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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校願景、宗旨和目標 

願 景 

在天主聖神的帶領下，學生懂得敬主愛人；富探究精神，發揮創意，

盡展潛能，樂於終身學習；並擁有健康的身心，勇於承擔，敢於面對逆

境，將來成為高素質的社會接班人。 

宗 旨 

1. 秉承耶穌寶血女修會辦學宗旨，以宗教及道德教育為首要目標。 

2. 培養學生在德、智、體、群、美、靈六育上均衡發展，以達致全人教育。 

3. 發揮學生潛能，體現「敬主愛人，進德修業」的精神，達致真、善、

美、聖的境界。 

4. 培養學生有堅毅的精神、積極的人生觀，成為樂於服務人群、貢獻國家

的好公民。 

校 訓  

「敬主愛人，進德修業」 

 

目 標 

我們深信： 

1. 在基督的愛內，彼此融和合一，使學校成為充滿愛的大家庭。 

2. 本校教職員是一個富使命感的高效能團隊，能為推動教育改革而努力。 

3. 學校能提供愉快的學習環境，使學生主動學習，熱愛生命，創造美好的人

生。 

4. 學生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歷程，建構知識，發揮創意，展現潛能。 

5. 教師與家長能共同合作，培養學生自學的精神，促進身心的健康，使能

應付將來的挑戰。 

6. 本校學生對學校有歸屬感，以在嘉靈學習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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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們的學校 

2.1 學校簡介 

本校是一所政府資助的天主教小學，由耶穌寶血女修會在一九六九年創辦。校

舍原本位於深水埗元洲邨，於一九九九年九月遷至現址，而於零一年九月正式成為

一間全日制學校。新的校舍不但讓學生在更舒適的環境中學習，而且也為他們提供

更齊備的學習配套。 

學校秉承耶穌寶血女修會的辦學宗旨，以宗教及道德教育為首要目標，致力培

養學生具備堅毅的精神、積極的人生觀，實踐校訓「敬主愛人、進德修業」，成為

樂於服務人群、貢獻國家的良好公民。 

2.2 學校設施 

校內有課室三十間，除禮堂、籃球場、操場和遍植林木的校園外，另設有英語

活動中心、多媒體學習室、中央圖書館、校園電視製作中心、學生活動中心、常識

室、視覺藝術室、音樂室、祈禱室、教學資源室、輔導室、多用途小禮堂、多用途

環保飯堂、再生能源基地、農耕地及家長資源中心。每間課室均設有電腦、電子白

板及完善的視聽器材。全校安裝空調設備、中央廣播系統，並在操場及各樓層設置

飲水機。 

2.3 學校管理 

自 1999 年 9 月開始逐步推行校本管理，檢討及釐定學校政策。本校為耶穌寶血

女修會會屬小學之一，於 2012 年 8 月 31 日成立法團校董會。法團校董會成員除來

自耶穌寶血女修會，包括本校校長、會屬學校校長及傳道者外，並加入教員、家

長、校友及獨立人士等不同的持份者，進一步提高學校行政的透明度。各校董經不

同角度探討問題，向校方提供寶貴意見，令學校的發展獲益良多。 

15-16 年度 法團校董會 成員組合 

辦學團體校董 6 人 
家長校董 1 人 

替代家長校董 1 人 

校長校董 1 人 校友校董 1 人 

教員校董 1 人 
獨立校董 1 人 

替代教員校董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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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們的學生 

3.1 班級組織 

班別數目 

級 別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總 數 

班 數 5 5 5 5 5 5 30 

學生人數   

級 別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總 數 

男生人數 94 80 81 64 74 75 468 

女生人數 68 80 71 86 76 73 454 

學生總數 162 160 152 150 150 148 922 

3.2 學位空缺率 

本年度全校只有在六年級有 2 個學位空缺。 

3.3 學生出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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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們的教師 

4.1 教師資歷 

4.1.1 過去三年的教師數目 

年 份  教師人數 

13－14 54 

14－15 54 

15－16 56 

 

 4.1.2 教師獲得的最高學歷  

 

 

 

 

 

 

 

 

 

4.1.3 已接受專業訓練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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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已達英語及普通話語文能力要求的教師 

 

 

 

 

 

 

 

 

 

 

 

4.2 教學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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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專業發展 

4.3.1 校長持續專業發展的時數 

 

4.3.2 教師專業發展 

a. 校本教師專業培訓：： 

 配合教學及課研－「資優校本經驗分享」、「全面推行電子學習校本經驗分

享」、‘Socrative, Edcreations’ Apps 應用、「活學活用平板電腦」等工作坊及

「小學互動課堂 power lesson」分享會 

 其他主題－「班級經營的實踐」及「培養高 EQ 孩子」講座、「危機處理放大

鏡」工作坊、「掌握快樂的秘訣」分享會、全體中層管理人員及法團校董會培

訓課程 

b. 科本培訓工作坊 

 中文科－「從優質課業到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 

 數學科－「應用校本單元學習套」 

c. 與外界的聯繫 

 課程統籌主任參與教育局課程發展組的學習社群。 

 常識科科主任參與由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常識科課程領導—學習社群」籌組

的跨校協作小組。 

 接受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3 位學員駐校實習，並安排 3 位資深老師擔任啟導

老師。 

d. 促進幼小銜接 

 為幼稚園家長及高班學生舉辦小一新生體驗日。 

 接待幼兒高級教育文憑課程學生作駐校體驗，藉著與學員分享交流，加深對幼

小教育銜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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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教師個人專業進修       

本校教師不斷積極進修，自我增值，以提升教學效能。本學年的教師進修時數

表列如下： 

持續專業發展模式 有系統的學習 其他模式 

持續專業進修總時數 3512.8 2881.45 

每位教師平均進修時數 65.05 5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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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 1. 優化校本課程，加強照顧學生多樣性，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成 就︰ 

1. 深化具科本特色的校本課程。例如︰中文科結合「以讀悟文」教學模式，完善閱讀策

略教學；英文科參與「校本支援」計劃，優化「以讀帶寫」教學；數學科強化概念

教學，有系統地規劃解難課程，以銜接中學課程；常識科持續推行專題研習，優化思

維課程（結合資優三招）。從觀課交流表顯示教師能設計具科本特色的教學內容，其

中約 70%能以實例說明課堂亮點及全部交流表均提出觀課後的建議。 

2. 善用校外資源，以發展校本課程及改善校內設施，促進學生學習。運用 Wifi900 撥

款，提升網絡基建設施，並安排老師參與五星期「小學電子學習」課程，皆有助推展

電子學習。在推動平板電腦教學上，五年級常識科以《拒絕吸毒》這個課題進行電子

學習，增加學習的趣味性。而四年級數學科選取《周界》這個課題，老師 運用

Geogebra 教授學生利用平移邊界來計算不規則圖形的周界。根據問卷調查結果顯

示﹕超過 80%老師認同學校已循序漸進推展電子學習的教學模式；超過 90%老師認同

培訓課程有助對電子學習的認識；超過 70%老師認同運用電子學習能提升學生學習動

機；約 90%學生表示平板電腦有助其學習。 

3. 透過多元閱讀，提高學生的閱讀及寫作能力。已按計劃於中英文科，全年最少推介 2

篇優秀文章，擴闊學生閱讀面；另各學習領域能透過溝通和協作，而且各主科及德公

科全年推介最少 2 本圖書。從數據顯示，學校閱讀氣氛濃厚，學生喜愛借閱課外書

籍，透過多元閱讀，能提高學生的閱讀及寫作能力。 

4. 為照顧學生多樣性，已制定精英班政策、發展資優課程及設計高、中、低分層課業；

在課堂教授及在課業設計上加添思維元素，發展學生高階思維能力。在課堂教授及在

課業設計上加添思維元素，例如中文科參加教育局「專業發展學校計劃」，大埔舊墟

公立學校老師支援本校規劃中文科全班式資優課程。中文科科主任及科任老師更與聯

校老師分享教學經驗及參與計劃的成果，從而提升教師專業發展。 

5. 持續支援學習能力稍遜的學生。為他們開設輔導教學班，於小三、四進行小班教學；

另一方面，為照顧有讀寫困難的學生，特別安排家課或考試調適，並設立「輕鬆讀寫

樂悠悠」、「音」「樂」伴我行、「樂」動心靈等小組，與東華三院余墨緣綜合服務

中心合辦「英語樂滿 Fun」英文口語訓練活動，提供全英語的環境讓小五、六的學生

進行學習。 

6. 以評估數據促進學習。例如︰數學科優化擬題策略，包括按基本能力指標擬題、填寫

題型表及作試後詳細檢討。目的為提升試卷質素及更有效透過不同題型以考核不同能

力的學生。此外，考試後各科會檢視「考試成績紀錄表」的數據，根據學生學習弱項

提出改善建議外，並使用「評核素質保證平台(AQP)」自動化網上系統，輸入三年級

中英數考卷的成績，所提供的數據用來分析學生的強弱項，並以客觀科學的方法分析

學生的得分模式，計算出各種指標，深入分析學生的學習差異，從而修訂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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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優化課堂回饋的質素。中文科的科任老師檢閱三至六年級學生作品後，已根據學生的

寫作表現，分析學生的寫作弱項，並設計「寫作回饋表」。其後，老師於寫作課中進

行寫作講評，並運用學生的作品作例子，指導學生正確運用標點符號，以及運用恰當

的詞語表情達意。而六年級英文科老師就於試後透過「寫作回饋工作紙」，鞏固學生

所學，結果所有老師皆同意應加強回饋的質素。 

8. 提升教師及科本課程領導的專業能力，設立科主任學習圈。會議內容包括檢視學校課

程未來發展路向，就跨課程閱讀、促進學習的評估、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STEM 教

育、電子學習平台等，透過討論和交流，超過 90%科主任認同透過課程專業培訓能夠

提升領導及反思能力；超過 90%參與學習圈的老師認同專業交流能提升其專業發展。 

反 思︰ 

為了提升教學效能，持續優化課堂學與教，教師除了透過共同備課及同儕交流，確

定教學目標及學習難點，繼續以評估數據促進學習，優化課堂回饋的質素。而支援學生

多樣性及不同的學習風格，能善用 Wifi900 教育局撥款，並購置平板電腦，使能更全面

地照顧學習差異； 下年度為更有效推行電子學習，建議加強教師培訓，並於校內舉行公

開課，其中包括個別先導老師開放課堂，供同事觀課。 

此外，現時學校除了運用校內考試成績、中英數三科 TSA 成績的分析數據，作為修

訂課程內容及學習重點的依據； 也加上考評局「評核素質保證平台(AQP)」自動化網上

系統，以客觀科學的方法分析試卷的質素及學生的強弱項，以制定適切的策略回饋學與

教，效果理想，建議按每學年各級學生的總體表現而決定須參與的級別或科目。 

另一方面，本校緊貼教育趨勢，除了發展電子學習外，亦於常識科試行將數理科技

元素引入五年級閉合電路的教學中，並善用 6E 探究教學模式，落實及優化學習活動。

期望下年度再次透過參與教育局「專業發展學校計劃」，在支援學校協助下，能透過有

效運用學習歷程檔案，提升學生學習科學與科技範疇的效能，在推行 STEM 教育更事半

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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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2. 培養學生自我管理的能力，以提升個人素質。 

成 就︰ 

1.  透過「嘉靈至 Like Kid 獎勵計劃」，協助學生訂立具體而明確的奮鬥目標，並鼓勵學

生以堅毅不屈的精神加以實踐。計劃中的三大目標分為自律、自愛及自重，為了協助

學生達成目標，訓輔組舉辦了相關的活動，讓學生從實踐中學習。在「排隊比賽」

中，全校學生均能達標，其中超過 80%更表現優異。在比賽中，大部分學生互相激勵

以求進步，表現值得欣賞。至於「自律守規至 Like Kid 比賽」是以提升學生的自我管

理能力為主，通過比賽來查考他們在課堂秩序、準時上學及儀容整潔三方面的表現。

結果，全校均能達標，獲得一個「Like」以示鼓勵。此外，是次比賽設有多個獎項，如

「全校至 Like Kid 大獎」、「全校至守時大獎」、「全校至整潔大獎」、「全校至守

規大獎」及「嘉靈至 Like Kid 班」，藉此營造校園熾熱的氣氛。結果，全體學生除了

積極參與外，更期望校方再次舉辦相類型活動。據問卷調查顯示，98.7%家長曾鼓勵子

女積極參與「嘉靈至 Like Kid 獎勵計劃」，接近 100%家長表示會鼓勵子女繼續參與下

年度的校本獎勵計劃，足見此計劃獲得家長的支持。同時多於 70%教師認同學生能根

據目標而奮鬥；多於 60%教師認為學生在自律、自愛及自重三方面有進步；多於 90%

學生認同自己能根據目標而奮鬥。學生表現理想，多於 98%學生在計劃中獲獎，有

27.6%獲得金獎，54.7%獲得銀獎，16.4%獲得銅獎。透過此計劃，學生在學業、品德及

服務三方面均有進步，顯示出本計劃的成效。 

2.  透透過多元化的學習經歷及校園氛圍，培養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在綜合活動課中

舉辦講座，透過邀請專業人士到校講話，讓學生擴濶知識領域，提升思考及辨別能

力，從而建立正確的價值觀。本年度曾為初小學生邀請了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主講「誠

信與責任」，以提升學生的自律精神；此外，亦邀請了我惜食宣揚珍惜食物的訊息，

讓學生明白保護地球是人類的責任。至於高小學生方面，訓輔組邀請了香港精神大使

到來分享，透過講者自身經歷，鼓勵學生樂觀積極面對困難。又邀請了香港小童群益

會演出「家添好動好戲 FUN」，透過音樂劇帶出要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才能有健康

身體之訊息。透過講者的分享，學生表示明白自律及做事積極是個人應有的態度。老

師認為透過專業人士的分享，能擴濶學生的知識領域，藉此建立正確的價值觀。除了

講座外，校方亦期望學生透過服務學習，培養出責任感及承擔精神，於是為學生設立

各類型的服務崗位，期望透過體驗及實踐，培養出同理心及承擔精神。本年度多於

80%學生曾擔任不少於一項職務，當中包括風紀、服務生、圖書館管理員、小老師、英

語中心服務大使、電視台小記者、小農夫、班長、膳長、燈神等，多於 90%老師認為

學生均能盡守已職，承擔責任。除此，讓學生對不同的社群有更深入的認識，於是安

排多次的校外服務。有服務長者活動、賣旗活動、探訪低收入人士及走訪少數族裔。

參與的學生均表示通過服務，讓他們學會關心和尊重別人之餘，亦建立了自信，勇敢

地完成任務。至於陽光學堂亦為學生提供 29 班不同的課後課程及 18 項活動，以擴闊視

展，展現潛能。以上課程及活動深受學生及家長歡迎，接近 100%參加者，都希望再參

加。 

3.  透過班級經營，提升學生自我管理的能力。訓輔組定期與班主任進行級會議，讓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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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學校對學生的要求外，更建立交流平台讓各人分享經驗，繼而協助學生提升自我

管理的能力。全體班主任認同級會議有助他們更能掌握經營班級事務的竅門。訓輔組

安排在開學日播放有關學校對學生期望的短片，並提供時間讓師生就學生應有的守則

作出討論，協助學生清晰地確立自己在品德、學業及服務上的目標。同時老師透過

《生活小貼士》，讓學生有具體學習的示例，助他們在言行舉止上有良好的表現。多

於 65%老師認為學生經過老師提示後，在言行表現上是有進步的。為了加強師生的凝

聚力和提高學生的歸屬感，訓輔組透過心印心計劃、情牽一線、真情對話、正能量加

油站、午間小敘等策略，加強家校的溝通及緊扣師生的關係。上述策略均收成效，多

於 65%學生認為同學間的關係有所緊密，並增強了對學校的歸屬感，尤其是參加了心

印心計劃的學生，高達 96.6%認為自己與老師的關係更加緊密。本年度，為教師安排了

「班級經營的實踐」工作坊，全體老師認為是次工作坊有助他們深度瞭解「班級經

營」的目的及策略。 

4.  透過多元化的活動策略及課堂設計，培養學生建立正面的自我形象。透過成長小組，

如情緒及社交小組、專注力提升小組、自我管理小組、性教育小組等，為有需要的學

生提供不同類型訓練，讓學生學會管理情緒的技巧及培養合作精神。本年度結合訓輔

組及學習支援組，共為有需要的學生開設了十四個小組，期望通過小組讓他們學懂管

理自己的行為及情緒，培養自律、自愛及自重的精神。經老師觀察後，認為各小組參

與者均積極參與，而高達九成的學生表示在小組中學到相關知識，由此可見成長小組

有效地幫助學生成長。。 

5.  加強家校合作，共同提升學生的個人素質。增辦相關的家長教育講座、工作坊、小組

活動等，讓家長進一步掌握培育子女的知識與技巧。本年度為家長舉辦了「愉快學習

家長英文小組」，讓他們認識英文課本的教學重點、提升對內容的掌握及認識了如何

提升子女學習英文動機的方法。95%家長認同活動有助他們掌握培育子女的知識與技

巧。亦辦了五次家長茶聚，內容包括「親子溝通有妙法」及「性教育」講座外，更提

供平台，讓家長互相分享與子女相處的技巧，提升親子關係。100%家長認同活動有助

他們掌握培育子女的知識與技巧。另外，98%家長認同性教育講座能教懂他們有方法地

向子女灌輸性知識，並提高去嘗試的信心。100%家長認同活動有助他們掌握培育子女

的知識與技巧。此外，家長教師會亦舉辦了一個「令孩子人見人愛 ─ 培養高 EQ 孩

子」家長教育講座。透過講座，協助家長瞭解孩子發脾氣的原因，同時檢視自己處理

孩子情緒的心態及學習以同理心來處理自己和孩子的情緒，最後成為孩子的情緒教練

﹙Emotion Coach﹚的技巧。根據問卷調查，100%參加者表示透過講座能讓他們學習處

理孩子情緒的方法。 

 

 

反 思︰ 

  本年度透過「嘉靈至 Like Kid 獎勵計劃」，協助學生訂立具體而明確的    奮鬥目標，

繼而培養學生自我管理的能力，以提升個人素質，成效可見一斑。惟基於個別獨特性之

故，宜在下年度增設學生個人目標一項，好讓學生為個人需要及期望而奮鬥，以增強計劃

的效能。此外，建議校方提升對學生的期望，將達標數目增高，以激勵他們發揮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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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方推行的服務學習不但讓學生從服務中學會關心別人，也讓他們反思過去的不

足，因而改變過往只顧自我的思想。為了讓更多學生有機會參與服務，建議下年度增設

校外服務機會。此外，給予出外服務的學生與校內同學分享的機會，讓服務者通過自身

經驗來影響同學，帶出真誠、尊重、責任及承擔等價值觀。 

班主任按時與學生討論《生活小貼士》，有助學生建立良好的行為，惟鑑於學生並

無擁有小冊子，故影響家長未能跟進及深化。有見及此，建議   訓輔組印發給所有學生，

以收延續的效能。 

訓輔組為使學生有多元化的學習經歷，故透過隱蔽課程，來培養學生自我管理能力

及建立正確的價值觀。而本年度為學生設立的成長小組，均能顧及各年級不同的需要，

下年期可繼續舉辦，惟小一學生由於年幼關係，需要更長的訓練時間，故建議增加兩個

小一成長小組的節數，以收更高的效益。 

從「家長茶聚」、「愉快學習家長英文小組」、「家長講座」及家長義工聚會中，

反映出本校家長需要一個交流平台，亦需要提升教導子女的知識及技能，故此，下年度

有需要拓展家長教育工作。此外，為讓家長多認識天主教的教義，期望宗培組參與拓展

家長教育事宜，建議可先在「家長茶聚」中加入宗教元素，讓家長增加對天主教的認

識。 

期望透過上述的建議，結合各科組的努力，能讓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日漸提升，繼

而成為高素質的公民。 

 



13 

六. 我們的學與教 

6.1 學與教的特色 

以學生為本，發展校本課程，內容著重兩文三語的訓練，配合不同的學習活動及多

元化的教學策略，結合合作學習的模式  ，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和培養他們正確的價

值觀。教師亦積極進修，促進個人的專業發展，以達致教學相長的效益。 

6.1.1 整體的發展 

a. 配合本年度各關注項目，優化校本課程，加強照顧學生多樣性，提升學與教的效

能。 

 深化具科本特色的校本課程，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持續優化各主科校本課程 

 透過多元閱讀，提高學生的閱讀及寫作能力 

 持續提升課堂效能，以照顧學生多樣性。 

 運用電子學習，以照顧不同能力、學習風格的學生 

 持續優化資優校本課程，為不同能力學生提供適切的照顧 

 規劃更全面的學習支援工作，加強對學習能力稍遜的學生提供支援 

b. 持續完善科組層面的自評機制，以提升學與教效能 

 透過共同備課、同儕觀課、工作坊及分享會，提升教學效能。 

 在各科會議中設立分享時段，讓教師就學生學習及教學心得作反思及交流。 

c. 發展校本課程，以配合學生的需要 

 從四個關鍵項目推行不同的校本課程 

從閱讀中學習 － 推動「閱讀策略」教學、「閱讀獎勵計劃」和「閱寫越有

分」等活動，使學生能透過多閱讀、多分析，深化學習過程。 

 德育及公民教育 － 以德育及公民教育科及聖經科為主線，加上各科的配合，

透過正規課程及活動，有系統地培養學生正面價值觀。 

 專題研習 － 以常識科為主線，各級進行不同層次的研習；其他各科則以小型

研習或主題學習予以配合。 

 運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 － 著力發展電子學習平台，為學習提供支援，如

內聯網的自學平台、網上互動練習等。 

 加強校園電視台的節目內容，透過發放資訊，提升學生「兩文三語」的表達

及組織能力。 

 配合課程改革，推行專科教學 

 分別在英文科、中文科及數學科推行「專科專教」政策。 

 加強中、英、數、常和德公科的科本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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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科 －  持續以普通話教授中文，並結合「以讀悟文」及閱讀策略教

學。在「以讀悟文」課堂的基礎上，優化閱讀策略的教學，並

積極推展全班式資優課程，提高學與教的成效。此外，透過參

與「『縫熊說故事』文學劇場計劃」，讓學生從「戲劇基礎及

文本創作坊」及「劇場藝術工作坊」接受有系統的戲劇訓練，

而其餘各級的課堂活動亦融入戲劇教育的元素，深化「聲情教

學」，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 

 英文科 － 本年度繼續參與教育局「校本支援計劃」，於三年級進行課研

及課程統整，目的是提升學生的說話及朗讀能力。另於小一至

小四推行「語音帶讀」校本課程，學生在外籍老師課堂內透過

運用不同的故事書，學習不同的語音，以提升學生的閱讀能

力。此外，又於課堂上閱讀 BIG BOOK 及電子故事書，以增強

學生的閱讀興趣。 

  數學科 － 透過「自擬應用題及計算題」訓練學生的解難、自學及運算能

力。以「評估促進學習」，訂定基本學習能力指標，使擬定考

卷時能更準確地對應評估目標及照顧不同能力的學生;此外，在

一年級進行學前及學後測試，在二、五、六年級進行「學習能

力評量」，在三年級則運用「AQP」平台，以數據分析並診斷

學生的強弱項，從而作出針對性的教學策略。 

 常識科 － 在不同年級設有生活技能、科學探究及閱報技能的學習，並透

過專題研習發展學生的研習能力，促進學生自學。 

 德公科 － 持續優化課程，配合「童心看巨人」學習主題，於課堂內外加

入以中國歷史人物為主線的活動，以推廣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和

美德。 

d. 確立多元而適切的評估方法，照顧學生個別差異 

 推動各科發展多元化及進展性評估 

 中文科 － 推行進展性及總結性評估，試題的內容及形式均配合「全港性

系統評估」及「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並加入高層次思

考題，以配合評估趨勢。 

 英文科 － 配合「全港性系統評估」及「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採

用主題情景串連整份評估卷，並加入批判性思考題及閱讀技巧

題。透過小測、專題研習(小二及小六)等進展性評估，以鞏固學

生學習；更附設不同持分者的評分表，使學生更了解自己的表

現。又為小六生設計回饋工作紙，幫助他們建構科本知識。 

 數學科 － 題型內容配合「全港性系統評估」及「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

驗」模式，並加入思考題。 

 常識科 － 以生活技能、科學探究及專題研習作為進展性評估。另於紙筆

評估設有思考技能及閱報技能部分。 

 安排學生參予國際性的學科評估，以擴闊學生的視野及增強自信心。 



15 

 推行「課程調適」，讓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獲得更全面的照顧，例如「功課

調適」和「考卷調適」。 

e. 採用多元教學策略，建立學生各種共通能力、不同的價值觀和態度 

 持續推行合作學習 

  運用誘發性的學習活動來啟發學生的高階思維及發展他們的共通能力。 

  透過同儕協作學習及討論，讓學生從中獲得及鞏固知識。 

  各科推行專題研習，提升學生九種共通能力。 

 促進互動的教學模式。 

 本年度在各科聚焦建立以下的共通能力及價值觀 

 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 － 批判性思維能力、創造力、解難能力。 

 發展學生的價值觀及態度 － 誠信。 

 全方位學習 

本年度以「蛻變中的小巨人」為主題，引發同學的學習興趣和對學問的追求。

三天的學習活動多采多姿，包括一、二年級的同學透過參觀動植物及香港公

園，學習如何關心大自然。至於校友余翠怡姐姐就到校為三、四年級的同學分

享，她憑着恆心和耐力，成為一位出色的劍擊女運動員。四年級的同學有機會

用平板電腦參與數學遊蹤活動，盡情享受資訊科技帶來的學習樂趣。而五年級

的同學就參與了由太空館舉辦的到校活動--星校行，一睹星空奇景及天文望遠

鏡的真貌。 

 跨學科專題研習 

小五學生以「歷史巨人—孫中山先生」為主題進行跨學科專題研習，學生透過

到中山、東莞實地考察及與當地小學交流，加強對中國國情及偉人的認識。另

於全方位學習日，學生以話劇、新聞報導及數白欖形式在禮堂匯報學習成果，

他們自行編寫劇本及講稿，配合自製的道具，認真投入地演出，使在場觀賞的

老師及同學大表讚賞。 

f. 各科的工作發展 

本年度配合關注事項及促進學習的主要活動： 

 中文科 

 戲劇教學、校外朗誦及寫作比賽、科本專題研習、《三字經》背誦計劃、多

元閱讀計劃、普通話早會 

 英文科 

 戲劇教學、校外朗誦及寫作比賽、科本專題研習、《三字經》背誦計劃、多

元閱讀計劃、普通話早會 

 數學科 

 全港小學數學比賽、遊戲日、全方位學習日之「生活數學」、「數學遊踪」 

 常識科 

 全方位學習日、學習參觀、科技活動、時事知多 D、專題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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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科 

 創作方面：節奏樂句、「童心看巨人聲藝創作」、數白欖、廣告聲響、舊

曲新詞、中國五聲音階、迴旋曲、圖像譜和聲響創作 

 五、六年級粵劇教學協作計劃、「中國樂器初探」專題研習、粵劇初探小

冊子、自製樂器、自學聆聽工作紙 

 視藝科  

 全港小學第十四屆小手創造牛奶盒設計比賽、15/16 年度深水埗區道路安全學

校畫報創作比賽、教育局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2016 全港愛心學校填色

比賽、美化校園活動 

 體育科 

 運動會、校內乒乓球賽、班際三人籃球比賽、體適能獎勵計劃、體能活動、

早操、小息活動（籃球、手球、乒乓球、呼拉圏及跳繩）、九西區學界游

泳、田徑、足球及籃球比賽 

 聖經科  

 「琅琅上口背金句」、認識小聖人、將臨期製作「小聖人腳板」、靈修計

劃、查閱聖經或網上聖經 

 德公科 

 圍繞歷史及人文國情安排主題短講、午間影片欣賞、「童來看中國歷史人

物」主題學習活動、再生能源教育基地實地考察。 

 電腦科   

 設計 :「自律守規」時間表、「自愛自重」口號、「目標在望」月曆、「我

的志願」圖片、「愛‧動起來」動畫 

 運用 Google site 製作專題研習報告 

 運用 e-class 製作 e-profile 

6.1.2 監察措施 

a. 科組層面 

科主任透過觀課、觀簿和試卷質素評核，為老師在教學上提供改善建議。 

b. 行政層面 

透過對教師、學生、家長的意見調查，以及各科組檢討結果，作為改善及提升教

學質素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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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學校上學日數  

6.2.1 整學年上學日數 

 

 

 

 

 

 

 

 

 

6.2.2 為各級學生安排學習活動日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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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八個學習領域的課時 

6.3.1 各學習領域課時的百分比 (小一至小三) 
 
 
 
 
 
 
 
 
 
 
 
 
 
 
 
 
 
 
 
 
 
 
 
 
 
 
 
 
 

6.3.2 各學習領域課時的百分比 (小四至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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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閱讀習慣  

6.4.1 學生從學校圖書館借用閱讀資料的頻次 (小一至小三) 
 

 

 

 

 

 

 

6.4.2 學生從學校圖書館借用閱讀資料的頻次 (小四至小六) 

 

 

 

 

 

 

 

 

6.4.3 學生每年從學校圖書館借用閱讀資料的平均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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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本校校風淳樸，師生關係良好，校園洋溢著關愛文化。全體教師在學生支援委員會

轄下之訓輔組、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學業支援組和宗教培育組帶領下，配合駐校教育心

理學家的校本計劃，共同照顧及培育學生，讓學生在學習、行為、品德和情意上獲得均

衡的發展。 

7.1 整體策略 

7.1.1 全校參與，支援學生成長 

老師透過及早識別計劃及校內轉介機制，將有需要的學生分流至訓輔組、學習支

援組、教務組及資優教育組等，再由學生輔導主任、校本教育心理學家、言語治

療師等專業人士，按學生的需要給予適切的支援或轉介。 

7.1.2 推行德育及公民教育 

在課程上，各級均設有德育及公民教育課，透過教材及生活事件，引導學生從多

角度進行分析、思考，從而建立正確的生活態度及價值觀。課程除了有生命教育

外，更包括健康教育、環境教育、性教育及成長教育。在活動上，除參與外界不

同的計劃，如「綠得開心學校標誌計劃」、「至『營』學校認證計劃」、「香港

『惜』食運動」、「傳承惜食計劃」外，更舉辦各類活動，如「環保公益清潔

日」、「舊校服回收為環保」等，作為課程上的延展及補足。 

7.1.3 培養愛國情意 

校方重視國情教育，藉課程及活動，讓學生認識祖國及認同國民身份。除有升旗

隊定時舉行升旗禮儀外，亦會透過專題短講，國情影片欣賞等，向學生介紹國內

的河山風光、偉人事迹，讓學生進一步認識祖國。此外，校方參與由教育局主辦

的「同根同心計劃」，讓全體五年級學生在老師帶領下，到國內體驗生活及進行

文化交流活動，藉此培養學生的愛國情意。 

7.1.4 採用多元化的學習活動 

透過有系統的學習計劃及全校性主題活動，幫助學生的身、心、靈健康成長。如

定期舉辦專題講座、參觀活動、體藝表演欣賞和各項訓練等，以擴闊學生視野，

提升學生個人素質。 

7.1.5 設有「各展所長」的服務崗位 

提供學生服務機會，除在班內設有職位外，在校內更設有不同的服務崗位，如風

紀、服務生、校園電視控制員、小記者、司琴、領禱員、小老師、圖書館服務

生、英語室服務生或資訊科技服務員等崗位，讓學生各展所長，寓服務於學習，

達致自我成長的果效。至於高能力的學生，更會被資優教育組聯同訓輔組甄選，

接受領袖訓練。 

7.1.6 營造和諧關愛環境 

以「嘉靈至 Like Kid 獎勵計劃」鼓勵學生從學業、品德及靈育三方面得到均衡的

發展外，更培養孩子建立正面的價值觀，鼓勵他們互相尊重及包容，共同營造校



21 

園積極向上、互勵互勉的氣氛。此外，全體老師一同參與「心印心計劃」，以一

對一形式，關顧計劃內的學生。老師亦會透過「星星榜」、「情牽一線」、「午

間小敍」等班級經營策略，緊扣師生的關係，加強班內凝聚力，培育學生重己重

人，營造和諧關愛環境。 

7.1.7 參與服務活動 

透過賣獎劵、賣旗、植樹、探訪獨居長者等活動，為學生及家長提供機會參與社

區服務，回饋社會。 

7.1.8 舉辦有系統的教師培訓 

透過外間機構、駐校教育心理學家及訓輔組安排的工作坊及分享會，提高老師關

顧學生的意識及能力。 

7.1.9 善用校外資源 

善用「仁濟醫院德育及公民教育獎勵基金」、「永恆教育基金」、「新界崇德

社」、家教會及熱心人士的捐助，為學生提供適切的支援。亦透過校本課後學習

支援計劃，為合資格學生提供不同的學習班及社交情緒小組，如「放學 ICU」功

輔班、「英語小作家」、「記憶潛能大爆發」、「數理邏輯訓練班」、「英文閱

讀技巧班」、「童玩樂」、「情緒多面體」、「專注小組」及「社交達人」等。 

7.2 學習支援 

7.2.1 包括個別學習計劃、學業輔導計劃、小班教學、功課輔導班、小老師計劃、言語治

療服務、結伴同航訓練計劃和測考及功課調適等項目。 

7.2.2 為在英語、數學及體藝方面有潛質的學生舉辦訓練課程。 

7.2.3 於暑假期間為小一新生舉辦增益課程、適應工作坊等。 

7.2.4 於暑假期間，為非華語學生舉辦「中文學習小組」，提升他們的中文讀寫能力。 

7.2.5 於暑假期間，舉辦「暑期學習班」，以鞏固成績稍遜學生的學業基礎。 

7.3 成長支援 

7.3.1 舉辦升中講座，幫助升中學生認識中學的學習生活、科目、活動及人際情況。 

7.3.2 透過制服團隊，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機會，以實踐服務他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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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學生表現 

8.1 學業表現 

8.1.1 本學年有 92%畢業生獲派中學學位首三個志願，而獲派第一志願者約佔 84% 

（綜合「自行分配學位階段」及「統一派位甲、乙部分」） 

志願 一 二 三 四 五 其他 合計 

人數 125 5 6 2 3 7 148 

百分比 84.5 3.4 4.1 1.3 2.0 7.4 100 

  

 

 

 

 

 

 

 

 

8.1.2 本學年畢業生約佔四成獲派第一組別 

類 別  第一組別 其他組別 合 計  

人 數  61 87 148 

百分比 41 5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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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過去三年校外活動中獲得的獎項 

類別 比賽/ 組織名稱 
獎項詳情 

2013/14 2014/15 2015/16 

視藝 

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教育局) 
銀獎一名及 

嘉許狀三名 

金獎一名及 

嘉許狀四名 

金獎一名及 

嘉許狀二名 

道路安全學藝比賽   季軍及優異獎各一名 

美化校園桌椅繪製活動 優異奬六名   

深水埗區道路安全學校畫報創作比賽  優異獎 優異獎一名 

我的海洋夢粵港澳 

海洋生物繪畫比賽 
 優異獎  

亞太區「奔向未來」繪畫比賽  

一等獎二名、 

三等獎五名及 

優異獎二名 

 

全港愛心學校填色比賽  
季軍一名及 

優異獎二名 
優異獎三名 

浸會醫院「白衣天使」 

慰問卡設計比賽 
 優異獎十名  

音樂 

 

香港學校音樂節 

初級中文聖詩組 

優良獎 

初級中文聖詩組 

優良獎 

初級中文聖詩組 

優良獎 

鋼琴獨奏 

冠軍及季軍各一名、優

良獎八名及良好獎五名 

鋼琴獨奏 

冠軍及亞軍各一名、優

良獎十一名 

及良好獎二名 

鋼琴獨奏 

冠軍兩名、優良獎六名

及良好獎四名 

小提琴獨奏

良好獎一名 

小提琴獨奏

良好獎二名 

小提琴獨奏 

優良獎一名 

古箏獨奏 

優良獎一名 

結他獨奏 

優良獎一名 

 

 

結他獨奏 

優良獎一名 

  

國際音樂藝術大賽 

(節奏樂) 
金獎 金獎 金獎 

全港兒童鋼琴家大賽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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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 組織名稱 
獎項詳情 

2013/14 2014/15 2015/16 

體育 

九龍西區校際田徑比賽 

個人冠軍、亞軍、季
軍、殿軍及第六名各一
名、第七名三名、第八
名兩名、男甲團體優異

獎 

個人亞軍一名、季軍二
名、第五名一名、第六
名二名、第七名五名、

第八名一名、 
男乙團體殿軍 

個人季軍、第七名各兩
名及第八名四名 

全港童軍田徑賽 冠軍及亞軍各一名   

深水埗區分齡田徑比賽  冠軍二名  

學校舞蹈節中國舞比賽 甲級獎 甲級獎 甲級獎 

學校舞蹈節西方舞比賽 

群  舞：優等獎及 

甲級獎 

三人舞：甲級獎及 

乙級獎 

群  舞：優等獎及 

甲級獎 

三人舞：優等獎及 

甲級獎 

群  舞：甲級獎二 

個 

三人舞：甲級獎 

二人舞：乙級獎 

屯門區西方舞比賽 金獎 
群舞：金獎 

四人舞：銀獎 
群舞：金獎 

荃灣區舞蹈大賽(東方舞少年組)  銀獎  

香港普及體操節比賽 最佳表現獎 銀獎 優異獎 

學校推廣計劃–運動攀登比賽 亞軍   

聯校跆拳道公開大賽 亞軍   

聯校跆拳道錦標賽  
冠軍及季軍 

各一名 
 

九龍西區校際游泳比賽 
冠軍及亞軍各一名，第

五名及第八名各二名 

亞軍、季軍各一名及第

八名三名 

冠軍、第五名各一名 

及亞軍兩名 

荃灣區分齡游泳比賽   亞軍三名 

深水埗區分齡游泳比賽 季軍二名 
冠軍二名及 

季軍一名 

冠軍一名、亞軍及 

季軍各兩名 

「龍城康體杯」游泳邀請賽 
冠軍一名 
亞軍二名  冠軍及亞軍各兩名 

油尖旺區分齡游泳比賽  亞軍及季軍各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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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 組織名稱 
獎項詳情 

2013/14 2014/15 2015/16 

香港鯊魚錦標賽 

動力皇長池邀請賽 
 亞軍  

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 
自由泳及蛙泳 
季軍各一名 

  

社區共融慶祝國慶游泳錦標賽   亞軍及殿軍各一名 

港九地域學界游泳比賽  殿軍  

第十二屆廠商會盃 

小學籃球邀請賽 
 男子銀盃賽殿軍  

陳樹渠紀念中學籃球邀請賽 冠軍 亞軍 亞軍 

中聖書院三人籃球邀請賽   冠軍 

陳樹渠紀念中學足球邀請賽 殿軍 季軍 殿軍 

九龍西區校際乒乓球比賽   優異獎 

陳樹渠紀念中學乒乓球邀請賽   亞軍 

全港中小學聯校劍擊分齡賽  冠軍一名  

仁愛堂劍擊大賽 冠軍   

 

 

 

 

 

 

 

 

 

 

 

 

學術 

 

 

 

 

 

 

 

 

 

 

香港學校朗誦節 

二人朗誦： 

優良獎兩名 

粵語詩文集誦 

季軍及二人朗誦季軍 

粵語詩文集誦 

冠軍 

粵語獨誦：冠軍一名、

季軍二名、優良獎九名

及良好獎三名 

粵語獨誦：亞軍及季軍

各二名，優良獎九名及

良好獎三名 

粵語獨誦：冠軍一名、

優良獎及良好獎各五名 

英語詩文集誦： 

冠軍 

三年級組英語詩文集

誦：優良獎 

英語詩文集誦 

冠軍 

普通話獨誦：冠軍一

名、季軍三名、優良獎

十九名及 良好獎四名 

普通話獨誦： 

季軍二名、優良獎十五

名及良好獎四名 

普通話獨誦： 

季軍一名、優良獎十一

名及良好獎一名 

英語獨誦： 

冠軍一名、亞軍二名、

季軍四名、優良獎二十

五名及良好獎四名 

英語獨誦： 

冠軍及亞軍各一名、季

軍二名、優良獎二十四

名及良好獎一名 

英語獨誦： 

優良獎二十七名及良好

獎三名 

天主教經文獨誦： 

冠軍一名 

天主教經文獨誦： 

季軍一名及優良獎三名 

天主教經文獨誦： 

良好獎一名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 銅獎   

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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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 組織名稱 
獎項詳情 

2013/14 2014/15 2015/16 

 

 

 

 

 

 

 

 

 

 

 

 

 

 

 

 

 

 

 

 

 

 

 

 

 

 

 

學術 

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中文科優良獎兩名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英文、數學及科學) 

 

英文：良好七名 

英文：榮譽一名、 

優異十六名及 

優良十二名 

英文：優異六名及 

優良十四名 

數學：特優二名、 

優異二十名及 

良好五十一名 

數學：高級榮譽三名、

榮譽十六名、 

優異三十四名及優良二

十四名 

數學：高級榮譽三名、

榮譽九名、 

優異四十名及優良二十

三名 

科學：特優一名、 

優異六名及 

良好二十名 

科學：高級榮譽三名、

榮譽五名、 

優異十一名及 

優良八名 

科學：高級榮譽二名、

榮譽五名、 

優異十一名及 

優良四名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 
奧林匹克邀請賽 

一等奬 三等奬二名 

一等獎八名 

二等獎十九名 

三等獎十六名 

全港十八區(深水埗區) 
小學數學比賽 

優異三名

優良六名 

優異三名 

優良九名 

優異三名 

優良九名 

小學奧林匹克數學比賽 銅獎三名 
銀獎三名及 

銅獎五名 
 

兩岸菁英數學邀請賽初賽   三等獎二名 

多元智能盃   二等獎一名 

香港小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   銅獎四名 

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銅獎四名、 

優異獎八名及 

團體優異獎一名 

首六十名獎狀一名 

金獎、銀獎各一名 

、銅獎三名 

、優異獎六名 

及團體優異獎一名 

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三等獎一名  
二等獎一名 

三等獎一名 

《港澳盃》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暨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銀奬 銀奬 

金奬四名 

銀奬十名 

銅奬二十一名 

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二等奬及 

三等奬各一名 

二等奬二名 

三等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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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 組織名稱 
獎項詳情 

2013/14 2014/15 2015/16 

 

新加坡數學競賽初賽(香港賽區)  

金獎二名、 

銀獎一名及 

銅獎三名 

 

奧海盃數學競賽  銀獎  

Golden Julibee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chools   亞軍一名 

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 
(香港區)初賽   

一等獎兩名 

二等獎八名 

三等獎八名 

香港教育城 
常識百搭科學專題探究展覽 

傑出獎及 

嘉許獎各一項 
  

Primary School English Quest 

(True Light Girl’s College) 
銀獎四名 

銀獎四名及 

個人獎亞軍一名 
銀獎四名 

 
「我的綠色家居」─ 減廢投票及 

創意比賽 

團體冠軍及 

個人亞軍 
  

 
香港學校戲劇節 

(英語音樂劇) 

傑出整體演出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演員(六名) 

傑出整體演出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演員(二名) 

傑出整體演出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演員(五名) 

服務 

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運動 金獎 金獎 金獎 

公益少年團主題活動比賽 優異獎 銀獎 冠軍 

「環保為公益花卉義賣籌款」  銅獎  

「校園種植樂收成」 冠軍   

其他 

「資訊科技獎勵計劃」  金章二名 
金章四名 

優秀金章一名 

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香島教育機構有限公司) 
優秀學生 優秀學生  

「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教育局合辦) 

「關愛校園」榮譽 「關愛校園」榮譽 「關愛校園」榮譽 

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嘉許狀 嘉許狀 嘉許狀 

「健康飲食在校園」─ 

至「營」學校認證計劃 

至「營」學校嘉許獎、

「基本認證」、「健康

午膳優質認證」、「健

康小食優質認證」 

  

「點解呢本書咁好睇」 

廣告時間比賽 
冠軍 

冠軍及季軍 

各一名 

季軍及優異獎 

各一名 

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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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 組織名稱 
獎項詳情 

2013/14 2014/15 2015/16 

書叢榜─ 

「最踴躍投票學校」 
冠軍 冠軍  

「給故事人物的情詩」 

(教協及康文署合辦) 
 優異獎兩名  

數碼達人創作大賽 季軍   

「十本好讀」 

(香港教育城) 
 

「最積極參與學校」 

(小學組)  

「最積極參與學校」 

(小學組)  

「耀能大使・傷健共融」徵文比賽 

(香港耀能協會及 

平等機會委員會合辦) 

 
冠軍、季軍及 

優異獎各一名 
 

「優秀女童軍選舉」 

(香港女童軍) 
 優秀女童軍  

智「惜」用電計劃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一星級 

「綠得開心學校」 
 

中小學生棟篤笑比賽  冠軍  

 

「書叢閱讀報告」 

(教協及康文署合辦) 
   

「書叢『想』一想」 

(教協及康文署合辦)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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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課外活動的參與 

8.3.1 活動的涵蓋面及均衡性 

a. 涵蓋面廣泛，包括綜合活動、課前、小息及午膳後活動、課餘自費才藝班、拔尖

班、校內大型活動、試後暑期活動、加強訓練班和制服團隊等。 

b. 綜合活動項目均衡，共有 48 組興趣小組，類別包括智育、藝術、體育、技能、德

育、群育、靈育等各方面。表現突出者更可獲加強訓練，代表學校參與校際比

賽。 

 

 德 育： 成語樂趣多、環保 DIY 

 智 育： 電腦小學堂、開心樂園讀書會、動動腦、開心小發現、數學小博

士、多元智能、奧數、樂在「棋」中、圖書館小工匠、資訊科技

小精靈、科探精英、「童」心創故事、Scrabble is Fun、象形文字

知多少、小小小記者、機關王 

 體 育： 乒乓小將、田徑、足球、球類遊戲、活力體操 

 群 育： 歡樂天地、English Fun Games、小眼睛看大世界、趣味英語遊

戲、桌遊大聯盟、「童」玩樂、反斗英語、笑談普通話、無慮小

鬥士、建信工程 

 美 育： 點「紙」咁簡單、Super Fit 韻律操、瑯瑯上口、唱遊、小小司

琴、英語集誦、合唱團、戲劇、中文集誦、舞出新天地、叮叮噹

噹、動感聲色藝、水墨畫 

 靈 育： 小樹苗、耶穌的小助手 

 加強訓練班： 獨誦、集誦、歌詠、科探精英 

 拔尖班： 乒乓球、視覺藝術、節奏樂、戲劇、英文、數學、中國舞、西方

舞 

c. 開展聯課活動如不同類型的參觀、戶外學習、秋季旅行等，以促進全方位學習。 

8.3.2 統籌及推行 

a. 設有效機制統籌、監察及支援各活動小組的運作，確保活動質素。包括各興趣小

組、制服團隊擬定工作計劃及於學年終結時進行評估。 

b. 善用校外資源 

 安排學生參加課後學習支援計劃(校本及區本)、歷奇輔導計劃及小六戶外教育營

等；另引入外間體藝教育機構，於校內舉辦不同類型的表演。 

c. 參與活動的安排 

 讓學生輪流參加多元化的興趣小組，另挑選有潛質學生參加拔尖課程，提供有關

訓練，而家境清貧學生如申請綜援、書簿津貼者，可獲減免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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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本年度學生參與課外活動的概況 

項目 興趣小組 才藝班 校外比賽 制服團隊 拔尖班 

參與人數 922 654 6129 298 256 

 

 

 

 

 

 

 

 

 

 

 

8.4 體格發展 

本年度的三至六年級學生繼續參加「體適能獎勵計劃」，透過體能測試，

讓學生更了解自己的體能狀況，並藉著記錄運動日誌，加強多做不同運動的動

力。本年度學生的體能表現理想，接近 80%學生在此計劃中取得金、銀或銅

章。 

除了課堂教學外，本校於小息時段為學生安排不同的體育活動，包括乒乓

球、籃球、手球、跳繩及呼拉圈，鼓勵學生經常參與運動。此外，本年度維持

每星期兩天在早會中集體做早操，藉此提升學生的身體素質，養成良好的健康

習慣。 

再者，在校方大力推動培育學生健康的生活方式及體藝發展下，學生對多

做運動和注重健康的意識日漸提高。為了進一步改善學生的體能，會繼續於每

節體育課進行簡單的體能訓練，包括坐地前伸、來回跑、耐力跑、仰臥起坐、

俯卧撐等，促進學生神經、肌肉、骨骼及身體各部官能，使身體獲致全面的發

展及良好的體適能。在本年度的主題學習活動中，加插了空手道及劍擊示範，

讓學生認識課堂以外的運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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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財務報告 
(2015 年 9 月 1 日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 

 收入 ($) 支出 ($) 

承上年度結餘(政府資助及學校津貼) 9,050,543.33  
I. 政府資助   
   
(1) 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基本撥款—基線指標                  小結 1,431,360.61 1,178,879.40 

   

為特定學校而設之津貼   

消減噪音津貼 463,935.00 370,208.18 

修訂行政津貼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1,561,111.83 1,481,991.09 
398,211.00 455,657.50 

學校發展津貼 # 702,146.00 500,438.00 

成長的天空 107,559.00 106,202.00 
學生輔導津貼 568,635.00 564,688.70 
額外學生輔導津貼 216,814.00 185,000.00 

加強語言治療 176,532.00 166,600.00 

新來港兒童校本支援計劃  10,327.00 3,128.00 

小結 4,205,270.83 3,833,913.47 

(2) 非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學習支援津貼 1,527,942.00 1,676,859.60 

支援特殊教育學生津貼 82,656.00 101,304.00 

課後學習支援津貼 375,600.00 374,270.00 

在校免費午膳津貼 934,470.00 852,682.00 

小結 2,920,668.00 
   

3,005,115.60 

(3) 其 他(整合代課、SENCO、STEM 教育津貼 小結 

  

1,899,813.21 1,886,980.71 
      德育及國民教育、提升網上行政津貼等)    

II. 學校津貼 (一般津貼)   

(1) 捐款/籌款 68,300.00 68,534.00 

(2) 特定用途的收費 203,280.00 215,247.94 

 

 

 

(3) 買賣文具、練習簿、視藝材料等盈利 27,270.60  

(4) 其他收支:(租金、銀行利息、圖書罰款、   

、才藝班水電費、課外活動等) 456,723.31 

 

359,930.51 

 (5) 賽馬會全方位基金 120,600.00 94,146.50 
 (6) 畢業典禮 11,199.00 

 
14,328.00 

(7) 電子繳費 502,190.20 615,256.00 

                                   小結 1,391,066.81 1,367,442.95 

15/16 年度總收入/支出 11,848,179.46 11,272,332.13 

15/16 年度總結餘 575,847.33  

15/16 年度終結累積盈餘  9,626,390.66  
# 計劃書及檢討報告見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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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學校的未來發展方向 

10.1  2015/16 至 2017/18 年度的關注事項 

 

項 目 
時間表 

15/16 16/17 17/18 

1. 
優化校本課程，並透過推動電子學習，加強照顧

學生多樣性。 
   

2. 培養學生自我管理的能力，以提升個人素質。    

 

10.2  下年度關注事項的重點內容 

10.2.1  優化校本課程，加強照顧學生多樣性，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a.  深化具科本特色的校本課程，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b.  持續提升課堂效能，以照顧學生多樣性。 

c.  持續推行促進學習的評估，提升教學效能。 

d.  提升教師及科本課程領導的專業能力。 

10.2.2 培養學生自我管理的能力，以提升個人素質。 

a.   透過「嘉靈至 Like Kid 獎勵計劃」，協助學生訂立具體而明確的奮鬥目標，並鼓

 勵學生以堅毅不屈的精神加以實踐。 

b.  透過多元化的學習經歷及校園氛圍，培養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c.  透過班級經營，提升學生自我管理的能力。 

d.  透過多元化的活動策略及課堂設計，培養學生建立正面的自我形象。 

e.  加強家校合作，共同提升學生的個人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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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回饋與跟進 

10.3.1  關注事項 (一) 優化校本課程，加強照顧學生多樣性，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過去一年，學校持續優化校本課程，並透過「電子學習小組」參與課程規劃

及安排教師培訓，相信能落實三年計劃，推展至更多科目和級別。而設立科主任

學習圈，能透過科主任專業交流，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下年度則可透過科目核

心小組，舉行交流會議，跟進科務工作及監察課程實施的進度及質素。 

10.3.2 關注事項 (二) 培養學生自我管理的能力，以提升個人素質。 

過往一年，學校以「嘉靈至 Like Kid 獎勵計劃」為主要媒介，再透過提供學

生有多元化的學習機會、強化班級經營策略及緊密家校合作等策略，有效地提升

了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繼而提升個人素質。下年度學校繼續推行「嘉靈至 Like 

Kid 獎勵計劃」，並配合學生個人特質，在計劃中的奮鬥範疇上增設個人目標一

項，以增強效益。此外，擴闊服務學習的領域及增辦次數，並設置機會讓他們與

同學分享，藉以營造愛主、愛人及愛萬物的氣氛。同時，加強家長教育，提升家

長教導子女的知識及技能，俾能與學校攜手，共同培養孩子。 

10.3.3  其他事項 

a.  透過參加教育局校本支援計劃及專業發展學校計劃，致力使學校成為一個持續發

展的學習型社群。此外，教師亦積極參與校外教研及交流活動，例如：中文科及

常識科科主任在校外研討會分享校本課程。 

b.  校方持續推動資優課程。為了配合學校將推行數理科技課程(STEM)，已連續兩年

挑選數學及科學精英參加由青協創意科藝體驗計劃舉辦的「機關王」工作坊，學

生積極參與活動，並能發揮團隊精神及創意，加上結合課堂所學的科學原理，學

生能設計出具創意的機關。另本年度舉辦「創意科藝體驗之多媒體設計」工作

坊，學生除了學習編寫電腦程式，同時可以訓練邏輯思維，以提升其應用數碼資

訊科技的能力。相關活動，值得持續發展，以培訓人才。 

c.  透過參加由新界崇德社及永恆教育基金主辦的「環保 · 還補綠色教育計劃」，期

望學生通過一系列的活動，如製造環保酵素、種植、參觀等，增加對環境的認

識，繼而養成珍惜及愛護地球的操守。 

d. 透過參加由香港女工商及專業人員聯會及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主辦的「傳承惜食計

劃」，讓學生身體力行，每天午膳時都減少廚餘，珍惜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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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下年度重點發展項目 

10.4.1 成功申請教育局「專業發展學校計劃」之「夥伴學校支援計劃」，提升學生學

習科學與科技範疇的效能。 

10.4.2 成功獲選參與康文署與中英劇團合作的「藝‧遊‧劇‧讀」戲劇實踐計劃，從

而提升學生的創意和自信，發揮團隊精神。 

10.4.3 獲考評局「優質評核管理認證計劃」五年認證，並透過「評核素質保證平台」

網上系統分析試卷，收集數據回饋學與教。 

10.4.4 成功獲選參與「利希慎基金」及「生活教育活動計劃」(LEAP)合辦的「生活教

育跨校園」計劃(第二期)，於下學年開始，連續六年免費參與生活教育的小學及

家長課程。 

10.4.5 申辦「薪火相傳」國民教育活動系列之「同根同心」內地交流計劃，以深化學

生對人文及歷史國情的認識。 

10.4.6  再次申請「仁濟醫院德育及公民教育獎勵基金」，加強學生的品格薰陶與公民

責任的培訓。 

10.4.7  參加由香港女工商及專業人員聯會主辦，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執行的「傳承惜食

大獎計劃，以鼓勵學生珍惜食物，淢少廚餘。 

10.4.8  持續爭取熱心人士的資助，提供適切的活動，拓展學生的視野，豐富其學習經

歷。 

10.4.9 參加教育局「加強學校無線網絡基礎建設的發展計劃」，獲撥款推展電子學習，

以促進學與教的互動，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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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統籌主任 工作計劃及檢討報告  附件 1 

15-16 年度 校本課程規劃 

1.  發展目標 

1.1  透過有系統的規劃，發展校本課程，以配合本校學生的能力發展。 

1.2  持續發展四個關鍵項目，以不同的學習形式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 

1.3  進一步完善科組層面的自評機制，以提升學與教效能。 

1.4  創設不同的學習元素及情境，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從而建構知識、掌握技能及培

養正確的價值觀及態度。 

1.5  確立多元而適切的評估方法，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 

1.6  採用多元教學策略，加強學與教的效能。 

2.  策略 

2.1   運用多元化的課堂教學及學習活動回應學校的關注事項。除主科外，其餘各科也

制定校本資優政策，協助不同能力的學生提升學習效能。另外持續優化合作學習

推行策略，以照顧學生多樣性。 

2.2   四個關鍵項目循序地發展︰ 

2.2.1  從閱讀中學習︰持續進行恆常性閱讀活動、在不同的學習主題上加強閱讀的元

素，教師在課堂教學上，加強「閱讀策略」及「思維策略」的交流及分享，並

推展「跨課程閱讀」，藉以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2.2.2  德育及公民教育︰一至六年級設計校本教材，在課堂教學上多以學生生活經驗

為本，結合跨學科學習活動，灌輸學生正確的價值觀，使其主動關心家庭、社

群、國家及世界，成為有識見和負責任的家庭成員、社會公民、國民及世界公

民。此外，透過升旗禮的短講及午膳時段播放短片《小孩子大故事》，介紹名

人事蹟，例如司馬光、張衡等，為培養學生高尚的情操，樹立榜樣，並增加對

國家的認識，加強國民身份認同。而繼去年出版《中華美德小故事》，本年度

再修訂重印，派發一年級學生，宣揚孝悌、仁、義、禮、智、信等美德的重

要。 

2.2.3  專題研習︰進行跨學科專題研習，主題為「歷史巨人--孫中山先生」，學生透過

到東莞、中山實地考察，認識孫中山先生的生平事蹟、對中國的貢獻及其歷史

地位，繼而以話劇、新聞報導及數白欖形式匯報學習成果。 

2.2.4  運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持續發展校園電視台及電子學習平台、網上自學

資源，培訓 IT 小先鋒及開辦家長培訓課程。另推行電子學習，常識科以《拒絕

吸毒》這個課題進行電子學習，當中涉及的閱讀資料較多，但學生運用平板電

腦輔助學習，增加學習的趣味性，亦提升了學習效能。而四年級數學科選取

《周界》這個課題，老師運用 Geogebra 這個教學 Apps 教授學生利用平移邊界

來計算不規則圖形的周界。而小三英文科老師運用 Quizlet 製作發聲字詞卡，並

設計有趣的小測驗，供學生運用平板電腦學習生字，過程中學生不但十分投

入，而且能遵守使用平板電腦的各項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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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配合本校學生需要，發展不同的校本課程 

2.3.1  中文科在小一至小六以普通話授課。 

2.3.2  各級語文科教學滲入戲劇元素，提升學生語文能力及說話技巧。另一方面持續

發展進展性評估，並參加校本支援計劃。 

2.3.3  數學科推展解難及高思維學習，並於每班設自學角。  

2.3.4  數學科協助學生運用數學語言表達數學概念及提升學生的數感。 

2.3.5  英文科透過語音帶讀校本課程，提升學生閱讀英語的能力。 

2.4  持續發展教師專業能力，提升教與學的成效︰ 

2.4.1  創設語言環境，加強兩文三語的教學效能。 

2.4.2  推行中文、英文及數學專科教學。 

2.4.3  加強同儕在教學上的交流，安排同儕備課及觀課。 

3. 成就與反思 

3.1 透過優化校本課程及運用多元化的課堂教學，以回應學校的關注事項。本年度以學

習主題「童心看巨人」及生活事件、服務學習、內地交流等體驗學習，達至全人教

育的目標。另一  方面善用校外資源，例如 Wifi900 撥款，提升網絡基建設施及購

置平板電腦，以發展校本課程及改善校內設施，促進學生學習。 

 另一方面，為照顧學生多樣性，除了制定精英班政策、發展資優課程（抽離式及全

班式、為能力稍高學生安排增潤課程），另設計高、中、低分層課業；在課堂教授

及在課業設計上加添思維元素，發展學生高階思維能力，建議因應學生不同的學習

風格，循序漸進推展電子學習，以加強照顧學生多樣性，並協助高能力的學生進一

步發展潛能。至於兩文三語的發展方面，本校持續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的政策，

各級老師並以「以讀悟文」的教學模式擬定各單元的教學設計。根據學生於考績觀

課及同儕觀課的表現，大部份的學生已掌握聽、說普通話的能力，而於朗讀部份的

表現更尤為理想，學生能以情帶聲地朗讀課文，整體表現不俗。英文科持續推行

「語音帶讀」校本課程，經過幾年間的努力，老師與學生對課堂運作已十分熟習，

學生的學習效果理想。 

 在評估方面，多元而適切的評估方法已相繼發展；為配合教育局推行「以評估促進

學習」的目標，本學期繼續採用由考評局提供的「AQP 評核質素保證平台」，本年

度透過 AQP 平台輸入三年級中英數考卷的成績，所提供的數據有助分析學生的強

弱項，亦有助優化及調適教學策略。 

 在跨學科專題研習方面，小五以「歷史巨人 – 孫中山先生」為主題進行跨學科專題

研習，是次研習為配合於 2016 年 1 月 8 至 9 日舉行的境外學習，有 120 位五年級學

生到中山、東莞實地考察及到小學交流。 

3.2. 關鍵項目的推行 

 本校能循序漸進地推行四個關鍵項目，現四個關鍵項目會恆常進行，並滲透於各科

教學及活動中，增加其深、廣度。亦會在中文、英文及常識等科目推展網上互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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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平台及優化德育及公民教育科的「自學資源庫」，除了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網上

自學資源，更進一步鞏固自學效能 ;此外，運用電子學習，以照顧不同能力、學習風

格的學生。設立電子學習核心小組，規劃電子學習發展進程，並嘗試運用流動電腦

裝置，加強互動教學。下學年將按電子學習三年計劃，推展至更多科目和級別，以

鞏固學生自學能力及照顧學生多樣性。 

3.3  發展不同的校本課程，以配合學生的需要 

 本年度所發展的校本課程均能如期進行，而學習主題「童心看巨人」，不單能貫串

學與教各個範疇，其他組別在推行活動時亦作出相應配合，例如全方位學習、嘉年

華會等。 

3.4  發展教師的專業能力，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教師均認為透過同儕備課、觀課及在會議中的分享和交流，有助提升教師專業發

展；本年度更把同儕觀課集中於中英數常四科，設周三課後備課規劃總表，透過共

同備課及同儕交流，確定教學目標及學習難點，並嘗試及探討優化課堂的教學策

略。又藉着觀課交流會，分享實例，說明課堂亮點及建議，進行集體反思。另外把

提問技巧、照顧學生多樣性和合作學習定為觀課的重點。至於個人進修及校內外的

教學分享，老師亦抱積極而且正面的態度。例如︰中文科及常識科主任在校外研討

會分享校本課程。 

3.5  提升課程領導效能  

 試行設立「科主任學習圈」，讓科主任了解課程發展的趨勢，提升其領導及反思能

力，促進各科發展。超過 90%科主任認同透過課程專業培訓能夠提升領導及反思能

力。超過 90%參與學習圈的老師認同專業交流能提升其專業發展。 

 

 

2015-2016 年度校本課程一覽表  

科目  發展年級及內容  支援團體  

中文  

一至六年級以普通話教中文   

一至六年級持續推行閱讀策略教學―優化教學計劃   

一、二、四年級推行全班式資優課程；三至六年級推行

精英班增潤課程  
 

參加「專業發展學校計劃」，結果思維策略設計全班式資

優課程  
教育局  

「縫熊說故事」文學劇場計劃 

 三年級學生欣賞戲劇表演  

 三、四年級戲劇小組學生參與戲劇基礎及文本工作坊  

 三、四年級戲劇小組學生公開演出及送戲到社區  

康樂文化事務署 

浪人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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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發展年級及內容  支援團體  

英文  

在一至四年級持續推行「語音帶讀」校本課程，以提升

學生閱讀能力  
 

三年級參與「校本支援」計劃  
教育局  

校本支援組  

四年級推行全班式資優課程   

鼓勵學生參與各類型活動，提升說話能力  

數學  

推行「提升學生自學能力」、「運算能力」及「審題能

力」課程  
 

有系統地規劃解難課程 

 
選用多層次課業題型以照顧學生多樣性  

重整及優化四至六年級全班式資優課程，提升學生學習

效能  

常識  

安排一至六年級參與科技活動日   

一、二年級推行生活技能評估   

三至六年級推行科學探究技能評估   

一至六年級推行閱報技能訓練   

專題研習以不同的形式及元素評估學生的學習能力   

三、四年級推行全班式資優課程；四年級推行精英班增

潤課程  
 

電腦  一至六年級修訂校本課程設計   

聖經  
一至六年級推行「教友學生奬勵計劃」 

五、六年級推行靈修計劃 
 

音樂  
一至六年級推行音樂創作課程   

五、六年級加入粵劇協作計劃  查篤撐粵劇團  

視覺  

藝術  
一至六年級優化校本課程及發展評估機制   

體育  三至六年級參加「體適能獎勵計劃」   

德公  小一至小六進行校本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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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環境保護措施 附件 2 

1. 目標 

1.1 致力提高學生對環境保護及保育的意識。 

1.2 制定和實行學校環保管理計劃，使學校環境得以改善、受到保護。 

1.3 維持學生高水平的環保意識。 

2. 政策 

為鼓勵全校學生、教職員重視環保，為學校及香港締造一個健康怡人的生活環境，

按其緩急先後，制定以下的政策：  

2.1 廢物管理 

2.1.1 減少廢物 

－ 檢討學校的採購物品清單，盡量減少採購量。 

－ 利用電腦儲存檔案、作紀錄及發放文件，減少學校的紙張文件。 

－ 鼓勵雙面影印/油印文件或工作紙。 

－ 鼓勵使用電子郵件及電子告示版作校內和對外溝通，若不可行，可以傳閱方

式代替複印多份副本給每名教職員。 

－ 鼓勵使用可再用的餐具、杯碟、毛巾等，少用一次性物品。 

2.1.2 廢物重用 

－ 雙面用紙。 

－ 在舊信封貼上新標籤，再次使用。 

－ 利用環保紙起稿。 

2.1.3 廢物循環再造 

－ 在用紙量高的地方例如影印機、打印機、教員室及課室設置「可再用紙」箱

(收集只用了一面的紙張)及「廢紙回收」箱（收集兩面均已使用的紙張）。 

－ 自行運送廢紙到廢紙商。 

－ 壁報底紙可翻轉再用（或減少使用底紙）。 

－ 參與「學校廢物分類及回收計劃」，在校園內設置廢物分類回收箱，回收商

定期到校收集。 

2.1.4 減少廚餘 

－ 午膳採用飯堂即場派飯的方式，避免使用即棄飯盒。 

－ 每天分派適當份量的飯菜給學生。  

－ 鼓勵學生將午餐吃光，減少剩食。 

－ 在飯堂添置廚餘回收設備，由飯商運回公司後再將廚餘轉化成有機肥料。 

2.1.5 替代使用 

－ 鼓勵教職員及學生使用手帕，不用紙巾。 

－ 鼓勵學生自備午餐食具。  

－ 鼓勵用簡報(PowerPoint)設備作匯報，減少用膠片。 



40 

2.1.6 珍惜資源 

－ 叮囑學生善用課室內的粉筆及其他設施。 

－ 於派報紙日，學生須即日將報紙帶回家中閱讀，避免浪費。 

2.2 節約能源 

2.2.1 空調 

－ 在天氣較涼快的季節盡量引入自然風，代替使用空調。 

－ 建議 25°C 或以上才使用空調。 

－ 放學後，若無人使用課室，應關掉空調。 

－ 使用空調時，關閉門窗以減低空氣滲入。 

2.2.2 能源管理 

－ 在課室、教員室張貼「節約能源」提示字句，提醒教職員和同學離開課室時

關掉所有風扇、電燈等。 

－ 每班設置環保大使，負責班內能源管理工作。 

2.2.3 減低用電 

－ 教員室及課室均安裝了 T5 節能光管，有效節省電量。 

－ 如課室長時間無人使用，應關掉所有電源。 

－ 若辦公室的人不多(例如在周六或正常辦公時間外)，應將部分空調關掉。 

－ 只在有需要時才開動投影機。 

－ 只在有需要時才列印彩色文件。一般的彩色打印機在列印彩色文件時的耗電

量比列印黑白文件為多。所以，減少列印彩色文件不但能減少耗電量，同時

亦能節省昂貴的彩色油墨。 

2.2.4 節約用水 

－ 參與水務署及機電署舉辦的「節水計劃」，洗手間使用電子感應水龍頭及節

水厠缸，有效地節約用水。 

－ 定期監察節約用水的成效。 

2.3 減少噪音 

2.3.1 將發出噪音的裝修工作安排在放學後或非學生上課日子進行。  

2.3.2 定期維修滴水及發出噪音的空調系統。  

2.4 環保採購 

2.4.1 購買可再用或含有部份可再用的產品，如可替換芯的鉛芯筆、原子筆等。 

2.4.2 購買可減低資源耗用的產品，如購買慳電燈泡代替一般的燈泡。 

2.4.3 盡量購買有認可環保標籤的產品。  

2.4.4 奉行採購環保產品的政策，所購買的用品多屬耐用、容易修理、翻新和回

收。 

2.4.5 積極鼓勵維修現有物品代替購買新產品。 

2.4.6 建議供應商提供環保產品，盡量減少使用不必要的包裝物料，並在可行情況

下回收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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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積極鼓勵教職員、學生及家長於購物時皆自備環保購物袋，以及積極鼓勵師

生及家長購買環保產品。 

2.5 環保方案 

2.5.1 監察電力、水及紙張的使用狀況。 

2.5.2 在可行的情況下，高層管理人員應公布能源效益及節能政策，並向員工展示

推行有關政策的決心。 

2.5.3 在課室內張貼校園環保約章以作提示。 

2.5.4 提醒所有員工，若自己是最後離開辦公室的人，便應檢查照明、空調、風扇

及辦公室設備是否關妥。 

2.5.5 透過宣傳和教育，提升員生的環保意識，包括舉辦環境關注日，推廣校園環

保；並鼓勵學生組織各自就所關注的環保事項謀求改善。校方將透過不同途

徑，廣泛宣揚校園環保的行動和成效，以凝聚力量。 

2.5.6 建議同工採用雙面印刷，減少用紙。 

2.5.7 善用油印機，凡印製數量超過 30 張才可使用油印機，減少浪費。 

2.5.8 盡可能使用單面廢紙作校內文件往來，校方設置多個單面廢紙收集箱，方便

所有學校成員使用。 

2.5.9 將用後的公文袋、信封放進公文袋回收箱，教職員應盡量循環再用。 

2.5.10 減少使用賀卡，以電子賀卡代替及利用電子郵件作科務、會務及校務的訊息

往來，以減少廢紙產生。 

2.5.11 重複使用節日用的裝飾物品。 

2.5.12 減少使用禮物包裝紙。 

2.5.13 多舉辦綠色展覽、講座、比賽。 

2.5.14 提醒學生應愛護校園，善用校園內的設施，例如：飲水器、洗手液、花圃、

操場桌椅等。 
 

成就與反思 

1. 學校自推行上述各項措施以來，在節約能源、消耗紙張及用水方面持續取得理想的效

果。用紙量方面因積極推行單面紙循環再用而大大減少。膳食方面，「午膳廚房」及

「多用途環保飯堂」的設置，不但能為學生提供健康飲食，亦有效地減少廚餘，提升

學生對環境保育的意識。在學校設施方面，「再生能源教育基地」和廢物分類回收

箱，能讓學生進一步認識再生能源、環保節能及廢物循環再用的重要，懂得珍愛大自

然。此外，本校與家長教師會繼續合辦「舊校服回收為環保」活動，成績理想。能達

至以上的成果，實有賴全體師生及家長的努力合作所致。 

2. 展望16-17年度，透過持續參與「學校廢物分類及回收計劃」、「綠得開心學校」標

誌計劃、「傳承惜食」計劃等社區活動及與各科組相關活動的配合，有望進一步提高

學生的環保意識，積極愛護大自然，珍惜地球資源。 



42 

運用「學校發展津貼」(15/16 年度)  附件 3 

檢討報告 

項目 關注重點 推行計劃 預期好處 成 效 建 議 

課程發

展／照

顧學生

不同的

學習需

要 

 減輕教師預備

教材及處理教

學或非教學事

務的工作量 

 教師能騰出時

間更注於課程

發展工作及為

能力稍遜的學

生提供支援。 

 聘用兩名教學助理，其工

作範疇為： 

 協助教師製作教具、整

理教材及參考用書。 

 分擔教師教學以外的工

作，如代課、當值及處

理文書等工作。 

  增加人力資源，讓教師

可以專注於課程發展工

作，例如進行全方位學

習及主題學習等活動。 

 使教師能騰出更多時間

照顧學生不同的學習需

要。 

 約佔 90%的教師同意藉著教學助理在代課、當值、整理

教材及處理文書等工作上的幫助，能令他們更專注於進

行共同備課及教學分享等與課研有關的工作。 

 超過 85%的教師同意因教學助理的協助，令他們能更注

專於能力稍遜的學生，使他們從學業輔導中得益。 

 學習紀錄顯示，24 組接受學業輔導的學生中，進步率超

過 50% 的佔 10 組，以英文科及數學科的進步成績較為

顯著。 

 下年度仍維持聘用兩

位教學助理，而不足

的人手會透過其他津

貼聘用，以維持適當

的人力資源，為教師

創造更多空間，優化

教學。 

提升學

生的語

文能力 

 增加學生閱讀

課外書的機

會。 

聘用一名助理，其工作範

疇為： 

 於課餘開放圖書館時協

助照顧學生。 

 協助圖書館主任處理文書

工作及推行活動。 

 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及

習慣，提升學生的語文

能力。 

 超過一半學生每週一次或以上到圖書館借用閱讀資料。 

 每日平均處理借還項目超過 500 項。 

 全年在圖書館借還資料次數超過 70000 次。 

  90%以上學生曾參與圖書館活動。 

  建議下年度繼續聘請

助理，以協助圖書館

照顧學生及推行活

動。 

照顧學

生不同

的學習

需要 

 加強資優學生

在課堂以外運

用英語的信心

及能力。 

一名外藉英語導師 

 教授五、六年級學生寫作

技巧。 

 五、六年級各一組，每組

15 位學生 

 兩組合共上課 9 小時。 

 訓練學生的寫作技巧，

提升其英語表達及創作

能力。 

 80%學生認為此組別能提高他們學習英文的興趣，並願

意再参加此類組別。 

 87%學生認為藉着此組他們的寫作技巧得以提升。 

 學生對導師的表現都相當滿意。有同學作以下的評語:

「課 堂很好。」 

 承接着過去兩年的寫

作訓練，提議下學年

開辦的戲劇班。由寫

稿、編劇、道具、演

員及導演都由學生

「一手包辦」。 

 

 加強資優學生

在數學上的推

理、探究及解

難能力。 

三名數學科導師 

 教授四至六年級數學科資

優學生。 

 分三組，每組有 15 至 20

位學生不等。 

 四年級上課共 4.5 小時 

 五年級上課共 9 小時 

 六年級上課共 4.5 小時 

  改善及提升資優學生的

推理、探究及解難能

力。 

 減輕數學科教師的工作

量，使他們有更多空間

進行共同備課及推行數

學科活動。 

 四至六年級均有超過 80%學生認同此課程能提升他們的

推理、探究及解難能力。 

 全體老師均認為此課程能減輕工作量，使他們有更多空

間進行共同備課及推行數學科活動。 

  建議下學年繼續於四

至六年級推行數學拔

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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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學校發展津貼」(15/16 年度) 

檢討報告 (續) 

項目 關注重點 推行計劃 預期好處 成 效 建 議 

促進專

業發展 
 減輕教師工作

量，使他們能

專注發展有效

的學與教策

略。 

上課期間，為進修的教師

聘請代課教師。 

 一方面減輕老師代課的

工作量，另一方面確保

日常教學活動繼續運

作。 

 本學年未有教師於上課期間進修而需代課，告病假 1 天

亦由其他老師輪流代課，故未有使用該筆款項，成效未

見顯現。 

 持續為上課期間進修

或告假的教師聘請代

課教師，以確保日常

教學活動繼續運作。 

照顧學

生不同

的學習

需要 

 培育資優學生

在體藝領域上

的發展。 

才藝班導師及助教在課後

或周末為有潛質學生的提

供訓練： 

 中國舞蹈 

27 位學生，每週 1.5 小

時 

 西方舞蹈 

44 位學生，每週 2 小時 

 減輕有關教師的訓練工

作，使他們有更多時間

投入教學工作。 

 提供訓練，發展學生在

體藝方面的才能。 

 中國舞於第五十二屆校際舞蹈節中榮獲甲級獎。 

 中國舞校隊在本年度嘉年華會表演中，得到來賓高度

  讚賞。 

 大部份學生表示培訓能提高對中國舞的興趣、技巧及自

信心。 

 西方舞第五十二屆校際舞蹈節兩隻「群舞」及一隻「三

人舞」中榮獲甲級獎，另一隻「雙人舞」則榮獲乙級

獎。 

 西方舞於屯門區第三十屆舞蹈大賽中勇奪金獎。 

 西方舞校隊在本年度曾參與學校畢業禮及結業禮的演

出，表現出色，得到觀眾一致讚賞。此外，他們亦參與

學校的藝萃坊表演，從而推廣舞蹈的樂趣及增加表演的

機會。 

 大部份學生均表示培訓能提高西方舞的技巧，提升對該

活動的興趣及自信；而全部學員均認為可以將所學到的

技能應用在實際生活中。 

 繼續安排及鼓勵學生

多參與校內外表演，

擴闊視野，汲取更多

參賽經驗。 

 安排學生欣賞舞蹈表

演和參與外間舉辦的

工作坊，以擴闊視野

及經歷。 

 乒乓球 

 14 位四至六年級學生，每

週 2 小時 

  全體學生均表示喜歡上拔尖班，並能在培訓中提高乓球

的技巧及信心，將所技能應用在比賽中。 

 在九龍西區乒乓球學界比賽中，男子甲組取得前八名的

優良成績。 

 在校內乒乓球比賽中，拔尖班同學能一展所長，並獲得

優良的成績。 

  除了學界賽外，積極

鼓勵學生平日自行與

同學一同砌磋球技，

並參與一些地區性的

比賽，以增加比賽的

經驗。 

 繼續在校內乒乓球比

賽及期班中中發掘人

材，藉此為他們作出

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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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學校發展津貼」(15/16 年度) 

檢討報告 (續) 

項

目 
關注重點 推行計劃 預期好處 成 效 建 議 

照顧學

生不同

的學習

需要

(續) 

 培育資優學生在體

藝領域上的發展。

(續) 

   視覺藝術 

  20 位四至六年級學

生，每週上課 1

節，每節 2 小時 

 加強資優學生視覺藝術

方面的能力及技巧。 

 培養審美能力及創造

力。 

 更有效地掌握視覺藝術

知識並適當地運用技巧

及工具。 

 於課堂中引入不同的評賞資料及創作媒介，有效提升

學生在視覺藝術的創作及評賞能力。 

 學生的作品於 2 月中擺設於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藝廊

作展覽，得到嘉賓高度讚賞。 

 另外 3 名學生更參與由教育局主辦的「香港小學生視

覺藝術展」榮獲一項金獎及 2 項嘉許狀，表現出色。 

  持續於拔尖班培育學生

的審美及創作能力，並

安排學生多參觀校外比

賽或展覽。 

  節奏樂 

35-40 位二至六年級

學生，每週上課 1

節，每節 1.5 小

時。 

 加強資優學生音樂藝術

方面的能力及技巧。 

 發展音樂意念和掌握創

作技巧，配合演奏和聆

聽，培養學生鑑賞、創

造、溝通和思維能力。 

 節奏樂校隊於第十一屆國際音樂藝術大賽中榮獲金

獎。 

 節奏樂校隊在本年度嘉年華會及畢業典禮表演中，得

到嘉賓高度讚賞。此外平日亦參與學校的藝萃坊表

演，從而推廣音樂的樂趣及多給予他們表演的機會。 

 大部份學生均表示培訓能提高對音樂的興趣、技巧及  

自信心。 

  繼續安排及鼓勵學生多

參與校內外表演及比

賽，以擴闊視野，汲取

更多舞台表演的經驗。 

將全港

性系統

評估與

日常教

學結合 

 讓教師有更充裕的

時間和資源，發展

有效的策略，把全

港性系統評估所反

映的學生能力融入

日常的教與學中。 

聘用一名合約教師，

分擔有關教師的工

作。 

 增加人力資源，為教

師提供更充裕的時間

進行共同備課及課後

分享，並將全港性系

統評估的元素融入日

常的教學當中。 

 按調查結果所得，接近 90%的老師同意聘用合約教師

能有效地為他們創造空間，令他們有更充裕的時間進

行課研、設計課業、課後分享及交流，並且有序地將

全港性系統評估的元素融入日常的教學當中。 

 平均佔 60%中、英、數科的測考題目能配合全港性系

統評估的類型。 

  下年度仍需聘用一位合

約教師，以增加人力資

源，為教師提供空間進

行備課、課後分享等工

作。 

促進學

習評估 
 減輕教師工作量，

使他們更能專注發

展有效的學與教策

略，以改善及提升

中、英文的學與教

效能。 

 聘用中、英文兼職教

師，分擔有關教師批

改寫作評估的工作： 

 協助六年級語文科

教師進行寫作評估

的批改工作，並記

錄學生表現及向任

教老師提供意見 

 減輕教師批改「全港性

系統評估」的工作量。 

 教師能更專注運用評

估資料回饋學與教，

促進學生學習。 

 學生能在短時間得到

回饋，以收最佳效

果。 

  透過聘用兼職老師，既能減輕語文科老師的工作量，

亦能讓學生獲得適切的回饋。語文科老師均能善用

「寫作評估紀錄表」，了解學生於寫作表現的強弱之

處，並於課堂上作寫作講評，從而達致評估促進學習

之效。 

  建議來年繼續聘用中、

英文科兼職老師，為六

年級語文科老師批改部

份的寫作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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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游勵明修女 2015-2016年度的持續專業發展紀錄 附件 4a 

 

A. 有系統的學習 

日期 項  目 主辦機構 時數 

14/9/2015 減少鉛接觸及食水安全講座 教育局 / 衛生署 2.5 

15/9/2015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試驗計劃培訓 教育局 3.5 

2/10/2015 教師發展日「電子學習工作坊」 本校 4 

3/10/2015 宗教科教師發展日「天父的餅印」工作坊 教理委員會 3.5 

25/10/2015 教育同工聚會 寶血會教育事務處 2.5 

26/10/2015 修會學校聯會周年大會 修會學校聯會 3.5 

29/10/2015 擬任校長 Needs Analysis 評核培訓 中文大學 3.5 

7/11/2015 法團校董會培訓課程 寶血會教育事務處 6 

14/11/2015 擬任校長 Needs Analysis 評核工作實習 中文大學 8 

19/11/2015 「電子學習」校長分享會 教育局 7 

25/11/2015 校長中心周年研討會 香港校長中心 4 

12/1/2016 小一派位收發中心簡介會 教育局 2 

22/1/2016 校長成功之路講座系列一「無為而治」 教育局 2.5 

20/2/2016 公教教師靈修日 修會學校聯會 3.5 

28/2/2016 教育同工聚會 寶血會教育事務處 2.5 

27/4/2016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簡介會 教育局 2 

29/4/2016 SENCO 小學校長專業網絡活動 教育局 3 

17/5/2016 天主教學校教師發展日 天主教香港教區 3 

5/6/2016 教育同工聚會 寶血會教育事務處 2.5 

7/7/2016 電子化服務入門網站(改良版)簡介會 教育局 3 

  總時數： 7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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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實踐學習 

 

項  目 總時數 

監察和推動「電子學習」 10 

持續跟進「校外評核」的改善計劃 10 

持續推動校本生命教育課程 6 

制訂和落實「校本風險管理政策」 13 

關注和落實「學校處理意外事件及危機指引」的修訂 12 

推動「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計劃」 12 

推動「WiFi 900」計劃 5 

推動「嘉靈至 like kid 學生獎勵計劃」 4 

以上各項服務總時數共 72小時。 

 

 

C. 為教育界及社會服務 

 

持續專業發展項目 參與服務內容 總時數 

寶血會嘉靈學校法團校董會校董 本年度共開會 3次 6 

寶血會思源學校法團校董會校董 本年度共開會 3次 6 

海怡寶血小學法團校董會校董 本年度共開會 3次 6 

華富邨寶血小學法團校董會校董 本年度共開會 3次 6 

寶血會嘉靈學校家長教師會顧問 本年度共開會 2次 2 

教育事務處執行委員會 本年度共開會 3次 6 

公益少年團深水埗區執行委員會委員 本年度共開會 5次 10 

出席小一學位分配特別會議 1次 2 

出席會屬學校校長遴選 1次 2 

以上各項服務總時數共 46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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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游勵明修女 2015-2016年度的持續專業發展計劃 附件 4b 

 

 

A. 有系統的學習 

計劃參與由辦學團體、教育局、大專院校及其他機構舉辦的課程、研討會或工作坊等，

尤其參與課程領導及推動電子學習有關的培訓。計劃參與約 50小時有系統的學習。 

 

B. 實踐學習 

 繼續監察和推動「電子學習」 

 繼續關注和推展「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計劃」 

 監察和推動「STEM」教育 

 關注「嘉靈至 like kid 學生獎勵計劃」 

以上各項實踐學習共約 20小時。 

 

C. 為教育界及社會服務 

繼續為辦學團體作出服務，出任屬會四間小學的校董及教育事務處執行委員會委員，出

席會議時間共約 30小時。繼續為公益少年團服務，出席會議及服務共約 10小時。 

 

 

根據上列 A、B、C 三項計劃，校長每年的持續專業發展時數在 50 小時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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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資助模式』下的學習支援津貼計劃」評估報告 附件 5 

本年度學校運用學習支援津貼聘請兩位教學人員、一位協作學習老師及兩位教學

助理，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全校性的「協作學習」、「小老師計劃」，以及

「三、四年級的小班教學」。 

同時，我們與不同的機構合作，運用社區資源，讓學生獲得不同形式的支援及體

驗，包括「校本教育心理服務」、「一至六年級的課後功課輔導班」、「六年級的結

伴同航訓練計劃」、「二年級的專注力訓練計劃」以及「五年級的自我管理能力訓練

計劃」。 

財政結算表： 

開支項目 金額($) 

收入            支出 

1. 14/15 學年盈餘資金 $299,108.97   

2. 15/16 學習支援津貼(第一期撥款) 

 15/16 學習支援津貼(第二期撥款) 

$956,974.00 

$570,968.00 
  

3.  教學人員薪金 

 教學人員〈9/15 – 8/16〉： 

a. (25,505.00+1,275.25) x 12 = 321,363.00 

b. (26,785.00+1,339.25) x 12 = 337,491.00 

c. (26,785.00+1,339.25) x 12 = 337,491.00 

 八月補薪: 19,071.25 

 教學助理人員薪金 〈9/15 – 8/16〉： 

a. (12,000+600) x 12 = 151,200.00 

b. (11,000+550) x 12 = 138,600.00 

c. (11,000+550) x 4 = 46,200 

    Total: $ 1,351,416.25  

  $1,351,416.25 

4.  購買服務 

a)  課後功課輔導班：$107,000 

b) 「結伴同航訓練計劃」：$9,044 

c)  情緒管理小組：$8,600 

d)  自信心訓練小組：＄8,600 

e)  EQ Fun 小組：$80,000 

f)  暑期班：$105,500 

  $318,744.00 

5.   教材、教具、文具   $3,643.25 

6. 獎品   $372.90 

7.   雜項 

（車費及購買服務等） 
  

  

$2,683.20 

總數 $1,827,050.97 $1,676,859.60 

盈餘 $150,19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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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校本津貼－評估簡報 

為提供不同學習經歷予學生，本年度利用「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

劃」$374,270，為932名合資格的學生提供「陽光學堂」一系列的活動。

活動由2015年10月起，共舉辦了29個項目，包括：功課輔導、語文學習

班、閱讀技巧班、手工藝班、升中面試技巧班、義工服務、英 語 音 樂

劇、領袖訓練營、戶外活動等。根據問卷結果，大部份參加者都滿意各

項課程及活動，認為透過陽光學堂課程有所得益。 

「新來港兒童校本支援計劃」津貼－評估簡報  

  本校利用新來港兒童校本支援津貼，為3名新來港學童提供支援，包括

聘請資深英語老師於課後舉辦英語輔導課，以協助他們加快適應本港的英語

課程。100%參加者認為活動能讓他們更掌握英文及滿意整個計劃。 

 另外，舉辦不同類型的戶外活動，如參觀迪士尼樂園、打高爾夫球

等，以擴闊他們的視野。 

附件 6 

附件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