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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德學校 2015-2016  周年報告  

 

1. 辦學宗旨及教育願景 

1.1 辦學宗旨 

  本校創校於一九五四年，四十多年來，本校一直堅持嚴謹的辦學態度，竭誠盡忠，努力服務坊眾， 

  栽培莘莘學子，建立淳樸校風，除對學生灌輸知識外，更注重品德之培養，以「忠愛勤儉」為校 

  訓，使學生養成正確的人生觀，日後為社會作出貢獻。  

   1.2 願景 

       學校成為一個學習型的社群，兒童能在校園內愉快地學習，健康地成長。 

   1.3 老師的使命 

       1. 教職員持續不斷的自評內省，求取個人專業質素及教學能量的提升。 

       2. 提供多元化的教學活動，誘發學生學習興趣。 

       3. 為學生締造成功經驗，提升學生的學習信心。 

       4. 致力營造一個大家互相尊重、信任、欣賞及彼此關愛的學習環境。       

 

2. 我們的學校 

2.1 學校簡介 

本校是一間鄉村小學，環境幽美，空氣清新；校舍如四合院，前有廣闊操場，後有花園，紅花綠

草鳥語花香，是一個讀書的樂園。加上全部教師已接受師資訓練或大學專科訓練，本著有教無類

的教學熱誠，全心教導學生，以期學生成才。 

 

2.2 校董會成員： 

鄭樹明校監、鄭樹榮校董、鄭英明校董、鄭偉超校董、鄭錦榮校董、鄭保良校董、陳宗強校董、

葉麗嫦教師校董、黃偉立教師校董、黃秀燕家長校董洪佩珠校長、 

 

2.3 實際上課日數 

 

年度 上課日數 

2013-2014 190 

2014-2015 191 

2015-2016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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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學生資料 

2015-2016年度各級人數 

 

 1A 2A 3A 4A 5A 6A 總數 

男生人數 17 15 13 12 17 15 89 
女生人數 9 16 13 14 10 10 71 
學生總數 26 31 26 26 27 25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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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各主要學習領域的課時百分比 

 

學習領域 課時百分率 

中國語文教育 25.4% 
英國語文教育 25.4% 
數學教育 12.7% 

常識科 10.9% 

藝術教育 9% 

體育 3.6% 

其他 13% 

各主要學習領域的課時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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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學生出席率 

 全校人數 上課日數 缺席日數 學生出席率 

2013-2014 150 190 1499 94.74% 

2014-2015 164 191 720 97.7% 

2015-2016 161 193 1608 9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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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閱讀習慣 (嘉) 

學生在學校圖書館借用閱讀物品的百分率 

 2014 / 2015 

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六 

每星期一次或以上 100% 100% 

 

 

 

2014 / 2015 小四至小六 

100% 
每星期一次或以上 

2014/ 2015 小一至小三 

100% 

每星期一次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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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教師資料 

教師資歷/教師學歷 

 2013-2014 2014-2015 2015-2016 

教育文憑 70% 86% 90% 

大學學位 84% 86% 95% 

碩士 10% 2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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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制服團隊 (詩) 

學生參與制服團隊的情況 

 小一至小三(人) 小四至小六(人) 

15  - 16 9 32 

14  - 15 12 20 

13 — 14 6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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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年資 

 2013-2014 2014-2015 2015-2016 

0-5年 9 8 6 

6-10年 2 4 5 

10年以上 9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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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教師離職人數 

 

2013-2014 2014-2015 2015-2016 

5 6 4 
 

 

2.11 

 

 

 

 

教師專業發展時數 

 

 2013/2014 2014/2015 2015/2016 

每位老師平均受訓時數 63小時 58小時 50小時 
 

 

2.12 

 

教學人員及職工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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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一:持續推展校本課程，優化教學活動設計，提升自主學習能力 

目標  成效評估/檢討及反思 資料來源 

目標一  

透過教師專業

發展，提升教師

在教學活動設

計及/或自主學

習行為上的知

識，協助推展校

本課程 

成就: 

1.中文組已成功參加 2015/16學年的資優教育教師網絡(中國語文科)計

劃，開展了計劃中的聯校工作坊及共備 

-100%同工同意/非常同意以平行課程模式設計適異性教學單元，能提升

教師在教學活動設計上的知識 

-同工反映: 

“計劃能認清單元的學習點，進行設計有效於教學。” 

 

2. 中文組亦已成功參加 2015/16學年小學中文分層支援教學模式計劃，

但計劃因負責老師抱恙而擱置。 

 

3. 英文科成功參加 Keys Literacy Development (Keys) pilot scheme，

NET Section 的 AT並於恒常到校與 P4 科任及 NET進行共備 

-100%同工同意/非常同意參加英文科 Keys Literacy Development 

(Keys) pilot scheme，能提升教師在教學活動設計上的知識和能力。 

 
4. 數學科成功參加中文大學小班教學(數學科)計劃，並完成了計劃中的

共備、觀課及與蒙養小學進行觀課交流 

-80%同工同意/非常同意參加中文大學小班教學(數學科)計劃，能讓科

任了解如何裝備學生邁向自主學習 

-同工反映: 

“教授的教學技巧十分實用。” 

“本次主題是二年級，較少參與，但共備時間亦能集思廣益。” 

“透過是次計劃能增加我的教學知識，然未能推動學生自主學習。” 

“計劃能提升教師的教學策略，但並不代表可以令學生邁向自主學習。” 

5. 常識科成功參加資優教育教師網絡(常識科) 計劃，進行了聯校共備及

他校觀課交流。 

-100%同工同意/非常同意透過資優教育教師網絡(常識科) 計劃，能強

化常識科任對學生自主學習的技巧和態度的知識。 

-同工反映: 
“對新入職同工尤其有幫助。” 

“有部份學生能自行撰寫筆記，但大部份仍需強迫做筆記（以功課形

式）” 

6. 常識科亦已成功參加教育局「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小學科學教育學

習社群，並完成了多個共備工作坊 

-100%同工同意/非常同意透過教育局「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小學科

學教育學習社群，能提升科任對教授天文知識的認知 

-同工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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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讓老師將抽象的天文知識，以較簡化易明的手法灌輸給同學。” 

“學習社群提升了我的天文知識外，亦提供了不同的教學方法處理比較

艱深的課題。” 

“對教學非常有幫助，擴濶了視野。” 

 

檢討及反思 

課程發展日新月異，而校本課程仍未整全發展，加上每年人事交替頻密，

新任同工每多經驗尚淺，舊有同工亦非全是本科出身，實有需要引入外間

專業團體的支援。幸得同工體諒，科主任身體力行，多項教師專業發展計

劃能獲同工認同，在老師意見反映中亦見成效顯著。 

當中雖有計劃因負責老師抱恙而擱置，礙於學校人力資源有限，未能即時

調配人手頂替，亦屬無可奈何。 

 

建議: 
-是項專業發展計劃目標已達，宜持續審時度勢，積極對外尋覓適合來年

發展需要的支援項目、單位（包括中小交流）。 

-此外，來年亦將參考常識科重點視學的建議，在各科加強組內同工的交

流及對科任的支援，將在共備時段以小組形式分享並討論科本課業設計，

紀錄將盡量簡化，重點放在製作成果上。 

 

目標二  

設計校本課

程，優化教學活

動設計 

 

 

 

 

 

 

 

 

 

 

 

 

 

 

 

 

 

 

 

 

中文科: 

成就 

-成功參與2015/16學年的資優教育教師網絡(中國語文科)計劃，主題為

「以平行課程模式設計適異性教學單元」，當中完成網絡共備並小六教學

單元設計: 議論文；並於25.5.2016(三) 於校內進行資優網絡觀課及觀

課後交流，同工獲益良多 

-小五亦已完成教學單元設計: “懸念” 

-小五及小六科任並於7.7.2016(四)資優網絡學校分享會中，向他校交流

及分享。 

-100%小五及小六科任非常同意/同意(50%/50%)運用平行課程模式設計2

個教學單元，有利學習成效。 

-同工反映: 
“課堂的教學材料及活動較多元化，能照顧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連

結課程」能讓學生對所學的印象更為深刻，亦能讓學生明白所學與生

活有所連結，拓寬了他們的學習領域。「實務課程」能讓學生應用所

學，更為鞏固。” 

“學生確能學得更廣泛及深入， 每個學生的參與性提升。” 

 

檢討及反思: 
-礙於非華語生的出現，過去一開期中文科課程發展多集中初小，高小只

發展了各級的圖書數學單元。 本周期中文科嘗試引入資優教育教師網絡

(中國語文科)計劃，開始有系統地在高小進行，是項計劃提供校外專業

支援並他校交流機會，除能收集思廣益之效外，數量及頻次亦切合校情，

且採用 PCM設計，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動機得以提升，校本課程得以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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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效果理想。唯四年級科任因抱恙未能持續進行校本課程設計，情

非得以。總結而言，設計校本課程，優化教學活動設計的目標巳達。 

-另因應課程發展署建議，初小非華語中文亦須持續發展，優化課程並併

合中文科非華語語言學習架構，以作調整。 

 

建議: 

下學年持續參加資優教育教師網絡(中國語文科)計劃，循序漸進發展高小

教學單元。 

初小非華語中文併合中文科非華語語言學習架構，以作優化。 

 

英文科: 

(i)成就 

-各級已透過校內共備及分享，成功完成優化或設計每級一個「任務為本」

課業(TBL) 

-100%小五及小六科任非常同意/同意(33%+67%)英文科以「任務為本」教

學，透過設計課堂聽、說、讀、寫技能活動，有利學習成效。 

-同工反映: 
“由於老師通過設計具情境的活動，能好好地掌握要教授的內容，所以教

學更有趣和有效率。” 

“在下學期的共備會議中，同工已就TBL的設計提供意見，重點亦有放

在活動扣連方面，TBL的設計已見優化。然而TBL的設計只能提供大方向

協助老師了解並幫助學生去達至要求的學習成果，老師如何能在每一節

課中有效傳遞其設計，則未必能反映在TBL上，建議在來年共備及協作

中以此作為重點觀課，提升老師的教力。” 

“經過多年的發展及積累，已逐步建立教學資源庫。課堂活動的活動扣

連，仍需靠賴老師在課堂實施的應用，可在共備及觀課中加強。” 

“本年度曾跟英文組同事, 包括新同事討論如何扣連課堂活動，及扣連

TBL內的課業活動。仍在試行階段，但已見一些成效。” 

 

檢討及反思: 
-英文科在人力資源的穩定性上一向較其他組別高，校本課程發展步伐亦

較為理想，經過多年經驗累積，同工在 TBL的教學活動設計上已有一定

質素，校本課程穩步建立。透過共同備課，以「任務為本」教學，透過

設計課堂聽、說、讀、寫技能活動，配合充足的輸入，推展「師生互動，

生生互動」的學習式，提升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及參與，效果良佳。設

計校本課程，優化教學活動設計的目標巳達。 

-唯基於人手調動的關係，各級已發展的 TBL數量或有出入，為更有效運

人力資源，來年或可集中人手，按步協助個別班級的設計，現行以縱向

形式發展的做法，可暫時擱置。 

 

建議: 
科主任檢視整體 TBL單元設計的分佈，考慮人手分工以協助個別班級設計

T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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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 

(ii)成就 

-小四成功完成參與 Keys Literacy Development (Keys) pilot scheme

計劃，由 NET section 的 Advisory teacher 到校進行共備及協助。 

-100%科任非常同意 Keys Literacy Development (Keys) pilot scheme

計劃能提升 P4 NET課堂的教學活動設計質素  

 

-同工反映: 
“因按學生剪裁課程，所以較往年學生的支援更多。” 

“在課節調動上畫量不抽調 P4 KIP堂，容許利用部份 GE課堂上 KIP課。” 

“由於在 GE堂教授 KIP內容，以致 GE課程延後，但學生加強學生學習 KIP

的內容，學生的寫作能力加強了，比在 GE堂學得更多，因在 KIP堂有 3

個或以上老師同時指導學生寫作。” 

 

檢討及反思: 
Keys先導計劃由科主任身先士卒，與 NET於 P4開展，在 Advisory teacher

的支援及額外的物資提供下，豐富了 KIP的課堂，卻影響了 GE的進度。

考慮到額外人力資源並不穩定，雖 P4 NET課堂的教學活動設計質素有所

提升，目標可達，但計劃仍不宜持續測試。而已發展之教材，則盡量循

環應用。 

 

建議: 

-來年退出 Keys Literacy Development (Keys) pilot scheme計劃，再

透過 NET section 的支援，考慮其他試點計劃: 

 

P1. Extension Programme: ‘Spot at the zoo.’ 
P4. Integration Programme:‘Food’and ‘National Geographic 
Text ~ Manatees 

P5 to P6 Supported Reading Programme 
 

 

數學科: 

成就 

-成功完成中文大學「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計劃，並與蒙養小

學結成網絡學校，互相觀摩。先後進行了 6次共備，3次校內及校外觀課，

並 1次網絡分享活動。 

-100%科任非常同意/同意(57%+43%)參與中文大學「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

小班教學」計劃，設計縱向「時間」單元課堂活動，能優化教學活動設計。 

-同工反映: 

“學生能一步步掌握「時間」課題，老師可以將類似方法推向其他課題，

很有用。 

“對教學有更多提議，能在課堂運用。” 

“梁教授給予的意見，能令課題「時間」更易被學生理解。因共備的時間

增多。” 

“能提升科組同事對課堂設計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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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及反思: 

-數學科任對中文大學「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計劃均持正面態

度，感激中大發展主任協助科任採用多元化教學策略去設計「時間」單

元課堂活動，校本工作紙已建立，設計校本課程目標巳達。 
-唯依中文大學調查結果顯示:本校學生在學習數學上興趣不大，即使是本

發展單元，亦未見有突破，故在優化教學活動設計上，目標成效存疑。

此現象實不利數學科任教學，期望科組可適時探究其原委，在可行的情

况下作出改善。 

-數學科人手資源一向不穩定，新任同工經驗尚淺，科任在教力上亦有參

差，實無可奈何。透過參與中文大學「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

計劃，正正期望能引領科任採用多元化教學策略去設計活動，協助提升

學習興趣。計劃宜持續進行。 

 

建議: 

-下學年持續參加中文大學「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計劃，並加

入以「提趣」為目標的活動設計，循序漸進發展教學單元。 

 

常識科: 

(i)成就 

-成功完成計劃，並與佛教陳榮根小學結成資優教育教師網絡學校，互相

觀摩。先後進行了 1共備及 2次校內及校外觀課活動。老師已就《我最

喜愛的玩具》，以情境作導入，設計了一系列工作紙，包括自主學習日誌

及不同的思維訓練工作紙。觀課所見，小二學生，喜歡課堂。同學亦認

為不同的教學設計能讓課堂變得更有趣，增加他們學習的興趣，也可讓

他們發揮更多，學得更好。 

 

-100%科任非常同意參與「資優教育教師網絡(常識科)」計劃，可讓老師

認識如何透過思維模式教學，並強化常識科任對學生自主學習的技巧和

態度的知識，有利學習成效。 

-同工反映: 

“小二學生的思維基礎薄弱，透過參加上述計劃，老師在設計符合小二程

度的課業時，更能得心應手。學生在參與課堂時，討論見激烈，亦能針

對問題發表獨特見解，有利學習成效。” 

 

檢討及反思: 

-小二學生的思維基礎薄弱，透過參「資優教育教師網絡(常識科)」計劃，

讓老師認識如何透過思維模式教學設計符合小二程度的課業，更能得心

應手。自主學習日誌的設計能鼓勵學生課前對課題有所認識，讓他們在

討論時可有更多的點子。由於學生對課題感興趣，學生投入課堂，參與

討論時發言見激烈，亦能針對問題發表獨特見解，有利學習成效。而多

想一步則能提升能力較高的同學的思考能力，有利促進學習的成效。校

本工作紙已建立，設計校本課程目標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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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透過「資優教育教師網絡(常識科)」計劃提供的教學架構，有效地從小

培養學生的思考能力，鼓勵學生提問，能促進學習效能，來年仍可繼續在

適用的課題中推行。 

 

常識科: 

(ii)成就 

-成功完成計劃，先後進行了 6次共備及 1次校內觀課活動。並於 30.5.2016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中進行了小學科學教育學習社群的分享活動。 

-100%科任非常同意參與「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小學科學教育學習社群，

研發小五「天文」的課業，有利學習成效 

-同工反映: 

“能讓老師將抽象的天文知識，以較簡化易明的手法灌輸給同學。” 

“學習社群提升了我的天文知識外，亦提供了不同的教學方法處理比較

艱深的課題。” 

“對教學非常有幫助，擴濶了視野。” 

“學習社群的內容十分實用，對計設課堂活動有莫大裨益” 

“從學生訪談得悉學生對「天文」課題之學習抱正面態度，且喜歡各項

活動，認為該些活動有助他們學習。” 

“天文是一個空泛，難於具體教授的課題，透過參加上述計劃，老師學

會透過利用模型製作，將抽象的概念變得具體易明，學生手腦並用進

行學習，有利學習成效。” 

 

檢討及反思:  

-本校常識科任大多非本科出身，對「天文」課題認識不深。透過參加教

育局「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小學科學教育學習社群，共同備課並研發

小五「天文」的課業，所設計偽課業及教學流程有一定質素保證。當中

課程設計讓學生能從實際制作模型，到觀察模型，收集更多第一身感受

和資料，學生上課時表現十分投入，對課堂感到興趣。觀課所見，學生

上課投入課堂活動，亦能掌握大部分的天文知識。從學生訪談更得悉學

生對「天文」課題之學習抱正面態度，喜歡各項活動，認為天文單元十

分有趣，學到了很多天文知識，也表示有興趣認識更多的天文知識，有

同學甚至想將來成位一位科學家。在設計校本課程，優化教學活動設計

的層面上，目標巳達。 

 

建議: 
-科探課題讓學生手腦並用，親身感受，對發展學生探究能力有一定裨益。

類似的學習社群暫未可繼續參與，但科組同工可嘗試參考教育局的資源

套，透過共備時段，在其他課題共同研發科探活動，設計課業，提升學

生的學習興趣與成效。未來的發展，會逐步強化STEM的課題。 

 

2015/16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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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 

-成功設計課堂演繹活動，科任從課文中選取合適的內容，設計日常的生

活對白，讓學生練習，挑選及訓練學生進行演澤，並在周一的暢談普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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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中演出。先後進行了 8次課堂演繹活動。並已挑選及訓練學生進行故

事演繹。 

-100%科任非常同意/同意(50%+50%)課堂演繹活動，能提升學習動機。 

-同工反映: 

“學生對有關活動的興趣濃厚，反應熱烈。” 

“透過答問遊戲形式，讓學生更有趣學普通話。” 

“能夠學以致用，增加一個良好的語言環境。” 

“能讓學生學以致用，融入生命中，與同學交流，同學的反應也很熱烈” 

 

檢討及反思: 
老師採用的演繹教材來自普通話的課本，由於每一課都有劇本，易於安

排學生分角色進行朗讀時，課堂演繹亦可同步進行。另學生進行角色扮

演時，如同一個簡單的話劇，他們表現興奮及雀躍。學生普遍認同小組

演繹活動能加強他們學習普通話的興趣，在優化教學活動設計的層面

上，目標已達。 

 

建議: 

下學年持續從普通話的課本中提煉演繹教材，循序漸進發展教學內容，加

強學生在校內演繹普通話的機會。 

 

紀錄 

音樂科 

成就 

-100%科任非常同意/同意多元化的音樂創作活動，並以強帶弱模式進行，

能激發學生音樂潛能及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檢討及反思: 
感謝三年級科任用心設計音樂創作活動，期望學生能掌握圖象譜創作，可

是本校學生基於家庭支援較弱，在課時以外的音樂培訓不多，音樂素養亦

薄弱，未能有效達致老師的要求。但該音樂創作活動意念不俗，老師宜於

來年簡化，將步伐拆細，再行優化。 

 

建議: 

下學年持續設計多元化的音樂創作活動，循序漸進發展教學內容，但科任

可以透過小步子形式於課堂中滲入創意元素，活動可按實際需要及人力資

源去設計，規模無須太大。 

 

2015/16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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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科: 

成就 

-透過科任共同協作，完成了小三「水墨畫」及小六「面譜」單元。另亦

為已發展之「母親節」單元進行了優化。 

-100%科任非常同意/同意(33%+67%)多元化的多元化/多感官的課堂活

動，教學活動中的設計，有利學習成效。 

-同工反映: 

“大家一同構思，有助教學多些提點。” 

2015/16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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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仔細設計的教學活動，能讓學生更有系統地輸入相關的學習元

素，並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教師共備的過程，亦能從彼此的交流中獲

得啟發，完善教學設計” 

“能學習其他老師的教學技巧，同時亦可共同照顧學生的學習需要” 

 

檢討及反思: 

-科任老師透過共同備課和協作教學，共同設計教學，除了能豐富校本資

源，優化教學活動設計外，亦有利科任了解各級課程的進展。計劃宜持

續推展。 

 

建議: 
校本視藝課題設計仍未齊全，下學年宜持續透過共同備課和協作教學，發

展教學單元，優化教學活動設計。 

 

目標三  

提升自主學習

能力 

 

 

 

 

 

 

 

 

 

 

 

 

 

 

 

 

 

 

 

 

成就(1) 

-中、英、數、常四主科已在校本課程規劃中滲入主自主學習元素。在上、

下學期簿冊檢閱中亦見同工有配合實踐。 

-100%科任非常同意/同意在中、英、數、常校本課程規劃中滲入主自主學

習元素，能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檢討及反思: 

中文科: 
-本年度初步設計預習工作紙，並計算在評估分中，感謝同工的配合，計

劃得以順利執行；部份寫作工作紙設計仔細、老師加入讓學生反思的部

份，能有效提供學生反思的機會，建立學生自主學習的動力，感謝中文

科老師的付出。 

 

-另科主任亦表示預習工作紙的成效不俗，能有意識地協助老師運用學習

策略，如善用圖像/思維策略去解構文章內容，如何查字典等。然而寫作

課業雖設有反思元素，卻不是所有學生均會運用之以改進文章，顯示學

生仍未建立反思習慣，需老師多加引導。部分學生能運用反思表改進文

章，成效不俗。 

 

-然而以預習工作紙作為評估，可能在運作上終有一定難度，或許在多元

化評估上，可以引入日常的文學背誦及理解，或以述說品德故事作進展

評估，幫學生建立品德情意，也未嚐不可。事實上，觀察學生如何好好

地為評估作好準備，也是建立他們自主學習習慣的好方法。 

 

英文科: 

-本年度英文科科任希望透過指導學生學習用顏色/螢光筆摘錄文法要

點，協助學生掌握自主學習的方法，學生一般都喜歡用顏色摘錄文法要

點，反而部分老師仍未有著學生畫下重點的習慣。 

-此外，高年級學生亦漸掌握用工具書（字典）理解字詞，透過自設問題

2015/16通

德學校年

度課程發

展組會議

紀錄 

部份達標 



 

15 
 

及概念圖整理文章內容，自學能力正建立中。 

 

數學科: 

-四至六年級學生能按老師指示嘗試摘錄筆記，少部份學生能用自己的文

字寫出重點，亦能按合適課題提出日常的生活例子，張貼於自學簿內，

但在培養他們的自學習慣上，仍需努力建構，學生的自學能力亦有待提

升。 

-此外，四至六年級科任亦初步嘗試在部份課題(P4:面積，P5:方程及 P6.

圓周)透過預習家課，讓學生自行探索，期望他們能主動建構知識，唯科

任表示成效不大，學生未能做到。 

 

常識科: 
-本年度常識科透過評估學生筆記，借此提升學生做筆記的能力及强化思

維圖的訓練，意念很好，初時，學生筆記偏向千篇一律，老師們似仍未

敢讓學生自行做總結，而學生接觸初期亦略見陌生，但往後老師嘗試放

手，讓學生多作嘗試，累積經驗，就學生而言，既是一個總結學習的渠

道，又是一個挑戰自我的機會。學生已能揀選合適的思維圖作總結，惟

總結的內容仍有改善空間，但他們的付出已獲老師肯定。 

 

-在中、英、數、常校本課程規劃中均滲入主自主學習元素，提升學生自

主學習能力的層面上，可說是部份達標，學生自主學習能力仍有待提升。 

 

 

建議: 

-中、英、數、常各科任均配合校本要求，在課程規劃及實施中滲入主自

主學習元素，期望能建立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唯要塑造學生成為自學

主人，願意轉移及內化老師的教導，心態及能力同樣重要。 

在能力上，本校學生家庭背景及社經地位較弱，家庭支援不足，思維能

力亦稍弱，每每需老師從旁教導及鼓勵，才會動手嘗試，有能力自行解

難者為數不多。 

在心態上，他們的自我期望及要求均較低，學習動機不強，願意主動學

習者為數亦有限。 

然而自學能力亦非一天便可建立，盼老師可繼續思考並探索適切的教學

活動，讓學生在課前、課堂及課後有機會手腦並用，主動探求，發展能

力；在指導技巧的同時，亦能透過心理指導，多教導學生明白「為何而

學」，以提升他們後設認知的能力，此外，老師的悉心勸導，良好的身教，

為學生樹立楷模，無疑亦能引領學生向無涯的學海奮進。在提升學生自

主學習能力的層面上，我們仍有持續發展的空間。 

 

-另參考常識視學建議，在成功準則上，各科任可再考慮從多方搜證，透

過不同渠道檢示學生的表現，以質性描述學生是否具備/正建構自主學習

能力(如: 研習能力、筆記能力、思維能力、總結能力、反思能辦…) 至

於部份科組是否仍以評估帶動提升自主學習能力，則可在科會中自行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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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2) 

為強化學生閱讀習慣，加强推動閱讀風氣，學校規劃中、英文書袋的運用

及校內閱讀時段，現成功規劃周五為全校閱讀時段，以加强推動閱讀風氣。 

-100%科任非常同意/同意(60%+40%)認同規劃周五為全校閱讀時段，能加

强推動閱讀風氣。 

 
-同工反映: 

“周五，學生能安靜閱讀圖書，可見他們對閱讀有興趣。他們閱讀書本的

類型亦多元化，如古典小說：西遊記、水滸傳、三國演義；科學叢書：

人體探究、恐龍實錄……’ 

“中文書袋讓鼓勵學生多閱讀，小冊子亦能引導學生思考，閱讀書本更具

深度。” 

“全體學生有指定時間進行閱讀，且加入了報章閱讀，能加強閱讀風氣，

師生也因而有分享時事新聞的機會。另書袋的運用也能讓同學隨時進行

閱讀，有利培養學生讀書風氣。” 

“由老師以身作則一同閱書及報章，能加強閱讀風氣，而由老師陪伴及指

導同学閱書及閱報，能提升学生的閱讀技巧。” 

“學生認真閱讀，閱讀報章、課室圖書，亦有學生閱讀書袋圖書。這個時

段所有學生留班房內閱讀，閱讀氣氛比較好。” 

 

檢討及反思: 

-本年度學校在頻繁的教學工作下訂立了周五為全校閱讀時段，並要求學

生日日書随身(書袋)，顯示了對閱讀的重視，盼望能建立學生自主閱讀

的習慣，從而提升他們的閱讀及語文能力，打穩學習能力的基礎，以利

日後自學。 
-從觀察所見，大多認同學生對閱讀有興趣，早讀的氣氛良好，而中、英

文書袋的規劃，亦讓學生每天有書可讀，強化了他們恒常閱讀的行為,習

慣正在慢慢建立之中。縱然並非全體學生認同自己已建立自主閱讀的習

慣，此計劃仍有成效，推動閱讀風氣的目標已達，但若談到提升自主學

習能力的閱讀的習慣，仍有改進空間。 

-此外，值得一讚的是圖書館主任在下學年起於圖書館外恒常張貼新聞報

紙，建立了更廣闊的閱讀空間，令閱讀不限於課室。亦加了强推動閱讀

風氣，值得持續推行。 
 

建議: 

-良好閱讀習慣的建立，必須時(空間) 、地(家、校) 、人(師、生、家長) 、

物（足夠書籍）互相配合，單憑周五僅有的安排，成效未必顯著，卻是學

校僅能做到的行政安排。此計劃宜持續執行，持續強化學生閱讀習慣，並

加以深化，讓學生自行感受閱讀引人入勝之處，並祈盼各老師來年能持續

2015/16通

德學校年

度課程發

展組會議

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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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身體力行，一同閱讀，為學生建立榜樣，令他們喜愛閱讀。另閱讀

能力的建構，亦須有足夠之閱讀量才可使之萌牙，學校宜在購買書籍方面

着手，多添置不同類型的書種或雜誌，讓他們有機會博覽群書，海量閱讀，

智慧不斷成長，以利發展自學的能力。 

 

關注事項二: 開展電子學習之路，提升學習的多元模式 

目標  檢討及建議 資料來源 

提升學習的多元

模式 

 

 

 

 

成就 

-透過教育WIFI 900計劃，於課堂中完成以下電子學習課程: 

科目 級別 課題 日期 

英文 P4 Be good to our Earth (Games) 4th July 

P5 Teacher day : 

(Writing and presentation) 

13th-14th June  

數學 P5 立體圖形 20th June 

P6 速率 27th May 

常識 P1 奇妙的感覺: 5th May 

P2 玩具: 攝影、繪畫，分類 3rd May 

-100%科任非常同意/同意透過教育 WIFI 900計劃，於課堂中滲透電子學

習課程，能有助提升對平板電腦教學的認識 
-同工反映: 

“小五英文電子學習已於試後 6月 13及 14日進行。學生透過使用平板

電腦進行訪問、組織資料及作分組寫作，再於課堂中分享，新鮮感令

動機得以提升。亦有助提升老師對平板電腦教學的認識。” 

“板電腦以攝影及繪畫把不同玩具作分類，出版社在課堂規劃及課程實

施上提供了不少協助，有助提升對平板電腦教學的認識，學生課堂表

現雀躍，透過電子學習，讓課堂變得更有趣。” 

“喜歡利用平板電腦進行學習，因為可以在平板電腦上書寫及繪圖，很

有趣。” 

“學生對利用平板電腦進行課堂活動表現雀躍，他們投入活動，惟當天

的平板電腦數量不足以每位同學一部，學生需要輪流用，加長了活動

的時間。 
“學生表示因為若是全時間由老師教授課堂，課堂會較沉悶，但利用平

板電腦學習則可以增加同學學習的興趣，而且可以讓同學接觸電子科

技，很好玩。 

“來年可因應課題，多使用平板電腦進行學習，讓課堂活動更多元化，

也可讓學生熟習平板電腦的運作，使活動更加順暢。 
“因使用平版電腦時或會衍生不同的技術問題，建議再次進行時，能 
安排同工協助。 

檢討及反思: 
-新的教學模式為學習帶來了新鮮感，透過教育WIFI900計劃，老師於課堂

中滲透電子學習課程，很多同學都表示有趣，然而亦有部份學生感覺使

用平板電腦較麻煩，特別是在文字輸入方面，高年級學生反而表示喜愛

使用平板電腦作即時搜集資料之用。但無論如何，多元的教學模式相信

2015/16通德

學校年度課

程發展組會

議紀錄 

已達標 



 

18 
 

可切合不同性向的學生，兼顧不同的學習需要，是次提升學習的多元模

式，目標已達。 

-推動電子學習模式為教學發展之新趨勢，各科任應積極裝備，以適應日

後之發展需要，計劃宜持續進行。 

建議:  

-此計劃宜持續執行，明年推展至其他級別。 

 

 

關注事項三:培育學生良好學習態度、建立責任感並堅毅精神 

 

目標  檢討及建議 資料來源 

老師方面﹕ 

~提升教師對輔

導知識的認知

並協助他們投

入「良好學習態

度獎勵計劃」

(三好計劃: 學

生守時、勤到、

交齊功課) 

輔導組 

工作  

1. 輔導組於每次段考後跟進中、英、數常課業調適的運作、確保老師給

予有需要的學童應有的支援，建立學生的成功感，加強學生做功課的

能力及動力 

2. 舉辦教師分享及交流經驗會:每次段考後，教師進行分享及交流經

驗，加深教師對輔導技巧的認知和能力 

3. 天使老師計劃:逢周一安排天使老師與學生一起吃飯，讓天使老師有

更多機會接觸天使學生，建立關係 

 

93.75%老師曾在本學期對學生功課作調適 

87.5%認同對學生功課作調適有助他們交齊功課 

81.25%認同周一天使老師午膳能增加師生溝通，讓老師協助解決學生功課

上的問題 

 
 

同工反映： 

 學生功課頗多、同學在學業及休息上未能取得平衡、即使調適了也未

能交齊 

 學生學習動機較弱 

 

 平日另約學生午膳傾談能較深入 

 每周定時檢視學生功課表現，可從關心角度切入、留意學生情況不太

理想，能及時關注、和學生商討對策 

 很少談及功課 

 小一生需較多時間寫手冊，派午餐，午膳多未能分組進食，天使老師

會在課後及小息與學生溝通，但相信對能力較高的高年級同學可以在

這個時段與天使老師溝通及交流。 

 另個別約晤學生才能更深入了解學生情況 

 可濟出多些時間與學生溝通機會 

 天使聚會只能為學生建立關係，讓大家開開心心的吃餐飯，未能有足

夠時間去解決個別學生的功課問題 

 功課問題效果不明 

 可讓天使仔女分享經驗，取長補短 

 有固定時間與天使仔女聚會，能讓老師作適切的更進 

 

已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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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與學生會面較少提及功課，故並不少通過此途徑來解決學生功課

上的問題 
 

 

檢討： 

1. 周一午膳時間太短，未有足夠時間讓天使老師了解學生（三好）的表

現及跟進問題。另小一同學在分組上明顯時間不足 

 

反思及建議： 

1. 若小一需花更多時間於午膳時處理班務，可彈性調動，不規定必定要

進行分組午膳 

2. 建議周一午膳可集中多與學生溝通，學生功課問題可個別約午膳傾談

及處理 

 

家長方面﹕ 

~提升家長對親

職教育的認知

並協助他們投

入「良好學習態

度獎勵計劃」

(三好計劃: 學

生守時、勤到、

交齊功課) 

輔導組 

提升家長對親職教育的認知並協助他們投入「良好學習態度獎勵計劃」(三

好計劃: 學生守時、勤到、交齊功課) 

 

87.5%天使學生在家長評估部份平均獲得 3分以上的成績 

 

同工反映： 

 很多時間追收也不齊，未知效果 
 只是偶然看一下他們的獎勵冊 

 家長評語不多，家長或許不太清楚意義，填寫有欠認真 

 家長一般要求較高，不是所有學生也有合格成績 

 

檢討： 

1. 家長了解不足，開學初的家長分享會，出席只佔部份家長，加上欠缺

學校直接向家長介紹獎勵計劃，因此家長對此計劃欠了解，影響成效。 

 

建議： 

1. 建議可在家長日向家長介紹、另舉行講座或天使老師致電通知 

 

學生方面﹕ 

~改善學生學習

態度: 學生守

時、勤到、交齊

功課。 

輔導組 

1.良好學習態度獎勵計劃 

每年分三個時段進行（按段考），學生需自訂目標，輔導組利用每周

三方面的評估數據來獎勵在計劃中表現盡力的學生，提升學生的良好

學習態度 

 

2. 利用相關月訓主題分享進行周會，循序漸進內化學生對良好學習態度

的價值觀 

 

3.天使老師計劃: 

透過逢周一安排天使老師與學生一起吃飯，讓天使老師協助學生訂立

計劃目標及跟進學生表現，引導或協助學生解決做功課上的問題 

 

93.75%學生在自評表上獲得3分以上的分數  

 

 

 

 

 

2015-2016

年度訓導

組工作報

告 

 

 

 

 

 

已達標 

部份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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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5%師滿意學生在交齊功課、缺席及守時上表現 

68.75%認為良好學習態度獎勵計劃能提升學生的學習態度 

100%老師滿意月訓周會的安排 

87.5%滿意月訓主題分享的安排（以校園電視台形式進行） 

各年級均超過 80%學生認為月訓主題分享對他們有幫助。 

除 4年級外，其他均超過 80%學生認為天使老師能為學生訂立計劃目標及

跟進學生表現，並適時勉勵學生盡力解決做功課上的問題，對他們有幫助。 
 

同工反映： 

 有些優秀同學自信不足，起初不敢自評高分，要老師鼓勵，學習自我

肯定 

 

 因老師沒有時間，空間跟進，以致學生的學習進度未能提升 

 午膳時間太短，人太多，也有不記得要檢視工作 

 和學生傾個人問題，可以協助解決成長上的障礙 

 每周檢視，認真輔談，對表現較鬆散循學生有提醒作用，另外，動員

家長參與計劃亦能推動家長多關注學生在家中的表現，並知道校方重

視學生學習態度，促進家校合作 

 仍會有遺失情況 

 
 庾老師能按年級程度設計主題，貼合孩子理解能力 

 月訓時間可縮短一些 

 
 月訓在校園電視台廣播，通常時間較長，學生感沉悶，應記時限 

 滿意安排，工作量適中 

 負責分享同事可留意時間不要過長，並可增加趣味性 

 很少看月訓 

 老師們沒有預備分享 

 

檢討： 

1. 有大部份學生未必需要獎勵計劃改善（三好）學習態度 

2. 老師需跟進所有天使學生獎勵計劃，常因時間不足夠，未能檢視所有

學生進度 

3. 月訓主題時間太長，學生較易因沉悶而失去觀看的耐性 

 

建議： 

1. 明年良好學習態度獎勵計劃宜只針對功課欠交問題嚴重之同學，以減

輕老師工作量之餘，更能利用獎勵計劃聚焦幫助問題嚴重之學生。 

2. 校園電視台月訓主題分享，宜縮短候錄制時間。 

 

 

訓導組 

(1) 強化中央反思安排，改善學生欠交功課的情況 

成就： 

a. 根據課室學生欠交功課紀錄表(下學期)，較多欠交功課的學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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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Shayaan (6 次)、廖錦基(3 次)、林進宏(3 次)、Ali (3 次)、Balach(3 次) 

3A 陳芷晴(5 次)、趙俊杰(5 次)、蘇文嵐(4 次)、吳俊昊(4 次) 、楊天仁(3 次)、

Laiba(3 次) 

4A 陳宇航(6 次)、梁偉雄(5 次)、陳偉成(3 次)、張芮涵(3 次)、熊卓朗(3 次)、胡

嘉銘(3 次) 

5A 郭璟霖(22 次)、吳泫錕(18 次)、謝嘉名(13 次)、陳欣(11 次)、曾曉程(6 次)、

盧子杰(5 次)、鄧加輝(5 次)、陳欣媛(5 次)、陳海明(4 次)、陳倬僑(4 次) 

6A (只有少於 2 次的紀錄) 

* 與上學期的欠交功課數字對比，無論在欠交功課的人數及頻次均有明顯的改

善。 

b. 參教師及學生問卷數據及意見  

- 93%教師同意「每日反思課」的安排，對改善學生欠交功課的情況有幫助。 

- 72%學生同意「每日反思課」的安排，能幫助提升自我對交齊功課的要求。 

- 根據教師觀察，學生經歷反思課後，於下學期在交功課上有明顯的進步。 

 

(2) 跟進學生考勤 

成就： 

a.已於學期初(2015 年 9 月 1 日)舉辦「小一及新生家長會」向家長進行宣傳教育，

分享校方在訓導上對學生的要求及期望，請家長配合。 

b.早會多番提示同學出席及準時回校上課的重要性，並建議學生訂定 7:45a.m.

為到校的目標時間。提示同學每天上課的重要性，亦提醒學生如需請假，須主動

辦理請假手續(如因病請假，須於假後補交醫生證明) 

c. 透過已建立的機制，積極跟進遲到及缺席學生 

d. 與輔導組合作，透過獎勵計劃鼓勵學生「不遲到、不缺席」 

反思及建議： 

- 經常遲到和缺席的學生，單靠懲罰無助於改善其情況，有不少高年級學生為逃

避懲罰而不回校。故為鼓勵他們上學，訓導主任亦會酌情處理，配合班主任或輔

導的輔談跟進，部分學生的缺席/遲到情況稍有改善 

- 個別經常缺課的學生，為輔導缺課個案，由學生輔導人員負責跟進。1A 吳樂

軒及5A吳凱晴由家庭協助申請轉校 

 

 

課程組成就(1) 

-課程組已透過校園電視台，表揚每級中、英、數、常表現傑出的學生。 

-87%老師認同校園電視台直播表揚節目，能對學生起積極作用，可鼓勵他

們做齊功課、準時繳交並盡量守勤，維持高出席率。 

 

檢討及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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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校園電視台去表揚每級中、英、數、常表現傑出的學生，原意乃期

望能配合學校關注事項:「培育學生良好學習態度、建立責任感並堅毅精

神」。期望能配合輔導組製定的「良好學習態度獎勵計劃」，去改善學生

學習態度: 學生守時、勤到、交齊功課的措施。而 2015-2016的重點為

1.做齊功課、2.準時繳交及 3.守勤(出席率高) 

-可是在選取表揚的內容上，只單純配合輔導組製定的「良好學習態度獎

勵計劃」，重點似乎過於狹窄及單一，未能對準學校關注事項:「培育學

生良好學習態度、建立責任感並堅毅精神」，而事實上做齊功課、準時繳

交及守勤實乃學生基本責任，再三仔想思量，其實並不須刻意表揚，部

份同工不知就裡，更在表揚時連重點也有徧離原意。 

-而在實際運作上，由於日常對同工的提示不足，以至錄影及播影往往未

能如期進行、加上攝製質素欠佳，效果自然大打折扣；本年的試點，無

論在目標及運作上，均徧離原意，未能有效對焦:「培育學生良好學習態

度、建立責任感並堅毅精神」，但表揚計劃若能持續推行，對學生確能起

正面的影響。 

 

建議: 

-宜持續透過校園電視台去表揚傑出，建立氛圍，但可修訂目標為認真做

功課，透過展示學生的優質課業去表揚傑出，樹立榜樣。同時亦須加強對

同工的提示，讓播影能按計劃進行。 

 

課程組成就(2) 

-學校透過老師/學生好書分享/老師講故事時段，利用有關守時、勤到、

交齊功課的內容，勉勵學生配合「良好學習態度獎勵計劃」，做個三好學

生。 

-100%老師認同透過主題分享，能對學生起正面的熏陶作用。 

 

檢討及反思: 

-透過老師/學生好書分享/老師講故事時段，原意亦是期望利用圖書組活

動的恒常活動，配合輔導組製定的「良好學習態度獎勵計劃」，強化品德

培養的氛圍，去改善學生學習態度: 學生守時、勤到、交齊功課的措施，

做個三好學生。但在選取表揚的內容上，只單純配合輔導組製定的「良

好學習態度獎勵計劃」，重點似乎過於狹窄及單一，這策略造成選書上有

一定的困難，難為了負責同事。而在實際運作上，錄影及播影亦往往未

能如期進行，效果亦強差人意。但老師介紹好書及故事，確能引起學生

興趣，對學生確能起正面的影響。 

 

建議: 

-宜持續透過老師/學生好書分享/老師講故事時段建立氛圍，但分享內容

可以更加廣範，以「學生良好學習態度」、「責任感」及「堅毅」為題材，

傳遞正面訊息。透過老師觀察學生表現評估成功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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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我們的學與教 

 
一、 四大關鍵項目 

 
1.1 從閱讀中學習(詳見圖書周年報告) 

圖書組活動及比賽: 

(1) 校內活動及計劃: 

1. 早讀計劃: 每周星期二、三、四及五 8:00am-8:40am 設早讀閱讀時段 

         內容﹕學生閱讀與課程有關書籍、課室櫃圖書、中英文報章、時事分享  

2. 老師及學生的好書推介 

3. 指定閱讀圖書計劃:指定中、英、常的課後延讀圖書(金點書) 

4. 小一、小二講故事活動 

5. 世界閱讀日 

6. 書展 

7. 學與教支援服務:支援跨學科專題研習、教授閱讀策略及技巧 

8. 圖書館大使培訓課程 

9. 小三至小六戲劇組 

(2) 校內比賽 

1. 「我的閱讀紀錄」閱讀獎勵計劃 --- 閱讀手冊 

2. 書籍借閱龍虎榜 

(3) 校外活動 

1. 天水圍屏山圖書館參觀及故事活動 

2. 香港閱讀城「暑期閱讀約章 2015」 



 

24 
 

(4) 校外比賽 

1. 新雅小學生 2016 創意閱讀及寫作大賽 
 

 

1.2 推廣資訊科技教育(詳見推廣資訊科技教育周年報告) 

(一) 協助各科組推行網上學習(電子學習) 

1. 於學科上，推行電子學習，透過平板電腦的輔助，提供創意學習，提高學生學習興趣。，效果理想。 

2. 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以獲取更多資源，發展幼低中文科校本電子課程。 
3. 透過校園電視台節目，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增加學生及家長對於學校的歸屬感 

4. 各科設有多個自學網站、網上平台等，能提高學生使用資訊科技的機會，促進學生在家中自學的能

力。 

5. 協助學生申請學生上網資助計劃(一家一網 e學習計劃)，購買電腦。 

 (二) 藉著資訊科技，加強溝通 

     1. 設立教師訊息群組，透過群組更快捷及容易發放訊息，老師表示方便發放訊息。 

     2. 設立教師學校個人電郵，並設立通訊錄，方便同事有效地發放文件及訊息。 

     3. 開放內聯網與校務小組成員，使他們能放家中提取文件，方便使用，提升工作效率，因保安理由，

明年只開放內聯網與校務小組成員。 

 

1.3 專題研習—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詳見常識科周年報告) 

    本學年跨學科專題研習活動將在5/1/2016 (二)~ 8/1/2016(五)及15/1/2016(五)期間進行。 

校方安排 9/9(三)及 12月 2日(三)專業發展時段讓全體同工分級設計/整理專題跨科專題研    

 習資料，小組導師則利用課餘時間準備其餘事前預備工作。 

各級的主題如下﹕ 

1.一年級《公園面面觀之遊公園》 

    2.二年級《我最喜愛的動物之我們對    的認識》 

 3.三年級《香港樂悠遊之       天         遊》 

4.四年級《錦田古蹟之旅》 

5.五年級《做個精明人—拒絕濫藥》 

6.六年級《無敵大炮台》 

一至六年級在為期五天的專題研習周中以小組形式進行研習，同學彼此互補不足，成效更顯著。跨學科專

題研習為學生帶來良好的研習氣氛，學生也積極投入於過程中。學生由起初對研習題目認知不多，憑藉參

觀、觀察、閱讀、訪問、討論等，對研習的題目加深了認知，最後，透過匯報展示成果，有助建立學生的

團隊精神及成功感。 

 

1.4 德育及公民教育活動(詳見輔導周年報告)(荇) 

1. 由輔導組協助學校推行德育公民教育，本年度的月訓與校本輔導主題連結，本校安排了 4個雙月訓

周會、9次月訓故事分享、各級 8節的德育公民課、舉辦交通安全講座。 

2. 德育公民課: 透過德育公民課，培養及增強學生的德育公民意識。全學年最少 8節，每節 30 分鐘，

主要由班主任、輔導組老師或 SGP於周會堂時段任教。以《德育及公民綜合教材套》為教材，再按學

生需要進行調適，增加或刪減內容。特別強調的價值教育元素﹕ 

國民身份認同、關愛。 

3.在課堂安排上，刻意配合不同時段來安排課題，以助提升成效，如在國慶前後安排與祖國相關的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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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進行活動。 

4. 德育及公民教育月訓﹕從本年度訓輔活動主題《盡責自律樂承擔，積極進取愛學習》引伸出四個相

關的德育及公民教育月訓，於早會及周會時進行有關的主題分享。月訓主題及分享安排如下︰ 

月份 月訓 早會 
分享

(二) 

負責 
老師 

早會 
分享

(二) 

負責 
老師 

早會 
分享 
(二) 

負責 
老師 周會分享 (二) 負責老師 

9-10 月 自我管理 16/10 嫦 23/10 詩 30/10 盈 8/9  荇 

11-1 月 認真學習 6/11 恬 22/1 立   3/11  泰 

2-4 月 盡責自律 19/2 羅 17/6 冰   1/3  泰 

5-7 月 勇於承擔 13/5 嘉 27/5 泰   24/5 荇泰 

 

- 各科就相關的課題，同時把德育公民教育的信息一併教授予學生。 

- 安排小三參加由警民關係組提供的交通安全講座 

- 於國慶前夕及回歸日前夕舉行升旗活動。 

 

 

 

二、 建構專業學習社羣 

 
成就: 

1.中文組已成功參加 2015/16學年的資優教育教師網絡(中國語文科)計劃，開展了計劃中的聯校工作坊及

共備 

-100%同工同意/非常同意以平行課程模式設計適異性教學單元，能提升教師在教學活動設計上的知識 

-同工反映:“計劃能認清單元的學習點，進行設計有效於教學。” 

 

2. 中文組亦已成功參加 2015/16學年小學中文分層支援教學模式計劃，但計劃因負責老師抱恙而擱置。 

 

3. 英文科成功參加 Keys Literacy Development (Keys) pilot scheme，NET Section 的 AT並於恒常到校

與 P4 科任及 NET進行共備 

-100%同工同意/非常同意參加英文科 Keys Literacy Development (Keys) pilot scheme，能提升教師

在教學活動設計上的知識和能力。 

 
4. 數學科成功參加中文大學小班教學(數學科)計劃，並完成了計劃中的共備、觀課及與蒙養小學進行觀課

交流 

-80%同工同意/非常同意參加中文大學小班教學(數學科)計劃，能讓科任了解如何裝備學生邁向自主學

習 

-同工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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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的教學技巧十分實用。” 

“本次主題是二年級，較少參與，但共備時間亦能集思廣益。” 

“透過是次計劃能增加我的教學知識，然未能推動學生自主學習。” 

“計劃能提升教師的教學策略，但並不代表可以令學生邁向自主學習。” 

 
2.1 校外協作計劃   

-本年度成功申請的校外協作計劃如下: 

 

科目 計劃 機構 支援對象 

中文 資優教育教師網絡(中國語文科)計劃 教育局 五至六年級 

英文 PLP-R/W programme 教育局外藉英

語教師組 

一至三年級 

英文  KIP programme 

 Keys Literacy Development 

(Keys) pilot scheme 

教育局外藉英

語教師組 

 四年六年級 

 四年級 

數學 「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計

劃 

中文大學 二年級 

常識  「資優教育教師網絡(常識科)」

計劃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小學科

學教育學習社群  

教育局 二、五年級 

 

 

 

2.2 共同備課、觀課及評課交流活動  

(i) -中、英、數及常識科均設有定期的共同備課安排 (周間)： 

 中文科 

本年於共備時段優化校本設計工作紙。 

 英文科   

a. 小一至小三運用由教育局英語外籍教師組提供的讀寫課程 PLP-R/W(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Reading & Writing)，每週於時間表內編定共同備課時間，由本校英語外籍教

師及科任教師共同設計及編定教學內容，並於 PLP-R/W課堂進行協作教學 

b. 小四至六運用由教育局英語外籍教師組提供的讀寫課程 KIP，每週於時間表內編定共同備課

時間，由本校英語外籍教師及科任教師共同設計及編定教學內容，並於 KIP課堂進行協作教

學 

c 小一至小六上、下學期均有一個單元教學以「任務為本」學習策略作為基礎，由科任老師與

英文科同儕進行共同備課，設計一系列以聽、說、讀、寫技能為主的課堂活動，發展英文科

的校本讀寫課程。全年共完成 12個校本課程，有待優化。 

 數學科 

          於周間恒常備課，共同設計校本課程。亦透過中大「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計 

          劃，與科任進行共同備課活動，優化教學。 

 常識科 

1. 透過「資優教育教師網絡(常識科)」計劃，於周間恒常備課，讓老師認識如何透過思維模

式教學，為學生設計思維技巧訓練課堂活動及課業，引導學生學習。本年共同完成小二校

本思維技巧訓練單元一個。 

2. 透過「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小學科學教育學習社群，於周間恒常備課，讓老師認識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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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模型教學，為學生設計天文課堂活動及課業，引導學生學習。本年共同完成小五校本

單元一個 

 

2.3 校外交流 

 中文科: 本校中文科於 7/7/2016 獲教育局邀請，分享資優教育教師網絡(中國語文科)計劃應用

經驗。 

 數學科: 本校數學科任於 25/6/2016，於實踐社群中分計劃成效及經驗。 

 其他: -4/3/2016本校課程主任葉麗嫦、科主任何詠詩及邱斌昌老師代表學校於元朗區教師專業

發展日中分享「照顧非華語學童的學習需要」 

 

2.4校本協作計劃 

   理念：  

本年度學校透過協作教學發展課研文化，教師一起備課，輪流在課堂協作教學，然後

一起進行檢討及反思，以回饋教與學。另參與教師共同經歷同一教學過程，可使本校

教師對教學有共同的詮釋，一起提升各科課程設計及課堂的教學，為學生提供優質的

學習經歷。  

 

    推行情況﹕ 

為建構專業學習社羣，學校嘗試在校內有系统地進行共備，起動協作教學以發展課研文化。各

老師全年總計已成功完成每學年一次的課堂協作，透過每個協作循環，讓參與教師感受到自

己在教學上有所得著或啓發，亦會看到或相信自己在將來的協作循環中會持續發展  

 

2.5教師專業發展日 

2.5.1 課程方面 

1. 關注項目 

關注事項一:持續推展校本課程，優化教學活動設計，提升自主學習能力 

關注事項二:開展電子學習之路，提升學習的多元模式 

關注事項三:培育學生良好學習態度、建立責任感並堅毅精神 

 

2.校本教師培訓工作坊安排 

 

1. 再探高階思維  日期:26/8/2014   

2. TSA數據分析  日期:20/1/2015 

3. 元朗區專業發展日 日期:4/3/2015 

4. 輔導技巧   日期:12/7/2015   
 

3. 校方亦鼓勵個別教師可按需要參加與有關課題的校外培訓講座。  

各科要求: 基本要求科任教師須於全學年參與本科的專業培訓，所有學科最少兩次，術科則鼓

勵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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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輔導方面﹕ 

透過校本及校外專業培訓，提升老師處理學生的情緒、行為問題的能力，和提升有關科任教授成

長課的技巧。 

 

講題: 教師分享及交流經驗會 

日期: 2015年 8月 21日、2016年 2月 3日、2016年 7月 12日 

參與培訓教師:全體老師 

 

講題: 輔導技巧講座 

日期: 2016年 7月 12日 

參與培訓教師:全體老師 

 

 

2.5.3  學習支援方面﹕ 

目標：加強對能力稍遜的學生在功課調適上的支援，以助他們能完成功課 
a. 加強老師為能力稍遜的學生按能力作功課調適 
成就：    
(1) 參加教育局特殊教育支援第三組 -- 「區域學校網絡支援計劃 –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2015/2016」。當局已舉行六次交流活動，本校安排老師出席五次交流活動。 
  第一次交流活動 19/10/2015：東莞工商總會張煌偉小學—校本課程及分層工作紙的經驗分享 
                             (曾美珊老師、黃嘉儀老師及黃志成老師出席) 
  第二次交流活動 16/11/2015：因交流活動跟校務會議日期相撞，故未能派老師參與) 
  第三次交流活動 18/11/2015：聖公會主愛小學—三年級中文科、六年級英文科觀課活動 
                             (羅慧芬主任、何詠詩老師及曾美珊老師出席) 
  第四次交流活動 2/12/2015：東莞工商總會張煌偉小學—設計分層課業原則及注意事項 
                             (楊廣老師、黃紫盈老師出席) 
  第五次交流活動 18/4/2016：運用分層課業於各科目以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 
                             (羅慧芬主任、楊廣老師、黃紫盈老師出席) 
  第六次交流活動 16/5/2016：運用分層課業於各科目以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 
                             (羅慧芬主任代表學校與友校分享學校設計分層課業的經驗) 
(2)100%參與培訓的老師同意交流活動能有效幫助他們掌握設計分層工作紙的技巧 
(3) 100%參與培訓的老師同意交流活動曾嘗試應用所學，為學生設計分層工作紙 
 反思及建議： 
-  透過與友校教師的交流分享會及觀課活動，參與培訓的老師均認同能提升設計分層工作紙的 
   技巧，有利於支援學生的學習 
-  16-17 學年教育局特殊教育支援第三組繼續有延伸的支援，可考慮到東莞張煌偉小學訪校觀課 
   交流或舉辦科本分層課業/工作紙設計工作坊 
b. 安排校內培訓 
成就： 
- 本年度言語治療為教師提供的培訓分享，已 2016 年 1 月 13 日舉辦教師培訓講座，內容包括：
個案分享、加強語言障礙學生能力小策略及社交語言運用等  
反思及建議： 
- 培訓分享有助老師了解學生言語學習需要，提高老師對此方面的認知，能在平日教學及日常校園
生活中幫助學生糾正言語上的問題  

 



 

29 
 

 

c. 安排校外培訓 
成就： 
- 本校原於上學年議定安排邱斌昌老師及黃紫盈老師於下學期進修相關課程，唯本年度與邱老師同   
為小六班主任的羅慈苑老師安排借調往教育局，而課程恰巧於小六安排升中工作的期間，而黃老

師亦因個人進修的關係，暫未擬參與課程，故本年度未能安排教師進修。 
 
反思及建議： 
- 根據教育局通告第 12/2015 號，局方提高對融合教育教師專業發展的要求已進一步提高，下年   
度將推薦老師參加相關的專業培訓課程。 

 

三、評估政策 
3.1 促進學習的評估 

教師於日常學與教實施促進學習的評估，以配合學習目標和過程。以下為本校運用多元化評

估於教學的例子。 

 日常課堂的觀察：各學科以討論評估學生的協作能力，以演示及表演評估創造力等。 

 不同模式的評估：除紙筆評估外，常識科加入生活技能、口頭滙報及實作題計算總分﹔

亦有跨學科專題研習、學習歷程檔案(小一至小三英文科 PLP-R/W Home Reading 

Programme)等，配合學習目標和過程，另本年度體肓科亦嘗試加入紙筆評估，以提升學

習表現。 

 多方參與的評估：各科嘗試推行學生自評、同儕互評、教師作評估、家長作評估(如：小

一至小三英文科 PLP-R/W Home Reading Programme 、小四至小六 KIP及中、英文科朗讀

功課及跨學科專題研習等)  

 

3.2 進展性評估 

a.中、英文科已有系统地設進展性評估周，以測試學生對課文重點文法及語文基礎知識內容的掌

握程度。 

b.中英文科作文、音樂科、視藝科、電腦科、普通話及體育科均會選取平日的課業或作品，佔總

結性評估分數特定的百分比，以顯示學生在學習過程的表現。 

c 英文科配合 PLP-R/W及 KIP課程，於學年初及學年末分別進行「閱讀能力測試」評估。評估活

動由英語外籍老師與一至六年級學生個別進行，利用 PM Benchmark Kit評估學生的閱讀能力，

並按學生的水平作為課堂教學分組、課業分層工作紙及課後延伸閱讀材料按能力編排的依據。  

d 數學科於連堂均先進行進展性評估    

 

3.3 總結性評估 

a  全學年共有三次總結性評估。 

b  各科均有以紙筆評估為主的試卷以考核學生對學科知識的掌握。 

c  中文、英文及普通話科的說話能力評估以口試測試。 

d  常識科不只偏重於知識上的考核，同時亦滲入時事題、思考題及思維訓練等技能題目，各級別

更有系統地滲入口頭滙報、實驗題目或實作題，以致能全面地評估學生多方面的能力。 

e  音樂科除樂理知識外，以唱歌或樂器演奏作評估。 

f  電腦科設有實習題，測試學生對資訊科技的應用能力。 

g  體育科設有體適能測試，以評估學生的體能狀況。 

 

        推行情況﹕ 

        學校嘗試加強利用不同模式及多元化的評估以回饋學與教，除在中、英文科設「進展性評估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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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常識科各級別更有系统地加入多元化評估，如口頭滙報、實驗題目或實作題，中文及數學

科也嘗試發展。另而小一至小六透過 PM Benchmark Kit評估學生的英語閱讀能力，亦能更有效地

幫助教師掌握學生的程度，並於學與教的安排上作出適當的調適，整體效果理想。 

 

五. 全方位學習活動(詳見全方位學習活動周年計劃及輔導計劃) 
5.1 課外活動(興趣班、專才訓練)  

    本校逢星期三、周六及課後時段設有不同類型的多元智能活動,讓學生學習課本以外的知識和技能。 

         周三舉辦的多元智能課 

地點 組別 負責老師/機構 對象 

1A 畫班 外聘導師(曾太) 小一至小三 

2A 武術班 外聘機構 小三至小六 

3A 牧童笛班 外聘機構 小一至小六 

4A 舞蹈班 外聘機構 小一至小六 

5A 工藝智多星 外聘機構 小一至小三 

6A 機械人製作班 外聘機構 小四至小六 

英文室 英文活動小組  黃允達老師/ 

Ms Miranda 
小四至小六 

操場 花式跳繩 外聘導師 小三至小六 

操場 籃球 外聘導師 小四至小六 

 

5.2  課後活動 

日期/時間 組別 *負責老師及導師 地點 

星期三 

3:15-4:15 
籃球班 

立、昌、 

外聘導師 
操場 

星期四 

4:25-5:25 
田徑訓練  立、昌 操場 

星期四 

4:15-5:45 
幼童軍 詩、廣、德 操場 

星期五 

4:25-5:25 
獅藝班 立、外聘導師 操場 

星期五 

3:15-4:15 
喜樂團契 

校長、荇、羅、立、昌、

苑、盈 

4A課室 

6A課室 

 公益少年團 昌、嘉 電腦室 

 

5.3 周六天地 

地點 組別 導師 負責老師及出通告 時間 對象 

4A 乒乓球 外聘 昌 10:30-12:30 小一至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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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全方位户外學習日 

日期 項目 主辦機構 班級 

23/9/2015 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庭園書庫」圖書館導賞活

動 

學校文化計劃 小三至小六 

圖書館管理

員 

29/10/2015 歷史遊蹤：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 學校文化計劃 四年級 

19/11/2015 《走進管弦大觀園》管弦樂音樂會 學校文化計劃 小一至小六 

26/11/2015 兒童探知天地：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 學校文化計劃 二年級 

30/11/2015 學校旅行 -西貢戶外康樂中心 本校 小一至小六 

4/1/2016 常識科 - 錦田古蹟之旅之綠匯學院 

導賞 

本校 四年級 

5/1/2016 常識科 - 公園面面觀之遊元朗公園及屯門公園 本校 一年級 

5/1/2016 常識科 - 我最喜愛的動物之遊嘉道理農場 本校 二年級 

5/1/2016 常識科 - 錦田古蹟之旅錦田古蹟 本校 四年級 

6/1/2016 常識科 - 香港樂悠遊之遊九龍公園、尖沙咀碼頭及

旺角街頭 

本校 三年級 

6/1/2016 常識科 –拒絕濫藥 (街頭訪問活動) 本校 五年級 

6/1/2016 常識科 –無敵大砲台之香港青協西貢戶外訓練營 本校 六年級 

7/1/2016 常識科 –錦田古蹟之錦上路西鐵站 

(訪問活動) 

本校 四年級 

21/4/2016 全方位戶外學習日- 屯門交通安全城 本校 一年級 

21/4/2016 全方位戶外學習日- 元朗救護站及元朗消防局  本校 二年級 

21/4/2016 全方位戶外學習日- 香港濕地公園 本校 三年級 

21/4/2016 全方位戶外學習日- 馬鞍山濾水廠 本校 四年級 

21/4/2016 全方位戶外學習日- 馬灣太陽館  本校 五年級 

21/4/2016 全方位戶外學習日- 北角樂施會互動 

教育中心 

本校 六年級 

8/6/2016 暑期活動日 - 樹屋田莊 攀樹活動 本校 五年級 

10/6/2016 暑期活動日 - 參觀冒險樂園及樹屋田莊 本校 小一至小四 
5/7/2016 暑期活動日 - 參觀米埔自然教育保育區  本校 小四至小五 

 

5.5 配合課程的各類活動(校內活動，包括外間機構到校講座) 

科目 活動 日期 對象 

中文科 伴讀大使 全學年 小一至小六 

中文科 慶中秋．樂團圓 8/9/2015 小一至小六 
中文科 中華文化日 3/2/2016 小一至小六 
中文科 中文書法比賽 10/2015 小一至小六 
英文科 英文書法比賽 10/2015 小一至小六 
英文科 English guide 全學年 小四至小六 

英文科 English Book Sharing 6/2016 小一及小五 

數學科 數學活動日 30/6/2015 小一至小六 
數學科 心算比賽 上學期﹕18-22/1/2016 小一至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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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學期﹕30/6/2016 

常識科 園圃小先鋒 全學年 小一至小六 

常識科 專題研習周 
5-8/1/2016 及  

15/1/2016 

小一至小六 

常識科 一人一花種植活動 上學期 小一至小六 

常識科 環保雙周 全學年兩次 
小一至小六 

常識科 科技日 6/5/2016 
小一至小六 

普通話科 粵普對照 全學年 小一至小六 
普通話科 普通話擂台 全學年二次 小一至小六 

電腦科 《小畫家》填色比賽 5/2016 小一 

電腦科 《小畫家》填色比賽 5/2016 小二 

電腦科 《非常好色》海報製作 5/2016 小三至小四 

電腦科 《PhotoImpact》為相片加工 5/2016 五年級 

電腦科 《Dreamweaver》製作網頁 5/2016 六年級 

電腦科 中文打字比賽 12/2015 小四至小六 

電腦科 英文打字比賽 12/2015 小二至小六 

音樂科 
六年級跨科活動 

(視藝科-音樂科) 
5/2016 六年級 

音樂科 音樂點唱站 全學年 小一至小六 
音樂科 自己人音樂會 全學年 小一至小六 

體育科 運動遊戲日 25/11/2015 小一至小六 
 

5.6 全校性活動 

項目 日期 項目 日期 

升旗禮 30/9/2015 

30/6/2016 

學校旅行 30/11/2015 

親子一日遊 19/3/2016 聖誕聯歡會及 

才藝比賽 

18/12/2015 

時事常識問答比賽 5/7/2016 運動日 25/11/2015 

 

5.7 幼童軍及公益少年團 

幼童軍 本年度所有集會以遊戲為主導，讓學生從遊戲中學習。另本年度曾參加及舉辦的活

動有： 

- 通德義工隊 (上學期) 

- 露營活動 (上下學期各一次) 

- 清潔海灘暨燒烤日 

- 遠足活動 

- 金紫荊夜行活動 

- 鄧賀年紀念盃競技比賽 

- 考章活動日暨大食會 

公益少年團  本年度曾進行及參與的活動有： 

- 服務學習日 

- 便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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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社會服務的活動 

    本校參與之社會服務包括： 

- 24/2/2016服務學習日：全校各級學生按主題參與不同類型的活動及對象進行服務學習日活動 

- 全校參與「跳繩強心」籌款活動，全校師生、職工及學生均積極參與此活動  



 

5.9 區本支援計劃 

    本校與區內聖公會聖約瑟堂暨社會服務中心協作，向教育局申請區本支援計劃，藉善用社區資源， 為學生提供不同之學習及興趣活動， 
    本年度協作之活動如下： 

項目名稱 類別 活動日期 項目名稱 類別 活動日期 
通德功課輔導班 課後輔導 全學年 通德看世界 參觀活動 21/4/2016 

通德義工團(配合服務學習日) 義工服務 24/2/2016 通德體驗黑暗之旅 參觀活動 4/12/2015 
 

2015/16 年度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區本計劃終期報告 

機 構 名 稱 ： 聖公會聖約瑟堂暨社會服務中心 

計 劃 名 稱 ： 「TIN」才計劃 

計 劃 編 號 ： YL1548 計劃統籌人姓名@ ： 麥麗恩 

聯 絡 人 姓 名 @ ： 麥麗恩小姐 聯 絡 電 話 ： 2488 6786 
 
甲. 計劃的各項活動資料 
 

( I ) (a) 純粹與學校協作的活動： 

核准活動名稱 
預算參加的 
合資格學生 
人數 #1 

實際參與學生人數  
活動是否 
如期舉辦 
(請參考#3) 

協作學校名稱  

 
 

備註 
合資格學生 非合資格學生#2 

人數 平均 
出席率(%) 人數 平均 

出席率(%) 

通德功課輔導班 87   
  已完成 

通德學校  

通德義工團 30   
  已完成 

通德學校  

通德看世界 30   
  已完成 

通德學校  

通德體驗黑暗之旅 30   
  已完成 

通德學校  



 

 

機 構 名 稱   聖公會聖約瑟堂暨社會服務中心 計劃編號   YL1548 

乙. 計劃成效 
整體來說，你認為已完成的活動對受惠的合資格學生有何得益? 

請在最合適的方格填上「」號 
改善 沒有 

改變 下降 不適用 
明顯 適度 輕微 

學習成效 

a) 學生的學習動機       
b) 學生的學習技巧       
c) 學生的學業成績       
d) 學生於課堂外的學習經歷       
e) 你對學生學習成效的整體觀感       

個人及社交發展 

f) 學生的自尊       
g) 學生的自我照顧能力       
h) 學生的社交技巧       
i) 學生的人際技巧       
j) 學生與他人合作能力       
k) 學生對求學的態度       
l) 學生的人生觀       
m) 你對學生個人及社交發展的整體觀感       

社區參與 

n) 學生參與課外及義工活動的情況       
o) 學生的歸屬感       
p) 學生對社區的了解       
q) 你對學生參與社區活動的整體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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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 計劃評估   

 

1. 推行的課後計劃作成效評估，表述如下：  

 

通德義工團  

同學於活動當日到安老院進行探訪活動，在探訪過程中，同學向老人家進行歌唱

表演，並與他們聊天。建議在活動過程中，可加插遊戲環節，讓學生及老人家都

能更容易投入活動，並能更容易與長者打成一片。學生都能從活動中學學習與長

者相處的技巧及須注意事項。  

 

通德體驗黑暗之旅  

同學於活動當日到黑暗中對話體驗館分組體驗盲人的生活，以及他們在生活上遇

到的困難及感受。活動大致暢順，惟其中一位同學對黑暗環境感到十分驚恐，要

求中途退出，建議日後如舉辦類似活動，可向較有需要的同學提供事前的心理準

備及輔導，以及於活動分組時出特別安排，如安排老師或導師陪同有特別需要的

學生，以提供更多心理上的支持及鼓勵，加強同學的投入感。而大部份同學於問

卷中表示能於活動中體驗盲人生活，希望學校能於將來再舉辨類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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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德義工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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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德體驗黑暗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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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訓輔組﹕(詳見輔導周年報告) 

日期 項目 主辦機構 班級 

4/9/2015 小一至小六訓練活動(活動由

訓導組負責) 
香港遊樂場協會 小一至小六 

28/11/2015 及

20/2/2016 
領袖及和諧大使訓練(1)及(2) 
(活動由訓導組負責) 香港遊樂場協會 

小四至小六之

和諧大使及風

紀 
(講座

24/11/2015、
19/1/2016、
26/1/2016) 
(訓練 2016 年

2-3 月) 

升中面試技巧講座及訓練(恆
常活動) 

本校訓輔組 小五至小六 

24/2/2014 服務學習日 聖公會聖約瑟堂社區

服務中心 小一至小六 

(P.5-6﹕
12/1/2016) 

青春期衛生講座(恆常活動) 本校老師 小五至小六學

生 
8/12/2015 
15/12/2015， 
26/4/2016 

生活教育活動計劃課程 
 
P.1 清新空氣 
P.2 食物之旅 
P.3 人人各有不同 
P.4 人體互聯網 
P.5 真相大白 
P.6 交叉點 
(酒精/危害精神毒品) 
P.5 延伸課程(網上遊) 
P.6 延伸課程(自我形象) 

生活教育計劃 小一至小六 

18/1/2016 好學生選舉  本校訓輔組 小一至小六 
11-22/4/2016 和諧校園-反欺凌活動 本校訓輔組 小一至小六 

10/5/2015 
JA Play Week（因天氣問題取

消） 
Junior Achieve-ment 
Hong Kong 小一至小六 

18/4/2016 模範生選舉 本校訓輔組 小一至小六 
22-24/3/2016 畢業營 香港遊樂場協會 小六 
5-6/4/2016 壯志驕陽 本校輔導組 小六 
7-8/7/2016 領袖訓練營 (兩日一夜) (活動

由訓導組負責) 
大埔浸信會 小四至小六之

和諧大使及風

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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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SL課後學習支援的評估報告 
 

二零一五/一六學年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校本津貼 - 活動報告表 

學校名稱 : 通德學校 
計劃統籌員姓名 :  聯絡電話 : 24734008 

 
A. 本計劃受惠學生人數(人頭)共 73 名(包括 A. 領取綜援人數：31 名，B. 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人數：38 名及 C. 學校使用酌情權的清貧學生人數：4 名) 
B. 計劃的各項活動資料 

*活動名稱/類別 
參加合資格學生人數# 

平均出席率 活動舉辦時期 
/日期 

實際開支 
($) 

評估方法 
(例如:測驗、問卷等) 

合辦機構/ 
服務供應機構名稱 

(如適用) 
備註(例如:學生的學習及情意成果) 

A B C 
畫班 5 11 1 89% 23/9/15- 

1/6/16 

4704 學生必須於課堂中運用

所學技巧完成作品 

黃美琼導師 學生在課堂中能運用所學的技巧表達

作品，畫作之主題清晰，內容及色彩豐

富，構圖有空間感，能達致預期準則完

成畫作。 

武術班 4 5 1 89% 23/9/15- 

1/6/16 

3655 武術測試，武術比賽 王銘聰導師 學生已學習基本的功夫動作，其中包括

基本步法及 

五步權。學生能在活動日表演學習所

得。 

牧童笛班 6 11 1 92% 23/9/15- 

1/6/16 

5760 課堂上分組或個人演奏 香港導師會 學生於課堂內學習樂理及牧童笛吹奏

技巧。部分學生牧童笛班之參加香港學

校音樂節之牧童笛獨奏比賽，在比賽中

取得良好的成績。 

中國舞蹈班 4 9 2 91% 23/9/15- 

1/6/16 

6144 於課堂中會有小測試，

由導師觀察學生進度 
香港教育夥伴有限公司 學生於課堂內學習基本的舞蹈技巧並

能在導師之指導下排練一支完整的舞

蹈並於畢業典禮進行表演。 

機械人製作班  9 4 0  95% 23/9/15- 

1/6/16 

3600 於課堂進行機械測試和

比賽 

現代小學士有限公司 學生於課堂學習使用不同製作機械人

之工具，應用不同之科工原理，能成功

製作蟲蟲危機機械人。 

花式跳繩 7 5 1 88% 23/9/15- 

1/6/16 

1881 常規性之課前測試，以

校本設立的等級制作評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及

香港導師會 

學生已學習不同的跳繩技能，其中包括

不同之腳步動作、雙人繩花式及後繩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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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另會於課堂完結前

以提問作課堂回顧。 

步等。 

籃球 3 6 0 82% 23/9/15- 

1/6/16 

3240 罰球線兩邊牛角起手射

球，但必須以防守步橫

移至另一邊牛角，防守

步同時必須盡量降低重

心 

吳傑導師                                                                                                                                                                                                                                                                                                                                                                                                                                                                                                                                                                                                                                                                                                                                                                                                                                                                                                                                                                                                                                                                                                                                                                                                                                                                                                                                                                                                                                                                                                  

獅藝 5 2 0 72% 10/15-5/16 1505 獅藝測試，獅藝比賽 王銘聰導師 學生已學習不同的醒獅步法及醒獅套

路學生能在活動日表演學習所得。 

生命小領袖培

訓計劃 

2 1 0 95% 2015 年 10 月 

至 2016 年 3 月 

4200 -「生命小領袖」培訓計

劃 

- 學生活動紀錄冊 

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

會 

學生透過參與不同的生命教育活動，包

括：參觀黑暗中的對話、國際十字路

會、長春社，及參與非牟利獸醫服務協

會講座；能認識到視障人士及貧窮人士

的需要、保護環境和愛護/領養寵物的

重要性。藉著在校內籌辦「蒙眼午餐」

體驗活動，提升學生籌組活動、傳意及

滙報的技巧。 

學生在評審活動中，獲得「生命小領袖」

培訓計劃大獎、「做一件讓世界變得更

美的事」內容金獎、「創意與吸引力」

銀獎及「報告技巧」銀獎。 

活動項目總數：    
9      

         

@學生人次 45 54 6  
總開支 41390 

**總學生人次 105 

備註:*活動名稱/類別如下：功課輔導、學習技巧訓練、語文訓練、參觀/戶外活動、文化藝術、體育活動、自信心訓練、義工服務、歷奇活動、領袖訓練及社交/溝通技巧訓練 
@學生人次：上列參加各項活動的受惠學生人數的總和 
**總學生人次：指學生人次(A) + (B) + (C) 的總和 
# 合資格學生: 指(A)領取綜援/(B)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及(C)學校使用酌情權的清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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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照顧學習差異 

學校透過「三層支援架構」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不同層次的輔導：  

第一層 --優質課堂教學  

課程內容及課堂教學方面 

1.透過教師專業發展，提升教師課堂教學設計的質素  

 中文組參加 2015/16學年的資優教育教師網絡(中國語文科)計劃，開展了計劃中的聯校工作坊

及共備，以平行課程模式設計適異性教學單元，能提升教師在教學活動設計上的知識 

 

 英文科參加 Keys Literacy Development (Keys) pilot scheme，NET Section 的 AT並於恒常

到校與 P4 科任及 NET進行共備，提升教師在教學活動設計上的知識和能力。 

 
 數學科參加中文大學小班教學(數學科)計劃，並完成了計劃中的共備、觀課及與蒙養小學進行

觀課交流，讓科任了解如何裝備學生邁向自主學習。 

 常識科參加資優教育教師網絡(常識科) 計劃，進行了聯校共備及他校觀課交流，強化常識科任

對學生自主學習的技巧和態度的知識。常識科亦已成功參加教育局「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小

學科學教育學習社群，以提升科任對教授天文知識的認知 

 

 周間中、英、數、常主科恒常共備，提升課堂教學質素  

-周間中、英、數、常主科共備 

- 英文科任與外藉老師及教學助理每周均進行共備 

3. 透過同儕協作計劃，提升課堂教學質素  

 中、英、數、常教師能成功完成每學年不少於一次的課堂協作。 
 

4. 透過按能力分組教學 :，照顧有中英文及數學學習困難的同學，提升學生的
學習興趣，使有短暫或輕微學習困難的學生都有進步，避免問題惡化。  如 : 

 小一數學分組教學   

 小六數學協作教學  

 非華語學童按能力跨級中文課計劃 # 

5. 透過小組的學習模式  

 同質分組 : PLPR/W及 KIP(英文 ) 

 異質分組 : 以强帶弱分組 (其他科) 

6. 透過多元化的大班活動教學，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中文 : 圖書教學  / 喜悅寫意課程/課堂活動工作紙  

 數學 : 利用小步子教學法，設計針對釐清數學概念及學習難點的小一至小四加、
減、乘、除文字題縱向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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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 : 中文大學支援，設計針對釐清數學概念及學習難點的課堂工作紙及家
課作業  

 英文 : PLPR/W , KIP, TBL (Activity sheets with 4 skills) 

 常識 : 教授思維技巧 (13-Hot skills) /科技日/時常賽… 

 音 /普/視 : 多元化課堂活動設計  

 使用合作學習策略 (二人小組、四人小組 ) 

7. 採取探究式全方位學習活動，透過手腦並用，提升學習效能。  全年最  

少五次 : 

1. 服務學習日   

2. 創新科技嘉年華  

3. 無污染旅行日  

4. 跨學科專題研習日參觀 (推行為期一星期的專題研習周) 

5. 全方位户外學習日  

6. 音樂欣賞會  

7. 海洋公園教育計劃… 

 

家課 /堂課調適 :  

(一) 有持續學習困難/特殊學習困難需要的學生 

1. 中、英、數分層工作紙(Tiered Assignment) 

 中文補充工作紙(A/B 冊) 、英文 supplementary graded worksheet (ABC) 

 英文分層式課堂活動工作紙  

 數學分層工作紙:基本題及挑戰題 

2. 減少抄寫，如:只抄寫重點生字 

3. 容許學生用較短的句子作答[備註﹕只限讀寫障礙及手肌問題而引致嚴重書寫困難之

學生] 

4. 減少改正份量[備註﹕若一般學生需全句改正，學障學生只需改正錯字，然後向科任

把全句朗讀一次] 

5. 容許功課份量比其他同學少(如中英文朗讀功課量減少、作業完成較少題目) 

6. 寫作教學特別安排 

 提供關鍵詞 

 寫作前先檢視學生的組織圖，以協助學生整理寫作內容 

7. 多直接的指示，如提醒改正的重點、次數 

 

(二) 非華語學生 

 非華語生工作紙標上英文重點字或提供英文版筆記(電腦、常識) 
 容許學生用英語的句子作答(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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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份中文授課科目輔以英語(電腦、常識) 

 

測考支援: 

 校本測考支援政策(見學習支援手冊) 

 常識科評估發展雙語試卷 

 評估周後設鞏固周，補教/再教未能掌握的內容 

 常識科發展多元化評估，減少學童(因書寫的困難而影響學生的準確評估)對紙
筆評估的依賴: 

i. 生活技能、衛生檢查、口頭滙報、剪報、實作題…等 

 

學習環境 

1. 課室購置魚網設施，方便語文科老師佈置語境 

2. 課室白板下加裝棉繩，方便常識科老師張貼 HOTS 圖片 

3. 課室設施上加中英文標示字 

 

第二層 :提供額外支援給予成績顯著落後或有特殊學習需要 (包括尖子)的學生  

   拔尖﹕ 

 圖書館理員 

 設英文 English Guide Program ，培育尖子: 選拔 J4-J6 英語能力較强的學生，進

行培訓，於早會進行英語分享活動，提升英文口語表達能力/ Leadership 

development program. 

 專才訓練班:機械人製作、籃球、田徑、手球、足球、舞蹈...  

 奧數訓練 

 普通話大使訓練  

 

保底﹕ 

 中文大使:利用同儕互讀/中文大使伴讀計劃，以一對小組的方式閱讀﹔提升華語學
生的認讀能力 

 數學/英文/普通話大使計劃 
 中、英、數課前增潤計劃  
 喜悅寫意 T2課後小組抽離 
 非華語學童課後中文課小組教學  

 非華語學童周六中文課小組教學  

 小三、五、六英文課後 TSA小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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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通德學校按能力分組支援措施 

 

(一) 非華語學童中文科跨級編組措施 

理念: 尊重學生，認同個別差異和能力，為南亞學童設計合適課程，製造

成功經驗，令非華語學童喜愛中文，並儘快融入本土中文課中。 

對象: 非華語學童 

檢測工具: 

 

中國語文校內評估工具(非華語學生適用) / Lamk 卷 / 校內試卷 

分組準則: 

 非華語學生未能在(入門階段)聽、說、讀寫四個範疇同時達標

幼 A 

 非華語學生能在(入門階段)聽、說、讀寫四個範疇同時達標
小一(寫範疇低於 90 分)/ 小二(寫範疇高於 90 分，並獲老師推

薦) 

 凡己升讀小一或以上級別學童，每年期末以 lamk 卷/校內試測

試其中文程度，按其成績及校內評估決定升留級別。 

    升留準則: 

1. lamk卷合格，或 

2. 校內試閱讀卷合格，或 

3. 已就讀該年度中文課程兩年或以上 

運作: 

 

1. 非華語學童在入學時按由教育局提供的中固語文校內評估工具

(非華語學生適用版)進行中文聽說讀寫測試; 

2. 按其中能力，分配到幼高、幼低或一至六年級上中文課 

3. 凡己升讀小一或以上級別學童，每年期末以 lamk 卷/校內試測

試其中文程度。 

升留準則: 

1.lamk 卷合格，或 

2.校內試閱讀卷合格，或 

3.已就讀該年度中文課程兩年或以上 

跟進評估: 

 

1. 非華語學童在每次考試中均進行學習班級的程度的評估，以反

映其實際程度，學校會派發評估報告供家長參閱。 

2. 非華語學童仍須參與本班考試，以反映其在大班的程度，並紀

錄於成績表中。 

3. 每次考試後於科會中檢視學習情況，適時跟進。 

課程及教學安

排: 

1. 學前(幼Ａ班) 

-自擬校本中文課程及學習計劃(包含聽、說、讀、寫範疇) ，以便

銜接小一課程。 

-活動教學 

-其他科目及學校生活取融合教學，以提供豐富語境，營造理想的

語文環境 

 

2. P1-P6 班 

-使用坊間教科書(包含聽、說、讀、寫範疇) ，以建立語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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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設圖書分層教學，每年 1-2單元。 

-分層教材，以強帶弱教學 

-按能力融入大班教學，以提供豐富語境，營造理想的語文環境 

 

照顧差異 . 中文伴讀大便計劃(每周 1次) 

. P1-P3 喜悅寫意輔導計劃(每周 2次) 

. 課後功課輔導(每周 5次) 

v. 課前增潤(每周 1次) 

v. 周六中文輔導 

. 為學生提供不同的中文學習工具 

 

營造語境措施 1. 其他科目及學校生活取融合教學，以提供豐富語境，營造理想

的語文環境 

2. 日常交談以中文為主 

 

行政安排 1. 教師發展: 

-語文教育支援組 

-共同備課 

-觀課及評課 

-資源共享 

 

2. 聘請中文合約老師負責教學及課後中文學習活動 

3. 設照顧非華語學生全年工作流程表，以利工作順暢運行 

 

 

(三) 小一小組數學教學 

理念: 尊重學生，認同個別差異和能力，並及早支援有需要學童，製造

成功經驗 

對象: 

 

小一學童 

檢測工具: 

 

校本校內評估工具 

分組準則: 

 若未能達致校方校內評估要求，則抽離指導 

 

運作: 

 

1. 小一學生入學後盡早接受數學基線測試，以評估其學前數學

能力 

2. 按其中能力，分配到特梭利小組或留於大班學習 

跟進評估: 

 

1. 所有學童仍須參與本班考試，以反映其在大班的程度，並紀

錄於成績表中。 

2. 每次考試後於科會中檢視學習情況，適時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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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六數學小組教學 

理念: 尊重學生，認同個別差異和能力，支援有需要學童，製造成功經

驗 

對象: 小六學童 

檢測工具: 

 

 校內試成績 

分組準則: 

科任觀察學童數學能力，若未能達致校方要求，則抽離指導 

運作: 

 

1. 小六科任審視學童過往數學成績。 

2. 按其中能力，分配到小組或留於大班學習 

跟進評估: 

 

1.所有學童仍須參與本班考試，以反映其在大班的程度，並紀錄

於成績表中。 

2.每次考試後於科會中檢視學習情況，適時跟進。 
 

第三層 :由學習支組及輔導組跟進 (詳見學習支援手冊 )5.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5.1全方位小學輔導服務(詳見 2015 – 2016輔導的周年報告) 

 5.1.1學生輔導人員：黃曉荇老師 

服務提供 /  

工作類別 

服務內容 /  

活動資料 

推行日期 

學生輔導人員駐校服務 於上課日或按學校需要於課外時間與學生及家長接

觸 

全年 

推動學校建立輔導文化、

政策及氣氛 

構思、計劃及提供有關輔導方面建議；與學校合作

推行以校為本的輔導計劃或工作  

/ 

個案轉介機制  聯繫對外機構，協助運作校內及校外轉介機制  /  

參與學校推動全校參與模

式照顧有特別學習需要學

生  

參與學生支援組，及早識別有學習困難的學生並為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輔導及支援 

/  

內外聯繫  校內及外界聯絡、會議、研討或有關專業培訓  /  

 

5.1.2 輔導服務資料統計 

服務提供 /  

工作類別 

服務內容 /  

活動資料 

推行日期 

個案輔導 按教統局規定提供不少於 3%學生人口的個案服務，包括：個

別面談、家訪及小組輔導 / 治療等服務 

全年 

個案轉介  針對個案/學生於跟進期間需要，於獲取學生及家長同意下，

安排轉介至合適機構團體，以助個案達致輔導目標、成長或

解決問題  

/  

個案會議  因應個案情況與有關媒介(如﹕老師、家長或其他機構人士)

進行個案會議  

/  

危機處理  因應需要或緊急情況，提供支援、建議及即時處理  /  

諮詢服務及潛

藏個案處理  

為校內教職員和家長提供諮詢服務，評估及處理有潛藏需要

的學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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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學生輔導工作檢討﹕本組關注項目 

服務提供 /  

工作類別  

服務內容 /  

活動資料  

推行日期  

1.推行校本輔

導活動 

以《盡責自律樂承擔，積極進取愛學習》為主題校本輔導活

動 

全學年 

1.推行校本輔

導活動 

以《盡責自律樂承擔，積極進取愛學習》為主題校本輔導活

動 

全學年 

 1.1訓輔主題分設月訓 全學年 

 1.2周會 九月至六月 

 1.3早會 九月至六月 

 1.4良好學習態度獎勵計劃 九月至六月 

 1.5班級經營 全學年 

 1.6天使老師 全學年 

 1.7老師欣賞你 九月至六月 
 1.8自我表現(品德)良好獎 九月至六月 

 1.9二人一組最佳組合 九月至六月 

 1.10敬師日 九月(19/9) 

 1.11服務學習日(全方位學習活動之一，由活動組及常識科

負責) 

二月(24/2) 

 1.12好學生選舉(活動由訓導組負責) 一月(18/1) 

 1.13和諧校園-反欺凌活動(活動由訓導組負責) 四月(11-22/4) 

 1.14模範生選舉(活動由訓導組負責) 四月(18/4) 

 1.15表揚教師計劃選舉(由學生推選部份) 五月(31/5) 

 

5.1.4學生輔導工作檢討﹕政策及組織 

服務提供 /  

工作類別  

服務內容 /  

活動資料  

推行日期  

1.輔導會議 透過會議促進老師間的溝通，同時讓教師們能清楚輔導工

作的進展，並適切地配合。另可檢視輔導工作的進展及作

即時的修正。 

 

 1.1輔導小組會議 全年兩次 

 1.2校務會議 每月一次 

 1.3行政例會 每周一次 

 1.4班風會議 全年三次 

2. 引入不同的社

區資源 

按校本需要，引入適切的專業支援人員，並定期檢視服務

成效及協作效能。 

透過輔導會議，按需

要進行檢視及修訂。 

 

5.1.5 學生輔導工作檢討﹕本組關注項目個人成長教育 

服務提供 /  

工作類別  

服務內容 /  

活動資料  

推行日期  



 

 
49 

1.推行校本輔

導活動 

詳見本校關注項目檢討  

2.成長課 《個人成長習誌(更新版)》為基本教材進行。 全學年 

最少 12節，每節 30

分鐘。 

3.推行德育公民

課 

以《德育及公民綜合教材套》為教材 全學年 

最少 8節，每節 30

分鐘。 

4. 生活教育活

動計劃課程(活

動由常識科負

責)﹕ 

P.1清新空氣 

P.2食物之旅 

P.3人人各有不同 

P.4人體互聯網 

P.5真相大白 

P.6交叉點(酒精/危害精神毒品) 

P.5延伸課程(網上遊) 

P.6延伸課程(自我形象) 

8/12，15/12， 

26/4 

5. 成長活動及

預防教育活動 

因應學生在不同學習階段及成長需要，舉行講座、小組輔導、

特別活動或課程。 

 

 5.1積極學習進步獎 九月至六月 

 5.2小一至小六訓練活動(活動由訓導組負責) 九月 

(4/9) 

 

 5.3領袖及和諧大使訓練(1)及(2) (活動由訓導組負責) 十一月及二月 

(28/11及 20/2) 

 5.4青春期衛生講座(恆常活動) 十一月 

(P.5-6﹕19/1) 

(P.3-4：因未能安排

時間取消） 

 5.5升中面試技巧講座及訓練(恆常活動) 十一月至三月 

(講座24/11、19/1、

26/1) 

(訓練2-3月) 

 5.6JA Play Week 五月 

(10/5) 

因打風取消 

 5.7畢業營(恆常活動) 三月 

(22-24/3） 

 5.8壯志驕陽(恆常活動) 四月 

(5-6/4) 

 5.9領袖訓練營 (兩日一夜) (活動由訓導組負責) 七月 

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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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學生輔導工作檢討﹕對教師的支援 

服務提供 /工作類別  服務內容 / 

活動資料  

推行日期  

1. 專業培訓 1.1個人成長教育分享及檢討會 本年度未有舉辦 

 1.2《衝突處理，調解有法》教師輔導技巧工作坊 本年度未有舉辦 

 1.3新入職同事校園危機處理講座 本年度未有舉辦 

 1.4安排教師參加校外有關輔導的培訓講座或課程。 按情況而定 

2.教師支援 2.1班風會議  

 2.2個案會議  

 2.3緊急會議  

3.營造關愛團隊 3.1表揚教師計劃選舉(老師推選部份) 31/5 

 3.2 職工聯誼活動(探訪、聚會、祝福卡)  

  

5.1.7 學生輔導工作檢討﹕對家長的支援 

服務提供/工作類別  服務內容/活動資料  推行日期  

1.家長教育 1.1.坊間親職教育的小冊子 全學年 

 1.2派發有關於孩子學習、成長需要的資料、刊

物、小冊子、活動單張。 

全學年 

 1.3小六升中家長講座 十二月 13/12 

2.家校溝通 2.1個案諮詢及輔導 全學年 

 2.2學校網頁 全學年 

 2.3家長日 7/12及 29/3 

 2.4校訊 全學年一次 

 2.5家訪 小一至小二班主任聯同

一名科任，每學期最少

家訪兩個學生家庭 

小四至小六班主任則聯

同一名科任，每學期家

訪三至四個學生家庭 

 2.6陽光電話 開學及每段考一次 

 

5.1.8 學生輔導工作檢討﹕輔助服務工作 

服務提供/工作類別  服務內容/活動資料  推行日期  

1. 個案輔導 按個別的學生不同的問題，提供輔導。 全學年 

2. 小組輔導 2.1共融小組 四至五月 

（12/4, 19/4, 10/5, 

17/5） 

 

5.1.9 學生輔導工作檢討﹕其他工作 

服務提供/ 

工作類別  

服務內容/ 

活動資料  

推行日期  

1. 引入社區資源 1.1助學改變未來計劃 全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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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蘋果助學金 30/09/2015 

 1.3關愛校園獎勵計畫 30/10/2015 

 1.4 2015萬寧 及 GNC飛躍表現獎勵計劃 19/9/2015 

 1.5元朗區傑出小學生 25/03/2016 

 萬寧鞋劵資助計劃_ 29/06/2016 

 「2016新地齊讀好書」計劃－暑假書展 02/07/2016 

2.評估 2.1中期檢討問卷 1月 

 2.2期末檢討問卷 6月 

 2.3APASO﹕人際關係(關愛、不恰當自表行為) 6月 

 2.4APASO﹕對學校的態度 6月 
 2.5APASO﹕成敗的原因(失敗的原因：努力問題®、成功的原

因：努力) 

6月 

 2.6APASO﹕獨立學習能力 6月 
  6月 
 

5.2 學習支援 

推行「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的政策、資源及支援措施(詳見 2015–2016學習支援的周年報告) 
I.政策 - 本校致力建立共融文化，以「全校參與」模式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透過

資源調配，為學生提供適切和多元化的支援服務，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及協助

他們融入校園生活；及 

- 學校重視家校合作，建立恆常溝通機制，透過不同渠道，與家長一起商議有關支

援學生的策略。 

II.資源 為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及成績稍遜的學生，本校獲教育局增撥的額外資源，包括： 

- 學校發展津貼； 

- 學習支援津貼； 

- 新資助模式津貼；  

-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 非華語學生中文延展學習津貼及 

- 新來港學童支援津貼。 

III.支援措

拖及資源運

用方式 

本校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及成績稍遜的學生提供下列支援措施﹕ 

- 成立學生支援組，訓導主任作統籌，成員包括學生輔導人員、課程統籌主任。 

- 增聘3名合約教師及與全校教師以「全校參與」模式，利用課前及課後輔導時段，

同儕協作發展教學單元，為學生提供小組輔導等，以照顧個別差異； 

- 另安排校內教師統籌有關發展非華語中文課程的工作，並加強數學及常識科分組

輔導教學，以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需要； 

- 安排課後輔導班，為小三/小五/小六學生提供英文及數學的加強輔導教學； 

- 安排課後功課輔導班，每天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課後功課輔導； 

- 安排周六新移民英語班，為新來港學童提供英文適應課程； 

- 安排早上、課後及周六非華語中文學習小組，為非華語學童提供加強中文識字 

   課程； 

- 購買「言語治療服務」，為有言語障礙的學生提供約每兩週一次的小組/個別言語

治療/訓練； 

- 安排教師或支援老師，以協作教學模式在課堂上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並

為教師提供空間，以能由科任教師親自為學生進行小組輔導 



 

 
52 

- 向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學習、家課和測考調適，又透過課堂觀察，記錄學生的學習

成果，在適當時候，向家長報告； 

- 安排教師與家長舉行支援計劃會議，為個別有需要的學生商討支援計劃； 

- 提供家長教育資訊(如小冊子、網頁、光碟)，讓家長了解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

學習特性，從而配合學校的措拖；及 

- 邀請教育局、香港教育學院及志願機構，為教師提供培訓，包括以「全校參與」

模式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教導智障或患有自閉症的學生的策略等。 

 

5.3 延續對非華語學童學習支援 

a. 本校過去三年曾參與為期三年的非華語學生課後中文延展學習計劃，按著校情持續發展不同

    的支援教學小組及教材。本年度繼續運用教育局按照學校取錄非華語學生的數目而批撥的 

   特定撥款共 95 萬，為非華語學生提供支援服務。 

 
   b. 本校中文課程設七個層級九組，除小一至小六程度外，另增設非華語中文幼班，及於小一及 

         小二設高、低程度分組教學，自擬幼班的單元課程教材。本校小一至小六中文課設於同一時 

         段上課，當中的非華語學生，經評估後，按其中文能力表現，編入相應年級的課堂跨級進行 

         中文學習。此外，小六數學科亦設有協作教學，特別支援非華語生在班內進行小組學生，按 

         適切學生的步伐施教，提升學生學習的表現。 
     
    非華語學生一致表示跨級按程度學習中文能提升動機、興趣及自信心，令他們能按步就班， 

   循序漸進地掌握語文知識，為將來的學習奠定穩固的基礎。 

 

 

 

 

 

 

 

 

 

 

 

 

 

 

 

 

 

 

 

 

 

改善非華語學生的 
中文學與教 

導師：本校老師 
及外聘老師 

參加人數:42 人 

學習模式: 
1. 跨級編組中文課堂教學 
2. 課後中文輔導及功課輔導 
3. 周六中文班 

全年共支出: 
541,6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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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學生表現  
6.1 學生表現 

學業成績 

2015-2016年度中學學位分配結果 

本年度共有六年級學生 25人，獲派首三個志願(包括自行選校)約佔 100% 

 
 

6.2 參加校外比賽及獲獎項目 
在課堂之外,給予學生發展潛能及增加其自信心,故本校讓學生積極參與校外比賽。 

班別 學生 主辦機構 參與項目 獎項 
5A 謝嘉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7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 詩詞獨

誦 - 粤語 - 男子組 - 小學五年級 

優良獎狀 

5A 顧子涵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7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 詩詞獨

誦 - 粤語 - 男子組 - 小學五年級 

優良獎狀 

6A 李海琴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7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 散文獨

誦 - 粤語 - 女子組 - 小學六年級 

良好獎狀 

6A 李溥源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7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 散文獨

誦 - 粤語 - 女子組 - 小學六年級 

良好獎狀 

2A 梁雅琳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7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 詩詞獨

誦 - 粤語 - 女子組 - 小學二年級 

優良獎狀 

4A 李家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7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 散文獨

誦 - 粤語 - 男子組 - 小學四年級 

優良獎狀 

4A 梁偉雄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7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 散文獨

誦 - 粤語 - 男子組 - 小學四年級 

優良獎狀 

4A 陸嘉琪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7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 詩詞獨

誦 - 粤語 - 女子組 - 小學四年級 

良好獎狀 

1A 陳迎風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7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 散文獨

誦 - 粤語 - 男子組 - 小學一年級 

優良獎狀 

2A 張梓軒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7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 詩詞獨

誦 - 粤語 - 男子組 - 小學二年級 

優良獎狀 

2015-2016 年度中學學位分配結果 

其他

獲派首三

個志願

獲派首三個志願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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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陳凱旋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7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 詩詞獨

誦 - 粤語 - 女子組 - 小學二年級 

優良獎狀 

1A 鄧筠程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7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 詩詞獨

誦 - 粤語 - 女子組 - 小學一年級 

良好獎狀 

6A Tsang Yim 
Tung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67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imary 6 - Girls 

Certificate of 
Merit 

3A Yip Wing 
Yan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67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imary 3 - Girls 

Certificate of 
Merit 

5A Alishba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67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imary 5 - Girls 

Certificate of 
Merit 

2A Zara Khan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67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imary 1 and 2 - Girls 

Certificate of 
Merit 

1A Gurung 
Abigail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67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imary 1 and 2 - Girls 

Certificate of 
Merit 

2A Habiba 
Syeda 
Umme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67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imary 1 and 2 - Girls 

Certificate of 
Merit 

4A Tao Yu Mei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67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imary 4 - Girls 

Certificate of 
Merit 

6A Asif Zetoon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67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imary 6 - Girls 

Certificate of 
Merit 

4A Sin Sze Kun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67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imary 4 - Girls 

Certificate of 
Merit 

6A Luisha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67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imary 6 - Girls 

Certificate of 
Merit 

4A Sin Sze Ki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67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imary 4 - Girls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4A Wan Hoi 
Yan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67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imary 4 - Girls 

Certificate of 
Merit 

5A Hussain 
Saher Imtiaz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67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imary 5 - Girls 

Certificate of 
Merit 

5A Mohamed 
Asik 

Haashira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67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imary 5 - Girls 

Certificate of 
Merit 

3A Mohamed 
Mansoor 
Jaashira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67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imary 3 - Girls 

Certificate of 
Merit 

3A Lau Ho Yan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67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 Solo Verse Speaking - 

Certificate of 
Merit 



 

 
55 

Non-Open - Primary 3 - Girls 
3A Laiba 

Tasleem 
Sheikh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67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imary 3 - Girls 

Certificate of 
Merit 

5A 曾曉程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

中學 

元朗區 科學探索之旅 暨 海、陸探

索比賽 

「科學探索之旅」 

三等獎 

5A 郭楚盈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

中學 

元朗區 科學探索之旅 暨 海、陸探

索比賽 

「科學探索之旅」 

三等獎 

6A 鄧阮航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

中學 

元朗區 科學探索之旅 暨 海、陸探

索比賽 

「科學探索之旅」 

三等獎 

6A 曾苑怡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

中學 

元朗區 科學探索之旅 暨 海、陸探

索比賽 

「科學探索之旅」 

三等獎 

5A 蔡雨恆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

中學 

元朗區 科學探索之旅 暨 海、陸探

索比賽 

「水動火箭」 

最具創意大

獎 

5A 顧子涵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

中學 

元朗區 科學探索之旅 暨 海、陸探

索比賽 

「水動火箭」 

最具創意大

獎 

5A 李錦文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

中學 

元朗區 科學探索之旅 暨 海、陸探

索比賽 

「水動火箭」 

最具創意大

獎 

5A 鄧加輝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

中學 

元朗區 科學探索之旅 暨 海、陸探

索比賽 

「水動火箭」 

最具創意大

獎 

4A 陳欣婷 元朗大會堂 2015全港兒童中文歌唱比賽 小學獨

唱組 

中級組銅獎 

3A 陳芷晴 元朗大會堂 2015 元朗區青少年英文歌唱比賽 中級組銅獎 

3A 楊天仁 元朗大會堂 2015 元朗區青少年英文歌唱比賽 中級組銅獎 

3A 葉詠欣 元朗大會堂 2015 元朗區青少年英文歌唱比賽 中級組銅獎 

4A 陸嘉琪 元朗大會堂 2015 元朗區青少年英文歌唱比賽 中級組銅獎 

4A 尹凱茵 元朗大會堂 2015 元朗區青少年英文歌唱比賽 中級組銅獎 

5A 盧子杰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會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聲樂獨

唱 - 男童聲 - 14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5A 蔡雨恆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高音木

笛獨奏 - 小學 - 13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6A 李溥源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高音木

笛獨奏 - 小學 - 13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6A 曾艷童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高音木

笛獨奏 - 小學 - 13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4A 尹凱茵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聲樂獨

唱 - 小學女聲 - 13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5A 盧子杰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小提琴 優良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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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奏 – 一級 

4A 陸嘉琪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聲樂獨

唱 - 小學女聲 - 13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4A 林進謙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高音木

笛獨奏 - 小學 - 13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5A 郭楚盈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高音木

笛獨奏 - 小學 - 13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6A 李海琴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高音木

笛獨奏 - 小學 - 13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6A 李海琴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 女子

200米 

冠軍 

6A 周嘉麗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 女子

100米 

亞軍 

6A 劉森 東華三院馬振玉中學 男子三人籃球賽 冠軍 

6A 譚志勇 東華三院馬振玉中學 男子三人籃球賽 冠軍 

6A 胡嘉健 東華三院馬振玉中學 男子三人籃球賽 冠軍 

6A 蔡淦恆 東華三院馬振玉中學 男子三人籃球賽 冠軍 

5A 郭楚盈 東華三院馬振玉中學 女子三人籃球賽 季軍 

6A 李溥源 東華三院馬振玉中學 女子三人籃球賽 季軍 

6A 李海琴 東華三院馬振玉中學 女子三人籃球賽 季軍 

6A 曾艷童 東華三院馬振玉中學 女子三人籃球賽 季軍 

6A 劉森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男子三人籃球賽 冠軍及最佳

球員獎 

6A 譚志勇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男子三人籃球賽 冠軍 

6A 胡嘉健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男子三人籃球賽 冠軍 

6A 蔡淦恆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男子三人籃球賽 冠軍 

3A Usman 東華三院馬振玉中學 男子足球賽 季軍 

3A Bilal 東華三院馬振玉中學 男子足球賽 季軍 

3A Mudassir 東華三院馬振玉中學 男子足球賽 季軍 

5A Alishan 東華三院馬振玉中學 男子足球賽 季軍 

5A Haroon 東華三院馬振玉中學 男子足球賽 季軍 

5A Laraib 東華三院馬振玉中學 男子足球賽 季軍 

1A 梁瀚宇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7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 詩詞獨

誦 - 普通話 - 男子組 - 小學一、

二年級 

良好獎狀 

3A 何敏慧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7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 詩詞獨

誦 - 普通話 - 女子組 - 小學三、

四年級 

良好獎狀 

4A 陳熙雷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7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 詩詞獨

誦 - 普通話 - 女子組 - 小學三、

四年級 

良好獎狀 

5A 郭楚盈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7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 詩詞獨

誦 - 普通話 - 女子組 - 小學五、

六年級 

優良獎狀 

2A 毛婉茵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7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 詩詞獨 優良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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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 - 普通話 - 女子組 - 小學一、

二年級 

3A 吳楚山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7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 詩詞獨

誦 - 普通話 - 男子組 - 小學三、

四年級 

優良獎狀 

5A 熊卓俊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7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 詩詞獨

誦 - 普通話 - 男子組 - 小學五、

六年級 

優良獎狀 

1A 鄧筠程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7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 詩詞獨

誦 - 普通話 - 女子組 - 小學一、

二年級 

優良獎狀 

4A 熊卓朗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7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 詩詞獨

誦 - 普通話 - 男子組 - 小學三、

四年級 

良好獎狀 

2A 鄺霆朗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7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 詩詞獨

誦 - 普通話 - 男子組 - 小學一、

二年級 

良好獎狀 

6A 曾苑怡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7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 詩詞獨

誦 - 普通話 - 女子組 - 小學五、

六年級 

優良獎狀 

6A  馮清毅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7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 詩詞獨

誦 - 普通話 - 男子組 - 小學五、

六年級 

良好獎狀 

4A 冼詩琪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香港

教育學院 

「生命小領袖」訓練計劃 ---  

「做一件讓世界變得更美的事」 

金獎、報技巧

銀獎、創意及

吸引力銀獎

及生命小領

袖培訓計劃

銅獎 

4A 冼詩韵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香港

教育學院 

「生命小領袖」訓練計劃 金獎、報技巧

銀獎、創意及

吸引力銀獎

及生命小領

袖培訓計劃

銅獎 

4A 尹凱茵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香港

教育學院 

「生命小領袖」訓練計劃 金獎、報技巧

銀獎、創意及

吸引力銀獎

及生命小領

袖培訓計劃

銅獎 

4A 陸嘉琪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香港

教育學院 

「生命小領袖」訓練計劃 金獎、報技巧

銀獎、創意及

吸引力銀獎

及生命小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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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培訓計劃

銅獎 

5A 蔡雨恆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香港

教育學院 

「生命小領袖」訓練計劃 金獎、報技巧

銀獎、創意及

吸引力銀獎

及生命小領

袖培訓計劃

銅獎 

5A 李錦文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香港

教育學院 

「生命小領袖」訓練計劃 金獎、報技巧

銀獎、創意及

吸引力銀獎

及生命小領

袖培訓計劃

銅獎 

5A 盧子杰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香港

教育學院 

「生命小領袖」訓練計劃 金獎、報技巧

銀獎、創意及

吸引力銀獎

及生命小領

袖培訓計劃

銅獎 

2A 林進宏 聖雅各福群會「助學改變未

來」慈惠計劃、 萬寧及 GNC 
2015萬寧及 GNC飛躍表現獎勵計劃 飛躍表現學

生 

3A 李慶遠 聖雅各福群會「助學改變未

來」慈惠計劃、 萬寧及 GNC 
2015萬寧及 GNC飛躍表現獎勵計劃 飛躍表現學

生 

4A 林金蘭 聖雅各福群會「助學改變未

來」慈惠計劃、 萬寧及 GNC 
2015萬寧及 GNC飛躍表現獎勵計劃 飛躍表現學

生 

4A 李芷喬 聖雅各福群會「助學改變未

來」慈惠計劃、 萬寧及 GNC 
2015萬寧及 GNC飛躍表現獎勵計劃 飛躍表現學

生 

6A 譚智勇 聖雅各福群會「助學改變未

來」慈惠計劃、 萬寧及 GNC 
2015萬寧及 GNC飛躍表現獎勵計劃 飛躍表現學

生 

6A 李溥源 元朗區小學校長會 2015-2016年度元朗區傑出小學生嘉

許計劃 

元朗區傑出

小學生 

5A 陳海明 東華三院馬振玉中學 象棋比賽 優異獎 

5A 盧子杰 東華三院馬振玉中學 象棋比賽 優異獎 

5A 顧子涵 東華三院馬振玉中學 象棋比賽 優異獎 

5A 蔡雨恆 東華三院馬振玉中學 象棋比賽 優異獎 

 

 

7. 財務報告 

7.1a 「全方位輔導」資助 (基本津貼) 

項目 收入 (元) 實際支出 (元) 

2014至 2015學年「全方位輔導」資助結餘 

(基本津貼) 

51,522.36元  

2015至 2016學年「全方位輔導」資助撥款 

(基本津貼) 

275,78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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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請一名教師負責輔導人員的教節及參與輔導工作 

20,000×（1＋5%）×12 = 252,000元 

 252,000.00元 

活動費用 

1.學生輔導服務 

2.教師支援服務 

3.家長支援服務 

 19,600.00元 

合計 : 324,082.36元 271,600.00元 

 * 結餘: 48,982.36元 

7.1b「全方位輔導」資助 (增補津貼)  

項目 收入 (元) 支出 (元) 

2013至 2014學年「全方位輔導」資助結餘(增補津貼) 31,297.10 元  

2014至 2015學年「全方位輔導」資助撥款(增補津貼) 32,354.00 元  

學生輔導服務活動費用  45,950.00 元 

合計 : 51,184.80 元 45,950.00 元 

 結餘﹕ 18,884.80 元 

7.2 EST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項目 收入 (元) 支出 (元) 
- 二零一四至一五學年的「加強言語治療津貼」結餘 24,707 元  
- 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學年「加強言語治療津貼」撥款 75,120 元  
 LSG 津貼撥款 20,373 元  
- 外購「唯聽香港聽覺及言語中心」提供之「校本言語治療」

服務 
 115,200 元 

- 購買言語治療物資  2,730 元 
 合計 : 123,707 元 117,930 元 
  結餘 : 2,270 元 
 

7.3 LSG學習支援開支預算(其後修訂) 

項目 收入 實際支出 
2014 至 2015 學年的「學習支援津貼」結餘 113,549.54 元  
2015 至 2016 學年「學習支援津貼」撥款 696,956 元  
聘請 1 名合約教師 20,500 元 X(1+5%)X12   258,300 元 
聘請 1 名合約教師 20,000 元 X(1+5%)X12  252,000 元 
聘請 1 名學習支援教師 12,000 元 X(1+5%)X12  151,200.11 元 
聘請 5 名導師推行課後學習支援  97, 335 元 
津貼言語治療餘額  20,373 元 

合計 810,505.54 元 779,208 元 
 結餘 31,297.43 元 

 

7.4學校發展津貼(CEG)及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ASL) 

 

     項目 CEG ASL 負責人 

教學助理 

 

2014年 8月至 2015年 7月  

132,877.50 

 

 
洪佩珠 

畫班 2015-2016年度 2015-2016年度 黃紫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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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6元 =4,704元 

武術班 2015-2016年度 

=5,160元 

2015-2016年度 

=3,655元 

黃紫盈 

牧童笛班 2015-2016年度 

=4,080元 

2015-2016年度 

=5,760元 

黃紫盈 

中國舞蹈班 2015-2016年度 

=9,144元 

2015-2016年度 

=6,144元 

黃紫盈 

機械人製作班 2015-2016年度 

=11,600元 

2015-2016年度 

=3,600元 

黃紫盈 

花式跳繩 2015-2016年度 

=9,279元 

2015-2016年度 

=1,881元 

黃紫盈 

籃球 2015-2016年度 

=3,480元 

2015-2016年度 

=3,240元 

邱斌昌 

獅藝 2015-2016年度 

=9,350元  

2015-2016年度 

=1,505元 

黃偉立 

乒乓球 2015-2016年度 

=6,816元 

 邱斌昌 

生命小領袖培訓計

劃 

 2015-2016年度 

=4,200元 

羅主任 

工藝智多星 2015-2016年度 

=4,050元  

 黃紫盈 

 總數 192,593.50元 總數  34,689元  
 

 

  學校發展津貼(CEG)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ASL) 

 學校發展津貼(CEG)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ASL) 

1415年度結餘 23,821.38元  897.00元 

1516年度撥款 202,358.00元 35,600.00元 

1516年度可用款項 226.179.38元 36,497.00元 

1516支出 201,538.59元 30,489.00元 

結餘 24,640.79元 6,008.00元 

 

7.5 Sup NCS 改善非華語的中文學與教 

      項目 收入 (元) 支出 (元) 

2014至 2015學年加強非華語學生教學餘款 350,068.96元  

2015至 2016年撥款 950,000.00元  

聘請 2名合約課教師 (全職)   504,000元 

聘請試後及周六非華語導師費 

 

 37,620元 

合計﹕ 1,300,068.96元 541,620元 

 結餘 : 758,488.9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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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新來港兒童支援計劃津貼 

      項目 收入 (元) 支出 (元) 

2014至 2015學年結餘 

 

41,045.78元  

2015至 2016學年撥款 

 

31,193元  

周六英文學習班 

 

 57,000 元 

合計﹕ 72,238.78元 

 

57,000 元 

 結餘 : 15,238.78元 
 

    7.7aCOIT 綜合資訊科技津貼  

項目 收入 (元) 支出 (元) 

2015至 2016學年撥款 324,450.00 元  

人工 (14,700 × 1.05 × 12)  185,220.00元                                

電腦物資  60,826.00元                                                                                        

影印  51,946.27元                                                                                        

維修及保養  1,200.00元                                                                                          

防盜保險  3,195.55元                                                                                          

合計﹕ 324,450.00 元 302,387.82元                                                                                      

 結餘: 22,062.18 元 
 

        

7.7b 加強學校無線網絡基礎建設(One off-Mobile Computing Devices) 
項目 收入 (元) 支出 (元) 

2015至 2016學年撥款 69,400.00 元  

流動電腦裝置  69,400.00 元 

合計﹕ 69,400.00 元 69,400.00 元 
 結餘: 0 元 

 

7.7c 加強學校無線網絡基礎建設-(WiFi Infrastructure)  
項目 收入 (元) 支出 (元) 

2015至 2016學年撥款 48,530.00 元  

流動電腦裝置  36,306.00 元 

合計﹕ 48,530.00 元 36,306.00 元 

 結餘: 12,224.00 元 

7.8 TRG(O)整合教師代課津貼(凍結)  

項目 收入 (元) 支出 (元) 

2014至 2015學年結餘 236,293.78 元  
2015至 2016學年撥款 436,160.00 元  
聘請 1名合約教師   277,200.00 元 
聘請 1名合約支援學習教師    166,320.00 元 
聘請 1名合約教師         93,697.50 元 

合計﹕ 672,453.78 元 537,217.50 元 
 結餘 : 135,236.2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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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馬會全方位活動津貼   

 全方位學習活動的名稱及資助用途 參與學生

數目 
活動資助金額 

1. 9.23_參觀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 16 $615.00 

2. 20.10_多媒體藝術體驗日 75 $942.00 

3. 29.10_<<新界歷史遊蹤>>-常識科全方位活動 13 $770.00 

4. 19.11_《走進管弦大觀園》管弦樂音樂會 75 $2,388.00 

5. 26.11_兒童探知天地 活動 11 $586.00 

6. 30.11_西貢戶外康樂中心車資及營費(旅行) 75 $3,606.00 

7. 2.12_「同根同心」內地交流活動 24 $5,112.00 

8. 5.1_專題研習車資及營費(外訪元朗公園及屯門

公園、嘉道理農場、九龍公園、鐘樓、旺角女人

街、綠匯學苑、禁毒訪問、西貢戶外訓練) 

85 $4,729.00 

9. 24.2_服務學習日 132 $3,963.00 

10. 24.3_運動日(Badminton) 14 $310.00 

11. 21.4_樂施會互動教育 10 $1,310.00 

12. 21.4_全方位户外活動日車資:(參觀屯門交通

城、元朗消防局、天水圍濕地公園、濾水廠) 
51 $2,179.00 

13. 運動員先導獎勵計劃(製服資助) 13 $2,470.00 

14. 童軍戶外服務製服資助 32 $1,800.00 

15. 10.6_暑期活動 (冒險樂園體驗日) 40 $4,050.00 

 合計： 666 $34,830.00 

 

8.10                   2015/16 年度擴大營辦津貼周年財務報告 

 

  擴大營辦津貼 14/15 結餘 15/16 全年收入 15/16 全年支出 15/16 年結餘 

1  S&C 學校及班級津貼   170,138.50  150,557.40  19,581.10  

2  SCD 學校課程發展津貼   11,223.59  0.00  11,223.59  

3  PTH 普通話教學津貼   1,596.44  168.00  1,428.44  

4  M&C 德育及公民教育   3,311.99  0.00  3,311.99  

5  T&D 培訓津貼   2,902.42  0.00  2,90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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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nG 增補津貼   1,525.75  1,292.00  233.75  

7  SUP G 補充津貼   165,013.57  180,157.90  (15,144.33) 

8  WsGD 校本訓輔經費   2,937.40  2,936.00  1.40  

9  CoF&E 綜合家具及設備   52,902.63  74,321.60  (21,418.97) 

10 AdminG(CA)增聘文員津貼   188,636.59  174,480.00  14,156.59  

11  RevAdmin 修定行政津貼   353,525.20  351,080.00  2,445.20  

12  CoIT 綜合資訊科技津貼   324,450.00  302,387.82  22,062.18  

      1,278,164.08  1,237,380.72  40,783.36  

  加: 14/15 統制帳結餘       412,629.16  

  合計：       453,412.52  

  特殊津貼 (Specific Grant) 14/15 結餘 15/16 全年收入 15/16 全年支出 15/16 年結餘 

13  CERe 中文廣泛閱讀 (1.76) 4,148.04  3,472.70  673.58  

14  EERe 英語廣泛閱讀 3,687.16  4,148.04  4,963.00  2,872.20  

15  CEG 學校發展津貼 23,821.38  202,358.00  201,538.59  24,640.79  

16  SGS 學生輔導經費 51,522.36  284,318.00  252,056.40  83,783.96  

17  TP-SGS 學生輔導額外經費 31,297.10  33,356.00  35,512.30  29,140.80  

18  EST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24,707.00  75,120.00  97,557.00  2,270.00  

19  NAC 新來港兒童支援 41,045.78  31,193.00  57,000.00  15,238.78  

  合計： 176,079.02  634,641.08  652,099.99  158,620.11  

      1-19 項擴大營辨津貼總結餘 612,032.63  

  其他-非擴大營辦津貼 14/15 結餘 15/16 全年收入 15/16 全年支出 15/16 年結餘 

20  LSG 學習支援津貼 113,549.54  696,956.00  779,208.11  31,297.43  

21  TRG(A)整合代課津貼(全年經常) 105,054.48 37,162.50 68,,139.00 74,077.98  

22  TRG(O)整合代課津貼(可供選擇) 236,293.78  436,160.00  537,217.50  135,236.28  

23  TRG(OTH)整合代課津貼(其他) 3,702.00  0.00  256.00  3,446.00  

24  Sup T 日薪代課 0.00  85,947.50  85,947.50  0.00  

25  JCLF 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 0.00  34,830.00  34,830.00  0.00  

26  ASL 課後學習支援計劃 897.00  35,600.00  30,489.00  6,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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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NCS 改善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教 350,068.96  950,000.00  541,620.00  758,448.96  

28  CCFAP 關愛基金午膳津貼 0.00  103,930.00  91,392.00  12,538.00  

29  MNE 國民教育津貼 530,000.00  0.00  0.00  530,000.00  

30 UpGWeb 提升網上學校管理系統 50,000.00  0.00  49,938.00  62.00  

31  Mobile Computer Devices 69,400.00  0.00  69,400.00  0.00  

32  Wifi Infrastructure 0.00  48,530.00  36,306.00  12,224.00  

33  PTTS 教師調配津貼 0.00  163,847.50  163,847.50  0.00  

34  STEM 小學推動 STEM 0.00  100,000.00  0.00  100,000.00  

35  SSAM 加強學校行政管理 0.00  250,000.00  0.00  250,000.00  

  合計： 1,477,021.28  3,010,855.48  2,574,538.11  1,913,33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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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 年度學校接受捐贈項目紀錄冊 
 

編號 捐贈者/機構名稱 捐贈者/機構 
與學校的關係 

*捐贈項目的說明 
及其價值 

*捐贈項目是否由校

方向捐贈者/機構提

出 

*接受捐贈項目  
的日期 

*捐贈項目的用途 #學校必要接受學校供

應商捐贈項目的原因 
校董會批准(校內  
檔案編號或日期) 

1 鄭樹明先生 本校校監 $500 是 20/6/2016 學生獎學金 不適用  
2 鄭錦榮先生 本校校董 $500 是 11/5/2016 學生獎學金 不適用  
3 鄭英明先生 本校校董 $500 是 12/7/2016 學生獎學金 不適用  

4 鄭樹榮先生 本校校董 $500 是 21/7/2016 學生獎學金 不適用  

5 王惠微女士  前任鄭偉興 
   校長太太 

$500 否 11/5/2016 
 

學生獎學金 不適用  

6 鄧賀年先生 沒有 $3,000 否 21/6/2016 學生獎勵計劃 不適用  

 
備註: *學生獎勵計劃用途: 學生活動/獎品/獎學金  
本人謹此聲明本校接受上述捐贈時，已符合現行教育局就香港法例第 201 章《防止賄賂條例》發出的通告的有關規定。所有捐贈均不會導致學校的政府經 
常津貼項目有額外開支。 

註：   * 捐贈包括以折扣或佣金形式給校方的饋贈    # 若不適用，請填“不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