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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宗旨 

本校以「敬、愛、勤、慎」為校訓，

培養學生良好品格，及發揚基督精神。

致力推行「德、智、體、群、美、靈」

六育並重的全人教育。提供愉快的學

習環境，使學生能專心學習，讓其在

均衡與主動的學習下獲得優異之成

績；提供多元化的課外活動，鼓勵學

生積極參與，俾能建立正確的人生觀

與價值觀念；透過公民教育，培養學

生成為具責任感的良好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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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校資料 
 

學校簡介 

1. 本校是一所由政府資助的全日制小學，成立至今已有 38 年，本校有課室 6 間，特別室

六間(電腦室、語言學習室、會客室、會議室、圖書室、教師休息室)、籃球場一個、升

降機一台，全校裝設有空調，所有課室及特別室都有電腦、投影機、輔助教學視聽器

材。 

 

校董會資料 

2. 校董會架構 

   

 辦學團體 校長 家長 教師 校友 獨立人士 

09-10 7 1 2 2 0 1 

10-11 7 1 2 2 0 1 

11-12 7 1 2 2 0 1 

12-13 7 1 2 2 1 1 

13-14 7 1 2 2 1 1 

14-15 7 1 2 2 1 1 

15-16 7 1 2 2 1 1 

16-17 7 1 1 2 1 1 

 

學生資料                                               
 

班級編制 

3. 本校一至六年級均各有一班，合共六班。 

班級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總數 

班數 1 1 1 1 1 1 6 

 
4. 學生人數：本年度共收錄 144 名學生，分別為男生 75 名及女生 69 名。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總數 
男生人數 14 11 14 16 10 10 75 
女生人數 13 9 13 11 13 10 69 
學生總數 27 20 27 27 22 20 144 

 

學生出勤 

5. 學生出席的百分率為 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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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資料                                             
 

編制 
6. 本校共有教職員 22 人： 

編制內包括校長 1 名、主任 5 名、教師 6 名、外藉老師 1 名、書記 1 名及工友 3 名。 

編制外包括學習支援教師 1 名、教學助理 1 名、技術支援人員 1 名、圖書館助理 1

名、 

由服務機構提供社工一名。 

 

校長及教師學歷 

7.  校長及教師學歷如下：(編制內 13 位教師計) 

       12 人具備教育文憑 

       11 人具備學士學位 

       2 人具備碩士學位 

       0 人具備博士學位 

 

 
 

教學經驗 

8. 本校教師的教學經驗圖示如下：(包括校長共 13 位教師) 

 

 

 

 

92.00%
85.00%

15.00% 0.00%

教育文憑 學士學位 碩士學位 博士學位

教師學歷

0
1
2
3
4
5

1-5年 6-10年 11-15年 16-20年 21-30年 31年或以上

教師教學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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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                                                 
 

9. 本年度畢業生派位情況圖示如下： 

 

升中選校百分率 

第一志願 第二志願 第三志願 第四志願或以上 

85.0% 0% 15.0% 0% 

 

 

 

10.  校外比賽及所獲獎項 

舉辦機構  活動  獎項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長

洲區小學分會 

校際乒乓球比賽 男子個人賽 P.5 布浚延 榮獲 季軍 

女子個人賽 P.6 李婉雯 榮獲 季軍 

男子團體賽 榮獲 亞軍  
(P.3 蔡峻然 P.4 劉柏逸 P.5 盧言哲 P.5 布浚延 P.5 邱湋僖) 

女子團體賽 榮獲 亞軍  
(P.3 劉芷廷 P.4 高昕悦 P.4 孫萱懿 P.5 冼海琳 P.6 李婉雯) 

優秀運動員:P.4 高昕悅 P.5 邱湋僖 P.5 盧言哲 P.6 李

婉雯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長

洲區小學分會 

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 

   60 米   P.6 黃濟恒 榮獲 亞軍 

   4X100 米接力      榮獲 季軍 

 男子乙組 

   團體成績 冠軍 

   60 米   P.5 邱湋僖 榮獲 冠軍    P.5 李嘉安 榮獲 

季軍 

   100 米 P.5 邱湋僖 榮獲 冠軍 

   跳遠   P.5 李嘉安 榮獲 亞軍 

   4X100 米接力      榮獲 冠軍 

男子丙組 

   團體成績 冠軍 

   60 米   P.4 李天藍 榮獲 冠軍 

   100 米 P.4 陳栢新 榮獲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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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機構  活動  獎項  

   跳遠   P.4 陳栢新 榮獲 亞軍 

   4X100 米接力      榮獲 冠軍 

女子甲組 

   團體成績 亞軍 

   60 米  P.6 石嘉希 榮獲 亞軍 

   跳高   P.6 李煒玲 榮獲 冠軍     P.6 盧善雯 榮獲 

季軍 

   跳遠   P.6 李煒玲 榮獲 冠軍 

   4X100 米接力      榮獲 亞軍 

女子乙組 

   團體成績 冠軍 

   60 米   P.5 何佩瑤 榮獲 季軍 

   100 米 P.4 高昕悅 榮獲 季軍 

   跳高 P.5 冼海琳 榮獲 冠軍     P.5 吳渃渝 榮獲 

亞軍 

   跳遠   P.4 高昕悅 榮獲 冠軍     P.5 朱穎彤 榮獲 

季軍 

   壘球 P.5 冼海琳 榮獲 冠軍 

   4X100 米接力      榮獲 亞軍 

女子丙組 

   團體成績 季軍 

   跳遠   P.4 陳穎喬 榮獲 冠軍 

   4X100 米接力      榮獲 亞軍 
 真武世紀跆拳道搏擊邀請賽

2016 

P.5 羅祖柏 榮獲 男子兒童初級色帶 M 冠軍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

會 

小學聯合陸運會 P.4 陳穎喬 榮獲  女丙 跳遠  亞軍 

P.5 冼海琳 榮獲  女乙 擲木球 冠軍 

P.5 吳渃渝 榮獲  女乙 跳高  殿軍 

P.6 李婉雯 榮獲  女甲 跳遠  季軍 

P.6 李煒玲 榮獲  女甲 跳高  殿軍 

 
新界校長會/上海教育

報刊總社 

第十一屆滬港「寫作小能

手」現場作文邀請賽(初賽) 

P.4 ~ 楊諾婷 榮獲 三等獎    孫萱懿 榮獲 三等

獎   

高昕悅 榮獲 三等獎      曾芳婷 榮獲 一等

獎 

P.5 ~ 黎曉露 榮獲 二等獎      布浚延 榮獲 三等

獎   

吳渃渝 榮獲 二等獎 

P.6 ~ 李煒玲 榮獲 三等獎     李卓軒 榮獲 三等

獎    

李婉雯 榮獲 三等獎     盧善雯 榮獲 三等

獎 

  陳在雯 榮獲 三等獎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2016 全

港青少年進步獎 

獲獎學生 

P.6 李煒玲 P.5 黎巧裕 P.4 陳卓楠 

長洲官立中學 「追尋理想」繪畫創作比賽

2017 

P.3 張梓樂 榮獲 小學組—初級 季軍 

P.6 楊凱晴 榮獲 小學組—高級 季軍 

P.4 曾芳婷 榮獲 小學組—高級 優異獎 

 第十二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榮獲 優良獎狀 

P.5 ~ 布浚延   李長江   盧言哲   黎曉露   郭詠修 

P.6 ~ 李煒華   盧善雯   李婉雯   陳在雯   李煒玲   楊

凱晴 

 扶輪盃全港小學跳繩比賽

2017 - 香港及離島分區賽 

男乙 

4 人單人繩接力賽 榮獲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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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機構  活動  獎項  

(P.3 張斯杰 盧政男 林鎮桉 P.4 陳卓楠) 

3 人大繩速度賽 榮獲 亞軍 

(P.3 張斯杰 盧政男 林鎮桉) 

女乙 

橫排跳速度賽 榮獲 季軍(P.3 陳子晴 劉芷廷 ) 

3 人大繩速度賽 榮獲 季軍 

(P.3 杜焯翹  樊嘉堯 黃晞媛) 

團體 

男子乙姐全場總季軍 

女子乙姐全場總季軍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

會小學校長會 

「模範生」 獲獎 P.6 盧善雯 

漢語聖經協會 2017 第二十三屆聖經朗誦節 P.1 劉柏悦 榮獲 嘉許狀 

P.2 馮詠琳 榮獲 嘉許狀 

P.3 蔡穎熙 榮獲 嘉許狀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長

洲區小學分會 

校際足球比賽 優秀運動員：羅澤峰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長

洲區小學分會 

校際羽毛球比賽 男子團體：季軍 

女子團體：冠軍 

女子單打：亞軍–李婉雯  殿軍-高昕悅 

男子優秀運動員：劉柏逸 

女子優秀運動員：李婉雯、高昕悅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長

洲區小學分會 

校際籃球比賽 女子團體：季軍 

男子優秀運動員：洗浩賢 

女子優秀運動員：洗海琳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

校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2017 班級 姓名 比賽項目 比賽成績 

一年級 何海亮 側擺開跳（左右） 亞軍 
  側擺交叉跳（左右） 亞軍 

一年級 李恩熙 後單車步 季軍 

一年級 李珮汶 側擺交叉跳（左右） 亞軍 
  後交叉開跳 亞軍 

一年級 張綽珽 交叉開跳 冠軍 

一年級 葉俊謙 後交叉開跳 亞軍 
  單車步 冠軍 

一年級 劉柏悦 交叉開跳 冠軍 
  單車步 冠軍 

一年級 劉珈悅 後側擺開跳（左右） 冠軍 
  側擺開跳（左右） 亞軍 

二年級 甘焯瑩 側擺交叉跳（左右） 亞軍 
  交叉開跳 亞軍 

三年級 杜焯翹 初級組三人大繩 冠軍 
  後側擺交叉跳（左右） 冠軍 
  二重跳 亞軍 

三年級 林鎮桉 初級組三人大繩 季軍 
  後單車步 冠軍 

三年級 張梓樂 初級組三人大繩 季軍 
  側擺交叉跳（左右） 冠軍 
  交叉開跳 冠軍 

三年級 張斯杰 初級組三人大繩 季軍 
  側擺開跳（左右） 亞軍 
  後交叉開跳 亞軍 

三年級 陳子晴 初級組三人大繩 冠軍 
  側擺開跳（左右） 冠軍 
  交叉開跳 亞軍 

三年級 黃晞媛 初級組三人大繩 冠軍 
  跨下二式 冠軍 
  單車步 冠軍 

三年級 劉芷廷 側擺交叉跳（左右） 冠軍 
  後單車步 亞軍 

三年級 蔡穎熙 高級組四人大繩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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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機構  活動  獎項  
  後交叉開跳 冠軍 
  交叉開跳 季軍 

三年級 盧政男 初級組三人大繩 季軍 
  二重跳 冠軍 
  單車步 冠軍 

四年級 杜冬祈 高級組四人大繩 季軍 
  二重跳 季軍 

四年級 張宇翹 交叉開跳 冠軍 
  單車步 冠軍 

四年級 陳卓楠 側擺開跳（左右） 冠軍 
  側擺交叉跳（左右） 亞軍 

四年級 陳穎喬 高級組四人大繩 季軍 
  跨下二式 亞軍 
  側擺交叉跳（左右） 亞軍 

四年級 楊諾婷 後側擺開跳（左右） 冠軍 
  側擺開跳（左右） 季軍 

四年級 譚凱瑩 高級組四人大繩 季軍 
  後單車步 季軍 
  單車步 亞軍 

五年級 朱穎彤 側擺交叉跳（左右） 季軍 
  交叉開跳 季軍 

五年級 吳渃渝 後側擺開跳（左右） 亞軍 
  側擺開跳（左右） 季軍 

五年級 冼海琳 單車步 季軍 

五年級 羅雅之 後交叉開跳 亞軍 
  後單車步 亞軍 

六年級 羅紫茵 側擺交叉跳（左右） 亞軍 
  二重跳 季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

協會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朗誦) 

良好 ~ P.6 楊凱晴 P.2 甘焯瑩 

優良 ~ P.4 曾芳婷 P.4 梁巧盈 P.5 吳渃渝 P.5 朱穎

彤  

P.2 楊昊鑫 P.3 黃晞媛 P.3 陳子晴 P.3 劉

芷廷  

P.3 蔡穎熙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

協會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朗誦) 

優良 ~ P.6 盧善雯 P.6 李婉雯 P.5 羅雅之 P.3 黃珈

蕎 

P.2 陳以呈 P.4 楊諾婷 P.6 冼家軒 P.3 黃

子軒 

P.4 李天藍 

 港澳地區(GAPSK)中小學普

通話水平考試 

P.6 盧善雯考獲 A 等成績 

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6-2017 P.6 李煒玲榮獲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11. 學生參與制服團隊 

制服團隊(小童軍和幼童軍) 

 參與童軍學生人數 學生人數 參與童軍學生百分比 

 小一至小二 小三至小六 小一至小二 小三至小六 小一至小二 小三至小六 

2004/05 24 65 71 134 34% 49% 

2005/06 24 61 77 134 31% 46% 

2006-07 24 51 76 145 32% 35% 

2007-08 27 47 71 145 38% 32% 

2008-09 27 50 70 148 39%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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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 16 47 65 147 25% 32% 

2010-11 18 41 55 135 33% 30% 

2011-12 14 40 44 126 32% 32% 

2012-13 20 37 43 118 47% 31% 

2013-14 21 34 52 101 40% 52% 

2014-15 24 34 58 95 41% 36% 

2015-16 12 33 49 95 25% 35% 

2016-17 20 30 47 97 43% 31% 

 

學生活動摘要 

 

九月份 16-17 年度開學日 
 家長日 
 錦江幼稚園參觀本校 

教育巡禮 
 中秋花燈巡遊文藝會(學生表演及提燈) 

國慶週 
十月份 國慶升旗禮 

公益金便服日 
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 

 教育主日 / P3獻詩 
 長洲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環保話劇 
 長洲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一人一花 
十一月份 語文童樂 

小六參觀培英中學 
 小六參觀慧因中學 

參與明愛賣物會 
 秋季旅行 

CCC 區會小學校際運動會 
兩校親子遊戲日 

 香港歷史講座 
參觀鄧肇堅中學 
親子彩繪 
港大吸煙調查(問卷) 
滬港寫作小能手 
明愛馬登中學到訪 

十二月份 升中面試講座 
十八區數學比賽 
宣明會講座 
國際資優大賽 

 聯校聖誕慶祝會 
童軍大露營 
到慧因中學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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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份 元旦嘉年華會 
東莞中山交流簡介會 
東莞中山交流學習團 

 東莞中山交流報告會 
 專題研習 

 家長日/書展 

 參加錦幼迎新春嘉年華 
公益金年花義賣 
小四至小六參觀科學園 

 小六香港文化探知館“小小考古學家”活動 
小四至小六參加少年警訊–挪亞方舟訓練營 
參加教育大學數學研究 
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二月份 新春嘉年華 
 長洲婦女會賀新春表演-跳繩表演 

全港小學區際田徑賽 
 小五福音教育營 

長官敬老聯歡 
殘障講座 
中華白海豚講座-漁農護理署 
專題研習匯報 
童軍章勞作章 

三月份 運動日 
 全港小學校田徑比賽 
 小四參觀大會堂圖書館 
 語文童樂 

錦幼服務隊 
四月份 機械人編程工作坊/比賽 

長洲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復活節慶祝會 
 升中選校家長講座 

童軍露營 

培英中學積木創意設計比賽 

梅州學習團  

梅州學習團營前會 

扶輪社跳舞比賽 

童軍先修章 

曹公潭日營(CYC) 
 區會模範生頒獎禮 
 數學嘉年華 
 水果日 

梅州行前簡介會 
梅州學習團 

五月份 梅州分享會 
關愛校園頒獎禮 
家教會親子旅行 

 派發母親節禮物 
 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跳繩比賽 
 科學探究日 
 錦幼親子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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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島學校聯誼日(舞蹈表演及參觀) 
 小學校際球類頒獎禮 
 語文童樂結業禮 

關愛家人週 
六月份 共融藝術家 

 澳洲學習之旅 
 贈送父親節禮物予家長 
 畢業相 及 班相 
 小一新生家長日 

佛山姊妹學校-小四、小五學生交流學習團 
小四至小六教育營 

小一參觀消防局 

小二、小三參觀太古汽水廠 

網球體驗日 

動力離島創意體育計劃 
常識問答比賽 

 英語日 
小五、小六性教育講座 
體適能 
明愛出色小義工頒獎禮 
『共慶回歸顯關懷』離島區啟動禮及探訪活動 

七月份 中華文化日 
 SYP 暑期活動—都市歷奇 
 參觀警犬訓練學校 

家長日 
畢業禮 
小六舉行中一入學前模擬試 
小四、小五參觀挪亞方舟—透視再生能源 
團隊訓練營 
小二、小三參觀太空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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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年度重要事項及措施 

 
人事  聘任巫家慶老師和鄭樂鈴老師 

課程發展   推行四個關鍵項目，即德育及公民教育、 

從閱讀中學習、專題研習及運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 

  優化課堂教學—以自主學習提升學生學 

習效能 

  推行早讀及親子中英文閱讀計劃 

  英語外籍教師協助推行校本英文科課程 

  英文科 iPad-based Reading Program 

  數學科電子教學計劃 

  中文分層支援教學 

  STEM 教育計劃 

  校本常識協作計劃 

教師發展   建立團隊精神工作坊 

  教育心理學家工作坊—教師身心靈工作坊 

  締造姊妺學校 -- 佛山交流團 

  製作電子課本(HKT) 

學校修葺 / 校具  新校舍學生廁所及殘廁喉管及排氣槽油漆 $50,000 

 更換 1/F 走廊老師簿櫃 50,000 

 新校舍室內油漆 400,000 

 後門替換更堅固閘門 50,000 

 更換Rm101&102地櫃供擺放影印機用 200,000 

 新校舍地下(小禮堂)加設高低級分辨裝置 10,000 

 更換Rm302膠地板 100,000 

 更換Rm302伺服器室地毯 50,000 

 更換G01天花板 130,000 

 更換 G01 木牆腳線及木櫃 100,000 

 $ 1,140,000 

學校發展津貼運用  聘任資訊科技助理員協助教師推行資訊科技教學工作 

 舞蹈訓練班 

 球類訓練(羽毛球、足球、乒乓球、壁球) 

 毛筆書法班 

全方位學生輔導 明愛賽馬會長洲青少年綜合服務為本校提供及推行全方位學生輔

導服務，推動關愛校園，建立關愛文化。並為學生提供全面的輔

導服務，促進學生個人成長及發展；定期舉辦家長及親子活動，

加強親子關係及促進家校合作；支援及協助學校、老師處理輔導

工作，讓學校訓輔服務更完善。 

本年度所舉辦的活動包括：升小一適應課程、關愛家人週、敬師

週、領袖訓練營、風紀領隊訓練、陽光校園計劃、親子獨居長者

探訪、社區服務隊、小一自理小組、聯校家長講座、升中講座、

升中輔導支援、區本計劃、社交小組、出色小義工等。 

社區聯繫   公益金便服日 

  公益少年團慈善花卉義賣及清潔活動籌款 

  國慶升旗禮禮 



12 

 

  元旦嘉年華攤位 

  新春嘉年華會舞蹈表演及公益少年團德育攤位 

  社區探訪 

宗教教育   週會 

  早禱 

  午間祈禱會 

  學生團契 

  節期活動 

  福音營 

 

三. 主要關注事項 

重點發展項目一：「感愛、敢動」關愛校園 

一) 關注事項:  

推行「感愛、敢動」關愛校園計劃，本計劃以制訂聯校關愛校園課程為本，透過「學習」、

「實踐」和「反思」三方面的品德教育，讓學生學習有關知識和實踐關愛，使其成為社

會的良好公民。 

 

二) 目標: 

 善用區會編制的一套以行動為本的關愛課程及教材套，讓學生透過實踐來

學習。  

 推動「感愛、敢動」關愛校園計劃，建立關愛文化去培育學生關心、尊重及欣賞

自己、家庭、學校、社會、國家及地球六方面。 

 第 一 年 2014 -15 :集 中 培育學生關心、尊重及欣賞自己及家庭。 

 第 二 年 2015 -16 :集 中 培育學生關心、尊重及欣賞學校及社會，但仍會略提自己及

家庭。 

 第 三 年 2016 -17 :集 中 培育學生關心、尊重及欣賞國家及地球，但仍會略提自己、

家庭、學校及社會。 

 

三) 本年度目標： 

1.1 推行「感愛、敢動」關愛校園計劃，本計劃以制訂聯校關愛校園課程為本，透過「學

習」、「實踐」和「反思」三方面的品德教育，讓學生學習有關知識和實踐關愛，使其成為

社會的良好公民。 

1.2 推動「感愛、敢動」關愛校園計劃，建立關愛文化去培育學生關心、尊重及

欣賞自己、家庭、學校和社會。 

 

四) 總結檢討報告： 

達標程度：大部分達標。已完成及達標的關愛活動有「一生一服務」、量書包、探訪老

人院或獨居長者、「好學生獎勵計劃」、關愛講座、升旗禮、「敬師週」、參

與社區籌款活動、「成長課」、家長義工小組、週會以「感愛、敢動」為主

題、生日會、境外參觀、共融活動:接觸特殊學校/非華語學校的學生、錦幼

服務隊、“愛”的故事分享、小一自理小組、關愛家人週、親子活動、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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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種植及一人一花、給家人心意卡/感謝信、教師家訪新生、認識長洲堂歷

史、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學校校歌及歷史問題比賽、認識中華美德人物

—孝、義、禮、認識區旗、區徽、國旗、國歌、國徽、參觀環保設施/機構、

認識中國山川景色及及歷史名勝。內容已包含了建立關愛文化去培育學生

關心、尊重及欣賞自己、家庭、學校、社會、國家及地球六方面。 

 很多家長認同學生及學校有關愛的表現。另外，2014-15 及 2015-16 兩年都

獲得教育局頒發的「關愛校園獎勵計劃」獎。 

 

跟進方法：未達標的是試教 1—3 年級區會課程、試教 4—6 年級區會課程，因為區會

於本年度上學期尾聲才送達學校，加上學校本年度只安排在上學期才有成

長課，所以未能試教。來年成長課可參考這些教材套進行教學。 

 雖然學校已建立關愛文化，但未年三年仍會繼續部分關愛活動，如「一生

一服務」、量書包、「好學生獎勵計劃」、關愛講座、升旗禮、「敬師週」、參

與社區籌款活動、「成長課」、家長義工小組、生日會、錦幼服務隊和境外

參觀等以鞏固及維持這關愛文化。 

 

重點發展項目二：優化課堂教學 ─ 自主學習以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一) 本年度目標： 

 主科在教學上實施「自主學習」的方案，並對各項策略作出檢視及修訂。 
 

二) 施行計劃： 

透過適切的課堂教學設計及學習活動，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精神及態度。同時教

授學生自主學習的技能，以加強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於學年終結時，檢討各主

科在「自主學習」策略上的施行情況及作出修訂。 

 

三) 計劃報告： 

於中、英、數及常識等科目中執行「自主學習」的策略，並對所實施的策略作出

檢討。 

 

科目 策略 成效 建議 

中文 1. 在初小階段，教導學生進

行課前預習及搜尋資料

的方法。 

2. 教授高年級學生書寫筆

學生普遍能於課前預習

時，已了解課文中的學習

重點，並可於課堂上積極

回應老師提問及與同學

進行討論及匯報。 

由於此項策略有

效提升學生學習

的積極性及自信

心，因此建議教

學 上 可 持 續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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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的技巧，並用以整理預

習資料及課堂所學。 

用，以達致行常

化。 

英文 1. 高小推行課前預習，教導

學生選出每課主要字詞，

預先進行查核及找出課

文重點。 

2. 為五、六年級學生提供英

文報紙訂閱服務，讓學生

於課餘時間能選取有趣

新聞進行閱讀，以培養自

學習慣。這方案除可加強

學生的課外知識，亦可豐

富學生的英文字庫。 

3. 為各級學生設置筆記簿，

教授學生紀錄課文要點

課。 

4. 推行電子學習計劃，包括

在全校推行的 E-reader及

為 高 年 級 而 設 的 E-

platform，學生可透過閱

讀電子故事書及參與網

上電子練習，隨時進行自

主學習活動。 

透過預習課文，學生明顯

地學會更多生字，這對完

成課業練習有正面效益。

另外，學生能有系統地書

寫筆記，亦有助評估前的

溫習。 

推行閱報及電子學習計

劃，使學生能自主選擇閱

讀材料及課外練習。當中

的訓練可強化學生的閱

讀能習及朗讀技巧。有聲

有畫的電子設計，也能提

高學生對閱讀英文的興

趣。 

 

課前預習及書寫

筆記都能提升教

學效能，因此建

議繼續進行。另

外，資源如能配

合，建議繼續製

作更多電子故事

及開發更多學習

軟件。 

 

數學 1. 「數學周記」已推廣至三

至六年級進行。學生可運

用數學周記，紀錄日常生

活中的數學知識，亦可用

作書寫筆記來整理學科

資料。 

2. 設「數學擂台」，為學生

提供一個互相分享有趣

透過寫數學周記，學生明

顯比過往更加留意生活

中與數學有關的事情，從

而提高學生對學習數學

的興趣。同時學生能開始

有系統地書寫筆記，紀錄

及整合各方資料亦有助

學科溫習之用。 

由於「數學周記」

及「數學天地」能

有效提升學生的

自學能力，引發

學生的求知慾及

對學習數學的興

趣，建議恆常化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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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題的平台，並讓同學

自行解答。 

3. 「數學天地」是由老師為

學生挑選有趣的課外數

題，讓學生自行解答。 

4. 為全校學生提供數學網

上學習平台，讓學生能運

用課餘時間進行電子學

習。透過此計劃，學生可

自行挑戰網上數學練習，

以有趣的方式練習數學。 

但學生對數學擂台的反

應一般。因為普遍學生認

為同學出題太深且沉悶，

沒太大吸引力。相反由老

師出題的數學天地則較

有趣，因為題目多與課本

內的不同，且富挑戰性，

學生都覺得有新鮮感，加

上有小禮物作獎勵，因此

學生大多喜歡參加，尤以

低年級學生更為積極，能

大大提升學生對學習數

學的興趣。 

至於網上學習平台，學生

反應非常冷淡。原因包括

學生自身的資訊科技能

力、家庭背景及練習本身

設計的問題，都令學生無

法進行這種形式的自主

學習。 

另外，學生在尋

找及篩選數題方

面的能力仍有待

增長，「數學擂

台」方式的活動

暫不適合繼續進

行。 

電子學習雖然是

自主學習的一大

途徑，但受限於

學生自身的科技

能力和家長的協

助，因此建議繼

續加強學生在資

訊科技上的能力

及鼓勵學生多方

參與類似的學習

活動。 

 

常識 於各級課堂內加入時事分享

部分。培養學生讀報習慣，

鼓勵學生多關心國際大事，

加強學生的時事觸覺，並發

展學生搜集二手資料的技能

及提升自學能力。 

大部份學生因此計劃的

推行而學會主動關心社

會及世界所發生的事物，

而且部份級別在課堂上

亦已形成討論時事新聞

的氣氛。同時亦能培養學

生以客觀角度審事，並提

升學生對世界的關心。 

此項策略能有效

提升學生的學習

動機，亦能喚起

學生對世界時事

的關心，建議繼

續進行。 

特別學習項目 :  

 策略 成效 建議 

 為一至四年級編寫特定課程，分

階段教授不同的研習技巧，如蒐

學生基本能掌握及

應用研習技巧，按部

「專題研習」能有

效帶動學生進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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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研習 

集資料方法、資料分類法、腦圖

及溫氏圖的應用、問卷調查、實

地考察及訪問技考等，並於五、

六年級整合及運用研習技巧進

行專題研習。 

就班地進行專題研

習，而且技巧亦日漸

成熟。 

主學習，建議繼續

進行。 

 

四) 總結檢討報告： 

(一) 總目標： 

甲、 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態度。 

乙、 訓練學生的探究、自我研習、協作及解決困難的能力。 

丙、 提高學生的主動自學、溝通、判斷及思維能力，進而提升學生的自信心。 

丁、 提升教師的引領思維教學技巧。 

戊、 建立師生及學生之間互相欣賞及尊重的學習氣氛。 
 
 

(二) 施行計劃： 

以三年學校發展週期為限。推行首年，會透過教師發展日，邀請合適的人士為學

校老師舉行以「自主學習」為題的工作坊或講座。向全體教師介紹自主學習的理

念和教學活動設計及施行方法，藉以加強老師對「自主學習」的認識。此外，亦

會與主科科主任商討及制定在校推動自主學習的方針和策略。 

次年，各主科會以初步訂立的計劃，在實際教學中試行「自主學習」的策略，並

於試行後作出檢討及修訂。 

計劃實施最後一年，則以修訂好的策略，於校內全面執行，完成後再作檢討。 

(三) 計劃報告： 

 實施概況 

第一年 1. 全體教師參與由教育局派員到校舉辦的一場以「自主學習」為

題的工作坊。全體教師對「自主學習」的理念及實施情況已有初

步認識。 

2. 各主科已在科務會議上，按各科特性初談有關實施「自主學習」

的策略，並計劃於下一學年作出試行。 

3. 為配合「自主學習」的發展方向，學校推行的專題研習亦以此

作為設計課程的中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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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 1. 邀請「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的內地老師，為全校

老師舉辦工作坊，分享內地實施「自主學習」的情況和實體經驗，

為學校老師提供不少點子。 

2. 各主科亦已在部份年級試行「自主學習」的策略，並在科組檢

討會議上分享施行成效及商討修訂方案。 

3. 為協助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各級進行的專題研習，

會分階段訓練相關的學習能力及技巧。 

第三年 1. 各主科已按科目發展需求，全面推行「自主學習」的策略，並

在學期完結的科務會議上，詳細討論施行情況及效果。 

 

(四) 總結： 

計劃實施三年，已按照進度完成各項目標。全校教師已對「自主學習」有更深

入的認識，並能於實際教學上加添相關教學元素。同時，老師普遍都認同於小

學階段，可先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精神和態度，鼓勵學生主動尋求知識，引發

學生的求知慾及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一些簡單而實用的技巧如教導學生整理

筆記、學習如何進行課前預習等，都能協助學生提升學習效能，因此，老師都

建議可於平日課堂上鼓勵學生多番應用。 

至於電子學習媒體的發展和應用，無疑能為學生提供多一項「自主學習」的方

法。但礙於部份學生的家庭背景及自身資訊科技能力存在差異，導致學生會減

少或失去「自主學習」的機會。因此在推行電子學習的策略上，建議學校為學

生提供更多培訓，提升學生在資訊科技方面的能力，為學生在將來「自主學

習」的道路上奠定更穩固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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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財政報告 本年度的財政報告如下：(截至 31.8.2017) 

 

 

一般範疇 上年度結餘 收 入 支  出 本年度結餘 累積結餘

學校及班級津貼 0.00 147,991.68 209,843.10 (61,851.42) (61,851.42)

升降機保養津貼 36,144.45 94,091.20 85,560.00 8,531.20 44,675.65

修訂行政津貼 283,917.00 666,264.80 663,600.00 2,664.80 286,581.80

增撥修訂行政津貼 15,878.60 185,421.25 181,440.00 3,981.25 19,859.85

普通話 9,962.37 1,634.76 4,759.60 (3,124.84) 6,837.53

培訓津貼 2,504.22 8,605.04 1,990.00 6,615.04 9,119.26

增補津貼 283.17 1,560.64 1,730.00 (169.36) 113.81

校本管理補充津貼 29,567.95 114,120.80 18,661.90 95,458.90 125,026.85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3,994.51 332,237.00 301,130.70 31,106.30 35,100.81

學校課程發展津貼 9,527.71 11,490.52 14,176.60 (2,686.08) 6,841.63

德育及公民教育津貼 10,886.53 3,388.08 4,276.40 (888.32) 9,998.21

合計 402,666.51 1,566,805.77 1,487,168.30 79,637.47 482,303.98

特殊範疇

校本輔導 616.84 3,008.04 2,788.00 220.04 836.88

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33,319.00 291,142.00 291,142.00 0.00 33,319.00

加強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104,583.70 34,156.00 36,073.22 (1,917.22) 102,666.48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0.97 0.00 0.00 0.00 0.97

英文廣泛閱讀計劃 72.23 0.00 0.00 0.00 72.23

學校發展津貼 138,420.35 215,603.00 208,105.00 7,498.00 145,918.35

合計 277,013.09 543,909.04 538,108.22 5,800.82 282,813.91

其他津貼項目

職工公積金 (174.50) 48,954.50 48,780.00 174.50 0.00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 0.00 15,267.00 15,267.00 0.00 0.00

綜合家具及設備津貼 133,963.35 54,169.52 55,971.00 (1,801.48) 132,161.87

差餉 0.00 25,400.00 25,400.00 0.00 0.00

外籍英語老師 (2,715.50) 2,715.50 2,715.50 0.00

代課教師薪金 113,679.00 63,290.50 63,741.50 (451.00) 113,228.00

學習支援津貼 111,683.32 452,925.00 471,814.20 (18,889.20) 92,794.12

言語治療 7,737.00 53,844.00 59,400.00 (5,556.00) 2,181.00

須向教育局付款 29,927.78 38,476.30 68,404.08 (29,927.78) 0.00

賽馬會全立位學習基金 0.00 16,500.00 16,322.90 177.10 177.10

新來港兒童支援津貼 6,325.00 0.00 2,304.00 (2,304.00) 4,021.00

關愛基金午膳津貼 65,096.00 121,734.00 135,908.00 (14,174.00) 50,922.00

課後學習支援津貼 55,636.80 24,000.00 69,504.50 (45,504.50) 10,132.30

德育及國民教育津貼 352,098.90 32,443.50 (32,443.50) 319,655.40

提升WebSams系統津貼 50.00 50.00 (50.00) 0.00

ITE4-P 61,495.48 42,000.00 (42,000.00) 19,495.48

赤子情�中國心 0.00 700.00 700.00 0.00 0.00

加強學校行政管理津貼 250,000.00 106,100.00 (106,100.00) 143,900.00

STEM Education 50,020.00 33,400.00 (33,400.00) 16,620.00

特別家庭與學校合作津貼 5,000.00 5,000.00 (5,000.00) 0.00

與內地締結姊妹學校計劃 0.00 120,000.00 117,945.90 2,054.10 2,054.10

One-off IT Grant for E-Learning 0.00 145,050.00 27,498.00 117,552.00 117,552.00

1,239,822.63 1,183,026.32 1,397,954.58 (214,928.26) 1,024,894.37

總計 1,919,502.23 3,293,741.13 3,423,231.10 (129,489.97) 1,790,0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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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各科檢討報告                                       
 

1. 中文科 
 

一、 總目標 

  中國語文教育配合整體的教育發展方向，為學生終生學習、生活及日後工作打

好基礎，因此要讓學生通過語文學習以 

1. 提高聽說讀寫能力、思維能力、審美能力和自學能力； 

2. 培養語文學習的興趣、良好的語文學習態度和習慣； 

3. 培養審美情趣，陶冶性情； 

4. 培養品德，加強對社群的責任感； 

5. 體認中華文化，培養對國家、民族的感情。 

二、 現況分析 

2.1 優點: 

2.1.1   本校教師有多年任教中文科經驗； 

2.1.2   本校學生的語文能力及知識有一定的水平，成績頗理想，各級均達合

理水平； 

2.1.3   教育局及出版社提供不少教學材料及教具； 

2.1.4   本校參與中文分層支援教學模式，並制定了校本工作紙，讓學生更有  

  效學習； 

2.1.5   本校學生對中華文化知識有一定興趣； 

2.1.6   本校學生有興趣閱讀課外書籍和報章； 

2.1.7   學校成立學習支援小組，輔助中文成績較弱的學生； 

2.1.8   家長關注學生學習情況； 

2.1.9   師生關係良好，使學生能勇於發問。 

2.2 弱點: 

2.2.1   部份學生欠缺學習動機； 

2.2.2   教學時間緊迫，教師工作量大，級任未能一一輔助成績較弱的學生； 

2.2.3   一級一班的班級結構，局限了橫向式的同儕備課果效； 

2.2.4   本校學生的小組交談能力較弱； 

2.2.5   本校學生的閱讀理解文章深層意思的能力較弱； 

2.2.6   本校學生的寫作能力(包括寫作內容貧乏，缺乏修辭技巧以及由口頭

語 

        過渡至書面語)稍弱。  

三、 本年度目標 

1. 加強校園閱讀文化； 

2. 加強學生的寫作興趣及提高學生的寫作能力； 

3. 提高學生的朗讀及口語表達能力； 

4. 配合學校推行資訊科技教育； 

5. 提升學生小組交談能力； 

6. 提升學生理解文章深層意思的能力； 

7. 培養學生養成正確的執筆坐姿習慣； 

8. 探究朗讀經典的方法，以《弟子規》、《三字經》和《千字文》為切入點； 

9. 探究如何在本科以合作學習和自主學習的方法讓學生有效學習； 

10.發展學生研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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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推行中文科分層支援教學模式，為一至四年級學生提供具體而又有系統的支

援 

           教學，打好學習基礎。 

四、 執行計劃 

    為了培養學生對本科的學習興趣、提高閱讀興趣、寫作能力、分析能力和說話能力，

本年度將施行下列二十四個方案： 

1.   方案一：親子閱讀獎勵計劃 

2.   方案二：隨筆 

3.   方案三：給家長的信 

4.   方案四: 古詩文欣賞 

5.   方案五: 優異作品展示 

6.   方案六: 跨科學習(與視藝科合作)---寫畢業典禮邀請卡 

7.   方案七: 校內書法比賽 

8.   方案八: 小三及小六基礎能力訓練 

9.   方案九：早讀課 

10.  方案十：網上閱讀 

11.  方案十一:推行普教中 

12.  方案十二: 分層工作紙/校本工作紙 

13.  方案十三：與訓輔合作，創作「關愛故事」/創作「關愛標語」 

14.  方案十四:故事分享 

15.  方案十五:兒童讀經 

16.  方案十六:自主學習/合作學習 

17.  方案十七:小組交談 

18.  方案十八:普通話朗誦節 

19.  方案十九:專題研習 

20.  方案二十:天氣報告 

21.  方案二十一:正讀國歌 

22.  方案二十二︰推行中文科分層支援教學模式 

23.  方案二十三︰中華文化日 

24.  方案二十四︰校園電視台(語文頻道) 

報告事項 : 

1) 上學期教學事宜--(包括教學進度、課次調適、聽、說、讀、寫、普教中、學習表現等

情況) 

小一︰完成教學進度，完成普通話聲母韻母教學，學生普通話能力不俗，朗讀情況佳，部

分學生說話和聆聽能力稍遜，或因識字量低而影響閱讀能力。學生能力差異大。 

小二︰完成教學進度，聆聽能力理想，說話能力稍遜，內容不足，評估時，未能掌握講故

事技巧，用了書面語敍述。閱謤能力不錯，部分學生寫作表現較差，內容不足。學

生上課積極投入。 

小三︰完成教學進度，聆聽能力較弱，平時雖有練習，但說話評估欠佳，因學生缺乏自信。 

小四︰完成教學進度。部份學生在寫和說方面尤為出色，閱讀理解方面表現理想，下學期

聆聽能力較弱。全班學生均能用普通話朗讀和回答問題。學生上課秩序良好，大部

份能交齊功課。下學期學習態度退 步，部分學生表現馬虎懶散。 

小五︰完成教學進度。部份學生在寫和說方面表現理想，閱讀理解方面有進步，聆聽能力

較弱。全班學生均能用普通話朗讀和回答問題。學生上課秩序良好，聽話受教，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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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能交齊功課。學習態度有改善，但部分學生在默書方面表現懶散。 

小六︰完成教學進度。學生在閱讀和寫作方面表現理想，聆聽和說話能力稍遜。個別學生

專注力弱，故老師會和學生分析聆聽技巧和難點。學期評估有進步。 

2) 活動報告 

各項活動檢討及報告： 

中文科全年各項比賽報告(見附件一) 

1.親子閱讀獎勵計劃 

 閱讀獎勵計劃佔下學期中期評估的百分之十，參與同學接近百分之一百，達到預期目標，

來年會繼續舉行。 

2.隨筆 

  小三(下學期)︰題材多元化 

 小四︰學生能認真寫作，題材多元化。 

  小五︰部分學生富有創作力，能創作不同體裁的文章。 

  小六︰題材多元化 

3.給家長的信：  

   於三月舉行，順利完成。學生參與率達百分之一百，把書信以郵寄方式傳遞給家長，

增加活動的趣味性，學生在過程中均能認真寫作，建議來年繼續舉行。 

4.古詩文教學/古詩文繪畫比賽： 

   各級情況︰ 

    小一︰古詩文教學大部分完成/古詩文繪畫比賽已完成 

    小二︰古詩文教學已完成/古詩文繪畫比賽已完成 

    小三︰古詩文教學大部分完成/古詩文繪畫比賽已完成 

    小四︰古詩文教學大部分完成/古詩文繪畫比賽已完成 

    小五︰古詩文教學大部分完成/古詩文繪畫比賽已完成 

    小六︰古詩文教學(學生自主學習)/古詩文繪畫比賽已完成 

5.優異作品展示 

 二至六年級科任於上、下學期已把學生佳作上載校網。(上、下學期各三篇，不同題目) ，

建議各級老師可在班上展示學生佳作。並在課室壁報、中文科壁報和校網展示優異作文，

讓學生互相欣賞和學習，提高寫作動機和信心，該活動來年繼續進行。 

6.跨科學習(與視藝科合作)---寫畢業典禮邀請卡 

  於五月完成，參與率達百分之一百，達到預期目標，建議來年繼續舉行。 

7.校內書法及作文比賽 

 接近百分之一百同學參加，大部分同學認真參與，表現出色，達到預期目標，建議來年

繼續舉行。 

8.小三及小六基礎能力訓練 

 小三今年參加全港 BCA 評估(基本能力評估研究計劃)，小六參加 TSA評估(全港性系統

評 

  估) 

  小三情況︰學生因缺乏自信心，說話表現欠佳。 

  小六情況︰評估表現一般，個別學生說話表現欠佳。 

9.早讀課： 

    雙周為中文早讀課，能提供時間讓學生養成閱讀習慣，除了讓學生在這個時段閱讀圖

書，部分班級會邀請學生分享，例如好書推介，朗誦故事內容，該活動可同時提昇學

生聽、說、讀、寫能力，明年繼續進行。 

10.網上閱讀計劃 

  老師鼓勵學生經常登入校網閱讀免費素材。 

11.分層調適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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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分層次工作紙以閱讀理解為主要題型，一年級工作紙擬題目類型可分為供詞或不

供詞填充、字詞辨識、重組句子、選擇題或閱讀理解。二年級須完成 校本工作紙，三

至六年級的擬題必須以閱讀理解為主，來年會加入古詩或文言文篇章，來年將會繼續

以閱讀理解為中文科分層次工作紙之主題，有效照顧學生個別差異，提升學生不同的

閱讀能力。 

12.與訓輔合作—「愛國家」及「愛地球」 

   配合訓輔組的主題----關愛校園，舉行「愛國家」寫作比賽和「愛地球」標語創作比

賽，建議來年繼續配合學校發展計劃舉辦相關活動。 

13.與訓輔合作—講故事網上分享計劃 

   於四至五月舉行，配合訓輔組的主題，鼓勵同學講關愛故事，並上載校 網，各級均完

成，建議來年繼續推行。 

14.兒童讀經 

  小二︰學生均能以普通話朗讀《弟子規》。 

  小四︰學生均能以普通話朗讀《三字經》。 

    小五︰學生均能以普通話朗讀《千字文》。 

    建議來年繼續推行。 

15.合作學習/自主學習 

    小一︰讓學生以二人一組或四人一組進行討論。 

    小二︰讓學生二人一組進行討論。安排學生自主學習，例如查找成語解 

      釋、節日來源等。 

    小三︰學生上課分組討論。 

    小四︰上課時分組討論和匯報，學生表現理想。佈置研習功課讓學生搜集 

      資料。 

    小五︰學生習慣合作學習模式，以二人組合或四人組合來進行學習，學生 

      表現積極。佈置研習功課讓學生搜集資料。 

    小六︰學生上課分組討論，佈置預習工作紙。 

    老師應在教學上繼續運用合作學習或自主學習策略，提升教學效能。  

16.小組交談 

  四、五年級同學於今年進行多次小組交談和小組匯報訓練，學生的說話能 力和自信

心均獲得提昇。 

    三年級︰配合系統性評估，於 TSA訓練時段進行練習。 

    六年級︰學生透過練習，說話能力大有進步。 

17.普通話朗誦節 

   參賽同學表現優秀，詳見附件一。建議來年繼續參加該項賽事。 

18.專題研習 

     透過平日的教導，訓練學生的綜合能力，更好地參與專題研習活動。 

19.普通話天氣報告 

     同學能用普通話報告天氣，表現理想，大部分學生能勇敢地面對全校師生，提升自信。

宜提醒同學在報告天氣時，多注意儀態、聲量和語言流暢度。建議來年繼續推行。 

20.正讀國歌 

     於九月開始時已教授國歌歌詞的正確讀法，來年繼續進行。 

21.中文科分層支援教學模式 

   今年第四年引入中文層支援教學模式，透過不同策略優化教學，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和中文能力，今年主要發展四年級(4T2)，為期四年的發展計劃已完成。 

具體情況和成效︰ 

一年級︰運用教材幫學生奠定中文基礎。 

二年級︰完成校本工作紙，學生從中得益，成效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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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完成校本工作紙，學生從中得益，成效可見。 

四年級(4T2)︰「香港初小學生中文讀寫能力評估」結果(包括一分鐘篇章閱讀測試、四個

電腦化評估︰字形結構、語法知識、語素意識、閱讀理解)老師觀察，有

七位小四學生未能達標，這些學生需接受小組教學(4T2)，每星期要提供

不少於 60分鐘的課後支援教學。 

4T2課程內容︰ 

 

 

 

 

 

 

 

 

 

4T2教學成效︰學生的表現積極，投入活動，也能認真完成工作紙。部份學生能把課程所

學 

的策略運用出來，在做功課和評估表現方面稍進步。 

4T2課程內容教材位置︰sharing    科組檔案    中文科    小一至小四中文分層支援

教學模式     四年級第二層支援 

建議三至六年級的中文科科任善用以上教材，提升教學成效。 

22.校園電視台 

    配合校園電視台的運作，下學期錄製了普通話朗誦節目。 

23.中華文化日 

    於 7月 3日在海傍體育館舉行，進行了 8個中文攤位遊戯，學生反應積極投入。明年

活動內容︰古詩文問答比賽/學生表演。 

3)教師考績方面 

    上下學期分別呈交兩次作業予科主任或校長檢查。各級老師均完成中文作業練習。至

於批改方面，宜注意學生的錯別字、口語情況，並進欠交的學生。 

 4)遞交文件： 

 分層工作紙(已完成) 

 各級進度表 (已完成) 

 下學期作文進度表(三、四、五、六年級已完成) 

 各級中文科試卷(四、五年級已完成) 

 各級評分準則(一、三、四、五、六年級已完成) 

 

5)財政支出 

       本年度財政如下： 

    項目                     支出 

1. 學校朗誦節報名費                  $1380 

2. 學生獎品(恆常)                     $300 

3. 教材費                             $300 

                               合計:$1980 

 

 

 

閱讀單元 寫作單元 

標示語 記事六要素 

時間/空間線索(過渡語) 描寫動物 

中心句 描寫人物 

關鍵詞/歸納段意 說明文 

概念圖 遊記 

推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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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中華基督教會長洲堂錦江小學 

2016-2017年度中文科全年活動報告 

9月  第二十一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初級組︰P1孫葆懿(冠軍) 

             P1 劉柏悅(亞軍) 

             P2 陳以呈(季軍) 

     中級組︰P3 何語喬(冠軍) 

             P4 楊諾婷(亞軍) 

             P4 鍾智謙(季軍) 

     高級組︰P5 布浚延(冠軍) 

             P5 洗海琳(亞軍) 

             P6 陳在雯(季軍)  

11月  與訓輔合作 P3—P6學生創作「愛國家」文章一篇 

       三年級︰黃珈蕎     四年級：楊諾婷 

    五年級：黎曉露     六年級︰陳在雯 

12月  校內中文書法比賽 

       一年級︰劉柏悦     二年級︰陳以呈 

       三年級︰莊澄       四年級︰楊諾婷 

       五年級︰朱穎彤     六年級︰梁晶晶 

12月  校內作文比賽︰ 

       一年級︰鄒秀峰            二年級︰蔡浚智 

       三年級︰樊喜堯            四年級︰孫萱懿 

       五年級︰黎曉露            六年級︰陳在雯 

12月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舉辦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朗誦)： 

   表現優良： 

            二年級︰楊昊鑫   

      三年級：黃晞媛  蔡穎熙  劉芷廷  陳子晴 

      四年級：梁巧盈  曾芳婷       

            五年級：吳渃渝  朱穎彤   

   表現良好： 

            二年級︰甘焯瑩 

      六年級︰楊凱晴 

11月「寫作小能手」:新界校長會及上海教育報刊總社主辦第十一屆滬港「寫作小能手」 

      現場作文邀請賽(初賽)  

表現 年級 學生 

一等獎 四 曾芳婷 

二等獎 五 黎曉露 

二等獎 五 吳渃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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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獎 四 楊諾婷 

三等獎 四 孫萱懿 

三等獎 四 高昕悦 

三等獎 五 布浚廷 

三等獎 六 李煒玲 

三等獎 六 李卓軒 

三等獎 六 李婉雯 

三等獎 六 盧善雯 

三等獎 六 陳在雯 

入圍 四 杜冬祈 

入圍 六 李煒華 

1月 親子閱讀獎勵計劃 

親子閱讀佔下學期中期評估閱讀卷 10分，卷面如下: 

 

5月  與訓輔合作 P3—P6學生創作「愛地球」標語比賽 

       三年級︰盧政男     四年級：鄧芷晴 

    五年級：黎曉露     六年級︰李煒華 

 

5月  校內中文書法比賽 

       一年級︰孫葆懿 

       二年級︰陳以呈 

       三年級︰莊澄 

       四年級︰楊諾婷 

       五年級︰邱湋僖 

       六年級︰羅紫茵 

5月  校內作文比賽︰ 

       一年級︰李康翹 

       二年級︰陳以呈 

       三年級︰許鎧螢 

       四年級︰孫萱懿 

       五年級︰黎曉露 

       六年級︰李煒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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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文科 
 

1. Subject objectives: 

 to improve teachers’ teaching skills; 

 to improve students’ reading, writ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skills; 

 to rais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to foster students’ self-learning ability; 

 to cater for learner differences and; 

 to create a language-rich environment. 

 

2. Programs: 

There were 24 programs this school year. 

a. E-learning program 

b. English workshop for teachers (NET) 

c. iPad-based Reading Program 

d. Family Reading Scheme 

e. Phonics Learning 

f. Interview Booklet 

g. School-based Supplementary Exercise Book (SEB) 

h. Writing Program 

i. Writing Competition 

j. Extensive Reading Scheme 

k. Buddy Reading Program 

l. SCMP Posties 

m. English Corner 

n. Family Reading Scheme Promotion Board 

o. English Activities Day 

p. English Weather Board 

q. Penmanship Competition 

r. Hong Kong Speech Festival 

s. P.3 & P.6 Territory System Assessment 

t. English Board Activities 

u. Student self-learning 

v. Campus TV 

w. English Drama Club 

x. ‘The Chinese Fairy Tales of Cheung Chau’ 

 

3. Program reports: 

a. E-learning program 

1.  Duration: whole schoo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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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port: The level of student participation is satisfactory. Teachers still need to put more 

effort into monitoring students’ learning progress. 

3.  Assessment: aims attained 

 

b.  English workshops for teachers (NET) 

1.  Date: 12th July, 2017 (Wednesday) 

2.  Title: To be confirmed 

3.  Assessment: Uncertain 

 

c.  iPad-based Reading Program 

1.  Duration: whole school year 

2.  Report: P.1 to P.6 read two readers in the whole school year.  

3.  Assessment: aims partially attained due to the heavy school curriculum. 

4.  Suggestion: Read two readers in the whole school year. 

 

d.  Family Reading Scheme 

1.  Duration: Christmas holiday 

2.  Report: Most students did the reading reports, except a few in some classes. Over 91% of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scheme. Five prizes were given to each class.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is satisfactory.  

3.  Assessment: aims attained 

 

e.  Phonics Learning 

1.  Duration: whole school year 

2.  Report: The activities were very useful in establishing a regular routine for the students. 

Some students have learned how to segment and blend phonemes effectively. It 

would be useful if these techniques could be integrated into regular GE lessons.  

3.  Assessment: aims attained 

 

f. P.6 Interview Booklet 

1.  Duration: November to December 2016 

2.  Report: Some students were eager to learn the interview skills and prepared well. Mock  

interviews were held for students. Their performance was satisfactory. 

3.  Assessment: aims attained 

 

g.  School-based Supplementary Exercise Book (SEB) 

1.  Duration: whole school year 

2.  Report: P.1 to P.3 used Supplementary Exercise Books this year. The Supplementary 

Exercise Books will be revised in the coming school year.  

3.  Assessment: aims at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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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Writing Program 

1.  Duration: whole school year 

2.  Report:  

Classes Pieces of writing in the whole school year 

P.4 6 

P.5 7 

P.6 6 

         Most students’ organization skills and writing ability have been strengthened. 

Some students are able to use mind maps in the planning stage.  

3.  Assessment: aims partially attained due to the heavy school curriculum. 

4.  Suggestion: 6-7 pieces of writing in the whole school year. 

 

i.  Writing Competition 

1.  Duration: Easter holiday 

2.  Report: 100% of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Writing Competition. The winners of P.4-

P.6 will receive a prize at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The winners are: Chan Pak Sun 

Austin (P.4), Chow Man Wai (P.5), Lee Cheuk Hin (P.6). 

3.  Assessment: aims attained 

 

j.  Extensive Reading Scheme  

1.  Duration: Second Term 

2.  Report: Students did four reports in the whole school year. Some of their reports were 

satisfactory. Prizes were given to 5 students at each level.  

3.  Assessment: aims attained 

  

k.  Buddy Reading Program 

1.  Duration: November 2016 to May 2017 

2.  Report: Nine P.2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progamme. Both primary and secondary 

students are not enthusiastic about doing the reading activities.  

3.  Assessment: aims partially attained 

   

l.  SCMP Posties 

1.  Duration: October 2016 to June 2017 

2.  Report: The school provides the weekly journal for P.5 and P.6 students. Students can 

read Posties in the morning reading lesson. Some students are interested in 

reading Posties but some are not. 

3. Assessment: aims attained 

 

m.  English Corner 

1.  Duration: whole school year 

2.  Report: Junior class students are more enthusiastic than other classes. The over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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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was satisfactory. 

3.  Assessment: aims attained 

 

n.  Family Reading Scheme Promotion Board 

1.  Duration: February 2017 

2.  Report: Good reading reports from each class were presented. Prizes were given to 5 

students in each class.  

3.  Assessment: aims attained 

 

o.  English Activities Day 

1.  Date: 28/6/2017 (Wednesday)  

2.  Report: Each class had three performances, such as songs, poems and plays. Students 

enjoyed the activities and their performances were good. Parents were pleased 

with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tudents. 

3.  Assessment: aims attained 

 

p.  English Weather Board 

1.  Duration: First Term 

2.  Report: All P.2 to P.6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weather report activities. They take turns 

to change the information on the weather board and report the weather at the first 

recess. Most of them are able to do the report according to the guidelines provided.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was satisfactory.  

3.  Assessment: aims attained 

 

q.  Penmanship Competition 

1.  Duration: First Term: Week 19, Second Term: Week 20 

2.  Report: All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Penmanship Competition. The winner of each 

level receives a prize at the First Term school year ceremony and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3.  Assessment: aims attained 

 

r.  Hong Kong Speech Festival 

1.  Duration: November – December 2016 

2.  Report: 9 students from P.3 to P.6 joined the activities. They enjoyed reading poems and 

prepared a lot before the competition. All of them received a certificate from the 

association.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was good. 

Students’ marks are as follows:  

 

P.6 Li Yuen Man 

   (81) Merit 

P.  P.6 Lo Sin Man       

(82) Merit 

P.5 Law Nga Chi 

   (82) Merit 

P.5 Sin Ka Hin P.4 Lee Tin Lam P.4 Yeung Nok 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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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Merit    (83) Merit    (82) Merit 

P.3 Wong Ka Kiu 

   (82) Merit 

P.3 Wong Tsz Hing 

   (80) Merit 

P.2 Chan Yi Ching 

   (85) Merit 

3.  Assessment: aims attained 

 

s.  P.3 & P.6 Territory System Assessment 

1.  Duration: P.3 (Every Monday in the Second Term) & 

 P.6 (Every Tuesday in the Second Term)  

2.  Report: There were two teachers for each level which was much better in catering for 

learning differences. 

3.  Assessment: aims attained 

 

t. English Board Activities 

    1.  Duration: Whole school year 

2.  Report: The worksheets were popular with KS1, less popular with KS2.  

    3.  Assessment: aims partially attained 

    4.  Suggestion: Change the worksheets more often and encourage more students to join the 

activity. 

 

u. Student self-learning  

1. Duration: Whole school year 

2.  Report: Before teachers started a new chapter in RW and textbooks, almost all P.4 – P.6 

students were able to look up new words in the dictionary. Teachers found it 

useful for students to finish the exercises and learn more vocabulary. On the other 

hand, teachers taught all students to jot down the key points from each chapter in 

their notebooks. Students found it useful for revision.  

3.  Assessment: aims attained 

 

v. Campus TV 

1.  Duration: Second term 

2.  Report: Two P.6 students recorded a weather report.  

        P.2 Chan Yi Ching recorded a poem. 

3.  Assessment: aims partially attained due to the delay of setting up Campus 

           TV.                                                                                 

4.  Suggestion: Campus TV provides more chances for English performance. 

 

w. English Drama Club 

1. Duration: Whole school year 

2. Report: Some students are interested in all the activities in the whole school 

year. Some students are not enthusiastic in the drama activities in the second term. 

3. Assessment: aims partially at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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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uggestion: Open to P.4-P.6 students in the first term using a more relaxed teaching   

method. In the second term, invite more able students to join and ask them to perform on 

Graduation Day.  

 

x. ‘The Chinese Fairy Tales of Cheung Chau’ 

1. Duration: April – May 2017 

2. Report: Cheung Chau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 invited our school to     join in 

their 3-D English reader making program. Ten P.5 to P.6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activity. CCGSS will send certificates for some students who attained over 75% of their 

lessons. 

3. Financial Report: 

a.  English Activities Day snacks $ 298 

b.  Students’ gifts $ 300 

c.  Hong Kong English Speech Festival $ 1035 

d.  English Material Fee $ 300 

Total:  $ 1933 

 

4.   Suggestions: 

i. Display more students’ work in the classrooms and change them more often. 

ii. Teach students classroom language and insist on students using it. 

iii. Encourage students to use their phonics skills in GE lessons. 

iv. Participate in more outdoor activities to extend students’ English learning 

experience beyond the classroom. 

v. Teach students more examination skills. 

 

3. 數學科 
 

(一) 總目標： 

1. 引起學生對數學的學習興趣及動機。 

2. 使學生理解、掌握和應用數學的概念及計算技巧。 

3. 發展學生的思維、傳意、解難及創造能力。 

4. 增強學生探究、構思及推理的能力。 

5. 教導學生運用數學知識解決日常生活上的問題。 

6. 培養學生的數字感和空間感。 

7. 培養學生對數和圖形的規律及結構的欣賞。 

 

(二) 現況分析： 

2.1 優點： 

2.1.1 本校教師有充足的學理基礎、積極態度及豐富經驗。 

2.1.2 本校學生有充足的學前教育基礎。 

2.1.3 教育局及出版社提供不少教學材料、教具及學具，教學資源頗為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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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本校學生對數學知識有一定興趣。 

2.1.5 本校資訊科技設施良好，有利推動網上互動學習。 

2.1.6 家長關注學生學習情況。 

 

2.2 弱點： 

2.2.1 本校學生的文字理解能力較弱。 

2.2.2 教學時間緊迫，教師工作量大，級任較難一一輔助成績稍遜的學生。 

2.2.3 本校學生尚存資訊科技能力差異，有礙網上自學計劃的推動。 

 

(三) 本年度目標 

1. 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及興趣。 

2. 靈活運用基本數學概念。 

3. 加強理解、分析及解難能力。 

4. 提拔、培養優質學生。 

 

(四) 執行計劃 

為培養學生對本科的學習興趣、提高理解、分析及解難能力，本年度將施行下列九個

方案： 

1. 方案一：數學天地 

2. 方案二：數學嘉年華 

3. 方案三：數學擂台 

4. 方案四：數學急口令 

5. 方案五﹕校外數學比賽 

6. 方案六：推動學生閱讀自學 

7. 方案七：發展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8. 方案八：推動學生網上自學 

9. 方案九：校本發展支援計劃 

 

4.1 數學天地 

4.11 目的 

1. 引起學生對數學的學習興趣及動機。 

2. 使學生理解及應用數學的概念及計算技巧。 

3. 發展學生的思考能力。 

4. 增強學生探究、構思、傳意及推理的能力。 

5. 培養學生的創造能力。 

 

4.12 推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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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年推行 8 次。上學期 4 次，下學期 4 次。 

2. 題目分高、低程度，可包括數學智力遊戲、趣味數學、數學歷史、妙問妙

答等類別，由各數學科老師輪流負責擬題。 

3. 題目將會張貼在壁報板上供學生自由參加。 

4. 每次作答期限約為一至兩星期。 

5. 得獎學生可獲小禮物一份，以作鼓勵。 

 

    檢討﹕本學年共舉辦了 6 次，初小學生較踴躍參與，可多作宣傳。 
 

4.2 數學嘉年華 

4.21    目的 

1. 引起學生對數學的學習興趣及動機。 

2. 使學生理解及應用數學的概念及計算技巧。 

3. 發展學生的思考能力。 

4. 增強學生探究、構思、傳意及推理的能力。 

5. 培養學生對數和圖形的規律及結構的欣賞。 

 

4.22   推行模式 

1. 舉辦日期：2017 年 4 月 26 日 

2. 形式﹕分初、高級組進行攤位遊戲。 

3. 詳細的工作分配、籌備計劃及各事項，在下學期召開工作會議決定。 

 

    檢討﹕學生投入，氣氛很好但時間較短，有些學生未能完成所有遊戲。下學年舉行數

學問答比賽。 

 

4.3 數學擂台 

4.31  目的 

1. 引起學生對數學的學習興趣及動機。 

2. 發展學生的思考能力。 

3. 增強學生探究、構思、傳意及推理的能力。 

4. 培養學生的創造能力。 

5. 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 

 

4.32  推行模式 

1. 全年推行。 

2. 由學生自由出題，題目將會張貼在壁報板上供學生自由參加。 

3. 如兩星期內題目未被其他學生解答，該出題學生則成為台主，可得禮物

一份。 

4. 答對學生可獲小禮物一份，以作鼓勵。如答對人數過多，則以抽籤決定

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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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討﹕學生提供的題目較深，參與率不高，下學年可轉形式。 

 

4.4  數學急口令 

4.41  目的 

1. 引起學生對數學的學習興趣及動機。 

2. 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 

 

4.42  推行模式 

每級有特定背誦主題，如學生能有指定時間完成，可獲小禮物一份，以作鼓

勵。 

 

    檢討﹕學生積極參與，參與率達 90%，成功率為 86%。 

 

4.5  校外數學比賽 

4.51  目的 

1. 增強學生探究、構思、傳意及推理的能力。 

2. 發展學生的思考能力。 

 

4.52  推行模式： 

由高年級老師推薦學生，參加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檢討﹕6 位小五學生參加全港十八區(離島區)小學數學比賽，獲發優良獎狀。 

          來年繼續參與。 

 

 

4.6 推動學生閱讀自學 

4.61  目的 

1. 引起學生對數學的學習興趣及動機。 

2. 發展學生的思考能力。 

3. 增強學生探究、構思、傳意及推理的能力。 

 

4.62   推行模式： 

與圖書組合作，選購數學科有關的書籍，讓老師於課堂內能向學生推介與 

課題相關的圖書，鼓勵學生借閱。 

 

    檢討﹕可與公共圖書館合作，舉辦圖書展。 

 

 

4.7 發展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4.71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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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發展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2. 學生能有目標、有策略、透過提問和反思，掌握有效能的學習方法。 

 

4.72   推行模式： 

三至六年級學生運用《數學周記》，於課堂上做筆記、課前做預習或資料

搜尋，並鼓勵學生提問、討論和分享。 

 

    檢討﹕部分學生喜歡寫數學周記，能培養他們寫筆記的能力，來年繼續執行。 

 

4.8 推動學生網上自學 

4.81  目的 

1. 引起學生對數學的學習興趣及動機。 

2. 發展學生的思考能力。 

3. 增強學生探究、構思、傳意及推理的能力。 

 

4.82   推行模式： 

利用教科書附設之網上學習平台，讓學生可在家中進行網上學習。 

 

    檢討﹕部分學生不會自行進行網上學習，來年多點鼓勵學生。 

 

4.9 校本發展支援計劃 

4.91  目的 

1. 引起學生對數學的學習興趣及動機。 

2. 使學生理解及應用數學的概念及計算技巧。 

3. 發展學生的思考能力。 

4. 增強學生探究、構思、傳意及推理的能力。 

5. 教導學生運用數學知識解決日常生活上的問題。 

6. 提高教師的教學專業能力。 

 

        4.92   推行模式： 

申請優質教育基金，於小四課堂發展電子互動教學實踐「數學解難四步

曲」，處理數學解難範疇。 

 

    檢討﹕學生喜歡上電子互動教學課，透過電子遊戲，都更快掌握數學概念。而教師亦 

能發展新一項專業，成效不俗。 

 

(五) 評估方法 

1. 統計學生參與人數。 

2. 教師觀察學生的反應及表現。 

3. 學生比賽成績及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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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財政： 

1. 數學攤位運費 $ 200.0 

2. 教具 $ 106.8 

3. 教材費 $ 300.0 

4. 圖書 $ 200.0 

合共： $ 858.8 

 

(七) 小組成員 

張慧勤老師 一年級、六年級數學科老師 

黃思敏老師 二年級數學科老師 

彭佩茵老師 四年級、五年級數學科老師/數學科組長  

鄭樂鈴老師 三年級數學科老師 

 

2016-2017 年度數學科工作計劃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數學天地 全年度 平均有 40%學生

參與 

統計參加學

生人數 

數學科老

師 

參考書、

小禮物 

2. 數學嘉年華 2017 年 4

月 

全校學生參與 統計出席學

生人數 

數學科老

師 

小禮物 

3. 數學擂台 全年度 平均有 20%學生

參與 

統計參加學

生人數 

科主任 小禮物 

4. 數學急口令 2016 年 11

月 

平均有 80%學生

參與 

統計參加學

生人數 

數學科老

師 

小禮物 

5. 校外數學比

賽 

約在 12 月 參與一項校外比

賽 

參與次數統

計 

科主任 報名費 

6. 推動學生閱

讀自學 

全年度 舉辦一次書籍推

介 

舉行次數統

計 

科主任、

圖書館老

師 

書籍 

7. 發展學生自

主學習能力 

 

全年度 80%學生能運用自

主學習於課堂中 

老師觀察及

統計 

數學科老

師 

/ 

8. 推動學生網

上自學 

 

全年度 平均有 80%學生

參與 

統計參與學

生人數 

數學科老

師 

/ 

9. 校本發展支

援計劃 

 

全年度 教師認為此活動

有助提升專業 

教師訪談 課程統籌

主任、四

年級數學

科老師 

/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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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常識科 
 

(一) 目標： 

1. 配合本年度「感愛、敢動」主題常識科會就關愛學校和社會範疇舉辦相應活動，加強學生

社區及國家的意識。 

2. 本年度繼續推動與國民教育有關的活動。 

3. 培養學生保護環境的良好生活態度及加強學生環保意識。 

4. 知識方面，協助學生對「健康與生活」、「人與環境」、「社會與公民」、「日常生活中的科學

與科技」、「國民身份認同與中華文化」和「了解世界與認識資訊年代」六個範疇，掌握基

本的知識和了解。 

5. 技能方面，協助學生培養生活、學習和思考三項技能，尤其提升學生自主學習方面的能

力，加強資訊科技的應用。 

6. 態度方面，協助學生培養對人、對事和對社會及世界應有的態度。 

 

(二) 計劃檢討： 

1. 課堂教學 

a) 校本支援計劃 

計劃目的：透過教育局「校本支援計劃」每月有兩次由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與四

至六年級科任老師共同備課，以協助老師於課堂上發展 STEM 教學。 

對象：四至六年級 

日期：全年 

概況：已完成以下課題的校本課程，並於 2017 年 6 月 8 日完成常識科校內分享會，學

生在課堂表現投入參與，並對於有關課題有更深入的探討。以下是校本支援的有關課題

及相關探究模式。 

 重點課題 相關的探究模式 

四年級 
水、空氣 探索現象/公平測試 

人體的奧秘 探索現象 

五年級 
光、聲、電 探索現象 

太陽系的探索 藉模型探索 

六年級 
生物世界 鑑別與分類 

力與機械 公平測試 

評估結果：超過 80%學生表示對有關課題提升興趣。 

b) 運用電子科技於教學上 

計劃目的：透過在課堂上運用 VR、平板電腦運用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和效能。 

對象：全校 

日期：全年 

概況：四年級利用 VR，學習不同的地球地表面貌，利用平板電腦學習課本上擴真實境

的課題。五年級利用平板電腦拍攝模擬月相。 

評估結果：超過 80%學生表示利用電子科技對學習有關課題能提升興趣。 

c) 自主學習：時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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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目的：培養學生讀報習慣，加強學生的時事觸覺，並發展學生的二手資料搜集技

能及提升自學能力。 

對象：全校 

日期：全年最少 4 次 

概況：全校進行，已收集了各級的時事分享。 

 

 

評估結果：各級學生能對於社會發生的事情有所認識，亦能夠分享個人感受。 

2. 校園電視台 

計劃目的：學生能夠運用常識課所學到的科學理論，以實驗的形式，介紹給同學，藉

以提升學生的探究精神。 

對象：全校 

日期：全年 4 次 

概況：由於校園電視台下學期才能完工，只製作了１個科學節目：水的張力，下年度

會繼續製作。 

評估結果：超過 80%學生表示在觀看實驗後對實驗感興趣。 

3.  STEM 教學活動 

 計劃目的：透過課堂以外的活動，利用有趣軟性手法推展 STEM 教育。學生可透過展

覽攤位， 認識有關科學(S)、科技(T)、 工程(E)、 數學(M)等知識的日常應

用。此外，學生可參與工作坊，親身應用 STEM 知識，創作科技製品，解決

難題。 

 對象：全校 

     日期：2016 年 9 月 24 日（STEM FUN DAY） 

概況：有部份活動對於幼稚園生來說是太深，若能早些可以知道老師的協助工作是甚

麼會更理想。 

評估結果：超過 80%學生表現對有關的攤位感興趣。 

4. 參觀活動 

 a) 與圖書組合辦活動：一年級參觀長洲公共圖書館 

 計劃目的：認識社區設施及借書程序 

 對象：一年級 

 日期：原定 2016 年 10 月 

概況：由於天氣影響是次活動取消，其後亦未能安排，建議下年度二年級再安排參觀

長洲公共圖書館。 

b)   與圖書組合辦活動：四年級參觀長洲公共圖書館 

 計劃目的：認識社區設施及借書程序 

 對象：四年級 

 日期：2017 年 3 月 9 日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4 份 4 份 4 份 4 份 4 份 4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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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況：活動順利進行，一年級及四年級同學對圖書館安排的活動投入，表現良好 

評估結果：達標(超過 85%參予活動的學生表示感興趣) 

c)    參觀科技園 

計劃目的：讓學生透過不同訓練提升學生守法守規及正面積極的態度 

對象：四、五、六年級 

日期：2017 年 1 月 13 日 

概況：學生能夠認識環保節能的建築以及生涯規劃概念，但因為早了一班船出發，

要等候比較長的時間才可始正式參觀活動。 

評估結果：80%學生表示對活動感興趣。 

5. 水警海港警區與警民關係組合辦：挪亞方舟訓練營 

計劃目的：讓學生透過不同訓練提升學生守法守規及正面積極的態度 

對象：四、五、六年級共 30 人 

日期：2017 年 1 月 13 日 

概況：挪亞方舟訓練營，學生活動投入，亦有挑戰性。 

評估結果：80%學生表示對活動感興趣。 

6. 講座 

a) 兩性相處講座(聯絡中) 

計劃目的：青春期期間兩性交往的正確態度 

對象：P.5 及 P.6 

形式：由學校社工邀請明愛負責 

概況：學生能夠了解兩性之間相處的正確態度，但活動時間不足，建議下年度的講

座時間為 1.5 小時。 

評估結果：80%學生能說出兩性相處的正確態度 

b) 「預防青少年吸煙」講座 

計劃目的：提高學生預防青少年吸煙講座 

對象：P.1-P.2 

概況：由於 P.3-P.6 學生另有其他活動，未能參與是次有關講座。 

評估結果：80%學生能說出吸煙為害健康的事項 

7. 國情教育展覽 

計劃目的：認識祖國 

對象：全校 

形式：第五週進行，安排常識堂讓學生參觀展板及完成工作紙 

概況：第五週進行，常識堂已讓學生參觀展板及完成工作紙，並給予學生獎勵印，

還完成有關的攤位活動，學生表現投入。 

評估結果：80%學生感興趣並交回工作紙 

8. 科學探究活動 

計劃目的：讓學生透過 STEM，認識有關科學(S)、科技(T)、 工程(E)、 數學(M)等知

識的了解科技與生活的關係 

對象：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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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7 年 5 月 29 日 

一年級 動力車 

二年級 四驅氣壓車  

三年級 四驅氣壓車  

四年級 迷你導電樂譜 

五年級 電玩比拼遊戲 

六年級 電玩比拼遊戲 

概況：適合學生能力，學生感有趣，但導師的教導技巧有待改善，已聯絡有關負責人

多加注意，部份物資本身有些問題容易鬆脫。五、六年級需要較多時間進行探究，建

議下年度預留 1.5 小時讓學生進行探究。 

評估結果：90%學生參與活動並能成功製作實驗品 

9. 常識問答比賽 

計劃目的：透過問答比賽，提高學生對時事及生活常識的認識  

對象：全校 

日期：2017 年 6 月 27 日 

概況：活動時間足夠，新增的錦囊環節有助提升學生的參與度，由於一年級是首次參

與，建議由三年級先進行活動，為免減少誤會負責老師需要多些指引以及適時讓學生

再試搶答鐘。 

評估結果：學生答對 80%的問題 

 

10. 小小科學家班 

計劃目的：透過科學小發明，啟發學生運用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等知識，連繫日

常生活物品，從而了解科學與生活的關係。 

對象：小二至小四 

日期：上學期 14 堂，下學期 16 堂 

費用：每堂每人$60，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資助一半費用 

概況：學生對活動感興趣，惟導師對於秩序的管理並不善長，建議負責老師多加意活

動進行時的情況。 

評估結果：參加學生都能製作製成品並能說出箇中的科學原理。 

11. 機械人編程班 

計劃目的：透過學編程讓學生了解日常生活中的機械結構，透過創作訓練學生用知識

解決問題的能力。 

對象：小五至小六 

日期：上學期 10 堂，下學期 10 堂 

費用：每堂$1000（10 人上課），學校資助一半費用 

概況：學生在活動中非常投入亦能夠發揮創意，提升解難的能力，亦懂得應用邏輯思

維於所學的編程技巧中，並參加了全港 ROBOT STEM 香港區比賽。唯導師由於舟車需

時，上課有時並不能準時到校。 

評估結果：參加學生能製作製成品並展出其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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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政報告︰ 

 

 

(四) 工

作報告

小組成

員： 

鄭樂鈴老師 ﹝一年級﹞﹝三年級﹞ 

邱淑華老師 ﹝二年級﹞ 

黃思敏老師 ﹝四年級﹞ 

易建恩主任﹝五年級﹞ 

盧美玉主任 ﹝六年級﹞ 

 

5. 音樂科 
 

（一） 總目標： 

 

 1.1 擴闊學生對音樂感應的領域，培養他們對音樂聆聽、演奏、創作各方面的敏銳觸覺。 

1.2 透過愉快和有價值的音樂體驗，讓學生從中獲得喜樂和滿足，從而發展他們的想像力。 

1.3 提供適當的音樂活動，讓學生進行具有共同目標的小組活動，以達致不同程度的成就。 

 

（二

） 

施行概況： 

 

 2.1 於每月首個星期一早會舉行升旗禮時，教師及部分學生輪流領全校師生一起唱國歌。 

 2.2 於其餘的星期一早會，教師及部分學生輪流領唱校歌。 

 2.3 音樂課堂上指導學生正確的發聲方法，包括姿勢、呼吸、吐字、表情特性、音準等。 

 2.4 循序漸進地編排樂器活動，並與其他活動如歌唱、律動等互相配合。   

 2.5 選擇音樂聆聽的歌曲富吸引力和趣味性。 

 2.6 在音樂課堂上指導兒童適當地運用身體各部分可做到的動作來進行律動。 

 2.7 鼓勵兒童探討及試驗各種聲響，作為音樂創作的材料。 

 2.8 下學期開始教三年級學生吹奏牧童笛，學年結束時，該級學生均能運用牧童笛吹奏簡

單的歌曲，如《瑪莉有隻小綿羊》、《小蜜蜂》及《歡樂頌》。部分較努力的學生甚至

STEM

教育

津貼 

VR 購置 $49,000  

ＳＴＥＭ FUN 

DAY 
$22,400 

 

科技日  

科學園參觀  

小小科學家班 0 (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資助) 

機械人編程班 $10,000 
 

訂閱《兒童科學》一年 $240  

常識科教材 $1,000 
 

講座 $1,000 
 

常識問答比賽獎品 $500 
 

合共 $84,140  



42 

 

能吹奏《掀起你的蓋頭來》。 

 2.9 參加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成績，參與人數達標。 

姓 名 班 級 參 賽 項 目 成績 

陳在雯 小六 小提琴獨奏（四級） Merit 

朱穎彤 小五 鋼琴獨奏（三級） Merit 

黃珈蕎 小三 鋼琴獨奏（三級） Merit 

黃晞媛 小三 鋼琴獨奏（二級） Merit 

陳以呈 小二 鋼琴獨奏（一級） Merit 

劉柏悦 小一 鋼琴獨奏（一級） Merit 

盧希嵐 小一 兒童獨唱（5-6 歲） 良好 
 

 2.10 三年級獻唱 

三年級 12 個學生在教育主日中獻唱詩歌《不得了》。 

 2.11 口風琴班 

本年度有 14 個學生參加，其中 12 個學生在聯校畢業禮中表演吹奏《龍的傳人》和《天

空之城》。惟學校的口風琴已使用多年，部分音色不佳甚至走音，故考慮明年結束此小

組。 

 2.12 小提琴班 

一共有 13 個學生參加小提琴班。初班 6 個，中班 4 個，高班 3 個。另外，有 7 個學生

於聯校畢業禮表演《友誼萬歲》和《歡樂頌》。 

 2.13 音樂會 

音樂會延至下學年，參加由音樂事務處舉辦的《中樂動物農莊》，日期是十月三十一

日，地點是香港大會堂演奏廳，預計一至六年級參加。 

 2.14 校園電視台 

本學年內錄影口風琴和小提琴表演。 

 2.15 英語唱遊 

上、下學期均有 8 個學生參加，活動內容包括唱英文詩歌、英文流行曲、玩英語遊戲

和演英語劇。大部分參加的學生均玩得投入，並以英語遊戲最為受歡迎。 

   

（三） 評估方法： 

 

 4.1 透過課堂活動，觀察學生對音樂的投入感。 

 4.2 透過學期評估，評核學生對音樂的認識及其表達能力。 

 4.3 透過參加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與其他學校觀摩，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果。 

 4.4 透過學校慶典及節日之音樂表演，觀察學生對樂器及歌唱方面的演繹技巧。 

 4.5 透過各項音樂活動，觀察學生的溝通及協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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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形式分配：100% 

小一至小二 平 時 

(20%) 

課堂表現 

(20%) 

 

 學 期 

(80%) 

 實科測驗(80%) 

a)歌唱  

小三 平 時 

(20%) 

課堂表現 

(20%) 

 

學 期 

(80%) 

 實科測驗(80%) 

a)歌唱 (35%) 

b)牧童笛 (40%) 

c)樂理 (25%) 

小四至小六 平 時 

(10%) 

課堂表現 

(10%) 

 

 學 期 

(90%) 

 實科測驗(90%) 

a)歌唱 (30%) 

b)牧童笛 (30%) 

c)聆聽 (30%) 
 

 

（四） 

 

其他事項： 

 

 5.1 樂器檢查發現破損，木魚遺失了木棒。 

  

（五） 工作報告小組成員： 

 

 巫家慶    音樂科主任  二至三年級音樂教師 

 張慧勤    一、四至六年級音樂教師 

 

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度 

音樂科工作報告        附件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不定期出席音樂節目(延至二零一七年十月) 

中樂動物農莊 二零一七年十

月三十一日 

(二) 

［］％ 全校

學生參與 

 

由音樂科老師

監察及統籌 

巫家慶老師 香港大會堂音

樂廳 

 

參加音樂比賽 

參加第六十九

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比賽 

二零一七年二

月二十七日至

三月二十九日 

5％一至六年

級學生參與 

由音樂科老師

監察及統籌 

由學校音樂節

的評判評鑑本

巫家慶老師 參賽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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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學生的音樂

水平 

 

參與音樂表演 

教育巡禮 二零一六年九

月二十四日 

(日) 

牧童笛表演 

六名學生演出 

由音樂科老師

監察及統籌 

 

巫家慶老師 《Old 

McDonald has a 

farm》 

《Gentle 

Bees》《千與

千尋片尾曲選

段》 

教育主日 二零一六年十

月十六日 (日) 

45%三年級學

生獻詩 

 巫家慶老師 

張慧勤老師 

詩歌 

 

 

校內音樂課外活動 

小提琴班 

 

二零一六年九

月至二零一七

年七月 

9％一至六年

級學生參與 

由負責之音樂

科老師監察及

統籌 

巫家慶老師 

小提琴老師 

小提琴 

樂曲 

口風琴班 

 

二零一六年九

月至二零一七

年七月 

18％四至六年

級學生參與 

由負責之音樂

科老師監察及

統籌 

張慧勤老師 口風琴 

樂曲 

英語唱遊小組 

 

二零一六年九

月至二零一七

年七月 

8％三至六年

級學生參與 

由負責之音樂

科及外藉老師

監察及統籌 

Ms Yen 

巫家慶老師 

 

英文歌及劇本 

 

6. 視覺藝術科 
 

（一） 目標： 

 

 1.1 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使學生能抒發情感和表現自我、培養感知能力、發展審美感覺

及培養創造力。 

 1.2 透過閱讀不同的媒介，擴闊學生視野，加強對視覺藝術的感覺。 

 1.3 讓學生在互聯網上蒐集資料，加強自我學習的能力。 

 1.4 透過敘述表象、整體感受、形式分析、意義詮釋及價值判斷，培養學生自評的能力。 

 所定之目標，透過教材之學習及實踐，基本已達到。 

  

（二） 施行概況：  

         

 2.1 教學進行 

  2.1.1 注意控制教室秩序。 

  2.1.2 講解過程務必精簡。 

  2.1.3 使課堂氣氛輕鬆愉快並富安全感。 

  2.1.4 鼓勵學生公開發表個人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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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鼓勵學生指出個人作品的特點。 

  2.1.6 時刻提點學生從學習過程中學得的知識和技巧。 

  2.1.7 向學生強調學習過程比學習成果更重要。 

  2.1.8 培養學生容納多元風格和意念。 

  2.1.9 以討論方式幫助學生親自找出問題之所在。 

   2.1.10 就個別課題的需要，進行分組討論或製作。 

   2.1.11 按教學內容適當分配時間。 

   2.1.12 若要學生自備物料或其他工具上課，宜預早通知。 

   2.1.13 著學生注意環境清潔。 

   2.1.14 鼓勵學生參加校內及校外的視覺藝術科活動。 

   2.1.15 因應個別差異，提供不同幫助。 

   2.1.16 鼓勵學生在課前運用資訊科技蒐集資料，擴闊個人視野。 

   2.1.17 鼓勵學生在課前多閱讀不同刊物，以蒐集資料。 

 各級均能根據以上各項教學。 

   

 2.2 引導學生欣賞視覺藝術作品 

以問答形式指導學生往往比單向灌輸更有效，因為適當的問題可以刺激學生動腦筋；學

生經過思考，然後回答問題，正是以行動投入學習的表現，教育效益常更顯著。教師可

考慮從敘述表象、整體感受、形式分析、意義詮釋及價值判斷等不同層面提出問題，引

導學生欣賞視覺藝術作品。 

 透過欣賞藝術作品，學生的感知及審美能力得到適當的發展。 

  

 2.3 引導學生創作 

  2.3.1 透過感覺和觸覺投入某一情境。 

  2.3.2 提供實物作觀察，豐富視覺經驗。 

  2.3.3 理解結構特徵，把創作對象跟其他事物類比。 

  2.3.4 嘗試從多角度看事物。 

  2.3.5 用記憶畫法幫助觀察。 

 透過適當的引導，學生的創造能力得到發展。 

  

 

2.4 跨學科學習計劃 

 

 

 2.4.1 與中文科合作，舉辦設計「畢業禮邀請卡」活動。 

  

2.5 校內活動 

 2.5.1 小學校內填色比賽 

中華基督教會長洲堂及本校為一至六年級學生舉辦『教育巡禮』之『小學填色比賽』 

 2.5.2 上學期視覺藝術比賽 

上學期第十二、十三週舉行，題目是『祝福老撾』。 

 2.5.3 下學期視覺藝術比賽 

下學期第十七、十八週舉行，題目是『關愛地球』。 

 2.5.4 設計畢業禮邀請卡 

五月，六年級舉行設計『畢業禮邀請卡』活動，然後交給中文科老師教寫邀請卡。 

 2.5.5 展板展覽 

展板展覽計劃順利完成，各級上下學期各有一次展覽機會。透過展板展覽，能加強

學生的自信，讓學生透過互相觀摩，學習同學間不同的創作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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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佳作上網 

上、下學期的佳作上網計劃，各級都能依時完成。學生、家長及校外人士能透過佳

作上網來欣賞學生的作品，從而增強學生的自信心。 

  

2.6 校外活動 

 2.6.1  長洲文娛康樂協進會舉辦『中秋綵燈巡遊文藝會』之『親子花燈紮作比賽』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6.10 

 2.6.11 

  2.6.12 

2.6.13 

中華基督教會長洲堂及本校為長洲幼稚園舉辦『教育巡禮』之『幼稚園填色比賽』 

長洲共有四間幼稚園學生參加。 

慶祝國慶六十七周年—“欣賞‧中國”活動:填色比賽、書籤設計比賽 

中華基督教會長洲堂『教育巡禮』之『幼稚園填色比賽』 

新渡輪社區藝術村活化計劃定在三月、六月、十月和一月。 

「新渡輪‧揮春設計比賽」 

長洲官立中學「發夢拼圖」填色比賽 2017 

長洲官立中學「追寻理想」繪畫創作比賽 2017 

香港青年協進會「認識祖國‧認識香港」 

宏施慈善基金社會服務處“2017 全港愛心學校”填色比賽 

離島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四格漫畫填色”比賽  

保良局「理財錢箱設計及填色比賽」 

敬師運用委員會「敬師運動」繪畫比賽、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粉飾漫福牆廊(安老院外牆)大行動 

   

 

 

  透過不同的活動，能有效地引起學生對身邊事物的關注，來年將繼續鼓勵學生多參與不

同的比賽，以擴闊學生的視野。 

 

（三） 

 

評估： 

評估學生的作品，除了從教師的角度出發，更鼓勵學生作自我評估，讓創作者在創作過程

中獲得自我滿足感，自由地抒發內在的情緒，從中學會自我肯定，建立健全的人格。 

 5.1 評估範疇 

  5.1.1 學習態度 

  5.1.2 掌握技巧 

 5.2 評分準則 

  5.2.1 a.學生與他人協作的能力和態度 

  b.對學習的投入程度 

  5.2.2 a.創意：以創新意念表達情緒 

  b.作品的表現性 

  c.畫面構圖的完整性 

  d.意念和情感的傳達 

  e.技巧和技法的運用 

  f.豐富性 

 5.3 評估方法 

  5.3.1 課堂觀察 

  5.3.2 評估作品 

   

（四） 財政支出：合共: $1987 

    

（五） 工作報告小組成員： 

 李秋梅    視覺藝術科科主任   

           三年級視覺藝術科教師       盧美玉    五年級視覺藝術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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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達偉    二年級視覺藝術科教師       蔡丹郁    六年級視覺藝術科教師 

 彭偑茵    四年級視覺藝術科教師 

           一年級視覺藝術科教師 

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度 

視覺藝術科工作報告        附件 

策略/工作 時間表 達標情況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中秋綵燈巡遊文

藝會』之『親子花

燈紮作比賽』 

 

九月 

 

一至六年級每班

選五/六位同學

參與 

由負責之視

藝科老師統

計參加人數 

 

各級視藝科老師  

中華基督教會長洲

堂『教育巡禮』之

『幼稚園填色比

賽』 

 

九月 長洲區有四間幼

稚園參加 

參加人數過百人 

 

統計每所幼

稚園學生參

加人數 

 

各級視藝科老師  

中華基督教會長洲

堂『教育巡禮』之

『小學校內填色比

賽』 

 

九月 90％一至六年級

學生參與 

由負責之視

藝科老師統

計參加人數 

 

各級視藝科老師  

上學期視覺藝術比

賽：『祝福老撾』 

十一月 

 

全校學生參與 由負責之視

藝科老師統

計參加人數 

 

各級視藝科老師 白畫紙 

下學期視覺藝術比

賽：『關愛地球』 

五月 

 

95％一至六年級

學生參與 

由負責之視

藝科老師統

計參加人數 

 

各級視藝科老師 白畫紙 

設計『畢業禮邀請

卡』活動 

五月 100％六年級學

生參與 

由負責之視

藝科老師統

計參加人數 

 

任教 

小六視藝科老師 

白畫紙 

展板展覽 九月至七月 

 

每月更新一次 觀察 各級視藝科老師 

 

 

佳作上網 九月至七月 
 

每學期最少更新

一次 

觀察 各級視藝科老師 

 

數碼相機 

 

7. 體育科 
 

一. 總目標︰ 

1. 掌握各類體育活動所需的移動、協調身體和操控用具技能，以增加樂趣和提升表現； 

2. 認識「運動促進健康」的原理，學習制訂、實施和評估個人鍛鍊計畫； 

3. 了解運動競賽的意義，培養正確的價觀及積極的態度； 

4. 學習「風險管理」，落實預防運動受傷的措施； 

5. 汲取相關知識，以增加樂趣、提升表現和發展組織體育活動的能力； 

6. 洞悉美的具體含意，加強評賞體育活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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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年度目標︰ 

1. 幫助他們學習基本體育技能，明白體育活動對身體的益處。 

2. 培養他們對參與體育活動的正確態度、互助及堅毅精神。 

3. 舉行學校運動日，讓非運動尖子也有機會享受運動場上比賽的樂趣。 

4. 多參與校外比賽，為有興趣的同學，提供更多學習機會。 

5. 貫徹體適能獎勵計劃。 

6. 與幼稚園合辦兩校親子同樂日，讓學生能參與服務及比賽，明白運動的樂趣。 

 

三. 執行計劃： 

1. 採用全方位學習，鼓勵學生積極參與課堂活動、與隊友合作、遵從團隊規則。 

2.   舉辦校內體育活動訓練，例如乒乓球、籃球、足球、羽毛球、運動日。 

3.   選出優異成績的同學代表學校參加校際賽。 

4.   頒發最佳運動員獎學金予成績最優異的同學。 

5. 安排高年級同學協助低年級同學填寫體適能課紀錄。 

6. 推薦體育表現出色同學獲得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四. 計劃報告︰ 

4.1 各級上課情況： 

小一：學生上課投入，認真學習，完成課程。部分同學較多言 

小二：學生上課投入，認真學習，完成課程。部分同學較多言， 

小三：完成課程，但有一至兩名學生多言，上課守規合作 

小四：學生上課活躍，較喜歡籃球及乒乓球，上課守規合作 

小五：學生文靜，活動較少，上課守規合作 

小六：同學都喜歡上體育課，認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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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校內體育活動：  

策略/工作 時間表 評估結果 

  兩校親子競技遊戲日 26/11  出席率超過 50%，達至預期目標 

  田徑訓練 26/9 至 25/10  90%學生參加訓練，達至預定目標 

 

  運動日 11/3   90%學生參加比賽，達至預定目標 

 

  羽毛球訓練 逢星期二  出席率達 90%，達至預定目標 

  女子籃球訓練   逢星期三 

 

 出席率達 90%，達至預定目標 

  男子籃球訓練 逢星期三 

 

 出席率達 90%，達至預定目標 

 壁球訓練 逢星期一  出席率達 60%，達至預定目標 

 

 乒乓球組 

 

逢星期一、四  出席率達 90%，達至預定目標 

 足球組 逢星期五 

 

 出席率達 90%，達至預定目標 

 足球訓練 逢星期六 

 

 出席率達 75%，達至預定目標 

 體適能訓練 30/6  出席率達 80%，達至預定目標 

 花式跳繩 逢星期四  出席率達 90%，達至預定目標 

 體育室管理 全年  達標，不過部份負責同學忘記收拾，經提醒後已有改

善 

 

4.3  代表學校參加校際賽的同學： 

項目 成績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長洲區小學分會舉辦校際

籃球比賽 

男子組殿軍 

女子組季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長洲區小學分會舉辦校際

羽毛球比賽  

 

男子團體：季軍 

女子團體：冠軍 

女子單打：亞軍–李婉雯  殿軍-高昕悅 

男子優秀運動員：劉柏逸 

女子優秀運動員：李婉雯、高昕悅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長洲區小學分會舉辦校際

乒乓球比賽  

 

男子團體 榮獲 亞軍 

女子團體 榮獲 亞軍 

男子個人賽 P.5布浚延 季軍 

女子個人賽 P.6李婉雯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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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長洲區小學分會舉辦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丙組 季軍、 

女子乙組 冠軍、 

女子甲組 亞軍 

男子乙組  冠軍 

男子丙組 冠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長洲區小學分會舉辦校際足球比賽 男子組 殿軍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小學聯合陸運會 女子乙組團體獎 榮獲 殿軍 
 

P.4陳穎喬 榮獲  女丙 跳遠  亞軍 
 

P.5冼海琳 榮獲  女乙 擲木球 冠軍 
 

P.5吳渃渝 榮獲  女乙 跳高  殿軍 
 

P.6李婉雯 榮獲  女甲 跳遠  季軍 
 

P.6李煒玲 榮獲  女甲 跳高  殿軍 
 

2016 至 2017 年度新界地域小學各區分會全年總錦標 

(長洲區) 
男子組 總亞軍 

女子組 總亞軍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舉辦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2017 

班級 姓名 比賽項目 比賽成績 班級 姓名 比賽項目 比賽成績 

一年

級 
何海亮 側擺開跳（左右） 亞軍 

三年

級 
張梓樂 初級組三人大繩 季軍 

    側擺交叉跳（左右） 亞軍     
側擺交叉跳（左

右） 
冠軍 

一年

級 
李恩熙 後單車步 季軍     交叉開跳 冠軍 

一年

級 
李珮汶 側擺交叉跳（左右） 亞軍 

三年

級 
張斯杰 初級組三人大繩 季軍 

    後交叉開跳 亞軍     
側擺開跳（左

右） 
亞軍 

一年

級 
張綽珽 交叉開跳 冠軍     後交叉開跳 亞軍 

一年

級 
葉俊謙 後交叉開跳 亞軍 

三年

級 
陳子晴 初級組三人大繩 冠軍 

    單車步 冠軍     
側擺開跳（左

右） 
冠軍 

一年

級 
劉柏悦 交叉開跳 冠軍     交叉開跳 亞軍 

    單車步 冠軍 
三年

級 
黃晞媛 初級組三人大繩 冠軍 

一年

級 
劉珈悅 後側擺開跳（左右） 冠軍     跨下二式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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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側擺開跳（左右） 亞軍     單車步 冠軍 

二年

級 
甘焯瑩 側擺交叉跳（左右） 亞軍 

三年

級 
劉芷廷 

側擺交叉跳（左

右） 
冠軍 

    交叉開跳 亞軍     後單車步 亞軍 

三年

級 
杜焯翹 初級組三人大繩 冠軍 

三年

級 
蔡穎熙 高級組四人大繩 季軍 

    
後側擺交叉跳（左

右） 
冠軍     後交叉開跳 冠軍 

    二重跳 亞軍     交叉開跳 季軍 

三年

級 
林鎮桉 初級組三人大繩 季軍 

三年

級 
盧政男 初級組三人大繩 季軍 

    後單車步 冠軍     二重跳 冠軍 

        單車步 冠軍 

 

四年

級 
杜冬祈 高級組四人大繩 季軍 

四年

級 
楊諾婷 

後側擺開跳（左

右） 
冠軍 

    二重跳 季軍     
側擺開跳（左

右） 
季軍 

四年

級 
張宇翹 交叉開跳 冠軍 

四年

級 
譚凱瑩 高級組四人大繩 季軍 

    單車步 冠軍     後單車步 季軍 

四年

級 
陳卓楠 側擺開跳（左右） 冠軍     單車步 亞軍 

    側擺交叉跳（左右） 亞軍 
五年

級 
朱穎彤 

側擺交叉跳（左

右） 
季軍 

三年

級 
張梓樂 初級組三人大繩 季軍     交叉開跳 季軍 

    側擺交叉跳（左右） 冠軍 
五年

級 
吳渃渝 

後側擺開跳（左

右） 
亞軍 

    交叉開跳 冠軍     
側擺開跳（左

右） 
季軍 

三年

級 
張斯杰 初級組三人大繩 季軍 

五年

級 
冼海琳 單車步 季軍 

    側擺開跳（左右） 亞軍 
五年

級 
羅雅之 後交叉開跳 亞軍 

    後交叉開跳 亞軍     後單車步 亞軍 

三年

級 
陳子晴 初級組三人大繩 冠軍 

六年

級 
羅紫茵 

側擺交叉跳（左

右）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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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側擺開跳（左右） 冠軍     二重跳 季軍 

四年

級 
陳穎喬 高級組四人大繩 季軍 

    

    跨下二式 亞軍     

  側擺交叉跳（左右） 亞軍     

扶輪盃全港小學跳繩比賽 2017 - 香港及離島分區賽 

4 人單人繩接力賽 季軍 P.3張斯杰  盧政男  林鎮桉   P.4 陳卓楠 

3 人大繩速度賽 亞軍 P.3張斯杰  盧政男  林鎮桉 

橫排跳速度賽 季軍 P.3陳子晴  劉芷廷 

3 人大繩速度賽 季軍 P.3杜焯翹  樊嘉堯  黃晞媛 

男子乙姐全場總季軍   

女子乙姐全場總季軍   

 

4.4  小五 邱湋禧 及 小六 李婉雯同學，獲最佳運動員獎學金。 

     小六 李煒玲同學獲 2016-2017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4.5  小一至小四體適能測試活動於 30.6.2016進行，各同學表現良好，順利完成 

 

4.6 體育室管理員：設 4男 4女體育室管理員，約一星期收拾一次，但今年的負責同學

表現良好。 

 

4.7  建議來年添置跳高墊。 

 

五. 財攻預算︰ 

5.1     用具               1891元 

                     合計：1891元 

 

六.   小組成員︰ 

易建恩主任(小四、小五及小六)、鄭樂鈴老師(小一、小二及小三)、 

 
 

8. 宗教科 
【一】宗教教育科工作計劃施行概況： 

 
聖經課 

各級聖經部份的課程已告完成，唯獨四年級介紹宗教人物部份未及教授。 

 
作業 

作業與功課由教師自行決定，如工作紙、繪畫、剪貼、搜集、背誦經文等。 

 
評估方法 

設一學期一評估。評估以考試卷作紙筆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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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會 

本年度嘗試安排高年級學生擔任週會司琴，但因未有合適人選及難於尋獲琴譜，仍需以現存

音樂代替。   

 
學生團契 

由教會教牧人員、學校老師及建道神學院學生在本學年為一至二年級學生主持學生團契，本

年度有 18 位學生參加。 

教育主日 

十月十六日在教會正堂舉行教育主日崇拜聚會。由三年級 12 位學生獻唱《不得了》，並邀請

曹達偉老師負責讀經。 

 
聖誕節聯校慶祝會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二）在錦江小學舉行。有佈道時段、節目表演、攤位遊戲等，

由教會教牧人員及兩校師生負責。今年繼續邀得培英中學到場表演及負責攤位遊戲，聖誕氣

氛濃厚，學生表現投入，反應熱烈。 

 
小五福音營 

本年度有 22 位五年級同學參加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七至三月一日的福音營。由教會教牧人

員和學校老師負責，學生在營中的表現非常良好，氣氛亦良好。 

 
復活節慶祝會 

二零一七年四月七日（星期五）在教會舉行，分初小及高小兩場。由林啓文宣教師和建道神

學院學生主持。學生表現投入，反應熱烈，秩序良好。 

 
教會堂慶 

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一日(星期日)為教會 102 週年堂慶，邀請學校教職員參加。 

 
小四至小六教育營 

教育營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九至二十一日舉行。由教會教牧人員和學校社工負責為小六畢

業生安排了惜別環節。有學生分享感受。 

 
暑期聖經班 

由教會主辦，服務對象為幼稚園升 K2 至升小一學生及小一升小二學生。學校老師帶領 5 位學

生到場協助。舉行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 

 
推動校園宗教文化 

--宗教科壁報板(小禮堂) 

分「教會資訊」、「團契活動」及「每週金句」三欄，由教會派員負責更換壁報內容。建

議可動員校友幫忙設計及更新壁報。 

--課室壁報板 

由教會教牧人員提供資料，教學助理負責印製謝飯禱文及聖經金句海報，並張貼於一至

六年級課室內，今年原用去年金句。 

--校園金句 

由教會教牧人員提供資料，教學助理負責印製聖經金句並張貼於樓梯轉角之牆壁上，今

年原用去年金句。 

--祈禱小天使 

學生在聖經課結束時，由老師帶領下，學習如何為別人祈禱。 

--公開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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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一至三年級各有一位學生參加由漢語聖經協會舉辦的聖經朗誦比賽。而四至六年

級則各有一位學生參加同一舉辦單位的聖經獎勵計劃。 

--早會領禱 

本年度上學期由林啓文宣教師負責領禱，下學期由基督徒老師輪流負責，禱文內容主要

為國家、社會及學校事宜祈禱，下年繼續。 

--圖書館增設宗教書刊 

  圖書館已設置宗教書籍、歌曲光碟和動畫片，例如蒲公英等。 

--午間祈禱會 

逢星期五午膳小息時間進行，內容包括學生分享及祈禱，由林啓文宣教師負責。參加學

生以低年級學生為主，本年度約有 5 至 6 位學生參加。 

--校園電視台 

今年度已完成製作 2 個宗教節目，邀請參與聖經朗誦比賽的學生進行錄影及聖誕聯校慶

祝會花絮。 

 
 
【二】 財政報告： 

 
教材添置(CD 及詩集) $  108.00 

 合共 $  108.00 

 
 
【附註】教會資助項目：  

  聖經朗誦比賽 

      報名費                          $300.00  

      學生及家長交通津貼              $118.80 $ 0418.80 

 福音營津貼 $ 3000.00 

 聖誕節聯校慶祝會 $ 1500.00 

 復活節慶祝會 $  912.00 

 合共 $ 5830.80 

 
 
【三】工作計劃小組成員：林啓文宣教師   盧美玉主任   曹達偉老師 

                        黃思敏老師     張慧勤主任 
 

 

9. 資訊科技 
 

(一) 目標 

 

1. 透過推行電腦科，使學生達到課程的要求； 

2. 利用學校內聯網及互聯網，以達到互通資訊之目的； 

3. 學生能透過資訊科技而達到終身學習的目的； 

4. 鼓勵學生參與資訊科技課外活動，從而加深對資訊科技之認識及應用； 

5. 利用資訊科技以擴濶視野及知識領域； 

6. 使學生尊重知識產權，並加強自律之訓練。 

 

(二) 推行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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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園電視台工程已完成，正式於 23/6 啟播， 已製作的節目有 19 個，包括中文科 2

個、英文科 2 個、常識科 1 個、宗教科 3 個、音樂科 3 個、圖書科 2 個、校園資訊

5 個及特備節目 1 個。 

 

2) 校園小記者，共有 9 名學生參加，經一年時間訓練，參予過不同節目製作，已提升

同學拍攝採訪和主播的能力，下年度可繼續培訓各方面人才。 

 

3) 各級學習情況，因今年電腦室有裝修工程，故電腦科課程於下學期才開始教授，經

老師剪裁課程，各級大致能完成課程。 

 

4) 英數常三科本年度推行平板電腦進行電子課堂互動學習計劃;英文科發展 iPad-based 

Reading Program 並完成計劃;數學科參與電子教學計劃，因技術問題，未完成解難

計劃部份，下學年繼續;常識科亦有運用平板電腦進行電子課堂學習計劃。 

 

5) 各級老師表示 Wifi 900 配合平板腦上網情況大致暢迅，若有問題，請各老師報告

情況。 

 

6) 學生智能卡服務，拍卡點名系統仍有問題，各級班長仍要第一堂到校務處報告學生

在席人數。 

 

7) 電腦室開放:提供學生正確使用電腦室設備，開放時間如下： 

a.  平日放學後 15:30 至 16:30 

b. 星期六上午 9:00-12:00，下午 14:00 至 17:00 

c. 學校假期 上午 9:00-12:00 

電腦室開放能增加同學使用電腦上網學習的機會，下年繼續推行。 

 

8) 充分利用內聯網網上的功能，與學校網頁相互配合，加強管理內聯網上的資訊發放，

如學校通告、學校活動、日常功課及有關通告等，以營造出 IT 校園的氣氛。 

 

(三) 檢討 

        

1. 老師剪裁任教班級電腦課程，並告知 TSS 該級將會使用之軟件，預先安裝在老師

及學生電腦內. 

 

2. 因校園電視台工程，全年電腦課延至下學期才開始.有老師提出集中一學期教授電腦

課，學生不易忘記所學內容;但亦有老師指出下學期活動太多，令致課堂進度受阻，

故下學年維持隔週上電腦課. 

 

3. 校園電視台工程已完成，已定時上載各科節目，來年需和各科商討製作節目內容及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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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電腦定期更新:經討論後，老師及學生電腦均需定期更新，由 TSS 負責一年三次更新

軟件，令電腦運作暢順。 

 

5. 鼓勵學生以 Powerpoint 報告專題研習成果。日常各科功課及習作亦可以電子文件方

式呈交。現在除了 IT 功課及專題研習方面外，其餘習作及功課等甚少利用電子文件

方式呈交。 

6. 來年鼓勵各科試行用平板進行電子課本及互動學習。 

 

7. 電腦科與 STEM 配合:高年級課程有電腦程式語言學習(Scratch)，可配合 STEM 機械

人程式設計，令同學更易掌握及運用電腦程式語言. 

 

 (五)16-17 財政報告 

 
   

 項目   合計 
 1.技術支援人員薪金   149,340.00  
 2.技術支援人員強積金     15,720.00  
 3.影印費用   8,676.10  
 4.上網寬頻租機   35,760.00  
 5.延長電腦室開放時間津貼   11,200.00 
 6.影印機租機   7,985.00  
 7.Students' Licence Storage & System    7,000.00  
 8.電腦軟件   7,059.00  
 9.購置 Note Book 5 部   11,500.00  
 10.Dalite Versatol VID 100" (4:3) Projector 1 unit    2,550.00  

 

11.消秏品 

12. Maintenance 

13. Hard Disk 1 unit 

14.Hard Disk 1 unit 

 

 7,620.60 

33,680.00 

1,520.00 

1,520.00 

                    301,130.70 

 

(五) 小組成員 

     吳孖洲(校長)、盧美玉主任、曹達偉老師、李秋梅老師、鄭樂鈴老師 

梁詩龍 (資訊科技員) 

 

10. 圖書 
 

1.  目標： 

1.1. 鼓勵學生善用圖書館的多元化媒體設施及資訊科技進行學習。 

1.2. 培養學生從小養成閱讀習慣，從而培養兒童的思考、理解及聯想能力，養成自學的

習慣。 

1.3. 透過與各科老師的合作，以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 

1.4. 組織各項閱讀活動，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及習慣，學會從「閱讀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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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報告事項： 

   

2.1 「貓頭鷹閱讀獎勵計劃」 

 1. 實施日期： 9 月至 6 月。 

 2. 初級組： 九位同學獲貓頭鷹學士証書;九位同學獲貓頭鷹碩士証書; 七位

同學獲貓頭鷹博士証書。 

 

  高級組： 十四位同學獲貓頭鷹學士証書;五位同學獲貓頭鷹碩士証書; (得

獎名單見附頁) 

 

 3. 評    估： 今年獲獎同學共有四十四位，獲獎人數較去年少，同學主要在

早讀課中紀錄所讀書籍。 

 4. 建    議： 請負責老師每星期檢查同學的閱讀紀錄冊，確保同學每星期均

有紀錄曾閱讀的中英文書籍，因部份同學雖有閱讀書籍，但並

沒有寫下紀錄冊內，故未能獲獎。  

2.2 舉辦書展 

 1. 實施日期： 1 月及 6 月。 

 2. 報    告： 今學年共舉行兩次書展，地點設於小禮堂，學生和家長反應理

想；買書及看書的同學反應熱烈。 

 

 3. 評    估： 今年聯絡新書商到校舉行書展，反應理想，參與率約 87%。但下

學期展覽圖書數量不多，書商稱因七月書展臨近。 

 4. 建    議： 提議書商增加展覽圖書數量。 

    

2.3 用圖書壁報板推介好書和新書 

 1. 實施日期： 9 月至 6 月。 

 2. 報    告： 把新書封面影印並貼於圖書壁報板，使同學知道圖書館有哪些

新書推介，並把所介紹的圖書放在圖書館的雜誌架上，學生經

過介紹後會借閱該類書籍。 

 3. 評    估： 參與率 90%。 

 4. 建    議： 下年度可以繼續進行，讓同學定期多看些新書。 

    

2.4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1. 實施日期： 9 月至 6 月。 

 2. 報    告： 一到六年級均能完成四本中文圖書和工作紙。 

 3. 評    估： 參與率 90%。 

 4. 建    議： 下年度可以繼續進行，讓同學閱讀不同種類的中文圖書。 

    

2.5 英文廣泛閱讀計劃 

 1. 實施日期： 9 月至 6 月。 

 2. 報    告： 一到六年級均能完成四本英文圖書和工作紙。 

 3. 評    估： 參與率 90%。但個別同學稱書本程度太淺，找不到適合生字完成

工作紙. 

 4. 建    議： 下年度可以繼續進行，但請老師重新評估所有同學閱讀程度,配

合適當的英語圖書給學生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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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故事分享活動 

 1. 實施日期： 6 月。 

 2. 報    告： 試後已於一、二年級時向全班同學進行故事分享活動。 

 3. 評    估： 參與率 100%。 

 4. 建    議： 由於學生對故事分享反應熱烈，又能提高學生的閱讀興趣，建議

下年度繼續。 

    

2.7 一年級參觀長洲公共圖書館 

 1. 實施日期： 10 月 18 日。 

 2. 報    告： 因當天天氣不佳,，故取消當日參觀。 

 3. 評    估： 下學期有嘗試再約時間參觀，但未能成功申請. 

 4. 建    議： 下學年再約時間參觀圖書館 

    

2.8 參觀中央圖書館 

 1. 實施日期： 3 月 9 日。 

 2. 報    告： 由蔡老師及曹老師帶領四年級學生去參觀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3. 評    估： 參與率 100%。 

 4. 建    議： 可給予學生較多時間逗留圖書館進行閱讀及借閱圖書。 

    

2.9 閱讀分享 

 1. 實施日期： 全年。 

 2. 報    告： 於堂上鼓勵同學分享有關閱讀書籍心得。 

 3. 評    估： 參與率 90%。 

 4. 建    議： 可找多些同學分享圖書或推介，鼓勵同學閱讀圖書。 

    

2.10 學生閱讀獎勵計劃 

  

 (甲) 班際借閱量最高獎 

 1. 實施日期： 全年。 

 2. 報    告： 上學期 初級組冠軍：一年級  

高級組冠軍：四年級  

   下學期 初級組冠軍：一年級  

高級組冠軍：四年級  

 3. 評    估： 參與率 100%。 

 4. 建    議： 學生反應良好，下年度繼續進行，藉以提高同學閱讀興趣。 

    

 (乙) 個人借閱量最高獎 

 1. 實施日期：  

 2. 報    告： 全年   1.杜冬祈   2.楊諾婷   3.李長江 

    

 (丙)最高榮譽馬拉松獎 

 2. 報    告： 全年   1.江夏陽   2.李長江   3.梁子平 

    

 3. 評    估： 參與率 100%。 

 4. 建    議： 學生反應良好，下年度繼續進行，藉以提高同學閱讀興趣。 

    

2.11 我最喜愛的書籍 



63 

 1. 實施日期： 6 月。 

 2. 報    告： 已在圖書課進行，一至六年級同學選取一本自己最喜愛的圖書，

寫出該書的基本資料、喜愛原因及感想。(得獎名單見附頁) 

 3. 評    估： 參與率 90%。 

 4. 建    議： 學生反應良好，可繼續進行。 

    

 

2.12 

 

好書分享 

 1. 實施日期： 9 月至 6 月 

 2. 報    告： 學生在圖書課裏分享最喜愛的圖書。 

 3. 評    估： 參與率 90%。 

 4. 建    議： 鼓勵學生在課堂上和早讀裏分享閱讀心得，引起學生的閱讀興

趣。 

    

2.13 利用英文廣泛閱讀撥款購買英文圖書 

 1. 實施日期： 全年。 

 2. 報    告： 因今年政府停發廣泛閱讀撥款，故今年沒有購買圖書。 

 3. 建    議： 下學期因有學校籌款活動，故下學期可購買英泛圖書。 

    

2.14 宗教科與圖書科活動 

 1. 實施日期： 全年。 

 2. 報    告： 圖書館為宗教科展覽蒲公英期刊，並於聖誕節和復活節展示相

關主題圖書供學生借閱。 

 3. 評    估： 參與率 80%。 

 4. 建    議： 圖書館可協助購買更多有關宗教科的影片及圖書。 

    

2.15 增購多元化讀物，配合學生「自主學習」及和推廣閱讀的需要 

 1. 實施日期： 全年。 

 2. 報    告： 已購買本年度多元化讀物，並已推介新書給學生借閱。 

 3. 評    估： 參與率 90%。 

 4. 建    議： 圖書館可協助購買更多有關宗教科的影片及圖書。 

    

2.16 協助學生利用多元化的媒體及資訊科技進行專題研習 

 1. 實施日期： 一月。 

 2. 報    告： 展示所需圖書、協助搜尋所需的網址、增加個人借書額至兩本

書。 

 3. 評    估： 參與率 90%。 

 4. 建    議： 繼續展示所需圖書及有關網上資源。 

    

2.17 書伴我行兒童啟蒙老師工作坊 

 1. 實施日期： 12 月 10 日。 

 2. 報    告： 為推動親子共讀，讓家長明白親子共讀的好處，提升孩子對閱讀

的興趣，促進親子關係。本校參與書伴我行(香港)基金會舉辦「兒

童啟蒙老師訓練計劃」，共計九位家長完成工作坊，可以獲贈圖

書乙部及小禮物乙份。 

 3. 評    估： 較去年八位家長參加上述活動，今次參予人數有所上升。 

 4. 建    議： 下年繼續推廣，因需達致書伴我行家長參加工作坊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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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運用平板電腦進行電子教學 

 1. 實施日期： 下學期。 

 2. 報    告： 運用平板電腦進行電子閱讀，學生作出即時回饋，並顯示不同

學生回饋於平板電腦上。 

 3. 評    估： 參與率約 90%。 

 4. 建    議： 可繼續向其他級進行平板電腦教學。 

    

3. 財務報告 

   1.禮物                $500 

   總支出               $500.  

4.  建議  

每星期檢查同學閱讀紀錄冊，提醒同學每星期均寫下曾閱讀的中英文書籍。 

 

                                           
 

附錄：圖書各項活動得獎名單 

 

2016-2017 貓頭鷹獎勵計劃 

初級組貓頭鷹學士 初級組貓頭鷹碩士 

一年級 李恩熙 

二年級 陸浩霖 蔡泳桐 陳樂致 甘焯塋  

馮詠琳 郭琤鳴 

三年級 羅逸然  樊嘉堯 

二年級 

楊家穎 梁依琳  陳以呈 楊昊鑫 

三年級 

劉芷廷 蔡穎熙 張梓樂  許鎧螢 郭熙雯 

 

初級組貓頭鷹博士 高級組貓頭鷹學士 

三年級 

莊澄 黃珈蕎 陳子晴 黃晞媛 何語喬  

葉靖嵐 林鎮桉 

四年級 

陳熲喬 何海晴 鄧匡晸 陳柏新 楊諾婷  

李柏翹 蔡曦亮 劉柏逸 曾芳婷  郭寶善 張

宇翹  

陳卓楠 杜冬祈 

六年級  李卓軒 

 

高級組貓頭鷹碩士  

五年級 

羅雅之  郭詠修  吳渃渝  布浚延   

六年級  梁晶晶 

 

 

2016-2017 我最喜愛的書籍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1. 孫葆懿 

2. 張焯珽 

3. 陳曉言 

1. 陳以呈 

2. 蔡浚智 

3. 蔡泳桐 

1. 黃咖蕎 

2. 郭熙雯 

3. 杜焯翹 

1. 鄧芷晴 

2. 楊諾婷 

3. 高昕悅 

1. 吳渃渝 

2. 黎曉露 

3. 邱湋僖 

1. 陳在雯 

2. 盧善雯 

3. 李煒鈴 

 
最高榮譽馬拉松 

 
(1)江夏陽    (2)李長江   (3) 梁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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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馬拉松 

 
(1)杜冬祈   (2)楊諾婷    (3)李長江 

 
 

 

 

11. 課程發展 
 

(一)  本年度目標： 

甲、 協調推廣各項閱讀相關工作。 

乙、 於主科落實推行「自主學習」，包括於教學上滲入自主學習的元素、教授 

    學生自主學習的技巧及培養相關的能力等。 

丙、 以「關愛國家及地球」為題，於各科設計及實行相應的學習活動。 

丁、 針對學生學習需要，發展主科的校本課程，並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效。 

戊、 引進教學新趨勢，籌劃教師培訓工作，提升學與教效能。 
 

(二)  施行計劃： 

方案一  ： 親子閱讀獎勵計劃 ─ 親子閱讀樂繽“FUN” 

方案二  ： 早讀課 

方案三  ： 專題研習 

方案四  ： 校本支援服務 

方案五  ： 中文分層支援教學模式 

方案六  ： 校內觀課計劃 

方案七  ： 組織全港系統性評估準備工作 

方案八 ： 校本課程發展 

方案九 ： 學校發展計劃 ─ 自主學習  

方案十 ： 國情教育 

方案十一 ： 聯校發展計劃 

方案十二 ： STEM 教育計劃 

方案十三 ： 校園電視台 

 

(三) 計劃報告： 

方案一：親子閱讀獎勵計劃 ─ 親子閱讀樂繽“FUN” 

1. 實施日期：聖誕節假期(英文科)及農曆年假期(中文科) 

2. 概況： 

科任老師會於假期前派發閱讀記錄紙、報告紙及文件夾予學生，學生需於

指定期限內，把所閱讀圖書的記錄及報告紙放入文件夾內，一併交回。老

師會根據學生閱書數量，給予小禮物以作鼓勵。同時老師亦會選出中、英

文科，每級各五位優異學生，給予書券及獎狀，加以表揚。學生優異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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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會於校內及校網內展示。此計劃佔英文科下學期中期評估之 5 分；佔中

文科下學期中期評估閱讀卷之 10 分。 

3. 報告： 

a. 通告已派發予家長詳述此計劃的細則及評分準則。 

b. 中、英文親子閱讀獎勵計劃已按時完成。學生平均參與率達 90%以上，

已達標準。參與情況與往年一樣熱烈，亦有不少家長們作出回應及鼓

勵子女閱讀。 

c. 推行模式大致與上學年相同。學生因家庭問題無法提供支援，因此假

期後無法依時完成報告的情況仍然存在，需要繼續由科任老師跟進。 

d. 書券及獎狀已頒贈予得獎之學生，其優秀作品已按期張貼於展示板上

及放置於學校網頁內，供大眾欣賞。 

4. 評估：各科參與學生人數已達預期之目標。 

5. 建議：下學年繼續推行。 

 

方案二：早讀課 

1. 實施日期：全年度 

2. 概況：  

一至六年級於早讀課時段推行。逢雙週閱讀中文，單週閱讀英文。除會發

通告通知家長提醒學生按指示自備讀物，於早讀課時段進行閱讀外，還會

把相關訊息印在學生行事曆上。如學生出現 2 次欠帶早讀讀物，便會把提

醒便條貼在學生的手冊內，通知家長留意。第 3 次犯者，學生需於小息時

間閱讀指定圖書及可能需要完成一份閱讀報告。每月並無欠帶圖書紀錄者

可獲好學生獎勵印乙個。同時，在高、低年級各設最佳閱讀氣氛獎一個，

二至三個月結算一次，最少學生人次欠帶圖書的班級可獲禮物乙份，以作

鼓勵。 

學生個人早讀獎將由每級早讀課負責老師，在每月最後一堂早讀課獎予整

月沒有欠帶讀物的學生。級制獎則由課程統籌主任，待比賽活動完結後，

頒發給該月得獎班級。 

3. 報告： 

a. 九月份為適應月，不計算任何個人及班別之獎項。 

b. 全年共舉行了 4 次班際比賽。 

c. 全年不超過 30%學生有連續 3 次欠帶書籍紀錄。班級的整體閱讀氣氛大

致良好。唯三年級欠帶情況仍有待改善。 

d. 在學生行事曆上印上提示有助改善學生在長假期後帶錯書籍的情況。 

e. 個別老師曾邀請學生在班上作故事分享，使閱讀氣氛更潻濃厚。 

4. 評估： 

平均全年有不多於 30%學生有連續 3 次欠帶讀物紀錄，因此已達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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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議：計劃繼續推行。 

 

方案三： 專題研習 

1. 實施日期：16-19/1/2017(小一至小四)；16-24/1/2017(小五及小六) 

          16/2/2017(五、六年級專題匯報) 

2. 概況：一至四年級會以固定主題，集中訓練不同的研習能力，如搜集資料、    

編寫主題網、篩選合適資料、撰寫報告內容等。而五至六年級則會按每年

定立不同的主題，以小組形式，按照以往所學之研習步驟，實踐整個研習

過程。本年度主題為「科技與生活」。 

部份五至六年級學生需向高年級全體同學進行匯報，匯報活動於校內進行。

優秀作品將會保留作日後展出之用。 

3. 報告： 

a. 各級已順利完成，但四年級因跟隨五、六年級學生一同參觀香港科學園，

所以需額外安排多半日時間繼續進行專題研習。 

b. 四至六年級獲安排於 19/1/2017 參觀香港科學園。過程順利，學生秩序

良好，並懂得於參觀場地搜集資料以完成報告。 

c. 高年級匯報於 16/2/2017 完成。累積過往經驗，學生大致上已能把握匯報

技巧。 

4. 評估：參與學生人數已達預期之目標。 

5. 建議：計劃繼續推行。 

 

方案四： 校本支援服務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支援服務(常識科) 

1. 實施日期：全年度 

2. 概況：由 9 月起，教育局安排課程發展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隔週到校一次與

本校老師進行共同備課、設計教學活動及工作紙、觀課等研課活動。

學年終結時會安排參與計劃的老師向全校老師作出匯報及分享心

得。 

3. 報告： 

甲、 參與計劃老師都同意此計劃能加強課堂學習氣氛，促進教學成效。 

乙、  由於高年級課程本已緊迫，計劃中又需要更多時間處理課題內容，

因此課程進度更為緊迫。 

4. 評估：贊同此計劃能有助提升專業之參與老師人數已達標準。          

5. 建議：下年度可繼續申請發展常識科，但以二至四年級為發展目標。 

 

方案五： 中文分層支援教學模式 

1. 實施日期：全年度 

2. 概況：學校安排四年級中文科老師與教育局的支援人員定期進行備課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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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檢討會議，亦參加相關的工作坊。 

學校會採用參與計劃之學校以共同備課研製的教材進行教學，教材

分為閱讀及寫作兩單元。 

 

3. 報告： 

a. 四年級中文科老師已在指定日期前往教育局參與聯校共備會，亦曾到

訪其他參與計劃的學校進行觀課及交流，集思廣益。 

b. 7 位學生參加中文加油站，以小組方式進行支援教學。 

c. 大部份學生能從中認識不同的學習策略，提升學習效能，可惜仍有小部

份學生沒有進步。 

d. 計劃已告結束，不再繼續。 

4. 評估：完成四年級全班優化教學及加強支援教學，計劃達標。  

 

方案六： 校內觀課計劃 

1. 實施日期：上、下學期共兩次 

2. 概況：全校共 12 位教員參加，每次由兩位同工一起觀課，並作課後交流。

上學期安排由科主任及一位老師共同觀課，下學期則由校長及一位老

師一同觀課。觀課科目為中、英、數及常識四科。 

3. 報告： 

a. 九成老師已於學年完結前完成最少 2 次的校內觀課。 

b. 當中大部份老師都能邀請同事在現場觀課。 

c. 全體老師都認同每學年兩次觀課及所設定的觀課科目已經足夠。 

d. 九成老師都同意觀課的回饋能幫助老師提升教學質素。而且觀課所帶

來的壓力都可接受。 

e. 老師發現觀課可讓他們審視教學情況，同時讓同事間有機會交流教學

心得，並協助改善教學及提升教學質素和技巧。 

f. 老師表示觀課遇到最大問題是安排同儕觀課會因同時有課堂而須調動

課堂才能完成現場觀課，否則只能運用錄影方法解決。  

4. 評估： 超過 80%教師完成全年 2 次觀課活動。完成人數已達標準。 

5. 建議： 下學年其中一次由校長觀課，一次由科主任觀課。 

 

方案七： 組織小六全港系統性評估及小三基本能力評估研究計劃準備工作 

1. 實施日期：下學期 

2.  概況： a) 負責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聯繫，處理相關文件及安排一切評核

事宜，包括人事任命、評估場地、評估時間等。 

b) 為學生訂購相關評估練習，並在課堂內教授應試技巧。 

c) 校內評估卷編寫形式近似於系統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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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為學生提供說話訓練。 

3. 報告：學生透過評估練習已熟悉評估程序，並基本能掌握應試技巧。 

4. 評估： 能完成評估練習的學生人數已達標準。 

 

方案八：發展及推行校本課程 

1. 實施日期：全年度 

2. 概況：中文科參與教育局中文分層支援教學模式，推行至今第四年 

英文科發展 iPad-based Reading Program 

數學科參與電子教學計劃 

常識科參與教育局校本支援服務 

3. 報告： 

中文科已完成中文分層支援教學模式(小一至小四第一層全班優化 

教學及小四第二層提供加強支援教學計劃)。 

英文科已完成 iPad-based Reading Program 

數學科因技術問題，未完成小四電子教學計劃(解難計劃)，下學年 

繼續。 

常識科已完成小四至小六科學範圍的發展 

4. 評估：除數學科外，其他科已完成所訂年級的課程。 

 

方案九：自主學習 

1. 實施日期：全年度 

2. 概況：以三年學校發展週期為限，為學生建立自主學習能力。計劃實施第

三年，主科在教學上實施「自主學習」的方案，並對各項策略作出

檢視及修訂。透過適切的課堂教學設計及學習活動，培養學生自主

學習的精神及態度。同時教授學生自主學習的技能，以加強學生自

主學習的能力。於學年終結時，檢討各主科在「自主學習」策略上

的施行情況及作出修訂。 

3. 報告： 

a. 中、英、數、常各科已根據所訂計劃實施自主學習的教學策略，如教

導學生進行課前預習及搜尋資料的方法、書寫筆記及整理資料的技巧、

運用電子學習方法等。老師觀察所得，發現在此策略培訓下，學生能

有效提升學習的積極性及自信心，因此建議教學上可常規化應用。 

b. 因受學生自身的資訊科技能力、家庭背景及練習本身設計的原素影響，

學生對於網上學習平台反應都較為冷淡，阻礙學生以此等形式進行自

主學習。 

c. 專題研習課程提供研習技巧訓練，按部就班地進行專題研習，而且技

巧亦日漸成熟，有助學生進行自主學習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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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評估：四科主科在教學上已實施「自主學習」的方案。目標已達 

5. 建議： 三年學校發展計劃完結，「自主學習」教學策略將會常規化進行。

下學年會擬定新的三年計劃。 

 

 

方案十：國情教育、德育及公民教育 

1. 實施日期：全年度 

2. 概況： 與訓輔組合作，舉辦與國民教育有關的活動，如參觀升旗禮、舉辦

內地考察團等。 

3. 報告： 

a. 每月首星期一的上學日舉行每月升旗禮，由學校童軍升旗隊負責升國

旗儀式，其他學生齊集於操場上觀禮。下學期安排幾位高年級學生領

唱國歌。 

b. 於國慶當日帶領學生參觀長洲區升旗禮。 

c.  在國慶前後，於校內安排展板介紹國旗、國歌等基本知識，並由常識科

老師於常識課內帶同學生參觀展板內容及作出介紹。同時亦設有高、

低年級問答遊戲工作紙，讓學生參加。本學年與訓輔組合作，在上學

期第 5、6 週於集隊時設有關國慶小知識的問答環節及在三天的午飯

小息時段設相關攤位遊戲，供學生參與。 

d.  安排學生往內地參觀交流，以了解國家發展。 

4. 評估：參與以上項目活動之學生人數已達標準。 

5. 建議：下年繼續。 

 

方案十一：聯校發展計劃 ─ Buddy Reading 

1. 實施日期：全年度 

2. 概況：部份小二學生分成小組，由島上中學學生到校為小學學生進

行伴讀。 

3. 報告： 

a. 本年共推行 7 次活動，共有 9 位小二學生參加。 

b. 合作學校學生預備不足，學生顯得不感興趣，所以反應一般。 

4. 評估：活動數目未能達標。 

5. 建議：多與合作學校加強溝通，下年繼續。 

 

方案十二：STEM 教育計劃 

1. 實施日期：全年度 

2. 概況：透過 STEM 教育計劃的撥款，學校已購置教具、消耗品及教學資源，

以改善學校現有的資源，協助推行校本的 STEM 活動。同時亦舉辦了與



71 

STEM 相關的活動/比賽，如小小科學家及電腦編程機械人班等，以培養學

生創新思維、提升創意和解難能力及他們學習科學與科技的興趣。同時亦

支持學生參與各項與 STEM 教育相關的本地、國家或國際比賽/展覽/活動。 

 

3. 報告： 

a. 小小科學家共有 42 人次參加，全年共進行了 40 次活動。 

b. 電腦編程機械人班有 20 人次參加，全年共進行了 20 次活動，並曾參

加 2017 RoboSTEAM 香港區公開賽。學生對於能把學科知識應用於日

常生活中甚是喜歡，因此表現雀躍。 

c.   於教育巡禮當日聘請 WINSTAR 公司到場設立 6 個科學實驗攤位。部

份攤位內容過於復雜，完成需時，但普遍受到場人士歡迎。 

d.   安排四至六年級學生於 19/1/2017 參觀香港科學園，了解更多關於日

常生活中的科學及科學的發展情況。 

e.   於四至六年級常識科課堂內，透過不同的探究學習活動，培養學生的

創新思維及 STEM 素養，使學生能融合科學、數學和其他知識，並把

所學應用到生活當中。 

f.   安排全校科技探究日，以科學實驗為主導，提升學生對學習科學的興

趣，及培養學生的探究精神。 

4. 評估：學生參與人數已達標準，但沒有作品展覽。 

5. 建議：如有經費，建議下年繼續。 

 

方案十三：校園電視台 

1. 實施日期：全年度 

2. 概況：學校增設「校園電視台」，改建部份電腦室為錄影室，並增添錄影設

備，為學生提供基本影視製作訓練，為學生塑造一個全方位媒體教育的學

習經歷，並透過此平台發展校本影像教材。 

3. 報告： 

a. 校園電視台於 23/6/2017 正式啟播。 

b. 已製作的節目有 19 個，包括中文科 2 個、英文科 2 個、常識科 1 個、

宗教科 3 個、音樂科 3 個、圖書科 2 個、校園資訊 5 個及特備節目 1

個。 

c.   成立校園小記者活動組別，共有 9 名學生參加，教授拍攝、製作及傳

播技巧。 

4. 評估：由於計劃年度未完，因此學生問卷將會在計劃終結時進行。 

5. 建議：下年繼續。 

 

(四) 補充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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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語文童樂 

1. 概況：第一期於 5/11/2016-14/1/2017 期間舉行，全期共有 8 堂，專為幼稚園

K3 學生而設，報名人數有 20 人。第二期於 25/3/2017-3/6/2017 期間

舉行，全期共有 8 堂，專為幼稚園 K2 學生而設，報名人數有 43 人。

此課程專為本區幼稚園學生提供。教材內容以主題形式編寫。以英

文及普通話為中心，教授學生認讀簡單的英文及普通話單詞，再配

合相應的學習遊戲活動，讓學生在歡樂的氣氛中學習。 

2. 報告： 

i. 學生上課投入，能完成此班之學生都表示非常高興。 

ii. 小學學生義工表現出色，有責任感，值得表揚。 

3. 建議：下年繼續 

 

二) 小一體驗課程 

1. 概況：於 17-21/7/2017 及 24-28/7/2016 暑假期間為本區幼稚園升高班

學生提供的學習班，為期 10 天。自編教材內容包含中、英、數及常

識的基本知識、電子教學及 STEM 教育。同時亦加插相關的學習遊

戲及參觀活動，讓學生能從多元化活動中學習。 

2. 報告：報名人數有 24 人。學習活動包括工作紙、手工勞作、集體遊

戲、電子學習、科學實驗及校外參觀等，學生表現愉快。 

 

(五) 財政報告： 

 

親子閱讀獎勵計劃書券 $  1,200.00 

合計： $  1,200.00 
 

(六) 小組成員： 

組長：張慧勤主任 

組員：吳孖洲校長、盧美玉主任、蔡丹郁老師、蕭敏明主任、 

彭佩茵主任、黃思敏老師、曹達偉老師 
 

12. 訓育輔導 
 

一.執行計劃 

 1.1 訓導工作 

1. 學生服飾: 

 訓輔組在開學初期的周會及集隊時講解學校對學生服飾的要求，尤注意校

服、髮型、指甲、髮飾及首飾的配戴。家長經提醒後，學生髮型不再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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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案或文字。 

整體表現理想，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下學期，大部份同學能跟從學校指示，周一穿整齊校服，周二至周五穿運

動制服。全校只有數位同學有時未能遵從。 

校服安排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換季後，有部份同學因蚊患問題，而下身冬季，上身夏季。情況可以接

受。 

 除了整齊校服(啡色)必須束衣外，體育服則可以讓家長根據情況自行判斷

束衣與否，但若初小衣服過大，建議體育服也應束好。 

執行情況良好，建議來年繼續。 

 收拾書包情況：(班主任於每月至少抽樣檢查學生收拾書包情況) 

小一：2 人情況有待改善 

小二：1 人情況有待改善 

小三：2 人情況有待改善 

小四：2 人情況有待改善 

小五：所有同學達標 

小六：所有同學達標 

對學生有幫助，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班主任於每月至少抽樣檢查學生校服及儀容整齊與否 

小六：定期抽查，能改正學生頭髮過眉而修剪及指甲過長等問題。 

小五：部份同學指甲過長，且啡色校服未有束衣，經提醒後有所改善 

小四：2 位男同學一套體育服穿多於一天，且指甲過長，建議多跟相 

      關家長聯絡 

小三：無問題 

小二：指甲較長，經提醒後有所改善 

小一：1 位男同學未有束好啡色校服及穿皮帶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班主任每天班主任課應檢查學生手冊。 

 

2.課室表現、常規及行為表現，各班同學下學期之表現： 

 小一: 同學能於 3秒內安靜，1位男同學常離位 

 小二:小息時較喜歡玩動手遊戲；部份同學遲到情況較嚴重 

 小三: 3 個男同學態度惡劣，小部份女同學間關係較差 

 小四: 1 位男同學社交能力較弱；部份同學對 1位女同學不滿，成立 

      聯盟，建立秘密基地；1位男同學較粗魯 

 小五: 3 位男同學多口；1位男同學脾氣差；1位男同學在家偷錢、威 

     脅媽媽、撒謊 

 小六:課室表現──同學表現大致理想；；2人較常欠交功課，其餘同 

 學偶爾欠交。不過 1-2個男同學於校外表現較差，會說粗俗說 

 話，表現無禮。1位男同學因平日欠缺家長看管，曾因好奇接觸  

 香菸 1次及色情影片數次，但與家長聯絡及提供輔導後，已沒 

 有再接觸了；1位男同學脾氣差 

 課堂抽離安排，即堂老師應先嘗試各種方法，處理學生問題，若仍然無效，

則可將不受控制之學生抽離。但抽離後應即日處理該生問題，並應盡快重

建雙方關係，並於課後替該生補課 

小一一男同學曾被抽離，經恰當指導後，效果理想，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風紀於老師未進入課室前，維持課室秩序。如有需要，可記下違規同學姓

名，交隨堂老師或班主任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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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課程緊迫，故有時隨堂老師未能即時處理，建議隨堂老師應多加注

意，盡快處理 

 學生進出辦事處/教員室，已能在門口紅色地氈等候，再經風紀或書記通知

老師才進入。並於擬題期間，辦事處門外已張貼告示，提醒學生不可擅自

進出辦事處/教員室，效果理想。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統一秩序口號及手號：零聲量／起立及舉拳（數數三或五，超過則承擔責

任），能有效管理學生。 

效果理想，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起立應站在座位前及鞠躬需一致(  時需鞠躬) 

英：GoodMorning, Miss X 

中：X老師，早晨 

表現較佳，來年繼續執行 

 建立錦小五級聲量表： 
0級為無聲； 

1級的聲音只有鄰座同學能聽見； 

2級的聲音只有同組同學能聽見； 

3級的聲音需要全班能聽見； 

4級的聲音代表聲浪過大，同學須承擔後果。 

後果：即堂罰企、取消小息、留堂 

老師可多使用此聲量表，以助學生認知不同時候所使用的聲量。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學生放學留校安排，如學生需放學留校，老師應通知家長，及妥善安排學

生留校之位置(建議：應在老師視線範圍內)；如若有其他職務而未能安排

學生在身邊時，也應經常檢視學生是否跟從老師指示去完成老師安排之任

務。老師應確保下班前已讓所有被罰留校之學生離校。 

建議：應在老師視線範圍內，並經常檢視學生表現，糾正其錯誤 

 視藝老師應注意下課時間，盡早提醒學生收拾及清潔，以免影響下節課堂

之學習或以致學生於小息時獨留課室 

建議： 

 行為進步獎：每兩月一次，由老師觀察後推薦學業或行為進步之同學獲獎 

小一 4位；小二 4位；小三 4位；小四:5位；小五：8位； 

小六：3 位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3. 學生午膳安排 

1. 回家午膳的安排順暢。而臨時回家午膳的安排已杜絕了學生濫用的情

況，下學年可繼續執行。 

2. 部份老師運用午膳空餘時間懲罰學生，今年老師已安排那些學生留在

課室完成任務，只有少部分同學仍留在勤學廊 

情況已有改善，建議來年繼續執行，而留學生於勤學廊的老師也應多

加注意。 

3. 午膳小息安排:除非同學需要當值，否則所有學生要在 1時 10分打鐘

才可離開課室;回家午膳的同學在 1時 10分打鐘後才可入學校操場及

小禮堂，不可進入課室。早回校之學生可在明叔集合區集合，待至

1:10 分才進入小禮堂。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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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生小息及排隊安排 

1. 若小息時老師要學生留課室做功課，必須有老師或風紀陪同，大部份

時間已甚少學生獨自留在課室，偶有發現，同學經提醒後亦已改過。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2. 如遇天雨，一至四年級同學可留課室，由風紀看管，維持課室秩序；

五、六年級同學需要到小禮堂小息，不能留在課室。 

情況理想，當值老師應提醒留在課室之同學坐下，進行靜態之活動，

零食則需離開課室進食。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3. 如遇天文台發出酷熱天氣警告，經老師宣佈後，一至四年級同學可留

課室，由風紀看管，維持課室秩序；五、六年級同學可到音樂室小

息，由風紀看管，不能留在課室。 

情況理想，當值老師應提醒留在課室之同學坐下，進行靜態之活動，

零食則需離開課室進食。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4. 如遇天文台發出寒冷天氣警告，經老師宣佈後，一至四年級同學可留

課室，由風紀看管，維持課室秩序；五、六年級同學可到音樂室小

息，由風紀看管，不能留在課室。 

今年未有發出寒冷天氣警告，下年繼續維持現有措施，再作檢討。 

5. 操場當值老師負責使用擴音器呼籲同學安靜及迅速集隊，經風紀記名

及協助，大部份同學已能於鐘聲響起後迅速集隊。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6. 小息時，勤學廊只許面見老師、受罰學生及補做功課的同學使用，學

生須保持安靜及潔淨。 

效果理想，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7. 第 3 節、午膳後及第 8 節後之小息，五、六年級同學全部都會離開課

室到操場小息，而老師應最後離開，並關掉 1台冷氣機。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此外，老師離開課室時，應關掉一部冷氣。 

8. 若有同學於小息時進入課室，必須由老師或風紀陪同，來年繼續執行。 

9. 五、六年級學生集會後，由風紀帶領上課室，因訓導老師於一樓梯間

觀察學生表現或隨堂老師於一樓與學生一同上課室，故學生上落樓梯

的行為表現理想。班主任在班主任課時處理排隊表現不佳的同學，若

整體排不好，班主任於小息或班主任課時訓練學生排隊上課室。若有

未能遵守之班級需於體育課花不少於十分鐘時間練習。 

今年五、六年級因腳步聲過大，於上學期訓練後，情況已有改善。 

效果理想，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由於風紀隊長訓話違規同學時間較長，建議來年應縮短時間 

10. 學校設置攝錄機監察學生上下樓梯情況，可有效檢視學生行為表現，

更有助於小息時發現學生違規行為情況。 

11. 風紀於小息後可記下違規同學的姓名，交班主任跟進。 

建議應即時交給當值老師處理，而當值老師也應請犯錯同學安靜反思。 

12. 集隊時加入步操口號，有助改善學生集隊及紀律情況。若個別班級表

現不佳，宜在小息時或體育課加強訓練。 

效果理想，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13. 活動專區，把操場分成若干區堿，容許投籃、跳繩或玩呼拉圈等活動。

小息完結前設三分鐘預備鐘，預備鐘響起後需立即收拾用具。同學表

現理想，建議來年繼續執行。此外，下學期小息乒乓球活動因規則偶

有爭執，建議來年由老師定下規則。此外，統一預備鐘後所有活動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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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暫停。 

14. 集隊時，如遇到陽光猛烈之情況，安排一、二、五、六年級於小禮堂集

隊，三、四年級於音樂室外集隊。集隊情況理想，來年繼續執行，老師

應注意老師企立位置，以免影響擴音器接收效果 

15. 風紀於早禱時，應站在隊尾一起祈禱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5. 學生早退、遲到或缺課安排 

1. 第一節課或早讀課的老師點名後（於學生出席冊點名及把情況填寫在

課室日誌上）發現學生未有回校上課，請班長通知校務處聯絡其家長

瞭解情況，並即時把點名冊帶回課室。這有助改善學生出席問題，故

首節老師應訓練班長養成首節到書記處報告出席人數之習慣。 

效果理想，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2. 因技術問題，本年度，學校未能設立 wifi通訊系統，因學校技術未

能設置該系統，建議暫停該計劃。 

3. 隨堂老師應把遲回校學生到達課室之時間記錄於課室日誌。 

4. 學生若無故不參加外出活動，一定要安排他們交回家長信或簽寫手

冊，並於是日回校做閱讀報告(也可由主科老師建議其他學習活動，

但需劃一)。若發現學生經常缺席活動，則班主任需與家長溝通 

效果理想，建議來年繼續執行。去年老師建議本年度出席表現應與操

行相關? 

5. 隨堂老師需記錄早退學生時間（例如: 陳小明:10:30 早退） 

教師應多加留意並執行相關政策 

6. 下學期嚴重遲到學生: 

小一：2人；小二：2人；小三：1人；小四：0人；小五：0人；小

六：0人 

7. 周五小一至小三將於周會後點名。 

來年將改為周會前在操場點名。 

 

6. 學生違規處理 

1. 下學期有嚴重違規行為學生人次：3次 

 建議現場老師可先行處理，然後有需要的話可與班主任一起處理，若仍有

需要可與社工或訓導組輔導組易老師一起作校內處分。懲處與否，都務必

立刻通知家長學校如何處理。如有需要，可向違規者家長發警告信並要簽

署回條，及通知教育局有違規個案。 

(註:通知家長原則:若須記缺點或過，應由訓輔組同工通知家長；其他情況

則在場老師即時清楚分工)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曠課同學請即時通知社工及訓輔組跟進。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學生違規及犯錯後必須即時承擔責任及後果。 

若記缺點或過，可視乎情況給學生一段長時間(1學年)去改過，行為改善及

表現良好者，學校會考慮取消記缺點或過。 

來年繼續執行。 

 

7. 火警演習 

 學生根據老師指示，迅速、安靜、守秩序地到操場集合(各室逃生路線見走



77 

火通道圖) 

 各級應於每天早上於課室日誌填寫出席男女生人數。 

 班長應帶上課室日誌，並讓班長報告學生人數 

一切順暢，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所有師生皆能於 2 分 30 秒內到達安全地方，並請最近後門教職員開啟後

門。 

建議由職工負責開啟後門。 

 離開課室上課時，各級班長皆能帶備課室日誌，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8. 帶隊注意事項 

 同學行動需最少兩人一起(如洗手間)，不能讓學生單獨行動 

有見外遊時，因同學辦大事而令在外學生變成單獨一人，建議如學生辦大

事，便需 3人行動。 

 外出時，老師需維持秩序，例如：乘坐渡輪時學生需保持安靜，不能嬉戲

（包括玩任何小遊戲）；老師應經常留意學生表現，並適時加以指導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而統籌活動之老師應清楚分工各老師之負責班別，老

師也應小心及用心照顧學生。 

 乘坐旅遊巴時，應指示學生扣上安全帶，並拉下近中間通道之扶手，點齊

人數後，才讓司機行車；旅遊巴之首排座位、尾排中間座位及安全門旁之

座位，不應讓學生乘坐，如座位不足，也應提醒學生注意安全，不應隨意

接觸安全門，應緊靠椅背，緊握扶手；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行車時，絕不能讓學生離開座位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不論嘔吐與否，也可 2至 3人準備一嘔吐袋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外出時由非班主任老師帶備急救包(棉花、不同大小的紗布、消毒酒精、膠

布、清洗傷口的藥水<如葡萄糖酸氯己定>、手套) 

建議來年繼續執行。 

 

   9. 操行分評分準則 

 勤學 + 品行 = 操行分 

 勤學：功課、手冊、用具、準時、出勤、服務表現、活動表現或其他 

 品行：儀容、禮貌、態度、盡責或其他 

 

1.2輔導工作 

 

甲:學生層面 

 

1) 各科組已在這年度加入「感愛、敢動」關愛校園計劃的元素，從而培育學生關心、尊重及

欣賞自己、家庭、學校和社會。英文科小四至小六有作文比賽，題目是「Environmental 

Protection」海報設計比賽;常識科有時事分享及國慶工作紙；視藝科有“祝福老撾”心意卡

設計比賽及「關愛地球」繪畫比賽；中文科有“愛國家”作文比賽及“愛地球”標語創作比

賽。 

 

2) 「量書包」活動: 訓輔組已於開學初 9月 23日的週會向學生講解如何整理書包及重要性。上

學期在第 7週 13/10/2016，下學期於第 4週 2月 16日進行了二次全校性量書包活動，共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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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書包重量附合標準，佔全校人數 93%。另外，每月班主任在班中抽樣檢查學生收拾書包的

情況是小一奚浚博及浩博、小二柳逸峻的書包欠整理。 

 

3) 「一生一服務」：老師已於學期初根據學生的能力安排每位學生都有服務他人的機會，已有 90%

學生能參與校內服務，從而提升他們的責任感及自信心。每月老師都有給予獎勵印嘉許，已

有 60%學生及教師滿意學生的服務。小一學生有些能力不足，不能全部都可服務他人。小二學

生人人有服務，並大部份人有責任感。小三學生人人有服務，但責任感尚要培養。小四學生

全部有分配工作，有責任感。小五學生及小六學生多服務，有時影響課前收功課。 

 

4) 生日祝福:校務處已於學期初預備生日卡給班主任，著學生寫祝福語送給該月生日的學生。班

主任在課室設「本月生日之星」壁報，提示大家該月生日的同學。班主任已每兩個月和同學

舉行生日會，大部份學生帶食物回校分享，及有拍照留念及上載校網，學生都很期待及歡迎

舉行生日會。 

 

5) 好學生獎勵計劃：上學期舉行了 1次班際集隊、秩序、整潔比賽。舉行了 3 次「每月之星」。

學生換領禮物 2次。一年級（27人）有 1銀、12銅；二年級（20人）有 1 金、12銀、18銅；

三年級（27人）有 4銀、19銅；四年級（22 人）有 6金、23銀、23銅；五年級（19人）有

3金，19銀、19銅；六年級（20人）有 4金、11銀、17銅。全校 143人，共有 108人得獎，

獲獎率達 76%，已超過 60%的達標率。下學期舉行了 2 次班際集隊、2 次秩序、2 整潔比賽,3

次「每月之星」，換禮物次數有 2次。得金獎的同學有 29人，銀獎的有 86 人，銅獎的有 120

人，全校共有 83%人獲獎。全年平均來說已超過 60%的達標標準。 

 

6)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為五、六年級訂閱英文報紙，鼓勵他們多閱讀英文文章。上下

學期只聘請到一位導師，所以安排小一至小五同學，每組約 6 人，約一星期一次的課後英文

基礎班。暑假時就安排了導師為升小二至升小六，各班 6 位同學一星期一次英文及數學基礎

班。另外，全年資助學生半費參與“小小科學家”的活動。再者，安排全校學生於 11 月 28

日有認識香港的歷史講座。此外，亦安排學生出外參觀及參加比賽的活動費及交通費:12 月

17 日安排學生參加“國際資優解難大賽”；1 月 9 日小六香港文物探知館“小小考古學家”

探知活動;1 月 19日小四至小六參觀科學園; 5月 7日花式跳繩比賽; 6 月 19日小一參觀

“長洲消防局”;6月 18日小二參觀太古汽水廠;7月 12日小四、小五參加馬灣的 “透視再

生能源”;7月 14日小二及小三觀看太空館全天域電影“原野非洲”;7月 15日親切機構“共

融藝術家”及 8 月 6—12 日親切機構“童夢同想 2017--「中國海外」內地、香港學生夏令

營，讓學生接觸不同地區的學校的學生，讓學生認知和明白人人不同，並從而學習互相欣賞、

接納和尊重。 

 

7) 珍惜地球資源及愛護其他國家的人 

 7.1關愛講座：已安排學生於 10月 18日觀賞離島區議會舉辦的“惜物減廢。由我做起”環

保話劇，透過活動讓學生更關心地球及培養學生環保生活的態度。已安排宣明會於 12月 5日

作“祝福老撾”講座，並且安排學生進行延伸活動“祝福老撾”的心意卡設計比賽，讓學生

更深認識及關心其他國家的人與事。2 月 13 日有 “黑暗中對話”講座，讓學生多了解及體

諒身體有缺失的人士的感受及需要。2月 24日漁農處“中華白海豚”講座，讓學生多關心及

保育香港的自然生態。 

 

7.2參觀: 1 月 19日小四至小六參觀科學園; 7月 12日小四、小五參加馬灣的“透視再生能

源”;7月 14日小二及小三觀看太空館全天域電影“原野非洲”。 

 

8) 關心、尊重及欣賞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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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升旗禮:每月首星期一安排童軍帶領同學進行升旗禮及由老師或同學領唱國歌。又安排小

五學生出席長洲區十一國慶升旗禮。 

 

8.2認識中華美德人物:自 10月起，已安排學生在集隊時分享了 8次，有:特別的小一生、畢

卡索、劉翔之難忘師徒情、沈祖堯、曾國蕃、孔子、孟母三遷、韓信之一飯千日，讓學生可多

認識及了解國家的偉人事蹟，並將故事內容上載了在校網中供人欣賞。 

 

8.3認識國家及香港的旗徽:於 9月 26日至 10月 7日時與常識科合作，在小禮堂展覽國家的

國旗、國歌、國徽及香港區旗、區徽的意思的展板，又安排學生於常識科時完成有關工作紙。

此外，亦於集隊時學生提問有關國慶小知識及安排三天的午息有攤位遊戲，參與率達 75%，有

助提高學生對國家及香港的認識及歸屬感。 

 

8.4 認識中國山川景色/歷史名勝/少數民族:自 10 月起，向同學介紹了 4 次，內容有故宮、

長城、兵馬俑及桂林山水，4個具有中國代表性的地方，讓學生可多認識及了解國家的文化。 

 

8.5境外參觀：已安排學生於 14-15/1/2017 參與“同根同心”(東莞中山 2 天)活動，並邀請

參加者於 1 月 23 日向學生簡介所見所聞。已安排學生於 27-29/4/2017 參與“同根同心”

(梅洲 3天)活動，並邀請參加者於 5月 12日向學生簡介所見所聞。已安排學生於 15-17/6/2017 

去佛山 3天，與締結的姊妹學校(海口小學)交流。 

 

8.6國家歷史講座 

於 11 月 28 日舉行“香港名稱、建築及街名由來”講座，講座後着學生完成工作紙，鞏固所

學，讓學生更深認識及了解香港和國家的歷史文化。 

 

9) 綠化校園：已參加了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辦的「一人一花」、「校園香草種植」及「綠化校園」

計劃。每位學生已派發一盆翠盧莉回家種植，並於 1 月中時邀請同學與盆栽拍照交回學校作

記錄。全校交回照片者有 30 人。另外，今年設立校園小園丁，協助種植校園內的香草。此外，

學校亦參加了公益金舉辦的「校園有機種植樂收成」，已在校內種植了一些蔬菜。 

 

10)參與社區籌款活動：上學期鼓勵學生參與了公益金便服日（6/10/2016）、 公益金年花義賣

（2017年 1月中）的籌款活動，又參與售賣中華基督教會區會「慈愛券」及鍾錫熙安老院「愛

心券」。下學期學生為公益金進行環保為公益清潔課室籌款（23/1/2017）。3月時參與世界自

然基金「地球一小時」，活動內容包括籌款、校內推廣環保信息、環保電製裝飾、熄燈 1小時、

全校教職員及學生在操場同拼太陽圖案拍大合照等。6月 17日支持長洲婦女會的親子賣旗活

動。 

 

11)故事姨姨:全年安排 4 位家長及一次六年級同學，共 19 次，於 1:00—1:20 時於音樂室為同

學講故事。透過德育故事培養學生有良好品德及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 

 

12)成長課：本年度由於課堂調動關係，成長課於上學期由隔週改為每週上課，而下學期就不再

有。成長課由教師和社工為全校 1-6年級同學推行成長課，透過課堂讓學生認識自己、家庭、

學業和社交的發展。為配合學生的需要，本年度以新領域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個人習誌》

更新版作為主要教材。教材套由學校免費提供。 

 

13)區會「感愛、敢動」計劃:區會編訂了小一至小六「感愛、敢動」區會課程剛剛才收到，暫未

能安排到校內合適時間試教。已參加了區會「感愛、敢動」的模範生選舉，學校提名六年級

盧善雯，已於 4月 29日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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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錦幼服務隊：於 8/3-31/5 月期間，逢星期三下午 3:15—4:30 已安排老師及學生到錦江幼稚

園為 37位 K2學生服務 9次(原本 10次，但有一次因天雨關係而取消了)，從而讓學生學習照

顧及愛護他人。另外分別於 5 月 12 日及 6 月 16 日安排老師及學生到錦江幼稚園派發母親節

及父親節禮物給錦幼家長，在校內也有分派禮物給學生回家送給父母，以表達學校關心家長。 

 

15)探訪長者：社工安排學生於 3 月 4 日探訪區內獨居長者，讓學生以行動去關懷社區上有需要

的人。 

 

乙:教師層面 

1) 教師支援:鼓勵教師進修有關特殊學生學習需要的課程或工作坊，以便教師更懂得如何照顧有

特殊需要的學生，並能適當地與他們融洽相處及協助他們與同學和睦共處。此外，本年度小

一課堂時有時有突發事情，訓輔成員即時作出支援。在需要時，教育心理學家提供意見給教

師如何照顧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學校為照顧教師身心靈健康的發展，學校安排梁天明博士於

31/3/2017為教師舉行了“教師身心靈講座”工作坊。 

 

2) 教師聯誼日:教會於 4/11/2016 和 30/3/2017，為學校教師舉辦聯誼午餐及活動。教師表示好

吃好玩，又輕鬆，所以建議明年可繼續兩次。 

 

3) 敬師活動: 下學期於 3月舉行敬師活動，活動內容有學生為教職員祈禱、學生送心意卡給教

職員，家長教師會送果籃給教職員。 

 

丙:家長層面   

1) 為加強家校溝通，教師有出席家教會舉辦之活動:有家教會會議、家教會會員大會及就

職禮、親子旅行等。 

 

2) 家訪及與家長聯絡: 學校已安排全校老師分組家訪一年級學生及插班生。有 7個家庭

接受家訪，9家庭選擇到校面談，其餘 12位電話聯絡。另外，班主任每學期除了家長

日外，都有最少 1 次利用電話或其他方式與家長聯絡。老師與家長聯絡時發現有家庭

問題，已轉可交社工及訓輔組跟進。下學期牧師及校董會成員會發信邀請家長進行家

訪。 

 

3) 家長義工小組：已成立的家長義工小組有伴讀家長、午膳家長義工和故事姨姨等，已

開始持續協助推行校務。此外，家長亦有協助舉行教育巡禮、聖誕聯歡會、新春嘉年

華、運動日等一次性活動。 

 

4) 家長交流小組:上學期社工舉辦了 3 次家長廚師班，但每次都只得 1、2 位家長報名，

因此取消了。 

 

5) 家長講座/工作坊:上學期舉辦了 6次。學校舉辦了 2次:圖書組 12月 10日舉辦「書伴

我行」家長親子閱讀工作坊，提升家長講故事技巧。言語治療師 1月 23日舉辦「小偵

探。大訓練----如何提升子女思維能力」。上學期家教會邀請瑪麗醫院兒童及青少年精

神科於 10月 15日到校講座，題目是「認識過度活躍症及專注力不足」;下學期於 5月

27日舉辦「火星媽媽」講座。明愛青少年服務中心及長洲小學聯校合作，開辦 2次家

長工作坊，2016年 12月 2日「感統知多少」及 2017年 6月 14日「家長營養工作坊」。

不過整體來說，我校家長參率低，很多只得幾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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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關愛家人活動: 下學期 5月 22日至 26日時舉辦關愛家人活動，活動內容有透過家務

表讓學生為家人作出服務，和邀請 11位學生拍攝感謝家人照顧的短片上載校網。父母

親節時，學校分別於 5 月 12 日及 6 月 14 日送禮物給家長，向家長表達一份關愛及祝

福。 

 

丁:教會層面 

 

1) 教會提供有關「感愛、敢動」的金句，以便將貼於校園及課室內，以提醒學生聖經中

「愛」的教導。 

 

2) 週會：校方與教會共同合作，主題主要圍繞「感愛、敢動」。 

 

3) 學校與教會合作一起籌辦午間祈禱、早禱、關愛家人活動、「教師聯誼日」、小一自理

小組及敬師活動等活動。 

 

1.3<學習支援>計劃: 運用適當的策略，舉辦不同性質的小組活動，協助專注力不足，有學習

困難或自我形象較底的同學自我改善；協助有學習困難的同學;協助成績落後的同學追上

同班同學的進度。透過全方位輔導的工作提供個案或小組輔導，識別、輔導及轉介有需要

的同學接受適合的專業服務。(詳細報告，見 2016 至 2017年度<全校參與照顧學生的不同

學習需要--學習支援周年報告>) 

 

1.4全方位輔導工作，例如︰成長課、陽光大使、社區服務隊、多元化的全方位輔導活動，讓

學生在心理發展和成長上得到正面及積極價值觀念。(詳細報告，見 2016 至 2017年度<全

方位學生輔導服務周年報告>) 

 

1.5<小一及早識別和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同學>計劃: 去年小一識別了小二有 4 位同學有讀寫

困難，本年度教育心理學家已跟進及為他們進行詳細評估，學校亦已提供支援。12月時邀

請小一老師為 9位同學做小一學習量表。最後識別了 4位同學有學習困難，另有 1位家長

提供報告證明那學生有學習困難。已與教育心理學家商討明年跟進做評估。另外，上學期

安排已有報告的那同學參與伴讀樂園。下學期亦安排小一及早識別的 4位及另外 4位中文

讀寫能力弱的同學參與中文學習小組。10 月 3 日及 6 月 20 日時教育局黃守持先生來訪，

查看有關 SEN學生文件及開會。 

 

1.6校本心理教育服務計劃:本年度學校參與區會的校本心理教育服務計劃，有游柏昌先生定

期來校提供服務。於本年度來訪 18次，為 13位學生進行評估、觀課或個別輔導，又面見

了 6位家長，及參與小一及早識別會議和 IEP會議。 

 

1.7言語治療:本學年學校與「香港言語及吞嚥治療中心」合作。蕭姑娘來校 14 次為 26 位學

生及家長提供 100小時言語治療服務，最後有 24位同學需要繼續跟進。另外亦於 2017年

1月 23日進行家長講座，講題為 “提升子女的思考能力”。(詳情見“2016-2017年度校

本言語治療服務周年報告”) 
 

13. 全方位學生輔導 

 
1. 關愛文化 

1.1 關愛講座︰本年度社在 2017 年 6 月 29 日到小四班房為小四同學進行有關於建立良好朋

輩關係及傳遞和諧相處的講座。是次全班 27 學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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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一生一服務︰見輔導報告。 

 

1.3 關愛家人活動︰於 2017 年 5 月 22 日至 26 日舉行「關愛家人週」，透過家務表讓學生為

家人作出服務，學會關心家人，促進親子關係，加強學生關愛家人意識。而本年度家務表只

有 57 位學生交回學校，當中交回的家務表 80%的家長在家務表有正面回應。除了透過家務

表展示關愛家人訊息，學校更藉著父親節及母親節在排關愛小禮物贈送活動，向家長表達一

份關愛及祝福。另外本年度校園小記者更拍攝短片內容為感謝對家人的照顧。 

 

1.4 敬師活動︰在 2017 年 3 月 20 至 24 日舉生敬師週，全校同學向全體教職員送上敬師卡，

本年度家長教師會為每位教職員準備生果及西餅以表敬師心意。本年度全校同學一同製作一

幅拼貼畫送給校長作榮休禮物。 

 

1.5 量度書包活動︰見輔導報告。 

 

1.6 愛社區活動︰見 2.8 社區服務隊。 

 

2.學生個人成長及發展 

2.1 個案輔導︰為有需要學生及其家庭提供個別輔導服務，個案輔導共 5 個個案︰2 個朋

輩、2 個自我功能(包括健康、情緒問題)，1 個家庭、及 5 個學校跟進個案。 

 

2.2 小組輔導︰本年度共舉辦 3 個小組，分別為 

2016 年 10 月 19 日至 2017 年 11 月 9 日樂之友社交小組，共 10 名小三小四同學參加，目標

提升他們的社交情況。 

2016 年 11 月 16 日至 2017 年 12 月 7 日逢星期三家務小精乒小組，目標提升小一小二同學

自理能力，教授摺衣服基本技巧、抹桌技巧、家居安全及食物安全知識。 

2017 年 5 月 16 日至 6 月 7 日，中午 12:35-1:25 舉行了 8 節，為小五小六男生舉辦的做個好

朋友社交小組，改善他們的溝通及朋輩相處關係。 

以上各個的出席率達 95%，另外，不少於 90 學生感到滿意並希望日後可以參與更多不同的

小組。 

 

2.3 家訪服務︰本年度共家訪 2 個家庭。 

 

2.4 諮詢服務︰本年度已經為超過 28 個家長提供學生升中問題、學生行為處理、親子關係等

問題的電話諮詢服務。 

 

2.5 好學生獎勵計劃︰見輔導報告。 

 

2.6 個人成長教育課︰本年統籌每級全年的「個人成長教育課」，包括準備教材、觀察學生表

現編寫課程、小一至小六同學址採用新領域出版社的個人習誌為教材。由於學校電腦室裝備，

本年度在上學期上成長課，而下學期為 IT 課。來年將繼續用新領域出版社的個人習誌為教材。 

 

2.7 升中輔導服務︰ 

2.7.1 為小六學生及家長提供升中輔導及諮詢服務。對象：所有小六學生及其家長。目標：

協助壓力過大的學生及家長，為其舒緩壓力，訂立適切的目標及期望；缺乏動機的學生，提

升其責任感及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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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舉行面試前如何準備的家長講座，協助小六學生及家長為升中面試準備及預習。 

由學校社工主講，邀請培英中學老師作客席講員。是次升中面試家長講座有 100%之小六同

學及家長參與升中面試講座。 

 

2.7.3 升中模擬面試活動 (小組) 

舉行模擬面試活動，加強同學的信心及提供指導。小組面試會以聯校模式進行，同學有機會

與其他學校的學生交流，擴闊視野。本活動與長洲聖心學校及明愛賽馬會長洲青少年綜合服

務合辨，整體六年級同學表示在模擬小組面試後能加強信心及了解到與不同學校的同學進行

小組面試是一個很好的體驗。 

 

2.7.4 升中模擬面試活動 (個人) 

舉行模擬面試活動，加強同學的信心及提供指導。讓學生了解自己的個人特質及需要，從而

懂得選取合適自己的中學。本活動與明愛賽馬會長洲青少年綜合服務合辨，並邀請培英中學

老師作面試員。 

學生在模擬個人試後能了解自己的個人特質及需要，從而懂得選取合適自己的中學，而學生

分別有兩次由社工與老師模擬作面試的機會，他們能體會不同面試人員有不同的面求及方

式，家長及學生們覺得模擬面試活動有助增他們準備正真的面試。 

 

2.7.5 升中選校家長講座 

協助學生及家長認識中學學位分配的機制、選擇合適的中學。 

由學校社工主講，邀請培英中學老師作客席講員。100%家長及學生認識中學學位分配的機

制 

 

2.7.6 個人資料夾製作工作坊 

指導學生及家長如何製作個人資料夾作升中之用。同時，向家長及學生灌輸參與「社區服

務」對升中的重要性等資訊，鼓勵除學術外，其他方面之均衡發展。80%學生在自行面試階

段前能完成個人資料夾。 

 

全年升中活動日期及內容如下︰ 

5/11/2016  帶學生參與聖公會鄧肇堅中學小六學生招待日 

9/11/12016 帶學生參與培英中學中一生活體驗日及參觀培英中學 

9/12/2016 晚上由培英中學老師、學校老師及學校社工在學校舉行升中自行選校講座，內容

16/12/2016 成長課教授自我介紹之技巧 

包括升中面試要訣、如何預備個人資料夾、長洲官立中學及培英中學介紹等 

6/1/2017 安排由培英中學老師在學校為本校小六進行模擬個人升中面試 

10/1/2017 由明愛賽馬會長洲青少年綜合服務的社工在龍仔村明愛為本校小六進行模擬個人

升中面試 

17/2/2017 由明愛賽馬會長洲青少年綜合服務的社工在明愛賽馬會長洲青少年綜合服務為本

校小六進行模擬個人升中面試 

7/4/2017 晚上由培英中學老師、班主任及學校社工在學校舉行升中統一派位選校講座 

 

2.8 社區服務隊帶領社區服務隊全年持續參與義工服務 

為讓社區服務隊隊員有更多機會參與社區服務，本年度除了基本的義工訓練及校內校外攤位

服務外，本年度更會申請不同資助及與外間機構合辦活動，為學生提供更多社區服務機會，

詳情如下︰為令社區服務隊隊員有更多機會參與社區服務，本年度除了基本的義工訓練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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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校外攤位服務外，本年度更帶領社區服務隊參與長洲區明愛賣物會。在 2016 年 10 月 18

日至 11 月 4 日期間在全校募集義賣物品及遊戲獎品，並在 2016年 11月 13 日賣物會當天進

行服務。 

離島社區基金會主辦長洲邊遠地區展關愛 2017 義工服務於 2017 年 3 月 4 日安排 7 名同學參

與長洲邊遠地區展關愛 2017 義工服務關心及探訪區內獨居長者。 

2017 年 6 月 3 日離島民政事務處主辦、長洲婦女會、溫浩根長者鄰舍中心協辦之 『共慶回

歸顯關懷』離島區啟動禮及探訪活動共有 14 名學生參與。 

 

2.9 小一自理訓練小組 

上學期與教會幹事為 17 名小一進行了共 16 節小一自理成長小組，在 9-10 月主要訓練學生

守紀律、守規則、聽指示、學習排隊、整理個人物品及書枱；11 月自理活動。12 月與學生

進行聖誕慶祝活動如唱聖誕歌、佈置課室、製作聖誕卡、食物分享等，讓學生能夠學會與同

學分享。1 月份與學生進行集體活動及小肌肉訓練，下學期有部份學生將會參與小童軍或其

他課外活動，餘下之 16 名學生會繼續參與小一自理成長小組，在下學期繼續上學期之訓練

並加強學生小肌肉、自理及專注力方面的訓練。一整年活動後，有 75%小一生能自生收拾書

包，90%同學能排好隊，80%同學能夠在課堂聽指示進行課堂。 

 

2.11 小一新生適應課程 

去年 23-26/8/2016 為期 4 天的小一新生適應課程，當中包括認識校園、認識學校規則等，活

動由陽光大使協助，而本年度 2017 年暑假將會在 22-25/8/2017 舉行。而在小一新生適應課

程後 60%學生能認識新同學，懂得稱呼同學名字及老師名字。 

 

2.12 陽光校園計劃除了每天早上在山下接送小朋友及協助小一收拾功課外，還協助小一英

文科及數學科串英文生字及背數學組合表。本年度其有 18 名陽光大使，由於本年度的陽光

大使為小四至小六學生。而本年度有部份陽光大使需要老師提示才會當值欠主動性。 

 

2.12.2 陽光校園大使會議 

透過每月一次會議，跟進同學的工作情況，並為同學提供訓練。此外，陽光校園大使會協助

學校舉辦活動。不少於 70%陽光大使會持續參與服務 

 

2.12.3 領袖訓練營 

透過營會活動，鞏固組員的團隊精神及領袖素質。獎勵組員於過去一年之付出，並藉此與組

員檢討過去一年之表現，提升其能力感，並為未來訂目標。本年度將會 2017 年 7 月 13-14

日將行。 

 

2.13 風紀隊有不少於 80%風紀持續參與服務。 

透過小風紀聚會︰組聚會及訓練，互相分享平日遇到的困難，加強風紀隊員之間的認識及溝

通，建立團隊精神，學習互相合作，共同面對及解決問題。社工需跟進當值同學的工作簡介

會。風紀早會及當值不少於 80%參與早會及當值 

 

2.14 性教育課節與常識科合辦，本年度邀請明愛賽馬會長洲青少年綜合服務社工於 2017 年

6 月 29 日 9:45-10:45 為 5 年級進行，11:00-12:00 為 6 年級主題為男女相處。 

 

3.外界機構合作、參與外間活動及其他工作 

3.1 與長洲區小學合辦︰聯校家長講座 

本年度與長洲區三間小學舉行二次聯校家長講座。第一次講座已於 2016 年 12 月 2 日順利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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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主題為「感覺統合知多少」聯校家長講座。第二次於 2017 年 6 月 14 日舉行，主題為

「家長營養工作坊」，二個聯校家長講座共有 15 個家庭參與。 

 

3.2 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義工獎勵計劃「義工運動」每年累積的服務時數達 50 小時或以上，

會被推薦申請銅獎嘉許狀、服務時數達 100 小時或以上，會被推薦申請銀獎嘉許狀、服務時

數達 200 小時或以上、會被推薦申請金獎嘉許狀。而本年度本校共 11 位學生及家長獲金

獎、48 位學生及家長獲銀獎及 37 位學生及家長獲銅獎。 

 

3.3 香港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主辦明愛出色小義工獎勵計劃，本年度獲一星章有 29 人、二

星章有 22 人、三星章有 18 人。 

 

14. 全校參與照顧學生不同學習需要—學習支援 
 

一、教師支援 

1. 有關支援學生參考資料重整如下。老師可根據所需，查閱相關資料，有助了解

各支援學生進展情況及需要。 

a. 支援學生紀錄冊(2016-2017) 

b. 小一及早識別報告 

c. 個別學生能力評估報告(專業報告) 

d. 個別學生的年終評估表 

e. 個別學習計劃(IEP) (2016-2017) 

f. 學習能力測試成績紀錄表(LAMK 卷) (2016-2017) 

g. 支援學生成績紀錄表及全年總成績比較 

h. 學校層面的年終檢討表 

i. 校內考試特別安排 

j. 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運作指南 

k. 融情 

l. 「如何培育」系列小冊子 

m. 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教師專業發展專題課程課覽 

 
2. 教師發展及培訓 

a. 提供有關支援學生計劃的基礎及專業課程資料 

- 但今年度本校沒有老師參與課程。 

 
b. 透過為支援學生購買有關服務，為提供教師支援 

- 提供 IEP 輔導的導師為有關老師提供教師支援，提高家校合作及讓任

教老師更加了解學生需要。 

 
c. 邀請有經驗及資深導師來校舉行有關學生輔導的教師分享會 

- 於本年度 2 月 13 日邀請了「黑暗中對話」主持「殘障人士講座」，加

強老師在「視障」及「肢體傷殘」輔導的理念及技巧的認識。 

 
3. 教育心理服務 

a. 今年度中華基督教區會提供教育心理服務 

b. 訪校合共 20 次 

c.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及提供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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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評估及轉介懷疑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e. 支援本校有學習支援小組 

二、家長支援 

1. 個別有較嚴重問題的支援學生，特別是 IEP，家長聯絡更頻密，有一定的作用。

支援老師運用 whatsapp 的平台，更加增進與家長彼此的了解，配合的效果亦較

好。 

2. 支援老師邀請家長於家長日到學校面談。 

3. 但第一層支援或問題較輕的支援學生與家長的聯繫也相對較小。 

4. 「伴讀樂園」家長義工盡責認真，對支援學生關懷友愛，建立了良好關係。 

5. 「如何培育」系列小冊子：派發予有特別學習需要的學生之家長 

 
 

三、學生支援 

1. 測考調適 

a. 經 EP 審視報告後，共有十一學生接受考試調適。 

 
b. 經家長同意後，現有十一位學生接受考試調適，形式如下： 

P.2 2 位 抽離、讀卷、加時 

1 位 加時 

P.3 3 位 抽離、讀卷、加時 

P.4 2 位 抽離、讀卷、加時 

1 位 單面印刷 

P.6 2 位 抽離、加時 

 
2. 個別輔導 

a. 個別學習支援（小四） 

- 購買「跨專業服務」，由家庭治療師提供評估、輔導及訓練。 

- 第一次召開時間大約是十月份，邀請教育心理學家、家長、訓輔主任及

主科任教老師參加，為第三層支援學生編寫「個別化支援學習計劃」。

上學期尾，召開 IEP 中期檢討會，檢討 IEP 的成效，並訂出修正。下學

期末，召開 IEP 學期檢討會。 

- 透過專業機構人員、社工、支援老師、老師及家長的商議，跟進並更新

個別計劃。 

- 全學年進行。 

- 6 月完成所有訓練及輔導。 

 
b. 課後功課補習班 

- 全學年進行。 

- 分四組，照顧小二至小六支援學生。 

- 時間為星期一、二、四、五，下午 3:30-5:30。分開兩個時段，第一個

時段是 3:30-4:30，第二個時段是 4:30-5:30，每一時段照顧一至兩名同

學。 

- 對象包括第二及第一層有學習困難的支援學生。(行為表現不合作，影

響小組學習氣氛者除外) 

- 第一組是由陳老師(蘇太)負責，為小二、三同學進行功課補習班，地點

是語言室。 

- 第二組是由黃老師(周太)負責，為小四同學進行功課補習班，地點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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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室。 

- 第三組是由陳老師(高太)負責，為小六同學進行功課補習班，地點是英

語角。 

- 如未能於補習時段完成功課，可繼續參與課後輔導班或回家完成功課。 

- 學生不懂做的功課能在這段時間由補習老師指導。三個小組導師認真

盡責，同時充當師長父母的教導角色，與學生關係非常好。 

 
c. 「伴讀樂園」 

- 全學年進行。 

- 逢星期二、四，早上 8 時 30 分至 9 時 10 分，家長義工和高年級的哥

哥姐姐會帶領低年級的學生閱讀書本。 

- 今年度共有三位家長義工，兩位是舊生家長，一位是現屆學生家長。 

- 閱讀的書籍有中文及英文。 

- 大部分書籍是圖書館每年整理書櫃後下架的書籍，封面貼上「伴讀樂

園」字樣。 

- 每月最後一個星期三，支援老師與伴讀學長開會，進行檢討。 

- 此活動有助提高學生對閱讀的興趣，和增加識字。 

- 有部分學長是 SEN 學生，過程中可提高他們的信心。 

- 年頭邀請了部分學長設計伴讀樂園壁佈板，張貼有關活動信息及有關

資料。 

- 年尾有聯誼活動，邀請所有學長參與，肯定和讚賞他們的付出。 

 
d. 「小企鵝計劃 / 行光小導師」 

- 全學年進行。 

- 逢星期一、二、四及五，中午 1 時正至 1 時 25 分，高年級的哥哥姐姐

會帶領低年級的學生認讀詞語、玩文字 / 數學紙盒遊戲。 

- 每月最後一個星期三午膳後之小息，支援老師與行光小導師開會，進

行檢討或基礎訓練。 

- 學生每星期有兩節時間溫習中文詞語及運算。 

- 小組增加了學生溫習詞語及運算的機會，識字率提高令學生自信也增

加。 

- 小組亦配合言語治療師的訓練及教材，訓練低年級的學生組織及言語

運用。 

- 有部分導師是 SEN 學生，過程中可提高他們的信心。 

- 年頭邀請了部分學長設計小企鵝計劃壁佈板，張貼有關活動信息及有

關資料。 

- 年尾有聯誼活動，邀請所有小導師參與，肯定和讚賞他們的付出。 

 
e. 「課堂抽離學習」 

- 全學年進行。 

- 支援對象主要是讀寫障礙及成績稍遜的學生 

- 支援老師抽離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以小組形式上課，配合科任老師進

度，簡化課程及降低要求。 

- 安排小三及小四兩組，作英文抽離學習。 

- 小三及四小組人數各六位學生。 

- 使用教材附有的簡易課文及工作紙。 

- 功課及默書減量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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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與大班同卷，試卷題目最少有 20%基礎或簡易題目，以照顧抽離

學習學生所需。 

- 定期與原科老師溝通、協調。 

 
 
 

f. 課程調適工作紙設計 

- 為照顧學生學習差異，各中、英、數老師在每學期設計 2 份調適工作

紙，並儲存於各科組檔案中。 

- 注意調適工作紙對 SEN 學生的適合情況。 

 
g. 「個別接見」 

- 按需要，支援老師或輔導老師個別接見支援學生，跟進有關問題。 

- 增加與高年級個別會見機會，因他們多被動，老師可多主動找他們聊

天。 

- 若有特殊需要的個案，則轉介社工接受進一步輔導。 

 
3. 小組訓練  

a. Lego 小組 

- 由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8 日，逢星期四舉行活動，共五節。 

- 下午 3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於圖書館進行。 

- 由教育局督學到校與支援老師一起進行教學。 

- 共有 6 位同學參加，2 位小二，2 位小三，2 位小四。 

- 透過 Lego 教導同學練習與人溝通，並從中學習解決社交問題及社交衝

突。 

 
4. 外購服務 

a. 讀寫 + 專注力訓練小組 A 組 

- 由香港康復學會曾姑娘負責活動。 

- 由 11 月 16 日至 1 月 4 日，逢星期二，共 6 節。 

- 下午 3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於圖書館內進行。 

- 協助學生提高學習技巧及專注力，運用小組遊戲輔導模式去教授學生

及建立朋輩協商的技巧。 

 
b. 讀寫 + 專注力訓練小組 B 組 

- 由香港康復學會曾姑娘負責活動。 

- 由 11 月 16 日至 1 月 4 日，逢星期二，共 6 節。 

- 下午 3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於圖書館內進行。 

- 協助學生提高學習技巧及專注力，運用小組遊戲輔導模式去教授學生

及建立朋輩協商的技巧。 

 
c. 表達藝術治療小組 

- 由家庭動力有限公司彭倩盈註冊藝術治療師負責活動。 

- 由 3 月 15 日至 5 月 31 日，逢星期三，共 6 節。 

- 下午 4 時 00 分至 5 時 30 分，於圖書館內進行。 

- 協助學生發掘內在潛能，肯定自我及提高自信，透過藝術認識及抒發

情緒，舒緩壓力，減少負面行為或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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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個別學習計劃服務 

- 由家庭動力有限公司吳嘉慧女士家庭治療師負責活動。 

- 全學年進行。 

- 協助本校小四學生的個別學習計劃，提供支援及輔導予學生及其家

庭。 

 
 

四、財政結算 

 

15. 學校自評 
 

1.  本年度目標 

1.1 跟進(2014-17)三年發展計劃檢討 

1.2 繼續加強與學校持分者溝通。 

1.3 繼續發展用作蒐集及分析資料的工具。 

1.4 加強監察。 

1.5 匯報評估數據，以加強工作透明度和問責性。 

 

2.  施行計劃 

方案一 檢視2014-17年度三年發展計劃 

1. 實施日期：2016年9月至2017年 7月 

2. 報告： 2014-17年度共推行兩項三年發展計劃，分別是「感愛、敢動」關愛校園計劃

及自主學習。整體來說，兩項計劃都能達至預期目標，學校已建立關愛文化，

培育學生關心、尊重及欣賞自己、家庭、學校、社會、國家及地球六方面。推

  收入 支出 

1. 上年度結存 $100,400.37  

2. 2015-2016 年度撥款 $482508.00  

3. 支出   

 3.1  支援教師薪金及強積金  $288209.25 

 3.2  功課補習班導師津貼  $51075.00 

 3.3  購買服務-跨專業合作模式  $25600.00 

 3.4.1  購買服務-讀寫+專注力訓練小組 

      （上學期 2 組+下學期 1 組） 

 $ 36000.00 

 3.4.2  購買服務-書寫速度及質量改善小組 

      （下學期 1 組） 

 $ 12000.00 

 3.5.1  購買服務-讀寫+專注力訓練小組 

      （暑期 2 組） 

 $ 18000.00 

 3.5.2  購買服務-職業治療訓練 

      （暑假 2 組） 

3.6  個別學童學習計劃 

 
 
 

$ 18000.00 
 

$14400.00   

 3.7  共融文化活動-黑暗中對話  $1877.80 

 3.8  共融文化活動-親切  $ 1509.00 

 3.9  校本支援活動  $1451.20 

 3.10  購置學習資源及器材  $ 3102.80 

  $582908.37 $471,225.05 
    
  結餘 $111,68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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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各項關愛活動已經是恆常化，如「一生一服務」、量書包、「好學生獎勵計

劃」、關愛講座、升旗禮、「敬師週」、參與社區籌款活動、「成長課」、家長義

工小組、生日會、錦幼服務隊和境外參觀等。自主學習亦能溶入各科的學習，

成為學習應有態度。報告詳情請參閱學校報告關注事項。 

 

3. 評估：2014-17年度三年發展計劃按計劃完成，並根據各項校情檢視，擬定2017-2020

年度新一個發展周期，推行正向教育和善用評估數據促進學生學習。 

 

方案二 加強與學校持分者溝通 

 

1.  實施日期：2016年9 月1 日至2017 年8 月31 日 

2.  報告：按計劃學校透過網頁發佈學校最新現況，如學校通告、學生功課、校園生活

等。學期初舉行家長會報道學校發展、上下學期各舉行一次試後家長日，老

師與家長商討學生學習情況。出版了第十六期校訊和學校概覽。透過家長教

師會，家長給予很多個別意見，校長即時跟進及處理，如繼續使用智能咭系

統點算學生出勤，家長亦可於智能手機上查看到子女進出校園時間。運用智

能手機應用程序，加強與家長溝通渠道。除以上安排外，老師加強與家長的

直接溝通，每年不少兩次電話聯絡家長。家訪新生和插班生，多瞭解各學生

家庭狀況。 

3.  評估：學校透過網頁發佈學生通告194 則；網頁上載有關學校大量的資訊，如聖經

金句、告示及通告、學校成就、活動相片及影片、學生作品、學校行事曆、

周年報告及校務計劃書、學習網站及實用網站等。上學期初，舉行一次家長

會，出席家長約50多名；上下學期各舉行了一次家長日，出席家長達九

成。。家長教師會共召開四次會議，委員出席率達90%；舉行一次周年大

會、會員大食會、龍華乳鴿餐親子一天遊。關於學生智能咭點名系統成效，

由於承辦商支援不足，下學年將更換供應商。 

 

方案三 發展用作蒐集及分析資料的工具 

1. 實施日期： 2016 年9 月至2017 年7 月 

2. 報告：學校表現評量資料搜集工作，已經由課程主任跟進處理，詳情參考周年報

告。並進行了持分者問卷調查和學生情意及社交問卷調查。 

3. 評估：資料分析對學校發展提供論證，可以指導學校未來發展路向。 

 

方案四 加強監察 

1. 實施日期：2016年9 月 至 2017年6 月 

2. 報告：觀課和評課等專業發展及問責機制按計劃開展，本年度繼續推行自主學習元

素於課堂或學生備課中，更把常識科納入為觀課科目之一。每名教師需接受每

學期一次觀課安排，大多數老師都完成觀課，並於課前準備觀課資料，而觀課

後時間交流亦是較難安排的。由於課堂調動困難，部分觀課以錄影進行。學生

課業檢查方面，科主任亦以匯報表，統計各科檢查作業的情況。 

3. 評估：本年度，各科草擬一些策略，以協助學生建立自主學習的能力。如上英文課前

要求學生查字典備課、寫簡單筆記、閱讀報告等。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在持續

進步中，如科前預習、查字典、課堂筆記、電子學習等等。 

 

方案五 匯報評估數據，以加強工作透明度和問責性 

1. 實施日期：2016 年9 月至2017年7 月 

2. 報告：各科組制訂15-16年度學校報告及16-17年度校務計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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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評估：學校將有關之學校報告及校務計劃書放在學校網頁上，並告知家長可於教育局

網頁查閱校外評核報告。 

4. 財政報告 

印刷報告書 ($0.48+$0.042 X 77 頁) X 15 份 $ 55.70 

印刷計劃書 ($0.48+$0.042 X 96 頁) X 15 份 $ 67.70 

學校概覽 $0.48 X 2 X 150 $144.00 

第十六期校訊 $0.48 X 12 X 300 $1,728.00 

智能手機應用程式保養費  $3,000.00 

 合共 $4,995.40 

         

5. 建議： 學校自評的各項計劃應繼續執行，增加與家長溝通的方法。 

 

 

六. 學校發展津貼                                       
 

學校：中華基督教會長洲堂錦江小學 

開辦班級數目：6 

獲取津貼： $ 207,215 
項目 關注重點 工作 推行情況 成效 所需資源 

(1) 

 

文員助理 

 

提升行政效率 

聘用一名文員

助理協助教

師、辦公室工

作，如製作教

材、處理學生

智能咭系統、

學校採購、圖

書館等等行政

工作 

本年仍由何小明先生担

任資訊科技助理員，對

工作熱誠和勤奮，得到

各同事的讚賞，能完成

學校及教師所分派工

作，尤其是資訊科技工

作，如協助電腦課、製

作簡報、設計橫額、活

動證書、學校成績表、

更新網頁上載學校最新

資訊，如學生通告、學

生活動相片。 

 全年上載194 

份通告 

 上下學期282 

份學生成績表 

 學校網頁版面

更換多次 

 整體達至如期

的成效 

 

$144,900 

(2) 

全方位學 

習(舞蹈 

訓練) 

提高學生對 

表演藝術的 

興趣並給予 

發揮的機 

會。 

 

聘用一名專業

舞蹈教師教授

同學 

舞蹈技巧、編

排表演項目

等。每星期一

課節。 

 

聘用導師鄭詠嬋女士教

授舞蹈技巧，逢星期

三，下午3-4時舉行，約

有15名學生參加，共練

習32節。 

 學生出席率達

90% 

 共參與3次表

演，得家長讚

賞。 

導師：

$20,400 

 

 

租場： 

$651 

(3) 

全方位學 

習(球類 

訓練) 

提高學生對球

類運動的興趣

並給予發揮的

機會。 

各項球類活動

各聘用一名專

業教練教授技

巧，並老師從

旁協助。鼓勵

同學參加比

賽。每星期一

課節。 

足球 

聘用教練劉錫明先生教

授足球技巧，逢星期六

上午九時至中午十一時

舉行，分2 組，共有42 

名學生參加，練習20 節

(共40 小時)及參加校際

足球比賽。 

足球 

 學生出席達

80.6% 

 同學投入訓

練，足球活動

感興趣 

$5,400 

   羽毛球 

由校長、外聘教練及康

民處外展教練訓練羽毛

球技術，分 2組舉行，

共 31 名學生參加，課程

60 節(包括校隊訓練)，

羽毛球 

 出席率85% 

 參加小學校際

比賽 

 獲得男子團體  

冠軍及個人男

教練：

$12,740 

 

 

租場： 

$1,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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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參加校際比賽。 子單打冠軍 

 獲得女子團體  

冠軍及個人女

子單打冠軍 

   壁球 

參加「學校體育推廣計

劃」，由香港壁球總會

派出專業教練為本校開

設初級及進階壁球訓練

班，全年推行。 

壁球 

訓練方法多元

化，並以體能遊

戲等活動增加趣

味，在學期末為

學生進行比賽，

增加學生興趣，

頗受學生及家長

歡迎，平均出席

有 7 人。 

教練： 

$0 

 

 

租場： 

$1,008 

   毛筆書法班 

聘任業餘書法家劉沛林

老師教授，共有 13 名學

生參加，以水代墨書寫

於神奇書法練字布上，

主要學習執筆橫、豎、

撇、捺、點、挑、彎或

曲、鉤共八種書法技

巧。 

 

 出席率：92% 

 基本能力仍未

能掌握。 

 用字帖臨摹會

較有效果。 

 

 

 

 

導師： 

$3,000 

   乒乓球 

參加「學校體育推廣計

劃」，由乒乓球總會派

出專業教練為本校開設

兩班乒乓球班，分別為

校隊訓練班及乒乓球初

級訓練班。 

乒乓球 

乒乓球初級訓班

參加者眾多，全

年分三期進行。

首一、二期為小

一至小三學員進

行基本訓練，包

括執拍、擊球、

開球及球感訓

練，亦包括球例

認識。而第三期

則由第一、二期

學員中揀選出色

學員加強訓練，

為未來校隊準

備。平均每期出

席有 20 人。 

而校隊訓班為專

為校隊成員訓練

相關球技及取勝

之道。平均出席

有 12 人。 

兩班乒乓班參君

者都十分踴躍，

尤其是初級班，

深受學生及家長

歡迎。 

$13,640 

    全年合計 $203,507.00 

 

財政報告 

 

15-16 年度結餘 $138,4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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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年度收入 $207,215.00 

16-17 年度支出 $203,507.00 

16-17 年度結餘 $142,128.35 

 

 

 

 

 

七. 德育及國民教育津貼                                 
 

學校：中華基督教會長洲堂錦江小學  

開辦班級數目：6 

獲取津貼： $ 530,000 (2012年九月一次性撥款) 
 
項目 關注重點 工作 推行情況 成效 所需資源 

(1)  

 

認

識

國

家

系

列 

同根同心 a. 東莞及中山

的歷 

史人物及事

件 

(13-14)-1-

2017 

二日一夜 

由四位老師帶領

40位學生參加由

教肓局主辦同根

同心學習交流活

動，認識孫中山

先生的生平事

蹟、辛亥革命的

歷程及其精神和

透過「虎門銷

煙」歷史事件，

體驗中國人民保

家衛國、不畏強

敵的英勇精神。

資助老師團費及

學生團費。 

參加學生都能

完成學習手

冊，並匯報學

習心得和成

果。 

資助四位帶隊

老師： 

 $190.50X4 

=$762 

資助學生： 

$90.5X36 

=$3,258 

 

 

合共 

$4,020 

 b. 梅洲 

1. 了解客家的起

源、歷史發展、

風俗習慣、傳統

文化和蘊含的中

華傳統美德 

2. 認識和體會客

家尚文重教的傳

統精神 

3. 認識客家圍龍

屋的歷史背景和

建築特色，以及

其反映的客家文

化 

(27-29)-4-

2017 

三日兩夜 

一連三天留在梅

洲，參觀圍龍

屋、客家博物

館、東山書院，

認識客家文化，

如建築、飲食。

又到城北鎮中心

小學交流，親驗

當地學校教育情

況，學習客家話

等。 

學生普遍對客

家文化有初步

認識。尤其對

客家的飲食各

圍龍屋特別有

與趣。梅洲距

深圳三百多公

里，路途較

遠，行車四小

時多，實質只

有一天多時間

參觀學習。學

生都能完成學

習手冊。 

資助四位帶隊

老師： 

 $286.5X4 

=$1,146 

 

資助學生 

 $136.5X35 

=$4,777.50 

 

 

合共 

$5,923.50 

(2)  

參加德育及公民

教育學生交通費 

 

積極鼓勵學生參

與德育及公民教

育 

 

支付教育營

營費 

 

由於本件度教育

營假烏溪沙舉

行，營費較高，

故資助營費。 

 

學生投入教育

營的安排。 

老師：$417X4 

學生：$64X63 

合共：$5,700 

(3) 

德育節目 

校園電視台製作

德育節目供學生

學習 

加裝活門 由於校園電視台

位置與電腦室相

通，加裝了一度

活門，防止互相

工程完成後，

學生和老師都

指攝了多段短

片，隔音效果

$ 1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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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共 $32,443.50 

財政預算 

 

15-16 年度結餘 $352,098.9 

16-17 年度支出 $32,443.50 

16-17 年度結餘 $319,655.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