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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慈幼會中華會省（辦學團體）教育願景、使命、價值宣言 

 

 

1.慈幼會中華會省（辦學團體）教育願景、使命、價值宣言 

1.1 願景宣言 

我們願青少年、尤其是特別貧苦無告的青少年，能在我們的教育牧民團體中，找到充滿愛的「家」，得到正確良心及信仰的培育，學會正

確價值抉擇和辨識生命的召叫，並找到天主給他們的使命，獲得生命技能的培育發展個人潛能，參與建樹公義及友愛的世界。 

 

1.2 使命宣言 

我們竭盡所能策勵共負責任者，並聯合各方的資源，為特別貧苦無告的青少年，提供適合時代的信仰及生命技能的培育，在我們的教育

牧民服務中，塑造一個屬於他們的「家」。 

 

1.3 價值宣言 

我們堅守以下的價值來實踐使命： 

1.3.1 以鮑思高預防教育法「理智、宗教、仁愛」教育青少年； 

1.3.2 活出家庭精神，時常陪伴青少年； 

1.3.3 帶領青少年與基督相遇，認識福音喜訊； 

1.3.4 培育青少年回應天主召請，承擔使命； 

1.3.5 與合作者共負責任，並關注他們的培育及責任承擔。 

 

 

2.慈幼葉漢小學校訓 

誠、信、儉、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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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慈幼葉漢小學願景、使命、價值宣言 

3.1 願景宣言 

我們秉承會祖鮑思高神父的教育理念，以校訓：誠、信、儉、樸，培養學生良好的品德，充分發揮個人潛能，迎接未來的新挑戰，達致

「全人發展」的目的。 

 

3.2 使命宣言 

我們會竭盡所能，為達致以下的使命而努力： 

宗教---以會祖「預防教育法」培育學生，讓學生認識基督，以基督的福音為生活的指南。 

學校---建構成「學習型組織」，校內成員不斷進修，終身學習。 

教師---重視專業發展，鼓勵創新，使成高質素的專業隊伍，為培育下一代而努力。 

學生---鼓勵學生追求卓越，不畏艱辛，為理想而奮鬥。 

課程---提供多元智能課程，重視體育、藝術和科技教育，使學生得以全面發展。 

家長---強調家校合作，建立伙伴關係，共同參與學校的發展。 

 

3.3 價值宣言 

我們承諾會堅守以下的價值來實踐使命： 

3.3.1 以鮑思高預防教育法「理智、宗教、仁愛」教育青少年； 

3.3.2 活出家庭精神，時常陪伴青少年； 

3.3.3 帶領青少年與基督相遇，認識福音喜訊； 

3.3.4 培育青少年回應天主召請，承擔使命； 

3.3.5 與合作者共負責任，並關注他們的培育及責任承擔。 

「讓我們效法鮑思高，與青年同在，全心為青年而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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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們的學校 

 

1. 學校簡介 

本校是一所天主教慈幼會興辦的小學，於 1969 年在石蔭邨創校，原名為「石蔭慈幼小學」。後因屋邨重建，遂遷校至安蔭邨，並得慈幼會恩

人葉漢老先生慷慨捐助全部開辦經費，故學校改名為「慈幼葉漢小學」。 

為配合教育的新趨勢，學校於 2005年 9月在原校舍轉為「全日制」，我們以新面貌、新思維來迎接新學制的來臨，期望學生在「德」、「智」、

「體」、「群」、「美」及「靈」六育獲得更全面、更均衡的發展，實現我們的教育理想。 

 

2. 學校設施 

學校設施包括有﹕ 

標準課室 24個（設有電腦、實物投影機及音響）、操場、雨天操場、體育室、小食部、休憩區、藝廊、種植區、聖母岩、小魚池、禮堂、校

園電視台室 、圖書館、電腦室、小聖堂、視藝室、多媒體音樂室、英語閣一室及二室、輔導教學 A 及 B 室、會議室、社工輔導室、言語治

療師/教育心理學家輔導室、家長教師會工作室、科學/科技教室、多用途活動室及天台 1室。 

 

3. 班級編制及學生人數 

2017-2018年度開班及學生人數 

年級 班數 男生 女生 總數 

一年級 4 54 47 101 

二年級 4 50 50 100 

三年級 4 51 49 100 

四年級 4 52 47 99 

五年級 4 45 55 100 

六年級 4 45 57 102 

加強教學輔導班 兩班 

總數 26 297 305 602 



 

4. 教師的學歷 （2017-18） 

資歷 科目 取得學歷人數（任教人數） 百分比 全校教師 

碩士學位 

 

18人 （47人） 38% 47 人 

學士學位 47人 （47人） 100% 

曾受正規師資訓練 47人 （47人） 100% 

曾受該科正規師資訓練

或取得基準者 

中文 16人 （18人） 

 英文 18人 （18人） 

數學 10人 （11人） 

 

5. 教師教學經驗 （2017-18） 

教學年資 0-4年 5-9年 10年以上 

人數 4人 2人 41人 

 

6. 教師及校長專業發展 

全年教師進修時數：1900小時 / 46 人 

教師平均進修時數：41.3小時 

校長全年進修時數：87小時 

 

7. 學生居住地區 

在全校 602名學生中，大約 95%的學生居住於安蔭、石蔭及石籬區，5%來自其它區。 

 

8. 收生情況  

2018-19年度，小學一年級共取錄學生 100 人，共四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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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17-18年度全年關注事項 

 

 

教育牧民

團體 
人性教育 小組經驗 信仰教育 聖召培育 

管理與 

組織 

學與教/ 

校風及 

學生支援/ 

靈德育及 

公民教育 

課外活動 宗教牧民 

前程教育/ 

生崖規劃/ 

聖召輔導 

 

主要關注事項 

 

1  培養學生自學態度及能力 

 

✓ ✓    

 

主要關注事項 

 

2  培育學生良好品格及自律精神 

 

 ✓ ✓   

 

主要關注事項 

 

3  營造宗教氛圍，培養學生向天、向人的感恩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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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  1.培養學生自學態度及能力：1.1學生學會自學的方法與工具 

策略/工作 成就 反思 跟進 

管理與組織範籌（教育牧民團體）：人事及自評工作小組 

申請外間支援服務，參與不同機

構（如教育局、大專院校、CoE

等）的教學研究或支援計劃，讓

教師能掌握如何在校內有系統地

推動及發展自主學習策略 

⚫ 教育局「非華語學習中文支援計

劃」：逢星期三隔週進行會議，支

援本校一年級中文科 

⚫ 教育局「小學校本課程發展支援服

務——數學」：逢星期一隔週進行

會議，支援本校四年級數學科 

⚫ 教育局人員能提供寶貴的意

見，協助本校學教的發展 

⚫ 來年繼續安排 

學與教範疇（人性教育）：課程發展小組 

幫助學生掌握電子學習模式，讓

學生於家中能自行使用電子科技

進行不同的學習 

⚫ 全校學生須透過內聯網完成中、

英、數及圖書的網上假期功課，完

成功課後，學生亦能自行檢視自己

的學習成果，以達致家中自學的目

的；學生的參與率大約 90% 

⚫ 47.9%教師認為學生能自動自覺地

學習；而 70.5%學生認為能自動自

覺地學習 

⚫ 大部分家長同意其子女能於家中

自學、運用工具書或網上搜尋等 

⚫ 大部分家長同意網上學習平台能

促進學生自學能力 

⚫ 部分科目於其課程下逐步推行一

些電子學習軟件讓學生於家中進

行自學，詳情如下： 

⚫ 本學年已全校性推行網上家

課，除了長假期外，希望此家

課形式會逐步應用於日常的家

課中 

⚫ 學生已熟悉如何運用 eClass 完

成網上家課 

⚫ 教師對《學生能自動自覺地學

習》的感觀與學生的有一段距

離，可見學生的表現與教師的

期望有所不同 

⚫ 各科主任檢討有否空間於

1819 學年多鼓勵學生按自己

的能力及需要，利用 eClass 的

學習資料於家中進行自學 

⚫ 教師需提供不同的方法及訓練

有關技巧，以提升學生的自學

能力 

⚫ 中、英、數： 

➢ 85%以上的學生能於聖誕假期及

復活節假期完成中、英、數的網上

 

⚫ 大部分學生能於家中完成，故

減少有關老師跟進的時間 

 

⚫ 學生已懂得利用 eClass 完成網

上家課，各科可考慮將未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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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1.培養學生自學態度及能力：1.1學生學會自學的方法與工具 

策略/工作 成就 反思 跟進 

功課 

➢ 92.1%以上的學生已熟習如何用

eClass 完成長假期的網上家課 

➢ 77%學生喜愛做網上家課多於紙

本家課 

⚫ 學生對網上功課的觀感有下降

的跡象 

一些家課（例如：多項選擇題、

短答題等）作網上家課的形

式，可用電腦批改，減少教師

的工作量 

⚫ 中文科 

➢ 提供網上閱讀、內聯網參考資源給

學生在課後學習，36%學生每月最

少一次進行網上閱讀，而運用內聯

網的中文科資源學習的學生佔

29.2% 

➢ 中文科於課堂中利用平板電腦進

行電子學習的次數佔全校的 11.9% 

 

⚫ 本學年仍未能於網上推行廣泛

中文閱讀計劃 

⚫ 校方應多宣傳學校內聯網的學

習資源 

⚫ 課堂中可多利用電子教學提升

學生的學習興趣 

 

⚫ 各科需考慮網上家課的趣味性

及挑戰性，以提升學生的學習

動機 

⚫ 圖書館需於 1819 年度積極購

買中文電子圖書 

⚫ 考慮是否於 1819 年度購買一

些網上軟件供學生於家中自學 

⚫ 科主任可以多利用教育城的資

料或平台尋找有關中文科的電

子教學資料 

⚫ 英文科 

➢ 37%一至四年級學生曾於家中利

用不同的英文科網上自學的資源

（包括 Reading Town 及 Popular 

Places in Hong Kong）於家中進行

自學 

➢ 英文科於課堂中利用平板電腦進

行電子學習的次數佔全校的23.3% 

 

⚫ 本學年仍未能於網上推行廣泛

英文閱讀計劃 

⚫ 校方應多宣傳學校內聯網及

Space Town 的學習資源 

⚫ 課堂中可多利用電子教學提升

學生的學習興趣 

 

⚫ 圖書館需於 1819 年度積極購

買英文電子圖書 

⚫ 加強宣傳學校內聯網及 Space 

Town 的學習資源 

⚫ 科主任可以多利用教育城的資

料或平台尋找有關英文科的電

子教學資料 

⚫ 數學科 

➢ 數學科本年度已於每級安排多於

一個的學習軟件給學生應用 

➢ 數學科於課堂中利用平板電腦進

行電子學習的次數佔全校的

33.2%，是各科中最高 

  

⚫ 學生已於數學科的課堂中熟悉

運用平板電腦進行學習，科主

任可藉以多推廣一些數學科的

自學 apps，讓學生於家中進行

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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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1.培養學生自學態度及能力：1.1學生學會自學的方法與工具 

策略/工作 成就 反思 跟進 

⚫ 常識科 

➢ 學生已於課堂中利用AR進行延伸

學習，每個學期最少兩次 

➢ 各級科任每學期最少發放 E-Smart

網上題目兩次，著學生於家中完成

有關的練習，大部份班別能夠依時

完成 

➢ 常識科於課堂中利用平板電腦進

行電子學習的次數佔全校的 24% 

 

⚫ 大部分學生能使用 E-Smart 進

行網上練習 

 

⚫ 繼續鼓勵學生於家中使用

E-Smart 進行網上練習 

⚫ 音樂科 

➢ 43%學生能利用平板電腦上網找

出有關自學工作紙的答案或網上

資料 

  

⚫ 需考慮網上家課的趣味性及挑

戰性，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 視覺藝術科 

➢ 49.7%學生能因應各題目的要求，

於家中利用互聯網預先搜集有關

資料以完成學習檔案 

 

⚫ 低於半數的學生未能於家中進

行自學 

 

⚫ 科主任可提供不同的網上資

源，讓學生於家中進行自學 

⚫ 科主任需優化《視覺藝術資料

冊》 

⚫ 電腦科 

➢ 四至六年級學生利用電腦搜尋使

用電腦操守或態度的資料 

➢ 五至六年級下學期分別教授

Thinkercad，運用有關電子軟件進

行創作，鼓勵家中自學，27%學生

能於家中利用有關軟件進行自學 

➢ 六年級課餘班教授 Sketchup 等軟

件進行 3D 打印，運用電子軟件進

行創作，鼓勵家中自學 

➢ 一年級的電腦科課堂內加入使用

平板電腦的課題 

 

⚫ 低於半數的學生未能於家中進

行自學 

⚫ 四至六年級的新課程已包括電

腦操守或態度的資料，學生亦

能完成有關工作紙 

⚫ 大約四分之一的學生運用

Thinkercad 電子軟件於家中進

行創作 

 

⚫ 建議繼續沿用有關教學資料及

工作紙 

⚫ 建議於恆常課堂以外的學習時

段 （ 如 聯 課 時 段 ） 加 入

Thinkercad 電子軟件的教授，

以加強學生有關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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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1.培養學生自學態度及能力：1.1學生學會自學的方法與工具 

策略/工作 成就 反思 跟進 

⚫ 圖書科 

➢ 34%學生能在家中或校內以平板

電腦或電腦於每學期最少進行一

次閱讀電子圖書 

 

⚫ 科主任已用 Thingiverse 的網

站、Microbit 及 Mbot 車等軟件

代替 Sketchup，學生的學習成

果不俗 

⚫ 科主任印製有關平板電腦的使

用手冊給予學生於家中進行自

學，學生亦能掌握 

⚫ 只有三分之一的學生能在家中

或校內以平板電腦或電腦於每

學期最少進行一次閱讀電子圖

書 

 

⚫ 建議繼續沿用有關教學資料及

軟件 

⚫ 建議繼續沿用有關平板電腦的

教學資料 

⚫ 需定期購買網上圖書及於早會

多作宣傳 

聚焦發展「專題研習」，安排學生

於課堂中，透過不同的電子媒體

進行自學，發展及掌握不同的學

習技能 

⚫ 本年度的專題研習以 STEM 為主

題，亦以常識科為主導。有關教師

及學生對此次活動均有正面的回

饋 

⚫ 44%學生能於家中利用電腦搜集

專題研習的資料及觀看有關短

片，以進行自學 

⚫ 77%學生同意老師經常為他們安

排課堂以外的學習活動，如專題研

習 

⚫ 大部分家長同意專題研習能提升

學生自學及協作能力 

⚫ 學生於家中利用平板電腦或電

腦搜集資料上仍有改進的空間 

⚫ 本年度的專題研習冊已加了

QR Code 讓學生於家中欣賞有

關課題的實驗短片以進行預習

或自學 

⚫ 教師可於恆常課堂中嘗試著學

生利用平板電腦素描 QR Code

欣賞有關課題的實驗短片，以

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鼓勵在

家中重看或上網找尋與主題有

關的短片 

優化各班自學閣的配套設施 ⚫ 本年度的專題研習以 STEM 為主

題，亦以常識科為主導。有關教師

及學生對活動均有正面的回饋 

⚫ 44%學生能於家中利用電腦搜集

專題研習的資料及觀看有關短

片，以進行自學 

⚫ 學生於家中利用平板電腦或電

腦搜集資料上仍有改進的空間 

⚫ 本年度的專題研習冊已加了

QR Code 讓學生於家中欣賞有

關課題的實驗短片以進行預習

或自學 

⚫ 教師可於恆常課堂中嘗試著學

生利用平板電腦素描 QR Code

欣賞有關課題的實驗短片，以

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鼓勵在

家中重看或上網找尋與主題有

關的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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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1.培養學生自學態度及能力：1.1學生學會自學的方法與工具 

策略/工作 成就 反思 跟進 

⚫ 77%學生同意老師經常為他們安

排課堂以外的學習活動，如專題研

習 

⚫ 大部分家長同意專題研習能提升

學生自學及協作能力 

學與教範疇（人性教育）：圖書科 

協助學生掌握電子學習模式，讓

學生於家中閱讀電子圖書，以培

養及加強學生的閱讀習慣 

⚫ 2017-18 的持分者問卷，學生對「我

經常在課餘閱讀課外讀物」的同意

排序是 7（平均數是 3.3），與

2015-16 的（排序是 1）有顯著的

下降，但家長對有關看法的同意排

序是 4（平均數是 3.3），而教師對

此看法的排序是 3（平均數是

3.3）；這正顯示了學生在家的閱讀

習慣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 可以擴闊電子圖書的資源，於

來年度購置更多電子圖書，提

供更多網上電子書資源，使學

生在家中可利用電腦進行閱讀 

⚫ 尋找電子圖書供應商，購置更

多不同的電子圖書 

配合「專題研習」的發展，高年

級學生安排於圖書課中學習如何

透過香港公共圖書館的網頁搜尋

有關專題研習的資料及書籍 

⚫ 學校圖書館已定期展覽有關專題

研習的書籍，學生的借閱情況理想 

⚫ 下學年可著學生學習如何於香

港公共圖書館的網頁尋找有關

專題研習的書籍及資料 

⚫ 於來年度購置更多有關 STEM

的圖書 

學與教範疇（人性教育）：中文科 

在同儕備課中，以優化閱讀教學

為目標進行教學設計，提升學生

閱讀能力 

⚫ 訂定各級閱讀策略大綱，最少每學

期設計一個相關策略的教案 

⚫ 於同儕觀課中展示和分享能提升

學生閱讀能力的有效課堂元素 

➢ P.1：六何法、朗讀、預測、點讀、

故事蝴蝶圖 

➢ P.2：聯想 

➢ P.3：六何法、觀察 

➢ P.4：選取策略、六何法、觀察 

⚫ 老師進行讀文教學時也會使用

若干閱讀策略，但課堂上，每

位老師會因為經驗的不同而有

所側重，施教方法不一 

⚫ 受不同文體影響，同一級所學

習的閱讀策略不多，課本亦欠

缺延伸的篇章 

⚫ 課程的縱向及橫向，宜有一個

發展重點，好讓學生可以掌握

一些重要的策略 

⚫ 在共同備課時，老師可就篇章

的特點、策略的使用、教材的

運用等有更多的討論和共識 

⚫ 來年選用一本訓練閱讀策略的

閱讀理解，補足課本的不足，

在各級進行重點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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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1.培養學生自學態度及能力：1.1學生學會自學的方法與工具 

策略/工作 成就 反思 跟進 

➢ P.5：找中心句、概括段意 

➢ P.6：找中心句、文體閱讀法（步移

法、議論文）、中心句 

在課堂上訓練學生摘錄筆記，抄

寫重點的方法（運用腦圖、表格、

關鍵詞等） 

⚫ 75%學生能在上學期課堂上摘錄

筆記 

⚫ 100%學生能在下學期課堂上摘錄

筆記 

⚫ 學生寫字較慢，亦難自行歸納

課室所學 

⚫ 有些腦圖課文或預習工作紙已

提供，學生的發揮空間不夠 

⚫ 老師可善用簡報、黑板等把學

習重點、釋詞等供學生抄錄 

⚫ 老師可因應學生的程度決定筆

記的類型，如低小學生可進行

詞語、句子抄錄等；高小學生

可進行同義詞、反義詞、修辭

定義、例子抄錄等 

⚫ 老師可加入更多資優 13 式中

的思維策略，配合腦圖，提升

學生的思維能力 

學與教範疇（人性教育）：：英文科 

Teach students note-taking skills 

during lessons with a self-learning 

book / note book / word bank for 

their own self-learning study. It 

can develop their self-study skills 

and expand their vocabulary bank 

⚫ P.1 to P.6 students made good use 

of the notebook in class 

⚫ Students had learnt note-taking 

skills for two years, e.g. notes on 

tenses, mind maps, jotting down 

main ideas from the text, etc 

⚫ Less able students were weak 

in note-taking skills because 

their knowledge was limited 

⚫ It was a good practice for 

students to revise their 

knowledge in the lessons and 

consolidate their learning after 

school 

⚫ Most of the classes were able 

to do note-taking 

independently.  They could 

jot down some high frequent 

words as well as different 

sentence patterns 

⚫ Level teachers collect students’ 

note books regularly in order 

to make sure what they have 

learnt in the lessons 

⚫ Level teachers should facilitate 

students how to use their notes 

in their learning and revision 

⚫ This practice should be 

continued next 3-year plan 

Revise the dictionary skills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week of the 

school term 

⚫ Students learned the skills last year 

and teachers reflected that it was 

not necessary to revise the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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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1.培養學生自學態度及能力：1.1學生學會自學的方法與工具 

策略/工作 成就 反思 跟進 

Teach presentation skills in lessons 

so that students can present their 

ideas fluently（peer evaluation / 

self-evaluation） 

⚫ Students presented their ideas in 

class at least once in each term 

⚫ P.6 students did the presentation 

more than once in this term. 

Teacher and peer evaluations had 

been done 

⚫ It was difficult for less able 

classes to present in class since 

the time was limited and the 

curriculum was quite tight 

⚫ The speaking parts were 

reinforced in Space Town, so 

P.1 and P.2 students had more 

chances to speak in the lessons 

⚫ More encouragement is needed 

for less able students who are 

not confident enough. At the 

same time, they need more 

guidance on it 

⚫ Teachers can make good use of 

the first five minutes in class 

and give students some 

specific topics and let them 

present in class 

⚫ This practice should be 

continued after the exam 

because the schedule is less 

tight. P.6 classes can spare 

some time to train the skills 

every day 

⚫ This related skills should be 

reinforced in the 

extra-curriculum lessons next 

year 

Provide useful and interesting 

online resources for students as a 

kind of self-study at home 

⚫ Teachers provided online  

homework at Christmas 

⚫ For P.1 and P.2, NET section has 

provided a lot of online resources 

for the students.  Students can 

find them in their GE Space Town 

booklets 

⚫ It took plenty of time to 

introduce the resources in class 

⚫ Since the teaching time was 

tight, it was quite difficult to 

use i-pad as a kind of 

consolidation in lessons 

⚫ Teachers can introduce some 

⚫ The Panel Head can promote 

the apps which teachers use in 

the lessons for parents as a 

kind of study learning in the 

parents’ workshop, particularly 

in key stage 1 since NET 

section provides a lot of a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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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1.培養學生自學態度及能力：1.1學生學會自學的方法與工具 

策略/工作 成就 反思 跟進 

⚫ P.6 teachers introduced online 

reading resources for students so 

they could write the book report 

independently 

dictionary apps for upper form 

students.  Let them check the 

meaning and the usage of the 

words 

for parents and students to use 

for study learning 

⚫ This practice can be continued 

next 3-year plan 

學與教範疇（人性教育）：數學科 

在課堂教學上引入電子學習模式 ⚫ 在各級數學課堂中，教師及學生運

用互動電子裝置授課及學習 

⚫ 已於一至六年級每學期至少一次

教師及學生配合課業，並運用互動

電子裝置授課及學習，而每班每學

期約有 4-5 次利用平板電腦教學 

⚫ 可利用平板電腦提升學習興趣

及自學能力 

⚫ 可推介一些網上學習平台給學

生，以助他們在家中自學 

學與教範疇（人性教育）：常識科 

教師及學生在課堂上能運用互動

電子裝置授課及學習 

⚫ 93%教師運用平板電腦作互動教

學 

⚫ 87%學生每學期最少有兩次在課

堂上運用平板電腦學習 

⚫ 教師能運用不同的 apps，例如：

AR、Nearpod、Picker、Goodnote

等進行教學 

⚫ 教師運用 E-smart 系統進行教學 

⚫ 80%學生能掌握使用平板電腦進

行學習的技能 

⚫ 參閱現況分析問卷（附件一）a 

⚫ 一至三年級只有部分班別運用

平板電腦作互動教學，高小情

況較為理想 

⚫ 各科使用率大增，借用平板電

腦有困難 

⚫ 教師暫時多只用 AR 或 QR 

Code，未有運用即時分享軟件

作課堂學習 

⚫ 因未有正式購買電子課本，較

難使用 E 教案學習 

⚫ 鼓勵教師多運用平板電腦進行

教學 

⚫ 建議校方購置更多平板電腦 

⚫ 鼓勵教師多運用 E-smart 的課

堂系統進行教學 

⚫ 考慮購買 E 課本 

學與教範疇（人性教育）：音樂科 

教師為低小學生設計壁報及工作

紙，學生從壁報上的資料及圖書

找出有關工作紙的答案 

⚫ 100%一至六年級學生已完成自學

工作紙  

⚫ 科主任已把自學工作紙中的樂曲

連結存放在學校內聯網的學習中

心內，學生可在家完成或重聽樂曲 

⚫ 學生喜歡透過平板電腦進行自

學 

⚫ 學生喜歡樂曲 

⚫ 下年度可繼續沿用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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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1.培養學生自學態度及能力：1.1學生學會自學的方法與工具 

策略/工作 成就 反思 跟進 

學與教範疇（人性教育）：視藝科 

學生在上課前先預習及搜集相關

課題的資料，並將有關資料貼在

劃簿上 

⚫ 在教師問卷中，所有視藝科教師認

為學生於每學期能夠進行最少一

次的預習 

⚫ 大部分學生能完成有關課業，

部分質素不俗；小部分學生搜

集資料有困難，以筆錄代替搜

集資料 

⚫ 可鼓勵學生到圖書館借閱圖

書，或可提供一些舊雜誌予部

分學生，或可讓學生以筆錄形

式記錄創作過程 

學與教範疇（人性教育）：普通話科 

定期為二至六年級學生進行查字

典比賽，營造自學的氣氛 

⚫ 98.7%二至六年級學生已進行查字

典比賽活動，成績不錯 

⚫ 查字典比賽已進行數年，學生

大都掌握查字典的技巧 

⚫ 來年可暫停此活動，因為幾乎

所有學生都能夠掌握查字典的

技巧，表現理想，教學目標已

經達到 

每月設「拼讀小測試」鞏固拼讀

的自學能力 

⚫ 上學期達標：68.3%一至五年級學

生能在「拼讀小測試」中取得及格

成績 

⚫ 下學期達標：55.5%一至五年級學

生能在「拼讀小測試」中取得及格

成績 

⚫ 部分班別成績稍遜 ⚫ 科任需加強學生的拼讀能力，

在課堂上多作拼讀練習 

學與教範疇（人性教育）：電腦科 

高年級學生能從報章或互聯網搜

集有關使用電腦操守或態度的資

料作分享 

⚫ 超過 90%四至六年級學生能利用

電腦搜尋有關使用電腦的操守或

態度的資料，並就資訊素養的議

題，利用工作紙填寫有關個人意見

及相關資料 

⚫ 部份學生把網上評論抄寫在工

作紙內，而個人意見仍是不多 

⚫ 上年度之短片曾在派發工作紙

後被有關網站移走，以及部份

學生曾進入不明網站搜尋相關

資料 

⚫ 提醒他們必需加入自己個人見

解 

⚫ 派發工作紙前再三檢查超連

結，以及學生進行活動時需多

加巡查有關學習情況 

學與教範疇（人性教育）：通識導修科 

以搜集報章為預習及課後延伸學

習 

⚫ 完成兩個以搜集報章及課後延伸

學習為主題的單元設計 

⚫ 本學年能順利完成所有課後延

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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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1. 培養學生自學態度及能力：1.2學生在自學方面獲得成功經驗 

策略/工作 成就 反思 跟進 

學與教範疇（人性教育）：課程發展小組 

透過課室壁佈、學校網頁、

iPortfolio（學生電子學習檔）等

方法，展示學生各科佳作，從而

建立學生的自信心及提升匯報技

巧 

⚫ 每班最少有一份佳作刊登於

《慈聲》內，並上載學校網頁 

⚫ 大部分班別有於課室的壁報上

展示學生的佳作，主要以主科

及視覺藝術科的作品為主 

⚫ 各科任已把學生的佳作上載於

iPortfolio 

⚫ 部分科目均於不同時段展示學

生的佳作，詳情如下： 

⚫ 學生能在不同的範疇展示自己

的學習成果 

⚫ 下學年繼續推行 

⚫ 常識科 

➢ 將學生於科技探究日、專題研

習及聯課的活動短片或照片上

載於內聯網的校園電視台 

 

⚫ 學生能於電子平台上分享自己

的學習成果 

 

⚫ 視覺藝術科 

➢ 於下學期舉辦了一次全校的視

藝作品展覽 

➢ 於港鐵站展示學生優秀作品 

➢ 校內舉辦不同主題的比賽（例

如：親子環保中秋花燈設計比

賽、圖書館規則告示設計比

賽、聖誕飾物設計比賽、詩中

有畫、親子新春掛飾設計比

賽、慈聲封面設計比賽、畢業

禮封面設計比賽），令更多學生

從中得取成功感 

 

⚫ 全校學生能參與視覺藝術科的

全校性視藝作品展覽，學生享

受有關活動 

⚫ 讓學生得到更大的滿足感 

⚫ 學生的作品得到同儕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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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1. 培養學生自學態度及能力：1.2學生在自學方面獲得成功經驗 

策略/工作 成就 反思 跟進 

⚫ 音樂科 

➢ 合唱團、美樂笛、手鐘隊、創

意敲擊樂於校內及校外表演，

以展示其音樂才能 

➢ 聖誕歌唱比賽能讓全校學生投

入參與，以展示其音樂才能 

 

⚫ 學生能參與有關的比賽或表

演，提升其自信心 

⚫ 讓學生得到更大的滿足感 

⚫ 全校學生能參與有關活動，提

升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 體育科 

➢ 於早會表揚學生於運動上的傑

出表現 

 

⚫ 讓學生得到更大的滿足感及提

升其自信心 

 

⚫ 圖書科 

➢ 張貼學生的優秀閱讀報告於圖

書館的壁報版上 

 

⚫ 學生的作品得到同儕的認同 

 

舉辦「專題研習分享會」，讓學生

透過互相觀摩提升自信心及自學

能力 

⚫ 下學期試後於禮堂舉行一次

「專題研習課業展覽」 

⚫ 學生能欣賞其他級別的課業 ⚫ 建議下學年可進行作品展或著

高年級作示範實驗 

推行「自我評估（self-assessment）」

模式 

⚫ 6C 及 6D 班的英文科試行「自

我評估（self-assessment）」學習

模式於英文寫作中。學生透過

分析不同同學的文章與組員進

行討論，再為自己訂立學習目

標，學生亦需於學習的過程中

作自評及反思，以檢視是否達

到其目標 

⚫ 全年已進行 6 次有關評估，亦

會配合以不同的教學策略進行 

⚫ 下學年繼續推行有關評估 

學與教範疇（人性教育）：圖書科 

舉辦學生作品展覽，透過展示學

生傑出的閱讀報告，從而提升學

生對閱讀的興趣 

⚫ 圖書館老師已透過圖書館壁報

板每級最少展示一次學生優質

的閱讀報告 

⚫ 學生在愉快閱讀計劃中於閱讀

量方面獲取不同的獎狀，本年

⚫ 壁報板上展示學生優質的閱讀

報告，能加強學生的自信心。

在圖書課堂可讓學生朗讀自己

的作品，增加學生的認同感 

⚫ 本年度獲取的閱讀小博士獎狀

⚫ 在圖書課堂中，每兩個月預留

一節課讓學生朗讀自己的作

品，加強學生的自信心 

⚫ 上、下學期需列印每班的借書

量情況，以供科主任跟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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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1. 培養學生自學態度及能力：1.2學生在自學方面獲得成功經驗 

策略/工作 成就 反思 跟進 

度有 76 人獲取閱讀小副學士，

57 人獲取閱讀小學士，12 人獲

取閱讀小碩士，5 人獲取閱讀小

博士 

在數量上有增長 有關的資料需張貼於班內的壁

報板，全年四次，上、下學期

各兩次，藉此鼓勵學生借閱，

以增加其閱讀量 

學與教範疇（人性教育）：中文科 

製作「我班的佳詞佳句存摺比

賽」，積累更多詞語和句子 

⚫ 41%學生在上學期每單元最少

進行一次搜集詞匯和佳句 

⚫ 50%學生在下學期每單元最少

進行一次搜集詞匯和佳句 

⚫ 學生的自律性仍有待培養 

⚫ 學生沒有一本恆常的筆記本記

錄佳詞佳句 

⚫ 老師沒有恆常地要求學生記錄

佳詞佳句 

⚫ 老師可指導學生把佳詞、佳句

紀錄於壁報、筆記本或課延） 

⚫ 來年設定比賽或獎勵計劃，鼓

勵學生進行自學 

學教範疇（人性教育）：英文科 

Optimatize book sharing in P.4 – 

P.6.  Students can present their 

ideas using the skills that they have 

learnt in lessons 

⚫ Students share their favourite 

books at least once with their 

classmates per term 

⚫ It can be done in the morning 

reading session or English 

lessons 

⚫ For upper level students, they 

were passive to share their ideas 

during the lessons 

⚫ Teachers reminded students to 

present their ideas with the 

presentation skills that they 

taught them 

⚫ This practice can be continued 

next 3-year plan 

學與教範疇（人性教育）：音樂科 

學生自學樂曲，並自行報名參加

午息音樂會的表演 

⚫ 已於 15/01/2018 舉行午息音樂

會 

⚫ 大部分學生表演投入 ⚫ 下年度可繼續舉行，如參與人

數多，可舉行多於一場音樂會 

校本音樂課程增設自學區，鼓勵

學生在班內表演 

⚫ 97.8%三至六年級學生曾在班

內表演 

⚫ 大部分學生都樂於演出，表現

投入 

⚫ 建議學生除了演奏校本音樂課

程內的樂曲外，亦可選奏校本

課程以外的樂曲 

⚫ 除了牧童笛及美樂笛外，建議

亦可以作其他樂器演出，以提

高學生的自學動機 

學與教範疇（人性教育）：視藝科 

於港鐵站展示學生優秀作品 ⚫ 本學年已於二月在葵芳港鐵站 ⚫ 能有效提升學生自信心、校園 ⚫ 來年度將會繼續在葵芳港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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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1. 培養學生自學態度及能力：1.2學生在自學方面獲得成功經驗 

策略/工作 成就 反思 跟進 

進行展覽；校內展覽已於五月

進行 

藝術氛圍及宣傳學校 及校內展出學生優秀作品 

學與教範疇（人性教育）：通識導修科 

於課堂上分享報章內容，讓學生

透過互相觀摩提升自信心及匯報

技巧 

⚫ 60%小組學生於課堂上分享報

章內容 

⚫ 60%小組學生於課堂上分享報

章內容（五年級單元二：良好

的上網文化） 

⚫ 67%小組學生於課堂上分享報

章內容（五年級單元四 ： 如

何促進健康有營生活） 

⚫ 76%小組學生於課堂上分享報

章內容（六年級單元三 ： 天

災與人禍） 

⚫ 75%小組學生於課堂上分享報

章內容（六年級單元四 ： 基

本法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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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1. 培養學生自學態度及能力：1.3推動學生運用資訊科技進行自學活動 

策略/工作 成就 反思 跟進 

管理與組織範籌（教育牧民團體）：人事及自評工作小組 

為教學助理及技術支援服務員安

排校外電子教學的專業培訓，協

助教師推動電子教學 

⚫ 已為教學助理及技術支援服務

員安排兩次電子教學的專業培

訓 

➢ 藍慧虹：有效運用 G Suite for 

Education 以建立學校行政平

台（進階程度） 

➢ 冼明德：Space Town Briefing 

for Classroom Assistants 

⚫ 讓教學助理及技術支援服務員

初步認識電子教學的工具，有

助推動本校的電子教學 

⚫ 來年繼續安排 

為教師安排自主學習的專業培

訓，深入了解不同的電子學習工

具和網上資源，並定期安排電子

教學分享會，促進教師專業發

展，讓教師能有效地指導學生進

行自學活動 

⚫ 為全體老師於 02/11/2017 舉辦

「常識 STEM 工作坊」 

⚫ 為中文科任於 15/09/2017 舉辦

「啟思電子學習工作坊」 

⚫ 為普通話科任於 21/03/2018 舉

辦「普通話電子教學工作坊」 

⚫ 安排科任老師出席相關培訓，

全年共 24 人次 

⚫ 讓教師深入認識自主學習，指

導學生進行自學活動 

⚫ 來年繼續安排 

學與教範疇（人性教育）：圖書科 

於圖書館的電腦安裝電子圖書及

一些自學的學習軟件，讓學生於

小息、午休或放學後於圖書館進

行延伸學習及自學活動 

⚫ 高年級學生較多於圖書課及小

息於圖書館利用電腦進行學習

及自學活動 

⚫ 圖書館的電腦已有一些電子圖

書，一年級學生對電腦認識較

少，所以較少於圖書館利用電

腦進行學習及自學活動 

⚫ 學生於午息或放學後較少於圖

書館利用電腦進行學習及自學

活動，於午息或放學後，可多

安排及鼓勵學生閱讀電子圖書 

⚫ 可於圖書館的電腦安裝更多電

子圖書，使學生有更多選擇及

推動課後網上閱讀 

學與教範疇（人性教育）：中文科 

提供網上閱讀、內聯網參考資源

給學生在課後學習 

⚫ 50%學生在上學期參與網上閱

讀及內聯網資源學習 

⚫ 學生的自學常規仍需努力培養 

⚫ 部份學生在家中的電腦未能支

⚫ 老師定期借用平板電腦在課室

上使用，以引起他們使用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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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1. 培養學生自學態度及能力：1.3推動學生運用資訊科技進行自學活動 

策略/工作 成就 反思 跟進 

⚫ 35.74%學生在下學期參與網上

閱讀及內聯網資源學習 

援到啟思閱讀網 

⚫ 網上閱讀網在趣味及挑戰性方

面有待改善 

閱讀及內聯網的興趣及提升有

關技能 

⚫ 除閱讀及假期功課方面，老師

可提供不同類型的網上學習供

學生平日進行自學活動 

有就合適的學習目標，在課堂中

安排學生使用平板電腦進行學

習，以提升學習效能 

⚫ 四年級嘗試在課堂上使用啟思

iClass（上、下學期各一次） 

➢ 上學期單元六「更強更健美」 

➢ 下學期運用啟思「iSolution」進

行閱讀 

⚫ 有關能配合課文學習目標的

apps 數量不多 

⚫ 老師需要得到更多軟件或教材

支援 

⚫ 教師仍需在這方面努力嘗試 

⚫ 聯絡出版商，更新更多軟件，

望能改善配套上的不足 

學與教範疇（人性教育）：英文科 

Require students to use online 

resources to have lesson 

preparation and lesson extension 

⚫ For P.1 and P.2 Space Town, a 

lot of on-line resources are 

provided to students for 

self-learning after the lessons.  

All the apps are shown on GE 

student booklets 

⚫ Teachers can recommend some 

online materials for students on 

holidays 

⚫ Teachers can provide a mind 

map which will be easier for 

students to write down relevant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 This practice can be continued 

next 3-year plan 

學與教範疇（人性教育）：常識科 

教師發放網上題目或電子課業，

學生在家中完成題目或電子課業 

⚫ 80%二至六年級學生能運用

E-smart 系統完成網上家課練

習 

⚫ 五、六年級科任發放不同題型

的網上練習 （包括選擇、填

充、短答、配對） 

⚫ 部份高年級表現積極，超額完

成（十次或以上練習） 

⚫ 80%學生能完成網上功課 

⚫ 參閱現況分析問卷（附件一）b 

 

⚫ 少部份沒有完成 

⚫ 家庭支援不足 

⚫ 部份學生戶口未能登入 

⚫ 部份學生未能在家中完成 

⚫ 部份學生未夠重視網上家課練

習 

⚫ 向家長多講解網上系統的操作 

⚫ 科任讓部份學生在校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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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1. 培養學生自學態度及能力：1.3推動學生運用資訊科技進行自學活動 

策略/工作 成就 反思 跟進 

學與教範疇（人性教育）：音樂科 

拍攝自學片段，讓學生在家中完

成網上自學 

⚫ 自學片段已上載在學校內聯網

的校園電視台 

⚫ 74.3%三至六年級學生曾透過

內聯網的自學牧童笛的片段學

習吹奏樂曲 

⚫ 部分學生家中的電腦未能播放

校園電視台內的影片，以致未

能完成網上自學 

⚫ 除了上載在學校內聯網的校園

電視台內，嘗試用其他方法讓

學生能在家觀看有關自學的片

段，例如 YouTube 

教師優化高小音樂會報告工作

紙，學生自行在網上或圖書中找

出特定音樂家或其作品的相關資

料 

⚫ 99.3%四至六年級學生在工作

紙中取得達標分數（50%） 

⚫ 大部分學生都用心完成音樂會

報告工作紙 

⚫ 下年度可繼續沿用工作紙 

學與教範疇（人性教育）：視藝科 

於課餘班及五年級常規課程加入

3D 打印課程，讓同學運用資訊科

技進行創作 

⚫ 在教師問卷中，100%教師認為

同學能夠初步明白 3D 打印的

原理 

⚫ 由於學生已於電腦科課堂學習

相關程式，故此大部分學生均

能順利運用資訊科技進行創作 

⚫ 由於需於電腦室進行課堂，故

要安排調課才得以進行創作 

⚫ 來年度可繼續將 3D 打印課程

加入五年級常規課程中，並與

電腦科及宗教科協作 

學與教範疇（人性教育）：電腦科 

於五、六年級正規課程引入 3D 打

印教學內容，使學生掌握基本 3D

立體設計及打印技巧，運用有關

電子軟件進行創作，鼓勵家中自

學 

⚫ 五年級下學期電腦科老師教授

Tinkercad（3D 打印軟件），並

讓視藝科老師借用電腦室與五

年級學生共同設計 3D 作品，當

學生有較出色作品便儲存下來

以備將來列印展示 

⚫ 六年級加強教授學生如何從

Tinkercad 網站下載完成品，以

取代另一軟件 Sketchup 

⚫ 學生反應極佳 

⚫ 電腦室電腦更換後能應付軟件

要求，運作速度佳 

⚫ 部份學生的 3D 設計不俗，惟材

料所限不能一一列印出來展覽 

⚫ 已購入小型掃描器，配合高速

電腦便可使用 

⚫ 教材如能用彩色印刷效果可能

較佳 

⚫ 下年度可考慮購買新型 3D 打

印機進行彩色列印 

於六年級學生課餘班課程引入

3D 打印教學內容，使學生掌握基

本 3D 立體設計及打印技巧，運用

⚫ 六年級課餘班教授學生如何從

Tinkercad及Thingiverse網站下

載完成品，並讓他們進行二次

⚫ 學生反應極佳 

⚫ 部份學生的 3D 設計不俗，惟材

料所限不能一一列印出來展覽 

⚫ 下年度可考慮購買新型掃描器

對一些較小型的物件進行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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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1. 培養學生自學態度及能力：1.3推動學生運用資訊科技進行自學活動 

策略/工作 成就 反思 跟進 

電子軟件進行創作，鼓勵家中自

學 

創作，再選取較出色作品列印 ⚫ 已購入小型掃描器，配合高速

電腦便可使用 

於一年級開始提供使用平板電腦

的資料，及鼓勵學生學習有關技

巧，使之能用平板電腦進行電子

學習 

⚫ 現從 Apple 官網下載如何使用

平板電腦的資料派予一年級學

生 

⚫ 由於課堂時間緊迫，故電腦科

科主任主要於課餘班時段開設

編程教學課程，用遊戲方式引

發學生學習，利用不同程度的

編程軟件或 apps 供不同年級的

學生報讀 

⚫ 電腦科節數時間較少，需教授

的課題卻甚多，故老師教授平

板電腦的 apps 時，有時需靠借

用其他科目堂數來完成 

⚫ 低年級的編程教學課程（包括

平板電腦或普通電腦）可考慮

於課餘班時段教授 

⚫ 下年度將於課餘班或聯課時段

開設更多編程教學課程 

學與教範疇（人性教育）：通識導修科 

全年最少兩次，於網上討論平台

回應教師所設題目 

⚫ 50%學生能於網上討論平台回

應教師所設題目兩次 

⚫ 老師為配合主題，提供不同的

報章及影片予學生作為導入，

內容切合學生的學習程度，讓

學生能先多方面了解事件後再

作評論 

 

安排視訊內容（正面價值觀）讓

學生在學校及家中進行自學及將

內容摘要紀錄於文件中 

⚫ 50%學生能在學校及家中進行

自學及將內容摘要紀錄於文件

中 

⚫ 學生能在家完成有關學習目標  

全年最少一次，安排學生以流動

裝置為學習媒體，進行互動大課 

⚫ 完成設計一節以流動裝置為學

習媒體，進行互動大課 

⚫ 學生能運用有關的流動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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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2. 培育學生良好品格及自律精神：2.1 學校提供正面價值觀的環境 

策略/工作 成就 反思 跟進 

校風及學生支援範疇（人性教育）：訓輔工作小組 

優化校外服務學習，透過參與社

區服務，學習謙卑和富責任感的

良好品德 

⚫ 四至六年級學生有 121 人次，

參與社區服務共 7 項 

➢ 聖誕探訪長者（14 人） 

➢ 義工愛心組探訪獨居長者（12

人） 

➢ 學界田徑及游泳比賽服務生（4

人） 

➢ 小五成長的天空服務-探訪獨居

長者（14 人） 

➢ 伍若瑜中學校慶表演-合唱團高

組（38 人） 

➢ 聖誕漫報-合唱團初組（21 人） 

➢ 小四成長的天空服務-探訪長者

中心（18 人） 

⚫ 制服團隊可申請校外籌款，在

校內進行籌募工作，例如：愛

心義賣朱古力、童軍獎券等，

比較容易處理 

⚫ 如在校內籌款須先向校長申請 

⚫ 校外服務記錄 

⚫ 在校務會議中提醒教師校外服

務須通知訓導主任，並填寫記

錄表 

實施多項預防性計劃，如「我欣

賞我的班」、「好學生獎勵計劃」、

「學生表揚計劃」、「一師一生計

劃」等，以全方位輔導方式提供

正面價值觀的教育 

⚫ 「每月之星」壁報按月展示學

生的優秀表現 

⚫ 「每月之星」表揚學生的效果

不足，可有更大的發揮 

⚫ 「每月之星」名單展示於藝廊

壁報板，如遲到及秩序比賽，

但更新較慢 

⚫ 可加強「每月之星」的讚揚訊

息，如可加入獎勵活動，如放

學「下午茶」時間…… 

⚫ 流動板不應長期擺放在固定

位置，亦請每月更新 

⚫ 217 人次（分佈於 21 個班別，

包括全級一年級）曾參與「姑

娘飯局」與社工午膳，傾談近

況，下學期安排全體一年級學

生於午飯時間最少一次與姑娘

午膳，讓學生認識社工，建立

關係，知道遇到問題可尋求社

工協助 

⚫ 一年級學生在升小後面對學習

環境的轉變，在適應及社交方

面需要多點關注，預防問題發

生 

⚫ 來年繼續安排全級一年級學生

於午飯時間最少一次與姑娘午

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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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2. 培育學生良好品格及自律精神：2.1 學校提供正面價值觀的環境 

策略/工作 成就 反思 跟進 

⚫ 四至六年級成長的天空活動已

完成。整體學生表現積極投

入，家長亦願意配合活動進

程，尤其是四年級家長 

⚫ 四年級成長的天空活動安排全

學年進行，有助加強學生對計

劃的歸屬感，並讓社工與學生

加深彼此認識，建立長遠互信

關係，促進學生成長 

⚫ 社工可就學生在計劃內的表現

及情況，與家長及老師互相交

流和配合，促使學生將計劃所

學應用於日常生活。五、六年

級成長的天空活動節數較少，

建議安排學生協助擔任來年校

本輔導活動的活動大使，讓他

們運用所學，承接和延續計劃

的理念 

整合學生支援項目及統計人數，

給與學生適當的支援調配 

⚫ 已完成統計 ⚫ 清楚知道學生受支援的項目及

人數，可作出合適的調配 

⚫ 本年度與融合教育合併表格，

減輕工作量 

與群育活動及體藝發展小組合

作，有系統地為四至六年級安排

不同主題的歷奇活動，藉此提升

同學的正面價值觀，建立學生堅

毅、解難和團隊精神 

⚫ 14-16/05/2018 小六教育營 

 

 

 

⚫ 23/11/2017 四年級進行伴我同

行歷奇輔導。89%參加者認同

歷奇活動能提升學生的正面價

值觀。 

⚫ 由於財政緊縮關係，小五歷奇

活動將會取消 

 

 

⚫ 申請其他免費的活動（與品格

培育相關） 

⚫ 歷奇活動能提升學生的正面態

度，惟活動只是一次性，效果

短暫，可考慮以小組形式進

行，選取有需要學生長期參加 

⚫ 由於全方位輔導津貼有限，學

期尾因應活動成效檢討來年是

否會續辦上述活動 

 

⚫ 由於全方位輔導津貼有限，校

方檢視各項活動成效作增刪考

慮 

校風及學生支援範疇（人性教育）：融合教育小組 

推行「陽光學長」及「言語大使」

服務計劃，為校內有特殊學習需

要的學生提供朋輩輔導，以建立

正面的共融文化 

⚫ 「陽光學長」及「言語大使」

的服務出席率十分高，達 90% 

⚫ 本學年言語大使分兩組，分為

詞彙組（逢星期二）和發音組

（逢星期四），更能幫助有不同

語障類別的學童；加上學長有

愛心，使輔導成效佳 

⚫ 本年度大部分的陽光學長出席

率都高，表現積極有耐性，唯

有數位六年級學長有時欠缺耐

性，仍有進步空間 

⚫ 學校課室後方加建儲物櫃，以

致輔導的空間減少 

⚫ 因第一年邀請非華語學生擔任

學長，可對其教學技巧多加引

導 

⚫ 對表現欠理想的六年級學長加

以勸諭及多加監察 

⚫ 下學期的學長輔導改在學弟 /

妹的座位進行，效果理想 



26 

 

關注事項  2. 培育學生良好品格及自律精神：2.1 學校提供正面價值觀的環境 

策略/工作 成就 反思 跟進 

提供「至叻小領袖」校內外的服

務機會，讓學生積極參與校內及

社區服務，以建立正面的互助文

化 

⚫ 已安排部分「至叻小領袖」於

本年度擔當「陽光學長」及「言

語大使」工作，為校內有特殊

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支援。此

外，下學期已安排「至叻小領

袖」於 26/3 探訪獨居長者，使

其建立關心長者、服務社區之

心 

⚫ 可著探訪學生於探訪後寫下感

想，以作日後活動的參考 

⚫ 探訪後填寫活動感想 

推行融合教育週，讓學生透過活

動，認識正面的價值觀，建立共

融文化 

⚫ 融合教育週已於下學期第十週

進行「創意產品設計比賽」及

投票活動，投票活動表現踴

躍，參與率約 90% 

⚫ 學生的參與產品設計比賽反應

不算熱烈 

⚫ 來年度多加宣傳及鼓勵 

校風及學生支援範疇（人性教育）：靈德育及公民教育小組 

於新入職老師的班別，安排社工

帶領一節成長課，加強老師教授

價值觀的技巧，優化成長課 

⚫ 均完成一次示範教學 

➢ 9 月份﹕2B、5C 

➢ 10 月份﹕2C、2D、3A、5D 

➢ 11 月份﹕4D 

*（已為全部新入職老師的班別進

行成長課） 

⚫ 駐校社工為新入職老師的班別

進行一次成長課教學示範，有

助老師了解運用成長課教材的

方式和成長課架構 

⚫ 課節完結後社工與老師討論過

程，互相交流，檢示課堂成效 

⚫ 會繼續優化成長課的內容 

學生表現範疇（小組經驗）：群育活動及體藝發展小組 

透過午間的德育故事時段，培養

一至三年級同學的品德情意 

⚫ 98%學生認同學校積極培養我

們的良好品德 

⚫ 德育故事能有效灌輸學生正面

價值觀 

⚫ 學生用心聆聽故事，反應十分

投入 

⚫ 午息時，在一年級課室同時進

行德育故事及陽光學長，效果

不太理想 

⚫ 新學年安排由班主任協助於早

讀課時進行德育故事時段 

⚫ 嘗試安排參與德育故事比賽的

同學向低年級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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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2. 培育學生良好品格及自律精神：2.2 學生知曉自律的意義和守規的重要性 

策略/工作 成就 反思 跟進 

學與教範疇（人性教育）：電腦科 

配合「使用平板電腦進行學習協

議」，與學生訂立指引，培養自律

的精神 

⚫ 已從Apple官網下載並製作「如

何使用平板電腦」的資料派予

全部一年級學生，暫時取代「使

用平板電腦進行學習協議」 

⚫ 由於「使用平板電腦進行學習

協議」主要用於學生可帶平板

電腦回校，惟校方暫未有時間

表，故此文件仍未適合發給全

校學生 

⚫ 持續搜尋及參考其他學校相關

文件 

學與教範疇（人性教育）：通識導修科 

全年最少設計一節以「正確的網

上學習態度」為題的教學內容 

⚫ 教師設計一節以｢正確的網上

學習態度｣為題的教學內容 

⚫ 學習內容配合現今科技與生活

的關係，適切學習需要，能提

升學生｢正確的網上學習態度｣ 

 

校風及學生支援範疇（人性教育）：訓輔工作小組 

優化服務學習，加強學生的自律

精神、使命感和責任感 

⚫ 已安排每班輪替在校內禮貌大

使當值一星期，運作暢順，效

果良好 

⚫ 已統計全校學生的校內服務，

參與率達 97% 

⚫ 100%學弟學妹服務：已安排

「師兄師姐」、「中文伴讀」、

「buddy reading」，所以四至六

年級學生均有參與 

⚫ 可教導學生講早晨時的語氣及

態度，並可多其他早晨語語

句，如老師早晨 

⚫ 每年開學初會議中重申「一人

一服務」為學校推動服務學習

的重點項目 

⚫ 來年轉為恆常項目 

⚫ 每年的下學期會通知未達標的

班別，班主任會在餘下時間安

排一人一服務 

班主任配合訓育政策，與學生共

同訂立班規，培養學生守規的精

神，鼓勵學生參與學校決策 

⚫ 100%同學參與「共定班規」 

⚫ 在全體教師會議中，劃一全體

教師對學生在不同校園活動中

的秩序要求 

⚫ 部分教師未能緊密配合學校的

訓育政策，可多加提點 

⚫ 鼓勵教師善用與學生共同定立

的班規來經營班級 

⚫ 訓輔組員可與教師共同處理學

生問題 

⚫ 在校務會議中訓導主任可提出

正面處理的技巧 

⚫ 級訓導可多給該級科任處理學

生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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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2. 培育學生良好品格及自律精神：2.2 學生知曉自律的意義和守規的重要性 

策略/工作 成就 反思 跟進 

訓導主任每學年在各級主持三次

級訓周會，向學生講解學校的秩

序要求 

⚫ 已安排級訓周會，對學生說明

集隊、校服及學校一般規則 

⚫ 分級進行級訓周會較早會時提

醒有效，而且能針對不同年級

的需要而制定合適的內容 

⚫ 時間不足，如可安排午息更好 

⚫ 考慮改為有特殊需要才向該級

作級訓周會 

每年舉辦不同的自律活動 ⚫ 已完成清潔及儀容比賽 

⚫ 已完成秩序比賽 

➢ 上學期遲到 214 人次 

➢ 下學期遲到 190 人次 

⚫ 學生遲到問題嚴重，其中一位

同學情況特別嚴重，須加強教

育學生守時的重要性 

⚫ 可多表揚守時的學生，如優點 

⚫ 約見嚴重遲到的學生家長，尋

求解決方法 

⚫ 在早會講解守時的重要性 

校風及學生支援範疇（人性教育）：融合教育小組 

舉辦「陽光學長」及「言語大使」

服務前的訓練課程，讓學生知曉

自律的意義和守規的重要性，加

強學生的自律精神、使命感和責

任感 

⚫ 100%「陽光學長」及「言語大

使」出席服務前的訓練課程 

⚫ 部分「陽光學長」的服務技巧

仍有改善空間 

⚫ 必要時重溫訓練技巧 

提供「至叻小領袖」校外參觀活

動，讓學生能從活動中知曉自律

的意義和守規的重要性 

⚫ 停辦校外參觀活動一年 ⚫ 因已計劃安排「至叻小領袖」

於下學期參與一次校外服務，

服務社區，基於活動性質和財

政考慮，本學年的校外參觀活

動將會暫停一次 

⚫ 往後計劃「至叻小領袖」每年

只參與一次校外活動 

學生表現範疇（小組經驗）：群育活動及體藝發展小組 

與訓輔組合作，在全校外出活動

中，如戶外學習日、運動會等，

進行清潔及秩序比賽 

⚫ 在各項活動中，全校達標率達

100% 

⚫ 學生主動清潔場地的意識提高 

⚫ 安排行政老師協助，活動效果

良好 

⚫ 將於外出活動繼續進行清潔及

秩序比賽 

⚫ 部份高年級學生需要多學習如

何教授及指導低年級學生 

與各科組合作，於午息時段安排

「慈幼小天使計劃」（ Buddy 

Reading、中文伴讀計劃、師兄師

姐計劃），由高小學生照顧低小學

生 

⚫ 「師兄師姐」活動參與率達

100%。高小學生表示活動均達

到教學相長 

⚫ 強化「師兄師姐」服務的崗位，

表揚他們熱心服務及照顧低年

級學生的精神 

⚫ 加強「師兄師姐」服務的培訓

安排，提醒他們的服務對象及

性質了解其意義。可考慮學期

末嘉許具領導才能及主動服務

精神的傑出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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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2. 培育學生良好品格及自律精神：2.3 學生實踐健康生活 

策略/工作 成就 反思 跟進 

學與教範疇（人性教育）：體育科 

推行「sportACT 運動獎勵計劃」，

提升學生的心理和身體質素 

⚫ 上學期參加人數 86% 

➢ 對象：五、六年級學生  

➢ 金獎：47 人 

➢ 銀獎：17 人 

➢ 銅獎：40 人 

⚫ 下學期參加人數 85% 

➢ 對象：四、五年級學生 

➢ 金獎：39 人 

➢ 銀獎：16 人 

➢ 銅獎：45 人 

⚫ 科任老師定期查閱學生的運動

狀況，學生亦漸漸習慣填寫運

動小冊子 

⚫ 部份學生仍未習慣填寫運動小

冊子 

⚫ 科任老師每 2 星期定期檢查學

生運動小冊子，鼓勵少運動的

學生，並確保學生記錄運動次

數 

⚫ 表現積極和運動時數較高的學

生，可獲禮物（水樽）一份以

作鼓勵 

一至三年級推行「晨早健體操」，

養成從小做早操的習慣 

⚫ 一至三年級按時完成整套健體

操 

  

舉辦一年一次的運動會，讓學生

培養體育精神 

⚫ 首次以半天進行所有田徑賽

事，運作尚算順利 

⚫ 第二年舉辦小一、二親子接力

比賽，增加每級每組的參賽名

額，讓更多爸爸媽媽也能參與 

⚫ 由於場地的音量管制，看台部

份位置的學生未能聽清楚司令

台的宣布，以致賽事稍有延誤 

⚫ 先安排高年級的同學作賽，讓

低年級學生有較多時間準備，

令賽程運作更順暢 

⚫ 建議運用電子屏幕顯示召集項

目，讓參賽的學生縱使未能聽

清楚宣布，也能看到屏幕顯示 

 

學與教範疇（人性教育）：通識導修科 

全年最少設計一個以｢實踐健康

生活｣為題的教學單元 

⚫ 教師設計一個以｢實踐健康生

活｣為題的單元教學 

⚫ 學生能學以致用，於大課中展

示學習成果，實踐健康生活 

 

校風及學生支援範疇（人性教育）：訓輔工作小組 

訓導主任在成長課時段，向一、

二年級學生講解個人衞生及在校

自理要注意的事項 

⚫ 已安排級訓周會，對學生說明

學校規則 

⚫ 利用不同的德育故事及生活事

件針對不同年級的需要而制定

合適的內容 

⚫ 考慮改為特殊需要才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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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2. 培育學生良好品格及自律精神：2.3 學生實踐健康生活 

策略/工作 成就 反思 跟進 

為每級提供情緒教育的活動及為

低小有情緒問題的學生提供情緒

支援服務 

⚫ 關注情緒健康活動包括月訓、

訓育週會、成長課、講座、情

緒教育展板及攤位遊戲等活

動，讓學生認識處理負面情緒

的方法、認識壓力來源及學習

減壓方法 

⚫ 在整學年不同月份進行有關情

緒教育的活動，學生印象更深

刻，效果更持久 

⚫ 某部份的活動會轉為恆常事

項，讓學生學習積極面對困難

及逆境，建構積極人生 

為教師提供有關精神健康的講座 ⚫ 因為活動過多，故留待下三年

進行 

⚫ 要考慮全年其他教師的活動安

排 

⚫ 因為活動過多，故留待下三年

進行 

校風及學生支援範疇（人性教育）：融合教育小組 

為「至叻小領袖」提供情緒管理

教育的活動，使學生能以正面、

樂觀的方法去解決困難 

⚫ 透過遊戲、小組活動、參觀、

服務、匯報等不同的活動，讓

「至叻小領袖」能從活動中學

習以正面、樂觀的方法去解決

困難 

⚫ 活動可更多元化 ⚫ 建議來年的活動形式更多元化 

校風及學生支援範疇（人性教育）：靈德育及公民教育小組 

註冊物理治療師到校為一年級學

生提供足背檢查，並於檢查後派

發檢查報告及跟進建議 

⚫ 於 08/09/2017 由寶血醫院（明

愛）陳登復康治療中心的註冊

物理治療師到校為一年級學生

提供足部檢查，並於檢查後派

發檢查報告供家長參閱 

⚫ 參加人數踴躍（只有 5 位非華

語學生不參加）  

⚫ 為配合新三年計劃，來年將參

加另一個有關口腔健康的教育

課程——「陽光笑容流動教室」 

配 合 生 活 教 育 活 動 計 劃

（LEAP），為學生提供一套有系

統的健康及藥物教育課程，讓他

們認識身體的運作，明白煙草、

酒精以及毒品對身體的影響，從

而協助學生建立正面、健康的生

活模式及預防藥物濫用 

⚫ 哈樂車於 18-28/09/2017 到校教

授課程 

⚫ 學生喜歡到哈樂車上課，表現

投入，積極參與活動 

⚫ 機構已發回隨堂老師的意見問

卷分析。全體教師均認同課程

對學生有益處，能配合學生的

成長需要，且課程以生動有趣

的形式讓學生認識生活常識及

自身結構，亦欣賞導師的表現。 

⚫ 另有四年級科任老師表示「體

感/擴增實景技術（AR）」活動

能令學生更投入學習 

⚫ 已申請 17-21/09/2018 及 24、

26-28/09/2018 及 02/10/2018 進

行哈樂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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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2. 培育學生良好品格及自律精神：2.3 學生實踐健康生活 

策略/工作 成就 反思 跟進 

校風及學生支援範疇（人性教育）：營養及環保小組 

舉辦 GREEN MONDAY 活動，配

合學生訂午餐，每月星期一提供

一款素餐，鼓勵學生多吃蔬菜、

水果，少吃一點肉 

⚫ 配合學生訂午餐，每月星期一

提供一款素餐 

⚫ 每周提供素餐的次數不多 ⚫ 要求 2018-2020 新的午膳供應

商提供每天供應一款素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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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3. 營造宗教氛圍，培養學生向天、向人的感恩心：3.1學生學習懷着喜樂的心，事事感恩 

策略/工作 成就 反思 跟進 

宗教牧民（信仰教育）：宗教科 

早會祈禱、瞻禮中的信友禱文、

飯前及放學前的祈禱﹕配合有關

感恩的祈禱意向，從而令學生在

喜樂中成長，懂得欣賞人和物及

心存感恩 

⚫ 70%學生能專心參與祈禱及各

項瞻禮 

⚫ 以及由學生帶領祈禱及在瞻禮

中作禮儀人員 

⚫ 可讓學生習慣恆常祈禱，而學

生祈禱的態度仍有待提醒及改

善 

⚫ 上宗教課時，老師再多提點學

生祈禱時應注意的事項，如劃

十字聖號的次序，及必須放下

手上的工作專心祈禱 

為課餘活動提供祈禱文範例，如

活動前後的祈禱文、訓練及比賽

前後的祈禱文，培養學生感恩的

習慣 

⚫ 於學期初的校務會議中，向全

體教師講解有關課餘班祈禱的

事宜 

⚫ 9-10 月由放學雨操場持咪的老

師帶領全體課餘班的學生祈禱 

⚫ 11 月起在課餘班內自行進行祈

禱 

⚫ 可讓學生習慣恆常祈禱，事事

信靠上主，並從祈禱中得到力

量 

 

透過早會福傳短講及宗教課程，

將福音的喜訊帶給學生，並透過

聖經故事引導學生反思「感恩」

對個人成長的重要性 

⚫ 早會福傳短講的主題為「家」，

以回應教宗保祿二世的呼籲及

總會長有關家庭的贈言，從中

學會感恩，學生均能留心聆聽 

⚫ 科任老師在教授聖經故事時將

有關人物的「感恩」事件作為

授課重點之一 

⚫ 上宗教課時，老師多強調感

恩，以及讓學生學習對身邊的

人及事多表達感恩之心 

 

校風及學生支援範疇（人性教育）：訓輔工作小組 

提供感恩的平台，如慈幼論壇、

設立感恩月等，讓學生能分享感

恩的事件 

⚫ 慈幼論壇安排了三次感恩課

題，供學生討論 

⚫ 5 月份定為感恩月，進行一連串

感恩活動，如敬師活動、頌親

恩晚會、早會、福傳 

⚫ 可因應學生的認知及理解能

力，按高低年級安排不同程度

的慈幼論壇 

⚫ 活動會轉為恆常事項 

校風及學生支援範疇（人性教育）：營養及環保小組 

舉辦「小農夫有機耕種」、「一人 ⚫ 全校的學生至少有一次參與校 ⚫ 「小農夫有機耕種」課程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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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3. 營造宗教氛圍，培養學生向天、向人的感恩心：3.1學生學習懷着喜樂的心，事事感恩 

策略/工作 成就 反思 跟進 

一花」及「魚菜共生」等種植活

動，讓學生感受到生命是寶貴

的，並對生命作出感恩 

內種植活動的機會 投入農務工作，課堂上表現積

極，定時照料農作物，外判導

師態度專業及有責任感  

參與奧比斯「蒙眼午餐」活動，

讓學生於午餐時間蒙眼進食，在

黑暗中親身感受失明人士的不

便，並加深他們對世界盲疾問題

的了解及感受生命的寶貴 

⚫ 活動因未能安排合適的講座時

間，沒有如期舉辦 

 ⚫ 考慮參加其他機構舉辦的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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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3. 營造宗教氛圍，培養學生向天、向人的感恩心：3.2學生懂得欣賞自己及別人的優點 

策略/工作 成就 反思 跟進 

聖召輔導（聖召培育）：宗教科 

與靈德育及公民教育小組協辦福

傳成長課及福傳活動，鼓勵學生

學習愛主愛人的精神 

⚫ 上學期（03/11/2017）已完成五

年級福傳成長課，75%以上的

學生在活動中有積極的表現 

⚫ 下學期（09/04/2018）已完成三

年級福傳成長課，75%以上的

學生在活動中有積極的表現，

有訪問修生的工作及生活的環

節，同學能投入發問有關問

題，及修生自彈自唱與同學一

起唱聖詠讚美天主，氣氛良好 

⚫ 下學期（08/06/2018）已完成六

年級祈禱會，70%以上的學生

在活動中有積極的表現 

⚫ 下學期（19/06/2018）已完成一

年級福傳活動，75%以上的學

生在活動中有積極的表現 

⚫ 五年級福傳成長課主題﹕「愛

的十誡」。十誡配合五年級宗教

科的課題，因此學生對十誡已

有一定的認識，有助更深入了

解並於生活中實踐 

⚫ 三年級福傳成長課主題﹕「主

愛天天伴我」。讓同學認識修道

聖召，同學學會以行動回應天

主的愛。活動如加插小遊戲更

好 

⚫ 六年級祈禱會學生用心寫「給

天主的信」，以及靜默和祈禱時

間充裕  

⚫ 一年級福傳活動中每個學生都

有機會參與活動，且表現投入 

⚫ 70%學生積極參與活動，秩序

大致良好；惜本年度的六年級

學生表現不理想，略嫌不認真

投入活動，但秩序大致良好 

科任指導學生寫感恩祈禱紙，並

在課室及小聖堂外的宗教壁報板

展示優秀作品，如祈禱文、填色

比賽等，建立校園賞識文化 

⚫ 課室宗教壁報及小聖堂外的牆

壁展示了學生的優勝作品 

⚫ 校長於早會祈禱會不定期讀出

學生撰寫的祈禱文作代禱 

  

學與教範疇（人性教育）：視藝科 

於課堂上互贈欣賞咭來鼓勵同學

的藝術創作 

⚫ 在教師問卷中，所有視藝科教

師認為全校學生能夠透過互贈

欣賞咭來鼓勵同學的藝術創作 

⚫ 學生積極參予活動，並能運用

欣賞咭來鼓勵同學的藝術創作 

⚫ 建議來年可繼續進行，也可選

出優秀的欣賞咭來表揚同學，

並派發小禮物以示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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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3. 營造宗教氛圍，培養學生向天、向人的感恩心：3.3學生懂得以行動表達謝意 

策略/工作 成就 反思 跟進 

宗教牧民（信仰教育）：宗教科 

感恩行動一：學生積極運用各媒

介表達感恩之情，如感恩祈禱

紙、敬師卡等 

⚫ 學生積極運用各媒介表達感恩

之情 

⚫ 繼續引導學生事事感恩 ⚫ 善用課室宗教壁報及小聖堂門

外壁報 

感恩行動二﹕學生積極參與義工

服務及捐款活動 

⚫ 早會宣傳有關四旬期捐款活動 

⚫ 學生積極於四旬期間捐款，共

籌得$3,698.70 

⚫ 透過捐款活動讓學生體驗基督

為人犠牲的精神 

 

感恩行動三﹕感恩行動大檢

閱——學生記錄已實踐的感恩行

動 

⚫ 下學期的校本工作紙主題為

「培養關愛，從家庭開始」。 透

過課堂活動及工作紙，讓學

生﹕ 

➢ 學習與家人溝通的技巧，珍惜

彼此相處的時間和感情，享受

優質的家庭生活 

➢ 反思自己的家庭生活現況，若

發現有問題或困擾，應及早尋

求適當的方法處理 

➢ 學習如何處理家庭問題所引發

的負面情緒，避免自己陷入困

擾或不當地宣洩情緒 

➢ 學習如何積極面對家庭問題，

並與家人互勵互勉，永不言

棄，共同跨過逆境難關 

➢ 同心合力建立一個充滿關愛、

珍惜、尊重、信任、安全感的

和諧家庭 

➢ 將「關愛」推至校園、社會及

國家，讓大家共享和諧 

⚫ 同時配合牧民主題——「我們

是一家」。校本工作紙主要是圍

繞「培養關愛，從家庭開始」

這主題，由於「關愛」正正是

一個和諧家庭的最關鍵元素。

藉着這主題希望學生、家長、

教師，都能重視家庭的寶貴價

值，彼此關愛、珍惜、尊重和

信任，共同承擔家庭責任，齊

建和諧家園，並進一步推廣「關

愛」的訊息，為建設和諧的校

園、社會及國家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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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3. 營造宗教氛圍，培養學生向天、向人的感恩心：3.3學生懂得以行動表達謝意 

策略/工作 成就 反思 跟進 

校風及學生支援範疇（人性教育）：營養及環保小組 

訂立班本的「環保約章」，在校園

生活中實踐環保，令他們學會珍

惜地球上的資源，愛惜生命，保

護環境，養成對環境友善的行為

和生活方式 

⚫ 所有班別對「環保約章」的推

行成效表達滿意至非常滿意 

⚫ 學生在校內出現浪費資源的情

況並不普遍，大多數學生都能

善用資源，例如紙張，可見學

生都能善用課室內的單面 /雙

面廢紙，亦甚少出現浪費食

水、能源的情況 

⚫ 下年度將致力執行「校園環保

政策」，將各項環保措施帶到課

室並融入學校生活之中 

舉辦「午膳熄燈大行動」，珍惜地

球資源，在生活中實踐節約能源

的習慣 

⚫ 全校所有的班別能在活動期間

每天關掉課室燈具超過廿分鐘 

 ⚫ 改為恆常活動 

校風及學生支援範疇（人性教育）：家長聯繫 

學生透過敬師活動，表達對老師

的謝意 

⚫ 76%學生主動填寫敬師咭 

⚫ 午膳時播放47位同學代表錄製

影片向老師致謝，分享他們被

老師關懷與輔助的感受 

⚫ 家長參與敬師禮 

⚫ 敬師咭能讓學生舒發心聲 

⚫ 敬師禮讓家長也能參與 

⚫ 學生只派一張敬師咭，未能向

多於一位老師致謝 

⚫ 學生可自行製作敬師咭交老師 

學生與家長到老人中心作親善探

訪，感謝他們年青時對社會和家

庭的貢獻 

⚫ 學生及家長能認同和欣賞長者

對社會的貢獻 

⚫ 長者能與學生一起共渡節日，

氣氛温馨 

⚫ 明年會探訪香港聖公會林護長

者之家 

學生透過慈善捐款，施予有需要

人士 

⚫ 全年為校外慈善機構舉辦五次

籌款，幫助有需要的人 

➢ 為香港明愛籌得$9,600 

➢ 為敬老護老愛心會有限公司籌

得$6,000 

➢ 為佛教傅黃合長者鄰舍中心籌

得$3,400 

➢ 為天主教教區籌得$3,698.7 

➢ 為鮑思高慈善協會有限公司籌

得$8,000 

 ⚫ 可按情況為不同的機構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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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們的學與教 

1. 學校的課程能有系統及有組織地透過設計跨學科專題研習及通識課，有效地分級發展學生的九種共通能力 

⚫ 本年度優化一至六年級的專題研習，除了整合及檢視各級的九大共通能力外，與常識科配合，加入 STEM的教學元素，老師對有關的安排

大致滿意，一至二年級的專題內容可再優化，令課堂更充實 

⚫ 本年度的全方位學習參觀活動內容均配合專題研習的主題，令參觀更有學習目標 

⚫ 2017-18 的持分者問卷，學生對「老師經常為我們安排課堂以外的學習活動，如專題研習」的觀感評分為第三高（同意排序 3），顯示學

生對此亦感興趣 

 

2. 學校的課程、科目及課堂內容能有效地配合成長課和校本德育及公民教育發展目標，培養學生的正面態度及價值觀 

⚫ 各科的教育均注重知識、態度和技能的培養 

⚫ 專題研習及通識課之課程設計，以環保、健康人生（如禁毒、濫藥）、中華文化及品德情意為主題 

⚫ 已更新校本「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各範疇統整內容（學與教、校風及學生支援、學生表現範疇） 

⚫ 已完成通識導修課之單元教學，從個人、家庭、社群、國家四大範疇，引入「健康生活」、「國民身份認同」（如中港關係、基本法的認識

等）、「中國歷史與文化」、「能源科技與環境」（如促進可持續發展的生活方式、天災與人禍）等主題 

⚫ 通識科及跨科專題研習的課程設計上，亦安排有關國情及德育的主題教學 

 

3. 各科能提供多元化的校內及校外活動，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並能清晰地配合科組發展目標，讓學生發展不同的潛能 

⚫ 各科組安排多元化的校內校外活動，讓學生參與，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如英語日、普通話日、數學日、戲劇、科學日、朗誦比賽、音

樂節比賽、課餘班、聯課活動等 

⚫ 常識：全方位學習、科技資訊考察活動等能清晰地配合科組發展目標，讓學生發展不同的潛能 

 

4. 學校能制定頻次適中、清晰及多元化的進展性及總結性評估措施及指引，落實評估政策 

⚫ 學校每年兩測兩考，測考備忘及測考調適指引，試前以通告形式通知學生及家長有關範圍，評估落實評估政策 

⚫ 透過測考檢討及成績數據、各科答卷表現分析，回饋課堂教學 

⚫ 學校有清晰的評估政策，科目亦能落實執行，持續評估學生學習進度和表現，科目亦能因應科本特色及需要制訂不同的評估模式，讓教

師從不同的角度了解學生的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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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校能有系統、有策略地落實校本課程及發展項目 

⚫ 生活教育、環保教育、公民教育 

⚫ 常識科規劃專題研習共通能力的分級發展 

⚫ 全方位學習配合專題研習的主題 

⚫ 一至六年級全面推行小班教學、普教中（二至六年級每級兩班）及四至六年級設中、英加輔班等 

⚫ 透過不同形式的校本支援計劃，提升教學素質： 

➢ 一年級中文科改善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教學校計劃 

➢ 五、六年級中文科延續「篇章理解策略」校本試驗教學計劃 

➢ 一至三年級英文 PLPRW及一、二年級 Space Town 

➢ 四至六年級延續英文科語文教學支援計劃 EEGS 

➢ 中文科（一至六年級）及英文科（一、二年級及四、五年級）推行校本課程 

⚫ 一生一體藝政策：體育、音樂及視藝均有系統安排發展項目 

⚫ 數學科首先推行電子學習 

 

6. 學校能有效地透過共同備課/同儕觀課/評鑑觀課/教師專業發展分享及課研小組等，評鑑課程實施的成效，及提升教師的專業知識/技能 

⚫ 透過同儕觀課、評鑑觀課、課業檢視及查簿工作、教師問卷意見調查、教師專業分享及課研小組（PLPRW、校本支援計劃（中英數）評鑑

課程實施的成效，回饋教學 

⚫ 全學年安排三次教師專業發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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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1. 學生支援方面 

⚫ 學校按學生需要及學校發展方向，設立專責小組，包括訓輔工作小組、融合教育小組、靈德育及公民教育小組、營養及環保教育小組，

以識別、策劃、執行及檢視學生成長支援及學校氣氛的工作 

 

⚫ 透過檢討會議、小一及早識別量表、LAMK 卷、APASO問卷、「學生資料表格」調查等機制及措施，學校有系統地識別學生在成長支援上的

各項需要，予以支援服務，例如透過小一及早識別機制，有需要的學生可被安排接受陽光學長計劃輔導、轉介教育心理學家或言語治療

服務等；透過「學生資料表格」調查，正向的四年級學生可接受維期三年的「成長的天空」輔助課程 

 

⚫ 學校透過靈活調配資源，有效及有系統地策劃校本的學生支援服務，包括駐校教育心理學家、駐校言語治療師、教育局特殊教育小組諮

詢服務、外購服務包括學生輔導服務（香港青年協會）等。學習支援包括拔尖保底項目如「加油站」、「喜閱小組」、至叻小領袖、各級別

功課輔導班、校內抽離小班輔導班等 

 

⚫ 透過融合教育工作小組，結合駐校教育心理學家、社工及駐校言語治療師等服務，有系统地組織及安排發展性、預防性及補救性的工作，

以切合學生需要的學習活動。支援服務包括校本輔導項目、個人及小組輔導、各項拔尖（如領袖訓練）保底（中英數加油站）計劃等，

加強學生自信、自尊、抗逆力及責任感，提升他們情緒管理及社交技巧等 

 

⚫ 學校透過有系統有組織的成長課及公民及德育教育活動以及生活教育活動，為學生安排切合他們成長需要的學習經歷，以培養學生的自

我管理能力和訂定個人的學習目標，建立正面的價值觀。成長課培養學生不同的能力（自我管理、解決問題、尊重及接納他人、溝通及

人際關係、國情教育、關愛世界等）。學校更利用公民及成長課的時段，按各級學生的需要，安排不同的講座及成長課活動 

 

⚫ 學校為高小學生安排成長的天空計劃，提升學生面對逆境的能力，增強學生的信心及提升父母與學生之間的溝通。近年，相關學生的家

長參與度大大提升，體現家校合作之餘，對學生成長絕對有莫大的幫助 

 

⚫ 學校致力營造一個關顧互助的校園，以訓輔合一精神為原則，透過清晰的獎懲制度、班級經營指引、每月德育主題、一生一體藝政策等

去推行學生的品德教育和課外活動，透過多方合作的專業團隊，執行訓輔措施，建立和諧有序又緊密的學生支援網絡。透過推行「一人

一服務」計劃，設立具不同挑戰性的服務崗位，培養學生自我管理能力、奉獻精神、群性發展及社會責任，幫助學生懂得朋輩相處之道

和學習照顧低年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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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按辦學宗旨和目標，透過禮貌大使、一人一服務、朋輩輔導計劃、慈幼小天使、家長義工服務等活動，建立了一個充滿家庭感覺及

關愛共融的校園生活特質，使學校的政策措施能持續順利地發展 

 

 

2. 學校夥伴方面 

⚫ 學校能透過家教會、家長義工、多渠道的家校溝通機制，策動家長支援、監察學校的運作，加強家校合作，提供改善建議。家教會更提

供一個良好家校溝通的平台，讓校方有效地跟進家長對學校的意見，以及讓家長清晰了解學校的政策方針、運作與原則。而家長校董能

參與、制定及監察學校政策。學校亦能透過多元化的家校溝通機制，如於學校網頁設電郵、校門外設立家教會信箱供家長來函等，收集

家長意見，並在家教會例會作出回應及跟進 

 

⚫ 學校視家長為學校發展及支援學生學習及成長的合作夥伴，為家長提供配合學生需要的家長教育課程，如英文親子工作坊、家長禁毒教

育等，共同促進學生學業及身心靈健康發展。學校亦透過融合教育工作小組及訓輔工作小組，結合駐校心理學家、駐校社工及言語治療

師等服務，有系统地組織及提供家長教育証書課程及活動，強化家長的責任和角色，以配合學生成長的需要 

 

⚫ 學校能按發展需要，透過與區內幼稚園、老人院及中學的協作和活動，建立適切的聯繫和支援。透過定期到訪，為學生爭取更多服務的

活動及對象，促進交流 

 

⚫ 學校能透過外界專業及學術機構的聯繫和協作，及與警方學校聯絡主任的聯繫等，以支援學生學習及教師發展的工作 

 

⚫ 學校能善用校友網絡，透過校友會、校友義工等資源，以服務和支援學校發展。校友會每年也會統籌畢業生回校當義工，除了支援學校

的活動外，還會與六年級畢業生分享升中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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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學生表現 

1. 學生主要科目及格率 

 

中文 

 平均分 （40） （60） （80） 全級人數 及格率% 等級 A% 等級 B% 等級 C% 

一年級 67 77 66 53 101 80.20% 22.77% 29.70% 27.72% 

二年級 71 80 72 56 100 86.00% 27.00% 36.00% 23.00% 

三年級 65 72 66 56 100 85.00% 5.00% 43.00% 37.00% 

四年級 67 73 66 55 100 78.00% 5.00% 47.00% 26.00% 

五年級 58 75 70 63 100 94.00% 6.00% 54.00% 34.00% 

 平均分 （40） （70） （100） 全級人數 及格率% 等級 A% 等級 B% 等級 C% 

六年級 69 76 64 22 102 88.24% 14.71% 45.10% 2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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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平均分 （40） （60） （80） 全級人數 及格率% 等級 A% 等級 B% 等級 C% 

一年級 64 76 60 42 101 75.25% 19.80% 28.71% 26.74% 

二年級 58 80 72 56 100 71.00% 7.00% 30.00% 34.00% 

三年級 58 69 52 38 100 65.00% 11.00% 27.00% 27.00% 

四年級 62 70 63 49 100 65.31% 10.00% 34.00% 21.31% 

五年級 58 68 55 38 100 66.00% 6.00% 30.00% 30.00% 

 平均分 （40） （70） （100） 全級人數 及格率% 等級 A% 等級 B% 等級 C% 

六年級 62 77 55 9 102 70.59% 16.67% 37.25% 16.67% 

 

 

數學 

 平均分 （40） （60） （80） 全級人數 及格率% 等級 A% 等級 B% 等級 C% 

一年級 64 72 62 53 101 81.19% 17.82% 29.70% 33.67% 

二年級 71 79 72 57 100 87.00% 23.00% 40.00% 24.00% 

三年級 74 83 78 63 100 91.00% 35.00% 33.00% 23.00% 

四年級 75 85 75 58 100 87.00% 42.00% 28.00% 17.00% 

五年級 67 76 69 50 100 80.00% 21.00% 36.00% 23.00% 

 平均分 （40） （70） （100） 全級人數 及格率% 等級 A% 等級 B% 等級 C% 

六年級 64 74 54 9 102 72.55% 20.59% 26.47% 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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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7-18年度中學派位情況 

校名 人數 校名 人數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1 順德聯誼會李兆基中學 5 

保祿六世書院 10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1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1 東華三院陳兆民中學 1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2 可風中學 3 

荃灣官立中學 1 聖傑靈女子中學 1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1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7 

荔景天主教中學 6 迦密愛禮信中學 2 

石籬天主教中學 17 裘錦秋中學 18 

其他 25   

總數 102 

 

 

 

 

 

3.  學生行為表現 

行為表現 數目 項目 

優點 196個 校內表現傑出及為校爭光 

小功 17個 為校爭光 

缺點 
16個 違反校規 

19個 遲到 

小過 2個 違反校規 

第一志願 第二志願 第三志願 其他 總數 

78% 1% 8% 13% 100% 

80人 1人 7人 14人 10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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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生成就報告 

 

2017-2018年度校際及全港公開比賽成績簡報 

 

學術： 

1. 校際朗誦節粵語組（一項季軍、八項優良獎、九項良好獎） 

2. 校際朗誦節英語組（一項亞軍、二十四項優良獎） 

3. 校際朗誦節宗教組（三項優良獎、一項良好獎） 

4. 校際朗誦節普通話組（十九項優良獎、兩項良好獎） 

5. 第二十二屆荃灣葵青區小學生德育故事演說比賽 （一項金獎、兩項銀獎、四項優異獎） 

6. 中華傳道會李賢堯紀念中學第十三屆葵青區小學即席演說比賽（一項優異獎） 

7. 香港遊樂場協會「建」康耆兵標語創作比賽（一項冠軍、三項優異獎） 

8. Hong Kong Professional Teachers' Union Hong Kong Calligraphy Competition（Middle Group – Champion, Senior Group - Merit） 

9.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初賽（兩項三等獎） 

10.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晉級賽（兩項三等獎） 

11.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決賽（一項三等獎） 

12. 2018 COMO兩岸菁英奧林匹克數學邀請賽暨台灣奧林匹克數理競賽（一項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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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 

1. 香港小童群益會低碳好生活填色比賽（一項冠軍） 

2. 香港青年協會惜碳減廢填色比賽（一項冠軍） 

3. 香港遊樂場協會建康耆兵心意卡填色比賽（兩項冠軍、兩項亞軍、兩項季軍） 

4.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家庭活動及資源中心愛生命添識彩填色比賽（一項冠軍、一項季軍、一項優異奬） 

5. 香港工程師協會「智慧城市」填色比賽（一項亞軍） 

6. 香港小童群益會書出勵志佳句郵票創作比賽（一項亞軍） 

7. 明愛長康兒童及青少年中心分享感受表情公仔襟章設計比賽（一項冠軍、兩項亞軍、一項季軍） 

8. 職安行多步電子心意咭設計比賽（一項優異奬） 

9. 新家園協會惜食環保社區繪畫比賽（一項亞軍、一項優異奬） 

10. 消防處救護訊息四格漫畫設計比賽 2017（一項亞軍） 

11. 慈幼會屬校家教會聯會會徽設計比賽（一項冠軍、一項季軍） 

12. 陳樹渠紀念中學及香港聾人協進會關愛聽障兒童-全港小學生繪畫比賽（兩項亞軍、一項優異獎） 

13. 翠華集團翠華 50週年白日夢奬學金（三項優異獎） 

14. 綠色之心傳承自大金全港小學生環保填色創作比賽 2017（兩項優良獎） 

15. 宏施慈善基金社會服務處全港愛心學校填色比賽（兩項優異奬） 

16. 香港培道中學培道 X Barbie 旗袍設計（全港小學）邀請賽 2018（一項優異獎） 

17. 大斯爾國際文化交流（香港）2018「畫出心思」國際繪畫比賽（一項一等奬） 

18.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填色比賽（七項優異獎） 

19. 香港藝術發展局第十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兩名校園藝術大使） 

20. 少年警訊「滅罪文件夾」封面設計比賽（一項入圍奬） 

21. 校際音樂節比賽 

⚫ 粵曲對唱小學初級組（一項季軍、一項良好獎） 

⚫ 牧童笛獨奏（兩項優良獎、兩項良好獎） 

⚫ 牧童笛二重奏（四項優良獎） 

⚫ 九歲或以下教堂音樂中文組（優良獎） 

⚫ 十三歲或以下教堂音樂中文組（優良獎） 

⚫ 美樂笛小組合奏（良好獎） 

⚫ 鋼琴獨奏（七項優良獎、四項良好獎） 

⚫ 小提琴獨奏（兩項良好獎） 

⚫ 二胡獨奏（一項良好獎） 

⚫ 直笛小組合奏（良好獎） 

22. 校際手鈴比賽手鐘初級組（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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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1. 葵涌區校際田徑比賽 

⚫ 男子甲組﹕兩項殿軍、團體殿軍 

⚫ 女子甲組﹕一項亞軍、團體第六名 

⚫ 男子乙組﹕一項殿軍 

⚫ 女子丙組﹕一項亞軍、一項殿軍 

2. 聖類斯中學（小學部）友校接力邀請賽（一項亞軍） 

3. 全完中學「4X50米自由接力邀請賽」（兩項亞軍） 

4. 葵青區分齡游泳比賽（兩項冠軍、一項亞軍、三項季軍） 

5. 葵涌區校際游泳比賽 

⚫ 男子甲組﹕一項亞軍、一項季軍、兩項殿軍、接力季軍、 

團體殿軍 

⚫ 男子乙組﹕一項季軍、兩項殿軍 

⚫ 男子丙組﹕一項季軍、一項殿軍、團體殿軍 

⚫ 女子甲組﹕兩項冠軍、一項季軍、接力亞軍、團體殿軍 

⚫ 女子乙組﹕一項季軍、一項殿軍、接力季軍 

⚫ 女子丙組﹕兩項冠軍、一項季軍、接力季軍、團體亞軍 

⚫ 一名傑出運動員 

6. 香港警察跆拳道會週年大賽（三項冠軍、五項亞軍、四項季軍） 

7. 香港跆拳道協會「香港小學跆拳道隊際賽 2017」（一項冠軍、一項季軍） 

8. 第十五屆香港尼泊爾跆拳道會大賽 2017（一項亞軍、一項季軍） 

 

獎學金及嘉許： 

1. 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資助（非學術範疇）（傑出學生三名）  

2. 屈臣氏香港學生運動員選舉（香港學生運動員獎一名） 

3. 謝家賢神父獎學金（中文、英文及數學成績飛躍進步獎：各級三名） 

4. 鮑思高神父獎學金——榮主愛人服務表現優異獎﹕各班一名 

5. 譚鳳珍獎學金——卓越閱讀報告表現獎：各班一名 

6. 荃葵青區學生飛躍表現獎勵計劃（共六名） 

7. 和富慈善基金李吳劍鳴獎學金 

⚫ 成績表現卓越獎﹕各級三名 

⚫ 品行表現優良獎﹕各班一名 

⚫ 成績飛躍進步獎﹕各級三名 

⚫ 體藝表現傑出獎﹕全校三名 

⚫ 勇於服務社群獎﹕全校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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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回饋與跟進 

關注事項 總結 展望 

學生學會自學的

方法與工具 

⚫ 小一至小六學生須透過內聯網完成中、英、數及圖書的

網上假期功課，完成功課後，學生亦能自行檢視自己的

學習成果，以達致家中自學的目的 

⚫ 大部分家長同意其子女能於家中自學、運用工具書或網

上搜尋等 

⚫ 大部分家長同意網上學習平台能促進學生自學能力 

⚫ 部分科目均於其課程下逐步推行一些電子學習軟件讓學

生於家中進行自學，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 學生能在家中或校內以平板電腦或電腦進行閱讀電子圖

書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 本年度的專題研習以 STEM 為主題，亦以常識科為主導。

有關教師及學生對此次活動均有正面的回饋；而學生主

要於家中利用電子媒體進行資料搜集及觀看短片進行自

學 

⚫ 大部分學生有使用自學角的習慣 

⚫ 教師能提供不同的方法及訓練有關技巧，以提升學生的

自學能力 

⚫ 各科需考慮網上家課的趣味性及挑戰性，以提升學生的

學習動機 

⚫ 各科可考慮將未來的一些家課（例如：多項選擇題、短

答題等）作網上家課的形式，可用電腦批改，減少教師

的工作量 

⚫ 圖書科需於 1819 年度積極購買各科的電子圖書 

⚫ 科主任多利用教育城的資料或平台尋找有關電子教學的

資料 

⚫ 增加自學閣的學習資源 

學生在自學方面

獲得成功經驗 

 

⚫ 透過課室壁佈、學校網頁、iPortfolio（學生電子學習檔）

等方法，展示學生各科佳作，學生能建立其自信心及提

升匯報技巧 

⚫ 大部分學生於不同的頒獎禮、學生作品展及分享會中獲

得成功感 

⚫ 學生的匯報技巧可有更大的進步空間 

⚫ 不同的頒獎禮、學生作品展及分享會能進一步提升學生

的自信心及學習上的滿足感 

推動學生運用資

訊科技進行自學

活動 

⚫ 中文科能提供網上閱讀及內聯網參考資料給予學生自

學。學生對網上閱讀反應不俗，但內聯網的資料使用率

偏低 

⚫ 英文科 Space Town 已利用不同的 apps 進行自學活動 

⚫ 數學科已按範疇製作本科教學 apps 名單，並把部份安裝

在平板電腦內，以便老師教學 

 

⚫ 定期更新內聯網內的參考資料及多介紹給學生使用 

⚫ 繼續開發不同的 apps，讓學生於家中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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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總結 展望 

學校提供正面價

值觀的環境 

⚫ 透過參與社區服務讓學生學習謙卑和富責任感的美德，

本年度學生參與 10 次校外服務共有 126 人次，包括探訪

老人院、籌款活動及社區探訪等 

⚫ 舉辦「我欣賞我的班」、「好學生獎勵計劃」、「學生表揚

計劃」、「一師一生計劃」等，以全方位輔導方式提供正

面價值觀的教育 

⚫ 透過「學生資料表格」調查，為正向的小四至小六學生

提成長的天空輔導服務，超過 90%參與學生認同活動有

幫助 

⚫ 為小四及小六學生安排主題的歷奇活動，藉此提升同學

的正面價值觀，建立學生堅毅、解難和團隊精神 

⚫ 「陽光學長」及「言語大使」能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

生提供朋輩式輔導，不但能加強學生的責任感，也能提

升校內的關愛文化 

⚫ 融合教育週播放有關言語治療的短片，學生十分踴躍參

加，全校共有 86%學生參與 

⚫ 對外服仍然為重點發展，提高學生對社區的關注及關

懷，把愛心傳播到社會上 

⚫ 加強社區的支援，從不同的機構提供正面價值觀，例如

乘風航、社福機構、青協等 

⚫ 「智叻小領袖」、「陽光學長」及「言語大使」能盡力地

為學弟妹服務，提供適切的支援，並能與校外機構合作，

安排校外服務 

學生知曉自律的

意義和守規的重

要性 

⚫ 全校參與「一人一服務」，每位學生都能參班本的務服，

透過服務學習自律精神及責任感 

⚫ 為高小學生提供照顧學弟學妹的機會。除「中文伴讀」

和「buddy reading」外，還有「師兄師姐」計劃，讓小四

學生照顧小一的學生。高小學生能為低小學生給予適當

的支援，高小學生學習包容、接納他人，低小學生感受

被關懷，學習服務他人，將來到了高小，把這份關愛延

續下去 

⚫ 為各服務團隊提供服務生培訓日，讓服務生知曉自律的

意義和守規的重要性 

⚫ 學生在自律方面有待改進，需提升學生的自我形象及自

信，用正面積極的活動提升學生自律精神 

⚫ 關愛文化延續，由大哥哥大姐姐照顧學弟學妹，效果良

好，能有更大的發揮空間 

學生實踐健康生

活 

⚫ 「關注情緒健康活動包括月訓、訓育週會、成長課、講

座、情緒教育展板及攤位遊戲等活動，讓學生認識處理

負面情緒的方法、認識壓力來源及學習減壓方法；用正

面及積極的態度面對困難。76%學生及 92%教師表示活動

能達到預期目標 

⚫ 以「處理負面情緒」及「應付壓力」為主題，在整學年

不同月份進行有關情緒教育的活動，學生印象更深刻，

效果更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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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總結 展望 

⚫ 16 位小一小二及小四小五學生分別參加 8 節由路德會社

工及魔術師帶領的「我是魔術師」情緒治療小組。所有

學生認同小組能令他們改善情緒問題及提升自信心 

營造宗教氛圍，

培養學生向天感

恩、向人的心 

⚫ 與宗教科協辦福傳成長課及福傳活動，鼓勵學生學習愛

主愛人的精神 

⚫ 宗教老師於早會的福傳短講及宗教課程，讓學生學習感

恩及懂得反思 

⚫ 透過感恩行動，學生懂得以行動表達謝意，學校的校園

賞識文化亦得到提升 

⚫ 慈幼論壇安排三次感恩的訊息，學生回應積極正面。 

⚫ 5 月份定為感恩月，進行一連串感恩活動，如敬師活動、

頌親恩晚會、早會、福傳。 

⚫ 學生積極參與義工服務及捐款活動。四旬期捐款及慈青

督小先鋒參加聖若望宗徒堂的步行籌款活動，讓學生體

驗基督的精神 

⚫ 宗教老師繼續於早會的福傳短講及宗教課程中分享更多

聖經故事，令他們對「感恩」的認知更多 

⚫ 繼續舉辦福傳活動，令學生更懂得欣賞自己及別人的優

點 

⚫ 希望透過展示感恩祈禱紙的佳作，令學生的自信心增加 

⚫ 繼續引導學生事事感恩，希望學生明白感恩後，能進一

步學會謝恩，把感受到的恩惠表達謝意，並向其他人施

恩。 

⚫ 福傳成長課及福傳活動內容，與宗教科課程互相配合，

以鞏固學生對天主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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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財務報告 

 

 收入 $ 預算支出 $ 實際支出 $ 

A.非為特定學校而設之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1,053,237.93     

1 科目      

1.1中文科    8,400.00   6,122.76  

1.2英文科 （由 EOBG補貼）    13,600.00   13,422.50  

1.3數學科    4,000.00   5,107.70  

1.4常識科    4,000.00   3,712.20  

1.5視藝科    2,050.00   1,512.50  

1.6音樂科    11,800.00   13,992.70  

1.7體育科 （由 EOBG補貼）   19,572.00   22,304.40  

1.8普通話科    3,600.00   2,715.00  

1.9宗教科    2,700.00   3,091.80  

1.10電腦科    1,000.00   280.00  

1.11 通識教育科    756.00   756.00  

      

2 四大範疇      

2.1管理與組織範疇      

2.1.1 校管部      

   總務工作小組   0.00  0.00 

教務工作小組  605.00 605.00 

2.1.2 人事部      

   人事及自評工作小組    12,750.00   2,6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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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學與教範疇      

2.2.1 課程部      

   學教及課程小組 （包括印刷慈聲作品） （由 EOBG補貼）    25,200.00   20,357.60  

   圖書    108,900.00   95,613.98  

2.3 校風及學生支援範疇      

2.3.1 支援部      

   訓輔工作小組    3,000.00   1,465.05  

   靈德育及公民教育小組    400.00   837.00  

   融合教育小組    4,400.00   647.10  

   營養及環保教育工作小組 4,000.00   7,450.00   10,600.00  

2.3.2 聯繫部      

   中小幼及社區聯繫小組 （包括校訊等印刷品）    19,000.00   13,784.54  

2.4 學生表現範疇      

2.4.1 活動部      

   群育發展及學業表現小組（包括交通費）  101,950.00 97,651.10 

2.5 學校營運      

   學校營運支出      

-學校及班級支出    450,000.00   521,279.87  

-升降機保養津貼    76,140.00   78,030.00  

-綜合家具及設備津貼 （包括維修及保養）       230,000.00 281,680.61 

-行政津貼-額外的文書助理津貼  168,966.00   168,966.00   171,066.00  

小計 1,226,203.93  1,280,239.00  1,369,3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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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為特定學校而設之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2 四大範疇      

2.1管理與組織範疇      

2.1.1 校管部      

   財務工作小組      

-學校發展津貼 （由 EOBG 補貼） 732,648.00   480,780.00   403,775.94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由 EOBG 補貼） 137,165.00   133,770.00   133,770.00  

2.2.1 課程部      

   資訊科技教育 376,962.00   371,000.00   269,314.05  

   Wifi 900 津貼 109,220.00  66,740.00  53,900.00 

2.3 校風及學生支援範疇      

2.3.1 支援部      

-學生輔導 （由 EOBG補貼） 715,159.00  753,619.00  778,164.00 

-成長的天空 112,234.00  116,600.00  64,850.00 

小計  2,183,388.00    1,551,509.00   1,703,773.99  

    

C.其他津貼      

2 四大範疇      

2.1管理與組織範疇      

2.1.1 校管部      

   財務工作小組    

-新來港學童津貼﹝沒有計算本年度盈餘﹞ 47,373.00  50,358.00  16,700.00 

-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津貼 224,314.00  140,000.00  155,753.00 

-非華語學童津貼 （由 EOBG 補貼） 800,000.00  800,000.00  794,59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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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課程部      

-一筆過津貼-推動 STEM教育 74,107.63  74,000.00  74,235.85 

2.3 校風及學生支援範疇      

2.3.1 支援部      

-特別津貼-家校合作 9,000.00  9,000.00  9,000.00 

小計  1,154,794.63    1,073,358.00   1,050,287.49  

      

D.納入「學校普通經費帳」的津貼    

2 四大範疇    

2.1管理與組織範疇    

2.1.1 校管部    

   財務工作小組    

-賽馬會全方位基金 125,550.00  90,060.00  116,338.50 

小計 125,550.00  90,060.00  116,338.50 

合計  4,689,936.56    3,995,166.00   4,239,7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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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學校接受捐贈及籌款紀錄 

 

2017-18年度，本校接受梁廣榕先生捐贈港幣一萬五千元資助「譚鳳珍獎學金——卓越閱讀報告表現獎」、戚本棣先

生捐贈港幣一萬元資助「鮑思高神父獎學金——榮主愛人服務表現優異獎」、李宗德博士透過「和富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捐贈港幣三萬元資助「和富慈善基金李吳劍鳴獎學金」。本校家長教師會捐贈共$3000予本校用作支援有經濟困難的學生。 

 

另外，本校曾舉辦三次為本校發展而進行的籌款活動，包括一人一利是籌款、便服日籌款及頌親恩晚會義賣籌款，

合共籌得$23,088.00。 

 

 校長：                                                                     校監：                       

            何永昌 校長                                                                謝家賢 神父 

 

日期：二零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