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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目 標

辦
學 使 命

1. 靈性培育—讓學生認識天主教教育的五個核心價值：真理、義德、愛德、生命及家庭，提供實

                     踐基督精神的機會。

2. 多元化學習—啟發學生潛能，令學生喜愛學習，勤學好問，尋求真理。

3. 健康成長—培養學生健康的生活習慣及積極樂觀的生活態度。

4. 品德情意—培育學生尊重生命、愛己愛人、明辨是非、盡責守規、自律自信、追求卓越的素質。

5. 公民意識—培育學生愛護家庭、學校、社區與環境，關心祖國，放眼世界，貢獻社會。

校監：梁長才先生

校長：陳燕芬女士

學校類別：全日制政府資助小學

學生性別：男女

辦學團體：香港天主教教區

創校年份：1982

校訓：篤信力學  愛主愛人

以基督的精神作為教育方針。致力提供多元化的全人教育，讓學生在關愛的環境中愉快學習、

健康成長，發展個人潛能及終生學習的能力，建立自信與積極的人生觀，培養正確的公民意識，回

饋社會，貢獻國家。

校                  監：梁長才先生

辦學團體委任校董：盧伯榮神父、楊港興先生、何永聰先生、何家欣女士、

                           陳淑儀女士、鄭漢華先生、鄭惠兒女士（替代校董）、

                           陳燕芬校長      

獨 立 人 士 校 董：陳祖榮先生

教   員   校  董：朱碧怡主任、何新美主任（替代教員校董）

家  長  校  董：何勞雅珍女士、張馬彩玉女士（替代家長校董）

校   友   校   董：王佩珊女士

法
團 校 董 會

學
校 簡 介

學校 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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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香港教區

法團校董會

校監

校長

副校長

校友會

學生表現

家長教師會

校風及學生支援

●　 持分者問卷 
●　 APASO
●　 學業表現 
●　 學業以外的表現 
●　 體適能 

學與教管理與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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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共有教職員58人，包括校長、2位副校長、1位課程發展主任、6位主任、1位學生輔導主

任、1位圖書館主任、30位老師、1位外籍英語老師、1位牧民助理、1位輔導人員助理、2位資訊科技

助理、3位書記、3位文書助理及5位工友。

學士學位 碩士學位

教師人數 40人 18人

百分比 95% 43%

教師年資 人數 百分比

0-4年 0人 -

5-9年 2人 5%

10年或以上 40人 95%

達到語文能力要求

語文 普通話 英文

達標情況 100% 100%

教師專業資格

已受師資訓練 100%

教
職 員

教師學歷

教職員數目

教師年資

教師專業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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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結構

學
校 資 料 

本年度一至六年級二十四班；在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方面，各級設中、英、數輔導班，為學習

有困難的學生提供協助；又在五、六年級設精英班，為資質優厚的學生安排拔尖課程，提供額外的

學習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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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組織

主要學習領域課時

班級 P.1 P.2 P.3 P.4 P.5 P.6 總數

班數 4 4 4 4 4 4 24

男生人數 58 58 49 50 62 57 334

女生人數 44 42 55 54 38 48 281

學生總數 102 100 104 104 100 105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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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優化課堂教學及評估設計，提升教學質素及學習效能 

周年校務報告
               2016-2017

關注事項：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一：優化教學，提升學生學習表現

 本年度教師積極運用不同的策略以優化課堂教學，從而提升課堂的互動性、趣味性及挑戰性。

1.1 部份科目是第二年開展電子教學：包括小四中文科、數學科、常識科及音樂科，小五數

學 科、常識科及小六常識科。教師選用了不同的程式，於課堂提供互動的遊戲及課後強

化學生的自學能力。較常用的程式包括： Kahoot / Socrative / Linoit / Edmodo / Geogebra / 

Nearpod / Musescore 等。從觀課紀錄顯示，學生於課堂表現積極。從問卷顯示，超過90%

教師及85%學生認同電子學習能有助提升學教效能。

1.2 中英數科教師持續優化課堂教學及課業設計，中文科重點優化寫作教學、英文科優化閱讀

教學、數學科加強實作評量，從而提升及深化學生的共通能力；常識科亦重點提升學生的

研習、高層次思維和科學探究能力，教師優化課業及學習冊，教師不時因應該年度學生能

力，為課業作出調適。

  　透過問卷，97.3%教師認同自己能靈活運用備課的資源，100%教師認為自己能運用不同的

教學策略達致師生互動，100%教師認為學生能投入課堂，做到多參與、多發問，97.3%教

師認為學生能在課堂運用共通能力。93.4%學生認為自己能專注和積極參與課堂活動，97%

學生認為自己能運用相關的共通能力(解難/自學/批判/溝通等)。

       從觀課紀錄顯示：本年度(88%)課堂在中文科， (85%)英文科，學生在“學習過程”一項，

獲得良好或以上級別，從觀課表顯示，學生一般被評為“專注；表現投入；主動回答老師

的提問；在別人匯報時，學生能留心聆聽；學生在匯報時有信心”。

 中英數常科持續優化評估模式，讓教師更有效地掌握學生的學習效能。

2.1 中文科：教師運用中、與後測以分析學生在寫作方面的學習進度；於小三運用STAR平台回

饋閱讀能力表現及小四使用SMARK平台批改閱讀卷，該些平台能為老師即時提供學生成績

數據，亦讓老師即時向學生作出回饋，增強教學效能。

2.2 英文科：優化說話評估模式(學生自評及互評),75%老師認同自評/互評模式對學生的學習有

幫助。小六老師運用AQP平台分析TSA模擬試及跟進學生表現。

2.3 數學科：進展性評估增加了實作評量。

2.4 常識科：將專題研習列入評估範圍，在總結性評估佔10%，學生應用其研習能力進行專

題研習。

2.5 教師問卷100%老師認為自己能運用學生的評估數據或表現，回饋教學。

為提高學生的學習經歷，各科老師用心策劃不同形式的科活動日和校外參觀，讓學生在課堂以

外增加學習的機會。透過教師觀察，學生對於各項活動日(例如：英文日、STEM DAY、常識科

參觀、英文Scholar活動)均表現投入，尤以對科學知識感好奇。

1.

2. 

3.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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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英數科於下年度，需具體指出不同級別優化的情況。

2. 學校已有計劃地安排各科各級進行電子學習的時間表。教師宜善用集體備課，探討如何適當地運

   用電子媒體。

3. 中英文科在運用電子學習時，宜注意保存該科目的特性：學生與教師在課堂上要有互動/交流，避

   免過於依賴電子工具。

4. 常識科已開展運用專題研習作為評估學生的項目，在評分時須持續優化評分準則。

5. 除了在常識科專題研習顯示外，其他科目(中英數)亦可考慮運用專題研習作訓練學生的研習能力。

6. 建議在低年級增加學生到圖書館借書或閱讀的機會。

7. 閱讀組可在每年的423世界閱讀日，推廣多元化的閱讀活動。

8. 因電子學習是發展趨勢，教師宜多參與有關電子學習的工作坊，並將最新教學資訊與科任老師

   分享。

9. Coaching Triplet“教師三人組”計劃可以由科主席或科統籌帶領老師共同進行，以優化教學。

1.本校教師積極進修，自我提升科本的知識和教學策略。每名教師均最少參與外間機構主辦的教

  師講座一次或以上。此外，校本的教師專業分享時段，內容主要是與學校關注事項相關，透過

  教師問卷，86.5%教師認為“各科組分享會”及“集體備課、學習性觀課、同儕觀課日”均有

   助提升教學效能。其次是 “教師發展日” (67.6%教師)及“教師研習日”(64.9%教師)。

2. 100%教師認同外間教學支援等計劃，能充實他們在課堂教學及評估的設計，更能有效地協助

  學生學習。本年度四年級中文科老師參加「專業發展學校計劃-寫作歷程教學，提升學生的中國

  語文能力」，亦開展小四「香港小學中國語文教育伙伴協作計劃」，為課程規劃作準備，更參

  與了「促進小學中國語文科教師的評估素養計劃」；二年級英文科老師參加「促進實踐社群以

  優化小班教學支援計劃」；六年級常識科老師參加「小學校本課程發展支援服務」；二年級體

  育科老師參加「體育科基礎活動學習社群」。

3. 本年度第一次進行Coaching Triplet 「教師三人組」，參與觀課及評課學習的老師，中英數共九

   人，全部均認同三人組能提升評課的能力，計劃有助提升學教效能。

4. 透過觀課紀錄，教師在“課堂組識”及“教學過程”兩項評鑑範疇，大部份均取得良好級別或

   以上。當中，教師以“專業知識及態度”、“課堂管理”、“溝通及表達技巧”取得較高的

   評級。

三. 強化教師教學專業，提升教學質素

反思

1. 閱讀組為學生舉行的“閱讀星期一”及教師介紹圖書活動計劃，已於本年度進行第二年。教師

   肯定了“閱讀星期一”的成效。大部份學生主動帶回書籍閱讀；大部份教師均認同學喜歡各類

   圖書分享，教師在選取圖書的種類亦多元化，包括宗教類的故事、自然科學類、品德教育、數

   學推理、生命教育等。教師問卷中顯示，79%老師認為學生能主動閱讀；老師更透過故書的分

   享，提出不同的問題，與學生進行有趣互動的閱讀分享。此外，閱讀組透過介紹423世界閱讀日

   及派發紀念品，鼓勵學生積極借閱圖書，學生喜歡活動及小書簽。

 2.中英數常科本年繼續與閱讀組合作，共同製定好書推介書目，教師鼓勵同學踴躍借閱書籍。從

  問卷顯示，有50%學生曾主動借閱建議書籍。學生除了借閱老師推介的書籍，他們亦經常到本

  校圖書館借閱其他類別的書籍。

二. 建立書香校園，培養學生養成愛閱讀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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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發展資優教育，啟發學生潛能

一. 制定校本資優生甄別系統，建立人才庫

成就

1. 科任老師在本學年推薦6位四至六年級具資優潛質的學生，為他們填寫「資優學生行為特質量

表」，評量他們在學習、數理、創造力、領導才能和動機五方面的特質，並把6位學生名單加

入人才庫內。

2. 根據15-16年度學生的中英數常四科學業成績表現，把首15名的三至五年級學生加入人才庫

內，各級約有30人，佔全級人數的30%。再挑選在每一個學習領域內，表現卓越的學生，提

名參加資優課程。希望因應學生的學科成績表現，為學生更精準地提供資優課程。

3.  視藝科已建立人才庫，經修訂後，已上載人才庫在學校伺服器。

二. 規劃校本資優課程

 為六年級精英班的中、英、數三科擬定縱向的校本資優課程
1.1 中文科主要提升寫作能力，除了鞏固寫作六部曲外(審題、立意、選材、組織、表達、覆
查)外，亦教導學生開頭及結尾的技巧，加上分析不同文章的寫作技巧後←練筆，以讀帶
寫，令學生能掌握如何寫作。此外，亦在讀文教學中，將思維十三式中的一些思維策略用
作分析文章，學習高層次思維技巧及激發創意，並在教學過程中，多讓學生分享及互評，
訓練溝通及社交能力。

1.2 英文科繼續進行“Read Write Think”教學活動，至下學期跟教育局資優教育組協作，讓學生
參與小組寫作，教師在評核學生創意寫作上獲得豐富的知識。另外教師著學生多閱讀報章雜
誌，在星期三增潤課用15分鐘進行晨讀，老師從中提出問題讓學生思考後回應，透過活動能
夠增強學生學習詞彙的機會。同時在寫作時指導學生的修辭手法，讓他們寫出好文章。

1.3 數學科以「加速、加廣、加深、加實」的策略，持續優化資優學生的學習，以期能發展資
優學生的高層次思維及創造力。一些單元課程更以探究為基礎的「BSCS 5E教學模式」來
設計，將教學過程劃分為五個緊密相連的階段，強化了學生的推理和表達能力，拓闊了思
路，解說更具創意和多元化。

  優化五年級精英班課程
2.1   中文科老師留意到學生不喜歡重複的工作，因此以不同形式的課業達到學習在日常生活尋找
       寫作題材的效果。還有加強學生思維訓練，以魚骨圖鞏固思維及用平板電腦做腦圖。
2.2   英文科在寫作內容上加入電子學習元素及增加學生的學習經歷。
2.3  數學科以「加實」策略，期望學生在日常生活中應用數學，包括:方向、多位數、面積、小數
加減、體積和棒形圖。另外在每個單元的速算練習加入總結速算練習。

 透過課堂觀察，看見老師在教學中加入了增潤或資優元素，同時透過學生在課堂及課業表現中，
 均能顯示出他們的高階思維能力、創造力、個人及社交能力。
 根據學生問卷資料，大部分精英班學生認為自己有良好學習動機和態度，能自主學習。在課堂
 上的行為表現良好，包括：勇於發問、專注學習、能耐心聆聽別人說話等。至於創造能力方面，
 精英班學生認為自己肯嘗試，樂意推測求證，又喜歡從不同角度思考問題，能對各種難題提出
 很多主意或解決方法。最後領導能力方面，他們喜歡參與群體活動，與別人有良好的溝通，並
 能清晰地表達自己的想法，活動中又會起帶頭作用。

1.

2. 

3. 

4. 

5. 除了為精英班製定校本資優課程外，一至五年級常識科以「高層次思維能力」設計單元教學。

  又在四年級進行「賽馬會諸子百家教育劇場發展計劃」的戲劇教育課程，活動包含創意、溝通

   及高階思維等元素。帶領學生入戲，成為戲劇故事中的角色人物，置身於戲劇情境中，體驗戲

   劇衝突，反思問題及理解歷史的因果關係，演出期間，教師亦會扮演角色，帶領學生討論及研

   究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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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年度推薦6名五至六年級學生成功加入資優學苑，其中3名學生參加語文及人文學科範疇，

3名學生參加數學及科學範疇，他們可參與由資優學苑舉辦講座、工作坊、專題課程、網上課

程、遊學團、比賽等。

2. 本年度共提名48名學生參加網上資優課程2016/17，最後有46名學生參加，課程內容包括：數

學、地球科學、古生物學、天文學、轉變中的香港經濟。

3. 視藝科已建立人才庫，選拔相關的精英人才參與視藝科活動，並記錄學生獲獎的資料。

4. 學生參與外間表演、比賽、考試，例如：校際比賽、社區表演、公開考試，全年有1013人次

參加訓練課程，其中有出席比賽/表演學生佔62%。

5. 本年度安排部分訓練課程在星期六進行觀課，例如：奧數班、數學解難班。報告反映導師用心

設計課堂活動，激發學生思考，提升他們解難能力及投入學習。

6. 校方把學生參與外間表演、比賽、考試等資訊在學校網頁和刊物內發放，藉以鼓勵學生。

三. 提供多元智能的課外活動，以發揮學生潛能

1. 超過20%本校老師參與資優課程或公開課活動。

2. 1-12-2017全體數學老師參與公開課(資優教育)，個別老師參與友校公開課。

3. 部分老師在上學期參與資優教育網上基礎課程及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工作坊。

4. 資優教育發展方面，英、數兩科參與教育局(資優教育組)舉辦「Participation in Gifted 

Education Teachers Network」及「資優教育學校網絡計劃」，支援五、六年級精英班設計資優

課程，為課程內容提供寶貴意見及資源，讓老師有優化課程的機會。

四. 提升教師對資優教育的認識

1. 原定在下學期安排家長講座，建議由教育心理學家或邀請外間機構主講，主題初擬思維13式，

但因本年度學校已為家長舉辦了頗多家長講座，故打算下學年才舉辦。

2. 資優教育組已上載網頁資訊，但沒有計算閱覽人次記錄，故未能統計閱覽情況。

五. 向家長推廣本校資優教育的安排

1. 為了更精準挑選學生加入人才庫內，並為他們提供資優課程，下學年繼續以16-17年度中英數常四科
首15名的三至五年級學生加入人才庫內，另外老師可為有潛質學生作推薦。

2. 下學年繼續推薦人才庫內學生參加校內或校外的資優課程，除了增強他們見識外，亦能夠發揮他們的
才華。

3. 下學年為P.4精英班的中英數三科擬定縱向的校本資優課程，並為P.4至P.6精英班科任老師安排交流時
段，藉以優化縱向的資優課程。除了精英班課程外，中英數常四科在一些級別的單元教學設計上，加
入資優元素，藉以提升學生的高階思維能力、創造力或個人社交能力，從而增強學生的學習興趣，提
升課堂的學習效能。

4. 下學年繼續選拔相關的精英人才參與視藝、音樂、體育科活動，並優化各科培訓工作，提升學生的活
動表現，又為體藝人才作活動歷程記錄，提升學生潛能。

5. 為了讓持分者認識本校資優教育，本校會通過校訊及學校網頁介紹資優課程及學生的學習情況。
6. 下學年觀課日的公開課需加入資優元素，讓老師參與觀課及評課。同時在校內舉行分享會，交流精英
班教學經驗。

7. 鼓勵老師參與校外支援計劃或參考一些由教育局出版的資優課程教案，協助編訂抽離式資優課程，並
在課程中可加入「電子學習」元素或「STEM」元素，供人才庫內的學生參加。

8. 鼓勵老師參加由教育局主辦的資優課程協作計劃，定時進行備課或參與友校公開課，又鼓勵老師參與
資優教育網上基礎課程。

9. 下學年繼續舉辦家長講座，讓他們對資優教育更有認識，並定期在校網上發放資優教育資訊予家長。
10.在9月份家長會簡介P.4精英班安排。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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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主教教育核心價值為本，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
關注事項三：

透過三年發展計劃，讓教師及學生逐一認識天主教教育的五大核心價值，並在生活中實踐。本年

度重點為「家庭」及「生命」，透過校本課程、正規及非正規課程，有效傳揚理念，增加了校園的

宗教氛圍，有助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

一. 以天主教核心價值為本，設計及實施校本核心價值教育課程

成就

1. 由宗教科組、訓育組、輔導組及生活教育組共同規劃「家庭」「生命」校本核心價值教育課

程，設計以「團結共融的家庭」及「喜樂人生」主題課；舉行分享會，讓全體老師瞭解課程架

構及理念；透過「週會」、「價值教育級課」及「價值教育班課」實施課程。

2. 100%老師表示知悉「家庭」「生命」校本核心價值教育課程的理念及架構。

3. 100%老師認為課程/活動能有效地傳遞「家庭」「生命」的理念。

4. 96.1%學生認為自己明白「家庭」「生命」(團結共融的家庭、喜樂人生)的含意。

5. 綜合問卷數據，本年度校本核心價值教育課程成效顯著。

6. 老師反映課程內容能達到教學目的，效果良好，大部分班級學生感興趣，以動作、口訣及表揚

等活動設計令學生投入，反應良好。

7. 已在教員室及學校內聯網上建立「校本核心價值教育課程資源角」。

二. 透過正規課程，推動天主教教育核心價值

1. 97.4%老師本年度曾透過正規課程進行「家庭」「生命」教育。
2. 宗教、中文、視藝、音樂、體育、普通話科圍繞「家庭」「生命」主題設計教學活動，在正規 
   課程推行「家庭」「生命」核心價值教育：
宗教科—透過玫瑰月活動，學生認識聖母及雙親，並為家庭誦唸玫瑰經。
              透過將臨期活動，學生能認識聖家的德行，並實踐愛家行動。
中文科—舉行「愛家庭、愛生命」親子標語創作比賽，有效傳遞「家庭」及「生命」的理念，增
               加認識。
視藝科—每級因應課題，加入環保設計元素；全年參加與生命有關的填色比賽，加深學生對生命
               的認識。
音樂科—P.4-6舉行「愛家庭、愛生命」親子填詞創作比賽，P.1-3舉行「愛家庭、愛生命」親
             子歌唱比賽，加深認識。
體育科—四至六年級學生進行專題研習活動，設計運動的規劃，並明白每種不同運動對身體的
              好處，從而明白多做運動可令身體更健康，生命更多姿彩。
普通話科—於P.1-6課程中找出與「家庭/生命」相關的主題，編寫在教學進度表中，老師授課
                 時帶出其中信息。播放與「家庭/生命」有關的普通話歌曲，讓學生分享感受。99%
                同學認同自己對「家庭/生命」這課題加深認識。
  總括而言，透過正規課程能有效推動校本核心價值教育。

三.透過非正規課程學生將核心價值的理念於日常生活中實踐

1. 99%學生認同能透過課程/活動認識「家庭」「生命」的理念。

2. 100%老師認為「班級經營」有效傳遞「家庭」「生命」的信息。

3. 100%老師認為校本「喜樂人生」活動能令人感受「人生充滿喜樂」。

4. 100%老師認為基本組織組員能透過課程/活動認識「家庭」「生命」的理念。

5. 各服務組織、制服團體、訓育組、輔導組於學期初通過含「家庭」「生命」教育的活動或工

   作，讓學生實踐德行，效果良好：

 小若瑟團—P.1以簡單口述禱文，P.2-3學生能寫簡單的祈禱文，為去世的親友祈禱，為家庭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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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年度計劃進入第三年，為「真理」及「義德」年，因各項策略大致能達致良好效果，將會繼續推

行並作優化：

1. 設計課程時繼續注意加入學生互動元素，例如多些分享、課堂活動。

2. 向老師介紹課程時，注意標示教材詳略處理及短片連結路徑，以令課堂更順暢。

3. 在每次主題課中加入課程評估部分以評估課程效能。

4. 各正規課堂中，繼續根據本科特色在課程/活動中滲入來年核心價值教育主題「真理」及「義德」

   的學習。

5. 建議並非來年重點關注的科組也可在平日教學中多滲入有關的主題元素，加深學生印象。

6. 推行實踐活動前注意向老師及同學強調活動的目的及含意。

7. 鼓勵班主任帶動同學效果會更好。來年將舉行班本活動，強調讓學生在日常表現中實踐好行為。

8. 各基本組織於學期初開組時讓組員明白組織規則及含意，在活動中反思實踐情況。

9. 校園氛圍方面，繼續透過學校網頁、校門外壁報、課室壁報宣揚「真理」及「義德」核心價值。

10.在午休期間及周會播放歌曲效果較佳，來年會繼續播放有關「真理」及「義德」歌曲，並嘗試加

    入相關小故事，加強教育。

反思

基督小先鋒—團員主持「聖家」攤位遊戲及表演短劇「我們這一家」，能向街坊及師生傳遞愛

                   家庭訊息，收福傳之效。

紅十字會少年團—透過紅十字的故事，讓新團員明白到對生命的重視，每個人也有義務保障各

                         人生存的權利。透過急救課程，團員明白到生命珍貴的價值。

幼童軍—在宿營期間考核團員家務章，及格考獲者有88%，顯示平日有幫助做家務，並愛惜家庭。

小童軍—透過親子無火煮食比賽、親子製作麵包工作坊，以及攤位遊戲等，增強參與家庭成員

             的合作，完成任務。

小女童軍—於考核美術章時，設計感謝卡送給家人，明白家人對自己的關愛，亦以行動報答家

                   人，如協助做家務等。

公益少年團—透過探訪老人院，體驗敬老、敬重長輩的傳統精神，加強家庭觀念。通過義賣花

                    卉活動，鼓勵其他同學購買花卉送贈家長，傳揚家庭觀念。

6. 80.7%學生認為校本親子活動(例如至親日)能增進親子溝通，實踐愛家人、愛家庭的好行為。

7. 90.4%學生認為自己能實踐「愛家好行為」。

8. 94.1%學生認為校本「喜樂人生」活動，能令人感受「人生充滿喜樂」。

9. 老師認為本年度核心價值教育活動多樣化，有助培養學生正確價值觀。

10.「至親日」全校大型活動老師、家長、學生、舊生齊參與，備受讚賞。活動內容切合主題，氣

氛熱鬧，學生及家長都投入，效果良好。

11.「讚美柱」有效營造讚賞的氣氛，引起學生及家長的注意。如果班主任指導及帶引學生進行，

學生表現會更積極及更達到目的，例如更多貼出讚美貼紙，集中讚賞同學等。

總括而言，本年度「家庭」「生命」非正規課程能達至推動學生將核心價值的理念於日常生活中

實踐的目的，全校參與式活動效果佳。

四. 營造正向的學習氛圍

1.100%教師、94.4%學生認同透過學校網頁、在操場懸掛橫額、在課室壁報展示等宣傳方法能宣

   揚「家庭」「生命」的訊息，校園具備正向的學習氛圍。

2.100%教師認為分享會有效傳遞「家庭」「生命」教育課程的理念。

3. 學生十分喜愛「快樂操」，課前播唱主題曲--「我們這一家」及「生命有價」有助潛移默化，

   營造校園正向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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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發展日
本學年共舉行了三天教師發展日：

第一次教師發展日( 29/10/2016) 

上午：本校核心價值組向全體老師簡介 “價值教育及天社倫課程”。當日小組成員簡介價值

教育課程架構及主題「大自然與我」。

下午：中英數科分享會

 中文科由科主席黃仲廉老師分享題為“寫作審題立意分享會”及 邀請網上學習平台 i-learner導師為

      中文老師進行工作坊。

 英文科由科任周勤亮老師分享題為 “(SSP Schools Support) Information Book”的教學方法。此外，

     網上學習平台 i-learner導師 為英文老師進行工作坊。

 數學科由科任李嘉雯老師分享題為 “高階思維模式”及邀請教育局蕭霞萍小姐分享 “試題分析及

     數據運用”。

第二次教師發展日：21/12/2016((三) 

是次教師發展日主題為“教師靈修與服務”。

第一站教師到參觀參觀聖本篤堂，並由聖堂的導師為教師講解聖本篤堂的歷史及許多有關天主教的發展。

第二站教師到訪中華無原罪聖母女修會，與李美婉修女交流學生服務的經驗。教師在修會進行除草、清潔等服務。

第三次教師發展日：25/1/2017(三) ：

上午：本校邀請了由明愛機構主辦的性教育題目“與學生談情說性”。

下午：宗教科科主席陳育斌老師分享宗教科教材。

27/10/2016(四)：講題 “透過「策略性管理」建立學習型機構”由羅世光校長主持

14/7/2017(五)：「工作壓力管理工作坊」由家庭動力康志敏心理學家主持

學校鼓勵教師積極進修，各科組每週均安排教師會議或教學經驗分享時間，讓老師了解教育發展趨勢及商討學校計

劃的施行；此外，老師又透過教師研習日及集體備課等進行課研，讓教師能在教與學範疇、學生發展範疇、學校發展範

疇和專業群體關係及服務範疇得以提升。

周年
               2016-2017

各範疇報告

本年度校長及全體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時數：
 校長：198.5小時
 教師：101.41小時( 總平均時數)

  全體教師：3853.62小時（總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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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與 組 織

教師專業發展

中層人員提升計劃：

教師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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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收入 支出
承上結餘 $71,392.70 
收2016-17插班生家教會費  $40.00 
收2017-18小一新生家教會費 $10,200.00 
收2017-18插班生家教會費  $120.00 
至親日門票費用  $9,360.00 
至親日齊喜動(跳舞)導師費用  $5,600.00 
義工支裝水  $105.00 
佈置用品  $348.00 
印仔  $24.00 
佈置用品  $1,003.00 
義工茶點  $504.00 
「蜜」「蜜」食食材及導師費  $1,776.00 
匯豐銀行月結單手續費(9-8月)  $240.00 
家教會活動責任保保險費  $2,100.00 
敬師日禮物及文具  $621.00 
資助中、英、數、常學科語文之星計劃(書卷)  $4,000.00 
家教會室雪櫃運費  $200.00 
中樂樂器快乾混合膠及絃線  $694.90 
文具
小計： $91,112.70 $17,215.90 
結餘： $73,896.80 

項目 收入  支出 

教育局經常津貼(上年度結餘)  $1,851.70 

2016-2017教育局經常津貼  $15,267.00 

2016-2017故事姨姨培訓工作坊  $1,200.00 

26-11-2016週年大會文具              $47.00 

2-12-2016同樂日文具，佈置
用品及禮物 

 $883.10 

幹事﹑義工會議及週年大會
聯誼用品   

 $343.00 

2-12-2016同樂日佈置用品及
禮物         

 $254.90 

家教會快訊  $2,000.00 

幹事、義工會議聯誼用$50.10  $371.00 

家長日義賣燈籠吊飾 $81.00

壁報晒相及色紙       $74.80

文具                      $165.10

家教會活動室設施  $144.00 

有燈有制                $19.00

有燈有制蘇板          $30.00

J&J拖板                 $95.00

2/5/2017溫習有妙法講座  $2,500.00 

25/4/2018建立孩子自信
心講座

 $2,500.00 

探訪老人活動禮物包  $444.00 

匯演家長義工晚膳  $665.00 

家教會會訊                $3,300.00 

16-6-2017義工聚會用品  $311.70 

探訪老人活動禮物(毛巾)  $1,568.00 

家長義工禮物  $143.00 

小計：  $17,118.70  $16,674.70 

結餘：  $444.00 

2015-2017年度 家長教師會(特別津貼)
財政報告

項目 收入 支出

特別津貼  $5,000.00 

「蜜」「蜜」食食材及導師費  $1,208.00 

推廣活動環保袋  $2,800.00 

探訪老人活動禮物(毛巾)  $992.00 

小計：  $5,000.00  $5,000.00 

2016-2017年度 家長教師會財政報告

2016-2017年度 家長教師會(學校帳)
財政報告

財務報告表（2016-2017年度）

津貼名稱
16-17年度
撥款收入

16-17年度
實際支出

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基線指標  1,081,099.78 
學校及班級津貼  464,073.37 
普通話科教學津貼  -    2,194.30 
供進行學校本位輔導及訓育的計劃
經費津貼

 -    5,452.90 

綜合校具及設備津貼  -    257,190.50 
德育及公民教育津貼  -    13,887.30 
增補津貼  -    1,350.00 
補充津貼  -    89,978.90 
訓練及發展津貼  -    6,880.00 
學校課程發展津貼  -    36,997.40 
供增聘文書助理的行政津貼  -    151,200.00 
小計（A）  1,081,099.78  1,029,204.67 
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學校特別津貼
防止噪音及其設備津貼  329,882.00  471,008.67 
修訂行政津貼  1,275,255.40  1,167,181.99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369,933.00  454,925.61 
學校發展津貼  718,991.00  604,529.00 
額外的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119,546.00  119,546.00 
成長的天空計劃津貼  110,141.00  109,494.00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165,378.00  151,383.00 
小計（B）  3,089,126.40  3,078,068.27 
其他津貼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津貼  15,267.00  16,674.70 
小學學習支援津貼  350,000.00  294,106.10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津貼  255,000.00  259,087.90 

小計（C）  620,267.00  569,868.70 

總計（A）+（B）+（C） 4,790,493.18 4,677,14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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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131313131313131313

一. 學校資產年度盤點 

二. 更換或添置設備

1. 重造學校外牆校徽及校名

2. 增加安裝地下大堂紅外線體溫探測系統

3. 更換禮堂音响組合接收器連耳機2套

4. 更換校務處廣播機

5. 更換102室冷氣機

6. 添置校監室電話一部

7. 增購教師功能護脊椅共3張

8. 更換教員室雪櫃及飲水機1部

9. 重組3樓走廊簿架連儲物櫃

10. 更換一樓至三樓男厠自動式出水器共8部

11. 更換全校飲水機及濾水器濾芯

12. 更換及增加安裝各樓層閉路電視鏡頭連主機及電視螢幕各一部

13. 更換P.1 學生枱椅共108套

三. 美化校園或改建項目

1. 更新地下大堂及樓層走廊壁報

2. 完成有蓋操場用室門框及P.2推板鐵邊髹油

3. 視藝科拔尖班學生完成12個樓層傘架髹塑膠彩

四. 教育局撥款學校維修工程

1. 重鋪1/F及2/F平台防水層

2. 更換 2/F至7/F走廊地磚及樓層後梯地磚

3. 更換地下有蓋操場近飯堂及電錶房2道捲閘連電動開關

4. 更換學校正門一道捲閘

5. 更換各樓層男洗手間入口第一及第二道門

6. 修補校舍外牆及油色

7. 修補學校正門上蓋尖型天窗防水層

 本校為使學生能有更理想的學習環境，至2017年8月已完成以下各項工作及改善工程：

校舍及資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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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提升校內資訊科技設施，改善教學環境

1. 本年度已增加4部平板電腦(i-pad)

2. 添置6部APPLE TV

3. 下學期5A班已推行「BYOD」計劃：同學

   都能自行攜帶平板電腦回校上課

4. 參加微軟EES軟件計劃，改善及更新軟件。

二. 參與外間機構活動

1. 資訊科技獎勵計劃：10位同學獲得金章，

    1位同學獲得優秀金章

2. 「校際IT精英挑戰賽」：3位同學獲得優異獎

3. 小學校際流動應用程式編程比賽優異獎

4. 《代代有愛動畫動心》數碼心意卡設計比

    賽（優異獎）

5. 參加Lenovo 2016/17年度「網絡安全大使

   2.0計劃」（進入決賽）

6. 學習如此多fun應用程式編程比賽2016：3

   位同學獲優異獎

7. 參與港大的卓越教學領導計劃：榮獲國際

   傑出電子教學優異獎

三. 推進教師發展

1. 教師透過共同備課設計電子學習活動

2. 數學科、常識科及體育科：教師在課堂活

   動中分享了應用資訊科技的教學策略

3. 推出不同類型的教師工作坊，協助教師應

   用資訊科技於學與教活動中

4. 透過短片介紹，讓教師學習使用不同的應

   用軟件於教學中

四. 學與教活動

1. 小四中文科透過SMARK系統進行教學回饋

2. 小四及小五常識科藉著不同的方案進行電

   子教學

3. 小四及小五數學科透過iCLASS、Nearpod及  

   Edmodo進行學與教活動

4. 小二至小六電腦科課程已加入編程教學

5. 數學科及英文科利用AQP平台分析學生成

   績的強弱，從而回饋教學

6. 利用不同網上學習平台推行電子學習計劃：

   「iLEARN」、「STAR」等，以加強學生的

    自學能力。

7. 安排各班於午膳時段內在ITLC及電腦室進

    行中文、英文、數學、常識自學

五. WEBSAMS系統的使用

1. 處理學生資料、學生成績、學生資助計劃

2. 輸入測考成績及製作測考成績表

3. 呈交「中學學位分配」校內成績評核積分

六. 各平台的運用

1. 在伺服器內新增Teaching movies儲存各項

   教學影片及Pastpaper以儲存各科每學期的

   測考卷

2. 教職員訊息傳遞透過內聯網e-class的職員

   通告發放。

3. 透過office 365 預訂場地及平板電腦

七. 與外間聯繫

1. 不時更新學校網頁資訊，以加強學校對外

   的聯繫

2. 鼓勵家長使用「Parents App」：加強家長

   與學校的聯繫

3. 透過電子通告，讓家長不時了解學校的情況

4. 藉著電子收費，令家長處理交費更方便

為提升學與教的效能，本校不斷優化學校的資訊科技設施，以配合學生的學習需要，並善用資

訊科技優化學校的行政工作， 2016-2017年度學校資訊科技組主要工作如下：

資訊科技概覽



15

周年校務報告
               2016-2017

學
與 教

本年度各學科的工作計劃成效及反思(2016-2017)

1. 宗教

開學禮中舉行祝福及派遣禮，承諾實行愛生命及家庭的行動。透過4次週會或價值教育課及4次祈禱會，

學生認識聖家、聖若望保祿二世、核心價值「愛家庭」及「愛生命」。學生於午膳、早會、週會、祈禱

會及宗教課唱聖詠，訊息明確。根據活動統計所得，透過玫瑰月及將臨期活動，97%學生能實踐及分享

愛家庭行動；透過四旬期活動，99%學生能實踐及分享愛生命行動。98%學生能實踐及分享愛家庭的行

動，99%學生能實踐及分享愛生命的行動。

2. 中文

寫作方面已進行前中後測，表現見進步。根據問卷調查所得，100%老師能運用不同的教學策略增強師生

互動，100%老師認為大部份學生上課時能專注和積極參與，100%老師能靈活運用集體備課的資源，讓

不同程度的學生獲得合適的學習經驗，93%老師認為大部份學生能於課堂運用相關的共通能力，100%老

師認同電子教學對學習有幫助(只供P.4科任填寫) ，100%老師能運用學生的評估(課堂/測考/進展性評估)

數據或表現，回饋教學。93%學生認為自己能專注和積極參與課堂活動，95%學生認為自己能於學習活

動中運用相關的共通能力(例如:自學能力、批判思考能力、溝通能力等) ，71%學生認同電子教學對學習

有幫助(只供P.4學生填寫) ，90%學生感到學習是有成功感。100%老師認為學生能主動閱讀。78%學生認

為透過閱讀活動，如“閱讀星期一”、“推廣423世界閱讀日”等，會主動借閱圖書，89%學生能主動閱

讀故事類的閱讀資料。根據教師平日的觀察及問卷的意見，都認為「閱讀星期一」能推動學生對閱讀興

趣，但愛閱讀的習慣仍有待加強，來年會優化閱讀活動。強化教師教學專業，提升教學質素方面，90%

老師認為教學支援計劃能有效提升學、教、評，100%老師認同共同備課、教師工作坊、教師分享會能有

助提升教學效能，100%參與「教師三人組」的老師均認同此計劃能提升評課及課後反思能力。P.6將其中

一些思維十三式與課文教學結合，訓練學生高層次思維。100%學生認同課堂學習、課業及進展性評估能

有助提升他們在高階思維能力、創造力或個人及社交能力。100%老師認為親子標語創作比賽能有效地傳

遞「家庭」及「生命」的理念。

3. 英文

According to the questionnaire and lesson observation, 100% of teachers agree that the lessons are 
interactive with interesting learning activities, clear objectives and conclusion. However only 89% of students 
have the same point of view with teachers.100% teachers regarded that students devoted themselves to 
lessons and 72% students regarded themselves to be devoted to lessons.100% teachers regarded that 2 
min speaking presentation or 1 min experience sharing can build up students’ speaking confi dence. However, 
71% students agreed with teachers’ perspective.75% teachers regarded that students used the commen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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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ing presentation to improve learning. 69% students agreed with teachers’ view. Reading strategies are 
introduced to different levels.58% teachers regarded students read English book initiatively. 69% students 
regarded that Reading Monday, Library Lessons, World Book Day, English Day and Reading lists can help 
them to select books and they are willing to read English books in leisure. 5A has refi ned the learning content 
which is about festival (Read-write-think) which extent students’ experience in writing a letter to Santa Claus. 
Use more IT learning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lessons. It saves time in some of activities and students focus 
more on the discussions.6A has done a group writing (Script Writing). The topic is on environment protection. 
The programme has helped students develop creativity.

4. 數學

根據問卷調查所得，100%老師及98.4%同學認為學生能投入於課堂活動。100%老師及98.8%同學認為學

生能於課堂運用解難能力；100%老師及98%同學認為學生能感到學習是有成功感。老師透過集體備課設

計互動性、趣味性或挑戰性的單元/課題教學計劃並加強提問、回饋技巧、分組學習的元素，以提升學生

對課堂的參與度。此外亦優化學習課業及學習冊，從而提升學生的解難能力。P.3、P.5及P.6已於測驗或考

試後利用AQP分析學生成績，從數據中分析了學生學習強弱的範疇，可助老師作試後跟進。在進展性評

估內加入實作評量的內容優化評估模式。還有善用學校環境或學校網頁，展示學生學習成果，如立體圖

形、自製量杯或設計對稱圖形等。根據問卷調查所得，92.2%同學培養了愛閱讀的習慣，而每級增購數學

圖書，放於自學角供學生閱讀。資優教育方面，100%老師及5A、6A班100%同學都認為能通過課堂中的

學習、課業及行為表現，演示學生的高階思維能力。同時已為P.6精英班擬定縱向的校本資優課程及優化

P.5校本資優課程。透過集體備課，在P.4及P.5各單元教學設計進行電子教學元素。此外其餘各級亦在課堂

內滲入了電子教學元素，加強學生學習的效能。根據問卷調查所得，100%老師(P.4,5)及98%學生認為學

生能夠投入課堂的電子學習。

5. 常識

各級依據學期初擬定的研習能力架構圖，重新整理及設計教學活動和工作紙，以發展高層次思維。本年

度很多級別透過電子學習發展學習能力，但常識科涵蓋的學習能力範圍廣泛，非只一端，故必須適量使

用，不可偏頗。在優化學習課業及學習冊，以至教學方式、流程，能提升學生的研習、高層次思維和科

學探究能力。已將專題研習列入評估範圍，學生應用其研習能力進行專題研習。透過多元化評估，優化

學生的評估策略及評估學生在不同方面的學習成果。學生必須自行搜尋資料、整理、分析、報告，但教

師支援至為重要。本年度與圖書組合作，為學生提供高、低年級書籍名單，以培養學生愛閱讀的習慣，

學生反應良好，積極借閱有關常識書籍。

6. 視覺藝術

根據問卷調查所得，100%教師和94%學生同意在課堂上加深認識了名畫家的作品技法和有關藝術的歷史

背景。100%教師和93%學生同意能根據作品的視覺元素、視覺原理、畫家技法和作品的背景作出藝術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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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100%教師和95%學生同意能透過不同參與藝術活動(例如：全年校外藝術比賽、參觀茶具文物館、

校外寫生比賽、藝術日、獎勵積極參與比賽生於七月外出參觀藝術館、美化校園等)，擴闊他們的藝術視

野。100%教師和86%學生同意學生能透過選取的藝術活動實踐「生命」的理念。100%教師同意能有效選

拔相關的精英人才參與視藝活動及校外比賽。

7. 音樂

設計電子教學課程方面，書商有軟件提供P.3，活動貼近書本內容，學生能掌握課堂內容，並能按音樂繪

畫圖像。P.4學生對課堂感興趣，積極投入。活動內容豐富，唯學生要對軟件熟習也要用較多時間。根據

問卷調查所得，99.5%同學認為自己能運用流動應用程式(Apps)或電腦軟件進行音樂創作。99.5%同學喜

歡利用流動應用程式(Apps)或電腦軟件進行音樂創作。對於以「家庭」及「生命」為主題，在校內舉辦不

同類型的音樂活動，學生喜歡老師所選擇歌曲，而且有興趣練習。79.9%學生認為通過各項活動，認識到

「家庭」和「生命」的理念，96.8%學生欣賞音樂會的內容，92.8%學生喜歡音樂表演。

8. 體育

經過全年的訓練後，學生的體適能有所進步，超過90%同學能夠達到目標，更有同學能挑戰更高目標。

本學年與教育局體育組的課研組合作，有關基礎活動的公開課中，嘗試利用音樂元素加入體育教學中，

學生對課堂的投入感明顯增強了。四至六年級學生進行專題研習活動，指出體育活動如何優化生命，學

生能夠從資料的搜集和分享中學習到透過運動令生命有價。由本年度開始，被選拔的資優運動員層面已

推廣至二、三年級。

9. 普通話

部分P.1-2學生未能聽懂故事；建議播放錄像代替錄音。學生喜歡以聆聽童話故事形式學習，教師也認

為與學生互動性增強。由於電腦科同事能在課程上配合，先教懂學生錄音上載技術，以致活動能順利進

行。教師們一致認為學生的錄音朗讀較平時的表現好，無論發音、聲調和語氣都有較佳表現。教師在授

課時帶出與「家庭/生命」相關的主題，能讓學生增加對「家庭/生命」的認識。教師在課間播放與「家庭

/生命」有關的普通話歌曲,讓學生分享感受，能讓學生增加對「家庭/生命」的認識。

10. 電腦

根據問卷調查所得，100%的學生及教師同意P.3~P.6的同學能掌握運用平板電腦作為學習工具(例如：開機

/關機/使用適當的應用程式去學習) 。100%的學生及教師同意P.4~P.6的同學曾利用Edmodo作為網上自學交

流平台。100%的學生及教師同意P.2學生曾使用Kodable，以遊戲型式學習編程。100%的學生及教師同意

P.3學生曾使用ScratchJr，以學習編程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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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圖書館借閱圖書服務由3/10/2016至31/5/2017(共27周)，學生每次最多借閱2本圖書。而P.1-3年級學

生下學期三月至五月進行親子伴讀計劃，所以低年級學生借閱圖書頻次，亦包括此計劃。

 學生閱讀習慣

從不 每月少於一次 每月一次 每兩周一次 每周一次或以上

P.1- P.3 0% 0% 7.85% 24.5% 67.65%

P.4- P.6 0% 0.65% 12.62% 47.57% 39.16%

平均借書量:

P.1-P.3  26584/ 306人 = 87本                             

P.4-P.6  17173/ 309人 = 56本

校
風 及 學 生 支 援

訓育
1. 整體工作：

 配合價值教育小組，設計「家庭」、「生命」校本核心價值教育課程，建立具班本特色班別；訂定

   「愛家好行為」，老師與學生共同實踐。

 透過「班級經營」活動，建立具班本特色班別，提升學生對本班的歸屬感，有效地鞏固學生的學習

   常規。透過宗教週會、訓育早會、月訓主題、班主任課訓育主題課等活動，培養學生正面積極的價

   值觀。全體老師定期於不同會議檢視學生表現，在預防性、發展性及補救性三方面關注學生的品德

   及行為。

 藉着「守規龍虎榜」、「清潔先鋒」等常規訓練計劃，透過獎勵良好表現的學生及班別，恆常地鼓

    勵及訓練同學，培養學生有良好秩序，同時亦令其明白守規的重要性。

 強調關愛文化，重視欣賞學生長處，提供不同類型的機會讓學生參與及體驗，讓學生明白服務他人

   的精神，實踐正面積極人生。

2. 風紀及清潔糾察： 

 本年度風紀隊員共100人，清潔糾察共18人，他們每月接受訓育老師訓練，提升其領導能力、彼此的

    團隊精神，讓他們成為一個稱職的風紀及清潔糾察。

 下學期進行「最負責任風紀選舉」，表揚其盡責服務他人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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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參與外間機構舉辦活動：

 提名學生參與2016全港青少年進步獎，6C潘澤熙同學獲得「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獲黃大仙警區警民關係組邀請於8/10/2016參加「百毒不侵，我係我!─陽光禁毒全能競技比賽」，獲  

   得小學組冠軍。

 參加由仁濟醫院主辦、教育局協辦的「第十九屆德育及公民教育獎勵計劃」，本校成為獲獎學校。

 參與由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舉辦的「快樂的我」獎勵計畫，共15名學生獲獎。

 參加由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及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合辦的「2016年度關愛校園獎勵計劃」中獲得「關愛

   校園」榮譽

 推薦四名同學參與「第十屆黃大仙區傑出學生選舉」，6A陳國晞及6A馬慧琪同學獲得「傑出學生」

    獎，全區只有十名學生能獲得此獎項。

 5/7/2017邀請香港警務處為學生舉行「與欺凌相關罪行講座」

4. 參與校外公益活動：

 19/11/16共57名學生(P.4-6)連同家長一同參與「2016年度公益金賣旗日」活動

 28/12/2016共18名學生(P.3-4)連同家長一同參與「香港遊樂場協會全港賣旗日」活動

 27/5/2017共70名學生(P.1-3)連同家長一同參與「明愛賣旗日」活動

5. 校本獎勵計劃：

 進行「孫保祿修士教育基金獎學金」各獎項遴選，鼓勵及表彰校內學業成績卓越、品德行為優秀、

    體藝表現傑出及成績有顯著進步的學生，本年度共設有56個獎項獎勵於不同範疇有突出表現的

    同學。

 本年度繼續推行「優點獎勵計劃」及「全方位獎勵計劃」，鼓勵同學在不同範疇上包括行為和學習

   上積極進取。本年度全校獲榮譽獎狀（15個優點以上）同學共166人，獲優異獎狀（9個優點以上）

    同學共183人。各級獲獎狀人數如下：

級別 榮譽獎狀 優異獎狀

P.1 23 40

P.2 12 33

P.3 9 31

P.4 28 37

P.5 33 28

P.6 61 16

總和 166 183



20

彩雲聖若瑟小學

本校學生輔導組由學生輔導主任、學生輔導助理及五位教師組成，負責學生行為及情緒方面的輔導工
作。 於全校層面，會制訂成長課及生命教育課，亦協助制定核心價值教育課程。 就特別有需要的學生，會提
供個別輔導服務或開設相關的輔導小組；又或因應個別班級或某班別而安排級際或班際的服務。 於家長層面
上，本組會於學習或管教方面提供諮詢服務，於需要時，會與家長共同處理學生的困難。 本組也會與家長教
師會協調，進行家長教育的工作。 於教師層面上，會與各老師共同磋商，輔導具不同需要的學生，亦會按教
師專業發展的需要，提供與輔導相關的支援。

輔導組亦參與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除統籌「加強言語治療津貼計劃」外，亦於「及早識別和輔導
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方面，擔當協調中介的角色，為校本教育心理學家處理聯絡及協調日常事務；也會
與有關同學安排小組支援服務。

本校着重預防性及發展性的輔導工作，本年度為學生、家長及教師安排了以下各項活動，詳列如下：

學生輔導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對象

1. 全年 「彩雲之星」朋輩輔導
小四至小六學生及有個別學習
需要的學生

2. 全年 「彩雲大使」計劃 小一、小五學生
3. 全年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小四） 小四學生、家長
4. 全年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小五） 小五學生、家長
5. 全年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小六） 小六學生、家長
6. 全年 「全方位獎勵計劃」 全校學生
7. 全年 「333小老師培訓計劃」 小二至小六學生
8. 2016年9月 「彩雲之星」領袖訓練 小四至小六學生
9. 2016年10月至2017年1月 「功夫輔導」小組A,B 小二至小四學生
10. 2016年10月至2017年1月 「知多啲 」小組 小六學生
11. 2016年10月至2017年3月 「智叻棋兵」小組A,B 小三學生
12. 2016年12月至2017年4月 「莘莘心計劃」 小四至小六學生
13. 2016年11月 「性騷擾.咪忍」教育劇場 小五學生
14. 2016年11月 「理解小遊戲」攤位遊戲 小一至小三學生
16. 2016年11月至2017年1月 「朋友仔」小組 小二、小三學生
17. 2016年11月至2017年1月 「學生大使-積極人生」計劃 小三至小五學生
18. 2016年11月至2017年5月 「執行技巧訓練」小組A,B 小二學生
19. 2017年1月 「From Boy to Man」講座 小五男學生
20. 2017年1月 「From Girl to Woman」講座 小五女學生
21. 2017年1月 「與兒童及少年談性說愛」 全體教師
22. 2017年1月 「戀愛大作戰」工作坊 小六學生
23. 2017年2月至4月 「健康大使」小組 小三學生
24. 2017年2月至5月 「精靈小一生」小組A,B 小一學生
25. 2017年3月至5月 「快樂小一生」小組 小一學生
26. 2017年1月 「面試小貼士」升中面試講座 小六學生
27. 2017年1月 「快樂方程式」講座 全體教師
28. 2017年1月 「正面文化」輔導活動 小六學生
29. 2017年1月 「街坊小子木偶劇場」共融戲劇 小二學生
30. 2017年3月 「成為孩子的情緒導師」講座 小三、小四家長
31. 2017年6月 「護苗車」 小二學生
32. 2017年6月 「有品小孩」小組 小一學生
33. 2017年6月 「升中適應」講座 小六學生
34. 2017年6月 「我家的孩子上小學了」講座 17-18年度新生家長
35. 2017年6月至7月 「小手肌」小組 小一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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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教育
生活教育課全年安排了下列講座(邀請專業人仕主講)：

日期 年級 講座 負責機構

23/9/2016 P.4-6 韓國交流團講座 遊學庫（香港）有限公司

14/10/2016 P.4-6 「網絡安全大使」講座 小童群益會

28/10/2016 P.1-3 向健康小食say Yes講座 帆船美膳制作有限公司

11/11/2016 P.1-3 貧窮書院—學生的一天 食環署

9/12/2016 P.1-3 情緒小管家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

10/3/2017 P.1-3 「網絡安全大使」講座 小童群益會

24/3/2017 P.4-6 「齊享健康資訊」教育短劇巡迴表演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

5/5/2016 P.1-3 「惜食」講座 惜食學堂

19/6/2017 P.1-3 香港鐵路營運與發展講座 港鐵公司

5/7/2017 P.1-3 「齊享健康資訊」教育短劇巡迴表演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

1. 國民教育：

a. 於重要日子舉行升旗儀式，以培養學生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

b. 全年舉行4次國情教育課，於星期五生活教育課時段進行。本年度的主題為：

   上學期主題：彼此尊重

    下學期主題：《舌尖上的安全》

c. 於2016年11月8至12日舉辦了五日四夜的「韓國之旅」。透過這次考察，同學能認識韓國的教育狀

   況、與當地小學進行學術交流、了解當地歷史文化和傳統風俗、體驗當地基建發展及品嚐地道美食，

   並有機會比較中國與韓國文化的異同。考察完結後，於下學期進行跟進工作，包括整理考察所得的

   資料，於生活教育課內向其他同學作出分享。

d. 於2016年11月12至14日參加由教育局主辦的「同根同心」內地交流計劃—「河源水利建設及環境

   保育三天之旅」。透過這次交流計劃，學生能了解河源水利的開發和保護、了解當地水利建設對經

   濟發展和社會民生的影響、比較粵港兩地在污水處理的工作及與當地學校進行交流活動。考察完結

   後，亦於下學期生活教育課內向其他同學作出分享。

2. 環保教育：

a. 成功申請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綠化校園資助計劃」，得到$4,000撥款資助，作園藝保養及綠化活動

之用，以培養學生的環保意識。

b. 參加「一人一花」計劃，學生免費獲得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派發的翠蘆莉花花苗。活動鼓勵家長與

學生一起在家中種植花苗，三月底，同學把盆栽帶回學校參與種植比賽，入選盆栽在校內展出，讓

學生共同欣賞同學的種植成果。此活動同時進行籌款，共籌得款項$23714.00。籌得的善款，全數捐

作慈善之用。

c. 推行廢紙回收活動，每星期回收廢紙一次，積極參與的班級獲發獎狀。

d. 訓練「課室環保大使」，推行廢紙回收活動，協助跟進課堂清潔的工作。

e. 舉行環保大使訓練工作坊，訓練「環保大使」推行下列工作：推行廢紙回收活動，指導同學分類回

   收；二樓平台當值，協助澆水和種植蔬菜；午膳時在飯堂當值，提示同學不要浪費食物及協助處理

   廚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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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為增加環保大使對有機生活態度的認識，於21/6/2017(三)參觀城門郊野公園，讓環保大使認識香港的

  植林史及生物多樣性。

3. 健康教育： 

a. 推行「手帕、紙巾隨身帶」計劃：鼓勵學生每天帶備手帕和紙巾作清潔之用

b. 推行「珍借用品」計劃：訓練學生愛護及珍惜自己的用品

c. 親子健康小食製作班： 

   邀請了帆船營養師於28/10/2016生活教育課時段教學生製作健康小食。營養師即場示範如何用餅乾、

   餅乾條及香蕉製作成可愛的蟹餅，然後邀請十多位學生嘗試製作，學生反應熱熱烈。由於生活教育

   課前一小時，已有十位家長製作了三百多份蟹餅，學生在觀看同學示範後可進食蟹餅，感到十分

   興奮。

d. 推行「向健康小食say Yes」計劃：鼓勵學生多進食健康的小食如水果。

e. 推行「我愛清潔」計劃：訓練學生注意環境清潔。

f. 為提高學生對健康生活的認識，在13-24/2/2017參加「生活教育活動計劃」(LEAP) P.1-6同學登上LEAP

   車，由專人講解特定的主題，通過視像活動、互動遊戲和角色扮演等，讓他們對主題有深入的認

    識。另LEAP亦安排了六次家長講座，由註冊社工主講，讓家長認識健康成長的方法。

g. 在校內定期張貼不同主題的健康資訊。

  i.  在P.5，6課室張貼「預防耐藥性細菌的產生」海報

  ii. 全校派發「認識糖尿病 保持身體健康」資源

  iii. P.4-6派發「我承諾慎重對待抗生素」書簽

 4. 公民教育：

a. 於生活教育主題課/講座，加插播放十分鐘由老師講述/播放德育故事，以培養學生的公民意識。

b. 為加強學生對時事新聞的理解，在生活教育壁報定期張貼新聞及學生的感想及表揚有「愛德」行為

   的人的剪報或故事。

c. ＜環保廊＞的主題有所更改，主題包括：愛己、愛人、愛校、愛家、愛社區、愛國家、愛天主

5. 本年度參加了以下的比賽：

a.  2017年香港花卉展覽小學組盆栽種植比賽，獲：蕨類植物(芒) 冠軍、賞花類植物亞軍、賞果植物亞

     軍、仙人掌類植物優異獎

b. 東九龍青年社主辦黃大仙區學校聯絡委員會合辦的

   i.「認識＜基本法＞網上問答比賽」共39位同學獲優異獎

   ii.「＜基本法＞親子填色比賽」共４位同學獲優異獎，1位同學獲亞獎

c. 第十七屆＜基本法＞及國民常識網上問答比賽，20位同學獲「學校組」優異証書，6A曾家雯，陳國晞

   能進入總決賽

d. 第三屆＜基本法＞暨慶祝香港特區成立二十周年全港校際問答比賽，獲「最積極參與學校獎」獲獎

   杯一座及1000元書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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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支援

項目 內容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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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生活。

Ⅱ
資源

為支援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及成績稍遜的學生，本校獲教育局增撥的額外資源包括

 學校發展津貼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Ⅲ

支

援

措

施

及

資

源

運

用

方

式

本校為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及成績稍遜的學生提供下列支援措施︰

 採取小班教學的方式，架構如下︰

 與駐校教育心理學家合作，為小班及資優班提供專業意見，包括執行技巧及教學策略；與負責

主任商討，舉辦教師工作坊、家長工作坊，介紹新政策，加強教師支援的技巧；亦有為優化資

優計劃的人材庫給予專業意見。

 加強支援組對學校資源運用的關注，檢視外購支援服務的效度。

 透過獎勵計劃，加強學生對學習的成功感和學習的自信，由小班中、英、數老師共同訂定獎

   勵計劃的目標，包括學習態度及關注的教學目標，對學生的努力和取得的進步，多加讚賞，

   使學生有成功感。

 外購服務：

1. 邀請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開辦「P.4,P.5讀寫加油站」，幫助12位P.4,5讀寫障礙的學生學習中英

   文的技巧。

2. 邀請救世軍天鑰家庭及兒童發展中心開辦「P.1小專家」，幫助11位有專注力問題的P.1學生

   加強視覺專注力、聽覺專注力和提高組員的自我效能感。

3. 邀請協康會開辦「朋友仔--社交技巧訓練」，改善4位自閉症學生交朋結友的技巧。

4. 邀請李家鴻先生開辦「功夫輔導班」，為20位有行為問題的學生認識武德、學習武術  

5. 邀請香港耀能協會開辦「小手肌訓練」，幫助6位寫字需改善的學生學習寫字的方法。

6. 邀請明愛社區書院開辦「新來港學童英語班」，幫助1位新來港學童及P.4有讀寫障礙的學生

   提升英語基礎能力。

推行「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的政策、資源及支援措施

級別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總數

人數 2 7 11 14 10 9 53

特殊
需要
類別

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

讀寫障礙

自閉症

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

讀寫障礙

自閉症

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

讀寫障礙

自閉症

有限智能

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

讀寫障礙

自閉症

有限智能

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

讀寫障礙

有限智能

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

讀寫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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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成效

學生支援

透過與學生訪談、教師面談及教師問卷，得出以下的結果︰

1. 教育心理學家為P.2老師舉行執行技巧計劃，幫助學生運用合適的方法，處理在學習、社交

生活上的困難。根據小組問卷顯示，多於70%學生會運用當中策略幫助自己在專注、情緒及

社交有更好表現，也覺得自己比以前專心；教師認為有一半學生能改善行為。

2. 收集教師工作坊的意見，94%老師認為講座能增加他們對ADHD學生及對「提升執行功能計

劃」的認識。

3. 教育心理學家曾參與中文科初小分層支援計劃的期末檢討會，為下年度需要參與2T2，3T2

計劃學生提供專業意見。

4. 教育心理學家與負責有關資優課程的主任商議建立有參考價值的人材庫。 

5. 全體小組成員推動監管外購服務計劃的進行，一起關注學生資源的運用，在服務推行的期間

檢視機構的課程及老師的表現，令負責主任可保持與機構人溝通，商討如何改善服務質素。

6. 75%的小班老師都能清楚列出獎勵計劃的目標及顯示個別學生的成績，能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及鼓勵正面行為。根據訪談內容，71%學生喜歡獎勵計劃，88%學生曾獲得禮物，77%學生

覺得老師對他們很好。

7. 中低年級的學生喜歡獎勵計劃，清楚要達成的目標，並積極參與，並希望能繼續實行獎勵計

劃，因為計劃能給予他們成功感。

8. P.4,P.5讀寫加油站能幫助12位讀寫障礙的學生學習中英文的技巧，如中文字形架構、作文方

法、英文串字技巧，學生喜歡參與課程，並希望能延長學習時數。

9.「P.1小專家」幫助專注力介乎一般至偏弱水平問題學生使用「專注絕招」，逐漸掌握集中專

注的技巧，並能夠以身體協助促進專注表現；累積獎勵制度有效持續引起組員的學習動機，

並使組員有成功感。

Ⅲ

支

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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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及

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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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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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語治療

   2016~2017年度得撥款165,378元，本年度由「心樂言語及吞嚥治療中心」提供服務。

 支援小組服務

輔導主任與輔導助理揀選適合的SEN學生，共43位分別參加執行技巧訓練小組、成長小組、功

夫輔導小組、社交技巧訓練小組、情緒管理小組。  

 區本課後支援計劃/校本課後支援計劃/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

1. 區本課後支援計劃︰開設19班功課輔導班、14班興趣班、9班自信心訓練課程(自我認識篇)

    (P.1-3)、10班社交/溝通技巧訓練課程(P.4-6)

2. 校本課後支援計劃︰開設3班功課輔導班、16班英文興趣班、6班思維訓練班(P.1-3)、7班專注力

    訓練小組 (P.1-3)

3. 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開設3組網球班(P.4-6)、3次戶外學習(P.5，6)海洋公園學習之旅、

    P.3，4哥爾夫球同樂日、P.2童夢城職業體驗之旅)

4. 服務機構︰包括明愛、香港教育服務中心、伴您同行計劃教育機構、馮子健網球教練及救世

   軍天鑰家庭及兒童發展中心五個機構

5. 參與計劃的總人數︰311人

6. 費用︰$360,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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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成效

10.「朋友仔--社交技巧訓練」，教導自閉症學生改善交朋結友的技巧，4位自閉症同學均有進

     步，且能於小組後持續運用所學習的技巧。

11. 「功夫輔導班」為20位有行為問題的學生認識武德、武術，改善衝動的個性、加強專注和

      忍耐能力。學生於小組的表現投入，服從導師的指導，絕大部分同學表示期望繼續參與。

12.「小手肌訓練」是加強學生的專注力、大小肌肉協調及視覺感知等能力，從而提升學生的

     閱讀能力、寫字技巧和速度。參加的學生都樂於出席課堂，且努力學習。

13.「新來港學童英語班」幫助新來港學童提升英語基礎能力。

課後支援計劃

1. 有316人全額、半額或綜援學生參與課後支援計劃，所有活動均能順利完成。大部份學生認

為英文班能提升他們對學習英語的興趣。學生很喜歡參加網球班，因可以透過網球訓練增

強體魄。學生亦喜歡參加迪士尼學習之旅，他們認為上午參加迪士尼學習班，下午玩機動遊

戲，可寓學習於活動及遊戲中，得益不少。

2. 根據計劃完結前的問卷調查，大部分同學對校本「香港教育服務中心」、馮子健網球教練及

區本負責機構「明愛」開辦的課程均有正面評價，活動既可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又可發揮

學生的潛能，一舉兩得。

外購服務/支援小組訓練服務

1. 言語治療服務

全年為全校79位有言語障礙的學生提供273小時的服務，本學年有2名學生由中度語障提升

至輕度語障；有2名語障學生語障範疇已更新，語言能力已提升至適齡水平，由多項問題提

升至單一發音/ 聲線問題；有3名語障學生的言語能力提升至適齡水平，下學年不需接受言語

治療服務。

Ⅴ

反思

學生支援
1. 部分高年級的學生未能清晰獎勵計劃的目標，參與度不高，並覺得獎品不夠吸引。老師認為
要增加禮物的吸引力，負責主任可統一購置文具或玩具作部分禮物；另一部分可由科任老師
因應本班情況去購置富吸引力的禮物，如小食部現金券。

2. 高年級老師反映因為學生未能達到所訂的目標，故此得不到獎勵，下年度可因應學生能力去修
訂目標，對他們的努力多加讚賞；如果學生能參與訂定目標，更能增強他們對參加獎勵計劃的
積極性。
3. 明年在實行獎勵計劃時，會就下列的元素去監察計劃的執行︰
 清楚展示學生努力成果
 清楚列出學科達標或學習態度的要求
 清楚展示達標的禮物
 定期與學生面談，檢討計劃的成效
外購服務/支援小組訓練服務
1. 在訂立監管外購服務方面，會要求機構提供課程大綱，幫助老師監察課程進度；另外，觀課
計劃值得繼續推行，明年可開放給予其他老師觀課，令課堂的一些技巧可遷移至日常課堂中
運用。
2. 因為本校讀寫障礙的學生佔的比率較高，建議增加針對他們的學習技巧課程，由本年度的兩
級增加至三級。
3. 半數學生家長未能於家中訓練外購服務老師/社工的技巧，鼓勵家長持續予以訓練。
4. 課後支援計劃
   為了鼓勵學生參加學校舉辦的收費興趣班，如中國舞、小提琴、乒乓球、中樂等，故來年會
利用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資助符合資格學生的部份學費。機構溝通，商討如何改善服務質
素的方法。
5. 來年度加強言語治療服務須再行招標，與機構磋商合作細則時，會探討改善現行狀況之不 
   足，如同學臨時缺課的處理，擬定訓練時間表的程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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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六年級學生參加中學學位分配，本年度獲派第1-3志願中學的學生佔94.3%。大部份畢業生

均獲派配合志願的理想中學。部分被派的中學如下：

升中派位情况

學
生 表 現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藍田聖保祿中學

順利天主教中學               

聖傑靈女子中學

德愛中學

可立中學(嗇色園主辦)

文理書院(九龍)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潔心林炳炎中學

德望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觀塘瑪利諾書院

聖言中學

梁式芝書院

聖母書院

聖若瑟英文中學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香港神托會培敦中學

天主教伍華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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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
1. 全校大型活動
 學校旅行於2016年11月7日(一) 舉行，一至四年級目的地是粉嶺宣道園，五至六年級的目的地是西
    貢北潭麥理浩夫人度假村，當中一至二年級為親子旅行。
 2016年12月2日(五)在學校內舉行P.1-2遊戲日暨家長教師同樂日。
 2017年4月3日(一)音樂科及視藝科聯合舉行藝術日。
 2017年4月12日(三)於斧山道運動場舉行校運會。
 2017年5月19日(五)在本校禮堂舉行「飛躍彩雲35載綜藝匯演」。
 2017年6月22日(四)及23日(五)常識科及資訊科技組聯合舉行STEM  DAY。

2. 星期五興趣小組
 一至六年級上學期及下學期共開辦了36組，包括K Pop - dance、Cambridge Flyer、花式跳繩、演說技巧訓練、媒體拍
攝、田徑、乒乓球、科學小精英、編程班、視藝拔尖、書法、魔力橋等。

 為提昇同學的體適能、肢體協調能力和舒緩緊張的學習情緒，特為二年級同學開設K Pop Dance、芭蕾舞班，由外
聘導師指導。

 全年分兩次循環，上學期7堂，下學期8堂，每堂1小時。
 全校學生共分為三個組別，每兩個年級為一組，同一組別的學生在兩學年內輪流上四個不同的活動。
 活動涵蓋八大智能，讓學生的不同潛能得以發揮。
 在小組內表現優越的學生，將會被挑選加入校隊或尖子訓練班。

3. 課餘活動
於平日課後或週六上課，由外聘導師帶領，有中國舞班、拉丁舞班、武術班、奧林匹克數學班、P.1至P.6英文班、P.2
中文班、P.2、P.5及P.6數學班、小提琴班及各類中國樂器訓練班，其中樂器班表現良好者均被挑選加入中樂團。中國
舞學員除了在學生綜藝匯演演出外，更在畢業典禮中表演，獲得觀眾好評；而中、英文集誦隊、奧林匹克數學班、中
樂團、中國舞班、拉丁舞班、普通話話劇組、花式跳繩隊及科學小精英組，均在公開比賽中亦獲得不少優良獎項。

4. 各基本組織活動
 幼童軍：21/2/2017有6位四年級及3位五年級同學宣誓成為新團員。全體幼童軍於31/3/2017至1/4/2017參與宿營體
驗營，學習野外定向的技巧。本年度有20位團員考獲家務章、20位團員考獲救傷章。此外，15/1/2017至17/4/2017
期間，全體幼童軍參與獎券籌募運動。於2017年6月30日參加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升旗禮。 

 小童軍：2017年2月21日舉行宣誓儀式，當天有10位同學宣誓成為小童軍。本年度有5位團員取得「第二步進步獎
章」、另有5位團員取得「第四步進步獎章」。而在4月25日最後一次集會舉行了大食會。於2017年6月30日參加香
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升旗禮。

 小女童軍：2017年1月至3月銷售女童軍慈善獎券，2017年2月14日聯隊宣誓，2017年3月至5月考核興趣章：盡責
公民大使章（EK65 Pack A & B）、中國傳統節日（EK65 Pack A）和美術章（EK65 Pack B）。於2017年6月30日參加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升旗禮。獎項方面：6A 馬慧琪榮獲隊伍優秀女童軍（EK65 Pack A）、3D 吳家寶榮獲
隊伍優秀女童軍（EK65 Pack B）。

 紅十字會少年團：2016年12月13日參觀東九龍總部，2017年6月8日安排會員一同參觀紅十字資料館。  
 公益少年團：2016年12月17日高年級團員參加公益少年團舉辦的聯校主題活動 ─「香港環境保育與發展探索之
旅」。2017年1月19日參觀聖公會慈雲山長者日間護理中心，為長者表演及協作編製愛心探訪活動冊。2017年2月
24日團員參觀公益少年團週年大會操。

 基督小先鋒：4/12/2016(日)於「小耶穌聖誕生日派對2017」中表演聖誕劇「我們這一家」及主持攤位遊戲「聖誕
尋寶樂」。21/1/2017(六)主持及協助於天主教甘霖幼稚園主辦之「喜喜洋洋迎金雞」新春攤位。1/4/2017(日)參與
天主教教區「信仰與科技學生活動工作坊」，於祈禱禮中唱聖詠及讀經等，另進行兩項STEM活動。8/4/2017(六)進
行「親子體驗活動」，學習《願祢受讚頌》通諭的訊息、觀看海岸受污染的報導及唱聖詠，到海星灣清潔海岸，
體會親近大自然的樂趣。20/5/2017(六)參加聯校活動「準祈禱天使訓練營」，分組尋找聖經金句、學習種植、製作
紀念品及祈禱等。30/6/2017(五) 參與寶血靜院主辦的「小學同學靈修活動日」，主題為生命教育「精靈一族話事
人」。

 小若瑟團：8/4/2017(六)親子體驗活動：清潔海岸，體會親近大自然。
5. 反思及展望： 
根據全校學生問卷調查結果，本年度四項發展目標均能達標。展望來年發展，課外活動組將繼續提供多元智能的活
動，在一、二年級每班每星期下午一節課，安排課後延展學習活動，提供機會培育學生的潛能。此外，亦會繼續推薦
合適的精英人才參加各項體藝培訓，並把學生的視藝科、音樂科、體育科的校外比賽成績記錄在學生個人學習進程紀
錄表內，提升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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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內容 / 項目 成績

宗
教
科
天主教香港教區宗教教育獎　 優良：4人

中
文
科

第68屆校際朗誦節粵語集誦 優良：44人

粵語獨誦
亞軍：4人
季軍：4人
殿軍：1人

香港教育城「創作獎勵計劃」
小學組--最積極參與
學校獎

「創作獎勵計劃」小學組 - 散文/ 隨筆 季軍：1人

香港教育城「創作獎勵計劃2016/17」
小學組-散文/
隨筆季軍：1人

佳作刊登報章 3人

英
文
科

第68屆校際朗誦節

英語集誦 優良：44人

英語獨誦
季軍：1人

優良：29人

英國劍橋大學KEY ENGLISH TEST 優良：2人

英語劍橋FLYER考試

15盾：2人

14盾：1人

13盾：6人

香港學校戲劇節2016 / 2017

傑出演員獎

3人
傑出劇本獎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數
學
科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第四屆全港
Rummikub小學邀請賽

優異獎：2人

佛教大雄中學大雄數學邀請賽
三等獎：3人

優異獎：2人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
(中學組)第三屆全港小學
數學挑戰賽

銀獎：1人

銅獎：3人

優異獎：3人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數學系及中華基督教
會協和書院全港小學數學比賽(黃大仙區) 

優良獎：6人

優異獎：3人

新亞洲．名創教育小學數學精英大賽 三等獎：4人

保良局2017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數學競賽

三等獎：2人

計算競賽 三等獎：2人

陳樹渠紀念中學魔力橋比賽團體賽 季軍

個人組 殿軍：1人

常
識
科

Nobel academy
『生活小創意‧科學大發現』創意設計
比賽

亞軍：1人

優異獎：1人

香港教育城「低碳新世代2」挑戰賽
2016

優異獎：1人

教育局資優教育組
香港科學青苗獎2016/17

科學家專訪獎：5人

聖若瑟英文中學
小小科學家工作坊及科學比賽

亞軍：5人

聖貞德中學STEM小學邀請賽之四軸機障
礙賽

亞軍：2人

視
藝
科

黃大仙區議會PEACE
和平計劃2016填色比賽

亞軍(初小組)：1人

亞軍(高小組)：1人

優異獎：1人

聖貞德中學T R E A S U R E  I S L A N D 
COLOURING COMPETITION

冠軍：1人

類別 內容 / 項目 成績

音
樂
科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二胡獨奏初級組

良好：1人

小提琴獨奏一級 優良：2人

笛獨奏小學初級組 優良：1人

揚琴獨奏初級組 良好：1人

鋼琴獨奏一級
良好：1人

優良：5人

鋼琴獨奏二級
良好：2人

優良：1人

鋼琴獨奏三級
良好：1人

優良：3人

鋼琴獨奏六級 亞軍：1人

體
育
科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17

男子個人：

冠軍：5人

亞軍：6人

季軍：2人

殿軍：2人

男子團體： 殿軍：14人

女子個人：

冠軍：2人

亞軍：4人

季軍：4人

殿軍：1人

女子團體： 季軍：5人

普
通
話
科

第二十屆常識百搭
小學STEM探究展覽

優異獎：6人

B等：6人

第十九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良好獎：2人

第68屆校際朗誦節

良好：2人

季軍：1人

優良：13人

電
腦
科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學習如此多fun」
電子學習套件製作比賽

優異獎：3人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淫褻及
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口號創作比賽

優異獎：4人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填色比賽 優異獎：33人

校際IT精英挑戰賽2017小學組 優異獎：3人

中
國
舞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有限公司
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比賽(中國舞) 

乙級獎：16人

拉
丁
舞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有限公司
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比賽(拉丁舞)

乙級獎：6人

中
樂
團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2016港青年音樂
匯演－中樂團比賽(小學A組)

銀獎(15人)

訓
育
組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2016全港青少年
進步獎

全港青少年
進步獎：1人

黃大仙警區警民關係組
「百毒不侵，我係我！」
陽光禁毒全能競技比賽

冠軍：8人

黃大仙區傑出學生學生選舉
傑出學生：2人

優秀學生：1人

　
資
優
教
育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資優教育組教育局網
上資優課程(天文學)

完成第一階段：1人

完成第二階段：1人

教育局網上資優課程(地球科學) 完成第一階段：1人

教育局網上資優課程
(香港經濟)

完成第一階段：1人

完成第二階段：1人

完成第三階段：1人

校外活動/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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