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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辦學願景、使命宣言、核心價值 

 

願景 

並肩培育豐盛生命，攜手見證基督大愛 

 

使命宣言 

我們願以基督愛心為動力，憑着以人為本的信念，積極進取的態

度，提倡優質教育，啟發學生潛能，分享整全福音； 

培養學生成為良好公民、回饋社會、貢獻國家。 

 

核心價值 

傳道服務、愛心關懷 

有教無類、全人教育 

積極進取、勇於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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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辦學精神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相信培育下一代是上帝交託給我們的

使命，也是回應社會的實際需要。本會的辦學目的是「透過學

校、傳道服務」，結合事奉上帝、見證主道、服侍人群、造福社

會、貢獻國家的信念去履行教育的神聖任務，並以基督教訓、有

教無類、以人為本的教育原則，提供多元化的教育服務，使不同

學習程度的青少年都能享有平等機會接受優質教育。 

 

本會奉行的教育哲學是「全人教育」，肯定教育的真正意義

在於生命的造就及人格的建立。除培養青少年有優良品德、高雅

情操與豐富學識外，亦致力啟發他們不同的潛能及興趣，更期望

他們有健康的人生態度、正確的價值觀及強烈的社會意識；效法

基督、嚮往公義、追求真理，得著豐盛的生命。 

 

本會同意教育是一個不斷演變的過程，願意各屬會學校以積

極進取的態度，盡力自我提升，追求卓越，尋求革新，致力民

主、開放，為這時代培養出勇於承擔、樂於服務、甘於委身的良

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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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小學 

教育目標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小學是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的直屬學

校。本校本着以人為本的教育原則，秉承以辦學結合傳道服務的

辦學宗旨，提供多元化的教育服務，使學生在本校中建立健康積

極的人生觀，令學生的身、心、靈得到均衡的發展。 

本校追求卓越，尋求革新，承諾以愛心和關懷，落實全人教

育的理念。我們向神仰望，支取愛的甘泉;我們有共同信心，教

養孩童走當行的路;我們熱愛學生，教學熱誠澎湃不滅;我們與家

長及學生相擁，同步活出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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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校 

(一) 學校簡介 

1. 辦學團體：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2. 創校年份：2015 

3. 地    區：天水圍天耀邨第二期 

4. 學校類別：全日制政府津貼男女小學 

5. 學校的設施： 

校舍於 2015 年 9 月重用，交通便利，環境優美。除了每個課室設有多媒體教學設備

外、學校佔地 6,200 平方米，空間寬敞，共有 30 個教室，設備齊全。特別室包括： 數碼音

樂室、音樂室、有蓋操場、電腦室、圖書館、遊戲室、禮堂等，讓他們在「靈、德、智、

體、群、美」六育各方面均衡發展。 

(二) 學校管理 

1. 成立法團校董會：2015 年 7 月開始 

2. 法團校董會 

● 主席：(校監)余  煊博士 

● 委員： 

辦學團體校董 ─陳紹才、鄧達榮、王寶玲、莫苑萍、吳俊雄、吳煥玲 

教師校董 ─陳凱儀、傅振邦  

獨立人士校董 ─方符世蔚女士 

當然校董— 陳章華 

(三) 學校實際上課日數 

除學校教師專業發展日及特別假期外，本年度小一至小六總上課日數為 191 天。 

 

(四)各主要學習領域的授課時間分佈(每星期計) 

領域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數學 
常識及 

專題研習

藝術 

(視藝及音

樂) 

體育 生命教育

比例 21% 21% 16% 16% 12% 7% 7% 

時間 315 分鐘 315 分鐘 245 分鐘 245 分鐘 200 分鐘 100 分鐘 10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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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生 
 

(一)班級組織 

 

級別 小一 小二 小五 小六 總數

班數 5  3  1  3  12 

學生總數 129  82  25  73  309 

 

(二)學生出席率 

小一 97% 

小二 98% 

小五 98% 

小六 99% 

全校平均出席 98% 

 

(三)學生退學情況(2016年 9月至 2017年 7月)  

本年度九月就讀有 309 人，二零一六年七月學生人數有 335 人 

全年退學生有 9人(佔 2.9%)，插班生有 35 人(佔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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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教師 
(一)教師資歷(包括校長) 

1.  本年學校教師數目：(編制內)      21  人    (編制外) 2人 

2. 教師學歷： 

 認可教育文憑： 100 % 

 大學學位：    100 % 

 碩士學位：  38% 

 特殊教育培訓： 33% 

 英文語文基準： 100 % (英文教師)  

 普通話語文基準： 100 % (普通話教師) 

 

  (二)教學經驗 

0‐4年  5‐9年  10年或以上 

  43%  9.5%  47.5% 

  (三)  教師專業發展 

為照顧學生成長及學業上不同的需要，除每年三天教師專業發展日外，本校安排星期五下午

作為教師專業發展時段，舉行每月的校務及各科務會議，並進行多項不同類型的校本教師專業培

訓發展活動，讓老師在學與教之課程、照顧學生學習需要、建立學習型組織及運用資訊科技於教

學等各方面有一定掌握，全年教師培訓活動平均時數合共 77小時。 

 

3.1  全體教師專業發展日活動紀錄 

日期 事項 / 活動 
提供機構/ 

主辦機構 

持續專業 

發展時數 

21/11/16  身心語言程式學 1 方潤華小學 6 

 18/1/17  身心語言程式學 2 方潤華小學 6 

 24/1/17  身心語言程式學 3 方潤華小學 6 

 25/1/17 教師身心靈健康 區會聯校小學 6 

 3/3/17 元朗區聯校教師發展日 元朗小學校長會 6 

全年培訓活動時數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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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校內專業發展活動 

   

日期 內容 機構/講者 時數 

3/3/17 元朗區教師專業發展日 元朗區小學校長會 7 小時 

17/3/17 與 SEN 學生相處技巧及教學策略 基順小學林主任 1 小時 

24/3/17 教師退修會 林雅茵主任 5.5 小時 

28/3/17 英文科平板教學工作坊 關燕雯主任 1 小時 

3 月-6 月 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策略分享 教育心理學家譚姑娘 3 小時 

12/5/17 中/英/數科組分享會 
麥碧珊主任、關燕雯主任、 

林雅茵主任 
1.25 小時 

19/5/17 康體活動 譚智寅老師 1.25 小時 

26/5/17 心靈小聚 林雅茵主任 1.25 小時 

2/6/17 康體活動 譚智寅老師 1.25 小時 

23/6/17 心靈小聚 林雅茵主任 1.25 小時 

14/7/17 心靈小聚 林雅茵主任 1 小時 

合計 24.7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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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計劃報告(2016/2017) 
 

A)校長個人持續專業發展計劃 

  本年度校長持續專業發展計劃主要與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配合，環繞六大主要領導  才能

範疇，因應學校發展需要及個人專業成長需要而學習，統計結果顯示：A  有系統的學  習  76  小時、

B  實踐學習  61  小時、C  為教育及社會服務  42  小時，共計  179  小時。整體而言，  遠超教育局每

年平均  50  小時的要求。簡列如下：  六大主要領導才能範疇：  (I)策略方向及政策環境、(II)學與教

及課程、(III)教師的專業成長及發展、(IV)員工及資源  管理、(V)質素保證和問責、(VI)對外溝通及聯

繫 

 

學習內容類別  項目  時數 

1.  有系統的學習 
1.1  新任校長培訓課程(I‐VI) 

1.2  一般培訓/講座(I‐VI) 

30小時 

46小時 

2.  實踐學習  2.1  教師及家長教育(VI)  12小時 

3.  為教育界及 

社會服務 

3.1  中華基督教會小學校長會會員(VI) 

3.2  區會小學校長會典禮小組成員(VI) 

3.3  區會小學校長會出版組成員(VI) 

3.4元朗幼稚園校長會顧問(VI) 

20小時 

7小時 

7小時 

3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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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項及措施報告 
 

管理

與組

織 

1. 學校發展重點 

根據學校現況分析，學校三年關注事項包括「推動關愛文化，豐富多元化的支援策

略，建立學生個人特質」、「營造動感校園，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經歷，發展學生的多

元智能」、「建立學習型組織，鼓勵個人專業發展，推動團隊學習」，各科組之校務

計劃均依據此發展重點訂定。 

 

2. 教師專業成長 

2.1全年校長與教師進行三次面談(包括學期初、中期及學期結束前)，與教師制定專

業發展計劃，檢視進度及成效，交流意見 

2.2學校積極推動教師參與進修，在上課時間校方亦會作出妥善的行政安排讓教師

有空間參與不同類型的課程。本年度校方於星期五進行專業交流 

2.3教師專業發展方面，學校加入了各項身心健康活動，提升教師身心健康發展，

包括心靈小聚、康體活動、健體操、四季生日會等。教師對身心健康的意識有所提

升 

 

3.員工考績 

2.1  為加強老師持續專業發展，校方根據區會「直屬小學教師評估制度及表格」

進行老師評估，由校長、中層人員及相關老師在教師簿冊批改普查、課外活

動的帶領、觀課分享交流及訓導工作等各範疇的作評核，並由校長於七月份

個別面見老師，與老師討論教師專業目標之成效、工作自評、討論考績評估

結果及下年度工作展望 

 

2.2  另外，為提升教師教學水平及效能，校長與科主任在學期初為每位教師作教

學觀課，可以及早提出改善方案，並在下學期考績觀課作檢視 

2.3  新入職教師由資深教師及科主任協助融入學生生活，為他們作示範課及觀課，

令教學水平不斷提升 

學與

教 

1. 時間表及課程組合 

1.1 本學年八時十五分上課，下午三時半正放學，課後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術及

體藝活動，星期一及五舉行不同類型的課外活動小組，中文、英文於平日課後增

設拔尖補底班及周六課外活動，有效照顧學生學習差異 

1.2 本年各科課程計劃，包括：普通話教授中文小一、小二、小五、小六，英文科

使用校本教材配合；電腦專題課推動專題研習及資訊科技 

1.3 早上設有早禱、早讀、成果展示及健體操時段，關注學生身、心、靈成長發展 

1.4  中午設學生天氣報告及小息活動等，培養學生善用午息時段的好習慣 

2. 幼小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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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九月份到幼稚園分享小一選校策略及學校簡介 

 

2.3 六月份邀請附近幼稚園到校舉行「小一學習體驗課程」 

 

4. 課程發展 

   4.1 中文、數學科參與教育局學校支援夥伴計劃，定期到訪與老師共同備課，觀課

等活動提升課堂教學效能 

   4.2 校加強英普語境營造，為學生提供不同的學習經歷，如安排多項小息及午息的

活         動及遊戲，課後和周六的興趣小組，戶外學習，以及往外地進行學習交流

等，讓學生透過不同的活動多接觸課外知識，使他們的學習延伸至課室外。 

 

5. 專業交流 

5.1  於星期五教師進行專業交流分享，另為老師進行「ADHD 及課堂管理技巧分享」、

「與 SEN 學生相處技巧及教學策略分享」、「NLP」、中英數科組分享、區會教師專

業發展日、危機處理分享、元朗區小學聯校教師發展活動、正面團隊教師培訓等

專業發展活動，提升教師的教學質素 

校風

及學

生支

援 

1. 學校與家長的溝通 

1.1 校長、主任及老師於 2016 年 10 月開始小一新生家訪。另外，各級班主任老師

已完成 4-5 次「陽光電話」的家庭電話訪問，與家長討論子女情況，交流教養

心得，發揮家校合作的精神 

1.2 本學年定期出版家長通訊，定期向家長簡介校內學習活動及分享教育心得。逢

隔週一早上進行家校茶聚，校長及主任透過此時段與家長討論校政及學生成長

問題，亦定期加入講座及工作坊的元素，進一步深化家長教育工作 

1.3 全校老師為六年級學生安排家長會面，了解學生升中需要 

2. 堂校合作 

2.1 本年度開始校牧事工，為五、六年級舉行福音營，效果理想，部分學生開參與

教會活動 

2.2 暑期期間天愛堂為本校學生舉行暑期活動，同時讓更多學生及家長認識基督教

信仰 

2.3 天愛堂陳勉宜牧師參與本校隔週一的「家校茶聚」定期作主題分享，讓堂會、

學校及家長之間能互相支持，分享信仰體會，並於會後有家長小組 

2.4 天愛堂陳勉宜牧師協助本校舉行每月一次的「心靈小聚」活動，亦每星期協助

學生團契活動，關顧師生的靈命成長 

 

 

 

 



  14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小學 
2016-2017 年度 

學校周年計劃報告 
關注事項﹕ 
1.  推動關愛文化，豐富多元化的支援策略，建立學生的個人特質 
2. 營造動感校園，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經歷，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 

3. 建立學習型組織，鼓勵個人專業發展，推動團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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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工作 實施成效及跟進 成功準則  

1.1照顧學生成長及學業上不

同的學習需要，協助及提升學

生自學能力 

1.1.1 透過課後精英奮進課

程，進行中、英、數三科拔尖

補底課程、區本功課輔導班及

情緒訓練小組，幫助學生成長

及學業上不同的學習需要 

1.1.2 豐富學生學習歷程，進

行戶外學習、境外交流、體藝

專項、獎勵計劃等，能夠讓學

生在不同層面的學習活動爭

取成功感，作全人發展 

1.1.3 以多元化的評估策略，

全面評估學生不同方面的能

力，包括品格、學術、體藝、

服務 

1.1.4提供良好的閱讀機會及

環境予全體學生，安排不同閱

讀活動以培養學生閱讀技巧

和習慣 

 逢星期二、四進行課後精英奮進課程，為學生進行中文科、英文科及數
學科的鞏固課程。全學期共進行 14 次，課程由各級科任老師共同商議釐
訂，全級一致進行。 

 與家晴軒合作，於課後進行功課輔導班及區本情緒訓練班，照顧學生學
業及情緒的需要。本年度共有 6班合共 60 名學生參加，為清貧或有學習
需要學生進行功課輔導。 

 於下學期進行「同根同心—惠州的環保設施及自然保護區」，五、六年

級共有 81 名學生參加，參與學生表現積極及投入。 

 中文科於 28/6(三) 進行五年級學習活動，地點：饒宗頤文化館。 

 英文科於 27/6(二) 進行一年級學習活動，地點：香港國際機場；

28/6(三) 進行二年級學習活動，地點：大埔海濱公園；29/6(四) 進行

五年級學習活動，地點：香港國際機場。 

 常識科於上、下學期為全校學生共安排兩次戶外學習活動，讓學生擴闊

視野，學生表現積極投入，取得成績亦非常優異。 

 聖經科於上學期帶領一年級學生參與由當代慈善基金贊助之參觀挪亞方

舟活動，讓學生認識聖經中挪亞方舟的故事及相關的自然科學知識，學

生有濃厚興趣，表現投入有關活動。 

 評估策略方面，本學年繼續使用「品格成績表」，以評估學生品德及操行
的表現。學科方面，常識科以戶外學習的參與表現作為評估的一部分；
數學科進行小測評定學生學習的果效；音樂科會以工作紙評估學生的音
樂知識；電專科以學習冊評估學生的學習策略。 

 圖書館於下學期使用，安排各班學生於午息時間閱讀，課室設圖書櫃，
為學生提供更多的閱讀機會。 
 

建議：  
 本年度各項活動及評估策略屬起步階段，各科組應檢視學生強弱表現及

學習需要，定出各範疇的改善重點，不斷回饋學與教，並按學生能力及
需要檢視評估內容及改善評估工具，優化學與教的成效及鼓勵學生積極
參與。 

 下年度會繼續以加強輔導班形式照顧學生學習，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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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透過生命教育課程和

不 同 的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活動，培養學生良好的品

德及正面價值觀 

 

1.2.1 推行「生命教育」

課程 

 

 

 

 

 

 

 

 

1.2.2 推行校本成長課： 

 

1.2.3 分級發展性德育活

動 

  學生講座 

 

 

 

 配合周目(勤學、禮貌、紀律、關愛、承擔、健康、喜樂及孝順)，推行

12 節校本成長課，由教師及社工設計課程內容，由各班班主任帶領課堂

活動。90%學生同意能提升其自我認識、人際社交、關愛他人的正面價值

觀；教師觀察學生十分投入，畫畫、短片欣賞及故事分享等活動能吸引

學生，大部分學生樂於參與活動，並認真完成工作紙或回答提問，所有

教師亦同意內容切合學生成長需要，但有高年級老師反映教案內容過於

豐富，需要利用之後的課節才能完成所有活動。 

 建議:來年可繼續保留多元化活動，教師可利用課堂時間回饋學生用心完

成的工作紙或家長心聲，吸引學生投入參與；亦可考慮加長課節時間，

並在內容設計上作調適，令活動能在課堂內完成。 

 

 

 連結周目及配合校情需要，本年度共舉行 8節分級發展性學生講座，  

上學期 下學期 

年級 日期 主題 年級 日期 主題 

P1-2 29/9 保護自己 P1-2 16/3 玩轉腦朋友 

24/11 街坊小子木偶劇場 6/4 校園欺凌 

P5-6 20/10 我愛青春期 P5-6 16/3 壓力相對論 

17/11 戰爭中的兒童 27/4 預防性罪行 

所有教師觀察大部分學生都樂於參與，有教師表示學生非常喜歡木偶劇

場，可作保留；另有教師反映坐在禮堂後排的學生聽得不太清楚，可注意

禮堂的音效接收情況。 

 

 2017 年 3 月舉辦「好心情＠學校」計劃，透過社工於早會分享、學生講

座、情緒健康攤位遊戲日、於雨天操場展視生活情景展版及派發學生及

家長錦囊，鼓勵學生以「與人分享」、「正面思維」和「享受生活」來提

升抗逆力。所有教師觀察大部分學生都樂於參與；所有學生都完成填寫

「好心情承諾卡」，承諾會用此計劃學到的方法，令人生更健康和充實。

唯情緒健康攤位遊戲日因合辦機構安排少了攤位數目，令學生等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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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心情＠學校」計劃 

 

 

 

 

 

 

 

~「快樂的我」獎勵計劃 

 

 

 

 

 

較長，未能完成所有攤位，當天已即時請教學助理及當值老師安排其他

相關活動讓學生參與，令所有學生也能拿取郵印章及換領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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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快樂的我」獎勵計

劃 

 

 

1.2.5 開心・果・派對 

 

 

 

 

 

1.2.6於早禱時段進行德育主

題周訓 

 

 

 

 

 

 

 

 

1.2.7於周會時段進行崇拜活

動 

 

 

 學生透過「我的心情日記」，記錄一週內(27/3-2/4)每天日常生活中的

開心點滴或片段，鼓勵學生常存感恩之心及以積極的人生態度及正面的

價值觀面對生活中的挑戰。接近 90%學生交回「我的心情日記」，共 15

名學生獲嘉許證書及樂園門券作獎勵。 

 

 2017 年 2 月-6 月進行開心・果・派對活動，透過 4次水果日、學生吃

水果龍虎榜、教師早會分享、水果資訊展版分享、心意卡製作、水果摺

紙及水果英語填字遊戲，讓學生培養健康的飲食習慣。按教師觀察，學

生都非常喜歡和投入活動，家長亦為小朋友預備水果盒帶回校享用，教

師和社工亦用心準備資訊分享。 

 建議：來年可保留此活動，以鼓勵學生培養持久的健康飲食習慣。 

 

 編定全年每月周訓(上學期：勤學、禮貌、紀律、關愛、福音、感恩；下

學期：承擔、健康、喜樂、孝順、反省、愛惜光陰)，由校長、教師輪流

主講，利用逢星期二早禱中不超過 8 分鐘，分享基督教或德育信息，以

培養學生具基督化的人格，並透過故事、短講引導學生要具有良好的行

為的重要。分享內容存檔見(X:\D_各科組資料\聖經\08 早禱)。教師按

照指引預備適切內容，配合詩歌及禱文。學生專心聆聽，小一及小二學

生積極回答提問；高小則較為被動及內斂，表達不多。 

建議:1.來年可多讓高年級學生協助帶領背誦主禱文或唱詩，讓他們更能投

入。2.投影屏幕只有 1個置於有蓋操場的中央，或許影響兩旁班級的投入

度，可考慮增設屏幕。 

 

 全學年有 8 次周會進行崇拜。由聖經科及音樂科教師協助帶領唱校歌及

唱詩，學生唱詩漸見認真。偶爾有不同年級的學生來領唱，培養他們一

起來敬拜的心。崇拜講題多回應周訓內容或是節期，分享由校牧或宣教

師主講，短片、影像較能吸引學生專注聆聽。日常生活事例要考慮學生

的生活經驗，宜多分享聖經故事以帶出相關的生活應用。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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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來年每月第一週之周會定為崇拜。 

  2.時間掌控要改善。 

  3.周會可增強生動及互動。 

  4.周會整體秩序有待改善。 

  5.周會整個時段可考慮分為兩段內容 

 
 

1.3 定期舉行升國旗、唱

國歌的儀式 

 30/9 舉行預祝國慶升旗禮及 26/4 康樂競技日升旗禮 

 由本校兩名男童軍負責升旗，全校學生從中學習上述禮儀，表現良好，

見投入 

 唯預祝國慶升旗禮時音響音量較細 

 部分學生不懂唱國歌 

 建議：事前請音樂科老師先行與學生練習唱國歌及升旗時請學生代表帶

領全體師生一同唱國歌。 

 參與升國旗儀式時，亦有非華語生參與，可表達欣賞他們的表現，以傳

達民族共融，彼此尊重、包容的訊息。 

 於 檢 討 會 議

中，超過 80%教

師同意學生對

上述禮儀有所

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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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推行班際秩序比賽 

 上學期 10 月及下學期 5

月推行。每次均有宣傳

期，兩週比賽期，最後有

總結期。 

 分 P1、P2、P5-6 三組，

每週各選一班最高分數

的班別，獲蓋「卓越」印

章一次 

 全期最高總數的班別，獲

頒發「最佳表現」獎狀乙

張及小禮物 

按「課室整潔」及「班隊秩序」

兩方面，校長、老師、社工及

校工均參與評分 

 上學期推行(第 6週宣傳期；第 7-8 週比賽期；第 9週總結期) 

     比賽結果： 

  一年級組 二年級組 五六年級組 獎勵 

第 7週 一仁(411.5) 二信(412) 六望(389) 全班獲卓越印章

第 8週 一仁(445) 二信(408.5) 六信(417) 全班獲卓越印章

總結表現 一仁(846.5) 二信(820.5) 六望(803) 獎狀及小禮物 

 下學期推行(第 14 週宣傳期；第 15-16 週比賽期；第 17 週總結期) 

     比賽結果： 

  一年級組 二年級組 五六年級組 獎勵 

第 15 週 一仁(580) 二信(508) 六望(440) 全班獲卓越印章

第 16 週 一仁(575) 二信(519) 六信(560) 全班獲卓越印章

總結表現 一仁(1155) 二信(1027) 六望(1000) 獎狀及小禮物 

 教師檢討問卷： 

1. 80%以上同意比賽能改善學生表現 

2. 分紙宜放在教師桌上 

3. 同事宜主動填補當天分數 

 建議:來年繼續推行此比賽，並保留有宣傳果效的好行為提示標語及分

數榜。 

 超過 80%教師

同意比賽能改

善學生表現 

 

1.5 推行「LOVEBOOK」撰寫

活動 

 於各班課室設立

LOVEBOOK，成長課時段

內進行撰寫活動及分

享，讓師生及學生互相

表達關愛 

 

 全學年共進行四次撰寫活動，主題包括:1.好人好事、2.考試打氣卡、

3. 好心情承諾卡、4.感謝卡 

 教師回應學生都投入於活動，所有學生都有完成撰寫活動；低年級學生

更見積極，不少學生都有加插圖畫或填上顏色，多於 80%學生及老師均

同意活動能培養關愛及欣賞他人的好品德。 

建議:來年繼續推行此類活動，低年級學生可多給予文字提示或讓他們畫

畫，鼓勵學生多向別人表達關愛及欣賞。 

 80%學生及老

師同意活動能

培養關愛及欣

賞他人的品德 

 80%教師認同

學生表現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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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設立「關愛壁報」及社

工信箱 

 於有蓋操場設立 

 

 「關愛壁報」：每 1-2 個

月更換主題，主題圍繞

周訓或良好品格，內容

包括資訊分享及學生成

長課作品展示(按需要可

加入流動展板展示) 

 

社工信箱：作社工與學生溝

通的渠道，學生可寫信或留

字條約見社工，傾訴個人成

長的難題 

 本年度關愛壁報共更換了 7次，主題包括：全校教職員介紹、考試打氣

站、新年揮春祝福、班際秩序及整潔比賽分數榜（上、下學期各一

次）、開心果月健康訊息、感謝卡，張貼學生的作品或課業 

 根據教師及社工觀察，學生很用心完成課業，亦喜歡在小息時分享壁報

內容，多於 80%學生及老師均同意關愛壁報能建立及培養學生的良好品

格 

 

 

 學生較傾向直接約見，或寫信及繪圖後親自交給社工，較少利用信箱這

渠道 

 建議:來年繼續設置「關愛壁報」，分享學生作品或其他相關訊息，以營

造關愛校園文化。部分作品亦可以流動展板展出。 

而社工信箱亦可保留，讓一些較害羞的學生也有一個與社工溝通的渠

道。 

 80%學生及老

師同意活動能

學生建立品格

及解決問題 

 壁報內容全年

更換不少於 4

次 

 

1.7 繼續增添多元化校園，提

供多元化學習環境 

 

 各科組完善各種學習設備，提高使用量 

 

 

 建立不同的宣傳媒介，展示學生多元學習成果 

 100%教師認為

有效 

 

 100%教師認為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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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持續提升學生語文素質，

照顧不同學習需要 

 

 優化校本課程 

I. 參加教育局校本支援計劃: 

    小一: 中文分層支援教學 

    小二: 優化小班教學 

II. 優化小五寫作教學 

III.優化小六文言文教學 

 

 課後學習支援提升不同能力學生的學習成效 

 全體科任教師

認同校本課程

有助提升學習

效能 

 

 

 

 全體科任教師

認同課後學習

支援有助提升

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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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Adaptation of modified 

materials by Dr. Tang, an 

education specialist 

1.9.1 The workbook, notebook 

and writing booklet she 

designed will be adapted by 

LETs and used in class and as 

homework / revision at home. 

They are designed from simple 

to complex in content difficulty. 

 

1.9.2 Her production, Playful 

Phonics (for lower primary) – 

learning phonics through 

interesting stories, together with 

games on the net and 

competitions designed by NET, 

will be used in NET sessions. 

 

1.9.3 Some phonics content will 

be added to upper primary 

curriculum and taught in the 

first 10 minutes of NET sessions 

in order to boost students’ 

required phonics skills. 

 

 

 

 
 
 
 
 

 The order of exercises in the booklets from Dr Tang, an  education 
specialist, are sequenced according to the level of difficulty. Teachers find 
that this kind of sequencing facilitates the teaching procedure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knowledge or grammar focuses for students with 
diversified learning ability. Students who can only accomplish simpler 
exercises can also easily get a sense of contentment because they can get all 
correct in those kinds of exercises. However, there are up to 8-10 exercises 
per chapter (Workbook) and marking by teachers need to be in a hurry in 
order to catch up with the teaching schedule. 

 
 
 
 
 
 Materials of phonics knowledge from Dr Tang were adapted by NET in NET 

sessions in Primary 1 and 2. Apart from direct presentation of letter-sound 
relationship, students learnt phonics skills through interesting stories and 
funny games on the Internet. Students were active, willing to speak up and 
tried their very best to accomplish phonics booklet. 

 
 
 Concerning the upper primary NET sessions, more focus was put on the 

instruction of writing and the accomplishment of its procedures. In order to 
clearly instruct a piece of writing, most of the time was spent on class 
writing and group writing. Therefore, time allocated for phonics is greatly 
reduced. 

 
 
 During co-planning sessions, teachers discussed the effectiveness of 

modified materials regularly and made necessary changes so as to facilitate 
students’ learning. 

 

 70% of teachers 

agree that these 

modified 

materials help 

students acquire 

English 

knowledge step-

by-step 

effectively and 

develop a habit 

of revision at 

home. 

 0% of teachers 

agree that these 

modified 

materials help 

students acquire 

English 

knowledge step-

by-step 

effectively and 

develop a habit 

of revision at 

home.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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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Regular meetings will be 

held with education specialists 

to review the effectiveness of 

modified materials. 

 

  75% of teachers 

(teaching P.5-6) 

agree that upper 

primary 

students’ 

phonics skills 

have been 

improved. 

 

 Not applicable 
 Suggestions: In 2017/18, we plan to stop using the workbook designed by Dr 

Tang because of the overwhelming of content. To replace this workbook, 
students will purchase the workbook from the publisher (with 4 pages per 
chapter) and finish the grammar / reading worksheets designed by LETs. The 
worksheets will make reference to Dr Tang’s materials. The number of 
worksheets plus exercises in workbooks should be lower than that of in the 
designed work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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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Enhancement of the E-

learning platform and tablets in 

education 

1.10.1 The E-learning platform 

developed by the 

publisher will be 

introduced to students. 

They need to finish 1 

reading exercise per 

week and self-dictation 

per unit. 

 

1.10.2 Tablets will be used in 

reading lessons, using 

EDB NET section App 

“eRead Scheme” / 

“Reading Town 1”. It 

promotes reading and 

self-learning ability. 

 

1.10.3 Teachers immerse the 

use of mobile devices 

into learning and 

teaching through 

attending workshops and 

training courses on 

eLearning. 

 

 LETs introduced some of the functions of the E-learning platform during 

lesson time – reading aloud of texts, reading exercise per week and self 

dictation per unit. Owing to the fact that they might want to try this different 

learning mode, we lowered the homework requirement for E-learning 

platform: From finishing 1 reading exercise per week, to listening to the 

reading aloud demonstration per unit, so that students can fulfill the 

requirement more easily. 

 

 During English lessons, we have lots of chances to use IT as a learning 

mode. During the instruction of grammar and reading, e-textbook were used 

and shown on the screen for easier loc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Teachers 

also played supplementary video clips, songs (suggested in Notebook) so as 

to raise learning interest. Students showed interest and participated in these 

activities quite actively. 

 

 Regarding the use of mobile devices in lessons, the implementation is not 

satisfactory. Big book sharing and storytelling were still the two major media 

used in reading lessons. The advantage is this can directly and effectively 

monitor th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book content by observing their 

facial expressions, especially for the weaker learners, so that teachers can ask 

suitable questions for them to boost their reading skills better as they go 

along the story. Considering the fact that our students mostly acquire not a 

high level of English, we think that this is not the suitable timing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mobile devices in lessons, as the devices may additionally 

distract them from learning. Although we have participated in workshops 

concerning E-learning, we could not fix a date for the publisher to carry out 

an E-trial lesson using tablets with our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have not yet be seen. 

Not applicable 

 70% of students 

enjoy using 

tablets as a new 

element in 

English learning 

 

 

 

 

 

 80% of students 

can finish 70% 

of the total 

reading 

exercises and 

self-dictations 

 

 

 

 

 80% of teachers 

agree that e-

learning 

resources help 

enhance self-

learning 

 



  26

  

 Suggestions: More varieties of E-homework should be implemented next 

year – reading exercise per week and self-dictation per unit, as students have 

familiar with the learning mode regarding E-homework. The E-learning 

workshop can be done earlier next year so more time can be allocated for 

preparation work, observing the difficulties and solving them before 

introducing to students. Only by more practices and experiences, teachers 

can implement E-learning smoothly. 

 

 

 

 80% of teachers 

agree that the 

use of IT and 

mobile devices 

are useful in 

learning 

 

1.11 Promotion of learning 

through reading 

1.11.1 NET will continue to 

carry out big-book 

sharing and storytelling. 

He will guide students to 

think more deeply about 

the morals from stories 

through oral Q&A and 

worksheets with various 

types of questions. 

1.11.2 Students can create an 

awareness towards 

different cultures 

through reading various 

types of stories. 

 

 In NET sessions, NET tells stories using big books and readers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in reading. However, considering the general abilities of 

our students, NET tried asking some morals of the story through questioning 

but failed to succeed.  

 They also have difficulty in answering comprehension questions correctly. 

NET cannot go further from the story and let students know more about 

different cultures through reading. Relatively few storybook sharing or 

reading lessons comparing to phonics lessons. 

 

 Suggestions: Performing questioning which suits students’ level is important 

for learning to take place. It is not necessary for teachers to ask only high-

order thinking questions. We will keep monitoring students’ performance and 

ask appropriate questions to boost students’ learning. 

 

 80% of teachers 

agree that 

students read 

and listen to 

stories 

attentively and 

actively respond 

to related 

reading 

activities, e.g. 

worksheets and 

Q&A, in an 

appropriate 

manner.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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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Implementation of the 

Enrichment and Intervention 

Programme & learning sheets 

 

1.12.1 Graded worksheets will 

be designed to suit different 

learning needs of students with 

diverse learning abilities. 

 

1.12.2 Students with similar 

learning abilities will be 

grouped together. The potential 

of smart students can be 

stretched more fully. At the 

same time, the needs of weaker 

students can also be catered 

for. 

 Graded worksheets had been designed for all P.5 and 6 Writing tasks.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learning abilities perform successfully in these 

different levels of worksheets. This can motivate students to go further of 

their learning. 

 
 All levels of students studied an one-hour English enrichment programme 

after normal school hours, with a total of 7 hours. LETs taught some reading 
skills using “Read to Write” exercise book. They would also help with the 
revision of dictation. However, students with similar learning abilities have 
not grouped together in this enrichment course as suggested because the 
class size has become smaller after 3:30, while some students needed to 
attend homework tutorial class and other activities. Students generally 
showed attention and completed the exercises during the sessions. 

 
 10 students from Primary 2 and 10 from Primary 6 were grouped together to 

form remedial classes, of which English were taught by Ms Hung. Those 
students were chosen because of their relatively weak performance in 
different English skills.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that class has been 
reorganized according to students’ abilities. Their performances in English 
were improved, as seen from their quality of homework and results in 
examination. 

 
 Suggestions: Measures like graded worksheets and remedial classes will be 

kept and extended to different grades in the coming school year in order to 
suit different learning needs. Details of how students with similar abilities 
group together next year should be discussed soon. 

 

 80% of teachers 

agree that the 

graded WSs can 

cater for the 

learning needs 

of both smart 

and weaker 

students. Their 

English standard 

have been 

improved. (P.5/6 

Only) 

4 3 2 

 4 1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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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Education of parents – 

another way to effective revision

outside school hours 

1.13.1 Parents’ workshops will 

be carried out during 

“Parents’ Tea Meeting”. 

Topics suggested: Help their 

children revise dictation, 

Check-up dictionary using apps 

 We have introduced the e-learning platform, Test/Exam question format and 
some methods to help children revise English at home in November last year, 
in “Parents’ Tea Meeting”. We received positive feedback from them. 

 
 Suggestions: 
Some practical ways of revising English can be introduced once every term. Other 
knowledge regarding English can also be set as a topic to be shared in “Parents’ 
Tea Meeting”. 
 

 70% of parents 

agree that the 

workshops can 

equip them with 

effective skills 

to assist their 

children to 

revise / learn 

English. 

 3 workshops 

were h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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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營造自學環境， 

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力 

 

1.14.1 單元備課中加入自學

內容：如預習記錄、自學工作

紙等 

1.14.2 鼓勵學生善用現代小

學數學網上學生平台的《每日

十題》，進行自學。 

 

 

 

 

 利用自學工作紙配合簡報及網上互動遊戲，讓小五及學生在假期中完成

學習「合 24」的玩法，並完成工作紙，以增強四則運算能力。 

 利用預習工作紙配合短片，啟發小六學生思考「速率」的意義，才進入

發展。 

 小五完成增潤課程：旋轉對稱圖的學習，並完成工作紙 
 

 已全校發放平台戶口，科任鼓勵學生登入進行自學。 

 部分教師與小一在課堂中一起完成，高小自行在家中完成。 

 學生曾登入的總人數： 

建議：1.學期初利用一節課向學生講解平台的內容，並以一人一機讓學生體

驗。2.可考慮成為全年的數學活動，不時展示學生成績。 

 

 

 80%教師認同

自學習作及活

動能提升學生

的自學能力 

 

 全校有126人，

即 38%學生曾

利用平台進行

自學 

 

1.14.3 與圖書組協作  活動在下學期進行，圖書館讓小五學生可多借 1 本數學圖書，以增加閱

讀機會。另有出版社的自學圖書，供學生在班上閱讀。學生閱讀後，可

選擇完成題目類或故事類的工作紙。 

 100%小五學生

曾借閱數學圖

書 

 59%學生交回

閱讀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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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參與專業交流協作計劃，

舉行專業交流會，提升教學專

業 

1.15.1 舉行校內的專業交流

會 

 

 

 

 

 

 

 

 

1.15.2 參與由教育局專業發

展組舉辦的「2016/17「內地與

香港教師交流及協作計劃」

(數學科) 

 

 

 

 

 

1.15.3 參與由教育局校本支

 已於 17-2-2017 舉行了 1 次。就上學期支援觀課後及集體評課(內地教

師)作相關交流。全體數學科教師認為能夠彼此交流教學心得。 

 小五科任與內地交流教師進行共備後，由他於 27-2-2017 作示範課與全

體數學科任；小二則進行同儕觀課，然後在 23-3-2017 進行觀課後評課

及教材研究。 

 13-7-2017 校內教師專業交流會，有出版社介紹備課工具、小六教學示

例分享(林)及 Plickers 程式應用於小一數學課(邦)之分享 

 上學期共備有 13 次，主題在「解應用題的策略」及教學策略。 

 下學期共備有 14 次，主題在「解應用題的策略」及教學策略。 

 孫亞南內地教師分別於 8-9-2017《加法的運算定律》及 17-11-2017《分

數乘法的相關解難策略》舉行講座，向數學教師分享。 

 27-2-2017 進行示範課，課題是小五的《分數應用題》 

部分教師認為以普通話與內地教師進行交流感到有點困難，仍欣賞及珍惜當

中的協作及交流，讓教師汲取了內地教學的長處。 

 

 計劃在小六年級進行，上學期完成協作課題：《不規則的容量和體積》；

下學期完成協作課題：《速率》之追及問題 

 小六科任於 21-6-2017 出席分享會，彼此交流心得以優化小班教學效能，

本校亦分享了我們的協作成果。 

針對校情及學生程度來設計教學活動，能提升學生學習動機，使他們學得有

效。計劃亦能讓支援教師及校內教師有美好的支援及交流。建議來年可以繼

續合作，締造學習圈。 

 

 100%教師認同

交流會能提升

教學專業 

 

 

 

 

 

 

 

 

 100%教師認同

交流計劃能提

升教學專業 

 

 

 

 

 

 

 

 100%教師認同

交流計劃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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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組舉辦的「協作計劃」(數學

科) 

升教學專業 

 

1.16按進度需要，於校本工作

紙中加入分層能力題目 

 工作紙有按學生能力設計分層題目，例如六年紙的時事評論工作紙，有

些題目是直接在報章中找到答案，有些則是開放性題目，學生需要寫出

自己的意見。二年級的工作紙也有按學生的能力出題，有些題目是較深，

有些則較淺。五年級的工作紙，也有涉及批判性思考題目，學生可按自

己的能力去作答，老師對合理的答案便會給分。 

 80%以上學生

能完成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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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加入 STEM 相關的科技活

動，每年最少進行兩次 

 今年度上學期和下學期各進行了一次科技探究活動，一年級上學期:<吸

管排笛>，老師認為在發聲效果方面不太好，建議下年度可轉其他活動。

下學期:<家務助理機械人>，老師覺得這個活動不錯，很多學生也能完成

活動。二年級上學期:<環保動力車>，活動可以繼續推展，但可以用其他

材料代替，或加入公平測試。五年級上學期:<自製萬花筒> 

 出版社提供的材料太簡漏，需要老師自行補購，下學期:<立體影像投射

器>，效果很好，學生能學懂當中的科學理念，也能簡易地完成製作過程，

學生每人可帶回家再玩，學生感到有趣和投入。六年級上學期:<無敵大

炮台>，老師表示學生投入活動，且能順利完成，下學期<火箭發射器>，

由於書商的樽太細，以致加入醋及梳打粉後，仍不能發射得太高。 

 80%以上教師

認同此策略有

助 提 升 學 生

STEM 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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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透過早禱主題分享、周四

群育課（如崇拜、生命成長課、

專題講座），培養學生懂得愛

惜自己、尊重他人、珍惜生命

的價值觀 

 

 校長、教師輪流利用逢星期二早禱中不超過 8 分鐘主講，分享基督教或

德育信息，以培養學生具基督化的人格，並透過故事、短講引導學生要

具有良好的行為的重要。教師按照指引預備適切內容，配合詩歌及禱文。

學生專心聆聽，小一及小二學生積極回答提問；高小則較為被動及內斂，

表達不多。 

 

 建議：來年可讓高年級學生協助帶領背誦主禱文或唱詩，讓他們更投入。

 

 全學年有 8 次周會進行崇拜。由聖經科及音樂科教師協助帶領唱校歌及

唱詩，學生唱詩漸見認真。偶爾有不同年級的學生來領唱，培養他們一

起來敬拜的心。崇拜講題多回應周訓內容或是節期，分享由校牧或宣教

師主講，較少互動元素，學生秩序有待改善。 

 

 建議:1.來年每月第一週之周會定為崇拜。2.時間掌控要改善。3.周會可

增強生動及互動。4.周會整體秩序有待改善。5. 周會整個時段可考慮分

為兩段內容：1.學校事務(唱校歌及校長/主任的的話環節)；2.崇拜。 

 70%的學生在尊

己愛人價值觀

的表現比學期

初有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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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學生能發展個性，建立自

信 

 

1.91 推行「卓越學生獎勵計

劃」，讓學生於學業、品德、服

務、參賽等方面挑戰自己 

 

 所有學生都能取得印章，多於 70%學生換取獎賞。 

 所有教師均同意計劃能鼓勵及促進學生努力表現個人潛能，認為多元化

獎賞能鼓勵學生堅持表現出好行為。同時，不少教師反映填寫記錄表程

序複雜、難收齊全班學生的小冊子及家長有時沒有完成家長評估部分。

 建議：來年繼續推行相關計劃時，宜簡化評估方 

 80%的學生能在

活動中取得印

章 

 50%的學生能換

得獎賞 

 

1.20加強課堂學習效能，提升

不同能力學生的學習成效 

 

 利用電子書，播放動畫吸引學生興趣，影音結合幫助普通話較弱的學生

理解課文及投入課堂。 

 小組討論，由能力較高的學生幫助能力較低的學生，提升學習成效。 

 80%教師認同

課堂學習提升

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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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創作以關愛為題的作品  不同年級有不同關愛主題的作品，而且表達方式各異，學生能從中應用

不同的技巧，包括一年級（敬師卡)、二年級（友愛卡)、五年級（謝親

卡）、六年級（敬師卡) 

 

 學生能因應題目把心意寫在卡上，並送給對象收件，效果良好 

 80%教師認同

能培育學生關

愛文化 

 

1.22透過不同的教學主題，培

養學生對視覺藝術的興趣 

 全年的教學主題包括了藝術家專題、主題創作、手工藝製作。學生反應

良好，喜歡每次創作主題不一，以及使用不同創作媒介。學生尤其喜歡

手工藝製作，認為能製作立體作品會容易有滿足。 

 本年教學主題欠缺了環保專題及集體創作，建議可於下年與常識科合作，

製作相關作品。 

 80%教師認同

教學主題能建

立學生個人特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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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全校班際秩序及整潔比

賽 

 上學期 10 月及下學期 5月推行。每次均有宣傳期，兩週比賽期，最後

有總結期；按「課室整潔」及「班隊秩序」兩方面，校長、老師、社工

及校工均參與評分。 

 分 P1、P2、P5-6 三組，每週各選一班最高分數的班別，獲蓋「卓越」印

章一次；全期最高總數的班別，獲頒發「最佳表現」獎狀乙張及小禮物。

 上學期推行(第 6週宣傳期；第 7-8 週比賽期；第 9週總結期) 

     比賽結果： 
  一年級組 二年級組 五六年級組 獎勵 

第 7週 一仁(411.5) 二信(412) 六望(389) 全班獲卓越印章

第 8週 一仁(445) 二信(408.5) 六信(417) 全班獲卓越印章

總結表現 一仁(846.5) 二信(820.5) 六望(803) 獎狀及小禮物 

 下學期推行(第 14 週宣傳期；第 15-16 週比賽期；第 17 週總結期) 

     比賽結果： 
  一年級組 二年級組 五六年級組 獎勵 

第 15 週 一仁(580) 二信(508) 六望(440) 全班獲卓越印章

第 16 週 一仁(575) 二信(519) 六信(560) 全班獲卓越印章

總結表現 一仁(1155) 二信(1027) 六望(1000) 獎狀及小禮物 

 教師檢討問卷：80%以上同意比賽能改善學生表現；分紙宜放在教師桌上；

宜主動填補當天分數 

 下學期推行(第 14 週宣傳期；第 15-16 週比賽期；第 17 週總結期) 

     比賽結果： 
  一年級組 二年級組 五六年級組 獎勵 

第 15 週 一仁(580) 二信(508) 六望(440) 全班獲卓越印章

第 16 週 一仁(575) 二信(519) 六信(560) 全班獲卓越印章

總結表現 一仁(1155) 二信(1027) 六望(1000) 獎狀及小禮物 

 教師檢討問卷：80%以上同意比賽能改善學生表現；分紙宜放在教師桌上；

宜主動填補當天分數 

 80%教師同意

比賽能改善學

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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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LOVE BOOK」撰寫活動  全學年共進行四次撰寫活動，主題包括:1.好人好事、2.考試打氣卡、3. 

好心情承諾卡、4.感謝卡。 

 教師回應學生都投入於活動，所有學生都有完成撰寫活動；低年級學生

更見積極，不少學生都有加插圖畫或填上顏色，多於 80%學生及老師均

同意活動能培養關愛及欣賞他人的好品德。 

 80%學生及老

師同意活動能

培養關愛及欣

賞他人的品德 

 80%教師認同

學生表現投入 

 

1.25 關愛壁報及社工信箱 
 本年度關愛壁報共更換了 7次，主題包括：全校教職員介紹、考試打氣

站、新年揮春祝福、班際秩序及整潔比賽分數榜（上、下學期各一

次）、開心果月健康訊息、感謝卡，張貼學生的作品或課業。 

 根據教師及社工觀察，學生很用心完成課業，亦喜歡在小息時分享壁報

內容，多於 80%學生及老師均同意關愛壁報能建立及培養學生的良好品

格。 

 學生較傾向直接約見，或寫信及繪圖後親自交給社工，較少利用信箱這

渠道。 

 80%學生及老

師同意活動能

建立學生的好

品格及解決問

題 

 壁報內容全年

更換不少於 4

次 

 

1.26因應學生的能力，鼓勵及

安排有興趣參與的學生參與

校際音樂比賽，增強自信心 

 由於本年度校際音樂比賽與學校考試時間相撞，所以本年度沒有參加比

賽 

 學生能得到 60

分以上良好成

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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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在各級學習冊中加入電

子作品製作的任務，學生運用

資訊科技設計各種的電子作

品(如電子賀卡、電子海報及

電子揮春)，並鼓勵學生藉著

作品向身邊的人和事送上祝

福和關心，提升學生關愛精神 

 本年度一、二年級各完成了一份具關愛元素的電子作品，包括愛護動物

海報(一年級)及電子賀年揮春(二年級)。由於小畫家功能上有所限制，

例如學生在輸入文字後不能隨意更改、軟件中只有功能簡單的美化工具

供學生選擇及無法讓學生設定圖層等，社學生在操作上帶來不少限制 

 建議下學年在軟件教學上，可試改用《非常好色》軟件，以減少學生在

技術上操作的困難  

 另可於高年級學習冊中加插相關的關愛主題，以提升高年級學生的關愛

精神 

 80%科任老師

認同能培育學

生關愛文化 

 

1.28 訓練高年級同學成為 IT

大使，當電腦室將來可於午息

時段開放時，協助低年級同學

運用資訊科技，培養責任感及

關愛精神 

 由於本年度電腦室未能於小息/午息時段開放，故本學年也未能揀選高年

級同學成為 IT 大使 

 不適用 
 

1.29「關愛點唱站」 

 

 堂校合作，上下學期各舉行一星期的點唱活動，上學期在聖誕前播放聖

誕歌及有關挪亞方舟的詩歌。 

 上學期只於小息播放詩歌，以配合「挪亞方舟」信息，未有進行點唱。

 下學期 29-3-2017 至 6-4-2017 進行「點點愛心點點唱」，共收回約 140

張點唱紙，讀出超約 100 張點唱紙，於小息及午膳時進行點唱，並邀請

高低年級學生讀出貼唱，後播放詩歌。初小學生踴躍交回點唱紙，小息

時會一起和唱；高小交回的不多，內容信息卻是極具關愛元素。 

 建議：1.點唱活動與音樂才藝活動試音時間重疊了，可考慮兩項活動舉

行時間如何配合。 

 70%的點唱內

容具有關愛元

素 

 80%教師認為

學生用心聆聽

點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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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每日一禱 

 

1.26.1 每日在早會時背誦日

常禱 

 日常禱文以 A3 大小張貼於陰雨操場及各班班房中，供學生每天能看見。

本年只在早會結束或課堂結束時背誦。 

 建議：1.可考慮每天早上集隊上課室前一起同念，以開始每天的學習。

2.以海報橫額方式掛起日常禱文。 

 90%的學生懂

得背誦日常禱

文 

 

1.31 姨姨/叔叔/大哥哥/大

姐姐/教師/校長講聖經故事 

 

1.31.1 選定午息，聽義工、

家長、高年級學生或校長講

聖經故事 

 

1.31.2 當圖書館使用率緊張

時，可以考慮改用 G05 室。 

科主席可以定主題，讓主講

者自行找相關故事材料，又

可以訓練學生講故事能力 

 本年度未有舉行。 

 

 

 建議：來年配合天愛堂，盡早邀請家長義工，擬定舉行月份。已購買與

德育或宗教有關的繪本書。 

 每次有10個以

上的學生出席

活動 

 

 80%學生明白

故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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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關注事項 2： 營造動感校園，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經歷，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 

策略/工作 實施成效及跟進 成功準則 其他 

2.1 發展電子學習計劃，促進
學生自主學習 
 
2.1.1 中、英、數、常利用平板電
腦進行學科活動及比賽，提升教學
效能 
利用網上免費學習平台，促進學生
自主及互動學習 

 小五及小六學生於中華文化滿校園以平板電

腦進行遊蹤活動；小五及小六數學科及常識

科於本年度下學期曾經以平板電腦進行 2 至

3 次教學活動。圖書活動及數學日活動及音

樂科皆曾使用平校電腦進行科組活動。 

 中文科、英文科及數學科均使用出版社網上

資源供學生在家學習使用。 

 建議: 未來配合應用資訊科技教育發展，於

課堂中需善用學習平台作學生討論及分享。

 學校可於地下 G05 室或課室提供電腦予學生

於早會前及小息使用，鼓勵學生利用網上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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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營造語境學習，加強兩文三語
的培訓，強化學生表達、溝通的技
巧 

 

2.2.1 透過舉辦語文學習日、早會
及週會分享、學科活動及比
賽、課後小組、校園環境佈
置等，營造兩文三語的學習
環境，有助提升學生口語表
述及溝通的能力 

 

 普通話科邀請學生於午膳期間進行十次「普

通話天氣報導」；聘請外籍英語教學助理於 3

月至 5 月為學生於小息、午息及導修課提供

活動，鼓勵學生與老師以英語進行溝通及交

流。中文科及英文科老師於 11 月及 12 月安

排學生參與朗誦預演，提升學生的自信心。

老師於本學年未能安排及訓練學生參與早會

及週會分享。活動讓學生嘗試參與，仍有改

善及進步的空間。 

 

 建議: 各科組於計劃書內應訂定可行之活

動，給予學生機會發揮及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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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透過多元化活動及比賽，讓學
生運用所學知識與技能，實踐所學
 
2.3.1 於中、英、常學科中加入個

人短講活動，培養學生的演
講自信及表達技巧 

 
2.3.2 利用各科組活動及跨科主題

學習活動，增加學生表演、
分享及展示成果的機會，加
強學生自信心 

 

2.3.3 進行科組獎勵活動及比賽，
並於活動及比賽中加入自學
元素，讓學生鞏固所學，學
以致用 

 

 六年級科任老師為學生進行中、英文口試及

短講訓練，為學生升中面試進行預備。老師

觀察所得，學生於學期初表現較為被動，其

後學生表現有所提升。五、六年級學生於常

識課進行一分鐘時事分享，老師教導學生分

析及表演技巧，學生表現有進步。 

 於學期終進行數學日、常識日、普通話日、體

育活動及聖經科活動，讓學生鞏固所學，學

以致用。 

 

 建議: 學生普遍欠缺自信心，老師宜透過不

同的活動，對學生多加鼓勵，給予學生肯定

及支持，培養學生的自信心及與人溝通的技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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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推展家長教育及支援工作，加

強家校聯繫 

 

2.4.1 舉辦家長茶聚/座談會/工作

坊 

 

2.4.2 透過不同主題的分享，加強家

長在支援子女成長的知識及技巧，

包括家校茶聚 

 

 共 11 位小一及小二家長參與 6節小組，社

工與遊戲治療輔導員與家長分享如何利用遊

戲幫助小朋友表達感受，家長均表示內容能

幫助他們更了解小朋友，並有嘗試回家和小

朋友進行遊戲，促進親子了解及交流 

 

 共 54 位小一及小二家長及學生參與親子日

營，透過親子歷奇活動，促進親子溝通及欣

賞，家長及學生均非常享受活動，表示在活

動中能看到對方不同的一面。 

 

 建議:來年繼續舉辦家長教育活動，按家長

感興趣的題目或就教師、社工觀察學生需要

邀請合適講者主講家長講座，內容亦增添更

多經驗分享；家長小組亦是另一個良好途徑

讓家長能夠學習管教子女技巧及建立家長之

間的支援網絡，可與校牧事工合作，按需要

籌辦多元化的家長小組；同時亦可多舉辦親

子交流活動，讓親子有一個互相溝通和合作

的機會，促進親子關係。 

  全學年不少於 3次講座/

工作坊 

70%家長認為有關活動有
助子女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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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家長遊戲治療小組 

 

 

 

 

2.4.4 親子日營 

 於 12 月舉行 2次親子燒烤活動，每次由社

工、校牧、5位老師及教會同工帶領，共有

48 位學生及 54 位家長出席，反應良好，學

生和家長都享受活動，並對活動感滿意。 

 

 下學期成立家長義工小組，共 32 位家長參

與，自 3月起每月定期舉行聚會支援學校活

動，如於中華交化日及運動會擔任義工、為

圖書館包裝新書本、伴讀姨姨等，家長都樂

於為學校服務。 

  

2.5 推行家長聯繫活動 

 

2.5.1 舉行家長聯繫活動，初步計

劃籌辦家長小組、家長義工

培訓、親子燒烤，加強家校

交流 

 

2.5.2 支援校內活動，如故事姨姨、

園藝小組 

 自 8月底展開，全學年班主任與每名家長不

少於 4次電話聯繫，關愛學生成長，從而建

立互信的伙伴關係。 

 談話內容：可報喜可報憂或訊息提示；注意

與家長談話的技巧和態度，包括語氣、用

詞、耐心聆聽、以正面及鼓勵性說話收結 

 各班電聯紀錄統計 

 綜合全年有 19.14%學生家長獲電聯不足 4

次，或因平日班主在家長接送學生時有直接

面談的機會；有 52.28%電聯 5次以上。計

劃旨在家校保持良好溝通，助學生健康成

長，同時可讓班主任隨時檢視對班中學生的

關顧會否有所遺漏。來年計劃仍然推行。 

  

 70%家長滿意活動內容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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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推行陽光電話計劃 

 

2.6.1 以電話傳送友善訊息，從而

建立互信的伙伴關係，建立關愛文

化 

於新學年開課前及學期中，班主任

與家長透過電話聯繫，交流學生的

成長發展及訊息提示 

 多於 80%一年級家庭(非跨境生)成功探訪，

少部分家長拒絕探訪 

 

 屬跨境生，可改以電訪或面談方式進行 

 

 

 家長認同有關措施有助彼此能了解學生的需

要 

 全學年班主任與每名家

長不少於 4次電話聯繫 

 家長信任校方，與老師

關係良好 

 

2.7 推行陽光家訪計劃 

 

 

2.7.1 實地瞭解學生的家庭背景，

以便設計更適切的教育計劃

 

2.7.2 一年級[全面家訪](跨境生-

電訪)；其餘各級[按學生發

展需要] 

 協調各科組電子學習資源， 

 提升學與教效能 

 成功探訪 80%一年級家

庭 

 能為個別有需要學生進

行家訪 

 70%家長認同有關措施能

了解學生需要 

 

2.8 完善資訊科技校園設備，提供

良好資訊科技學與教環境 
 持續於每次中默內容加入趣味默寫，於兩個

學期設每班默書獎及趣味默寫獎以資鼓勵 

 

舉行中國文化日 

 100%教師認同運用平板

電腦進行學科活動能促

進學生學習的互動性及

有助自主學習 

 

2.9 透過多元化學習活動，提高學

習興趣及效能 
 與學校圖書館協作主題閱讀活動，提高閱讀

興趣 

 

 各班使用廣泛閱讀圖書以增加閱讀量 

 全體科任教師認同有關

安排能提高學生學習興

趣及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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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加強閱讀效能  利用出版社及免費網上學習平台鞏固已有知

識，及進行閱讀練習 

 

 以「翻轉課室」模式進行預習以提高學習效

能 

  

2.11 加入網上及電子學習元素，促

進學習效能 

 

 朗誦/故事比賽 

 徵文比賽 

 書法比賽 

 投稿區會刊物「匯聲」 

 學生有做網上練習 

 

 

 全體科任教師認同有關

安排能提高學生學習效

能 

 

 

2.12 參與校外比賽豐富學生學習

經歷 

 

 以普通話為學習語言， 

 輔以粵語 

 普通話天氣報告 

 粵/普 繞口令比賽 

 全體科任教師認同活動

有助培養學生的自信心 

 

 全體科任教師認同有助

提升兩語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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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營造語境學習，提升兩文三

語之粵語及普通話能力 

 English Panel encourages students to read 

through providing a comfortable English Room 

as a place for reading, the display of good 

reading reports and interesting book sharing 

and storytelling in NET sessions and by ELTA. 

Our students love listening to stories but lack 

initiative to read more as seen from the 

attentive classroom atmosphere whenever a 

story was being told, and the fact that most 

students read only the 3 titles under the holiday 

reading scheme. The scheme helps cultivate the 

reading habit at home and helps students to 

expose to different contexts. The reading 

reports designed by teachers were systematic in 

assessing what they have learnt from the 

reading materials: vocabulary, comprehension 

questions and expression of likes and dislikes. 

 

 Suggestions: More strengths and measures 

should be allocated to the promotion of the 

cultivation of reading habit. A year-round 

reading programme would be a considering 

direction nex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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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Cultivation of reading habit 

 

2.14.1 A Reading Programme is set 

up, with a booklet recording 

the books students read and 

vocabulary learnt while 

reading. A rewarding system, 

cooperating with the library 

section, with more scores 

awarded for reading English 

books, will be implemented. 

 

2.14.2 A systematic record of holiday 

reading scheme, recording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book read in a long 

holiday and a simple reading report on 

the expression of likes and dislikes 

(for lower primary) /comments on a 

section of the book (for upper 

primary), will be set up. 

 Assemblies in English on Fridays have not 

been implemented after considering the general 

English abilities of students. Instead, we have 

conducted three NET English morning 

announcements introducing the vocabulary and 

sentence pattern of festivals – Mid-Autumn, 

Christmas and Chinese New Year, 

demonstrating the importance of 

communication and thus co-operation between 

LETs and NET. 

 

 

 The library teacher has already chosen the book 

for acting out. In P.5/6 co-planning session, we 

have discussed the list of students suitable for 

acting out. However, no conclusion can be 

made due to the lack of confidence and inactive 

responses from students. In addition to the lack 

of sufficient time for training suitable students 

to act out a play, we will continue this plan next 

 80% of teachers agree 
that the Reading programme 
can enhance students’ reading 
skills and cultivate reading 
habit. 
Not applicable 
 
 
 Each student reads at least 
10 English books and finishes 
at least 3 reading reports. 
 (Cannot assess the 
number of books students read 
as no particular scheme 
relating was carried out. Under 
Holiday Reading Scheme, 
students have completed 3 
reading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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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r and hopefully a play can be performed. 

 With one more manpower (ELTA), English 

Room has been opened regularly at lunchtime 

on Tuesdays and Wednesdays. 

 She invited lower primary students to join her 

storytelling sessions. This room has also been 

used for extra tutorial sessions for lower 

primary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fficulties in 

English and new comers. 

 Suggestions: More strengths should be 

allocated to creating a language-rich school 

environment. Some of the plans suggested were 

not successfully implemented because we have 

not carefully assessed the overall English 

ability of students before the start of the school 

year. Whenever we wanted to carry out the 

plan, a huge amount of extra time is needed to 

get our students prepared for the plan to work 

successfully. More grounded and workable 

ways with easier levels will be consid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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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Creation of a language-rich school 
environment 

 
2.15.1 In the morning 
 English assembly on Friday 
Three directions on implementation 
details: 
 
 
 
 
 

(i) NET will introduce topics 
relating to English speaking.
 

(ii) A theme is set for each 
month. Some students will 
be selected from each class 
and speak in the morning 
assembly after NET’s 
training. 

 
 

 (iii) In library lesson, Library 
teacher will choose a book with 

 Assemblies in English on Fridays have not 

been implemented after considering the general 

English abilities of students. Instead, we have 

conducted three NET English morning 

announcements introducing the vocabulary and 

sentence pattern of festivals – Mid-Autumn, 

Christmas and Chinese New Year, 

demonstrating the importance of 

communication and thus co-operation between 

LETs and NET. 

 

 The library teacher has already chosen the book 

for acting out. In P.5/6 co-planning session, we 

have discussed the list of students suitable for 

acting out. However, no conclusion can be 

made due to the lack of confidence and inactive 

responses from students. In addition to the lack 

of sufficient time for training suitable students 

to act out a play, we will continue this plan next 

year and hopefully a play can be performed. 

 70% of teachers agree 
that most students gain 
more confidence to use 
English. 

Not applicable 
 
 
 
 
 
 
 
 
 
 70% of teachers think that 

the strategies can create a 
enriching language 
learning environment. 

Not applicable 
 

 
 70% of students can get a 

prize under the “Speak to 
Me in English” scheme. 
 The scheme has not been 
carried out this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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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and act the story out in 
morning assembly, after the 
instruction of LETs and NET. 

 
 
 
 
 
 

 
 
 
2.15.2 At lunch recess 
 Regular opening of English 

Room 
The room is equipped with adequate 

interesting books and games. A 

timetable for a small group of 

students using the Room and speak to 

the NET will be adopted. 

 

 With one more manpower (ELTA), English 

Room has been opened regularly at lunchtime 

on Tuesdays and Wednesdays. 

 She invited lower primary students to join her 

storytelling sessions. This room has also been 

used for extra tutorial sessions for lower 

primary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fficulties in 

English and new comers. 

 

 Suggestions: More strengths should be 

allocated to creating a language-rich school 

environment. Some of the plans suggested were 

not successfully implemented because we have 

not carefully assessed the overall English 

ability of students before the start of the school 

year. Whenever we wanted to carry out the 

plan, a huge amount of extra time is needed to 

get our students prepared for the plan to work 

successfully. More grounded and workable 

 
 80% of teachers think 

that the English Room 
helps raise students’ 
English learning interest 
effectively. 

 
 
 Achieved 

 



  52

ways with easier levels will be considered. 

 Competitions of different kinds were quite 

actively participated by our students, with a 

total of 25 students (at least two from each 

class) took part in the solo verse speaking of 

English Speech Festival. 24 showed up on their 

competition days and achieved at least 

satisfactory level. Over 80% attained merit 

certificates (80 marks or above). Trainings were 

carried out mainly before the morning 

assembly, recess and lunchtime. Rehearsal 

performance during morning assembly on or 

some days before the competition day provides 

an authentic performing experience and 

enhances participants’ confidence. 

 

 Instead of English Fun Day, Primary 1,2 and 5 

students went on excursions to Airport and Tai 

Po Waterfront Park on 21st and 22nd June 2017. 

In Airport, students visited some faciliti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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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 some signs in English and the procedure 

from checking in to going to the restricted area. 

In Tai Po, they learnt the names of insects and 

nearby facilities. After the visit, students 

finished a learning booklet, introducing new 

vocabulary, expressing their likes and writing 

simple diary. 

 Suggestions: Teachers encourage students to 

take part in different kinds of English 

competitions, e.g. Penmanship, so students are 

more aware of English as a media to express 

their diversified strengths and potent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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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Awareness-raising of English 

in different areas – competitions 

& Fun Day 

2.16.1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different

kinds of English competitions, 

e.g. Speech Festival, 

Penmanship competitions, so 

students are more aware of 

English as a media to express 

their diversified potentials. 
2.16.2 Implement English Fun 
Day, which offers an enjoyable 
and language-rich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to use English. 

 Competitions of different kinds were quite 

actively participated by our students, with a 

total of 25 students (at least two from each 

class) took part in the solo verse speaking of 

English Speech Festival. 24 showed up on their 

competition days and achieved at least 

satisfactory level. Over 80% attained merit 

certificates (80 marks or above). Trainings were 

carried out mainly before the morning 

assembly, recess and lunchtime. Rehearsal 

performance during morning assembly on or 

some days before the competition day provides 

an authentic performing experience and 

enhances participants’ confidence. 

 

 

 Instead of English Fun Day, Primary 1,2 and 5 

students went on excursions to Airport and Tai 

Po Waterfront Park on 21st and 22nd June 2017. 

In Airport, students visited some facilities and 

learn some signs in English and the procedure 

from checking in to going to the restricted area. 

In Tai Po, they learnt the names of insects and 

nearby facilities. After the visit, students 

finished a learning booklet, introducing new 

 80% of teachers agree 

that participating in 

competitions and 

organizing English Fun 

Day can enrich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s.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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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abulary, expressing their likes and writing 

simple diary. 

 Suggestions: Teachers encourage students to 

take part in different kinds of English 

competitions, e.g. Penmanship, so students are 

more aware of English as a media to express 

their diversified strengths and potent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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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透過多元化活動及比賽，讓學

生運用所學知識與技能，實踐

所學，發揮所長 

 

2.17.1 舉行級本數學比賽或專題設

計比賽 

 

 

 

 

 

 

 

 

 

2.17.2 推薦學生參與不同類型的校

外比賽，讓學生發揮所長 

 

 

 

 

 

 

2.17.3 舉行數學日 

 21-6-2017 為小五及小六學生舉行了「合 24」

比賽，每班派出 6 名選手比賽，共 24 名學

生，氣氛良好。賽前利用假期以自學形式學

習「合 24」的玩法，然後在班中進行比賽，

以選出代表。 

 小一及小二於試後有專題設計比賽，小一利

用七巧板印出不同的動物；小二利用手工紙

摺出不同圖形，再拼貼畫紙上。 

 建議：學年期間舉行按年級舉行比賽，以提

升運算能力，讓學生學以致用，從活動中展

現能力。 

 

 

 上學期共有學生 14 人次參加了 2個比賽；下

學期共有學生 37 人次參加了 4個比賽。詳細

見附件數學科各項比賽及獲獎名單。 

 建議：奧數校隊需以小班培訓，增加導師人

手及可根據校內成績進行篩選，以重點培訓

尖子。 

 

 於 2017 年 7 月 7 日舉行數學日，活動目的有

三：1.透過有關數學的設計活動，鞏固圖形與

空間的知識，亦讓學生展現數學能力，欣賞數

 70%學生參與活動 

 活動照片及作品照片存

檔 

 

 

 

 

 

 

 

 

 

 

 

 

 學校全年參加了 6個數

學比賽，19 名學生獲

獎，共獲獎 24 個 

 

 

 

 

 

 80%學生認同有助運用所

學知識與技能，實踐所

學，發揮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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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之美。2.透過數學競技，把數學與競技結合，

學生既可舒展身心，亦可動腦思考，從愉快及

緊張氣氛中展現數學能力。3.透過數學遊蹤活

動，讓學生在課室以外運用數學知識，以小組

進行比賽，提升學生溝通能力及解難能力。 

 小一及小二進行設計活動及數學競技賽；小

五及小六進行設計活動及數學數碼遊蹤賽。

在設計活動中，學生用心設計，當中亦見創意，惟

小二技巧要求較多，部份對摺紙感困難。 

 建議：學期當中宜多花時間教導學生摺紙技

巧。在禮堂舉行數學競技，環境適合，活動使

學生表現投入，看看來年可否加入學生服務

生。 

 小五上學期進行的單元是：「方向」 

 小六上學期進行的單元是：「體積和容量」 

 建議：儘快完善平台的使用，預備各級教師

戶口，把程式裝入適當而特定的平板中，讓

教師學生容易在課堂中使用。 

 小五、小六利用 flip classroom 進行了「合

24」的自學，並完成相關工作紙。 

 小六下學期「圓的認識」進行了預習，三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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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學曾利用 google form 回答題目。 

 建議：部份跨境學生未能觀看 youtube 教學

內容，教師宜注意，或在校內提供機會讓學

生完成。 

 

 數碼遊蹤賽 10 條題目涉及 5個場地，大多組

別只答對 5 題，表現未如理想。是次用了兩

部儀器，1部以尋找地點，另 1部是作答之用

 建議：來年以一部平板進行，減少混亂。再

者，手機 QRcode 閱讀器未有更新，引致活動

時未能使用。 

 建議：請技術員預早檢查各儀器，亦留意網

絡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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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培養學生運用資訊科技能

力，提升學習效能 

 

2.18.1 利用電子平台進行學與

教，每學期至少有一單元利用電子

平台進行學與教 

 

 

 

2.18.2 利用 flip classroom 模式

進行預習及鞏固學習，每學期最少

有 2次利用翻轉教室模式進行學

習。 

 

2.18.3 數學日加入數碼遊蹤活動 

 

 

 

 五年級進行 STEM 科技活動有利用平板電腦，

其他各級暫時未開展。但各班都有到電腦室

進行電子學習。 

 下學期各班也有做 flip classroom，以配合

STEM 的科探活動。 

 

 80%學生認同有助提升學

習效能 

 80%學生認同有助提升學

習效能 

 80% 教 師 認 同 flip 

classroom 模式能有助

自主學習 

 80%教師及學生認同運用

電子平台進行學與教能

促進學生學習的互動性 

 

 

 80% 教 師 認 同 flip 

classroom 模式能有助

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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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培養學生運用資訊科技能力，

提升學習效能 

 
2.19.1 利用電子平台進行學與教，

每學期至少有一單元利用電子

平台進行學與教 

 

2.19.2 利用 flip classroom 模式

進行預習及鞏固學習，每學期最少

有 2次利用翻轉教室模式進行學習

 各級上、下學期共進行了兩次戶外學習，老

師反映學生投入活動，秩序良好，一年級反

映天氣太熱，到公園參觀可考慮選擇其他月

份，二年級建議下年度可到消防局參觀，五

年級反映參觀地點很好，能配合課題。 

 

 常識日活動順利進行，問答比賽學生反應投

入，氣氛踴躍，而各級科技活動均能完成，低

年級學生還能有一份製成品帶回家。 

 

全校大約 300 名學生參與，學生表示喜歡種植活

動，而最後有約 150 名學生帶回校參與比賽。 

 

 

 80%教師及學生認同運用

電子平台進行學與教能

促進學生學習的互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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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配合課程需要，提供多元學習

經歷 

 
2.20.1 舉行戶外學習，提供多元學

習機會，與電專科跨科合作，利

用戶外學習的成果進行研習 

 

 

 

2.20.2 舉行常識日，並於常識日加

入 STEM 元素 

 

 

 

2.20.3 參與一人一花計劃 

 

 上、下學期各 1次 

 上學期參與的同學不多，最多同學是背誦了

三句。 

 

 下學期將形式改變，集中在 3 至 5 月期間進

行，於逢星期三午息為學生背金句或周訓，

宣教師及同工到樓層，更鼓勵學生參與。 

 

 下學期的形式更能讓學生多背金句，果效比

上學期好。 

 

 上、下學期分別招生 

 上學期有六次聚會，參加人數有 31 人；下學

期有八次聚會。下學期參加人數有 36 人。聚

會主要由天愛堂負責，內容有團隊成長遊戲、

短片欣賞、聖經故事及茶點等。小五、小六學

生較喜愛與同學相處及遊戲，對聖經真理及

信仰的追求未有熱切。 

 建議：來年安排 1 位恆常教師負責學生團契

活動，以增加學生在聚會時的投入度。 

 

 建議：來年安排 1 位恆常教師負責學生團契

活動，以增加學生在聚會時的投入度。 

 80%教師認同戶外學習能

提升學生多元學習經歷 

 

 

 

 

 80%以上學生認同有助實

踐學習成果 

 

 

 80%以上學生認同有助實

踐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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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學生能發展個性，建立自信 

 

2.21.1 定時背金句活動 

「上帝有野講」 

 聖經書金句及周訓金句背誦 

 

 能背出 10 句，可獲卓越印章

1個 

 

 教會同工、義工協助聽背金句

及蓋章 

 下學期團契學生協助聽背金句

及蓋章 

 

 

2.21.2 學生團契 

 定時舉行高小團契，凝聚學生

的歸屬感，亦可認識基督教信

仰 

 

 

 

 

 

 

 

 

 全年舉行 1 次，於 12-7-2017 及 13-7-2017

舉行，進行班際比賽。參賽學生享受比賽，喜

愛活動，題目在大屏幕中顯示，讓觀眾更能

投入。 

 建議：可提升參與率，今年每班有 9 位同學

代表參加。提早預告問答內容，讓學生從準

備中溫習及鞏固聖經知識。 

 70%學生曾參與活動 

 

 

 

 

 

 

 

 

 

 每次多於 8名學生參與

團契活動 

 70%參與學生認為能認識

基督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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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3 聖經問答比賽 

 舉行三場聖經問答比賽以周訓

金句、聖經課文、詩歌為主

題，鞏固學生的聖經知識 

 預賽分了三天的小息及午息進行，全校共有

37 隊參加，選入決賽共有 14 隊。於 7-4-

2017(五)比賽用了 90 分鐘完成才藝比賽，過

程順利，整體觀眾投入，氣氛很好。音樂才藝

比賽以唱歌為主，有全班合唱、小組唱、獨唱

等形式，少部分學生以鋼琴獨奏為比賽項目。

整個比賽中包括了中國長笛、鋼琴、Ukulele

及搖鼓樂器，當中亦有教師作表演嘉賓，帶

動才藝表演的氣氛，同時作計分的緩衝。活

動順利完成，特別感謝各位教師的協助及配

搭，讓學生發揮所長，擁有不同的學習經歷。

 建議：鼓勵全班或小組參與，提升學生的參

與度。 

 70%教師認為學生喜歡聖

經問答比賽 

 學生能夠答對 70%的題

目 

 

2.22 培養學生懂得愛惜自己、尊

重他人、珍惜生命 

2.22.1 班際詩歌歌唱比賽 

 與音樂科合作，透過唱詩活

動，提高學生對唱詩歌的興趣

提供舞台，發掘學生各方才能 

 上半年已完成校際朗誦比賽，共有 16 位學生

參與校級中文朗誦節，超過八成學生參與普

通話組別比賽。 

 

 以活動形式取代比賽，在中華文化日內以攤

位遊戲形式進行，同學表現踴躍，積極嘗試

 

 試後活動，以表演形式給予發揮的空間，可

以班別或個人的形式報名。同學皆享受當天

的活動，氣氛熱烈。 

 來年或可在平日舉行普通話日活動，給予學

生更多發揮的空間。 

 70%學生投入參加詩歌比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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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參與比賽豐富學生學習經歷 

 

 

 

 
2.23.1 朗誦比賽/講故事比賽 

 

 

 

2.23.2 繞口令比賽 

 

 

 

 

2.23.3 普通話歌曲 

 下學期正式開始，由科任選取 2 名學生，共

進行了十次。科任皆於廣播前訓練學生，故

學生表現不俗。 

 

 但有老師反應，如只以廣播形式進行，廣播

時間短，學生或未能提取重點廣播卻已結束。

故此，來年普通話天氣報告將與校園電視台

合作，以影音結合的形式進行播放。 

 80%科任老師認同該活動

有助培養學生的自信心 

 

2.24 營造語境學習，提升兩文三語

之粵語及普通話能力 

2.24.1 普通話天氣報告 

 本年度一、二年級於進行了保護自己、街坊

小子劇場、玩轉腦朋友及校園欺凌講座; 五、

六年級進行了青春期講座、戰爭中的兒童、

壓力相對論及性罪行講座。所有教師觀察大

部分學生都樂於參與，有教師表示學生非常

喜歡木偶劇場，可作保留。每周五進行早操，

學生投入活動，能提升學生運動興趣。 

 

 建議：有教師反映坐在禮堂後排的學生聽得

不太清楚，可注意禮堂的音效接收情況。 

 80%科任老師認同有助提

普通話語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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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培養學生身、心、靈健康  

發展 

 

2.25.1 透過舉行不同的活動，如衞

生講座、情緒教育以培養學身、心、

靈健康發展 

 

 本年度已發展一、二年級成長教育課程，每

級全年共有 12 節課程。所有老師認同教材配

合主題及能給學生提供多元化學習經歷，學

生均喜歡畫畫、故事、短片及生活事例分享。

 

 建議：來年發展其他級別課程。 

 80%教師認為學生積極參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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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發展校本成長課，由本校教師

及社工編寫，以切合校本需要 

 由於授課時間充裕，因此大部份科任都能於

作品完成後，讓學生分享作品意念。但本校

學生較少面對同學說話，故內容較貧乏，亦

難於運用視覺藝術詞彙表達。 

 

 全年於學生展示了學生作品，包括於視藝室

內（主要放曾參與比賽學生作品）、走廊橫額

（一、二、六年級，按主題展示）、課室內（定

期更換作品）、一樓牆身（國畫班作品），均能

增加學生成就感 

 

 本想創立「藝才」計畫以助培養視藝能力高

學生，但由於觀察期較長，課外活動亦需一

早編排，故未能選出精英及加強訓練。建議

下年請 16/17 科任老師推薦學生，提早給予

訓練空間及機會 

 

 本學年學校仍在發展中，故未有設置視藝分

享閣，留待下年再找適合位置建立 

 能完成最少 12 節成長課

用的教材套 

 70%的老師認同教材套配

合主題及能給學生提供

多元化學習經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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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營造學習視覺藝術氛圍，加強

學習氣氛 

鼓勵學生分享作品意念 

 

2.27.1 美化校園計劃展示學生作品

於校園每個角落 

 

 

 

2.27.2 創立「藝才」計劃每班挑

選 1-2 名對視覺藝術科有興趣及能

力較高的學生參與計劃，被選中學

生可優先參與各類型的參觀活動，

並協助教師佈置校園。 

 
 

2.27.3 建立視藝分享閣，於視藝室

外設置收集箱，定時訂立主題，

讓學生自由投稿，表現良好的

作品會於學校展示。 

 

 由於授課時間充裕，因此大部份科任都能於

作品完成後，讓學生分享作品意念。但本校

學生較少面對同學說話，故內容較貧乏，亦

難於運用視覺藝術詞彙表達。 

 

 

 全年於學生展示了學生作品，包括於視藝室

內（主要放曾參與比賽學生作品）、走廊橫額

（一、二、六年級，按主題展示）、課室內（定

期更換作品）、一樓牆身（國畫班作品），均能

增加學生成就感 

 

 本想創立「藝才」計畫以助培養視藝能力高

學生，但由於觀察期較長，課外活動亦需一

早編排，故未能選出精英及加強訓練。建議

下年請 16/17 科任老師推薦學生，提早給予

訓練空間及機會 

 

 

 

 本學年學校仍在發展中，故未有設置視藝分

享閣，留待下年再找適合位置建立 

 80%教師認同有關安排能

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及效

能 

 

 80%教師認同有關安排能

美化校園 

 

 

 80%教師認同有關安排能

加強學生自信心 

 

 

 

 

 80%教師認同有關安排能

美化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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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利用網上台提供音樂資源，提

升學生對音樂的興趣，鞏固音樂知

能 

2.28.1 發展網上學習平台，鞏固高

小學生音樂知識。 

 

2.28.2 利用網上平台如出版社提供

的 音 樂 資 源

(http://www.yingleemusic.c

om/cht/home)及 APPS，與學生

一起在堂上做練習。 

 

 由於低年級學生較少機會回家利用電腦進行

網上學習，所以較難完成網上遊戲或練習。

 五年級學生有用網上學習平台欣賞粵劇及經

典流行曲。 

 詩歌 : 學生對活動感興趣，喜歡唱詩歌，透

過歌聲表達對天父的愛。 

 唱遊 :學生除了以音樂來表達感情外，透過

律動和肢體動作，更能展現他們的音樂感，

提升對音樂的興趣，同時也能訓練他們的聆

聽能力和專注力。 

 70%-80%學生每週至少上

網做一次網上遊戲或練

習。 

 

2.29 鼓勵學生參與音樂課外活動 

 

2.29.1 在體藝課舉辦詩歌班及唱遊

班，詳情容後再議。 

 

 活動能讓學生認識電子數碼作曲，增加對音

樂創作的認識，透過互相觀摩，認識不同的

音樂創作元素，學生在台上演繹出自己的作

品，感情真摰，同時能提升學生的自信心。

 70%-80%學生對活動投入

及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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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全港小學及幼稚園親子音樂創

作比賽 

2.30.1 下學期舉辦全港小學及幼稚

園親子音樂創作比賽，透過歌曲創

作，鼓勵參加者以音樂表達對身邊

人的愛。 

 於 2016 年 10 月-2017 年 6 月推行，學生獲

派一本記錄冊，校長、教師、社工及家長按照

已訂準則，就每項類別給予學生印章，學生

獲取一定數量的印章後，可換取不同類別的

獎賞。 

 本年度共舉行了 3 次換領站，各班學生可於

指定時間憑所得印章換領禮物。另外，分 P1、

P2 及 P5-6 三組，每組獲取最多蓋印的 5 名

學生獲頒發獎狀；每組獲取最多蓋印的學生

共 28名獲邀出席獎勵日(7/7/2017 參觀嘉頓

麵包廠)，以示嘉許。 

 所有學生都能取得印章，多於 80%學生換取

獎賞，另有 57 位學生遺失紀錄冊多於一次或

於學期完結時未能交回，故不獲補發。 

 每班獲蓋印總數如下，低年級學生投入度較

高。 

 所有教師均同意計劃能鼓勵及促進學生努力

表現個人潛能，認為多元化獎賞能鼓勵學生

堅持表現出好行為。同時，不少教師反映填

寫記錄表程序複雜，學生常遺失或沒有帶備

記錄冊，教師亦不常帶備印章當值或忘記依

照準則蓋印，或未能達到活動目的 

 有 6間學校參與，參賽人

數 20 人，參賽者的作品

正面，活動有正面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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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卓越學生獎勵計劃  比賽於下學期大致順利完成，大部份學生都

能於兩節電專課內完成電子創作部份，作品

亦各具特色 

 

 如下學年再舉辦同類型活動時，可考慮增加

學生創作的自由度，如減少現成素材數量及

鼓勵學生繪畫出來，或以更改形式的方法，

讓高年級同學都能參與其中  

 

 本年度有為高年級學生在特定的專題上滲入

STEM 的元素，學生會透過實際的動手操作完

成專題，強調科學、科技、工程及數學的應用

 

 

 

 高年級學生對立體繪圖設計甚感興趣，而且

作品各有特色，但由於受教學時間所限，學

生未能於課堂時間內學習利用立體打印機打

印出製成品。建議下學年於六年級課程中，

直接改為全年完成兩個單元及保留「未來的

通訊工具」這一單元，以保留充裕時間讓學

生完成立體打印的習作。 

 

 80%學生能在活動中取得

印章 

 

 

 50%學生能換取獎賞 

 

 

 

 

 

 80%教師同意活動能鼓勵

及促進學生表現個人潛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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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學校網頁尚未更新，現有的網頁又未有

空間放置科組的佳作，故本年度無法於學校

網頁內展示學生所完成的電子作品，昐下學

年在學校網頁更新之後，再擺放 16-17 年度

的學生佳作 

 本年度未有空間成立校內廣播系統，故未能

按預期把學生專題研習的成果與全校學生分

享，昐下學年在校園電視台成立後，善用該

媒界讓學生展示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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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提升學生使用資訊科技的能力

 

 

2.32.1 與視藝科合辨「母親節賀卡

比賽」 

 

2.32.2 發展學生在 STEM 各個範疇

的能力  

 

 

 

 

 

 

 

2.32.3 透過提供不同的媒界，讓

學生展示所學 

 

 比賽於下學期大致順利完成，大部份學生都

能於兩節電專課內完成電子創作部份，作品

亦各具特色 

 

 如下學年再舉辦同類型活動時，可考慮增加

學生創作的自由度，如減少現成素材數量及

鼓勵學生繪畫出來，或以更改形式的方法，

讓高年級同學都能參與其中  

 

 本年度有為高年級學生在特定的專題上滲入

STEM 的元素，學生會透過實際的動手操作完

成專題，強調科學、科技、工程及數學的應用

 

 高年級學生對立體繪圖設計甚感興趣，而且

作品各有特色，但由於受教學時間所限，學

生未能於課堂時間內學習利用立體打印機打

印出製成品。建議下學年於六年級課程中，

直接改為全年完成兩個單元及保留「未來的

通訊工具」這一單元，以保留充裕時間讓學

生完成立體打印的習作。 

 

 由於學校網頁尚未更新，現有的網頁又未有

空間放置科組的佳作，故本年度無法於學校

網頁內展示學生所完成的電子作品，昐下學

年在學校網頁更新之後，再擺放 16-17 年度

的學生佳作 

 

 本年度未有空間成立校內廣播系統，故未能

按預期把學生專題研習的成果與全校學生分

享，昐下學年在校園電視台成立後，善用該

媒界讓學生展示所學 

 66%低年級學生曾參與是

項活動 

 

 

 

 

 全部科任老師都認同能

發展學生 STEM 的能力 

 

 

 

 

 

 

 

 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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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立學習型組織，鼓勵個人專業發展，推動團隊學習 

策略/工作 實施成效及跟進 成功準則  

3.1 透過多樣化的專業發展活動，

提升教師的教學質素 

 

3.1.1 配合學校發展需要，訂定相

關的校本持續專業發展政策，有系

統地進行教師專業培訓(包括電子

教學、危機處理等)，提升教師的

教學質素 

 

3.1.2 於本年度參與教育局舉辦

的內地學校支援夥伴計劃，藉著工

作坊、備課會議、觀課、評課及經

驗分享等，提升課堂教學效能 

 

 各科就學科課堂教學內容/技巧安排備課會議，交流教學心

得，有助教師專業成長 

 本年度為老師進行「ADHD 及課堂管理技巧分享」、「與 SEN 學

生相處技巧及教學策略分享」、「NLP」、中英數科組分享、區

會教師專業發展日、危機處理分享、元朗區小學聯校教師發

展活動、正面團隊教師培訓等專業發展活動，提升教師的教

學質素 

 中文科參與教育局教育心理服務組之「小學中文分層支援教

學模式」計劃，優化一年級中文科教學。參與老師認為計劃

能提升教學技巧及優化課堂　  

 中文科參與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之「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

小班教學」計劃，優化二年級中文科教學。參與老師認為計

劃能提升教學技巧及優化課堂　  

 數學科：參與教育局之「內地學校支援夥伴計劃」，優化二

年級及五年級數學課堂的教學效能。參與老師認為計劃能提

升教學技巧及優化課堂　  

 

 建議: 於下年度繼續參與教育局舉辦之支援夥伴計劃，提升

老師的教學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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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進行教師培訓，豐富支援策略

3.2.1 舉辦校本教師培訓： 

識別及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

的技巧 

NLP 與家長及學生溝通技巧，以正

向心理培養正面文化(全學年 3

次) 

教師減壓講座(25/1/2017 區會) 

 

 校本教育心理學家譚穎知姑娘主講，就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

學生為教師提供 8次培訓，內容如下: -3 小時 

 NLP 與家長及學生溝通技巧，以正向心理培養正面文化-全

體老師 舉行日期：21/11、18/1、24/1 

 11/1/2017「班級經營策略分享」(林、譚、陳、詩、琴)0.5

小時-全體教師 

 25/1/2017 教師減壓講座(區會教師專業發展日) 

 17/3/2017針對學生有特殊學習需要及行為問題之課堂對策

-校外支援性視課(基順小學)-霍、安、彭、李、聲 

 17/3/2017「與 SEN 學生相處的技巧及策略」(基順)1 小時 

 所有教師均認同上述培訓能提升相關知識及技巧，個案及經

驗分享豐富了他們的了解。 

 85%教師出席

相關培訓課程

 80%教師認同

培訓能提升相

關知識及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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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0/2017「優化學校投訴管理計劃-調解技巧工作坊」

(EDB)6 小時-關、森 

 1/11/2016「輟學-預防。介入。復課研討會」(EDB)-樂 

 16/11/2017「優化學校投訴管理計劃-預防及妥善處理學校

投訴工作坊」(EDB)1 小時-魏(須回校支援而中途退出) 

 14/12/2017「處理學校投訴講座：與平等機會法例有關的事

宜」(EDB)2 小時-儀、魏 

 12/12/2017「優化學校投訴管理計劃-回覆投訴/查詢信的撰

寫技巧工作坊」(EDB)6 小時-邦 

 13/1/2017「群育學校院舍服務及轉介程序簡介會」(EDB)-

樂 

 7/4/2017「認識私癮條例」(區會)1.5 小時-聲、李 

 28/4/2017「家校正向同行-孩子與我」(EDB)-樂 

 23/6/2017「星星孩子的困擾：自閉症與精神健康」(EDB)3

小時-霍 

 29/5/2017「認識和處理抑鬱症」(區會)2 小時-魏、儀 

 5/7/2017「雨後晴天-支援受情緒困擾的學生」研討會

(EDB)2.5 小時-魏、樂、譚、黃 

 12/7/2017「禁毒基金一般撥款計劃簡介會暨經驗分享」(禁

毒基金會)-樂、李 

 

 建議：來年繼續安排分享時段，讓未有參與相關講座的同事

受益。 

  



  76

3.3推薦教師參加教育局或教育機

構舉辦之講座、工作坊或研討會 

 27/10/2017「優化學校投訴管理計劃-調解技巧工作坊」

(EDB)6 小時-關、森 

 1/11/2016「輟學-預防。介入。復課研討會」(EDB)-樂 

 16/11/2017「優化學校投訴管理計劃-預防及妥善處理學校

投訴工作坊」(EDB)1 小時-魏(須回校支援而中途退出) 

 14/12/2017「處理學校投訴講座：與平等機會法例有關的事

宜」(EDB)2 小時-儀、魏 

 12/12/2017「優化學校投訴管理計劃-回覆投訴/查詢信的撰

寫技巧工作坊」(EDB)6 小時-邦 

 13/1/2017「群育學校院舍服務及轉介程序簡介會」(EDB)-

樂 

 7/4/2017「認識私癮條例」(區會)1.5 小時-聲、李 

 28/4/2017「家校正向同行-孩子與我」(EDB)-樂 

 23/6/2017「星星孩子的困擾：自閉症與精神健康」(EDB)3

小時-霍 

 29/5/2017「認識和處理抑鬱症」(區會)2 小時-魏、儀 

 5/7/2017「雨後晴天-支援受情緒困擾的學生」研討會

(EDB)2.5 小時-魏、樂、譚、黃 

 12/7/2017「禁毒基金一般撥款計劃簡介會暨經驗分享」(禁

毒基金會)-樂、李 

  

 建議：來年繼續安排分享時段，讓未有參與相關講座的同事

受益。 

 參與有關訓輔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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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透過學校夥伴聯繫，加強對學

校  的歸屬感及支持 

3.41 籌辦校內慶典活動 

 

 11/9 教育主日暨方小愉快嘉年華 

合作單位 天愛堂 

對像 區內幼稚園生、本

校一年級學生 

內容 家長講座、課堂體

驗、攤位遊戲 
 

 80%或以上學

生投入慶典活

動 

 70%或以上家

長的出席慶典

活動 

 

3.5 聯繫社區及參與活動  14/1 方小情繫社區嘉年華 

合作單位 天約堂及其下機構、譚李麗

芬中學、coading 101 

對像 區內幼稚園生、本校一年級

學生 

內容 課堂體驗、攤位遊戲、STEM

教育展 
 

 有關活動有效

讓社區認識本

校 

 有關活動讓學

生獲得不同的

學習經歷 

 

3.6 提升教師專業發展效能  為新入職同工編配導師，加強工作團隊的效能 

 

 100%教師認為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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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Attendance of CPD Workshops 
pinpointing 3-year objectives 

 
3.7.1 Nominate teachers to attend 
training courses relating to major 
areas of concern / common 
weakness, so new insights can be 
brought into the team. 
 
3.7.2 In this school year, focus would 
be on equipping teachers with IT 
skills in the use of mobile devices in 
English teaching. 

 

3.8 Promotion of a professional 
sharing culture 
 
3.8.1 Share information obtained 
from the workshops with other 
teachers in meetings verbally (once 
per term) or by listing some main 
ideas on paper, attached with the 
materials. 

 

 English teachers took part in CPD workshops of different 
learning themes. After the workshop, teachers will save the 
materials onto the school server so that colleagues can refer to 
anytime. A systematic sharing session among colleagues has 
not yet been developed owing to busy work and limited time. 
There was one conducted in May.  

 
 Suggestions: If time is not allowed for teachers to make a 

sharing, the main gist of learning content and the materials 
taken from the event should be uploaded to the school server 
for others to read and learn.  

 80% of 
teachers agree 
that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mes 
can build up a 
sharing culture 
at school. 

 
 80% of teachers 

attend at least 1 
workshop 
relating to 
mobile learning 
in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At least 2 

English 
teachers finish 
the sharing in 
any co-
planning 
session.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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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Establishment of systematic co-
planning sessions with tidy record 
keeping 

 
3.91 To facilitate teachers’ 
preparation before each co-planning 
session, the following procedures 
will be adopted for co-planning 
sessions: 1) Announcement 2) 
Progress 3) Learning difficulties 4) 
Ways The level coordinator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record keeping of the 
issues and results discussed in each 
co-planning session. 

 A co-planning session has successfully arranged once every 
week, discussing students’ learning difficulties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A more systematic discussion approach has been 
implemented and some meeting records have been made. 

 
 Suggestions: Record keeping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in order 

to make a good documentation of things discussed and the 
decisions made. 

 80% of 
teachers agree 
that the 
arrangement 
of co‐planning 
session and 
peer lesson 
observation 
are able to 
promote a 
sharing culture 
among 
teachers and 
help improving 
teaching skills. 

 Achieved 

 

3.10 Improvement in teaching skills 

through peer and professional lesson 

observations 

 

3.10.1 Teachers will share the burden 

of preparing teaching materials and 

undergo peer evaluation after lesson 

observations. 

 
3.10.2 Educational specialists will be 
invit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
materials. 

 Several lesson observations have been carried out. Some co-
planning sessions and evaluations have been organized and 
English panel members were active in giving opinions. 
Whenever there is an event concerning lesson observation, 
English panel members can share the burden of preparing 
materials and support each other.  

 
 Suggestions: These measures will continue in order to promot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in overall teach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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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舉辦不同專業發展活動，並鼓

勵科組同工參與不同專業發展活

動，提升教師專業 

3.11.1 舉辦同儕觀課 

 

 

 

3.11.2 舉辦及鼓勵科組同工參與

不同專業發展活動 

 

 

 

 

3.11.3 豐富教具及教材庫，加強

本科教學資源 

 

 

3.11.4 優化科務指引，提升課程

的統一性 

 

 

 

 上學期有進行觀課，大部份老師有用心準備，設計的教學活

動能達到教學目標，老師之間的交流有助教學反思。 

 

 本年級老師教務繁忙，未能每位老師參與不少於 5 次工作

坊，但有部份老師也有參與常識科不同的工作坊。 

 

 

 本年度購置了一些常識科教具，供老師教學時用，而常識室

亦進行了美化工程，若老師下學年想添置教具，也可向科主

任提出。 

 

 常識科務指引開學時已修定 

 80%以上教師

認同有助提升

教學效能 

 

 

 

 80%以上教師

參與不少於 5

次相關工作坊

 

 80%以上教師

認同有助提升

教學效能 

 

 80%以上教師

認同有助提升

教學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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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推行教師培訓，協助推行生命

教育 

3.12.1 進行 NLP 教師培訓，提升

教師與家長學生溝通技巧，以正向

心理培養正面文化 

 

 

 全年共進行 3次培訓。多於 70%的老師認同培訓能提升他們

輔導學生能力。 

 

 70%的老師認

同培訓能提升

他們輔導學生

能力 

 

3.13透過本科專業發展活動，提升

教師的教學質素 

 

3.13.1 透過教學分享，編擬教學

內容及改進教學策 

 

 

 

 各級老師商議編訂教學內容及教學進度，符合每級的需要，

亦能按照各級需要作出調整修改。 

 

 本年度老師教務繁重，普通話教學時數少，没有特定的教學

分享。但有老師外出聽講座及分享會後，向同工分享所得，

進而改善教學。 

 

 

 

 

 80%教師認同

教師專業培訓

能提升教師的

教學質素和照

顧學習的多樣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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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透過本科專業發展活動，提

升教師的教學質素 
科組培訓 
 
3.14.1 豐富教材，加強本科教學

資源 
 

3.14.2 鼓勵進修 

 

 本年度各老師教務繁忙，未能讓每位老師參與培訓 

 

 於開學初購入教科書，作為參考，讓教學內容更完善。另外，

本年度購置了作品烘乾架，放於視藝室，方便日後教學，亦

陸續加添其他視藝科教材，豐富教學內容。 

 80% 教師表示

能有助提升教

師專業發展 

 

 80% 教師表示

能有助提升教

師專業發展 

 

3.15 鼓勵老師參與各有關小學音

樂教學的講座或研討會 

3.15.1 各音樂老師全年至少參與

一次校外的講座或工作坊 

 部份老師曾參與音樂相關的工作坊，期望下年度更多老師能

出席工作坊，以增長音樂知識，並與同儕互相交流及分享。

 70%-80% 教 師

能從中學習，

增 強 教 學 技

巧。 

 

3.16 教師心靈小聚 

3.16.1 繼續舉行教師團契，介紹

信仰核心信息 

 

 上學期舉行了 3次，下學期舉行了 3次 

 全體教師 

 3 月 24 日舉行教師退修日，下午到流浮山吃海鮮午餐，之

後駕車到下白泥看夕陽。 

 雖然未算深入讓教師認識信仰的核心，是次活動有專車接送

教師往返，讓教師輕鬆自在。 

 50%的老師認

同活動有助認

識基督教信仰

 

3.17 方小祈禱小組 

3.17.1 團結基督徒教師與天愛堂

同工，彼此代禱支持 

 全年進行了 2次教師祈禱會 

 教師自由參加 

 24-1-2017 舉行了第一次祈禱會，當天共有 9人出席。第二

次祈禱會在 17-7-2017，當天共有 9人出席。 

 70%的基督徒

老師認為方小

祈禱小組能得

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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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表現 
 

(一)   學生閱讀習慣 
1.  學生在 2016/2017年度學校圖書館借用閱讀物品的人次﹕ 

 

圖書館於午息時學生可按班於指定日子及時段進入圖書館閱讀，共借出圖書次數為 1354 本，

平均每人借閱 4.12 本圖書。全校有 66.81%學生曾到圖書館借閱圖書。 

 

 

(二)   本校學生參與校際項目和制服團隊的情況 
 參與校際項目包括：校際朗誦節、本會陸運會及水運會、香港學界體育聯會元朗區校際運

動會及各項藝術比賽。 

 
 制服團隊參與人數幼童軍 13人，成員為小五小六學生，人數共 13 人 

 
(三)   校際活動獲得的獎項 
 

學生表現 

1. 元朗區學生飛躍表現獎勵計劃品格行為  進步獎 

2. 元朗區學生飛躍表現獎勵計劃體藝  成就獎 

3. 元朗區學生飛躍表現獎勵計劃學業  成績進步獎 

4. 元朗區傑出小學生獎勵計劃 

5. 元朗區至叻學生領袖訓練計劃 

 

學術 

1. 2017 屯門元朗區小學數學遊踪‧「魔力橋」大賽  銅獎 

2. 《港澳盃 HKMO Open》數學奧林匹克公開賽(小一)  銅獎 

3. 《港澳盃 AIMO Open》數學奧林匹克公開賽(小二)  金獎、銀獎、銅獎 

4. 《港澳盃 AIMO Open》數學奧林匹克決賽 銀獎、銅獎 

5. 「Rummikub」魔力橋數字比賽 2017  優異獎 

運動 

1. 元朗區小學田徑運動會獲得﹕ 

2. 男子特組 200 米冠軍 

3. 男子特組 100 米亞軍 

4. 女子特組 200 米冠軍 

5. 女子特組 100 米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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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區會小學聯合陸運會獲得﹕ 

 男子甲組 200 米亞軍 

 融合接力賽冠軍 

 女子甲組壘球亞軍 

7. 香島中學運動會 4 X 100 小學邀請賽獲得冠軍 

8. 青松侯寶垣中學 4X100 小學邀請賽獲得冠軍 

9. 青松侯寶垣中學--小學五人足球邀請賽獲得季軍 

10. 方潤華中學 4 X 100 小學邀請賽獲得冠軍 

11. 元朗屯門區毅苗盃三人籃球賽獲得冠軍 

12. 第九屆伯特利盃小學數學多元挑戰賽獲得三等獎 

13. 毅苗盃三人籃球賽 取得  冠軍 

14. 全港小學籃球邀請賽 取得銀碟賽  冠軍 

15. 2017 簡易舞龍運動大賽 取得男女子混合組  季軍 

16. 小學技能舞龍精英邀請賽 取得競速舞龍賽  亞軍 

17. 競速舞龍精英公開賽 2017 取得競速舞龍賽  冠軍 

18. 第九屆東區龍獅邀請賽暨傳統國術群英會 小學競速舞龍組  季軍 

19. 第九屆東區龍獅邀請賽暨傳統國術群英會 小學夜光龍組  季軍 

20.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何世昌校長盃 2017  障礙舞龍賽  亞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