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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宗旨    本校為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委員會屬校之一，於一九八八年九月創

辦。本校的辦學宗旨以基督教訓，有教無類，以人為本的教育原則，提供多元化的優質教育

服務。奉行聖公會小學校訓「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宗旨，發揚基督精神。我們會透過德、

智、體、群、美、靈六育為兒童提供全人教育。目的除培養兒童有優良品德，高雅情操與豐

富學識外，亦致力啟發他們不同的潛能及興趣，更期望兒童有健康的人生態度，正確的價值

 

 

我們的學校 

 

學校簡介： 

    本校是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委員會屬校之一，於一九八八年九月創辦，並由林護基金

會為紀念林護公之續配林何奉基女士而撥款捐助開辦，因而命名為「奉基」。 

本校設有課室廿五個，大型教員室乙個，中央圖書館、校園電視台、電腦室、音樂室、

視覺藝術室、多媒體互動學習中心、學生活動中心、輔導教學室、學生輔導及會見室等。另

外還有一座可容納全校學生集會的獨立禮堂、兩個雨天運動場、一個露天操場和一個停車場。 

學校管理： 
 

校董會架構 

成  員 辦學團體成員 獨立人士 校長 

2012/13 7 1 1 

2013/14 7 1 1 

2014/15 7 1 1 

 

 學校實際上課日數： 全學年合共 193 天。 

 

 

 

 

 



2014-2015 年度學校報告    第  4  頁 

各主要學習領域的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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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生 

班級組織： 

級別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總數 

班數 4 4 4 4 4 4 24 

男生人數 67 54 57 51 62 63 354 

女生人數 41 50 51 56 43 44 285 

學生總數 108 104 108 107 105 107 639 

 
學生出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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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教師 
教師資歷： 

共有教師 40 名，其學歷如下： 

學    歷 人   次 
具備教育文憑或教師文憑  40/40 (100 %) 
持有學士學位（已接受師資訓練） 38/40 (95 %) 
持有碩士學位（已接受師資訓練） 15/40 (38 %) 

教師經驗： 
教師教學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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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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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離職率： 

本學年有一位教師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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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學與教                                         
本校以基督教訓，有教無類，以人為本的教育原則，提供多元化的優質教育服務。本校

按辦學宗旨及學生學習需要，並配合教育發展之趨勢，制定校本課程發展目標。學校根據課

程目標制定清晰之課程發展計劃，有效協助學生學習，提升學生之學習成效。 

 

本年度，學校以「持續優化課堂教學，提升學習效能――激發思維、積極自學」為關注

重點。在教師層面，特為教師制定「資優教育專業發展計劃」，透過聯校教師工作坊、資優教

育進階及深造課程，讓教師了解如何提升資優生的學習潛能，亦讓主科科主任掌握推展校本

資優教育之基本策略。學校亦按課程發展所需，安排教師參與專業發展課程，並與校內本科

教師分享所學，藉此提升其教學策略，優化課堂技巧，成效理想。同時，透過校外專業支援

服務，有效協助中文科教師規劃校本讀寫課程，設計分層課業，提升提問技巧，發展學生之

創造力及高層次思維技巧。在學生層面，教師透過課堂推展資優教育，持續提升學生之創造

力及思維技巧，發揮其潛能，成效不俗。此外，透過摘錄筆記及假期自主學習套，有效加強

學生的自學能力。各級「經歷學習課程」，透過研習、訪問、參觀、體驗或食品製作等活動，

激發學生之學習動機，提升學生之溝通能力、協作能力及自我管理能力，成效令人滿意。 

 

本校配合課程改革的路向，致力推動四個關鍵項目。逢周四為學生安排早讀課，邀請家

長義工參與伴讀計劃，為一至三年級學生伴讀故事，培養學生閱讀的興趣及習慣。為引發學

生的閱讀興趣，本年度增設「家長帶你讀好書」環節，每月安排不同家長推介好書，並把內

容上載在學校網頁，與全體家長分享。伴讀姨姨定期進行「故事劇場」，利用戲劇方式為一年

級學生演繹故事，有效提升學生對閱讀的興趣。本校亦設「大哥哥大姐姐伴讀計劃」，由高年

級學生為一年級學生伴讀故事，培養一年級學生閱讀的興趣及習慣。圖書館及課室提供不同

種類之圖書，校園亦設置閱讀區，讓學生可以實踐時時讀、處處讀，成效良好。為加強同學

對閱讀之興趣，達致「從閱讀中學習」，本校安排學生於早會進行中文、英文及普通話故事分

享，並舉行「議題多觀點」之辯論活動，提升說話之自信及技巧。除課堂時段，學校於小息

時開放多媒體互動學習中心及圖書館，鼓勵學生善用網上資源，進行網上閱讀及學習活動，

效果良好。 

 

本校以基督精神辦學，期望學生能建立積極健康的人生態度，正確的價值觀，效法基督，

嚮往公義，追求真理，得着豐盛的生命。本年度以「發展多元智能，規劃積極人生――持續

發揮潛能，做個 SMART 奉基人」為關注重點，為學生舉辦「多元智能工作坊」、「八大智能

參觀交流活動」等，讓學生認識和發揮潛能，為自己訂立具體目標，以規劃積極

人生，成效令人滿意。本校定期安排德育及公民教育課、講座，於早會、週會、「校長講故

事」及各科的課程中適當地融入德育及公民教育元素，並加強校園之宗教氛圍，營造關愛校

園。本年度曾舉辦之活動包括：「奉基銀行」儲蓄計劃、「奉基優質服務大使」、「今日我

生日」、「玩具回收大行動」、「樂施會滅貧利是收集大行動」、「小腳板貧困農村體驗活動」

等，有效培養學生有良好的品格及正確的價值觀。本校於2010年度起至2014年度，連續五年

榮獲香港基督教服務處頒發之「關愛校園」榮譽獎項，亦榮獲「小母牛」頒發之「星級愛心

學校」獎勵計劃之「充分參與三獎」。同時，本校安排學生參與服務學習，探訪護老中心之長

者，讓學生明白弱勢社群的生活情況及需要，加強他們之同理心，成效顯著。此外，為加強

學生對中國之認識，特於國慶節及香港回歸紀念日前進行升旗儀式，並舉辦填色比賽及問答

遊戲，效果理想。 

 

本校重視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為全校學生安排專題研習活動，一至四及六年級以「健

康」作主題，配合關注重點「延展健康校園，擁抱豐碩成果――持續實踐健康生活」，而五

年級則以「廣州的嶺南文化」為題，配合「同根同心」交流活動。一至四年級的學生主要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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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專題研習的基本技巧，然後作小規模的展示；五至六年級的學生則以分組形式進行，訓練

其共通能力，教師認同專題研習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共通能力。同時，為讓家長了解學生之學

習成效，本校把專題研習之成績顯示於成績表上。 

 

本校教師已廣泛利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成效，學生亦學會

利用網上資源進行互動學習，效果不俗。同時，本校已引入平板電腦教學，三年級、六年級

中文及英文科老師讓學生利用平板電腦進行閱讀練習，即時評估學生表現，然後作出適切的

回饋。二至四年級數學科老師利用平板電腦，引導學生學習「算柱」、「24小時報時制」或

「立體圖形」，有效提升能力稍遜學生之學習興趣。二年級及三年級經歷學習課程中，安排

學生利用平板電腦進行戶外訪問，學生即時記錄遊客的訪問數據，回校後隨即進行分析，效

果良佳。四年級經歷學習課程中，學生利用平板電腦進行校園遊蹤，進行一連串的任務，效

果令人滿意。整體而言，引入平板電腦教學，大大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學習果效。 

本校充分運用及調配資源，並在課程上作出調適，以照顧不同能力和興趣的學生，提升

其學習效能。本校參與「新資助模式」計劃，為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生安排適合他們的輔助

課程，如：「專注力提升小組」、「社交小先鋒」訓練小組(支援自閉症學生)、「青蔥計劃」

(支援有特殊學習障礙之學生)、「正向行為訓練小組」(支援自閉症及情緒控制較弱的學生)、

「職業治療訓練小組」(支援專注力不足的學生)、「個別強化學習動機輔導小組」(支援自閉

症及讀寫障礙學習動機較弱的學生)等，成效理想。本校為能力較高之學生提供資優課程，為

成績稍遜之學生提供課後輔導課程。同時，本校亦有效運用不同資源，如「學校發展津貼」、

「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鼓勵學生參與不同類型的活動，

例如「乒乓球班」、「籃球班」、「奧數班」、「弦樂小組」、「科學工作坊」等，讓學生

各方面的潛能得以發揮。 

本校致力為教師提供專業發展的機會，為教師制訂「專業發展計劃」，安排教師參與本科

專業發展課程，效果理想。同時，為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科老師安排共同備課及同儕觀

課，加強教師之間的專業交流，提升教學效能。為支援教師教學，本校參與「以英語為母語

的英語教師計劃」(NET Scheme) 之Advisory Teaching Team(ATT)支援服務及教育局「小學校

本課程發展組(中文科)」，在教育局人員(AT)、高級學校發展主任的專業帶領下，定期進行共

同備課，發展校本課程，提升提問技巧，設計分層課業，進行課堂檢討等，效果良佳。同時，

本校以辦學團體發出的教師評核表為本，修訂為更適切的校本教師考績評核表，以更公平的

方式評鑑教師的工作表現，有效協助教師的專業成長。 

 

本校賦權科主任及副科主任進行觀課及審核試題，了解各級課程實施的情況。各科副科

主任協助各科主任推動本科發展，監察及評鑑本科課程，成效理想。各主科於每次考試後均

進行學習成效檢討會議，檢討試題內容及學生表現，並作跟進，以促進學與教之效能。校長

及課程統籌主任於每次考試後均召開科主任會議，與副校長、全體科主任及副科主任共同檢

視學生成績。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科科主任在會議中分析各級考試成績，與會老師共同

探討學生之弱點及難點，並商討適切之改善方案，有效監察各級學習情況，提升學生之學術

成績。每學期均進行簿冊檢視，由行政主任及科主任檢視指定簿冊，了解老師批改課業之情

況。為了解各級課業之設計及學生表現，中文、英文、數學科主任、副科主任及科任老師於

每學期進行課業檢視一次，常識科則每學年一次，以課業設計及學生表現為檢視之重點，有

效改良課業設計，促進學生學習。 

 

教師在課堂上為學生安排多元化之互動學習活動，鼓勵學生進行討論、分享意見及協作，

加強學生之課堂參與率，提升其學習成效。教師按需要設計分層課業，有效照顧學生不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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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需要。教師亦會設計一些具創意或具發揮性之課業，照顧資優學生；又為能力稍遜之學

生安排調適，讓學生能按其能力學習，得到成功的經驗。教師利用「過程導引方式」引導學

生寫作，並布置互評、自評、家長評估等活動，促進學生學習。學校定期展示學生佳作，以

示讚揚。 

 

教師本科知識豐富，對學生親切，處事公正，尊重學生的觀點，重視他們的感受，對他

們抱有期望。教師能準確地運用教學語言，進行教學活動，協助學生表達意見。教師講解流

暢，指示清晰，利用不同層次的問題，引發學生思考。教師不辭勞苦，恆常訓練及鼓勵學生

參加不同類型的比賽及活動，例如朗誦比賽、合唱比賽、數學比賽、寫作比賽、球類比賽、

舞蹈比賽等，又為學生舉辦多項健康、環保及體藝活動，讓學生能在不同的範疇發揮所長，

盡展潛能，成果不俗。 

 

在學生學習方面，學生喜歡閱讀，已建立閱讀習慣，並掌握閱讀策略。學生大都喜歡課

堂活動，學習態度認真，具自學精神，投入課堂活動，願意表達意見及回應老師的提問。在

分組活動中，學生樂於與同學互相討論、協作及交流心得。學生匯報時，表達清晰、流暢，

中文及英文說話能力不俗；在戶外訪問活動中，學生能自信地利用廣州話、普通話或英語與

遊客溝通。學生之溝通能力、協作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思維能力、解難能力及自學能力

已達一定之水平，而創造力方面，則穩步發展。學生大都能認真完成課業，重視教師各類的

回饋，以辨識其強弱點，從而作出改善。 

 

在學習評估方面，本校已制訂一套適切而明確的評估政策，除總結性評估外，亦透過一

些科目發展進展性評估，如視覺藝術科及宗教科。本校每年進行四次考試，頻次適中，更會

清晰地向教師、學生及家長闡釋一切有關評估事宜。評估範圍全面，包括知識、技能及態度，

而中文及英文科採用分卷之考核方式，包括聆聽、閱讀、說話及寫作，令學生了解自己不同

範疇之語文能力。本校為配合課程發展的路向，已逐步推展多元化的評估模式。同時，本校

採取多方參與的評估方式，除老師評估外，亦引用同儕互評及自我評估，亦不時邀請家長作

進展性的評估。各科均設具體、清晰之考試擬題及批改指引，有效協助教師公平、客觀及準

確地評估學生的表現。 

  

此外，各主要科目均制訂各級家課之類別、頻次、數量及批改指引，政策清晰，家課緊

扣各科學習目標，藉此促進學生之學習，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及正確的態度。教師認真、準

確批改課業，適時給予回饋，糾正學生的錯誤，並給予讚賞及鼓勵。同時，教師把評估結果

回饋於課堂教學上，讓學生能改善及提升學習效能。 

 

本校特制定幼小銜接及升中銜接計劃，以協助小一學生適應小學的校園生活，及協助小

六學生適應升中生活。在幼小銜接方面，本校為小一新生舉辦為期兩天之新生輔導日，安排

高年級學生擔任「奉基優質服務大使」，有效協助小一學生了解學校環境及小學校園生活。同

時，本校於小一學生入學前安排中文、英文及數學科評估，讓老師初步了解學生的程度，及

早識別有需要支援之學生及別具潛質之學生，為他們安排適切之訓練。為協助小一學生適應

中文及英文默寫練習，中文科為學生安排「創意默書」，提升學生默寫的興趣，而英文科則提

供默書範圍紙，讓學生容易掌握默寫範圍，亦有助家長協助子女溫習。本校亦安排「奉基小

導師」在小息時段協助有需要之小一學生溫習英文字詞。家長方面，本校為小一家長舉行家

長會及「協助家長指導學生溫習工作坊」，讓家長了解如何協助子女適應小學生活，以及本校

的評估制度，效果不俗。在升中銜接方面，本校為學生安排升中講座、派發升中錦囊，有助

學生了解中學的校園生活。家長方面，本校為小六家長舉辦升中家長會，有效協助家長為子

女選取合適的中學，亦讓他們了解如何協助子女適應中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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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支援服務報告 

I. 照顧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 

本校於 2014-2015 年度獲教育局批出新資助模式之款項為$845,000。因應所獲的撥款，為有特
殊學習需要，以及其他在學習、社交、情緒和行為，以及專注力等方面需要特別照顧的學生，
提供學習支援服務。 

2014-2015 年度所提供的支援服務包括： 

1. 路德會：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服務。 

2. 外購專業支援服務(共有 11 個不同的專業訓練小組)： 
2.1 協康會：分別為自閉症的學生及有特殊學習障礙的學生和家長，提供了共 8 組專業支

援服務和訓練 
2.1.1. 協康會社交小先鋒小組(共開設 3 組，以支援不同年級和程度的自閉症學生，以及支

援高年級情緒控制較弱學生)-- 每小組共有 8 節的服務，由教育心理學家及具特殊
教育經驗的導師提供小組訓練服務 

2.1.2. 協康會青蔥計劃(共開設 4 組，以支援不同年級和程度的讀寫障礙學生)- 每組共 8

節，主要透過語文遊戲、多感觀教學法、速讀訓練等，以提升讀寫障礙學生在學習
技巧層面的能力，包括認讀、默寫字詞及閱讀理解能力。   

2.1.3. 協康會躍動成長路小組(開設 1 組，以支援專注力不足的學生)- 共 8 節課堂，主要
以不同的活動及遊戲，讓學生明白執行功能的概念、教導學生適當的社交技巧，並
透過覺醒運動，讓學生懂得調節個人狀態，加強專注及行為控制能力。 

2.2   樂苗坊正向行為訓練小組：(開設 1 組，以支援自閉症及情緒控制較弱的學生)- 共
10 節課堂及 3 節家長小組，由周婉芬博士透過小組遊戲及活動，協助患有或懷疑過
度活躍、專注力失調或有自閉傾向等學生提升專注力，改善行為問題及學習管理自
己情緒。 

2.3   領思兒童發展中心職業治療訓練小組(開設 1 組，以支援低及中年級的專注力不足學

生)- 共 8 節課堂及 1 節家長小組。主要透過視覺或聽覺遊戲增進學童的學習動機、

另透過遊戲活動,訓練學童的視覺、聽覺及「視覺及聽覺專注配合」專注力，從而

提昇其個人的自信心及社交能力。 

2.4   樹仁大學個別強化學習動機輔助小組：(開設 4 個個別輔導訓練，只支援 4 位有讀
寫障礙/自閉症的學生，每個個別輔導訓練共有 8 節課堂) 主要按照學生個人能力及
程度量身制定個人輔導與社交技巧訓練方案。輔導心理學家將視乎情況運用不同遊
戲或加插遊戲治療的元素以達到以下輔導訓練方針：i) 學會眼神接觸、ii) 認識打
招呼之應有態度、iii) 認識基本情緒、iv) 社交情景解讀、v) 學習同理心、明白別

人、vi) 情緒表達的演練、vii) 學習基本溝通技巧 及 viii) 

協助有有讀寫障礙的學生提升學習動機。 

3.   啟言堂：加強言語治療服務、小一社交溝通小組及家長工作坊等。 

4.   教學助理李安怡姑娘、李淑雯姑娘、葉穎琦姑娘：課後學習技巧訓練班。 

5.   數學加強訓練小組(P3-P5 有需要的學生，共開設四組，每組共 3 節課堂) 

6.   為支援第三層(Tier 3)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訂定及跟進個別學習計劃。  

7. 「及早識別學習困難的學生」計劃。 
8. 小導師計劃：高年級學生於小息期間教導同輩或低年級 SEN 學生。 

9. 課堂支援服務。 
10. 「試前特訓」小組。 
11. 考試調適服務。 
12. 為一至二年級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錄製英默考試範圍光碟。 
13.  快樂共融 共進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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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學習程度測量卷(LAMK) 評估 
15. 8 月 15 日前，經家長同意下，轉交有特殊學習需要之畢業生資料予所屬中學，以便跟進。 

16. 在暑假期間，面見有特殊學習需要的準小一學生及家長，以便掌握學生的情況，及早提供
適切的支援。 

 
根據家長、老師及學生所填寫之問卷，以及觀察及口頭查詢所得，對以上各項支援服務之評
估如下： 

路德會：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服務 

本學年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服務，在學生評估、學生個別學習計劃、家長支援及老師支援，
以及為學校提供處理危機事宜的建議等方面，均能提供有效的建議和適切服務。 
協康會：社交小先鋒小組(支援自閉症學生) 、協康會青蔥計劃(支援讀寫障礙學生) 、協康會
躍動成長路小組 

本學年安排了參與小組的學生之科任老師，合共 31 位老師於八個不同的訓練小組中進行
了觀課。基本上，老師及家長對這八個訓練小組均持有正面的評價。 

此外，學生對活動尚算投入，亦能聽從導師的指示，能依循課堂的常規。從老師問卷顯

示，大部份組別均達 100%的老師認同小組導師能有效領小組進行活動，並超過 95%的老師認
為小組訓練對學生在學習、專注、自理、情緒控制和社交等方面均有幫助。而從家長問卷顯
示，大部份組別均達 100%的的家長認為小組訓練對學生在學習、專注、自理、情緒控制和社
交等方面均有幫助。 
樂苗坊正向行為訓練小組 (支援自閉症學生及情緒控制較弱的學生)  

本學年安排了 2 位參與小組的學生之班主任老師，1 位輔導主任、7 位小組學生的家長及
教育局特殊教育支援第三組曾梓洋督學進行了觀課或諮詢小組服務。老師、家長及曾督學均
對此個訓練小組持有正面的評價。 

此外，學生對活動十分投入，亦能聽從導師的指示，能依循課堂的常規。從問卷顯示，分
別有 100%的老師及家長均認同小組導師能有效領小組進行活動及認為小組訓練對學生在社
交、行為及情緒菅理等方面均有幫助。 

領思兒童發展中心職業治療訓練和感統訓練小組 (支援低及中年級的專注力不足學生) 

本學年安排了 4 位參與小組的學生之科任老師，1 位輔導助理及 4 位小組學生的家長進行
了觀課或諮詢小組服務。老師及家長均對此個訓練小組持有正面的評價。 

此外，學生對活動非常投入，亦能聽從導師的指示，能依循課堂的常規。從問卷顯示，分
別有 100% 的老師及家長均認同小組導師能有效領小組進行活動及認為小組訓練對學生在肌
肉協調及專注力等方面均有幫助。  

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輔導暨研究中心個別強化學習動機輔助小組 (支援 4 位有讀寫障礙/

自閉症的學生) 

   由於進行個別輔導小組，不便有家長及老師在旁觀組，故輔導心理學家只會在小組完結
後，安排時間與家長及老師商談學生情況。而學生也喜歡參與輔導訓練。從問卷了解，100%

的家長及學生也認同此小組有助提升學習動機。 

啟言堂：加強言語治療服務 
1. 按本校學生語障情況而安排不同形式及頻次的訓練；中度言語障礙的學童安排一個月一至

兩次的服務，輕度的則安排一個月一次，輕度而只需間中接受治療的則安排兩個月一次。

本學年有 68 名學生仍需接受言語治療。 
2. 透過密集式的言語訓練活動，能提升學生的自信心、說話及表達能力。邀請家長出席言語

治療服務，有助家長了解學生的問題，以便作出協助。 
3. 言語治療師定期更新學生的最新語言狀況，更提供中期及年終總結報告，以便老師及家長

清楚了解學生最新的言語治療情況。 
4. 言語治療師透過面談及電話方式與家長溝通，讓家長能掌握學生語言發展之進度及情況，

與及跟進、交流家居訓練的心得。 
5. 家長及老師均反映定期的言語治療服務及「大哥哥大姐姐」計劃，對學生的說話及組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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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起了一定的作用。 
6. 為讓家長清楚了解學生最新的語言發展之進度及情況，年終時，將學生的最新的個別報告

副本交給家長。 
7. 本學年初，原有 88 位學生需接受言語治療服務，約 80%語障學生在治療訓練目標的表現

有明顯改善。在語障程度方面，14 名學生的語言能力提升至接近同齡學生的水平，並只
須於每年度進行複檢、2 名學生接受治療後已於上學期出組，語障程度改善的比率佔接受
服務人數的 19.7%(16/81)。其餘學生的問題亦於個別訓練範疇較前改善，但未能時常完成
家課練習，以致語障程度仍保持於以往水平。因此在新學年，同學如能完成言語治療家課
練習，即可在「奉基銀行」內存入 10 個積分，以鼓勵學生積極練習。 
 

啟言堂：學生培訓工作及家長工作坊 

1. 於 11/11 為低年級家長舉辦「促進兒童的認知表達能力的活動」專題講座。當日共 33 名
家長出席。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超過 97%的家長就講者內容、講者表現及物資方面各範
疇給予「好」或更高的評價，表示對講座感到十分滿意。 

2. 於 25/11 為五、六年級家長舉辦「提昇面試及答問技巧」專題講座。當日有 51 名家長出

席。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超過 90%的家長就講者內容、講者表現及物資方面各範疇給予
「好」或更高的評價，表示對講座感到十分滿意。詳細數據可參閱附件「家長講座問卷
調查結果」。 

3.  於 12/11-17/12，合共為 8 位小一有自閉症或語障的學生提供六節「言語社交溝通訓練」 
小組，透過活動形式加強同學的溝通技巧。從觀察所得，參與學生表現投入，而小組也
能為他們提供朋輩溝通情境練習，對他們有一定的幫助，故建議來年繼續為有需要同學
進行社交小組訓練。 

4. 11、19/11 提供「大哥哥大姐姐訓練」，共挑選 6 名 P4-P6 有輕度語障的學生參與。另於
3/12  開展「大哥哥大姐姐計劃」，逢星期三小息時段，由 6 位 P4-P6 已受訓的學生協
助 3 名 P1-P2 有輕度語障及 3 名 P1-P2 有中度語障的學生，進行言語發音訓練。所有「大
哥哥大姐姐」表示喜歡活動，並學到與語障學生相處時要注意的地方。而受助的學生在
發音方面也有進步。 

5. 6/5/2015，言語治療師與三年級的中文科老師進行協作教學二節(分別3A及3C)，老師均認
為協作計劃有助提升學生小組交談的能力，亦建議來年繼續進行協作教學，但建議安排
於全港性系統評估試前進行，讓學生能在全港性系統評估試中應用有效的交談及語言表
達的技巧。 

 
李安怡姑娘、李淑雯姑娘、葉穎琦姑娘：課後學習技巧訓練班 

課後學習技巧訓練班以多元化、多感官及生動有趣的小組教學模式，提升學生的學習動
機、學習興趣和讀寫能力。小組亦透過不同形式，訓練學生應試技巧、專注力及記憶力。 

1. 為了鞏固學生所學，訓練班亦會配合課程內容，透過遊戲及練習，以協助學生溫習課堂知
識，務求達到愉快學習及鞏固記憶的目的。 

2. 訓練班的導師定期與家長聯絡，共同探討學生的需要和進度，讓校方與家長更能互相配
合，以協助學生在個人能力及學業成績上有更較理想的發展。 

3. 整體而言，高達 100%的小一至小六受助學生家長表示學生參與訓練班後，在學業及學習

態度等方面均有進步。而從老師的問卷中顯示，100%的老師均認同學生參加學生支援組
後，在學習態度、學習信心或學業成績方面有一定的幫助和進步。 

 

小導師計劃 

從訪問所得，一、二年級的同學均喜歡由高年級的哥哥姐姐協助溫習。大部份時間，他
們亦會主動準時出席和帶備需要溫習的課本。同時，大部分同學的讀字和默書的表現也有進
步。 

   而高年級的哥哥姐姐也能積極主動，盡責和耐性地教導一、二年級的同學。有數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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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在非值日的日子也抽空出席，協助教導學弟學妹。態度很值得欣賞。建議在新學年，為
表揚小導師熱心服務學弟學妹，在學期終可頒發嘉許狀予小導師。 

另有些小導師表示一對一的溫習較好，他們難以兼顧同一時間協助兩至三位同學。因此，
在新學年的小導師計劃將全面以 1:1 方式進行。 

 
 
為支援第三層(Tier 3)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訂定及跟進個別學習計劃 

本學年為 4 位 Tier 3 的學生訂定及跟進個別學習計劃，在年終檢討時，大部份家長、老
師和學生均表示能達到或部份達到學習計劃開展時訂定的改善目標，最值得鼓舞的是沒有一
個項目是完全未能得改善。 
 
快樂共融 共進午餐 

1. 輔導主任和學生支援小組同工於午膳時段，邀請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與其他同學一起用
膳和遊戲，建立共融的校園文化。 

2. 100%被邀請的同學均喜歡這個計劃，認為能夠透過一起用膳和遊戲，讓他們與同級的同學

建立彼此間的友誼，並提升個人的自信心、社交及表達能力。 

  

其他支援服務，老師於會議中均表示合適，及對學生有幫助。 

 

反思 

學生支援小組於 14-15 年度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了專業和適切的輔助服務，大
致能令學生在學習態度、學業成績、個人能力及自信心各方面都有所進步。所提供的服務亦
獲得多方面的認同，包括家長、受助學生、老師及教育局專責人員。本校為讓學生獲得專業
和有系統的訓練，故按校情及學生的需要，清楚分開五大類別支援服務： 

1. 為自閉症學生、特殊學習障礙的學生、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及感覺統合較弱的學生(第
二層支援學生)，分別向協康會、樂苗坊、領思兒童發展中心及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
輔導暨研究中心購買合共 11 個專業訓練小組服務，為他們及其家長提供全面專業訓練及

適切支援； 

2. 為 4 位在情緒、行為、社交及學習等方面需進一步提供支援的自閉症學生(第三層支援學
生)提供個別學習計劃，協助他們面對和改善問題； 

3. 為成績稍遜的學生(第二層及第一層的學生) 提供課後學習技巧訓練班； 

4. 為專注力較弱的學生提供專注力遊戲訓練； 

5. 為語障學生提供適切言語治療服務。 

而進一步的支援服務則按學生學習情況而提供加強應試技巧訓練班、課堂抽離服務、功
課及默書調適及考試調適等。在此劃分下，避免了學生參與過多組別訓練及適應不同導師而
造成的疲累和混亂，而各小組亦能更有效地為學生提供專業培訓。同時，我們更仔細地把相
同學習、社交等程度的學生放在一組內，以求各組別更能聚焦學生的個別學習需要。在此安
排下，學生的學習動機也獲得提升。 

此外，我們亦明白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除要獲得學校和專業支援外，家庭支援亦是
不可或缺的。因此，我們邀請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輔導暨研究中心、協康會、領思兒童

發展中心、周婉芬博土、等為家長提供「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孩子」小組及諮詢服務，讓
他們能認識孩子的學習需要及掌握一些有效管教方法，以提供適當的家庭支援，效果良好。
因此，在新學年，仍會邀請相關的專業訓練導師及心理學家為家長提供工作坊及諮詢服務。 

有感安排相關老師到治療小組觀課及與小組導師進行諮詢會議，從而幫助老師了解學生
的學習情況及治療小組的支援技巧，以監察治療小組的教學質素，效果理想。故在新學年仍
會繼續進行相關活動。 

除了以上各種支援外，本年度為鼓勵學生，能為自己訂立目標，努力求進步及發揮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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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推行「奉基進步獎勵計劃」，期望他們在成績、品行、服務及課外活動等有進步或良好表現
中，可於學期末獲免費參加參觀活動。不過，礙於以下學期期終試等表現作比較，故能獲獎

賞的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不多，但相信也會為部份學生帶來鼓舞和認同的作用。故建議此
計劃於 1 月、4 月及 6 月結算及進行獎償，有助學生更積極求進步的表現。 

       
 
 
 
 
 
 
 

 事實上，綜觀老師、學生及家長意見，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除了在學業成績表現外，
在品行、服務和較以往有目標等均有少許進步。因此，學生支援組亦以小書簽，小獎狀(效法
周婉芬博士) 獎賞同學。鑑於此獎勵計劃能起即時鼓勵作用，又能方便使用，故於新學年，

學生支援組會為各班製作小獎狀，方便老師可即時獎勵有良好表現的同學，以提升他們的積
極性。 

 
2015-2016 年度各項服務，目標是繼續讓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能適應和融合在主流學校

學習生活，提升他們學習興趣和動機，並能發揮自我潛能。服務包括： 

 本校於 15-16 年度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支援服務包括： 

1. 協康會社交小先鋒小組訓練(開設 1 組，支援自閉症學生)-- 每小組提供共 8 節的服
務及 1 節家長諮詢服務。  

2. 樂苗坊社交及情緒訓練小組(開設 1 組，支援自閉症/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的學生)-- 
每小組提供共 10 節的服務及 3 節家長小組服務。 

3.  協康會讀寫訓練小組(共開設 4 組，支援讀寫障礙學生)- 每小組提供共 8 節的服務
及 1 節家長諮詢服務。 

4.  協康會躍動成長路小組(開設 2 組，支援有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的學生)- 每小組
提供共 8 節的服務及 1 節家長諮詢服務。 

5   共融教室專注力/執行技巧訓練小組(開設 1 組，支援自閉症/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
的學生) - 每小組提供共 10 節的服務。 

6.   教學助理：李安怡姑娘、葉穎琦姑娘、黃嘉詠姑娘：課後學習技巧訓練班。 
7. 小導師計劃。 
8.   加強應試技巧訓練班。 
9. 為支援第三層(Tier 3)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訂定及跟進個別學習計劃。  
10.  「及早識別學習困難的學生」計劃。 
11.  考試調適服務。 
12.  課堂支援服務。  
13.  為一至二年級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錄製英默考試範圍光碟。 
14. 「奉基進步獎勵計劃」。 

15.  快樂共融 共進午餐。 
上述第一項至第五項將會按需要提供教師諮詢服務、家長培訓及個案檢討會議，透過多方面
專業人員的合作，為學生提供最適切的服務和支援。 

 學生支援小組為了讓更多學生受惠於治療小組以外的服務，能夠更快、更適切地提供評估
及跟進學生需要的服務，故此特別申請其他津貼及服務： 
1.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經過索取報程序後，本校接納啟言堂提供言語治療服務。除了    

個別學生  
或小組式的言語治療及評估服務外，言語治療師亦提供全校性學生言語工作坊及說

年級 獲得獎勵參觀活動 

1 16.67% 

2 30.43% 

3 27.78% 

4 22.22% 

5 81.82% 

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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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技巧訓練班，讓更多學生受惠。 
2. 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服務( )：本校之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服務包

括：為有需要的學生進行學習能力評估、為患有自閉症、過度活躍或專注力不足的
學生提供訂立個別學習計劃之專業意見，以及協助檢視年度計劃，並為教師及家長
在照顧個別學習差異的孩童時，提供適切的意見。透過家校合作，雙管齊下地讓有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融入主流學校，享受校園生活。 

 協助準小一學生作好適應小一生活的準備 

 為了讓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小一學生盡早適應小一生活及讓老師對學生多些了解而提供
適切的支援，故於開學前或開學初期，盡早接見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小一學生和家長。以
便將有關資料告知有關班主任老師和安排提供適切的訓練活動。 

 默書調適服務 

根據學生的個別程度和需要而選取合適默書調適的形式。本組亦設計默書調適表，方便
老師更有系統地記錄學生的默書情況，如有需要，教學助理更會為學生進行抽離默書。 

 課堂支援服務 

本組透過「課堂支援服務」表，更有效地讓老師因應課堂上的需要，而安排教學助理到

課室進行協作教學，以照顧個別差異。必要時亦會將學生抽離作個別指導，務求讓學生
能緊貼課程的進度。 

 教師資源手冊 

此外，為了讓老師清晰本組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所提供的服務，並掌握處理和協助
該類學生之技巧，本組特別為老師整理一本名為「輔導及學生支援組教師資源手冊」，
定時加插最新資料以供參考。 

 

II、學生輔導服務： 

本校於 2014-2015 年度的全方位輔導活動，主要包括以下五大範疇： 

(一) 配合關注事項二--「持續發揮潛能，做個 SMART 奉基人」而舉辦一系列計劃和活動，例

如「多元   

智能評量表」、「奉基 SMART  Kids 小冊子」、小一至小三「認識自我性格-我有我才華」

學生講座、小四至小六「生涯探索」學生講座、「多元智能認識」工作坊、「人生歷程桌

面遊戲工作坊」、「我們這一班」目標實踐大行動、小五小六「八大智能參觀交流」活動、

與及小三小四「人生現劃日」活動等，透過這些活動讓家長及學生初步掌握自己的才能，

與及學會使用 SMART 法則，訂立和實踐自己的目標，以發揮潛能，並讓五、六年級透

過參觀交流活動，了解與自己潛能和興趣相關的機構，並與有關專業人士交流，啓發他

們思考，為日後升學及擇業作初步探索，以便在他們日後的學習等方面作出更具體的計

劃。 

(二) 預防性的輔導活動 

1. 為提升學生的抗逆力，本校與香港青年協會舉辦「成長的天空計劃」，為小四至小六學

生提供校內小組活動、戶外活動(包括日營、宿營等歷奇活動) ，及服務學習活動，讓

學生能建立歸屬感、效能感和樂觀感，從而能提升其抗逆力。 

2. 德育及公民教育課：一至三年級採用「成長的列車」課本，四至六年級則採用「成長

的天空計劃」發展課程，每次課題均以配合每月德育中心為主。與此同時，亦會輔以

早會短講、週會、校長說故事，與及適切學生需要及成長階段的德育及公民教育講座，

藉此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和態度。 

3. 其他預防性的輔導活動：按不同學生成長階段及需要提供適切的講座及活動，讓學生

能順利過渡每一個成長階段。此外，本校為了讓學生經驗解決生活上的難題及培養居

安思危的習慣，持續舉行「奉基共你破逆境」活動，讓每人也有機會當自己或他人的

「多啦 A 夢」，並可從他人的解難方法作為自己遇到逆境參考。本校結合了學生、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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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家長及校友的寶貴解難方法上載在學校網頁中，以方便學生及家長瀏覽。 

(三) 發展性的輔導活動 

    本校透過一連串的活動，為學生提供關愛、積極正向及充滿鼓勵的校園生活，另外，亦

為學生提供關心和服務社群，甚或為國內有需要的地區施以緩手的機會，以奠定成為日

後良好社會棟的機會。活動包括有「奉基優質服務大使」、「今日我生日」、「奉基小導師」、

「每月勵志歌曲獻給你」、「奉基銀行」積分獎勵計劃、「好人好事」表揚活動、參與聖公

宗小學「我們是一家」計劃聯校比賽、「玩具回收大行動」、「樂施會滅貧利是」捐獻活動、

「小母牛開卷助人」，與及五年級義工服務訓練等活動。 

(四) 家長教育活動 

1. 家長學院：輔導組與家長教師會配合本校每月德育中心主題，為家長舉辦一年共 10

節的「家長學院」專題講座。讓家長既能掌握栽培孩子心得和方法外，也能讓家長在

家中，與學生相討每月德育中心的內容和實踐方法，以達致家校共同培育良好孩子的

方法。 

2. 其他家長教育活動：本校為讓小一家長了解子女適應小一情況而舉行「小一家長會暨

協家長指導學生學習工作坊」。另外，為讓一至三年級家長掌握一些提升孩子表達能

力的技巧，特別邀請校本言語治療師劉彥希先生舉辦「促進兒童的認知表達能力」專

題講座；此外，亦為小五及小六家長掌握孩子在升中面試時需注意的事項及技巧，以

協助提升孩子的表達能力，而舉辦了「提升面試及答問技巧」家長專題講座。 

(五) 學生個案情況(補救性的工作) 
1. 於 2014 年度共有 21 個個案，新開的個案共有 5 個。 

2. 8/2015 止，2 位同學的問題已獲得解決而不需要提供特別支援和跟進，家長亦同意學

生有良好進展，故結束個案，9 位學生因升中或目標已達之關係而結束個案跟進。 

 

  反思全方位輔導活動 

1. 配合 2014 年度關注事項二-「持續發揮潛能，做個 SMART 奉基人」而推行的校本
輔導活動： 

 
    整體而言，從問卷和觀察所得，100%的老師、家長及同學認同學校所設計的關注事

項二活動合適和足夠。在學校細心策劃活動下，分別高達 98.83%的家長及 98.90%

的同學認為學校能讓孩子認識自我潛能；98.84%的家長及 98.72%的學生認為學校能
為孩子提供機會，訂立及實踐目標，以發展孩子的潛能。此外，亦在學生問卷調查
結果中顯示，平均高達 86.7%的學生所參與的課外活動和比賽均能符合其所屬的智
能。另從家長問卷及口頭訪問中，100%的家長均認同學校為學生舉辦的「多元智能
認識工作坊」、「人生歷程桌面遊戲工作坊」、「八大智能參觀交流活動」，以及「人
生規劃日」活動等能讓學生了解發展八大智能、訂立目標、以及規劃人生的重要，
並且贊同學校舉辦此類型活動對學生有幫助。另從學生問卷中，透過不同活動下，
超過 87%的同學認同認識了八大智能的內容、利用 SMART 法則訂立目標、認識提
升達成目標的方法，以及體會人生規劃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平均有 86.61%的同學
認同透過「八大智能參觀交流活動」，有助他們發展相關智能，另平均高達 91.65%

的同學認為透過是次活動，能協助他們訂立更具體的個人目標。再從 APASO(對學
校的態度)問卷結果顯示，本校學生在成就感和整體滿足感方面均高於香港常模，
以及較本校上周期(2012 年) 的成就感及整體滿足感方面也相繼提升，兩項平均值
均高達 3.33。另外在 APASO(獨立學習能力)問卷結果顯示，本校學生在目標設定及
學習計劃方面亦高於香港常模，平均值分別高達 3.17 和 3.10。凡此種種，証明本校
所施行的計劃和舉辦的活動，能有效地讓學生認識潛能，並能使用 SMART 法則訂
立目標，以發揮潛能及規劃學習生活。學生的滿足感和成就感亦因此提升。為著學
生能夠持續發展自我潛能，為自己理想訂立具體目標，從而建立積極正面、自信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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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人生，以此成為奉基人本色和習慣，所以於 2015/16-2017/18 年度，本校繼續以
「目標清晰展潛能，積極人生奉基人」作為關注事項二的主題。 

 
在新學年，本校將進一步有系統和有策略地建立關注事項二的架構，並輔以相關體
驗活動，讓學生能有步驟和具體地掌握發揮潛能、訂立目標和規劃人生的方法、技
能和實踐機會。此外，亦透過奉基人「個人成長」檔案，讓學生透過簡單記錄，從
中發現自我性格、潛能、長處、學習經歷、目標，以及正面而有建設性的自我反思
及建立自我完成的態度，清晰了解和欣賞自己，從而建立自信和擁有效能感的人生。 

 
2   預防性輔導活動 
    2.1「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四活動) 

2.1.1 輔助小組、挑戰日營
及再戰營會活動 

透過輔助小組、挑戰日營及再戰營會活
動。同學均能加深他們體會冷靜思考、互
相尊重及彼此合作的重要性，以致所有同
學也能克服在進行任務時的困難，抗逆力

有所提升。  

2.1.2 愛心之旅 -探訪長者
服務 

在活動中，由於學生事前有充足的準備，
以致整個活動進行流暢。此外，遊戲簡單

易玩，長者也能快樂地參與其中。最後，
同學們亦能主動與長者傾談。整體而言，
學生均能顯出自信和大方的良好表現。 

2.1.3 親子日營活動 共有 21 位學生及家長參與。透過遊戲，親
子也能加深彼此溝通，與及發掘出彼此間
的優點，從而增進親子的正面溝通和聯繫。 

 
2.2「成長的天空」計劃(小五及小六活動) 

2.2.1 BBQ 考驗活動 當天共有 19 位同學出席活動。同學在活動

中能達致互相合作和彼此包容的情況下完
成終極任務。 

2.2.2 服務學習 -為低年
級同學設計及舉行
攤位遊戲 

在試後期間，為 P1-P3 同學舉行攤位遊戲，
活動前，輔助小組同學在社工馮姑娘帶領
下，均能用心思考，以致能設計適合低年級
的學弟學妹玩的攤位遊戲。因此在活動時
間，低年級學生也非常喜歡參與遊戲，反應
熱烈。組員京有效地介紹他們的攤位遊戲予
學弟學妹玩耍。是次活動能再次讓他們發揮
合作精神、溝通技巧、效能感和歸屬感。 

       
2.3  本校按學生成長不同階段和需要，提供適切的講座、活動和支援予學生，再配
合每月德育中心短講和推行德育及公民教育課，以致學生在社群關係、成就感、整

體滿足感等均高於香港常模，分別為 3.29、3.33 及 3.33。﹝在 2014 年度 APASO(情
意及社交問卷)中有所顯示﹞，成效理想。除了 APASO 外，在 2014 年度持分者問
卷也能顯示學生、家長及教師對學生成長支援觀感持有非常正面的回應和認同，分
別是 4.2、4.2 及 4.6。另外，還可從輔導組活動問卷反映情況，家長(98.7%)、學生
及老師(100%)均認為輔導活動充足和值得繼績推行。本組將繼續配合訓育、德育、
健康教育和學生支援組，全面為學生提供完備的成長支援活動予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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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發展性的輔導活動 

     本校按學校擁有關愛優良素質及秉承「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精神，持續透過不

同類型活動，發揮學生關愛互助、服務社群、熱心公益以及自我求進步的精神。成
效十分理想。 

1. 「奉基優質大使」 大致上於新生輔導日兩天，14 位「奉基優
質大使」均能有效協助老師幫助小一學生
適應小學生活及帶領他們到洗手間等工
作。據口頭訪問，老師對他們的表現表示
滿意和欣賞，認為能安排最少一男一女的
奉基大使在每班中，有助帶有需要的小一
學生到洗手間更為方便。希望能繼續在新
學年設有這項安排。  
此外，本組亦安排 5 位「奉基大使」於「親
親奉基科學嘉年華」中服務。他們切表現
良好，態度誠懇，積極向家長派發單張，

獲得老師及家長們的讚賞。 

2 「今日我生日」 從口頭訪問、意見表和輔導組問卷顯示，
100%的學生均喜歡此活動，他們認為這活
動為他們帶來更多生日祝福，與及可換取
自己喜歡的食品。從觀察所得，教職員(工
友及書記) 也歡迎此活動。 
另高達 98.70%的家長及 96.78%的老師認同
此計劃值得繼續推行。 

3. 「奉基銀行」積分獎勵
計劃 

此計劃能起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活動作用。
從輔導組問卷顯示，99.48%的學生均喜歡此
活動。同時，100%的家長及老師均認同此
計劃值得繼續推行。 

4 「奉基好人好事」表揚 共有 409 人參與「奉基校園好人好事」表揚
活動(佔全校 62.9%的學生參與)。當中經輔

導組揀選下，有多達 88 份優異作品，而一
年級更佔有 25 份作品。從他們的活動紙
中，學生均能具體展現校園內有好校長、
老師、同學及教職工陪伴他們成長。稍後
會 安 排 最 優 秀 20 份 作 品 的 學 生 於
2/2-13/2，透過中央廣播向全校分享他們的
「奉基校園好人好事」。 
 並將有關作品上載於學校網頁中。其他優
異作品將製成「奉基校園好人好事」特集，
供老師傳閱後，存放在輔導室。 

從輔導組問卷顯示，100%的學生均喜歡此
活動。同時，98.70%的家長及 100%的老師
均認同此計劃值得繼續推行。 

5 「玩具回收大行動」 同學及家長均支持「玩具回收大行動」活
動。於 18/12，本校將收集所得的玩具全部
捐贈路德會寄養家庭服務組，轉贈有需要
的兒童。相關活動相片已上載於學校網頁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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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月勵志歌曲送給
你」 

每月定時為學生及老師進行點唱不同老師
的勵志歌曲，深受同學的歡迎。從輔導組

問卷顯示，均高達 97-100%的學生、家長和
老師認為此活動值得繼續推行。 
鑑於有部份學生均會點唱給家人，所以於
新學年可配合校園電視台，推出「每月勵
志歌曲送給你」節目，讓家長也能收聽。 

7 「樂施滅貧利是」收集
大行動 2015 

「樂施滅貧利是」收集大行動 2015，共有
405 位學生參與是次活動 (佔全校 63.18% 
的 學 生 參 與 ) 。 共 籌 得 善 款 港 幣 
$15,055.5。全數交予樂施會，有關收據己
上載至學校網頁，以供家長查閱。 

8 小母牛「開卷助人」閱
讀籌款計劃 

小母牛「開卷助人」閱讀籌款計劃順利完
成。捐費人數：359 人 (佔全校 56.09%)，共
籌得善款$19,346 元。本組已將在此計劃

中，分別獲得「個人優秀閱讀大獎」、「個
人傑出籌款大獎」、「全情投入班別大獎」
及「樂善好施班別大獎」等相片上載在相
關網頁中，以供學生及家長瀏覽。 

總括而言，本校學生均能互相尊重和關愛，以及積極地為周遭的人、社區以及祖國
作出援助和服務。這也可從輔導組問卷中顯示，分別學生(99.48%)、家長(96.11%)，
以及老師(100%)均十分支持及認同舉辦「玩具回收大行動」、「愛心利是」及「小母
牛讀捐樂」等捐益活動。因此，這亦反映本校在協助學生發揮關愛、承擔和樂於服
務的精神方面，成效顯著。同時，本校的關愛氣氛和形象亦深受家長、學生及外界
的歡迎﹝持份者問卷中亦顯示出老師、家長及學生對於學校氣氛和對學生成長支援
的觀感均高於 4﹞。因此本校能成功連續五年榮獲「關愛校園」榮譽獎項。 
      

4  家長教育活動 

全年舉行約 12 次講座及工作坊，平均出席人數約有 40 人。平均認為講題對他們有幫

助之百份比為：96.63%，效果理想。 
4.1 來年度可繼續配合學校關注事項二及訓育中心主題， 邀請一些專業及有口碑的

機構到校舉辦講座，例如何念慈臨床心理學家、周婉芬博土等，讓家長掌握有效
培育子女的方法。此外，亦會 在選擇講座日期方面，盡量避免節日前夕或大假
前，以免影響出席人數。 

4.2 每次家長講座前均將資料放在學校網頁中，能修宣傳效果；另如能徵得講者同
意，校方會將講座內容以 pdf 檔案上載，以供家長參閱。 

 
5   學生個案情況 

處理學生個案工作方面尚算暢順。另外，亦有賴校本教育心理學家、老師、書記
及教學助理的支援和合作，以致個案能夠順利過渡和解決。 

        在處理個案中，大部份仍然是涉及家庭管教或支援問題。因此，除透過電話、
Whatsapp、定期約見家長面談外，亦會與校本教育心理學家安排支援網絡小組予
家長與及為學生定立個人獎勵計劃。 

         除此之外，為了讓嚴重違規(如被缺點、小過等)的學生，獲得適切的跟進和輔導，
讓他們有改善，和做一個好學生的機會，輔導組將按需要，為個別學生推行「讓
我煥然一新」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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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2015 年度全方位輔導活動 
由於本校全方位輔導活動全面及推行理想，因此大部份活動及安排除按上述檢討後加以修

改外，將會朝著以下 5 大範疇下持續推行： 
1 配合關注事項二--「清晰目標展潛能，積極人生奉基人」所舉辦的輔導活動 
2. 預防性的輔導活動 
3. 發展性的輔導活動 
4. 家長教育活動 
5. 學生個案支援及跟進 

 

關注事項成就及檢討  
1. 持續優化課堂教學，提升學習效能――激發思維、積極自學 

1.1 成就 

1.1.1 本校為持續強化教師推展資優教育之教學策略，特為教師制定「資優教育專業發展計

劃」。在八月份，本校與循道學校合辦聯校教師講座，邀請教育局資優教育組曾有娣女

士主講，講題為「在一般課堂照顧學習差異及提升學習潛能」，讓教師了解如何提升資

優生的學習潛能。根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18%表示一般，74%表示同意，8%表示非

常同意講座讓教師了解如何提升資優生的學習潛能，95%老師認同工作坊能讓教師認

識高階思維的教學方法，成效良好。本校已有 34 位教師完成香港資優教育學苑之「資

優教育基礎課程」。同時，學校於本年度安排課程統籌主任參加資優教育深造課程，安

排數學科科主任參加資優教育進階課程，她們認同此類課程有助她們掌握推展校本資

優教育之基本策略。由此可見，教師普遍認同本校制定之「資優教育專業發展計劃」

能令教師了解如何提升資優生的學習潛能。 

1.1.2 為支援教師教學，學校安排一、三年級中文科老師參與教育局「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

的支援服務，任教一、三年級的中文科老師定期與教育局之學校發展主任共同備課，

規劃校本讀寫課程，設計分層課業，提升教師提問策略，發展學生之創造力及高層次

思維技巧。參與的老師皆非常同意校外專業支援服務能強化教師之教學及提問策略，

從而提升學生之創造力及思維技巧，成效顯著。 

1.1.3 在專業交流方面，本年度雖沒有合適的交流觀課活動讓老師參與，但部分老師參加了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舉辦的「以行求知」校本經驗分享會，由友校老師分享其教學策

略，本校老師亦在進修後分享會中與本科老師分享所學，有助提升教師之教學技巧，

拓寬視野。 

1.1.4 為了讓家長掌握資優教育之基本概念，本年度特邀請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程永德先生為

家長主講「如何培育潛能未展的資優兒」，96%家長認同講座有助他們認識資優教育的

基本概念，90%家長認同講座能讓他們了解資優生的特質。 

1.1.5 本校透過課堂推展資優教育，激發學生思維，提升其創造力，加強其學習效能，讓其

潛能盡展。中文及英文科老師為學生擬訂富趣味及創意之寫作題目，每學期最少兩次，

激發學生思維，提升其創造力。學生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喜歡中文及英文創意寫作題

目的皆有 93%，百分比較去年分別增加 1%及 2%；同意中文及英文創意寫作能加強其

創造力的分別為 88%及 92%，中文科的百分比雖減少了 4%，但英文科的百分比較去

年增加 8%，令人鼓舞。中文及英文科老師於課堂上利用「創意思維策略」之「七何檢

討法」設計問題及課堂活動，鼓勵學生以不同角度思考問題，每學期最少三次，以發

展學生之創意。學生方面，透過課堂活動及老師的教導，表示非常同意及同意自己的

創造力有進步的有 82.7%，頗同意的有 14.5%，達到預期目標，百分比較去年度增加

3.9%，效果理想。教師方面，97%認同透過課堂教學及相關之課業，學生願意進行多

角度思考，其創造力有所提升，百分比較去年度增加 12%，成效非常理想。本年度，

視覺藝術科老師為學生設計創意課題及活動，每學期最少一次，培養學生之創意。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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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藝術科老師認同創意課題能培養學生之創意，尤其與生活經驗相關之課題，學生較

容易發揮創意，其作品亦令人滿意。本年度首次舉行創意視藝作品展，同學參觀時表

現投入，在評估表中能具體寫出所喜愛作品的特色，效果良好。音樂科老師為學生設

計創意課題及活動，每學期最少兩次，培養學生之創意。音樂科老師認同創意課題能

培養學生之創意，低年級同學創作活動時，表現特別投入。在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中，

三至六年級學生之創意思考分數分別為 3.47、3.24、3.09、3.20，全部高於香港常模，

可見本校學生已具備良好的創意思考能力。透過優化之課堂教學技巧，確能激發學生

的思維，令他們願意進行多角度思考，提升創造力，有效促進學習效能，讓學生盡展

潛能。 

1.1.6 本校亦透過課堂推展資優教育，持續訓練學生之高層次思維技巧。各級中文、英文、

數學及常識科老師備課時，根據祝新華「閱讀認知能力層次」(複述、解釋、重整、伸

展、評鑑及創意)或布魯姆六個層次的思考模式(記憶、理解、應用、分析、評鑑及創

造)，為學生設計高層次問題。同時，教師在課堂上會為學生安排「思考時間」，一般

問題約 5-10 秒，高層次問題最少一分鐘，讓學生有足夠時間思考問題，以訓練其思維

能力。此外，教師在中文、英文及數學科課業中，布置富挑戰性或發揮性的題目，藉

此增強學生的高層次思維能力。常識科老師為四至六年級學生設計「高階思維工作

紙」，透過「六頂帽子思考法」訓練學生之思維技巧。依觀課所得，教師普遍能為學生

提供足夠的思考時間，學生亦願意思考高層次問題，接受挑戰。根據課業檢視會議所

見，老師曾為學生設計富挑戰性或發揮性的題目。根據教師問卷調查結果，95%表示

曾為學生設計高層次的問題，27%非常同意，73%同意透過課堂教學及相關之課業，

學生的高層次思維技巧有所提升。學生方面，83.8%表示非常同意及同意，13.7%表示

頗同意老師在課堂上給予足夠的思考時間，84.5%非常同意及同意，13%頗同意自己的

思維能力有進步，認同百分比較去年度增加 3.8%。學生問卷調查結果反映出學生普遍

認同課堂的提問活動、課堂分組活動、日常的課業及老師的教導，有助加強其高層次

思維能力，成效顯著。 

1.1.7 為加強學生之解難能力，數學科於一至三年級推行「校本解難課程」，指導學生解難技

巧及提升思考能力，而每次考試均設解難題目，以評估學生之解難能力。科任老師同

意「校本解難課程」有效協助數學能力較佳之同學提升解難能力，而考卷內之思考題，

能突顯資優學生之潛能。根據問卷調查結果，85.7%學生非常同意及同意，12.3%頗同

意透過課堂活動、課業及老師的教導，其解難能力有進步，成效理想。常識科方面，

為各級學生安排「科技日」，透過科技設計活動，培養學生之解難能力及思考能力。根

據問卷調查結果，83.5%學生同意科技日活動能提升其思考能力，83.2%學生同意科技

日活動能提升解決難題的能力。教師方面，全部認同透過課堂教學及相關之課業，學

生的解難能力有所提升，成效令人滿意。在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中，三至六年級學生

之解難技巧分數分別為 3.52、3.23、3.23、3.24，全部高於香港常模，可見本校學生有

良好的解難技巧。 

1.1.8 本校為發揮資優生之潛能，每年均定期更新「人才庫」，辨識資優生之特質，並為資優

生安排合適之校內資優課程，如：奧數精英培訓班、movie team、聖三一 GESE 考試

班、劍擊隊、游泳隊、合唱團、弦樂小組、各項球類校隊等。同時，學校按資優生之

潛能，提名他們參與校外資優課程及比賽，如：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資優計劃」、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資優課程」、教育局「網上學習課程」等。在日常訪談中，曾參與

資優課程的學生表示他們喜歡參加相關課程，而課程令他們拓寬視野。根據問卷調查

結果，86.7%學生認為資優課程、校隊的訓練或比賽能加強其學習能力，有助發揮其潛

能，較去年增加 6.9%。教師方面，94.8%認同讓學生參與資優課程或相關之活動或比

賽，能提升學生之學習效能，而全部老師均認同讓學生參與資優課程或比賽，能發揮

資優生之潛能。可見合適的資優課程能有效提升資優生的學習成效，發揮其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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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本校透過課堂推展資優教育，優化學生之社交能力。在課堂分組活動及合作學習活動

中，中文科老師指導學生社交技巧，包括溝通技巧、情緒管理及人際關係，從而優化

學生之社交能力。每學期進行兩次評估，包括老師評估及生生互評。根據問卷調查結

果，40%學生非常同意，49%同意他們的社交能力有所提升；教師方面，18%非常同

意，76%同意學生的社交能力有所提升，成效理想。 

1.1.10 本校為加強學生之自學能力，特指導學生摘錄筆記的技巧。四至六年級中文科老師及

五、六年級英文科老師於課堂上指導學生自學策略，教導學生摘錄筆記之技巧，並安

排學生進行課後延伸活動，強化學生自學的能力。各級中文及英文科老師指導學生自

學策略，包括：課前預習、摘錄要點、資料蒐集等，提升學生自學能力。四、五年級

數學科老師利用「數學生活大發現」小冊子，指導學生摘錄課堂所學及進行延伸活動，

提升學生自學的能力。中文及英文科科任老師表示，超過 90%學生能完成筆記，並認

同摘錄筆記能加強學生之自學技巧。學生方面，71.3%非常同意及同意，22.3%頗同意

已養成摘錄筆記的習慣；83.7%表示非常同意及同意，11%表示頗同意摘錄筆記能加強

其自學技巧，較去年度增加 12.7%，成效令人鼓舞。此外，學校有系統地為學生安排

「假期自主學習套」，進行藝術及博物館學習。全校學生平均繳交率約 94.2%，較預期

目標 95%只略低 0.7%。老師表示學生大都能認真完成，效果良好。14%教師表示無意

見，54%同意，32%教師非常同意自主學習套能加強學生之自學能力；學生方面，表

示非常同意及同意自主學習套能加強其自學能力的有 78.8%，頗同意的有 15.5%，較

去年增加 3.7%，成效理想。持分者問卷顯示，全部教師均表示經常教導學生學習方法，

如作課前預習、運用概念圖、工具書及網上資源等；87.5%學生表示老師經常指導他

們學習方法。經過老師的指導，四至六年級學生已掌握摘錄筆記的技巧，對其課堂學

習有明顯的幫助，而全校學生亦透過假期自主學習套，穩步發展其自學能力。 

1.1.11 為提升學生之學習動機，加強學生之自我管理能力、溝通能力及協作能力，本校按各

級需要，分階段為學生安排跨學科之「經歷學習課程」，包括一年級「和黃公園之旅」、

二年級「星光大道之旅」、三年級「香港國際機場之旅」、四年級「校園遊蹤」、五年

級「同根同心」境外交流及六年級「誰是小廚神」。透過研習、訪問、參觀、體驗或

食品製作等活動，激發學生之學習動機，提升學生之溝通及協作能力，並藉此訓練學

生之自我管理能力。77.5%學生十分喜歡，20.5%表示頗喜歡經歷學習課程的活動，可

見課程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94.3%學生認同活動能增加其溝通能力；96.7%認同活

動能提升其協作能力；98%認同活動能提升其自我管理能力，由此可見，學生普遍認

同經歷學習課程能有效提升其學習效能。教師方面，全部認同各級經歷學習課程有效

提升學生之學習動機，加強學生之自我管理能力、溝通能力及協作能力，成效令人滿

意。下年度將繼續按各級學生的情況，為他們制定合適的「經歷學習課程」，以提升

其學習能力。 

1.2 反思 

1.2.1 教師認同學校制定之「資優教育專業發展計劃」能令他們了解如何提升資優生的學習

潛能，但非常同意及同意率只達 82%，表示一般的有 18%。是次為聯校教師講座，部

分老師已認識講座中提及的策略，故非常同意及同意率較預期少 8%。下年度特邀請香

港資優教育學苑為本校舉行教師工作坊，配合本校需要，以「如何培養資優生的學習

動機」為主題。此外，本校已有 34 位老師修畢「資優教育基礎課程」，下年度將安排

尚未修讀的教師及新任教師參與，讓全校教師能掌握資優教育之基本概念。同時，學

校亦會按需要提名主科科主任及資優教育組成員修讀進階或深造資優課程，讓他們掌

握推展校本資優教育之基本策略。 

1.2.2 參與中文科校外支援服務的老師皆非常同意支援服務能強化教師之教學及提問策略，

從而提升學生之創造力及思維技巧。本校參與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支援服務達三年，

成功規劃各級校本讀寫課程，下年度成功申請語文教學支援服務(英文科)，首年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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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級別為四年級。本校期望透過校外支援服務，協助英文科規劃校本閱讀課程，提升

學生閱讀策略，發展學生思維技巧。 

1.2.3 在發展學生解難能力方面，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結果顯示，本校學生之解難技巧高於

香港常模，三、五年級分別較去年微升 0.28 及 0.08，而四、六年級則分別較去年微跌

0.19 及 0.12，成效屬於理想，但為持續提升學生之解難能力，下年度之關注事項將加

強訓練學生的解難策略，並藉此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1.2.4 假期自主學習套方面，教師非常同意及同意率為 86%，較預期低 4%。下年度關注事

項，以引發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為重點，故此仍會安排學生進行假期自主學習套，並嘗

試配合學生的興趣，為他們選擇合適的參觀活動。 

 

14-15 年度關注事項（二）：發展多元智能 規劃積極人生 

（持續發揮潛能，做個 SMART 奉基人）報告 

1. 發展多元智能 

1.1 學生方面： 

1.1.1 學生通過認識多元智能，了解自己的能力，明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天賦、能力，從而

認識自己的長處，建立自信。在認識多元智能後，明白自己應該建立多元的發展。 

全部小一同學已填寫「多元智能量表」，初步認識自己在八項智能中的強弱之處。有關

全校學生「自我檢示潛能結果」於 2 月派發給同學，並貼於《奉基 SMART KIDS》小

冊子內，好讓學有計劃地發展孩子所屬的潛能。 

 

在「自我檢示潛能結果」的意見調查中，75.2%學生及 99.03%家長認為該卡能讓家長

或學生了解自己的潛能；98.90%學生及 98.83%家長認為學校能讓學生識自己的潛能；

98.72%學生及 98.84%家長認為學校能提供機會讓學生訂立及實踐目標，發展潛能；

92.31%學生及 92.23%家長會安排學生參與相關智能的活動，以發揮所長。 

 

於 25/9/2014, 我們已邀請樹仁大學輔導暨研究中心輔導心理學家張艶小姐為 P1-P3 學

生舉行「認識自我性格特質：我有我才華」講座，透過講座，能讓學生初步認識自我

性格和自己所屬的潛能。張小姐曾對本校推行「多元智能、人生規劃」的活動，有以

下正面的評價： 
“In terms of Super, the most famous scholar specializes in career planning, he proposed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s have different tasks. For children in Primary level, enhancing the awareness ability （覺

察能力) would be the most significant task. The awareness ability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Self awareness  

自我覺察 and awareness towards jobs 生涯覺察。The multiple intelligence promotion in your school 

definitely serves very good function in promoting self awareness and understanding  their interest and 

abilities.” 

 

同學所屬的智能已展示於《奉基 SMART KIDS》小冊子，家長可通過小冊子的內檢視

學生有否參與相關的活動或比賽，發揮潛能。 

 

在問卷調查中，大部分學生參與的課外活動和比賽均能符合其所屬的智能（一年級：

89.5%；二年級：87.3%；三年級：89.8%；四年級：80.2%；五年級：87.9%；六年級：

85.5%） 

 

1.2 家長方面： 

1.2.1 家長能認識多元智能的內容。 

我們舉辦「家長學院」，讓家長認識多元智能中的八項智能，了解不同人有不同的長處，

應多加發揮強項；另一方面了解平衡的人生須發展不同的智能，以達至較均衡的發展。 

 



2014-2015 年度學校報告    第  23  頁 

在下學期 2-3 月期間，我們走訪成功發展八大智能的學生及畢業生，並結合發揮潛能的

秘訣和資訊，結集成小冊子派發給各家長作參考。 

 

我們在《奉基 SMART KIDS》小冊子內貼上「個人多元智能觀察紀錄卡」，讓家長認識

子女在八項智能中的強項及不足之處，從而平均地培養子女的能力。 

 

在第一次家長日，我們派發《家長輔導資源小冊子》，列出八項智能的資料，並附以相

關的資源，如機構、網站，讓家長了解不同人有不同的長處，應多加發揮強項；另一方

面了解平衡的人生須發展不同的智能，以達至較均衡的發展。 

本年度，我們在《奉基 SMART KIDS》小冊子內加入家長監察欄，讓家長共同檢討是

否按自己的強項適切地參與活動。 

 

1.3 教師方面： 

1.3.1 教師認識多元智能的理論，從而了解學生的多元智慧能力，幫助學生發展。 

我們不斷更新「人才庫」及「個人多元智能觀察紀錄卡」，讓教師能了解學生的多元智

能發展和性向，掌握學生的不同智能，從而幫助學生的發展。90.09%的教師表示選擇學

生參與活動或比賽時，會善用學校的人才庫和考慮學生的潛能。 

 

2.規劃積極人生 

2.1 學生能掌握規劃人生（訂立目標）的方法：認識自己→認識環境→擬定策略→有效執行。

學生能認識人生十大範疇的各項要點 — 

學識、時間、品格、家庭及朋友、信念、金錢管理、健康、情緒管理、服務、興趣。從

而分期在各方面訂立目標。 

 

我們將每月德育主題配合人生十大範疇，短講讓同學了解人生十大範疇的內容和重要

性。 

 

我們在《奉基 SMART KIDS》小冊子中已加入同儕互評、檢討、鼓勵的欄目，增加同

學間互相監察及勉勵的作用。 

 

於 12 月份，我們派發備忘及提示學生積極訂立及實踐目標，如能實踐，便可在「奉基

銀行」加入 150 個積分。同學們多為自己定立在期考有進步的成績，同學定立目標較以

往仔細和具體。 

 

一年級同學及插班生獲贈標靶形掛飾，掛飾上印有 S.M.A.R.T. 設定目標的法則；我們

亦於各班貼上 S.M.A.R.T. 設定目標的法則的海報，以提醒同學設定目標的原則和重要。 

 

在 7/11 舉行的關注事項二啟動禮上，除了播放「持續訂立目標」短片外，還邀請香港

電台數碼台副台長夏妙然小姐為主禮嘉賓。夏妙然小姐分享自己學習的經驗，從而鼓勵

同學訂立目標，並努力達成。透過口頭訪問，同學們都很喜歡啟動禮的內容和閃星星禮

物，並且亦了解啟動禮的意義。而有份參與啟動禮的家長，均有以下正面的回應： 

很欣賞是次活動，氣氛很好，很榮幸能夠參與當中。(鄭朗軒家長) 

整個流程好好，而且開動閃星星時更加震撼，覺得好正。(陳枳熹家長) 

覺得很好。(黃樂澄家長) 

很好、好愉快。(錢朗晴家長) 

熄燈閃星星的場景很感人，很好。(黃博文家長) 

整個活動很好。(許皓然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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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學生能認識「S.M.A.R.T」目標設定法（Specific, Measurable, Achievable, 

Rewarding/Responsible, Time limited），讓學生能訂立有效的目標。 

 

我們為同學舉行講座，讓同學深入了解訂定目標的重要和方法： 

25/9 認識自我性格 

16/10 生涯探索 

（負責講座的樹仁大學輔導暨研究中心輔導心理學家張豔小姐稱  生涯規劃的計劃和

活動多在中學進行，而在小學推行者較少，並稱本校的目標正確。） 

 

2.3 學生能分解目標：認識和訂定終極、長期、中期、短期、日常目標，讓學生按部就班，

達成自己的目標。學生能實施將目標具體實行的方法。學生能評估和修訂目標，檢視成

效，為下一個目標提供基礎。 

 

我們舉行關於多元智能及人生規劃的活動，讓同學通過遊戲了解多元智能的內容和規劃

人生的重要： 

22/1「八大智能訂立目標工作坊」（小二） 

23/1「八大智能認識工作坊」（小一） 

29/1「人生歷程桌面遊戲工作坊」（小三） 

11/3「人生歷程桌面遊戲工作坊」（小四） 

4-5 月「八大智能參觀交流活動」（小五、小六） 

26/6「人生規劃訓練營」（小三、小四） 

 

在問卷調查中，同學有正面的回應： 

小一「八大智能認識工作坊」： 

87.2%的同學認識了八大智能的內容。 

87.0%的同學認為自己能投入認真地參與是次活動。 

86.8%的同學認為可發揮自己能力，有信心完成活動。 

86.1%的同學認為是次活動能讓他們有機會與同學合作，互相幫忙。 

84.93%的同學對是次活動均有正面的感受，例如：開心和有信心。 

 

小二「八大智能認識工作坊」： 

85.5%的同學認識了 SMART 訂立目標法則。 

86.5%的同學認為能在是次活動中學習與同學一同訂立目標、檢討及修正達成目標的方

法。 

89.5%的同學認為自己能投入認真地參與是次活動。 

89.5%的同學認為可發揮自己能力，有信心完成活動。 

82.0%的同學認為是次活動能讓他們有機會與同學合作，互相幫忙。 

89.35%的同學對是次活動均有正面的感受，例如：開心和有信心。 

 

小三「人生歷程桌面遊戲工作坊」： 

87.4%的同學認為是次工作坊提升了對達成目標的方法。 

95.4%的同學認為自己能投入認真地參與是次活動。 

91.9%的同學認為可發揮自己能力，有信心完成活動。 

91.6%的同學認為是次活動能讓他們有機會與同學合作，互相幫忙。 

94.0%的同學對是次活動均有正面的感受，例如：開心和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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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人生歷程桌面遊戲工作坊」： 

88.8%的同學認為是次工作坊提升了對達成目標的方法。 

95.8%的同學認為自己能投入認真地參與是次活動。 

89.5%的同學認為可發揮自己能力，有信心完成活動。 

88.3%的同學認為是次活動能讓他們有機會與同學合作，互相幫忙。 

92.7%的同學對是次活動均有正面的感受，例如：開心和有信心。 

 

小三、小四「人生規劃日」： 

86.9%的同學認為規劃日讓你明白人生規劃的重要性。 

83.5%的同學認為規劃日有助他們體驗訂立目標、實踐方法、達到 成果的過程。 

88.8%的同學認為規劃日讓你明白到要從金錢、健康、快樂和知 識中取得平衡，才可享

受理想生活。 

83.5%的同學認為規劃日增加了你為未來訂下人生目標的動力。 

 

在家長問卷中，100%的家長認為工作坊的內容和目標清晰、對學生有得益、能令學生

進一步了解人生規劃的重要性、內容感到滿意。 

 

小五、小六「八大智能參觀交流活動」： 

大部份同學認為活動有助所屬智能的發展，而且能夠協助自己訂文更具體的個人目標。 

 

自然觀察智能組別(25 人) 

92%的參與同學認為是次參觀交流活動，有助他們發展相關智能。 

88%的參與同學認為是次參觀交流活動，有助他們訂立更具體的個人目標。 

 

音樂節奏智能組別(28 人) 

92.59%的參與同學認為是次參觀交流活動，有助他們發展相關智能。 

92.59%的參與同學認為是次參觀交流活動，有助他們訂立更具體的個人目標。 

 

視覺空間智能組別(28 人) 

92.31%的參與同學認為是次參觀交流活動，有助他們發展相關智能。 

96.15%的參與同學認為是次參觀交流活動，有助他們訂立更具體的個人目標。 

 

身體律動智能組別(50 人) 

78%的參與同學認為是次參觀交流活動，有助他們發展相關智能。 

86%的參與同學認為是次參觀交流活動，有助他們訂立更具體的個人目標。 

 

語言文字智能組別(15 人) 

93.33%的參與同學認為是次參觀交流活動，有助他們發展相關智能。 

93.33%的參與同學認為是次參觀交流活動，有助他們訂立更具體的個人目標。 

 

數理邏輯智能組別(29 人) 

75.86%的參與同學認為是次參觀交流活動，有助他們發展相關智能。 

89.66%的參與同學認為是次參觀交流活動，有助他們訂立更具體的個人目標。 

 

 

人際社交智能組別(16 人) 

68.75%的參與同學認為是次參觀交流活動，有助他們發展相關智能。 

87.50%的參與同學認為是次參觀交流活動，有助他們訂立更具體的個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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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內省智能組別(11 人) 

100%的參與同學認為是次參觀交流活動，有助他們發展相關智能。 

100%的參與同學認為是次參觀交流活動，有助他們訂立更具體的個人目標。 

發放提示卡，提示學生填寫 SMART KIDS 小冊子中訂立目標、閱讀故事和玩「多元智
能定立目標百萬富翁遊戲」。 

在閱讀《SMART KIDS》小冊子的故事內容時，大部份同學給予正面的回應；在附屬
的工作紙中，大部份同學認為自己認識所擅長的智能，並會參與相關的活動，以發揮
自己的潛能。 

 

在工作紙中顯示，大部份同學曾訂立目標，努力尋求達成目標的方法；並會使用 SMART

法則在日常生活中幫助自己訂立目標。 

 

3 至 5 月舉行「我們這一班」目標實踐大行動，鼓勵同學持續訂立和實踐目標；建立獨
特和團結的班風。大部份同學在反思中表示明白訂立目標的重要；並且在實際目標後
得到美好的成果。 

 

3. 延展健康校園，擁抱豐碩成果 – 持續實踐健康生活 

經過兩個以三年為一周期的健康教育推廣，本校已成功為學生個人、家長及社區奠
定穩固的健康教育基礎，學生除了掌握到健康知識，亦能有效的實踐健康生活。作為一
所健康教育的資源學校，我們積極把健康教育的信息及其重要性推廣到區內、區外不同
的人士，達至「持續實踐健康生活」的目的。 

3.1 成就  

3 .1 .1   夥伴計劃「優質教育基金健康校園網絡計劃」 

3.1.1.1 本校一直與香港中文大學健康教育促進中心保持緊密聯繫，繼
2012-13年度獲得健康學校銀獎及2013-14獲得金獎後，我們均在不
同場合分享推行健康教育的經驗，於八月下旬，本校就推行「十
大健康主題活動」的心得在「健康促進學校之理論與實務研討會」
中與三十多間中小學的老師分享，效果良佳。健環大使健康軍團
於中文大學向其他學校師生分享於本學年在校內推動校園健康促
進活動之實況，又以「持續實踐健康生活」為題，向區內幼稚園
學生講解健康的信息。  

  

3.1.1.2 健康促進學校團隊：  

學校各項健康教育政策的制定、推行及監察，均由健康教育組負
責統籌，小組架構完善，成員包括不同科組的教職員。本校亦已
成立「家長健環大使」，人數超過40人，能協助策劃及推動健康教
育工作。  

 

3.1.1.3 為學生設計健康課程及活動：  

健康教育組以十大健康主題為骨幹，設計全年的健康活動，由校
長領導全校師生、學生家長及職工，藉著系統性的活動及課程，傳
遞健康資訊，各項活動均獲得高百份比的學生表示喜歡，成績良佳。 
 

 

「十大健康主題」活動 
學生表示喜歡

之百份比 

9月   「健康先鋒承諾日暨健環大使就職典禮」 93% 

10月  「情緒管理-EQ 多面睇」(P1-P3)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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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馬拉松101「活出精彩」分享講座 89% 

12月   玩具回收大行動 

          「SUPER 循環三角袋」挑戰站(P1-2) 

          「認識氣候變化」訪校活動2014(P3-4) 

          「環保熱話-香港垃圾何去何從」(P5) 

           「全港墨兜回收校獎賽」綠色工作坊       

            (P4&6) 

74% 

87% 

96% 

88% 

92% 

1月     互動劇場《開心大少的無煙魔法》〈P2-P5〉 

         「無煙新世代」健康講座 (P5-P6) 

92% 

96% 

2月   「我的儲蓄錢箱」(全校)  93% 

3月   「安全資訊你要知」(全校)  90% 

4月   「疾病的防治‧即問即答即中獎」(全校)  87% 

5月   『棋』妙家庭滿愛心(全校)  90% 

6月   「B+『適飲識計』有營站攤位 (P1-P2)」 

       EAT to FIT 飲食動向學生講座 (P3-P5)  

95% 

82% 

 

整體來說，全年的「十大健康主題活動」均能達標，成效理想。各科
已把有關健康教育的課程內容標示在常規課程中，以便在共同備課時
商討。常識科的專題研習，均以健康生活為主題，透過搜集資料，
整理及 報，讓學生更透徹認識與健康相關的內容。  

 

3.1.2 社區合作-對外聯繫 

3.1.2.1 本校繼續與香港理工大學護理學系及香港中文大學健康教育促進中心保
持緊密聯繫，以伙伴合作形式推行一系列護理資訊講座, 如「個人衛生
講座」、「傳染病講座」等，讓學生得到更全面的健康資訊，透過專業意
見令學生更明白健康生活的重要。 

3.1.2.2 本校為「優質教育基金健康校園網絡計劃」之資源學校，獲邀請以『健
康校園推展成果』為題舉行小學健康教育交流會，將健康訊息推廣至學
界及社區。 

3.1.2.3 本年度繼續擔任資源學校，分別為九龍靈糧堂幼兒園及迦南幼稚園進行
小一生活體驗─健康講座，把健康訊息推廣至幼稚園。 

3.1.2.4 邀請區內德 寶 中 英 文 幼稚園到奉基有機園圃進行「種子之旅」，進 行
栽 種 紅 菜 頭 活動，讓他們體驗種植的樂趣，認識生命的奇妙。 

 

3.1.3  健康校園，綠色生活 

  全年推行各類環保活動，培養學生珍惜資源，保護環境的態度。各班均設「能源

大使」及「膳食大使」，切實執行環保生活模式。學生表現積極投入，各項活動

均獲高比率的同學喜歡。另一位同學獲得 「最優秀綠戰士」；一位獲「墨兜環保 

年曆卡設計比賽」小學組季軍，兩位同學在低碳食譜創意提案入選「2015 最佳低

碳食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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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的環境教育活動均能達標，顯示學生十分支持各項活動，並非常感興趣。 

3 . 1 . 4   個 人 衛 生 齊 注 重  

      學校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運動項目，讓學生能舒展身心，我們創造很多機會，讓學

生課餘時間接觸不同形式的健康活動，例如：活力健體區、遊戲日，水運會、陸運

會等。學校又鼓勵同學參與不同的校內及校外活動和比賽，推動運動文化，校內舉

辦的體育活動有：羽毛球、足球、游泳、遊戲、籃球、乒乓球等，能全面關顧學生

的健康。 

學生已養成做護脊操/課間操的習慣，高年級學生小息後進行，由持咪老師帶領。低

年級學生由當值老師提示同學在課室內完成。「開心水果日及及水果兵團廣播」成績

理想，有 87%學生表示喜歡。 

本校再次榮獲至「營」學校，小食優質認証，午膳優質認證基本認證，證明健康學

校的規模已成功被建立。 

3.2  反思  

   3.2.1  就推廣健康教育方面，學校已掌握合適的策略，且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本年度在校

長及健康教育組的統籌下，能有效地把健康教育由學校推展至社區，且屢獲獎項，

成效顯著。 

  3.2.2  整體而言，學生已掌握健康生活的正面態度，我們會繼續以十大健康主題為骨幹，

舉辦不同的健康活動，在學校持續發展健康教育，幫助同學及區內人士建立正確的

價值觀和健康的生活態度，使他們享受健康帶來的豐碩成果。  

  活動名稱 學生表示喜歡之百份比 

「綠戰士」環保教育網站及獎勵計劃 82% 

「香港公園綠色大搜索」 100% 

參觀米埔小世界 100% 

基礎環保章培訓—考察南生圍 100% 

參觀賽馬會氣候變化博物館 100% 

海下灣海岸公園生態導遊 96% 

「全港墨兜回收校獎賽」綠色工作坊 92% 

「香港的珊瑚」講座（P3/P5） 93%/97% 

香港無冷氣夜 2014  85% 

義賣白蘿蔔及洛神花 83% 

「地球 1 小時」 90% 

創意環保尖子工作坊 90% 

「奉基無冷氣日」 86% 

學校環保巡迴劇場—綠星級的家 99% 

愛自然—沙灘清潔 100% 

 廢物分類 93% 

舊玩具回收 74% 

環保為公益--學校大掃除 93% 

「一人一花」栽種活動 100% 

「小農夫種植體驗」計劃 98% 

健康/環保熱話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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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年度財務報告 

 收入 ($) 支出 ($) 

 承上結餘（2013-2014 政府資助及學校津貼） 585,307.02  

I. 政府資助     

(1) 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甲) 一般範疇     

1. 行政津貼 / 修訂行政津貼 1,209,600.00 1,140,552.31 

2. 學校及班級津貼 395,798.00 686,003.50 

  

日常運作開支(包括雜用開支、清潔費、郵費、交通費、印刷費、

消耗品、維修保養費用等)    

3. 科目津貼     

       -學校課程發展津貼 43,536.00  37,871.97 

       -普通話津貼 1,548.00   220.00 

       -德育及公民教育津貼 12,840.00  6,538.30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350,401.00  426,683.81 

4. 其他津貼     

       -訓練及發展津貼 8,150.00  2,730.00  

       -增補津貼 5,928.00  5,885.50  

       -升降機保養津貼 89,112.00 45,407.00 

      -消減噪音津貼 286,283.00 156,726.00 

      -供增聘文書助理的行政津貼 175,632.00    0.00 

5. 校本管理補充津貼 144,125.00 55,061.24 

  小結： 2,722,953.00 2,563,679.63 

(乙) 特別範疇     

1. 學校發展津貼 681,032.00 614,854.86 

2. 新來港兒童校本支援計劃 10,221.00 10,000.00 

3. 學生輔導計劃(包括服務津貼及計劃經費) 5,694.00 1,251.40 

4. 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113,239.00 59,776.86 

5. 廣泛閱讀計劃津貼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津貼 8,050.00 9,473.00 

       -英文廣泛閱讀計劃津貼 8,050.00 8,000.00 

6. 成長的天空 104,325.00 96,100.00 

7.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120,219.00 116,000.00 

  小結： 1,050,830.00 915,456.12 

(2) 家具及設備津貼 205,224.00 127,744.06 

II. 學校津貼(一般津貼)     

1. 捐款 2,354.75   

2. 具特定用途的收費(冷氣及特定用途費) 187,900.00 181,252.00 

3. 其他 188,023.13 100,616.62 

  小結： 378,277.88 281,868.62 

 2014/2015 年度總盈餘 468,536.45  

 學校年度終結總盈餘 1,053,843.47  

 



2014-2015 年度學校報告    第  30  頁 

學生表現 

過去三年校際活動中獲得的獎項(2012/2015): 

 

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詳情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閱讀 九龍城區青年活動閱讀 

獎勵計劃 
獲小學組金獎 

1 冠 1 季 7 優異  

29 銀獎 

6 優秀表現獎 

獲小學組金獎 

大型全港性閱讀比賽 

1. 新雅全港小學生 

閱讀報告寫作比賽 

1 人獲優異獎 

1. 東亞銀行親子閱讀 

證書獎勵計劃 

1 人優異獎 

1.「書」出愛─閱讀後  

  感郵票製作比賽 

  1 人高小組優異 

 

2. 兒童快報校園小記

者比賽 

1 人優異獎 

3. 親子悅讀角 

  親子共讀積極大獎 

 

 

 

 

 

 

 

 

 

 

 

 

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詳情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健康 

及 

環保 
全港兒童健康比賽 

最積極學校獎亞軍 

最優秀表現學校獎 

1 人獲總冠軍 

1 人獲最佳才藝金獎 

1 人獲優異獎 

1 人獲優異獎     

1 人獲最佳才藝獎銅 

獎及 

獲最優秀表現學校獎 

1 人獲 E 組最佳才藝銀獎 

1 人獲優異獎 

香港健康學校 

獎勵計劃 
銀獎 金獎  

「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

及花卉義賣籌款 
金獎 金獎 金獎 

學界環境保護 

獎勵計劃 

暨學生環保大使計劃 

 

1 人獲金獎 

1 人獲銀獎 

1 人獲銅獎 

16 人獲優異獎 

1 人獲金 

20 人獲優異獎 

大型全港性健康 

及環保比賽 

1.「人樹共融樂滿家

園」攝影比賽 

1 人獲優異獎 

2.「健康智醒」餐單設

計比賽 

1 人獲嘉 許獎 

3.「冲冲五分鐘」獲 

積極起動學校獎 

4.  3 人獲委任為保

護水資源大使 

1. 節水減碳達人獎 

2.「無綠不歡校園午餐

獎勵計劃」獲銅獎 

3.「冲冲五分鐘」獲 

積極起動學校獎 

4. 「保護水資源大使

選拔賽」獲 

十大踴躍參興學

校 

1.綠色環保教育網站   

 及獎勵計劃：1 人獲  

 最優秀綠戰士 

2.墨兜環保填色創作 

 比賽：1 人小學組季 

 軍 

3.低碳食譜創意提案： 

  2 人入選「2015 最佳  

  低碳食譜」 

  1 人獲基礎環保章 

 至營學校認證計劃   
至營學校及基本認證學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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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詳情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閱讀 
閱讀嘉年華 

攝影比賽：1 冠軍 
          1 季軍 
          2 優異 
故事演講：小學季軍 

攝影比賽： 

1 冠 1 季 4 優異 

攝影比賽： 

1 亞 2 優異 

悅讀越多 FUN 閱讀比賽 

2 人封面設計季軍 

1 人封面設計優異獎 

1 人英文閱讀報告優

異獎 

1 人中文閱讀報告良

好獎 

1 人封面設計季軍 

1 人封面設計優異獎 

1 人封面設計良好獎 

2 人英文閱讀報告 

優異獎 

2 人英文閱讀報告 

良好獎 

1 人中文閱讀報告優
異獎 

1 人英文閱讀報告 

良好獎 

 

 

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詳情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體育 

分齡羽毛球比賽 

男子青少年組 

 10 歲以下: 

官塘區:1 人獲季軍 

元朗區:1 人獲冠軍 

中西區:1 人獲季軍 

九龍城區:1 人獲亞軍 

11 歲以下: 

九龍城區:1 人亞軍 

全港學界精英 

羽毛球比賽(男子組) 
 

單打：優異 1 人 

雙打：八強 
雙打冠軍 

中銀全港青少年 

羽毛球錦標賽 
 

1 人冠軍 

1 人進入八強 
男子雙打季軍 

分區青少年 

羽毛球比賽 
 

03 年組單打比賽: 

1 人獲冠軍 

1 人獲季軍 

03 年組單打比賽: 

1 人獲冠軍 

1 人獲季軍 

羽毛球分區青年軍比賽   
02 年組個人全能比賽: 

1 人冠軍 

仁愛堂 Victor 

羽毛球比賽 
單打亞軍 單打季軍  單打冠軍  

YMCA 青少年羽毛球雙打分

齡賽 
單打亞軍 男子 C 組冠軍 男子 C 組亞軍 

藝術體操比賽   

1. 藝術體操比賽 2014: 

  1 人新秀乙組個人全  

  能第 5 名、球操亞  

  軍、圈操第 8 名 

2. 全港學界藝術體操 

  比賽: 

  1 人新秀 A 組球操季 

  軍、徒手殿軍 

大型劍擊公開比賽   
粵港中小學撃劍公開賽 

1 人丙組花劍個人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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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詳情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體育 

分齡羽毛球比賽 

男子青少年組 

 10 歲以下: 

官塘區:1 人獲季軍 

元朗區:1 人獲冠軍 

中西區:1 人獲季軍 

九龍城區:1 人獲亞軍 

11 歲以下: 

九龍城區:1 人亞軍 

全港學界精英 

羽毛球比賽(男子組) 
 

單打：優異 1 人 

雙打：八強 
雙打冠軍 

中銀全港青少年 

羽毛球錦標賽 
 

1 人冠軍 

1 人進入八強 
男子雙打季軍 

分區青少年 

羽毛球比賽 
 

03 年組單打比賽: 

1 人獲冠軍 

1 人獲季軍 

03 年組單打比賽: 

1 人獲冠軍 

1 人獲季軍 

羽毛球分區青年軍比賽   
02 年組個人全能比賽: 

1 人冠軍 

仁愛堂 Victor 

羽毛球比賽 
單打亞軍 單打季軍  單打冠軍  

YMCA 青少年羽毛球雙打分

齡賽 
單打亞軍 男子 C 組冠軍 男子 C 組亞軍 

藝術體操比賽   

1. 藝術體操比賽 2014: 

  1 人新秀乙組個人全  

  能第 5 名、球操亞  

  軍、圈操第 8 名 

2. 全港學界藝術體操 

  比賽: 

  1 人新秀 A 組球操季 

  軍、徒手殿軍 

大型劍擊公開比賽   
粵港中小學撃劍公開賽 

1 人丙組花劍個人季軍 

  

 

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詳情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體育 廠商會盃 

小學籃球邀請賽 
男子組銀碗賽亞賽   

聖三一堂中學小學 

足球邀請賽 
男子組殿軍 男子組亞軍 男子組殿軍 

鄧鏡波中學 

乒乓球邀請賽 
 1 人獲季軍  

新亞小學三人籃球邀請賽   男子組殿軍、女子組季軍 

游泳接力邀請賽  

1.聖公會主風小學 

 游泳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亞軍 

 男子組亞軍 

1.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 

 學游泳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亞軍 

屈臣氏集團學生運動獎 1 人獲學生運動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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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詳情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體育 

九東區小學 

校際游泳比賽 

單項︰4 冠 2 亞 1 季 
      1 殿 
接力︰1 亞 1 季 1 殿 
團體︰男乙亞軍 
      女乙亞軍 

單項：6 冠 2 季 

接力：2 季 

團體：男甲季軍 

女乙季軍 

單項：2 冠 1 亞 2 季 

團體：女乙殿軍 

港九地域小學 

區際游泳比賽 
單項：1 冠 1 亞 

接力：2 冠 2 亞 

單項： 

2 冠 1 亞 1 殿 

接力：2 冠 1 季 

單項： 

2 亞 1 殿 

接力：2 第六名 

九東區小學 

遊戲比賽 

單項︰1 亞、1 殿 

 

單項： 

1 亞 2 季 1 殿 

團體：女初殿軍 

單項： 

2 亞 5 季 

團體：女初冠軍 

九東區小學 

校際田徑比賽 

單項：3 冠、1 亞、 
      1 季、1 殿 
接力：1 亞、1 殿 
團體：男丙亞軍 
      女丙亞軍 

單項：3 冠 1 亞 1 殿   
接力：2 亞 
團體：男乙亞軍、 
男丙亞軍、女乙優異 

單項：3 冠 1 亞 1 季   
接力：1 季 
團體：男乙優異、 
男丙優異、女甲優異 

全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 女丙 60 米第 6 名 男乙跳遠第 6 名  

九東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女甲優異獎 
女甲優異獎 

女乙優異獎 

九東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  男子組優異獎  

九東區小學 

校際羽毛球比賽 
男子組優異獎 

男子組季軍 
1 人獲優秀運動員 

男子組亞軍 
2 人獲優秀運動員 

學界區際羽毛球比賽   冠軍 

全港小學校際 

體操比賽 
自由體操殿軍 

女子新秀組 
自由體操亞軍 
跳馬殿軍 

 

全港小學校際 

劍擊比賽 
 

九龍 A 區 

團  體： 男甲第 6 名、 

男乙第 7 名 

個人賽：女甲第 5 名 

九龍 B 區 

團  體： 男甲第 5 名、 

男乙第 6 名 

港島及九龍地域 

小學體育獎勵計劃 
 

九龍東區男子組銀獎
學校 

女子組第十名 

九龍東區優秀運動員 

男子組 1 人 

九龍東區女子組第十
名 

九龍東區優秀運動員 

男子組 1 人 

港澳埠際羽毛球比賽   
男子團體冠軍 

雙打冠軍 

 

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詳情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體育 

田徑接力邀請賽 

1. 德蘭中學接力邀請

賽: 

女子組亞軍 

2. 聖公會基愛小學 

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女混合組季軍 

3.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

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季軍 

1.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亞軍 

2.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

學友校接力邀請

賽: 

女子組亞軍 

1. 聖公會基榮小學接 

  力邀請賽: 

  混合接力季軍 

2. 官塘官立小學接力  

  邀請賽: 

  男子接力殿軍 

  女子接力亞軍 

3. 聖公會奉基千禧小 

  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混合接力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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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田徑公開賽 

1. 公民全港青少年 

田徑錦標賽: 

2 冠及個人全場冠

軍及 2 亞 

2. 九龍城區田徑運動  

  大會: 

單項： 

2 冠、3 亞、1 殿 

接力：1 季 

兩項破大會紀錄 

3. 飛達全港新星大賽: 

3 冠、1 亞、2 季 

及 2 殿 

4. KSA 兒童全能田徑  

  大賽(5 月) 

 16 冠、10 亞、6 季 

 及 5 殿 

1. 公民全港青少年 

田徑錦標賽: 

1 冠、1 季、2 殿 

2. 屈臣氏田徑會 

青少年挑戰賽: 

2 冠、1 季 

3. 飛達國慶盃少年田 

  徑錦標賽: 

 單項： 

 2 冠 2 亞 2 季 1 殿 

 接力：1 亞 

1. 屈臣氏田徑會周年 

  大會: 

  1 亞、1 第七名 

2. 離島分區田徑比賽: 

  1 季 

3. 公民青少年田徑錦 

  標賽(少年組): 

  1 冠、3 亞、1 季、 

  2 殿、1 接力殿軍 

  1 個人全場冠軍 

 

 

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詳情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學科 聖公會小學 
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2 人獲二等獎 
2 人獲三等獎 
1 人獲優異獎 

1 人一等獎 
3 人二等獎 
1 人三等獎 
團體名次 13 名 

3 人二等獎 

1 人三等獎 

1 人個人優異獎 

團體賽優異獎 

香港小學數學 
奧林匹克比賽 

(小六組) 

1 人獲銀獎 

2 人獲金獎 

1 人獲金獎 

1 人獲銀獎 

2 人獲銅獎 

1 人獲金獎 

3 人獲銀獎 

5 人獲銅獎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公開賽 
  

晉級賽： 

1 人金獎、4 人銀獎、 

8 人銅獎 

決賽： 

1 人銅獎 

亞洲杯奧數之星 
創新思維初賽 

1 人獲三等獎  

1 人一等獎 

1 人二等獎 

6 人三等獎 

資優解難賽  

解難奧林匹克 

中港資優生大賽 

高小組 2 人金獎  

3 人優異 

資優解難大賽 

3 人初小組優異獎 

1 人高小組優異獎 

1 人高小組銅獎 

1 人高小組銀獎 

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1 人銅獎 

團體賽優異 

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 

比賽(初級組) 
 

1 金獎、2 銀獎、 

6 銅獎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
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3 人獲一等獎 

15 人獲二等獎 

13 人獲三等獎 

 4 人獲一等獎 

16 人獲二等獎 

19 人獲三等獎 

 5 人獲一等獎 

14 人獲二等獎 

 7 人獲三等獎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
數學奧林匹克晉級賽 

 

4 人獲一等獎 

7 人獲二等獎 

7 人獲三等獎 

 5 人獲一等獎 

 7 人獲二等獎 

16 人獲三等獎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
數學奧林匹克決賽 

 

2 人一等獎 

3 人二等獎 

7 人三等獎 

8 人三等獎 

全國華羅庚金杯 
少年數學邀請賽 

1 人獲三等獎  1 人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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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數學比賽 

「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 

1 人獲二等獎 

1 人獲三等獎 

2 人獲優異獎 

 

AIMO 晉級賽 

1 金、6 銀、6 銅、 

1 優異 

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
請賽 

4 人獲一等獎 

7 人獲二等獎 

7 人獲三等獎 

 

世界城市杯三算選拔
賽 

1 獲銀杯獎 

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
請賽 

初賽： 

4 人獲一等獎 

6 人獲二等獎 

7 人獲三等獎 

決賽： 

5 人二等獎 

8 人三等獎 

港澳盃 

港澳盃總決賽 

4 人獲金 

11 人獲銀 

22 人獲銅 

港澳盃初賽 

6 人獲金獎 

17 人獲銀獎 

15 人獲銅獎 

港澳盃晉級賽 

2 人銀獎、13 人銅獎 

港澳盃初賽 

3 人獲金獎 

 5 人獲銀獎 

26 人獲銅獎 

世界數學測試 
10 人獲優良獎 

12 人獲良好獎 

解難分析科：1 人獲優等   

數學科：6 人獲優等 

5 人獲良好 

解難分析科： 

8 人獲優等 

19 人獲良好 

數學科：8 人獲優等 

19 人獲良好 

香港世界數學測試 

精英邀請賽 
  3 人良好獎 

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
賽 

1 人獲計算競賽三等 

3 人獲計算競賽三等
獎 

1 人獲數學競賽三等
獎 

計算競賽二等獎：2 人 

計算競賽三等獎：1 人 

數學競賽一等獎：1 人 

數學競賽三等獎：3 人 

個人總成績一等獎：1

人 

新加坡數學競賽  
2 人金獎、2 人銀獎 

1 人銅獎 

5 人金獎、13 人銀獎、
17 人銅獎 

全港十八區(九龍城區)小
學數學比賽 

9 人優異 

3 人優良 

3 人銅獎 

3 人優異 

3 人銅獎 

6 人優異獎 

全港小學網上數學比賽  1 人季軍、1 人優異  

全港青少年數學挑戰賽  1 人銀獎、4 人銅獎 1 人銅獎 

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2 人二等獎 
1 人二等獎 

2 人三等獎 

1 人特等獎 

1 人二等獎 

3 人三等獎 

全港速算比賽 
1 人獲冠軍及 

最踴躍參與學校獎 

4 人第一名 

5 人第二名 

4 人第三名 

5 人第四名 

 

小學速算比賽 1 人獲優異獎   

珠算心算比賽 

CMA 珠算心算比賽 

1 人獲冠軍 1 人獲亞軍 

香港珠心算暨數學精英
盃邀請賽 
1人獲二等獎1人獲三等獎 

「多元智能盃」全港珠心
算暨數學大賽 

1 人二等獎 ;1 人三等獎 

香港珠心算暨數學 
精英盃邀請賽 
1 人三等獎 

「多元智能盃」全港 

珠心算暨數學大賽 

1 人一等獎 

1 人三等獎 

心算中級組：1 人金獎 

「多元智能盃」全港 

珠心算暨數學大賽 

2 人二等獎 

5 人優異獎 

心算高級組：1 人銀獎 

 

香港數學小天才錦標賽   2 人優異 

 數學大王國際邀請賽初
賽 

  
3 人二等獎 

2 人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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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詳情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學科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及比賽 ICAS(數學科) 

34 Credit, 
28 Distinction, 

3 High Distinction 

29 Credit, 
27 Distinction, 

1 High Distinction 

46 Credit,10 Merit 

18 Distinction,2 High 
Distinction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及比賽 ICAS(英文科) 

17 Credit 
3 Distinction, 

13 Credit  
1 Distinction, 
1 High Distinction 

English: 

19 Participation,12 

Credit,12Merit 

Writing:  

20 Participation, 6 
Credit,3 Merit 

通用英語考試 PTE  
35 Meritr 

57 Distinction 

26 Meritr 

13 Distinction 

2 Pass 

GESE(Grade3) P1  
2 Credit 

3 Distinction, 

3 Distinction 

3 Merit 

3 Pass 

Cambridge Young Learners 

English (YLE) 

劍橋英語基礎考試(P1-3) 
  

15 盾牌：12 人 

14 盾牌：10 人 

13 盾牌：10 人 

12 盾牌： 7 人 

九龍城區 
傑出小學生選舉 

1 人獲優異獎 1 人獲優異獎 1 人獲優異獎 

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1 人獲優秀學生獎 1 人獲優秀學生獎  

明日領袖獎計劃 1 人獲明日領袖獎   

升中伯樂計劃 1 人獲銅獎(中文) 

1 人獲 

金獎(數學、綜合科學); 

銀獎(英文); 

銅獎(中文、視覺藝術) 

1 人獲 

金獎(中文);  
銅獎(數學、綜合科學、
視覺藝術) 

 

小學生現場作文比賽 
(中文組) 

1 人獲良好獎 

2 人獲良好獎 
  

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 

1 人獲一等獎 

2 人獲二等獎 

2 人獲三學獎 

9 人獲優秀獎 

1 人獲一等獎 

2 人獲二等獎 

3 人獲三學獎 

9 人獲優秀獎 

 

小腳板夏日遊蹤徵文比賽 1 人獲優異獎   

全港小學中文寫作比賽   1 人初級組冠軍 

聯校機械人競技大賽 鐵人賽一等獎                 高小組冠軍 團體合作獎 

小學福蛋撞地球 
承托架製作比賽 

1 組獲冠軍 

1 組獲季軍 
  

全港幼稚園及小學 
普通話比賽 

3 人獲三等獎   

協恩中學聯校小學 
辯論邀請賽 

2 人獲最佳智囊團發
言人獎 

  

暑期數理常識挑戰計劃 
1 人獲數理之星亞軍 

1 人獲數理之星優異
獎 

3 人獲數理之星(優異
獎) 

2 人獲數理之星(優異
獎) 

「認識祖國‧認識香港」問

答比賽 2014 
  

1 人網上小學比賽個
人獎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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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Primary & Secondary 

School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Primary Division) 

  
1Most Creative 

Writer-Merit 

 

 

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詳情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服務 九龍城區公益少年團 

慈善清潔運動 
 金獎  

小童軍復活節填色比賽  
1 最佳顏色運用 

1 季軍、4 優異獎 
 

 

 

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詳情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戲劇 
 

香港學校戲劇節 

(小學英文組) 

傑出演員獎 (5 人)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整體演出獎 

 傑出演員獎 (4 人) 

傑出劇本獎 

傑出導演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整體演出獎 

 

 

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詳情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舞蹈 
 

香港學校舞蹈節 

小學高年級現代舞 乙級獎 乙級獎 乙級獎 

香港學校舞蹈節 

小學高年級中國舞 
甲級獎 乙級獎 乙級獎 

小母牛 Shake to Feed 

舞蹈大賽 
 

小學組冠軍 

最具創意獎 1 人 
 

全港小學校際 

HIPHOP 舞蹈比賽 
 甲級獎  

 

 

 

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詳情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德育
及 

公民 
教育 

人人有愛--- 

小小聖誕老人扮演大賽 
1 人獲亞軍   

「認識祖國‧認識香港」問

答比賽 
 1 人優異獎  

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關愛校園榮譽獎項 關愛校園榮譽獎項 關愛校園榮譽獎項 

聖公宗小學「正向 Go 

GoalGoal」聯校親子活動比

賽 

 6 組獲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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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詳情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視藝 

設計比賽 

「創造健康家庭齊抗

毒」填色比賽及四格漫

畫比賽 

2 人獲創意獎 

3 人獲優異獎 

小白海報設計比賽 

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1. 道路安全學藝比賽  

    2014 小學書籤設計 

    比賽: 

   1 人獲季軍 

2.「PaperOne 創意揮春   

  展 one 情」創作比賽: 

  3 人初小組優異獎 

3. 樂的驅蚊貼設計比賽 

  1 人銅獎 

  

填色比賽 

1.第八屆全港愛心學校填

色比賽: 

1 人獲優異獎 

2. 愛刷牙漫畫填色比

賽小學初級組: 

1 人獲優異獎 

1. 歷史傳情全港兒童 

填色比賽: 

1 人獲冠軍 

2.小童軍復活節填色比

賽 

1 人獲最佳顏色運用 

1 人獲季軍 

4 人獲優異獎 

1. 60 周年鑽禧堂慶填 

  色及設計比賽: 

  1 人獲亞軍、1 人獲季 

  軍 

2.「逃生有妙法」填色 

  比賽: 

  14 人獲入圍獎 

3. 家居科學呈獻填出 

   好明天填色比賽: 

  1 人獲季軍 

4. 綠島大象填色比賽 

   最踴躍參與學校 

5.「勇敢無限 FUN」填 

   色及比賽 

   1 人優異獎 

6.「繽紛龍城」復活節  

   填色比賽 

   1 人初小冠軍 

   1 人高小亞軍 

   1 人初小創意獎 

   9 人初小優異獎 

   1 人高小創意獎 

   12 人高小優異獎 

7. 全港愛心學校填色比賽 

   1 人優異獎 

繪畫比賽 

敬師繪畫比賽 

6 人獲高級組優異獎 

6 人獲初級組優異獎 

校園藝術夢中小學繪畫

比賽 

1 人獲優異獎 

1.「講功德‧比畫功繪 

  畫比賽」: 

  2 人初級組優異獎 

  2 人高級組優異獎 

2.「親親大地」國際繪

畫比賽 

  1 人中級組優異獎 

  1 人中級組佳作獎 

  1 人高級組佳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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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詳情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朗誦 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朗誦比賽 

獨誦︰2 季 

      21 優、14 良 

獨誦︰1 亞 

     32 優、8 良 

二人：4 優 

獨誦︰2 季 

     33 優、16 良 

二人：2 優 

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朗誦比賽 

獨誦︰2 季 

      18 優、13 良 

獨誦︰2 季 

     32 優、9 良 

獨誦︰2 冠、1 季 

     27 優、7 良 

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朗誦比賽 

獨誦︰4 亞、2 季 

      37 優、5 良 

獨誦︰4 季 

     28 優、5 良 

獨誦︰1 冠、1 亞、1

季、40 優、4 良 

聖經朗誦節 集誦優異獎 普通話集誦亞軍 

普通話集誦季軍 

廣東話集誦優異獎 

廣東話獨誦優異獎 

香港學校朗誦節 

集誦比賽 

粵語集誦比賽 

優良獎 

普通話集誦比賽 

優良獎 

英文集誦比賽 

良好獎 

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即興話劇比賽 
良好獎  優良獎 

「中華挑戰盃」藝術朗誦 

大賽 
  

2 人高小粵語散文組

優異 

 

 

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詳情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音樂 

香港學校音樂節 

個人項目比賽 

鋼琴：14 優、9 良 
小提琴：4 良 
聲樂獨唱：1 優 
古箏：2 良 
結他：1 優 
粵曲平喉獨唱：1 優 
中音薩克斯管：1 優 
圓號：1 良。 

鋼琴： 
19 人優良、10 人良好 
小提琴：4 人優良  
大提琴：1 人優良 
聲樂獨唱：1 人季軍 
古箏：2 人良好 

鋼琴： 
3 人亞軍、18 人優良、
8 人良好 
小提琴： 
3 人優良、2 人良好 
古箏：1 人良好 

香港學校音樂節英文 
聖詩比賽 

優良獎   

香港學校音樂節外文 
合唱隊 

1 隊獲季軍 

1 隊獲優異獎 
 優良獎 

大型音樂比賽 
1.九龍城區學校音樂匯 

  演: 熱心參與獎 
 

 春雨主題曲第 5 屆歌 

 唱比賽 

   2 人優異獎 

香港學校音樂節 

小學初級組中文合唱 
 優良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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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與跟進 

 

2015/2016年度關注事項（按優先次序排列） 

 

1. 引發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 激發學習動機，掌握學習策略 

 
提升教師推展自主學習的技巧 

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加強學生元認知學習策略 

加強學生自學策略 

加強學生解難策略 

加強學生高階思維策略 

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並加強學生訂定目標、自我管理的能力 

 

 

2. 目標清晰展潛能，積極人生奉基人（15-16 年度） 
 

目標清晰展潛能 

積極規劃人生 

 

 

3.  積極盡心 自信滿分（15-16 年度） 

 

學生通過認識建立自信的元素，增強自信心 

透過不同範疇，建立學生的自信心 

教導及鼓勵家長，在家鼓勵及讚賞孩子，以建立學生於家中及學校的正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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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注事項： 引發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 激發學習動機，掌握學習策略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教師層面 

 

 提升教師推

展自主學習

的技巧 

 

 

 

 

 

 

 

 

 

教師專業發展日： 

 為全體教師安排「培養資優

生的學習動機」教師工作

坊，讓教師了解如何提升學

生的「自我效能感」及學習

動機。 

教師專業進修： 

 安排教師參加與自主學習

相關之工作坊或交流活

動，讓教師初步掌握推展自

主學習的教學策略。 

 

校外專業支援： 

 英文科首年參與教育局「語

文教學支援組」之支援服

務，任教四年級的英文科老

師定期與教育局支援服務

人員共同備課，規劃校本閱

讀課程，提升學生閱讀策

略，發展學生思維技巧，從

而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

力。 

 

 90%教師認為教

師工作坊有助教

師了解如何提升

學生的學習動機 

 

 85%教師認為參

加自主學習工作

坊或交流活動，

能令他們初步掌

握推展自主學習

之教學策略 

 85% 教 師 認 為 

校外支援服務有

助教師提升學生

閱讀策略，發展

學生思維技巧，

從而提升學生的

自主學習能力 

 

問卷調查、訪談 

 

9/2015 

 

 

 

 

 

9/2015- 

7/2016 

 

 

 

 

 

 

9/2015- 

7/2016 

 

 

課程統籌

主任 

 

 

 

 

課程統籌

主任 

 

 

 

 

 

 

英文科科

主任及四

年級英文

科科任教

師 

 

 

 

問卷 

 

 

 

 

 

問卷 

 

 

 

 

 

 

 

問卷、 

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

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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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學生層面 

 

 提升學生的

學習動機 

 

 

 

 

 

 

 

 

 

 

 

 

 

創設配合學生能力及興趣之學

習目標及合作學習活動： 

 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科

老師於共同備課中，創設配

合學生能力及興趣之課堂

學習目標及合作學習活

動，每學期最少三次，提升

學生的學習動機。 

 中文及英文科老師為學生

擬訂富趣味及創意之寫作

題目，每學期最少兩次，激

發學生之創造力，維持學生

對寫作之興趣。 

 

善用提問法： 

 各級中文、英文科老師利用

「提問法」(提問、停頓、

點名、提示、回應及讚賞)

引導學生思考，給予適切的

回饋，激發學生的學習動

機。 

 

 

 85%教師及學生

認為課堂學習目

標、合作學習活動

及創意寫作練習

能配合學生的能

力及興趣，有助提

升其學習動機 

 

 

 

 

 

 85%教師認為利

用「提問法」能激

發學生學習動機 

 

問卷調查、共

同備課表、寫

作進度表、訪

談及課堂觀

察 

 

 

 

 

 

 

 

 

 

 

問卷調查、訪

談及課堂觀

察 

 

 

 

9/2015- 

7/2016 

 

 

 

 

 

 

 

 

 

 

 

 

9/2015- 

7/2016 

 

 

中文、英文、

數學及常識

科科任老師 

 

 

 

 

  

 

 

 

 

 

各級中文、英

文科科任老

師 

 

問卷 

 

 

 

 

 

 

 

 

 

 

 

 

 

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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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學生層面 

 

 加強學生元

認知學習策

略 

 

 

 

 

 

 

 

 

 加強學生自

學策略 

 

 

 

 

 

 

訓練學生元認知學習策略： 

 各級中文及英文科老師教

授學生「六何法」、「七何

法」、「自我提問法」、「腦圖」

或「概念圖」，並應用於課

堂上，每學期最少三次。 

 各級數學科老師教授學生

「出聲思維法」及「自擬題

目」，並應用於課堂上，每

學期最少三次。 

 

訓練學生自學策略： 

 各級中文科老師為學生布

置預習工作紙(每單元)或

延伸活動(每學期兩次)。 

 各級常識科老師為學生布

置課堂預習活動及延伸活

動，每學期兩次。 

 二至四年級中文及英文科

老師教授學生運用工具書

之技巧。 

 四至六年級中文科老師教

授學生摘錄筆記技巧。 

 五至六年級英文科老師教

授學生摘錄筆記技巧。 

 

 

 

 80%教師及學生

認為學生能初步

掌握元認知學習

策略 

 

 80%教師及學生

認為元認知學習

策略有助提升其

自主學習能力 

 80%教師及學生

認為學生已初步

掌握預習及運用

工具書的策略，

此策略有助提升

其自主學習能力 

 85%教師及學生

認為學生已掌握

摘錄筆記的技

巧，此技巧有助

提升其自主學習

能力 

 

問卷調查、共

同備課表、訪

談及課堂觀察 

 

 

 

 

 

 

 

 

問卷調查、課

堂觀察 

 

 

 

 

9/2015- 

7/2016 

 

 

 

 

 

 

 

 

 

9/2015- 

7/2016 

 

 

中文、英文及

數學科科主

任 

各級中文、英

文及數學科

科任老師 

 

 

 

 

 

各級中文、及

常識科科任

老師 

 

二至四年級

中文及英文

科科任老師 

四至六年級

中文科科任

老師 

五至六年級

英文科科任

老師 

 

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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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學生層面 

 

 加強學生解

難策略 

 

 

 

 

 加強學生高

階思維策略 

 

訓練學生解難策略： 

 數學科於一至四年級推行

「校本解難課程」，指導學

生解難策略及提升思考能

力。 

 

 

 

訓練學生高階思維策略： 

 一至四年級中文科老師透

過思維小冊子教授學生思

維策略，包括：「太陽圖」、

「六何法」、「流程圖」、「特

徵列舉法」等。 

 常識科老師為四至六年級

學生設計「高階思維工作

紙」，每學期約兩次，教授

學生高階思維策略，包括

「六何法」、「時間線」、「多

方觀點」、「六頂帽子思考

法」等。 

 

 80%教師及學生

認為學生已初步

掌握解難策略，

此策略有助提升

其自主學習能力 

 

 85%教師及學生

認為學生已初步

掌握高階思維策

略，此策略有助

提升其自主學習

能力 

 

 

 

 

 

 

 

 

 

問卷調查、訪

談、 

課堂觀察及課

業檢視 

 

 

 

 

問卷調查、訪

談、 

課堂觀察及課

業檢視 

 

9/2015- 

7/2016 

 

 

 

 

 

9/2015- 

7/2016 

 

一至四年級

數學科科任

老師 

 

 

 

 

一至四年級

中文科科任

老師 

 

 

四至六年級

常識科科任

老師 

 

 

 

 

 

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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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學生層面 

 

 提升學生自

主學習的能

力，並加強學

生 訂 定 目

標、自我管理

的能力 

 

 

 

 

 

設「假期自主學習套」，進行「藝

術及博物館學習」：  

為學生安排假期自主學習套(聖

誕節假期、農曆新年假期、復活

節假期及暑假)，鼓勵學生於學

校假期透過多元化參觀或體驗

活動，擴闊對藝術及文化的眼界

及知識，藉此提升學生自主學習

的能力。 

 

 

 

 95% 學 生 完

成「假期自主

學習套」 

 90% 教 師 及

學生認為「假

期自主學習

套」能加強學

生自主學習

的能力 

 

 

課業檢視 

 

 

 

 

 

 

 

12/2015- 

8/2016 

 

 

 

 

 

 

 

自主學習
套設計小
組： 

課程統籌

主任 

朱賢賢主

任 

蕭國偉老

師 

麥秋文老

師 

蔡麗賢老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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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目標清晰展潛能，積極人生奉基人（15-16 年度）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目標清晰展潛能 

學生方面： 

 學生了解自己

的潛能，再透過

利用SMART法

則來訂立具體

目標，以發揮潛

能。 

 學生學習實踐

目標的技巧和

了解當中可能

所遇到的困難。 

 奉基人個人成長檔案： 

在檔案中匯聚學生在奉基生活的

正面回憶，以加深對自己的了解

和欣賞自己，提升自我價值觀，

並作出正面的反思。另外，檔案

中亦包括教授一些重要活動學習

課題，例如：時間管理，學習態

度，學習技巧，檢視自己的才能、

興趣和性格等。 

 小一同學與家長填寫「多元智能

量表」，從而認識自己在八項智能

中的強弱之處。 

 學生講座和工作坊： 

因應各級的需要，舉辦講座和工

作坊，例如：「認識八大智能」(一

年級)，「認識自我性格及發掘自

我潛能」(二，三年級)。  

 小四「人生規劃體驗日」活動：

讓學生透過體驗活動明白目標對

人生的重要。 

 升中準備：四年級至六年級學生

定期檢示自己的長處和目標，以

發揮潛能。 

 八大智能參觀交流活動：   讓

五、六年級的學生透過交流及初

步探索，以進一步為自己訂立更

具體目標和規劃人生。 

 75%的學生認為個

人成長檔案能幫助

他們加深對自己的

了解和欣賞自己。 

 75%的學生認為活

動能幫助他們認識

多元智能和訂立目

標。 

 75%的學生認為活

動能令他們明白人

生規劃的重要。 

 75%的學生認為交

流活動有助他們發

揮潛能和訂立與智

能相關的目標。 

 75%的學生認為他

們能掌握實踐目標

的技巧和了解當中

可能所遇到的困

難，懂得尋找方法

解決問題。 

透過訪問、觀

察及問卷，收

集學生的意見 

2015 年 10 月

至 2016 年 6

月 

輔導組 問卷 

多元智能量表 

奉基人個人成長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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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家長方面： 

 家長認識和了

解幫助孩子發

揮潛能和訂立

目標的重要性。 

 家長認識多元

智能的內容及

辨析孩子的性

向。 

 透過講座： 

讓家長認識幫助孩子發揮潛能

和訂立目標的重要性。 

 檢視多元智能量表： 

陪同子女填寫及檢視「多元智

能量度」/「個人多元智能觀察

紀錄卡」，以認識子女在八項智

能中的強項，加以發揮，以建

立自信。 

 發放有關多元智能的資源： 

如家長日派發輔導資源通訊，

不同機構的活動資料。 

 在檔案中加入家長的監察，與

子女共同檢討是否按自己的強

項適切地參與活動。 

 75%的家長認同幫

助孩子發揮潛能和

訂立目標的重要

性。 

 75%的家長認為活

動能幫助他們認識

多元智能的項目。 

透過訪問、觀察

及問卷，收集家

長的意見 

2015 年 10 月

至 2016 年 6

月及家長學

堂 

輔導組  

教師方面： 

 教師了解學生

的潛能和協助

學 生 訂 立 目

標，幫助學生發

展。 

 教師能了解學生的潛能發展和

性向，從而協助和鼓勵學生訂

立目標。 

 幫助建立「人才庫」，讓教師掌

握學生的不同智能。 

 75%的教師認為活

動能讓他們了解學

生的潛能和協助訂

立目標。 

透過訪問、觀察

及問卷，收集教

師的意見 

2015 年 10 月

至 2016 年 6

月 

輔導組 

全 體 教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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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積極規劃人生 

 學生能掌握規劃人

生（訂立目標）的

方法：認識自己→

認識環境→擬定策

略→有效執行。 

 透過德育中心和每

月人生規劃小百

科，讓學生認識人

生十大範疇的各項

要點 — 

快樂學習、時間管

理、良好品格、建

立和諧家庭和朋友

關係、信念、金錢

管理、健康、良好

情緒、樂於服務和

興趣。 

 學 生 能 認 識

「S.M.A.R.T」目標

設 定 法 (Specific, 

Measurable, 

Attainable, 

Result-based, 

Time-based），讓學

生能訂立有效的目

標。 

 壁報、短片或活動： 

透過壁報、短片或活動，讓學生認

識訂立目標的重要。 

 製作個人成長檔案： 

透過記錄個人成長檔案，從而認識

及深化如何訂定目標、執行與評估

目標的成效。在檔案中，加入每月

自我檢討和鼓勵的欄目，增加自我

監察及勉勵的作用。另外，透過正

面回憶，協助學生儲備正面積極人

生觀。 

 透過活動教導學生實踐目標的步

驟、解難技巧和學習面對失敗。 

 為三年級學生舉辦「P3 實踐目標」

爭霸戰，藉此讓學生把一、二年級

所學習的 SMART 法則實踐出來。 

 升讀中學是小學生涯重要的一

環，為了讓學生有充足的準備，

故為四、五年級學生提供「搜尋

資料技巧講座」及按步就班實踐

「理想升中計劃」和為六年級提

供總結透過有規劃地實踐目標和

發揮潛能之「終極小學成就計

劃」，以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和效能

感。 

 75%的學生認

為活動能幫助

他們認識訂立

目標的重要和

訂立目標、執

行與評估目標

的方法。 

 75%的學生認

為活動能幫助

他們掌握不同

的 方 法 和 技

巧，透過有計

劃地實踐目標

和發揮潛能，

有效提升自信

心和效能感。 

檢視小冊子的

填寫情況。 

問卷調查 

日常觀察 

 

2015 年 10 月

至 2016 年 6

月 

輔導組 

訓育組 

負 責 教

師 

問卷 

奉基人個人成長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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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學 生 能 分 解 目

標：認識和訂定終

極、長期、中期、

短期、日常目標，

讓 學 生 按 部 就

班，達成自己的目

標。 

 學生能實施將目

標具體實行的方

法 

 學生能評估和修

訂目標，檢視成

效，為下一個目標

提供基礎。 

 學生學會及早為

自己規劃人生，以

作 出 充 足 的 準

備，步向積極有自

信的人生。 

 八大智能參觀交流活動：  讓

五、六年級的學生透過交流及初

步探索，以進一步為自己訂立更

具體目標和規劃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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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三）：積極盡心 自信滿分（15-16 年度）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學生方面： 

 學生通過認識建

立自信的元素，

增強自信心。 

 

 早會短講及壁報： 

在早會闡述與建立自信有關

的十個課題（自信、友善待

人、逆境自強、修養、學習技

巧、興趣、生活規律、反思、

服務、正向思維），透過故事

或人物介紹，了解建立自信的

要素。 

 

 75%的學生認為

短講的內容能

幫助他們建立

自信。 

 

 透過訪問、觀察

及問卷，收集學

生的意見。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6 月 

 

早會短講 

負責老師 

 

 問卷 

 

 

透過不同範疇，建

立學生的自信心： 

 

 社交社儀： 

通過學習不同的

社交禮儀，培育

學生與人相處的

自信心。 

 

 

 

 建構學生的個人儀表及禮貌： 

推行「友善待人（SPEC）」        

活動中的「S」。 

-S—Smile &Say hello 

-P—Praise 

-E—Engage 

-C—to Communicate 

 舉行禮貌運動，讓學生每天

「早」、「謝謝/唔該」常掛咀

邊。 

 攝錄影片，教導學生： 

-社交禮儀 

-穿衣之道 

-餐桌禮儀 

 

 

 75%的學生認為

通過學習不同

的社交禮儀，能

幫助他們與人

應對，建立自

信。 

 

 

 透過訪問、觀察

及問卷，收集學

生的意見。 

 

 

 

 

2015年 10月至

2016 年 6 月 

 

 

朱賢賢主任 

張智豪老師 

全體老師 

 

 

 問卷 

 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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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思考能力： 

通 過 練 習 和 遊

戲，增強同學的

邏輯思維和解難

的能力。 

 每月舉辦解難遊戲，藉着解答

題目讓同學掌握不同的解難

方法。 

 下學期期考後舉行解難比

賽，讓同學在競賽的氣氛下增

強解難的能力。 

 75%的學生認為

通過練習和遊

戲，掌握邏輯思

維和解難的能

力可以增強自

信。 

 透過訪問、觀察

及問卷，收集學

生的意見。 

 

2015年 10月至

2016 年 6 月 

曾素蓮老師 

連海欣老師 

全體老師 

 問卷 

 文化修養： 

藉着增進學生的

文化修養，時事

常識，增強同學

在 表 達 時 的 信

心。 

 每月播放午間音樂欣賞，介紹

音樂家及欣賞名曲。 

 課室及視藝室設立學生或藝

術家作品展示區。 

 每年 4 次（考試後）介紹時事

新聞的背景資料。 

 梯間展示有成就學生的資料。 

 75%的學生認為

增 進 文 化 修

養，時事常識，

可以增強在表

達時的信心，增

強自信。 

 透過訪問、觀察

及問卷，收集學

生的意見。 

 

2015年 10月至

2016 年 6 月 

陳巧媚老師 

劉詠晶老師 

全體老師 

 問卷 

 學 習 技 巧 及 動

機： 

通過掌握不同的

學習技巧，增強

自信心，積極面

對 學 習 上 的 難

題。 

 預習：在學科中進行預習。 

 摘錄筆記：在學科中摘錄筆

記。 

 記憶力：在思維角中加入記憶

遊戲；印製小冊子教導學生記

憶的方法；在試後的解難比賽

中，加入記憶力競賽環節。 

 75%的學生認

為掌握不同

的學習技巧

可以增強自

信心，積極面

對學習上的

難題。 

 透過訪問、觀

察及問卷，收

集 學 生 的 意

見。 

 

2015年 10月至

2016 年 6 月 

鄧志昌副校長 

張智豪老師 

全體老師 

 問卷 

 小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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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說話及聆聽技巧： 

通過印製《升中面試技巧》小

冊子及面試訓練，強化六年級

同學的面試技巧。 

三年級同學設說話訓練班，增

強說話的能力。 

舉辦班際說故事比賽，增強同

學說話應對的能力。 

舉辦電視台訓練班，培養同學

報告、訪問、應對的技巧。 

 閱讀技巧：圖書課及中文課教

授閱讀策略。 

 應試技巧：印製小冊子，列出

各科的應試要點，讓同學掌握

溫習的方法；輔導組印發溫習

的日程，讓同學掌握溫習的時

間和次序。 

 獎勵計劃：在課室設一表格，

學生表現良好者可獲蓋印，學

生所得蓋印連繫「奉基銀

行」，以得到獎勵。 

 專注力：在課室張貼培養專注

力的法則，讓同學時刻保持專

注。印製小冊子，讓同學和家

長了解培養專注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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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服 務 與 領 導 能

力： 

透過培養學生的

領導能力，服務

他 人 ， 增 強 自

信。 

 服務團隊的領袖介紹團隊的

特色，建立認同感。 

 各團隊與團員訂定目標，並努

力達成，從而增強自信。 

 舉行領袖訓練班，讓團隊的領

袖掌握帶領小組的方法，增強

自信。 

 75%的團隊成員

認為掌握領導

能力能提升自

信。 

 透過訪問、觀察

及問卷，收集學

生的意見。 

 

2015年 10月至

2016 年 6 月 

朱賢賢主任 

張智豪老師 

全體老師 

 問卷 

 校園氛圍： 

通過學校的佈置

和行動，增強學

生的自信心。 

 從班中選出座右銘並於校園

張貼，以激勵同學積極自強。 

 於課室張貼標語，提示師

生、生生互相關愛的重要。 

 製作鼓勵的原子印蓋在手

冊，表揚任何良好的行為。 

 在五、六年級推行中、英的

成績獎勵計劃，學生達標者

可獲蓋印，讓學生通過鼓勵

增強自信心。 

 75%的學生認

為學校的佈

置和師生、生

生的互動可

以增強自信

心。 

 透過訪問、觀察

及問卷，收集學

生的意見。 

 

2015年 10月至

2016 年 6 月 

梁愛貞副校長 

麥秋文老師 

全體老師 

 問卷 

 興趣： 

通過培養不同的

興趣，並將興趣

表現出來，增強

學生的自信。 

 邀請專業團體到校示範，提升
學生發展不同興趣的動機。 

 在校園電視台訪問學生，分享
特別興趣。 

 設「午間才藝廊」，讓同學向

公眾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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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班級經營： 

通 過 課 室 內 師

生 、 生 生 的 互

動 、 關 懷 和 鼓

勵，增強學生的

自信。 

 常規管理：通過與學生共同建

立班級常規，建立和諧的關係

和秩序。 

 強化優點：教師在手冊蓋印，

表揚良好行為，鼓勵正向行

為。 

 交付責任：班中一人一職，通

過完成責任和表揚，建立自

信。 

 環境經營：在課室壁報上設榮

譽榜、我有說要說、生活點

滴、我的座右銘等項目，強調

個體的重要性。 

 我的座右銘：由同學寫出及張

貼自己的座右銘，以激勵自

己，亦啟發同學。 

 才藝大爆發：每一位同學輪流

演示或說出自己擅長的事。 

 拍班照：藉拍班照培養歸屬

感，強化個體與群體的關係。 

 75%的學生認為

課室內師生、生

生的互動、關懷

和鼓勵，能增強

自信。 

 透過訪問、觀察

及問卷，收集學

生的意見。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6 月 

鄧志昌副校長 

梁愛貞副校長 

全體老師 

 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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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家長方面 

 教 導 及 鼓 勵 家

長，在家鼓勵及

讚賞孩子，以建

立學生於家中及

學 校 的 正 面 形

象。 

 透過電郵讓家長認識建立自

信的十個重要課題。 

 舉辦家長講座，讓家長認識如

何通過技巧增強子女的自信

心。 

 編製小冊子，讓家裡長認識培

育學生學習能力的方法，從而

增強子女的自信。 

 在家長日展示同學的讚賞

卡，讓家長了解子女的獨特性

和優點。 

 

 75%的家長認為

家長講座、小冊

子家長日的展

示能讓他們了

解子女的獨特

性、幫助子女掌

握 學 習 的 技

巧，從而增強子

女的自信心。 

 透過問卷，收集

家長的意見。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6 月 

劉詠晶老師 

陳巧媚老師 

全體老師 

 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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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工作成效報告   
 

計  劃 內  容 工 作 成 效 及 檢 討 

教師專業發展 1. 為教師制訂「專業發展計劃」，
按課程發展所需，安排教師參與
專業發展課程，而教師亦需於上
下學期參與本科專業發展課程
各一次，並與校內本科教師研習
及分享。 

 

2. 為教師安排「一般課堂照顧學習
差異及提升學習潛能」聯校教師
工作坊等，讓教師了解如何提升
資優生的學習潛能。 

 

 

 

 

 

 

 

 

 

 

 

3. 為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科老
師訂定共同備課時間，令教師能
專注進行課堂設計，提升教學成

效。各級科任老師輪流帶領備課
會議，而本年度備課重點與關注
事項一緊扣，教師需共同商議高
層次問題及創意寫作題目，加強
提問技巧，藉此提升學生之思維
能力。 

 

4. 同儕觀課需配合共同備課進
行，讓教師就共同擬訂的教學活
動進行施教、檢討及改進。 

 

 

 

 

 

5. 全體老師全年需進行科主任觀
課一次，讓中文、英文、數學及
常識科主任及副科主任監察各
級之教學情況，並能適時作出跟
進和改善，加強他們對本科學與

1. 本年度共有 34 位教師完成「資
優教育基礎課程」，3 位教師完
成「急救課程」，2 位教師完成
「照顧不同學習需要」課程。 

 

 

 

2. 本年度全體教師同意「專業發展
計劃」有效提升其教學技巧，促
進學習社群之發展，成效理想，
可見教師普遍認同此計劃之成
效。下年度仍繼續為教師制訂

「專業發展計劃」，配合學校關
注事項，為教師舉辦合適之工作
坊，提名教師修讀資優教育課
程、自主學習課程、「照顧不同
學習需要」課程。，而每位教師
亦需參加與本科相關之專業發
展課程，上下學期最少一次，並
與本科教師研習及分享課程內
容，持續促進學習社群之發展。 

 

3. 全體教師均認同備課能令他們
專注進行課堂設計，優化教學成
效，亦同意同儕觀課有效加強教

師之間的專業交流，可見本校已
建立備課及觀課文化，持續促進
學習型社群之發展。 

 

 

 

 

4. 學生方面，普遍表示經常參與課
堂活動，喜歡創意寫作題目，認
真及樂意完成功課，情況令人滿
意。來年度持續採用合作學習教
學模式，提升學生學習動機，指

導學生學習策略，引發學生自主
學習的能力。 

 

5. 全體教師贊同科主任觀課有效
提升教學質素，可見教師已認同
觀課的果效。據觀課所得，教師
已掌握合作學習教學模式，亦能
運用高層次問題刺激學生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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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了解，以及協助他們策劃及
發展本科課程。校長及課程統籌
主任會聯同科主任或副科主任

進行觀課，作考績評核，並於觀
課後進行評課會議，檢視課堂成
效。本年度以為「合作學習教學
模式」、「高層次提問技巧」及「創
意思維策略」為觀課重點，強調
「教學目標」、「課堂互動」、「總
結」、「延伸」、「學生匯報技巧」、
「學習成效」等元素。  

 
6. 本年度持續使用修訂後之考績

評核表，以更公平的方式評鑑教
師的表現。 

考，學生之課堂表現理想。在評
課會議中，與會老師能具體分析
課堂的優點及需改進之處，共同

商討改善方法，可見科主任觀課
除有效監察各級之教學情況
外，還有助教師之專業成長。 

 

 

 

 

 

 

6. 92.6%教師認同學校考績制度能
公平地評鑑教師的工作表現，並
有助他們的專業成長，可見教師
普遍對學校之考績制度感到滿

意。 

 

校本課程發展 1. 英文科推行專科教學，外籍英語
教師定期與各級科任老師進行
共同備課，集中發展閱讀課程。
本科老師亦善用「提升小學英語
水 平 津 貼 計 劃 」 (English 

Enhancement Grant Scheme for 

Primary School)發展之教學資
源，協助學生提升學習效能。 

 

 

2. 中文科第三年參與教育局「小學
校本課程發展組」支援服務，發
展一、三年級讀寫結合之校本課

程，並利用提問，發展學生高層
次思維技巧。同時，中文科設思
維小冊子及假期自主閱讀課
業，提升學生的思維能力及自學
能力。 

 

 

 

 

 

 

 

3. 數學科繼續發展校本速算課程
及校本解難課程，並於四年級推
展「數學生活大發現」課業。教
師多利用「數學語言」教學，增
加學生對數學概念的掌握，並鼓
勵學生多運用「數學語言」作表

1. 外籍英語教師定期進入課室，進
行英語閱讀計劃，成效不俗，來
年度將持續推行。各英文科老師
定期備課，商討寫作課程，設計
分層課業，照顧學生之不同學習
需要。來年度，英文科成功申請
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組之支援
服務，支援級別為四年級，以規
劃校本閱讀課程為支援重點。 

 

2. 參與老師皆同意支援服務能強
化教師之教學策略，提升學生之
思維技巧，成效令人滿意。來年

度，中文科雖沒有參與支援服
務，但會善用過去三年累積之教
學設計，持續發展校本課程，提
升學生之思維技巧及創意。中文
科假期自主閱讀課業，安排學生
在假期閱讀名著，並完成指定課
業。據觀察所見，學生喜歡閱讀
名著，亦樂意完成相關課業，效
果理想。思維小冊子方面，配合
學生程度，能提升學生的思維能

力。 

 

3. 一至三年級校本速算課程，學生
積極參與，成效理想；一至三年
級解難課程有助學生提升解難
能力。四年級「數學生活大發現」
課業，由於學生較難掌握，故來
年度將轉換課業形式，以協助學



2014-2015 年度學校報告    第  59  頁 

達。 

 

4. 各科配合「健康學校網絡計劃」

之十大主題，全面推展健康教
育。體育科老師安排學生進行體
適能測試，把有關報告派發給學
生，並舉行家長會及學生講座，
向家長及學生講解報告內容。 

習提升自學能力。 
 

4. 各科均能依「健康學校網絡計

劃」之十大主題推展健康教育，
成效理想。曾參與「體適能家長
會」之家長均認同講座能讓他們
了解如何協助子女加強體能，成
效理想。 

 

學習評估 1. 中文科、英文科、數學科及常識
科一年四次於考試後進行學習
成效檢討會議，教師集中剖析學
生弱點或難點，落實設計教學策
略，回饋課程，改善學生之弱
點。課程統籌主任定期召開科主
任會議，全年四次，全體科主任

及副科主任共同檢視學生整體
成績，商討及制訂改善方案。 

 

2. 自 2010 年度開始，中文及英文
科實施分卷之考核方式，包括聆
聽、閱讀、說話及寫作，讓學生
了解自己之語文水平。 

 

 

3. 本校除由教師作評估外，亦鼓勵
學生進行自評、互評，同時亦邀
請家長作評估，以達多方評估之

效。 

 

 

1. 全體教師贊同學習成效檢討會
議有效協助教師分析學生之難
點，訂定改善方法，而科主任會
議亦有效監察各級成績，並提出
具體之改善方案。 

 

 

 

 

 

2. 中文及英文科成績以分卷形式
顯示於成績表上，讓學生了解自
己不同範疇之語文水平，有助家
長了解子女之強弱項，以便作出
配合及跟進。 

 

3. 中文科及普通話科不時邀請家
長評估學生之朗讀技巧，效果不
俗；常識科專題研習提供機會讓

學生進行自評、互評、家長評估
等，有效鼓勵學生檢視其學習成
效。 

從閱讀中學習 在校園設置閱讀區，課室擺放不
同類型之圖書，並推行早讀課、
網上閱讀、伴讀計劃、「家長帶
你讀好書」、「故事劇場」、「書包
圖書館」等活動，提高校園閱讀
氣氛。 

 

教師及學生大都表示學生喜愛
閱讀。同學樂於到圖書館借閱圖
書，以及參與閱讀活動。來年度
將持續推行多元閱讀活動，鼓勵
學生閱讀，以讀帶說及以讀帶寫
方式，提升學生說話及寫作技
巧。 

專題研習 一至四及六年級推行以「健康」
為主題之專題研習活動，配合關
注重點「延展健康校園，擁抱豐

碩成果――持續實踐健康生
活」，而五年級則以「廣州的嶺南
文化」為題，配合「同根同心」
交流活動。各級專題研習由常識
科老師負責帶領學生進行。 

 

負責的教師均認同專題研習能
協助學生發展共通能力，將持續
推行。為讓老師及學生專注進行

專題研習，特利用課外活動時段
進行討論，效果理想，來年度將
持續進行。本校已為各級制定專
題研習基本能力校本課程，讓學
生循序漸進掌握專題研習的基
本技巧。同時，為協助學生建立
健康的生活方式，並配合健康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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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來年度各級專題研習仍以
「健康」作主題。 

德育及公民教育 1. 透過各級德育及公民教育課、各
學習領域、早會、週會、「校長
講故事」、講座等，加強學生的
德育訓練，培養學生養成正確的
價值觀及態度。 

 

2. 四至六年級參與「成長的天空」
計劃，活動包括「挑戰日營」、「愛
心服務」、「燒烤考驗」等。 

 

3. 安排全體五年級學生參與服務
學習活動，前往護老中心探訪長
者。  

 

 

 

4. 安排五年級學生參與「同根同
心——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
地交流計劃」，增加學生對中華
文化的認識。 

 

 

 

5. 推行「認識中國」活動，包括升
旗儀式、問答遊戲、區旗及國旗
填色比賽等。 

 

1. 根據持分者問卷調查的結果，同
學之間大都能融洽相處，並認同
學校積極培育學生有良好的品
德，成效良好。 

 

 

2. 參與的同學表現理想，能發揮團
隊精神，成效不俗。 

 

  

3. 服務學習活動中，97%同學表示
於此次服務後，更願意幫助有需
要的人，而 99%同學認為學校應
繼續推行服務學習活動，成效令
人鼓舞。 

 

4. 「同根同心」交流活動中，同學
有機會到廣州，了解嶺南文化。
同學在交流期間能融洽相處，互
相協作，進行研習，增進友誼。
來年度將繼續參與，主題為「東
莞及中山的歷史人物及事件」。 

 

5. 各項活動，學生表現投入，成效
理想。 

 

6. 本校重視培養學生的品德，課程
發展組與德訓輔組將持續推行
品德教育，協助學生培養正確的
價值觀及態度，建立良好的校
風。 

利用資訊科技進
行互動學習 

1. 持續優化全校軟硬件設備，讓教
師更方便及有效地利用各項軟
硬件進行資訊科技教學。 

 

2. 持續更新及優化學習資源庫。 

 

3. 中文、英文及數學科老師利用資
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活動。 

 

4. 去年度起，引入平板電腦教學及

進行戶外學習活動。 

 

1. 教師大都認同利用資訊科技進
行互動學習的效能，故各科老師
將繼續善用網上資源進行互動
教學，讓學生學會建構知識，提
升學習效能。 

 

2. 本年度利用平板電腦在三、六年
級中文及英文課堂進行閱讀及
練習，即時評估學生表現，作出
適切的回饋。二至四年級數學科

利用平板電腦，引導學生學習｢
算柱｣、｢24 小時報時制｣、｢立
體圖形｣等，提升能力稍遜學生
之學習興趣。戶外活動方面，二
及三年級學生利用平板電腦訪
問遊客，即時記錄數據及分析，
效果明顯。四年級學生利用平板
電腦進行校園遊蹤，進行一連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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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務，效果令人滿意。整體而
言，引入平板電腦，有效提升學
生的學習興趣及學習成效。  

 

小班教學 本校推行小班教學，建立小組學
習的精神，營造適合進行合作學
習的環境，致力加強學生的課堂
高參與、師生及生生互動的機
會，並運用不同層次的提問，訓
練學生的思維能力，又透過合作
學習的活動，照顧學生不同的學
習差異。 

 

教師普遍認同小班教學能加強
學生的課堂參與率，照顧學生不
同的學習差異。學生普遍表示會
常常參與課堂活動，成效良好。
為持續加強學生之課堂參與
率、師生及生生互動的機會，來
年度將請教師繼續利用合作學
習教學模式，提升學生課堂參與
的機會，並強調高動機、高展
示、高參與、成功感、尊重感及
自我實現感。同時，課程發展組
將與輔導組合作，支援較被動之

學生。 

 

課業檢視 1. 中文、英文、數學科主任、副科
主任及科任老師於每學期進行
課業檢視一次，以課業設計及學
生表現為檢視之重點。 

 

2. 常識科課業檢視，每學年進行一
次，以專題研習之設計作為檢視
重點。  

 

3. 每學期均進行「簿冊檢視」，檢

視老師批改情況及學生表現，作
考績之用。 

 

1. 97%教師贊同課業檢視會議有
助教師了解學生表現，有效提升
課業設計之質素，促進學生學
習。 

 

2. 「簿冊檢視」讓行政主任及科主
任了解老師批閱課業之情況，讓
他們能客觀地評估老師的表現。 

資優教育 1. 每學年更新「人才庫」兩次，辨
識學生之潛能。 

 

 

2. 本年度持續透過課堂推展資優
教育，提升學生之創造力及高層
次思維技巧，發揮其潛能。 

 

 

 

3. 為資優學生安排校內中文、英
文、數學資優課程，並根據學生
之多元智能，安排學生接受體育
校隊訓練或音樂訓練。 

 

4. 安排資優學生參與校外資優課
程及比賽。 

 

1. 「人才庫」有效辨識學生之多元
智能，有助老師提名學生參與相
關的比賽。 

 

2. 本年度透過課堂推展資優教
育，97%老師認同透過課堂教學
及相關課業，有效提升學生之創
造力，而所有老師認同學生之高
層次思維技巧有所提升。 

 

3. 曾參與校內資優課程或校隊訓
練的學生，大都認同此類課程及
訓練有助提升其學習效能，發揮
其潛能。 

 

4. 本年度繼續安排學生參與教育
局、香港資優教育學苑、香港科
技大學、中文大學等之資優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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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為優化學生之社交能力，老師在
中文課堂指導學生社交技巧，每
學期進行一次評估，包括老師評
估及生生互評。 

程。曾參與之同學表示，課程內
容富趣味，適合其程度，課程能
提升其學習效能，發揮其潛能。

來年度將繼續提名資優生參與
合適的資優課程。 

 

5. 老師及學生大都認同學生的社
交能力有所提升。 

幼小及升中銜接 1. 為小一新生舉辦為期兩天之新

生輔導日，並安排高年級學生擔

任「奉基優質服務大使」，協助

小一學生適應小學的校園生活。 

2. 為協助小一學生適應中文及英

文默寫練習，中文科設「創意默

書」，提升學生默寫的興趣，而

英文科則提供默書範圍紙，讓學

生容易掌握默寫範圍。 

3. 由中年級或高年級學生擔任「奉

基小導師」，協助有需要之小一

學生溫習英文字詞。 

4. 於八月底及十月初，為小一家長

舉行家長會，以及舉行一年兩次

之「協助家長指導學生溫習工作

坊」。 

 

 

5. 為小一學生安排「小一入學前評

估」，初步評估學生在中文、英

文及數學的水平，以及其專注

力、聆聽能力及自信。 

 

6. 為小六學生安排「無毒升中路」

講座，協助學生了解中學的校園

生活。 

7. 為小六家長安排升中家長會，分

享升中策略，並邀請畢業生回校

分享其校園生活。 

1. 新生輔導日有助小一新生了解

學校環境及小學校園生活，「奉

基優質服務大使」態度親切有

禮，有效協助小一學生適應校園

生活。 

2. 中文及英文默寫練習，以循序漸

進的形式協助學生提升其默寫

能力，效果良好。 

 

3. 「奉基小導師」於小息時段協助

學生溫習字詞，令能力稍遜之學

生獲益。 

4. 小一家長會讓家長了解學校之

行政安排，以及如何協助子女適

應小學生活，效果不俗。「協助

家長指導學生溫習工作坊」，有

效讓家長了解學校評估的制度

及考核的題型。 

5. 小一學生於入學前進行評估練

習，讓老師初步了解學生的程

度，及早識別有需要支援之學

生，亦可識別具潛質之學生，為

他們安排適切之資優訓練。 

6. 升中講座有效讓學生了解中學

的校園生活，效果良好。 

 

7. 小六升中家長會有效協助家長

為子女選取合適的中學，亦讓他

們了解如何協助子女適應中學

生活。 

 

 

 

其他 1. 籌辦主題式活動「喜氣洋羊迎新
歲」，包括：品嘗糕點、做手工、
攤位遊戲、大掃除等。此外，首
年舉行「奉基開年日」，進行猜燈
謎、齊穿賀年服等。 

1. 據觀察所得，學生參與攤位遊戲
及猜燈謎活動時，表現投入，氣
氛良好。來年可繼續進行，並增
加活動項目，增添節日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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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常識科為各級學生安排全方位學

習活動。 

 

 

 

 

3. 為各級安排跨學科問答比賽。 

 

 

2. 學生樂意參與全方位學習活
動，包括：參觀立法會大樓、科
學館、歷史博物館、消防局等，

從中獲取寶貴的學習經歷。 

 

3. 跨學科問答比賽期間，同學表現
積極投入，低年級同學不懂作答
時，能善用錦囊，請教同班同
學，氣氛不俗，下年度將繼續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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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至二零一五年度「新資助模式」下的「學習支援津貼」批核結果 

2014-2015 年新資助模式批核情況： 

第三層級 

學生數目 

第二層級 

學生數目 

小一顯著困難估

算學生數目 
第三層支援 

第二層支援 

津貼 

 

款項總數 

4 46 7 156000 689000 845000 

 

本校於 2014-2015 年度獲教育局批出新資助模式之款項為$845,000。因應所獲的撥款，為有特殊學習需要，以及其他在學

習和社交、情緒和專注等方面需要特別照顧的學生，提供學習支援服務。 

2014-2015 年度所提供的支援服務包括： 

1.  路德會：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服務。 

2.  外購專業支援服務(共有 11 個不同的專業訓練小組)： 

2.1.協康會：分別為自閉症的學生及有特殊學習障礙的學生和家長，提供了共 8 組專業支援服務和   

訓練。 

2.1.1. 協康會社交小先鋒小組(共開設 3組，以支援不同年級和程度的自閉症學生，以及支援高年級情緒控制較弱學生)-- 

每小組共有 8 節的服務，由教育心理學家及具特殊教育經驗的導師提供小組訓練服務 

2.1.2. 協康會青蔥計劃(共開設 4 組，以支援不同年級和程度的讀寫障礙學生)- 每組共 8 節，主要透過語文遊戲、多感

觀教學法、速讀訓練等，以提升讀寫障礙學生在學習技巧層面的能力，包括認讀、默寫字詞及閱讀理解能力。   

2.1.3. 協康會躍動成長路小組(開設 1 組，以支援專注力不足的學生)- 共 8 節課堂，主要以不同的活動及遊戲，讓學生

明白執行功能的概念、教導學生適當的社交技巧，並透過覺醒運動，讓學生懂得調節個人狀態，加強專注及行

為控制能力。 

2.2   樂苗坊正向行為訓練小組：(開設 1 組，以支援自閉症及情緒控制較弱的學生)- 共 10 節課堂及 3 節家長小組，

由周婉芬博士透過小組遊戲及活動，協助患有或懷疑過度活躍、專注力失調或有自閉傾向等學生提升專注力，

改善行為問題及學習管理自己情緒。 

2.3   領思兒童發展中心職業治療訓練小組(開設 1 組，以支援低及中年級的專注力不足學生)- 共 8 節課堂及 1 節家長

小組。主要透過視覺或聽覺遊戲增進學童的學習動機、另透過遊戲活動,訓練學童的視覺、聽覺及「視覺及聽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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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配合」專注力，從而提昇其個人的自信心及社交能力。 

2.4   樹仁大學個別強化學習動機輔助小組：(開設 4 個個別輔導訓練，只支援 4 位有讀寫障礙/自閉症的學生，每個

個別輔導訓練共有 8 節課堂) 主要按照學生個人能力及程度量身制定個人輔導與社交技巧訓練方案。輔導心理

學家將視乎情況運用不同遊戲或加插遊戲治療的元素以達到以下輔導訓練方針：i) 學會眼神接觸、ii) 認識打招

呼之應有態度、iii)   認識基本情緒、iv) 社交情景解讀、v) 學習同理心、明白別人、vi) 情緒表達的演練、vii) 

學習基本溝通技巧 及 viii) 

協助有有讀寫障礙的學生提升學習動機。 

3.   啟言堂：加強言語治療服務、小一社交溝通小組及家長工作坊等。 

4.   教學助理李安怡姑娘、李淑雯姑娘、葉穎琦姑娘：課後學習技巧訓練班。 

5.   數學加強訓練小組(P3-P5 有需要的學生，共開設四組，每組共 3 節課堂) 

6.   為支援第三層(Tier 3)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訂定及跟進個別學習計劃。  

7.  「及早識別學習困難的學生」計劃。 

8.  小導師計劃：高年級學生於小息期間教導同輩或低年級 SEN 學生。 

9.  課堂支援服務。 

10. 「試前特訓」小組。 

11. 考試調適服務。 

12. 為一至二年級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錄製英默考試範圍光碟。 

13. 快樂共融 共進午餐。 

14. 學習程度測量卷(LAMK) 評估 

15.  8 月 15 日前，經家長同意下，轉交有特殊學習需要之畢業生資料予所屬中學，以便跟進。 

16. 在暑假期間，面見有特殊學習需要的準小一學生及家長，以便掌握學生的情況，及早提供適切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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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學習支援津貼」財政報告 

 
總收入 (HK$) 項目 預算支出 (HK$) 總結餘 (HK$) 

2013-2014 年度津貼結餘 聘請三名教學助理薪金(連強積金) $494,023.06   

$198,416.92 聘請三名兼職文書助理薪金(連強積金) $24,000.00   

2014-2015 年度津貼撥款 外判服務 $328,300.00 -- 

$845,000.00 文具 / 獎品 $31,077.50   

$1,043,416.92  $877,400.56 $166,016.36 

 

2014-2015 年度為學校取錄新來港學童而提供的校本支援計劃津貼報告 
 

項  目 目的 工 作 重 點 表 現 指 標 效 果 評 估 備    註 

課後補習班 提高學生英語的
聽、說、讀、寫
能力 

1. 於 10 月－5 月進
行。 

2. 時間：3:20 – 
5:20p.m.。 

3. 全年合共 53 節。 
4. 為學童補習英文

閱讀。 

1. 同學對英語

學習感興

趣。 

2. 同學能於面

試中以英語

進行交談。 

1. 受輔導同學中有進步，成績達
C 等或以上。 

 

建議於 15 年度
繼續申請是項津
貼計劃，以支援
有需要之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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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年度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總報告 

 

1) 技術支援服務 $172,000 

2) 上網服務 $ 45,600 

3) 軟件合約費 $ 22,000 

4) 伺服器、電腦及相關軟件 $ 40,000 

5) 消耗品 $ 20,000 

6) 維修及保養 $ 20,000 

7) 延長校內電腦設施的開放時間 $ 4,000 

總支出： $ 320,000 

 

 
2014 Specialized Teaching Report 

 

A. Teachers’ Continuou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1. Co-planning and lesson evaluations 

Teachers co-planned and evaluated lessons in alternate weeks to improve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co-planning 

period, teachers co-planned with NET to think of some interesting and meaningful activities and tasks such as singing, 

role play, guessing games, interviews and oral presentation in order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Process writing and guided reading were the key areas to be conducted by the teachers and the NET. 

Most teachers agreed that co-planning and lesson evaluation could enhance teaching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in learning. 

They also benefit from lesson observations which provided opportunities for teachers to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improve their teach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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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orkshops 

As being the TSA oral examiners, teachers shared the experience of being the oral examiners in other schools. Seminars 

were conducted for parents. Teachers shared the revision techniques with parents so as to facilitate students’ learning and 

let them familiarize the techniques of examination, including TSA.   

To prepare students for the interview of secondary schools, interview skills workshops were held for P.5 and P.6 students.  

 

B. Catering for Individual Differences 

With the aim to cater for individual differences, different programmes and classes were set. P.2 and P.3 students were 

grouped into four different reading levels during the reading workshops which were conducted by LETs and NET every week. 

It helped students grasped the reading skills in their own pace. P.5 and P.6 students are divided into ability groups for the 

lessons with the Lets. In order to arouse students’ writing interest, the LETs also designated different levels writing tasks. The 

NET conducted reading extension classes for the more able P.4 and P.5 students in the morning, so as to enhance their 

reading skills. A radio show programme and a film project are run for the more able students to enhance their cooperative 

skills, team spirit and creativity.   

 

C. Activities 

Participating in the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and the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contributed to enhance 

students’ confidence in speaking. Through lots of practice and the chance of performing in the public venues, students’ 

confidence in speaking English was greatly enhanced and it also aroused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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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年度「學校發展津貼」開支報告 

聘請教職員的類別 學校發展津貼(HK$) 

本年度政府撥款 $681,032.00 

1. 合約教練五名 $38,816.00 

2. 教學助理一名 $141,120.00 

3. 資訊科技助理一名 $84,662.50 

4. 文書人員兩名 $312,686.36 

5. 其他：聘代課教師及校役 $18,020.00 

聘請教職員總數 9 人  

用於聘請教職員的學校發展津貼開支總額 $595,304.86 

用於聘請教職員的款額佔學校發展津貼的百分率 8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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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年度「學校發展津貼」報告 

類  別 項  目 工 作 重 點 表 現 指 標 效 果 評 估 備    註 

行政 聘用「校務書記」文

員 

1. 以月薪方式聘用「校務

書記」書記級文員一

名，協助教師處理非教

學性的工作。 

2. 協助行政人員處理非教

學性的工作。 

3. 處理校長、副校長交辦

事務。 

1. 教師工作量可以減

輕。 

2. 行政效率得以提高。 

3. 行政人員獲得更大支

援。 

4. 課外活動能順利舉

辦。 

 

經過在校務會議的諮詢

後，教師、行政人員均表示

是項計劃切合需要，並可實

際減輕教務及行政人員之

工作量。  

 

大家均贊成於

2015 年度繼

續推行是項計

劃。 

 為公幹教師聘請代課

教師 

以日薪代課方式聘用文憑

教師專責代替因公幹（出

席研討會、簡介會及帶隊

參賽等）而缺勤之教師，

使其教學活動得以延續。 

1. 教學活動沒有受阻，

反而得以延續。 

2. 原任教師不需因公幹

而要追趕工作進度。 

3. 減少其他教師所受之

影響。 

經過在校務會議的諮詢

後，教師均表示是項計劃切

合需要，並可實際減輕教學

人員之工作量。  

 

大家均贊成於

2015 年度繼

續推行是項計

劃。 

中文科 聘請日薪教師兩名協
助中文科說話訓練 

聘請兩位有口試訓練經驗
的代課老師 

1. 為小三同學進行口試
訓練。 

2. 於每節請 5 位小三同
學到另一個地點進行口 

試訓練，並給予評語。 

3. 完成訓練後，提交一學
生表現評估表給科主
任，科主任再派發給小
三的中文科科任老師以
作改善學生說話技巧之
憑證。 

1. 在系統評估中文科口
試方面表現有所提升。 

2. 學生在中文科的校内
口試成績亦有所提升。 

1. 由有經驗的老師訓練
後，提出個別同學在口語
表達時的問題，從而加以
指導，增加學生說話訓練
的機會及自信心。 

2. 減輕科任老師個別為同
學進行口語訓練的時
間，更能集中訓練系統評
估的其他範疇。 

3. 有關班別的中文老師一
致認為效果理想。 

4. 聘任校外教師訓練學
生，有助學生適應環境的
改變。 

導師表現積
極，師生有所
裨益；如有經
費，適宜繼續
舉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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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課程發展及圖書教學

助理 

聘用教學助理一名，職責

包括： 

1. 輔助教師編訂學習材

料及課業 

2. 協助教師設計及製作

教材、教具及課業 

3. 協助教師籌辦各類學

習活動 

4. 協助教師處理及分析

評估後之數據 

5. 輔助教師處理有關照

顧學生不同學習需要

之文件工作 

6. 進入課室協助教師處

理有不同學習需要的

學生 

7. 協助教師及圖書館主

任處理有關圖書及閱

讀教學事宜 

1. 教師能有較多時

間，專注於課程發展 

2. 教師能有較多時間

照顧學生的學習需

要 

 

1. 48.5%教師非常同意，

51.5%教師同意學校聘

請教學助理，協助教師

製作工作紙及教材，令

他們能專注於教學 

2. 50%教師非常同意，

44%教師同意學校聘請

教學助理，令他們有較

多時間照顧學生的學習

需要 

3. 50%教師非常同意，

44%教師同意教學助理

有效協助老師製作教具

及處理文書工作 

4. 教師普遍認同教學助理

有效協助他們處理文書

工作，讓他們能更專注

於教學 

建議 2015 年

度繼續聘用教

學助理，讓教

師能有較多時

間，專注於課

程發展 

 

數學科(奧數) 奧數小種子 聘用三名兼職數學科導師

負責教授: 解難技巧，以

及舉辦模擬數學比賽的訓

練。 
 

 

1. 學生在學校的數學

成績表現。 

2. 學生在代表本校參

加校外數學比賽的

表現。 

3. 學生對數學題目的

興趣。 

1. 學生在校內的數學科成

績優良。 

2. 校外數學比賽的參與率

高，成績不錯。 

3. 根據導師的報告，大部份

學生在上課時表現積

極、投入，學習氣氛良

好，對課程內容感興趣。 

 

 

 

建議 2015 年

度繼續舉辦是

項訓練計劃，

並拓展至二年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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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 聘用「I.T.教學助理」 聘用一位「I.T.教學助理」
協助老師： 

1. 輸入、編輯及製作簡易
教材。 

2. 製作及剪裁多媒體教
材。 

3. 維護學校網頁。 

4. 管理教學資源庫。 

1. 教材的質和量俱達滿
意。 

2. 教學資源庫能提升教
師的教學效能。 

3. 開發具質素及資料豐
富的網頁。 

1. 由老師評估「I.T.教學助
理」的工作表現；而老師
對其工作表現感到滿意。  

2. 調查老師對多媒體教材
的滿意程度，而各老師均
感滿意。 

3. 諮詢老師對教學資源庫
的使用情況及滿意程
度，而各老師均感滿意。 

4. 學校網頁能向外界學校的
辨學宗旨，介紹學校的發
展；學習網頁能推動學習
活動，也讓家長、學生及
公眾人士認識本校所舉辦
的各項活動。 

 

此項措施能減
輕老師的工作
量，建議 2015

年度繼續維持
聘用 I.T. 助
理。 

體育科 男子籃球訓練 

 
聘用一名籃球教練訓練校
隊。 

1.提升學生籃球技術。 

2.提高學生對籃球的興
趣。 

3.學習團隊精神。 

1.學生非常投入，出席率良
好。初組 86%，高組 78%。 

2.籃球技術及體能得以改

善。 

3.全隊的攻防戰術、投籃準
確度及全隊默契都得以提
升。 

4.參予九東區籃球比賽。  

建議來年能繼
續 用 這 項 津
貼，提升學生

的籃球技術。 

體育科 女子羽毛球訓練 

 

1. 提升學生羽毛球技術。 

2. 提高學生對羽毛球的

興趣。 

3. 學習團隊精神。 

4. 提高本校在學界比賽

中的成績。 

1. 學生能夠掌握羽毛球

的基本技術。 

2. 學生能夠參加學界賽

事。 

3. 提升學生的羽毛球技

術。 

4. 提升學生的合作性。 

1. 學生非常投入，出席率良

好。 

2. 羽毛球技術及體能得以

改善。 

3. 學生有參考學界比賽。 

建議來年能繼

續用這項津貼

聘請教練，協

助老師訓練學

生，提升學生

的 羽 毛 球 技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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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 女子籃球訓練 

 

1.  提升學生籃球技術。 

2.  提高學生對籃球的興

趣。 

3.  學習團隊精神。 

4.  提高本校在學界比賽

中的成績。 

1.  學生能夠掌握籃球

的基本技術。 

2.  學生能夠參加友校

比賽及學界賽事。 

3.  提升學生的籃球技

術。 

4.  提升學生的合作性。 

1.  學生非常投入，出席率

良好。超過 80%。 

2.  籃球技術及體能得以改

善。 

3.  全隊的攻防戰術、投籃

準確度及全隊默契都得

以提升。 

4. 新亞中學三人籃球賽取

得季軍及九東區籃球比賽

表現良好。 

建議來年能繼

續用這項津貼

聘請教練，協

助老師訓練學

生，提升學生

的籃球技術。 

體育科 女子乒乓球班 1. 學生能夠掌握乒乓球

的基本技術。 

2. 學生能夠參加超過一

個學界賽事。 

3. 提升學生的乒乓球技

術。 

4. 學生能運用乒乓球比

賽的策略。 

1. 各隊員均能提昇基本

技術。（基本技術：發

球、接發球，搓球、

正手抽擊及反手推檔

及比賽戰略。） 

2. 學生投入練習，積極

参加各項比賽。 

3. 全年共參加六項乒乓

球賽事； 

學界精英賽;九東學

界乒乓球賽; 2014 恆

生學界盃乒乓球賽;

聖文德小學乒乓球友

賽;亞洲學院盃單打

分齡賽;仁愛堂田家

炳小學乒乓球友賽  

4. 九東學界乒乓球賽 

   （女甲獲優異獎） 

5. （女乙獲優異獎） 

希望來年能繼續運用這項津

貼聘請教練，以便協助老師

訓練學生，期望學生有出色

的現。 

 

 

建議來年能繼

續用這項津貼

聘請教練，協

助老師訓練學

生，提升學生

的排球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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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 游泳校隊訓練 1. 引發學生對游泳的興

趣。 

2. 讓學生養成運動的習

慣。 

3. 透過運動達致身心健

康。 

4. 為游泳校隊培養接替

成員。 

1.  學生能夠掌握游泳

的基本技術。 

2.  學生能夠參加校內

比賽、校際比賽及不

同類別的比賽。 

3.  提升學生的練習及

比賽意識。 

4.  提升學生的身體素

質。 

1. 學生非常投入，出席率約

70%。 

2. 學生游泳技術及體能得

以改善。 

3. 增加泳隊的學生的參與

人數 

4. 提拔優秀運動員代表學

校參加比賽。 

建議來年能繼

續用這項津貼

聘請教練，協

助有關專業訓

練學生，提升

學生的游泳技

術。 

體育科 軟式排球訓練 

 

1. 提升學生排球技術。 

2. 提高學生對排球的 

興趣。 

3. 學習團隊精神。 

4. 增加學生練習之機會。 

1. 學生能夠掌握排球的

基本技術。 

2. 學生能夠參加學界賽

事。 

3. 提升學生的排球技

術。 

4. 提升學生的合作性。 

1.  學生非常投入，出席率

尚可。 

2.  排球技術及體能得以改

善。 

3.  學生以一至四年級為

主，男女混合，可以從訓

練中提升部份學員加入

排球校隊。 

建議來年能繼

續用這項津貼

聘請教練，協

助老師訓練學

生，提升學生

的排球技術。 

朗誦 普通話朗誦技巧訓練

課程 

 

聘用一名導師教授學

生朗誦普通話的技巧 

1. 課程能提升學生的普

通話朗誦技巧 

2. 課程能發揮學生朗誦

的潛能 

 

1.  38%學生非常同意，62%

同意課程能提升他們的

普通話朗誦技巧 

2.  23%學生非常同意，77%

同意課程能發揮他們朗

誦的潛能 

3.  54%家長非常同意，46%

同意課程能提升學生的

普通話朗誦技巧 

4.  54%家長非常同意，46%

同意課程能發揮學生朗

誦的潛能 

建議 2015 年

度繼續聘用導

師教授學生朗

誦普通話的技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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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參與此課程的同學中，有

兩位同學奪得冠軍，其他

同學亦能獲得優良的成

績 

 

音樂科 弦樂小組 聘用一名導師作小組的指

揮，帶領同學合奏樂曲及

作公開表演。 

1. 學生於學年結束前填

寫問卷。 

2.  學生作公開演出的表   

現。 

3. 導師對整體進度的評

語。 

1.  學生對於活動整體表

示滿意，也期望來年

繼續舉辦同樣活動。 

2.  其中 3 位成員於探訪

老人院時有獨奏演

出，服務社區。 

3.  弦樂小組於本年度音

樂科成果分享會中演

出，表現良好。 

4.   根據導師的評語，全  

部學生在排練時表現

積極、投入；高年級組

員對樂團有正面的影

響；部份低年級的學生

有持續的進步。 

 

 

 

 

 

 

 

 

 

 

建議 2015 度

繼續舉辦是項

訓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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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及環境教

育 

聘用健康教育及藝術

教育文書助理 

聘用教學助理一名，職責
包括： 
1. 協助及策劃校內健康

教育工作。 
2. 協助及策劃校外健康

團體舉辦之參觀、活
動及比賽。 

3. 邀請健康教育機構到
校舉行講座。 

4. 協助製作藝術教育教
材，整理藝術教育資
源庫。 

5. 協助藝術教育組策劃
及設計壁報及美化校
園。 

6. 協助校內校外才藝展
演活動及比賽事宜。 

7. 協助對內對外聯繫，
如通告、宣傳、問卷
調查及分析等文書工
作。 

8.  協助與校內有關藝術

的科組及校外的藝術

團體聯絡，提高發展

的效能。 

1. 學生參與活動的比
率增加。 

2. 學生在注重健康方
面有積極的行為表
現。 

3. 由老師評估該員工
的工作表現。 

3. 該員工自評工作表現。 

1. 學生的環保及健康意識
增強 

2. 學生參與環保及健康活
動的機會提高 

3. 學生能參與更高質素的
活動 

4. 學生對學校之歸屬感加
強 

5. 教師有更多機會推動學
校與社區的環保及健康
工作 

4. 全部健康教育及藝術教

育老師滿意助理的工

作表現 

建議 2015 年
度繼續聘任全
職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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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2014/15) 
 
(一) 開支總結： 

2014/2015 撥款 
－ 

2014/2015 支出 
＝ 

餘額(此金額須退回教育局) 

$46260 $46260 0 

 
(二) 受惠學生人數： 

年級 綜緩 全津 經濟困難 合共 

P1 1 3 0 4 

P2 1 9 0 10 

P3 1 7 0 8 

P4 2 4 1 7 

P5 1 8 1 10 

P6 0 12 2 14 

總數    共 53 

 

(三)活動報告： 
  

活動名稱 

 

資助的

用途 

舉辦機構 活動舉行地點 在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資助下的： 

 本校 其他 本港 境外 支出 受助學生人次 

1 星期六羽毛球班(上學期) 導師費     1440 3 

2 星期六羽毛球班(下學期) 導師費     1920 4 

3 星期六籃球班(上學期) 導師費     700 2 

4 星期六籃球班(下學期) 導師費     1050 3 

5 女子籃球校隊(上學期) 導師費     200 1 

6 女子籃球校隊(下學期) 導師費     200 1 

7 星期六乒乓球班(上學期) 導師費     1440 3 

8 星期六乒乓球班(下學期) 導師費     1920 4 

9 星期六劍擊班(上學期) 導師費     175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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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星期六劍擊班(下學期) 導師費     1050 3 

11 暑期羽毛球班 導師費     480 1 

12 暑期黏土班 導師費     300 1 

13 暑期現代舞班 導師費     520 1 

14 弦樂團 導師費     2340 3 

15 「同根同心」境外交流 交流費     639 3 

16 莎士比亞音樂劇 導師費     1176 3 

17 幼童軍團費 年費     100 1 

18 英語辯論班(上學期) 導師費     350 1 

19 英語辯論班(下學期) 導師費     350 1 

20 英語繽粉五日營 導師費     900 2 

21 第 66 屆校際朗誦節 比賽費     255 3 

22 星期二 HIP HOP 班(上學期) 導師費     3900 5 

23 星期二 HIP HOP 班(下學期) 導師費     2400 4 

24 現代舞班(上學期) 導師費     2340 3 

25 現代舞班(下學期) 導師費     1200 2 

26 中國舞(上學期) 導師費     2340 3 

27 中國舞(下學期) 導師費     700 1 

28 星期六水彩畫班(上學期) 導師費     2800 7 

29 星期六水墨畫班(下學期) 導師費     400 1 

30 星期六小提琴班(上學期) 導師費     4550 7 

31 星期六小提琴班(下學期) 導師費     5200 8 

32 畢業日營 營費     570 1 

33 星期六機械人小先鋒班(上學期) 導師費     780 1 

      總數： 46260 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