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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9 -2 02 0年 度學 校概 覽
學 校簡介
校監：梁長才先生

辦學團體：香港天主教教區

校長：陳燕芬女士

創校年份：1982

學校類別：全日制政府資助小學

校訓：篤信力學 愛主愛人

學生性別：男女

辦學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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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個人潛能及終身學習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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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育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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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團校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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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漢華先生、徐珮珮女士、阮章凱先生（替代校董）、 陳燕芬校長
獨立人士校董：黃惠虹女士
教員校董：馬鳳儀主任、衞智立副校長（替代教員校董）
家長校董：陳麥云嫦女士、曾謝雨順女士（替代家長校董）
校友校董：王佩珊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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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行政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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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職員
教職員數目

本校共有教職員67人，包括校長、2位副校長、1位課程發展主任、6位主任、1位學生支援
主任、1位圖書館主任、34位老師、1位外籍英語老師、1位社工、1位輔導人員、1位學校行政主
任、1位言語治療師、3位教學助理、2位資訊科技助理、3位書記、2位文書助理及6位工友。

教師學歷
學士學位

碩士學位

教師人數

44人

24人

百分比

98%

53%

教師年資
教師年資
0-4年

1人

2%

5-9年

5人

11%

10年或以上

39人

87%

教師專業資格
教師專業資格
已受師資訓練

100%

達到語文能力要求
語文

普通話

英文

達標情況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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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資 料
班級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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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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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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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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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59

48

320

女生人數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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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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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295

學生總數

104

102

103

102

101

103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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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年度關注事項

2019-2020

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一：「以天主教教育核心價值為本，推展正向教育，
建立學校正面文化」
透過三年發展計劃，讓教師及學生加深認識天主教教育核心價值，並於生活中實踐，以及於校內
建立正面文化。本年度目標為─「健康喜樂由我創，熱愛生命展所長」，全年的計劃期望學生
能明白「生命」的珍貴來自天主創造人的「獨一無二」，從而學會珍惜生命，尊重他人。學校更
將核心價值配合「正向教育」的正向健康、情緒及投入感，學生於本學年透過不同類型的計劃及
活動將健康及情緒管理概念引入課堂，提昇精神健康；更透過不同富有挑戰性的活動令學生能真
正享受和學會重視事情的過程，就能全心投入享受「生命」。

成效：
目標一：學會追求正向的情緒和健康生活的方法， 於身心靈活出豐盛人生
 於2019年8月由校監及副校長進行的核心價值分享會，100%教師認為透過分享會讓他們瞭解
「生命」校本核心價值教育課程架構及理念，並能有效地傳遞核心價值教育的理念。
 100%教師認為透過「周會」及「價值教育班課」，學生能認識核心價值教育的訊息。
 97%教師認為各學科已根據本科特色在課程/大型活動中適時滲入「生命」作主題的核心價值教
育元素的學習活動，學生能透過正規及非正規課程內的活動設計及體驗核心價值的實踐。
 上學期核心價值課主題課─「生命有價-獨一無二」已進行，而下學期主題是「生命─喜樂人
生」。根據教師問卷調查所得，全體老師認同「價值教育主題課」的教學內容能讓學生認識核
心價值教育的訊息，包括學生能投入課堂活動，而課題亦能夠引發學生思考自重及尊重別人，
能認識自己的長處和優點，學會欣賞自己。而下學期主題因停課關係未能進行。
 四年級的其中兩班於本年度由教育心理學家協助於興趣小組時段學習與靜觀文化相關的Paws b
課程，91%教師認為部分四年級學生在學習Paws b課程後，更能管理自己的情緒。
 於價值教育課教導學生三套課間休息運動(例如護眼操、護脊操等)，讓學在課堂間需要時進
行，以提升學生的專注力，部分課堂因為爭取更多教學時間，未能有效地於課堂間進行，以致
成效未達預期。70%教師有帶領學生每周最少一次進行課間休息運動，以建立其正向健康的生
活方法。
 於早上、小息、午休時段設置的康體活動，數據顯示有100%教師認同學生喜歡及投入這些康體
活動。
 於上學期價值教育組試行星期四巡查學生的健康小食情況，並派發200張小食健康獎勵券給同
學，結果有超過一半學生回應教師的獎勵，領取小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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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啟發學生創建心流（flow），對事物具正向投入感
 教師嘗試於各學科的課堂加入具挑戰性的合作學習活動及元素，讓學生於課堂內體驗投入一件
事情的感覺，從而令學生投入學習。本年度各主科已完成最少一次配合心流的學習活動，見學
生能投入活動參與，活動後與學生共同檢討並作鼓勵。
 因停課以班主任根據本班學生特性(例如性格強項)進行一項全班活動未能如期進行。
 於2019年12月21日舉行家教會親子競技活動日，是次活動回應天主教教育核心價值主題「生
命」。當天透過多姿多采、有趣的親子活動，向全體家長及師生傳揚天主教信仰中對生命的熱
愛，促進家庭團結共融，加深親子感情，共享天倫之樂，無論家長、學生及老師都能度過愉快
的一天。當天活動包括親子競技比賽、大型吹氣彈床、親子STEM活動、親子拍照攤位及社福機
構攤位遊戲等，內容豐富有趣，參與者表現非常投入，當中各參與者都十分喜愛大型吹氣彈床
的活動，認為能真正的讓學生「放電」，家長及學生都能盡興而歸。參與的99%家長與子女認
同他們能共同體驗正向投入感。

目標三：繼續強化校內人脈的正向關係，發揮「愛德」精神
 97%教師認同能實踐由教師共同訂立「關愛約章」，推動「正向教育」，同時本年度亦增加教
師聚會時間，有助加強團體歸屬感；教師認同學校有和諧及開放的工作環境。
 92%教師認為各班於九月進行「美化我們班」活動能加強與家長正面的聯繫。
 93%教師認為P.5「守護天使計劃」活動具效能，學生的相處較前融洽。
 100%教師認同校園環境(例如課室及校園壁報、早會播放「生命」歌曲、張貼金句等)能營造正
向氛圍。
 全年共舉行了五次相關的家長講座，逾100位家長曾參加，家長都對天主教核心價值「愛德」
融入教育子女增加了認識。

反思：
本年度的計劃基本完成亦大部分能達標，惟較可惜因上學期的社會運動及下學期的停課令部分計
劃及活動未能順利舉行：但師生亦能對「核心價值」及「正向教育」有更深入的認識及體驗，各
持份者明白建立正向健康、情緒及投入感的重要。為了更深化理念的理解，建立正向校園氛圍，
在以下方面需要加強：
1. 強化教師教育，從心出發，以天主教教育核心價值為本，在日常教學活動中推展正向文化，下
年度將加強各學科配合核心價值的內容，於課堂內加入下學年核心價值主題「真理」的討論或
配合活動，讓學生明白「真理」於生活中的實踐。
2. 繼續優化「核心價值分享會」、「周會」及「價值教育班課」等安排，以建立學生對核心價值
的認識及認同。
3. 復課後及於下學年初期跟進課間休息運動，建議在週五班主任課中再進行示範及宣傳，師生學
習後，提示教師可在課堂前或課堂中跟學生一同參與休息運動。
4. 來年將安排有關靜觀的教師培訓，期望往後能由本校的教師教授Paws b課程。
5. 因停課關係，部分活動未能舉行，影響目標達成進度，惟大部分活動將於下學年繼續進行，包
括「健康零食日」計劃、「健康生活錦囊」、「調解員」計劃及其他與正向健康相關的講座及
部分家長講座等並繼續跟進。
6. 下學期繼續將透過不同類型的活動讓學生體驗正向成就感及正向意義，推動學生活出幸福美滿
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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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
推動學生自主學習，培養「愛」學習「樂」求知的精神
成效：
標目一. 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讓學生主動學習。

中英數常四科繼續實施有效的教學策略，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方法與活動，增加課堂互動。包括
中英文老師在課堂中會以不同層次的提問及不同的教學資源，刺激學生的思維，引發學生的學
習興趣。數常兩科以探究方式進行教學，學生透過實物操作，聯繫學生相關的經驗，推測及辯
論不同的解題的方法，整個學習過程，學生要透過動手做、匯報及歸納，建構新的知識。
課室的佈置以小組形式，四人一組，老師運用合作學習的元素去增加課堂間的互動性，提升學
生對學習的興趣。
老師在課堂設計滲入電子元素讓學生學習，如：跟進課前的電子預習表現，針對前節的電子活
動回饋、課後延伸等，增加學生課堂參與的機會，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讓學生主動學習效果
理想。
根據教師問卷所得，超過75%的老師能適當地推行合作學習及電子學習，以增進課堂的互動
性。
從觀課紀錄顯示，學生學習的「學習過程」及「學習表現」兩項評鑑範疇，分別82%及78%的
課堂達良好或以上等級。表示學生專注學習，用心聆聽。學生在課堂活動中，表現積極投入。

標目二. 培養學生運用有效的學習策略，提升學習效能。
各中英數常老師按課程內容，鼓勵學生預習課文及做筆記，並於課堂教學上引用預習資料、筆
記內容及課後研習資料，藉此吸引學生積極預習、抄錄筆記及閱讀課後研習資料，逐步培養學
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數常根據<研習能力框架>的研習能力內容滲入各級課程，老師在備課時針對相關年級的研習能
力設計/優化課堂活動，讓學生建構知識，發展自主學習的能力。
P.3-5學生都能善用電子工具作課前預習或課後延伸，從而增加了課堂實作的時間，有助提升學
生的學習效能。根據教師問卷所得，超過80%的老師表示電子學習有助提升學習效能。

標目三.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感。
中文科將思維訓練或創意元素滲入寫作及讀文教學中，從中提升學生邏輯及表達的能力；英文
科將創意元素滲入寫作教學中，在寫作中培養學生的創造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和個人社交能
力；數學科優化5E Model的探究學習模式，能夠按學生的不同程度能力去學習，使學生對學習
有信心；常識科運用多元化教學策略，照顧不同能力的學生。從而提升學生學習成就感。
根據教師問卷所得，100%老師能運用學生的評估數據了解學生學習的強弱，並在課堂上加以補
充講解及擬定跟進工作紙，然後將有關題目/題型滲於上學期期考，藉此分析學生在弱項表現是
否有進步。
根據教師問卷所得，超過95%老師能設計多元化/分層的學習活動及課業，並能運用學生的評估
數據或表現，回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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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目四. 優化校本課程，加入新學習元素，例如：STEM、編程，培養學生探究、解
難、綜合及應用能力。
已優化P.6年級STEM課題，但因停課關係電腦科及常識科未能與學生進行該STEM教學單元內
容，只有部分班別的六年級學生於數學堂完成STEM內容教學。而五年級原定下學期數常電三科
合作設計STEM活動，但因停課關係，使活動未能開展。因此，原定的教學設計會留待下年度五
年級及六年級科任老師繼續使用。

標目五. 提升教師學教效能。
根據教師問卷所得，超過97%老師有出席相關配合學校發展的工作坊，並認同集體備課、教師
工作坊、教師分享會能有助提升教學效能。教師能運用相關的教學策略及材料進行教學。
從觀課紀錄顯示，教學組織的「課堂組織」及「教學過程」兩項評鑑範疇，分別有75%及84%
的課堂達良好或以上等級，表示學習重點切合課題，組織有連貫性，每部份都能做到銜接順
暢，環環緊扣，課堂結構完整。老師講解清晰，師生互動及課室秩序良好。

反思：
1. 學生在合作學習的運作上仍可更見熟練。老師可多鼓勵學生參與課堂活動。
2. 藉中英數常來年發展課程，修訂課業政策，可騰出課餘空間讓學生進行自學。亦可從中選取適
合的課題具體標示須訓練學生的學習策略/研習能力，讓學生建構知識，發展自主學習的能力。
3. 在共同備課的時候，老師可多討論不同層次的提問方式。而高層次的提問可給予能力較高的同
學回答。
4. 由於下學年常識科推行新課程，故為學生設計配合教科書課題或學生學習經歷結合現有課程，
有系統地滲入STEM的學習元素。
5. 因下學期經歷停課時期，無論學生還是老師，都對網上的電子教學應用十分熟識。下學年可於
電腦科進度上有所調整，增加教授有關STEM課題的時數，讓常數電三個學科能有效地整合，
以配合STEM教育，培養學生探究精神及解難技巧，以及加強教師編程教學的培訓。
6. 各科主席需繼續檢視本科需要改善的重點項目，透過專業進修（教師發展日/教師研習日等），
讓教師對來年發展重點的策略有更深的認識。並透過集體備課、課堂學習研究、分享會及觀
課，探討合適自主學習策略，並應用在教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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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三：
擴闊學生視野，創設多元學習經歷，提升學生學習能力
成效：
目標一： 營造學生喜愛的學習環境，讓學生在遊戲、語境、宗教、藝術、康體的氛
圍下，增添學習的趣味，提升學習動機興趣。
1.重整課前、小息、午休時段各科組提供學生活動的時間表，讓學生能參與「課時以外」的學習
活動。
 全方位活動組主任在學期初已完成「課時以外」活動時間表，並張貼於教員室，以便各科組在
安排「課時以外」活動時，學生能提升參與活動的機會。
 學期初全方位活動主任向P.1至P.6學生介紹「課時以外」的活動，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各項活動。各
科組負責老師亦不時在中央廣播提示學生參與活動。老師亦能彈性地處理學生對於活動的反應。
 各科組老師(100%)均認同能運用活動時間表安排「課時以外」的活動，而各項活動能有序地進行。
2. 優化「課時以外」的學習活動，讓學生獲得更優質的全方位學習經歷。
 全方位活動組及課程組適時檢討學生對課前、小息及午休活動的參與及興趣；例如全方位活動
組能注意學生對遊戲的喜好，負責老師能適時為學生添置合適及益智玩具(包括情緒訓練、溝
通、解難的遊戲；英文科於10月初留意到高年級同學對Choi Wan Supermarket的興趣減弱，老
師即時修訂參與級別。而教師為高年級安排其他語境活動。宗教組牧民助理適時地修訂福傳活
動，讓學生獲得合適的福傳活動。
 優化興趣小組活動內容；每年均會修訂新內容，本年度新增活動包括：剪片好easy，Fun Art，
英文摺紙等，有趣的名稱及內容能吸引學生；下學期亦有新計劃，惜因停課而未能舉行。
 優化午讀、網上自學、遊戲角、「活學好輕Zone」活動內容：圖書主任安排P.1學生於活學好輕
Zone時段內到於牛池灣圖書館參觀，老師及學生反應正面。停課期間，閱讀組不時為學生提供
綱上閱讀資訊，讓學生達至停課不停學的目的。
 教師問卷中有90.3%老師同意學生在不同的氛圍之下享受學習，增添趣味，提升學習興趣。
3. 透過跨科組合作，加強校園的學習環境氛圍，重點加強：宗教、英普語境、藝術、康體四大範
疇，加深學生的靈、德、智、體、群、美的薰陶。
 宗、視科合作：視藝老師利用學生在宗教周製作小天使掛飾美化校園；
 音、宗科合作；亦與宗教科合作編定新聖詠課程，製作聖詠歌集，派發予全校學生。學生對歌
曲感興趣，惟部分歌曲的歌詞及旋律較難掌握，學生需時練習。此外，低年級學生唱聖詠的表
現比高年級投入。

目標二：善用校外資源，為學生提供境外交流活動及創設更多的實地考察的經歷，
擴闊學生視野。
1.優化學生參與境外交流前後的學習活動，讓學生到達到當地考察時，對當地有更深入的體會，
亦加強學生尊重不同地方的文化，從而提高學生的國際視野：
 19-20境外交流計劃已安排學生到台灣進行交流，體驗當地的文化；(100%)帶隊老師認同交流
讓學生深入體會不同地方的文化，此外，帶隊老師亦優化學生交流活動前的訓練；讓學生懂得
到外地交流時應有的禮儀，而學生在外地的表現亦得體。
學生在1月舉行的交流分享亦有水準，表現理想，學生及老師均認同該類交流活動確能擴闊視野。
2. 藉教育局提供的全方位學習活動撥款，各科組積極參與外間機構提供的體育及藝術活動，讓學
生從不同的環境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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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能按各科組的需要而作出撥款，不同科組的老師能因應資源而發掘更多新穎有趣的學習場
景，學生亦能受惠於撥款。例如：小二學生透過Tram Travel活動，學習不同交通工具的英文名
稱，更有機會親身感受電車「叮叮」的樂趣，學生更乘搭電車到中央圖書館參與英文故事活
動。訓輔組運用撥款舉辦了不同的歷奇活動、宗教科舉行了宗教周活動、中文科語文獎項等。
其他能運用撥款的組別包括：中文、英文、數學、宗教、視藝、音樂、體育、課程、全方位活
動組、小童軍及中樂團。運用撥款總百分比為28%。
 因上學期社會事件及下學期受疫情影響而停課，未運用撥款的科組包括：常識科、普通話科、
閱讀組、幼童運組及小提琴組。

目標三：發掘學生潛能，提供多元化的表現機會，建立學生自信心。
1. 各科組持續優化「大使」或服務生計劃，並為學生提供訓練、回饋及適切的獎勵嘉許，從而提
升他們的自信心。
 學期初於周會已介紹各組的「大使」/服務生派遣禮，讓學生瞭解大使/服務生的工作，從而加強
學生之間的尊重和合作。
 環保大使更獲得外出訓練的體驗，是難得的自信心訓練。學生定期訓練，有助他們主持活動或
強化大使的自信。
 97.5%老師同意「活力大使」表現出色，能帶動同學做早操及主持小息或午休體能活動。「桌
遊大使」和「活力大使」的設置，有效令活動暢順地進行。其中本年度才剛成立的桌遊大使經
過負責老師及社工的培訓後，表現甚佳。
2. 提升校隊質素，讓學生更樂於參加訓練，更能投入練習，以建立其自信。
 教師專業發展：帶隊老師積極提升個人帶領活動的專業能力（因上學期發生社會事件，原訂朗
誦工作坊亦取消) 。
 各科組積極提供表演機會或比賽機會， 讓學生發揮潛能（部份達標）。
 73.1%老師同意學生能投入欣賞午間的天才表演。上台的學生都得到負責老師的悉心指導，表
現優秀，台下觀眾能享受表現，增加投入感。
 從現場觀察所得，學生在台上的表現穩定，對往後的比賽有一定的幫助。
 負責老師(中國舞/拉丁舞)要求外聘導師對教學及訓練過程更有系統。負責老師亦進行觀課(拉丁
舞/比賽後負責老師需要與導師檢討有關訓練成效，以針對學生表演/比賽作出教學上的調節及適
當的安排。
 視藝科：上學期已進行6次校外比賽，分別提供高低年級和拔尖班學生參與機會。部份學生踴躍
參與校外比賽，惜因停課關係未能在學期末安排學生參與藝術工作坊以示嘉許。

反思：
1. 因活動場地有限，學校期望能不斷優化各場地，善用空間以提升學生的活動空間。下年度，建
議能將活動角更改至1/F環保廊位置進行活動，並重新規劃1/F若瑟廊至環保廊位置。
2. 各科組繼續優化環境氛圍。例如， 宗教壁畫需重新規劃，從而加強宗教的環境氛圍。Choi Wan
Supermarket物品全新購置，安排學生到supermarket/若瑟廊進行導賞或教學。
3. 活動方面：興趣小組的活動而關注多元智能的涵蓋。
4. 下學年音樂科可配合宗教的節日，如在將臨期、聖母月及四旬期期間，播放相關的宗教歌曲或
氣氛寧靜的音樂，如音樂盒音樂，以增強宗教氣氛。另外，為了加強學生更投入周會的詠唱環
節，建議負責宗教週會的同事，在周會前播放該天要詠唱的歌曲，加強練習。
5. 繼續優化各項「大使」計劃，包括表揚大使，讓學生更投入活動。
6. 繼續為學生發掘更多的表現的平台，例如將增設校園電視台等。
7. 部份項目因上學期社會事件或下學期疫情影響而停課，計劃需延至20-21年度進行，包括：
 跨科組合作：價值教育與環資組原訂合作，逐步美化學校有蓋操場、詢問處、1/F、2/F梯間。
 英數科合作：P.1-2學生配合貨幣課題到Choi Wan’s supermarket 中進行跨學科的環境學習。
 音樂科及視藝科合辦的藝術日。
 將於下學年繼續舉辦「同根同心」之旅，成效未能評估，因活動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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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範疇報告

2019-2020

管 理與 組織
教師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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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發展日
本學年共舉行了兩天教師發展日：
教師發展日：

 第一次教師發展日(17/9/2019)
上午：危機處理
由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李穎思及衛智立副校長主講，讓全體老師了解學校不同持分者在學校有機會出現的不同
危機上的處理程序，亦讓全體老師對個別情境作小組討論。
下午：靜觀
由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李穎思主講，向全體老師講解有關靜觀的基本理論及讓全體老師作簡單體驗。

 第二次教師發展日(29/11/2019)
上午：提問技巧
由黃琳博士向全體老師講解於不同科目課堂的提問技巧，並提供生動有趣的例子及小組討論活動讓老師參與
其中。
下午：跨學科學習日，教師分級團隊進行實地考察
由級主任帶領六級級團隊到五個將於四月舉行的跨學科學習日戶外學習場地作實地考察，以視察當天各學習
場地的學習點及內容。

 第三次教師發展日因疫情影響而取消

教師複修課程
 葉冬艷老師：2019年1月21日至1月25日(5天)
主題：在學校推廣精神健康及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初級培訓

教師進修

250
169.5

200

本年度校長及全體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時數：

150

校長：169.5小時

100

教師：62小時( 總平均時數)

50

全體教師：169.5 + 2610小時(總時數)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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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彩雲聖若瑟小學
財務報告表（2019-2020年度）
19-20年度
撥款收入
1,182,209.97

津貼名稱
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基線指標
學校及班級津貼
普通話科教學津貼
供進行學校本位輔導及訓育的計劃經費津貼
綜合校具及設備津貼
德育及公民教育津貼
增補津貼
補充津貼
訓練及發展津貼
學校課程發展津貼
供增聘文書助理的行政津貼
小計（A）
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學校特別津貼
修訂行政津貼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空調設備津貼
統籌學校校本言語治療行政經常津貼
學校發展津貼
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改善措施津貼（註1）
成長的天空計劃津貼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校本言語治療行政經常津貼
校本管理額外津貼
小計（B）
其他津貼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津貼
小學學習支援津貼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津貼
第四個資訊科技策略（註1）
資訊科技人員支援
推廣閱讀計劃
小學「一校一社工」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津貼
小學「一校一社工」諮詢服務津貼
學校行政主任津貼
防疫特別津貼
全方位學習津貼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一筆過校本言語治療設置津貼
小計（C）
總計（A）+（B）+（C）

19-20年度
實際支出

1,182,209.97

508,088.32
1,789.55
1,106.26
153,365.90
4,026.01
150.00
69,345.38
2,642.00
38,631.49
168,574.00
947,718.91

1,376,544.00
398,747.00
396,981.31
8,000.00
774,983.00
239,304.00
126,756.00
182,380.00
8,000.00
50,000.00
3,561,695.31

1,254,324.89
276,082.00
368,931.34
625,538.34
280,113.00
125,965.00
46,340.00
38,935.00
3,016,229.57

25,633.00
1,044,000.00
219,600.00
66,740.00
317,338.00
30,990.00
642,000.00
129,315.00
534,660.00
25,000.00
751,250.00
104,300.00
20,000.00
3,910,826.00
8,654,731.28

18,944.79
827,813.80
93,110.10
118,564.00
317,338.00
30,933.29
642,000.00
129,315.00
477,500.00
24,986.90
192,927.60
2,873,433.48
6,837,381.96

﹝註1﹞由於2018-2019年度津貼有盈餘，故可用作2019-2020年度使用

2019-2020年度 家長教師會(學校帳)財政報告
項目

收入

2019-2020教育局經常津貼

25633.00
2050.00

親子家校活動(美化我們班)

2151.99

21-12-2020親子活動日攤位活動費

14742.80

結餘：
截至

25633.00

項目
承上結餘
收2020-21小一新生家教會費
敬師日水果
家長興趣班用品及13/12遊戲日用品
家教會活動責任保險保費
(4-12-2019至3-12-2020)
家教會贊助學科書券
小計：
結餘：
截至

支出

快訊

小計：

2019-2020年度 家長教師會財政報告

18944.79
6688.21
202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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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79033.26
10600.00

支出

760.00
988.70
2101.26

89633.26

4000.00
7849.96
81783.30
202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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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及資源管理
本校為使學生能有更理想的學習環境，至2020年8月已完成以下各項工作及改善工程：
一. 學校資產年度盤點
二. 更換或添置設備
1. 地下添加安裝監察外圍CCTV系統
2. 完成安裝有蓋操場廣播系統
3. 校務處完成安裝文件櫃及更換辦公桌子共3套
4. 104室完成髹油及添購小型傢俱
5. 201室添購辦公桌子共3套
6. 更換教師功能護脊椅共10張
7. 更換3樓電蒸爐1部
8. 303室添置捲簾
9. 更換P.1至P.3課室圖書架
10. 更換1/F至6/F前梯掛牆風扇
11. 添購四級平台安全梯共3座
12. 更換職工洗手間乾手機共3部
三. 美化校園
1.
2.
3.
4.

更新地下大堂壁報
更換樓層走廊班相
更換樓層梯間相片
完成2樓至6樓課室門設計

四. 衛生防疫
1. 全校大清洗及噴消毒塗層
2. 添購防疫物資：口罩、保護衣套裝、測體溫槍、搓手液、消毒及清潔用品
五. 學校保養及維修
1. 完成全校消防系統年檢
2. 完成全校中央咪檢查
六. 教育局撥款資助項目
1. 更換地下有蓋操場柱位防撞保護墊
2. 更換2樓平台去水渠道
3. 更換304室、403室及503室入牆櫃
4. 更換有蓋操場電閘一道
5. 全校洗手間加裝抽氣扇一部
6. 更換地下男洗手間外雨水渠管
7. 更新5樓及6樓男洗手間設施
8. 更換全校課室(03-06室)百葉簾
9. 重鋪101室、104室、106室、2樓至3樓課室膠地板
10. 翻新禮堂、2樓至6樓課室及用室天花及牆身油漆
11. 更換6樓03-06課室鋁窗
12. 404-406室工程：裝置趟門、重鋪膠地板及更換百葉簾
13. 201-202室工程：拆板間牆、裝置間隔儲物櫃、重鋪膠地板及牆身髹油
14. 105室工程：加建隔音趟門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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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組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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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0年度學校資訊科技組主要工作如下：
7. 申請「HKT Teacher Phone」，由教師手機打電話，家長手
機會顯示學校電話號碼，以保障老師的私隱，及方便老師
在家工作。

一. 優化校內資訊科技設施，改善教學環境
1. 本年度繼續使用Google Classroom作為老師發放電子功課及
與學生溝通的網絡平台。

8. 新學年學生需要進行網上實時教學，本校為家中沒有足夠學習
器材的學生借出iPad 18部。

2. 已購買AQP系統使用權，作試卷分析。
3. 已購買NEARPOD教師戶口5個(1 year School Edition, 共
10GB)。

五. WEBSAMS系統的使用

4. 已購買Microsoft Enrollment for Education Solutions (EES)，
讓老師及員工可享用Microsoft Office及其他軟件。

1. 處理學生資料、學生成績、學生資助計劃。

5. 學校寬頻(1G)過度到與HKT，簽約期為3年。

2. 輸入測考成績、製作測考成績表及為學生製作學習歷程附件
及學籍冊。

6. 已增添兩台NAS，用以儲存teaching_resources

3. 呈交「中學學位分配」校內成績評核積分。

和 admin_resources。

4. 運用STT系統製作2020-2021年度時間表（ZOOM時間表，半
日時間表，正常時間表）。

7. 已更換12台實物投影機。
8. 已增添3台Apple TV 3代，方便師生iPad的畫面投射到螢光
幕。

六. 各平台的運用
1. 持續優化伺服器內各儲存位置：

9. 已為圖書館更換一部黑白鐳射打印機。

1）Admin_resources: 過去6年的行政文件

10. 已為圖書館更換借書系統(Library Master)

2）School_Finance: 過去6年的財務報告

二. 參與外間機構活動

3）Teaching_resources: 過去3年的教學資源

1. 有關資訊科技的活動都因疫情取消。

4）Pastpaper: 過去5年的測考卷

三. 教師發展

5）Graduate_record:歷年畢業生資料

1. 疫情期間各科老師都轉用錄製課堂短片，資訊科技組安排各
科的工作坊以方便教師學習各項短片製作技巧。

2. 教職員訊息傳遞：透過內聯網e-class的職員通告、 Teacher
app及whatsapp發放。

2. 由3月9日起學校部份老師試行網上實時教學(ZOOM課堂)，及
後由4月20日起P.2至P.6學生全面使用網上實時教學，資訊科
技組協助製作「網上實時教學教師手冊」，並製作「停課不
停學 - 教師篇」網頁，以短片型式教導老師們使用網上實時
教學教的技巧。

3. 透過eClass eBooking預訂場地。
4. 持續更新「校友資料庫」，以數碼形式儲存歷年來校友資
料。
七. 與外間聯繫
1.「ePayment 電子繳費」讓學校輕鬆管理不同學生收費，包括
校務費用、活動收費等；配合「eClass Parent App」，家長
可以手機檢閱及簽署繳費通告，並翻查繳費紀錄。

3. 在實行網上實時教學支援老師使用。
四. 學與教活動
1.「電子學習自攜裝置計劃」(BYOD)第一期，共105位P.4學生
透過本校向HKT購置平板電腦。

2. 本年度轉用AlipayHK為支付網關 (Payment Gateway)，付費
管理系統的付款方法安全可靠，帳戶紀錄詳盡清晰。

2.「電子學習自攜裝置計劃」(BYOD) 第二期。因疫情關係
「自攜裝置」資格放寬。第二期協助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
援)、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全額津貼(全津)或半額津貼(半津)的
家庭購買平板電腦，共180位學生透過本校向HKT購置平板
電腦。

3. 無須交易費用，亦不設每年最低交易額，而系統裝設費及每
年維護費遠較其他收費卡系統為低，為學校節省大量經常
性的交易開支。
4. 不時更新學校網頁資訊，以加強學校對外的聯繫。
5. 鼓勵家長使用「Parents App」：加強家長與學校的聯繫。

3. 申請加入「Zoom 型學堂」，可讓Zoom課堂使用時間長於40
分鐘。

6. 透過電子通告，讓家長不時了解學校的情況。
7. 藉著電子收費，令家長處理交費更方便。

4. 申請「在家學習網寬支援計劃」及「自由鳥 free SIM」分別
取得40及20張SIM咭以供有需要的同學使用。

8. 開學前舉辦了網上電子服務家長簡介會。

5. 申請「溫傳蛋」為有需要基層中小學生申請免費WiFi 身路
由器(Wifi蛋)，取得Wifi蛋借給有需要的學生。

八.其他
1. 本年度聘任2位IT人員：麥嘉偉及蕭運華。聘請了1位半職IT
教學助理：李庭亮。

6. 申請「EdFuture支援在家學習」向有需要學生免費借出iPad
3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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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
各學科的工作計劃成效及反思
宗教
大部分學生都能透過若瑟廊認識有關大聖若瑟生平事蹟，並在「學校主保大聖若瑟」核心價值周會中，從老師講解大聖若瑟的堅強德行
後，積極效法大聖若瑟的德行，並在生活中實踐。因停課關係，聖若瑟瞻禮改為以聖若瑟月-若瑟之旅影片形式在網上播放，並於復課後在
宗教課堂進行主保大聖若瑟活動，讓學生認識聖若瑟生平事蹟，並效法若瑟的堅強、服從德行。
在校長、公教老師或學生帶領的早禱、周會、慶節禮儀活動和宗教週活動等宗教氛圍下，並配合早上課前、宗教課時及放學前祈禱、
祈禱室閱讀及聆聽聖經故事、唱聖詠、做小手工、有趣的宗教問題、早會播放「生命」歌曲、有蓋操場上和各班課室的宗教壁報、各樓層
梯間的聖經金句、一樓若瑟廊的玻璃窗畫及字句、禮堂柱上的真福八端掛額等內容，能時刻給予學生心靈的提醒與鼓勵，傳揚核心價值訊
息，實踐及發揮「生命」的意義，並提升了學生靈性的發展。此外，學生透過在視藝堂製作的小天使手工於將臨期間用來佈置操場的小馬
槽，增強了視覺氛圍。音樂組聖詠團於慶節禮儀活動獻唱聖詠，增強了聽覺氛圍。
有關提升教師學教效能方面，上學期有九位教師參加由天主教香港教區教理委員會舉辦的宗教科教師發展日活動，主題為「你知道我在
等你嗎？」，耶穌基督我們的和平君王的再臨，是我們心中的祈盼。此外，全體宗教科教師與梁校監於停課期間透過集體備課探討小一及
小二各一課題。因疫情停課關係，P.1,2觀課及評課部分未能進行。

中文
有關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讓學生主動學習方面，今年P.1-3實施新課程，課堂設計上有更多互動性及自學部分。根據上學期評鑑觀課
紀錄，教師均能運用合作學習模式授課，大部分學生表現投入。校本核心價值「生命」的主題已融入合適的課題內教授，教師從課文內容
出發，引導學生結合個人生活經驗作討論分享，據老師觀察，學生討論積極認真。P.1-6年級持續透過電子白板、Google Classroom平台和平
板電腦來進行語文教學、瀏覽資料性內容、觀看視頻或用作互動學習活動，據考績觀課所見，教師運用電子教學，有效提升同學的互動及
學習興趣，課堂氣氛更為熱烈。根據教師問卷調查，100%老師同意或非常同意在課堂中能有效地運用合作學習策略及電子學習媒體，並能
透過合作學習、電子學習媒體或多元化教學活動，增進課堂的互動性；學生在課堂活動中能互相交流和積極回應老師提問，能對事物產生
好奇心，從而引發求知慾，激發自學精神，顯然新課程設計能幫助老師運用合作學習策略及電子教學元素授課，對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讓學生主動學習效果理想。
在培養學生運用有效的學習策略，提升學習效能方面, 各老師已於上學期根據課題內容與學生能力於預習冊及筆記佈置不同類型的練
習，老師亦會針對學生能力或班本需要而安排不同的學習任務，例如增加筆順練習給能力稍遜的學生，或製作增潤工作紙給能力較強的學
生。部分老師更利用筆記與學生繪畫腦圖，作為寫作前的導入。本年度P.1-3開創校本新課程，每週均有共同備課時間商討教學設計。經過
教師問卷調查，同時認為修訂後的課程有助加強學、教、評的連繫，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此外，經過教師問卷調查，100%老師同意或非
常同意學生能主動做課前預習和課後延伸學習，具有自主學習的能力，並能掌握不同的學習策略，在課堂中能夠做到「願意學」和「能夠
學」，說明運用預習及筆記等工具學習，學生的學習動機及效能有所提升。下學年，老師會繼續鼓勵學生預習課文及做筆記，配搭合適的
網上資源，以及布置相關前置/延伸課業，並於課堂教學上引用預習資料、筆記內容及課後研習資料，藉此吸引學生通過積極預習、抄錄筆
記及閱讀課後研習資料等策略，提升學習效能。
有關照顧學生的多樣性，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感方面，根據考績課堂觀察，學生能夠積極回應老師不同層次的提問，從中提升邏輯及
表達能力。科本檢視課業時發現，學生喜愛創意寫作題目，作品內容較豐富，作品篇幅也較長。此外，老師已於測驗一後，就學生的弱項
收集數據，並製作有關跟進練習，然後將有關題目/題型滲於上學期期考，藉此分析學生在弱項表現是否有進步。根據期考的比較數據，學
生在部分相同題型表現有進步，個別題型仍然需要再跟進。經過教師問卷調查，100%老師同意或非常同意能運用學生的多元評估數據或
表現，回饋教學，提升教學效能；學生對學習有自信，在課堂中能展示「高參與」、「高互動」、「多展示」，在學習上能夠自訂學習目
標，亦能透過評估(單元評估/測驗)瞭解自己的學習情況。由於上述策略有成效，來年會繼續有系統地把思維訓練或創意元素編排於課程內，
並繼續進行測驗期考的跟進分析的評鑑系統。
有關提升教師學教效能方面，科主席根據P.1-3共同備課ヽ教研分享會所見，老師在設計新課程內容及用件及觀看教學片段分享時，對
教學的策略及教學組織進行大量的討論及反思，有助提升教師學教效能。就考績觀課所見，八成以上老師在教學組織及教學過程中達四等
分數，顯示老師課堂教學具效能。通過中文科擬題工作坊的擬題技巧分析，老師掌握更多擬題的技巧，科主席在本年度審閱老師擬題時，
發現題目的信度及效度有所提升。因此，來年度會進行P.4-6新課程研發，並持續舉行教學分享及討論，藉此提升老師的學教效能及個人專
業素質。

英文
To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autonomous, answering spontaneous questions and read aloud phonics habits were fostered
as warm up activities in the lessons. P4-P6 students responded well with own experience and P1-P3 students were familiar with phonics s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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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teaching processes, teachers employed several strategies include study skills, note taking skills and Cooperative learning strategies.
P1-P3 students expressed own ideas and shared with others and P4-P6 students contributed their work to the group in order to accomplish
the tasks. To release time for doing online learning, restructuring P1-P3 homework and decrease the quantity of homework provided
opportunities for P.3 students to preview the upcoming learning content with designated videos and reading texts. According to teachers’
questionnaire, 100% teachers regarded students learnt eﬀectively as background knowledge was activated in previewing and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was enhanced assisted with IT tools. Due to school suspension in 2nd Term, P2 to P6 learnt through Google Classroom
and live lessons. More than 80% students were able to learn online and do homework. To arouse students’ curiosity and interests in learning
outside classroom, some interesting questions were posted. According to the replies of interesting questions, participation rates were high
which showed that students were interested and their curiosity was arouse.
To maximize the eﬀectiveness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strategy, teachers are suggested assigning clear roles for students in group
activities so that students can accomplish the task eﬀectively.
To enhance learning eﬀectiveness, study skills, reading strategies, writing strategies and high order thinking questions were developed.
Students learnt systematically and did revision with these skills and strategies. From grade evaluation in 1st Term, teachers regarded
students were able to apply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in writings by making choices and stating reasons which showed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were developed. According to the grade evaluation, not all students were not able to use collected vocabulary items in writings. In view
of that, students’ vocabulary power will be strengthened by reﬁning the writing packages with self-directed learning strategies involve.
To cater for learners’ differences and foster students’ sense of achievement / accomplishment, restructur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elements and homework and using diversified assessment methods were adopted. To explore students’ creativity, it was developed in
KS2 writings. Most students shared some great and interesting ideas in group writing and enjoyed creating a new idea in writing products.
Students’ weaknesses were followed up in homework design and teaching and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it helped students’ know thei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More importantly, teachers regarded that giving instant feedback is vital so data analysis platforms will be introduced in
assessing students’ reading skills in post- reading lessons in 2020-2021.
To enhance learning interest and motivation by creating language rich environment, teachers made good use of language rich
environment. However, P.4-P.6 students were not interested in it. Teachers suggested creating a chatroom for students during lunch breaks
and oﬀered them a chance for discussing some interesting videos in 2020-2021.
To make good use of outsourcing services to enrich students’ experience and widen students’ horizons. Excursion and Scholar
workshops were arranged. According to teachers’ observation, teachers reflected that students learnt purposefully in which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and generic skills were well trained. However P6 Cathay Paciﬁc Airline Visit was cancelled due to social issues in
November, 2019. This activity is worthy to join as it matches learning topic in P6.
To build up self-conﬁdence and explore students’ potential through provision of diversiﬁed performance, various theme based activities
were designed. Through participating in the activities, students were able to speak English with confidence. Teachers noticed English
Ambassadors’ speaking conﬁdence were built up.
To promote teachers’ eﬀectiveness, teachers made use of collaborative lesson preparation to develop cooperative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use of IT tools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100% teachers regarded the CLP could promot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by discussing and
planning teaching procedures and evaluation helped them to reﬂect teaching eﬀectiveness.

數學
100%老師於課堂中運用了探究式學習活動教學、合作學習的策略及電子學習輔助教學，豐富學生學習過程。根據教師的觀察，
課堂透過不同的實作活動，讓學生發現當中的數學原理，與學生建構數學概念。惟在數學語言運用方面可作加強。下學年藉重新設計
P.1，2和4年級的課程、課堂教學舖排及課業設計，將著眼於與學生透過活動建構數學概念，及提升學生的運用數學語言的能力。同
時，為配合新課程的發展，下學年會優化P.1及重新設計P.2、P.4年級的學習冊，望有助加強學、教、評的連繫。
在培養學生運用有效的學習策略方面，於教學過程中加入研習能力，培養學生相關技巧。老師一致認為學生能掌握研習能力，例
如：資料搜集、分類。此外，老師亦一致認為適當運用電子工具，能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下學年配合新課程的發展，預習和延伸的活
動會加入在學習冊中，使相關的研習能力能於課業中具體呈現。
所有教師能運用多元化的教學策略及設計分層課業，照顧學生的多樣性及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感。本年度於一年級首次將高階思維
題目加入進展性評估內，當中近95%一年級學生能掌握思維技巧。下學年配合新課程的發展，P.1、2和4年級將會把高階思維題目加入
進展性評估內，藉以測量學生是否能掌握相關技巧。在小四至小六的單元教學設計上會運用5E Model策略，以探究形式為主，令資優普
及化。下學年P.4-6的5E Model會步入新進程至6E Model，當中加入「實作Enginner」，於「實作Enginner」中引入創意元素。
本年度開始於每次測考均全卷匯入AQP平台分析，以作全級題目的跟進和個別班別的跟進。老師均能運用學生的評估數據，回饋
教學。
在提升教師學教效能方面，本年度舉行了有關電子筆記的分享會，效果良好，各老師都對電子筆記的製作有基本的認識。除校本的
分享會外，科任老師亦有出席坊間的工作坊，以了解最新的教學策略和趨勢。老師一致認為學校的分享會、集體備課、和坊間的工作坊
等，均能提升教學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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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
在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讓學生主動學習中，教師透過集體備課進行教學設計，在課堂教學中運用多元化的學習材料與活動，以增
加師生互動的效果，此外，合作學習較去年成熟，見學生能更熟練的發揮各人在組內的角色和職責。教師在Google Classroom定期發放
新聞讓學生在網上呈交功課，而學生呈交及完成的百分率高於八成，同時教師亦給予學生紙本新聞剪報並展示於課室壁報，這樣可提升
學生的時事觸覺，從而增強學生的學習動機，讓學生主動學習。
有關培養學生運用有效的學習策略，提升學習效能，BYOD班別的學生均有利用平板電腦作筆記(One Note)並儲存在個人平板電腦
中，學生能利用筆記於測考前作溫習。建議來年度的P.5學生，可在參觀活動中加入電子設備搜集資料的活動。P.6學生在專題研習中利
用Google Classroom進行問卷調查，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在照顧學生的多樣性方面，教師利用分層教學設計及課業，照顧不同能力的學生。建議20-21年度繼續為學生提供多樣性的教學，
給予學生更多的學習機會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感。
20-21年度為P.4-P.6學生設計配合新教科書課題或學生學習經歷結合現有課程，並按照下學年新書的單元課題，有系統地滲入STEM
的學習元素，另外，常識科將與數學科及電腦科聯繫，讓常數電三個學科能有效地整合，以配合STEM教育，培養學生探究精神及解難
技巧。
常識科於來年將繼續善用校外資源，為學生提供活動及創設更多的實地考察的經歷，擴闊學生視野。

視藝
為營造校園藝術氛圍，增強學生學習動機和興趣，本年度邀請三至六年級拔尖班學生參與繪畫瓷磚畫活動，大部份參與同學均表
現感興趣和期待，作品將下學年陳展於校園當眼處，成為學校重要象徵地標之一，於不同學校重要日子(如家長日、藝術日、幼稚園參
觀等) 可讓家長到校欣賞拍照及參觀。此外，午休藝術活動於本年度延展至全學年進行，希望學生藉此擴闊藝術視野，在學生訪談中，
學生服務生也反映能在服務過程中加深對藝術的認識，令他們獲益良多。而部份安排下學期的活動因停課關係未能如期進行，如:藝術
日、瓷磚畫安裝工程、午休藝術活動等，下學年繼續進行，甚至邀請老師共同創作瓷磚畫，藉此讓師生在活動中親身體驗藝術，提升對
學校的歸屬感。
在豐富學生學習經歷方面，本科在上學期已進行了6次校外比賽，就參與比賽統計表可見，部份學生踴躍參與校外比賽，惜因停課
關係未能在學期末安排學生參與藝術工作坊以示嘉許。此外，本科已延展四至六年級學生到藝術館參觀作延伸學習，同樣因停課關係未
能安排學生外出，下學年會繼續安排。
在教學方面，為了優化教學，提升教學效能。本學年安排科主席參與教育局小學視藝科教師專業社群，與其他友校互相交流教學心
得和策略。而科主席也會把有關最新資訊於分享會、科務會議和集體備課中與科任進行交流，並把所學的新藝術課程教學策略優化一
至三年級課程。本學年一、二年級已進行了四次集體備課；三至六年級進行一次集體備課。教師問卷顯示100%科任老師均認為集體備
課、參與分享會和工作坊有助提升他們的教學效能。此外，科主席也參與非任教級別的集體備課會議，提供支援，確保任教老師掌握新
教學策略。就教師觀察可見科任逐漸掌握藝術評賞教學策略。在優化的課程中也見學生的評賞能力有所提升，他們能說出有關的視覺元
素和組織原理的專業詞彙以回答老師問題，而且學生作品大都能運用所學藝術知識進行創作。下學年會逐步優化高年級課程(P.4-P.5)，
並繼續安排集體備課，以提供更多渠道互相交流教學意見，提升教學效能。而數碼藝術乃新藝術發展，本年度已安排一至四年級就課題
上加入電子元素進行教學，來年延展至五六年級，並利用午休藝術活動加入有關元素，讓學生從不同方面接觸數碼藝術。
為了更全面評估學生藝術表現，本科重整各級評核範疇，教師就繪畫、工藝和立體創作三方面進行評核。科任繼續運用此機制為學
生評核能力表現並利用有關數據作為推薦具潛能學生的有用依據，安排資源栽培學生。

音樂
由於受疫情影響，一年級的音樂活動未能在本學年進行，但相關的分享會已在上學期舉行，老師亦曾在各級運用相關的技巧進行教
學，發覺學生更積極投入學習。此計劃將保留，於20-21下學期進行，並為來年的二年級設計相關的學習活動，彌補今年的缺失。
為了善用網上學習平台，在三至六年安排了最少兩次的牧童笛課前預習或課後延伸練習，網上瀏覽率只達65%，未算理想。但隨着
停課期間同學持續地在網上學習平台進行學習，期望來年能有改善。此外，另製作了「牧童笛增潤教材」，讓學生吹奏不同類型的歌
曲。由於部份教材是卡通片主題曲及流行曲，能吸引學生的學習興趣。
三至六年級的集體備課因受停課影響，只有五、六年級已進行，而相關的電子學習活動亦只有兩班完成。來年的電子學習會繼續進
行，但活動前需檢視學習活動的已有知識與本年度的學習內容是否相關，教學內容可能需因應學生的能力作出調適或修改。
本年度與訓輔組合作，在周會前播放氣氛平靜的純音樂。在教師問卷調查中，有90.2%的老師認同上述安排有助學生專心地進行早
讀。在禮堂當值及負責主持活動的老師表示，寧靜的音樂令學生感到舒適，學生在早讀時段進入禮堂聽到音樂後，都能自覺地安靜下
來，然後閱讀，表現比過往理想。
另一方面，亦與宗教科合作編定新聖詠課程，製作聖詠歌集，派發予全校學生。學生對歌曲感興趣，惟部分歌曲的歌詞及旋律較難
掌握，學生需時練習。由於效果理想，未來將會配合宗教節日，如在將臨期、聖母月及四旬期期間，播放相關的宗教歌曲或氣氛寧靜的
音樂，如音樂盒音樂，以增強宗教氣氛。
本年度安排了四年級同學參加由康樂文化事務署舉辦的「2019/20學校文化日計劃」《超越時空的樂器》管風琴導賞音樂會。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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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活動的學生認為透過欣賞音樂會能擴闊視野；99%參與活動的學生更表示喜歡是次外出活動；參與教授該級的老師也認同是次活動
能達到目的，惜學生在會場的表現未如理想，建議「音樂會禮儀簡介會」提前在活動前一週舉行，並由領隊老師主持，再三提示學生應
有的禮儀。另因社會運動及停課關係，本學年取消了三次參與外間機構舉辦的音樂活動。
由於受停課影響，本年取消多項讓學生表現的活動，只安排了兩隊合唱團於聖誕祈禱會獻唱。活動負責老師表示合唱團能帶動活動
氣氛，惟合唱團需應付比賽，因此建議來年可在四旬期及復活節祈禱會安排兩隊合唱團協助領唱。

體育
本年度參加了學校體適能獎勵計劃，完成了上學期的體適能測試，多於一半學生測試成績達到指定水平，達到目標。本年度繼續推
行「活躍及健康校園」，於早會前進行早操，普遍學生都投入做早操，特別低年級非常活躍；於早上、小息、午休時段設置的康體活
動，亦有很多學生參與，數據顯示100%老師認同學生喜歡及投入這些康體活動。
因下學期停課關係，沒有進行下學期的體適能測試，不能檢示學生體適能的進展情況。下學年會繼續參與學校體適能獎勵計劃，並
於上下學期進行體適能測試，以檢示學生體適能的進步情況。老師於體育課中都有加入適切的體適能訓練，下學年會因應學生的體適能
強弱，針對性設立相關的體適能訓練項目。
在本年度的學科觀課中，看到所有教師於體育課中都有加入適切遊戲/活動/比賽，提升課堂的樂趣，全體體育老師認同學生投入課
堂內的活動。另外，留意到課堂未能完全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特別在面對能力較高的同學時。課堂活動除了照顧能力較低的學生之
餘，亦需照顧能力較高的學生，教師可作分層教學。如能好好照顧學習多樣性，相信能改善學生技能。至於到體育館/運動場進行體育
課，因為能租借體育館的日子全都是下學期的上課日子，因停課關係，全部日子都不能到體育館進行體育課。
初小體育科進度已參照體育學習領域完成編寫，並涵蓋全部36個的基礎活動，並得到教育局體育組督學贊同。下學年會繼續優化
高小體育課程。至於評估方面，會加入知識性評估的部分，藉此完整體育科的評估。
建議教學分享會或示範課時，示範一些體育遊戲，大概4至5個遊戲左右，讓各教師可於課堂中運用。另外，亦需分享照顧學習多
樣性的策略及例子。本科會繼續預訂下學年的體育館，以進行體育課。
早操時每班前及台上亦有運動大使帶領，同學們都非常積極參與早操，98%老師認同運動大使表現出色，能帶動活動。各校隊已於
上學期參與校外邀請賽及友誼賽，因下學期停課關係，一半的學界比賽都沒有進行，友誼賽都不能繼續。下學年將會繼續參加學界比
賽，並嘗試參與不同的友誼及邀請賽，以作賽前準備。

普通話
在強化學生的語音知識及拼讀能力方面，小二至小六上學期進行過兩次進展性評估，目的是強化學生的語音知識及拼讀能力，並即
時紏正學生的錯誤。上學期期考分析數據顯示，除了P.5增長率是7%之外，其餘五級成績都有進步。由此證明進展性評估是有效的。雖
然稍花時間，但能為學生作出即時回饋，亦能找出學生的弱項，對提升學生成績有正面作用。建議來年繼續進展性評估，而明年的六年
級教師在課堂前五分鐘可對學生多作抽問，以鞏固學生的語音知識及拼讀能力。
在提供學習氛圍，藉遊戲活動將學習內容內化方面，普通話日早上安排普通話科老師與學生打招呼，學生普遍都願意以普通話回應
老師，活動能帶動以普通話開始新一天的氣氛。而每個普通話日播放聲母韻母歌，學生反應普遍熱烈，日常也經常哼唱。有蓋操場張貼
食物、文具、精品字詞卡，能營造出語言環境，讓學生沉浸學習，老師觀察到學生會跟字詞卡朗讀。在小息時間，小一至小三同學在普
通話大使的引領下進行購物活動。大部份同學能運用所學詞語進行購物，而物品以同學日常使用的文具為主，故此十分受歡迎，場面熱
鬧。來年度除了要求學生熟習聲母韻母之外，還要讓學生能夠獨立認讀。建議利用「聲母韻母卡」在課堂上多抽問，加深學生直接認讀
能力，以鞏固日後拼讀基礎。
在提供多元化的表現機會，建立學生自信心方面，因疫情的關係，原本計劃的朗誦比賽、繞口令比賽、優秀普通話大使選舉、普通
話話劇等都未能如期進行。來年度建議可在上學期進行部分活動，避免集中下學期舉行。

電腦
本年度小二至六學生皆能應用Google Suite for Education 作為學習平台，包括Google郵件、文件、簡報、試算表、表單、雲端硬碟及
協作平台。因下學期經歷停課時期，無論學生還是老師，都對google classroom更為熟識。建議下年度可於電腦科進度上有所調整，另可
嘗試小五開始學習使用google協作平台。
在本年度重新規劃了校本編程教育原訂下學期教授有關計算思維的編程教學，因停課關係而有所調整。於停課期間，P.2-6的學生
皆會於code.org學習有關計算思維的編程教學，其中約40位同學取得編程課程證書。另外，小二至小六學生亦於網上學習計算思維，包
括code.org、Scratch及micro:bit。小五及小六學生於網上參與micro:bit課程。從教師問卷中顯示，100%教師同意學生的思維技巧有提升。
建議下年度可於電腦科進度上有所調整，增加有關計算思維的編程教學的時數。因教學果效及設備應用方面作考慮，建議取消mBot課
題，轉為教授micro:bit的高階應用及其插件的應用。
電腦科於上下學期各完成了一次電腦科任分享會，部分科任老師參加了教育局舉行的工作坊，加深了對圖像化程式的認識。從教
師問卷中顯示，100%教師有出席相關配合學校發展的工作坊; 100%教師認同集體備課、教師工作坊、教師分享會能有助提升教學效能;
100%教師有運用有關的教學策略及材料進行教學。因停課關係，只有部分科任能參加外間機構舉行的工作坊。可多鼓勵科任於電腦科
會中與其他科任分享有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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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閱讀習慣
由於受疫情影響，下學期閱讀活動未能舉行，現只計算上學期學生閱讀頻次。本年度圖書館借閱
圖書服務由2/10/2019至17/1/2020(共12周)，學生每次最多借閱2本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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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24.1%

32.6%

31.3%

P.4- P.6

0%

6.2%

33.7%

40.2%

19.9%

51.2%學生每周一次到圖書館借書，低年級學生較常到圖書館借書。而高年級學生閱讀的圖書內
容較豐富，數據顯示40%學生須花大約兩星期才看完圖書。
P.1-P.3 6913 / 309人 = 22本
P.4-P.6 5692 / 306人 = 19本

校風及學生支 援
訓育及輔導
1. 整體工作：
 透過「班級經營」活動，建立具正向班本特色班別，讓學生提升對本班的歸屬感，有效地鞏固學生
的學習常規。透過價值教育週會、早會、班主任課等活動，培養學生正面積極的價值觀。校長、訓
輔主任及駐校社工定期與各班班主任舉行會議，在預防性、發展性及補救性三方面關注學生的品德
及行為。
 強調關愛文化，推行正向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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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核心價值教育小組，設計「生命」校本核心價值教育課程，讓學生學會追求正向的情緒和健康
生活的方法，於身心靈活出豐盛人生。
 推動「一生一服務」，強化學生認識不同服務組織的目的及工作，深化「一人一職」服務計劃，鞏
固學生服務精神。
2. 風紀及清潔糾察：
 本年度風紀隊員共106人，清潔糾察共16人，他們在9-12月期間共接受了訓輔老師4次的訓練，以提
升其領導能力、調解技巧和團隊精神，讓他們成為一個稱職的風紀及清潔糾察。下學期的訓練由於
疫情停課關係而取消。
3. 德育活動：
 以「健康喜樂由我創，熱愛生命展所長」為校本主題，透過不同的德育活動培養學生在日常生活中
實踐所學，成為有責任感、對人有禮貌、懂得尊重別人，做一個自律守規的學生，活出基督博愛的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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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着「守規龍虎榜」、「清潔先鋒」、「秩序及清潔比賽」等活動，恆常地訓練同學，培養學生
有良好秩序，人人都能自律守規，亦明白守規的重要性。
 為五年級推行「守護天使」計劃，以配合關注事項及正向教育推行，提升學生的歸屬感及加強師
生關係，計劃以正向心理學為理論基礎，設計共三節小組活動， 每7至8位同學合成一組由老師
帶領進行有關活動。學生均能以開放、輕鬆的態度，認識並實踐正向教育。本年度由於疫情影響
停課關係，尚餘一節於九月份補上。
4. 參與外間機構舉辦活動：
 參加由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及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合辦的「2019年度關愛校園獎勵計劃」中獲得「關
愛校園」榮譽。
 參與2019年度「理智NET」校園嘉許計劃並獲嘉許狀，教育局亦邀請本校派代表出席於十一月
十一日的頒獎禮，惟由於社會事件影響，當天未能出席。嘉許狀已寄抵本校。
 6A李卓盈及6A袁志謙獲得「第十三屆黃大仙區傑出學生選舉」的「優秀學生」榮譽。
 參加由黃大仙區學校聯絡委員會設立的「黃大仙文志獎學金」，6D林祉瑩同學獲得最顯著進步獎
（小學組）。
 上學期提名P.4-6各級一名同學參與「2019第五 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評選，三名同學都獲得
「優異嘉許獎」。
5. 參與校外公益活動：
 由於社會運動及疫情停課關係，本年度暫停一次參加公益金親子賣旗籌款活動。
6. 孫保祿修士教育基金獎學金
 本年度共設64個獎項，鼓勵及表彰校內學業成績卓越、品德行為優秀、體藝表現傑出及學科成績
優秀的學生。
7. 校本獎勵計劃：
 本年度繼續推行「優點獎勵計劃」及「全方位獎勵計劃」，鼓勵同學在行為和學習上積極進取。
本年度全校獲優異獎狀（9個優點以上）同學共216人，獲榮譽獎狀（15個優點以上）同學共81
人。各級獲獎狀人數如下：
級別

榮譽獎狀（15個優點以上）

優異獎狀（9個優點以上）

P.1

22

51

P.2

5

49

P.3

12

30

P.4

3

16

P.5

21

33

P.6

18

37

總和

81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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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
本校今年由明愛派出兩位駐校社工推展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學校的輔導人員協同全體教職員、
家長及社會人士，為學生提供全面而廣泛的輔導服務，協助學生全人發展和終身學習，而且促使他們
能夠一生不斷自學、思考、探索、創新和應變，以面對成長路上的各項挑戰。本年度為學生及家長安
排的預防性及發展性的輔導工作如下：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對象

1.

全年

「彩雲之星」朋輩輔導

小三至小六學生配對小一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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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體學生

7.

全年

午間「桌上遊戲」活動及訓練

全體學生

8.

2019年 9月至2020年1月 「彩雲之星」領袖訓練

小三至小六學生

9.

2019年9月

乘風航

小六學生(50名)

10. 2019年11月

正向教育活動(親子互動日)

全校

11. 2019年11月至12月

「暖笠笠 – 社區送暖義工小組」

小三至小四學生(15名)

12. 2019年11月至2020年1月 「社交同遊樂」社交小組

小三、小四學生(8名)

13. 2019年11月至2020年1月 「精靈小一生」小組A,B,C

小一學生(18名)

14. 2019年11月至2020年6月 「躍」定同行家長訓練及支援計劃

親子(6對)

15. 2019年12月

「區本」西式甜品班

小四至小六學生(30名)

16. 2019年12月

山藝活動

小四至小六學生(12名)

17. 2019年10月至12月

快樂大使

小四至小五學生(10名)

18. 2019年10月

家長加油站：兒童腦部發展及學習策略

全校家長(120名)

19. 2019年10月

家長講座：走進孩子的世界

全校家長(100名)

20. 2019年12月

家長工作坊：和諧粉彩

家長(12名)

21. 2020年1月

「彩雲電影院」

全體學生

22. 2020年1月

護苗車

小二學生

23. 2020年1月至2020年9月

「守護天使」計劃

小五學生

24. 2020年1月

明愛愛與誠綜合性教育計劃

小五至小六學生

25. 2020年3月至4月

社工聊天室(Zoom)

全校

26. 2020年5月

社工遊戲室(Zoom)

小一至小二學生

27. 2020年6月至12月

基層學童疫後學習支援計劃

小一至小六學生(11名)

28. 2020年7月

「我家的小孩上學了」講座(影片)

20-21年度新生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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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教育
本年度安排了以下講座(邀請專業人士主講)：
日期

年級

講座

負責機構

20/9/2019

P.4-6

「機電安全，從小做起」

電機工程署

11/10/2019

P.1-3

「機電安全，從小做起」

電機工程署

8/11/2019

P.4-6

22/11/2019

P.1-3

「活用營養標籤，食物高低鈉見」及
「食物中的天然毒素」
三隻小雞大冒險

食物環境衛生署

世界宣明會

1. 國民教育：
a. 本學年於開學日、畢業禮、國慶及回歸前夕舉行升旗儀式，以培養學生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
b. 全學年舉行1次國情教育課，於星期五價值教育課時段進行。
上學期完成P.1-6主題：＜走塑大聯盟＞
c. 於2019年11月5至9日舉辦了五日四夜的「台北宜蘭遊學團」。透過這次考察，目的是讓學生認識當
地教育情况，與當地學校進行交流活動及了解當地歷史文化和傳統風俗。32位交流團學生非常投入
及充滿興趣，並表示原來中國傳統文化很有趣，往後更有興趣參觀中國文化展覽及學習中國傳統文
化。同時學生在金山國小交上朋友，部分還在聯絡中。各種參觀與體驗讓他們感到很新奇，也更了
解台灣當地生活文化，令他們眼界大開。考察完結後，接著進行跟進工作，包括整理考察所得的資
料，於一月的價值教育課內向P.4-6同學作出分享。
2. 環保教育：
a. 本學年參加中電主辦的「綠優校園」計劃，讓學生明白節約能源的重要性。同時於2019年10月25日
完成能源審核服務，並向校方提交報告。學生獲派發「環保實踐手冊」，著他們完成手冊內的遊戲
及特別任務。
b. 本學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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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本學年參加「一人一花」計劃，學生免費獲得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派發的「洋鳳仙花苗」，活
動鼓勵家長與學生一起在家中種植花苗。 此活動同時進行籌款，共籌得款項 $18937.6，籌款
所得的善款全數捐給公益金、奧比斯眼科飛機醫院、無國界醫生、香港導盲犬服務中心及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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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四旬期運動。
d. 在校推行廢紙回收活動，由十月開始，「課室環保大使」一星期回收廢紙一次，環保大使負責登記
工作。另外每班設兩個課室環保大使，可以互相提點，逢星期二帶廢紙回收箱到有蓋操場回收廢
紙。
e. 在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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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膳時在飯堂當值，提示同學不要浪費食物，檢查飯桌及飯堂地面有沒有垃圾，請同學清
理，以減低廚餘量，保持地方清潔。
f. 為增加環保大使的環保知識及對有機生活態度的認識，於學期初周會安排「環保大使」參加由神父
主禮的「服務生派遣禮」，從而加強學生之間的尊重和合作。
 2019年9月11日在校內進行環保大使訓練工作坊，共有22名環保大使參加。
 於2019年11月30日在荔枝莊參加環境運動委員會主辦的學生環境保護大使「基礎環保章」培訓
（小學組）考察活動，以鞏固學生的環保知識，共有12名環保大使參加。
 於2019年12月7日參加環境運動委員會主辦的學生環境保護大使「專題環保章」培訓（小學組）
培訓活動，以鞏固學生的環保知識，共有2名環保大使參加。
3. 健康教育：
a. 為提高學生對健康生活的認識，在5/12/-18/12/2019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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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上學期本組試行星期四巡查學生的健康小食情況，並派發200張小食健康獎勵券給同學，結果有108
位同學回應老師的獎勵，領取小禮物。
c. 原定於成長課/價值教育課教導學生三套課間休息運動(例如護眼操、護脊操等) ，直接復課後再推出
兩分鐘坐姿運動，讓學在課堂間需要時進行，以提升學生的專注力。
d. 在校內定期張貼及派發不同主題的健康資訊，包括：「健康飲食」、「常吃水果」、「常做運動」。
4. 公民教育：
a. P.1-3於自學時段播放德育故事，由風紀協助播放，故事內容簡單易明，有助培養學生良好的品德。
b. 於有蓋操場生活教育壁佈張貼有關「生命」的剪報或資訊，並定期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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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支援
推行「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的政策、資源及支援措施
項目

內容要點

Ⅰ
政
策

本校致力建立共融文化、以「全校參與」模式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透過資源調配，為學生提供適切和

Ⅱ
資
源

為支援有特殊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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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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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支援津貼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本校為有特殊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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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級別
人數

Ⅲ
支
援

一年級
8
注意力不足/

特殊
需要
類別

過度活躍症
讀寫障礙
自閉症譜系

措

二年級
16

三年級
24

注意力不足/ 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 過度活躍症
讀寫障礙

讀寫障礙

有限智能

有限智能

自閉症譜系 自閉症譜系

四年級
11

五年級
14

六年級
13

總數
86

注意力不足/ 注意力不足/ 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 過度活躍症 過度活躍症
讀寫障礙
有限智能

讀寫障礙

讀寫障礙

自閉症譜系 自閉症譜系

施
及
資
源
運
用
方
式

 駐校校本教育心理學家為加強小班教學於課程調適上提供專業意見，支援學校發展關注事項；於處理課堂學生
情緒行為問題方面給教師提供專業培訓，為教師及家長提供專業的諮詢服務工作坊；給懷疑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學生進行評估或轉介。
 增聘校本言語治療師；於過渡期運用教育局加強言語治療撥款購買「本一言語治療有限公司」服務。
 增聘教學助理，加強入班支援或抽離指導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加強小班教學，減少師生比例，增加學生參與機會，獲得更強的個別照顧，提昇教學效能。
 處理小一及小六轉銜事宜，讓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小一新生及升讀中學的畢業生盡快獲得支援。
 推行「及早識別和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計劃，讓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及早得到識別和支援。
 支援教師及家長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如舉辦工作坊、進行個案會議，提供諮詢服務等。
 重視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全人發展，學校秉持「正向教育」方向，教師適切地予以學生正面回饋，包括其努
力的過程和取得的進步；更運用資源，於加強小班教學中設獎勵計劃，鼓勵同學參與課堂學習，多嘗試、多專
注，營造積極的學習氣氛，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
 按校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情況，外購小組服務，並開放相關課堂，除了讓家長了解如何配合小組的學習，亦
讓老師了解教導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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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援小組服務︰
1. 邀請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開辦讀寫的基礎班及進階班，共兩組，幫助P.4-P.6共12位讀寫障礙的學生學習中英文的
技巧，受停課影響，部分課堂是網上實時課。
Ⅲ
支
援
措
施
及
資
源
運
用
方
式

2. 邀請兒童發展協會教育中心開辦英文班，共兩組，幫助P.2-P.3共16位懷疑或具讀寫障礙的學生學習認讀及記憶
英文字的技巧。
3. 邀請香港耀能協會開辦社交技巧訓練班，共四組，改善15位自閉症譜系學生的社交溝通技巧，面授組別其中兩
節是親子小組。受停課影響，有三個組別是網上實時課。
4. 邀請香港耀能協會開辦三組小手肌訓練班，幫助P.1-P.3共18位學生提升其執筆及書寫的能力。
5. 駐校社工為小一提供三組自理技巧訓練。
6. 參與仁愛堂史立德夫人青少年兒童基金的「躍」定同行家長訓練及支援計劃，為小一、小二學生及家長安排親
子平行小組，以助學生專注力的發展。
7. 由多名言語治療師或職業治療師組成的隊伍，為8名小三學生提供了13小時與人際溝通相關的訓練。
8. 與城市大學合作的V-PADII計劃，給8名小二及小三同學進行社交訓練。
9. 校本教育心理學家亦為小四兩班同學各進行了4節的靜觀訓練。
1. 駐校校本教育心理學家已為12位通過「及早識別和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機制甄別出來的學童進行智能
及讀寫的評估，亦就每個學生會見家長及老師，於學習上提供意見。所有家長均有出席及願意接受意見。
2. 言語治療服務因一直未能聘任校本言語治療師，而願意報價承投服務機構停課前只能提供小量服務，故今年度
約80%已知個案沒有接受任何評估訓練。

Ⅳ

3. 接受教學助理於課堂支援的老師認為有教學助理支援，可讓課堂順暢進行，亦有助對象學生的學習。

成

4. 教學助理給對象學生抽離學習，即使在停課的影響下，亦能部分達標。

效

5.「及早識別和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計劃於停課前能完成所有識別程序，但因停課，故未能提供及早支
援。
6. 上學期能給教師及家長分別提供工作坊，兩者的反應均十分正面，100%表示滿意。
7. 全年三度停課，大大影響支援小組服務的提供，只得「躍定同行」及「人際溝通」的訓練能按原定計劃完成。
其他服務大部分以網上實時教學方式完成，有些須減少節數或取消。因此，未能收集成效的實據。
1. 根據2018-2019年度擬定的跟進項目，今年已完成了以下各項﹕

Ⅴ

已於2019年10月安排「小手肌訓練」的家長工作坊，讓家長早點正視問題，多做家居訓練。工作坊反應熱
烈，不少家長於工作坊後留後發問。

反

今年增加了英文認讀的小組，亦嘗試新的模式(V-PADII)進行社交訓練。

思

2. 今年停課導致未能收集檢討成效的實據，為盡量減低日後類似情況所造成的影響，建議於開展計劃前，須先擬
定檢討方法及程序；並須於小組進行了25%-50%間加入中期檢討及即時跟進。檢討的方向須配合目標。
3. 因應突發事件的出現，日後於購買服務時，盡量加入相關的應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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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表現
升中派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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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3%。
大部份畢業生均獲派配合志願的理想中學。部分被派往的中學如下：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喇沙書院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聖言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德愛中學

順利天主教中學

可立中學(嗇色園主辦)

觀塘瑪利諾書院

文理書院(九龍)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聖傑靈女子中學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梁式芝書院

香港神託會培敦中學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潔心林炳炎中學

荃灣聖芳濟中學

聖文德書院

聖若瑟英文中學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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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活動
1. 全校大型活動
 學校旅行於2019年11月4日(星期一)舉行，地點是賽馬會保良局北潭涌度假營，全校共611名學生
參與。
 P.1,2 遊戲日於2019年12月13日(星期五)舉行。除了讓本校同學參與的競技活動之外，當日亦邀請
了四間幼稚園共40位學生及約50位家長一同參與活動，氣氛熱鬧溫馨。
 2019年12月21日(星期六)舉行了家教會親子活動日。當天活動包括親子競技、大型彈床、親子拍
攝、攤位遊戲等。家長和學生們都過了一個快樂而充滿親子樂趣的活動日。

2. 星期五興趣小組
 一至六年級於上學期開辦共33組活動，包括Story telling、樂器班、普動樂、Sing Along Songs、Fun
Art、Hip-hop Dance、小羊棧、Scrabble、數學遊戲、小小演說家、卡通摺紙、童行戲劇、集體遊
戲、Cambridge英文班、花式跳繩、小小工程師、媒體拍攝、編程班等。
 為提供不同的舞蹈學習經驗，提升學生的節奏
感、肢體配合和體能鍛鍊，特為二年級學生開設
韻律小苗和Hip-hip Dance，由外聘導師指導。
 活動涵蓋八大智能，包括邏輯數學智能、語文智
能、空間智能、音樂智能、肢體動覺智能、內省
智能、人際智能、自然物智能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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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子班。

3. 課餘活動
於平日課後或週六上課，活動包括：宗教方面，有基督小先鋒、小若瑟團；學科方面，有中文集誦、
英文集誦、中文獨誦、英文獨誦、Drama Club、P.1 Phonics and Spelling 、P.2 Phonics and Spelling、P.3
Speak Perfect、P.4 Speak Perfect、P.5 Project Base Presentation、P.6 Project Base Presentation、P.4-P.6奧林
匹克數學班、普通話才藝訓練、科學小精英、編程班；視藝方面，有P.1-2視藝拔尖班、P.3-4 視藝拔
尖班；音樂方面，有高年級合唱團、低年級合唱團；體育方面，有足球、排球、舞動樂、田徑、花式
跳繩、乒乓球、排球、小型網球訓練班、籃球興趣班；制服團體方面，有小女童軍、小童軍、幼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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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紅十字會少年團、公益少年團；還有拉丁舞、中國舞、小提琴班、武術班、中樂團。中、英文朗
誦隊、奧林匹克數學班、中國舞班、拉丁舞班、中樂團、花式跳繩隊及科學小精英，均在公開比賽中
獲得不少優良獎項。

4. 各基本組織活動
 幼童軍: 本團共有24名幼童軍參與進度性及活動徽章的考核。五、六年級幼童軍協助升國旗儀
式。由19/1/2020至8/3/2020期間，全體幼童軍參與獎券籌募運動，團員可於新年期間向親友售
賣獎券。30/11/2019當天，與9位幼童軍參加清潔海灘活動，地點為西貢清水灣第二灘。
 小童軍：本團共有24名團員。小童軍成員參與升國旗儀式。30/11/2019當天，17位小童軍參加清
潔海灘活動，地點為西貢清水灣第二灘。上學期有8位團員取得「第一步進步獎章」，8位團員取
得「第三步進步獎章」。
 小女童軍：於2019年11月30日與小童軍及幼童軍進行聯合清潔服務─清潔海灘；2019年12月
17日與小童軍合辦聖誕聯歡會；於2020年1月至3月銷售女童軍慈善獎券。
 紅十字會少年團：現有四至六年級團員19名；於2019年12月10日，邀請消防處救護人員到校為組員
提供急救課程。
 公益少年團：2019年10月11日公益少年團周年大會及頒獎禮，六名團員代表學校領取「環保
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籌款金獎及「愛心探訪」活動冊設計比賽優異獎、黃大仙區中小學堆沙
大賽冠軍及其中一位成員獲得2019年公益少年團傑出團員交流團黃大仙區代表。

5. 下學期復課後全方位活動的處理
 下學期復課後大部分活動取消，並為已交付學習費用的學生安排退款。

6. 為相關取消活動向教育局呈報情況
 因疫情取消學習活動引致的開支，本校共有11個申請。
 資助學校學習/興趣活動班導師，本校共有39個申請（當中24個為功輔班導師，其餘為課後興趣與
訓練班導師）。

7. 反思及展望：
本年度因社會事件及疫情影響，影響學生訓練及參與活動或比賽的情況。展望來年度，能讓學生有更
多機會參與課時以外的活動。另外，亦會在興趣小組時段，加插其他新穎的組別，給學生提供更多元
化的選擇。此外，「全方位學習津貼」的推行，有助老師創設真實的學習環境，讓學生獲得更多元和
豐盛的學習經歷，拓闊視野，提升學習動機和興趣，促進全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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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 活 動
類別
宗

內容 / 項目
天主教教育事務處

天主教香港教區學校宗教教育獎
教
天主教教育事務處
科
「價值之星」卡通人物命名比賽
東九龍青年社
訓 第十三屆黃大仙區傑出學生選舉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輔
2020第五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組 文志基金/黃大仙民政事務
黃大仙文志獎學金

成績

聖若瑟英文中學

優異獎5人

宗教教育獎4人

SJACS MILE - 「SJACS萬里通」

最具創意獎5人

入圍獎1人

電動紙飛機飛行比賽

團隊合作獎5人

安慰獎2人

聖貞德中學

優秀學生獎2人

STEAM小學校際邀請賽2019 雞蛋撞地球2.0

優異獎3人
最顯著進步獎1人

第

季軍1人

71 中文獨誦

優良7人

屆
港

良好5人
優良18人
冠軍1人

學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8人

校

良好1人

香 英文獨誦

及 比賽 成 績

常 聖貞德中學
識 STEAM小學校際邀請賽2019 東九龍青年社
認識＜基本法＞網上問答比賽
東九龍青年社
＜基本法＞親子創意設計比賽
基督教協基會黃埔綜合青少年服務
中心主場國情智問智答比賽(第二期)

Cambridge Flyers

銀獎1人
2人
4人
15盾：2人

學界田徑比賽 4 x 100米 接力賽

文

12盾：1人
小學英文及數學邀請賽2019-2020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排球邀請賽2019 (小學女子組)

正覺杯小學四人足球邀請賽2019

季軍5人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團體表現優秀獎

科

第二屆全港Rummikub聯校小學

4人
個人表現獎1人
個人銀獎1人

中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小學英文及數學邀請賽2019-2020
學 新亞洲•名創教育
科 第五屆小學數學精英大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2020華夏盃初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2020華夏盃晉級賽

優異獎5人

優異獎5人

第八名4人

季軍5人

國
舞

code.org
20小時網上編程課程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

亞軍12人

殿軍10人

獲得證書5人

甲級獎15人

中 音樂事務處

二等獎1人

樂 2019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三等獎2人

團 中樂團比賽

一等獎1人

閱
讀

一等獎1人

亞軍4人

新秀組
電
腦

邀請賽

優異獎6人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季軍3人

小學英文邀請賽2019-2020

數

聖博德天主教小學(蒲崗村道)
體 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女子組)
育
科 聖文德書院

14盾：2人
13盾：6人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優異獎6人

(女子甲組)

英
科

季軍3人

學界體育聯會

優良2人

節
中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
文 詩情畫意書籤設計比賽（小學組）
公教報喜樂少年
科 佳作刊登-星島

冠軍4人

科 電動高卡車操控賽

朗
誦 宗教散文獨誦

2019-2020

組

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
第十一屆濕地劇場—說故事比賽

銅獎17人

小學組冠軍3人

九龍彩雲邨第二小學
電話：2755 7180
傳真：2305 0067
網址：www.cwsj.edu.hk
電郵：info@cwsj.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