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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管理委員會 

校長 

副校長 

管理與組織 

‧學校事務 

‧學校發展 

‧學校推廣 

‧境外學習 

‧大型活動 

學與教 

‧課程發展 

‧英語發展 

‧學生事務 

‧教學事務 

學生 

及 

學習支援 

‧學生支援 

‧資訊科技 

學生表現 

及 

校風 

‧學生活動       

‧訓育及 

    輔 導 

‧德育及 

    公民教育 

我們的學校 

1.1 學校簡介 

本校位於九龍尖沙咀廣東道 178 號，創校於一九五九年，為一所由教育局直接管轄的

全日制政府小學。為配合廿一世紀教育的新趨勢，由二零零零年九月開始，由原來的

上、下午校合併為一所全日制小學至今。 

 

1.2 辦學宗旨 

我校致力提供一個愉快及有效的學習環境，讓學生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

得到均衡的發展，並發揮個人潛能，培養高尚品德，積極裝備自己面對時代的轉變，

使能成為一個對社會、對國家負責任的良好公民。 

 

1.3 學校信念 

每個孩子都有尊嚴，每個孩子都可學習，每個孩子都可成功。 

 

1.4 校訓 

仁愛誠信，博學利群 

 

1.5 學校管理委員會 

為配合校本管理的精神，學校已於一九九九年九月成立「學校管理委員會」，各類別

的持分者透過有系統的策劃，建立共同的目標，促進學校發展，為學生營造理想的學

習環境。 

教育局代表 

(主席) 
校長 教師代表 家長代表 社會人士 校友代表 

1人(11%) 1人(11%) 2人(22%) 2人(22%) 2人(22%) 1人(11%) 

 

1.6 行政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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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們的學生 

2.1 班級組織 

本年度本校共開辦了 17班。 

級別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總數 

班數 3 3 3 3 3 2 17 

男生人數 30 22 28 39 41 19 179 

女生人數 35 30 34 37 36 30 202 

學生總數 65 52 62 76 77 49 381 

 

2.2 學生出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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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的教師 

3.1  最高學歷 

 

認可教育文憑 學士學位 碩士或以上學位 

100% 97% 21% 

 

 

 

 

 

 

 

 

 

 

 

 

 

 

3.2 專業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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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教學年資 

 

0至 10年 11 至 20年 21年以上 

13% 53% 34% 

 

 

 

 

 

 

 

 

 

 

 

 

3.4 教師專業發展 

本校就「專題研習」及「電子教學」為教師舉行專業發展活動。同時，中文科、 英文科、數學

科及常識科均邀請了嘉賓到校舉行專業發展活動。此外，部份教師亦於課餘時間參加校外機構舉

辦的進修課程。 

 

3.4.1 進修摘要 

 

日期 課程名稱 主辦機構 時數 參加人數 

26/8/2016 教師專業發展：「專題研習分享」 本校 3 全體老師 

7/9/2016 STAR 系統簡介會 (中文科及英文科) 香港考評局 2 22 

8/9/2016 新任小學常識科科主任及統籌主任導引(修訂） 教育局 8 1 

10/9/2016 
「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支援計劃 2016/17

－主題工作坊 
香港教育大學 6 4 

12/9/2016 
基本能力評估及評估素養統籌委員會：試卷及題目

設計檢討工作小組會議 
香港考評局 3 1 

22/09/2016 
Partners in Learning 2016/17 Programs and Free 

Resources Briefing Session 
EDB 2 1 

5/10/2016 運用資訊科技卓越教育中心提供的到校支援服務 教育局 2.5 1 

 7/10/2016 生命教育：兒童心理健康多元學習課程 優質教育基金 2.5 1 

18/10/2016 
支援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小學生提升執行技

巧：課堂支援模式 
教育局 3 2 

22/10/2016 
學習評估︰有效運用第二語言學習架構及中國語文

校內評估工具促進非華語學生學習中國語文(修訂) 

教育局 

課程發展處 
6 6 

28/10/2016 電子教學中不可或缺的 GeoGebra 培生香港教育出版社 1.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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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016 突破傳統教學模式：從「翻轉課堂」到「翻轉學習」 名創教育出版社 2 1 

16/11/2016 
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地區支援網絡計劃

(數學科) (九龍區) 
教育局 1.5 2 

16/11/2016 
基本能力評估及評估素養統籌委員會：試卷及題目

設計檢討工作小組會議 
香港考評局 3 1 

21/11/2016 
運用 Microsoft Office 365 以促進協作學習（基礎程

度） 
教育局 2.5 1 

21/11/2016 
2016年小三試行研究計劃科目焦點小組會議(中文

科) 
香港考評局 3 1 

23/11/2016 九龍西區小學校際田徑運動大會賽前會議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 1 

24/11/2016 處理投訴、用心解鈴：提升抗逆力和情商能力 教育局 3 3 

24/11/2016 公益少年團導師工作簡介會 教育局 2 2 

25/11/2016 
2016年小三試行研究計劃科目焦點小組會議(英文

科) 
教育局 3 2 

25/11/2016 「數據安全，交易放心」研討會 
香港電腦保安事故

協調中心 
2 1 

25/11/2016 照顧學習多樣性工作坊 
現代教育研究社有

限公司 
1.5 1 

29/11/2016 小學常識科課程更新研討會 教育局 2.5 1 

30/11/2016 
支援非華語學生：香港非華語學生讀寫能力的進展

與教學暨建構共融校園分享會 
教育局 3 1 

30/11/2016 朗文常識 STEM 教學工作坊 
培生香港 

教育出版社 
1.5 10 

6/12/2016 善用評估策略促進學與教工作坊(二) 教育局 3 2 

7/12/2016 

「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簡介會(2016/17)暨

「全方位學習」—海報設計、卡通人物設計及徵

文比賽頒獎禮 

教育局 3 1 

5/1/2017 「Microsoft 教室」工作坊 香港教育城 2 1 

6/1/2017 數學科講座：「自主學習理念下的小學數學課堂」 本校 2 11 

6/1/2017 四年級數學科電子教學分享會 本校 1 10 

6/1/2017 How to polish and enhance a puppet show 
EDB 

Net Section 
3 1 

9/1-12/1, 

16/1/2017 
基本急救課程 醫療輔助隊 32 2 

10/1/2017 
官立學校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系列：《基本法》的憲制

地位及一國兩制的重要性 
教育局 3 全體老師 

11/1/2017             

優質全方位學習活動工作坊：沙田污水處理廠和源·

區學習暨「設計與學習領域相關的參觀學習活動」

工作坊 

教育局 7 1 

18/1/2017 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新支援措施簡介會 教育局 2.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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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2017 官立小學聯校教師發展日：「團結、承傳、卓越」 教育局 6 全體老師 

6/2/2017 資訊科技工作坊：Office 365 本校 3 全體老師 

6/2/2017 桌上遊戲工作坊 本校 3 全體老師 

16/2/2017 Scratch 遊戲製作工作坊 
名創教育 

出版社 
2 1 

18/2/2017 
現代數學教學新思路系列(一)：「體驗課學習套件」

及「高階思維訓練的強化」 

現代教育研究社有

限公司 
3 2 

23/2/2017 
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助計劃(2016-17)(九龍)地

區支援計劃(數學科)地區網絡分享會 
教育局 2.5 2 

23/2/2017 STAR研討會 教育局 2 1 

24/2/2017 

建立數學教師專業發展社群：「運用認知工具及溝通

平台在數碼教室內外發展學習者的數學概念」計劃

第二年發佈會 

香港教育大學 2 2 

25/2/2017 
數學新思維教師工作坊：善用解難策略於 HKAT 如

何將 STEM教育滲入數學教育 
教育出版社 2.5 1 

28/2/2107 《朗文音樂》音樂 Apps 簡介及教學實戰分享會 培生香港 1.5 1 

1/3/2017 

Pedagogical Design and Strategic Use of Mobile-based 

Outdoor Learning System to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Inquiry-based Learning in Primary School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3 1 

3/3/2017 善用資訊科技提升中國語文的學與教 教育局 3 3 

3/3/2017 
基本能力評估及評估素養統籌委員會：試卷及題目

設計檢討工作小組會議 
香港考評局 3 1 

3/3/2017 
「南星球」南亞德育及公民教育教材套(活動版)暨成

果發佈會 

東華三院賽馬會大

角咀綜合服務中心 
1.5 1 

8-9/3/2017 提升評估素養及完善家課政策研討會 教育局 3 6 

10/3/2017 SpaceTown Cluster Meeting EDB 2.5 2 

11/3/2017 

Pedagogical Design and Strategic Use of Mobile-based 

Outdoor Learning System to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Inquiry-based Learning in Primary School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3 1 

11/3/2017 現代中國語文照顧學習多樣性研討會 
現代教育研究社有

限公司 
3 1 

16/3/2017 
基本能力評估及評估素養統籌委員會：試卷及題目

設計檢討工作小組會議 
香港考評局 3 1 

17/3/2017 
電子學習在小學數學課堂中的應用：小學校本經驗

分享會 
教育局 2.5 2 

22/3/2017 2016/17 學年九龍區小學 STEM 教育講座暨分享會 教育局 4 1 

24/3/2017 「加強學生抗逆力」研討會 教育局 3 1 

31/3/2017 數學教學新思路系列(四)：有效培養數感的課題設計 
現代教育研究社有

限公司 
2 1 

  

http://www.hku.hk/
http://www.hku.hk/
http://www.hku.hk/
http://www.hku.hk/


 
8 

6/4/2017 

Briefing Session on Grant Scheme on Promoting 

Effective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in Primary 

Schools 

EDB 1.5 1 

7/4/2017 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工作坊 本校 3 全體老師 

7/4/2017 「優質課業設計」工作坊 本校 2 全體老師 

10/4/2017 
處理學校投訴講座：「有關《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

關注 
教育局 2 1 

26/4/2017 

Networking Activity of the Empowerment Workshop 

on Learning and Teaching English through Language 

Arts:  

School Visit to Ying Wa Primary School  

EDB 3 2 

2/5/2017 「輔導小百科」工作坊 本校 2 全體老師 

12/5/2017 常識科工作坊：常識科科技探究教學工作坊 本校 3 12 

17/5/2017 支援有情緒困難的學生—預防及即時性策略 本校 2 全體老師 

19/5/2017 HKU MDM : Technical Staff Training (iO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 1 

27/5/2017 資訊科技教育教學法系列：不一様的電子學習課堂 教育局 3 1 

15/6/2017 
2017年基本能力評估研究計劃(小三)科目焦點小組

會議(改良試卷及題目設計) 
考評局 2  

24/6/2017 
以自主與電子學習優化教與學暨專業社群計劃個案

分享會 
香港教育大學 2 4 

28/6/2017 
資訊科技教育電子安全系列：家長教育—「共建

更好的網絡世界」電子學習資源套簡介會 
教育局 3 1 

29/4/2017 
數位學習無界限—數據導向持續評估文化的建立與

應用 
名創教育 3 1 

 

  

http://www.hku.hk/
http://www.hk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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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共同備課及觀課 

 

共同備課 

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科科任老師透過全年約十次的共同備課，就學校的關注事項各

科的發展重點進行備課活動，商議具體的教學策略，設計適切的課堂活動及課業。老師

在備課會議中瞭解教學內容，交流經驗，集體梳理脈絡，從而提升教師的專業能力及促

進學與教的效能。 

 

同儕觀課 

本校全體老師均參與同儕觀課活動，目的是透過同儕觀課，營造校內的協作文化。老師

會就着一個課題，設定共同的目標，設計教學進程。在觀課中搜集學習顯證，進行專業

對話，如評課回饋及分享。說課交流後，同級科任老師會根據意見修訂原來的教學計劃，

再作施教，令教學設計得以完善。 

 

公開課 

公開課為校本專業發展活動，為教師提供一個示範楷模及觀摩交流的機會。校方於中文、

英文、數學及常識四科中，邀請一名資深老師開放課堂，供其他老師進行觀課，讓教師

就教學策略和課堂設計交換意見；並透過講課、評課進行專業分享，促進教師的專業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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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課研活動 

 

計劃名稱及內容 機構 

中文科 

【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支援計劃】 

透過計劃，本校得到大學導師何嘉華先生支援，與黃大仙官立

小學、佛教敬慈小學組成小班學習圈，進行共同備課、觀課活

動及分享會，藉此探究如何在小三的寫作活動中提升自主學習

能力。 

 

 

香港教育大學 

 

【發展學生語文自學能力】 

由於「優質教育基金中國語文學與教主題學校網絡計劃—【發

展學生語文自學能力】」在以往兩年推行時效果良好，故本年

度，中文科組自行申請「優質教育基金」撥款，邀請香港大學

中文教育研究中心作學校顧問，到校與小四教師一起探討如何

在課堂教學中運用中國古典文學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 

 

香港大學 

中文教育研究中心 

英文科 

【The Space Town Literacy Programme for KS1 先導學校計劃】 

此優化計劃於小一及小二推行，主要是把電子學習、自主學習

及自學評估等不同學習策略加入 PLPRW 常規課堂中，同時課程

內容亦豐富及加強了語音、寫作及英文文法的教學，藉以提高

學與教之成效。 

 

 

教育局 

外籍英語教師組 

 

【Professional School-based Support by tertiary institute試行計劃】 

此計劃獲得香港大學的支援，到校了解小五英文科的課程，共

同研發教學及評估的材料，設計相關的教學活動，提升學、教、

評的效能。 

 

教育局  

評估及考評局組 

香港大學 

數學科 

【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 (2016/17)】 

由三年級數學科老師與內地協作老師組成團隊，透過共同備課

及安排校內專業講座，互相交流教學經驗。內地協作教師的本

科知識豐富，讓本校老師獲益不少。 

 

 

教育局 

常識科 

【校本支援服務】 

常識科在小學校本課程支援人員的帶領下，建立科本課程發展

團隊，提升科主任在縱向課程安排的理解，有助擬定校本縱向

發展，並增加對本科新發展的認識，如STEM及專題研習。 

 

 

教育局 

校本課程發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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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們的學與教 

 

 主要學科課程重點 

  

4.1 中文科 

 閱讀教學 

 各級已編訂閱讀策略教學重點，並以課文篇章配合閲讀策略，教授學生不同的閱讀技巧

及方法，藉以提升學生的閲讀及理解能力。 

 一至二年級的中文科滲入「喜閱寫意」教學，以提升學生的字詞認讀、語素學習、句子

寫作，段章理解等基本的語文能力。 

 本校向優質教育基金申請撥款，推行「從圖書教學培育學生自主學習能力」計劃，於四

至六年級施行，運用圖書進行讀文教學，此計劃的目標是希望透過老師的教導，學生學

會自訂學習目標，並運用不同的方法和工具達成目標，過程中學生要經常反思，從中修

訂自己所訂目標，繼而完成整個閲讀歷程。 

 

 寫作教學 

 本年度修改小一的寫作教材，由句、段的學習，延展至主題寫作，來年推展至小二，提

升學生的寫作能力；小三至小六的科任老師更會因應單元編寫，以不同文體及情景設計

寫作指引等工作紙，並教導學生審題技巧，組織內容重點及分段寫作，當中更運用概念

圖、六何法等方法引導學生組織資料。 

 本校參加了由香港教育大學舉辦的「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支援計劃，於小三

進行，以「自主學習」為主題，設計教學活動及計劃。此計劃本校與另外兩所小學共同

建立實踐社群，彼此交流、互相觀摩，以持續提升小班環境下的教學效能。 

 

4.2 常識科 

 校本課程發展 

 本年度五年級參與校本課程發展，有系統地設計課程和教學活動，如安排學生出外考察，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資料，整理數據和分析，逐步發展各種共通的能力。 

 科技學習日 

 每年舉辦「科技學習日」，透過探究活動培養學生溝通協作及解難等能力，提高學生對

科技科學的興趣。 

 時事百科 

 為鼓勵學生關心時事新聞，在課室壁報張貼熱門新聞，又透過課堂上的討論及「閱報工

作紙」，加強學生批判思考的能力。 

 定期舉辦不同的活動，如戶外參觀、「常識小百科」、「時事看天下」及「小問題‧大發

現」有獎問答遊戲，增進學生課本以外的知識，提高學生對常識科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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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英文科 

 University-school Support Programmes 

 A series of support measures have been provided for schools participating in the 2016 Tryout 

Study (Primary 3). This year, the Assistant Professor of Division of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Faculty of Educ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r. Lo Yuen Yi, and her 

colleagues, help develop and implement a learning,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package to 

strengthen the English literacy skills in P.5. Our English teachers and Dr. Lo work 

collaboratively together to plan different tasks, revise and adopt appropriate scaffolding 

teaching strategies to address students’ learning needs. Through lesson observation, our 

students are highly motivated in class and they participate actively in learning.  

 

 ‘Space Town Literacy Programme’ in P.2  

 This year, students have enjoyed using the new ‘English Wonderland’. Every space on the 

walls has been filled with English words and pictures useful for Key Stage 1 students. The 

‘Space Town Literacy Programme’ has now been extended to Primary 2 students. There are 

now more reading and writing opportunities as well as more songs, games and activities for 

the children to benefit from. Self-directed Learning Activity Booklets have been introduced 

to enable students to work on tasks they enjoy at their own pace. 

 

 This year, students have particularly enjoyed using iPads with the ‘See-Saw’ app. Students 

can video each other presenting their written work and then email the teacher for comments.  

In the past, there was often only time for a few students to present their work to the class.  

Now, every student has that opportunity.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are also enjoying reading and discussing classic English stories 

during class time for pure enjoyment.  In this way, we hope to encourage the students to 

develop a real love for learning.   

 

 Choral Speaking 

 The Choral Speaking Team practiced very hard to perform the poem ‘I Sat Belonely’ by John 

Lennon for the Hong Kong Schools Choral Speech Festival.  The students worked hard 

practicing the variations of pace, rhythm and volume as well as the clarity of pronunciation in 

order to bring the poem alive.  On the day of the competition, the students worked together 

as a team and genuinely enjoyed performing the poem on stage.  Even though faced with 

tough competition, the team received a much deserved 2
nd

 place.  Well done to all those who 

took part for a most excellent and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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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ama in Education  

 We valu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in our students. Students are provided with different 

learning opportunities through a wide variety of activities. Our first English Musical, Aladdin 

Junior, the Musical Performance has had an extremely positive effect on our children. Since 

2007, English Drama has been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urriculum in our school. We believe 

that drama is an exciting and beneficial way for students to express themselves. The 

experience helps learners develop empathy, critical thinking, collaboration skills, creativity 

and positive attitude in the use of English for purposeful communication.  

 

 Our English Drama Team performed “ Alice in the Wonderland” in the Hong Kong Drama 

Festival on 2nd March. Students were encouraged to take responsible roles, participate in and 

guide their own learning with the director, Mr Matthew Gillespe. It was a fabulous team 

effort by all the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and their team work was rewarded with Awards for 

Commendable Overall Performance, Outstanding Stage Effect and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Besides, Lai Yik-kiu(4A), Fong Wai Ki(6A) and Choi Pui Cheung(6A) got the Awards for 

Outstanding Performers. Their performance was highly appreciated by the adjudicators.  

 

 ‘Story to Stage’ Puppetry Competition 

 This year, five students had the unique opportunity to join the ‘Story to Stage Puppetry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chools’. The team worked together to write a script, make puppets 

and props and learn puppetry techniques in order to put on a seven-minute performance. It 

took an immense amount of hard work by the team to make the final performance look so 

easy and fun. 

 Our team was delighted to win the first prize! Well done team for all their hard work and for 

putting on an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 am very glad that I was asked to join the puppet competition this year because I really enjoyed 

discussing how to work the puppets and move the props and with my friends during rehearsals.  I learnt 

tha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get on with everyone when you have to work as a team.  P.6A Katie Fong 

(Felicity Fox) 

 

 I loved playing a funny, furry koala bear!  It was great learning how to do different accents but it was 

quite difficult to coordinate speaking and moving the mouth at the same time.   

P. 5A Christopher Chow (Chris Koala) 

 

 I thought my job in the puppet show would be easy as I mainly dealt with the props.  I learnt how 

working together as a team can be very challenging.  After a lot of practice we all managed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 and learnt how to help each other to make the show a success.  

 P.4A Shah Afzal Ahmed ( Props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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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gby English Active Learning Programme 

 Our P.5 students joined the Rugby English Active Learning Programme (REAL), which was 

co-organized by English Alliance and Hong Kong Rugby Football Union in March. During 

the four sessions of rugby practice, students learned what rugby is and its core values: respect, 

discipline and teamwork. The programme not only engaged students in authentic 

English-instructed rugby training, but also built their physical strength. Students 

communicated actively with the coaches in all lessons. It was a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students to enjoy playing sports and learning English at the same time.   

 

 RTHK “Sunday Smile” 

 Our students we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RTHK English radio programme “Sunday 

Smile” which is specially produced for primary school pupils and parents to promote the 

learning of English. Our students were given a unique opportunity to practise their English 

together. They told a new version of a famous story, “Jack and the Beanstalk” on air. They 

enjoyed their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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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數學科  

 WIFI900+IPad 

 電子學習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動機，進而提升學習效能。本年度，我們在小四

數學科全面推行電子學習。希望透過這個學習工具，與傳統的學習模式互為補足，學生

在「圖形與空間」與「數據處理」課題中，能與組員運用 IPad 即時動手製作，也能一

起分享和互評，學生即時得到回饋，這樣大大提高生生互動，學生更能掌握學習知識。

另一方面，學生亦能在家中重温課堂內容，令學習不再局限於課室裏，提升學生學習自

主性，培養自學能力。 

 

 校本優化課業計劃 

 本年度在小一和小二年級推行優化課業計劃，我們希望能有效發揮家課的功能，設計的

課業能更聚焦，除培育學生的創意和解難能力外，還能針對學生的難點，深化他們記憶；

另外，配合學生的能力調整課業難度，以照顧學生多樣性及培養自學的習慣。而透過工

作紙上的自我和家長評估，學生和家長可從中分別了解自己和子女的學習進度及問題，

從而能適時作出支援。來年會陸續推展至小三至小四年級。 

 

 從基本能力測試學生表現分析報告和校內總結性評估檢討報告中，得知學生在應用題及

多於一步計算的比較應用題表現較弱，所以我們推行校本應用題解難策略，參照 G. 

Polya (1990) 提出的數學解難策略和步驟，建構學生審題、解題及分析應用題的能力，

設計一些針對性的校本課業讓學生能夠運用正確的解題技巧和態度解應用題，從而提升

解難、批判和思考能力。 

 

 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地區支援網絡計劃 

 本校參與了由教育局舉辦的「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地區支援網絡計劃」，透

過與福建省福州市林則徐小學葉育新老師的交流，包括共同備課、檢視課業設計、觀課

及評課等，提升了教師的專業知識及課堂教學技巧，促進學生學習，照顧學習差異，改

善教學效能。 

 

 葉育新老師在 1月時亦為本校的數學科任老師舉辦了一次主題工作坊，透過「9的整除

性」和「平行四邊形的面積」兩個課題，介紹如何在課堂中建立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讓本校的教師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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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德育及公民教育 

 訓輔組根據教育局《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指引》內臚列的 45 個正面價值觀和態度及五

大生活範疇(個人、家庭、社群、國家、世界) 為框架，再配合學校三年發展計劃的目

標，訂定週會及每月的德育及公民教育課主題。本年度的德育及公民教育課主題如下： 

 

 

 

 

 

 

 

 班主任除了於課堂上與學生分析及討論有關主題外，還會透過檢視學生的工作紙，了解

學生的情況。 

 

 完成每月主題的德公課後，班主任更會選出三名表現突出的學生給與一顆星星作獎勵。

另外，其完成的工作紙更會張貼於禮堂壁報板上以作表揚，藉着表揚，從而潛移默化其

他學生，以鞏固學生價值觀的培養。 

 

 逢星期三週會時段，低年級(P.1-3)及高年級(P.4-6)學生輪流到禮堂進行講座，全學年共

舉行週會 27 次，主題圍繞「愛心滿載」及「三自文化(自主、自律、自發)」。除老師主

講外，更邀請政府機構及志願團體進行分享，透過不同型式、內容多元化的講座及講者

生動活潑的講授，潛移默化地提升學生的個人修養與素質。 

 

 升旗隊老師於每週三會安排「香港升旗隊總會」的導師到校進行升旗隊隊員集會及步操

訓練，更會安排及帶領隊員參加合適的香港升旗隊總會活動及獎章考核，提升了學生對

國家及公民教育的認知。 

 

 本校定期於早會時段舉行升國旗儀式，禮成後隨即透過旗下講話向學生進行德育、公民

及國情教育。升旗典禮的進行，提升了隊員的團隊精神及自信心。當然，升旗活動亦讓

全校師生認識到正規的升旗禮儀，加深了對祖國的歸屬感和培養正面的價值觀。 

 

  

月份 德育及公民教育課主題 月份 德育及公民教育課主題 

10月 自主 2月 情緒管理 

11 月 關愛 3月 交友之道 

12月 健康生活 4月 自律與尊重 

1月 責任感 5月 逆境我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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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閱讀推廣 

本校積極營造閱讀風氣，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發展其尋找及利用資料的能力。為配合學

科課程的需要，教師設計有趣的閱讀活動，以增進學生各方面的知識，開拓思維及培養其

自學精神，達到終身學習的目的。各項活動如下： 

  

  「一生一卡」計劃 (一年級學生及新生) 

 協助學生申請公共圖書證，以鼓勵學生多到公共圖書館自行借閱不同種類的圖書。 

 

  早讀課 

 在早讀課時段，鼓勵學生齊閱讀中英文圖書。 

    

  小博士閱讀獎勵計劃 

 為鼓勵學生多閱讀課外書，特別設計及印製一本閱讀紀錄冊供學生使用。本計劃共分

銅獎、銀獎、金獎及榮譽大獎四個階段。學生完成每一階段後，可將閱讀記錄冊交學

校圖書館主任審閱。凡達到計劃要求的學生，均可獲得獎勵。 

    

  中文網上閱讀計劃 

 透過網上閱讀，培養學生自學能力。 

    

  「故事爸媽」計劃 

 邀請了學生家長，在導修課時段為一年級同學講故事，互相交流及分享心得。 

 

  聯校親子閱讀營 

 和塘尾道官立小學申請家校合作撥款，一同舉辦親子閱讀營，為家長及學生提供不同

講座，並進行親子閱讀活動。 
 

 「引領思維閱讀」計劃 

 鼓勵學生從閱讀中學習及進行不同的思考性活動，透過圖書故事內容，啟發學生不同

的思考方法，例如逆向思考及想像式思考等，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 
    

  支援跨學科學習活動 

 提供參考書籍及資源，並在十至二月份向油麻地公共圖書館外借有關數學科圖書，二

至四月份外借有關愛麗斯夢遊仙境圖書，配合主題學習日活動供全校學生的使用。 
    

  「放眼四周」活動  

 挑選四至六年級在學校圖書館活動表現較好之學生，帶領他們參加不同教育或社會團

體舉辦之活動或工作坊，以作獎勵。 
 

  參觀公共圖書館 

 帶領二年級學生參觀公共圖書館，讓他們加深認識公共圖書館設施及掌握使用資訊科

技學習，並鼓勵他們加以善用社區資源。 

 

  閱讀講座 

 邀請作家到校進行有關[香港漫畫文化] 的講座，提升學生閱讀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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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善用資訊科技進行自學及互動學習 

課外活動：小小編程師 

 於星期三課外活動的流動組中，安排 3節課堂學習 scratch 編程，學生能利用電腦語言

編寫簡單應用程式，部分學生亦能設計不同的電腦遊戲。本課程透過學習 Scratch 教

學，希望學生能在愉快的環境下經由操作及設計去學習程式設計、數學和計算知識，

啟發和激勵學生的創意思考及邏輯編程的能力。 

 

課後興趣班：STEM 及機械人製作興趣班 

 本學年於星期二課後舉辦 STEM 及機械人興趣班課程。導師把編程的技巧、電子電路

製作、機械車設計及製作方法，用深入淺出的方法把複雜的電子概念教授予學生，令

他們也可得到箇中樂趣，希望能提高學生對邏輯電路設計的認識，提升獨立思考，高

階思維和理解能力。 

 

九龍區區際 STEM 比賽：BLING BLING 電容模型車 

 活動挑選了4位來自五、六年級的尖子學生參與十二月十日的九龍區區際STEM比賽。

比賽當天學生學習手搖發電機的原理、電路設計及模型車設計等。學生需於限時期間

完成拼砌模型車，並且需接駁電容及 LED 燈，學生透過動手設計、改良實驗模型車，

激發學生創意思維及解難能力，從過程中考驗學生綜合 STEM知識及技能。比賽中本

校學生成功令電容模型車完成路程及接駁 2粒 LED燈，勇奪冠軍。 

 

尖子活動：STEM 中學參觀–天水圍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老師挑選了 20位來自五、六年級的尖子學生參與於十二月二日的 STEM中學參觀–天

水圍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該所中學於 3D 動畫設計上有豐富經驗，而且亦獲取多

個大獎。活動當天，學生能於數碼資訊科技室中，學習設計立體電腦動畫，此外亦認

識到虛擬實境(VR)及擴增實境(AR)等技巧，他們表現十分雀躍。 

 

九龍及沙田區區際 STEM 比賽之「終極 STEM大賽」 

 於九龍區區際 STEM 比賽優勝之隊伍順利進入「終極 STEM 大賽」爭奪終極 STEM

大賽冠軍。學生於比賽中需設計一坐過山車裝置，比賽過程中學生要展示勢能和動能

的能量轉換，及克服因摩擦力造成的能量損耗過程，並用此裝置把一波子彈射，以計

算成績。透過此項比賽能激發學生創意思維及解難能力，並考驗學生能否綜合 STEM

知識及技能。 

 

「香島盃」全港科技比賽 

 本校的 16 名 STEM尖子學生參與了於四月二十九日舉辦的「香島盃」全港科技比賽。

學生需於比賽前出席工作坊，學習基本機械原理，自行製作機械人，並就著所需要比

賽的目標自行修改機械人的馬達裝置以完成不同的目標。參加障礙比賽的隊伍的機械

人需以最短時間跑完指定距離及越過障礙物來決定勝負；而參加舉重比賽的隊伍的機

械人需通過拖拉繩索將系於繩的另一端的重物舉起，計算重物的高度及速度來決定勝

負。比賽中本校 4隊學生均成功完成賽事，獲得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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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們對學生的支援 

  5.1  訓輔合一 

學校致力實行「訓輔合一，全校參與」的原則，全體老師均參與訓輔工作，關懷學生，透過

與學生輔導人員及家長的緊密聯繫和合作，讓學生在品行和學習上得到全面的照顧和關懷。

學校裏，老師積極向學生灌輸正確的觀念和正面的價值觀，培養學生遵守校規，並及早防止

學生出現行為問題。當然，老師亦會為出現問題的學生作適當的輔導，幫助他們面對和解決

生活、學業、情緒或品行等各方面的疑難，藉此締造和諧的學校環境，以培養學生良好的品

格及學習態度。 

 

  5.1.1訓育 

層面 工作內容 

學 

校 

層 

面 

 星願成真獎勵計劃(獎懲計劃) 

學校相信獎勵及循循善誘是積極的訓育方法，故推行全面性的「星願成真奬

勵計劃」。它是一個全校參與的獎懲計劃，目的是為了鼓勵學生多做正面的

好行為，並正視一些仍有待改善的地方，盡力使自己成為一個自律的好孩

子。老師會因應學生的良好表現給予「☆」號，或所犯過錯給予「○」號，

於「星願成真獎勵計劃中的行為紀錄表」上紀錄，註明原因及請家長簽署，

並在學期結束時，按「☆」或「○」號對消之多寡記功或記過。本年度計劃

推行期間，97%學生能夠取得金獎、銀獎或銅獎作鼓勵。從獲獎的人數可知，

學生積極在活動中爭取良好表現，邁向正確的學行發展。 

班 

層 

面 

 班級經營 

為了提高班內的團結精神，加強班本的凝聚力、歸屬感及提升班的形象，讓

班內的學生更清楚所屬該班的目標和方向，班主任透過班級經營建立班風，

於學期初帶領學生討論及設計班牌，本年度以「愛心滿載」的「廣小人素質」

為中心，並努力實踐，藉此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 

 常規訓練 

培養學生具備「三自文化」中的自律精神是學校的訓練重點，本校已在校

內張貼紀律守則，並在早會及班主任課進行常規訓練，班主任更會與學生

共同訂定課室常規，全體老師亦會根據訓輔組的指引訓練學生日常應遵守

的規則，使學生有良好的行為表現。 

 自律比賽 

為了鼓勵學生自我完善，培養自律的良好素質，訓輔組已分別於上下學期推

行「自律守規比賽」。從觀察所得，全校老師及學生均積極參與，比賽成功

營造熱烈的氣氛，學生遵守紀律，積極為自己的班別爭取獎咭，老師亦認同

各班的課堂秩序均有所改善，成效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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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人 

層 

面 

 一人一職 

為提升學生的自我形象，學校致力推行「一人一職」計劃。學生藉着擔任不

同的職務，如班長、風紀、校園小老師、英語大使、普通話大使、環保大使、

閱讀大使……不但培養出責任感及服務精神，更重要的是能令不同能力的學

生均能肩負任務，增強了個人的自信心。 

 

 風紀培訓 

學期初，學校舉行「風紀培訓班」，目的是透過不同的遊戲、活動、討論

及解說，讓風紀生能體驗不同單元的內容及道理，再配合導師的指導

與分享，提升風紀生的溝通技巧、團隊精神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學期末，

學校舉行「傑出風紀生選舉」，目的在於鼓勵及表揚表現積極的風紀生。從

學生問卷調查顯示，全體風紀生同意透過參與「風紀培訓班」，能為擔任風

紀作準備，亦能提升合作及團隊精神。 

 

5.1.2 輔導 

層面 工作內容 

學 

校 

層 

面 

 校本輔導計劃 

本年的校本輔導計劃主題是「愛心滿載」，透過不同活動培養學生具備愛心

的良好品格。同時，在各個年級舉辦不同的活動，宣揚「愛心滿載」的宗旨，

讓學生透過參與活動，明白關懷別人的重要性，並能身體力行，培養正面的

價值觀。 

 

「生日傳情意」 

由全校同學一起設計生日卡，再選出同學優秀的作品製成生日卡送給每

月生日的同學。班主任會於德公課為每月生日的同學舉行簡單的祝賀儀

式。令課室變成愛心滿載的學習地方。 

 

「愛心紅簿仔」 

愛心紅簿仔讓學生訂立愛心助人的目標和記錄助人的經歷。此計劃以「愛

自己」、「愛家人」、「愛師生」和「愛社區」四個範疇，鼓勵同學於日常

生活中實踐愛心行為。除了關愛身邊的人外，更要鼓勵學生多留意和關

心社會上有需要的人。亦有家長鼓勵說話及老師的評估，使學生的付出

獲得肯定。 

 

    一、二年級以「愛護自己、寬恕別人」為目標，舉辦了「早睡早起龍虎榜」

及「多寬恕、添歡樂」親子口號設計比賽。藉着活動鼓勵了小一學生建立

早睡早起的習慣；小二學生能培養廣闊的胸襟，多寬恕及欣賞別人的優點。 

 

 三、四年級以「好言好語，愛惜家人」為目標，學生為「廣小愛心信用

卡」設計卡面。為答謝父母，學生會為父母送上愛心信用卡，父母可於

卡內選出喜歡的項目，學生會為父母完成，藉着行動，表達出關愛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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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意。 

 

五、六年級以「傳遞愛心，服務社群」為目標，學生透過進行義工活動，

探訪區內的長者以表達對長者的關懷 

 

 成長課 

成長課內容主要有「個人發展」、「群性發展」、「學習」及「事業」四個範疇，

目的是協助學生發展個人潛能和建立健康的生活態度，從而積極面對生活上

的挑戰及有效地解決難題。課程由學生輔導人員統籌各級課程內容，班主任

協作推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98%學生表示成長課所學內容和日常經歷有

關係及 97%同學有信心把所學應用於日常生活。 

 

學 

生 

層 

面 

 小一迎新 

    為了讓小一新生能盡快適應新的學習環境，特舉辦「小一生活放大鏡」活動。 

透過是次活動，讓小一新生認識幼稚園與小學生活方式的分別，學習遵守紀

律，體驗愉快的小學課堂學習生活，加強新生對學校的歸屬感及減少適應問

題。 

 小組輔導 

因應學生的不同需要及班級，開辦了不同主題的小組，包括「自理小豆丁」、

「跳躍兵團」、「情緒掌門人」及「抗壓 Go Go Go」小組。透過小組活動提

升同學的自理、自信心、情緒管理及抗壓能力。學生問卷結果顯示同學行為

有進步。 

 成長的天空 

本計劃是為小四學生舉辦為期三年至小六的活動。目的希望能提升學生的抗

逆力，培養學生面對逆境的正確態度。是次計劃的內容豐富，學生在「親子

日營」向家人表達關愛，感謝他們的照顧和付出。在「再戰營會」中，學生

學習如何與人合作、尊重他人及汲取解難的技巧，從而提升個人抗逆力。在

「愛心之旅」中探訪長者中心，同學們教長者們製作精美的手製飾物，並送

上關心和禮物。 另外亦有家長小組，讓他們了解計劃內容，以提升成效。

同學除了與社工回顧一年的成長外，並為學校服務的教職員送上手製飾物以

表謝意。 

 

家 

長 

方 

面 

 家長講座 

家長講座的內容圍繞子女成長需要及管教技巧，透過不同的主題，讓家長

從多角度了解子女的成長，從而建立積極的價值觀，提升管教效能，使家

長能運用有效的方法，締造子女健康快樂成長。家長從中可以學習有趣及

實用的知識，更可認識其他家長，拓闊社交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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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全方位學習 

  5.2.1 課外活動 

本校致力透過不同的學習歷程，發揮及培養學生的興趣與技能，培養學生積極參與

的精神，以及他們對體藝活動的興趣，並鼓勵他們善用餘暇，提升個人品格和修養

並發揮個人潛能。我們提供多元化的課外活動，包括學術、中國文化、藝術、興趣、

體育、制服團隊等。 

 

課程分類 活動項目 組別 

學術 閲讀樂 P1-P3 小小編程師 P1-P3 小小編程師 P4-P6 6組 

校園小記者 P4-P6 自主 e世代 P4-P6 英語話劇 P4-P6 

中國文化 中國水墨畫 P1-P3 中國圍棋 P1-P3 中國書法 P1-P3 5組 

中國剪紙 P4-P6 中國象棋 P4-P6  

藝術 摺紙手工藝 P1-P3 初級舞蹈 P1-P3 壁畫創作 P1-P3 5組 

壁畫創作 P4-P6 牧童笛 P3-P5  

體育 足球 P1-P3 羽毛球 P2-P6 乒乓球 P3-P6 3組 

制服團隊 童軍 P3-P6 升旗隊 P4-P6  2組 

興趣 創意天地 P1-P3 智力遊戲樂 P1-P6 無火煮食 P4-P6 4組 

百變彩珠 P4-P6   

 

  5.2.2 多元智能培訓 

 因應學生的興趣，提供多元的活動種類，培養學生的不同技能，讓學生發揮潛能，

達到全方位學習的目的。課程涵蓋不同範疇，由校外機構到校承辦。 

 

範疇 項目 課程 年級 班別 

學術 
英文 劍橋英語 P1-P6 3班 

數學 奧林匹克數學尖子班培訓課程 P2-P6 5班 

科電 電腦 STEM及機械人製作與趣班 P3-P6 2班 

棋類 圍棋 
初階 P1-P6 1班 

進階 P1-P6 2班 

藝術 視藝 兒童水墨畫班 P1-P6 3班 

體育 

體操 藝術體操 P1-P6 1班 

拳術 跆拳道班 P1-P6 1班 

球類 
籃球班 P1-P6 1班 

乒乓球班 P1-P6 2班 

音樂 樂器 小提琴 P1-P6 3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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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 尖子培訓 

    透過組織校隊參加校外比賽，讓學生實踐所學，並拓闊學習的經驗。 

 

範疇 課程 對象 人數 

學術 

英語話劇 

劍橋英語 

奧數 

P4-P6 

P1-P6 

P2-P6 

21 人 

57 人 

52 人 

科技 STEM尖子班 P3-P6 20 人 

藝術 視藝培訓 P4-P6 13 人 

體育 

羽毛球 

田徑 

乒乓球 

P4-P6 

P3-P6 

P3-P6 

16 人 

38 人 

16 人 

音樂 

弦樂團 

合唱團 

牧童笛 

P1-P6 

P3-P6 

P2-P3 

27 人 

34 人 

17 人 

舞蹈 
高級組舞蹈團 

初級組舞蹈團 

P4-P6 

P1-P3 

22 人 

16 人 

制服團隊 

童軍 

少年警訊 JPC 

公益少年團 CYC 

升旗隊 

P3-P6 

P3-P6 

P4-P6 

P3-P6 

36 人 

100 人 

98 人 

1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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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境外學習 

 同根同心 — 東莞及中山的歷史人物及事件 兩天考察團 

活動目的 

1. 認識孫中山先生的生平事蹟，探索他的奮鬥歷程、改革理想及對

國家的貢獻。 

2. 認識辛亥革命。 

3. 透過「虎門銷煙」歷史事件，學習保家衛國、不屈不撓的信念。 

日期 2016年 11月 10 至 11 日 

地點 中國中山 

參與年級 P5-P6 

參與人數 40人 

 

 姊妹學校計劃 — 兩天考察交流團 

活動目的 
1. 通過課室體驗活動及文化交流活動深認識兩地文化，擴闊視野 

2. 透過互相合作，建立友誼，擴大社交圈子 

日期 2017年 4月 11 至 12日 

地點 廣州花都 

參與年級 英語話劇組、STEM 尖子 

參與人數 40人 

 

5.2.5 教育性參觀 

 為讓學生能達至五育均衡發展，本校除於課堂教授學科知識外，也輔以適當之校外

參觀活動。本校於本年度配合各級學生的學習，安排了教育性參觀活動，好讓他們

能踏出課室，親身到不同地方考察，擴闊眼界，豐富學習經歷，提升學習興趣。 

日期 地點 年級 

15-11-2016 

22-11-2016 

29-11-2016 

九龍灣郵件中心 P.2 

14-11-2016 

05-12-2016 
香港鐵路博物館 P.3 

09-02-2017 香港動植物公園 P.1 

10-02-2017 香港科學館 P.4 

06-03-2017 

10-03-2017 

24-032017 

立法會綜合大樓 P.5 

24-04-2017 香港海防博物館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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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教育性講座 

 本年度學校邀請不同的志願團體來為學生進行教育性講座，希望透過講座及話劇，

把德育及公民教育和社會及世界關注的訊息帶入學校，讓學生關心社會，認識世界，

並培養正確的價值觀及態度。 

日期 主題 主辦機構 年級 

05-10-2016 愛承傳-心動不如行動 香港移植運動協會 P.4-P.6 

07-12-2016 無煙新世代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P.4-P.6 

14-12-2016 中國內地兒童概況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P.1-P.3 

21-12-2016 戰爭與兒童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P.4-P.6 

11-01-2017 殘疾小朋友與他的哥哥 街坊小子 P.1-P.3 

15-02-2017 齊享健康資訊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 P.4-P.6 

22-02-2017 米的來源 設計及文化研究工作室 P.1-P.3 

08-03-2017 飢餓猜情尋 世界宣明會 P.1-P.3 

22-03-2017 貧窮書院-學生的一天 世界宣明會 P.4-P.6 

29-03-2017 鐵路安全之達人 香港話劇團 P.1-P.3 

26-04-2017 3D互動百變機 大細路劇團 P.1-P.3 

04-07-2017 青春期講座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P.5-P.6 

 

 5.2.7 文化及藝術活動 

日期 主題 主辦機構 年級 

01-11-2016 皇家音樂學院校內音樂會 ABRSM P.2-3 

07-11-2016 《音樂裡的故事》弦樂音樂會 音樂事務處 P.4 

28-02-2017 樂韻播萬千校內音樂會 

(中樂小組) 

音樂事務處 P.5-6 

28-03-2017 香港管弦樂團校內音樂會 

(室樂小組) 

HKPhil P.5-6 

02-04-2017 社區音樂會 2017 Bolero 音樂會 HKPhil P.2-5 

11-05-2017 《熱情探戈》管弦樂音樂會公開綵排 HKPhil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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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照顧學生學習差異 

5.3.1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童 

學校因應學生的個別學習差異和特殊教育需要，致力為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及照顧

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提供適切的支援。學校有效運用學習支援津貼，為有學習需要

的學生提供不同的學習計劃及訓練，同時引進校外專業機構，幫助學生學習，以及

有計劃地加強老師的專業培訓，務求每位老師均可以照顧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以

提升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習技巧及興趣，發展他們的個人潛能。支援服務包

括： 

 駐校教育心理學家協助學校訂定校本政策，為學校教師提供諮詢服務、專業意

見及培訓，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評估、適切的個別輔導及轉介服務等； 

 聘請教學助理，與教師進行課堂協作教學，輔導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協助

他們解決學習上的困難，並提升其自理能力； 

 推行「及早識別和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計劃，當發現學生有學習困難

時，學校會請教育心理學家為有學習困難的學生進行評估及作出跟進； 

 進行「學習程度測量卷」評估，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適切的支援； 

 為有需要的學生安排課業調適及測考調適； 

 為有需要的學生召開個別學生學習支援計劃會議； 

 推行讀寫樂計劃，由教學助理訓練有讀寫困難的低年級學生有關中文字的形、

音、義及文章的閱讀技巧； 

 推行「校園小老師」計劃及「言語小老師」計劃，由高年級的同學帶領低年級

的同學，跟他們談話、說故事、看圖書、閱讀文章、指導溫習及檢查功課或進

行說話練習等； 

 外購課程： 

1. 「專心一點專注力訓練小組」，透過互動活動，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多感

官專注力、集中性專注力、持久力、短暫記憶和長期記憶能力等，從而提

升學生的學習能力。 

2. 「童話繽紛樂訓練」，通過有趣的學習活動，如童話、寓言故事、角色扮演

及互動活動，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從而提升學生的組織力、想像力及邏

輯能力，同時改善他們的書寫、理解及答題技巧等能力。 

3. 「悅讀技巧訓練小組」，通過有趣的學習活動，如閱報、電腦遊戲及觀看短

片等，引領學生將文章演繹成故事或戲劇段落，從而提升學生的讀寫能力。 

4. 參加由教育局、香港大學、賽馬會及協康會合辦的「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

從教師培訓、家長培訓及課後學生小組訓練支援有自閉症的學童。 

 

5.3.2 言語治療服務 

學校利用教育局提供之「加強言語治療津貼」，外購「校本言語治療服務」，由一位

合資格的言語治療師定期駐校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服務。言語治療師為學生作個別

評估，以了解學生的語言能力，從而編訂治療時間表及訓練內容。此外，也邀請家

長出席言語治療課，讓家長在家能協助子女進行語言練習。而科任老師觀看言語治

療師訓練學生的情形，以便於課堂上有效協助學生學習。言語治療師也會按需要入

班觀課及與老師交流教學意見，以提升學與教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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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校內獎學金 

獎學金 來源 分配辦法 金額 

家教會

獎學金 
由家教會捐贈 

各級全年總成績

第一名 
$200 

李榮基

獎學金 

由一名熱心的元朗區官小學生家長捐贈

$20000予不同的官立學校作為獎學金 

各級全年總成績

第二名 
$150 

校友會

獎學金 
由校友會捐贈 

各級全年總成績

第三名 
$100 

李寶倫

獎學金 

由校友李寶倫捐贈，以鼓勵體育運動表

現突出的學生 

校內有傑出表現

的男女運動員 

各一名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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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學生表現 
 

6.1 校際活動得獎項目 

 學術 

項目 獎項 

第二十一屆全港中小學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冠軍 3名、亞軍 3名、季軍 3名 

第二十一屆全港中小學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冠軍 3名、亞軍 3名、季軍 3名 

第六十八屆校際朗誦節中文朗誦比賽 季軍 1名 

優良奬 18名 

良好獎 8名 

第六十八屆校際朗誦節英文朗誦比賽 季軍 1名 

優良奬 47名 

良好獎 4名 

第六十八屆校際朗誦節普通話朗誦比賽 季軍 1名 

優良奬 747 名 

校際朗誦節英語集誦 校際朗誦節英語集誦(亞軍) 

Story to StagePuppetry Competition 2016/17 First Prize (4 Students) 

香港學校戲劇節(英文組) 傑出合作獎(英語話劇隊) 

傑出整體演出獎(英語話劇隊) 

傑出舞台效果獎(英語話劇隊) 

傑出演員獎 3名 

2017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 二等獎 7名 

三等獎 27名 

2017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進階賽 三等獎 3名 

優異獎 1名 

第三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2016-17 個人賽銅獎 3名 

個人賽優異獎 4名 

2016-2017年度第十二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油尖旺區) 

優良獎 9名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7 

 (香港賽區)初賽 

一等獎 1名 

二等獎 13名 

三等獎 31名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7 

(華南賽區)晉級賽 

二等獎 6名 

三等獎 10名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7 

(全國總決賽) 

二等獎 1名 

三等獎 10名 

第二十四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銅獎 2名 

2017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香港賽區初賽 

暨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 HKMO Open》 

金獎 2 

銀獎 9 

銅獎 41 名 

2017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決賽 銅獎 4名 

2017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 銀獎 2名 

銅獎 9名 

小學數學精英大賽 2016-2017 二等獎 1名 

三等獎 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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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藝 

項目 獎項 

屈臣氏集團香港運動員獎 2016-2017 香港運動員獎 1名 

2016-2017九龍西區小學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擲疊球季軍 1名 

男子甲組 100 米優異獎 1名 

男子甲組 4x100米接力賽 6 名 

九龍西區小學游泳比賽 女子丙組 50米背泳優異獎 1 名 

女子丙組 50米自由泳優異獎 1名 

2017 全港小學游泳邀請賽 女子 9歲組 50米自由泳冠軍 1名 

女子 9歲組 50米背泳冠軍 1 名 

2016-2017九龍西區小學乒乓球比賽 男子乙組優異獎 4名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友校 4 x 100m接力賽 殿軍 4名 

南元朗官立小學友校 4 x 100m接力賽 男子組季軍 4名 

李陞小學小學友校 4 x 100m接力賽 男子組冠軍 4名 

女子組亞軍 4名 

荃灣官立小學友校 4 x 100m接力賽 男子組季軍 4名 

黃大仙官立小學友校 4 x 100m接力賽 男子組亞軍 4名 

官立嘉道理爵士小學友校 4 x 100m接力賽 男子組冠軍 4名 

女子組冠軍 4名 

農圃道官立小學友校 4 x 100m接力賽 季軍 4名 

福榮街官立小學友校 4 x 100m接力賽 男子組殿軍 4名 

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 友校 4 x 100m接力賽 男子組冠軍 4名 

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低年級中國舞 甲等獎(初級組舞蹈團) 

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高年級中國舞 甲等獎(高級組舞蹈團) 

第六十九屆校際音樂節 優良獎 8名  良好獎 8名 

「傳心傳意傳關愛」小學音樂藝術比賽 合唱組亞軍(34 名) 

「全方位學習」-海報及卡通人物設計比賽 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頌師恩」繪畫比賽 低年級表現卓越獎 6名 

高年級表現卓越獎 6名 

第 38屆中國-日本國際書畫大賽 兒童組銅獎 1名 

兒童組優秀獎 1名 

「認識祖國·認識香港」系列比賽 2016—填色比賽 初小組銅獎 1名 

高小組優異獎 1名 

視藝創作比賽 ----《愛心滿載》 冠軍 6名、亞軍 6名、季軍 6名 

第九屆校園藝術大使 校園藝術大使 2名 

第 21屆菲律賓-中國-日本國際書畫大賽 兒童組三等獎 1名 

兒童組優秀獎 1名 

全港小學旗袍設計邀請賽 2017 優異獎 1名 

全港小學「傳心傳意傳關愛」填色創作比賽 優異獎 3名 

「愛麗絲夢幻之旅」填色創作比賽 傑出表現獎 2名 

優異獎 2名 

智能城市填色及繪畫設計比賽 初小組優異獎 1名 

高小組優異獎 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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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項目 獎項 

2016-2017 年度油尖旺區小狀元獎勵計劃 嘉許獎 3名 

油尖旺區傑出學生選舉 傑出學生金獎 1名 

. 

第七屆油尖旺區學生獎勵計劃 嘉許獎 3名 

優異獎 2名 

2016-2017 年度油尖旺區顯著進步學生獎 顯著進步學生獎 17 名 

「快樂的我」獎勵計劃 2017 嘉許獎 15名 

九龍區區際 STEM比賽：BLING BLING 電容模型

車 

九龍區冠軍 4名 

香島盃全港科技比賽 2017 舉重賽優異獎 8名 

障礙賽優異獎 7名 

九龍第一三二旅幼童軍傑出成就 2016 年總會優異旅團 

2016 傑出旅團獎勵計劃金獎 

第八屆油尖區最進步童軍獎勵 最進步童軍獎 1名 

2017升旗隊周年檢閱禮 旗隊比賽(小學組)亞軍 3名 

2016/17 年度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傑出學生環境

保護大使獎」 

金獎 1名 

銀獎 1名 

銅獎 1名 

優異獎 20名 

「共建安全網絡 2016」- 吉祥物設計比賽 最積極參與學校獎--小學組季軍 

「健康使用互聯網」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高小組優異獎 1名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獎學金 6名 

李榮基獎學金 獎學金 6名 

校友會獎學金 獎學金 6名 

李寶倫獎學金 獎學金 2名 

 

 

6.2 社會服務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06-10-2016 公益金便服日 

15-11-2016 「廣小暖萬心」禮物募捐行動 

05-12-2016 

23-01-2017 
「愛心獻社群」探訪長者活動 

23-01-2017 公益金慈善花卉義賣 

18-02-2017 親子賣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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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們的伙伴 

 

  7.1 家長教師會活動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04-11-2016 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暨家長教師茶聚 

14-01-2017 親子學習日 I (汀角泥灘、鳳坑家樂徑、鐵路博物館) 

30-04-2017 親子學習日 II (有機資源再生中心、水耕農場和落馬洲花園) 

   

7.2 家長也上學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01-11-2016 家長學堂(1) 「DIY 潤唇膏」 

08-12-2016 家長學堂(2)「 蝶古巴特拼貼 I」 

15-12-2016 家長學堂(3)「 蝶古巴特拼貼 II」 

09-02-2017 家長學堂(4)「敲擊樂無窮」 

10-09-2016 「小學英文科識字計劃(閱讀/寫作)」家長工作坊 

04-11-2016 「抗壓秘笈」家長講座 

05-11-2016 「親子溝通樂無窮」家長講座 

02-12-2016 「自行分配學位」家長座談會 

07-12-2016 「如何培養子女自主學習能力」 

家長講座 

08-12-2016 「同聲童戲同溝通」家長講座 

25-02-2017 「做孩子的情緒教練」家長講座 

24-03-2017 「護脊健康你要知」家長講座 

07-04-2017 「統一派位」小六家長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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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家長對學校的意見 

 校長管理及教師專業態度 

P.1 

 

 欣賞校長的管理。欣賞校長每天早上都會在學校門口迎接每位學生回校

上課，而放學時亦同樣會目送學生們放學。 

 感謝校長老師們對學生的關愛和悉心教導。 

 主任及老師們非常有愛心，若有任何疑問，班主任總是細心、仔細回答。 

 教師對學生盡心盡責，有着良好的教育品德。  

 我欣賞學校的老師對學生十分愛護，並且會很有耐心，以及循循善誘的

教導學生。 

 教師教學態度認真，對學生的教導切合需要。 

 老師有責任感，對學生們非常關心，對家長提問亦不厭其煩，細心回答。 

P.2  校長、主任、老師都和藹可親，學校團結友愛，擁有良好的學習環境。 

 老師對學生的管教嚴謹適中，整體教學態度認真。 

 我欣賞學校的老師和學生的關係既像師生又像朋友。 

 我欣賞每位老師的教學熱誠和教學方式，可以照顧每位同學的需要。 

 教師們寬容而嚴謹地對待學生。 

 我很欣賞小女的班主任：她好像學校的「媽媽」般細心，對每位同學都

照顧周到，又能令他們好好學習，讓學生們的成績大有進步。 

P.3  校長、主任、老師和校務處職員均非常友善和細心對待每位學生和家

長，對學生很有耐性和包容。 

 喜歡校長每天以真誠的笑容迎接每一個孩子。 

 校長、老師們非常辛勤的工作，多謝各位老師的細心栽種。 

 每位老師都很友善和有禮貌。 

 老師對學生有愛心和耐性，凡事都以學生為先。 

 學校教師的教學態度認真和管教嚴謹適中。 

 欣賞學校的老師愛學生好像愛自己的孩子一樣，孩子們回到學校有家一

般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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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 

 

 校長、主任、老師和藹可親。對小朋友一視同仁。 

 感謝學校對孩子的教育與培養，老師們辛苦了！ 

 教學的態度認真，令到我的小朋友對學習有信心。 

 各位老師用心教學、照顧學生，仁慈善良，師生相處温馨愉快。 

 老師們對教學熱誠有加，對孩子們充滿愛心及責任心，教學認真負責！ 

 老師們穿著十分樸素大方。 

P.5  校長、主任、老師和藹可親。 

 教師專業團隊，團結合作。 

 學校每個老師的專業教育，悉心地陪伴每個學生的成長。 

 教師的教學態度認真、關愛學生。 

 我欣賞老師們的專業教學，老師有愛心，有耐心，又關心學生。 

 老師的親切和用心教導，讓孩子增強自信，提高學習成績。 

P.6  廣小是一所不斷進步的學校，校長是一位關心同學們各方面發展，照顧

他們的需要，改善學校學習環境的熱心教育工作者。老師們亦是對同學

們很關心，給予同學很多不同的發揮機會，讓他們能發展所長，建立自

信。這些都是我和女兒感受到的，是廣小同學們的福氣！ 

 校長及老師們充滿愛心及真心培育學生成材。 

 教職員有專業水準，熱心和親切教導學生健康成長。 

 教師的教學態度認真負責，對學生熱忱關愛，教學質量也有目共睹。我

子女在貴校受益頗多；特別是每次遇見老師都是和藹可親，沒有產生距

離感。很感謝這兩年以來，給我子女的幫助，讓她取得大的進步。 

 對學生的管教嚴謹適中，教學態度認真。 

 老師用心指導同學在應付考試遇到的困難，提醒要改善的地方和注意事

項。 

 欣賞學校的老師細心、耐心、有趣的教學方法，令我的孩子對學校的事

情越來越喜歡。 

 對學生的管教適中，而且對學生的學習輔導態度也很好，幫助有學習問

題的學生解決功課上的難題；老師和學生的關係也融洽，我欣賞老師這

樣對待學生。 

 各位主任及老師都能時刻關注兒子的學習進度，及給予兒子很多寶貴的

升中的意見及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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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與學： 

P.1  家課量適中。 

 女兒自上小學到現在，變得開朗和自信，一定是學校的教學環境所致。 

P.2  家課量適中。 

 網上功課令學生增加學習興趣。 

 我的女兒認識了很多字。 

 很喜歡學校的教學方式，希望能保持下去。 

 今年學校增加了導修堂，能給予學生完成部份功課，減輕家長壓力。 

 致力推動 STEM教育，發揮學生的創意潛能。 

P.3  每當學生遇到困難，老師均用心聆聽，能了解學生的需要、優點和弱點，

然後循循善誘，令學生能在開心愉快的環境裡學習。 

 對於學習方面稍遜的同學能夠提供切實的協助和體諒，真正做到共融的

學習環境和愉快學習的氣氛。 

 因應學生來教導，關心學生，令他們更有興趣學習。 

 家課量適中。 

 欣賞學校每一位老師這麼用心的教導學生，不僅給予了知識，還給予了

温暖。 

 多謝各位老師們對小女的悉心照顧和對小女的全方位學習的支持。 

 所安排的參觀活動，讓學生可以有機會到外面參觀香港，認識香港。 

P.4  很關心小朋友，家課量適中！ 

P.5  家課量適中。 

 給予兒子多元化的學習機會。 

 學生有錯，給予機會改進。悉心教導學生，讓學生在德、智、體、群、

美各方面得到均衡的發展。 

 貴校尤其注重發展學生的潛質，經歷參加校際奧數比賽，小兒更加熱愛

數學的學習，對學校更加喜愛和有着親切的歸屬感。 

 教師關心學生的學習進度，並提供適當的幫助。 

 我欣賞學校的課餘活動有很多項目給學生選擇，還有很多做義工的活

動，例如賣旗，捐助等等。 

P.6  培育學生的方法多元化。 

 家課量適中，使小朋友有足夠休息時間。 

 能因材施教，切合孩子們的需要。 

 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給孩子們發展所長的機會，增強孩子們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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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支援： 

P.1 對學生的學習輔導切合需要。 

P.2 如學生有行為和情緒的問題，都能得到支援。 

P.5 對同學關愛及因應能力因材施教。 

學校有免費的功課輔導班幫新來港的同學補英文及廣東話。 

P.6 學校能照顧個別有需要的學生，並作出適切的輔導。 

 

7.4  校友會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29-10-2016 校友會周年會員大會暨茶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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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財務報告 
as at 31.8.2017 

  收入 $  支出 $    

【I】 科目及課程整筆津貼帳戶      

  （甲） 非為特定學校而設的津貼        

     基線指標撥款 (Baseline reference provision)  274,567.00  243,095.14    

本年度盈餘：  31,471.86    

  （乙） 為特定學校而設的津貼        

     新來港學童津貼  77,286.00  180,085.00    

     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513,156.00  492,600.00    

     資訊科技教育津貼  332,237.00  283,036.00    

   學校發展津貼  519,967.00  376,817.27    

   言語治療服務計劃  76,920.00  75,210.00    

     成長的天空  101,666.00  84,380.00    

小結：  1,621,232.00  1,492,128.27    

本年度盈餘：  129,103.73 
  

 

2016-2017 年度科目及課程整筆津貼帳戶總盈餘：  160,575.59 
  

 

      

【II】 課外活動帳戶        

   承上結餘  4,032.36    

   課外活動經費  71,346.00  48,608.10    

   其他（旅行、教育營、參觀及視藝費）   69,410.00  77,123.70    

小結：  140,756.00  125,731.80    

本年度盈餘：  15,024.20    

本年度盈餘＋承上結餘：  19,056.56    

2016-2017 年度課外活動帳戶總盈餘：  19,056.56 
  

 

 

【III】 校本管理費  收入 $  支出 $  

   承上結餘  57,848.00  

   校本管理費  116,100.00    

   三樓操場冷氣費         10,000.00  

   電子學習器材           50,000.00  

   短訊服務               195.50  

本年度盈餘：  55,904.50  

本年度盈餘＋承上結餘：  113,752.50  

本年度盈餘：  113,752.50  

* 不包括學校行政費用及教職員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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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成就與反思 

 

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一】培養廣小人素質，邁向正面人生。  

 

1. 從飲食、運動及自理三方面，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促進學生身心健康的發展 

《成  就》 

   本學年推行「運動健身心」計劃，逢星期三、五小息時段於操場進行跳繩、足毽或小球投籃

活動；而三樓操場則每天開放乒乓球枱予五、六年級的學生。學生反應熱烈，均會參與不同

的體育活動，同時，亦能培養學生遵守秩序的習慣。根據統計，全校 72%的學生參加了「運

動健身心」計劃，達到了既定目標。 

 

   為了鼓勵學生恆常參與運動，定時定量地進行體育活動，使之成為生活習慣，本校於 3月份

舉辦了「sportACT 獎勵計劃」，學生需連續 8 星期完成已訂立的個人運動計劃和目標，藉此

讓學生養成運動的習慣。根據統計，40%學生透過參加「sportACT 獎勵計劃」，能夠獲得★

作鼓勵。 

 

   本學年繼續參加由衞生署舉辦的「至『營』學校認證計劃」，在校方帶領及家長的支持下，本

校成功取得「至『營』學校認證計劃」的基本認證資格、「健康午膳優質認證」及「健康小食

優質認證」資格，並獲嘉許為「至『營』學校」，表揚學校竭力推動健康飲食文化。 

    

   本年度的運動會已於 1 月 19 日舉行，全校 90%學生參加比賽，而家長更是踴躍，參予親子

項目的人數眾多。 

 

   本學年已安排學生參加不同學校及機構舉辦的比賽，包括：九龍西區小學校際田徑運動大會、

乒乓球比賽及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已於 5月下旬的週會時段安排兩場「運動與健康」的講座，藉此加深學生對運動項目的知識。 

 

   在教師的推動下，學生參與運動的積極性有所提升，而學校亦已成立田徑、乒乓球、羽毛球、

初舞、高舞等校隊，讓學生發揮體育潛能，養成運動的習慣。 

 

   根據問卷調查，82%學生表示透過參與不同的活動，如小息時做運動、「sportACT獎勵計劃」、

參加運動會、課後興趣班及講座，能讓自己認識運動對健康的重要性，養成運動的習慣，達

致預期目標。 

 

《反  思》 

   在來年繼續積極安排學生參加不同學校及機構舉辦的運動活動及比賽，藉此提升學生對做運

動的興趣及增加成功感。 

 

   學校場地不足，妨礙體育活動的進行，如何善用社區設施及政府場地將再作思量。其中一種

方法可考慮與環保教育合作，增設發電單車，作為學校體育器材的一種設施。 

 

   要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促進學生身心健康的發展是需要有系統的規劃及長時間的培養。經

過檢視，本校認同除注重飲食健康、適時適量的運動外，自理能力的培養也同樣重要，故來

年將會推行「學會自理」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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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透過多元化的課餘學習經歷，讓學生發展興趣和潛能 

《成  就》 

   學校今年合共開辦了七類興趣班，合共 22 班，包含了學術、體育及藝術等範疇，合共 260

人次參與，佔全校人數的 67%，學生在活動中表現踴躍和樂於參與各種活動，並在各機構導

師指導下，參加了不同的比賽和表演。 

 

   根據統計，除學校開辦的興趣班外，學生還參加了校外不同機構主辦的興趣班，合計佔全校

人數的 84%，遠超預期目標。 

 

   根據問卷調查，79%學生有參與校內的比賽，如繪畫比賽及運動比賽；69%學生有參與校外

的比賽，如「校際舞蹈節」、「校際音樂節」、「校際朗誦節」、「英語話劇」、繪畫比賽及運動

比賽，達致預期目標。另外，76%學生有參與校內及校外的表演，如聖誕聯歡會、畢業禮、

合唱團表演及跳舞表演，遠超預期目標。 

 

   其中 90%學生表示透過參與校內與校外的興趣班、表演及比賽，能發展自己的興趣，能展示

自己的潛能，更能提升自信。 

 

《反  思》 

   綜觀全年開辦的多元化興趣班，學生積極參與，證明這些學習活動能發展學生的興趣和潛能。

培養學生不同的能力是持續性的教育，故有關課餘興趣班將會繼續開展。 

 

   在來年，老師會更積極鼓勵學生參與不同機構的比賽以及校內與校外的表演。 

 

 

3. 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建立「廣小人素質」 

《成  就》 

   本學年以「愛心滿載」為校本輔導計劃的主題，利用學生講座、小組及德育及公民教育課，

培養學生具備愛心的良好品格。同時，在各個年級舉辦不同的活動，宣揚「愛心滿載」的宗

旨，讓學生透過參與活動，明白關懷別人的重要性，並能身體力行，培養正面的價值觀。 

 

   一、二年級以「愛護自己、寬恕別人」為目標，舉辦了「早睡早起龍虎榜」及「多寬恕、添

歡樂」親子口號設計比賽。藉着活動鼓勵了小一學生建立早睡早起的習慣；小二學生能培養

廣闊的胸襟，多寬恕及欣賞別人的優點。 

 

 

   三、四年級以「好言好語，愛惜家人」為目標，學生為「廣小愛心信用卡」設計卡面。為答

謝父母，學生會為父母送上愛心信用卡，父母可於卡內選出喜歡的項目，學生會為父母完成，

藉着行動，表達出關愛家人的情意。 

 

   五、六年級以「傳遞愛心，服務社群」為目標，學生透過進行義工活動，探訪區內的長者以

表達對長者的關懷。 

 

   本學年舉辦了全年性的「愛心紅簿仔」活動，鼓勵學生以「愛自己」、「愛家庭」及「愛學校」

為目標，為自己訂立合理的愛心行為，實踐愛人愛己的精神。根據觀察及記錄，學生努力為

自己訂立的目標努力，於日常生活中實踐愛心行為，計劃初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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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積極參與了「廣小暖萬心」禮物募捐行動，收集所得的禮物由小五及小六的學生送給區

內的長者，把愛心傳送到社區內，活動效果良好。 

 

   「生日傳情意」是學生於視藝課設計生日卡，再選出優秀的作品製成實物。班主任每月於德

公課為該月生日的學生慶祝。結果，成效顯著，令愛心滿校園。 

 

   班主任透過班級經營建立班風，於學期初帶領學生討論及設計班牌，以「愛心滿載」的「廣

小人素質」為中心，並努力實踐，藉此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 

 

   已於德育及公民教育課、成長課及各個科目的計劃大綱中有系統地編入培養學生具備愛心的

教學內容。 

 

   已於週會時段為學生舉行講座，包括「關愛大行動」、「中國兒童概況」、「殘疾小朋友與他的

哥哥」、「饑餓猜情尋」及「貧窮書院(學生的一天)」，讓學生明白關愛的重要。講座主題配合

目標，有利活動推行，效果良好。 

 

   學生積極參與校本輔導活動。根據問卷調查，98%學生表示透過參與以「愛心滿載」為「校

本輔導計劃」主題的不同活動，能讓自己明白愛心的重要性，並能身體力行，具有「常寬恕、

常關愛、常貢獻」的品格。同時，根據統計，95%學生能夠獲得★作鼓勵，遠超預期目標。 

 

   經過全學年不同活動的推行，重點培養學生關愛的精神，在情意及社交範疇表現指標(APASO)

中，本校學生在「關愛」的評分高於全港常模，數據肯定了本校的品德培育工作獲得成效。 

 

 

 

《反  思》 

   「愛心紅簿仔」已於下學期參考班主任的建議，在目標訂立稍作修改，在高年級加入「愛社

區」一項，讓學生可以拓寬愛心的層面。另外，亦鼓勵班主任在德公課時協助學生填寫及反

思是否達成目標。 

 

   親子口號設計比賽，因家長的支援較弱，部份未能繳交作品，建議舉行類似活動，可再加強

宣傳。 

 

   「愛心獻社群」可安排學生於早會上分享活動的得著，加強活動的果效。 

 

   要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讓學生得到全人發展是需要有系統的規劃及長時間的培養，故來

年除了強化學生堅毅及關愛的特質外，還會以「勇於承擔」為目標，務求提升學生的個人素

質，邁向正面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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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生能具備三自文化：「自律、自主、自發」 

《成  就》 

   成長課、德育及公民教育課致力培育學生正面的價值觀、態度和三自文化，本年度更積極配

合學校三年發展計劃的目標，訂定每月的課程主題。 

 

   本年度的主題分別是： 

上學期 下學期 

10月 自主 2月 情緒管理 

11月 關愛 3月 交友之道 

12月 健康生活 4月 自律與尊重 

1月 責任感 5月 逆境我不怕 

 

   綜觀全年主題，分別於上下學期重點設計有關「自主、自律」的課程，讓學生透過學習和認

知，明白自主自律的重要性，並檢視自己能否做到，從而加以培養。 

 

   班主任除了於課堂上與學生分析及討論有關主題外，還會透過檢視學生的工作紙，了解學生

的情況。 

 

   完成每月主題的德公課後，班主任還會選出三名表現突出的學生給與一顆星星作獎勵。另外，

其完成的工作紙更會張貼於禮堂壁報板上以作表揚，藉着表揚，從而潛移默化其他學生。 

 

   已透過「星願成真獎勵計劃」培養「自主及自律」，表揚學生，讓學生繼續努力。計劃推行

期間，97%學生能夠取得金獎、銀獎或銅獎作鼓勵。 

 

   根據問卷調查，98%學生表示透過德育及公民教育課及「星願成真獎勵計劃」能讓自己明白

「自主」的意思。另外，根據觀察，學生在集隊、週會及課堂上的紀律良好，成效理想。 

 

   家長方面，已於 2016年 12月 7日由教育心理學家主講以「如何培育子女自主學習能力」為

題的家長講座。超過 88%的家長滿意講座的內容。 

 

   《反  思》 

   綜觀全年的德育及公民教育課及「星願成真獎勵計劃」，學生透過學習和認知，表現出良好

的素質，證明課程和活動有正面的作用。而培養學生具備「自主及自律」的素質難於一蹴而

就，故有關課程和活動將會繼續開展。同時，於來年開始培養學生自發的能力。 

 

   要讓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得以內化，家長的支持與肯定是有強化的作用，故來年會繼續舉辦家

長講座，主題將圍繞「如何培養子女擁有自動自覺的素質」。期望透過家校合作，讓孩子得

以進一步成長。 

 

   為了培養學生自發的能力，除了在德公課及各個科目加以教導外，還會透過「成長的天空計

劃」及舉辦各輔導小組，為自我形象低落的學生提供支援，建立其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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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照顧學習多樣性，提升自主學習的能力  

 

1. 優化課堂設計，提升學生自主的學習能力。 

 

《成  就》 

   本年度常識科參與小學校本課程支援計劃，透過共同備課設計專題研習課堂活動及課業，指

導學生設計問題及利用電子媒介 google form 製作網上問卷，讓學生成功訪問不同人士，取

得數據；其次，在支援人員協作下，安排學生到社區考察，讓學生根據學習需要自行選取素

材完成專題研習，提升自主學習能力。 

 

   透過觀課所見，部份教師能利用小班教學技巧、提問技巧及合作學習活動，照顧不同學生的

學習需要。 

 

   在課堂教學方面，教師因應教學內容加入自主學習的元素，如透過課堂預習引入課堂學習及

善用筆記簿摘錄課堂要點。 

 

   部份教師為配合學生的學習能力，設計不同程度的分層工作紙於課堂使用。 

 

《反  思》 

   部份教師在分組活動的設計方面仍有改善空間，宜為學生設計周全及有意義的學習活動。 

 

   在課堂教學上，教師可多用科本的口頭回饋用語，讓學生能清楚明白科本的要求及知所改

進。 

 

   配合學習重點，擬定摘記筆記的重點，指導學生摘錄筆記的方法，提升自主學習的能力。 

 

   部份教師宜善用課前預習作為課堂學習的元素，把預習的材料應用於建構新知識之上，如把

搜集的資料用於課堂活動中。 

 

 

2. 發展促進學習的評估，使學、教、評更聚焦。 

 

《成  就》 

    藉着課業檢視所見，中文科、英文科及數學科教師能因應各級學生的實際學習需要，用心設

計班本的單元工作紙。常識科課業方面，已嘗試加入了思維策略的元素。 

 

    在日常課業中，教師為學生提供自評、學習反思及家長評估的機會，從而了解學生實際的學

習情況。 

 

    在觀課中，觀察到在部分課堂中加入了前測及課堂小測，讓教師更了解學生的已有知識及學

習效能；另外，部分科組設計了評估練習及利用網上學習平台，定期檢視學生的學習表現，

讓學生掌握學習情況。 

 

    每次測驗及考試後，教師均會填寫成績檢討表，分析學生在各學習範疇的掌握情況，從而了

解學生的學習表現，調適教與學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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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基本能力評估的成績報告，檢視學生在中文科、英文科及數學科各個學習範疇的實際學

習表現，讓老師更具體知悉學生在學習上的優勢及弱項。各科科主任會就學生在該科各學習

範疇的表現作詳細分析，讓教師對學生的學習表現一目了然。此外，報告內還顯示了教學建

議及跟進等事宜，務求教師在日常教學中加以調節，藉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反  思》 

 

   科任老師繼續設計合適的分層工作紙，甚至可加入較具思考性或高階思維的題目，達至拔尖

補底的效果。 

 

   除測驗、考試及進展性評估等紙筆評估外，各科可加入前測、後測、操作式評估及網上評估，

以檢視學生的學習進程。 

 

   除了運用各科已有的網上學習平台外，科任老師亦可善用 STAR 系統安排網上學習，達致多

元化的評估。 

 

   透過科務會議及共同備課，持續檢討學生的學習表現，使學、教、評更聚焦。 

 

   科組能善用評估數據，如校內測考成績及基本能力評估數據，對焦檢視及分析學生的學習情

況，並於科務會議中作分享。另一方面，老師一方面了解學生在學習上表現較佳之處，釐訂

保持方法；老師拆解學生在學習上所遇的困難，並會商議一些適切的教學策略以作跟進。 

 

3. 善用學生學習的多樣性，鼓勵互動協作，提升學習的成效。 

 

《成  就》 

    各科組為學生安排多項學習活動，如配合課程的參觀活動。英文科亦安排學生參加語常會英

語大聯盟及香港欖球總會合辦的的趣味英語課程—非撞式欖球體驗課程，為學生提供不同

的學習經驗。 

 

    因應學生的能力，安排參與各項校外比賽，以發揮學生的潛能。 

 

    中文科參與教育大學舉辦的專業社群計劃，透過共同備課優化課堂教學，鼓勵學生互動協作。

在三年級的寫作課中加入小組協作活動，以小組形式到公園參觀，在課堂中共同選取寫作素

材，透過交流互相分享回饋，有效提升學習效能。 

 

    本學年的跨科學習以「愛麗斯夢遊仙境」為學習主題，各科組設計不同的學習活動，以全方

位學習模式讓學生對文學故事加深認識。在戲劇教育方面，本校的英語話劇組亦為學生製作

了《愛麗斯夢遊仙境》劇目，讓語文資優的學生發揮不同的潛能；並在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16/17 中取得驕人的成就，得到不少獎項，有傑出演員獎(蔡培璋、方煒琪、黎亦簥)、

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及傑出整體演出獎。 

 

    外籍英語老師於 4月 27日帶領學生參加由教育局 Net Section 舉辦的‘Story to Stage’Puppetry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chools 2017，勇奪冠軍，並得到評判的高度讚賞。 

 

    配合 Wifi900 計劃，四年級數學科利用平板電腦作為課堂學習工具，學生以兩人共用一機，

合作完成課堂。在課堂中互動協作，提升學生的數學解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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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科組為學生安排多項資優培訓，如 STEM 尖子培訓，除了校內培訓外，亦為學生報名參加

不同院校舉辦的活動，藉此提升探究能力。 

 

    本校利用課程調適、功課調適、測考試調適及全校參與的模式，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

供適切的支援。同時，已安排教學助理於課堂上進入課室，協助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進行

學習。 

 

    學生支援組已安排四至六年級校園小老師每週兩次，於膳息時間協助一至三年級有需要的學

生進行學習。 

 

    本年參加了教育局、香港大學及協康會合辦的「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為自閉症學生安排

小組訓練、同儕活動、為老師安排專業發展活動，為家長安排培訓活動等，藉此加強對有特

殊學習需要的學生之支援。 

 

《反  思》 

 

   下學年繼續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活動。 

 

   因應學生在各個學習領域的表現，安排學生參與各個學習範疇的比賽及尖子培訓班。 

 

   繼續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適切的支援。 

 

   下學年會繼續安排校園小老師，從而訓練學生的領導才能，加強朋輩互動的學習模式，提升

低年級學生的學習能力。 

 

4. 強化教師專業，建立學習社群。 

 

《成  就》 

   本校已就「專題研習」及「電子教學」舉行教師專業發展活動。此外，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及常識科均邀請了嘉賓到校舉行專業發展活動。同時，部份教師已於課餘時間參加校

外機構舉辦的進修課程。 

 

   分別於上學期十一月及下學期三月，舉行中文科、英文科、數學科、常識科公開課及觀課，

作教學專業交流。 

 

   中文科、英文科、數學科及常識科分別參加了香港大學、教育局及香港教育大學舉辦的校本

支援計劃，設計校本課程，有效提升教師專業知識及教學技巧。 

 

   三年級中文科老師於六月二十四日擔任由香港教育大學卓越教學發展中心舉辦的「以自主與

電子學習優化教與學」暨「專業社群計劃個案分享會」講者，匯報實踐經驗，分享教學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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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科參與教育局舉辦的「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2016/17)」，由三年級數學科老

師與內地協作老師組成團隊，透過共同備課及安排校內專業講座，互相交流教學經驗。內地

協作教師的本科知識豐富，讓本校老師獲益不少。在本校老師的公開課及評課活動中，內地

協作教師讚賞三位數學科老師的課堂表現，並讚揚校長對課程發展的支持。而巫燕芳老師亦

以此計劃中的課堂設計參加由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舉辦的「2017優秀教師選舉」，榮獲「2017

優秀教師」殊榮。計劃能讓教師建立協作團隊，互相支援。 

 

   常識科在小學校本課程支援人員的帶領下，建立科本課程發展團隊，提升科主任在縱向課程

安排的理解，有助擬定校本縱向發展，並增加對本科新發展的認識，如 STEM及專題研習。 

 

《反  思》 

 

   繼續傳閱教師專業發展資訊，鼓勵教師參加各項校外進修課程，特別是 STEM學習及電子學

習這課題，並安排教師於校務會議或科務會議中作分享，以作教師專業交流。 

 

   配合 Wifi900 計劃，本校於下學年繼續加強電子教學的發展。在四年級及五年級數學科和電

腦科為重點，在課堂教學上加入電子學習的元素。 

 

   本校已為中文科及常識科成功申請下學年的校外專業支援，以提升學與教的效能。三年級中

文科分別得到教育局小學校本支援服務。五年級中文科參與 2017 基本能力評估研究計劃專

業支援措施提供的大專院校支援計劃。四年級常識科參與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計劃」，

由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統籌，本校與其他協作學校一起進行 STEM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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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運用「學校發展津貼」計劃評估報告 

( 一 ) 聘請外籍英語教學助理一名 

 本校聘請了一位外籍英文教學助理協助於小四至小六推行校本課程閱讀計劃。 

 

 外籍英語教學助理於每週星期二至星期四到校與英文科任老師進行協作教學。期間，小

四至小六每班每週各有兩個課節運用課外讀物作學習材料，每學期使用三本讀物，全年

共六本不同體裁及不同題材的英文故事書。 

 

 此計劃內之課堂學習主要訓練學生不同的閱讀策略及技巧，並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務

求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外籍英語教學助理按照每本讀物的內容跟體裁，設計不同的學

習活動及課堂工作紙。她能有效地協助課堂教學，並適時跟進學生的學習情況，於課堂

以外給予輔導，大大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從學生課業所見，大部份學生均能掌握每本讀物的內容，而且大部份學生也能有效地應

用適當的學習策略完成相關課業及評估。 

 

 從課堂觀察所見，學生均積極及樂於參於外籍英語教學助理安排之學習活動，有效地提

升學生活用英語的能力。 

 

 外籍英語教學助理積極協助老師訓練學生參與朗誦、集誦及英語話劇的訓練，從觀察所

見，學生均積極及樂於參與活動，成效亦佳。 

 

( 二 ) 聘請英語話劇導師一名 

 本校聘請了一位外籍英文話劇導師協助訓練本校英語話劇隊。 

 

 有關導師負責撰寫劇本，安排學生演繹不同的角色並加以訓練。導師根據學生的長處編

排並訓練參與比賽及表演。 

 

 本學年英語話劇隊隊員表現出色，在 2016/2017 香港學校戲劇節(英文組)比賽中，榮獲

下列獎項： 

1. 傑出演員獎：6A蔡培璋、6A方煒琪、黎亦簥 

2. 傑出舞台效果獎 

3. 傑出合作獎 

4. 傑出整體演出獎 

 

 本校英語話劇隊亦於本年度畢業禮演出，劇目為「愛麗斯夢遊仙境」，學生演出積極投

入，表現獲高度評價。英語話劇能有效地提升學生的英語溝通能力和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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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聘請弦樂導師四名 

 本年度聘請了四位專業的導師教授全校小三及小四的學生演奏的技巧；通過教授樂理知

識、聆聽等活動，學生能奏出簡單樂曲。表現出色的學生，更被選拔加入學校的樂團，

加以培訓。 

 

 學生能從樂團訓練過程中體驗到團隊合作精神，更培養出「堅毅」的良好態度。老師更

甄選能力較高和有興趣的學生加入弦樂團。透過演出活動，學生獲得成功的經驗，自尊

感和對學校的歸屬感亦得以提升。本年度弦樂隊更加入大提琴的訓練，樂隊雛型逐漸形

成。 

 

 本校聘請小提琴導師在小三至小四的音樂課堂教授學生演奏小提琴。科任老師將課程指

引所列的音樂元素滲入是項課程，全體音樂科任均同意推行有關課程能提升學生學習樂

器的興趣，啟發音樂潛能。 

 

( 四 ) 聘請中國舞導師兩名 

 本年度聘請了兩位中國舞導師分別擔任高級和初級舞蹈組的導師 

 

 導師甄選具潛質的學生，並按學生的長處編排合適的舞蹈種類，並加以訓練參與比賽及

表演。 

 

 本學年舞蹈組同學表現優良。在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上分別獲得兩項甲等獎；此外，

兩組學生也參加了多項校內校外表演，獲得高度評價。 

 

( 五 ) 聘請現代舞導師一名 

 本校聘請現代舞導師協助本年度的大型兒童音樂劇「愛麗斯夢遊仙境」的演出。小一至

小六的大部分學生均通過訓練並參加了演出，獲得了寶貴的成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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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16-2017年度資訊科技綜合津貼財政報告 

 支出 ($) 收入 ($) 

CITG撥款  332,237.00 

人力資源 158,760.00  

上網費  17,400.00  

保養   3,395.00  

防毒   2,950.00  

Dimain Renewal    800.00  

打印機碳粉 61,415.00  

列印機  2,900.00  

投影機熒幕  3,600.00  

iPad Case & Film  3,450.00  

4TB Portable Hard Disk  1,998.00  

USB Stand Web Cam with Audio  2,170.00  

總支出        258,838.00  

結餘         73,3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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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16-17 年度「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活動報告 

本年度獲賽馬會撥款$39,510(包括基本津貼額$26,340及額外津貼額$13,170)支援低收入家庭學童參與

課外活動，獲資助項目包括舞蹈團學生比賽服飾、親子學習日、小六教育營及戶外學習活動等。 

活動項目 受助人數/人次 支出費用 用途 

秋季親子大旅行 127 $8,890 營費及交通費 

親子學習日 65 $1,300 交通費 

小六畢業營 19 $950 營費 

舞蹈團學生比賽服飾 16 $6,130 服飾費用 

畢業禮、頒獎禮暨英語話

劇表演晚會 

65 $10,400 話劇訓練費、表演服飾

及用品 

戶外學習活動 496 $9,739 交通費 

總支出︰$37,409 

餘款︰$2,101 (餘款退回賽馬會) 

 

 

附件四 

2016/2017 年度「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校本津貼」活動報告 

學校為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安排各類學習活動，以提升他們的學習效能、擴闊他們在課堂以外的學習經

驗，並增強他們對社會的認識和歸屬感。因此，學校全學年運用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津貼，為學

生開辦課後功課輔導班及安排不同的戶外學習活動。本年度的活動如下︰ 

活動名稱 支出費用 

課後功課輔導班(2班) $41,400 

迪士尼樂園動畫教室/科學行動 $21,200 

童夢城職業體驗之旅 $10,400 

參觀屏山文物徑及享用盆菜 $10,500 

撥款額︰$9,0000    總支出︰$83,500     盈餘︰$6,500(撥入下一財政年度運用) 

 

附件五 

2016-2017年度「學習支援津貼」財政報告 

    本校運用「學習支援津貼」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習活動，包括聘請教學助理及外購服務等。

本校於本年度聘用 3名教學助理，以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外購服務包括開辦「專心一點專注力

訓練小組」、「童話繽紛樂訓練」、「悅讀技巧訓練小組」及參加由教育局、香港大學、賽馬會及協康會

合辦的「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 本校的學生支援津貼年度撥款為$754,875，支出為$557,783，年度

結餘為$197,092，餘款將撥入下一財政年度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