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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宗旨、目標、校訓 
 

 

【辦學宗旨】 
 

學校本著有教無類的精神，致力推行全人教育，為學生提供優質而多元化的課程，使

學生在德、智、體、群、美五育方面得到均衡的發展，培養學生成為才德兼備的良好

公民。 

 

 

【學校目標】 
 

 提供完善的學習環境，讓學生有效地愉快學習。 

 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培養終身學習的態度。 

 培養學生良好的品德及勇於承擔的態度。 

 啟發學生潛能，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 

 促進學生的思維及判斷能力。 

 提升學生的自信及抗逆能力。 

 

 

【校訓】 
 

積極人生，盡我所能 

 

 

我們的學校 
 

【學校簡介】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創建於二零零零年九月（前身為薄扶林官立小學），位於香港

鴨脷洲橋道三百二十五號，由教育局直接管轄，為標準千禧型二十四班校舍設計的全

日制小學。 

 

本校環境清幽，校舍地方寬敞，除有二十四個標準課室外，另設圖書館、語言室、

電腦室、常識室、英語學習室、學生活動室、輔導室、遊戲室、音樂室、視覺藝術室、

醫療室、禮堂、操場、有蓋操場、多用途場地及教職員休息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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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管理】 

 

學校管理行政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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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管理委員會】 
 

本校於一九九九年九月成立學校管理委員會。學校管理委員會定期舉行會議，商

討及訂定學校的整體發展方向。學校管理委員會成員包括教育局代表、校長、社會人

士獨立代表、校友代表、家長代表及教師代表，共同參與校政的決策，確保學校的管

理效能及教學質素。 

 

 

學校管理委員會成員架構 

成員 
辦學團體 

(教育局代表) 
校長 .獨立成員 .校友成員 .家長成員 .教師成員 總人數 

人數 1 1 1 1 2 2 8 

 

 

2017-2018 年度學校管理委員會成員名單 

主    席 李錦光先生（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學校發展)） 

當然成員 余志賢校長 

獨立成員 蔡裕星先生 

校友成員 鍾健華先生 

家長成員 馮淑儀女士、吳翠儀女士 

教師成員 王淑德副校長、陳嘉雯主任 

 

 

【學校行政組】 
 

學校行政組主要分為兩大範疇 — 學與教和校風及學生支援，分別由兩位副校

長主管範疇內各小組的工作。各行政小組的職責及工作目標詳列於教師手冊內，職能

清晰分明，賦權有責。校長與行政小組定期召開行政會議，交待已完成及計劃中的工

作，並共同檢討、提出建議和決定，科組間緊密合作。 

 

 

【學校特別小組】 
 

除學校行政組外，另設立多個特別小組及委員會（STEM 發展小組、職安健小組、

家長教師會及商業活動監督委員會、新到任教師入職輔導、編輯委員會、校園電視台

小組、危機處理小組、救傷小組、校車委員會、午膳委員會、校服委員會、校友會事

務小組、教師福利小組），支援校務工作和學校的發展；各小組由不同職級的教職員

參與，增加教內同事的溝通、協作、表達意見和參與決策的機會。特別小組定期舉行

會議，檢討和完善所負責的職務。 

 



5 

【我們的學生】 
 

 

1. 班級組織：2017-2018 年度各級開班數目 

 

級別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班級總數 

班數 4 4 4 4 4 4 24 

 

 

 

2. 2017-2018 學位空缺（2018 年 6 月 30 資料） 

 

級別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總數 

學位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600 

學生人數 104 105 96 101 98 95 599 

學位空缺 -4 -5 4 -1 2 5 1 

學位空缺

百分率 
0% 0% 4% 0% 2% 5% 0.2% 

 

 

3. 過往三年學生人數 

 

 

 

 

 

 

 

 

 

 

 

 

 

 
 

 

 

  

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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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老師】 
 

1. 教師人數 

年度 校長 副校長 
主任 

(包括學生輔導主任) 

老師 

(包括圖書館主任、0.7輔

導老師及英語外籍老師) 

總人數 

2017-18 1 2 9 33 45 
 

2. 教師學歷 

 
 

3. 教師教學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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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 
 

學校因應不斷轉變的社會需要和教育發展趨勢，持續提升學校教學效能和教師質

素，學校需制訂相應的教師培訓工作，以推動教師的持續專業發展，令學生表現不斷

進步，邁向卓越。教師除了從教育局的培訓課程中獲得專業培訓外，亦可透過校內各

種持續專業培訓課程促進專業成長。這些課程涵蓋的主題和內容廣泛，包括課程規畫

和推行、學校行政及領導技巧和學生發展。此外，還有評估回饋的機制，藉此檢討課

程的設計、授課方式和質素。校方會收集教師對各項專業發展活動的意見，以便更有

效地檢視教師發展的果效，為教師提供具效能的專業發展活動。 

 

此外，學校更引入校外專業支援，包括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組及各大專院校等，

藉以強化教師教學效能，促進教師專業成長。此外，教師亦通過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

及境外交流活動，促使學校之間的互相交流。為配合課程和學校發展方向，學校還安

排教師透過共同備課、同儕觀課和經驗分享，藉此營造教師的學習文化，達致教學相

長，提升學與教的成效。期望通過專業學習和分享交流，教師能夠精益求精，以推動

卓越教學和教師專業成長。 

 

2017-2018 年度全校教師的專業進修總時數為 2,505 小時，平均每位教師的專業

進修時數為 60 小時。 

  

人數 

課程 

接受 30小時或以上

有系統特殊教育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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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年度教師專業發展項目簡表 
 

日期 項目 主辦機構 對象 

29/8/2017 
「應用雲端平台促進電子學習」

工作坊 
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 全體教師 

15/9/2017 
中文科優質課業工作坊 

英文科優質課業工作坊 
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組 

中文科老師 

英文科老師 

17/11/2017 
「成長的天空計劃」優質教師 

工作坊（一） 
香港青年協會 全體教師 

12/12/2017 數學科優質課業工作坊 
教育局小學校本課程 

發展組 
數學科老師 

13/12/2017 
「成長的天空計劃」優質教師 

工作坊（二） 
香港青年協會 全體教師 

4/1/2018 「STEM 活動日」教師工作坊 名創出版社 常識科老師 

19/1/2018 
「成長的天空計劃」優質教師 

工作坊（三） 
香港青年協會 全體教師 

23/1/2018 聯校官立小學教師發展日 教育局 全體教師 

8/2/2018 以評估回饋學與教 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組 中文科老師 

21/3/2018 STAR 網上評估擬題工作坊 教育城 全體教師 

27/3/2018 姊妹學校教師一天交流團 本校 全體教師 

21/5/2018 

學校自評及訂定工作計劃 

「成長的天空計劃」優質教師 

工作坊（四） 

本校 

香港青年協會 
全體教師 

3/7/2018 
「發展課程領導 促進自主學習」

工作坊 
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組 中文科老師 

全年 課程領導專業發展計劃 教育局語文教育支援組 
二、五年級

中文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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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一：持續優化學與教，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成就 

 

【提升學生語文能力】 
 

1. 100%教師認同透過各科組舉辦的不同活動能營造校內學習語文的環境，激發

學生。 

2. 外籍英語教師於小息時段主持英語活動、口語練習，午息時段與小六進行升中

面試英語活動，在校園電視台進行圖書分享，英語日午息主持集會，創設了學

生以英語交談的機會，提升了學生英語會話能力。 

3. 各學科透過製作校園電視台節目，創造生活化的環境，讓學生愉快地運用粵語、

普通話和英語溝通學習。 

4. 100%教師認同閱讀活動能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 

5. 95%教師認同參與中文科校外支援計劃，透過讀寫結合，能加強學生的寫作興

趣及能力。 

 

【藉教師專業發展來優化課堂教學，藉以促進學生學習】 

 

1. 97%教師認同於科務會議、共同備課或分享會分享教學心得，能有效提升教學

成效。 

2. 100%教師認同透過電子學習專業發展日、專業交流，教師運用電子學習教學的

能力有所提升。 

3. 100%有關教師認同中文科支援服務能提升教學效能。 

4. 三年級常識科任老師與中文大學支援人員進行了七次共同備課。75%有關教師

同意該支援服務能提升教學技巧。 

5. 93%教師認同利用校園電視台為教學平台，製作有關資訊科技的節目，有效提

升教師應用電子科技的能力。 

 

【提升學生自學能力】 

 

1. 97%教師認同教師能透過共同備課設計合適的教材及自學活動。 

2. 95%教師認同學生經常運用不同的自學策略，自學能力有所提升。 

3. 90%學生每月不少於兩次進行網上閱讀或練習，提升了學生的自學能力。當中

83%學生完成 E-悅讀計劃，而且完成 E-悅讀的學生人數取得全港前五名的成

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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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 

 

1. 設中、英文小班及課後輔導班，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表現，超過六成參加了中、

英文小班及課後輔導班的學生的學業成績有所進步。 

2. 學校能有效運用資源開辦支援小組，照顧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問卷調查顯

示，超過六成教師認同參與區本輔導班的學生的成績有所進步；86%學生同意

在參與區本計劃後，能夠提升責任感。 

3. 本學年發展機械人編程課程及 3D Printing 培訓班，發展學生不同的潛能。學生

投入課堂活動，在課堂上表現積極。 

4. 老師透過人才庫挑選學生參加校外活動或比賽，促進學生個人發展。 

5. 教師能因應學生的能力設計分層課業，有效照顧不同能力的學生。88%教師認

同經常配合學生能力設計分層課業，能讓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體驗付出努力，

完成目標的成功感。 

 
 

.反思 

 

【提升學生語文能力】 

 

1. 繼續安排不同的語文活動及閱讀活動，進一步提高學生閱讀興趣和寫作能力。 

 

【藉教師專業發展優化課堂教學，以促進學生學習】 

  

1. 二、五年級中文科兩位種籽老師留任，帶領同級老師進行讀文及寫作教學，以

優化課堂教學設計和教學策略。 

2. 下學年繼續安排電子學習專業發展日，培訓教師運用資訊科技教學，進一步提

升老師運用電子教學的能力。 

 

【提升學生自學能力】 

 

1. 教師在日常教學中進一步加入自學活動及教授自學策略，包括圈出重點、找出

關鍵詞句、撮要技巧、思維策略、解難能力、網上搜尋技巧及課後延伸學習活

動，培養學生自學能力。 

2. 運用多媒體提供多元化教材輔助教學，提升學生自學興趣，增進自學效果。 

 

【照顧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 

 

1. 考試調適能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適切的支援，建議下年度繼續為有特

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考試調適。 

2. 教學助理能有效協助推行學習支援服務，令學生的專注力、學業成績、社交、

自理等能力皆有所提升，建議下年度繼續安排教學助理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的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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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議下年度繼續與校外機構合作，透過區本計劃支援有需要的學生。 

4. 下年度繼續推行拔尖課程，為學生提供更多培訓機會。 

5. 下年度繼續設計分層課業、合適的課堂學習活動，照顧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 

6. 進一步推展電子教學、思維及自學等策略，提升讀寫作能力，照顧學習多樣性。 

7. 下年度繼續利用數據，檢討及分析學生的學習難點及設計適切的跟進策略。 

 

 

關注事項二：加強學生品德教育，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關愛、守禮

及盡本份 

 

.成就 

 

【建立和諧校園】 

 

1. 97.6%教師及 91.4%學生認同「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的改善措施及計劃有助

提升學生的解難能力、正面情感、朋輩和諧共處的技巧和積極面對人生的樂觀

感。 

2. 家長工作坊以觀察及口頭訪問，大部份家長認同計劃有助提升他們的管教技

巧。 

3. 100% 教師及 94.8%家長認同小四「成長的天空」計劃有助提升學生的抗逆力。 

4. 透過全方位各項輔導活動計劃，能加強傳達關愛與和諧的訊息，有助師生共建

和諧校園的文化。 

 

【培養學生明禮守規】 

 

1. 98%學生及教師認為「校本輔導活動」計劃之「明禮守規」能夠成功地培養學

生明禮守規的良好態度。 

2. 98%學生認同透過德育和公民教育、各科課程配合、講座及集會等恆常的活動，

能使學生明白以禮待人及恪守規則的重要；此外，課室內張貼由班主任與學生

共同訂定的課室約章，能提醒學生守規。 

3. 透過校園電視台播放由學生演繹的「以禮待人」情境影片，能具體地讓學生學

習以禮待人的態度。 

 

【培養學生盡責律己的精神】 

 

1. 97%學生及 98%老師認為「交齊功課人人讚」、「人人有『工』做」計劃、「書

包減磅」活動能幫助學生提升責任感。 

2. 95%學生及 98%老師認為透過推廣伸展或帶氧運動、「均衡飲食我做到」計劃，

能提醒學生多做運動，注意均衡飲食。 

3. 在體育課推廣伸展/帶氧運動，能提升學生多做運動的意識。 

4. 透過「均衡飲食我做到」計劃，能鼓勵學生要均衡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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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建立和諧校園】 

 

1. 各項全方位輔導活動計劃可恆常進行，按個別級本需要而加以強化。 

2. 家長教育仍要持續恆常進行，以及可按家長的需要而安排不同的專題工作坊

或小組培訓。 

3. 校方需要協調及靈活的安排學生參加成長輔導小組時間，使學生可有更多參

與成長輔導小組的機會。 

 

【培養學生明禮守規】 

 

1. 「課室約章」可恆常進行，班主任於平日多提醒學生遵守課室約章，做到守規

有禮。 

2. 下年度繼續於德育和公民教育及講座等時段，加入明禮守規的主題，以培養學

生以禮待人及恪守規則的態度。 

 

【培養學生盡責律己的精神】 

 

1. 「交齊功課人人讚」、「人人有『工』做」計劃可恆常進行，以培養學生熱心服

務及盡本份的態度。 

2. 「量度書包重量」的活動已連續三年進行，學生書包重量有改善，下年度建議

取消有關活動，改以其他項目代替。 

3. 在「小一迎新日」當天提醒小一家長在替子女購買書包時注意書包的大小及重

量是否適合；注意筆盒或筆袋內的文具數量適量便可；教導子女每天依時間表

收拾書包，以減輕書包的重量。 

4. 下年度繼續參加由中文大學推廣的「賽馬會家校童喜動計劃」，以鼓勵學生勤

做運動。 

5. 恆常鼓勵學生注意均衡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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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三：發展學生潛能，建立積極人生 

 

.成就 

 

【培養學生潛能，加強學生自信心】 

 

1. 超過 90%校園小記者表示透過接受製作及演出節目的培訓，能增加他們應用資

訊科技的能力，提升他們的自信心。 

2. 超過 90%學生表示參與演出校園電視台節目能提升他們的自信心。 

3. 超過 90%學生表示透過演出校園電視台的英語節目，有助加強運用英語的能

力，提升他們的自信心。 

4. 100%學生曾參加學校舉辦的活動，幫助學生發揮潛能。 

5. 本年度成立了不同的校隊，如足球、籃球、合唱團、爵士舞、東方舞等；其中

在第五十四屆香港學校舞蹈節，東方舞獲得中國舞甲級獎，低年級爵士舞獲得

兒童舞乙級獎及高年級爵士舞獲得現代舞乙級獎，大大提升學生的自信心。 

6. 全年舉辦了不同類型的活動，如運動會、「學生小舞台」、「學生綜藝匯演晚會」

等，以發揮學生不同的潛能。超過 89%學生參與有關活動，而家長表示活動能

讓學生發揮不同的潛能，大大提升學生的自信心。 

 

【提供多元化平台，讓學生發展潛能】 

 

1. 658 學生人次曾參加視藝、音樂、體育科校外活動或比賽，幫助學生發展潛能，

擴闊視野。 

2. 安排並訓練學生參加不同的校外比賽，其中在第 69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中，

多名學生獲得獎項，有助發揮學生的潛能。 

3. 超過 90%學生參與「學生小舞台」及「學生綜藝匯演晚會」的演出，讓學生有

機會發揮潛能，盡展才藝。本年度的「學生綜藝匯演晚會」非常受學生及家長

歡迎，座位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校方開放課室以電視直播形式進行，家長欣

賞校方的安排和感到非常滿意。 

 

【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服務】 

 

1. 透過校園電視台表揚積極參與社區活動的學生。獲表揚團隊包括各項傑出服務

生等。 

 

【凝聚家長及社區力量，共建積極人生】 

 

1. 家長積極參與義工服務，本年度超過 200 名學生家長參與義工服務。 

2. 90%學生認同有關成長教育的講座及活動能夠協助他們把所學的知識及技能

應用於日常生活中，使他們培養出積極的人生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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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培養學生潛能，加強學生自信心】 

 

1. 學生積極參與各類型的培訓活動，下年度將增加更多不同類型的體藝培訓班和  

課外活動，以提升學生對體藝活動的興趣，從而發揮他們的潛能。 

2. 「學生綜藝匯演晚會」非常受學生和家長的歡迎，下年度將繼續舉行，為了讓

更多家長及學生可以欣賞學生的表演，建議可在大會堂或社區劇院等較大的表

演場地舉行。 

 

【提供多元化平台，讓學生發展潛能】 

 

1. 為「學生小舞台」製作橫額，加強凝聚表演學生果效。 

2. 鼓勵學生學習欣賞表演的文化及規矩。 

 

【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服務】 

 

1. 下年度繼續透過不同的方式表揚積極參與社區活動的學生。 

 

【凝聚家長及社區力量，共建積極人生】 

 

1. 仍有小部份學生在朋輩相處及處事態度方面較為負面，建議繼續透過成長教育.

講座及小組活動來加強學生與人溝通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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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與教 
 

 

【課程的策劃與特色】 

 

本校課程配合教育發展趨勢，貫串各個關鍵項目，包括統整教學及專題研習、

從閱讀中學習、利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積極推展教師專業化，舉辦教師專業

發展日及備課會，進行校本課程發展計劃，擴建學與教檢討平台，提高學與教的效

能。從閱讀中學習方面，學校透過閱讀獎勵計劃、多元化的閱讀推廣活動、家長伴

讀活動，及與中學合辦聯校伴讀計劃等，提高學生的閱讀興趣。學校亦透過早讀課

和圖書課培養學生的閱讀習慣。在德育及公民教育方面，學校積極培養學生的良好

品德，透過早會、生活教育課、德育講座、課外活動、班主任時段和校本輔導活動

等作品德價值的培育，並將德育及公民教育融入於各學科中。在認識中國文化活動

上，本校透過「中華文化日」，加深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識，體會節日的意義；透

過校本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培育學生良好的品德和正確的人生觀。在專題研習方

面，以常識科為主導推行專題研習活動，透過跨學科學習，加強學生溝通、協作、

自學及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並加入科技探究元素，透過手腦並用，讓學生發揮創

意及科學探究精神，在匯報中分享學習成果。在資訊科技學習上，每級設有資訊科

技課，有系統地提升學生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並應用於各科組學習中。此外，在

三年級加入電腦Microbit課程、六年級m-Bot機器人和教授Scratch程式編寫軟件，為

學生提供更多元化的資訊科技教育。 

 

學校重視教師專業發展，促進學與教的成效，為教師安排與教學有關的培訓，

務求帶領教師專業成長，使教學技巧能與時並進。教師同時透過同儕備課、同儕觀

課及課研加強教學交流，優化教學技巧。本年度教師專業發展的主題是「自主學

習」及「電子學習」教學，而同儕備課則以「合作學習」和「自主學習」為焦點。

本校引入校外支援，於小二、小五中文科以讀寫結合為本，設計校本寫作課程，推

展「跨課程閱讀」，持續優化教與學，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於小三常識科發展多

元化的教學策略，提升教師在擬訂、施行及評估校本課程的能力，提升教學效能；

並建立實踐社群，彼此交流、互相觀摩，以持續提升教師的專業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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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課業及評估】 

 
1. 多元化課業類型 

教師為學生設計多元化及合適的課業，讓學生在課堂以外的時間，延展和鞏固學

習，並協助他們了解自己的學習進度及須改善的地方。課業種類、次數和份量適中，

讓學生有足夠的時間參與課外活動和休息。 

 

除一般的紙筆家課，教師還會安排不同形式和類型的課業，如課外閱讀：學生閱

讀有關讀物後，就特定的題目發表意見及撰寫閱讀報告，從而增強他們的口語表達及

寫作能力；蒐集資料：透過蒐集圖片、資料，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搜集資料的能力；

剪報：透過閱報的過程，學生能多留意時事及關心社會，並從自擬題讓學生更能掌握

解題技巧，以及提高他們的學習動機及自信；專題研習：學生分組進行專題研習，學

會與人溝通及協作的重要性，更能培養他們的自學、解難及創意能力。這些課業都能

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提升他們的共通能力。 

 

此外，為了有效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各科按學生的需要及能力設計分層課業，

課業內容包含一般性題目及高階思維題目。為了讓學生將所學的知識與日常生活聯

繫起來，各科亦會按科本需要加入不同形式的練習，如常識科的生活技能、科學及科

技探究；數學科的數據處理等。 

 

課業除了由教師批改及給予回饋外，還設有學生自評、同儕互評、家長評估等，

透過多元化的評估，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2. 評估 

2.1 多元化評估模式 

多元化評估模式能幫助學生了解自己在不同範疇的表現，教師亦可了解學生的

學習進度，從而給學生提供有效的回饋。本校以「促進學習的評估」作為課程發展的

重要方向，透過優化評估制度、方式，令評估最終能回饋學習。多元化的評估方式在

於考核學生在知識、技能及培養態度方面的表現，從而達到多角度評估的原則，如：

學習日誌、學習檔案、觀察、實驗、專題研習、口頭匯報、藝術創作等，展示學生多

方面的學習表現。 

 

2.2 校內評估 

本校全學年共進行測驗及考試各兩次，目的是讓教師了解學生的學習進度，從而

透過評估促進學習。 

 

此外，各科加入進展性評估，例如：中文科的口頭報告及説話評估；英文科的聆

聽及説話評估；數學科的自擬題目、主題研習及初小的「實作評量」；常識科的「小

小新聞報道員」及「生活技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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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閱讀中學習】 

 

閱讀是教育的基石，故本校積極營造校園閱讀氛圍，推行多元化的閱讀活動。本

校推行早讀、於午息及課後開放圖書館及提供「每日一篇」網上閱讀等活動，培養學

生喜愛閱讀的習慣。此外，推行「大哥哥大姐姐伴讀計劃」，訓練高年級學生成為閱

讀大使，閱讀大使不但跟低年級同學講故事，亦於每星期教導語障及讀障的同學閱讀，

提升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語文能力。 

 

本校家長亦積極參與閱讀活動。家長義工擔任「故事爸爸媽媽」，在課前及午息

協助進行「故事爸媽伴讀計劃」和「輕鬆讀」活動。他們透過講故事及指導學生閱讀

圖書，有助提升學生的閲讀能力，亦藉著故事內容，灌輸品德教育。故事媽媽亦透過

「輕鬆讀」活動，指導學生閱讀橋樑書，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 

 

本校亦透過「閱讀小達人」親子閱讀獎勵計劃、「親子閱讀」家長講座、舉辦圖

書展覽及「環保飄書」活動，鼓勵親子閱讀。 

 

圖書館與中文科合作推行主題閱讀，每次有不同的閱讀主題以擴闊學生的閱讀

視野。除教導學生接納不同的意見、觀點、文化和價值觀外，亦擴展學生認識生命的

價值和積極面對挑戰。 

 

為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圖書館結合語文科發展閱讀策略教學，讓學生掌握「從

閱讀中學習」的技巧，增強他們的學習能力，以達到終身學習和全人發展。圖書館主

任亦培訓閱讀大使及圖書館管理員，加強圖書館技能訓練及培養學生的責任心。本年

度閱讀大使及圖書館管理員透過校園電視台進行「好書推介」活動，校園閱讀氣氛濃

厚。 

 

本校與培英中學合辦聯校伴讀計劃。培英中學師生到校為二年級學生以 iPad 伴

讀電子故事書《最好吃的生日蛋糕》及《我愛花草樹林》和透過實作活動─製作生日

蛋糕磁石貼及種植火龍果盆栽，增加學生的閱讀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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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德育及公民教育】 

 

學校已將德育及公民教育融合在正規課程和非正規課程中，如班主任課、導修課、

生活教育課、各科組活動、課外活動、講座、校本輔導活動等，培養學生的良好品德

---關愛、守禮及盡本份。本年度的校本輔導活動繼續以培養學生關愛他人、建立和諧

校園、明禮守規及盡責律己為目標，藉以加強培養學生與人和諧相處、守禮自律、良

好生活習慣的正面態度。 

 

【訓育輔導】 

 

學校訓輔合一，除了訓育工作外，還積極推行各項「校本輔導活動」及「全方位

增值計劃」，藉以培養學生在學業及品德兩方面的良好態度和行為。學校透過推行「和

諧校園」活動，提升學生與人和諧共處、團隊合作的能力，共同建立和諧校園；亦透

過「明禮守規」活動，讓學生懂得以禮待人和恪守規則；而「我能做到」計劃，培養

學生盡責律己、積極參與服務及信守承諾。 

 

學校按學生的成長需要為他們提供發展性、預防性和補救性的訓育及輔導活動，

包括生活教育、輔導小組、專題講座、小四「成長的天空」等。訓輔工作互相配合，

理念和目標一致，積極地透過多元化的活動，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及解難能力，提

升他們的責任感，為他們創造一個勇於承擔責任的學習環境，以及為社會培育有責任

感的公民，回饋社會。學校亦重視教師的專業發展，透過培訓，例如「優質教師工作

坊」，讓教師了解兒童發展的需要。本校也重視家長教育，透過不同的講座，例如「有

效記憶法」、「恰當使用社交網絡平台」等，讓家長對子女加深認識，加強家校合作，

以助推展訓輔工作及各項活動，使校本訓輔工作能夠順利完成和得以穩健發展。 

 

此外，學校透過師生共同訂立課室約章、「人人有『工』做」及「交齊功課人人

讚」、「明禮守規」、「我能做到」等計劃，培育學生明白盡責守規、待人有禮的重

要性，並於群體中實踐；還要養成恆常做運動、注意均衡飲食的良好習慣。學校透過

不同的活動，讓學生認識自己的才華，發揮潛能，建立自信，邁向積極、豐盛的人生，

有如本校校訓：「積極人生、盡我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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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支援】 

 

本校致力採用「全校參與模式」，並設立「校本識別有特殊學習需要」的機制，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融入校園生活為目標，訂立清晰的識別準則和程序，為學生

提供適切的支援服務。 

 

為使學生獲得適切的支援服務，本校在課程、課業和評估三方面進行適當的調適，

並引入校外資源，以增加學生的學習效益。學校亦透過專家報告、家長意見、老師觀

察、問卷調查、量表數據，並因應學生的需要從而安排小班教學、入班協作、言語治

療、執行能力技巧訓練、執筆寫字班及課業輔導班等服務給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 

 

在第三層支援的學生方面，除了教育心理學家及教育局督學提供的專業支援服

務外，教師亦會因應學生能力的差異進行調適及採用多元化的教學策略。此外，教師

與家長會定期舉行「個別學習計劃小組」會議，跟進和檢討「個別學習支援計劃」之

成效，務求為學生提供最適切的支援服務。 

 

總括而言，學生在接受本校提供的支援服務後，於學習、社交和自理能力等均有

所進步。 

 

 

【學生成長支援】 

 

為了照顧學生在成長的階段中不同的發展需要，學校透過「全方位學生輔導服

務」，策劃及推行不同的成長輔導活動，使他們身心獲得均衡的發展。在學生輔導方

面，透過運用「輔導津貼」、「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計劃」之「額外津貼」和「成長

的天空計劃」的撥款，與社區合作，共同為學生舉辦了多元化的成長輔導活動。 

 

「全校參與」的成長輔導活動包括「生日會」、「和諧校園」成長教育講座、「生

活教育計劃 LEAP」和「愛和諧」攤位遊戲，藉以提升學生的快樂感與樂觀感、互相

包容和接納，學習「感恩」以及朋輩和諧相處的技巧，從而培養學生互相尊重、關愛

和積極人生的良好態度。另外，提升學生的「抗逆力」、「合作」、「溝通」、「解

難」和「適應」能力也是策劃及推行成長輔導活動的重要目標，本年度舉辦了「分級

歷奇活動」、「小四成長的天空計劃」、「小五青春期成長課」和「小一適應課程」，

學生透過合作和解難的活動，各展所長，共同完成任務，並認識自己的優點，從而提

升他們的自信和正向情感。還有，學校也為個別學生安排了「社交情緒小組」及「遊

戲治療」，以不同的輔導方式，協助學生處理及面對在成長中遇到的困難。最後，為

了培養學生「服務社群」的精神，學校與社區志願機構合作，共同舉辦了「小義工培

訓和探訪活動」，透過表演、與長者談話等過程，好讓學生學習懂得「關愛」和「服

務他人」的技巧。 

 

總括而言，教師、家長和學生均認同「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計劃」能夠有效地協

助學生健康成長，以及建立「關愛與和諧」的校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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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學習活動】 

 

本年度學校為學生安排不同的境外學習活動，包括：「香港百人學生一帶一路小

學生陝西之旅」—由三所官立小學各安排三十多位小學四年級學生前往西安學習，讓

學生認識西安作為絲綢之路的重要起點，增加對國家現今提倡「一帶一路」的認識；

「同根同心—廣州西式建築及其歷史文化兩天考察之旅」—讓全級小五學生認識廣

州的西式建築，了解它們的歷史文化背景及當地對歷史文物的保育工作，更透過參觀

中國近代史博物館及中山紀念堂，加深學生對中國近代重要歷史人物及其事蹟的認

識，豐富他們的學習經歷；以及「粵港姊妹學校計劃兩天交流團」—讓三十八位小五、

小六學生到訪深圳市仙桐實驗小學進行交流活動，順道遊覽深圳，讓學生增廣見聞。

學校透過境外學習活動，讓學生踏足祖國，擴闊他們的眼界，了解中國的教育及文化，

更藉此良機訓練學生學習獨立，讓他們認識自我，促進成長。 

 

【家長教育與聯繫】 

 

學校與家庭是輔導兒童健康成長的重要支柱，因此，透過「家校合作」，更能有

效地培育兒童，協助他們發展潛能，以及面對成長路上的各項挑戰。 

 

家長教師會一向十分支持學校各項政策、措施及發展，積極地協助學校舉辦各項

活動及參與家長義工的工作，當中包括：與其他機構或專業導師合辦多元化課後培訓

班、量度體溫、「親子旅行」、六年級畢業典禮「敬師」活動、校服回收及派發活動、

親子齊種水仙花班、家長賀年掛飾製作班、家長髮飾製作班、「故事媽媽」、支援圖

書館服務、協助教師帶領學生進行「教育性參觀」、參與「小一適應課程」和周年運

動會的家長義工服務等，使學校各項活動能夠順利進行。此外，家教會成立的「南官

學習基金」（簡稱「基金」），資助學校開辦奧數班及英語話劇班，為學生提供培訓，

讓學生發揮潛能；另斥資購買音響器材，使學生在「學生小舞台」表演時有更理想的

音響效果，讓同學們有更出色的表現，增強其自信心。此外，家教會更運用有關資源

為學生添置籃球機、足球機及課室遊戲玩具，讓學生更享受愉快的校園生活，既可以

培育學生全方位的發展，也可以使學生可擁有更優質的學習環境。 

 

學校能夠善用教育局的撥款，包括「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家庭與

學校合作活動計劃」特別津貼、「成長的天空計劃」撥款和「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計

劃」之「額外津貼」，用以策劃及推行「家長教育」，包括舉辦了不同類型的家長講

座、工作坊、家長小組和親子活動，使家長在管教子女的技巧上有所增值。本學年學

校舉辦的主題有：「協助子女健康上網」、「有效記憶法」、「溫習有法」、「成長

的天空計劃」之「優質家長工作坊」、「字型結構及拆字技巧學習法」，以及「家長

義工服務培訓計劃」及親子探訪活動，這些講題都能夠有助提升家長們的管教及輔導

子女學習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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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家長聯繫方面，學校每年都會透過「與校長有約」、「家長日」、「陽光電

話」、「學校網頁」、「電子通告」、「電子訊息推送系統」和座談會，與家長保持

良好的溝通及聯繫，不但可加強家長們對學校各項政策和措施的認識，而且也可以協

助家長了解子女的學習和行為表現，以及認識子女的潛能發展需要。學校亦鼓勵家長

們互相接納和包容，明白孩子們的個別差異，並伸出援手，協助有需要的家長，共同

培育兒童發展。 

 

 

【校友支援及聯繫】 

 

本年度校友會在促進校友之友誼、與母校的聯繫和推動校友會的工作，均達到理

想的效果。 

 

校友會在十二月下旬舉行了「中學生活初探～舊生分享會」，邀請了就讀初中的

畢業生與六年級同學交流，讓他們了解中學的生活，從而準備升中面試，小六學生在

會後表示活動有助他們預備升中面試，亦增加了對中學生活的了解。 

 

校友會於新春後舉辦「新春行大運」活動，當天上午順利舉行，是次活動得到校

友會康樂鍾健華先生統籌及帶領，由黃竹坑熟食市場出發，步行往南朗山進行遠足活

動。大家準時齊集，一行十多人一起登山，當天天氣非常和暖，沿途風景明媚，可在

高處飽覽南丫島、海洋公園及深水灣的景色。最後，大家經過南朗山抵達香港警察學

院，之後在海洋公園站乘港鐵離開。下午更一起在海怡廣場的酒樓內共晉午餐，與一

眾校友閒話當年。 

 

校友會會員大會於三月初舉行，當天除了報告會務及財務外，更進行了 2018 至

2020 年度常務委員選舉，在一眾會員會友的見證下，選出了新一屆的幹事會。會員

大會後，校友們更進行不同的活動，包括三人隊際地壺比賽、乒乓球及三人半場籃球

賽。 

 

此外，校友積極參與母校的活動，在畢業禮當日，鍾均華主席代表校友會蒞臨主

禮，給予師生莫大的鼓勵。本年度，校友會繼續與家長教師會合資捐贈「校友會暨家

長教師會獎學金」，勉勵學生努力學習，奮發向上。 

 

創會以來，校友會會員的人數逐年遞增，本年度有 94%小六畢業生加入校友會，

為校友會注入更多新力量，令校友會得以穩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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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表現 
 

學生的校內評估表現理想，大部份學生能保持良好水準。在教師悉心的指導下，

設計不同的課堂學習活動，透過合作學習，培養良好的態度。此外，學生亦喜愛閱讀，

透過各種活動，學生能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除了課堂學習外，學生還會運用不同的

資源，如互動電子學習平台、平板電腦、圖書館、校園電視台等輔助學習。部分學生

仍需主動求知，常思考，多分析，以發展高階思維和自學等能力。 

 

甲.【2016/2018 年度升中概況】 

本年度小六學生獲派第一至第五志願百分比 

派往首志願中學百分比：91.6% 

派往首三志願中學百分比：95.8% 

派往首五志願中學百分比：99% 

 

乙.【課外活動】 

 

本校除了正規的課程外，也着重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學生透過參加不同的課

外活動，可以學習與人溝通和合作，同時亦可以從中得到豐富的生活體驗，發揮潛

能。 

 

本校於星期五舉辦課外活動課，星期一至六設有課後培訓班，各科組亦不定期

舉行不同的活動。課外活動種類多元化，涵蓋學術、體育、藝術、興趣及社會服務

等範疇，學生都積極參與課外活動。學生參與不同的課外活動，擴闊生活經驗，培

養興趣。學校亦成立多隊制服團隊及服務團隊，藉以培養學生服務他人的精神和情

操。課後培訓班是與校外機構合辦，分別有體育、音樂、舞蹈、學術等，讓學生按

自己的興趣選擇參加課後培訓班，幫助學生發展多元智能，讓學生盡展所長。學校

安排各表演組參與演出，提供學生演出的機會，加強學生的自信心，培養學生團隊

合作的精神。其中「學生小舞台」及「學生綜藝匯演晚會」活動，讓學生有機會發

揮潛能，盡展才藝。 

 

此外，本校亦會舉行不同的活動，例如配合各級的常識科課程安排參觀活動，

包括參觀香港動植物公園、香港仔消防局、立法會綜合大樓、衛生教育展覽及資訊

中心、水資源教育中心、香港科學館和「創科博覽 2017」等；還有中文科的「字詞

是非」、「中文歌曲點唱」、英文科的「英語日―English Fun Day」和數學科的

「數學日」、普通話科的「普通話升級大作戰」、資訊科技科的「m-Bot 機械人

車」、視覺藝術科的「活現書中人」創作比賽和圖書科的「閱讀小達人」親子閱讀

獎勵計劃等。每年本校亦會舉行公益金便服日、親子賣旗、小義工探訪安老院等活

動，培養學生服務社會，關心他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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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亦會舉行健康環保旅行、聖誕聯歡會、畢業營、內地之旅等活動，以促進

學生彼此的相互關係。 

 

本校學生積極參與校外比賽，包括香港學校朗誦節、香港學校音樂節、香港學

校舞蹈節、校際田徑、游泳、各種球類比賽、視藝比賽、中文及英文寫作比賽等，

當中學生的表現優良，獲得不少獎項。 

 

丙.【學生校外比賽成績】 

 

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詳情 

2017/2018 

學術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朗誦比賽 

亞軍 1 人 

季軍 2 人 

優良獎 20 人 

良好獎 5 人 

普通話朗誦比賽 

季軍 2 人 

優良獎 38 人 

良好獎 3 人 

英文朗誦比賽 

冠軍 1 人 

亞軍 2 人 

季軍 2 人 

優良獎 100 人 

良好獎 7 人 

HK Inter-Primary Schools English Speech Competition 
Certificate of Merit 14 人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5 人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個人賽銀獎 2 人 

個人賽銅獎 1 人 

第二屆世界菁英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團隊二等獎 5 人 

銅獎 1 人 

優異獎 2 人 

第十三屆中西南區小學數學邀請賽 個人賽優異獎 1 人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8  

（香港賽區）初賽 

一等獎 9 人 

二等獎 13 人 

三等獎 26 人 

第十一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8 

（華南賽區）晉級賽 

特等獎 1 人 

一等獎 5 人 

二等獎 6 人 

三等獎 14 人 

第十一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8 

全國總決賽 

一等獎 3 人 

二等獎 3 人 

三等獎 2 人 

2018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香港賽區初賽 
金獎 1 人 

銅獎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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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COMO 兩岸菁英奧林匹克數學邀請賽 暨  

第 47 屆台灣奧林匹克數理競賽 

二等獎 1 人 

三等獎 3 人 

第二十五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銀獎 1 人 

第二十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2018 
優異獎 3 人 

優良獎 3 人 

「我的社區圖書館」繪畫創作比賽 優異獎 1 人 

我的圖書館-「閱讀在南區」Fun 享日：故事演繹比賽 優異獎 1 人 

第二十四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銅獎 2 人 

第二十一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優異獎 1 人 

第十九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2017 

優異星獎 2 人 

優異獎 1 人 

良好獎 1 人 

國際文化精英朗誦節 2017 

冠軍 1 人 

優異獎 2 人 

優良獎 1 人 

視藝 
花好月圓照大街中秋晚會之「社區新面貌」填色比賽 

(初小組) 

冠軍 1 人 

亞軍 1 人 

季軍 1 人 

第二屆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亞軍 1 人 

優異獎 2 人 

嘉許獎 11 人 

「復元 Be My Way！」親子四格漫畫填色比賽 

冠軍 1 人 

全場最感動大獎 1 人 

優異獎 2 人 

入圍獎 3 人 

繽紛 20 載慶回歸嘉年華暨填色創作比賽（高小組） 

冠軍 1 人 

季軍 1 人 

殿軍 1 人 

優異獎 2 人 

南區道路交通安全運動 2017/2018（初小親子組） 冠軍 1 人 

香港花卉展覽 2018 學童繪畫比賽 優異獎 1 人 

「與鯨同行」2018 港島區小學填色繪畫比賽 冠軍 2 人 

亞軍 2 人 

季軍 1 人 

優異獎 1 人 

慶祝父母親節「爸爸媽媽我愛您」填色創作比賽 季軍 1 人 

體育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男子乙組傑出運動員獎 1 人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男子甲組 優異獎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男子乙組 殿軍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1 人 

嘉諾撤培德學校友校接力邀請賽女子組 4X100 米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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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西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男子組 優異獎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友校接力邀請賽男子組 4X100 米 季軍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友校接力邀請賽女子組 4X100 米 季軍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男子組 4X100 米 優異獎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女子組 4X100 米 亞軍 

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小學挑戰盃男子羽毛球隊際賽 季軍 

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小學挑戰盃女子羽毛球隊際賽 季軍 

第五十四屆香港學校舞蹈節東方舞（低小組） 甲級獎 

第五十四屆香港學校舞蹈節爵士舞（高小組） 乙級獎 

第五十四屆香港學校舞蹈節爵士舞（低小組） 乙級獎 

音樂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小學合唱 ― 九歲以下） 良好獎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 1 級 
季軍 1 人 

優良獎 8 人 

鋼琴 2 級 
優良獎 5 人 

良好獎 1 人 

鋼琴 3 級 優良獎 2 人 

鋼琴 4 級 
優良獎 1 人 

良好獎 2 人 

鋼琴 6 級 
優良獎 2 人 

良好獎 1 人 

小提琴獨奏 2 級 優良獎 1 人 

聲樂獨唱 ― 外文歌曲―13 歲以下 良好獎 1 人 

二胡獨奏 ― 初級組 優良獎 1 人 

其他 公益少年團 積極團隊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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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與跟進 
 

2017-2018 學年是學校發展三年計劃的第三年。過去一年，各科按本周期發展計

劃的關注事項，運用不同的策略優化課堂教學，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表現。學校亦致

力營造關愛校園文化，學生能關愛和尊重別人，校園課充滿和諧歡樂的氣氛。此外，

學生有更多展示才華的機會，讓他們成為充滿自信的小孩。學校按預期的目標，各項

相關措施均能落實執行及持續發展，達到預期的成果。 

 

為令學生在學習、品德和身心健康等各方面能持續發展，達致更高的水平，本校

依據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的成效和反思，並因應目前所面對的情況作出檢視，就本

周期學校發展三年計劃的關注事項、目標和策略作出檢討，經全體教師商討後，會繼

續按既定的目標推行學校發展計劃。在本校各持分者的共同努力下，學生在學習、品

德和潛能等方面定能持續發展，達到有關的目標。 

 

在新學年，是另一個三年發展周期，學校仍以「優化學與教，深化學生的學習效

能」為首要工作，致力推展電子學習、STEM 課程及進一步強化學生的自學能力。此

外，學校會為學生提供更多不同類型的課外活動及表現平台，推動體藝教育，加強發

揮學生的潛能，讓學生身心得到均衡的成長，達致全人發展。 

 

 

學校發展三年計劃（2018/2019 至 2020/2021）的關注事項和目標 

 

1. 優化課堂教學，深化學生自學能力，持續提升學與教效能 

a) 持續推動教師專業發展 

b) 優化課堂教學，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及效能 

c) 強化學生自學能力 

d) 加強照顧學生學習差異 

 

2. 推動體藝教育，發展學生潛能 

a) 推動體藝教育，發展學生潛能 

b) 鼓勵同學多做運動，養成恆常運動的習慣 

c) 培養學生參與體藝活動應有的禮儀，學習欣賞別人 

d) 凝聚家長、校友及社區力量，發展學生體藝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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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1/9/2017-31/8/2018) 
 

項目 收入  $ 支出  $ 

I. 科目及課程整筆津貼帳   

承上總結餘（甲項和乙項結餘的總和） 1,659,443.82  

(甲) 非為特定學校而設的津貼              

承上結餘 597,081.29  

基線指標撥款 342,293.00 281,476.10  

   

小結： 342,293.00 281,476.10  

年終盈餘 / 赤字：  60,816.90  

年終盈餘 / 赤字 + 承上結餘：  657,898.19  

(乙) 為特定學校而設的津貼   

承上結餘 1,062,362.53  

 有關學生支援的津貼包括：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校本津貼） 111,000.00 103,081.00  

學習支援津貼 1,120,905.00 904,390.31  

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121,814.00 73,181.00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376,962.00 279,526.03  

 學校發展津貼 CEG  732,648.00 765,968.54  

小結： 2,463,329.00 2,126,146.88  

年終盈餘 / 赤字：  337,182.12  

年終盈餘 / 赤字 + 承上結餘：  1,399,544.65  

2017 / 2018學年度科目及課程整筆津貼帳總盈餘結轉：  2,057,442.84  

   

II. 課外活動帳   

承上結餘 436,421.95  

 課外活動經費 771,074.90 741,565.90 

 拾遺 541.30 0.00  

小結： 771,616.20 741,565.90  

年終盈餘 / 赤字：  30,050.30  

年終盈餘 / 赤字 + 承上結餘：  466,472.25  

2017 / 2018學年度課外活動帳總盈餘結轉：  466,47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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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管理費收支報告 
 

      HK$ 

甲. 收入     

  2016-2017 結餘   426,698.30 

  2017-2018 校本行政費收入（第一期）   80,865.00 

  2017-2018 校本行政費收入（第二期）   80,865.00 

  2017-2018 場地外借收入   3,240.00 

   總收入： 591,668.30 

       

乙. 支出     

  禮堂電費（九月至八月）   10,854.60 

  優質教育基金核數支出   200.00 

  實物投影機   6,468.00 

  禮堂冷氣機保養及維修   91,160.00 

  e 悅讀學校計劃-小學閱讀組合 2017/18   6,000.00 

  校園通系統維護   14,800.00 

   總支出： 129,482.60 

       

丙. 結餘   462,18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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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發展津貼」計劃評估報告 
 

成就 

 

本校在 2017-2018 年度利用「學校發展津貼」聘請了一名教學資源助理(ITRA) 、

一名教學助理(IT)和三名文員，以減輕教師的非教學工作，協助教師處理數據及提供

與資訊科技教學有關的支援；並協助校內及校外活動的籌備工作、購買物品和服務的

報價及訂購、場地佈置、場刊及攤位設計、表演節目綵排、短片拍攝及剪輯等工作，

讓教師能專注教學工作，照顧學生的需要。 

 

根據問卷調查的結果，100%教師認同教學助理和文員能協助製作教材、處理有

關資訊科技的事務和處理校內問卷調查的數據；100%教師認同教學助理和文員能減

輕非教學的工作，並能協助製作教材，協助籌備校本活動和分享會及攝錄校園活動照

片和影片，為教師創造空間。100%教師認同得到教學助理和文員的協助，教師能運

用更多時間設計教材及交流教學心得，並可為他們能減輕文書工作，讓教師可有更多

時間專注教學，促進教學成效。 

 

97.5%教師滿意教學助理和文員的工作表現，100%教師認同教學助理和文員能有

效支援教師。 

 

反思 

 

依據問卷調查的結果，絕大部分教師滿意教學資源助理、教學助理和文員的表現，

認同他們在不同範疇能給與教師支援及協助，讓教師可以有更多時間處理學與教的

事務和交流教學心得。全體教師亦認同教學助理和文員的支援，可見整體計劃的目標

已達到。雖然各文員工作理想，但礙於文員的職務未能安排他們入班協作；另一方面，

文員職位流動性較大，建議下年度利用「學校發展津貼」改為聘用教學助理職位，可

以更加有效協助教師工作及進行入班協作活動。此外，學校現正配合資訊科技教學的

新世代，建議學校繼續聘請資訊科技資源助理協助學校管理及操作校內的資訊科技

設施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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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支援津貼」計劃評估報告 
 

成就 
 

本學年校方運用「學習支援津貼」聘請兩位學習支援老師、兩位教學助理和校外

服務機構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支援服務，包括：入班協作、個

別學習計劃、社交技巧訓練、自理能力訓練和功課輔導等。 

 

為了檢視本學年就「學習支援津貼」計劃的成效，以便校方為來年度(2018-2019)

此計劃的施行狀況作出決定的參考根據，因此學習支援組對學習支援老師和教學助

理的工作，以及各小組活動分別向老師、家長和學生進行了問卷調查。 
 

「學習支援老師」計劃 

 

根據學習支援組家長問卷數據顯示，87%家長認為學習支援老師能關愛及用心指

導學生學習；81%家長對學習支援組授課感到滿意；61%家長認為學生在參加學習支

援組後學業上有所進步。另一方面，半數以上的家長認為學生能主動完成大部份功課

才回家；學習更主動和對運用語文更具信心。 
 

學習支援老師在課後的課業輔導班指導學生完成課業，問卷調查結果顯示，83%

家長認為學習支援老師能關愛及用心指導學生學習；71%家長認為學生能完成大部分

中、英、數功課才回家；超過半數的家長認為學生能主動提問;學習態度有所改善和

中、英、數三科成績均有進步。 
 

「學習支援教學助理」計劃 

 

調查結果顯示，100%老師同意教學助理能減輕老師為個別學生提供輔導的工作

量，並能提供協助及提高教學工作效率；82%老師同意教學助理能協助教師處理非教

學工作；92%老師同意教學助理能協助教師教學相關工作及負責帶領課前、午息小組

活動和課後學習輔導，提昇學生學習成效。  
 

「小組活動」計劃 

 

而各個小組的評估結果顯示，平均有 87%的調查對象同意相關服務有助提升學生

的學習表現、專注力、學習態度、情緒、社交及自理等能力；75%家長同意子女的紀

律有進步；75%家長同意子女的專注力較以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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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學習支援老師以關愛及用心指導學生學習，循循善誘，學生於學業方面有所稗益，

對於學生的學業及個人成長有正面和積極的幫助。教師的教學效益及學生學習的成

效，均能符合校方的要求。因此，學習支援小組認為課後和課業輔導班能發揮它的教

學效益，下年度繼續聘請學習支援老師施教。 

 

教學助理能有效地協助推行學習支援服務，令學生融入校園生活。學生的專注力、

學業成績、社交、自理等能力皆有所提升。學生的學習效益能符合校方的需求，因此，

下學年繼續聘用兩位教學助理以協助提供支援服務。 

 

由校外服務機構協辦的各項學習支援小組課程具滿意成效，能符合校方的既定

要求，故學習支援小組建議下學年繼續開辦相關訓練課程，支援各類有需要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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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的政策、資源及支援

措施 
 

(2017/2018 年度) 
 

I. 政策  本校致力建立共融文化，以「全校參與」模式支援有特殊教育需

要的學生；透過資源調配，為學生提供適切和多元化的支援服

務，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及協助他們融入校生活；及  

 學校重視家校合作，建立恆常溝通機制，透過不同渠道 ， 與家

長一起商議有關支援學生的策略。 

II. 資源 為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及成績稍遜的學生，本校獲教育局增撥的額

外資源包括 

 學習支援津貼；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III. 支援措施及 

資源運用方式 

本校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及成績稍遜的學生提供下列支援措施 –  

 成立學生支援組，由副校長作統籌，成員包括課程發展主任

/學務主任、輔導教師、班主任、社工、教育心理學家、考

試統籌主任和各學科教師等。  

 增聘 1 名輔導教師及 2 名教學助理與全校教師以「全校參

與」模式照顧個別差異；  

 安排課後輔導班，為學業成績稍遜的小二、小四、小六學生

提供中文和數學的加強輔導教學； 

 購買「言語治療服務」，為有言語障礙的學生提供每週一次

的小組/個別言語治療/訓練； 

 安排教師或教學助理，以協作教學模式在課堂上支援有特殊

教育需要的學生；  

 向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學習、家課和測考調適，又透過課堂觀

察，記錄學生的學習成果，在適當時候向家長報告；  

 設立「大哥哥、大姐姐、小老師」計劃，為初小學生提供幫

助；  

 設立「伴讀」計劃，協助有讀寫困難的學生閱讀課外書，以

提升他們的閱讀能力； 

 提供家長教育，包括講座、培訓班及工作坊，讓家長了解有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習特性，從而配合學校的措施；及 

 邀請教育局、香港教育學院及志願機構，為教師提供培訓，

包括以「全校參與」模式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教導

患有自閉症的學生的策略、啟發潛能的新教學理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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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行政管理津貼」成效報告 
 

推行項目 

 
在 2016-2018 年度學校利用「加強行政管理津貼」主要用於優化學校網頁設計及

優化校本資訊管理與溝通系統；新增電子通告及電子訊息推送系統；增建網絡電話(IP-

Phone)及增聘一位文員協助有關計劃的文書及行政工作。 

 

財政報告 

 
收入：     

獲批撥款  $250,000.00 

支出： 

 文員薪金  $86,402.05  

 網絡電話 (IP-Phone)及系統  $64,384.30  

 電腦器材及網絡系統  $54,183.50  

 網頁、電子通告及電子訊息推送系統  $45,000.00  
  $249,969.85 
 結餘： $30.15  

 

成效 

 
校方透過撥款，重新設計學校網頁及更新網頁系統，好讓校方以最快及最方便的

方法上載學校活動資訊，加強與家長的溝通；增設了電子訊息推送系統及新增電子通

告系統，方便家長接收即時訊息或學校的特別訊息，也方便家長收看通告並作出即時

回覆，以達至與家長溝通之效；網絡電話(IP-Phone)的功能，既可以對外溝通、可以以

用作內線電話，以便課室與校務處及支援人員的溝通，可更快捷得到支援及協助，減

省學生跑往樓層使用對講機的時間及傳遞訊息的準確性。 

 

根據問卷調查的結果，在網頁資訊方面上，81%受訪家長滿意優化後的網頁內容、

79%家長認為更方便瀏覽學校網頁；83%家長認為網頁更有效了解學校概況、70%教

師認為網頁更有效推廣本校的特色。 

 

95%的教職員工同意電子通告及電子訊息推送系統可以有效加強學校內部溝通

及對外聯繫,而 65%的家長同意電子通告及電子訊息推送系統可以有效加強學校內部

溝通。77%的教職員工同意增建網絡電話可加強對外聯繫及校內溝通方面；100%教師

滿意文員的工作表現，認為他們工作效率高和態度積極，表現優良及有禮貌，做事細

心盡責，支援校方就推行上述項目所帶來的行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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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依據問卷調查的結果，大部分家長均滿意學校網頁、電子訊息推送系統及新增電

子通告系統，唯學校覺得有關系統仍有改善空間，因此，資訊科技組同事會積極改善

及優化有關系統及程式，尤其是在電子訊息推送系統方面，希望更能達至有效溝通的

目的。下一步，學校會考慮增建電子學習資源系統，加強學生運用電子媒體學習，讓

教師可以利用電子平台作促進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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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STEM 教育津貼」成效報告 
 

推行項目 
 

在 2016-2018 年期間，學校利用「學校 STEM 教育津貼」推廣 STEM 教育，優化

與 STEM 教育相關的多元學習活動，購置需要的物資（例如：教具、消耗品及教學資

源）及改善學校現有的資源以配合校本 STEM 教育發展的需要。 

 

財政報告 
 

收入：     

獲批撥款  $100,000.00 

支出： 

 學與教資源(電腦科)  $73,094.70  

 舉辦 STEM FUN DAY  $25,892.40  

 STEM 活動教材(常識科)  $1,012.30  
  $99,999.40 
 結餘： $0.60  

 

成效 
 

校方透過撥款購置需要的物資，改善了學校現有的資源以協助推行校本 STEM 教

育。資訊科技科配合學生的學習興趣及需要，利用撥款有效推行校本課程，於五年級

電腦科課程加入電腦程式編寫，讓學生學習設計程式以操作機械人；於三、四年級教

授 Microbit 課程，讓學生掌握如何利用科技改善生活；舉辦科技全接觸、3D Builder 

模型設計班等課外活動課，通過各種生動有趣的活動或者遊戲，將電腦科學知識和程

式思維融入到有趣的活動中，讓學生不需要使用電腦就能學習到電腦知識。 
 

常識科透過 STEM 活動幫助學生利用科學化方法作出探究，培養學生的科學思

維與共通能力；與外間專業機構合作舉辦 STEM 學習活動及工作坊，讓學生掌握創意

思維及 STEM 的技巧，透過手腦並用的活動，培養對科學與科技的好奇心和興趣，提

升他們的創意和解難能力。  
 

反思 
 

依據問卷調查的結果，大部份老師認同活動前工作坊能有助老師了解整個活動流

程，有助專業發展；與外間專業機構合作舉辦活動能增強學校籌辦和推行 STEM 學習

活動的知識、技巧，提高學生對 STEM 的學習興趣。此外，受訪老師均贊同下學年繼

續舉辦相關的 STEM 活動，並深化課程內容，進一步提升學生的科學探究精神態度和

價值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