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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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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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用途活動室及天台 1室。 

 

3. 班級編制及學生人數 

2015-2016 年度開班及學生人數 

年級 班數 男生 女生 總數 

一年級 4 50 50 100 

二年級 4 54 47 101 

三年級 4 48 53 101 

四年級 4 46 56 102 

五年級 4 70 33 103 

六年級 5 66 60 126 

加強教學輔導班 兩組 

總數 27 334 299 633 



 

4. 教師的學歷 （2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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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人 （46 人） 35 % 46 人 

學士學位 46 人（46 人） 100 % 

曾受正規師資訓練 46 人（46 人） 100% 

曾受該科正規師資訓練

或取得基準者 

中文 18 人 （18 人） 

 英文 19 人 （19 人） 

數學 9人 （ 9 人） 

 

5. 教師教學經驗 （2015-16） 

教學年資 0-4 年 5-9 年 10 年以上 

人數 4 人 5 人 37 人 

 

6. 教師及校長專業發展 

全年教師進修時數 :  3197.5 小時 / 45 人 

教師平均進修時數 :  71 小時 

校長全年進修時數 :  132.5 小時 

 

7. 學生居住地區 

在全校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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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7 年度，小學一年級共取錄學生 100 人，共四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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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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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香港教育學院「促進實踐社

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支援計劃，

運用平板電腦於二年級進行數

學教學，共進行 6 次備課會、2
次觀課及 1 次工作坊 

 「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

教學」的支援計劃能令二年

級數學科任對電子學習模式

有初步的了解 
 來年繼續參與教育局資訊科

技教育卓越中心（CoE）借

調教師到校支援服務，支援

項目除了自主學習外，亦加

入 STEM 為主題的教師培訓 

因「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

學」的支援計劃欠全面，故來年

不繼續參與此計劃 

  參與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卓越

中心（CoE）借調教師到校支援

服務作 2 次技術支援及培訓，提

供全面而有效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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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階段未有數據及例證以顯示

學生能否於家中每兩星期最少

一次運用電子學習模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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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每月最少一次參與網上閱

讀及運用內聯網資源學習 
 數學科已整理一份「平板電腦學

習軟件表」，可讓教師就不同的

課題利用相關的軟件進行教

學，但數學科教師反映該科教學

課時不足，怕未能有太大的空間

於課堂上進行電子學習 
 英文科已於下學期進行一年級 

Space Town（Reading Town 2 & 

 因上一個學年末擬定的三年

周 年 計 劃 表 中

（2015-2018），沒有定此策

略行動於本學年推行。原因

是預計電子教學於本學年仍

未見成熟，故難於此階段著

學生於家中以電子學習作自

學模式，故各科組未能提供

有關數據或例證以顯示此項

目的進度情況及有關成效 
 鼓勵各科需於下一個學年訂

定電子學習的自學時間表 
 各科可向數學科作借鏡，整

理一份「平板電腦學習軟件

一覽表」，以便科任利用有關

 課程統籌主任可於下學年通

知各科主任，著他們於年終

的科務會議進行前收集有關

學生於家中進行電子學習的

統計或例證 
 數學科科任可根據「平板電

腦學習軟件表」，介紹學生利

用有關軟件於家中進行自

學，現已由課程小組統一，

以《學習難點及建議總表》

作總表紀錄學生的學習難

點、電子學習、STEM 及貞

潔文化 
 各科製作《學習難點及建議

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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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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及 Longman Elect 的課程整

合，當中亦加入電子學習元素，

著學生於家中進行延伸學習 
 四、五年級學生於本年度的暑假

利用 Eclass 於內聯網進行電子

家課 

資料推行電子教學 
 本學年暑期已推行網上家

課，但推行的步伐不可以太

急，故只於四至五年級推行

有關計劃，為來年的網上自

學作出準備 

 各科可考慮先將重點放在

KS2，以推行有規劃的電子

學習 
 優化內聯網學習平台的內

容，以吸引更多學生使用 
 建議下學年的科任就學生的

網上家課表現作紀錄及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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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6 學生於全方位戶外學習日中

能運用平板電腦進行「電子遊

踪」活動，加深學生對香港古代

建築物的認識。有關教師及學生

對此次活動均有正面的回饋 
 第二次專題研習日中，四年級全

級及五、六年級部分班別於當天

利用平板電腦進行資料搜集，以

進行自學 
 除了「專題研習」外，各科任亦

於恆常課堂中使用平板電腦作

教學用途 

 學生能靈活運用平板電腦進

行「電子遊踪」，以顯示學生

能容易掌握及接受新的學習

模式 
 學生利用平板電腦搜集資料

上仍有改進的空間。學生不

懂得用關鍵字於互聯網搜尋

器中找出有關專題的資料，

此項技能有待改進 
 部分學生對內聯網及 Word

的應用及知識有待改進 

 積極考慮於下一學年的電腦

課程中，著教師深化學生運

用內聯網及 Google Drive 的
技巧 

 教師需於專題研習日前，準

備有關資料的路徑，透過電

子郵件傳送給學生的內聯網

或 Google 帳戶，讓學生直接

提取有關資料，以減省時間 
 與電腦科科主任商討如何提

升學生對有關的電腦知識和

技能的應用 
優化各班自學閣的配套設施  本學年，常識科、數學科及視覺

藝術科已為自學閣增添新雜誌 
 現階段未有數據，但以教師的觀

察，學生積極借閱自學閣的雜誌 

於下一個年度商討改善有關自學

角的用途及資源 
下一個學年，科主任需於科務會

議與科任商討如何優化各科的自

學閣，以增加學生的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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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主任因病長期請假，計劃擱置 圖書館主任因病長期請假，計劃

擱置 
於來年度繼續進行，並預先作出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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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主任因病長期請假，計劃擱置 圖書館主任因病長期請假，計劃

擱置 
於來年度繼續進行，並預先作出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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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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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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與教範疇（人性教育）：中文科 

透過朗讀課文、查字典、網上資

料搜集等學習活動，培養學生在

課前預習的習慣 

70%學生能完成預習工作紙 
 

一年級上學期需時間適應，學生

難掌握 
 一年級上學期的預習工作紙

可取消，下學期才進行 
 簡化預習工作紙的內容及形

式 
 刪除家長簽署一項 
 老師可按學生能力彈性處理

預習份量 
定期進行查字典活動或比賽，鞏

固學生運用自學工具的技能及營

造自學的氣氛 

 二年級實施查字典教學課程，

60%學生掌握查字典的方法 
 二至六年級全年最少安排一次

課堂查字典活動 

老師在課堂加入比賽和遊戲等活

動以增加學生的興趣 

 各級在使用前商量針對該級

的目標 
 可於試後進行 
 可加入比賽提高學生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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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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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事對要求不清晰，上學期

未能達標 
 下學期教案多集中在以讀帶

寫的指導上 

提供範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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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ents have learnt note-taking 
skills in the first term, e.g. notes 
on tenses, mind maps, jotting 
down main ideas from the text, 
etc 

 P.5 students performed well in 
note-taking in the second term.  
They could use the technique to 
jot down the useful information 
during the lessons.  P.1 students 

 It is a good practice for 
students to revise their 
knowledge in the lessons and 
consolidate their learning 
after school 

 It is recommended to keep 
their note books for their 
learning 

 For lower classes, drawing 
pictures can help students 

 Level teachers collect 
students’ note books regularly 
in order to make sure what 
they have learnt in the lessons 

 To be continued nex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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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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ld do well too remember some ideas and 
vocabulary 

 Students are interested in 
taking notes during the 
lessons.Some of them did 
well and share their note 
books to others as a model 

 It is a good activity book for 
self-learning 

 For less able classes, note 
book is more likely as a tool 
of classwork book 

Revise the dictionary skills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week of the 
school term 

 P.1 students learned the 
alphabetical order in the first term 

 P.2-P.6 revised / taught the 
dictionary skills through some 
interesting activities in the first 
term 

 Some skills can be consolidated 
in some classes again at 
post-exam period 

 The skills can be taught in P. 
3 and P.4 as a kind of 
consolidation.  It is better to 
introduce the skills in P.2 in 
the second term since they 
have good and clear concepts 
in alpbetical order 

 Most of the students can use 
the dictionary skills to check 
vocabulary 

 Students are interested in 
finding unfamiliar words in 
the dictionary 

 The teaching area needs to be 
set before the activity.  e.g. 
For higher form students, they 
are expected to know parts of 
speech and the examples of 
the vocabulary 

 Schedule the time for the 
classes to borrow the 

 Recommend to carry out the 
activity twice a year or at the 
end of the school year to 
refresh and consolidate 
students’ dictionary skills 

 Set clearly in the scheme of 
work 

 The skills will be taught in 
P.1 after the final exam in the 
second term 

 The activity was planned to 
run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annual plan respectively. 
However, some teachers 
reflected that one time 
training is enough for our 
students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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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ctionary 
 Arrange the time effectively 

Promote a spelling game in class.  
Students set a target themselves 
that how many words they can 
spell in a week （ at least 10 
words） 

Students spelt the words in each unit  Arouse students’ attention to 
spell the words seriously 

 Since there was insufficient 
time for students to do it, the 
teachers asked students to 
spell 5-10 words every day 
during the lesson 

 Teachers can make good use 
of the time in lessons to spell 
the words with students 

 To be continued next year 

Teach presentation skills in lessons 
so that students can present their 
ideas fluently （peer evaluation / 
self-evaluation） 

 Students presented their ideas in 
class once a term 

 In P.4, students learned the skills 
in project learning and their 
performance was satisfactory 

 The speaking parts are reinforced 
in Space Town, so P.1 students 
have more chances to speak in the 
lessons 

 More able students have 
enough confidence to do their 
presentation 

 Provide the unique sentences 
for students to let them 
present their ideas more 
easily and fluently 

 It is difficult for less able 
classes to present their ideas 

 Insufficient time for students 
to do the presentation in class 

 The presentation skills will be 
centralized by the panel and 
will be taught spirally 

 To be continued next year 

Assess students’ learning in 
writing lessons by self-evaluation 
so that students can know what 
they have learnt and what targets 
they have achieved 

Self-evaluation page / checklist is set 
for each writing task for all levels 

Encourage and remind teachers to 
go through the checklist before the 
writing task 

To be continued next year 

Provide useful and interesting 
online resources for students as a 
kind of self-study at home 

Teachers provide and introduce some 
online resources in class in the first 
term 

 It needs students to use the 
resources by themselves as a 
kind of self-learning 

 There is no sufficient online 
resources provided for 
students 

 English teachers or panel 
heads can provide more 
e-learning resources on the 
intranet such as links for 
establishing different apps 

 Promote the apps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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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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achers use in the lessons for 
parents as a kind of study 
learning （ parents’ 
workshop） 

 To be continued nex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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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把部份學習軟件安裝在平板

電腦內 
 已製作按範疇的學習軟件名單 
 於課堂上，各級平均使用 2-3 次

平板電腦（一年級除外） 
 校本支援計劃：已收集觀課片段

及教案，以作參考 

可利用平板電腦提升學習興趣 來年二年級科任可以優化本年度

的教案，使用已購買的學習軟件

（學習時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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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至六年級學生已於每學期運

用了平板電腦兩次或以上，以進

行電子學習活動 
 約 80%學生懂得使用平板電腦

的基本操作 
 學生上課表現十分投入 

 暫時只運用出版社的 AR 
 APPS 作課堂學習，軟件不

足，互動活動欠多元化 

開發更多相關學習軟件給學生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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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至三年級學生參與率 93% 
 P. 1 全級參與人數︰97 /102 
 P. 2 全級參與人數︰101/101 
 P. 3 全級參與人數︰96 /102 

大部分學生都能認真地從自學壁

報上找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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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簿上 

80%以上學生每學期能夠進行最少

一次預習 
大部份學生能完成有關課業，部

分的質素不俗 
可鼓勵學生到圖書館借閱圖書，

也建議可提供一些舊雜誌予部分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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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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科 

教授二至六年級以拼音查字典的

技巧 
 各級於上、下學期均已完成 
 二、三年級學生喜歡活動，表現

投入，但部分學生未完全掌握韻

母，所以未能以拼音查字，需經

老師加以指導 
 高小學生於學習拼音查字典的

技巧後進行比賽，反應踴躍 

學生都喜歡查字典活動，表現投

入及踴躍，下年可繼續進行 
建議來年可與中文科配合，如上

學期教授部首檢字（中文科），下

學期則教授拼音檢字（普通話） 

每月設「拼讀小測試」鞏固拼讀

的自學能力 
 89%一、二年級學生於上學期取

得及格的成績 
 76%一、二年級學生於下學期取

得及格的成績 

學生於小測試表現不錯  建議在工作紙上需填上學生

編號，方便科任登記成績 
 三至四年級下年度將開始進

行「拼讀小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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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級科任上學期播放資訊素

養短片來教授相關課題，下學期

時從台灣網站找一些有關資訊

素養動畫短片給予學生觀看 
 五年級科任曾安排學生利用互

聯網搜尋使用電腦時的操守或

態度的資料，並利用投射器向全

班展示，另外亦讓部份五年級學

生就著資訊素養的議題，利用作

文紙填寫有關個人意見或想法 
 六年級全級於呈分試後進行資

訊素養的分享 

時間不足，部份班別無法安排利

用電腦搜尋使用電腦的操守或態

度的資料 

 注意學生會否進入不明網站

搜尋相關資料 
 由於學校將推展貞潔文化，

故此已在電腦科會議內向科

任介紹電腦資訊素養的內容

與貞潔文化相近，可與其互

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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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兩個以搜集報章及課後延伸

學習為主題的單元設計 
學生搜集報章的技巧及分析報章

內容的技巧有待改進 
可多鼓勵學生閱報，找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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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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班最少刊登一份佳作於

《慈聲》內，並上載學校網

頁 
 大部分班別於課室的壁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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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覺藝術科：於下學年舉辦

了一次以高年級為主的視藝

作品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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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科：於早會表揚學生於

運動上的傑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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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性視藝作品展覽可提前於下

學期中段時間舉行，而亦可考慮

展示低年級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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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級下學期於課室內進行小

組的專題研習匯報 
 下學期末為五、六年級學生

舉行一次「專題研習分享會 

 整體上，學生的匯報內容不

俗 
 四年級學生的匯報生動有趣 
 五、六年級學生的建築物模

型較去年多樣化 

可多訓練學生的匯報技巧 

推行「自我評估（self-assessment）」
模式 

下學期於 5D 班的英文科試行一

次「自我評估（self-assessment）」
學習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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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學年仍會進行 3 次有關評

估，亦會配合以不同的教學

策略進行 
 因有關的教學比一般的寫作

課堂更需時，故需於 GE 的課

有關的教學分享於五年級英文的

共備會議中進行，亦於下學年的

英文科務會議中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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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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的過程中作自評及反思，以

檢視是否達到其目標 
程中進行剪裁及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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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圖書館壁報板上定期展示每級

學生優質的閱讀報告 
定期展示學生作品能提升學生對

閱讀的興趣，班內亦可鼓勵有優

質閱讀報告的學生 

於來年度繼續進行學生作品展

覽，於圖書館壁報板上展示學生

的優質閱讀報告之外，可鼓勵班

主任於班房內壁報貼上該班傑出

的閱讀報告 
學與教範疇（人性教育）：中文科 

在中文課增設「課前五分鐘」，給

予學生短講的機會，分享自學成

果 

 60%學生每學期最少一次就

各級短講要求進行分享 
 說話表現稍有進步，表現也

積極 

學生的表現，特別是聲量及內容

組織上，仍需改善 
 可先提供範文提示學生組織

內容 
 可在試後活動再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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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ress their 
preference or feeling about 
their favourite books. 

 It can be done in the morning 
reading session 

 For less able students, they do 
not have enough confidence to 
speak in English 

 Due to the limited time, it is 
hard to arrange the time for 
students to share their books 
in class 

To be continued next year 

Optimatize Buddy Reading.  The 
content of booklet will be changed 
to make it more fun and interesting 

P.3 and P.6 students read some 
reading articles or texts together.  
Some content is changed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and involvement 

It is a good practice to P.3 and P.6 
students.  However, it is advised 
to change the form of buddy 
reading since it has already carried 
out for several years.  For 
example, students can use e-book 
instead of ‘paper book’ 

 Using e-books in the buddy 
reading session may arouse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s 

 To be continued nex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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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舉辦了一次午息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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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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息音樂會的表演 反應良好，同學投入，惜部分學

生排練時間不足 
校本音樂課程增設自學區，鼓勵

學生在班內表演 
三至六年級學生全年參與率達

88%  
 P. 3 全級參與人數︰84 /102 
 P. 4 全級參與人數︰91 /102 
 P. 5 全級參與人數︰97 /103 
 P. 6 全級參與人數︰110/126 

 大部分學生都能於下學期完

成自學表演，但學生吹奏牧

童笛的基本能力較弱，表現

有待改善 
 AB 班學生能力較遜，大部份

很難在家自學 
 CD 班由於課程趕急，暫未能

抽出時間請同學表演 

建議能力較弱的五年級學生可吹

奏三年級的牧童笛校本課程中的

歌曲作為自學歌曲，並在自學區

內增加不同樂曲數目以供不同能

力的同學自學 

學與教範疇（人性教育）：視藝科 
於港鐵站展示學生優秀作品 本學年暫未能安排 由於港鐵站於本學年未能安排展

覽，下學年可安排展覽 
來年將於葵芳港鐵站安排進行兩

次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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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小組學生於課堂上分享

報章內容（五年級單元三 : 
香港人的身份） 

 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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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陳敏怡老師 10/6 事假，

以致未收回該小組的統計

紙，因此全級以 90 人作計算 
 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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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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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能達標原因是課堂時數不足，

未能讓一半或以上學生分享文章 
基於學生未有充分時間於課堂上

分享報章內容，教師在擬定教學

計劃時應預留更多的時數予學生

於課堂上進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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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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六次電子教學的專業培訓，

合共 8 人次 
 1 名教學助理出席「電子教學

助教職前課程」 
 TSS 出席「環速集團員工在

職培訓」 
 2 名教學助理出席「如何從零

開始製作短片」講座 
 2 名 教 學 助 理 出 席

「EduVenture 培訓日」 
 TSS出席3D打印小學教師培

訓工作坊 
 1 名 課 室 助 理 出 席 File 

Editing Workshop for Clip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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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全體老師提供三次自主學

習的專業培訓 
 11/03/2015「自主學習」工作

坊 
 19/11/2015 CoE「電子學習」

工作坊 
 17/06/2016 學教分享會 
 安排各科科任出席相關培

訓，合共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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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教師觀察，學生能於小息、

午息或放學後，於圖書館的電腦

可在圖書館的電腦安裝更多電子

圖書及自學的學習軟件 
可選購更多電子圖書安裝在圖書

館的電腦，讓學生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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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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息、午休或放學後於圖書館進

行延伸學習及自學活動 

閱讀電子圖書及利用一些自學的

學習軟件進行學習及自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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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於 50%學生每月最少一次參與

網上閱讀及運用內聯網資源學

習，故未能達標 

 學生瀏覽內聯網的指數不

高，最多是 E.T.V. 
 學生不懂在家更新出版社的

閱讀網站軟件 
 學校電腦配套也不足 

 科任了解已有資源，並向學

生推介有助學習的材料 
 向出版社反映有關更新其網

站的難度 
 嘗試在圖書館下載有關軟件 
 嘗試在學校平板電腦安裝

OLA，讓老師安排學生定期

完成網上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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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is a new start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More online 
resources need to be explored 
in the second term 

 The apps of ‘Reading Town 2’ 
has been used in PLP lessons 
in guided reading sessions. 

 The apps of ‘Reading Town 3’ 
has also been used in Tuesday 
TSA class 

 Need more teachers to 
introduce useful online 
resources in the future 

 Students enjoyed and learned 
well with iPad.  Students 
were also interested in 
learning with the apps. They 
read the small books and took 
recording themselves 

To be continued nex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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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六年級學生於每學期已完

成兩次網上功課 

 80%學生能完成網上功課 

 每班首十名學生的成績被張貼 

部份學生有密碼不能使用的問

題；或因家中電腦或上網問題，

未能完成家課 

教師跟進有困難學生，午息時帶

學生到學校電腦室完成家課 

學與教範疇（人性教育）：音樂科 

教師優化高小音樂會報告工作 四至六年級學生在音樂會報告工 小部份同學未能在家中上網 建議午息時段播放，讓全班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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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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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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紙取得的平均成績為 6.8 分 
 P. 4 音樂會報告成績︰7 /10 
 P. 5 音樂會報告成績︰4.2 /7 
 P. 6 音樂會報告成績︰7.5/10 

聽，鼓勵學生回家再次聆聽 

學與教範疇（人性教育）：視藝科 

於課餘班及六年級加入增潤課程

教授 3D 打印課程，讓同學運用資

訊科技進行創作 

80%以上老師認為同學能夠初步

明白 3D 打印的原理 
由於該設計軟件需要使用桌上電

腦來運作，故要安排相應時間到

電腦室進行，所以現時於課餘班

進行 

來年於五年級引入 3D 打印課

程，與電腦科及宗教科協作及在

四至六年級課餘班也會引入 3D
打印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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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級學生進行 3D 打印教學，超

過 90% 學生可順利自行登入

Tinkercad 網站進行 3D 設計 

 學生反應極佳 
 電腦室電腦未能配合現今軟

件要求，經常出現問題 
 彩色教材用黑白顏色印出

來，變得模糊不清 

 電腦室電腦需要更新 
 教材如能用彩色印刷效果可

能較佳 
 部份重點單元如能引用外間

教科書支援可能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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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軟件進行創作，鼓勵家中自

學 

六年級學生已完成第一期和第二

期課餘班課程 
 學生反應極佳 
 第一次由於學生未能完全掌

握 3D 設計技巧，故很多作品

不符列印要求而無法印製出

來，而第二次學生的 3D 設計

較佳，將於稍後列印出來展

覽 

下年度將深化六年級課餘班的

3D 打印，如教授 Sketchup 等軟件 

於六年級教授平板電腦 APPS 的

使用技巧，使之能與專題研習互

相配合 

雖然本年目標為六年級學生試

行，現亦讓其他五年級學生使用

平板電腦試行一些 APPS，如

SOCK PUPPETS、OFFICE365、
PLICKERS 等 

電腦科節數時間較少，需教授的

課題卻甚多，如要擴展至其他年

級推行，課節內容可能需要再作

調適 

 課節內容可能需作調適 
 下年度將提供一些 APPS 供

其他年級使用，亦建議在一

年級下學期的電腦科課堂內

加入使用平板電腦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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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學生能於網上討論平台回應  部分學生能就老師所擬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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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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教師所設題目 教師所設題目兩次 題目表達意見 
 部分學生的意見一般，未能

認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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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及將內容摘要記錄於文件中 
 因紅雨停課的關係，五年級

未能完成視訊內容課業 
 六年級達標 

日後如有相同情況，可考慮以功

課形式，放在內聯網上進行視訊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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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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與教範疇（人性教育）：圖書科 

推廣有關講述正面價值觀的圖書 於世界閱讀周進行一次性推廣，

有助學生培養正面的價值觀 
正面價值觀的圖書較為不多 可選購更多有關講述正面價值觀

的圖書，讓學生閱讀有關的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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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至六年級學生合共 184 人

次，全年共參與 11 次校外服

務 
 除了童軍外，其餘製服團隊

都參加校外服務至少 1 次 

 制服團隊可申請校外籌款，

或可在校內進行，如愛心義

賣朱古力、童軍獎券等，比

較容易處理 
 童軍今年錯過義買獎券的日

子，明年多加留意 

 優化校外服務記錄，可交校

務處協助輸入資料 
 提醒教師校外服務須通知訓

導主任，並填寫記錄表 
 如在校內籌款須先向校長申

報及向陳靄恩老師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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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欣賞我的班」於 1 月至 4
月進行，全校班級都有被老

師讚揚 

  

 「每月之星」已完成  「每月之星」表揚學生的效

果不足，可以有更大的發揮 
 可加強「每月之星」的讚揚

訊息，如加入獎勵活動、放

學「下午茶」時間等 
 「一師一生」的配對已完

成，回收 11 份問卷，50%老

師認為學生行為有改善。 

 上學時間與學生會談的時間

很少，影響成效。這計劃需

要老師有承擔，而學生的行

為改變需要時間，所以老師

要付出較多的時間才有成效 

 在每周工作備忘提醒老師關

顧學生與學生頃談。老師可

利用陽光電話致電關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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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2. 培育學生良好品格及自律精神：2.1 學校提供正面價值觀的環境 

策略/工作 成就 反思 跟進 

 68 人次（分佈於 16 個班別）

曾參與「姑娘飯局」與社工

午膳，傾談近況。學生們很

喜歡到社工室與社工一起午

膳，而且在傾談過程中很願

意分享心事，因此「姑娘飯

局」是建立互信關係的有效

途徑 

 「姑娘飯局」的原意是由班

主任選出班中較少表達自己

的學生跟姑娘接觸，讓姑娘

了解他們的需要。但由於「有

明顯問題」的學生的需要比

較明顯，因此班主任多轉介

此類學生予姑娘，因此「姑

娘飯局」的對象普遍是有輕

微行為及情緒問題的學生 

 由於本年度有明顯問題的學

生人數較多，沒有空間安排

班中較少表達自己的學生參

與。建議下學年以紀錄表方

式，統計參與「姑娘飯局」

的學生主要問題，再按統計

結果調較飯局對象 

 根據「成長的天空」問卷調

查，100%參加成長的天空的

同學認同活動有幫助 
 超過 90%四年級參加者認同

活動對控制自己情緒有幫助

及能令他們按既定的目標辦

事；95%四年級參加者認為活

動令他們學習接受別人的意

見及能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 
 100%五年級參加者認同活動

能令他們按既定的目標辦

事；92%五年級參加者認同活

動令他們學習接受別人的意

見，以及能提升他們控制情

緒及能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 
 100%六年級參加者認同活動

能令他們學習接受別人的意

見及能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 

 上學期主要進行五至六年級

成長的天空，對小組的凝聚

力及學生的出席率有顯著的

正面效果 

 建議繼續推行，但而需要調

節人手比例，如小組達 20
人，可請義工 /單位同工協

助，減省秩序管理所花的時

間 
 社工仍需密切跟進組員的校

內及校外行為，作出適當的

跟進 
 四年級成長的天空為外判機

構，不是駐校社工的機構（青

協），加重了學校的行政工

作，如與機構聯絡、發收通

告、安排活動地點及時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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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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六年級參加者認同活動

能提升控制情緒的能力及能

令他們按既定的目標辦事 
整合學生支援項目及統計人數，

給與學生適當的支援調配 
1 月下旬已完成統計 清楚知道學生受支援的項目及數

量，可作出合適的調配 
融合教育同樣制作類似的統計，

來年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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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年 級 教 育 營 於

18-20/06/2016 進行 
 四年級於 20/0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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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財務政緊縮關系，五年

級歷奇活將會取消 
 考慮參加「乘風航」，在五年

級抽選有需要學生參加 
 四年級歷奇活動對學生成長

有幫助，學生能在活動學會

解難、協作及與人相處。負

責的機構賽馬會長洲鮑思高

青少年中心人手充足，惟解

說部分略有不足 

由於全方位輔導準貼有限，學期

尾因應活動成效檢討來度是否會

繼續辦上述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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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服務出席率達 80% 
 「陽光學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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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地點安排同一樓層效果

不錯，因能方便老師看管 
 大部分學長表現良好，能用

心地教授學弟/妹，惟部分學

長紀律仍有改善空間，如上

落樓梯較嘈吵 
 輔導地點有曾被其他活動佔

用的情況 
 上學期在朗誦節去禮堂看表

演期間，因部分學弟妹不知

仍須參與輔導，故期間出席

率下降；下學期已經和相關

提醒同事先查閱地下室使用情況

再作活動安排或午息時段安排一

地點作集合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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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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主任溝通和協調後，情況

已大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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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至

叻小領袖」於下學期參與校內的

「融合教育週」拍攝工作，藉以

推廣互助文化 

 本年度擔當「陽光學長」及

「言語大使」的「至叻小領

袖」，均能在服務中發揮他們

的領導才能，且盡力地為學

弟學妹服務，提供適切的支

援，表現十分良好 
 本年度因時間未能與校外機

構配合，故未能安排服務 

期望明年能更早與相關的機構聯

絡，盡早落實校外參觀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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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週進行，於該週每天的早會時

間播放有關言語治療的短片，讓

學生參加有獎問答遊戲。在本年

度的融合教育週，同學參加踴

躍，85%學生參加是次此活動 

短片的音效仍有改善的空間 明年繼續進行 

校風及學生支援範疇（人性教育）：靈德育及公民教育小組 

於一至三年級各班及新入職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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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至三年級各班及新入職老師的

班別均已安排駐校社工完成一次

示範教學 

 林姑娘反映由於不清楚學生

的程度，因此需事前向班主

任查詢該班學生學習的模式 
 價值觀對學生來說較抽象，

需運用一些具體例子輔助解

釋 

 下年度一至三年級成長列車

的部分教案增添活動建議供

老師參考 
 下年度安排駐校社工到四至

六年級各班作教學示範一次 
 整理一年級的成長課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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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學生問卷調查中，學生認同活

動能提升其正面價值觀達 93.8% 
學生在活動中留心聽故事，亦踴

躍回應 
可考慮讓高年學生受講故事訓練

後向低年級講故事，亦會邀請參

與德育故事比賽的學生向低年級

同學表演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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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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由學教組向學生發出使用平板

電腦指引 
可和學教組商討持續優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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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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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學生參與校內服 
 每班每星期輪替當值禮貌大

使，運作暢順，出席率高，

效果良好 

 如早上直接上課室，可安排

禮貌大使在樓層當值 
 可教導學生講早晨時的問候

語及態度，並可多說其他早

晨語句 

在位置上可再作適當安排，因現

在全部學生由正門進入學校，禮

貌大使集中在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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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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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部分教師未能配合學校的訓育

政策，欠正面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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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正面處理學生的技巧 
 級訓導可多給該級科任處理

學生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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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規則及

針對個別班級的違規行為 
 85%教師給予 3 分或以上，認

同級訓周會對學生秩序有正

面幫助 

 分級進行較早會時提醒有

效，而且能針對不同年級的

需要而制定合適的內容 
 因應「情緒月」的安排，取

消了 4 月份的訓育周會，來

年安排上可再檢討 

 時間不足，如改於午息進行 
 可多用正面鼓勵的說話訓勉

學生 
 級訓週會一學年改為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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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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舉辦不同的自律活動  86%學生於校服檢查合格 
 下學期舉辦了 2 次秩序比

賽，學生表現不俗，24 班獲

得秩序獎 
 本年度的全校遲到次數為

398 次，較去年多 31 次，多

8.4% 

 明年可舉辦不同的自律比

賽，如清潔比賽等 
 今年遲到集中在某些學生，

他們的遲到十分嚴重 

主力跟進嚴重遲到的學生，需聯

絡家長找出原因，共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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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光學長」及「言語大使」前

往當值崗位時的秩序有改善的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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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叻小領袖」已於 22/03/2016
下午參觀立法會 

「至叻小領袖」均表示對是次參

觀的安排感到十分滿意，不論是

參觀立法會大樓，或是角色扮演

的部分，他們都有所得益 

來年繼續安排「至叻小領袖」參

觀其他政府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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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各班表格中各項活動中全校達

標率達 100% 
已於戶外學習日進行，學生表現

良好，非常主動清潔場地 
將於運動會（本年度因寒冷天氣

而取消）進行清潔及秩序比賽，

亦會考慮拍攝相關的花絮，以面

鼓勵及嘉許同學的自律及自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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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的「師兄師姐」活動參與

率達 80%。亦有不少學生表示，

在教授低年級同學時，自己亦有

所得益 

 師兄師姐效果良好，在「情

緒月」攤位活動中，四年級

學長能用心協助一年級學

生，得到家長義工的讚賞 
 部份高年級學生需要多學習

如何教授及指導低年級學生 

 建議在學期之始時，曾經擔

任師兄師姐活動的同學向首

次加入的師兄師姐作講解及

經驗分享，以作有系統訓練 
 優化師兄師組服務內容，可

於下學期四年級帶領一年級

到雨操場參與午息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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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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科 

推廣有關健康生活的圖書 於世界閱讀周進行一次性推廣，

學生更認識有關健康生活的資訊 
坊間健康生活的圖書較有限 
 

可選購更多有關健康生活的圖

書，讓學生閱讀有關的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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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對象：五、六年級學生  
 金獎：56 人 
 銀獎：10 人 
 銅獎：33 人 
 下學期參加人數 93% 
 對象：四、五年級學生 
 金獎：66 人 
 銀獎：13 人 
 銅獎：36 人 

 科任老師定期查閱學生的運

動狀況，參與的學生已較從

前多 5% 
 有部份學生遺失了小冊子，

以致未能記錄運動次數 
 有部份學生的總運動時數不

俗，但因不符合 8 星期內有 6
星期達標的原則，故亦未能

獲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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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立 sportACT運動獎勵計劃

龍虎榜，將貼活動時數最

Top10 名於體育壁佈板 

一至三年級推行「晨早健體操」，

養成從小做早操的習慣 
雖然健體操因學校維修工程在 12
月份正式開始，但一至三年級亦

能完成整套的健體操 

  

舉辦一年一次的運動會，讓學生

培養體育精神 
因嚴寒天氣而取消到城門谷運動

場，改為留校進行「活動日」 
除準備運動會比賽事宜外，亦預

備有突發事情如雨天、寒冷天氣

而取消運動會的後備方案，製定

留校活動的安排 

因未能前往運動場而改為留校進

行「活動日」：班際競技比賽、閃

避球大賽、彩虹傘遊戲。老師和

學生也投入活動，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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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學期已安排訓育週會，訓導主

任向學生講解去洗手間的衞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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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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理要注意的事項 為，90%學生表示願意遵守個人衞

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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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份定為「關注情緒健康

月」，透過早會分享、慈幼論

壇、訓育週會、成長課、講

座及情緒教育攤位遊戲等活

動，讓學生認識情緒及表達

情緒的方法；認識什麼是快

樂及明白快樂的重要；用正

面及積極的態度面對困難。

93%教師及 76%學生表示活

動能達到預期目標 
 9 位控制情緒較弱的二至三

年級學生參加了 6 節的「情

緒小主人」小組。89%組員表

示學到分辨正面及負面情

緒，及認識憤怒的來源及學

習平伏憤怒的方法 

整個月以不同形式的活動帶出有

關「情緒」及「正面積極」的信

息。學生們對活動感興趣，表現

投入，雖然能達到預期目標，但

效果未必持久 

下學年將以「處理及控制情緒」

為主題，建議可嘗試在不同月份

進行有關情緒教育的活動，令學

生印象更深刻，效果更持久 

為教師提供有關精神健康的講座 邀請醫管局「兒情計劃」到校為

教師進行「如何處理學生的焦慮

問題」工作坊，80%教師指工作坊

能提升他們對焦慮症的認識及敏

感度 

由於教學工作繁重，教師的精神

壓力也很大，除了學生的精緒健

康外，教師的精神健康亦需要關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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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叻小領袖」能透過遊戲、小

組活動、參觀、服務、匯報等不

同的活動，讓「至叻小領袖」能

從活動中知曉自律的意義和守規

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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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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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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9/2015 由環宇綜合健康中

心到校為一年級學生提供足背檢

查，達 90%一年級學生參與此活

動，並於檢查後派發檢查報告供

家長參閱 

參加人數踴躍，下年度繼續申請 已申請寶血醫院（明愛）陳登復

康治療中心服務，為來生一年級

學生進行足部檢查（8/9/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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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學生能參與此活動，學生

喜歡到哈樂車上課，表現投

入，積極參與活動 
 70%教師認同活動成效 

機構已發回隨堂老師的意見問卷

分析，整體老師滿意課程內容能

幫助學生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

而且認同課程形式能提高學生的

學習興趣，以及導師表現專業 

已申請下年度的生活教育活動計

劃（哈樂車）（19/09/2016- 
30/09/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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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數不多，而學生選擇素餐的人

數亦不多，以一月份為例，全校

只有約 8% 的學生有選擇過素

餐，與中、高年級相比，低年級

的學生選比素餐的比例較大 

學生選素餐的意慾低是可以理解

的，希望藉舉辨有關主題的講

座，讓學生了解素食和環保的關

係，從而身體力行由飲食開始關

注環保，望進一步提供更多的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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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專心參與祈禱及各項瞻

禮 
 學生習慣恆常地一起祈禱， 
 早會祈禱及唸飯前經時，學

生能專心祈禱，惟放學祈禱

時，學生未能集中精神祈禱 

於學期初提醒老師多加留意學生

的祈禱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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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或學生能依指引適時祈禱 可讓學生習慣常常祈禱 可於學期初由放學持咪的老師於

雨操場帶領學生祈禱，讓學生習

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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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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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聆聽福音及聖人事蹟，從而

學習感恩，以及讓學生明白怎樣

回應天主的愛 

下年度繼續介紹聖人，特別是與

慈幼會有關的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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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幼論壇安排了一次，論題

與資訊教育相關，下學期已

安排兩次感恩課題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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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稍遜的學生對慈幼論壇欠缺

動機 
可因應學生的認知及理解能力安

排不同程度的慈幼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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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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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學生至少有一次參與校內種

植活動的機會 
 「一人一花」成績欠佳，絕

大部份學生的幼苗都在開始

的時候已經枯萎，所以未能

帶植物回校參加比賽。 
 三至六年級共 18位學生參與

「一人一花」因天氣反覆及供應

到學校的花苗瘦弱，學生未能妥

善地照顧幼苗。除加強指導學生

照顧植物的技巧外，建議下年度

改為班際種植活動，並紀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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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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小農夫有機耕種」課程，

投入農務工作，外判導師態

度專業及有負任感，學生課

堂上表現投入，定時悉心照

料作物 

生長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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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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11/2015 已完成五年級福

傳活動，75%以上的學生在活

動中有積極的表現 
 21/03/2016 已完成三年級福

傳活動，80%以上的學生在活

動中有積極的表現，尤其是

訪問神父環節，同學投入發

問有關神父的工作及生活 
 10/06/2016 已完成六年級祈

禱會，80%以上的學生在活動

中認真完成給天主的信 
 14/06/2016 已完成一年級福

傳活動，85%以上的學生積極

投入活動 

 五年級主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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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級主題為「主愛天天伴

我」，邀請了慈幼會葉泰浩神

父到校接受訪問，學生對神

父的日常生活感興趣 
 一年級主題為「天主是愛」，

透過集體遊戲帶出喜訊，學

生積極參與各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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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及五年

級已配合宗教科課程內容，下年

度可檢視三年級的福傳成長課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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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最少三次於本科壁報展

示學生優秀作品 
 善用壁報，讓學生能暢所欲

言地表達對他人的感恩之情 

透過展示佳作，鼓勵學生多參與

宗教活動 
繼續善用小聖堂外的牆壁，藉此

吸引學生多到小聖堂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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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教師認為四至六年級學生能

夠透過互贈欣賞咭來欣賞自己及

鼓勵同學 

時間可提早於下學期中段進行，

避免與學校活動撞期。其後可提

早收集作品 

建議來年可提早進行以及安排全

校學生參加，也可選出優秀的欣

賞咭來表揚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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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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學生積極運用各媒介表達感

恩之情 
透過祈禱紙可多提醒學生多作感

恩 
繼續引導學生事事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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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班別對「環保約章」的推行成

效表達滿意至非常滿意達 89% 
學生在校內出現浪費資源的情況

並不嚴重，大多數學生都能善用

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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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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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的班別能在活動期間關燈超

過八成的日子 
學生投入活動，成效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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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學生主動填寫敬師咭 
 午膳時播放 46位同學代表錄

製影片向老師致謝，透過分

享被老師關愛的經驗，學會

謝恩 
 家長參與敬師禮，感受敬師

的氣氛 

 敬師咭能讓學生舒發心聲 
 讓家長也能參與敬師禮 
 錄製敬師咭的錄影片段的音

效及畫面質素較差，有些課

室播放時聽不清楚內容 

提升學校的音響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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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參與探訪的學生認同長者的

貢獻 
由於長者中心進行維修，地點改

在本校禮堂，效果理想。長者能

與學生一起參予禮堂節目，氣氛

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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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次籌

款，幫助有需要的人 
 為香港明愛籌得$8,000 
 為敬老護老愛心會有限公司

籌得$5,000 

在 11 月到 12 月共有四個籌款活

動，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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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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佛教傅黃合長者鄰舍中心

籌得$3,300 
 為聖公會聖基道兒童院籌得

$3,031 
 為香港公益金籌得$1,500 
 為 生 活 教 育 活 動 計 劃

（LEAP）籌得$4,622.30 
 為天主教教區籌得$2,801.90 
 為 聖 若 望 宗 徒 堂 籌 得

3,07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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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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研習（一至六年級）及通識課（五、六年級）均針對學生品德培育及發展共通能力而設計，按高中低共通能力要求設計課業，且不

同活動配合不同的共通能力發展 

 本年度用了 2 個半天及 3 個聯課的時段與學生進行專題研習，老師對有關的安排大致滿意，一至三年級的專題內容可再優化，令課堂更

充實（詳見學與教範疇會議紀錄） 

 P.1 專題內容較深，老師需用大量的時間講解有關課題內容 

 P.2「遊戲多樂趣」學生能積極完成 

 P.3 的內容切合學生能力及興趣 

 跨科專題研習主題： 

 P.4 香港全接觸，學生的匯報能力表現不俗 

 P.5 及 P.6 中國古代建築物（主題的層次較高，老師及學生較難掌握） 

 本年度的全方位學習參觀活動內容配合了專題研習的主題，令參觀更有學習目標 

 2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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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感評分第二高的評分（同意排序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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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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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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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課程設計上，亦編進有關國情及德育之主題單元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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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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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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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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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至五年級每級兩班、六年級一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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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CoE）借調教師到校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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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級英文科 Space Town 

 一至三年級英文科延續 PLPRW 

 四至六年級延續英文科語文教學支援計劃 EEGS 

 二年級數學科參與香港教育學院「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支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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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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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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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校本支援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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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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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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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及早識別量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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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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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成立融合教育工作小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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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默寫訓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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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按辦學宗旨和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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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禮貌大使、一人一服務、朋輩輔導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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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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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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75 62 49 100 79.00% 15.00% 32.00% 32.00% 

二年級 72 80 74 62 101 90.10% 15.84% 53.47% 20.79% 

三年級 67 74 68 57 100 91.00% 6.00% 49.00% 36.00% 

四年級 62 69 62 53 102 80.39% 2.94% 35.29% 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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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級 69 76 62 34 103 94.17% 7.77% 48.54% 37.86% 

六年級 74 78 73 66 126 98.41% 14.29% 57.94% 2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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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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59 46 100 76.00% 15.00% 32.00% 29.00% 

二年級 63 74 65 46 101 73.27% 12.87% 36.63% 23.77% 

三年級 62 73 62 44 100 75.00% 9.00% 40.00% 26.00% 

四年級 59 74 58 34 102 63.73% 11.76% 34.31% 1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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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級 62 71 54 22 103 72.82% 9.71% 33.01% 30.10% 

六年級 65 79 70 48 126 76.19% 15.08% 42.06% 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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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84 75 64 100 91.00% 38.00% 32.00% 21.00% 

二年級 79 87 82 71 101 94.06% 46.53% 35.64% 11.88% 

三年級 77 86 78 67 100 93.00% 44.00% 30.00% 19.00% 

四年級 71 81 72 56 102 86.27% 28.43% 34.31% 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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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級 73 83 69 25 103 90.29% 34.95% 30.10% 25.24% 

六年級 75 87 78 63 126 88.29% 38.10% 32.54% 1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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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5-16 年度中學派位情況 

校名 人數 校名 人數 

順德聯誼會李兆基中學 2 保祿六世書院 8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6 東華三院陳兆民中學 6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1 可風中學 4 

長沙灣天主教中學 1 保良局胡忠中學 1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12 荔景天主教中學 18 

迦密愛禮信中學 3 石籬天主教中學 10 

裘錦秋中學（葵涌） 24 其他學校 30 

總數 126 

 

 

 

 

 

 

3.  學生行為表現 

行為表現 數目 項目 

優點 338 個 校內表現傑出及為校爭光 

小功 12 個 為校爭光 

缺點 

11 個 違反校規 

4個 欠交功課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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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7% 5% 4% 100% 

105 人 9 人 6 人 6 人 12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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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生成就報告 

 

201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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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項優良獎、七項良好獎） 

2. 校際朗誦節英語組（兩項季軍、一項團體季軍、十五項優良獎、八項良好獎） 

3. 校際朗誦節宗教組（一項榮譽獎、一項亞軍、三項優良獎） 

4. 校際朗誦節普通話組（一項團體季軍、十三項優良獎、四項良好獎） 

5. 第二十屆荃灣葵青區小學生德育故事演說比賽 （粵語：一項金獎、一項銀獎、一項優異獎；普通話：一項金獎、兩項優異獎；廣播劇銀

獎） 

6. 保良局家多點 Fun 比賽小一、小二標語創作比賽（一項優異獎） 

7. 香港青年旅舍協會 賽馬會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計劃「兩代情」徵文比賽（三項優異獎） 

8. 第二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一項金獎、兩項銀獎、一項銅獎、一項優異獎） 

9.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初賽（兩項三等獎、四項二等獎） 

10.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晉級賽（三項三等獎、一項二等獎） 

11.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決賽（一項三等獎、一項二等獎） 

12. 2016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暨 2016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初賽（一項銀獎、一項銅獎） 

13. 中國數學教育研究會「2016 兩岸菁英數學邀請賽初賽」（一項三等獎） 

14. 第四十一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2016 香港小學數學精英拔賽（一項數學競賽三等獎、一項計算競賽三等獎、一項總成績三等獎） 

15. 青少年機械人世界盃（RCJ） 2016 年青少年機械人世界盃（兩項足球初級組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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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 

1. 第 48屆聯校科學展填色比賽（初小組冠軍） 

2. 星島雜誌集團「第二屆全港兒童繪畫比賽」（一等奬） 

3. 遺傳性心律基金會「關心健康生活」繪畫比賽 2015（高小組冠軍、高小組季軍、初小組季軍、兩項初小組優異奬） 

4.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全港兒童中秋花燈設計比賽 2015」（小學組入圍奬） 

5. 香港社區網絡「綠色融和樂安蔭」環保袋設計比賽（小學組冠軍、小學組亞軍、七項小學組優異奬） 

6. 小童群益會「我家綠油油」填色比賽（小學組優異奬） 

7. 聖鮑思高慈幼協進會「2015 聖誕漫報填色比賽」（兒童組亞軍、兒童組優異奬） 

8. 和富慈善基金「我的開心寵物繪畫比賽」（七項初小組優異奬、四項高小組優異奬） 

9. 樂活博覽 2016「綠色廚房」填色比賽 2016（三項優異奬） 

10. 「愛家庭。愛社區」填色比賽 2016（高小組季軍、三項高小組優異奬、兩項初小組優異奬） 

11. 宏施教育基金「全港愛心學校填色比賽 2016」（優異奬） 

12. 香港家庭福利會「愛。和諧。校園」繪畫創作比賽（優異奬） 

13. 耀中語藝教育中心「第六屆親親大地國際繪畫比賽」（高級組佳作獎） 

14. 香港藝術發展局校園藝術大使（2名） 

15. 校際音樂節比賽 

 十三歲或以下教堂音樂中文組（亞軍） 

 九歲或以下教堂音樂中文組（良好獎） 

 粵曲對唱小學初級組（三項良好獎） 

 牧童笛二重奏（兩項良好獎） 

 鋼琴獨奏（一項冠軍、八項優良獎、三項良好獎） 

16. 校際手鈴比賽 手鐘初級二組（銅獎） 

17. 教育局「學校動感聲藝展比賽」（銅獎） 

18. 香港學校戲劇節比賽 

粵語組（傑出合作獎、傑出演員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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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1. 葵涌區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兩項季軍、一項殿軍、一項團體殿軍 

 男子丙組一項殿軍 

 女子甲組一項季軍 

2. 葵涌區校際游泳比賽 

 男子甲組三項冠軍、一項季軍、一項殿軍、接力冠軍、團體冠軍 

 男子乙組兩項冠軍、一項亞軍、兩項季軍、一項殿軍、接力冠軍、團體冠軍 

 男子丙組一項亞軍、一項殿軍、團體殿軍 

 女子甲組一項冠軍、兩項季軍、接力殿軍、團體季軍 

 女子乙組一項季軍 

 女子丙組三項亞軍、接力亞軍、團體亞軍 

3. 新界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男子乙組一項冠軍、接力季軍 

 男子丙組接力殿軍 

4. 裘錦秋中學五十周年金禧校慶小學游泳錦標賽 2016 

 男子甲組三項冠軍、一項亞軍、一項殿軍 

 男子乙組一項亞軍、一項季軍、一項殿軍 

 女子甲組一項冠軍、一項季軍 

 女子丙組一項季軍、一項殿軍 

5. 2015 年度香港警察跆拳道會週年大賽（一項冠軍、兩項亞軍、三項季軍） 

6. 香港尼泊爾跆拳道會「第十四屆香港尼藉公開跆拳道錦標賽 2016」（一項冠軍、一項季軍） 

7. 香港跆拳道協會「香港小學跆拳道隊制賽 2015」（一項冠軍、一項季軍） 

8.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第十六屆全港公開夜光龍錦標賽 2015」（一項亞軍、一項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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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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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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教師進修發展方向以推動學生學會自學的策略為

目標，申請外間支援服務，參與不同機構，包括教育局

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CoE），透過借調教師到校支

援服務作技術支援及培訓，亦參與香港教育學院「促進

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支援計劃，運用平板電腦於

課堂中進行數學教學。此等專業進修給予教師更多新思

維，新方法，教學相長，於校內有系統地推動及發展自

主學習策略 
 學校除加強教師的專業培訓外，亦加強課室助理、教學

助理及資訊科技技術員的電子學習培訓工作，協助教師

預備教材及作出技術支援，提高學習及教學成效 
 部分學生能掌握電子學習模式，但因推行的時間較短，

教師未能真正著學生利用有關電子軟件在家進行自學 
 高年級學生對在「專題研習」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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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興趣 

 教育局及相關機構應自主學習方向，提供多項培訓及支

援工作，有助校方培訓、策劃及推行自主學習策略 
 各科主任於學期初的科務會議中，著科任把與課題相關

而有用的電子學習軟件記錄於《學習難點及建議總

表》，以作參考 
 教師定時提供網上學習資源讓學生於家中自學 
 學生利用平板電腦於「專題研習日」當天即時製作匯報

的簡報及作不同類型的資料搜集，以減省學生於家中做

家課時間 
 提升課室自學閣中學習材料的趣味性 

學生在自學方面

獲得成功經驗 
 

 透過學校壁佈、校園內展示學生佳作的不同設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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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專題研習分享會」中，大部分學生享受是次分享會

及獲得成功感 
 5D 班 喜 愛 於 英 文 寫 作 課 中 進 行 「 自 我 評 估

（self-assessment）」模式 

 學生的匯報技巧可有更大的進步空間 
 「專題研習分享會」能進一步提升學生的自信心 
 英文寫作的「自我評估（self-assessment）」模式於下一

個學年推行至六年級（6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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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科鼓勵四至六年級的學生於家中進行網上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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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息時段播放網上的資料給學生聆聽，鼓勵他們回家跟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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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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次校外服務共有 184 人次，包

括探訪老人院、義賣朱古力及社區探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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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正向的四至六年級學生

提供成長的天空輔導服務，90%參與者認同活動有幫助 
 為四及六年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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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學生參與 

 對外服務仍然為重點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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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學生正面價值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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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增設「師兄師姐」計劃，

讓四年級學生照顧一年級的學生。師兄師姐效果良好，

學長能用心協助一年級學生，在情緒月攤位活動中更獲

得家長義工的讚賞 
 今年舉辦了 2 次秩序比賽，學生表現不俗，24 班獲得

秩序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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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續關愛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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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份定為「關注情緒健康月」，透過早會分享、慈幼

論壇、訓育週會、成長課、講座及情緒教育攤位遊戲等

活動，讓學生認識情緒及表達情緒的方法、認識快樂的

意義和重要性及用正面及積極的態度面對困難。93%教

師 76%學生表示活動能達到預期目標 

 以全年不同形式的活動帶出有關「情緒」及「正面積極」

的信息，讓學生能在不同時間得到提醒，也避免在同一

時間太過著重，反而強化了負面情緒 
 除了學生外，教師的精神健康也十分重要，需為教師提

供處理情緒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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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總結 展望 

 邀請醫管局兒情計劃到校為教師進行「如何處理學生的

焦慮問題」工作坊，80%教師指工作坊能提升他們對焦

慮症的認識及敏感度 
營造宗教氛圍，

培養學生向天感

恩、向人的心 

 70%學生能專心參與祈禱及各項瞻禮，以表示學生已懂

懷著喜樂的心，事事感恩 
 學生能維持課餘班祈禱的傑出表現 
 宗教老師於早會的福傳短講及宗教課程，能令學生學習

感恩及懂得反思 
 慈幼論壇安排兩次感恩的訊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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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福傳活動，學生對愛主愛人的精神有更深的理解 
 透過寫感恩祈禱紙，學校的校園賞識文化得到提升 
 透過感恩行動，學生懂得以行動表達謝意 

 希望學生於放學前的祈禱能更集中精神 
 學生能維持課餘班祈禱的傑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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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幼論壇可按高低年級安排不同的程度，因應學生的認

知及理解能力，而作出適合的調適 
 繼續舉辦福傳活動，令學生更懂得欣賞自己及別人 
 希望透過展示感恩祈禱紙的佳作，令學生的自信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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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引導學生事事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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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財務報告 

（1） 非為特定學校而設之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實際收入 預算支出 實際支出 

1.1 非為特定學校而設之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1,219,618.59                                           

1.2 學校課程發展支出                             10,000.00         6,770.00 

1.2.1 中文科                            8,700.00          7,256.90 

1.2.2 英文科                             10,500.00         15,493.60 

1.2.3 數學科                               5,000.00          5,144.90 

1.2.4 常識科                             10,000.00           7,482.60 

1.2.5 視藝科                           2,000.00           1,271.00 

1.2.6 音樂科                               5,500.00         8,485.00 

1.2.7 體育科                             15,800.00         18,922.61 

1.2.8 普通話科                               1,500.00           2,855.00 

1.2.9 宗教科                               3,000.00          2,865.30 

1.2.10 電腦科                               1,000.00             587.50 

1.2.11 通識導俢課 - 756.00 756.00 

1.3 學校及班級支出（1.3 與 1.1 的預算及實際支出相同）                           500,000.00       510,665.00 

1.3.1 總務工作小組                               1,000.00           980.00 

1.3.2 人事及自評工作小組                            18,000.00           21,786.00 

1.3.3 圖書                             41,300.00         58,122.40 

1.3.4 學教發展小組                              6,500.00             

1.3.5 融合教育小組                               6,200.00          3,792.00 

1.3.6 營養及環保教育工作小組                             8,350.00          11,236.00 

1.3.7 群育發展及學業表現小組                           124,690.00       94,555.42 

1.3.8 中小幼及社區聯繫小組（包括校訊等印刷品）                             25,500.00        19,637.65 

1.4 靈德育及公民教育                                  400.00                      

1.5 升降機保養津貼                                               76,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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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輔導及訓育計劃          -          3,500.00           4,568.60 

1.7 綜合家具及設備津貼（包括維修及保養）                          180,000.00       271,898.00 

1.8 行政津貼-額外的文書助理津貼     -    150,160.00       148,260.00 

 小計    1,219,618.59    1,215,496.00    1,324,186.48 

     

（2） 為特定學校而設之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實際收入 預算支出 實際支出 

2.1 行政津貼 / 修訂行政津貼   1,247,136.00    1,204,880.00    1,163,407.41 

2.2 學校發展津貼       774,096.72      673,355.00      741,520.26 

2.3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424,683.43       380,000.00       400,990.58 

2.4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130,869.00       122,304.00      122,304.00 

2.5 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730,559.11       904,589.00     904,640.80 

2.6 成長的天空計劃 （小學）       196,332.00         96,600.00         92,300.00 

 小計    3,480,516.15    3,381,998.00    3,425,163.05 

     

（3） 其他津貼    

  實際收入 預算支出 實際支出 

3.1 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的活動計劃-資助費         16,229.70                                1,678.75 

3.2 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的活動計劃-活動         9,800.00                             9,500.00 

3.3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現金津貼       443,794.00       178,600.00       185,070.00 

3.4 校本課後學習支援伙伴先導計劃       230,000.00       230,000.00       326,742.00 

3.5 新來港兒童校本支援計劃         31,617.00        30,000.00 18,239.40 

3.6 德育及公民教育支援津貼       528,700.00                      - 

3.7 代課津貼           2,444.00                      2,218.00 

3.8 發還地租及差餉       243,259.50  240,012.00 

3.9 目標為本津貼             4,718.00             - 

3.10 全年經常性的代課教師現金津貼       163,561.50     100,000.00 88,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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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全年經常性的代課教師現金津貼       119,647.50                      76,426.00 

3.12 支援非華語學生津貼       800,000.00  793,416.00  803,447.50 

3.13 一筆過撥款 ITE4       121,450.00  121,450.00  120,200.00 

3.14 經常性津貼 ITE4         84,940.00  84,940.00  56,870.00 

3.15 一筆過津貼-推動 STEM 教育       100,000.00  -  - 

3.16 加強學校行政管理津貼       250,000.00  -  - 

 小計   3,242,063.22       1,782,218.00 1,852,257.65 

     

（4） 關愛基金援助項目帳的津貼    

  實際收入 預算支出 實際支出 

4.1 關愛基金-在校午膳津貼計劃       705,410.00                     516,180.00 

 小計       705,410.00                     516,180.00 

     

（5） 納入「學校普通經費帳」的津貼    

  實際收入 預算支出 實際支出 

5.1 賽馬會全方位基金         143,640.00     95,760.00         121,720.00 

5.2 校際話劇節津貼           2,700.00                             2,487.80 

 小計       146,340.00       99,260.00         124,207.80 

     

總計（1）+（2）+（3）+（4）+（5） 8,793,947.96 6,828,972.00 7,241,99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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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學校接受捐贈及籌款紀錄 

2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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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陶禮治先生捐贈港幣八萬元作學校發展和增添設施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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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74.50。 

 

 校長：                                                                     校監：                       

            何永昌 校長                                                                謝家賢 神父 

 

日期：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