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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我們的學校  
1.1  學校管理  

法團校董會架構 

年份 辦學團體 校長 家長 教師 校友 獨立人士 總人數 

2017-2018 8 人 1 人 2 人 2 人 1 人 1 人 15 人 

 

辦學團體委任校董: 主席李煜鴻校監、譚永明神父、侯麗珊女士、陳麗珠女士、 

李偉榮先生、林超強先生、楊藹儀女士、黎秀芳女士(替代) 

當然校董: 謝至美校長 

家長校董: 梁惠文女士、何潔玲女士(替代) 

教師校董: 白臻誠先生、陳耀明先生(替代) 

校友校董: 黃式敏女士 

獨立校董: 鍾冠泉先生 

*本校於 2015 年 3 月 2 日成立法團校董會。  

 

1.2  班級編制  

 

年級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總數 

班數 4 4 4 4 5 2 23 

 

1.3  學生人數  

 

年級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總數 

班數 92 106 108 108 135 54 603 

 

1.4  學生出席率  

 

年級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整體出席率 

班數 97.5% 97.2% 97.9% 98% 97.7% 97.7 97.7% 

 

1.5  教職員資料  

 

本校共有教職員 65人，包括校長、1位副校長、2位小學學位教師、1位課程統籌主任、

1 位助理教席、14 位助理小學學位教師、1 位外籍英語老師、1 位圖書館主任、24 位文

憑教師、1 位教育心理學家、2 位學生輔導員、3 位文員、5 位教學助理、1 位資訊科技

支援人員、5位全職工友及 2位兼職工友。 

 

 

1.6  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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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校長和教師學歷  

學歷 教育文憑 大學學士 碩士或以上 特殊教育培訓 

百分率  100% 95% 34% 29% 

 

1.8  教學經驗  

年資  0-4 年  5-9 年  10 年或以上  

百分率  17.7% 13.3% 69% 

 

 

1.9  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  

本校教師積極參加專業發展工作坊、講座及培訓課程，教師參與專業培訓包括全校性 「校

本專業發展」、「科本專業發展」、「同儕備課」及「個人專業發展」範疇。本學年教師總 培

訓時數為 4559.5 小時，平均每位教師培訓時數為 95 小時，校長參與持續專業發展時數

達 287.5小時，並於本年擔任教育局校外評核隊成員。  

  

校本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內容如下: 

項目 主題 

教師專業發展日(一) STEM教育應用於課堂的理論與實踐 

教師專業發展日(二)  宗教靈修培訓 

教師專業發展日(三) 提升團隊精神 

   

科本教師專業發展項目如下: 

科組 主題 

中文科 
語障類別及轉介教師講座 

Pre-S1應試工作坊 

英文科 
School-base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 Reading Skills 

Pre-S1應試工作坊 

數學科 Pre-S1應試工作坊 

電腦科 Scratch 教學工作坊 

音樂科 音樂科電子學習培訓活動 

資訊科技組 Google Education 應用工作坊 

其他範疇 天主教學校新教師入職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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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一：持續完善課程，推動學生自主學習，提升學習表現。 

成就  

1. 發展學生的自學能力以提昇學習動機及誘發主動學習方面，從檢視共備文件、考績觀課及同儕

觀課中所見，科任老師都能在設計教學內容時嘗試滲入不同的自學策略，從同儕觀課中亦

見各科任老師能按共備時的安排，在課堂單元教學設計上，使用多元自學策略以促進學生

完成自學課業。各科的校本課程，中文科的小一閱讀教學、小三、小五寫作教學、英文科

小一至小六的學生課業、小六常識科、小三、小五電腦科，均已採用校本課程，滲入自學

元素，如預習、延伸學習，培養學生能養成主動學習的習慣。學生表現方面，透過觀課及

檢視學生課業顯示，50%學生都能使用筆記簿進行自學活動，如：摘錄筆記、資料搜集、

繪畫組織圖等。 

2. 善用電子學習平台或網上資源，延展學習，以提升學習成效方面，80%高小學生能依科任

老師指示，完成電子學習平台中的自學任務，給予學生作自學、鞏固知識。中、英、數三

科亦能善用「STAR 網上學習平台」讓學生進行自學，超過 85%學生能依時完成教師所派發

的學上評估課業，鞏固學習。 

3. 加強教師對自主學習的專業培訓方面，透過參與小四英文科校本支援計劃、小五常識科優

質學校改進計劃，跟進科務工作及監察課程實施的進度及質素。超過 80%參與的老師認同

專業交流能提升其專業發展，有助開拓視野。本年度試行請老師參與校外課程或進修後，

於科務會議與其他老師分享，透過交流分享，超過 80%老師認同透過分享有助提升其專業

發展。 

反思  

本年度透過各科組不同的自學活動設計、網上學習資源，學生已逐漸培養出自學的習慣，

惟各科任老師對學生的自學要求欠統一，故來年將要求老師按科組所定的縱向自學框架，設

定不同的學習任務，完善校本自學架構，逐步發展學生自主學習的良好學習素養。 

校本課程設計更能配合本校學生所需，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故來年度將繼續本年度的

校本課程，再於中、英、數、常四科，逐步浸入更多校本元素，並透過優化各科的進展性評

估，有效結合學、教、評三方面，促進學生學習。 

教師專業發展方面，透過外間機構派員到校與老師進行備課、同儕觀課、課後檢討會議

等，有助教師開拓視野。故來年將繼續申請不同計劃，期望透過專業人員到校支援，與他校

組織學習圈，令本校更多教師受惠，促進教學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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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 持續優化教學，加強照顧學習差異 

成就  

1. 為照顧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科均進行縱向及橫向課程規劃，

以優化教學及照顧個別差異。中、英文科設分層工作紙（讀寫）及進階工作紙（讀、說、

聽、寫）；數學科將解難策略，融入課程；常識科將高思維十五式，融入課程。推行白

天超級智多星計劃，讓學習多樣化的學生皆能參與及獲得鼓勵。持分者問卷調查結果顯

示，教師對學校的課程發展能配合教育發展的趨勢、學校有策略地按學生的能力、興趣

和需要，為學生提供不同的學習模式及學習機會，表示同意及非常同意的，均接近 90%。

另外，學生就老師經常為他們安排課堂以外的學習活動及老師經常指導他們學習方法，

表示同意及非常同意的，均超過 80%。 

2. 加強促進學習的評估以對學生在不同方面的能力和學習有更全面的了解及作出回饋。各

科設有非紙筆評估；一年級以進展性評估，評估不同範疇的能力；學校已為有需要的學

生，提供多樣式的評估措施，如 Highlight試卷關鍵詞、讀卷、調適卷、延長評估時間

等。持分者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教師對科組能監察課程的實施情況，如有系統地運用學

與教的資料和評估所得數據以回饋課程的實施、科組採用的學習評估方法能有效評鑑學

生的表現，表示同意及非常同意的，均接近 80%。教師對學校有系統地蒐集學與教的數

據，以監察學生的學習表現和進展，表示同意及非常同意的，接近 90%。另外，學生就

老師經常指出他們的學習進展和問題，表示同意及非常同意的達 85%。 

3. 營造機會讓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展現所能，增加自信。舉辦多元化活動及課程，如拔尖

補底課程、多類型的體藝活動；在早會、小息及午膳時段，於講台上或以中央廣播進行

領禱及分享；帶領學生外出比賽及表演；推行朋輩輔導/小老師計劃；展示學生優良作

品；公佈成績龍虎榜，於早會時頒獎等。持分者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學生就學校著意培

養他們的領導才能、透過參與學校的課外活動，能獲得更多的學習機會，如課外知識和

生活技能等，表示同意及非常同意的，超過 80%。另外，教師對學校能提供足夠的機會

讓學生發揮領導才能，表示同意及非常同意的，亦達 80%。教師對學校積極鼓勵學生參

與課外活動，表示同意及非常同意的，高達 98%。 

4.  學校積極推動教師進修，如有計劃地安排老師參與融合教育(三層課程)進修課程，以認

識及掌握照顧學生學習多樣化的知識和教學策略；鼓勵教師參加 STEM工作坊，加強教

師對相關範疇的認識，有助教師於學校推展相關課程；安排教師參加學習圈，分享他校

經驗，有助提昇教師專業水平。持分者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教師對學校舉辦的教師專業

發展活動對教師的工作很有幫助，表示同意及非常同意的，接近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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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學生的學習動機和態度有待提昇。建議於課堂教學，按學生學習多樣化需要分組，以提

升學生學習動機。另外，優化課程為教育趨勢，可繼續成為關注事項。建議除量性評估外，

可加入態度及技能的評估。 

   學校致力為學生提供全人教育，建議工作目標 3(營造機會讓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展現所

能，增加自信)繼續成為關注事項，延續到新校。另外，為擴闊學生視野及汲取不同方面的

學習經歷，建議將服務學習滲入課程。為協助學校持續發展，建議工作目標 4繼續成為關注

事項，惟須給予教師適當空間，讓教師能專注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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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三：加強天主教教育核心價值的培育，讓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 

成就  

1. 本年度學校以天主教教育的核心價值－義德及家庭為教育主題，學校透過跨學科的學習

單元及透過講座、跨學科活動、金句分享等活動幫助學生認識相關的價值，並營造機會，

讓學生善用主賜的才能去關心家人和身邊每一個人，幫助別人，服務他人，活出「履行公

義、愛護家庭」的福音精神，做個品學兼優的好孩子。從觀察所見，學生積極投入參與早

會及各項活動。在培養學生認識天主教教育的核心價值方面，成效顯著．為持

續內化天主教教育五大核心價值，可再進一步加強各科組的溝通及聯繫。 

2. 為讓學生明白應履行的職務，以服務他人及維護公義的精神，本年度訓輔組已修訂學生常

規，再以班為本，定立班規及推行政策，學生操行持續進步，超過 90%學生獲 100個以上

智多星蓋章。同時亦改革風紀制度，風紀今年表現有明顯改善，有規模，整體士氣有所提

升。學生能積極參與校內、外服務如「一人一職」、風紀、圖書館領袖生、朋輩大使、白

天小領袖、關愛小先鋒（義工訓練）等。整體上，學生能明白應履行的職務，以服務他人

及維維護公義的精神。為使學校常規更完善，建議於學期初透過中央廣播，重點式地向老

師及學生作講解，並於課室張貼相關常規，全年聚焦地進行，劃一老師標準。智多星應作

適時回饋，並定時公佈龍虎榜成績，以提升學生動機。 

3. 在教師專業培訓方面，學校每年為老師安排靈修活動，如教師發展日、講座、慕道班等，

提升老師身心靈健康。大部分老師認同靈修活動有助他們培養身心靈健康。從教師持份者

問卷所見，教師士氣比上年度上升 34.5%。透過教師工作坊，讓教師更具體掌握天主教教

育核心價值。 
 

反思  

整體上，各科組已順利完成以培養學生認識天主教教育的核心價值(義德及家庭)之跨學科

課程及活動。來年度可以天主教教育五大核心價值為基礎，推動生命教育，培養學生正向的價

值觀，亦可繼續善用不同的渠道，如家長日、家校活動及校友會活動，傳揚天主教教育的核心

價值的訊息。來年度會繼續完善學生常規，建議可多善用午膳進行「正能量故事」分享。同時

亦可引入外間機構及相關計劃，為學生提供有系統的情緒健康課程及活動，提升學生對情緒的

認知及抗逆力。 

來年會繼續舉辦教師專業發展及培訓，建議舉辦「正向心理學」教師發展日，提昇教師專

業水平及培養教師健康身心靈。亦可安排有關正向思維之教師培訓，讓相關理論的理念及元

素，能滲入日常課堂、活動及校園生活中。另外，亦可透過學校三大校園發展計劃(藝術校園、

書香校園及綠色校園)營造愉快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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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的學與教 

我們學與教的目標是致力發展全人教育，培育學生正確的價值觀。我們深信每一個孩童

都是獨特、富有才能，只要在適當的學與教策略和理想的學習環境配合下，學生是可以懂得

學、喜歡學及學得好，達到理想的學習成效。本年，校內各學科與行政組別均積極配合學校

周年計劃關注事項，以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為重心，以及運用小班教學下的有效學與教策略，

於不同學習形式中加強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我們在學科內已開展及引進自主學習學與教元素，除了鼓勵學生善用自學工具(如開展摘

錄課堂筆記等)，加強學習技巧的基本訓練，為來年進一步發展學生自主學習和有效學習，提

供良好藍本和基礎。教師透過共同備課及同儕觀課進行課研，按學生的學習需要設計課業和

教學計劃及延伸活動，提升學生學習能力及自信心，從而照顧個別學習需要。 

 

作為一所學習型學校，本校善用校內外資源，積極就學校學與教的現況與需改善之處，

與校外機構如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大學、教育局等進行課研協作，透過課研計劃和課堂

行動研究，優化校本中文、英文和常識科的學與教策略，從而進一步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

同時，學校亦十分重視學生的學習表現，每次校內外評估後都善用評估數據，於試後檢討會

中對評考數據作深入分析，訂定課堂教學的策略，鞏固學生學習，促進校內教學效能。 

 

語境教學方面，本校以多元化活動模式推行語境教學，為學生創造豐富的語言環境，擴

闊學生的學習空間，提高學生學習英語和普通話的興趣，打破課堂學習界限。推行英文語境

教學，擴闊學生的學習空間，提高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外籍老師在小一至小三英文課堂內

進行故事書教學，學生投入學習，並樂意以英語與老師交談。在周四英文日中，學生更能透

過英語大使、英語遊戲攤位及聯課活動等多元化英語學習活動，提高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

增強他們的英語能力。在普通話教學方面，本校全面推行普通話教中文課程，並透過普通話

周二普通話日的多元化學習活動，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以及增加應用普通話的機會。 

 

本校致力推廣閱讀文化及提升閱讀能力，設周三中文早讀課、周四英文早讀課、圖書課、

漂書節等各類型的大型閱讀活動，全面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使學生能從閱讀中學習。本校

亦設校本閱讀獎勵計劃，設置不同的閱讀任務，鼓勵學生閱讀。 

 

除了於課室內學習知識外，我們還透過學校旅行、戶外學習、多樣化的課外活動、課餘

興趣班、聯課活動、主題活動日、服務學習及國內、海外交流活動等，讓學生在課室以外的

環境中體會及經驗，在學習過程中透過不同的情境、活動和感官的刺激來增強學習效能及學

習動機，並擴闊學生的眼界及促進全人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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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4.1 學生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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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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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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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發展津貼；  

 校本及區本學習支援計劃津貼；  

 小學加強輔導教學計劃津貼；  

 加強言語治療津貼； 

 德育及公民教育津貼； 

 仁濟醫院「第二十屆德育及公民教育獎勵計劃」津貼； 

 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津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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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成立學生支援組，由一位PSM職級的主任作統籌，成員包括課程主任、訓育主任、學

生輔導員、宗倫教師和IRTP班教師等。 

2. 增聘2名教師、1名全職社工及2名教學助理與全校教師以「全校參與」模式照顧個 

別差異； 增聘1名全職牧民助理協助推動校內宗教培育，以加強學校宗教氛圍；安 

排教師，以小組抽離模式(IRTP)在課堂上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3.  購買「言語治療服務」，為有言語障礙的學生提供小組/個別言語治療/訓練；  

4.  與外間機構協辦，為小一至小六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課後英文、數學及功課輔導； 

5.  向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學習、家課、默書和測考調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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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個別學生制訂「個人化學習計劃」，定期檢 

視成效，並向家長報告；採用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組「初小中文分層支援教學模式 

計劃」教材，於小一至小三推行，以照顧不同能力的學生； 

6.  安排教育心理學家為學生在智力和特殊學習需要方面進行評估，並提供專業意見， 

以便學生獲得適切的支援；為小一至二學生進行及早識別，以便及早為有特殊需要 

的學生提供適切的學習配套； 

7.  舉辦「我至叻.社交小組」、「社交小偵探」小組，提升小一至小六學生解決困難和溝 

通的技巧；舉辦「專注特攻隊」小組、「專注小兵團」小組、「我做得到.專注力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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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提升小一至小五學生專注能力、學習加強自我控制的技巧及方法；舉辦「讀 

寫樂」小組、「讀寫至叻星」小組、「讀寫小特攻」小組，協助提升小一至小四學生 

的讀寫能力；  

8.  參加中大及浸大協辦的「透過手機程式改善閱讀認字能力」研究，協助提升目標學 

生的閱讀認字能力；為目標學生舉辦「活力小組」，學生透過全方位的活動和遊戲， 

盡量發揮本身的潛能，能進一步了解自己及提升；舉辦「白田特攻隊－親子工作坊」， 

協助家長提升其指導子女學習的能力及協助學生提升其學生讀寫能力；舉辦「及早 

識別及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計劃」及「擊退學生懶音」家長講座，幫助家長 

了解一般有學習困難的學生在學習上的障礙，並教授家長有效學習的方法和策略， 

及早幫助學生； 

    9.  舉辦「自殺危機處理實戰技巧」教師工作坊，増加老師應對相關情況的技巧和信心 

安排教師接受融合教育「三層課程」培訓，協助教師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 

充分的照顧及適切的支援。 

反思/建議 

  本年度所推行的活動及計劃項目，整體上家長、學生及老師均感滿意及給予正面的評價。

「全校參與」模式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學校層面的年終檢討問卷調查及學生個別年終

評估表的數據顯示，就學校為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提供的支援措施，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

家長感到十分滿意及滿意的有84.8%。 

就校園文化方面，平均有87.4%的教師表示十分滿意及滿意。就學校政策方面，平均有86.6%

的教師表示十分滿意及滿意。就支援措施方面，平均有78.3%的教師表示十分滿意及滿意。 

就比較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學期終與學期初的表現，在社交適應行為範疇方面，平均有21.5%

的老師表示學生有顯著進步，47.1%的老師表示學生有少許進步；在學習表現範疇方面，平均

有13.8%的老師表示學生有顯著進步，59.3%的老師表示學生有少許進步；而在學習態度及動

機範疇方面，平均有23.8%的老師表示學生有顯著進步，58.3%的老師表示學生有少許進步。 

讀寫訓練小組、社交小組、專注力訓練小組及活力小組，對學生幫助甚大，不但能提升學生

的讀寫能力，更能提升學生的專注能力、解難和溝通的技巧，這有助學生建立和諧的人際關

係，更有助營造充滿和諧關愛氣氛的校園。 

 

4.2 德育及公民教育 

    1.  為讓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以服務他人為目標，全年推行「一人一職」計劃，強

化學校服務團隊的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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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透過「關愛小先鋒」義工培訓及義工服務，讓學生學習與人分工合作及懂得欣賞及 

關心別人，加強自信心及表達能力。 

    3.  四年級學生參加明愛出色小義工計劃，在校內及校外進行服務，例如：《香港盲人輔 

導會賣旗日》籌款活動，豐富他們的學習經歷，讓他們能明白不同人的需要，懂得 

服務他人。 

    4.  舉辦香港公益金公益服飾日，讓學生實踐關心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 

5.  透過周三德公課程及邀請不同機構或團體到校進行主題講座或短劇，滲透核心價值 

教育。 

6.  安排五年級學生及家長義工參加「同根同心-深圳自然環境及歷史文化探索之旅」一 

天學習團，讓同學認識大鵬古城的歷史及深圳的古火山地貌，了解環境保育的重要。 

4.3 全方位活動組 

1.  課外時段設校隊訓練及興趣班共64項。其中有37項活動由外聘導師協助教學。老師 

挑選有潛質的同學參與校隊訓練或參加表演及比賽。學生認同所參與課外活動能配 

合自己的能力，並能提昇自信、發展潛能。 

    2. 課內時段聯課活動共開設32項，每位同學必須參加一項。一至三年級設循環組，每學 

期參與2個不同的活動。高年級學生可按自己興趣參與活動。 

    3. 全年共開設29組自費班及學藝班，有676人次參與活動。活動深受家長及學生歡迎。 

83.3%家長就透過參與學校的課外活動，我的子女能獲得更多的學習機會，如課外知 

識和生活技能等表示非常同意及同意。 

4.4 訓育組 

    1. 參加香港有品運動「有品校園」計劃，推廣品格教育。 

    2. 參加伴你同行領袖訓練計劃，提升學生自信心、領導才能及團隊精神。 

    3. 推行白天小領袖訓練計劃，以發揮同學潛能，建立自信及成就感。 

    4. 舉辦小四至小六成長的天空計劃，提升學生之社交技巧、情緒管理及自信心。 

    5. 舉辦小組活動如晴天小組及情Teen小組，協助學生提升情緒管理能力及人際相處技 

巧。 

    6. 舉辦家長工作坊如「解讀孩子心」家長講座及「情緒共舞」家長工作坊，協助家長了 

解自身情緒，對情緒有更多認識及覺察，避免因情緒影響親子關係及子女學習。 

    7. 善用社區資源如聖雅各福群會「青苗同學會課後支援計劃」、「助學改變未來服務」、 

蘋果助學金、明愛學習與成長支援中心「小手學寫字」書寫及小手肌評估和訓練服務，

支援有需要學生及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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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建議 

根據情意及社交表現問卷調查結果，除了『整體滿足感』及『師生關係』副量表的平均

值是稍低於常模，其餘 10個副量表的平均值都高於常模，包括『關愛』、『稱讚』、『社群

關係』、『學術檢視』、『自我完善』、『學習目的』、『目標設定』、『學習計劃』、『操

行』及『責任感』。 

唯持分者(學生)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只有62%的學生表示同學能自律守規，另外，只有

56%的學生表示會自動自覺學習，因此學生於自律守規及學習動機方面，有待改善及提升。 

為配合學校發展需要及達到教育局訂定 2019/20學年年底學校應達到的培訓目標，學校必須

有策略地安排教師參加融合教育培訓課程，以便有足夠合資格的教學人員，為有需要的學生

提供適切的支援，並藉此優化教師專業質素，提升學與教成效。 

4.5 宗教培育 

1. 在新學年初舉行開學祈禱禮，以「履行公義 愛護家庭」為題，讓學生學習於生活中

追求公義，並珍惜天主賜給他們的家庭。 

2. 在周一「宗教早會」中校長及牧民助理分享聖經故事及金句，鼔勵學生效法聖經內的

教導，實踐愛主愛人的精神。 

3. 早會完結後播放聖詠，讓學生學習不同歌曲並藉此歌頌讚揚天主。 

4. 按照教會節令舉辦祈禱禮，讓學生參與其中從而認識教會不同節日的意義，並培養參

與禮儀的應有態度。 

5. 於逢星期五放學後進行《基督小先鋒》聚會，提供一個讓公教生及非公教生分享的空

間，並加強他們的靈修，讓他們互相幫助。 

6. 於各祈禱禮中讓《基督小先鋒》學生擔任不同崗位，透過服務訓練他們嚴守紀律及幫

助他人，以《基督小先鋒》的身份為榮。 

7. 舉行小一及小二宗教戲劇課，讓學生透過戲劇活動增強對學校及天主教的認識，並學

習如何成為天主眼中的好兒女，與朋輩建立良好關係，培養關愛文化。 

8. 在「玫瑰月」期間，牧民老師講解玫瑰經的意義，科任老師帶領學生於課堂上一同誦

念《玫瑰經》。 

9. 鼓勵學生參加校際朗誦節 （宗教組），並獲得良好成績。 

10. 在四旬期舉辦「愛心午餐」活動，提醒學生要珍惜食物，同時亦要關懷社會上弱小的

人。 

11. 在四旬期間牧民老師與科任老師共同帶領各班學生進行「苦路祈禱」，使學生明白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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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受難的過程，並感受到祂為我們的犠牲，藉此反省自己應怎樣回應耶穌對我們的愛。 

12. 在聖母月內牧民老師向學生講解聖母的善表，鼔勵學生效法聖母，並向她奉獻神花。

校長亦於聖母月內帶領部份同學在早會開始前誦念玫瑰經，以表達對聖母的敬愛之

情。 

13. 勉勵學生在品德、學業及信仰方面努力，並提名同學參加天主教教區的宗教教育獎，

予以鼔勵。四位提名學生均有獲獎。 

14. 所有校內公教教師、《基督小先鋒》及《耶穌小勇兵》的同學及其家長於試後活動期

間一起到聖多默宗徒堂朝聖，以加強公教及非公教同學對不同聖堂的認識，並增加對

聖多默宗徒的認識。 

反思/建議 

宗教培育組的活動多元化，透過金句講解、宗教早會、歌曲、祈禱及感恩祭等，讓學生

以基督為榜樣，學習天主的真理，學生亦於宗教活動顯示出虔敬的態度。宗教組亦有安排教

師及學生參加校外及校內的宗培活動，提高他們對信仰的興趣和認識。加強天主教教育五個

核心價值的培育，讓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及協助各科組統籌主題核心價值內的相關活動，

提高校內的宗教氣氛，鼓勵學生參與宗教活動，以推動福傳工作。本年度參與基督小先鋒人

數大幅上升，團員參與活動態度積極。而校長及牧民老師於早會的宗教分享亦大大提升學生

對聖經故事的理解及興趣。總括而言，本年度校內的宗教氛圍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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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學生表現 

5.1 升中概況 

本年度接近八成小六學生獲派首三志願心儀中學，獲派中學包括：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沙田官立中學、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真光女書院、佛教大雄中

學、香港四邑工商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聖母玫瑰書院、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德雅中學…… 

 

5.2 學生在學業以外的表現 

5.2.1 學生獲獎紀錄 

  
項

目 
主辦/協辦機構 獲獎項目/人數 

1.  

中

文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朗誦獲亞軍成績/1人 

2.  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朗誦獲季軍成績/1人 

3.  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集誦獲季軍成績/49人 

4.  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朗誦獲優良成績/20人 

5.  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朗誦獲良好成績/18人 

6.  童協基金會 「我們的故事創作」圖書創作比賽最具潛質作家/6人 

7.  童協基金會 「我們的故事創作」圖書創作比賽最具潛質作家/4人 

8.  童協基金會 「我們的故事創作」圖書創作比賽最具潛質插畫家/4人 

9.  香港創意閱讀教育協會 第三屆香港小學生創意閱讀報告比賽平面組優秀獎/2人 

10.  佛教黃鳳翎中學 第四屆細味人生故事續寫比賽優異獎/1人 

11.  匯知中學 全港小說微型小說續寫大賽 2018優良獎狀/3人 

12.  華人少年作文比賽組委會 第十八屆華人少年作文比賽三等獎/1人 

13.  天主教南華中學 第四屆「家在香港Home@HK」中文標語創作比賽優異獎/2 人 

14.  
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 第 6屆紫荊盃全港小學德育及公民教育朗誦比賽優異/24人 

 

15.  國際文化經典協會 
第十屆經典翹楚榜 ─經典知識水平評核暨「經典杯」

書法比賽優異/1人 

16.  深水埗文藝協會文化委員會 2017「文藝盃」毛筆書法比賽小學組優異獎/1人 

17.  

英

文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語朗誦獲亞軍成績/1人 

18.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語朗誦獲季軍成績/1人 

19.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詩集誦獲優良成績/40人 

20.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語朗誦獲優良成績/33人 

21.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語朗誦獲良好成績/7人 

22.  數
學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一等獎/1人 

23.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二等獎/1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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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三等獎/36人 

25.  「合 24數學邀請賽」 合 24數學邀請賽團體組亞軍/5人 

26.  佛教大雄中學 大雄數學邀請賽二等獎/2人 

27.  佛教大雄中學 大雄數學邀請賽優異獎/2人 

28.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 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個人賽優異獎/5人 

29.  
常

識 

香島中學 「香島盃」全港科技比賽 2018障礙比賽優異獎/4人 

30.  香港教育局 
第二十一屆『常識百搭』─小學 STEM 探究展覽優異獎

/6人 

31.  

普

通

話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朗誦獲季軍成績/1人 

32.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朗誦獲優良成績/17人 

33.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朗誦獲良好成績/1人 

34.  家庭社會責任促進會 首屆全港兒童粵普朗誦大賽優異獎/1人 

35.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 第二十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優異獎/2人 

36.  香港理工大學 小學普通話水平考試 B等級/16人 

37.  

視

藝 

新家園協會、九龍西服務處 「裳」滿愛藝術計劃公開組亞軍/1人 

38.  新家園協會、九龍西服務處 「裳」滿愛藝術計劃公開組季軍/1人 

39.  新家園協會、九龍西服務處 「裳」滿愛藝術計劃公開組優異獎/6人 

40.  新家園協會、九龍西服務處 「裳」滿愛藝術計劃小學組冠軍/1人 

41.  新家園協會、九龍西服務處 「裳」滿愛藝術計劃小學組亞軍/1人 

42.  新家園協會、九龍西服務處 「裳」滿愛藝術計劃小學組季軍/1人 

43.  新家園協會、九龍西服務處 「裳」滿愛藝術計劃小學組優異獎/5人 

44.  香港青年協進會 「認識祖國 , 認識香港」明信片填色比賽優異獎/1人 

45.  香港當代藝術學院 
2018當代青少年及兒童藝術節─新春繪畫比賽：兒童

A組─油畫優異獎/1人 

46.  香港當代藝術學院 
2018當代青少年及兒童藝術節─新春繪畫比賽：兒童

B組─油畫優異獎/2人 

47.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花卉展覽學童繪畫比賽高小組嘉許獎/1人 

48.  艾斯爾國際文化交流(香港) 2018「畫出心思」國際繪畫比賽二等獎/1人 

49.  艾斯爾國際文化交流(香港) 2018「畫出心思」國際繪畫比賽三等獎/1人 

50.  
音

樂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聯校音樂大賽 2018手鐘初級組金獎/13人 

51.  香港青年協會 第三屆香港敲擊樂大賽銅獎/8人 

52.  深水埗區公民教育委員會 公民教育歌唱比賽季軍/2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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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藝韻管弦樂協會 西樂小組小學組第一名/11人 

54.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香港學校音樂節小學合唱獲優良成績/30人 

55.  香港音樂發展中心 第五屆香港亞太青少年鋼琴比賽初級獲良好成績/1人 

56.  香港音樂發展中心 第五屆香港亞太青少年鋼琴比賽二級獲良好成績/1人 

57.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香港學校音樂節笛初級組亞軍/1人 

58.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香港學校音樂節直笛初級組季軍/1人 

59.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優良/4人 

60.  

體

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九西區分會 

九西運動會男子甲組 400米第一名/1人 

61.  九西運動會女子甲組推鉛球第三名/1人 

62.  九西運動會男子特別組推鉛球第五名/1人 

63.  九西運動會男子甲組擲球第六名/1人 

64.  九西運動會男子甲組 4x100米第七名/6人 

65.  九西運動會女子丙組 100米第八名/1人 

66.  九西運動會男子甲組推鉛球第八名/1人 

67.  天主教南華中學 友校接力邀請賽男子組亞軍/4人 

68.  恆生乒乓球學院 乒乓球章別獎勵計劃銅章/2人 

69.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 

(海帆道) 
友校接力邀請賽女子組冠軍/4人 

70.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 

(海帆道) 
友校接力邀請賽男子組亞軍/4人 

71.  深水埗官立小學 友校接力邀請賽男子組殿軍/4人 

72.  

香港標準舞總會有限公司 

第十屆全港校際“舞蹈藝術家”大賽喳喳喳甲等級獎

/2人 

73.  第十屆全港校際“舞蹈藝術家”大賽喳喳喳優等級獎

/3人 

74.  2018第十八屆全港校際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查查查第

六名/2人 

75.  第十屆全港校際“舞蹈藝術家”大賽喳喳喳最傑出獎

/2人 

76.  其
他 

中華科技出版社、廠商會中學、

資優數學與科技 
青年科技習作比賽 2017-2018高小組優異獎/8人 

77.  公益少年團 公益少年團基本獎勵級別/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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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學生閱讀習慣 

本年對推動 STEAM主題閱讀初見成效，在各科配合和推動下，一至三年級達 82%學生有

閱讀及紀錄有關 STEAM的書;而四至六年級達 81%學生有閱讀及紀錄與 STEAM相關的書。 

全年學生借閱本校圖書資料情況方面如下: 

 

學生全年從學校圖書館借用中英文資料平均數量 

 

 

 

 

 

 

 

 

 

 

 

全年學生使用圖書館人次 

平均每周 656人次使用學校圖書館閱讀。 

 

5.2.3 課外活動的參與 

a) 周六自費/學藝班參與人次 

 一至三年級  四至六年級  總數  

體育類  33 21 54 

音樂類  15 9 24 

藝術類  18 6 24 

語文類  93 45 138 

數理科學類  54 33 87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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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校隊成員人次 

 一至三年級  四至六年級  總數  

球類  38 44 82 

田徑  15 81 96 

花式跳繩  2 13 15 

音樂  12 62 74 

舞蹈  18 14 32 

藝術  23 49 72 

戲劇  11 24 35 

 406 

 

c) 本校學生參與服務團隊人數： 

服務團隊  學生隊員人數  

小女童軍  24 

幼童軍  24 

基督小先鋒  26 

公益少年團  89 

環保大使  46 

風紀  64 

圖書館領袖生  39 

佔全校學生百分率  51.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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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報告(截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 

 

 
津貼名稱 收入(HKD) 支出(HKD) 結餘 

基
線
指
標 

經擴大的營辦津貼的基線指標 2,474,120.54    2,474,120.54  

綜合家具及設備津貼 211,580.00  193,470.00  18,110.00  

升降機保養津貼 95,868.00  63,290.00  32,578.00  

供增聘文書助理的行政津貼 188,944.00  138,600.00  50,344.00  

普通話 1,664.00  1,664.00  0.00  
增補津貼 6,112.00  6,112.00  0.00  
補充津貼 155,048.00  49,800.00  105,248.00  

培訓津貼 8,768.00  13,941.00  (5,173.00) 
學校課程發展津貼 44,884.00  44,884.00  0.00  

德育及公民教育津貼 13,240.00  7,279.60  5,960.40  
校本輔導方式的輔導訓育計劃經費津貼 4,592.00  4,592.00  0.00  

學校及班級津貼 473,313.16  752,170.80  (278,857.64) 

基線指標 - 小計： 3,678,133.70  1,275,803.40  2,402,330.30  

指
定
津
貼 

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的指定津貼  653,323.07     653,323.07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121,489.00   105,838.00   15,651.00  
消減噪音津貼  119,132.00   75,516.68   43,615.32  

行政津貼 
 
1,948,726.80  

 
1,399,528.45   549,198.35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376,962.00   198,880.20   178,081.80  

校本新來港學童支援計劃  172,656.00   166,869.00   5,787.00  

學校發展津貼(為教師創造空間津貼)  703,676.00   491,388.00   212,288.00  
學生輔導服務新措施  593,345.00   593,345.00   -    

額外的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104,412.00   31,324.00   73,088.00  

成長的天空計劃 (小學)  204,322.00   203,640.00   682.00  

指定津貼 - 小計： 
 
4,998,043.87  

 
3,266,329.33  

 
1,731,714.54  

學
校
帳 

普通經費/堂費收支帳  168,156.74   1,330.00   166,826.74  

作特定用途的認可收費帳  696,638.84   189,997.36   506,641.48  

學校發展基金  344,375.20   73,561.68   270,813.52  
校友會教育發展基金  143,280.00   99,654.00   43,626.00  

學校帳 - 小計： 
 
1,352,450.78   364,543.04   987,90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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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回饋與跟進 

本年度正是學校 45周年校慶大日子，學校組織了大大小小的慶祝活動及比

賽，讓各持分者也可分享箇中喜悅。本年度正值也是本校三年發展周期的完結

年，根據三大關注事項的實施情況、持分者問卷數據及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數

據反映顯示，學生的自主學習表現及訂定目標能力尚有優化空間，未來三年學

校發展計劃將繼續聚焦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及掌握相關的方法，例如：善用

Google Classroom及學習平台進行預習及延伸的自學任務，並持續鼓勵學生養

成摘錄筆記的習慣及掌握工具書的使用方法。 

為進一步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及全人發展，本校於緊接之三年發展周期將

加入更豐富之校本自擬教材、提升師生及生生互動。同時透過組織超過廿項之

課後活動及校隊培訓，期望學生可更了解自己及欣賞自己是獨一無二的，從而

建立信心，勇於嘗試及敢於面對失敗，並學懂從失敗中獲取經驗。 

本校透過「跨科專題課程」、「德公課」、「宗教科」及各學習領域深化價值教

育，銳意深化天主教教育五大核心價值：「愛德」、「家庭」、「生命」、「真理」及

「義德」；未來除了延續五大核心價值的培育外，亦會引用 PERMAH的正向心理

學及性格強項的理論作為促進教職員生身、心、靈健康的基礎，期望各持分者

能建立正向情緒及與人關係、享受成就感，並能全情投入邁向所訂立的目標。 

 本校新校舍預計2021年第二季落成，我們一直為新校發展方向推行有系統的

策略，以藝術校園發展為例：本年度除了完善小三、小四之戲劇課程外，我們

更入選由康文署舉辦、香港音樂劇藝術學院協辦的「反串熱辣音樂劇」英語音

樂劇實踐計劃，成為小學組的其中一間代表學校。我們將致力發展不同的藝術

活動，發展孩子們的創造力、想像力、審美能力等素質。展望未來，本校將繼

續悉心培育孩子們德智體群美六育的發展，強化他們的共通能力，以迎接二十

一世紀的新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