提升研習坊 

- 合唱的學與教 

- 音學教學發佈會(電子教學) 

- 在音樂課堂照顧學習者多樣性 

- 專題講座:促進學習的評估:2017基本能力評估研究計劃/全港系統評估(小學六級英國語文科) 

- 培育創意系列：從創意寫作發展中國語文科資優/高能力學生的創意思維 (小學) 

- 歷史科知識增益課程：從香港的中式建築看中華文化 

- 在視覺藝術科應用電子學習工作坊 (小學)  

- 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數學科)全港小學分享會(2017/18) 

- STAR平台研討會 

- 校本焦點小組分享會--善用評估策略促進學與教 

- 4D發展藍圖啟動禮暨教師研討會「破解評估迷思‧拔尖保底妙法」 

- "卓越教學:創新與傳承\暨專業社群計劃個案分享會" 

- 資優教育教師網絡(常識科)總結分享會 

- 促進學習的評估: 基本能力評估研究計劃/全港性系統評估 

- Cluster Meeting for Participating Schools 
- IT in Education Subject-related Series: Using Online Coding Platform to Enhance the Learning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STEM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s (Classroom Observation)  
- Appreciation of Asian Art: (III) Southeast Asia (New) 
- IT in Education Subject-related Series: How to Design an e-Learning English Language Lesson in 

Primary School (Advanced Level) 
- Energising Classrom Learning and Teaching by ’Six sets of Creative Thinking Skills’ 

- Enhancing self-management skills of gifted/More able Students in the regrlar classoom. 
- 5 Must-knows about School-based Curriculum Planning and Design for gifted Students in English 

Language Leanring 
- Nurturing Creativity Series (for Supporting Gifted / More Able Students): Energising Classroom Learning 

and Teaching by the \Six Sets of Creative Thinking Skills\" (Primary)" 
- IT in Education e-Safety Series: Introduction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 Assessment Literacy Series:(2)Enhancing the Learning-Teaching-Assessment Cycle through Assessment 

of/for/as Learning in the Primary English Classroom 
- Briefing Session for Filmit 2018-A Student Film Competition (Primary and Secondary) (New) 
- KS2-KS3 Curriculum Interface \Seed\" Project Cluster Meeting" 
- IT in Education Pedagogical Series: Use of Google Suite for Education to Facilitate Collaborative 

Learning and Flipped Classroom in Primary School (Basic Level) 
- 5 Must-Knows about School-based Curriculum Planning and Design for Gifted Learners of English 

(Primary and Secondary) 
- Using google Education Tools to develop a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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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離職率 

本年度共有三位教師離職。 

 

校風及學生支援 (共 177小時) 

- 資訊科技教育電子安全系列：小學學生資訊素養 – 基礎篇 

- 資訊科技教育電子安全系列：小學學生資訊素養 (進階)-培養正向思維發展 

- 自閉症學童帶氧運動與功能性綜合訓練導師培訓工作坊 

-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認知及學習專題課程 

- 二零一八響應世界閱讀日分組活動-支援非華語小學生閱讀中文 

- 「溝通與關懷、識別處理學生情緒問題」教師講座 

- 學校如何支援有精神病患的小學生研討會 

- 「為有讀寫困難的小學生提供加強支援」分享會 

- 在學校推廣精神健康及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初級培訓 2017/18 

- 「驕陽伴成長  逆風齊飛翔」-成長的天空計畫(小學)簡介及分享會 2018/19年度計畫 

- 「正向」班級經營及成長課的新焦點---活出「正能量」的孩子 

- 「正面紀律」講座 

- Thematic Course on Supporting Students with SEN-Congnition and Leading Needs(Facilitating) 

學生表現(共 3小時) 

- 計畫學校中期經驗分享會暨學生才能匯展 

其他(共 19.5小時) 

- 基本能力評估  數學科焦點小組會議 

- 優質評核管理認證計劃證書頒發典禮及經驗分享會 

- 流感疫苗接種簡介會 

- 啟導教學活動(12位老師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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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至二零一八年度校務報告 

 

本校按照「信、望、愛、誠」的校訓培育學生，在基督教訓的亮光下，力臻全人的基督教教育。本校為

學生提供優良的課程及學習環境，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並幫助學生發展各方面潛能。在全體師生的

努力，並家長們的配合下，本校不斷求進，持續發展各關注事項。 

 

本校經檢視校情現況、分析「老師、家長、學生持份者問卷」及「學生的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套件」，

2015–2018三年學校的重點發展事項如下： 

 

(一) 發展校本資優教育 

(I)  拓展學生高層次思維能力 

(II) 培育學生個人及社交能力 

 

(二)  持續發展學生個人潛能 

(I)  持續提升學生學習表現 

(II) 協助學生按個人能力發揮才能 

 

(一) 發展校本資優教育 

(I) 拓展學生高層次思維能力 

推行策略 

(1) 中、英、數、科、常各科組透過優化課堂的教學設計，加強學生運用不同的策略及思

維工具完成學習任務，促進高層次思維發展。 

 a. 中、英、數、科、常各科組透過優化課堂的教學設計促進高層次思維發展。 

 b. 透過共同備課、重點研課、觀課與評課，研討啟發學生高層次思維的教學策略。 

 c. 科組檢視各級課業設計對。 

  
(2) 邀請專家在教師專業發展日或工作坊培訓教師掌握「評估」及「創意」的思維技巧。 

  

(3) 優化校本思維課課程及加入創意思維訓練。 

  

(4) 持續推薦學生參加校外的資優課程及有系統地記錄以便跟進。 

  

(5) 組織參加資優課程的學生實踐所學分享學習心得。 

  

(6) STEM教學及平板電腦教學。 

  

(7) 更新學校設施。 

  

成效例證 

(1) 分享高層次思維教學元素 

 中、英、數、常、科科任透過共同備課、專家備課及同儕觀課、評課，加入了高層次

思維的教學元素及不同層次的提問，優化課堂的教學設計，加強學生運用不同的策略

及思維工具完成學習任務。 

任教不同級別的老師，在科務會議及教師專業發展日分享教學設計及反思教學成效。

科組長亦帶領科任老師檢視高層次課業的設計，培養學生「分析與整理」、「評鑑」及

「創意」的思維技巧，促進了學生高層次思維的發展，提升了教學成效。 

更安排了每級科任老師設計最少兩個高層次思維教案，而其中一個更包含了電子學習

元素。 

根據學生的問卷調查，近九成學生認同課堂的教學設計能提升他們的高層次思維能

力。所有老師亦認為在教學上滲入不同的思維工具，能讓學生更掌握如何擴闊思維、

從不同角度思考及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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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培訓 

 本年度舉辦了「評鑑及創意」教師工作坊，各科老師設計包含評鑑及運用創意的課堂

設計，並輪流分享。英文科亦舉辦了「提問技巧及運用電子平台」工作坊，加強老師

對這兩方面的認識及應用。近八成半老師認為工作坊的內容有助運用「評估」及「創

意」於日常教學上，老師能更掌握課堂的設計。 

本校老師在本年度參加了下列培訓計畫，在導師指導下進行與高層次教學/電子教學相

關的共同備課、觀課及評課： 

  

支援計畫名稱 參與老師 

1. Building TeachersCapacity to Address 
Interface Issues Concerning English Learning 
and Using English to Learn at KS 2 & 3 

小四英文老師 

2外聘中文專家 小五及小六老師 

3.外聘數學專家 小一、小二及小五數學老師 

4.外聘英文專家 小一、小三、小五及小六 

英文老師 
 

  
(3) 校本思維課 

 本學年各級在上、下學期各進行了一次思維課，以教授學生不同的思維策略，藉此發

展他們的高層次思維能力。上學期認識及應用「高層次思維十三式」，按不同年級教授

能掌握的高層次思維策略，藉着情景或個案，讓學生能在日常生活中應用。下學期訓

練學生的創意思維，低年級以訓練學生「五力」(敏覺力、流暢力、變通力、獨創力及

精進力)為主，高年級運用奔馳法設計不同創作活動。學生積極參與，反應熱烈，超過

九成老師認為校本思維課能拓展學生的高層次思維能力。 

  
(4) 學生參加資優課程 

 本年度學校共推薦了 15位五年級和 7位六年級學生參加了網上資優課程， 其中 7位報

讀天文學、2 位報讀數學、7 位報讀地球科學、1 位報讀轉變中的香港經濟、4 位報讀

古生物學。學生按修讀學科組成學習圈，為他們舉辦了三次交流會，讓學生互相分享

學習心得。學生亦曾在綜合課跟高年級同學分享所學。 

學生各按自己的進度修讀，當中所有學生已完成第一級課程，7 位學生將完成第二級

和 1位將完成第三級程度並修畢整個課程。 

今年度已成功推薦 6位五至六年級學生成為資優教育學苑學員。另外推薦了 15位四至

六年級學生參加資優教育學苑網上甄選課程，為下年度能合資格成為學員作準備。 

本校亦向人才庫的學生發放及推薦學生參加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舉辦的資優課程。已有

9位學生完成了共 12個課程。 

本年度學校繼續與資優教育學苑於 2017年 11月、12月及 2018年 1月合辦兩個數學資

優課程：角線圖形與幾何及數論，由本校老師設計及任教。 

  
(5) 讓學生實踐所學分享學習心得 

 為有較高能力的學生，中文科安排了 2 個課程：校園小記者、中文辯論；英文科有英

語話劇、英語劇寫作、英語布偶劇、英文辯論；數學科為四至六年級各開辦一組增潤

課程及一組四至六年級奧林匹克數學；音樂科和視藝科各有一組相關的綜合能力培

訓。校園小記者為學校多個活動採訪，如陸運會和主持活動，如午息語言攤位遊戲等。

中文辯論隊、英文辯論隊和英語布偶劇組參加了校外比賽，豐富學習經驗並獲取了佳

績。英語話劇組和英語劇寫作組分別創作了兩個劇目和劇本。四至六年級學生參加了

不同的校外數學比賽，獲取了多個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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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TEM教學及平板電腦教學 

 為配合本校STEM教學的發展，培訓學生運算思維能力，2016-2017年度已在六年級課

程中增加一節電腦課，教導學生學習編程(Scratch、Mbot)。五年級電腦科課程亦已加

入了學習編程的元素。本年度增至12套Lego WE DO 2.0於三年級電腦課使用；另增至

十套mBot機械車，於六年級電腦課使用，加強電腦科推行編程教育。此外，本年度則

引入Google for Education系統，大部分四至六年級學生已懂得運用Google Classroom，

部分老師更已要求學生運用該系統提交功課。這些發展均有助拓展學生的高層次思維

能力。 

  
(7) 更新學校設施 

 本年度逐步更新平板電腦及課室電腦，包括增購了20部iPad及八台電腦。另iPad將於本

年度安裝MDM系統，方便老師使用。 

 
 

(II) 培育學生個人及社交能力 

推行策略 

(1) 鞏固上學年訓輔主題「包容和接納」，試行已發展了的校本德育課程有關「欣賞」、

「包容」和「接納」的教案，並加入運用「兩面思考」或「多方觀點」等評鑑的思維

技巧。 

  
(2) 與外間機構合作，幫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班主任參與訂定學生個別課堂計畫，

幫助學生在課堂上實踐所學。 

  
(3) 與言語治療師及校本心理學家合作，舉辦課程或講座提升學生的表達、社交及家長正

向的能力。 

  
(4) 強化學生個人及與人相處的技巧 

 a. 在綜合課教導「兩面思考」(溝通技巧)的思維模式，在成長課中強化「多方觀點」

的思維元素(解難，如何達至結論)。 

 b. 分別在一至三及四至六年級進行「處理衝突」事件親子四格漫畫比賽。 

 c. 處理衝突 AFC：教導學生運用復和品格(一至三年級：包容、接納、寬恕；四至

六年級：包容、接納、寬恕、尊重、勇於承擔責任)來處理衝突。 

 d. 圖書館主任和家長說故事向學生介紹與「處理衝突」主題有關的圖書。 

  
(5) 在綜合課教導「兩面思考」(溝通技巧)的思維模式，在全級成長課中強化「多方觀點」

的思維模式元素(解難，如何達至結論)，以教導學生如何處理衝突。 

   
(6) 推行「一人一職」計畫及「優秀之星」選舉，讓學生發揮才能服務他人。 

   
(7) 深化「正」向校園文化(欣賞與正能量) 

 a. 至「正」課室佈置─正能量標語、圖畫和裝飾。 

 b. 上、下學期各進行一次「我欣賞你行動」@學生和「我欣賞你行動」@老師。學

生先在「我欣賞你卡」寫上欣賞同學的原因，然後送贈給欣賞的對象；老師也送

一張欣賞卡給任教班別的學生，家長全年亦送一張欣賞卡給子女。欣賞卡會張貼

在課室壁報和訓輔組的壁報上，提醒學生要學習多欣賞別人，建立正面的待人態

度。 

   
(8) 家校合作 

 透過不同的途徑讓家長了解學校推行訓輔活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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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與駐校社工機構合作及其他機構合作推廣正向心理健康 

 a. 推行能強化學生個人及社交能力有關的全校性訓輔活動。 

 b. 邀請了香港傷健協會於午息時分級進行「正向心理健康文化」攤位遊戲，藉此推

廣正向心理健康文化。 

   
(10) 透過環境佈置及有系統的宗教主題的早會，讓學生能仿效主耶穌和聖經人物，培養學

生社交能力。 

  
(11) 透過「我是節制小勇士」、「我的見證果子篇」培育學生正面的品格。 

  

成效例證 

(1) 在低年級的校本德育課程加入了「欣賞」、「包容」和「接納」的教案，並配合「兩

面思考」或「多方觀點」等思維技巧，讓學生能學習從不同角度思考問題及明白別人

感受，改善人際關係。超過八成半老師認為德育課內容能有助提升學生的個人及社交

能力。 

  
(2) 本校與外間機構合作，參加了「喜伴同行」計畫，透過新生精神康復會的服務，分別

為三至四年級和六年級有自閉症的學生舉辦第二年課後小組，有系統地培育學生個人

及社交能力。據老師觀察，學生在情緒管理及與同儕相處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 

  
(3) 本校與言語治療師合作，為四至六年級 27位學生開辦校園小記者課程，並讓學生在校

內不同的活動擔任校園小記者採訪，促使學生發揮才能。為低年級學生家長舉辦講座

及ㄧ年級 8位學生開辦「語言親子學習坊」家長工作坊，促進家長有效提升學生的說

話表達及社交能力。分別有 80%及 90%參與講座或親子工作坊的家長表達同意或非常

同意內容對他們有幫助。 

  
(4) 本年度的校本訓輔活動主題是「處理衝突」，主要透過「處理衝突」的校本訓輔活動

和「正向校園文化」兩項活動來推行。從老師和學生的問卷中分別有 98%和 98%認同

進行的活動能令學生提升了處理衝突的意識和懂得運用復和品格來處理衝突。(藉着

「處理衝突 AFC」和「處理衝突」事件親子四格/六格漫畫比賽)認識了如何處理衝突

後，再透過在校園內和同學相處時學習如何運用復和品格(如包容、寬恕、接納等)來

和同學相處，能令學生正確地處理衝突，學習彼此饒恕和作出承諾。從本年度在 APASO

「價值觀」問卷調查結果中，學生在「和諧人際關係」這範疇中高於香港常模，成效

顯著。 

  
(5) 在上、下學期各進行一次「我欣賞你行動」@學生和「我欣賞你行動」@老師，全校

的老師和學生也完成此活動。分別有 100%老師和 98%學生認同能有助推動同學學習

多欣賞別人。而個別班別在班主任多引用例子解釋和推動下，學生踴躍填寫欣賞卡給

同學，並且內容寫得很豐富，建立欣賞的文化，成效顯著。至於「我欣賞你行動」@

家長，每班均有半班學生數量的家長有送欣賞卡給子女，全校共有 433位學生收到由

家長寫的欣賞卡，能在家中推行欣賞文化，成效滿意。 

  
(6) 另外，分別有 100%老師和 98%學生認為校園內訓輔組的壁報板資訊、課室的欣賞和

復和品格佈置、正能量金句紙能有助在校園內推動欣賞及鼓勵文化，有助提醒學生，

成效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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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為了培育學生個人及社交能力，本年度在一至六年級的全級成長課中均強化了「多方

觀點」的高層次思維模式以教導他們如何處理衝突。從成長課的工作紙學生的回饋和

經老師觀察，並老師的問卷中是 100%認同能促進學生學習與人和諧共處。大部分高

年級學生表示能運用「多方觀點」思維模式來解難和作出承諾處理衝突，知道不同人

物對同一件事會有不同的觀念，把自己置身於對方的立場中看事情，以減少同學間的

衝突，成效頗佳。 

  
(8) 在協助學生發揮個人才能方面，從老師的觀察中，「一人一職」計畫能讓學生發揮才

能服務他人。大部分學生能投入服務，在自己的崗位上盡責，如膳長、組長、搬簿生

等。 

另一方面，老師透過觀察，「優秀之星」選舉能讓老師和學生更多表達對同學不同才

能的欣賞。每班都選出和復和品格有關的「優秀之星」也能提醒學生多運用復和品格

來與同學相處。全校共有 222位學生被老師按其不同的才能提名成為「優秀之星」，成

效顯著。 

  
(9) 藉着學校通告、網頁資訊、《藍天集》等途徑，家長了解學校推行訓輔活動的目的和

情況，並多積極配合。學校亦與家長教師會合辦不同活動，讓學生實踐與人相處的技

巧：「親子遊戲日」、「敬師日」、「水果日攤位遊戲」及「小手工藝制作攤位」等，家

長義工及學生都能樂在活動中。 

家長教育方面，本年度除開辦恆常的小一家長學堂外，尚有一個為期八課節的《新一

代健康成長錦囊》課程，共有 47位家長報名，家長們都很享受講者的分享及學員間彼

此的互動。此外，學校有感電子產品對學生的影響日漸嚴重，故安排了一次資訊素養

的講座，從問卷回應中，家長從講座中獲益良多。 

  
(10) 駐校社工開辦了不同的校本輔導小組活動：「孩童樂」情緒管理小組、「快樂園地」小

組、「正向思維」解難訓練小組、「高層次思維」解難訓練小組、「正向情緒」小組等。 

駐校社工亦推行能強化學生個人及社交能力有關的全校性訓輔活動，學生積極參與反

應正面。 

學校邀請了香港傷健協會於午息時分級進行「正向心理健康文化」攤位遊戲，藉此推

廣正向心理健康文化，學生反應正面。 

  
(11) 老師透過本學年早會主題「認識神，多結果子」分享了神的救恩，讓學生認識神。老

師亦加入「節制」和「忍耐」，培養了學生的好品格社交能力，能與人有良好的社交

能力。 

  
(12) 因推行「我是節制小勇士」及「我的見證果子篇」，學生在生活中得到操練節制和忍

耐等良好品德的機會，讓學生在生活中實踐了聖經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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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持續發展學生個人潛能 

(I) 持續提升學生學習表現 

推行策略 

(1) 優化現有的工作紙，加入高層次思維題目。 

  
(2) 運用電子學習平台，設計預習課業或家課。 

  
(3) 為小二至小三有特殊學習需要或成績稍遜的學生推行「讀、默、寫」 及英文伴讀計畫。

為部分小一學生推行普通話伴讀及英文伴讀計畫。 

  
(4) 透過抽離教學、課前輔導班及課後學習班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 

  
(5) 運用校本心理學家為初小學生舉辦親子課程，提升學生的認字及默寫能力。 

  
(6) 心理學家為學生舉辦親子課程。 

  

成效例證 

(1) 優化現有的工作紙 

 各科根據本科特色，在合適的課業上設計包含高層次思維題目，例如有系統地分析資

料、評價人物行為、表達對事件的看法、建議解決問題的方法及發揮創意等。超過九

成半老師認同課業設計能培養學生高層次思維能力，學生能逐漸掌握老師對課業的要

求。 

  
(2) 運用電子學習平台 

 老師除鼓勵學生在網上閱讀及搜集資料外，更利用電子學習平台，例如香港教育城

STAR平台、Padlet、Google Classroom等，發放學習材料，讓學生能在家中進行預習、

自學或學科上交流。學生亦可在網上參加香港教育城不同科目的獎勵計畫，延伸學習。 

  
(3) 推行「讀、默、寫」、英文 及普通話伴讀計畫 

 共有 18位小一至小三參加了英文伴讀計畫、15位小二至小三學生參加了中文「讀、默、

寫」計畫和 6位小一學生參加了普通話伴讀計畫，參加了英文伴讀計畫學生的平均出

席率約 90%，參加了中文「讀、默、寫」計畫學生的平均出席率約 90%，參加了普通

話伴讀計畫一年級學生的平均出席率約 76%。 

  
(4) 抽離教學及課後輔導班 

 全年開辦了 7個抽離教學小組：二、三年級英文各一組、四至六年級數學各一組和四、

六年級中文各一組，所有組別都有使用調適的教材，配合學生學習進度。另外有 16個

課前輔導小組：二至六年級中、英、數和在下學期開辦一年級中文。 

 

全年為有學習困難的三年級學生在課後開辦了「中文閱讀寫作班」，抽離教學小組的學

生全都能參與，老師調整教材，幫助學生在寫作上展示更豐富的內容，九成學生積極

參與、用心學習，後期老師加入電子學習元素，所有學生都表現投入學習。 

 

全年學藝活動的時段分別為一年級和二年級有需要的學生開辦「識字班」和「英文讀

寫班」，以幫助學生掌握方法和技巧學習語文。 

 

為有學習困難的二至五年級學生在課後開辦了三個學習小組，二年級「動物世界大發

現」、三年級「讀寫樂」、四至五年級「中文學習能力提升小組」，每組 8位學生。整體

上，學生都十分投入課堂活動，學生大都十分同意課程能幫助他們對學習中文更有信

心，而出席家長會的家長均認同課程的設計能對學生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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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心理學家為學生舉辦親子課程 

 校本心理學家為一年級學生開辦「字有妙法」小組，利用「五感法」教導學生認字、

默寫等，7位學生上課表現良好。 

 
 

 (II) 協助學生按個人能力發揮才能 

推行策略 

(1) 舉辦創意思維活動，讓學生發揮創意。 

  
(2) 善用人才庫，推薦學生積極參與校內/校外比賽或資優課程。 

  
(3) 訓練學生擔任中文讀默寫、普通話或英文伴讀的小老師或服務生，從而培養學生的領

導能力及積極的服務態度。 

  
(4) 繼續優化「活出彩虹嘉許計畫」，在學期初幫助學生在訂定個人目標並分階段檢討。 

  
(5) 為支援學生開辦藝術班，讓學生有機會發揮才能，建立自信心。 

  
(6) 善用人才庫，讓學生發揮潛能。 

  
(7) 給學生實踐神的話語及事奉的機會。 

  

成效例證 

(1) 創意思維活動 

 各科設計最少一項級本或全校性展現創意的活動，部分科目更跨科合作，例如中文科

和圖書科合辦以古文字知識創作燈謎、數學科和科學科合辨「一分鐘計時器設計比賽」

等。老師透過早會及展板宣傳有關活動，學生投入參與。 

  
(2) 學習成果分享週會 

 中、英、數、科、視、音、體科科任積極推薦學生參加校內及校外的比賽或資優課程，

屢獲佳績。經過多年的努力，本校的英文辯論隊在教協主辦的小學英語辯論比賽中獲

得亞軍；而中文辯論隊亦首次參加對外比賽，雖然沒有得到獎項，但學生表現不俗。 

本學年安排了曾參加網上資優課程的學生及於校外比賽獲獎的學生，在高年級綜合課

時段分享他們的學習成果，讓其他學生能對資優課程有所認識。 

  
(3) 讀默寫、伴讀小老師 

 共有 26位學生擔任中文讀默寫、普通話伴讀或英文伴讀的小老師或服務生，當中有 9

位是從前受助的學生，學生都能有效地執行職責，對受助學生表現有耐性。 

  
(4) 舉辦「活出彩虹獎勵計畫」 

 共有 35位支援學生在「活出彩虹嘉許計畫」下獲得家長和老師的提名，嘉許他們在不

同範疇所付出的努力和學習成果，鼓勵了學生積極學習、發展潛能或建立良好的品德。 

  
(5) 開辦課後美術班 

 共有 24位二至六年級學生參加了創意藝術展能班。學生均十分積極投入課堂活動，並

完成作品。學生的作品在小舞台擺放，展覽讓全校學生觀賞。 

  
(6) 善用人才庫 

 老師在人才庫名單中挑選 24位五年級學生擔任「學校大使」，讓他們學習向參觀本校

的幼稚園家長介紹培基的學習生活及校園設施。在本學年共有 7所幼稚園，分別有 300

位家長及學生到訪本校。家長們都讚賞本校學生表達清晰、態度大方有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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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給學生實踐神的話語及事奉的機會 

 為了讓學生在生活中實踐聖經的教導，小門徒經過訓練後，在校慶感恩崇拜中讀經和

祈禱、早會領禱，並在家長日派發福音單張等。聖經科老師教授學生「神奇的一刀」

和「五色福音寶盒」佈道工具，讓學生與別人分享了信仰。 

駐校教會真理基石浸信會協助學校發展福音事工，幫助栽培學生的屬靈生命，如在聖

誕節時舉辦聖誕感恩崇拜，在復活節舉辦復活節佈道會，在福音營內擔任導師等。另

外，本校合唱團亦有參與教會的教育主日，一方面讓學生有事奉的機會，藉歌聲讚美

神，另一方面也鼓勵了家長和學生認識教會和參與教會的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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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年度全方位學習活動 

 

2017-2018年度參觀活動： 

年級 配合科目 參觀地點／講座 配合課題 

一年級 科學科 香港動植物公園 公園 

二年級 
常識科 護苗車 性教育 

科學科 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 香港的植物 

三年級 
常識科 考察沙田半天遊 「我們的社區」專題研習 

科學科 濕地公園 動植物 

四年級 
常識科 香港歷史博物館 「香港今昔的生活」專題研習 

科學科 浸會大學中醫藥博物館 中草藥(校本課程) 

五年級 
常識科 護苗車 性教育 

科學科 香港科學館 電和家居安全 

六年級 
常識科 沙田中央公園和火炭工業區 「污染」專題研習考察活動 

科學科 米埔自然保護區 鳥類與植物的特性 

 

2017-2018年度聯課活動或相關教學性活動： 

相關科目 活動 備註 

中文科 

第二十二屆全港小學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一至六年級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創作天地」網上寫作比賽 

江門市培英小學普通話朗誦視像交流 

賽馬會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計劃「兩代情」徵文比賽 

四至六年級 
第三屆商務全港師生寫照比賽「我的秘密基地」 

明報「小作家培訓計畫」 

2018年粵港澳姊妹學校中華經典美文誦讀比賽 

減糖減鹽標語設計比賽 

四、五年級 美麗的香港寫作比賽 

第五屆「我們一起悦讀的日子」書展活動 

「邊讀.邊煮.邊寫」推廣中文計劃-全港小學徵文比賽 四、六年級 

參加培英中學 中文活動日 五年級 

第四屆「我們 一起悦讀的日子」書展活動 

小作家作品入選《少年：閱讀 · 悅讀》 
五至六年級 

全港原子筆中文書法比賽 

六年級 第二屆 csl盃全港書法大賽 2018 

第五屆《基本法》多面體-全港小學生辯論賽(六年級) 

英文科 

The 69
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Primary 1-6 
 

The 22
nd

 Hong Kong Schools English Penmanship Competition 

English Days 

Chatting and Language Games on Days E 

Lunchtime Performances on Days A 

Pooi Kei’s Got Talent 
Primary 4-6 

Class Compet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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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科目 活動 備註 

英文科 

The Hong Kong Young Writers Awards 2018 

Primary 4-6 

Hong Kong Budding Poets (English) Award 

The “Story to Stage” Puppetry Competition 

RTHK Radio Interviews 

HKPTU Debating Competition 

Debating Friendly Matches 

NET Section’s Demo Debate 

The 10
th

 English Radio Drama Competition 
Primary 5 

Story-telling Gala for Primary Schools 

Filmit 2018 
Primary 6 

English Fun Camp organised by Shatin Pui Ying College 

數學科 

數學自學園地 

一至六年級 2018 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8 (香港賽區) 

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香港天主教教區) 四至六年級 

2018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六年級 

香港數學創意解難比賽 

科學科 

科學日 一至五年級 

Science Corner 

一至六年級 小小科學實驗比賽 

STEM up活動 

‘Cell We Talk’活動 三、四年級 

親子新加坡四天 STEM學習團 四、五年級 

2017-2018香港公園綠色大搜查比賽 六年級 

常識科 

郊野公園小學訪校活動 一年級 

常識問答比賽 三、四年級 

花牌紮作班 四年級 

探訪獨居長者 五年級 

普通話科 

第 69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一至六年級 
普通話一分鐘表演 

普通話水平測試 

普通話早會 

聖經科 

「五色福音寶盒」佈道法 一至三年級 

「神奇的一刀」佈道法 四至六年級 

第二十四屆聖經朗誦節 一至六年級 

讀經心得獎勵計劃 五、六年級 

福音營 六年級 

圖書科 

閱讀雙週 

一至六年級 創意燈謎(與中文科合作) 

送給主耶穌的禮物(與聖經科合作) 

二零一八響應世界閱讀日 四至六年級 

電腦科 
班際中文輸入法比賽 四年級 

全港學界迷你四驅車大賽 2018 五、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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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科目 活動 備註 

視覺藝術科 

聯校視覺藝術巡迴作品展 一至六年級 

藝術日 一至三年級 

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四至六年級 

藍印工作坊 

「培道 x Barbie美麗剪裁．夢與想 

第三屆旗袍設計(全港小學)邀請賽 

《綠色之心傳承自大金》全港小學生環保填色創作比賽 

「我的祝福」利是封創作比賽 

音樂科 

午間音樂會 

一至六年級 
小舞台精選音樂會 

音樂才藝表演 

音樂劇微電影結局創作比賽 

「聖誕報佳音」活動 四至六年級 

香港電台《我係美樂主持》 五年級 

體育科 

班際競技遊戲比賽 一至三年級 

第十九屆陸運會暨親子競技日 
一至六年級 

第五屆水運會 

班際欖球比賽 四年級 

班際閃避球比賽 五、六年級 

校隊「團隊建立」訓練營 

校隊成員 

控球在手-第三階段比賽 

全港小學校際五人足球比賽 

沙田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沙田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沙田區分齡田徑比賽 

沙田區小學羽毛球比賽 

沙田區小學陸運會 

沙田區小學水運會 

其他 特色課程體驗活動(沙田培英中學) 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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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課外活動簡報 

學生在本年度校外比賽和活動表現優異，較突出者有： 

 

(一) 學術方面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 

 

中文(廣東話及普通話)朗誦 

姓名 班別 項目 成績 

陳以心 二望 普通話詩詞獨誦 冠軍 

冼凱悅 三誠 粵語基督教經文朗誦 冠軍 

冼凱悅 三誠 粵語詩詞獨誦 冠軍 

冼凱悅 三誠 粵語說故事 冠軍 

冼凱悅 三誠 普通話詩詞獨誦 冠軍 

譚佳悅 四望 普通話詩詞獨誦 冠軍 

潘瑞萱 四誠 普通話詩詞獨誦 冠軍 

梁天恩 五信 普通話詩詞獨誦 冠軍 

方嘉祺 五望 普通話詩詞獨誦 冠軍 

麥傲 五望 普通話詩詞獨誦 冠軍 

林穎彤 六愛 粵語散文獨誦 冠軍 

戎政為 一愛 粵語詩詞獨誦 亞軍 

李卓祁 二望 粵語散文獨誦 亞軍 

李卓祁 二望 普通話詩詞獨誦 亞軍 

黃卓珩 二望 普通話詩詞獨誦 亞軍 

姚焯豐 二望 普通話詩詞獨誦 亞軍 

陳愷瑜 二誠 普通話詩詞獨誦 亞軍 

邱穎希 三望 普通話詩詞獨誦 亞軍 

李卓謙 四信 普通話散文獨誦 亞軍 

李卓謙 四信 粵語基督教經文朗誦 亞軍 

劉桐欣 六信 普通話詩詞獨誦 亞軍 

王玟珽 六愛 散文獨誦-粵語 亞軍 

陳以心 二望 普通話散文獨誦 季軍 

周朗 三望 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李卓謙 四信 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譚浩朗 四愛 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湛曉藍 五望 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黎煦政 五愛 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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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朗誦 

姓名 班別 項目 成績 

張喆 一信 Solo Verse Speaking 冠軍 

麥悠 二愛 Solo Verse Speaking 冠軍 

劉卓桐 四誠 Solo Verse Speaking 冠軍 

黃依婷 五信 Solo Verse Speaking 冠軍 

鄭浚鋒 六信 Solo Verse Speaking 冠軍 

郭欣穎 五望 Solo Verse Speaking 亞軍 

鍾湘兒 五愛 Solo Verse Speaking 亞軍 

蔡睿斯 五誠 Solo Verse Speaking 亞軍 

林以樂 五誠 Solo Verse Speaking 亞軍 

李念恩 六愛 Solo Verse Speaking 亞軍 

潘墨淩 二望 Solo Verse Speaking 季軍 

邱子悅 三誠 Solo Verse Speaking 季軍 

朱政賢 四信 Solo Verse Speaking 季軍 

李心悅 五愛 Solo Verse Speaking 季軍 

王馨兒 五愛 Solo Verse Speaking 季軍 

黃巧恩 六愛 Solo Verse Speaking 季軍 

 

數學比賽成績 

學生姓名 班別 參賽項目 主辦機構 成績 

黃天誠 四望 
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 香港資優教育學會 

一等獎 

羅悅寧 四愛 一等獎 

黃溥 六信 

香港數學創意解難比賽 教育局 團體銅獎 
蔡義滔 六信 

石天行 六信 

鄒仁龍 六信 

張恩樂 四愛 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香港天主教教區 金獎 

黃天誠 四望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香港數學 

奧林匹克協會 

金獎 

羅悅寧 四愛 銀獎 

黃天誠 四望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香港數學 

奧林匹克協會 

特等獎 

譚佳悅 四望 一等獎 

張恩樂 四愛 一等獎 

 

其他學術比賽 

學生姓名 班別 參賽項目 主辦機構 成績 

英語話劇組 
香港學校戲劇節 

香港藝術學院及 

教育局 

傑出合作獎 

李念恩 六愛 傑出演員獎 

School Team 

The 10th English Radio 
DramaCompetition 2017-2018 

Smart Education 
Charitable Foundation 

Primary Section 
Bronze Award 
Finalist Award 

Story-telling Gala 
for Primary Schools 

Hong Kong Teachers  
Drama Association 

Certificate of Merit 

蔡睿斯 五誠 
2018星藝盃 (第六屆) 

全港英文朗誦比賽 

亞洲優質教育 

服務中心 
季軍 

張婧柔 五信 「恩典太美麗」徵文比賽 香港教育大學 高小組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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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姓名 班別 參賽項目 主辦機構 成績 

周焯熙 五信 

聖經科獎勵計畫 漢語聖經協會 得獎者 

姚樂雅 五望 

羅梓蓁 五愛 

譚熙頤 五誠 

方蔚 六信 

鄭可兒 六望 

李堯琳 六愛 

區志成 六誠 

梁沛晴 一愛 

第 24屆聖經朗誦節 漢語聖經協會 

優異獎 

嚴清睿 一愛 季軍 

冼凱悅 三誠 冠軍 

李念恩 六愛 優異獎 

姚焯豐 二望 

第二十屆全港中小學 

普通話演講比賽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 

優異星獎 

冼凱悅 三誠 優異星獎 

姚焯然 五望 良好獎 

林以樂 五誠 優異獎 

林以樂 五誠 

「BNCL證書」普通話 

中文誦讀賽 

香港普通話教授中文教

育研究中心 
小學高小詩詞組冠軍 

小金話筒少兒語言才藝大賽 香港普通話專業協會 二等獎 

冼凱悅 三誠 

全港兒童故事演講比賽 香港電台 初小組冠軍 

第六屆紫荊盃全港小學德育及 

公民教育朗誦比賽 
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 

粵語中小組 

亞軍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基督教週報盃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基督教經文朗誦 

優勝者 

陳學謙 一信 

第十四屆全港口才才藝 

視藝大賽 
HK Talent Star 

P.1-3組別銅獎 

黃子淳 一望 P.1-3組別銅獎 

陳安兒 二信 P.1-3組別亞軍 

麥籽橋 二信 P.1-3組別季軍 

陳曉彤 四望 P.4-6組別銀獎 

 
 

(二) 視覺藝術方面 

 

學生姓名 班別 參賽項目 主辦機構 成績 

鄭懿倫 五望 
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 教育局 

金獎 

陳政楠 六信 銀獎 

鄭懿倫 五望 
第五屆全港小學 

傑出視覺藝術學生選舉暨展覽 
賽馬會體藝中學 銅獎 

黃依婷 五信 
第七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世界兒童藝術 

文化協會 

小童組西洋畫銅獎 

張令譽 一信 

幼兒組西畫金獎 

小紅熊全港兒童繪畫創作比賽 
小紅熊藝術 

交流中心 
幼童組銅獎 

 

湛曉藍 

 

五望 

第七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世界兒童藝術 

文化協會 

中童組西畫 

銅獎 

通通識比賽之我們愛地球 Kids Focus 環保大使優異獎 

J3-J12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Good Morning Class J10西洋畫組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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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姓名 班別 參賽項目 主辦機構 成績 

梁樂仁 二信 中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作品 中國北方晝院 美術一等獎 

馬舜諾 二誠 
第六屆徐悲鴻盃 

國際青少年兒童美術比賽 
香港青年協會 

香港區賽事中國畫 

系初小組一等獎 

張令譽 一信 
「活出真我」繪畫比賽(亞太區) 

艾斯爾國際文化 

交流(香港) 

兒童組優異獎 

張婧柔 五信 少年組一等獎 

 
 

(三) 表演藝術方面 

第七十屆學校音樂節 

學生姓名 班別 參賽項目 獎項 

黃彥稀 三愛 二級鋼琴獨奏 冠軍 

范知行 四誠 四級鋼琴獨奏 冠軍 

吳凱如 一愛 一級鋼琴獨奏 亞軍 

余煒霖 六望 高級組色士風獨奏 亞軍 

低年級合唱團 英文聖詩組 亞軍 

翁碩駿 一愛 三級鋼琴獨奏 季軍 

潘靖言 四信 三級鋼琴獨奏 季軍 

關官渝 五信 初級組柳琴獨奏 季軍 

王祉言 五信 中級組揚琴獨奏 季軍 

蔡睿斯 

黃梓悠 
五誠 木笛二重奏 季軍 

譚子祈 六愛 初級組中提琴獨奏 季軍 

高年級合唱團 中文聖詩組 季軍 

 

舞蹈比賽 

學生姓名 班別 參賽組別 主辦機構 成績 

舞蹈組高班及低班 
第 54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群舞)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小學高年級組甲級獎 

 

其他音樂比賽 

學生姓名 班別 參賽項目 主辦機構 成績 

蔡睿斯 五誠 香港兒童音樂才藝大賽 
香港兒童音樂及 

藝術協會 
季軍 

曹綽誠 六誠 
The 18th Osaka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Hong Kong 
Regional Round 

Hong Kong Regional 
Committee 

 
Silver Prize 

王玟珽 六愛 
第五屆香港國際音樂節 

20音樂比賽(香賽區)藝韻盃 
藝韻管弦樂協會 低音大提琴中學組第二名 

孫靖哲 五望 
第二十二屆聖西西利亞 

國際音樂大賽 

ST CECILIA School 
of Music 

Grade 5 Strings Family Class 
First Round-Distinction 

Second Round-1
st
 Runner-Up 

余煒霖 六望 

Hong Kong Young Talent 
Music Competition 

香港兒童音樂及 

藝術協會 

Season 6  P.5-6 (B組) 

優異獎 

第五屆香港國際青少年 

表演藝術節 

香港青少年表演 

藝術交流發展協會 

香港賽區英國皇家音樂學院 

木管樂考級組 

中音薩克斯管中級組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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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姓名 班別 參賽項目 主辦機構 成績 

王祉言 五信 屯門區中西樂器比賽 屯門文藝協會主辦 中樂彈撥 C組兒童組冠軍 

司徒安祈 五愛 
10th HK Students Open 

Music Competition 

朗誦及音樂 

推廣協會 

Piano Grade 5 Concert Group 
1st place 

鄭弘豐 六望 
Piano Grade 3 

Reportoire Group 3rd place 

張令譽 一信 

第六屆世界兒童繪畫大賽 
世界兒童藝術 

文化協會 
幼兒組西畫金獎 

小紅熊全港兒童繪畫創作比賽 
小紅熊藝術 

交流中心 
幼童組銅獎 

 
 

(四)體育方面 

 

2017-2018年度沙田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學生姓名 班別 參賽項目 主辦機構 成績 

楊詠曦 六信 

沙田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甲組 50米背泳亞軍 

男子甲組 50米碟泳亞軍 

任明哲 六愛 男子甲組 50米蛙泳亞軍 

王卓恩 四愛 
女子乙組 50米蛙泳冠軍 

女子乙組 100米蛙泳冠軍 

游泳校隊 
男子甲組 團體季軍 

女子乙組 團體優異獎 

王卓恩 四愛 全港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女子乙組 50米蛙泳亞軍 

 

2017-2018校際田徑比賽 

學生姓名 班別 參賽項目 主辦機構 成績 

區正傑 四誠 

沙田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甲子乙組 60米季軍 

姚樂維 五望 
甲子乙組跳遠冠軍 

甲子乙組 100米季軍 

田徑校隊 
男子乙組 4x100米接力季軍 

男子乙組團體季軍 

 

2017-2018校際羽毛球比賽 

學生姓名 班別 參賽項目 主辦機構 成績 

黃智迪 六信 

沙田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組(團體賽)傑出運動員 
吳家皓 六望 

廖愷喬 四愛 女子組(團體賽)傑出運動員 

羽毛球校隊 
團體賽男子組亞軍 

團體賽女子組殿軍 

黃智迪 六信 全港小學區際羽毛球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團體亞軍 

 

2017-2018全港校際劍擊比賽 

學生姓名 班別 參賽項目 主辦機構 成績 

孫冠南 六誠 全港小學校際劍擊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公開組重劍單打賽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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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體育比賽 

學生姓名 班別 參賽項目 主辦機構 成績 

欖球校隊 Don't Drop The BallTournament 香港欖球總會 
Primary School Boy's 

Division 

孫冠南 六誠 

SGF Age Group Fencing Challenge 
2017 

SG Academy of 
Fencing 

Boy's Epee Team冠軍 

Boy's Epee individual 11 & 

under冠軍 

Primo Fencing Challenge Primo Fencing 銅牌 

亞洲劍擊學院邀請賽 

(第三回) 
亞洲劍擊學院 男子重劍 12歲以下組季軍 

18區小學剣手邀請賽 合一堂學校合辦 
男子重劍(2004年或以後組) 

季軍 

區廷浚 六愛 
SGF Age Group Fencing Challenge 

SG Academy of 
Fencing 

Boy's Epee Team亞軍 

Boy's Epee individual 12 & 

under亞軍 

Primo Fencing Challenge Primo Fencing 銅牌 

周紀曈 二信 

第 10屆國際會 

兒童青少年賽 

國際跆拳道 

香港總會 

女子 6歲品勢組冠軍 

女子 6歲搏擊組冠軍 

兩岸四地品勢跆拳道 

錦標賽(香港) 
香港青年聯會 

女子兒童組季軍 

(香港區代表) 

月滿觀瀾表演及才藝大賽 
康業物管理 

有限公司 
傑出表現獎 

國際會小學跆拳道邀請賽 保良局王錦全小學 7-8歲品勢組冠軍 

第 11屆國際跆拳道會 

兒童青少年邀請賽 

國際跆拳道 

香港總會 
女子兒童 7歲品勢組亞軍 

兩岸四地品勢跆拳道 

錦標賽(廣州站) 

廣州體育對外交流 

中心 

女子幼童組季軍 

(香港區代表) 

屯門區青少年隊制 

跆拳道賽 
屯門區議會 女子兒童組季軍 

明愛盃-明愛兒童及 

青少年跆拳道邀請賽 
明愛九龍社區中心 

品勢組 亞軍 

品勢組 季軍 

張芯瑜 五愛 

香港跆拳道品勢比賽 香港跆拳道協會 色帶組 冠軍 

西貢區青少年跆拳道 

邀請賽 
西貢區體育會 品勢個人組 冠軍 

周嗣淳 五愛 

Spring Golf Tournament 
Australian Golf 

Academy 
Group C Second Runner-Up 

Hong Kong Primary School and 
Kindergarten Driving Range 

Individual & Team Open 
 Boy’s Individual Champion 

王瑋昕 五愛 

香港大學青少年盃 

曲棍球邀請賽 

香港大學學生會 

曲棍球學會 
亞軍 

菁苗盃從化區 

曲棍球交流賽 
 男子 U12組季軍 

 
 
 
 
 
 
 
 



2017-2018年度周年報告 

P.24 

學生姓名 班別 參賽項目 主辦機構 成績 

姚樂雄 五望 

飛達新星田徑聯賽 飛達田徑會 
第二站男子 07年組跳遠第

一名 

速動全港親子兒童田徑 

分齡賽 2018 
速動康樂體育會 

男子 07年組 60米冠軍 

男子 07年組 100米冠軍 

男子 07年組 200米冠軍 

男子 07年組 60米跨欄冠軍 

男子 07年組跳遠冠軍 

王祉言 五信 
速動全港親子兒童田徑 

分齡賽 2018 
速動康樂體育會 

女子組 2007組個人全場 

總冠軍 

女子組 2007組 100米冠軍 

女子組 2007組 60米亞軍 

女子組 2007組跳遠亞軍 

關官渝 五信 

2017-2018 

全港兒童單車大賽 
中國香港單車總會 

女子組 9-10歲組總冠軍 

繞圈賽女子組 9-10歲組冠軍 

繞圈賽 - 個人計時賽冠軍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 

外展獨木舟比賽 
香港獨木舟總會 

T1-200m季軍 

K1-200m季軍 

全港獨木舟短途及分齡賽 香港獨木舟總會 

K1-200亞軍 

T2-500亞軍 

K2-500冠軍 

K1-1000亞軍 

關諾賢 四愛 

T2-500冠軍 

K1-200季軍 

K2-200季軍 

K1-1000季軍 

2018澳門青少年獨木舟公開賽 澳門獨木舟總會 

K2-200M亞軍 

K2-500M亞軍 

K2-200M亞軍 

K2-500M亞軍 

Singapore Canoe 
Marathon 2018 

Singapore Canoe 
Federation 

U12 Girls (JK1) 6 km 

武術校隊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 

外展教練計劃-武術比賽 2018 
香港武術聯會 

第一、二級章別動作亞軍 

初級南拳冠軍 

第三、四級章別動作冠軍 

初級長拳季軍 

第五、六級章別動作季軍 

五步拳季軍 

武術校隊 

全港公開新秀武術 

錦標賽 
香港武術聯會 

初級棍術金盃 

五步拳銅盃 

初級南拳銀盃 

初級槍術銅盃 

 

沙田武術錦標賽 

 

香港武術聯會 

初小組集體長拳冠軍 

高小組集體南拳冠軍 

高小組集體劍術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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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姓名 班別 參賽項目 主辦機構 成績 

黃柏謙 五信 

 

沙田武術錦標賽 

 

香港武術聯會 

男子南拳冠軍 

李上恩 五信 女子南拳冠軍 

吳倩瑤 五望 女子劍術季軍 

湛曉藍 五望 女子南拳季軍 

黎煦政 五愛 
女子南拳冠軍 

女子槍術季軍 

陳紀雅 五愛 女子棍術冠軍 

黎煦敏 五誠 女子棍術亞軍 

蔡天讓 四望 

社區體育會華人盃棒球邀請賽 沙田體育會棒球會 季軍 

第三屆香港跆拳道 ITF 

錦標賽 

Hong Kong Tae 
Kwon Do Council 

套拳冠軍 

孫靖妍 二誠 公民青少年田徑錦標賽 公民體育會 
女子 60米亞軍 

女子 100米亞軍 

張令譽 一信 小小海豚水運會 泳天游泳會 24米背泳(6歲)殿軍 

 

興趣方面 

學生姓名 班別 參賽項目 主辦機構 成績 

黃詩童 二誠 
第十一屆聯校圍棋比賽 香港兒童棋院 

中級組亞軍 

孫嘉徽 四誠 初級組冠軍 

王仁希 三望 第七屆青少年德育勵進盃 

全港校際圍棋錦標賽 

香港青少年 

德育勵進會 

小學三年級組優異獎 

宋悅銘 四望 小學四年級組優異獎 

陳忻寧 三信 
華夏兒藝全國少年兒童 

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中國北方畫院 書法貳等獎 

潘曉毅 四信 
青年及義工事務部少年團 

七項紅人競技日 
紅十字會 

人道項目亞軍 

家居安全項目冠軍 

個人全場總冠軍 

唐嘉浩 二愛 

通識比賽之我們的地球 明瞭孩子透視鏡 

綠色大使優異獎 

湛曉藍 五望 
環保大使優異獎 

陳致楠 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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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組 

 
1. 工作目的 

 1.1 按校情和學生需要，優化和發展校本資優課程。 

 1.2 發展多元的學習活動，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1.3 優化教師的教學技巧，運用資訊科技促進學與教的效能。 

 1.4 促進教師的專業交流及協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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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年度推行目標、策略及評估 

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2.1 發展校本資優教育   

 2.1.1 拓展學生高層

次思維能力

(課堂教學) 

- 中、英、數、常、科透過優化課堂

的教學設計，加強學生運用不同的

策略及思維工具完成學習任務，促

進高層次思維發展。 

- 中、英、數、常、科科任透過共同備課、專家

備課及同儕觀課，加入了高層次思維的教學元

素及不同層次的提問，優化課堂的教學設計。 

- 任教不同級別的老師，在科務會議及教師專業

發展日分享教學設計及反思教學成效。學校更

安排了每級科任老師設計最少兩個高層次思

維教案，而其中一個更包含了電子學習元素。

根據學生的問卷調查，近九成學生認同課堂的

教學設計能提升他們的高層次思維能力。所有

老師亦認為在教學上滲入不同的思維工具，能

讓學生更掌握如何擴闊思維、從不同角度思考

及解決問題。 

 

- 中、英、常、科在學期終進行了課程剪

裁，藉此增加時間進行高層次思維教學

活動，讓學生能多些機會發表意見及進

行分析。下學年中、英、數、常、科會

加強配合課題選取適合的思維策略，並

透過課堂活動、提問及課業設計等，優

化科本思維策略的應用，提升學生運用

高層次思維的能力。 

- 科任能透過科組長觀課、同儕觀課及專

家備課等，分享校內老師在高層次思維

的課堂教學。有份參與專家備課的科

任，需揀選部分高層次思維課堂的教學

片段與其他科任分享，優化課堂教學。 

- 邀請專家在教師專業發展日或工

作坊培訓教師掌握「評估」及「創

意」的思維技巧。 

- 本年度舉辦了「評鑑及創意」教師工作坊，各

科老師設計包含評鑑及運用創意的課堂設計， 

並輪流分享。英文科亦舉辦了「提問技巧及運

用電子平台」工作坊，加強老師對這兩方面的

認識及應用。近八成半老師認為工作坊的內容

有助運用「評估」及「創意」於日常教學上，

老師能更掌握課堂的設計。 

- 下學年會聘請專家重點發展常識科及

科學科如何有效運用思維策略工具在

教學活動及課業上。 

 

- 透過共同備課、重點研課、觀課與

評課，讓老師研討能啟發學生高層

次思維的教學策略、提問及設計電

子學習活動。 

- 英文科參加了 “Building Teachers’ Capacity to 

Address Interface Issues Concerning English 
Learning and Using English to Learn at KS 2 & 

3”，為四年級設計了兩個單元的教案。本學年

外聘了中文、英文及數學專家為部分級別老師

提供培訓，在專家指導下進行了與高層次教學

相關的重點研課。同級科任除參與共同備課

外，亦參予同儕觀課，共同研討有效的教學策

略。 

- 下學年會優化共同備課，聚焦交流如何

發展分析、評鑑和創意的學習策略及思

維工具，並在共同備課會議紀錄內顯

示。 

- 同儕觀課會重點檢視及評估課堂應用

學習策略或思維工具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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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2.1.1 拓展學生高層

次思維能力

(課堂教學) 

- 科組檢視各級課業設計對培養學

生「分析與整理」、「評鑑」及「創

意」等思維技巧的能力，從而促進

學生高層次思維的發展。 

- 科組長帶領科任老師檢視高層次課業的設計， 

培養學生「分析與整理」、「評鑑」及「創意」

的思維技巧，促進了高層次思維的發展，提升

了教學成效。科組長亦參與觀課，根據各科不

同的教學重點，提出教學上的建議。 

- 為促進學生高層次思維的發展及提升

老師的教學設計，下學年每位老師仍須

個別設計兩份具高層次思維教學的教

案，其中一份要包含電子學習元素。 

 

- 優化校本思維課課程及加入創意

思維訓練。 

- 本學年各級在上、下學期各進行了一次思維

課，以教授學生不同的思維策略，藉此發展他

們的高層次思維能力。上學期認識及應用「高

層次思維十三式」，按不同年級教授能掌握的

高層次思維策略，藉着情景或個案，讓學生能

在日常生活中應用。下學期訓練學生的創意思

維，低年級以訓練學生「五力」(敏覺力、流

暢力、變通力、獨創力及精進力)為主，高年

級運用奔馳法設計不同創作活動。學生積極參

與，反應熱烈，超過九成老師認為校本思維課

能拓展學生的高層次思維能力。 

- 下學年各級上、下學期仍會進行一次思

維課，讓學生能運用不同的思維策略。

思維課內容會根據老師試教後的意見

修改，並加入學生自評部分，期望下學

年的思維課程能更有成效。 

2.1.2 培育學生個人

及社交能力 

- 鞏固上一學年訓輔主題「包容和接

納」，試行已發展了的校本德育課

程有關「欣賞」、「包容」和「接

納」的教案，並加入運用「兩面思

考」或「多方觀點」等評鑑的思維

技巧。 

- 在低年級的校本德育課程加入了「欣賞」、「包

容」和「接納」的教案，並配合「兩面思考」

或「多方觀點」等思維技巧，讓學生能學習從

不同角度思考問題及明白別人感受，改善人際

關係。超過八成半老師認為德育課內容能有助

提升學生的個人及社交能力。 

- 下學年仍會沿用，但新加入的教案會根

據老師試教後的意見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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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2.2 持續發展學生個人潛能   

 2.2.1  
   

持續提升學生

學習表現 

- 優化現有的工作紙，需包含高層次

思維題目。 

- 各科根據本科特色，在合適的課業上設計包含

高層次思維題目，例如有系統地分析資料、評

價人物行為、表達對事件的看法、建議解決問

題的方法及發揮創意等。超過九成半老師認同

課業設計能培養學生高層次思維能力，學生能

逐漸掌握老師對課業的要求。 

- 透過共同備課，老師能聚焦討論如何在

課業設計上包含高層次思維題目、引導

學生如何回答這些題目及讓學生掌握

老師對課業的要求。 

- 利用電子學習平台(STAR, TAO

等)，設計預習課業或家課。 

- 老師除鼓勵學生在網上閱讀及搜集資料外，更

利用電子學習平台，例如香港教育城 STAR平

台、Padlet、Google Classroom等，發放學習材

料，讓學生能在家中進行預習、自學或學科上

交流。學生亦可在網上參加香港教育城不同科

目的獎勵計畫，延伸學習。 

- 老師使用 Padlet或 Google Classroom，讓學生

就某一課題發表意見，這些平台既補足了緊湊

課堂的不足，又為學生提供了抒發己見的機

會。 

- 老師能繼續善用電子學習平台，設計預

習課業或家課。根據學生的成績數據，

回饋教學。 

- 中英數主科加入多樣化的電子課業，誘

發學生自覺學習。 

- 進一步應用平板電腦及相關程式等資

訊科技於預習、教學活動及課業，以配

合教師教授學生不同的學習策略或思

維工具，並提升學生應用不同的高層次

思維能力。 

2.2.2   
   

協助學生發揮

個人才能 

- 舉辦創意思維活動，讓學生發揮創

意。 

- 除常識科因停課取消「創意揮春」活動外，各

科都設計最少一項級本或全校性展現創意的

活動，部分科目更跨科合作，例如中文科和圖

書科合辦以古文字知識創作燈謎、數學科和科

學科合辨「一分鐘計時器設計比賽」等。老師

透過早會及展板宣傳有關活動，學生投入參

與。 

 

- 利用早會宣傳學科活動能有很好的成

效，學生的參與度較海報或廣播形式的

宣傳高。下學年會安排不同學科在早會

推介與本科有關的課外知識，並透過活

動引發學生自覺學習的興趣。 

- 為營造自覺學習的氣氛及環境，在課

室及地下操場設置自學角，定期張貼不

同的自學內容，促進學生自覺學習。 

- 善用人才庫，推薦學生積極參與校

內/校外比賽或資優課程。 

- 中、英、數、科、視、音、體科科任積極推薦

學生參加校外及校外的比賽或資優課程。本學

年安排了曾參加網上資優課程的學生及校外

比賽獲獎的學生，在高年級綜合課時段分享他

們的學習成果，讓其他學生能對資優課程有所

認識。 

- 繼續善用更新後的人材庫，推薦不同

潛能的資優生參加培訓課程、比賽或活

動。老師須定期跟進參加網上資優課程

的學生進展，並安排他們分享學習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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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政報告 

  項目 預算收入 預算支出 實際收入 實際支出 結餘/(超支) 

3.1 課程發展津貼 $46,200.00   $46,200.0      

3.2 學生參觀活動(學生繳費) $58,000.00   $48,266.0      

3.3 學校經費 $10,000.00   $4,843.2  $6,897.6    

3.4 消耗性用品(紙張、文儀用品、獎品等)   $29,000.00   $9,172.8    

3.5 學習獎勵計畫   $5,000.00   $3,175.5    

3.6 跨科主題學習   $2,000.00   $0.0    

3.7 校本課程(德育課及思維課)   $1,000.00   $98.3    

3.8 購買參考書  

(有關高層次思維、資優教育、設計校本課程的相關參考書)   $1,000.00       

3.9 幼小銜接(紀念品、添置小一課室內的玩具等)   $1,200.00   $424.0    

3.10 教師專業發展(舉辦教師專業發展講座/工作坊)   $4,000.00   $1,000.0    

3.11 學生參觀活動           

  a) 一至六年級的科學科參觀費用   $25,000.00 $13,055.0  $36,991.0    

  b) 一至六年級的常識科參觀費用   $30,000.00 $3,354.0  $17,887.0    

  c) 一至六年級的其他科目參觀費用   $3,000.00   $6,200.0    

3.12 教學軟件及應用程式   $3,000.00   $27,227.0    

3.13 鋼櫃 2個   $10,000.00   $6,645.0    

  

$114,200.00 $114,200.00 $115,718.2  $115,718.2  $0.0  

備註: 

五、六年級跨科主題學習只印製了學習冊，沒有添置其他教具或購買用品。 

 

4. 本組成員 

    嚴慧儀  馮潔雁  蔡起鳳  廖麗雲  鄭巧欣  龔曉雯  劉錦芳  黃碧連  張忠  林威  謝潤華  

 
 
 

 

 

 
 
 



2017-2018年度周年報告 

P.31 

訓輔組 

 
1. 工作目的 

 1.1 提升全校參與的訓輔模式的效能。 

 1.2 進行有系統的德育及公民教育。 

 1.3 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及輔助學生糾正不適當的行為。 

 1.4 提倡學生和諧共處，建立關愛校園。 

 1.5 促進家校合作和發展家長教育，協助家長教導學生。 

 1.6 加強國民教育的推展，提高學生對國家的認識及國民身份認同。 

 
 
 
 
 
 
 
 
 
 
 
 
 
 
 
 
 
 
 
 
 
 
 
 
 
 
 
 
 



2017-2018年度周年報告 

P.32 

2. 本年度推行目標、策略及評估 

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2.1 發展校本資優教育   

 2.1.1 
 

培育學生

個人及社

交能力 

1. 深化「多方觀點」(解難，如何達至結

論)和「兩面思考」(溝通技巧)的思維

模式以教導學生如何處理衝突。 

a. 在綜合課教導「兩面思考」的思維

模式，並透過老師在課堂的協助，

幫助學生實踐所學。 

b. 在全級成長課中強化「多方觀點」

的思維模式元素。 

- 為了培育學生個人及社交能力，本年度在一至

六年級的全級成長課中均強化了「多方觀點」

的高層次思維模式，以教導他們如何處理衝

突。從成長課的學生回饋工作紙，老師觀察及

老師問卷，100%認同成長課能促進學生學習

與人和諧共處。大部分高年級學生表示能運用

「多方觀點」思維模式來解難和作出承諾處理

衝突，知道不同人物對同一件事會有不同的觀

念，把自己置身於對方的立場中看事情，以減

少同學間的衝突，成效頗佳。 

- 雖然不是新三年計畫的策略，但可

以提醒學生繼續運用此思維模式以

學習與同學和諧共處。 

2. 全方位輔導活動強化學生個人及與人

相處的技巧： 

校本訓輔活動主題─處理衝突 

- 本年度的校本訓輔活動主題是「處理衝突」，

主要透過「處理衝突」的校本訓輔活動和「正

向校園文化」兩項活動來推行。從老師和學生

的問卷中顯示有 98%認同進行的活動能令學

生提升了處理衝突的意識和懂得運用復和品

格來處理衝突。(藉着「處理衝突 AFC」和「處

理衝突」事件親子四格/六格漫畫比賽) 認識了

如何處理衝突後，再透過在校園內和同學相處

時學習如何運用復和品格(如包容、寬恕、接

納等)來和同學相處，能令學生正確地處理衝

突，學習彼此饒恕和作出承諾。從本年度在

APASO「價值觀」問卷調查結果中，學生在

「和諧人際關係」這範疇中高於香港常模，成

效顯著。 

- 「處理衝突」事件親子四格/六格漫

畫的得獎作品除已在地下大堂的壁

報板公開展示和上載至學校網頁外， 

也在訓輔組的刊物「藍天集」內刊

登，有助宣傳校園內與同學和諧共處

的態度。建議如有足夠數量的得獎作

品，可以把優勝作品印刷成彩色小冊

子送給家長和學生，讓家長和學生親

子伴讀，以達到家校合作，共同管教

的目的。 

- 從老師的觀察中，學生知道在處理

衝突時可運用「處理衝突 AFC」來

解決衝突。將會持續實踐這技巧以促

進學生學習寬恕和接納別人。另外，

由於學生未必會隨身攜帶手冊或 4C

計畫冊，所以縱然運用了「處理衝突

AFC」來處理和同學之間的衝突，也

未必能即時給老師簽名。而較多獲得

老師簽名的項目是：寬恕，顯示學生

樂意饒恕別人的過失。 

a. 一至三年級「處理衝突」事件親子

四格漫畫比賽。 

b. 四至六年級「處理衝突」事件親子

六格漫畫比賽。 

c. 處理衝突 AFC—學生如能運用復和

品格 (一至三年級：包容、接納、寬

恕；四至六年級：包容、接納、寬

恕、尊重、勇於承擔責任)來處理衝

突，老師便會在復和品格小冊子上

簽名，如學生集齊三個老師簽名，

便有一份小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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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2.1.1 
 

培育學生

個人及社

交能力 

3. 深化「正」向校園文化 (欣賞與正能量) - 分別有 100%老師和 98%學生認為校園內訓輔

組的壁報板資訊、課室的欣賞和復和品格佈

置、正能量金句紙能有助在校園內推動欣賞及

鼓勵文化。 

- 在上、下學期各進行一次「我欣賞你行動」 

@學生和「我欣賞你行動」@老師，全校的老

師和學生也完成此活動。分別有 100%老師和

98%學生認同能有助推動同學學習多欣賞別

人。而個別班別在班主任多引用例子解釋和推

動下，學生踴躍及認真地填寫欣賞卡給同學，

能有效建立欣賞的文化。至於「我欣賞你行動」

@家長，每班均有半班學生數量的家長有送欣

賞卡給子女，全校共有 433位學生收到由家長

寫的欣賞卡，能在家中推行欣賞文化，成效滿

意。 

 

a. 正能量課室佈置─班主任會與學生

討論如何佈置一個正能量課室 (課

室佈置可使用正向標語、圖畫和裝

飾。) 

b. 我欣賞你卡─學生於每個學期送一

張欣賞卡給同學、老師於每個學期

送一張欣賞卡給任教班別的學生，

家長全年送一張欣賞卡給子女。欣

賞卡張貼在課室壁報和地下訓輔組

壁報上。 

2.2 持續發展學生個人潛能   

 2.2.1   
   

協助學生

發揮個人

才能 

1. 深化「一人一職」計畫，班主任與學

生訂立職責表及服務準則，讓學生發

揮才能服務他人。 

- 至於在協助學生發揮個人才能方面，從老師的

觀察中，「一人一職」計畫能讓學生發揮才能

服務他人。大部分學生能投入服務，在自己的

崗位上盡責，如膳長、組長、搬簿生等。 

- 有些學生在「一人一職」的服務中

表現未如理想，可多鼓勵學生以建立

正面的服務態度，如有良好的服務精

神的學生，可提名他們成為班中「本

月服務之星」，並貼出該同學之相片

以示欣賞和強化他和其他同學的服

務精神。 

2. 深化「優秀之星」選舉：班主任除了

按學生的不同才能提名外，為了配合

復和品格，每班都需選出和復和品格

有關的「優秀之星」，如包容之星、接

納之星、寬恕之星等。 

- 老師透過觀察，「優秀之星」選舉能讓老師和

學生更多表達對同學不同才能的欣賞。而每班

都選出跟復和品格有關的「優秀之星」，也能

提醒學生多運用復和品格來與同學相處。全校

共有 222位學生被老師按其不同的才能提名

成為「優秀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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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政報告 
  項目 預算收入 預算支出 實際收入 實際支出 結餘/(超支) 

3.1 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582,282.00   $593,345.0      

3.2 額外的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119,546.00   $121,814.0      

3.3 成長的天空計劃津貼 $110,141.00   $112,234.0      

3.4 成長的天空計劃盈餘 $151,451.50   $91,200.0      

3.5 德育與公民教育津貼 $13,000.00         

3.6 校本輔導方式的輔導訓育計劃經費津貼 $6,000.00         

3.7 香港神託會教育基金獎學金 $10,000.00         

3.8 訓輔組上年度盈餘 $237,386.50   $156,972.7      

3.9 學生繳費(服務生訓練) $4,170.00         

3.10 a.支付「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機構費用   $579,000.00   $580,000.0    

b.全校性訓輔活動   $30,000.00   $4,660.0    

c.服務生訓練   $10,000.00 $3,540.0  $8,231.0    

d.關懷大使訓練   $1,000.00   $0.0    

e.教師訓輔技巧培訓活動   $4,000.00   $0.0    

f.學生綜合課   $4,000.00   $0.0    

g.印刷費(有關德育訓輔活動)   $2,000.00   $1,660.0    

h.消耗性物品(領袖生飾帶、服務生用品)   $5,000.00   $5,206.4    

i.家長工作坊   $12,000.00   $4,585.4    

j.其他(如：參考書籍、教具)   $2,000.00   $2,076.3    

3.11 輔導小組費用(體育校隊「團隊建立」小組活動、試後活動)   $130,000.00   $22,025.2    

3.12 聘請學生輔導人員   $153,140.00   $153,090.0    

3.13 支付「成長的天空計劃」服務機構費用   $70,000.00   $63,147.5    

3.14 有關成長的天空計劃的學生輔導小組費用   $70,000.00   $12,000.0    

3.15 a.推行國民教育活動費用   $2,000.00   $324.9    

b.推行德育活動的獎品禮物   $5,000.00   $0.0    

3.16 訓輔活動需用的文儀用品   $2,000.00   $525.0    

3.17 在服務、品學及活動上有優異表現學生的獎學金   $10,000.00   $6,000.0    

 合計： $1,233,977.00 $1,091,140.00 $1,079,105.7  $863,531.7  $215,574.0  

備註: 

未有運用的款項如下: 

1. 3.10d、3.15b - 運用了上年度的剩餘物資，沒有添置新材料。 

2. 3.10e - 本年度由服務機構支付培訓活動的支出。 

3. 3.10f - 本年度到校的均是提供免費服務的機構，綜合課沒有支出。 

 

4. 本組成員 

    蘇永德    張忠    羅賞華    藍鳳儀     李雲鶻    陳海婷    鍾綺明    學生輔導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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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報告 

1.1工作目的 

1.1 以不同類型的輔導服務，建構一個充滿友愛和關顧的學校文化。 

1.2 為敎師提供輔導專業培訓，當中包括了解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情緒和成長需要及與家長溝通技巧。 

1.3 發展家長教育，設立家長進修途徑，鼓勵家長積極學習，產生身教作用。 

1.4 推行個人成長教育課，讓個別班級的學生能透過多元化的活動模式掌握個人生理心理、群性發展、社會及自然四個方面的認知、態度和技能。 

1.5 提供不同類型的活動，讓學生在成長及生活方面得到應有的裝備，以加強其自信心和能力面對學習和成長需要。 

1.6 協助學校發展校本資優教育，拓展學生高層次思維能力及培養學生個人及社交能力。 

1.7 為有需要的學生及家長，提供個別或小組輔導，並配合其需要作適切的轉介。 

1.8 在處理危機事件中，作出即時介入及跟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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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對象 成效 反思回饋 

2.1     

 
 

2.1.1 

建立校園 

關愛文化 

- 「關懷大使」大哥哥大姐姐

計畫(發展性小組) 

 讓高年級學生發揮「關愛

校園」的精神，協助下學

年的一年級同學適應校園

生活，從中更可訓練學生

與人相處的技巧和領導才

能，以提升自信心。 

小四至小六 

學生 

- 是年合共招募了 18位學生參與小組訓練，當

中 10位為小四同學，另外 8位為小五同學。 

- 100% 參加者認同參與小組後令他們學會關

懷別人。 

- 學生表示喜歡「關懷大使」計畫，

因為他們能有機會學習照顧一年

級同學，包括協助一年級同學認

識新朋友以及幫助他們熟習校園

環境等，學生們表示很有滿足感。 

而一年級的同學也很喜歡「關懷

大使」，校園的關愛文化得以鞏

固。 

- 遊戲大使訓練計畫 

(發展性小組) 

 透過遊戲讓學生發展多元

智能及領導才能，以提升

學生的自信心及責任感。

完成訓練後，小組成員將

會安排成為遊戲大使，於

指定午息進行當值，帶領

初小同學享受遊戲帶來的

趣味。 

小四至小六 

學生 

- 是年共有 10位四年級同學參與小組訓練。 

- 從活動問卷中，90%參加者表示活動提升了個

人責任感，90% 參加者表示活動提升了個人

信心。 

- 遊戲大使訓練計畫讓大使學習到

如何管理遊戲室及指導一至三年

級學生正確使用遊戲室，透過訓

練和實習，大使的責任感及自信

心得以提升，更促使他們和低年

級同學融洽相處，能夠達到活動

目標。 

-「家長齊敬師」活動 

(與家長教師會合辦) 

全校學生 - 學生代表於 10/4至 18/4在午息時段宣讀敬師

卡，能加強學生對老師感謝之情。 

- 另於 19/4舉行敬師早會，在家教會委員及學

生協助下，活動順利完成。當日有 4位小六

學生負責分享，家教會送贈了生果籃及感謝

狀予全校老師及職員。是日早會能達到舉行

敬師日的目的。 

- 老師普遍滿意敬師活動的安排。

同學們也很高興能以不同方式向

老師表達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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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對象 成效 反思回饋 

 2.1.2 

拓展學生高層

次思維能力及

培育個人與社

交技巧 

- 「正向思維」解難訓練小 

(發展性小組) 

 透過參加不同的團隊遊戲

及影片提升學生的正向思

維及解難能力。 

小三及小四 

學生 

- 小組合共招募了 5人參與。 

- 100%參加者在活動問卷中表示小組活動能提

升他們的正向思維及解難能力。 

- 透過合作活動如集體繪畫、故事

創作，幫助同學學習與別人一起

解決困難，同學們都很投入參與

遊戲，從中學到正向思維，解難

能力得以提升。 

- 「高層次思維」解難訓練小

組(發展性小組) 

 透過參加不同的團隊遊

戲，讓學生學習多角度分

析事情，從而提升他們的

解難及思維技巧，並建立

積極解決困難的正面態

度。 

小五及小六 

學生 

- 招募了 14位學生參與。 

- 問卷顯示 93%參加者認同活動能訓練他們的

思維能力，92%參加者認同活動能訓練他們 

的解難能力。 

- 學生表示喜歡棋類及創意形式的

活動，讓他們學習解難，訓練他

們的思維及學習團隊精神。建議

下年度可繼續舉辦同類型活動。 

- 綜合課(主題與校本輔導內

容有關) 

 是年主題為「處理衝突」，

合共舉行了 6次綜合課，

當中高小 3次，初小 2次

(1次因流感停課而取消)， 

當中 3次均配以第二節老

師跟進時段，社工撰寫教

案供老師入班教授，讓學

生能有更深入的學習及認

知。社工在「處理衝突」

總結篇綜合課前安排了學

生訪問同學在學校實踐

「處理衝突」的情況。社

工亦安排了學生在當天的

綜合課分享他們在學校如

何處理衝突事件。 

全校學生 - 根據一至三年級的學生問卷，顯示 93%學生

表示於綜合課學習「處理衝突」能幫助他們

提升處理衝突的意識。 

- 根據四至六年級的學生問卷，83%學生表示 

於綜合課學習「處理衝突」能幫助他們提升

處理衝突的意識。 

- 根據老師問卷，68%老師表示於綜合課學習 

綜合課學習「處理衝突」能幫助學生提升處

理衝突的意識。 

- 學生在綜合課表現投入，他們很

喜歡當中的遊戲和答問環節。老

師亦表示在綜合課展示的圗畫及

簡報很有啟發性，日後在教導學

生時也有作用。另外，老師亦很

讚賞綜合課的流程，由淺入深，

令學生和老師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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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對象 成效 反思回饋 

 2.1.3 

提升學生自我

管理及反思能

力 

- 「五常法–自理小主人」小

組(治療性小組) 

 透過活動，學生學習運用

「五常法」的其中三個概

念：常整頓、常自律、及

常清潔，以提升他們的自

理能力，讓學生儘早適應

小學生活。 

小一有需要 

支援的學生 

- 是年共招募了 7位學生參與。 

- 100%參加者認同小組中學習到五常法。目標

達成。 

- 從前後測問卷中，當中只有一題學生於參與

活動後有進步。 

- 導師在小組以外時間會安排突擊

常整頓座位檢查。導師觀察到學

生喜歡突擊檢查活動，透過活動

提升學生對個人自理的意識，可

繼續此活動。 

 

2.1.4 

鞏固學生正確

價值觀 

 
 
 
 
 
 

- 為有需要的學生及家長，提

供個別輔導，並配合其需要

作適切的轉介。 

有需要輔導 

的學生 

- 上學年餘下有 13個個案於本學年由學校社工

繼續接手跟進，本學年有 3個新個案，總計

有 16個個案需要接受個案輔導服務。截至學

期完結，當中 2個個案因輔導目的已達成而

結束個案，有 6個個案因升中而結束個案，

另有 1個個案因退學而結束個案，是年合共 9

個個案完結。餘下 7個個案在新學年繼續接

受個案輔導服務。 

- 社工派發了輔導意見問卷予個案家長填寫，

從問卷結果中看到 94%家長對駐校服務提供

的個案輔導感到滿意；94%家長認同個案輔導

對支援其子女成長有幫助；而 94%家長認同

服務能支援其管教子女。 

- 為需改善行為的學生制定獎勵計

畫，能正面推動學生表現良好行

為，值得持續進行。 

 
 
 
 
 

- 推行校本的個人成長教育，

照顧全體學生的成長需要。 

 成長課教育主要就學生個

人發展、群性發展、學業

及事業發展，制定了共 49

份教案。 

全校學生 - 其中 49課節為生活教育課，由班主任老師在

課室內推行。餘下 11課節由循道衛理中心社

工在活動室內推行。 

- 從家長學生自評問卷中看到，大部分學生在

評估表中選擇了「常常做到」及「有時做到」，

可見學生於成長課中有得著。 

- 從老師評估問卷中看到 71%老師對成長課的

題材的選取感到滿意；而 71%老師滿意成長

課的教授形式；而全級成長課的平均得分為

7.5分。 

- 本年度全級成長課中繼續引用

「多方觀點」及「兩面思考」思

維模式促進學生學習與人和諧相

處，同時亦配合學校的學生高階

思維發展方向，可於新學年持續

推動學生實踐這兩個思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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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對象 成效 反思回饋 

 2.1.4 

鞏固學生正確

價值觀 

- 校園鬆一 zone 

(輔導室遊樂園時間) 

 由「遊戲大使」負責看守

秩序，供小一至小三學生

參與遊戲室活動。 

一至三年級 

學生 

- 是年遊戲室合共開放了 126次及有 630人使

用，很受學生歡迎。 

- 校園鬆一 zone能在午息時間提供

一個休憩地方予低年級學生，建

議可引入更多以小組形式進行的

互動小遊戲。 

- 快樂園地 1及 2小組 

(治療性小組) 

 運用不同的故事和遊戲，

讓兒童認識情緒，學習透

過觀察以了解別人的反

應，並幫助學生建立推測

別人想法的能力，從而學

會表達情緒及與人溝通的

技巧。 

小一及小二 

特殊學習 

需要學生 

(自閉症譜系) 

 
 
 

- 第 1期小組共招募了 6人參與，第 2期小組共

招募了 10人參與。 

- 在第 1及第 2期裏，100%參加者認同活動有

助他明白別人的想法和感受。 

- 第 1期裏，班主任認同 50%學生參與活動後

在明白別人想法方面有進步。第 2期裏，班

主任認同 60%學生參與活動後在明白別人想

法方面有進步。 

- 小組能支援初小有確診自閉症或

老師推薦有缺乏社交技巧的學

生，參與學生喜歡此類型小組，

可繼續進行這小組。 

- 孩童樂情緒小組 

(治療性小組) 

 透過遊戲活動及小組討

論，讓學生認識情緒，增

加對自己的認識，並協助

他們發展一套有效管理情

緒的方法及表達的技巧，

以提升他們管理情緒的能

力，從而保持心理平衡與

健康。 

小二及小三 

有需要支援 

的學生 

- 小組合共招募了 5位學生參與。當中 3位為

二年級學生，另外 2位為三年級學生。 

- 從參加者活動問卷中，100%參加者表示活動

能讓他們學習控制情緒的方法有效。100%參

加者表示活動能提升他們控制自己的負面情

緒的動機。 

- 班主任認為 40%學生在表達情緒方面有進

步，60%學生在控制負面情緒的方面有進步。 

- 小組能支援有學習情緒管理需要

的學生。建議可以增設多一期小

組活動加深學生的情緒管理技巧

及能力。 

- 正向情緒小組 

  (發展性小組) 

 透過情意教育的活動，教

導由老師提名有資優特質

的學生學習妥善管理情緒

的方法，並舒緩焦慮，疏

導自己因不如意事及遇到

失敗而產生的負面情緒。 

小四至小六 

資優生 

- 從 5位參加活動的學生問卷中看到，他們認

同活動能提升他們表達情緒的能力及讓他們

學習到更多管理負面情緒的方法。 

- 班主任認為 80%學生表達情緒的能力提升

了，60%學生管理負面情緒的能力提升了。 

- 社工以遊戲方式引導學生分享自

己日常容易出現的負面情緒，學

生們樂意分享，並期望能再參加

此類型的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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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對象 成效 反思回饋 

 2.1.4 

鞏固學生正確價

值觀 

 

- 領袖生訓練活動 

(訓練領袖生應有之態度 

及素質，培養團隊精神及 

管理秩序的技巧) 

領袖生 - 從問卷顯示，117位參加的領袖生表示活動能

讓他們更明白領袖生的團隊合作精神，並能讓

他們更多掌握管理秩序的技巧。 

- 導師觀察到領袖生大都投入參與

活動，惟學生希望可以改去跟以往

不同的營地進行活動。 

- 小一適應活動 小一學生 - 從小一班主任老師的問卷中看到，全部老師表

示滿意小一適應活動的內容及安排。 

- 小一適應活動能有效協助新生適

應校園生活，宜繼續舉行。 

2.2 
 
 
 
 

強化教師的輔導

技巧 

 
 
 
 

- 推行教師工作坊 

 由「循道衛理中心」主講，

題目是「處理學生衝突」。 

全校老師 - 從 50位參加工作巧的老師問卷顯示，合共有

50位老師出席工作坊後，38%老師表示活動 

中所教的知識有用。 

 

- 部分老師覺得工作坊能助他們了

解處理學生感受在處理衝突中的

重要性、工作坊能助他們重溫復和

的技巧，部分老師建議工作坊可多

做角色扮演及分享多點復和的具

體步驟及策略。 

- 老師輔導資訊傳閱 全校老師 - 是年進行了一次老師輔導資訊傳閱，題目為

「優秀老師『這樣做』輕鬆應付課堂挑戰 50

招」及「告別混亂課堂」。 

- 要跟進所傳閱的資料對老師是否

有用。 

2.3 家長教育 - 個別家長管教諮詢 全校家長 - 全年人數達 75次，對家長有幫助。  

- 出版《藍天集》兩次 全校學生、 

家長及老師 

- 是年出版了兩次《藍天集》，分別是十一月及

五月，並向全校家長及老師派發。 

- 兩次《藍天集》均有撰寫「家長管教篇」，兩 

次主題分別是「如何培養創意孩子」及「如何 

培養樂觀孩子」。對家長管教子女有幫助。 

- 《藍天集》能讓家長了解學校訓輔

活動及小組資訊，社工亦撰寫不同

的管教文章供家長參考。出版同類

刋物時，可保留這些題材。 

- 家長資源閣 全校家長 - 家長借用家長資源閣書籍及光碟的人次數目

為沒有。 

- 只在《藍天集》宣傳未必能令家長

知道有此服務，建議來年可於不同

的家長活動宣傳。 

- 推行家長管教技巧講座 

(小一家長會) 

 讓家長了解子女升讀小學

階段的身心發展、小一適

應事項及如何教育子女自

我管理。 

參與小一 

家長會之家長 

- 根據家長意見問卷，93%家長表示對此講座感

到滿意。 

- 適切家長，可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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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對象 成效 反思回饋 

2.3 家長教育 - 親親孩子義工團 

提升親子關係 

 讓學生認識及接觸長者，

了解長者的生活，並希望

透過活動，加強親子關係。 

是次活動到訪沙田區內一

所長者中心。學生及家長

與長者一起玩遊戲、唱歌

及傾談，藉以向長者送上

關懷與問候。 

小五學生 

及家長 

- 共有 12個家庭，五年級學生共 26人參與。 

- 參加活動之學生及家長均表示喜歡此活動，活

動讓他們能有機會接觸及認識長者，家長亦很

享受與子女一起參與義工服務。 

- 活動完結後，根據學生問卷，顯示參加者認同

活動有助他們更認識長者，75%學生認同活動

有助他們提升與家長的關係。有 92%家長認

同活動有助他們更認識長者及令他們提升與

子女的關係。 

- 探訪日前社工與學生義工們進行

了兩次兩小時的義工訓練。社工亦

派發探訪須知及義工服務技巧資

料予家長義工們作準備。這些預工

令活動得以順利進行。 

 

- 推行家長管教支援工作坊 

 是以本著愛去實踐管與教

的理念，教導家長有關親

子溝通及管教技巧，讓家

長了解子女成長需要，並

協助子女面對成長困擾，

促進有效溝通。五次工作

坊內容分別是「建立正面

的親子關係」、「雙贏的

親子溝通技巧」、「如何

關心子女」、「培育子女

責任感」及「設立規範孩

子的技巧」。 

有需要支援 

之小一家長 

- 7位家長參加後全部認同活動能幫助他們管教

孩子及學習更有效與子女溝通。 

- 家長們感覺自己上了小組後對子女的態度好

了一些，沒有以前那麼主觀，而且現在會放下

工作專心聆聽小朋友的說話，從而亦多了解了

小朋友，而一些表達同理心的技巧亦能用於丈

夫身上，有時按捺不住想發脾氣時亦會提醒自

己控制情緒。另外，家長們表示上了小組後多

讚賞了小朋友，與丈夫和小朋友的關係改善了

不少。總括而言，能夠達到小組目標。 

- 可根據新學年家長的需要舉行合

適的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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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支援組 

 
1. 工作目的 

 1.1 推動全體教職員負起照顧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 

 1.2 透過支援、講座、培訓等，營造學校與家庭合作的夥伴關係，為學生提供更好及更全面的支援服務。 

 1.3 透過與各專業人員合作如社工、教育心理學家、言語治療師等，為學生提供更好及更全面的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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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年度推行目標、策略及評估 

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2.1 發展校本資優教育   

， 2.1.1 拓展學生高層

次思維能力(課

堂教學) 

- 持續推薦學生參加校外的

資優課程及有系統地紀錄

以便跟進。 

- 組織參加網上資優課程的

學生分享學習心得，藉以

推動學生按時完成課程。 

 

- 今年共有 4位五年級和 2位六年級學生成為資優教育學苑的

新學員。另外提名了 15位四至六年級學生參加學苑自修網上

課程，為下年度能成為資優教育學苑的新學員作準備。 

- 向本校人才庫其中的學生發放有關資料及推薦學生參加中文

大學教育學院的資優課程，已有 9位學生完成了 12個課程，

當中有外語、科學、創意思維等，對拓展學生的能力有幫助。 

- 共推薦了 15位五年級和 7位六年級學生參加了網上資優課

程，其中 7位報讀天文學、2位報讀數學、7位報讀地球科學、

1位報讀轉變中的香港經濟、4位報讀古生物學。學生從這些

在小學課程沒有涉及的課題中能擴闊視野。 

- 學生按修讀學科組成學習圈，為他們舉辦了三次交流會，讓

學生互相分享學習心得並互相激勵以完成課程。另外，學生

在綜合課跟高年級同學分享所學。各組學習圈的學生利用展

板展示他們所學習的重點，讓其他同學也能從中獲益。 

- 各學生按自己的進度需要在八月前完成修讀 3級制的網上資

優課程。至六月為止，所有學生已完成第一級課程，而其當

中有 7位學生將完成第二級和 1位將完成第三級程度課程。 

- 幫助學生建立學習圈並安排他們

在學校互相分享學習進度及合作

製作簡報展示學習內容，能讓學生

從中更投入修讀課程。因較難安排

分享時間，但仍會繼續舉行分享

會。故此雖然這些學生一般都參加

了不同的課外活動，交流會確能幫

助部分學生着緊完成課程。 

- 是年安排交流會的時間較急促，宜

預早跟其他組別協調，訂定全年交

流會的時間和地點。 

- 大學舉辦的資優課程的學費高昂， 

再加上有些會要求學生提交通過

資優評估的報告，故此新報讀的學

生人數不多。這些課程實在能為資

優生提供更高層次的學習機會，所

以將會繼續推薦及鼓勵學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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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2.1.2 培育學生個人

及社交能力 

- 學校外購服務，幫助有有

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透

過班主任參與訂定學生個

別課堂計畫，幫助學生在

課堂上實踐所學。 

- 學校外購服務，幫助有自

閉症的學生。透過支援老

師在課堂的參與學習輔導

技巧，以便日後支援相關

學生和促進班主任幫助學

生實踐所學。 

- 按學生需要編寫社交故事

以助學生建立良好的社交

行為。 

- 運用校本言語治療師為學

生舉辦課程來提升學生的

表達及社交能力。 

- 為二至五年級有專注力及讀寫困難的學生在課後開辦了三個

學習小組，並舉辦家長會，簡介課程內容、闡述學生的情況

及提供如何幫助學生的方法。每位學生的成長日誌，能提供

一個溝通渠道，讓老師和家長了解學生的學習進度，並讓學

生反思自己的表現。 

- 各小組都以遊戲讓學生合作進行，幫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夥伴

關係，從中培育學生的社交能力。本年度課後小組加強學生

在學習的信心，增加了愉快的學習經驗，幫助學生建立積極

的學習態度。 

- 從問卷回應中，各組參與的學生都十分喜歡小組活動，並滿

意自己的表現。按導師的觀察，組員在小組中有所成長，促

進了組員間的溝通，學生表現合作。 

- 二年級學習小組學生全都滿意小組活動，並同意小組能對幫

助提升他們的整體能力，導師認為各組員都投入學習。 

- 今年度三、四和六年級 6位有自閉症徵狀或社交能力明顯較

弱的學生參加了第二年的「喜伴同行」計畫，三、四年級學

員家長開辦家長小組，幫助家長了解其子弟和掌握一些技巧

持續幫助學員。在組前及組後舉辦了家長會，讓家長了解課

程內容和學生的情況及提供如何幫助學生的方法。兩組各有 

6位學生，學生同意課程能幫助他們提升情緒管理的能力和學

習明白別人的處境及體諒別人。家長也同意家長工作坊對他

們有幫助。 

- 教師助理參考教育局的「思想解讀教材套」為二年級有自閉

症徵狀的學生編寫及講說社交故事，並使用有關電子教材教

授學生基本社交行為及發展，學生從不同角度了解別人的想

法。學生的行為表現有進步，能簡單說出正確的行為和比過

往更能守規。 

- 校本心理學家為低年級舉辦了「提升子女正能量」家長講座。

從問卷回應中，85%的參與家長同意講座內容對他們有幫助。 

- 校本言語治療師低年級舉辦了「親子故事伴讀技巧」家長講

座。從問卷回應中，超過 90%參與家長同意講座內容對他們

有幫助。 

- 學生的成長日誌今年有一組學生

從兩個不同年級組成，較高年級的

學生跟其他低一級學生難以暢順

講通，來年應安排同年級學生上同

一組課後班。 

- 經過兩年有系統的培育，參加「喜

伴同行」小組各學員及家長能得到

支援，部分學員的社交和情緒管理

的能力明顯有改善。透過外間機構

的服務，學生和家長都可以盡訴心

中的想法，如社工有適當的介入，

有助舒解心中不快，並建立正面思

維和態度，下年度需要加強跟社工

的溝通與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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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3.2 持續發展學生個人潛能   

 3.2.1   
   

持續提升學生

學習表現 

- 為二至六年級有特殊學習

需要或成績稍遜的學生安

排中、英或數學抽離教學

小組，調適課程和教材並

加強互動學習活動，培養

學生積極學習的態度。 

- 全年開辦了 7個抽離教學小組：二、三年級英文各一組、四

至六年級數學各一組和四、六年級中文各一組，所有組別都

有使用調適的教材，並配合學生學習進度。本年度增設了一

部電子觸碰屏幕，有助進行電子化的互動學習活動。 

- 抽離教學小組能適切地支援學生

的學習需要。由於增設的電子觸碰

屏幕安放於一個特別教室，7個抽

離教學小組分佈於 3個教室上課， 

未能讓所有學生享用。老師多運用

平板電腦設計小組互動學習活動。 

- 每個教學小組建立一個教

材庫 

- 另外有 16個課前輔導小組：二至六年級中、英、數和在下學

期開辦一年級中文。每個教學小組建立一個電子稿教材庫，

有助更有效調適教材。 

 

- 校本心理學家協助優化為

小二至小三有特殊學習需

要或成績稍遜學生推行的

「讀、默、寫」及英文伴

讀計畫，並為部分小一學

生推行的普通話伴讀及英

文伴讀計畫。 

- 校本心理學家為初小學生

家長舉辦講座，並為和一

年級家長舉辦親子課程，

幫助家長掌握技巧提升學

生的認字及默寫能力。 

- 校本心理學家在下學期為一年級學生開辦五節「字有妙法」

班，利用「五感法」教導學生認字、默寫技巧等，參與學生

都能投入學習。 

- 大部分學生都能持續參加「讀、默、寫」及英文伴讀計畫，

值得讚賞。共有 18位小一至小三參加了英文伴讀計畫、15位

小二至小三學生參加了中文「讀、默、寫」計畫和 6位小一

學生參加了普通話伴讀計畫，參加了英文伴讀計畫學生的平

均出席率約 90%，參加了中文「讀、默、寫」計畫學生的平

均出席率約 90%，參加了普通話伴讀計畫一年級學生的平均

出席率約 76%。 

- 午間「讀、默、寫」計畫實施了多

年，當中的教材也隨著平日上課的

教學內容而有多次的更新，由於參

加計畫的支援學生的讀、默、寫進

度一般都跟不平日的上課進度，因

此計畫下年度將重新製作二年級

「讀、默、寫」教材，以幫助學生

掌握字型結構及字詞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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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3.2.2   
   

協助學生發揮

個人才能 

- 訓練學生擔任中文讀默寫、 

普通話或英文伴讀的小老

師或服務生，從而培養學生

的領導能力及積極的服務

態度。 

- 共有 26位學生擔任中文讀默寫、普通話伴讀或英文伴讀的

小老師或服務生，當中有 9位是從前受助的學生，都能有效

地執行職責，對受助學生表現有耐性。 

 

- 英文伴讀小老師平均出席率 90%， 

但中文讀默寫或普通話的小老師

平均出席率較低，學生各有不同原

因缺席當值，下年度除了在招募家

長義工和在挑選學生方面要再多

加注意外，需要加強培訓和組織讓

小老師從工作中得樂趣和培養責

任感。 

- 繼續優化「活出彩虹獎勵計

畫」，在學期初幫助學生在

訂定個人目標並分階段檢

討，藉此鼓勵學生積極學

習、發展潛能或建立良好的

品德。 

- 在「活出彩虹嘉許計畫」中，共有 35位支援學生獲得家長

和老師提名及成功獲得嘉許，肯定他們在不同範疇所付出的

努力和學習成果。 

- 今年在學期初學藝活動開課前的

課節為學生舉辦「活出彩虹嘉許計

畫」的開展禮，透過集體遊戲簡介

計畫並鼓勵學生積極參與，結合訓

輔和課程發展的「4G」計畫讓學

生訂定目標、進行中期檢討和期終

反思，計畫特別有賴於班主任和家

長對學生的鼓勵。雖然不是每個學

生都能獲得獎勵，但從中傳遞正向

思維，鼓勵學生訂定目標，積極克

服困難並發展潛能，多作反思和欣

賞自己所付出的努力。本組來年可

嘗試在中期檢討時向學生及家長

發通告或便條加以鼓勵，以增強他

們的參與。 

- 為支援學生開辦藝術班，並

在學校小舞台展示學生作

品，讓學生有機會發揮才

能，建立自信心。 

- 為二至六年級共 24位學生開辦創意藝術展能班，學生均十

分積極投入課堂活動，並每位學生都能完成作品，在小舞台

舉辦展覽會讓全校學生觀賞。 

- 創意藝術展能班能為本組學生提

供一個發展潛能的機會。今年加入

簡單的甜點製作，學生十分喜歡。

學生能在歡愉的氣氛下學習一些

手作技巧，並提供了個人自由創作

空間，及建立良好朋輩友誼的機

會，值得繼續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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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政預算 

  項目 預算收入 預算支出 實際收入 實際支出 結餘/(超支) 

3.1 2016-17年度學習支援津貼盈餘 $292,612.00   $246,207.1      

3.2 2017-18年度學習支援津貼 $1,046,000.00   $1,062,936.0      

3.3 2016-17年度言語治療津貼盈餘 $29,751.00   $29,751.5      

3.4 2017-18年度言語治療津貼 $119,226.00   $121,489.0      

3.5 2016-17年度新來港兒童校本支援計畫盈餘 $5,896.00   $5,896.0      

3.6 學校經費 $15,000.00   $20,500.0      

3.7 聘請學習支援老師四名及助理一名   $1,155,945.00   $1,155,787.1    

3.8 學習支援活動統籌及導師   $12,075.00   $11,000.0    

3.9 活出彩虹獎勵計畫   $6,000.00   $3,289.6    

3.10 外間專業服務   $40,000.00   $34,438.0    

3.11 文儀用品   $1,000.00   $1,551.3    

3.12 小禮物   $1,500.00   $181.2    

3.13 購買教材   $500.00   $0.0    

3.14 言語治療費用   $120,120.00   $120,120.0    

3.15 新來港兒童支援服務   $5,000.00   $0.0    

3.16 購買屏幕兩套及短程 projector   $15,000.00   $20,500.0    

 合計： $1,508,485.00 $1,357,140.00 $1,486,779.6  $1,346,867.1  $139,912.4  

備註: 

2017-2018年度沒有新來港兒童，故此沒有提供支援服務，沒有任何支出。 

 

4. 本組成員 

馮潔雁    季詩雨   楊素霞   郭雙琳   蕭盈晞   梁婉華   蔡春暉   劉錦芳   李敏儀   鄭詠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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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組 

 
1. 工作目的 

 1.1 培養學生德、智、體、群、美五育的均衡發展。 

 1.2 作為聯課活動，補充課堂活動的不足，實踐所學的知識和技能。 

 1.3 培養興趣，發展才能，以達自我完善。 

 1.4 讓學生能學習自律和自治，增進同學的友誼和促進師生融洽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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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年度推行目標、策略及評估 

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2.1 發展校本資優教育   

 2.1.2 培育學生個

人及社交能

力 

- 繼續舉辦校隊訓練營及在小息

或午息進行體適能訓練。 

- 共 30位來自 4-6年級的學生參加了三天的校隊

訓練營，在心聲篇中超過一半隊員表達對訓練

營的回饋正面。 

- 在上學期小息時段開放給校隊成員進行體適能

訓練(「fitness corner」)，由於增加了學生鍛練

體能的機會，比賽成績亦見進步。 

- 因有成效，建議繼續舉辦校隊訓練營，

可加入關注「精神健康」元素，提升學

生身心的發展。 

- 建議老師在學藝活動課帶領校隊成員進

行體能操練，提升體質作賽。 

- 在進行集體活動前(如音樂會、 

演出)教導學生學會安靜地欣

賞別人的演出，並說出值得讚

賞的地方。 

- 在每次進行集體活動前，老師教導學生應有合

宜態度，而學生亦表現理想，能安靜地欣賞演

出，並獲得老師稱讚。 

    

- 建議在活動前由學生說出參加不同活動

應有的禮儀，讓其他同學仿效。 

2.2 持續發展學生個人潛能   

 2.2.2   
   

協助學生發

揮個人才能 

- 進行資優組別學生領袖分享

會，通過經驗交流以加強培訓

學生領袖，提升其領導能力。 

- 在交流會中，學生互相分享帶領活動的成果， 

從而彼此學習。 老師提醒學生以「策畫-實踐- 

檢討」方向檢視成效，學生亦可說出其不足之 

處作改善。 

- 邀請學生領袖在下學年在學藝活動組別

帶領一次活動，然後訪問組別領袖評核

其表 現是否理想。 

 

- 在小舞台舉辦「每月一

show」，讓有興趣表演的同學

自行報名在午息演出。 

- 在 2018年 4-6月舉行，學生熱烈報名參與演出， 

節目內容豐富，有朗誦、跳舞、魔術等，而觀 

眾亦表現投入。由於名額有限，部分同學未能 

參加。 

- 由於學生踴躍報名參加演出，建議在下

學年再舉辦此活動，好讓具才能的學生

有參與的機會。 

- 繼續派發個人才能紀錄表給小

一新生及插班生填報，老師挑

選個別有潛能的學生加以訓練

參加比賽或表演。 

- 老師可從學生所填報的得獎紀錄發掘他們的才 

能，從而提供合適的培訓或提名參加比賽。本 

年度已推薦多位插班生參加專才培訓及比賽， 

表現優良。 

- 由於此計畫有助老師挑選具才能的新

生，建議可成為恆常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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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政報告 

  項目 預算收入 預算支出 實際收入 實際支出 結餘/(超支) 

3.1 學校經費 $29,000.00   $25,984.8      

3.2 學生繳費(營費、參觀入場費、報名費及車費等) $119,320.00   $156,668.1      

3.3 真理基石浸信會獎學金 $8,500.00   $8,500.0      

3.4 a. 個人比賽報名費、營費及入場費   $30,000.00 $104.0  $96,731.9    

b. 團體比賽報名費及車費、職工參觀入場費、學校會員費 

(學體會、音樂及朗誦協會等)   $18,000.00   $22,905.9    

3.5 學校旅行           

  a. 學生旅行營費(2017-18)   $25,260.00   $27,330.0    

b. 旅行車費   $28,800.00   $27,200.0    

c. 營費預繳(2018-19)   $25,260.00   $7,600.0    

3.6 活動車費   $10,000.00   $4,580.0    

3.7 邀請外界團體到校演出及講座支出   $6,000.00   $0.0    

3.8 活動器材及文儀用品   $1,000.00   $1,819.1    

3.9 慶功聯歡及旅行飲品    $4,000.00   $990.0    

3.10 音樂優秀團員獎/傑出運動員/傑出才藝獎   $8,500.00   $2,100.0    

  合計： $156,820.00 $156,820.00 $191,256.9  $191,256.9  $0.0  

 

4. 本組成員 

何靜儀    陳淑儀    鄧偉文    蘇鳳玲    張燕    黃碧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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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組 

 
1. 工作目的 

 1.1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1.2 讓學生認識主耶穌，啟發他們去追尋真理，得到永生，並培養正確的生活態度。 

 1.3 以基督的愛建立關愛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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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年度推行目標、策略及評估 

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2.1 發展校本資優教育   

 2.1.2 培育學生個

人及社交能

力 

- 透過早會，幫助學生從聖經中認識生

命的意義和價值。 

- 向全校學生發出問卷，共收回 722份。當中有

594位學生表示透過早會，能幫助他認識神的

話語。 

- 透過問卷，有 545位學生表示早會信息能讓他

學習節制和忍耐的聖靈果子，讓他能改善與人

相處的社交能力。 

- 全校超過半數學生透過「我是節制小勇士」和

「我的見證果子篇」能學習節制，減少或不做

神不喜悅的事，又能較以前表現出節制和忍耐

的美好見證，而部分「見證果子篇」分享已將

貼在操場的宗教板上，供學生觀看。 

- 早會的信息有效地讓學生認識神，並

欲更多學生以耶穌、聖經人物及近代

基督徒的見證，讓學生建立自我形

象，學習依靠神，從困難、逆境中解

決問題，從而邁向正向人生的價值觀。 

- 由於要建立學生自我肯定，自我形

象，故來年會推行每季生日之星，藉

此讓同學間互相表達關愛、有被肯定

存在的價值，藉此提升自我形象。另

又會透過小門徒訓練，讓小門徒的見

證和正向思維的態度感染其他同學。 

‧上學期早會集中宣講福音性的題

目，讓學生認識神，相信神，以耶

穌為榜樣，願意接受耶穌的教導。 

‧下學期早會主題會加入節制和忍耐

的品格，透過「我是節制小勇士」

及「我的見證」活動，讓學生實踐

和經歷節制和忍耐的操練。 

2.2 持續發展學生個人潛能   

 2.2.1   
   
   
   

協助學生發

揮個人才能 

- 更新人才庫，繼續進行小門徒訓練， 

讓學生學習事奉。 

- 已更新人才庫，有效地於感恩崇拜、早會領禱、

派單張等學習事奉，讓小門徒按自己的恩賜事

奉神，從中見到小門徒亦很忠心服待。 

- 由於今年度沒有國內學生到訪，故小門徒暫未

有向交流生傳福音，但聖經課程每年都着學生

用佈道工具向親友傳福音的，故小門徒亦有機

會傳福音。       

- 正因沒有國內學生到訪，故亦沒有招募新一批

小門徒，亦沒有新舊小門徒分享會。 

- 來年會繼續更新四至六年級事奉人才

庫資料，並於開學初，請聖經科老師

協助學生填寫資料，方便殷選小門徒

進行訓練。 

- 來年會加強小門徒訓練，希望能聚焦

一小批小門徒於上學期確定信仰並培

育他們的靈命，並於下學期事奉，好

讓小門徒明白事奉的意義。又希望這

批小門徒的事奉見證和正向思維能感

染其他同學。 

‧訓練一批新的小門徒負責早禱、派

單張、校慶感恩崇事宜等。 

‧優化一批傳福音的小門徒，運用佈

道工具向國內交流的學生傳福音。 

‧新舊小門徒分享會，讓他們彼此分

享事奉的得著，互相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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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政報告 

  項目 預算收入 預算支出 實際收入 實際支出 結餘/(超支) 

3.1 學校經費 $5,400.00   $4,146.0      

3.2 六年級福音營學生營費 $45,960.00   $42,090.0      

3.3 六年級福音營學生營費   $45,960.00   $41,846.0    

3.4 教師團契講員費   $500.00   $0.0    

3.5 預支 2017-18年度六年級福音營營地訂金   $3,200.00   $3,150.0    

3.6 文具及單張   $1,200.00   $988.4    

3.7 紀念品及禮物   $500.00   $251.6    

 

合計： $51,360.00 $51,360.00 $46,236.0  $46,236.0  $0.0  

備註: 

教師團契由老師自己設計及帶領，沒有邀請講員。 

 

4. 本組成員 

劉珮玲  穆婷珊  蘇永德  何瑞祥  鄭詠儀  謝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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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資源組 

 
1. 工作目的 

 1.1 培養學生有效並迅速地處理資訊的能力。 

 1.2 培養學生成為主動性強、具探究精神和創意的學習者。 

 1.3 培養學生終生自學的態度和能力。 

 1.4 改善學校資源，使能物盡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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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年度推行目標、策略及評估 

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2.1 發展校本資優教育   

 2.1.1 拓展學生高層

次思維能力(課

堂教學) 

- 藉著優化學校的設施，促進 STEM

及電子學習，並幫助老師推行高層

次思維教學。這些設施包括: 

a. 增添 40套平板電腦。 

b. 逐步更換老化的 switch。 

c. 更換部分課室電腦及屏幕。 

a. 由於要為未來推行 BYOD做準備，本年度改

為購買 iPad，取代 Samsung的平板電腦，為

方便測試，本學年度只購買了 18台 iPad，效

果理想。 

b. 本學年度已更換了所有核心的 Switch，網絡

穩定，速度也較前有所提升。 

c. 已經更換五樓全層課室的電腦，效果良好，

未收過損壞報告。至於屏幕，由於仍可運作，

故留待來年度一次過更換所有課室屏幕。 

- 來年度要再增購 40台 iPad，逐步取代 

Andriod系統的平板電腦。 

- 會加快課室電腦的更新，由原來每年六

班增至八班。 

 
 

- 協助學校設計及建立 STEM教室。 - STEM(304室)教室己完成，STEM小組會跟進

運用。 

 

- 協助開展與 STEM教育有關的興

趣班，包括 3D打印課程、迷你四

驅車課程。 

- 舉辦了 3D打印課程及迷你四驅車課程。學生

在完成 3D打印課程後，每人製作了三個 3D

物品，包括:相機、鑽石及花瓶。迷你四驅車方

面，由本校技術支援人員教授，共十節，並參

加了學界迷你四驅車大賽，共有七名同學參加

四項比賽，包括車身設計比賽、攝影比賽、競

速比賽及組裝車計時賽，其中一名同學在競速

比賽進入了第二圈比賽。 

- 由於報名參加 3D打印課程的學生人數眾

多，故來年度將課程加入六年級電腦課

內，教學生製作 3D花瓶，並與視藝科合

作，由她們教學生塗色及畫圖案。 

2.1 持續發展學生個人潛能   

 2.2.1 持續提升學生

學習表現 

- 發展新的輔助學習系統配合學生

自學及教師評估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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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政報告 
  項目 預算收入 預算支出 實際收入 實際支出 結餘/(超支) 

3.1 加強學校的無線網絡基礎設施的額外經常津貼 $66,740.00   $66,740.0      

3.2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324,500.00   $376,962.0      

3.3 在學校推動電子學習的一筆過資訊科技津貼 $199,450.00   $199,450.0      

3.4 資訊科技人員支援津貼 $300,000.00   $300,000.0      

3.5 學校經費 $179,500.00         

3.6 a. 硬件保養、維修費及內聯系統服務(外聘保養公司負責，主要維修學校伺服器等設備)   $10,000.00   $6,900.0    

  b. 租用 HKT20M寬頻年費用   $19,200.00   $19,200.0    

  c. 其他消耗品(碳粉、紙張等)   $50,000.00   $3,088.0    

  d. 技術支援人員共兩名           

     ‧技術支援助理一名   $144,000.00   $0.0    

     ‧技術支援員一名   $198,000.00   $207,900.0    

  e. 更換學校現有之 Switch五隻   $50,000.00   $37,560.0    

  f. 租用 WiFi設備   $96,600.00   $96,600.0    

  g. 其他電腦硬件、平板電腦的周邊設備(例如:購買平板電腦保護套、network線等)   $18,000.00   $20,825.2    

  h. 更換已損壞之電腦硬件及周邊設備(例如:projector、實物投影機等)   $30,000.00   $20,251.8    

  i. 購買平板電腦 45部   $117,000.00   $45,750.0    

  j. 購買 DV攝錄機及相機各一部   $10,000.00   $9,700.0    

  k. 租用電子通告系統一年   $9,000.00   $6,750.0    

  l. 更換課室電腦連屏幕 8套   $40,000.00   $44,152.0    

  m. 購買小型收藏櫃車一架(可放 20部平板電腦用)   $10,000.00   $8,600.0    

  n. 購買網絡攝錄機一部(直播用)   $4,000.00   $0.0    

3.7 教學支援           

  a. 課室及教員室文具   $30,000.00   $12,903.8    

  b. 購買機械車 5套(電腦科教學用途)   $3,500.00   $391.9    

  c. Lego We do 2.0 6套   $14,000.00   $17,360.0    

  d. 支援輔助學習系統(G-Suite課程費用)   $8,000.00   $4,800.0    

  e. 製作橫額作宣傳學校之用   $3,000.00   $484.0    

  合計： $1,070,190.00 $864,300.00 $943,152.0  $563,216.7  $379,935.3  

備註： 

1. 3.6d-由於未有合適人選，本學年度未有聘請技術支援助理。 

2. 3.6n-由於已購買三部行 Action cam(與國內姊妹學校交流計畫)，故沒有購買網絡攝錄機。 

3. 3.7b-由於上學年度的機械車損毀較預期輕微，只需購買部分零件更換，暫不用更換新車。 

 

4. 本組成員 

阮煒光  馮家輝  林耀輝  林威  劉恩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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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年度畢業典禮財政報告 

 

  項目 預算收入 預算支出 實際收入 實際支出 結餘/(超支) 

3.1 學生收費 $64,000.00   $115,305.0      

3.2 學校經費 $2,400.00         

3.3 畢業典禮           

  a.畢業特刊   $11,000.00   $0.0   

  b. 致送母校紀念品   $1,000.00   $1,159.0    

  c. 製作請柬及場地佈置   $800.00   $936.0    

  d. 購買嘉賓紀念品   $800.00   $737.2    

  e. 校車(表演生)   $800.00   $2,400.0    

3.4 畢業聚餐           
  學生、家長、教職員及嘉賓聚餐費   $52,000.00   $88,128.0    

 合計： $66,400.00 $66,400.00 $115,305.0  $93,360.2  $21,944.8  

備註： 

由於特刊製作商遲至九月才給本校單據，故畢業特刊費用將於 18-19財政年度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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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組 

 
1. 工作目的 

 1.1 培養學生閱讀書籍的興趣及習慣。 

 1.2 訓練學生應用圖書館的基本技能。 

 1.3 加強學生的運用語文及欣賞的能力。 

 1.4 培養學生終身自學的態度和能力。 

 1.5 為老師提供教學資源及加強與老師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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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年度推行目標、策略及評估 

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2.1 發展校本資優教育   

 2.1.1 拓展學生高層

次思維能力(課

堂教學) 

- 在六年級的教學進度中編入撰寫

評論的課節，教導學生如何撰寫評

論。學生完成工作紙後，老師會批

改後給予回饋。 

- 學生課堂表現及工作紙內容都能反映他們懂

得分辨論點、論據和論證，並能運作相關的論

點、論據和論證支持其評論的立場。 

- 部分學生提不起興趣參與，以後安排同

類活動時可讓他們自由選題，並以小組

形式進行整個學習過程，讓各同學在應

付自如的情況下學會評論。 

- 教導學生就同一議題尋找不同人

士的評論，於評論中找出支持立場

的論點、論據和論證，讓學生學懂

如何客觀議事論事。 

  

- 在課堂上教授有關專題研習及網

上搜尋資料技巧時，同時會教導學

生高層次思維技巧：資料分類與篩

選(低年級)及分辨事實與意見(高

年級)。 

- 從學生工作紙及老師在課堂提問中，顯示學生

能掌握有關思考技巧。學生高層次思維技巧不

太純熟，分辨事實的能力也不高，表達出來的

層次流於表面。 

- 下學年繼續在課堂活動、功課及圖書科

活動中加入高層次思維的技巧訓練，深化

所學內容。 

2.1.2 營造學習環境 - 定期推出主題閱讀活動，讓學生從

閱讀中學習不同知識。 

- 全校有超過一半的學生參與主題閱讀活動，學

生表現積極投入，氣氛熾熱。 

- 問卷可加設開放式問題，以便收集多方

面的意見。 

- 與不同科組合作，拓展學生所閱讀

的圖書類別，會由圖書館主任策劃

活動，科任老師協助宣傳。 

- 每級都有超過 50%的學生表示主題閱讀活動

能增加其閱讀興趣及相關方面的知識。因圖書

館及課堂活動太多，每項活動進行時期較短，

並未深化。 

- 安排重點活動，分階段進行，令學生能

深化已學的知識及靈活地運用。 

2.1.3 培育學生個人

及社交能力 

- 指導學生如何引用課室的「社交技

能表」，在聆聽別人發表意見時，

能有禮貌地交流。 

- 學生在提出意見或回應時，能表現「社交技能

表」的要項。 

- 要多鼓勵及提醒學生與其他同學建立友

好關係。建議在舉行活動時宜分階段進

行，並設立分享和獎勵計畫。 

- 繼續按訓輔組的主題在「主題閱讀

角」展示有關書籍，並於每四個循

環周的圖書課堂介紹相關圖書及

讓學生借閱。 

- 學生閱讀有關主題的圖書後，能幫助他們與別

人和諧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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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2.2 持續發展學生個人潛能   

 2.2.1   
   

持續提升學生

學習表現 

- 在四年級的教學進度表加入編寫

完整故事的訓練要點。 

- 學生能編寫完整故事，老師能從中挑選佳作上

載學校網頁。 

- 此活動可推展至全校各級。 

- 於學藝活動教導五年級及六年級

學生編寫劇本，並以布偶劇的形式

展示成品。活動安排在上學期進

行，以致學生能學習不同範疇的技

巧及有足夠的時間準備。 

- 學生能製作布偶劇，老師能從中挑選佳作上載

學校網頁。此活動延伸至全年進行。 

- 若要再推行此活動，要簡化程序，可分

組進行，邀請家長幫助，成效會更大。 

2.2.2   
   

協助學生發揮

個人才能 

- 圖書館管理員會以小組形式進行

服務。上學期先以有經驗的圖書館

管理員擔任組長，帶領及教導新任

的圖書館管理員處理館務。每兩個

月由圖書館主任召開圖書館管理

員大會，讓新舊管理員可以互相交

流及分享經驗。下學期會考慮晉升

一些表現良好的組員為副組長或

組長。 

- 管理員組長能有效帶領組長處理館務。惟只有

兩位組長或隊長，工作較吃力。如果未能參與

當天服務時段，就不能發揮督導果效。 

- 建議每天有一位組長或隊長，加設總隊

長，直接跟圖書館主任吩咐，安排及監

察各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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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政報告  

  項目 預算收入 預算支出 實際收入 實際支出 結餘/(超支) 

3.1 學校經費 $47,000.00   $38,948.4      

3.2 購買課室圖書   $34,000.00   $36,181.9    

3.3 獎狀、獎品、文具等   $3,000.00   $2,766.5    

3.4 校訊   $10,000.00   $0.0    

 合計： $47,000.00 $47,000.00 $38,948.4  $38,948.4  $0.0  

備註： 

由於校訊製作商遲至九月才給本校單據，故校訊費用於 18-19學年才支付。 

 

4. 本組成員 

謝潤華    鄺曦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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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科 

 
1. 工作目的 

 1.1 增強學生的聆聽能力，養成良好的聆聽態度。 

 1.2 增強學生的説話能力，養成良好的説話態度。 

 1.3 培養學生的閲讀興趣，藉此提高他們的理解能力。 

 1.4 增強學生的寫作能力，以表達思想感情，並培養他們的寫作興趣。 

 1.5 提高學生學習本科的動機及培養他們的自學能力。 

 1.6 培養學生對中華文化及文學作品的賞析。 

 1.7 培養學生的品德，加強他們對社會的責任感及國民意識。 

 1.8 增強學生的研習能力。 

 1.9 增強學生創意、解難、批判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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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年度推行目標、策略及評估  (建議稿) 

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2.1 發展校本資優教育   

 2.1.1 拓展學生高層

次思維能力

(課堂教學) 

課堂教學設計 

- 沿用以往策略及思考工具鞏固整

理、 分析、鑑賞語文的能力，並

以腦激盪、另類方法及逆向/擴散

性思考法重點發展學生的創意思

維能力。 

- 根據共同備課紀錄顯示，各級均有按教學單元加入高

層次思維教學策略，包含配合創意的學習流程 ，並已

試教及作出課後檢討，大都能達致預期效果。老師在

科會上反映，各級學生均樂於參與高層次思維學習活

動，並顯示出創意。同時，各級全年已最少提交兩份

具高層次思維教學策略的教案，而其中一份包含電子

學習元素。 

- 高層次思維教學策略的推展稍嫌

欠缺系統性，宜釐定各級的思維

重點，以便遞進有序。建議把學

生從思維課中學習到的思維工具

滲入學習活動，以鞏固學生的高

層次思維能力。 

- 級共同備課會中設計每單元 1至

2個配合創意(探究和創新)的學習

流程，以提問或合作學習引導學

生解難與創作。施教後檢討成效

及記下改進建議。 

  

- 於課業或寫作進度上顯示屬高層

次思維訓練(創意)的題目或策略。 

- 各級已於讀文工作紙標示具創意的題目，也加入了讓

學生發揮創意的預習工作紙或活動。 

- 建議取消讀文工作紙，以作業及

緊貼課本學習重點的補充練習鞏

固所學，避免疊床架屋。 

老師的培訓與要求 

- 邀請出版社/專家於教師發展日或

工作坊培訓教師掌握「評估」及

「創意教學」。 

- 根據課程組問卷調查顯示，超過 80%老師認同工作

坊有助運用「評估」及「創意」於日常教學上。 

- 值得繼續邀請出版社/專家到校提

供指導，重點設計提升學生的分

析、評鑑及創意能力的教學。 

- 透過共同備課、重點研課、觀課

與評課，研討啟發學生高層次思

維的教學策略、提問及電子學習

活動。 

- 已於科會會議上舉行了三次課業分享會，內容包括：

預習模式、運用 Google Classroom搜集和分享議論文

的數據、教授文言虛詞的策略及學生創意課業分享。 

- 教學分享能起參考作用，提升課

業質量，尤其是電子學習，應繼

續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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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2.1.2 培育學生個人

及社交能力 

課堂以外進行增潤課程 

- 繼續發展中文潛能班，嘗試與校

外 機構合作，邀請專人到校為學

生安 排適切課程或講座。例如： 

a)校園小記者 

b)中文辯論課程 

c)小作家 

 

- 校園小記者訓練班的整體學生出席率超過 90%，表

現優良。根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認同參加校園小記

者訓練班後能掌握採訪、編輯、報道、使用攝錄器材

及司儀的技巧，並能學以致用的學生佔整體人數的

95%以上。本校的小記者除了參加「明報小記者體驗

營」外，還有 11名五、六年級的校園小記者參加了

由沙田民政事務處舉辦的「2018沙田節‧沙田區小

記者計畫」，他們於 6月 30日舉行的「2018全港首

次 100 架無人機戶外光影匯演賀回歸暨沙田節啟動

禮」中參與採訪，又拍攝了現場花絮供大會上載網

頁，並於 7月 7日參加了由民政處主辦的訓練課程，

學習社交媒體攝影、文字編寫和撰文技巧，以便於稍

後舉行的一連串慶祝活動中一展所長。同時，小記者

於陸運會、學科攤位遊戲及畢業典禮等活動中進行採

訪及擔任司儀。 

- 中文辯論班的整體學生出席率超過 90%，表現優良。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認同參加中文辯論班能提升

個人思維、演説及語文能力的學生分別佔整體人數的

86%、100%及 93%。辯論隊於 4月 7日參加了校外

辯論賽，吸取了寶貴的實戰經驗。又 6月 28日舉行

了校內辯論賽，隊員們表現出色， 

三位評判給予頗高的評價。 

- 創意小作家的整體學生出席率超過 90%，表現優良。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認同參加小作家訓練班後能

掌握不同寫作技巧的學生佔整體人數的 82%，能運

用有關技巧進行寫作的學生佔 73%，喜歡參加創意

小作家的學生佔 73%。 

 

- 宜增加校園小記者的外出採訪活

動，以便學以致用，例如安排小

記者到中學採訪本校的舊生，了

解他們在校的學習和生活情況，

從而知悉該等中學概況，回校跟

六年級畢業生分享資料，作為升

中選校的其中一項參考資訊。 

- 繼續挑選優秀的辯論隊員參加校

際辯論賽或友校邀請賽，讓隊員

吸收多點經驗。由於中文辯論隊

現在只由一位老師獨力訓練，甚

為吃力，加上新舊隊員進度不一， 

實在難以兼顧，而且單靠潛能課

的課時訓練也不足夠，因此建議

來年度全學年或下學期聘請機構

導師到校支援，費用可考慮由中

文組補貼或由學生自行支付。 

- 為小作家提供多點徵文比賽資

訊，鼓勵他們參加，讓他們學以

致用，發揮所長。另外，建議不

時利用展板及學校網頁展示小作

家的作品，以起鼓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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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持續發展學生個人潛能   

 2.2.1   
   

持續提升學生

學習表現 

- 優化預習冊，加入多元化預習活

動，促進學生自主學習(四年級須 

按課程重新設計)。 

- 各級均有就教學單元設計預習活動，而有關資料已存

放在各級的共同備課資枓夾內。 

- 由於現有的《預習冊》須預先編

定預習項目，形式受到規限，欠

缺多樣化，因此建議取消《預習

冊》，改以《筆記》代替，作為預

習及摘錄學習重點之用，增加靈

活性。 

- 利用電子學習平台(如 TAO、

STAR)，設計預習課或家課。善

用學生成績數據，回饋教學。 

- 各級已最少三次利用電子學習平台(STAR、Google 

Classroom)完成預習或家課，紀錄存放在課程發展組

的資料夾內，而學生已掌握有關平台的操作。 

- 學生已熟習常用電子平台的操

作，來年度可增加使用次數，並

讓學生就特定課題，使用 Google 

Classroom各抒己見。 

2.2.2   
   

協助學生發揮

個人才能 

- 善用人才庫，讓學生有機會參與

校內/外比賽或課程，豐富學習經

驗。 

- 根據表演紀錄顯示，超過 70%「人才庫」內的中文

資優生參加了最少一次表演或比賽。參加者大都表示

在校園小舞台上表演有助他們吸收經驗，並且增強了

自信。中文資優生在本學年奪得下列獎項：第 69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11個冠軍、11個亞軍及 6個

季軍；美荷樓「兩代情」徵文比賽：優異獎 3名；小

作家作品入選《少年：閲讀‧悦讀》：12篇。 

- 繼續推薦中文資優生參加各項校

外比賽，並給他們提供表演機會。 

建議由得獎學生朗讀自己的佳

作，錄影後於適當時間播放給全

校同學欣賞，以起鼓勵作用，激

發同學投稿。 

- 舉辦創意思維活動，讓學生發揮

創意。 

- 與圖書組合作，舉辦了猜字謎和猜燈謎遊戲，反應熱

烈，並已於 6月終頒發獎項及以展板展示成果；又於

7月份的試後活動中教導學生認識書法、古文字及造

字法，並着學生發揮創意，嘗試創造文字及繪畫由古

文字組成的圖畫，表現理想。 

- 建議高年級科任老師於教授課文

中的字詞時抽問學生某些漢字所

屬的造字法，延續所學，以提高

學生對漢字的敏感度，從而減少

書寫錯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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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政報告 

  項目 預算收入 預算支出 實際收入 實際支出 結餘/(超支) 

3.1 學校經費 $5,800.00   $1,345.6      

3.2 獎品及紀念品   $1,200.00   $81.0    

3.3 文具及印刷   $200.00   $469.6    

3.4 參考資源(包括訂購語文月刊及工具書)   $1,600.00   $300.0    

3.5 教具   $500.00   $0.0    

3.6 教師用書(兩家出版社)   $1,600.00   $415.0    

3.7 活動報名費(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300.00   $80.0    

3.8 活動經費   $400.00   $0.0    

  合計： $5,800.00 $5,800.00 $1,345.6  $1,345.6  $0.0  

 

4. 本組成員 

 蔡起鳳 林耀輝 廖麗雲 馬秋儀 黃碧連 劉珮玲 張燕 林威 葉惠芳 蔡春暉 

 馬素云 葉翠然 何靜儀 郭雙琳  謝主力  鐘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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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1. AIMS 
 1.1 To enhanc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1.2 To raise students’ performances and develop their potential 
 1.3 To foster a reading culture among the students 
 1.4 To develop an ever–improving capability to use English for thinking and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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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bjective, strategies and evaluation 

Objective Strategies Effectiveness Reflection & Feedback 

2.1 Develop school-based gifted education   

 2.1.1 Enhance 
students’ higher 
order thinking 
skills 

- Design or modify lesson 
plans that apply higher order 
thinking skills.  

- With the help from the English teaching expert, J.1, 
J.3, J.5 and J.6 teachers designed at least two lesson 
plans each level that applied higher order thinking 
skills respectively.  

- J.1 teachers selected the topic ‘My Favorite Food’ 
and used categorization to put the food items into 
different groups. Students also had to give reasons to 
their choices of their favourite menu. J.3 teachers 
selected the topic ‘Happy Birthday!” and used 
creative grid to create the ending of the story. J.5  
teachers selected the topic ‘Helping the Police’. 
Students had to provide proper reasons for an act. 
Students also had to analyse a case to find out the 
thief. J.6 teachers selected the topic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used mind mapping to think of new 
ideas. Students also used S.C.A.M.P.E.R. to create a 
new product from recycled materials. 

- Students with the new design,got more exposure to 
e-learning or critical thinking. 

- Teachers of all the levels designed or amended four 
reading comprehension worksheets to develop 
students’ skills on applying, analyzing ,evaluating 
and creating. Students mainly had to analyse the text 
and extract useful information from it. For some 
worksheets, students had to make jugdement on a 
topic and answer some questions, give advice or 
make comparison etc.  

- Since it was the third year to apply higher order 
thinking skills, teachers are more familiar with 
different strategies. Teachers designed tasks 
with more variety not only focusing on the target 
strategies for their levels. The co-plan lessons 
with the expert provided a chance for teachers to 
explore the use of different higher order thinking 
strategies in the lessons. All the teachers found 
that these strategies were useful in developing 
students’ thinking skills. A sharing session was 
held in the panel meeting to help teachers apply 
the skills in their teaching. Since there are a lot 
of useful lesson plans developed, teachers can 
continue to amend the existing lesson plans to 
suit the needs of our students in the coming year. 

- The questions set in the comprehension 
worksheets are amended to suit the needs of the 
students. The questions set also had more 
variety. Teachers had to guide students to work 
on the worksheet in order to have a better result. 
In the coming year, teachers can amend the 
worksheets focusing on the part of ‘creating’ 
more. 

‧For J.1 & J.2, students can 

use brainstorming and mind 
mapping to generate ideas.  

‧For J.3 & J.4, students can 

use morphological matrix 
and S.C.A.M.P.E.R. 
techniques to create new 
ideas. 

‧For J.5 & J.6, students can 

use the value grid and 
R.A.F.T. strategy to 
evaluate or create ideas and 
think from new 
perspectives. 

‧For all levels,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develop skills 
on applying, analyzing , 
evaluating and cre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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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Strategies Effectiveness Reflection & Feedback 

   - Set one or two learning 
objectives or learning 
outcomes on applying higher 
order thinking skills and 
designing related teaching 
activities in the co-planning 
meetings. 

- In each of the co-planning meetings, teachers applied 
different higher order thinking skills when designing a unit 
plan. Other than the targeting higher order thinking skills 
suggested for each level, strategies such as Venn diagram, 
examine both sides, reasoning, 6 thinking hats, 
W-question and making prediction etc. are applied in the 
lessons. In addition, teachers of all the levels designed at 
least one higher order thinking question in each unit. For 
example, some questions were giving comments based on 
the reading, making decisions and evaluations. 

- This year, the co-planning meeting records were 
written in more details. Teachers set higher order 
thinking questions for each unit and activities that 
used higher order thinking skills and co-operative 
learning strategies. Teachers should spend more time 
to guide students to think step by step instead of 
rushing through the activity. In the coming school 
year, teachers should spend more time on the part of 
developing students’ thinking skills and giving 
students proper guidance in order to enhance their 
ability to think. 

- Integrate activities that use 
higher order thinking skills 
with co-operative learning 
strategies. 

- In the co-planning meeting, teachers integrated an activity 
using higher-order thinking skills with co-operative 
learning methods in each unit. They usually used ‘Round 
Robin’, ‘Think-write-share’ and ‘Numbered Heads 
Together’. After implementing the activities, teachers 
evaluated the effectiveness and made suggestions in 
co-planning meetings. 

 

2.2 Develop students’ potential   

 2.2.1   
   

Rais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 Amend the existing 
worksheets to include higher 
order thinking questions on 
applying, analyzing, 
evaluating or creating.  

- At least one higher order thinking question was added or 
amended to the existing worksheets in each unit. Teachers 
find it easier to set this kind of questions in the reading 
comprehension or a task sheet to guide students to give 
opinions or make judgements based on the texts. 

- As this is the third year, over 88% of teachers 
designed questions and different levels of 
worksheets, tasksheets or writings to facilitate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Teachers marked the 
details on co-planning meeting records for reference.  

- Some teachers did not add questions on some 
worksheets and may need more support when they 
set different kinds of higher order thinking questions. 
Therefore, we highly recommend teachers attend 
workshops that focus on gifted education or 
e-Learning next year so that they can gain more ideas 
on setting good higher order thinking questions and 
catering for individual differences. 

- Design worksheets and task 
sheets to cater for individual 
differences. 

 

- Different levels of worksheets, task sheets or writings 
were designed to cater for learning diversities in some 
levels. This could  provide more support and guidance to 
the weaker students. Meanwhile, the higher ability 
students could be challenged. 

 - Most of the teachers have asked the NETs 
 to proofread their students’ writing and saved them 
on the correct folder. Teachers found that uploading 
students’ work on the school website was a token of 
appre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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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Strategies Effectiveness Reflection & Feedback 

 2.2.1   
   

Rais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 Create assessment tasks and 
receive student performance 
reports through e-Learning 
platforms.  

- At least three assessment tasks are completed on the 
e-Learning platforms like STAR platform,Kahoot or 
Socrative.  

- The focus of the Interface Seed Project was on J4 this year. 
Two modules have been developed this school year, one 
for each term. In term 1, teachers chose the module on 
good habits. A self-assessment task has been designed to 
help students reflect on their own habits, which served as 
an input for their group discussion and as input for the 
categorisation activity. Through this module, students 
were able to reflect on their bad habits and set a goal for 
their New Year’s resolutions. The ‘six hats’ thinking skills 
introduced in the module were also revisited during the 
learning process. In term 2, the module on having fun 
together was chosen. The focus of this unit was higher 
order thinking skills as well as creativity. The story, Three 
Little Pigs, was chosen as input for the demonstration 
purpose. In order to activate students’ prior knowledge, a 
Kahoot! activity was designed to activate students’ 
knowledge on the different elements of a story. Students 
were then asked to read the story and identify the 
inappropriate use of verb tenses (i.e. past vs present 
perfect) and provide explanation. As the final task 
required students to bring in a new character with a special 
power and create a new ending for the story Happy Prince, 
the Three Little Pigs was used as a demonstration to show 
how S.C.A.M.P.E.R. could be applied to create a new 
ending. For their final writing task, students were required 
to summarise what happened in Happy Prince using the 
present perfect tense. Then they had to create a new ending 
to show what happened after the last piece of gold from the 
prince had been given. It was found that most students 
were able to create an appropriate ending. 

- All the teachers could create at least three assessment 
tasks and receive immediate reports through 
e-Learning platforms. 

- Teachers conducted this assessment according to 
their student needs and learning progress. The 
assessment could be flexibly used with other 
assessment tools at school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student learning. 

- Overall, teachers found the interface project useful. 
This year our focus was mainly on higher order 
thinking strategies and creativity. Therefore, less 
e-learning elements were included in the two units. 
Our advisory teacher suggested  teachers can 
strengthen the usage of present perfect tense when 
students create the new ending in term 2 next year. In 
the coming school year, we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the NET Section. We are planning to design at 
least a lesson plan for J.3.  

 
 
 

- Publish students’ good work 
on the school website. 

- We collected three pieces of students’ writing from each 
class in each term. Their work are uploaded on the school 
website in July. 

 

 
 
 
 
 
 



2017-2018年度周年報告 

P.71 

Objective Strategies Effectiveness Reflection & Feedback 

 2.2.2   
   

Assist students 
in developing 
their potential 

- Provide training in writing, 
debating, drama and 
puppetry for average and 
higher ability students. 

- For the writing class, all the students agreed that the class 
activated their interest in poetry and developed their 
writing skills.  The class joined Budding Poets and got the 
Poet of the School Award and received an award in the 
10th Create My Smart Storybook Contest. 

- For debate team, all of the students had positive feedback.  
Students agreed the class helped develop their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and it made them feel interested  in debate. 
The senior team got 2nd place in the HKPTU English 
debate competition among 50 competing schools and the 
junior team did two friendly matches. 

- For the drama group, all the students agreed that they have 
confidence to perform in front of the audience and learnt 
different skills in drama. They enjoyed the  course very 
much.  They created a new version of Three Little Pig and 
Humpty Beauty and performed at school in July. 

- For the puppetry class, all the students agreed that the 
course was useful and they had confidence to perform in 
front of the audience.  Over 80% of them were interested 
in joining the class next year. The class joined the Story to 
Stage Competition this year and also performed at school 
in July.  

- All the classes will be continued to provide training for 
higher ability students.  

 
 
 
 
 
 
 
 
 
 
 
 
 
 

- Arrange students to have 
English class performances 
on Day A. 

- This year class performance is arranged on Day A and 
there were only two classes each time.  Each level was 
given a specific topic like singing songs, performing a new 
ending of a story or others.  The flow of the performance 
was not rush and students’ performance showed more 
creativity this year. 

- Some teachers thought the voting system was not 
relevant enough to show the result and may discourage 
some students.  They suggested focusing on fun and 
creativity rather than competing between each other. 

- Organize ‘Pooi Kei’s Got 
Talent’ to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show their talent.  

- There were two days for the preliminary competitions and 
one for the finale.  Most of them worked in groups.  There 
were dramas, songs, puppetry show and dancing.  Both 
performers and audience enjoyed watching the show and 
some groups’ performance was really surprising.  

- Students’performance in the finale was surprisingly 
good. They can be complied to a folder for future 
watching. 

- Organize inter-class 
competitions for J.3 to J.6 
students. 

- Students enjoyed Kahoot Tournament, Upwards & 
Anagrams, Crazy 8’s & Rebus.  All the teams showed up 
in the competition. 

- Students enjoyed the competition especially the one 
involved using tablets and e-resources. Future games 
can be conducted in Kahoot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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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ROPOSED BUDGET 

  Item Estimated Income 
Estimated 

Expenditure 
Actual            
Income 

Actual          
Expenditure 

Surplus/           
(Deficit) 

2.1 School Grant $5,800.00   $2,530.0      

2.2 Sales of Phonics Booklets $12,000.00   $9,432.0      

2.3 English Day Camp $600.00   $600.0      

2.4 J.2 Readers(Surplus) $18,326.63   $18,326.6  $12,832.9    

2.5 Printing of Phonics Booklets   $12,000.00   $9,440.0    

2.6 English Day Camp   $600.00   $600.0    

2.7 J.2 Readers   $6,000.00   $0.0    

2.8 Guided Reading   $300.00   $539.0    

2.9 Boxes   $200.00   $0.0    

2.10 Competitions   $500.00   $96.5    

2.11 English Drama Group   $800.00   $416.4    

2.12 Puppetry   $500.00   $256.9    

2.13 Teaching aids and reference books   $500.00   $97.3    

2.14 Stationery   $200.00   $91.6    

2.15 Presents   $2,000.00   $1,458.0    

2.16 Teachers' textbooks   $800.00   $0.0    

 

Total： $36,726.63 $24,400.00 $30,888.6  $25,828.6  $5,060.0  

 
4. MEMBERS OF THE ENGLISH PANEL 

Ben Ho Agnes Chang Katie Kung Fun Pui Yan Phoebe Chan Isa Ho Pegs Lam Ada Law 
Melody Lau Natalie So Stella Ho Irene Tam Wing Cheng Chan Suk Yi Nam Fung Yee Queenie Yim 
Jessica Kuwata Daniel Edwards Sarah Kwai Yannie Siu Bintou Nim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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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1. 工作目的 

 1.1 根據教育局訂立的教學課程，透過數學各方面的學習，使學生能認識、了解和表達數字和空間在日常生活中的關係與規律，掌握基本數 

學概念和具備相當程度的數學能力，為升學及應用於其他學科奠定基礎。 

 1.2 透過數學科之學習，訓練學生的分析能力及解決困難的技巧。 

 1.3 引導學生欣賞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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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年度推行目標、策略及評估 

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2.1 發展校本資優教育   

 2.1.1 拓展學生高層

次思維能力

(課堂教學) 

- 老師幫助學生掌握概念、溝通、

推理、探究和解難的技巧。教師

在備課中訂定高層次思維目標並

擬定高層次的提問和運用合作學

習的策略培育學生的高層次思維

能力。 

- 從共同備課會議紀錄及教案中顯示，各

級全年都有最少兩個不同教學單元的課

堂教案，當中包含資優教學元素。老師

能引發學生就課題作深入討論和分析。 

- 本年度各級遞交教案的數量能達至要求，教案

格式亦能達至統一。根據老師觀察，大部分學

生都能運用高層次思維解答題目。來年建議老

師課後在教案中寫下自評和檢討，以便下年度

科任老師參考。 

- 在各年級有系統地教授解難策

略。老師在不同課題特意設計難

題，讓學生學習運用特定的解難

策略。 

- 各級都有運用 Model這解難策略及另一

自選解難策略設計難題(一年級：

Systematic Listing；二年級：Systematic 

Listing, Thinking Backward, 

Comparsion；三年級：Systematic Listing, 

Timeline, Questioning；四年級：
Systematic Listing, Reasoning, Drawing, 

Using table；五年級：Systematic Listing, 

Simple equation；六年級： Systematic 

Listing, Logical Reasoning, Using table) 。 

- 各級都配合教學需要教授不同解難策略，鞏固

學生運用解難策略的能力。下年度持續加強縱

向發展，全校學生需能自行運用 model 及

Systematic Listing解題，讓學生善用不同的策

略解難。 

 

- 課業設計加入培養學生創意元

素。 

- 全年舉辨了兩次課業分享會，老師分享

課業設計，提升課業質量交流。 

- 各級課業設計均有加入培養學生創意元素，讓

學生發揮創意。 

- 在教授「數」範疇時強調估算和

驗算，培養學生能對做事有較深

入的反思和判斷。 

- 根據問卷調查顯示，有 90%老師在教授

「數」範疇時有強調估算和驗算。過半

數同工有運用網上平台測試學生的估算

能力。按老師的評估，部分學生在運用

技巧估算和驗算答案的能力和態度仍不

是很理想。 

- 雖然老師有強調估算和驗算，但部分學生仍只

著重計算的準確，缺乏動機運用估算和驗算。

建議運用網上平台設計估算遊戲，以推動學生

運用所學技巧，加強數感的培養。 

 2.1.2 培育學生個人

及社交能力 

- 教師在課堂中刻意要求學生運用

「T-chart」的社交技巧進行討論

及匯報。 

- 根據問卷調查顯示，有 80%同工在分組

活動和匯報時有訓練學生執行「T-chart」

的社交技巧，教導學生欣賞、包容、接

納同學的差異。 

- 大部分學生在老師提醒後都能做到包容同學。 

只有部分學生在匯報和分組活動時表現較自

我。建議老師繼續提醒學生在下年度課堂合作

活動中，多欣賞、包容和接納同學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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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2.2 持續發展學生個人潛能   

 2.2.1   
   

持續提升學生

學習表現 

- 每級設一教「自學園地」，張貼

挑戰題目，鼓勵學生投稿，寫出

解題步驟及答案；並各班學生輪

流負責自擬難題目並張貼於「自

學園地」。老師鼓勵學生參與及

挑選題目展示。 

-「自學園地」全年有 8次投稿機會，上、

下學期各 4次。各級全年參與學生人數: 

一年級 233人，二年級 200人，三年級

132人，四年級 171人，五年級 85人，

六年級 348人。全年累積參與共有 3095

人次，當中有 1985人次能正確地回答問

題。 

- 個別學生會期待「自學園地」新題目的出現，

但一般學生的參與有賴科任老師的推動。學生

自擬題目能發揮學生創意，部分題目富挑戰

性，大部分學生積極參與創作。有見「自學園

地」已推行多年，參與人數亦有下降趨勢，來

年將由「生活中的數學」取代。內容以數學家

的故事、生活中的數學…等等有關，再配以問

題讓學生延伸自學。 

- 教師利用電子學習平台設計預習

課業或家課。並善用學生成績數

據，回饋教學。 

- 各級全年最少三次利用電子學習平台完

成家課。大部分學生都能按時完成，並

有助學生溫故知新。 

- 利用電子平台發放家課，能讓學生在假期中重

溫所學。老師亦能透過學生成續數據了解學生

表現較弱的地方，回饋教學，提升學習表現。 

- 教師利用電子學習平台設計學習

活動。 

- 各級各班均有進行最少一次電子學習的

活動，學生都喜歡並投入活動。 

- 大部分老師運用 Kahoot應用程式設計題目以

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果。Kahoot雖能令老師知

道學生的學習情況，最重要的是老師能切實地

跟進。 

2.2.2   
   

協助學生發揮

個人才能 

- 舉辦創意思維活動，讓學生發揮

創意。 

- 在試後活動與科學科合作，舉辦了全校

性計時器設計大賽。全校共收回 44份作

品，共 48人參與。低年級參與人數較踴

躍。另外，所有級別均有舉辦最少一項

級本展現創意活動。 

- 計時器設計比賽能讓學生發揮創意，部分學生

深感興趣，不時找老師分享如何製作。將來可

繼續與科學科合作，設計適合學生的創意活

動。 

- 向高能力學生提供更多參與校外

比賽或學習的機會。 

- 本年度共安排了一至六年級共 115人次

參與 5個不同的校外數學比賽，成績不

俗，共獲得 112個獎項，學生有所體驗

及發揮。另外比賽資料於學校網頁同時

發佈，讓全校學生亦可自行報名參加。 

- 鼓勵學生參與不同校外比賽，能提升學生的自

學精神。建議下年度繼續在網上同時發佈資

料，讓更多學生能挑戰自我參與比賽，發掘更

多數學科人才。 

- 推薦高能力學生參與外間機構主

辦富挑戰性的課程。 

- 分別有 2位和 3位五、六年級學生參加

了教育局的網上數學資優課程和成為資

優教育學苑學員(數學與科學範疇)。參與

網上資優課程學生分組在綜合課分享所

學，亦在地下大堂展出學習成果。 

- 學生參加網上課程後會按自己的學習進度修

讀。但個別學生欠責任感，以致追收學生匯報

資料有困難。亦因教育局停課以致分享會延期

舉行，學生預備時間不足。建議下年度預留足

夠時間，讓學生能先在分享會中匯報，再揀選

優秀組別在綜合課分享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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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政報告 

  項目 預算收入 預算支出 實際收入 實際支出 結餘/(超支) 

3.1 學校經費 $5,800.00   $2,307.2      

3.2 教師用書   $800.00   $0.0    

3.3 文具及消耗性用品   $500.00   $451.6    

3.4 數學活動獎品   $2,000.00   $1,855.6    

3.5 講員費   $1,000.00   $0.0    

3.6 數學課外活動、比賽報名費用   $500.00   $0.0    

3.7 教具   $1,000.00   $0.0    

  合計： $5,800.00 $5,800.00 $2,307.2  $2,307.2  $0.0  

備註： 

1. 本年度因已有專家備課，因此沒有邀請講員。 

2. 本年度教具仍未損耗，可繼續沿用，因此沒有添置新教具。 

 

4. 本組成員 

劉錦芳 馮潔雁 李敏儀 穆婷珊 羅賞華 張 忠 蘇永德 劉珮玲 謝潤華 鄧偉文 

王倩琪 馮家輝 李雲鵬 阮煒光 林耀南 季詩雨 楊素霞 李嘉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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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1. AIMS 
 1.1 Have students informed of the major concepts and basic theories in Science and the nature. 
 1.2 Help students to develop the spirit of exploring and admiring the physical world. 
 1.3 Help students to acquire the thinking skills, basic methods and procedures in Science. 
 1.4 Help students to develop problem-solving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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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bjective, strategies and evaluation 

 
 
 
 
 

 

 

 

 

Objective Strategies Effectiveness Reflection & Feedback 

2.1 Develop school-based gifted education   

 2.1.1 Develop students’ 
higher order 
thinking ability 

- In each level, the subject teachers 
have to design two 
high-order-thinking lesson plans.  
They then take turns to share with 
the teachers in the subject meeting 
so as to enhance the teaching and 
homework quality. 

- Different HOT strategies have been adopted to the 
curriculum of different levels: 

HOT Level HOT Level 

SCAMPER J.1 
Venn’s 

diagram 
J.1 & 3 

Mind map J.3 & 4 POE J.2,3,5 & 6 
Tree 

diagram 
J.1,4,5 & 6 Flow chart J.3 & 6 

  Two high-order-thinking lesson plans have been 
designed in each forms.  Some plans have been shared in 
the Science panel meetings. 

- POE is one the HOT strategies that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different 
levels, so students are quite good 
at and familiar with this strategy. 

- In this year, one level tried to use 
SCAMPER in the teaching, but 
students found it difficult to use.  It 
is suggested that teachers can start 
from the easier one e.g. Substitute 
and Combine. 

- In the lower level, subject teachers 
modify some learned thinking 
tools.  Some new thinking tools  
e.g. mind mapping, life cycle and 
Venn’s diagram are recommended 
to add to each level for the coming 
year. 

-  Mind maps, tree diagrams and Venn’s diagrams have 
been applied in the lower level.  Mind maps could help 
stimulate students’ ideas and use these tools to organize 
their outcome so that they could deliver or present their 
ideas more systematically in the classes. 
 
 

 

- In the upper level, “SCAMPER” is 
recommended as a teaching 
strategy to adapt into the lesson 
plans to enhance the students’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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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Strategies   

2.2 Develop students’ potential   

 2.2.1   
   

Raise 
students’academic 
performance 

 

- At least two level meetings should 
be held in this academic year and  
some new higher order thinking 
tools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planned lesson. 

- All subject teachers in different levels have done two 
form meetings and applied HOT tools in the lessons. 

- E-learning has been used in J.1 to J.6 lessons. 
Kahoot:  J.1, J.5 and J.6 
QR code: J.2 and J.4 
STEM Project: J.2, J.3 and J.5 
Web site scanning:  J.4 and J.6  

- About 80% of J.2 to J.6 subject teachers agreed that 
students were capable to apply HOT tools in their 
learning. 

- However, about 60% of J.1 
teachers agreed that students 
needed more guidance to use HOT 
tools when they did the task. 

- Using Kahoot could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in the lessons and 
initiate their self-learning. 

- An e-learning lesson will be tried 
out from level J.3 to J.6. 

- Nearly 100% of students enjoyed using e-learning in the 
lessons and they thought they are fun. 

 

2.2.2   
   

Help students 
develop their 
potential and talent 

- Science Experiment In-school 
Competition will be held.  Some 
creative elements should be 
applied to their new design. 
Students work as a team to 
demonstrate a science experiment 
in front of the schoolmates.   

-  In May, 2018, Science Experiment In-school 
Competition has been held successfully.  Upper level 
students actively took part in this competition but not too 
many J.1 and J.2 students joined the activity.  About 90% 
of the participants agreed that the competition were 
interesting and challenging.  In addititon, more students 
borrowed books about science experiments from the 
school library during that period. 

- We thought that the competition 
could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towards science and they also 
learnt with fun and great interest. 
It also encouraged them to read 
more non-fiction books. 

- All students could participate in the 
competition through different 
ways which can enhance students’ 
involvement in science  activities.  
It was suggested to have this 
activity next year again. 

- Winners of the In-school 
competition will be chosen to 
demonstrate and teach other 
students how to do the 
experiments in the Science 
Corner. 

- Four teams in the lower forms and the upper forms have 
been chosen to enter the final round.  All the experiment 
processes have been videoed and broadcasted via the 
school TV channel in the tutorial lessons.  Students could 
vote for their favorite team in two different groups.  The 
voting part ‘enlarged’ students’ participation. 

-  

- Science Day will be held.  - Science Day can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to learn science and it is 
worth holding again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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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ROPOSED BUDGET 

  Item 
Estimated 
Income 

Estimated 
Expenditure 

Actual            
Income 

Actual          
Expenditure 

Surplus/           
(Deficit) 

3.1 School Grant $7,600.00   $7,556.6      

3.2 Reference books   $1,000.00   $1,856.7    

3.3 Topic-related experiments   $1,000.00   $449.4    

3.4 Apparatus   $1,200.00   $1,595.8    

3.5 Presents   $1,000.00   $665.2    

3.6 Teachers' textbook   $400.00   $120.0    

3.7 Chinese Medicine Curriculum   $2,000.00   $2,025.5    

3.8 Science Day   $1,000.00 $240.0  $1,084.1    

 
Total: $7,600.00 $7,600.00 $7,796.6  $7,796.6  $0.0  

 
4. MEMBERS OF THE ENGLISH PANEL 

Cheung Chung Wong Qian Qi Melody Lau Ivy Muk Fung Ka Fai Ada Law 
Jasmine Fung Lee ka Yi  Lau Kam F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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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 

 
1. 工作目的 

 1.1 使學生對個人、家庭、社會、國家、大自然各方面都有基本的知識。 

 1.2 培養學生學習生活技能，訓練他們有敏銳的思考、分析和欣賞能力。 

 1.3 透過專題研習，讓學生對該單元有更深入的瞭解和認識，並訓練學生的自學，自我解難及創意等多方面能力。 

 1.4 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養成良好的品格及健康的生活習慣，使他們日後在對人和處事方面表現積極，客觀和負責任的態度。 

 1.5 使學生對祖國有全面的認識及培養對國家的歸屬感和國民身份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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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年度推行目標、策略及評估 

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2.1 發展校本資優教育   

 2.1.1 拓展學生高層

次思維能力(課

堂教學) 

- 每學期教授一些高階思維策略，設

計有關活動或工作紙，以評鑑及創

意為主。 

- 各級別均能夠完成共同備課，並設計有關活動。 

- 有多於 80%學生能從課堂提問中表現已掌握相關

高層次思維技巧。 

- 各級已完成具高層次思維策略的教案兩份，其中一

份包含電子學習元素。 

- 教學雖然有難度，講解需時，但最後

學生的表現還不錯，可持續進行共同

備課。 

2.1.2 培育學生個人

及社交能力 

- 安排學生探訪基層獨居長者，全年

探訪不少於三次，探訪同一位長

者，讓學生學習與長者交談技巧，

了解他們的需要，從而學習與別人

相處。 

- 90%參與活動的學生認為活動有助他們認識基層

獨居老人的需要，並學會與長者交談技巧，有助日

後與長者相處。 

- 探訪活動以不同形式進行有助學生

掌握與長者相處技巧，學生反應理

想，樂於主動與長者交談。 

2.2 持續發展學生個人潛能   

 2.2.1   
   

持續提升學生

學習表現 

- 每級每學期最少設計一張加入「創

意」元素的工作紙。 

- 一年級未能完成相關工作紙設計。 

- 約 80%學生能於工作紙展現「創意」元素。 

- 學生表現理想，可持續進行工作紙及

剪報工作紙安排。 

- 部分學生以文字敘述個人意見較簡

單，以口頭表述表現較理想，宜加強

學生在文字表述方面能力。 

- 每學期設計一張剪報工作紙，訓練

學生「分析與整理」、「評鑑」的

高層次思維能力。 

- 約 70%學生能掌握「分析與整理」、「評鑑」的高

層次思維能力。 

 

- 每級全年最少一次利用電子學習

平台設計相關的學習活動。 

- 約 80%學生對電子學習感興趣。 - 學生對電子學習感興趣，部分級別能

使用不同 APP進行，情況較去年理

想。但仍有不少級別以評估形式進行

(如 kahoot)，宜多利用不同媒介進行， 

使電子教學活動更見多元化。 

2.2.2 協助學生按個

人能力發揮才

能 

- 舉辦有關傳統工藝工作坊，讓學生

認識傳統工藝。 

- 所有參與工作坊的學生認為活動有助他們認識傳

統行業，從而了解社區與傳統手藝(花牌)的關係。 

- 學生對傳統工藝感興趣，建議有關工

作坊可續辦。 

- 課後增設有關「環保創意手工」的

多元智能課程，以提升學生的創意

及對環保的認識。 

- 約 80%參與多元智能課程的學生認為課程有助他

們提升創意及對環保的認識。 

- 由於多元智能課程報讀人數過少，下學期未能開辦

「環保創意手工」的多元智能課程。 

- 學生選擇多元智能課程多以運動、音

樂為主，建議可舉辦單次工作坊以強

調環保或傳統手藝訊息，較易吸引學

生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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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政報告 

  項目 預算收入 預算支出 實際收入 實際支出 結餘/(超支) 

3.1 學校經費 $3,000.00   $666.4      

3.2 文具雜項   $400.00   $81.6    

3.3 參考書及教具   $1,000.00   $345.6    

3.4 教師用書   $800.00   $0.0    

3.5 獎品   $800.00   $239.2    

  合計： $3,000.00 $3,000.00 $666.4  $666.4  $0.0  

 

4. 本組成員 

黃碧連 林耀南 馬素云 劉恩慈 劉珮玲 范珮恩 劉錦芳 蔡春暉 林耀輝 林威 

鄭巧欣 呂艾媚 譚潔蓮 阮煒光 蘇永德 嚴慧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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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科 

 
1. 工作目的 

 1.1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1.2 讓學生認識主耶穌，啟發他們去追尋真理，得到永生，並培養正確的生活態度。 

 1.3 以基督的愛建立關愛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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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年度推行目標、策略及評估 

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2.1 發展校本資優教育   

 2.1.2 培育學生個人

及社交能力 

- 配合宗教組早會的信息，透過課堂

教學活動，讓學生能從聖經中認識

生命的意義和價值。 

- 學期終結老師及學生的問卷調查顯示聖經課業

能連繫早會信息，將信仰生活化，在生活中學習

節制及忍耐的聖靈果子，能培養學生良好的社交

能力。 

 

- 大部分學生能從早會的信息中認識神， 

故來年聖經課業會繼續與早會信息連

繫，以鞏固學生對神的認識，克服困

難，培養學生正向思維的態度。 

 

‧上、下學期各一次於聖經課堂上

連繫早會的信息。上學期：如人

的罪、神的拯救；下學期：節制

和忍耐的品格。(課文與早會信

息相關的，須標示在進度表上) 

‧協助宗教組推行活動-「我是節

制小勇士」及「我的見證」。 

  

‧運用「撕十字架紙」及「五色福

音寶盒」佈道工具，向學生傳福

音，並着學生向別人傳福音，以

培育學生個人及社交能力。 

- 透過問卷，顯示大部分學生能用這兩種佈道工

具向親友傳福音。 

- 來年會運用「無字書」佈道工具向學生

傳福音，並着學生向別人傳福音，分享

信仰。 

2.2 持續發展學生個人潛能   

 2.2.1   
   

持續提升學生

學習表現 

- 老師優化及設計信仰反思題，讓三

至六年級學生在金句簿內「感想」

一項改為「信仰反思題」，讓學生

反省自己信仰和逐步提升學生學

習表現。 

- 透過問卷，顯示信仰反思題能具體讓學生反思 

神的話語，反思自己的信仰，確實較從前課後感

想為好。 

- 配合訓輔組，若課題與身心靈健康有關

的，會標示在進度表上，着老師強調培

養學生正向思維的態度。 

- 配合課程組，在 Day F早上會以趣味形

式推介聖經的知識，藉此希望更多學生

接觸信仰，認識神。 

2.2.2   
   

協助學生發揮

個人才能 

- 安排學生在小舞台作聖經朗誦比 

賽預演或話劇表演。 

- 學生在聖經朗誦比賽前於小舞台作預演，有七 

位學生比賽，三位學生取得獎項。 

- 除了使用小舞台讓學生朗誦外，亦可在 

大堂的電視屏幕展示學生個人才能，另

來年會着小門徒多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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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政報告  

  項目 預算收入 預算支出 實際收入 實際支出 結餘/(超支) 

3.1 學校經費 $3,500.00   $1,613.3      

3.2 獎品及文具   $400.00       

3.3 參考書及教具   $1,000.00   $787.0    

3.4 教學材料   $1,300.00   $256.3    

3.5 教師用書   $800.00   $570.0    

 合計： $3,500.00 $3,500.00 $1,613.3  $1,613.3  $0.0  

備註： 

因無字書材料較便宜，故少支出教學材料費 

 

4. 本組成員 

劉珮玲 林少英 馬素云 陳淑儀 藍鳳儀 謝主力 李嘉儀 何瑞祥 馮家輝 穆婷珊 

鄭詠儀 何兆群 嚴傳道 馮潔雁 蘇永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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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科 

 
1. 工作目的 

 1.1加強學生普通話的說話、聆聽、朗讀及拼音能力。 

 1.2提升學生主動學習普通話的動機。 

 1.3發掘學生潛能，提供訓練予有關學生運用普通話演說或表演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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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年度推行目標、策略及評估 

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2.2 持續發展學生個人潛能   

 2.2.1 
 

持續提升學生

學習表現 

- 在課堂上繼續進行「一分鐘演出」 

(例:朗誦、繞口令等)，每位學生自

備演出題材，其他同學須填寫評分

表給予評價。  

- 每位學生已完成「一分鐘演出」，並欣賞他人表演

及給予評分。演出題材多元化，各班均有表現出色

的學生代表參加「普通話周」演出。 

- 為提升學生的高層次思維能力，建 

議每班以小組形式改編課文故事

及演出，讓學生發揮其創造力。 

- 舉辦「普通話周」，由學生擔任司

儀，讓每班於「一分鐘演出」表現

優秀的學生午息時在小舞台演出。 

- 在「普通話周」舉辦了三次優異演 出，其中一次由 

學生擔任司儀，學生流暢地以普通話作介紹。整體

活動能達致多聽多說之效。 

- 繼續舉辦「普通話周」，以故事改 

編形式演出，邀請學生擔任其中一 

次司儀。 

2.2.2 
 

協助學生發揮

個人才能 

- 繼續在人才庫資料中挑選學生參 

加普通話朗誦比賽及擔任內地交 

流生關顧大使。 

- 老師挑選具能力的學生參加普通話朗誦比賽，成績 

優異。此外，學生在擔任內地交流生關顧大使時表

現理想，能發揮橋樑角色。 

- 繼續在人才庫中挑選普通話優秀

學生參加比賽及演出，以發揮他們

的潛能。 

- 每班挑選普通話小老師，每位同學

須自選談話內容與普通話小老師

交談。 

- 每位學生已完成最少一次與小老師交談，部分學生

更主動交談超過五次。 

- 為配合訓輔組推廣正向思維的生 

活態度，下學年會要求學生向小老

師分享一次成功的經驗。 

- 讓能力優秀的學生協助老師以普 

通話進行「普通話日」早會。 

- 已在六月舉行「普通話日」早會，以話劇形式教導 

學生課室日常用語。協助演出的學生表現出色，讓

台下學生在欣賞之餘亦可學習普通話。 

- 繼續在新學年舉辦「普通話日」早 

會，以認識普通話用語及語音知識 

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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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財政報告 

  項目 預算收入 預算支出 實際收入 實際支出 結餘/(超支) 

3.1 普通話津貼 $1,200.00   $1,014.0      

3.2 小禮物   $1,200.00   $1,014.0    

  合計： $1,200.00 $1,200.00 $1,014.0  $1,014.0  $0.0  

 

4. 本組成員 

何靜儀 鍾綺明 廖麗雲 馬素云 馬秋儀 蔡起鳳 葉惠芳 葉翠然 張忠 范珮恩 

藍鳳儀 張燕 蔡春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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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組 

 
1. 工作目的 

 1.1 引導學生掌握視覺藝術的基本概念與技能。 

 1.2 培養學生對藝術的興趣，在學習上發揮創意。 

 1.3 引導學生把藝術用於生活當中。 

 1.4 提高學生對藝術評賞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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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年度推行目標、策略及評估 

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2.1 發展校本資優教育   

 2.1.1 拓展學生高層

次思維能力

(課堂教學) 

- 優化現有課堂工作紙，加入高層次

思維元素(創意)，並在教學進度中

顯示出來。 

- 全校 24班均在課堂上不少於一次使用高層次思

維元素(創意) 工作紙。老師認同工作紙能提升學

生的高層次思維能力。 

 

- 優化的工作紙及高層次思維元素的

課堂活動有助學生思考及創作，對學

生構思作品設計概念很有幫助，從而

提升學生的創意，建議來年可按課題

而選用有關的資料及教學活動。 

- 在現有的視藝課程中，加入高層次

思維元素(創意)的教學活動。 

- 全校 24班都有在現有的視藝課程中，加入高層次

思維元素(創意)的教學活動。 

- 學生都喜歡有關的活動。 

 

2.2 持續發展學生個人潛能   

 2.2.1   
   

持續提升學生

學習表現 

- 設計包含電子學習的課堂活動並

安排在科組內分享。 

- 已在上學期的視藝會議上由視藝科組長向科任分

享電子學習課堂活動。 

- 科任認同分享對其教學有幫助。 

- 學生對電子學習的課堂活動感興趣， 

惟老師在視藝課堂內使用電子學習

的課堂活動並未普及，要多鼓勵老師

在視藝課堂內使用。建議可建立視藝

課的電子學習課堂活動資料收集庫， 

為老師提供更多的資源及幫助。 

- 為學生舉辦工作坊，提供課堂以外

的藝術技能給學生，擴闊學生視

野。 

- 藍印(Cyanotype)工作坊在 2018年 1月 8日放學後

舉行，本校邀請「光影作坊」的專業導師到校教

授學生「藍印顯影術」。由於報名人數超逾限額，

所以抽籤決定，共抽出 20名學生參加。透過學生

問卷得知，有 14名學生對工作坊感興趣及非常感

興趣；有 15名學生對所學的技術在生活中有用。 

- 超過一半參加的學生對工作坊感興

趣，並對所學的技術在生活中覺得有

用。可見藍印工作坊能提供課堂以外

的藝術技能給學生，擴闊學生的視

野，提升他們在藝術上的學習表現。

建議來年可舉行另外一些工作坊，例

如 3D打印、摺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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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2.2.2   
   

協助學生發揮

個人才能 

- 利用聯校視覺藝術巡迴作品展的

工作紙進行全校性的創意思維活

動，讓學生發揮創意。 

- 聯校視覺藝術巡迴作品展在 2018年 1月 22至 31

日在培基小學舉行，是次全校 24班均到多用途場

地欣賞藝術展，透過老師問卷調查了解聯校視覺

藝術巡迴作品展提升學生創意的成效，結果顯示

有 3位老師非常同意及有 8位老師同意聯展的設

計工作紙能讓學生發揮創意，佔了全校視藝老師

的 91.7%。 

- 結果顯示 91.7%老師認同聯展的設

計工作紙能讓學生發揮創意。視藝組

在試後活動試行未來筆盒的創意設

計活動，結果非常滿意，學生能大膽

嘗試，勇於創新，設計一個新穎且多

功能的未來筆盒，讓學生發揮創意，

日後可考慮同類形的創意設計活動。 

- 加強學生將藝術用於日常生活中， 

學期末舉行藝術日，安排試後活

動，舉辦大約 6個藝術創作攤位，

為學生提供更多創作藝術的機會， 

發揮創意，從中增加學生對藝術的

興趣。 

- 藝術日已在 6月 29日和 7月 3日分兩天舉行，今

年視藝組與家教會合辦共 6個藝術創作攤位，供

一至五年級學生參與。根據上學年藝術日問卷調

查建議，今年仍然舉辦神奇縮膠、彩沙樽和畫面

畫，而新增了風鈴掛飾、陀螺和捕夢網製作的藝

術攤位。活動完結後各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共收

到 599份問卷。報告顯示，有 549人(92%)能在時

段內參加三個或以上的攤位，可見活動時間充裕， 

學生可參與多於三個或以上的攤位。另外，從問

卷結果得知，最受歡迎的攤位分別是陀螺、神奇

縮膠、彩沙樽和畫面畫，有 323人(56%)喜歡陀螺， 

有 309人(54%)喜歡神奇縮膠，286人(50%)喜歡

彩沙樽，245人(43%)喜歡畫面畫(建議來年可以繼

續舉辦)，喜歡捕夢網製作攤位的人數最少，只有

174人(309%)，來年可考慮取消，以其他攤位取

代。 

- 建議來年繼續與家教會合辦藝術日， 

部分受學生歡迎的攤位可以繼續舉

辦，包括陀螺、神奇縮膠、彩沙樽和

畫面畫；其餘不受學生歡迎的攤位，

例如捕夢網製作，可考慮更改其他創

作攤位。此外，從當日協助的老師觀

察所得，風鈴掛飾和捕夢網製作不太

適合一至二年級學生，因為涉及串繩

工序及製作步驟較複雜，大部分一至

二年級學生須由家長義工協助才可

完成，建議來年更改其他創作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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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政報告 

  項目 預算收入 預算支出 實際收入 實際支出 結餘/(超支) 

3.1 學校經費 $4,500.00   $3,562.9      

3.2 學生視藝材料費 $61,153.00   $60,617.0      

3.3 學生全年視藝材料   $61,153.00   $60,555.3    

3.4 視藝科文具及消耗品   $1,500.00   $1,398.0    

3.5 聯校視覺藝術巡迴作品展   $500.00   $242.6    

3.6 參考書   $500.00   $0.0    

3.7 藝術日材料   $2,000.00   $1,984.0    

  合計： $65,653.00 $65,653.00 $64,179.9  $64,179.9  $0.0  

 

4. 本組成員 

    呂艾媚  張燕  林少英  李嘉儀  鍾綺明  蘇鳳玲  馬秋儀  何兆群  羅賞華  蘇永德  譚潔蓮  劉珮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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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 

 
1. 工作目的 

 1.1 使學生學習音樂知識，建構音樂概念，訓練他們的歌唱和演奏技能。 

 1.2 透過認識中國樂器、欣賞中國民歌、樂曲及戲曲，培養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 

 1.3 發揮學生創意和培養評賞音樂的能力。 

 1.4 透過參與多方面的音樂團隊活動和培訓，提升學生的音樂潛能，建立團隊精神和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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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年度推行目標、策略及評估 

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2.1 發展校本資優教育   

 2.1.1 拓展學生高層

次思維能力

(課堂教學) 

- 運用電腦創作樂曲。 

- 優化工作紙加入創意作元素。 

- 100% 4-6年級全年超過兩次運用創作軟件

MUSESCORE進行音樂創作活動。 

- 100% 4-6年級已完成具創意元素的課業。 

- 約有 50%班級能提供創作佳作。 

- 來年要規定學生把相關軟件下載到

家中電腦進行課後打譜練習，使學生

透過多練習、多運用，從而更純熟地

使用打譜軟件作音樂創作。 

2.2 持續發展學生個人潛能   

 2.2.1   
   

持續提升學生

學習表現 

- 運用電子學習資源、網上學習平

台，延伸教學，增進音樂知識。 

- 4-6年級已於聖誕假期進行一次網上自學課業。 

70%的班級有運用平板電腦進行音樂活動。超過

80%學生認同運用電子學習有助提昇學習樂的趣

味性及增進音樂知識。 

- 運用 YOUTUBE音樂資源，學生觀

看指定的音樂片段，評賞音樂，分析

音樂元素。 

2.2.2   
   

協助學生發揮

個人才能 

- 透過隨堂演奏、小舞台及午間音

樂會等，提供學生多個表演平 

台，發揮學生的音樂潛能。 

- 推薦學生參加校外音樂比賽。 

- 超過 80%學生於課堂已完成最少一次課堂表演， 

70%學生表示喜歡這活動，並 超過 80%學生認同

課堂演出可讓他們展現音樂才能。 

- 下學期安排參加校際音樂比賽的同

學在班預演，以增強他們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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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政報告  

  項目 預算收入 預算支出 實際收入 實際支出 結餘/(超支) 

3.1 學校經費 $27,300.00   $21,752.1      

3.2 樂器           

  a. 更換四個鋼片琴   $4,000.00   $4,420.0    

  b. 購買一套手鈴   $10,000.00   $9,930.0    

3.3 樂團外出比賽/演出費(包括樂器搬運費)   $3,000.00   $2,722.3    

3.4 樂器維修保養    $3,000.00   $480.0    

3.5 教材、樂譜、光碟、教學軟件及參考書    $2,500.00   $152.8    

3.6 獎品及文具    $2,000.00   $2,745.4    

3.7 樂團到校表演費    $2,000.00   $1,301.6    

3.8 教師用書   $800.00   $0.0    

  合計： $27,300.00 $27,300.00 $21,752.1  $21,752.1  $0.0  

 

4. 本組成員 

陳淑儀 鄭詠儀 藍鳳儀 張燕 龔曉雯 陳海婷 謝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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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 

 
1. 工作目的 

 1.1 教導學生不同的體育運動技巧。 

 1.2 增進學生的健康，促進身體各部功能，使身體獲致全面的發展。 

 1.3 提高學生對運動的興趣。 

 1.4 讓學生能養成運動的良好習慣。 

 1.5 培養學生公正的態度及良好的體育精神。 

 1.6 培養學生對團體的責任感和歸屬感。 

 1.7 培養學生優美的體態，加強他們對優美事物的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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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年度推行目標、策略及評估 

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2.1 發展校本資優教育   

 2.1.1 培育學生個人

及社交能力 

- 優化「團隊建立」活動，透過歷奇

活動，透過會談、分享及引導，讓

學生互相了解，加強協作能力。 

- 三日兩夜的「團隊建立」訓練營於 12月中於烏

溪沙青年新村舉辦。老師透過觀察，發現大多

數參與的學生都能在面對困難的時候，突破自

己。另外，透過問卷調查，大多數的學生都表

示活動能讓學生之間互相了解，並加強互相協

作的能力。 

- 「團隊建立」訓練營對學生的幫助

很大，特別在個人突破方面，隊員

間的互相了解、協作等等，很值得

繼續舉辦。 

- 挑選學生作領袖訓練，提供機會培

訓及發揮學生的領導才能。 

‧於每班挑選最少一名學生作運

動領袖，上堂時，帶領全班同

學做熱身運動。 

‧邀請運動領袖協助老師管理體

育室用具。 

- 據體育科老師的反應，一至六年級各班都有邀

請當學生運動領袖，帶領同學做熱身運動，並

且每次邀請的時候，同學的反應都很踴躍。另

外，協助管理體育室用具的同學都很積極，奈

何體育室的用具使用太過頻繁，同學收拾完不

久，經過一整天的使用，很快又變得不再整齊。 

- 經過幾年的經驗，體育室用具的管

理不能單靠一群同學定時整理，還

需要各位老師每次下課後，着同學

自行整理。 

2.2 持續發展學生個人潛能   

 2.2.1   
   

持續提升學生

學習表現 

- 優化低小(J1-J3)的 Fitness training, 

及於高小(J4-J6)進行運動家課。 

‧以 Fitness training的形式，要求

學生多做運動，對象推廣至一、 

二及三年級。 

- 低小 Fitness training的動作已於體育課上向一至

三年級的學生推廣，各學生使用場地做運動的

次數亦達標。 

- 大多數四至六年級的同學已完成運動家課的要

求，並以 SOCRATIVE 手機軟件作記錄。 

-由於低小的 FITNESS TRAINING 已

開展，下學年可以繼續推廣，鼓勵

低小學生於課餘時間到 1/F多用途

場地的 FITNESS CORNER 多做運

動。 

- 利用 SOCRATIVE 手機軟件為運動

家課作記錄的方式已經為學生所熟

習，因此運動家課可繼續用此方式

進行。 

‧優化運動家課，繼續於四年級

至六年級進行，以提升學生的

敏捷度、心肺功能及肌肉力量。 

有關的計畫會先於體育課上進

行推廣及後要求學生於課餘時

間進行，並作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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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政報告 

  項目 預算收入 預算支出 實際收入 實際支出 結餘/(超支) 

3.1 學校經費 $40,800.00   $91,529.7      

3.2 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4,000.00   $2,000.0      

3.3 消耗性教具：           
  例如：球類、球拍、豆袋、膠環等   $4,500.00   $61,885.0    

3.4 比賽報名費及運動員註冊費   $5,000.00   $5,250.0    

3.5 運動員訓練及比賽：           
  午膳、交通費及雜項   $5,000.00   $6,820.8    

3.6 陸運會：           

  a.支付 2018-2019年度場地租金   $1,000.00   $910.0    

  b.訂製陸運會用獎盃、獎牌   $3,500.00   $3,660.0    

  c.飲品、茶點、午膳   $3,000.00   $3,763.2    

  d.紀念品   $1,500.00   $328.5    

  e.啦啦隊用品   $1,000.00   $0.0    

  f.陸運會用品運輸費   $900.00   $460.0    

  g.雜項用品   $800.00   $349.0    

3.7 水運會：           

  a.支付 2017-2018年度場地租金   $2,600.00   $2,215.0    

  b.訂製水運會用獎盃、獎牌   $3,500.00   $2,300.0    

  c.紀念品   $1,000.00   $0.0    

  d.啦啦隊用品   $800.00   $169.0    

  e.水運會用品運輸費   $900.00   $769.2    

  f.雜項用品   $800.00   $1,213.0    

3.8 運動推廣計劃   $3,000.00   $341.6    

3.9 級際比賽   $2,000.00   $990.2    

3.10 校隊「團隊建立」小組活動   $4,000.00 $12,000.0  $14,105.2    

  合計： $44,800.00 $44,800.00 $105,529.7  $105,529.7  $0.0  

 

4. 本組成員 

鄧偉文    林威    阮煒光    李敏儀    何瑞祥    李雲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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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科 

 
1. 工作目的 

 1.1 培養學生有效並迅速地處理資訊的能力。 

 1.2 培養學生成為主動性強、具探究精神和創意的學習者。 

 1.3 培養學生終生自學的態度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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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年度推行目標、策略及評估 

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2.1 發展校本資優教育   

 2.1.1 拓展學生高層 

次思維能力

(課堂教學) 

- 建立一個有系統的編程課程。設計最多

五節三及四年級的編程課程，以配合上

學年度五年級及六年級剛推行的編程

課程。 

- 三年級電腦課程中加入了四節 LEGO WEDO 

2.0編程課室，大部分學生均能完成任務，更

有一至兩組同學完成基本要求後向更高的難

度挑戰。學生表現興奮，也很投入。四年級

方面，加入了 Scratch課程，教學生利用編程

繪畫幾何圖形，學生均能掌握。 

- 可深化來年度五年級電腦編程課程， 

加入 Micro:bit編程內容。而六年級

課程可加入 3D打印製作課程，豐富

電腦科課程內容，不再局限於電腦

應用。 

 

- 深化已推行的五及六年級編程課程，增

加一些難度較高，挑戰性較大的任務，

讓有興趣及有潛質的同學利用課堂以

外的時間完成。 

- 六年級已深化編程內容，加入利用編程製作

音樂，配合 mBot閃燈效果。 

 

- 在三至六年級電腦課中，加入兩節培養

學生資訊素養的內容。 

- 三至六年級上、下學期各加入一節培養學生

資訊素養的課程，惟學生反應欠佳。 

- 可向教育局資訊科技組索取更多有

關教材內容，以深化及活化教材內

容。圖書館主任會於三至六年級圖

書課內編寫有關資訊素養的內容。 

2.1.2 培育學生個人

及社交能力 

- 在設計編程課程時，以分組形式進行活

動，例如：六年級機械人控制課程中，

學生要以兩至三人一組進行活動，藉以

訓練學生合作及提升他們社交的能力。 

- 六年級全年課程均以小組形式進行，在課堂

上，學生均表現出互相合作，互相幫助。 

- 來年級仍會繼續推行小組形式進行， 

但可以不同形式組合。 

2.2 持續發展學生個人潛能   

 2.2.1   
   

協助學生發揮

個人才能 

- 與負責課後興趣班的公司合作，推薦一

些有潛質的學員，自成一組，給予他們

較難深的任務。 

- 本學年度有兩名有潛質的六年級學生參加

LEGO興趣班自成一組，並獲派不同的任務， 

他們均很喜歡此一安排。可惜今年校際比賽

與本校畢業典禮相撞，他們未能參加比賽。 

- 來年度會再挑選一些有潛質的學生

參加 LEGO興趣班，採用此模式進

行訓練。 

 

3. 本組成員 

    阮煒光    馮家輝    林耀輝    黃碧連    李嘉儀    王倩琪  

 
 
 
 
 



2017-2018年度周年報告 

P.102 

 

2017/18學年「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試辦計劃」 

交流報告書 

 
 

學校名稱： 培基小學 姊妹學校名稱： 江門市  紫茶小學、培英小學 締結日期： 2013年 11月 

 
 
 

第一部分：交流活動詳情 

項目編號 交流項目名稱及內容 預期目標 評估結果 反思及跟進 

1. 詩詞朗誦 

- 培基將誦材六篇電郵給

姊妹學校的老師，請他

們的學生示範。 

- 姊妹學校的學生透過視

像向本校師生示範，姊

妹學校的老師點評。 

- 本校學生透過視像向姊

妹學校的老師示範，紫

茶、培英老師點評。 

- 培基四至六年級學生

與培英小校的學生一

同參加大灣區經典美

文誦讀比賽。 

- 透過視像，輪流朗讀相

同的誦材。透過視像，

經過幾次的練習，最後

把兩校學生的表現剪

接成為一個片段，交給

大會評審。 

- 培基交流人數： 

~  老師 6人 

~  學生 55人 

- 兩地三校的學生能彼此展

示他們朗誦的風格和特色。 

- 教師能彼此觀摩和分享朗

誦的教學心得經驗。  

- 學生能拓闊視野彼此學習。 

- 姊妹學校的語文老師積極給

予意見我校學生及教師。 

- 學生的比賽成績為歷年最

佳。去年本校在香港學校朗誦

比賽(普通話)共獲得7項冠

軍、7項亞軍與及3項季軍。 

- 由於本校與姊妹學校已舉行

多次的朗誦獨誦交流，建議日

後可以考慮舉辦更多集誦交

流活動。 

- 由於兩地對朗誦的要求及期

望有差異，建議培基學生參加

本地朗誦節後，可以把本地評

判的評語給姊妹學校的老師

參考，這亦可以視為兩地教師

教學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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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老師交流 

- 兩地學校校長透過視
像商討及檢視姊妹學
校的各項工作進展，並
交流有關學校行政管
理的心得。 

- 兩地學校老師共同參
與紙陀螺科技學習交
流，並透過視像分享所
製作的紙陀螺成品。 

- 兩地學校透過視像觀
摩及參與雙方不同的
學校活動（例如畢業典
禮），從而加強彼此的
認識並從中學習對方
的強項。 

- 培基交流人數： 

~ 老師 50人 

~ 家長、學生 350人 

- 三校領導和教師有機會共構學
習內容，分享心得，觀摩不同
的教學設計。 

- 從實踐計畫認識不同文化下成
長的學生的學習需要。 

- 共同優化各項行政措施，互補
設計上的優缺。 

- 從觀察中見到兩地教師都學
習到對方的強項，有助擴闊大
家的學習視野。 

- 透過多次的視像交流活動，教
師都能投入傾談，相信這有助
促進三間學校教師的課堂教
學成效，亦有助建立兩地教師
的情誼。 

- 建議兩地學校可以進一步安
排學生參與有關的學習活
動，例如在互訪對方學校市或
者透過視像舉辦兩地學生的
交流、比賽活動，把老師的交
流轉化到學生的學習上。 

- 建議可以在下一個學年安排
兩地師生互訪，到對方學校進
行交流活動。這可以在總結了
是像交流後的經驗後，提升到
另一個實體的學習環境，讓兩
地師生能進一步彼此學習建
立情誼。 

3. 江門市紫茶、培英小學校長
到訪培基小學進行交流 

- 紫茶校長、培英小學校
長、副校長於 2017年 12

月到訪培基，三校學生。 

- 培基交流人數： 

~ 老師 2人 

- 討論如何拓展兩地學生的學
習視野。 

- 討論如何促進三校教師的專
業交流。 

- 三校校長討論了不同的師生
交流活動，包括： 

1. 師生到校互訪 

2. 中文、英文、數學及科
技教學的交流 

3. 行政措施及學校管理的
交流 

- 在師生到校互訪前，將有關學
習內容先電郵給雙方的老師
教導學生。 

- 可以考慮兩地學生在到訪前
預先共同就一些學習內容作
準備（例如共同的寫作題目、
專題研習、歷史博物館展品內
容等），待他們來港後兩地學
生可以更聚焦地互相交換所
學心得。 

- 兩地教師亦可預先共同就一
些教學內容互相交流，待到訪
後再共同授課，讓兩地的學生
同樣有機會接受對方學校教
師的教導。這可以擴闊同學的
學習視野，並促進三校教師的
專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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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續)  

第二部分：財政報告 

 

項目 

編號 
交流項目 支出項目 費用 備註 

1. 師生視像交流活動的設備費用 Gopro 攝影機三部 $15,630.00  

Rode Videomic Pro Rycote R-VMPR咪一支 $1,680.00  

Sony FDR-AX100E 4K攝錄機一套 $17,850.00  

Nikon 相機連鏡頭一部 $28,690.00  

Shure BLX288/PG58無（無線話筒） $14,700.00  

QSC擴音器 $6,600.00  

Mic System一套 $4,350.00  

22U網絡交換機柜 $1,600.00  

電源時序器8路 $350.00  

2. 江門市紫茶、培英小學校長到訪

培基小學 

(2017年 12月 19日) 

參觀日後學生互訪時的活動場地交通費(由培基小學

的老師校長陪同)  
$700.00  

  總計  $92,150.00  

  津貼年度結餘  $27,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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