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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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間 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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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已經與中華電力有

限公司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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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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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共有教師五十六人：包括一位校長、兩位副校長、七位主任(其中兩位為課程統籌主任，並有兩位小

學學位教師)、一位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十二位助理小學學位教師、二十二位教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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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學習支援教師、一位兼任聖經科教師。

另外有一位社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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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66 57 64 56 379 

女生人數 70 66 62 67 64 69 398 

學生總數 139 133 128 124 128 125 777 

 

學位空缺率  

 以三至六年級 30 人計算，本年度的學位空缺率為 0%。  

 以一至二年級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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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人退學，佔全校人數約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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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紀錄 

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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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位行政主任及 8位被培植的老師) 

    - 教師專業發展日(全體老師): 

      ‧高層次思維工作坊 

      ‧課研成果分享及高層次思維教學返思 

      ‧按不同科目需要，老師往校外參觀 

    學與教 

    - 學科老師培訓 

       ‧外聘科學科專家(小一及小二科學科任) 

       ‧外聘常識科專家(小三及小五常識科任) 

    - 中國語文科普通話增潤課程(中國語文及普通話老師) 

- 分科教師培訓    

       ‧「新入職老師培訓工作坊」 

       ‧「活用教科書電子工具」 

       ‧「Enhanc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through the effective use of e-learning platforms」 

校風及學生支援 

   - 提升抗逆力工作坊(全體老師) 

- 訓輔技巧分享會 

 

2. 老師個別參加校外課程或工作坊 

管理與組職  (共 264小時) 

-  Setting up a School-based Student Talent Pool to enhance holistic development of school-based gifted 
education (primary) 

- Advanced Course (B) SWOT Analysi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School-based Gifted Education 
(Prima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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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chool Partnership and Field Experience(Tutor Teacher) 
- 2018/19 新任小學課程統籌主任培訓「甲部課程」 

- 學校籌畫全方位學習活動的策略 

- 建立校本學生人才庫以促進校本資優教育的整體發展 

- 深造課程(C)資優教育三層架構推行模式:第一層全班式教學實踐事例分析(小學) 

- 反思．求進 – 藉 T-標準+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 資訊科技教育電子安全系列：如何支援家長協助子女進行電子學習 (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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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全港性系統評估(小學)學校資料上載及點選特別安排簡介會 

- 2019年全港性系統評估評估行政主任簡介會 

- 「獨立版時間表編排工具」(STT)1.5天課程 

-  污染管制及管理 

- 廢物減量與管理 

- 預防及妥善處理學校投訴 

- 處理學校投訴及刁難投訴人 

- STEM Education Series: Seminar on STEM Eduation for Primary School Heads and Curriculum L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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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 (共 311小時) 

- Teaching grammar in context 
- Making good use of i-pad in English lessons 
- Interface Project J.3 
- Pearson Leap Seminar 
- ELT Day From Reading to Writing 
- Projective Drawing 
- Assessment Literacy Series: Enhancing the Learning-Teaching-Assessment Cycle through Assessment 

of/for/as Learning in the Primary English Classroom 
- Coding for 2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cratch Junior) 
- Creative Ideas to Explore in the Music Classroom 
- Coding for 2nd Language Acquisition (LEGO WeDo) 
- Training workshop for TSA oral examiners 
- Teaching English through Puppetry 
- RAC Series - Puppet Making to Support the Use of Puppetry in English Classes 
- 「E-learning in Mathematics 工作坊」  

- Promoting Effective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in Primary Schools (PEEGS)- Seminar on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Curriculum Initiatives under PEEGS 

- Creative ideas to explore in the Music classroom 
- 5 Must-knows about School-based Curriculum Planning and Design for gifted Students in English 

Language Leanring 
- Using Google suite for Education to Enhance collaborative Learning and flipped Classrooom in Pri 

sch(Basic) 
- Seminar on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Curriculum Initiatives under PEEGS 
- Strategies in Organising Effective Life-wide Learning Activities in Schools 
- Enhancing a smooth interface for primary students at different key stages in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 e-Learning series: Making Good Use of Technology to Enhance Public Speaking Skills 
- IT in Education Pedagogical Series: Effective Use of e-Assessment Tools in Primary School 
- 資訊科技教育與學科有關系列︰在小學如何設計英國語文科的電子學習課堂（包括觀課） 

- 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計劃 1819 地區分享會(數學科)提問技巧 

- 小學中國語文：透過觀課評課促進學與教(修訂) 

- 普通話漢語拼音及語言教學分享會 

- 普通話傳意和應用 

- 新修訂普通話課陳︰課程詮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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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從成語故事學中國歷史文化」講座 

- 普通話專題講座—新課程下的教學思維 

- 小學普通話研討會及新書發布會 

- 初小中國語文 文化及品德情意教學—多媒體教材的應用 

- 普通話傳意和應用—詞匯和語用（新辦） 

- 小學中國語文：透過觀課與評課促進學與教 

- 生物多樣性 

- 蝴蝶 X STEM 計劃 

- 培生跨學科 STEM教學分享講座 

- STEM示範課堂—The Science of Flight 

- 資訊科技教育與學科有關系列︰運用資訊科技工具提升視覺藝術科的學與教效能 

- 在小學數學科課堂運用 Office 365 提升學與教效能 

- 資訊科技教育電子安全系列：如何支援家長協助子女進行電子學習 (小學) 

- 運用單板電腦及跨平台軟件發展學生的計算思維技巧 

- 教育局資優教育網上基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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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質教育基金申請須知及優先主題 

- 四年制音樂文憑證書課程 

- 卓越教學:創新與傳承\暨專業社群計劃個案分享會 

- 音樂教學發報會（電子教學） 

- 音樂教學(body movement, rhyhmic training) 

- 音樂教學(conducting, vocal training) 

- 「課程領導—學習社群」全體聚會及分組會議 

 

校風及學生支援 (共 63 小時) 

- 調解技巧工作坊(一天課程) 

- 建構和諧校園-反欺凌系列工作坊：為欺凌攻擊者進行有效的小組輔導及探究(小學) 

- 家校同行: 學校非暴力危機介入體驗 

- 在學校推廣精神健康及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深造培訓 2018/19(小學) 

 

學生表現(共 11小時) 

- 卓越教學:創新與傳承及專業社群計劃個案分享會 

- 計劃學校中期經驗分享會暨學生才能匯展 

- The Puppetry Cluster Meeting for Participating schools 
 

教職員離職率 

本年度共有兩位教師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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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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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21三年學校的重點發展事項如下： 

 

(一) 持續發展校本資優教育 

(I)  強化學生掌握及運用高層次思維能力的學習策略 

(II)  提升教師教學設計及教學技巧 

 

(二) 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I)  促進學生自覺學習 

(II)  幫助學生建立正向思維的態度 

 
 

(一) 持續發展校本資優教育 

(I) 強化學生掌握及運用高層次思維能力的學習策略 

推行策略 

(1) 在日常教學中滲入資優教學元素，使學生懂得運用高層次思維策略學習。 

a. 常識(小三、小五)及科學(小一、小二)重點教授學生不同的學習策略及思維工具以

提升學生分析、評鑑和創意等高層次思維的能力。 

b. 在中、英、數、常、科中有系統地教導不同年級的學生運用科本的思維工具，以

提升學生分析、評鑑和創意等高層次思維的能力。 

c. 強化現有以抽離模式進行的資優教育培訓班，並透過與外間專業機構合作，協辦

不同的資優課程。 

d. 善用並強化已建立的學生人才庫，發掘及推薦不同潛能的資優生。 

  
(2) 透過環境佈置、硬件設施及資訊科技的配合，協助提升學生高層次思維的能力。  

a. 在操場及走廊展示各科運用高層次思維工具圖像。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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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工具，並提升學生應用不同的高層次思維能力。 

c. 善用現有硬件設施(包括風力及太陽能設施)，並建立新的特別教學室(例如 STEM

教學室)，使學生與教師進行探究、分析、解難及創意等有助提升高層次思維能力

的學習活動。 

  
(3) 聘請外間專業機構或專家，為教師進行培訓及為學生提供相關的學習活動。 

  
(4) 優化校本思維課課程及加入創意思維訓練。 

  
(5) 持續推薦學生參加校外的資優課程並有系統地記錄有關資訊以便跟進，並與本地及海

外學術機構發展相關的合作計畫，或進行學習交流，並組織學生實踐所學，分享學習

心得。 

  
(6) 教導學生應用 Google Classroom 及更新學校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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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例證 

(1) 高層次思維教學 

 上學年中、英、數、常、科在科主任的帶領下進行了課程刪減，以騰出空間讓教師有

更多時間訓練學生高層次思維能力。教師在每個教學單元中加入了最少一個高層次思

維策略以提升學生在分析、評鑑及創意的能力。科主任收集了教師在各單元曾使用的

高層次思維策略，整合了科本的高層次思維框架。在教學專家的指導下，豐富了科本

的高層次思維策略。參與專家備課的教師在教學上運用了不同的高層次思維策略，並

透過提問，帶領學生多想一步，提升學生的解難及創意能力。全體教師都認同專家備

課及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能協助教師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及認識如何有效地運用不同

的高層次思維策略。根據教師在課堂的觀察及學生的課業表現，超過九成的教師認為

大部分學生能運用高層次思維工具。 

 

本學年仍在各級進行上、下學期各一次的思維課，有系統地教授學生不同的思維策略。

上學期着重應用「高層次思維十三式」，教授了不同年級學生掌握不同的高層次思維策

略，並藉着生活化的情境，讓學生更能代入角色進行思考和分析。下學期着重訓練學

生創意思維：低年級主要訓練學生「五力」(敏覺力、流暢力、變通力、獨創力及精進

力)；高年級則主要訓練學生運用「奔馳法」進行不同的創作活動。 

  
(2) 學生人才庫 

 各科任老師參考了學生人才庫的資料，安排學生參加不同類型的比賽，例如校際朗誦

節、校際音樂節、數學比賽及寫作比賽等。教師亦根據學生人才庫的資料，推薦學生

參加資優教育學苑不同範疇的課程。本年度學校共推薦了35位學生參加網上資優課

程，其中十四位同學參加地球科學，九位同學參加天文學，四位同學參加數學，三位

同學參加古生物學及四位同學參加轉變中的香港經濟。這些同學在學習至一定的階段

後，會在小組中分享所學到的知識，並在校內進行分享會。同學中，有三位在學期結

束時升到三級的水平，另有四位升到二級的水平。 

 

學校安排教師以抽離模式進行資優教育培訓班，例如中文及英文辯論隊、小記者訓練、

英文寫作班、英語話劇組、數學潛能班、音樂潛能班、視藝兵團及運動校隊等，訓練

學生參加校外比賽。  

  
(3) 環境佈置、硬件設施及資訊科技 

 本校因應不同年級常用的高層次思維策略，在課室樓層張貼了常用的高層次思維策略

的思考圖像及例子，加深學生的印象。教師亦進一步應用資訊科技於預習，安排三至

六年級學生在 Google Classroom 閱讀資料或觀看教學短片，使學生對課題有初步認識。

在課堂上，老師會因應課題，應用平板電腦及相關應用程式進行教學活動，增加學生

發表意見的機會及促進互動。 

  
(4) 與本地及海外學術機構發展相關的合作計畫或進行學習交流 

 三月份時，數位資深的老師在校長的領導下前往江門市與姊妹學校培英進行一系列以

「小鳥天堂」為主題的跨科學習之旅。學生除實地觀察當地著名的小鳥天堂、閱讀巴

金筆下的《鳥的天堂》外，還利用考察所得的成果，進行視藝設計、文學欣賞及寫作

練習。從家長及學生的反映，得知是次活動雙方學校的學生都獲益良多。此外，在 7

月 24至 8月 1日，學校舉行了親子澳洲昆士蘭九天駐校學習團，期望透過與與當地學

生交流，學生英語能力得到提升外，他們還可以認識到澳洲的文化及動物。除此之外，

長遠來說，我們亦希望兩地兩校的學生可以繼續保持聯繫。 

  
 
 
 
 



2018-2019年度周年報告 

9 

(5) 教導學生應用 Google Classroom 及更新學校設施 

 四至六年級所有學生都已慬得利用 Google Classroom。各級的中、英、數、常及科學

科均曾利用此系統進行學習活動，例如：常識科進行時事討論或就個別題目表達感受

等，學生都能積極參與。 

 

本校已購買了 46套平板電腦，其中六套於圖書館使用，其餘 40套供老師在課堂使用。

每上課日老師平均最少借用 3次，使用率很高。 

 

本校 TSS 亦已經參加建立 MDM 系統的課程，學校將購買一部 MAC mini，以協助提

升教學的效能。同時，本校已於 304室 STEM室增加觸控式電子屏幕、更換白板、更

換所有課室(包括特別室)的顯示器，並更換了二樓所有課室及六年級三個課室的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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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更增購12套Lego WE DO 2.0於三年級電腦課使用;另增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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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八部電腦。另iPad將於本

年度安裝MDM系統，方便老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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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提升教師教學設計及教學技巧 

推行策略 

(1) 優化課堂教學，發展多元化評估。 

  
(2) 優化共同備課，聚焦交流如何在課堂中學習不同的學習策略/思維工具。 

  
(3) 優化同儕觀課，檢視及評估課堂應用學習策略/思維工具的成效。 

  
(4) 設計合乎學生能力和深度要求的評估。 

  
(5) 透過數據分析，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效及促進教師發展多元化的評估及適切的課業。 

  
(6) 聘請外間專業機構或專家為教師進行培訓及為學生提供相關的學習活動。 

  
(7) 透過外間資源，有系統地安排教師報讀相關的課程及工作坊，以提升教師的教學設計

及效能。 

  
(8) 善用專家備課的教學資源及材料，優化課堂教學。 

  

成效例證 

(1) 優化課堂教學 

除了恆常中、英、數三科會進行共同備課外，本學年增加了常識科及科學科的共同備

課次數，以加強科任交流如何在課堂中應用不同的思維工具。共同備課及同儕觀課的

重點在於高層次思維教學及提問技巧。透過互相觀課、課後交流及自我反思，改善教

師的教學設計及教學技巧。在科務會議上，科組長安排科任分享高層次思維的教學設

計，加深不同級別的科任對科本高層次思維策略的運用。為加強全校性推行高層次思

維教學，每位教師最少設計了兩個高層次思維教案，而其中一個更包含了電子學習元

素。課程主任及科主任會檢視教師所設計的教案，在課程組會議及科務會議和教師分

享及討論。於課堂教學中，老師亦能多運用資訊科技學習及思維策略以提升他們的學

習興趣及效能。 

  
(2) 教師培訓 

本年度學校舉辦了「高層次思維教學」教師工作坊，讓老師更熟悉不同的高層次思維

策略及掌握相關的教學技巧。為提升老師的資訊科技能力，本校分別安排了「教學短

片製作」及「Micro:bit教學」的教師工作坊，配合不同教師的需要。中文科邀請了出

版社介紹如何運用網上電子資源，英文科則向老師介紹了「Class Dojo課堂管理系統」

及網頁設計。學校亦安排了老師參加教育局及外間機構舉辦的教師培訓，提升教師的

教學效能。 

 

本年度學校為老師安排的教師專業發展日、講座及教師工作坊主要內容皆緊扣學校發

展計畫，包括「新入職老師培訓工作坊」、「高階思維工作坊」、「課研成果分享及高階

思維教學反思」、「訓輔技巧分享會」等。此外，學校亦按老師不同的需要及能力舉行

不同的工作坊：為已有基本操作電腦技巧的老師舉辦「學習 Micro:bit 工作坊」；為協

助老師豐富教學資源而辦的「製作視聽短片工作坊」；為中文科老師而辦的「活用教

科書電子工具」；為英文科老師而辦的「Enhanc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through 

the effective use of e-learning platforms」。學校也在教師專業發展日舉辦「參觀創意藝

術中心及學習藍印技術」、「認識香港活化歷史-參觀孫中山紀念館/大館」、「參觀橋咀

島」及「參觀 VR 體驗中心」等活動/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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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升老師的教學效能，聘請了常識科專家帶領任教三及五年級常識科老師、一及二

年級 課學科老師進行專家備課，重點設計教導學生各思維策略的課堂；另聘請普通話

專家提升任教中國語文科及普通話科老師的普通話語用能力。 

  
(3) 外間專家的培訓 

本年度學校聘請常識科專家及普通話專家為本校相關的老師進行培訓。經過常識科專

家的指導後，同工對於高層次思維都有更深入的認識，部分同工更在觀課後得到專家

及校長的讚賞。為提升中文科及普通話老師的語音及有關知識，本年度學校也聘請了

一位普通話專家，部份老師在專家的指導後，語音表達方面大有進步。此外，普通話

專家也在小息時與學生進行活動，學生也喜歡與老師交談。展望來年學校仍會聘用有

關的專家，亦會考慮普通話專家與學生有更多的接觸層面，以致學生受惠更多。本年

度三年級英文科老師參加了教育局的 Interface Project，從老師的觀課表現及教學分享

中，可以看到老師們比從前更能掌握資訊科技去教學，令課堂教學更生動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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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I) 促進學生自覺學習 

推行策略 

(1) 營造自覺學習的氣氛及環境。 

a. 善用操場柱位的金句及大海報，幫助學生學習和實踐聖經的教導。 

b. 不同學科協助或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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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製作思維工具 banner，幫助學生容易掌握有關的工具。 

  
(2) 藉電子平台及資訊工具，促進學生自覺學習。 

a. 教導學生運用不同的電子平台及資訊科技，配合個人能力及進度學習。 

b. 中、英、數主科設計多樣化的電子課業，誘發學生自覺學習。 

  
(3) 運用 STEM的元素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a. 透過相關的學習領域、不同的課內或課外時間設計有 STEM元素的活動，培養學

生的學習興趣及科研精神。 

b. 建立 STEM教室，以提升學生探究知識的興趣。 

c. 與外間機構合作，在校內舉辦與 STEM相關的學生活動或訓練課程。 

  
(4) 藉宗教教育，促進學生自覺學習。 

  

成效例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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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

最少舉辦了一項級本或全校性推動學生自學並動手製作的學科早會/活動，提供機會讓

學生延伸學習，開拓視野。學生可按自己的興趣及能力自由參加。除了英文科和 STEM

早會外，本學年新增了其他學科早會，藉此介紹有趣的學科知識及提供延伸的自學活

動。學校亦透過校內展板、午間報導、學科活動等，引發學生自學的興趣，各科的活

動都鼓勵學生運用創意思維完成任務。老師將學生作品在校園內展示，促進同學彼此

學習，加強學生自覺學習的動機。 

 

資源總務組已協助課程組製作多張高層次思維的 banner，並掛在各樓層的走廊。他們

亦與聖經科合作，在校園內合適位置(包括舊翼晴雨操場)放置了金句 banner或海報，

幫助學生建立了正向思維的態度及促進學生能自覺學習。 

 

透過環境佈置，操場柱位的金句及大海報，提醒學生自覺學習聖經的教導。透過訓輔

早會及定時更換設於地下操場的壁報，向學生傳達自我管理的信息，並設「挑戰題」

供學生自覺學習。訓輔組亦與學習支援組合作，加強一、二年級學生的五常法訓練，

提升學生自理和學習能力。 

  
(2) 運用電子學習平台 

 中、英、數、常、科科任利用電子學習平台，例如香港教育城STAR平台、出版社的電

子學習平台及Google Classroom等，發放學習材料或電子課業，讓學生能在家中進行預

習、自學或學科上交流。超過七成老師認為學生對電子課業感興趣，並能準時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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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英文科參加

了教育局的支援計畫，三年級學生運用了Adobe Spark製作故事短片及錄音，活動能引

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亦能提升他們的寫作及說話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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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TEM的學習活動 

 在不同的課內或課外時間設計有STEM元素的活動，例如科學科透過不同的科學實驗

讓學生學習和應用公平測試的概念探究有關學習課題。電腦科在課堂加入一些應用編

程的學習活動，以助學生學習和發展數學思維能力。另外，透過本校的技術支援人員

和外間機構，在課後舉辦多元智能課程，為一至六年級對應用科技動手製作有興趣的

學生提供了學習和參加外間比賽的機會。五年級學生於試後學習應用Micro:bit(編程)

控制Servomotor(伺服馬達)來製作簡單運水儀器並進行比賽。上述活動都加強培養學生

的協作能力及科研精神。 

 

學生都有機會在跨學科活動(例如學生利用簡單材料製作動力船並進行跨年級比賽、四

至六年級學生利用紙張分別製作簡單高樓大廈、橋和凳子，進行承托力的探究及同級

比賽等)中動手製作，投入參與並有所發現，豐富了學生不同的學習經驗，引發學生自

覺學習的興趣。 

 

此外，學校利用本校的生態環境，於本學年在校內主辦了多次有關蝴蝶為主題的活動，

鼓勵學生多觀察在校園四周環境生活的昆蟲。老師透過二維碼向學生發放有關蝴蝶的

資訊，然後請學生回答。學校也舉辦蝴蝶攝影比賽，讓學生自由投稿，從而培養自覺

學習和愛護大自然的情懷。 

 

學校更參加了「綠色力量」舉辦的「蝴蝶 x STEM」計畫，培訓了三十多位四至六年

級的學生成為「蝴蝶保育大使」，在校內運用了一些科技產品進行有關蝴蝶的研習活

動，並在校內向其他同學分享學習成果。學生更參與校外的博覽會，向公眾分享學習

成果和推廣保育蝴蝶及愛護環境的訊息。學生從中發揮自主能力、延展潛能並培育了

探究的精神。學校亦參加了資優教育學苑和香港科技大學、香港教育大學合辦的 

"Thinking Like a Scientist - Project Eureka”先導計畫。四年級學生以 "水"、"空氣" 兩個

課題進行了進深的科學探究活動，並應用所學設計製作濾水器，從而加強學生的學習

興趣及科學探究精神。 

  
(4) 硬件設施以助 STEM的教與學 

 本年度增購了一些科技產品如互動式電子白板、micro:bit、太陽能板、生物顯微鏡、

實物顯微鏡和接駁顯微鏡的 WIFI Camera Eypiece 等儀器，促進學生進行科探活動。 

  
(5) 宗教教育 

 為了讓學生在生活中多閱讀多思想神的話語，學校除了透過環境佈置(金句及大海報)

外，還提供聖經自學網站，讓學生在生活中多接觸神的話，多親近神，多閱讀基督徒

的見證，有助提醒學生自覺主動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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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幫助學生建立正向思維的態度 

推行策略 

(1) 推廣精神健康。 

 a. 發展正向教育－身心健康(建立學生正面的自我形象)。 

- 中、常、科、聖、體、圖科任擬定能配合身心健康的課題，幫助學生建立正向的

思維模式。 

- 建立教師的正向思維態度，舉辦「抗逆力 4F」工作坊。 

- 優化獎勵券計畫：與視藝科合辦，由學生重新設計現有的三款(學科、學業、品行)

獎勵劵。透過此獎勵計畫來嘉許學生正面的行為表現，提升學生自信。 

- 培養學生服務精神。 

b. 透過全方位輔導活動來提升個人能力感，讓學生對自己有正面的看法，並對自己的

長處和能力有信心。 

- 「我的強項」 

同學能發掘和欣賞自己的優點和強項，並能善用。 

- 「I can」活動 

安排學生在早會、綜合課中分享過去的成功經驗及所遇到的困難，並指出在經驗

中如何發揮自己的優點和技能。 

  
(2) 正向思維訓練 

 a. 透過舉行自律比賽以提升學生自律守規的能力，培養正面的態度，如自我控制、

團隊精神、節制等建構正面的校園文化。 

b. 推行「齊心事成」班級經營活動，建立正面和諧的校園氣氛，並持續推行「一人

一職」計畫，讓學生透過服務他人以發揮正能量。 

c. 舉辦成長及歷奇活動，讓學生挑戰自我，並學習與別人溝通。 

  
(3) 家校合作 

 家長與學校是良好夥伴，學校透過通告、網頁資訊、《藍天集》等途徑，讓家長了解學

校推行訓輔活動的目的和情況，讓家長能積極配合。 

本年度下學期所舉行的「我欣賞你行動」，為了讓家長也能表達對其子弟的欣賞，學校

派發了「我欣賞你卡」給家長，讓家長透過平日觀察子女各方面的表現，在欣賞卡上

寫下對子女的欣賞說話，並把欣賞卡送給子女，為子女加添正能量。此活動得家長熱

烈支持。學生收到家長欣賞卡後，除了增進親子關係外，也提升了自信心及求進心。 

家長教師會藉與學校合辦不同活動，提供學生運用性格強項的機會，藉以建立學生正

面的自我形象。本學年舉辦的活動包括：「親子遊戲日」、「敬師日」、「家長義工茶聚」、

「水果日攤位遊戲」及「藝術日」等，家長義工及學生都能樂在活動中。 

  
(4) 與駐校社工合作 

 a. 開辦校本輔導小組活動，如:「孩童樂」情緒管理小組、「快樂園地」小組、「正向

思維」小組、「創意解難」小組、「正向情緒」小組等。 

b. 推行能培養正面態度和建構正面校園文化的全校性訓輔活動。 

  
(5) 藉宗教教育及與其他機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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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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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例證 

(1) 本年度的校本訓輔活動主題是身心健康(建立學生正面的自我形象)，透過不同形式的

服務、比賽、活動 和獎勵計畫，改進學生與人相處的技巧，提升學生自律守規的能力，

從而建立學生正面的自我形象。從老師和學生的問卷中分別有 98%和 89%認同進行的

活動能促進學生在學校的正面行為，成效顯效顯著。 

  
(2) 為了幫助學生建立正向思維的態度，訓輔組與視藝科合辦，由學生重新設計現有的三

款(學科、學業、品行)獎勵劵優化獎勵券計畫得到學生踴躍投稿。設計精美和配合主

題的冠軍得獎作品己印製成獎勵券供同學換取。本年度約有 40位學生成功累積了 180

張獎勵券而能獲得全方位獎勵計畫的嘉許狀。 

 

本校亦安排了五年級學生擔任「學校大使」，讓他們學習向到訪參觀校舍的幼稚園家長

介紹培基的學習生活及校園設施。本學年共有 4 所幼稚園，合共 237 位家長到訪。家

長們都讚賞本校學生表達清晰、態度大方有禮。 

  
(3) 為了跟進 APASO結果，提升學生自律守規的能力，並幫助學生建立正向思維的態度，

建構正面的校園文化，在上、下學期各進行了一次自律比賽計畫。每星期透過中央宣

佈和壁報板表揚獲得指定分數的班別。每星期平均被表揚的班別約 21班。分別有 96%

老師和 90%學生認同比賽計畫能有助提升學生自律守規的能力，培養正面的態度，成

效顯著。 

  
(4) 另外，分別有 96%老師和 92%學生認為學生透過填寫「我的性格強項」表能有助學生

更知道自己的優點，並能促進學生訂立目標在校園內去善用及發揮學生的優點，有助

提醒學生在校園內學習欣賞及鼓勵的文化，成效顯著。 

  
(5) 還有，藉着「I can」活動中，學生分享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發揮自己的優點及技能去解

決困難，分別有 95%老師和學生認同活動能讓學生對自己有正面的看法，並對自己的

長處和能力有信心，成效顯著。 

  
(6) 至於在幫助學生建立正向思維的態度方面，從老師的觀察中，「一人一職」計畫能提供

一個機會讓學生透過服務他人以持續操練性格強項，如公正、謙卑、自制力強、具團

體精神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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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本學年的宗教早會主題為「不一樣的人生」。老師透過早會分享聖經人物如何在困境中

依靠神，面對困難，迎難而上，藉此培養學生正向思維的態度。 

1.  

聖經科老師透過「無字書」佈道工具教授予學生，並著學生與別人分享信仰。此外，

老師亦揀選了一些學生接受小門徒訓練，一方面鞏固小門徒的信仰，另一方面安排他

們於校慶感恩崇拜中讀經和祈禱、早會領禱，在家長日派發福音單張等，培訓學生積

極和正面的處世態度。 

 

借助駐校教會真理基石浸信會的牧者，幫助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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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面也可以鼓勵家長和學生認識教會和參與教會的聚會，促進學生甚或家長正向生命

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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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年度全方位學習活動 

 

2018-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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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識科 護苗車 性教育 

二年級 
科學科 香港動植物公園 公園 

常識科 沙田消防局 服務我們的人 

三年級 
科學科 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 香港的植物 

常識科 中電 - 綠D班 愛護環境 

四年級 
科學科 濕地公園 動植物 

常識科 九龍城主題步行徑 香港今昔 

五年級 
科學科 香港浸會大學可持續資源館 多媒體技術及可持續消費 

常識科 護苗車 性教育 

六年級 
科學科 香港太空館 太空探索 

科學科 米埔自然保護區 鳥類與植物的特性 

 

2018-2019度聯課活動或相關教學性活動： 

相關科目 活動 備註 

中文科 

第二十三屆全港小學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一至六年級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賽馬會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計劃「兩代情」徵文比賽45 四、五年級 

二零一八年香港中文大學語文教育學會教師節之全港小學生標語創作比賽 

五、六年級 第三屆商務全港師生寫照比賽「20年後的我」 

基本法推廣委員會小學辯論比賽 

全港原子筆中文書法比賽 

六年級 全港小學生中文作文大賽《我最感謝的人》 

模擬立法會議員訓練 

英文科 

The 70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Primary 1-6 

The 23rd  Hong Kong Schools English Penmanship Competition 

English Days 

Walk and Talk 

Lunchtime Performances on Days A 

Pooi Kei Channel 

Pooi Kei’s Got Talent 

Primary 4-6 

Class Competitions 

The 4th Story Writing Competition 

Hong Kong Budding Poets (English) Award 

The “Story to Stage” Puppetry Competition 

RTHK Radio Interviews 

The 20th HKPTU Debating Competition  

Debating Friendly Matches  

Filmit 2019 

The 11th English Radio Drama Competition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English Fun Dayorganised by Shatin Pui Ying College Primary 6 

數學科 

數學自學園地 

一至六年級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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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香港賽區) 

「大灣盃」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 2019(香港賽區)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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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科目 活動 備註 

數學科 

26th 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五年級 

2019 學數大王 國際邀請賽 三年級 

STEM探究活動—紙 四至六年級 

科學科 

Science Corner 一年級 

科學日 一至三年級 

創科博覽2018  

四至六年級 ‘Cell We Talk’學藝活動 

「蝴蝶x STEM」計畫 

STEM活動—學在濕地 五至六年級 

STEM up活動 一至六年級 

Thinking like a Scientist - Project Eureka 四年級 

2018-2019香港公園綠色大搜查比賽 六年級 

常識科 

中國二十四節氣 一至六年級 

常識問答比賽 三、四年級 

「愛自然」海岸清潔行動2018 五至六年級 

親子「四川的歷史文化及生態探索之旅」 四年級 

「環保基金2038地球人計劃之可持續消費旅程」學習之旅—綠在沙田 六年級 

普通話科 

第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一至六年級 
普通話故事改編演出 

普通話水平測試 

午間攤位遊戲 

聖經科 

「無字書」佈道法 
一至六年級 

第二十四屆聖經朗誦節 

讀經心得獎勵計劃 五、六年級 

福音營 六年級 

圖書科 

閱讀嘉年華 一至六年級 

午間心靈雞湯故事分享 一至六年級 

正向人生閱讀報告比賽 四至六年級 

中國建築圖書展覽 一至六年級 

電腦科 

獅子盃科學科技比賽 六年級 

智能機械由我創校際比賽 三至五年級 

全港中小學MR STEMer Micro:bit 編程大賽 四至六年級 

視覺 

藝術科 

聯校視覺藝術巡迴作品展 

一至六年級 視藝投稿 

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藝術日 一至五年級 

《我的美好時光》創作比賽2018 二至五年級 

愛的印記全港「拍．影．畫」慈善創作比賽 三年級 

藍印工作坊 四至六年級 

全港校際尊重版權創作比賽2019 五、六年級 

音樂科 

第71屆香港校際音樂節比賽 

一至六年級 
2019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午間音樂會 

試後音樂會 

真理基石浸信會教育主日 二、三年級 

香港演藝音樂節2019   四至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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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科目 活動 備註 

體育科 

班際競技遊戲比賽 一至三年級 

第二十屆陸運會暨親子競技日 
一至六年級 

第六屆水運會 

班際閃避球比賽 五、六年級 

校校隊歷奇訓練營 

校隊成員 

沙田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沙田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沙田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沙田區小學陸運會 

沙田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飛達冬季兒童田徑錦標賽 

飛達新星田徑聯賽2019 

其他 

中國日 一至六年級 

Micro:bit UK Model Rocket Car Competition 四年級 

香港教育大學「綠．創未來」市集 

五年級 培英中學STEM CAMP 2019 

應用Micro:bit和Servomotor製作運水儀器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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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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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 

 

中文(廣東話及普通話)朗誦 

1 三愛 姚焯豐 普通話詩詞獨誦 冠軍 

2 四愛 冼凱悅 普通話詩詞獨誦 冠軍 

3 四愛 冼凱悅 普通話散文獨誦 冠軍 

4 四愛 冼凱悅 粵語講故事 冠軍 

5 五愛 李卓謙 普通話詩詞獨誦 冠軍 

6 六信 梁天恩 普通話詩詞獨誦 冠軍 

7 六望 方嘉祺 普通話詩詞獨誦 冠軍 

1 一愛 謝蓁浠 普通話詩詞獨誦 亞軍 

2 三望 麥悠 粵語詩詞獨誦 亞軍 

3 六望 方嘉祺 普通話散文獨誦 亞軍 

1 一愛 蕭顯揚 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2 一愛 蕭顯揚 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3 二信 陳倚寧 普通話散文獨誦 季軍 

4 三望 陳以心 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5 三望 凌叡敬 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6 三誠 李卓祁 粵語散文獨誦 季軍 

7 三誠 李卓祁 普通話散文獨誦 季軍 

8 四愛 冼凱悅 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9 五信 黃天誠 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10 五愛 李卓謙 粵語散文獨誦 季軍 

11 六望 張紫蒑 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12 六望 郭欣穎 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13 六愛 湛曉藍 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14 六愛 鍾湘兒 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15 六愛 吳諾豐 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英文朗誦 

1 一愛 鄧上恩 英詩獨誦 冠軍 

2 六誠 林以樂 英詩獨誦 冠軍 

3 一愛 蕭顯揚 英詩獨誦 冠軍 

1 三信 劉卓橋 英詩獨誦 亞軍 

2 六望 張紫蒑 英詩獨誦 亞軍 

3 六望 郭欣穎 英詩獨誦 亞軍 

4 六望 湛曉藍 英詩獨誦 亞軍 

5 六望 吳倩瑤 英詩獨誦 亞軍 

6 六愛 羅梓蓁 英詩獨誦 亞軍 

7 六信 王祉言 英詩獨誦 亞軍 

8 六望 姚焯然 英詩獨誦 亞軍 

1 一愛 李詩翹 英詩獨誦 季軍 

2 一愛 馮希晴 英詩獨誦 季軍 

3 四望 盧泇南 英詩獨誦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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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數學比賽成績 

學生姓名 班別 參賽項目 主辦機構 成績 

馮正一 二愛 

環亞太盃國際數學邀請賽 香港資優教育學會 

一等獎 

李柏朗 二望 一等獎 

陳鈺霖 三誠 特等獎 

劉卓桐 五信 一等獎 

何芓樂 五信 一等獎 

黃天誠 五信 一等獎 

黃天誠 五信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總決賽)  

香港數學 

奧林匹克協會 

一等獎 

羅悅寧 五信 一等獎 

關尚心 二愛 

  港澳數學 

奧林匹克公開賽 

(初賽) 

香港數學 

奧林匹克協會 

金獎 

譚佳悦 五信 金獎 

 黃天誠 五信 金獎 

 羅悅寧 五信 金獎 

黃天誠 五信 一等獎 

  羅悅寧 五信 一等獎 

劉卓桐 五信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 

(香港賽區) 
奧冠教育中心 

一等獎 

黃天誠 五信 一等獎 

陳鈺霖 三誠 
香港數學盃全況綜合數

學能力大賽 
香港數學盃協會 個人賽—銅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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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zri 
Mabel 
Case 

六信 

傑出演員獎 何政昊 六望 

郭欣穎 六望 

孫靖哲 六望 

黃靖琳 六望 

郭靖柔 四誠 

Puppetry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chools 

EDB 

Certificate of 
Achievement 陳靖霖 五信 

陸尉軒 五望 

Merit Prize 吳倩瑤 六望 

唐珈熙 六愛 

何政昊 

六望 香港公園綠色大搜索 香港觀鳥會 

亞軍 

 
劉雋軒 

孫靖哲 

楊昊澄 

最突出雀鳥帽子設計獎 姚樂維 

余歷行 

  江靖琪 六望 

獅子盃科學科技比賽 獅子會中學 銅獎 
  張紫蒑 六望 

  沈清愉 六望 

  方嘉祺 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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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姓名 班別 參賽項目 主辦機構 成績 

何東熹 五信 

聖經科獎勵計畫 漢語聖經協會 得獎者 

梁心韻 五望 

李卓謙 五愛 

朱瑞晴 五誠 

陳穎琳 六信 

何以晴 六望 

黎煦政 六愛 

 蔡睿斯 六誠 

李詩翹 一愛 

  第 25屆聖經朗誦節 

廣東話獨誦 
漢語聖經協會 

小一組-季軍 

謝蓁浠 一愛 小一組-亞軍 

姚焯豐 三愛 小三組-亞軍 

冼凱悅 四愛 小四組-季軍 

梁天恩 六信 小六組-季軍 

鍾朗維 四誠 
第十屆「普藝盃」 

朗誦才藝大賽 

香港普及 

藝術協會 

「普藝盃」朗誦 

大賽冠軍 

劉翔 六望 
第十六屆 

學術精英挑戰賽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

顯紀念中學 

中文科、英文科及數學

科成績達金獎水平 

 冼凱悅 四愛 
全港小學生 

[普]出非凡才藝比賽 
商務印書館 

表現優異 

網上最受歡迎獎 

  

(二) 視覺藝術方面 

學生姓名 班別 參賽項目 主辦機構 成績 

鄭懿嘉 二誠 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 教育局 嘉許獎 

丘嘉敏 三誠 

當代青少年及兒童藝術節 

新春繪畫比賽 
香港當代藝術學院 

兒童 A組—工藝畫 

亞軍 

第五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星島雜誌集團 
中國畫(第五組)— 

一等獎 

Draw My Watch錶面設計比賽 GNET STAR 小童組—銅獎 

張令譽 二信 
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世界兒童藝術 

文化協會 
小童組—銀獎 

兒童創作大賽 GNET STAR 
小童組—銀獎 

張婧柔 六信 

中童組—金獎 

“華夏兒藝”全國少年兒童 

美術書法攝影大賽征稿活動 

中國少年兒童 

美術書法攝影作品 

編輯委員會 

美術貳等獎 

陳芷妍 一望 

國際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 亞美斯藝術交流 幼兒組—金獎 

第七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世界兒童藝術 

文化協會 

香港賽區小童組 

國畫—季軍 

馮心嗂 五信 第 2屆 Go!頑遊世界繪畫比賽 ARTMAZING 
兒童創意畫 P5-6組 

特等獎 

劉謙 二信 紀念章設計比賽 YMCA 幼童軍組—冠軍 

陳芷妍 一望 第八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WCACA 小童組國畫—金獎 

陳依呈 二信 第十五屆德藝雙馨香港區賽 
China Artist 
Association 

小學三/四年級組—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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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表演藝術方面 

   1. 第七十一學校音樂節 

學生姓名 班別 參賽項目 獎項 

蔡睿斯 六誠 
木童笛二重奏 冠軍 

袁希琳 六誠 

黎煦政 六愛 二級鋼琴獨奏 冠軍 

張貝兒 一信 一級鋼琴獨奏 亞軍 

黃俊逸 五信 一級鋼琴獨奏 亞軍 

蔡睿斯 六誠 長笛獨奏 亞軍 

低年級合唱團  中文聖詩組 亞軍 

葉倚華 一望 一級鋼琴獨奏 季軍 

劉康鉦 二信 一級鋼琴獨奏 季軍 

陳凱旗 二誠 一級鋼琴獨奏 季軍 

鄭敬臻 四信 小號獨奏 季軍 

朱政賢 五信 四級鋼琴獨奏 季軍 

曾梓喬 五愛 四級鋼琴獨奏 季軍 

袁希琳 六誠 牧童笛獨奏 季軍 

高年級合唱團  中文聖詩組 季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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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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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蹈組低班  小學低年級組甲級獎 

 

3. 其他音樂比賽  

學生姓名 班別 參賽項目 主辦機構 成績 

音樂潛能班  

JSMA聯校音樂大賽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小學合唱—金獎 

高年級合唱團       小學合唱團—金獎 

合奏隊  管弦樂團—銀獎 

佘允之 五誠 
弦樂(小提琴)獨奏 

初級組—金獎 

關諾賢 五誠 獨奏—金獎 

關官渝 六信 獨奏—金獎 

陳欣彤 二愛 弦樂(豎琴)獨奏—銀獎 

王祉言 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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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季軍 

《新聲盃》中樂獨奏比賽 新聲音樂協會 彈撥 C 中級組—亞軍 

蔡睿斯 六誠 香港才藝表演大賽 ARTS FOCUS 
朗誦冠軍及傑出表演獎普通

話新詩獨誦—傑出表演獎 

梁津爾 二望 第十一屆全港學生 

公開音樂比賽 
朗誦及音樂推廣協會 

Violin-Grade 2  1st Place 

梁心悅 一誠 Honorable Mention 

歐倩廷 六信 第六屆香港亞太 

青少年鋼琴比賽 
香港音樂發展中心 

四級考試組—一等獎 

張婧柔 六信 七級考試組—一等獎 

關官渝 六誠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 

音樂節—中樂大賽 

香港國際 

文藝交流協會 

小學六年級樂器:柳琴冠軍 

關諾賢 五誠 小學五年級樂器:柳琴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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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體育方面 

1.  2018-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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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卓恩 五信 

沙田區小學 

校際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女子甲組 50米蛙泳冠軍 

女子甲組 100米蛙泳冠軍 

王諾熙 五誠 
男子乙組 100米自由泳亞軍 

男子乙組 50米蛙泳殿軍 

游泳校隊  

男子甲組團體優異獎 

男子乙組團體優異獎 

女子乙組團體殿軍 

王卓恩 五信 
第三屆全港 

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女甲 50米蛙泳第二名 

女甲 100米蛙泳第三名 

女甲 4X50米四式接力第四名 

 

3. 2018-2019校際田徑比賽 

學生姓名 班別 參賽項目 主辦機構 成績 

姚樂維 六望 
沙田區小學 

校際田徑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甲組 200米—亞軍 

男子甲組跳遠—季軍 

田徑校隊  
男子甲組 4X100米接力冠軍 

男子甲組團體亞軍 

 

4. 2018-2019校際羽毛球比賽 

學生姓名 班別 參賽項目 主辦機構 成績 

羽毛球校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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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軍 

吳日天 六信 傑出運動員 

 

5. 2018-2019全港校際劍擊比賽 

學生姓名 班別 參賽項目 主辦機構 成績 

花劍校隊  全港小學校際劍擊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女子丙組花劍團體賽優異獎 

 

5.其他體育比賽  

學生姓名 班別 參賽項目 主辦機構 成績 

尹森塱 六信 

飛達聖誕 

兒童田徑錦標賽 2018 
飛達田徑會 

60米跑—亞軍 

姚樂維 六望 跳遠—季軍 

區正傑 五望 100米跑—季軍 

黃澧 四誠 200米跑—季軍 

譚豫桐 六信 擲壘球—亞軍 

李上恩 六信 擲壘球—季軍 

郭心悠 六誠 60米—亞軍 

林以望 四愛 100米—季軍 

曾蔚婷 一愛 60米—亞軍 

許穎妮 一望 30米—季軍 

陳丁叮 一望 
60米障礙賽—亞軍 

擲豆袋—季軍 

翁嘉晴 一望 擲豆袋-亞軍 

田徑校隊  

男子 4X100米接力—冠軍 

女子 4X100米接力—冠軍 

女子 4X100米接力—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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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姓名 班別 參賽項目 主辦機構 成績 

梁子俊 五愛 
第八屆亞太兒童 

田徑錦標賽 
亞太兒童體藝協會 男子 2008年組 擲壘球—冠軍 

周嗣淳 六愛 

澳洲高爾夫球學院 

冬季季度賽 C組 
澳洲高爾夫球學院 冬季季度賽 C組—亞軍 

首屆香港太極、養生、

武術精英公開賽 
宏武太極學會 

個人棍術—亞軍 

個人南拳—季軍 

個人劍術—季軍 

武術校隊  沙田節 

沙田武術錦標賽 
沙田體育會 

團體-冠軍 

高小組—學校集體 

(南拳)—第壹名 

(長拳)—第壹名 

(槍術)—第壹名 

(刀術)—第壹名 

吳倩瑤 六望 個人冠軍 

武術校隊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外展

教練計劃 

武術比賽 

香港武術聯會 

武術推廣獎 

小學組-初級劍術—季軍 

小學組-初級長拳第一路 

一、二段—季軍 

小學組-青少年章別計劃之第

三、四級章別動作—亞軍 

小學組-青少年章別計劃之第

五、六級章別動作—季軍 

武術校隊  
青少年武術普及

訓練計劃錦標賽 
香港武術聯會 

初小組 

集體棍術金盃 

集體棍術銀盃 

集體長拳銀盃 

集體南拳銀盃 

集體五步拳銀盃 

集體刀術銅盃 

集體槍術銀盃 

高小組 

集體槍術銀盃 

集體劍術銀盃 

集體五步拳銅盃 

集體南拳銅盃 

武術校隊  

全港公開新秀武

術錦標賽 

 

香港武術聯會 

 

學校組小學組 

初級棍術—銅盃 

學校組小學組 

五步拳—銀盃 

麥悠 三望 

個人全能—銅獎 

初級刀術—銅牌 

初級長拳—銅牌 

 尹森塱 六信 初級棍術—銅牌 

吳倩瑤 六望 初級刀術—銅獎 

 周嗣淳 六愛 初級南拳—銅獎 

武術校隊  全港公開青少年 

兒童武術分齡賽 
香港武術聯會 

集體南拳—銀盃 

湛曉藍 六望 女子中童組刀術—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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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姓名 班別 參賽項目 主辦機構 成績 

楊依靈 三望 
第十三屆香港 

國際武術比賽 

香港國際 

武術比賽會 

女子個人刀術冠軍 

女子個人劍術冠軍 

女子個人長拳冠軍 

女子個人五步拳冠軍 

吳詠楠 六望 
香港自由式輪滑公開賽

速度繞樁賽 
香港滾輪運動總會 女子少年普及組亞軍 

林俊希 二望 

香港兒童三人籃球賽 

暨幼兒個人技術賽 
Acornfield Junior組 三人賽—冠軍 

室內籃球賽 愛鄰舍 豆丁組—亞軍 

張令譽 二信 
首屆—香港武術之星 

錦標賽 

傑青武術暨 

音樂藝術中心 

學校組男子初小初級 

棍術—第三名 

馬心悅 四誠 

公開高小組女子組 

初級南拳—亞軍 

粵港澳大灣區 

少年武狀元 
香港太極青年團 

初級南拳—第一名 

初級棍術—第一名 

梁津爾 二望 
第十三屆香港 

國際武術比賽 

香港國際 

武術比賽組織委員會 

尚武初級南拳—第一名 

尚武基礎棍術—第一名 

潘靖言 五愛 

第五屆 L.C.Y 

擊劍國際邀請賽 
L.C.Y Fencing Club 

14歲組女子重劍團體第一名 

10歲組女子重劍個人第三名 

2018年廣東省擊劍協會 

“新浪杯”公開邀請賽 

廣東省 

擊劍協會 

U12女子重劍 

團體第二名 

劍擊運動學院秋季賽 劍擊運動學院 U10女子重劍個人第一名 

黃子淳 二望 
POOMSAE AND 

CREATIVE BREAKING 
COMPETITION 

香港跆拳道 

正道館 

個人品勢男子色帶組別 

季軍 

周紀曈 

 
 

三誠 

 
 

香港跆拳道品勢比賽 香港跆拳道協會 色帶組—冠軍 

國際會跆拳道 

小學邀請賽 
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 女子個人品勢組—亞軍 

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 

跆拳道錦標賽 

香港智能 

跆拳總會 

女子兒童品勢隊制季軍 

暨(香港區代表) 

樂華跆拳道會 

品勢邀請賽 
樂華跆拳道會 

女子兒童個人組—季軍 

雙人組—季軍 

團體組—季軍 

第 12屆國際跆拳道會 

兒童少年邀請賽 
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 品勢組亞軍 

觀瀾才藝比賽  
最佳才藝獎 

(RTEAM 跆拳道表演隊) 

全港品勢比賽 香港跆拳道協會 
女子兒童組冠軍 

(全港公開賽冠軍) 

迦密愛禮信小學 

邀請賽 
迦密愛禮信小學 

兒童搏擊組—亞軍 

兒童電子組—亞軍 

雙人品勢組—冠軍 

兒童個人品勢組—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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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姓名 班別 參賽項目 主辦機構 成績 

周紀曈 三誠 Carmel Alison Lam Primary 
School Taekwondo Day cum 

International TKD HK 
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 

Association Districts Sharing —
2nd Prize 

鍾咏恩 六愛 
  Association Districts     

        Sharing —1st Prize 

區清宜 五望 
兒童及青少年 

空手道交流賽 
全空連剛柔會拳志館 

 女子 8-10歲(初級組)冠軍 

  女子 8-9歲(初級組)亞軍 

張芯瑜 六愛 

第二屆跆拳道品勢 

挑戰賽暨速度王爭霸戰 
香港跆拳道國藝會 品勢組—冠軍 

福爾摩沙國際跆拳道 

錦標賽 
常勝國際體育 少童女子八級組—第一名 

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 

跆拳道錦標賽 

廣東體育 

對外交流中心 
女子少兒色帶組—第三名 

胡氏跆拳道精英邀請賽  品勢組—冠軍 

全港跆拳道品勢比賽  品勢組—冠軍 

劉謙 二信 

   大埔游泳總會比賽 大埔游泳總會 

蝶式 25米—銀獎 

蛙式 50米—銀獎 

背泳 50米—銅獎 

自由 50米—銅獎 

迪泳會新星挑戰賽   迪泳會 
25米蛙式—冠軍 

25米自由式—冠軍 

週年水運會 大埔游泳會 男子 7歲組全場總冠軍 

關諾賢 五誠 

校際獨木舟比賽 香港獨木舟總會 

女子(11-12歲)T1—1000M亞軍 

女子(11-12歲)T2—1000M冠軍 

關官渝 六誠 

女子(11-12歲)T1—1000M冠軍 

女子(11-12歲)T2—1000M冠軍 

維特健靈 

慈善單車馬拉松 
維特健靈 女子小學生組—冠軍 

  

(五) 興趣方面 

學生姓名 班別 參賽項目 主辦機構 成績 

江冠聰 五信 
  首屆粵港澳大灣區 

 機械人公開賽 

亞洲機器人聯盟 

慈善基金 

VEX IQ機器人競賽項目 

冠軍 

陳泓希 五信 

  天藝盃中國象棋大賽 天藝棋院 高小組—冠軍 

全港中小學生 

中國象棋個人賽 
香港象棋總會 高小組—亞軍 

陞域坊聯盃象棋賽 荃灣葵青坊眾會 小學組—季軍 

王仁希 四信 香港圍棋大賽 香港圍棋協會 5至 9級組—季軍 

孫嘉徽 五誠 圍棋春季錦標賽 香港兒童棋院 初級組—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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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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發展校本資優教育   

 2.1.1 強化學生掌握

及運用高層次

思維能力的學

習策略 

- 在日常教學中滲入資優

教學元素，使學生懂得運

用高層次思維策略學習。 

 常識(小三、小五)及科

學(小一、小二)重點教

授學生不同的學習策略

思維工具(例如思維十

三式)以提升學生分析、 

評鑑和創意等高層次思

維的能力。 

 中英數常科(有系統地

教導不同年級的學生運

用科本的思維工具)，提

升學生分析、評鑑和創

意等高層次思維的能

力。 

 強化現有以抽離模式進 

行的資優教育培訓班， 

並透過與外間專業機構

合作，以協辦不同的資

優課程。 

 善用並強化已建立的學

生人才庫，發掘及推薦

不同潛能的資優生。 

- 常識(小三、小五)及科學(小一、小二)在上、下學期各揀選了一個

單元進行專家備課，在教學專家的指導下，豐富了科本的高層次

思維策略。參與專家備課的老師在教學上運用了不同的高層次思

維策略，並透過提問，帶領學生多想一步，提升學生的解難及創

意能力。 

- 上學年中、英、數、常、科在科主任的帶領下進行了課程刪減，

以騰出空間讓教師有更多時間訓練學生的高層次思維能力。老師

在每個教學單元中加入了最少一個高層次思維策略以提升學生

在分析、評鑑及創意的能力。科主任收集了老師在各單元曾使用

的高層次思維策略，整合了科本的高層次思維框架。 

- 全體老師都認同專家備課及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能協助老師提

升學生的學習能力及認識如何有效地運用不同的高層次思維策

略。根據老師在課堂的觀察及學生的課業表現，超過九成的老師

認為大部分學生能運用高層次思維工具。 

- 本學年仍在各級進行上、下學期各一次的思維課，有系統地教授

學生不同的思維策略。上學期着重應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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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着生活化的情境，

讓學生更能代入角色進行思考和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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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年級運用奔馳法進行不同的創作活動。 

- 學校安排老師以抽離模式進行資優教育培訓班，例如中英文辯論

隊、小記者訓練、英文寫作班、英語話劇組、數學潛能班、音樂

潛能班、視藝兵團及運動校隊等，訓練學生參加校外比賽。 

- 各科參考了學生人才庫的資料，安排學生參加不同類型的比賽，

例如校際朗誦節、校際音樂節、數學比賽及寫作比賽等。教師亦

根據學生人才庫，推薦學生參加資優教育學苑不同範疇的課程。

本年度學校共推薦了 35位學生參加網上資優課程，並安排學生

在小組中分享。 

- 在教學專家的指導下，老師嘗

試在一個單元中運用了不同的

高層次思維策略。在試教過程

中，老師遇到一些教學難點，

並在檢討會議中和專家及科任

共同交流如何優化教學。由於

教案內容豐富，老師須在原有

的課程再進行剪裁，以便能有

更多教學時間讓學生進行課堂

討論和匯報。 

- 老師能在日常教學中運用思維

工具，但仍需累積經驗以增進

教學技巧及優化教學設計。新

一學年每位老師全學年個別設

計一份包含電子學習元素的高

層次思維教學的教案以強化學

生的高層次思維能力。 

- 新一學年仍會沿用抽離模式，

由校內老師或外間機構舉辦資

優教育課程。 

- 新一學年仍會繼續善用學生人

才庫，推薦不同潛能的資優生

參加比賽或課程，並提供機會

讓他們展示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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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2.1.1 強化學生掌握

及運用高層次

思維能力的學

習策略 

- 透過環境佈置、硬件設施

及資訊科技的配合，協助

提升學生高層次思維的

能力。  

 在操場及走廊展示各科

運用的高層次思維工具

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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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維工具，並提升學生應

用不同的高層次思維能

力。 

 善用現有硬件設施(包

括風力及太陽能設施)， 

並建立新的特別教學室

(例如STEM教學室)，使

學生與教師進行探究、

分析、解難及創意等有

助提升高層次思維能力

的學習活動。 

 聘請外間專業機構或專

家，為教師進行培訓及

為學生提供相關的學習

活動。 

 與本地及海外學術機構

發展相關的合作計畫，

或進行學習交流。 

- 本校因應不同年級常用的高層次思維策略，在課室樓層張貼

了常用的高層次思維策略的思考圖像及例子，加深學生的印

象。 

- 老師亦進一步應用資訊科技於預習，安排三至六年級學生在

Google Classroom閱讀資料或觀看教學短片，使學生對課題

有初步認識。在課堂上，老師會因應課題，應用平板電腦及

相關應用程式進行教學活動，增加學生發表意見的機會及促

進互動。 

- 設立了 STEM教學室，基本設施如遮光窗簾、洗滌槽及實驗

室使用的龍頭等，有助教師帶領不同年級的學生進行了科學

科不同主題的學習活動，如太陽能發電的探究、光和電的實

驗、水和空氣的實驗、熱的探究實驗和防水物料的實驗等，

還有一些增益延伸活動如有關細胞的學習和蝴蝶的研習。 

- 本年度得到外間機構「綠色力量」的協助，為四位教師、兩

位教師助理提供了有關蝴蝶研習的專業培訓，也為學生主辦

了相關的工作坊和戶外考察的學習活動。另外，本年度繼續

得到兩位家長專業的指導和協作，幫助老師發展有關細胞研

習的校本課程。 

- 本校老師及高年級學生於三月前往江門與姊妹學校進行一系

列以「小鳥天堂」為主題的跨科學習之旅。學生除實地觀察

當地著名的小鳥天堂、閱讀巴金筆下的《鳥的天堂》外，還

利用考察所得的成果，進行視藝創作、文學欣賞及寫作練習。

從家長及學生的反映，得知是次活動雙方學校的學生都獲益

良多。此外，七月下旬，學校舉辦親子澳洲昆士蘭九天駐校

學習團，能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及認識當地的文化。 

- 本學年有部分老師仍未嘗試使用

Google Classroom作為預習或延

伸學習的電子平台。新一學年要

求中、英、數、常、科的科任安

排三至六年級學生，每學期最少

一次使用資訊科技預習，並能在

Google Classroom或其他電子平

台分享意見。學校會為未熟悉

Google Classroom的老師提供培

訓，協助老師提升使用資訊科技

的能力。此外，學校亦會因應老

師運用電子科技進行教學的能

力，提供不同程度的工作坊。 

- 教師要花時間帶領學生從課室前

往 STEM教室，實驗活動一般需

要有足夠時間讓學生觀察和分

析，由於上課時間的限制，部分

探究活動需要調整以達至更有效

能的研習。另外本學年有部分老

師仍未嘗試使用 STEM教室進行

學習活動。學校會安排教師助理

協助老師以助提升課堂時間運用

的效能並以鼓勵老師使用 STEM

教室和與學生進行更多有助提升

高層次思維能力的學習活動。 

- 由於本年度是第一年主辦有關蝴

蝶的研習活動，老師利用課外時

間帶領學生進行探究，能擴展了

學生不同的學習經歷並有助提升

他們的思維及協作能力，但在組

織學生成為學習社群方面要有所

跟進和探索後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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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2.1.2 提升教師教學

設計及教學技

巧 

- 優化課堂教學，發展多元

化評估。 

 優化共同備課，聚焦交

流如何在課堂中學習

不同的學習策略/思維

工具。 

 優化同儕觀課，檢視及

評估課堂應用學習策

略/思維工具的成效。 

 設計合乎學生能力和

深度要求的評估。 

 透過數據分析，檢視學

生的學習成效及促進

教師發展多元化的評

估及適切的課業。 

 

- 除了恆常中、英、數三科會進行共同備課外，本學年增加了

常識科及科學科的共同備課次數，以加強科任交流如何在課

堂中應用不同的思維工具。共同備課及同儕觀課重點在高層

次思維教學及提問技巧，透過互相觀課、課後交流及自我反

思，改善教師的教學設計及教學技巧。在科務會議上，科主

任安排科任分享高層次思維的教學設計，加深不同級別的科

任對科本高層次思維策略的運用。為加強全校性推行高層次

思維教學，每位老師須設計最少兩個高層次思維教學教案，

而其中一個更包含了電子學習元素。課程主任及科主任會檢

視教師所設計的教案，在課程組會議及科務會議和老師分享

及討論。在課堂教學中，老師亦能多運用資訊科技學習及思

維策略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效能。 

- 由於常識科及科學科沒有在時間

表上編定固定的共同備課時間，

以致老師較難協商共同備課的時

間，新一學年為常識科及科學科

編定固定時間以進行共同備課。 

- 會舉辦有關分層課業設計的工作

坊，讓老師掌握如何透過分層課

業以照顧學生多樣性的學習需

要。每位老師須設計一份分層課

業，課程主任和科主任會檢視課

業的設計，並在會議上和其他科

任分享和交流。 

- 本學年雖有利用AQP輸入學生測

考後的數據，但沒有時間透過數

據進行分析，以致測考卷的深度存

在不同程度的差異。新一學年，學

校需加強測考卷的數據分析，並

在測考後一個月內完成，以便擬

卷老師能更掌握測考卷的深度。 

- 透過外間資源，有系統地

安排教師報讀相關的課程

及工作坊，以提升教師的教

學設計及效能。 

 善用專家備課的教學

資源及材料，優化課堂

教學。 

 

- 本年度學校舉辦了「高層次思維教學」教師工作坊及「課研

成果分享及高層次教學反思」，讓老師更熟悉不同的高層次

思維策略及掌握相關的教學技巧。為提升老師的資訊科技能

力，本校分別安排了「教學短片製作」及「Micro:bit教學」

的教師工作坊，配合不同教師的需要。中文科邀請了出版社

介紹如何運用網上電子資源，英文科介紹了「Class Dojo課

堂管理系統」及網頁設計。學校在教師專業發展日舉辦「參

觀創意藝術中心及學習藍印技術」、「認識香港活化歷史—

參觀孫中山紀念館及大館」、「參觀橋咀島」及「參觀 VR

體驗中心」等活動。學校亦安排了老師參加教育局及外間機

構舉辦的教師培訓，提升教師的教學效能。 

- 為提升教師的教學設計及教學技

巧，新一學年每位老師須參加至

少一次校外舉辦與學科教學有關

的課程，在課堂實踐應用並在科

會上與同工分享。新一學年的科

務會議上，科主任會善用「中央

教案收集」與同工分析課堂教學。 

- 老師會根據上一次教師專業發展

日的活動後建議，加入相關的教

學活動，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課程主任及科主任要在編定進度

表時提醒有關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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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2.2 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2.2.1   
   

促進學生自覺

學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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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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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課室設置自學角，科任按課題張貼不同的自學內容。各科

最少舉辦了一項級本或全校性推動學生自學並動手製作的學

科活動， 

提供機會讓學生延伸學習，開拓視野，學生可按自己的興趣

及能力自由參加。除了英文科和 STEM早會外，本學年新增

了其他學科早會，藉此介紹有趣的學科知識及提供延伸的自

學活動。學校亦透過校內展板、午間報導、學科活動等，引

發學生自學的興趣，各科的活動都鼓勵學生運用創意思維完

成任務。老師將學生作品在校園內展示，促進同學彼此學習，

加強學生自覺學習的動機。 

- 老師有設置自學角張貼自學內容，

但部分老師較少張貼自學內容，

以致未能善用課室環境促進自學。 

新一學年學校要定期檢查各課室

的自學角內容，提醒老師更換自

學內容或學生作品。 

- 本學年的學科早會能引發學生的

學習興趣，新一學年會精簡學科

早會的內容及設計相關的自學活

動，鼓勵學生自覺學習。 

- 藉電子平台及資訊工具， 

促進學生自覺學習。 

 教導學生運用不同的

電子平台及資訊科

技，配合個人能力及進

度學習。 

 中英數主科設計多樣

化的電子課業，誘發學

生自覺學習。 

- 中、英、數、常、科科任利用電子學習平台，例如香港教育

城 STAR 平台、出版社的電子學習平台及 Google Classroom

等，發放學習材料或電子課業，讓學生能在家中進行預習、

自學或學科上交流。超過七成老師認為學生對電子課業感興

趣，並能準時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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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英文科參加了教育局的支

援計畫，三年級學生運用了 Adobe Spark製作故事短片及錄

音，活動能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亦能提升他們的寫作及說

話能力。 

- 本學年老師使用了香港教育城

STAR 平台發放中、英、數的學習

資料，但香港教育城所提供的獎

勵計畫及出版社的電子平台則較

少使用。加強推廣香港教育城的

獎勵計畫及使用出版社的電子平

台，並定期提醒老師跟進學生的

參加情況。將於新學年廣泛地在

三至六年級使用 Google 

Classroom，透過在 Google 

Classroom佈置的電子課業，引發

學生的學習興趣，並鼓勵他們能

準時完成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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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2.2.1   
   

促進學生自覺

學習 

- 運用 STEM的元素引

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透過相關的學習領

域、不同的課內或

課外時間設計有

STEM元素的活

動，培養學生的學

習興趣及科研精

神。 

 建立STEM教室，增

購不同的設備，以

提升學生探究知識

的興趣。 

 與外間機構合作，在

校內舉辦與STEM

相關的學生活動或

訓練課程。 

- 在不同的課內或課外時間設計有 STEM元素的活動，例如科學科

透過不同的科學實驗讓學生學習和應用公平測試的概念探究有關

學習課題。電腦科在課堂加入一些應用編程的學習活動，以助學

生學習和發展數學思維能力。另外，透過本校的技術支援人員和

外間機構在課後舉辦多元智能課程為一至六年級對應用科技動手

製作有興趣的學生提供了學習和參加外間比賽的機會。五年級學

生於試後學習應用 Micro:bit(編程)控制 Servomotor(伺服馬達)來製

作簡單運水儀器並進行比賽。上述活動都加強培養學生的協作能

力及科研精神。 

- 學生都有機會在跨學科活動(例如學生利用簡單材料製作動力船並

進行跨年級比賽、四至六年級學生利用紙張分別製作簡單高樓大

廈、橋和凳子，進行承托力的探究及同級比賽等)中動手製作，投

入參與並有所發現，豐富了學生不同的學習經驗，引發學生自覺

學習的興趣。 

- 此外，學校利用本校的生態環境，全年校內主辦了多次有關蝴蝶

為主題的活動，鼓勵學生多觀察校園四周環境生活的昆蟲。老師

透過二維碼向學生發放有關蝴蝶的資訊，然後請學生回答問題。

學校也舉辦蝴蝶攝影比賽，讓學生自由投稿，從以培養自覺學習

和愛護大自然的情懷。 

- 學校更參加了「綠色力量」舉辦的「蝴蝶 xSTEM」計畫，培訓了

三十多位四至六年級的學生成為「蝴蝶保育大使」，在校內運用

了一些科技產品進行有關蝴蝶的研習活動，並在校內向其他同學

分享學習成果和推廣保育蝴蝶及愛護環境的訊息。學生從中發揮

自主能力、延展潛能並培育探究精神。學校亦參加了資優教育學

苑和香港科技大學、香港教育大學合辦的 "Thinking Like a Scientist 

- Project Eureka”先導計畫。四年級學生以「水」、「空氣」兩個課

題進行了進深的科學探究活動，並應用所學設計及製作濾水器，

從而加強學生的學習興趣及科學探究精神。 

- 本年度増購了一些科技產品如電子白板、Micro:bit、太陽能板、生

物顯微鏡、實物顯微鏡和接駁顯微鏡的 WIFI Camera Eypiece等儀

器，促進學生進行科探活動。 

- 從學生填寫問卷回應和老師的

觀察，學生都對各項探究活動

感興趣並從中能自覺做資料搜

集，更主動思考問題並提出解

決方案，鑑於老師有其他工作

的要求和時間安排的限制，仍

有深化學習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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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中國歷史及文化」計劃 

項目 內容(活動詳情) 成效 反思回饋 

1. 舉辦加強中國歷

史和中華文化的

校本學習活動 

- 在校內舉辦與中國建築、世

界遺產及食物有關的活動 

  

 圖書科會分時段按以上

主題展示有關圖片及資

料 

- 中文科在早會上介紹了不同的中國建築特色，並舉辦低年

級的中國建築攝影比賽及高年級的中國建築設計比賽，讓

學生加深對中國建築的認識。學生對早會內容感興趣，主

動搜尋有關資料及參加比賽。中文科老師收集了學生的比

賽作品，並安排在校園內展示。圖書科配合中文科的早會

內容，在圖書館展示有關中國建築的圖書及模型。 

- 老師用心設計比賽內容，但高年級參加

的學生較少。任教高年級的老師可以加

強宣傳，並與學生討論比賽內容，吸引

更多學生參加活動。 

 

 舉辦親子「中國節日食品

製作比賽」及邀請老師拍

攝中國節日食品製作短

片 

- 六月中旬舉辦親子「中國節日食品短片製作比賽」，藉此加

深學生認識中國傳統節日食品及促進親子互動，對象為一

至六年級學生及家長。比賽以製作一款中國節日食品，價

錢不限，但片長不可多於 5分鐘。比賽共有三十六個家庭

參加，短片水準很高，已會安排在學校網頁及校園內播放

獲獎的比賽短片 

- 由於比賽在學期終舉行，未能安排早會

或其他活動時段播放。新一學年可在中

國文化日播出得獎片段，並由得獎學生、 

老師或家長義工教導學生製作有關食

品。 

 常識科及中文科在早會

介紹以上主題的有趣資

料及舉辦午間活動 

- 常識科在早會介紹了廿四氣節並配合當時氣節，舉辦了試

飲湯水活動，讓學生認識中國食療如何配合氣候。常識科

科主任亦定期透過午間廣播，向學生介紹不同氣節，學生

對以上活動感興趣。 

- 學生對廿四氣節有初步認識，但老師可

加強自學元素，如利用展板展示更多有

關資料、提供相關網站或設計工作紙等， 

讓學生對廿四氣節有更深入的了解。 

   

- 認識傳統中國藝術   

 京劇臉譜製作及粵劇介

紹(視藝科及音樂科) 

- 視藝科與音樂科合作，安排了五年級學生製作京劇臉譜。

學生能成功根據角色製作不同的京劇臉譜，並在校園內展

出，但由於教學時間不足，未能安排學生拍攝短片，介紹

京劇臉譜在粵劇中所代表的角色。 

- 新一學年可安排學生在視藝課時介紹自

行製作的京劇臉譜，加深學生對臉譜設

計的認識。 

 安排「變臉團」、皮影戲

或其他傳統中國藝術在

校內演出 

- 六月下旬，學校安排了黃暉木偶皮影有限公司在校內為一

至三年級學生舉辦了皮影戲及木偶雜耍表演活動，學生除

觀賞有趣的皮影戲及木偶表演外，更可參與嘗試。本校亦

邀請了八和粵劇學院到校為三至五年級表演粤劇及介紹有

關知識。學生除觀賞外，亦有即場學習使用一些表演工具

如槍、馬鞭、水袖等，學生積極投入參加。表演環節的時

間長短適中，學生專心觀賞，也積極參與現場的互動環節。 

- 學生較少接觸傳統的中國藝術表演，新

一學年可繼續安排其他中國藝術表演。

台上的表演需安排大屏幕放大影像，讓

學生能更清楚看到表演者的神態及動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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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活動詳情) 成效 反思回饋 

2. 舉辦或支持學生
參與有關中國歷
史和中華文化的
本地或與內地的
聯校活動 

- 安排校內學生擔任小導遊帶

領內地學生參觀具中國歷

史及中華文化特色的地方， 

如宋王臺、李鄭屋漢墓及圍

村等地方 

- 本學年內地姊妹學校沒有來港交流，所以未能安排校內學

生擔任小導遊的活動。 

 

   

- 安排學生到西安或其他富有

歷史價值的城市參觀及交

流，認識中國歷史及文化 

- 約四十位四年級學生參加了四川學習團，參觀了不少富有

歷史價值的地方及觀賞了傳統藝術表演，包括「變臉」。學

校安排了分享會，讓有份參加學習團的學生向高年級學生

介紹曾到訪過的地方及分享學習內容。學生在分享會能清

楚表述四川學習團的內容，亦能贏取其他學生的積極參與

之後的答問環節。 

- 老師反映四川學習團能加強學生對中國

歷史及文化的認識，行程安排滿意，將

來可繼續參加由教育局舉辦的國內學習

團。 

   

3.支援教師前往內
地參與有關中國
歷史及文化的教
學交流 

- 安排教師到西安或其他富有

歷史價值的城市參觀及與

當地教師作教學交流 

- 有五位老師跟隨學生參加四川學習團，但舉辦機構沒有安

排學術交流活動。在參觀過程中，老師亦加深了對當地歷

史及文化的認識。 

- 新一學年會安排中文科和常識科老師與

內地學校進行有關中國歷史及文化的教

學交流。  

    

4. 採購優質電子或
其他相關學與教
資源 

- 圖書館添置與中國建築、世

界遺產、食物及藝術有關的

書籍。 

- 圖書館添置了中國建築和食物有關的書籍共二十本。 - 圖書館可添置更多不同題材的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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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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30.00         

3.2 學生參觀活動(學生繳費) $48,000.00   $56,715.00      

3.3 學校經費 $505,000.00   $60,832.50      

3.4 推動中國歷史及文化計畫津貼 $90,686.00   $90,686.40      

3.5 消耗性用品  (紙張、文儀用品、獎品等)   $25,000.00   $7,350.00    

3.6 學習獎勵計畫   $3,000.00   $3,156.24    

3.7 跨科主題學習   $1,500.00   $624.00    

3.8 校本課程(德育課及思維課)   $1,000.00   $0.00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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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   $0.00    

3.10 幼小銜接(紀念品、添置小一課室內的玩具等)   $1,200.00   $620.00    

3.11 教師專業發展(舉辦教師專業發展講座/工作坊)   $4,000.00   $0.00    

3.12 學生講座及活動費用   $5,000.00   $8,233.84    

3.13 高層次思維教學橫額   $3,000.00   $2,830.00    

3.14 教學軟件及應用程式   $3,000.00   $0.00    

3.15 學生參觀活動           

  a) 一至六年級的科學科參觀費用   $25,000.00   $39,318.50    

  b) 一至六年級的常識科參觀費用   $30,000.00   $13,245.00    

  c) 一至六年級的其他科目參觀費用   $3,000.00   $3,520.00    

3.16 聘請教學專家   $105,000.00 $109,500.00  $109,500.00    

3.17 推動中國歷史及文化計畫支出   $40,000.00   $15,832.89    

3.18 建設 STEM教學室   $300,000.00   $38,650.00    

3.19 建設蝴蝶屋   $100,000.00   $0.00    

  
$692,116.00 $650,300.00 $317,733.90  $242,880.47  $74,853.43  

備註: 

1.因第一年進行有關蝴蝶的探究，宜多一些經驗後再建設蝴蝶屋，故此沒有支出。 

2.由於仍有足夠的物資及自製教材以供德育課及思維課使用，故此不用支出。 

3.由於聘請教學專家已包括舉辦教師專業發展講座及工作坊，故此不用額外支出。 

4.本年從網上有些合用的免費資源，故此不用購買參考書及教學軟件和應用程式。 

 

4. 本組成員 

 (嚴)慧儀  (馮)潔雁  劉(錦)芳  李(敏)儀  (龔)曉雯  林(威)  (廖)麗雲  鄭(巧)欣  陳錦(添)  鄭(詠)儀  (黃)碧連  張(忠)  林(耀)南  (蔡)起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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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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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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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2.2.1 
 

促進學生自

覺學習 

- 透過訓輔早會和定時更換特

定的壁報，向學生傳達自我

管理能力的方法和好處，更

設「挑戰題」供學生自覺學

習。 

- 訓輔組全年三次於地下操場的訓輔組壁報上設「挑戰題」

供學生自覺學習。但在網上遞交答案的學生人數不多，反

應很不理想。有見及此，第三次的題目答案除了繼續在網

上遞交外，也印了答題紙讓學生填寫後交回。因此，第三

次的「挑戰題」共有 43位學生參加。 

- 由於已透過訓輔早會和訓輔組壁報

向學生傳達了自我管理能力的方法

和好處，而自覺學習乃態度的培養， 

並不是單靠一、兩次活動便能看到

明顯的果效，所以新一學年會藉着

各科目去促進學生自覺學習。 - 加強一、二年級學生的五常

法訓練，提升學生自理和學

習能力。 

- 從一、二年級 8位正、副班主任的觀察中，全部同意五常

法訓練能提升學生自理和學習能力，例如減少了鉛筆遺失

的數量、收拾好書包，書包拉鍊常自律拉好，功課常自律

放進功課袋、把物品分類放好、小息時會放好用完的物品

等。 

2.2.2 幫助學生建

立正向思維

的態度 

- 推廣精神健康 - 除了透過舉行活動來幫助學生建立正向思維的態度外，並

在正規課程中加入正向教育―身心健康 (建立學生正面的

自我形象) 的元素。本年度的中、常、科、聖、體、圖科任

老師在任教時擬定能配合身心健康的課題。從老師的觀察

和檢討中認同有助學生建立正向的思維模式，效果理想。 

- 新一學年也會繼續跟進中、聖、體、

圖四科的科任老師在課程中選出合

適的課題以配合校本訓輔活動主題

―正向情緒、正向人際關係，並列

明在進度表中。 

 發展正向教育―身心健康 

(建立學生正面的自我形

象)。 

a. 中、常、科、聖、體、

圖科任擬定能配合身心

健康的課題，幫助學生

建立正向的思維模式。 

b. 建立教師的正向思維態

度，舉辦「抗逆力 4F」

工作坊。 

- 根據問卷結果所得，72%的參加者表示整體上滿意教師工

作坊及 8%的參加者表示整體上非常滿意教師工作坊。有

80% 的參加者認為此活動可認識更多自我關顧及抗逆力；

80%的參加者認為此活動可讓他/她可檢視自己的壓力及身

體狀況及 84%的參加者認為此活動更可令他/她有機會聆

聽自己內在的聲音。此外，92%的參加者認為此活動可幫

助他/她以新角度看事物並得到啟發。另外，94%的參加者

表示於此活動能放鬆身心，並願意學習放開及放下，思考

自己的減壓方法。更有 96%參加者表示他/她能感受同工之

間互相支持和鼓勵。 

- 根據問卷，可考慮為老師開辦有深

度的小組或半日營的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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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續 

2.2.2 

 

幫助學生建

立正向思維

的態度 

c. 優化獎勵券計畫：與視

藝科合辦，由學生重新

設計現有的三款(學科、

學業、品行)獎勵劵。透

過此獎勵計畫來嘉許學

生正面的行為表現，提

升學生自信。 

- 為了幫助學生建立正向思維的態度，訓輔組與視藝科合辦， 

由學生重新設計現有的三款(學科、學業、品行)獎勵劵，

優化獎勵券計畫得到學生踴躍投稿。設計精美和配合主題

的冠軍得獎作品已印製成獎勵券供同學換取。本年度約有

49位學生成功累積了 180張獎勵券而能獲得全方位獎勵計

畫的嘉許狀。 

- 為了讓學生有更多的機會發揮性格

強項，建議學生在填寫「4G計畫」

的分享部分，可以分享如何運用「我

的性格強項」來克服困難。班主任

也可以參考「I can」活動的形式，

約兩個月一次邀請一位學生分享善

用了「我的性格強項」中哪一樣強

項去完成一件事或任務。 

- 學生在早會和綜合課時分享「I can」

的過程，於新一學年請老師拍攝成

影片，上載至學校網頁供學生和家

長瀏覽，一方面可以供老師作為課

堂教材；另一方面也可以達到家校

合作共同發展正向教育的目的。六

月中的初小及高小的「I can」活動

嘉許禮，也邀請了一些一及二年級

學生分享，以補「I can」活動早會

的不足。 

  透過全方位輔導活動來提

升個人能力感，讓學生對自

己有正面的看法，並對自己

的長處和能力有信心。 

- 分別有 96%老師和 92%學生認為學生透過填寫「我的性格

強項」表能有助學生更知道自己的優點，並能促進學生訂

立目標在校園內善用及發揮學生的優點，有助提醒學生在

校園內學習欣賞及鼓勵的文化，成效顯著。 

- 藉着「I can」活動，學生分享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發揮自己

的優點及技能去解決困難，分別有 95%老師和學生認同活

動能讓學生對自己有正面的看法，並對自己的長處和能力

有信心，成效顯著。 

a. 「我的強項」表 

同學能發掘和欣賞自己

的優點和強項，並能善

用。 

b. 「I can」活動 

安排學生在早會、綜合

課中分享過去的成功經

驗及所遇到的困難，並

指出在經驗中如何發揮

自己的優點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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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續
2.2.2 

 

幫助學生建

立正向思維

的態度 

- 正向思維訓練 - 根據 APASO結果，要提升學生自律守規的能力，並幫助學

生建立正向思維的態度，建構正面的校園文化，在上、下

學期各進行了一次自律比賽計畫。每星期透過中央宣佈和

壁報板表揚獲得指定分數的班別。每星期平均被表揚的班

別約 21班。分別有 96%老師和 90%學生認同比賽計畫能有

助提升學生自律守規的能力，培養正面的態度，成效顯著。

老師認為學生做得好的項目：(如帶齊課本和用具) 

1. 有動力去提升上課秩序。 

2. 學生聽宣佈比以前安靜和留心，尤其是午間宣佈。 

- 為了幫助學生持續自律守規，進行

時有以下的修正: 

1. 與學生訂獎懲制度並切實執行。 

2. 轉堂或小息可額外給分予做得好

的班別，以作鼓勵。 

3. 可以在開學首三天，每同學設計

一張「叻叻卡」(或其他顯示做得

好的卡)，表現良好時輪流把卡貼

在課室門口。 

 透過舉行自律比賽以提升

學生自律守規的能力，培養

正面的態度，如自我控制、

團隊精神、節制等建構正面

的校園文化。 

 推行「齊心事成」班級經營

活動，建立正面和諧的校園

氣氛，並持續推行「一人一

職」計畫，讓學生透過服務

他人以發揮正能量。 

- 在幫助學生建立正向思維態度方面，從老師觀察中，「一

人一職」計畫能提供一個機會讓學生透過服務他人以持續

操練性格強項，如公正、謙卑、自制力強、具團體精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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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成長及歷奇活動，讓學

生挑戰自我，並學習與別人

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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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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額外的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231,660.00    $231,660.00      

3.2 額外的學生輔導服務津貼盈餘 $97,731.00    $97,731.90      

3.3 諮詢服務津貼 $118,629.00    $123,449.00      

3.4 成長的天空計劃津貼 $114,927.00    $114,927.00      

3.5 成長的天空計劃盈餘 $81,691.00    $81,691.00      

3.6 德育與公民教育津貼 $14,280.00          

3.7 校本輔導方式的輔導訓育計劃經費津貼 $6,336.00          

3.8 香港神託會教育基金獎學金 $10,000.00          

3.9 學生繳費(同根同心內地交流計畫) $4,170.00    $7,254.00  $7,998.00   

3.10 a.全校性訓輔活動   $3,000.00   $2,838.80   

  b.服務生訓練   $6,000.00   $3,000.00   

  c.印刷費(有關德育訓輔活動)   $2,000.00   $840.00   

  d.消耗性物品(領袖生飾帶、服務生用品)   $3,000.00   $3,066.00   

  e.家長工作坊   $5,000.00   $2,826.50   

  f.其他(如：參考書籍、教具)   $1,000.00   $0.00   

3.11 聘請學生輔導人員(兩位)   $343,350.00   $284,812.50   

3.12 支付提供諮詢服務機構費用   $118,629.00   $117,000.00   

3.13 支付「成長的天空計劃」服務機構費用   $70,000.00   $105,225.00   

3.14 有關成長的天空計劃的學生輔導小組費用   $70,000.00   $2,200.00   

3.15 a.推行國民教育活動費用   $200.00   $0.00   

  b.推行德育活動的費用   $22,000.00   $209.60   

3.16 訓輔活動需用的文儀用品   $2,000.00   $17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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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0.00   

 合計： $679,424.00 $656,179.00 $656,712.90  $535,586.50 $121,126.40  
備註：未有運用的款項如下: 

             3.10f.及 3.15a —運用了上年度的剩餘物資  

 

4. 本組成員 

    蘇永(德)  張(忠)  羅(賞)華  (藍)鳳儀  李雲(鵬)  陳(海)婷  鍾綺(明)  學生輔導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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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 

1. 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1.1 促進學生自覺學習   

 1.1.1 透過活動引發學生

自覺學習的興趣 

 

- 推行校本輔導小組活動 

 「五常法–自理小主人」小組 (與

學習支援組合作，加入親子元

素)  

性質：治療性小組 

對象：小一有需要支援的學生 

- 本小組目的是透過活動，學生學習運用「五常法」的其中

三個概念：常組織、常整頓及常清潔，以提升他們的自理

能力，讓學生儘早適應小學生活，共有 6位小一學生參與。 

- 從活動後的問卷中可見 100 %的參加者認同小組中學習到

五常法。  

- 老師問卷中顯示參與小組的學生有進步及達滿意程度。 

- 小組能支援小一學生學習

如何改善個人自理的能力。 

新一學年可以繼續舉辦這

類型的小組，並優化親子五

常法「家中也自理」家課。 

1.2 幫助學生建立正向思維的態度   

 1.2.1發展正向教育： 

身心健康(學生) 

- 小一適應活動 

 認識小學校園生活，並由關懷

大使協助帶領小一生認識學校 

對象：小一學生 

- 從小一班主任老師的問卷中看到，100%的老師表示滿意小

一適應活動的內容及安排。 

- 新一學年會繼續舉辦小一

適應活動以協助小一新生。 

 

- 推行校本輔導小組活動 

 提升自尊感小組 

 性質：發展性小組 

     對象：小三至小四學生 

- 透過遊戲、分享及情景討論，提升有需要支援的 10位小三

及至小四學生的自尊感，裝備他們更能面對成長的挑戰，

促進其心理及社交的健康發展。參加者皆表示小組讓他們

明白自己是獨特有優點，也學會了接納自己的缺點，另 

87.5%的參加者表示小組能提升我的自尊感。 

- 新一學年會為小三至小四

學生舉辦「正面自我形象」

小組，以建立學生正面自我

觀。 

- 推行校本輔導小組活動 

 校園鬆一 zone 

維持及管理遊戲室，開放並由

遊戲大使當值讓學生享受遊戲

的樂趣，學習與人相處 

對象：小一至小三學生 

- 是年遊戲室合共開放了 171次及 1568人次。並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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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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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學年可引入

更多互動遊戲及擴展至更

多年級的學生參與。 

- 成長的天空計劃 

 統籌成長的天空(小學)輔助課

程，協助跟進學生情況 

對象：已識別之小四至小六學

生 

是年分別共有 19位小四學生、6位小五學生及 7位學生參與

成長的天空計劃。據問卷結果所得，80%以上的參加者表示

計劃能對他們在「肯接受別人的意見」、「控制情緒」、「按既

定的目標辦事」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四方面有幫助，計劃

成效達教育局的要求。 

- 新一學年會繼續舉辦成長

的天空計劃，並會與各合作

推行活動的機構商議一些

新元素作介入引入當中，增

加活動的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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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1.2.2發展正向教育： 

身心健康(老師) 

- 推行教師工作坊 

對象：全校老師 

- 由「香港神託會-生命教育計劃」負責，透過藝術治療以提

倡「自我關顧」。 

- 據問卷結果所得，80%的老師認為此活動可幫助他們更多

自我關顧及有抗逆力；80%的老師認為此活動可讓他/她 可

檢視自己的壓力及身體狀況。此外，94%的老師表示活動

能放鬆心情，思考自己的減壓方式。 

- 老師投入參與是次工作坊， 

當中活動過程的氣氛愉快

輕鬆，有老師表示享受繪畫

過程。惟有老師表示工作坊

可考慮安排於測驗周首一、 

兩天舉行。 

- 老師輔導資訊傳閱 

對象：全校老師 

- 是年進行了一次老師輔導資訊傳閱，題目為「身心健康」

的訓輔資訊。 

1.2.3發展正向教育： - 推行校本輔導小組活動 

 孩童樂情緒小組 

    性質：治療性小組 

    對象：小二及小三有需要支援

的學生       

- 本小組由實習輔導員楊姑娘負責及帶領，共有 8位小二至

小三學生參加。 

- 從問卷中可見，86%的參加者表示活動能提升他們控制情

緒的意識，100%的參加者表示活動能讓他們反思個人產生

負面情緒的原因及思考控制個人情緒的方法。在老師問卷

中，老師同意小組能增強學生的情緒的管理。  

- 小組能支援有情緒管理需

要的學生，讓他們學習有效

管理情緒的方法及表達技

巧，會再繼續舉行。 

- 推行校本輔導小組活動 

 正向情緒小組 

性質：治療性小組 

對象：小四及小五有需要支援

的學生 

- 共有 5位小四至小五學生參加。 

- 從參加者問卷中可見，100%的參加者表示小組活動能提升

他們控制個人情緒的意識，並提醒了他們控制個人情緒的

需要性及思考自己控制個人情緒的方法。  

 

- 綜合課(主題與校本輔導內容有

關) 

- 是年舉辦了共 4場綜合課，初小及高小各兩場，主題為「善

用性格強項」及「I can 活動嘉許禮」。 

- 從學生問卷中可見，91.9%的學生同意活動能令他們更知道

自己的優點和促進他們訂立目標去善用及發揮他們的優

點。從老師問卷中可見，97.7%的老師同意活動能令學生更

知道自己的優點，95.5%老師同意活動促進學生訂立目標去

善用及發揮他們的優點。 

- 活動能讓學生更認識自己

的優點，新一學年活動可以

更多元化，如攤位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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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1.2.3發展正向教育： - 為有需要的學生及家長，提供個

別輔導，並配合其需要作出適切

的轉介。 

對象：有需要的學生 

- 個案工作方面，學校社工及實習輔導員本年共有 30個個

案。當中 7個個案因目標達成及 4個個案因升中而結束。

餘下 19個個案在新一學年會繼續。全年個案輔導數目介乎

全校 3-5 %的全校人數。 

- 學校社工派發了輔導意見問卷予接受個案的學生家長填

寫。從問卷結果中看到 100%家長對駐校服務提供的個案輔

導感到滿意； 100%家長認同個案輔導對支援其子女成長有

幫助；而 89.5%家長認同服務能支援其管教子女，10.5%表

示沒有意見。 

- 學校社工為有個別輔導需

要的學生提供輔導，當中亦

為有行為改善需要的學生

制訂行為獎勵計畫，藉以正

面地推動學生的良好行為。 

因學校社工與老師及家長

有緊密聯繫，並支援家長在

家中的管教子女方法，在家

校合作下，對學生正面成長

有幫助。 

- 成長課 

 推行校本的個人成長教育，照

顧全體學生的成長需要對象：

全校學生 

- 是年透過個人成長課教育，讓學生個人身心成長得以健康

發展並訓練學生思維能力。成長課教育主要以四大範疇推

展，包括個人、群性、學業和事業四大範疇。是年共編訂

了共 60份教案。 

- 當中 10節為由班主任老師在課室內推行；另有 1節為全級

成長課，由學校社工及支援輔導人員推行。 

- 從學生自評及家長問卷中看到，大部分學生在評估表中選

擇了「常常做到」及「有時做到」，可見成長課對學生有

幫助。 

- 有 100%的老師對成長課題材的選取及教授形式感到滿意。 

- 新一學年可因應本校訓輔

的年度主題及參考成長的

天空中的發展課程而修訂。 

- 推行校本輔導小組活動 

 「關懷大使」大哥哥大姐姐計

畫 

性質：發展性小組 

    對象：小四及小五學生 

- 是年共招募了 10位四年級學生及 6位五年級學生參加訓練

及服務。 

- 100% 參加者認同小組令他們學會關懷他人。 

 

- 學生表示喜歡「關懷大使」

計畫，因為能讓他們擔當大

哥哥大姐姐去服務小一新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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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1.2.3發展正向教育： - 推行校本輔導小組活動 

 「遊戲大使」訓練計畫 

性質：發展性小組 

對象：小四學生 

- 是年共有 8 位四年級同學接受訓練，從活動問卷，全部學

生表示活動讓他們學習到協助和關懷低年級同學的技巧。

87.5%的學生表示活動能增加他們的責任感。 

- 新一學年會以互動活動形

式推行此計劃，並推廣至更

多年級。 

- 領袖生訓練活動 

 訓練領袖生應有之態度及素

質，培養團隊精神及責任感 

    對象：領袖生 

- 共有 100個領袖生參加訓練。 

- 從參加者活動後問卷中看到，96.6%的學生同意活動能讓他

懂得與其他人合作，完成任務，97.8%的學生同意活動能讓

他挑戰自己，克服難關，93.2%的學生學習到與人溝通的技

巧。 

- 活動程序流暢，學生投入參

與，新一學年可參考當中的

活動。 

1.3 透過思維訓練，強化學生的社交能力  

 1.3.1思維訓練 - 推行校本輔導小組活動 

 推行正向思維社交小組(與學

習支援組合作，運用六頂帽子

作訓練) 

性質：發展性小組 

對象：小五及小六學生 

- 共有 5位四至五年級學生參加。 

- 100%的參加者同意小組能提升他們的正向思維能力及學

習到與人相處的技巧。75%的參加者表示活動能促進他們

運用高層次思維。 

 

- 是次社交小組首次加入正

向思維及高層次思維元素， 

從思維上促進學生增加同

理心，從而推動學生改善個

人的社交技能，效果良好。 

1.4 加強家長教育，傳遞正向思維訊息   

 1.4.1 家長活動 - 「家長齊敬師」活動 

 推動家長和學生向老師表達敬

意(將會與家長教師會合辦) 

    對象：全校學生和老師 

- 本年度「家長齊敬師」活動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由學生

代表先錄下敬師卡內容，然後於 10/4至 16/4午息時段播放。 

- 此外，於 1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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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老師普遍表示滿意活動安

排，覺得早會過程順暢，六

年級分享及禮物都很好，但

早會時間較短。新一學年會

與訓輔主任再商議早會時

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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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1.4.1 家長活動 - 個別家長管教諮詢 

 為家長提供諮詢服務，遇有緊

急個案，為家長提供支援及專

業意見，有需要時協助轉介 

對象：全校家長 

- 全年人數達 86人次，目標達成。 / 

- 家長教育通訊 

 出版<藍天集>以不同的主題， 

讓家長認識不同的管教方法及

學校輔導工作相關資訊 

對象：全校學生及家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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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養樂觀小孩」 及「如何協

助子女健康上網及使用電子產品」。「藍天集」能讓家長

了解學校訓輔活動及小組資訊，亦根據觀察之家長管教需

要撰寫文章供參考。是年「藍天集」以電子形式發放。 

- 新學年會繼續進行。 

- 家長資源閣 

 家長可借閱親職教育的書籍及

光碟 

對象：全校家長 

- 家長借用家長資源閣書籍及光碟的人次數目為 20人次，主

要是在家長管教支援工作坊中借出，效果未如理想。 

- 新一學年可於家長工作坊

及家長管教諮詢中向家長

推介本校及外間家長支援

的資源。 

- 推行家長管教技巧講座(小一家

長會) 

對象：小一家長 

- 學校社工於小一家長會中推行了一個名為「迎接新生活」

的講座，讓小一新生家長學習如何協助子女適應升讀小一。 

94.7%的參與家長表示滿意或非常滿意是次講座，對他們管

教有幫助。 

- 參與工作坊的家長表示可

增加多些時間給予家長及

社工的互動。 

- 推行家長管教支援工作坊 

對象：小一家長 

- 五次工作坊的對象是小一、小二家長，共 20 位家長報名參

加。達 60%以上出席的有 7位家長。 

- 從家長問卷中可見，85.8%的家長滿意或非常滿意工作坊，

能達到其學習管教及親子溝通的目的；100%的家長滿意或

非常滿意是次工作坊的內容。 

- 新一學年會於工作坊增加

多些時間給予家長及社工

的互動，解答家長管教遇到

的問題。 

- 親親孩子義工團 

對象：親子 20人 

- 從學生問卷中，100%的學生表示活動能讓他們學習到關心

長者，91%的學生活動能提供機會促進他們與父母的親子

溝通。 

- 從家長問卷中，100%的家長表示活動能讓他們學習到關心

長者，並能提供機會促進他們與子女的親子溝通。 

- 活動能訓練學生策劃及帶

領活動的技巧，並促進了親

子溝通及合作，值得再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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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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年度推行目標、策略及評估 

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2.1 持續發展校本資優教育   

 2.1.1 強化學生掌握

及運用高層次

思維能力的學

習策略 

- 教育心理學家為高年級學生開辦小組，

幫助學生掌握高層次思維策略。 

- 安排 6位五年級學生參加共四節的

「創意解難」小組，學生能投入課

堂，積極完成小組的活動，學習創

意解難的技巧，用正面態度面對困

難。 

- 參與小組的學生都認為小組能幫助他們掌

握高層次思維策略及解難技巧。 

- 但因被邀的學生有較多課外活動，故參加人

數不多。為提高小組成效，要靈活調適內容

深淺度，讓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都有機會

掌握較高層次的思維能力學習策略。 

- 言語治療師為學生開辦小組，促進學生

掌握高層次思維策略。 

- 安排 8位四至六年級同學參加了三

節的「社交達人」小組，學生都能

投入課堂，以適當的社交及溝通技

巧，與同學相處。 

 

- 為小二有特殊學習需要或成績稍遜學生

推行的「讀、默、寫」計畫加入拆字學

習技巧，以助學生掌握字型結構。 

- 參加計畫的學生都能掌握拆字技

巧，而且學期終的表現比學期初有

進步。 

- 會加入前測和後測以準確掌握學生的識字

量。 

- 採用相關電子平台為特殊教育需要的學

生設計學習活動。 

- 學生能投入課堂，積極學習和完成

課業。 

- 為學生和家長都能檢視學習表現，每次使用

相關電子平台學習後，都列印個別學生的學

習成果。 

2.2 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2.2.1   
   

促進學生自覺

學習 

- 跟訓輔組合作為一、二年級學生開辦課

後小組，加入親子元素訓練學生使用五

常法。 

- 今年共安排 7位一年級學生參加共

六節的「自理小主人」小組，學生

都能投入小組活動，認同活動有助

他們學習自理，而老師都認同學生

在收拾個人物品及準時交功課方面

有進步。 

- 可加強小組親子元素，邀請父母上第一節課

堂學習如何在家跟進學生家中自理進度。 

- 繼續優化「活出彩虹嘉許計畫」，增設獎

勵制度，學生累積達一定數量的獎勵券/

便可以賺取一個玩遊戲的獎勵如在午息

玩某些網上遊戲或到籃球場玩球類活動

等。 

 -  由於全校學生均會參加「4G計畫」，參加不

同學科活動以得特別獎勵，所以不會繼續推

行獎勵制度，但會於上下學期增設興趣小

組，讓計畫內的學生學習自己喜愛的技能，

有更多機會展現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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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2.2 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2.2.2   
   

幫助學生建立

正向思維的態

度 

- 跟訓輔組合作為三、四年級學生開

辦課後小組，運用六頂帽子作訓

練。 

- 今年共安排 9位五、六年級學生參加共五

節的「正向思維社交小組」，學生都能學習

以正向的情緒與人相處，並以高層次思維

策略分析如何處理社交情景，從而提升社

交技巧。 

- 由於發現高年級學生較多社交行為問題， 

所以對象年級會有所調整。 

- 學校參加「喜伴同行」計畫，為期

三年，有系統地幫助患有自閉症的

學生。 

- 今年共安排 5位四至五年級有自閉症徵狀

的學生參加共十節的「喜伴同行」小組，

學生都能投入課堂，提升了社交溝通能力。 

- 考慮每一期都邀請從未參加過此小組的學

生參加，以免學生覺得重複。而參加過的

學生則可以 LEGO小組的形式繼續改善其

社交技巧，以正面態度處理社交上遇到的

困難。 

- 學校外購服務，為有專注及讀寫困

難的學生開辦學習小組，提升學生

學習能力和興趣，增強學生自信

心，以深化學生的正向思維的態

度。 

- 今年上學期開辦了三年級及五年級的中文

能力提升小組，另外下學期亦開辦了課後

中文閱讀小組。學生對學習中文的信心都

有提升。 

- 老師需積極與導師溝通，才能讓導師較快

掌握學生的學習情況和需要及增加課堂的

趣味，以免學生覺得乏味和浪費時間，以

正面態度解決學習語文上的困難。 

- 言語治療師舉辦午間活動小組，深

化學生的正向思維的態度。 

- 言語治療師為高低年級的學生舉辦了兩次

午間活動，讓學生了解在生活上粵普用語

的分別，從而減低學習普通話時遇到的困

難。低年級學生較高年級學生踴躍參加。 

- 新一學年如果再舉辦，會從生活事件作引

入，運用「思考窗」讓學生分析不同解決

方法的好與壞，從而得出雙嬴的正面結果。 

- 教育心理學家舉辦家長講座「如何

與子女有效溝通」，從而幫助學生

建立正向思維。 

- 教育心理學家舉辦了「知優強品」家長講 

座，超過 80%家長都同意內容對他們有幫

助。 

- 講座前可以收集家長對該講題的問題，讓

講者可更準確掌握家長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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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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8度學習支援津貼盈餘 $103,055.00    $103,055.13      

3.2 18-19年度學習支援津貼 $1,100,000.00    $1,131,438.00      

3.3 17-18年度言語治療津貼盈餘 $31,120.00    $31,120.50      

3.4 18-19年度言語治療津貼 $116,377.00    $116,377.00      

3.5 17-18年度新來港兒童校本支援計畫盈餘 $5,896.00    $5,896.00      

3.6 聘請學習支援老師三名及學習支援助理一名   $1,080,324.00    $1,028,580.00    

3.7 活出彩虹獎勵計畫   $6,000.00    $2,356.30    

3.8 外間專業服務   $50,000.00    $31,420.00    

3.9 文儀用品   $1,500.00    $468.70    

3.10 小禮物   $2,000.00    $351.34    

3.11 購買教材   $500.00    $0.00    

3.12 言語治療費用   $120,120.00    $120,280.00    

3.13 新來港兒童支援服務   $5,000.00    $0.00    

 合計： $1,356,448.00 $1,265,444.00 $1,387,886.63  $1,183,456.34  $204,430.29  

 
4. 本組成員 

何瑞(祥)  (季)詩雨  (楊)素霞  (郭)雙琳  (蕭)盈晞  學生輔導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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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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發展校本資優教育   

 2.1.1 強化學生掌握

及運用高層次

思維能力的學

習策略 

- 老師在學藝活動中加入高層次思

維能力的元素，強化學生運用。 

- 各高層次思維組別(奧數、小小科學家、Cell  

  we talk、Creative Media、視覺藝術兵團、

高年級團契、辯論初班、從遊戲中學習及

三隊制服團隊)均能完成最少一次具高層

次思維元素的活動。其中奧數、辯論初班、  

Creative Media及三隊制服團隊以小組形

式合作完成解難活動；小小科學家、Cell we  

  talk組透過觀察過程進行分析及推測結果

等。組別老師已把活動資料填寫在紀錄表， 

表示學生通過活動展示其合作性，大部分

活動能完成並達致預期效果。學生能運用

高層次解難方法進行分析、創作、多角度

思考等技巧。 

- 除了在學藝活動中加入高層次思維元素活 

動外，可推廣至課後多元智能課程當中， 

讓 學生有更多接觸及參與的機會，發揮合

作、 解難、創意、分析等高層次思維能力

的元 素，從而提升學生表現。 

2.2 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2.2.1   
   
   
   

幫助學生建立

正向思維的態

度 

- 安排活動或講座推廣學生身心健

康教育。 

 

- 全年已安排三次講座，內容是有關推廣學 

生身心健康教育。每次講座完畢，負責老

師會調查學生的參與度。每次均超過 75%

學生表達學會了講座所帶出的正向信息，

並會把信息傳達給家人。 

- 學生從講座中能接收所帶出的信息，表現 

投入及積極。將會繼續舉辦有關推廣學生

身心健康教育的講座，幫助學生建立正向

思維的態度。 

- 舉辦校隊訓練日營，培訓隊員在 

  遇到挫敗時能積極面對的態度， 並

與其他同學分享其成功經驗。 

- 所有參與校隊訓練營的學生經訓練後均表

現得有自信及勇於面對挑戰，每人能完成

每項任務，最終獲授證書。在試後早會中，

所有參與者皆已分享是次活動所學到的正

向價值觀及成功經驗。 

- 是次 Outwardbound訓練營極具挑戰性，多

項難度極高的活動能訓練及提升學生的自

信心，學生能突破心理障礙堅持完成各項

艱辛任務，所以值得繼續舉辦。 

 
 
 
 
 
 
 
 



2018-2019年度周年報告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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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00.00    $42,606.20      

3.2 學生繳費(營費、參觀入場費、報名費及車費等) $124,140.00          

3.3 真理基石浸信會獎學金 $8,500.00          

3.4 a. 個人比賽報名費、營費及入場費   $90,000.00 $85,425.00  $80,88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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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00   $32,475.80    

3.5 學校旅行           

  a. 學生旅行營費(2018-19)   $12,540.00 $14,184.00  $13,200.00    

  b. 旅行車費   $21,600.00 $23,760.00  $23,760.00    

  c. 營費預繳(2019-20)   $8,000.00   $0.00    

3.6 活動車費   $5,000.00   $0.00    

3.7 邀請外界團體到校演出及講座支出   $5,000.00   $800.00    

3.8 活動器材及文儀用品   $2,000.00   $765.50    

3.9 慶功聯歡及旅行飲品    $5,500.00   $4,037.30    

3.10 校隊制服   $5,000.00   $10,050.00    

3.11 音樂優秀團員獎/傑出運動員/傑出才藝獎   $8,500.00 $3,450.00  $3,450.00    

  合計： $180,140.00 $188,140.00 $169,425.20  $169,425.20  $0.00  

 

4. 本組成員 

何(靜)儀    鄧偉(文)    (黃)碧連    (蘇)鳳玲    (馬)秀英    張(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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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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1.2.1   
   

促進學生自覺

學習 

- 與學校資援組合作，透過環境佈置

(以 Banner或大海報掛在樓層牆壁

上)及遊戲，讓學生加深認識聖經的

內容。 

- 學生問卷顯示，有 53%學生能透過環境佈

置及遊戲，讓他們能自覺學習神的話語。 

同時亦有 55%學生表示較從前增加了上

聖經網站的次數。 

- 更新操場柱位金句，以「正向情緒」或「正

向思維」的經文為主，並印製金句書籤作

為獎品。 

- 繼續派發聖經網站給學生，並設一欄讓學

生填寫推薦聖經網站。 - 介紹聖經網站予學生，提高學生自

覺學習的興趣。 

1.2.2   
   

幫助學生建立

正向思維的態

度 

- 透過宗教早會及聖經科，向學生傳

達正向的價值觀，培養學生能以積

極的態度面對挑戰及解決困難。 

- 收回全校學生問卷，有 76%學生表示能透

過早會及聖經科培養學生正向思維，能依

靠神解決困難。 

- 在新一學年會加入福音性信息，活動以正

向情緒為題，讓學生學習以正面的態度來

面對負面的情緒及經歷。 

- 聖經課堂內容連繫早會信息，幫助

學生透過聖經人物建立正面思維。 

 - 繼續於聖經課堂上連繫早會信息，幫助學

生鞏固信息，並建立正向思維的態度。 

- 定期於教員室壁報版張貼或派發勵

志文章給老師，協助老師建立學生

正向思維的態度。 

- 正向文章未能有效將信息傳遞 給學生，成

效不大。 

- 新一學年改用感恩事件分享，配合訓輔組

活動，在班內選一些學生在早會分享感恩

事件，以鼓勵學生正向思維。 

- 透過小門徒訓練，讓小門徒清楚得

救確據，並培養學生事奉神。 

- 經老師信仰班的調查，有 75%小門徒能把

握得救確據，另有 44%學生透過不同事奉

更認識神。 

- 新一學年會繼續以信仰班，及訓練小門徒

事奉兩方面培育學生，幫助學生建立正向

思維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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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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00.00    $6,600.00      

3.2 六年級福音營學生營費 $50,400.00    $51,000.00      

3.3 六年級福音營學生營費   $50,400.00   $50,982.00    

3.4 教師團契講員費   $500.00   $0.00    

3.5 預支 2018-19年度六年級福音營營地訂金   $3,200.00   $3,200.00    

3.6 文具及單張   $1,200.00   $1,260.00    

3.7 紀念品及禮物   $500.00   $412.00    

3.8 教材及教具/Banner   $1,200.00   $384.00    

 

合計： $57,000.00 $57,000.00 $57,600.00  $56,238.00  $1,362.00  
備註: 3.4 因教師團契全由老師自行籌辦，沒有邀請講員，故沒有支出。 

 

4. 本組成員 

劉(珮)玲  謝主(力)  蘇永(德)  何瑞(祥)  鄭(詠)儀  陳(晴) 

 
 
 
 
 
 
 
 

  



2018-2019年度周年報告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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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發展校本資優教育   

 2.1.1 強化學生掌握及

運用高層次思維

能力的學習策略 

- 電腦科老師教授四至六年級學

生 Google Classroom 的使用。老

師可利用Google Classroom平台

設計一些高層次思維能力的學

習活動。 

- 部分教中、英、數、常的老師有運用 Google 

Classroom，例如中文科老師會透過 Classroom

給學生課外資料，常識科老師會用此平台作專

題討論，讓學生發表意見。英文科會有課外文

章讓學生閱讀，並發表讀後感。 

- 可嘗試教學生使用 google內的其他

function。例如:google drive等，善

用 google account。 

2.1.2 提升教師教學設

計及教學技巧 

- 增購 40套平板電腦，安裝 MDM

系統，並舉行教師 MDM系統使

用工作坊，讓老師更易於掌控學

生電腦，方便教學。 

- 購買了 46套平板電腦，其中六套由圖書館管

理，其餘 40套老師已使用，老師使用率甚高，

每一上課日都有最少兩人次借用(四課節)。 

 

- 建議再增購 15套平板電腦，足夠兩

班學生同時使用。 

- 本校 TSS 已經參加如何建立 MDM

系統的課程，現仍需購買一部MAC 

mini才能完成，會於新一學年購買。 

- 與其他科組合作，更新特別室的

設備，讓教師更有效地發揮教學

技巧。 

- 已更新了 304室 STEM室的設備，增加觸控式

電子屏幕及更換白板。科學科及蝴蝶 X STEM

小組經常使用，科學科老師一致認為這些設備

對他們進行實驗時有很大幫助。 

 

- 更換 8間課室及 3間特別室的電

腦，另 30班課室及特別室的顯

示器。 

- 已經更換所有課室(包括特別室)的顯示器，並

更換了二樓所有課室、六年級 3個課室、2間

音樂室及視藝室的電腦。教師上課時更有效率

及更方便，節省不少時間。 

- 來年度會更換電腦室所有電腦及 7

間課室電腦，完成更新所有電腦的

工作 

2.2 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2.2.1   
   

促進學生自覺學

習 

- 協助製作思維工具 banner，使學

生容易掌握有關的工具。 

- 已經協助課程組製作六張 banner，掛在各樓層

的走廊。使學生容易掌握高層次思維的技巧。 

- 如果用貼牆的方法，相信效果更好，

會積極研究。 

2.2.2   
   

幫助學生建立正

向思維的態度 

- 與聖經科合作，在校園內合適位

置放置金句 banner或海報。 

- 已經協助聖經科製作 4張 banner，掛在舊翼有

蓋操場內。 

- 會積極尋找更多可用作放置 banner

的地方，讓聖經科或訓輔組展示與

正向思維有關的 b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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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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430.00    $66,740.00      

3.2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386,009.00    $386,009.00      

3.3 在學校推動電子學習的一筆過資訊科技津貼 $153,700.00    $153,700.00      

3.4 資訊科技人員支援津貼 $300,000.00    $307,200.00      

3.5 學校經費 $505,500.00    $505,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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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0   $6,000.00    

b. 租用 HKT20M寬頻費用($1600 x 12)   $19,500.00   $19,200.00    

c. 其他消耗品(碳粉、紙張等)   $50,000.00   $11,440.17    

d. 技術支援人員二名       $344,885.71    

    - 技術支援助理一名   $166,950.00       

    - 技術支援人員一名(17470X12 +873.5X12)   $220,122.00       

e. 租用 WiFi設備($4200 X 12)   $50,400.00   $50,162.00    

f. 更換已損壞的電腦硬件(包括更換已損壞之電腦 etc.)   $30,000.00   $33,631.00    

g. 其他電腦硬件、平板電腦周邊設備 

(例如:平板電腦保護套、network線、音響等)   $20,000.00   $39,193.95    

h. 購買平板電腦 40台   $100,000.00   $114,720.00    

i. 租用電子通告系統一年(HKT)   $7,000.00   $20,250.00    

j. 購買手提電腦三部   $24,000.00   $16,350.00    

k. 更換課室電腦 11台   $55,000.00   $90,084.00    

l. 更換課室及特別室顯示屏 30個   $24,000.00   $26,660.00    

m. 購買 3D打印機一部   $12,000.00   $21,854.00    

n. 學校環境設置   $30,000.00   $20,120.07    

o. 購買教學助理用電腦連顯示屏 5台   $30,000.00   $2,490.00    

p. 學校環境設施改善工程   $150,000.00   $134,872.50    

q. 環保生態園維護及保養   $90,000.00   $22,2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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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預算收入 預算支出 實際收入 實際支出 結餘/(超支) 

3.7 教學支援           

a. 課室及教員室文具   $25,000.00   $18,552.70    

b. 購買 micro-bit 50套   $25,000.00   $23,166.51    

c. 更換 mbot 機械車 10套   $8,000.00   $6,680.00    

d. Lego We do 2.0 1 套   $2,500.00   $2,900.00    

e. 製作橫額及車身貼作宣傳學校   $3,000.00   $3,103.00    

 合計： $1,440,639.00 $1,157,472.00 $1,419,149.00  $1,028,605.61  $390,543.39  
備註： 

1. 由於家長對 HKT 提供的電子通告系統感到滿意，已習慣使用。為方便處理,租用電子通告系統改為三年,不是一年(HKT),所以，費用$20250 是未來三年的租用費用，並不是一年。 

2.  由於是一次過招標購買，因此 3.6o購買教學助理用電腦$30000，在 3.6k更換課室電腦 11台中一併支出，3.6K 的購買的十八台電腦中有五台是教學助理用。 

 

4. 本組成員 

    (阮)煒光  林 (威)  劉恩(慈)  馮(家)輝  林耀(輝)  (穆)婷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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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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發展校本資優教育   

 2.1.1 強化學生掌握

及運用高層次

思維能力的學

習策略 

- 使用高階思維十三式來強化學生多角

度思考的能力，幫助學生能用在閱讀

中建立靈活的思考模式。 

 P1-2：兩面思考、樹狀分類  

 P3-4：特徵列舉、推測後果 

 P5-6：另類方法、多方觀點 

- 學生課堂表現及工作紙內容能反映他們懂得所

教的思維策略。有 70%學生能使用思維工具理解

文章內容提取重點並對內容作多些思考及分析， 

並能製作圖表。 

- 新一學年會教導每級學生不同的

思維策略。 

2.2 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2.2.1   
   

促進學生自覺

學習 

- 喜「閱」嘉年華 (各科參與) 

 舉辦推廣閱讀的嘉年華會，學生在

嘉年華會全情投入不同的閱讀活

動。學生在歡悅的氣氛下自覺閱讀。 

 活動包括攤位遊戲、作家講座、故

事演講比賽、大型書展、電子圖書

製作、話劇表演、漫畫家即場示範、

學生主持的圖書地攤，讓學生閱讀

不同形式的讀物，例如劇本、歌詞、

海報、謎語。 

 邀請各科就科本知識的圖書，設計

攤位遊戲。 

- 本年度學校舉辦了閱讀嘉年華，當天活動包羅萬

有，包括書展、與作家會面講座、 童話夢工場、

漫畫家即場示範、閱讀攤位遊戲、好書推介、增

擴實境 AR圖書試閱及書籤製作等。 

- 此外共八科設計了有趣的閱讀攤位遊戲，讓學生

從遊戲中學習，且更向同學推介各科「主題圖書」。 

- 活動完結後，根據學生問卷，有 82%學生喜歡閱

讀嘉年華。學生最喜歡的活動是書展、攤位遊戲

及 Adventure Escape。 

- 透過多元化的活動，擴闊了學生的閱讀領域，提

升了學生的閱讀興趣，推動了學生多閱讀，促進

學生自覺學習。 

若舉辦同類型活動，要留意以下事

項： 

- 童話夢工場人數太多，減低學生

與導師互動機會，致令學生不夠

投入。 

- 攤位遊戲規模很大，新一學年宜

提早預備(2個月前)，並且有 3位

籌委分擔、跟進及檢視高、中、

低年級活動。 

- 今次同學可以參與近 9個活動，

唯閱讀時間較少，新一學年可增

加閱讀時間。 

- 教授資訊素養(與常協作) 

 於 4至 6年級圖書課教授資訊素養， 

並配合常識科的主題研習，使學生

能實踐所學。 

- 於四年級教授利用統計圖來表達數據資料，五年

級學生進一步學習資料搜集方法，六年級學生學

習專題報告資料的整理。 

 

- 為配合常識科主題研習，於新一

學年會在十月教授資訊素養，學

生學會後可使用有關資訊素養技

巧幫助製作專題研習。 

- 親子閱讀 (J1-4) 

 舉辦講座及工作坊讓家長認識親子

閱讀的重要，並透過練習實踐親子

閱讀，期望家長及學生能感受閱讀

及學習的喜悅。 

- 於十二月及二月舉行兩場親子閱讀講座。講員是

理工大學英語系教授。她不但資深，且有實踐經

驗及豐富英語學習方法，表達清晰，說話吸引及

生動，講座分享內容實用。從問卷回應中，86%

的參與家長同意講座內容對他們有幫助。 

- 這次邀請了非常合適的講者向家

長分享訊息。考慮在講座後，配

以親子閱讀獎勵計劃作延伸活

動，鼓勵多些家長實踐親子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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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2.2.2   
   

幫助學生建立

正向思維的態

度 

- 心靈雞湯午間播放 

 圖書館向學生推介正向思維讀物。 

- 於十一月，已設立正向圖書專櫃，向學生推介正

向圖書，並鼓勵學生前往閱讀。按統計結果，共

有 94位學生閱讀正向圖書，幫助學生建立正向

思維的態度。 

- 可沿用及增加多些正向內容圖

書，也預備不同程度的圖書給不

同年級的學生。 

- 安排高年級同學於校園電視台 

 分享或朗讀一些正向短文，並帶出

正向信息，營造學校正向文化。 

- 由老師在早會及午休時進行文章分享。今年有 3

位老師用心預備及分享一些正向短文，帶出正面

積極的信息，營造學校正向文化。 

- 已與中文科合作，於新一學年有

12位四至六年級學生於校園電視

台分享或朗讀一些正向短文。 

- 正向人生閱讀報告比賽(P4-6) 

(與中文科合辦) 

 為了鼓勵學生閱讀，營造正向文化

及鼓勵學生寫作，圖書組與中文科

於下學期將舉辦正向人生閱讀報告

比賽(P4-6)。(詳情容後公佈) 

- 共收到 65份參賽作品，比較預期想像多 20份。

從參賽作品中，看到同學多看了勵志的圖書，並

且在書中學會了面對逆境時，學會要堅持，不放

棄及積極克服困難。 

- 於新一學年將與視藝科合作，讓

同學將閱讀感受及正向訊息，並

透過書籤 (三年級)及海報(四年

級) 表達，期望收到有更多作品，

學生更多閱讀勵志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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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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400.00    $65,315.48      

3.2 校友會資助 $1,200.00    $1,127.82  $1,127.82    

3.3 10/2018 推廣閱讀津貼 $30,000.00    $30,000.00      

3.4 購買中央館圖書   $20,000.00   $23,416.75    

3.5 圖書日開支: 

  $4,200.00 

      

作家講座($1200)              $2,800.00    

安徒生會導師   $1,045.00    

宣傳佈置($2000)        

 雜項 ($1000)   $2,048.80    

攤位獎品($1200)   $1,200.00       

3.6 親子閱讀 (P1-4) 

  $5,000.00 

  $4,500.00    

舉辦 1場講座及 2次工作坊       

(講員費用、安徒生會工作坊)       

3.7 正向人生閱讀報告比賽獎品   $800.00   $750.00    

3.8 文具、維修圖書   $1,200.00   $2,847.50    

3.9 無線咪   $200.00   $227.98    

3.10 電腦 7 部   $42,000.00   $28,650.00    
3.11 A3紙彩色打印機   $1,600.00   $1,788.00    
3.12 Ipad 6 部   $23,400.00   $17,208.00    
3.13 校訊   $12,000.00   $9,344.00    

 合計： $111,600.00 $111,600.00 $96,443.30 $95,753.85  $689.45  

 

4. 本組成員 

陳錦(添)    (梁)菀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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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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2.1 持續發展校本資優教育   

 2.1.1 強化學生掌

握及運用高

層次思維能

力的學習策

略  

- 要以六何法及發展學生六層次閱讀

能力為基礎，讓學生建立穩固的閱

讀及思維能力。 

- 將各級學生於思維課學習到的不同

思維工具，滲入本科學習活動內，

以提升學生分析、評鑑及創意等高

層次思維能力。 

- 重整本科課業，聚焦解決學生學習

難點，深化學生「解難、分析、鑑

賞、創意」的能力： 

‧ 善用出版社網上資源及 STAR 平

台(基本能力)設置課前預習題。 

‧ 取消課前預習冊，各級設立筆記。 

‧ 取消課文工作紙，以作業及緊貼

課本學習重點的補充練習鞏固。 

(三、六年級除外) 

‧ 以單元工作紙形式，練習字詞運

用(填充、以詞代義、詞意辨識

等)、段意/主旨分析及問答題(分

析、評鑑、賞析、創意)。   

- 各級均於共同備課紀錄表內清楚標示實用的閱

讀策略和思維工具，而透過老師課堂觀察及檢

視學生課業表現，知悉學生能就不同的課題有

效地運用相應的策略和工具輔助學習。 

- 根據學期末老師填寫的問卷統計結果顯示，本

學年運用電子平台設置課業的情況如下： 

出版社評估資源庫(57%)、出版社閱讀的階梯

(93%)、STAR 平台(86%)、資訊教育城電子書

(7%)、Google Classroom(71%)。老師除了運用

出版社的評估資源庫和 STAR 平台外，還有運

用其他網上平台促進學習，但使用時受時間和

技術限制，不一定是預習性質，更多是配合相

關的課題及學習過程。電子課業會於假期或課

後作鞏固或延伸學習之用，有 43%老師全學年

共四次或以上設置電子課業。網上使用紀錄顯

示，二、三、四、六年級均有四次或以上設置

電子課業。 

- 根據學期末學生填寫的問卷統計顯示，62.7%學

生有使用筆記簿記錄學習重點的習慣。本學年

使用筆記簿屬試驗階段，五年級嘗試另設釘裝

本預習冊(內容包括：課前預預習、段意及主旨

探求、語文知識等)，筆記簿因此相應較少使用。 

- 根據學生問卷統計結果顯示，54.8%學生認同温

習作業、補充及單元補充工作紙對複習重點有

幫助，而有 28.8%學生態度中立。 

- 於新一學年將繼續運用合適的閱讀策

略和思維工具來提升學生的學習能

力。 

- 電子課業多具自動批改功能，並易於

收發，方便推動學生自學，所以會於

新一學年會繼續善用各個網上平台促

進教與學。 

- 筆記簿具彈性，可隨時讓學生張貼或

記錄學習資料，加上新一學年各級採

用《活學中國語文》作為課本，因此

各級均會使用筆記簿作預習及增補語

文知識之用，而中文組已委託出版社

印售校本中文筆記簿，相信使用率定

會提高。 

- 本學年採用《活學中國語文》的一、

二、四、五年級的上、下學期本科成

績均理想，可見供學生温習的資料有

助學生温故知新，所以會繼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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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2.1.1 強化學生掌

握及運用高

層次思維能

力的學習策

略  

- 強化以抽離模式進行資優教育培訓

班： 

‧校內：校園小記者、辯論隊、寫作 

班 

‧校外：參考人才庫推薦學生參加校 

外資優課程。 

- 8名六年級小記者於上學期參與採訪下 列兩個

沙田節活動：黃昏藝薈之樂韻遍沙田(10月 20

日)及中樂工作坊(11月 3日)，花絮報道見「2018

沙田小記者計畫」臉書；下學期除了參加明報

「小記者訓練營」外，還有 9名四、五年級的

小記者參加了由沙田區議會及沙田民政署合辦

的「沙田區小記者計畫」，並於 7月 6日(星期

六)09:00-13:00接受培訓。完成訓練後，他們將

會報道沙田區活動的花絮。 

- 辯論隊參加了第六屆《基本法》多面體——全

港小學生辯論比賽，讓學員吸取寶貴的經驗。

辯論隊又於 6月 24日參加了校內的辯論比賽，

正反兩隊的隊員均雄辯滔滔，表現優良。 

- 寫作班共有 17人參加「美荷樓——兩代情」徵

文比賽，其中有兩位學生獲得優異獎。另外， 

一位畢業生及一位六年級學生的投稿佳作已刊

登於《小學生文藝月刊》第七十二期。老師於

7月 19 日帶領四、五年級同學參加第六屆「我

們一起悅讀的日子」書展活動。 

 

- 有 60%人才庫資優生獲薦參加校內及校外課程

或比賽，不少學生均表示因太忙而無暇參加。 

- 中文組會密切留意一些合適的活動或

比賽，讓資優教育培訓班的學員一展

所長。同時，中文組會安排特定老師

繼續推薦學生參加校外資優課程，務

求更多資優生參加校外培訓課程。 

2.1.2 提升教師教

學設計及教

學技巧 

- 邀請出版社到校指導老師使用有利

於教學的網上評估系統及學習工

具。 

- 對於出版社派員到校指導老師使用網上評估系

統及學習工具，50%老師認同有助教與學。 

- 由於只有 50%老師認同有助教與學，

因此新一學年將視乎需要才邀請出版

社到校介紹教學新猷。 

- 與內地/本地友好學校教學交流，吸

取更多更新的教學經驗。 

- 本學年有一次到江門市培英小學交流活動，中

國語文科由林耀輝主任代表參加教學交流。兩

校教學以「鳥的天堂」為主題，涉及閱讀、寫

作及朗誦等範疇，師生獲益良多。 

- 師生交流可以有多些師生參與，讓眾

人開開眼界，至於交流細節則有待商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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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2.2 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2.2.1   
   

促進學生自

覺學習 

- 按學習重點教授學生摘錄筆記的技

巧，建立好習慣。 

- 各級均有教授摘錄筆記的技巧，但應用上仍有

待改進。 

- 來年各級將全面使用筆記簿，以期學

生養成摘錄筆記的好習慣。 

- 推動學生閱讀資訊教育城電子書、

參加《活學中國語文》「階梯閱

讀」、本校圖書館「閱讀嘉年華」 

- 71.4%學生曾使用網上平台閱讀及參加校內「閱

讀嘉年華」。 

- 繼續鼓勵學生積極參與，以提高閱讀

興趣及能力。 

- 營造自覺學習氛圍： 

‧課室設置自學角 

‧早會推介本科冷知識/舉行活動 

- 52.5%學生表示曾觀看「中國古建築」展板或課

室壁報上中文自學角張貼的作品及語文遊戲。 

- 自學角的內容宜多點變化，並不時更

新，以吸引學生自學。 

2.2.2   
   

幫助學生建

立正向思維

的態度 

- 將與訓輔主題(身心健康、正向思維)

相關的課文內容及學習重點，標示

於進度表內，並於設計教學時作為

「品德情意」學習重點。 

- 各級進度表均有標示與訓輔主題相關的學習重

點，並在共同備課時設計相關的教學活動。 

- 值得繼續推行，幫助學生建立正向思

維。來年更有「正向人生閱讀大使」，

中文科老師將負責訓練學生朗讀富有

正向思維的文章，以激勵學生。 

- 配合圖書組，安排高年級同學參加

正向閱讀報告。 

- 五、六年級有配合圖書組舉行正向人生閱讀報

告，並由科任老師協助選出得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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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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0    $2,019.00      

3.2 獎品及紀念品   $1,000.00   $495.00    

3.3 文具及印刷   $800.00   $154.00    

3.4 參考資源(包括訂購報刊/工具書)   $1,500.00   $1,002.00    

3.5 教具/教材   $2,000.00   $36.00    

3.6 教師用書(兩家出版社)   $1,600.00   $332.00    

3.7 活動報名費(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100.00       

3.8 活動經費   $1,000.00       

  合計： $8,000.00 $8,000.00 $2,019.00  $2,019.00  $0.00  

 

4. 本組成員 

(蔡)起鳳  林耀(輝)  陳(晴)  劉(珮)玲  蔡(春)暉  馬素(云)  張(燕)  謝主(力)  林(威)  鍾綺(明)  馬(秋)儀  (廖)麗雲  葉(翠)然  (黃)碧連   

(葉)惠芳  (郭)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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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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sistent development of school-based gifted education   

 2.1.1 Strengthen 
students’ 
competence 
in using 
higher order 
thinking 
learning 
strategies. 

- Design or modify lesson plans that 
apply higher order thinking skills. 
Choose the suitable higher order 
thinking strategies (e.g. 

brainstorming， mind mapping， 

morphological matrix， 

S.C.A.M.P.E.R techniques， the 

value grid， R.A.F.T. strategy， 

think from new perspectives， six 

thinking hats， examine both 

sides ) or other higher order 
thinking skills that help students 
engage in higher order thinking. 

- All the English teachers designed at least two 
lesson plans that applied higher order thinking 
skills for different levels.  

- With the help of the advisory teacher， P3 teachers 

have selected two chapters that integrated higher 

order skills， such as the six thinking hats (e.g. 

green hat) or atimeline in the two units 
respectively. 

- Teachers of all the levels designed or amended 
four reading comprehension worksheets and 
language use worksheets to develop students’ 

skills on applying， analyzing， evaluating and 

creating information. Students mainly analysed 

the text， extracted useful information， made 

judgements on a topic， gave advice or made a 

comparison. 

- In each of the co-planning meetings， teachers 

applied different higher order thinking skills when 

designing a unit plan. In addition， teachers of all 

the levels added at least one higher order thinking 
question to each unit.  

- Over 80% of students from Creative Media agreed 
that they have developed their talent and skills in 

speaking， writing and video editing.  

- For the Pooi Kei Channel， some higher ability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video shooting and 
took the role of hosting to videos. They have 
become more confident in speaking English in 
front of the camera. 

- Teachers are more familiar with the higher 
order thinking tools and applied them in 
different units. The co-planned lessons 
with the advisory teacher provided a 
chance for teachers to explore the use of 
different higher order thinking strategies 
and e-learnings elements in the lessons. All 
the teachers found that the strategies were 
useful in developing students’ thinking 

skills and the four essential skills，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Internal sharing sessions were held in the 
panel meeting to help teachers apply the 
skills in their teaching. Since there were a 

lot of useful lesson plans developed， 

teachers can amend the existing lesson 
plans to suit the needs of our students in the 
coming year. 

- This year， the co-planning meeting records 

were written in more details， especially 

the higher order thinking activitiy. 

However， some teachers forgot to apply 

cooperative learning strategies in some 

units. In the coming year， the form for 

co-planning meeting record may be split 
into two parts. One is for higher order 
thinking and another one is for cooperative 

learning. Also， teachers are still 

recommended to spend more time to guide 
students to think step by step instead of 
rushing through the activity to develop 
students' thinking skills. 

- Strengthen students’ skills on 

applying， analyzing， evaluating 

and creating. 

- Set one or two learning objectives 
on enhancing students’ higher 
order thinking skills. 

- Design or modify related teaching 
activities in the co-planning 
meetings. 

- Provide training for P4 to P6 
average and higher ability students 
in Creative Media and Pooi Kei 
Channel teams to develop their 

talent in speaking， writing and 

video editing skills. 

 
 



2018-2019年度周年報告 

71 

Objective Strategies  Effectiveness Reflection & Feedback 

 2.1.2 Enhance 
teachers’ 
skills and 
competence 
in teaching 
design. 

- Teachers have to join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vent 
on the Training Calendar that can 
enhance teaching pedagogy. 

- 70% of teachers joine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vents related to gifted education or e-learning. 
Teachers attended workshops and shared their 
experience during the English panel meeting.  

- P3， P4 and P6 teachers carried out the internal 

sharing about higher order thinking strategies and 
e-learning elements that they have used for 
particular units. 

- AT， EPC and NET held a school-based PD 

workshop on February 20 about how to use 
Google Sites to design a webpage that could be 
used to enhance teaching and learning. Teachers 
designed a page based on a topic they were 
teaching so students could access learning outside 

of school. After the initial PD， the webpage has 

been further developed and tried out by teachers to 

see its effectiveness. Also， the NET talked about 

ClassDojo and its potential as a classroom 
management tool. 

- Two peer evaluations were completed after 
teachers marked students’ first draft and made 
comments for improvements. Students worked in 
pairs and looked at their partner’s work. They used 
a pencil to circle the grammatical and spelling 
mistakes. They ticked the evaluation boxes to see 
if the content of the work was good or not and if 
the key structures were used in the passage. They 
also gave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to their 
classmates. Students made amendments 
accordingly to improve their writing. 

- This is the first year that students uploaded their 
oral presentation to Google Classroom. Some 
students did not upload their oral presentation to 
Google Classroom as they failed to login to their 

account. In some classes， teachers just chose 

target students to do this. 

- Teachers are busy. Therefore， not all the 

teachers attended the courses that are 
related to e-learning or gifted education 
this year. The EPC will continue to suggest 
some useful courses to the panel members. 

-Internal sharing is very useful to enhance 
the pedagogy. We will keep it and 
encourage other teachers to do sharing next 
year. 

- Most of the teachers make good use of 
Google Site and the NET is willing to 
conduct a workshop next year with our AT 
and EPC. The topic will be confirmed later. 

- Teachers are invited to do internal 
sharing about higher order 
thinking strategies that they have 
used in daily teaching. 

- Invite the expert or NETs to do 
sharing or conduct a workshop at 
our school. (Topic to be 
confirmed) 

- Add peer evaluation on the writing 
tasks for P5 and 6 students. 
Students evaluate their peers’ 
final draft. 

- Add self-evaluation for P5 and 6 
students on oral presentation in 
speaking les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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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Strategies  Effectiveness Reflection & Feedback 

2.2 Raise students’ abilities in self-management   

 2.2.1   
   

Enhance 
self-motivate
d learning. 

- P3 and P4 students do sharing 
(SHOW AND TELL) in class. 

 

- All P3 and P4 students could do the one-minute 
Show and Tell in class. Students were informed to 
prepar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chool term and did 
the sharing according to the topic they selected. 
Some classes even asked their students to upload 
their sharing on Padlet or Google Classroom for 
peer appreciation. 

- Teachers can provide some clues， such as 

the structure of the oral presentation and 
the key words to the students.  Teachers 
can tell students their expectations before 
their sharing. This can help the weaker 
students and the higher ability students to 
do better in their Show and Tell next year. 

- Do promotion on Day F morning 
assembly and set up an English 
corner in the classroom to 
enhance students’ self-motivated 
learning outside the classroom. 

- There were five Day A English Assemblies this 
year with five different themes. Self-learning task 
sheets were designed by the EPC and NETs to 
extend students’ learning. The good works were 
posted in the covered playground and the 
classrooms for peer recognition. 

- NETs help enrich the English environment 

ourside the classroom. Therefore， we will 

keep the English Days and the English 
morning assembilies next year. The 
self-learning task sheets will include some 
online text next year so that students can 
read different types of text. 

- In the ‘Library Reading Carnival， 

students participate in different 
booths and read books on their 
own initiative. 

- Most of the students engaged in the Library 
Reading Carnival. They read books and engaged 
in different booths or talks which were held by 
LETs and NETs or other organizations. Students 
also wore different costumes of their favourite 

characters from the books， brought their own 

books and bought books from the book 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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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ROPOSED BUDGET 

  Item Estimated Income 
Estimated 

Expenditure 
Actual            
Income 

Actual          
Expenditure 

Surplus/           
(Deficit) 

3.1 School Grant $5,800.00    $5,573.90      

3.2 Sales of Phonics Booklets $12,000.00    $6,945.00      

3.3 English Day Camp $600.00    $720.00  $720.00    

3.4 J.2 Readers (Surplus) $5,493.00    $5,493.00      

  J.2 Readers (18-19) $6,000.00    $6,700.00  $7,000.00    

3.5 Printing of Phonics Booklets   $12,000.00   $6,897.50    

3.6 English Day Camp   $600.00   $0.00    

3.7 J.2 Readers   $6,000.00   $0.00    

3.8 Guided Reading   $300.00   $244.00    

3.9 Boxes   $200.00   $0.00    

3.10 Competitions   $500.00   $655.70    

3.11 English Drama Group   $800.00   $232.90    

3.12 Puppetry   $500.00   $462.50    

3.13 Teaching aids and reference books   $500.00   $528.20    

3.14 Stationery   $200.00   $290.10    

3.15 Presents   $2,000.00   $1,975.00    

3.16 Teachers' textbooks   $800.00   $1,233.00    

 

Total： $29,893.00 $24,400.00 $25,431.90  $20,238.90  $5,193.00  

 
4. MEMBERS OF THE ENGLISH PANEL 
    Katie Kung  Agnes Chang  Ben Ho  Fun Pui Yan  Phoebe Chan  Isa Ho  Pegs Lam  Ada Law  Melody Lau  Natalie So  Stella Ho  Irene Tam  Wing Cheng 
    Nam Fung Yee  Queenie Yim  Sarah Check  Yannie Siu  Ryan Homer  Bintou Nimaga  Aisha Shar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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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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發展校本資優教育   

 2.1.1 強化學生掌握

及運用高層次

思維能力的學

習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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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據老師在 quiz 或電子平台測試的

觀察結果，大部分學生都能運用

Model及Systematic Listing這兩個解

難策略解答難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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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一學年會持續加強縱向發展，讓學生善用不同的策略解

難。 

- 比賽資料會於學校網同時發佈，讓更多學生自行報名參加，    

  挑戰自我，以能發掘更多數學科人才。同時會為學生提供 

  更多不同的比賽，以豐富學生眼界。 

- 出席分享會的四、五年級學生均對資優課程感到有興趣，故 

會於新一學年繼續推行。 

- 向高能力學生提供更多

參與校外比賽或學習的

機會。推薦高能力學生

參與外間機構主辦富挑

戰性的課程。 

- 本年度安排了一至六年級學生參與 

4個不同的校外數學比賽，成績不

俗，共獲得 123個獎項，學生有所體

驗及發揮。 

- 有 4位和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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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校內向四年級潛能班學生

分享所學，效果良好。 

- 本年度老師除了運用 Kahoot! 應用程式設計題目以檢視學

生學習成果外，亦多了老師在課堂上運用其它不同的應用程

式(例如: Apps ， STAR， Google map， Chart maker， Youtube

等)，不但提升學生興趣，老師能即時檢視學生學習表現及

作出回饋，跟進教學。老師會於新一學年繼續嘗試運用不同

電子學習平台設計學習活動。 

 

- 教師利用電子學習平台

設計學習活動。 

- 各班均有進行最少兩次電子學習的

活動，學生都喜歡並投入活動。 

2.1.2 提升教師教學

設計及教學技

巧 

- 優化共同備課，聚焦交

流如何在課堂中運用學

習策略或思維工具，照

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 

- 安排進修分享或專家備

課分享會 

- 本年度安排了一次專家備課分享，

一次中央教案分享及三次數學新課

程簡介。從共同備課會議紀錄中顯

示，各級全年都有含高層次思維的

教學活動及教學檢討，老師能引發

學生就課題作深入討論和分析。 

- 雖然各級都有含高層次思維的教學活動，但是老師在課堂教

學的掌握仍需努力發展。新一學年老師可多參考中央收集教

案，以豐富教學內容。 

- 雖然本年度安排了數位老師外出進修，但老師表示得著不       

  大，故沒有安排進修分享。會於新一學年選取一些更合  

  適的課題向老師介紹，並會先安排以往較少進修的老師往 

  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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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2.2 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2.2.1   
   

促進學生自覺

學習 

 
 
 
 
 

- 透過展示「生活中的數

學」壁報，配合適當的

問題給學生回答，以加

強推介與本科有關的課

外知識。(例如：數學家

的故事，生活 IQ題等) 

- 全年有 4次「生活中的數學」。各級

全年參與學生人數: 一年級 287人，

二年級 205人，三年級 208人，四年

級 109人，五年級 115人，六年級

248人。全年累積參與共有 1172人

次，顯示活動有成效。 

- 個別學生會期待「生活中的數學」新題目的出現，因部分題

目富挑戰性，能刺激學生思考及自學。另一方面，部分學生

要科任老師的推動才參加。 

- 某些老師認為選擇題目有困難，未必能與生活有關，故會修

改活動名稱為「趣味數學」，並繼續優化活動及獎勵以吸引

更多學生參與。 

- 會鼓勵學生參與不同校外比賽，以提升學生的自學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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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生對於數學早會內容感到有趣及

興奮，並投入其中。約有 30%學生

主動學習早會推介的課外知識及參

與相關活動。 

- 本年度 3月到 6月，香港教育大學推

行「每月問題」數學解難活動。經

數學組宣傳後，有 3位學生連續 3

個月自覺參與並獲得 5個獎項。 

- 根據老師在早會的觀察，學生對於早會內容感興趣，能結合

日常生活例子，亦有延伸自學活動。但由於獎品欠吸引及宣

傳不足，以致參與人數未能達標。新一學年可以繼續運用日

常生活的例子提升學生興趣，並加強宣傳及增加獎品吸引

力，提升學生參與率。 

- 會於新一學年繼續發掘不同校外自覺學習活動，並多加宣傳

以促進學生自覺學習。 

- 配合圖書科閱讀嘉年

華，介紹有關數學科或

STEM的書藉，並透過

設計攤位遊戲，促進學

生自覺學習。 

- 在閱讀嘉年華當天，數學組為四至

六年級舉辦 STEM活動，製作「紙

摩天大廈」、「紙橋」及「紙凳」。 

  學生感到有趣及投入，並能發揮創

意。 

- 根據問卷調查顯示，活動加深了學

生對紙張特性、力學的認識。  

- 可以繼續舉辦 STEM 活動以提升學生探究能力。惟活動舉

行前需安排時間教導學生相關知識，並宜在試後或全方位學

習日進行，便可以有較充裕的時間進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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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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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0.00    $2,103.00      

3.2 教師用書   $800.00       

3.3 文具及消耗性用品   $500.00   $140.00    

3.4 數學活動獎品   $2,000.00   $1,963.00    

3.5 數學課外活動、比賽報名費用   $500.00       

3.6 教具   $1,000.00       

3.7             

  合計： $4,800.00 $4,800.00 $2,103.00  $2,103.00  $0.00  

 

4. 本組成員 

劉(錦)芳  李(敏)儀  (馮)潔雁  劉(珮)玲  羅(賞)華  王倩(琪)  李雲(鵬)  (穆)婷珊  (李)嘉儀  林(耀)南    馮(家)輝  陳錦(添)  張(忠)   

鄧偉(文)  (阮)煒光  蘇永(德)  (季)詩雨  (楊)素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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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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19年度周年報告 

79 

2.Objective， strategies and evaluation  

Objective Strategies  Effectiveness Reflection & Feedback 

2.1 Persistent development of school-based gifted education  

 2.1.1 Strengthen 
students’ 
competence in 
using higher 
order thinking 
learning 
strategies. 

- J.1 and J.2 subject teachers use 
high order thinking tools in 3 
chosen topics and put the 
remarks in the S.O.W. 

- J.1subject teachers applied several high order 
thinking tools in the following units: 

  Module 10 Unit 4，5，6; Module 6 Unit 4 and 

Module 7 Unit 1 
- J.2 subject teachers applied several high order 
thinking tools in the following units: 

  Module 16 Unit 4; Module 29 Unit 1，2，3，
4  

- The students in both forms were able to utilize 
high order thinking tools to organize the 
knowledge they acquired. 

- Teachers were willing to use high order 
thinking tools more frequently and even some 
more new thinking tools were introduced in 
this academic year. Almost all J.1 and 2 
subject teachers tried to adapt different high 
order thinking tools into the teaching strategy. 
They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skillful. 

- This strategy will be carried out in J.3 and J.5 
next year. 

- Subject teachers have to carry 
out a STEM project with at 
least two of the elements in 
each form. 

-  J.2， 3， 5 and 6 did a STEM project with at 

least two of the elements in each form. 
 

- Most of the students were really excited to get 
involved to do a STEM project. They can apply the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it. However， the teaching 

schedule was a bit tight because some more time 
has been arranged to do the project.  

- Some chapters can be assigned students to do 
self-learning so as to save for more time. 

- From teachers’ observation， students enjoyed the 

lesson very much. 

- Teachers use the STEM room 
to conduct experiments. 

- Teachers took some of the classes to conduct 
experiments in the science lessons. ‘STEM x 
Butterfly’ project. Students also conduct 
experiments in this room frequently. 

- The STEM room was widely used in this academic 
term. We hope that more subject teachers can take 
different levels of students to conduct experiments 
there and more equipment will be purchased so as 
to enhance its utilization. 

2.1.2 Enhance 
teachers’ skills 
and 
competence in 
teaching 
design. 

- Teachers in each form need to 
design some tasks which have 
applied different learning 
strategies / thinking tools to 
cater the student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 Subject teachers in each form adapted 
different high order thinking tools to the 
curriculum.  Some new and rarely used 
thinking tools were introduced in some forms 
even.  

- Lessons were enriched. 

- Teachers may guide Ss to use some commonly 
used thinking tools in a more in-depth way 
especially in the higher forms. 

- With the help of the expert， lessons have become 

more thought-provoking. For the coming year， 

expert co-plan will be extended to other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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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Strategies  Effectiveness Reflection & Feedback 

2.2 Raise students’ abilities in self-management   

 2.2.1   
   

Enhance 
self-motivated 
learning. 

- Each subject teacher uploads 
an experiment which is related 
to a specific unit to the Google 
Classroom once in the whole 
academic year. Students can 
watch the clips at home and 
they can upload some related 
materials to share among the 
class. 

- Not all the forms’ students used Google 
Classroom to do self-learning.  Junior forms’ 
students had difficulty to do so.  But more than 
10% students used Google Classroom to 
watch Science experiments. 

-  J.3 or above levels are more suitable to use Google 
Classroom to do self-learning.  Quite a number of  
funny science experiments were uploaded to 
Youtube. Subject teachers may search more video 
clips as references if needed. Subject panel head 
can provide such information during the meeting. 

- J.5 and J.6 students can make 
some video clips of science 
experiment of a specific topic 
and join the competition. The 
whole school can vote for their 
favourite one. 

- We couldn’t spare some more time to do this 
because a lot of efforts and man power were 
channelled to conduct STEM activities. 

- Panel head will discuss with teachers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STEM activities on the 
arrangement of STEM activities in order to avoid 
clashes of different science activities. 

- Students participate in the 
school’s ‘Reading Carnival’ 

  

- Science teachers introduce 
some science related ‘cool’ 
knowledge on Day F 

- Some science related ‘cool’ knowledge e.g. 

about butterflies， the Space and so on were 

introduced on Day F and via the school 
announcement. 

- The Science panel will continue to introduce cool 
Science knowledge next year. And there is 
follow-up work. 

- Science teachers introduce 
‘10-Minute Science’ to the 
students 

  

2.2.2   
   

Help students 
establish a 
positive 
thinking 
attitude. 

- To co-operate with Art panel 
and Disciplinary Group to 
promote positive thinking in 
related topics. 

- All J.4 students designed posters which 
promoted positive thinking in art lessons.  

- Most of the students understood that they should 
use their positive thinking and attitude to solve 
problems. There is a time gap between the drawing 
of the poster and the science teaching. If the timing 

is better， students’ work on the poster may be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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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ROPOSED BUDGET 

  Item 
Estimated 
Income 

Estimated 
Expenditure 

Actual            
Income 

Actual          
Expenditure 

Surplus/           
(Deficit) 

3.1 School Grant $108,500.00    $65,395.20      

3.2 Reference books   $1,000.00   $283.80    

3.3 Topic-related experiments   $1,500.00   $724.30    

3.4 Apparatus   $1,500.00   $2,720.96    

3.5 Presents   $1,000.00   $595.00    

3.6 Teachers' textbook   $500.00   $0.00    

3.7 Chinese Medicine Curriculum   $2,000.00   $1,491.80    

3.8 Science Day   $1,000.00   $458.00    

3.9 Apparatus for STEM Room                                                         

e.g. curtain，cupboard，microscopes，telescopes fridge，
maga telescopes   $100,000.00   $59,121.34    

 
Total: $108,500.00 $108,500.00 $65,395.20  $65,395.20  $0.00  

 
4. MEMBERS OF THE ENGLISH PANEL 

    Cheung Chung， Wong Qian Qi， Fung Ka Fai， Ivy Muk， Ada Law， Jasmine Fung， Lee Ka Yi， Lau Kam Fong， Melody L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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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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發展校本資優教育   

 2.1.1 強化學生掌握

及運用高層次

思維能力的學

習策略 

- 三、五年級重點授學生不同的學習

策略思維工具以提升學生分析、評

鑑和創意等高層次思維能力。 

- 有多於 80%學生能從課堂提問中表現已掌握

已教的高層次思維技巧。 

- 從工作紙及課堂表現中，有 70%學生能掌握

相關思維工具，回答老師的高層次問題。 

- 教學雖然有難度，講解需時，以致部分

課題學生須以自學完成，但最後學生能

回答老師的高層次問題，可持續進行共

同備課。 

2.1.2 提升教師教學

設計及教學技

巧 

- 各級每學期最少進行兩次共同備課， 

設計教學活動時須運用適當的思維

工具並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 

- 各級均完成共同備課，於課堂中設計了相關

活動，並完成紀錄及檢討。 

- 各級已完成兩份具高層次思維策略的教案。 

- 老師能運用適當的思維工具教學，可持

續進行備課安排。 

2.2 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2.2.1   
   

促進學生自覺

學習 

- 全年最少一次在課堂後讓學生就相

關內容拍攝短片介紹，讓學生可藉

此在生活中尋找相關知識。 

- 低年級學生未有足夠能力應付拍攝，多需家

長從旁協助；而高年級課程較緊迫，老師未

有足夠時間跟進有關安排。 

- 有完成拍攝短片的班別中，有 50%學生表示

能提升學習興趣。 

- 建議拍攝短片活動只安排五、六年級進

行。 

- 舉辦中國歷史文化交流團，提升學

生的國民身份認同，增加對祖國的

了解。 

- 100%學生表示交流團能提升對祖國的了解。 

- 所有參與交流團的學生都能積極參與，並 向

四至六年級同學分享學習成果。沒參與的同

學投入分享，並增加了對四川的認識。 

- 學生對交流團表現感興趣，報名人數十

分踴躍，建議繼續舉辦有關活動。 

- 參與圖書組的閱讀嘉年華，協助推

介書籍及製作遊戲。 

  

- 在早會推介與本科有關的活動/有趣

知識，引發學生自覺學習的興趣。 

- 於早會介紹中國二十四節氣，並於午息時舉

行品嘗時令湯水及競猜湯水材料活動，有二

百多個學生積極參與午活動。 

- 學生對二十四節氣認識感興趣，有助學

生了解中國傳統文化。 

 2.2.2   
   

幫助學生建立

正向思維的態

度 

- 五、六年級學生拍攝短片或照片介

紹《身心健康，我做得到！》，於課

室壁佈或 google classroom 中展示，

讓學生建立正向思維。 

- 部分班別未能完成有短片拍攝。 

- 有完成拍攝短片的班別中，約有 60%學生表

示拍攝活動能提升對健康生活的認識。 

- 約有 70%表示樂於觀看同學的作品，短片能

提升對健康生活的認識。 

- 五年級在設計不同的學習策略思維工具

花上較多課節進行，加上五、六年級須

花較多時間完成專題研習，以致教學時

間較緊迫，老師未有足夠時間跟進相關

安排學生拍攝短片，建議來年配合有關

課題時，進行個案分析討論取代拍攝短

片，以便老師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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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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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38.60      

3.2 四川交流團 $47,520.00    $44,280.00  $49,680.00    

3.3 文具雜項   $400.00   $809.40    

3.4 參考書及教具   $1,000.00   $384.00    

3.5 教師用書   $800.00   $0.00    

3.6 獎品   $800.00   $245.20    

  合計： $50,520.00 $3,000.00 $51,118.60  $51,118.60  $0.00 

 

4. 本組成員 

(黃)碧連  林(耀)南  馬素(云)  (范)珮恩  (馬)秀英  林(威)  劉恩(慈)  劉(錦)芳  鄭(巧)欣  (呂)艾媚  何(靜)儀 

(阮)煒光  蘇永(德)  (嚴)慧儀  (譚)潔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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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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2.2.1   
   

促進學生自覺

學習 

- 透過福音工具「無字書」向學生

傳福音，並着學生自覺向別人傳

福音。 

- 透過老師問卷調查，大部分學生能運用「無

字書」向別人傳福音，多以家人為主。 

- 每年會運用不同工具傳福音，新一學年會運

用「五色珠匙扣」佈道工具向學生傳福音，

「五色珠匙扣」方便携帶，容易着學生向別

人傳福音。 

- 透過聖經網站，着學生自覺學

習；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 透過學生投票得知，《兒童聖經故事》這網

站是最多學生瀏覽，其次是《恩雨之聲》網

站。 

- 會繼續派發聖經網站紙給學生，鼓勵他們自

覺學習，並設一欄讓學生填寫推薦聖經網

站。 

2.2.2   
   

幫助學生建立

正面思維的態

度 

- 上、下學期各一次於聖經課堂上

連繫早會信息，以鞏固學生的正

向思維的態度。 

- 收回全校學生問卷，有 76%學生表示透過早

會及聖經課的鞏固，培養學生正向思維的態

度。 

- 新一學年會繼續於聖經課堂上連繫早會信

息，幫助學生鞏固信息，並建立正向思維的

態度。 

- 配合訓輔組的計畫，老師將配合

身心健康的課題，標示在進度表

內。(e.g.約瑟大逆境中仍然倚靠

神) 

- 從進度表顯示，老師能將合適的課題配合身

心健康，強調從逆境中倚靠神，正面解決困

難。 

- 會繼續配合訓輔計畫，老師將配合正向情

緒，正面態度的課題標示在進度表內，讓老

師加強教導學生。 

- 四至六年級各班建立代禱文化， 

聖經科老師在課堂上為學生代

禱，強調禱告是解決困難的其中

一個正確方法。 

- 從問卷調查，代禱文化不是太突出，有些同

學只集中為同學、家人病患祈禱，但整體學

生都樂意一起祈禱。 

- 繼續建立代禱文化，於上下學期測驗後派發

代禱紙，為班中同學代禱，並張貼在課室內。 

(四至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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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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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0.00      

3.2 獎品及文具   $400.00   $494.00    

3.3 參考書及教具   $1,000.00   $698.00    

3.4 教學材料   $1,300.00   $1,738.00    

3.5 教師用書   $800.00   $0.00    

 合計： $3,500.00 $3,500.00 $2,930.00  $2,930.00  $0.00  

 

4. 本組成員 

劉(珮)玲  (林)少英  馬素(云)  謝主(力)  鍾綺(明)  馬(秋)儀  (何)兆群  呂嘉(智)  何瑞(祥)  (藍)鳳儀  (蔡)起鳳  張(忠)  蘇永(德)   

(馮)潔雁  (嚴)慧儀  (葉)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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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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持續發展校本資優教育   

 2.1.1 強化學生掌握

及運用高層次

思維能力的學

習策略 

- 科任老師設計運用高層

次思維能力的教學活動。 

- 大部分老師已選取一課題設計高層次思維教

學活動，並紀錄在教學進度表。 

- 因為課時有限，宜改為老師選取上下學期各一課

題設計高層次思維提問。 

- 配合中文科進行故事改

寫，在普通話周演繹。 

- 學生分組合作挑選一中文課文創作新結局，並

在普通話周表演，片段將播放在學校大堂大電

視。 

- 部分老師任教的班別較多，訓練感壓力，表演形

式改為一至二年級學生自備演出題材完成「一分

鐘演出」，而三至六年級以小組形式進行成語故

事改編創作新結局，並合作演繹。 

2.1.2 提升教師教學

設計及教學技

巧 

- 安排科任老師接受正音

培訓。 

- 每位老師每學年最少接受兩次培訓課程，導師

認為老師在課堂語言能力方面有所提升。 

 

- 效果良好，可繼續安排科任老師接受正音培訓， 

但次數不宜太多。新一學年將會安排科任老師與

專家共同在課堂最少進行一次教學活動，例如語

音遊戲、講故事，讓老師在專家身上學習課堂語

言。 

2.2 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2.2.1   
   

促進學生自覺

學習 

- 在日常生活中進行自覺

學習。 

- 學生已完成普通話節目記錄工作紙，全年最少

收看普通話節目三次，提高了學生的聽說能

力。 

- 一至三年級學生會於新一學年換課本，學生可利

用出版商提供的自學網站在上下學期完成最少

一篇自學練習，而四至六年級可繼續自行完成最

少三次收看普通話節目。 

- 與小老師交談，以致普通

話口語得到額外的練習

機會。 

- 學生全年最少跟小老師交談一次，增加多說普

通話的機會，而小老師已經把同學參與次數記

錄在名單上。 

- 為了增加談話內容的趣味和深度，新一學年改為

學生全年最少跟專家按指定題目交談一次，更可

藉此正音。 

2.2.2   
   

幫助學生建立

正向思維的態

度 

- 配合訓輔組推廣正向思

維的生活態度。 

- 在老師的提問下，學生能講出課文中主角的美

好特質/克服困難的原因，並能運用正向思維

去面對問題。 

- 學生能講出課文中主角的美好特質/克服困難的

原因，並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運用，能配合訓輔組

推廣正向思維的生活態度，新一學年老師授課時

亦可重視這方面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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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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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2.00    $577.93      

3.2 學校發展津貼 $105,000.00          

3.3 小禮物   $1,200.00   $577.93    

3.4 聘請普通話導師   $105,000.00 $105,000.00  $105,000.00    

  合計： $106,722.00 $106,200.00 $105,577.93  $105,577.93  $0.00  

 

4. 本組成員 

何(靜)儀  鍾綺(明)  陳(晴)  蔡(春)暉  (蕭)盈晞  (范)珮恩  馬(秋)儀  (廖)麗雲  葉(翠)然  (蔡)起鳳  張(忠)  (葉)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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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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發展校本資優教育   

 2.1.1 強化學生掌握

及運用高層次

思維能力的學

習策略 

- 配合課程組，在日常教學滲入

資優元素，選用奔馳法

SCAMPER 的策略並用在課

堂教學內，以提升學生的創意

思維能力。由老師自選奔馳法

內的策略並用於視藝課堂教

學內。 

- 全年有一次加入高層次思維元素(SCAMPER奔馳法)

的教學策略在現有的視藝課程中。六級均有加入相關

策略，其中以 M為常用的策略。 

- 從老師問卷調查所得，全校共有 22班在視藝課堂中最

少加入一次高層次思維元素(SCAMPER 奔馳法)的教

學策略。視藝老師皆同意高層次思維元素(SCAMPER

奔馳法)的教學策略能有效促進學生的創意思維。 

- 在新一學年會繼續在視藝課堂中加

入高層次思維元素(SCAMPER 奔馳

法)的教學策略，並邀請部份同工在

科會分享。 

- 與電腦科合作，在六年級的課

程內加入立體花瓶繪畫。電腦

科在上學期運用 3D打印機印

製學生設計的花瓶，下學期由

學生在視藝課堂上為立體花

瓶進行繪畫，藉此提升學生對

3D打印藝術的興趣。 

- 六年級課程較緊迫，未能全部學生在視藝課堂上為自

己設計的立體花瓶進行繪畫。每班大約只有 10名學生

能參與。其餘學生因趕製未完成的視藝作品而未能參

加。從課堂觀察所得，學生對 3D打印機活動感興趣。

另外，能參與繪畫的學生的製成品效果好，學生容易

處理。 

- 此作品值得新一學年繼續進行。現

有以下計畫：因少量學生的 3D打印

花瓶未能出產，加上學生要趕製未

完成的視藝作品，未能全部參加。

計畫視藝課程編排在 5-6月進行；另

外計畫電腦科預先打印部份立體花

瓶作為後備用途，供沒有花瓶的學

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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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2.2 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2.2.1   
   

促進學生自覺

學習 

- 設立藝術投稿園地，讓學生自

由投稿，學生可自選任何平面

的藝術創作進行投稿。 

- 本年度共舉辦了兩次藝術投稿園地，第一次在 1月下

旬舉行，是次為自由題目，由學生自定投稿主題，是

次投稿共有 58人參加，並選出 13份佳作。 

- 第二次 4月下旬舉行，題目為「我最喜愛的……」，是

次投稿共有56人參加，選出 12份佳作，張貼在地下大堂

供全校學生欣賞。從觀察所得，學生喜歡欣賞得獎同

學的佳作。 

- 選出的佳作均有良好的水準。其中五信班羅悅寧的作

品更成為第六屆水運會的嘉賓紀念品的封面設計。 

- 從老師問卷調查所得，大部分視藝老師同意藝術投稿

可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 

- 藝術投稿園地成功令學生自發地去

創作作品，將會在新一學年繼續舉

行；由於為配合課程組的自學早會， 

所以本年度開展投稿園地的日期較

遲，只能舉辦了兩次。會於 2019年

11月-12月期間先舉行 1次。 

- 投稿題目方面，由學生自定投稿主

題，能讓學生發揮創意，計畫新一

學年最少一次投稿題目定為自由題

目。 

- 參與圖書組的「閱讀嘉年

華」，舉辦藝術攤位，使學生

多閱讀藝術圖書，從圖書自學

藝術知識及技巧。 

- 在「閱讀嘉年華」設「世界名畫拼圖」攤位，當日學

生反應踴躍。一次性活動尚未提高借閱視藝圖書之數

量，未有顯著增加借書量。 

- 由於一次性活動尚未提高借閱視藝

圖書之數量，故可在視藝課堂由老

師介紹相關的圖書，以引起學生的

興趣。 

 2.2.2   
   

幫助學生建立

正向思維的態

度 

- 與訓輔組合作，由學生重新設

計現有的三款(學科、學業、

品行)獎勵卷。透過獎勵計畫

來嘉許學生正面的行為表現， 

提升學生自信。 

- 三年級及四年級已於上學期 9月內完成相關課題。 

- 從觀察所得，學生認同新的獎勵劵能嘉許學生的正面

行為表現，能達宣傳正面的行為的作用。 

- 從老師問卷調查所得，約有一半視藝科老師同意獎勵

劵設計活動能提升學生的正向思維。 

- 得獎作品能成為新款獎勵劵，大部

分學生對感興趣。 

- 與科學科合作，配合「情緒病」

課題，由四年級學生設計以

「預防情緒病」為主題的海

報。透過設計海報來幫助學生

對事物抱持正面的態度，提升

學生的正向思維。 

- 海報設計己在 4月至 5月期間進行。從學生作品可見

全部內容均能表達「預防情緒病」這主題，並能幫助

學生對事物抱持正面的態度，提升學生的正向思維。 

- 由於科學科未能按時間進行相關課

題的教學，以致未能如期教學，此

外相關預防情緒病的資料也是由視

藝老師教授，未能達到跨科合作的

意義。如有跨科活動，科任老師要特

別留意兩組活動時間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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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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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0.00    $3,790.50      

3.2 學生視藝材料費 $62,925.00    $61,609.50      

3.3 學生全年視藝材料   $62,925.00   $60,571.00    

3.4 視藝科文具及消耗品   $1,500.00   $1,597.50    

3.5 聯校視覺藝術巡迴作品展   $500.00   $347.50    

3.6 參考書   $850.00   $798.00    

3.7 藝術日材料   $2,000.00   $1,946.00    

3.8 投稿園地用品   $500.00   $140.00    

  合計： $68,275.00 $68,275.00 $65,400.00  $65,400.00  $0.00  

 

 4. 本組成員 

(呂)艾媚  張(燕)    劉(珮)玲   蔡(春)暉   羅(賞)華  (林)少英   (李)嘉儀   鍾綺(明)   馬(秋)儀   (蘇)鳳玲  (何)兆群  蘇永(德)   (譚)潔蓮   陳(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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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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發展校本資優教育   

 2.1.1 強化學生掌握

及運用高層次

思維能力的學

習策略 

- 利用平板電腦作電子樂器進行合奏

及創作，發揮學生創意思維。 

- 75%四至六年級全年不少於一次運用平板

電腦作電子樂器進行合奏及創作，在作品

中看到學生整合所學的知識。 

- 學生可在家中下載相關音樂軟件，方

便進行家課練習，從而創作更高水準

的作品。 

- 優化工作紙，加入分析、評鑑和創

意等高層次思維元素。 

 

- 100%四至六年級全年完成不少於一張具高

層次思維元素的工作紙。 

- 部分佳作已存電腦檔。 

 

2.1.2 提升教師教學

設計及教學技

巧 

- 老師透過進修，參與有關小學音樂

教學的講座或研討會，豐富其音樂

知識及提升其教學技巧。 

- 85%的音樂老師全年最少參與一次校外的

講座或工作坊，兩位老師已在會議中分享。 

其中介紹的電子樂器合成器 apps，科任都

感興趣和得益。 

- 新一學年教師的進修內容可包括音樂

會、其他學校的音樂劇及周年匯演等。 

2.2 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2.2.1   
   

促進學生自覺

學習 

- 透過網頁向學生推介音樂讀物、網

上音樂資訊平台和 APPS 等，使學生

用作課後延伸學習。 

- 100%四至六年級學生有使用老師推介的網

頁或 apps進行自學。大部分學生均表現積

極和有興趣。 

- 同學可於進行網上自學活動後在課堂

分享。 

- 參與圖書館舉辦的「閱讀嘉年華」，
藉著遊戲誘發他們閱讀著名音樂家

的故事。 

- 圖書組最終取消了音樂科在「閱讀嘉年華」

的攤位，因為各科的攤位數目已足夠。 

 

2.2.2   
   

幫助學生建立

正向思維的態

度 

- 選唱具推廣正向思維態度的歌曲。 - 100%一至六年級每班全年唱一首具正向思

維的歌曲。其中五年級以此為考核唱歌曲

目之一。 

- 新一學年於課程進度表中加入練唱早

會詩歌，以致學生更能掌握詩歌的正

向訊息。 

- 學生唱歌時，老師可讚賞一些學生(或

列舉一些名人)具有歌詞提及的正向

特質，從而建立學生的正向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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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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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00.00   $5,300.26      

3.2 校際音樂節樂譜   $2,000.00   $208.10    

3.3 消耗性樂器配件及用品   $2,500.00   $1,525.69    

3.4 文具及活動獎品   $2,500.00   $466.47    

3.5 樂團外出比賽/演出費(包括樂器搬運費)   $4,000.00   $1,320.00    

3.6 樂器維修及保養   $5,000.00   $1,780.00    

3.7 教師用書   $800.00   $0.00    

 

合計： $16,800.00 $16,800.00 $5,300.26  $5,300.26  $0.00  

 
 

4. 本組成員 

鄭(詠)儀   (藍)鳳儀   (龔)曉雯   張(燕)   陳(海)婷   謝主(力)   (馬)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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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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2.2.1   
   

促進學生自覺

學習 

- 教師利用每個學期初由度高、磅重

所得的數據，讓學知道自己的 BMI

指數，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繼而

在課餘時參與體育運動，養成恆常

運動的習慣。 

- 由於 BMI指數只適用於 18歲或以上人士， 

學童應參考香港衛生署 衛生防護中心的

「身高體重圖表」。 

- 過半數的學生表示能根據學期初度高磅重

所得的資料，透過「身高體重圖表」，明

白自己的身體狀況。 

- 老師每個學期都會為學生量度身高體重，

因此應該好好利用這些資料，讓學生更有

效地使用這些資料：除了了解自己的身體

狀況之外，亦可透過儲存學生各學期量度

所得的資料紀錄，追蹤及比較自己的身體

狀況進而作出適當的跟進。體育組宜建立

一個身高體重資料庫，讓學生更容易檢視

及追蹤自己的身體狀況。 

   

2.2.2   
   

幫助學生建立

正向思維的態

度 

- 教師在課堂活動中，強調「勝不

驕，敗不餒」的體育精神。活動結

束後，教師要求學生以掌聲互相鼓

勵。 

- 根據老師的觀察，學生在比賽過後，無論

勝負都有以掌聲鼓勵同學。 

-「勝不驕，敗不餒」的正面價值觀值得學

生堅持及傳承下去。因此，往後於學校進

行的體育活動及比賽，都要求學生以掌聲

鼓勵同學。 

   

- 舉辦「團隊挑戰營」，透過不同挑

戰，讓隊員一起經歷，一起想辦法

應付。然後，利用會談、分享及引

導，讓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 

- 在出席訓練營的 20名學生當中，100%的

學生認為活動能建立正面的價值觀。是次

訓練營的訓練內容新穎、有挑戰性，令參

加者十分投入。學員都有機會嘗試突破自

己的安舒區，進而取得顯著的進步。另外，

學員間時常需要一同面對及合力解決困

難，除了學員之間變得積極溝通外，更建

立了深厚的感情。是次訓練營不但能達到

預期的目標(正面的價值觀)，更令學員留下

深刻的體驗，對建立學生對學校的歸屬

感，有良好的效果。 

- 可舉辦更多同類型的活動，為學生留下正

面、深刻的體驗，加強對學校的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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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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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00.00    $52,107.30      

3.2 校友會資助 $1,200.00          

3.3 消耗性教具：           
  例如：球類、球拍、豆袋、膠環等   $5,000.00 

 
$5,480.00    

3.4 比賽報名費及運動員註冊費   $5,500.00   $5,876.00    

3.5 運動員訓練及比賽：           
  午膳、交通費及雜項   $6,000.00   $12,772.50    

3.6 陸運會：           

  a.支付 2019-2020年度場地租金   $1,000.00   $910.00    

  b.訂製陸運會用獎盃、獎牌   $3,800.00   $3,910.00    

  c.飲品、茶點、午膳   $4,000.00   $4,312.00    

  d.紀念品   $1,500.00   $1,398.00    

  e.啦啦隊用品   $1,200.00   $623.00    

  f.陸運會用品運輸費   $900.00   $360.00    

  g.雜項用品   $800.00   $150.00    

3.7 水運會：           

  a.支付 2018-2019年度場地租金   $2,600.00   $2,428.00    

  b.訂製水運會用獎盃、獎牌   $3,500.00   $3,580.00    

  c.紀念品   $1,000.00   $334.00    

  d.啦啦隊用品   $1,200.00   $1,406.90    

e.水運會用品運輸費   $900.00   $370.00    

f.雜項用品   $800.00   $547.00    

3.8 運動推廣計劃   $3,000.00   $6,700.00    

3.9 級際比賽   $2,000.00   $949.90    

 

合計： $48,700.00 $44,700.00 $52,107.30  $52,107.30  $0.00  
備註: 

3.5項運動員午膳及交通費超支因上學期足球比賽有多日需要接送運動員往返學校及比賽場地。另外，學生集體外出比賽時的用膳次數及人數都有所上升， 

以至該項支出出現顯著的上升。 

 

4. 本組成員 

鄧偉(文)  林(威)  李(敏)儀  李雲(鵬)  (馬)秀英  何瑞(祥)  (阮)煒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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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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發展校本資優教育   

 2.1.1 強化學生掌握

及運用高層次

思維能力的學

習策略 

- 在六年級上學期電腦科課程中加

入 3D立體打印設計課程，讓學生

設計花瓶，並利用 3D 打印機將所

有學生作品打印出來，再由視藝科

於課堂中教學生上色。 

-  80%學生能用 3D立體打印花瓶，並由視

藝科老師於課堂上教導學生上色。有不少

優秀作品，揀選了部分作品展示在一樓資

訊廊的展示櫃內。 

- 新一學年會繼續推行，但會多打印數個花

瓶，讓不能完成花瓶學生也有機會在視藝

課上學習上色。 

- 在五年級電腦科課程中，加人

Micro-bit 程式設計，並與科學科合

作，利用 Micro-bit 設計一些與實

際生活有關的設備，例如:溫度及

濕度感應器等 

- 已經在五年級電腦課程中，加入 Micro:bit

程式編寫，由於是學生初次學習 Micr:bit，

加上課節太少，學生反應雖然積極，感興

趣，但成效一般。 

- 由於所選用的參考書在 Micro:bit內容方面

教材較少，增加教學難度，所以新一學年

改用教育出版社的電腦參考書，使更有系

統地教 Micro:bit，並會重編各級教學內

容，增加 Micro:bit的教學節數。 

- 三至六年級電腦科加入 Google 

Classroom的使用方法。 

- 三至六年級學生在上學期初已學習使用

Google Classroom。部分中、英、數及常老

師曾利用此系統讓學生學習，作為網上功

課。     

- 由於過早教學生使用 Google Classroom (上

學期初)，而各科老師一般都安排在上學期

尾才開始使用，很多學生已忘記使用方法， 

甚至連密碼也忘了。建議安排在上學期中

才教學生使用 google classroom。 

2.1.2 提升教師教學

設計及教學技

巧 

- 在電腦科會議上，介紹 Micro-bit

及 3D立體打印設計的方法。 

- 在三次電腦科會議上均曾分享Ｍicro:bit及

3D立體打印設計的方法，並拍攝了兩套影

片，介紹製作花瓶及相機的過程。 

- 已於第一次教師專業發展日下午，由本校

老師向已有一定運用電腦資訊科技能力的

老師介紹Ｍicro:bit。 

- 將會製作更多影片，介紹Ｍicro:bit編程及

3D立體打印的方法。任何老師對這方面感

興趣，可以利用影片進行自學。 

2.2 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2.2.2   
   

幫助學生建立

正向思維的態

度 

- 六年級增加一節培養學生資訊素

養的內容，介紹何謂 growth 

mindset，鼓勵學生面向困難。 

- 已經在六年級課程中增加了一節介紹

growth mindset，由於授課時間不足，科任

無閒跟進，未能觀察到學生的成效。 

- 建議取消 growth mindset的課時，集中發展

與 STEM有關的課程。交由圖書組培養學

生資訊素養。」 

 

3. 本組成員 

(阮)煒光  (李)嘉儀  王倩(琪)  馮(家)輝  林耀(輝)  鄭(巧)欣  劉(錦)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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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年度「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計劃」 

交流報告書 

 

學校名稱： 培基小學 姊妹學校名稱： 江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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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英老

師，請培英學生示範。 

- 培英學生透過視像向本校師生

示範，培英老師點評。 

- 本校學生透過視像向培英老師

示範，培英老師點評。 

本校參人數 

學生：30人 

老師：3人 

- 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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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項冠軍、2項

亞軍與及 9項季軍。 

- 本校與姊妹學校的朗誦交流的模式維持數

年，建議除獨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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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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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考慮透過視像集合兩校的朗誦優勝者，把

朗誦的心得與其他同學分享，希望能做到

普及朗誦的目的。 

2 學生交流 

- 培基四至五年級學生、家長、

老師 50 人到訪培英學校。 

- 兩校學生一同學習語文、數

學、視藝、科學科技等課題，

然後互相分享成果交流心得。 

- 到訪期間，培基學生在對方學

校一起上課學習，體驗當地的

課堂學習生活。 

本校參人數 

學生：23人 

老師：6人 

家長：24人 

- 兩校的學生能彼此一起上課

學習，增加交流機會，建立

彼此友誼。  

- 學生能到訪對方學校，體驗

不同的學習模式。 

- 兩校學生能在學習方面彼此

交換知識，互相促進學習。 

- 三月份 23 位學生到訪江門市培

英小學四天。 

- 學生除實地觀察當地著名的小

鳥天堂、閱讀巴金筆下的《鳥的

天堂》外，還利用考察所得的成

果，進行視藝設計、文學欣賞及

寫作練習。兩校師生還一同參與

水火箭及 mirco:bit 的教學活

動，分組完成有關設計後，兩校

學生跟進行測試比賽，加深他們

對科技應用的知識。從家長及學

生的反映，得知是次活動雙方學

校的學生都獲益良多。 

- 兩地學生可以繼續擴闊他們的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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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交流轉化

到更廣闊的層面。 

- 於新一學年可以安排兩地師生繼續互訪，

除到訪對方學校交流外，還可以組織學生

共同到訪週邊城市(例如澳門)，以共同的主

題實地進行交流和學習。 

- 這可以讓兩地師生在新鮮的環境和旅程中

進一步彼此學習和建立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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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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老師教學交流 

- 培基、培英老師共同備課、試

教、觀課、評課，包括語文及

科學科技。 

- 到訪前兩校負責同工敲定共備

的課文／教學內容。 

- 兩校教師先各自擬訂相關的教

案，然後於到訪培基前電郵予

各校的負責同工參閱。 

- 培基、培英老師輪流觀課，並

交換教學設計的意見。 

本校參人數 

學生：23人 

老師：6人 

- 兩校教師有機會同課異

構，觀摩不同的教學設計。 

- 從課堂實踐認識不同文化

下成長的學生的學習需要。 

- 共同優化教案，互補教學設

計上的優缺。 

- 三月份時數位資深的老師在校

長的領導下前往江門市與姊妹

學校培英進行一系列以「小鳥

天堂」為主題的跨科學習之

旅，並藉此主題延伸學習自視

藝、科學及科技科，當中包括

課堂學習、實地觀察、動手操

作、設計比賽等學習模式。 

- 兩校教師共同觀課、評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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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透過多次的交流活動，教師都

能投入傾談，相信這有助促進

兩校教師的課堂教學成效，亦

有助建立兩地教師的情誼。 

- 老師到校互訪前，應加強雙方的溝通，讓

兩校老師更了解所預備的教學安排，以便

進行評點及優化教案。 

- 可安排兩地學生在到訪前預先預習一些共

同內容(例如共同的寫作題目、專題研習、

歷史博物館展品內容等)，待到訪時兩地學

生可以更聚焦地互相交換所學心得。 

- 盡量安排兩地教師輪流教導兩校的學生，

讓兩地的學生同樣有機會接受對方學校

教師的教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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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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財政報告 

 

項目 

編號 
交流項目 支出項目 費用 

1. 姊妹學校教師到訪培基 姊妹學校教師到訪學校交流物資費 $2,116.00 

2. 到訪姊妹學校 

團費支出 $55,275.00 

雜項開支，包括購買相關交流教育用品、電話卡等 $4,068.61 

交通費 $1,640.00 

  總計  $63,099.61 

  津貼年度結餘  $86,9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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