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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成就與反思) 

1. 配合天主教教育五大核心價值，延續以「真理」為主題，強化學生明辨是非的
精神 

成就：  

⚫ 本年度的創意藝術教育組、視藝科、音樂科、中文科、宗教科和推廣閱讀組以「真
理、義德」為共同主題，透過「中華文化：認識諸子百家 2.0」課堂與活動，令學生
從多角度明白相關金句的意義和如何在生活中實踐。中文科、宗教科為五、六年級學
生教授與「真理、義德」相關的諸子百家和聖經金句。透過教師觀察，約 80%教師認
為這些學習活動能讓學生明白生活中誠實的重要，懂得明辨是非，認識更多「真理」
的含義。 

⚫ 中文科為五年級學生舉行了諸子百家問答比賽，據教師觀察，學生反應熱烈，約 80%

以上的學生積極投入活動。於比賽中，大部分學生表現良好，反映她們已理解諸子百
家和聖經金句的箇中意思，並能於活動中展示出來。 

⚫ 推廣閱讀組與創意藝術教育組合作，延續上學年的「諸子百家快閃俠」活動，於本學
年利用早會時間通過「數白欖」的形式，向全校學生介紹有關「諸子百家」的金句和
本校圖書館內相關的參考書籍，據教師觀察，大部分學生已能對「諸子百家」金句中
提倡的正向思維及相關概念加深認識。 

⚫ 創意藝術教育組為五年級的視藝科和音樂科設計相關的課程與活動以配合主題。在視
藝科的課程單元「創意金文」中，學生以「米羅 (Miró)風格的金文」，設計上述提及
之金句名言關鍵字(如「時時行義」)。於創作過程中，學生需要理解聖經金句的意
思，並進行金文小研究，再結合米羅符號風格，設計獨特風格的金句關鍵字。學生的
工作紙及文字設計中皆反映出學生的自學能力和無限的創作力，從學生的分享中，亦

反映出她們已能明白在生活中要有追尋真理的態度和誠實的重要。音樂科則透過中國
音樂單元的課程，向學生簡介古琴之美，略述儒家文化中音樂與「禮」的關係，大部
分學生均能藉此對儒家學說中「禮」之文化有進一步的認識。 

⚫ 因應上年度報告書的反思，於本年的「大手牽小手」活動中，已於低年級加入了培養
自理能力的內容，及與真理有關的主題活動。就教師觀察及學生反映的意見，低小學
生的自理能力已有所提昇；根據學生的口頭報告，大部份學生能深化明辨是非的理
念。就教師觀察，學姐與學妹投入參與活動，反應熱烈，她們均認為此活動能加強彼
此的溝通，提昇她們對學校的歸屬感，並能建構和諧的關愛文化。 

 

反思(改善/跟進) 

⚫ 因 2019 冠狀病毒病停課關係，五年級學生未有機會將金句關鍵字的視藝作品製成海
報並張貼校園。建議來年學校環境發展組繼續預留空間讓學生展示作品，使全校學生
認識更多以真理為題的宗教科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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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停課關係，六年級學生未有機會創作劇本及演出短劇。建議下學年中文科與創意

藝術教育組可考慮教授六年級學生創作劇本，並嘗試演出短劇，以內化同學對「真
理」、「義德」金句的理解。 

⚫ 「親親自然感官行」因停課影響，無法按原定的計劃進行。建議下學年按學校主題，
另行舉辦讓學生以藝術創作表達感受之活動。 

⚫ 由於午息時間所限，學生認為「大手牽小手」的活動時間較短，她們期望能有更充足
的時間與學姐學妹相處。故此，建議來年增加活動的次數，讓學生能有更多時間參與
活動。 

 

2. 以「義德」作為天主教教育的核心培育，讓學生懂得尊重他人的權益，承擔責
任，著重建立和諧及平等的人際關係 

成就：  

⚫ 透過「裱制聖像畫製作」體驗活動，讓學生從分享及欣賞別人的作品中，激發學生從
祈禱中感受到天主帶給他們的喜悅和意義，並在製作過程中，培養學生學懂尊重他
人，同時發揮互助互愛的精神。 

⚫ 本年「承擔．尊重展義德」活動，根據教師的觀察，學生能更自律地交齊功課，欠交
情況有所改善，而就學生反映，她們更樂於承擔責任。當中以上學期的數據顯示，全
校有多於三分之一學生能獲獎，顯示學生已加強自律方面的能力，實踐義德的精神。 

⚫ 「探險樹洞 SP 1.0」是一個跨學年、跨組別籌辦的活動。延續去年設立的網上作品展
示及與藝術家交流的平台，「樹洞 SP 小組」於本學年舉辦了「我們的小樹：我心中的

小樹」共融創作坊，邀請了木藝家主持及不同能力的學生參與。參加學生當中有一半
是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也有擅於藝術創作的學生。根據教師和藝術家的觀察，在
藝術家的指導下，同學們都能發揮創意，主動投入動手做小木樹。過程中不時遇到困
難，同學都會想辦法解決和克服；同時，不難看見朋輩間的互助和支持，體現尊重和
平等。 

⚫ 本年度的「文化共融齊尊重」活動中計劃透過「中西英雄人物角色扮演」及「中西文
化共融─節日篇」的跨科活動，讓學生培養尊重他人、承擔責任的精神。學生已在課
程中學習關於中、西方國家的英雄人物偉大事跡。而從教師的觀察中，約 80%參與的
學生在排演英雄偶像的義德事蹟過程中，能更深入了解義德，她們能從中獲得啟發，
更有效地內化文化共融、彼此尊重的精神。 

⚫ 本年度英文科與體育科參加了語常會及香港欖球總會合辦的 Rugby English Active 

Learning (REAL) Programme，計劃為三年級學生提供英語欖球體驗課。英文科已於上
學期教授 ‘Sports in Different Places’課題，學生亦已閱讀有關欖球運動的英文圖書。
體育科亦已於課堂教授欖球運動的基本知識及技巧。學生透過閱讀及團體運動，已明
白到尊重他人的權益、承擔責任及建立和諧之人際關係實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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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Scratch」遊戲設計及「iMovie」影片製作活動，引導學生認識學校主保「聖保

祿」及聖人的德行，在生活中展現美好的品德，從而強化他們對「義德」 價值的認
識和實踐。 

 

反思(改善/跟進) 

⚫ 由於 2019 冠狀病毒病停課關係，因此「齊樂服務•盡顯義德」獎勵計劃未能於本年度
進行。建議下學年繼續推行，期望能有效地強化學生愛服務的意識，及義德的精神。 

⚫ 原定配合常識科「學校生活」的主題，並計劃與活動組合作，讓學生參與戶外「自理
日營」，但活動因停課關係，未能在下學期（六月份）推行，計劃下學年再次舉辦相
關活動，讓學生透過參與戶外「自理日營」，從而明白同學之間的不同之處，學懂尊
重他人，並能在面對困難時找尋適當的解決方法或尋求協助。 

⚫ 「樹洞 SP 小組」將安排在校內展出「小木樹」，從而肯定學生的努力(尤其是有特殊
教育需要的學生)，以及提昇她們的自尊感及建立互相欣賞的和諧文化。計劃把活動
延展至下學年，讓學生創作的意念和成果可轉化為具體的藝術裝置，為新校舍增添藝
術文化氣息。 

⚫ 在「文化共融齊尊重」活動中，上學期推行的「中西英雄人物角色扮演」的活動稍欠
讓學生多分享個人得著及啟發的機會。透過教師的訪問，是次活動對個別學生的日常
生活起了正面的影響。建議宜安排「真情真感」的分享活動，教師邀請學生向其他同
學分享得著，從而鼓勵其他學生學習英雄人物在其所處時代中做好自己本分的事蹟，
給全體同學傳揚正面信息，宣揚彼此建立和諧及平等的人際關係的重要。 

⚫ 下學期計劃推行的「中西文化共融—節日篇」活動因 2019 冠狀病毒病停課關係而未
能進行，下學年會因應情況考慮舉辦相關活動。 

⚫ 宗教故事壁畫創作、三年級「數學．小偵探」活動及英語欖球體驗活動，因停課關係
未能推行，計劃下學年按情況再次舉辦活動，讓學生參與有關遊戲及體驗活動。 

 

3. 推展正向教育，培養學生具備正向的情緒、品格及思維 

成就：  

⚫ 本年度以天主教教育五大核心價值的「真理」及「義德」為主幹，運用正向心理學中
的各種美德與品格強項，重新訂定德育主題的方向，以配合學生所學，並利用早會及

午息廣播作德育培養。其中由普通話科及訓輔組合作的「普」傳正能量分享活動，能
讓學生大使，以普通話在早會及午息作正向培育。據學生分享及教師觀察所得，學生
大使以話劇及廣播劇形式的演出十分精彩，參與收聽的學生亦十分投入，並能從中對
正向德育主題有更深入的理解，通過主持教師的講解，同時能提昇學生的普通話聆聽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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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在 7-9-2019 舉行以「正向情緒」為題的家長講座，邀請瑪麗醫院精神科護士鍾姑

娘為主講嘉賓，為二至六年級家長進行講座，從家長問卷中得知，83%以上參與的家
長對家長會的安排及內容感滿意。更有家長鳴謝校方的安排，讓家長更了解正向情緒
教育方針，減少家長對管教上的擔憂，推展正向思維。 

 

反思(改善/跟進) 

⚫ 本年以「感恩施仁 Paulinian」計劃向教育局申請優質教育基金資源，並已獲批。依計
劃設計已發出標書，最後由香港城市大學中標。經聯絡香港城市大學郭黎玉晶博士
後，她認為以本校情況，學校在下學年(2020-2021 年度)正式展開新推行的校本生命
教育課較為適合；而預留時間於本學年開展正向教師工作坊，裝備教師團隊，將更有
效能推行校本正向生命教育課。此外，在學校學期初正式展開課程，亦可較準確地收

集有關學生數據，以助評估學生的學習進程，加以培養學生具備正向的情緒、品格及
思維。於下學年，學校將應用正向心理學中的各種美德與品格強項，按本校學生特質
設計及正式推行校本正向生命教育課。 

⚫ 「早會時事分享」（常識科及宗教科合作）及「聖經小故事」活動（英文科及宗教科
合作），因 2019 冠狀病毒病停課關係，未能於本學年推行。在檢討會議中，教師期望
以上活動的設計，能引起學生對德育主題的關注，建議有關科組如於下學年能配合到
學校的德育主題，也可用類近的方法，培養學生的品德。 

⚫ 因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而取消了「正向教育」教師工作坊，建議來年補辦相關課題
的正向講座或工作坊，讓教師對「正向教育」的認知和實踐策略得以掌握。 

⚫ 原定於 23-3-2020 舉行由教育局教育心理學家張張嘉娜女士，以「如何協助子女適應

昇中的轉變」為主題的講座，因 2019 冠狀病毒病停課而取消。預期此類型講座將獲
家長歡迎及有裨益，建議下學年繼續運用多些社區資源作家長教育。 

 

總結： 

根據去年學校報告建議，配合本年度的發展方向，學校以「效法保祿 求真‧義」為本
學年的主題，透過各科組共同推動的多元化策略，大部份學生皆能積極參與各項活動，且
效果良好。 

因 2019 冠狀病毒病停課，雖然部份活動未能於下學期順利推行，學校在停課期間，
班主任亦透過陽光電話及陽光視訊，與家長及學生保持緊密的聯繫。同時，學校亦透過
Google Classroom 為家長送上管教小貼士、親子互動小遊戲，更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

提供額外支援，幫助家庭建立和諧的親子關係。另外，學校為學生提供不同頻道的資訊，
引導學生保持客觀理性，學懂慎思明辨。通過短片、故事、繪本及遊戲，讓學生認識品格
優勢及六大美德的重要。透過宗教培育資訊，讓學生繼續得到心靈上的滋養，並鼓勵學生
以不同的方式向同學、教師、家人，甚至社區人士，表達祝福和心意，讓學生在疫境中，
亦能建構正向思維。 

總括而言，從觀察及檢視學生的表現，大部份學生能在整學年中尊重他人、明辨是
非，學懂真理。由於停課關係，學生之間相處的時間減少，建議下學年延續以義德為題，
讓學生有更多機會透過活動，建構正向和諧的人際關係，活出義德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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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強化教師的專業發展，持續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1. 完善考績觀課及同儕觀課的制度 

成就：  

⚫ 已於本年度訂定不同形式的考績觀課及同儕觀課制度：在校長觀課及評鑑方面，由校
方為每位老師編定全年一次接受觀課的時間，並以「課堂上運用資訊科技以促進學生
學習」為評鑑重點，全年共有 8 位教師接受校長觀課及評鑑，大家均能在課堂上運用
資訊科技進行教學，主要以 Google Classroom, Kahoot, Quizizz, Nearpod 和 Geogebra

等相關電子平台作課堂活動的設計，並能對焦學習難點進行教學，以提升學生的學習
效能。 

⚫ 此外，本年中、英、數、常四科均加入科任老師與同級進行互相觀課的機會，全學年

需要最少觀課和被觀課各一次，以建立科本觀課文化。全年共有 21 位教師進行了同
儕觀課，大家就課堂觀察進行評課及教學反思，給予適切的回饋，再修正教學計劃，
以提升教學的效能。 

 

反思(改善/跟進) 

⚫ 由於本學年受社會運動及 2019 冠狀病毒病停課影響，各項觀課的制度未能給全體教
師按時間表完成，故校方將會來年重新檢定推行的模式及時間。 

⚫ 首三年新到職的老師因為停課關係，未能在本學年完成觀課，故將在來年延續本年未
完成的觀課計劃。 

 

2. 配合課程發展需要，進行教師專業發展計畫 

成就：  

⚫ 在本年度上學期初，有關科目已與不同的教育團體建立合作夥伴的關係，就科組的課
程發展，設計合適的校本課程。 

⚫ 在中文科方面，本年度已與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建立跨校學習圈，並進行校
本圖書教學的學術交流，從中得到啟發，有助優化校本課程。此外，與嘉諾撒聖心學
校、筲箕灣崇真學校及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的教師建立跨校學
習圈，開展了籌備工作的會議，以商討如何加強教師於課堂內運用虛擬實境教學的技

巧及具體合作流程。 

⚫ 在英文科方面，六年級英文科老師參與教育局語文教育支援組計劃，為學生設計升中
銜接課程。教師於課程中滲入英國文學的作品，讓學生學會分析文學作品的內容及意
義，並從閱讀中發掘樂趣。課程運用以學生為中心的學與教策略，如講故事、小組匯
報及討論、個人演說等，提高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及課堂互動性，達致自主學習之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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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科正副科主任本年於一月參加了由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組所舉辦的分享會，分享

內容關於課程領導者如何全校性推動跨科閱讀，教師們互相交流教學心得及分享校本
課程教學材料。於學校停課期間，英文科主任參加了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組舉辦的線
上工作坊，題目為「領導變革- 以整體規劃設計有效網上課堂」，三位講者介紹了不
同的電子教學應用程式，並即時示範如何利用各個網上平台進行線上教學，亦分享如
何有效提升與學生互動的方式和技巧。 

⚫ 在常識科，三年級科任老師與嘉諾撒聖心學校及筲箕灣崇真學校建立跨校學習圈，進
行滲入 STEM 元素的科學與科技的學術交流。課程發展主任、常識科正副科主任於本
年一月與友校進行學術交流。在交流會中，大家分享進行校本 STEM 教育情況，並商
議及揀選三年級的課題以進行 STEM 的科學與科技活動。 

⚫ 創意藝術教育組負責老師曾於 2020 年 1 月到秀明小學參觀其中華文化周「秀明園遊
會」，並與負責老師交流該活動的計劃與執行。 

⚫ 本年度課程發展主任參加了教育局的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之領導學習社群，共出席了
4 次會議，通過跨校分享經驗，及共同探討不同的教育議題，協作規劃和落實最新的
課程革新項目，有助建立校本的學與教策略。 

⚫ 超過 70%的教師認同參與不同的跨校交流活動有助擴闊教學的視野，提升教師本科上
的專業知識、技能和態度。 

 

反思(改善/跟進) 

⚫ 在校本中文科圖書教學的學術交流方面，借鏡於十八鄉鄉事委員會的校本課程設計，

建議本校加強識字元素及閱讀策略於課程設計中。 

⚫ 由於本學年受社會運動及 2019 冠狀病毒病停課影響，部分科目未能按預期的計劃進
行學術交流，包括六年級中文科未能向嘉諾撒聖心學校借鑑，把虛擬實境的技術融入
中文科的課程裏；數學科未能與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討論數學科課程的發
展；三年級常識科只初步訂定以「冷和熱」單元在下學期進行科學探究活動，結果也
因停課關係擱置了計劃。 

⚫ 由於與他校進行學術交流的計劃能優化校本的課程發展，強化教師的專業，故將於下
學年再安排中英數常等科目與其他學校進行跨校合作，彼此觀摩，而推行形式及時間
則有待商討，亦會建議採用跨校網上視像會議進行學術交流。 

⚫ 原定常識科科主任在本年度參加了本科的「課程領導學習社群」，由於受社會運動及

2019 冠狀病毒病停課影響，以致所有會議均被取消。 

⚫ 來年學校再根據校情和課程發展的優次，有策略地安排相關科目參與各項專業交流計
劃，進一步提升教師的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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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學生學習多樣性，提供不同的學習支援及策略 

成就：  

⚫ 超過 90%的教師能在共同備課會及課研會中，提出各學習單元的難點，並討論和整理
課前知識，編排合適的預習及課堂活動，從而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 超過 90%的教師亦能在平日的課堂上，運用多元化的教學策略，以照顧學生學習多樣
性，包括善用資訊科技教學，增加生生互動和師生互動，營造學術討論氣氛，提升課
堂的提問和思考水平。 

⚫ 不同學科透過課程規劃，為學生設置基礎學習能力，再訂定核心及延伸學習部分，並
設置分層課業及挑戰題目，從而加強照顧不同學生的學習能力，使所有學生都能發揮
學習效能。 

⚫ 語文科教師運用多元化的主題教學材料和活動，能加深學生對不同文體的認識，以提
升學生的寫作技能。 

⚫ 中文科老師在課堂教學時因應學生學習的多樣性而設計分層的工作紙和教學活動。另
外，學生在長假期完成的閱讀報告，不再局限於繳交書面報告，由於初小學生喜以口
語來表達個人的閱後感及反思，因此學生會於網上學習平台繳交口頭閱讀報告，以讓
教師對他們的閱讀心得給予回饋，從而藉着多元化的評估來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 本年度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推出的「促進小學英語學習津貼計劃」（PEEGS)，
英文科獲得三十五萬元撥款。此計劃內容主要以照顧學生多樣性和促進跨學科閱讀作
為重點發展項目，以進一步發展三、四年級校本英語課程。參與計劃的教師認同課堂
設計能照顧不同學生的學習需要，而設計教學材料比以前較具信心，並能有效地提升

學與教的效能。 

⚫ 三、四年級英文科科任老師能根據學生的興趣、學習需要和英語能力，調節、深化及
重新設計該級的主題教學材料，包括主題大綱、課堂計劃、教學材料、主題小冊子、
校本課業和工作紙等等，並配合電子學習工具及平台，配合學生學習需要和興趣的教
學方式，為擁有不同學習模式的學生提供學習經歷，鼓勵學生定下個人的學習目標，
以提升學生學習英語的自信心，發揮個人潛能。 

⚫ 數學科老師能根據課程架構，分階段讓學生運用解難策略作深入的數學探究，從而提
升學生的思維技巧。 

⚫ 數學科在一至四年級的上學期，加入了一次實作評量於進展性評估中，以評估學生紙
筆計算以外的能力，學生均能積極及有信心完成評量活動，教師亦認同評估活動更能

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讓學生以紙筆以外的方法表達自己對數學概念的掌握。 

⚫ 常識科教師於課堂中加強運用適切的學習材料，設計多元化或分層的學習活動及課
業，引導學生進行探究、發現和建構知識，例如新聞討論、搜集資料及新聞評析等。
此外，在不同課題中找出學習重點，並設計不同的預習、課堂活動或課業拆解有關的
學習難點，並利用資訊科技、思維策略等輔助學生學習，提升學與教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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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19 冠狀病毒病停課期間，教師還會運用不同電子工具設計合適的學習材料，讓

學生在家中自學，透過 Google Classroom 發放各類學習資訊，包括預習、教學影片、
課業、進展性評估及網上小遊戲等，在停課的日子也能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機會給學
生，讓學生發揮自主學習的能力。 

⚫ 教師為有不同潛能的學生提供抽離式的資優培訓課程，包括英文科的英語大使、數學
科的 「奧林匹克數學培訓班」、視覺藝術科的「校園藝術大使」、體育科的各類專項
訓練及風紀培訓等，以照顧在不同學習上表現優異的學生之需要。   

⚫ 本年度學生支援組運用政府撥款資助外購不同的訓練小組，如「執行技巧小組」、「閱
讀悅學小組」、「拆字小組」，透過提升學生的執行能力、閱讀技巧、認讀字詞技巧，
以抽離的方式在正規課堂以外進行學習，照顧不同年級學生在不同範疇的學習需要。 

⚫ 學校為了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及讓學生從真情實境中學習，部分班級已在本年度完成

主題式的全方位學習，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發展共通能力，包括一年級「樂在校
園」及五年級「名人故事」。據教師課堂的觀察及科組檢討會議，學生能在主題下利
用真情實境建構知識，成為更有效的學習者，幫助學生提升學習效能。 

 

反思(改善/跟進) 

⚫ 由於受社會運動及 2019 冠狀病毒病停課影響，整體下學期的課程主要以網上教學為
主導，減少了師生在課堂中互動及給予回饋，難以即時抽離部分有學習困難的學生加
以補底。因此，當學校復課後，各科根據停課期間的教學進度和內容，大部分的教學
以鞏固和學習適應為主，讓學生逐步回復正常的學習。 

⚫ 在停課期間，英文科的本科計劃(PEEGS)受一定程度的影響，例如未能進行同儕觀課
及按時收到已訂購之英文圖書等。因此，英文組已去信申請將計劃延期一年，以便能
更有效推行各項策略及進行檢討。 

⚫ 因停課關係，常識科某些年級雖然於停課期間上載通識思考題、新聞評析等讓學生完
成，教師亦批改有關的電子功課及作回饋，但仍有不足之處。待復課後，有關年級的
科任老師需再為學生講解，鞏固學生學習。 

⚫ 學生支援組需與外購服務機構或導師作緊密的溝通，以確保課程內容在目標、程度、
和跟進方面都符合本校要求。 

⚫ 本年度只有一年級和五年級學生完成了全方位學習活動，其他年級也因停課關係而取
消安排主題學習，故來年將會重新優化全方位主題學習課程，與合適的科目連結，啟

發學生共通能力，及豐富學生的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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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優化資訊科技教學 

成就：  

⚫ 本學年共有 106 位四年級學生參與「電子學習計劃 — 學生自攜平板電腦 (BYOD) 

輔助學習」計劃。參與計劃之學生須自攜電子學習工具 iPad 回校，於課堂中與教師
進行電子互動學習活動。 

⚫ 首次於四年級推行「電子學習計劃」，約 80%的四年級科任老師能有效地利用 iPad 

輔助教學，透過出版社的電子教學資源及免費應用程式，為學生設計合適的電子學習
活動。 

⚫ 校方因應「電子學習計劃」的推行成立了「推展電子學習小組」，與科任老師一起訂
定了每節課堂使用 iPad 的時間，因此大部分老師均認同學生使用平板電腦的時間合
適。 

⚫ 本年度四年級科任老師隔週進行共同備課，擬訂各教學單元之教學策略及相關的電子
功課，並於會議中討論教學難點及解決方案，因此高於 80% 之教師認同在施教過程
中能對學生的學習情況作適時的回饋及跟進。 

⚫ 本年度資訊科技發展主任為各科增設電子郵件帳號，藉以讓教師透過中央電子郵箱註
冊使用不同的教學平台製作教材，並把相關的教學資源作統一儲存，例如中文科的成
語教學。另外，教師亦已把教學資源儲存在校內伺服器及雲端硬碟，留待下學年的科
任老師作參考。 

⚫ 在課堂學習方面，中、英、數、常各科除了會透過 Google Classroom 向學生發放相關
課題之學習材料作課前預習，亦會結合電子課本、課堂練習系統如 Padlet、Popplet 等

於課堂中與學生進行互動遊戲，以評估學生學習情況，學生於課後會完成電子功課作
為課堂鞏固。 

⚫ 在課後閱讀方面，各科老師均會利不同的網上閱讀平台(如：Epic、Raz Plus)，並按主
題為不同程度的學生挑選合適的課外書，如英文科老師會因應學生程度所挑選之課外
書而設計分層作業，並鼓勵學生利用應用程式和網上資源如 Padlet、Mentimeter、
Seesaw 等分享閱讀後感，從而營造多看、多聽及多講的語言環境。 

⚫ 學生在課堂中透過不同的應用程式，能與教師及同學進行即時的互動，反映出學生積
極投入課堂活動，超過 75% 四年級科任老師認為學生在課堂的參與度較以往有所提
升。 

⚫ 本年度為教師舉辦了數場電子教學工作坊，為教師解決運用 iPad 的難點及豐富其使

用的技巧，超過 80% 的教師認同工作坊能有效地提升他們運用 iPad 作輔助教學工
具的能力，並有效地為學生擬定相關課堂活動及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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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改善/跟進) 

⚫ 在學生方面，這是首次讓她們自攜平板電腦作在課堂上的作輔助學習工具，部分學生
會出現忘記「解鎖」iPad 密碼的情況，需交教師課後重新設定，唯此舉會把儲存在
iPad 內的資料一併刪去。故建議來年加強家長及學生在保存密碼方面的教育，減少
重設 iPad 的情況。 

⚫ 本年度有部分四年級學生未有參與「電子學習計劃」，沒有個人電子學習檔案以儲存
學習素材作日後重溫之用，再者，他們需借用校方的電子學習裝置，在進行課堂活動
中不時出現系統登入的問題而影響學習進度，建議來年由四年級開始，學生必須參與
「電子學習計劃」，以提升學生各方面的自主學習能力。 

⚫ 由於受 2019 冠狀病毒病停課影響，學校需停課一段時期，老師以 Google Classroom 

平台向學生發放學習教材。唯在此期間，Google G-suite 平台曾出現承載量不穩定的

情況，家長未能有效地在應用程式中存取或上載電子功課。再者，為配合於停課階段
對視像教學的需求，建議來年可考慮使用在安全性及穩定性較高的軟件作為校方的電
子學習平台。 

⚫ 為讓教師更能靈活運用 iPad 進行電子教學，建議來年繼續為老師舉辦「電子教學工
作坊」。 

 

5. 持續推動 STEM 教育，發揮學生的探究能力、創造能力、運算思維及解難能
力。 

成就：  

⚫ 本年度學校持續推動 STEM 教育，並重視教師的專業發展，因此透過參加相關的培
訓，有助提升教師掌握專業的知識。在上學期初，安排了兩場 Micro:bit 編程工作
坊，讓專責發展 STEM 教育課程的教師接受培訓，協助教師建構以 STEM 學習能力
為本的課程架構及教材套。最後共有 10 位教師參與工作坊，並超過 70%教師能應用
相關知識於智庫學堂的「STEAM 科技活動」課程中。 

⚫ 此外，教師亦積極對外交流，超過 70%教師認為參與不同教育團體或機構的支援計
劃，有助增強籌辦和推行 STEM 相關學習活動自信心。 

⚫ 數學科科主任與香港教育大學數學與資訊科技學系張僑平博士已進行兩次備課會議，
透過數學科 STEM 教育活動，加強數學元素，讓學生動手製作【趣味動畫儀】，已初
步設計有關教材。 

⚫ 本年度六年級常識科及電腦科科任老師參與了聖公會聖十架小學舉辦的「STEM 校本
課程規劃及發展」主題網絡計劃，參與計劃的教師已進行多次交流活動，包括：大學
專家講座、工作坊、共同備課及跨校觀課等，使教師擴闊了視野，獲得嶄新的思維，
從而有助規劃 STEM 校本課程。 

⚫ 本校四至六年級電腦科課程加入編程內容，讓學生透過編寫電腦程式，發展運算思維
的能力。從學生的習作及教師觀察中，學生能順利完成教師安排的任務。另外，六年
級的學生，由於能力較高，能編寫較複雜的程式，所以最後能設計一些編程的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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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識科科主任參加教育局小學課程發展組「常識課程領導學習社群」，能從學習社群

中討論不同的主題、就不同的主題設計教材套等，從而加強教師的專業知識。 

 

反思(改善/跟進) 

⚫ 由於本學年受社會運動及 2019 冠狀病毒病停課影響，原定在本年度安排一些 STEM

工作坊及支援計劃也得以取消，包括取消「創意 3D 打印設計」的教師培訓課程、張
僑平博士未能到校支援二年級數學科 STEM 教育活動，以及林從敏博士未能到校支援
五年級常識科科任發展本校 STEM 教育評估制度。 

⚫ 四至六年級學生在電腦科的編程學習上，未能按進度完成，尤其是五年級，下學年須
騰出時間教授本學年未完成的部分，以銜接六年級的課程。展望下學年，學生能透過
編程，解決生活中的難題。 

⚫ 「常識課程領導學習社群」能協助教師專業發展，建議來年可以繼續申請，讓更多科
任老師得到校外支援。 

⚫ 鑑於下年度持續推行 STEM 的不同學習活動，因此仍會積極邀請教師參與不同的教育
團體或機構的支援計劃。 

 

6. 提升教師評估素養，促進學生自主學習 

成就：  

⚫ 全校各班都在壁報板設立「字詞寶庫」，不同科任老師(如中文科、英文科、常識科等)

都能利用此位置，自行或請學生寫出及張貼一些關鍵字，以期透過耳濡目染的方法，
讓同學能提高辨寫字詞的能力。 

⚫ 一、二年級的常識科老師都能利用「字詞寶庫」小冊子，讓學生自習，自行選出關鍵
字來記載。 

⚫ 二年級的常識科老師加入進展性評估，除了能提升學生的認寫能力外，亦能幫助學生
作測考前的溫習，讓學生能溫故知新。 

 

反思(改善/跟進) 

⚫ 由於本學年受社會運動及 2019 冠狀病毒病停課影響，在提高學生的認寫能力上仍有
可發展的空間，故將於明年持續跟進。 

⚫ 此外，明年應以鞏固本學年學與教的工作為主，故延遲推行「全學年三次評估」的計
劃，籌備會議將於明年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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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配合「全方位主題學習」，積極推行跨課程閱讀計劃 

成就：  

⚫ 在上學期十月至十一月的五年級中文閱讀課裏，已完成跨學科課程閱讀計劃，主題為
「名人故事」。學校選取的名人故事跨越今昔中外，讓學生擴闊閱讀視野。此外，配
合中文科及常識科，讓學生多閱讀，80%學生能透過童書，學習前人的人生經驗和智
慧，從中獲得無數的啟迪。 

⚫ 在課堂中，學生閱讀名人故事後，老師會提問相關的問題，開拓他們的思路，從而啟
發學生以古聖先賢、英雄豪傑為榜樣，學習他們的決心和毅力，給予他們更強的正面
激勵。經教師在課堂上推介相關的圖書以後，超過 70%學生能主動借名人故事的圖書
回家閱讀。 

 

反思(改善/跟進) 

⚫ 由於中閱課的時間較緊迫，五年級學生未能以短時間完成閱讀內容及工作紙。建議來
年改變課堂設計，簡化堂上的閱讀模式，而工作紙則讓學生帶回家完成。 

⚫ 由於本學年受社會運動及 2019 冠狀病毒病停課影響，六年級的跨課程閱讀計劃未能
按時間表完成，故校方將會重新檢定推行模式及時間。 

 

總結： 

本年度學校持續關注教師的專業發展，優化各項觀課的制度，提供充足的共同備課的
機會，讓教師可以透過顯證進行教學反思，不斷求進以提升學與教的成效。此外，安排不
同科目及組別參與校外的學術交流計劃，汲取校外寶貴的經驗，學習新的教學方法及策
略，從而推動課程改革，建構有系統的校本課程架構。 

學校期望學生能愉快地學習，讓學生可以靈活運用自學策略，故推行多元化的學習活
動，以及致力發展 STEM 教育，為不同學習表現的學生提供機會，使她們獲得重要的學習
經歷，以發揮自身的潛能。還有，教師可因應教學進程、學生能力和興趣，在課堂上安排
有效的電子學習，有助提高學生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增加學習效益。 

每年校方均會檢定各科的評估政策，藉著有效的評估，可以診斷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
困難，從而反思學與教的效度，並向學生提供有效益的回饋和具體建議，使他們知道如何
改善學習，故下年度將會更優化及善用評估，以檢視學生的學習進度及效能，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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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三》：籌劃搬遷 迎接新挑戰 

1. 為搬遷至擴建校舍做好規劃，善用校舍空間，創建及優化教學環境 

成就：  

⚫ 根據教師口頭訪問及科組會議紀錄顯示，學校已初步為跑馬地校舍內所有具教學用途

的課室和特別室及具行政用途的特別室，規劃使用空間及用途。 

⚫ 根據科組會議紀錄顯示，科組已完成本年度的盤點，並為所屬的物品、教具及家具，

安排轉贈、註銷或採購添置計劃，同時科組亦已完成整理本年度相關的財務預算及報

告。 

⚫ 本學年已為跑馬地校舍進行採購 Wi-Fi 網絡、電話系統、廣播系統及音響系統舖設的

工作。 

⚫ 由於得到辦學團體的全力支持，學校已獲資助購置跑馬地校舍所需設施，學校暫不用

籌辦籌款或募捐活動。 

 

反思(改善/跟進) 

⚫ 由於「擴建及改建工程」受主建築樓結構、惡劣天氣及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等問題

影響，跑馬地校舍工程將延期竣工，學校搬遷事宜需再作跟進及安排。 

⚫ 建議正式落實搬遷前半年，再作實地考察，審視各房間、通道及展示區等地方的實際

用途。 

⚫ 本學年雖已完成規劃所有電器如電腦、投影機、實物投影機、互動電視、CCTV 及門

禁系統等擺放位置，唯採購工作的進度受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有待下學年繼

續跟進。 

⚫ 工程仍在進行中，負責組別仍需繼續監管 Wi-Fi 網絡、CCTV 及門禁系統、電話系

統、廣播系統及音響系統舖設的工作。 

⚫ 若電腦、投影機、實物投影機、互動電視等供應商進行安裝時，負責組別需對供應商

的安裝工作進行監管。 

⚫ 下學年科組仍需盤點所屬的物品、教具及家具，安排轉贈、註銷或採購添置計劃，並

整理相關的財務預算及報告。 

⚫ 行政組別及各科組需於正式落實搬遷前半年，完成搬遷物品、教具及家具列表及置放

跑馬地擴建校舍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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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擴建及改建跑馬地校舍工程進行得如火如荼，各組別已著手籌備房間設計、科組物品
搬遷等事宜，唯本學年受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以致部分原定計劃因停課而被迫延
後開展，因此，下學年將繼續跟進擴建校舍設施購置及搬遷事宜。此外，適逢下學年學校
創校六十周年，學校將舉辦校慶活動，讓學校各持分者展現活力，迎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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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與教 

1. 學校實施全人教育為辦學使命，使學生在德、智、體、群、美、靈各方面得以均衡發

展。本校課程配合教育局提倡的教育目標，以「培養學生終身學習及自主學習的能
力」，旨在培養學生各種共通能力，以建構及獲取知識及建立正確價值觀及態度，並
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加強學生自主學習。 

本校的課程發展主要按以下範疇： 

(一) 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家庭、愛德、義德、真理、生命 

(二)《基礎教育課程指引─聚焦‧深化‧持續（小一至小六）》（2014）  

(三) 學校三年發展計劃 

 

A. 持續優化課堂教學，發展學生多元潛能及自主學習的精神。 

1. 提升教師的專業，優化教學的效能 

本學年各科組參加了多項校外支援計劃及發展多個校本課程，希望藉此配合課
程發程趨勢，採用多元化的教學策略，回饋課堂教學。詳情如下： 

 

科目 年級 計劃內容 

中文科 一 與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作「圖書教學」交流 

六 與筲箕灣崇真學校、嘉諾撒聖心學校及香港道教聯
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進行「VR 虛擬實
境」學習圈 

英文科 一至四 Development of Text Sets (DTS) 

六 參與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組設計升中銜接課程 

數學科 二 與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進行學術交流 

邀請了香港教育大學數學與資訊科技學系張僑平博士

為本校作 STEM 的課程支援 

常識科 三 與與筲箕灣崇真學校及嘉諾撒聖心學校進行「科
學探究」學術交流 

一至六 邀請了教育局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江雪儀女士作課程

支援 

電腦科 三至四 與筲箕灣崇真學校作學術交流 

STEM 教育 六 參加聖公會聖十架小學主辦的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

計劃「學校整體課程規劃與 STEM 教育」 

創意藝術教育 樂動小組 – 

IA Project 

與秀明小學作藝術交流 

 

本年度安排部分科目參加校外專業支援計劃，讓教師與其他學校及教育機構連繫，透

過進行單元共同備課及觀課，互相觀摩學習，教師可以設計多元化的課堂活動，促進學生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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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計多元化的學習活動，發展學生多元潛能及自主學習的精神 

2.1 配合學校主題「效法保祿·求真義」，推行一至六年級「全方位主題學習」 

學校為學生提供均衡的課程以擴闊學生的學習經歷；使學生在學習時得以善用
校園內外多樣化的環境、人力資源和生活化的教材，從而在實踐中主動學習。 

 

年級 月份 主題 配合主題的理念 

小一 9-10 月 樂在校園 

在校園生活裏，除了明白校園各房間及

設施外，還親身接觸學校上下不同崗位

的學校員工，明白他們工作的意義，發揮

愛人的精神。  

小二 11 月及 5 月 親親大自然 

了解自然界日與夜的現象與日常生活的

關係，發現自然環境與生物賴以依存的

奧妙。 

小三 3-5 月 走進我們的社區 

帶學生走進身處的社區，觀察區內各項

發展，進行專題探究，並主動了解社區問

題，明白作為公民需盡責任，維護自己的

家園 

小四 

11 月(上學期) 

4 月至 6 月 

(下學期) 

香港今昔 

珍惜遠古時代遺留下來的文化與遺產，

承傳歷史、保育歷史，愛護香港這個家 

小五 10-11 月 名人故事 
認識中外古今多位名人的故事，並學習

他們堅毅追尋真理及公義的精神 

小六 3-4 月 
Environmental 

Issues 

辨清人類的活動如何影響自然生態及破

壞環境，讓學生主動尋求真義，明白愛護

環境、愛護地球刻不容緩 

    

2.2 多元化智能課程 

本年度的「智庫學堂」的課程內容主要是根據美國心理發展學家加德納提出多
元智論的理論，然後訂定了一至六年級的課程，包括培育學生語言智能、邏輯智能、
音樂智能、肢體動覺智能、自然觀察智能、人際交往智能、空間視覺智能以及內省
智能。智庫學堂開設的課程很廣泛,從語文科至科學與科技科,再加入 STEM 教育課
程，都能照顧學生的興趣，讓學生投入課堂學習，豐富學習經歷，更可發揮自我的
潛能。 

 

2.3 發揮學生潛能的樂動小組 

每逢星期五的樂動小組時段，提供各種不同範疇的活動給學生，例如富節奏動
感的「中國鼓」;訓練學生思考、動腦筋的「科學小偵探」、「桌遊樂」;亦有開啟學生
探索科學領域的「科創小精英」、「VA 體驗團」等。這些活動均能滿足學生對新事
物的好奇心，亦能豐富她們課堂以外的學習經歷。 

 

2.4 電子學習計劃 

2.4.1 在各科加強推動電子學習計劃，重視學生自主學習的上課模式。在課堂學習方
面，中、英、數、常各科除了會透過 Google Classroom 向學生發放相關課題之

學習材料作課前預習，亦會結合電子課本、課堂練習系統如 Padlet、Popplet 等
於課堂中與學生進行互動遊戲，以評估學生學習情況，學生於課後會完成電子
功課作為課堂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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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本年度首次於四年級推行「電子學習計劃」(BYOD)，四年級科任老師能有
效地利用 iPad 輔助教學，並透過出版社的電子教學資源及免費應用程式，

為學生設計合適的電子學習活動。 

 

2.5 推行 STEM 教育 

本年度學校持續推動 STEM 教育，並重視教師的專業發展，因此透過參加相
關的培訓，有助提升教師掌握專業的知識。在上學期初，安排了兩場 Micro:bit 編
程工作坊，讓專責發展 STEM 教育課程的教師接受培訓，協助教師建構以 STEM

學習能力為本的課程架構及教材套，最終教師能應用相關知識於智庫學堂的
「STEAM 科技活動」課程中。還有，參與了聖公會聖十架小學的主題網絡計劃，
透過專題講座、STEM 工作坊，以及共建跨校觀課文化，達致專業學術交流。 

 

2.6 從閱讀中學習 

2.6.1 學校圖書館為學生提供各類圖書資訊，推介配合課程的優質讀物，透過合適的

館藏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及效能。本學年我校共有 80 名圖書服務生，其中 24

名服務生協助處理圖書館日常館務。此外，推廣閱讀組更招募了 32 位四至六年
級的「閱讀大使」，協助宣傳及舉行校外、校內閱讀活動，藉此鼓勵學生培養「愛
閱讀、樂分享」的良好習慣。 

2.6.2 其他科本活動包括「伴遊書海」活動、「捐贈圖書顯愛心」活動、跨科閱讀圖
書推介、Book Book 趣書友會、諸子百家先秦圖書推介、繪本故事創作比賽和
漂書計劃等等。推動閱讀組能從多方面來推動閱讀，目的旨在營造良好的閱讀
氣氛，為全校學生建立優良的校園閱讀文化。 

 

2.7 多元化的評估政策 

各個學科按照教學目標和學習重點而制訂一套公平的評估機制，並運用多元
化的評估方式，讓學生有機會得到全面的評估，並以促進學生學習為最終目標。

評估的方式包括測考的紙筆評估、專題研習、實作評量及科學探究等。 

 

B. 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 

1. 運用三層架構的模式，積極推行資優教育 

在基礎的第一層架構裏，中、英、數、常各主科於課堂及校本課業中加入高層次
提問及於課業中加入挑戰題，引發學生作高層次思維技巧。繼而上第二層，就是以
抽離方式在正規課堂以外開辦多門專項訓練，包括田徑、奧數、中樂團、管弦樂團、
衝上雲霄飛行計劃等，在特定範疇有較突出表現的學生可接受有系統的訓練。最後
第三層便會推薦資優學生參加富挑戰性、不同範疇的校外增潤課程，如香港中文大
學資優課程等，從而加強學生學習效能，並有機會與不同學校的資優生互相交流，
學習雙長。 

 

   2. 開設學習支援小組，提升學生學習的效能 

學校設立校本支援小組，專責協助有學習需要的學生，亦有引入校外資源，開
辦合適的學習小組如「執行技巧小組」、「閱讀悅學小組」、「拆字小組」等，由導師
照顧這些學生，了解她們的學習困難，並提供輔導及支援。透過輔導形式，鼓勵學
生在學習上互相支援，增強信心及成功感，從而提高學習興趣。此外，本校運用「加
強言語治療津貼」外購校本言語治療服務，為有需要接受言語治療的學生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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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順各學習階段的銜接 

「以學生為本，以切合學生的不同需要」是我校培育學生的其中一項在課程發

展上的路向。在幼小銜接方面，為了協助提升小一新生對學習的信心和興趣，各科
均靈活編排教學內容和進度，讓小一新生鞏固已有知識，循序漸進地適應新階段的
學習。 

而在升中銜接方面，為高年級學生加入「校本升中銜接增潤課程」以涵蓋新課
程的課題，包括中文科的課程裏加入名家小說、古詩文賞析，以提升學生對中國文
學的認知；英文科更會優化課程規劃，加強閱讀廣度和深度，完善初中課程銜接；
數學科在校本增潤的課程裏，全面在各級加入教授英文的數學，以幫助學生升上初
中後學習數學的理解；而常識科也會加入通識思考題目及時事新聞分析，訓練她們
分析時事的能力和明辨性思維，更會培育學生科學探究的技能，包括觀察、量度、
分類、推論、預測、假設、分析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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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校園政策 

⚫ 本校注重學生的全人發展，致力幫助學生培養健康的生活習慣、建立正面的人生觀與
價值觀、學習實用的生活技能及抗拒誘惑的技巧等。本年度，因 2019 冠狀病毒病停
課關係，部份活動未能順利推行，但學校仍為學生提供不同防疫及健康資訊，各科組
亦合力推行多元化的健康活動。 

 

1. 營造衞生安全的校園環境 

1.1 本校十分注重學生的健康情況，因此，持續推行防疫措施，預防傳染病在校園
傳播，並與衞生署防護中心保持緊密的聯繫，為一年級、五年級及六年級學生
注射各種疫苗，此外，也為學生提供「學生健康服務」及「學童牙科保健服務」
等。為了讓學校職員及學生擁有一個整潔、衞生的校園環境，學校定期於非上
課時段，安排專業消毒及滅蟲公司進行消毒、滅蚊蟲等一系列的措施，有效預
防及控制流感或其他傳染病的爆發。 

 

1.2 學校全年舉行兩次火警演習及活動分享，讓學校職員及學生熟習不同的走火警
路線，傳遞注意走火安全的訊息，讓學生學習隨機應變的技巧，提高消防安全
的意識。 

 

2. 發展學生的健康生活習慣 

2.1 本學年，本校繼續參與衞生署舉辦的「2020開心『果』月」，藉此鼓勵學生養
成每天進食水果的習慣，以及推廣水果的營養價值和對健康的益處。此外，本
年度學校獲得衞生署頒發之「連續十年參與」獎座，以示對學校支持此活動之
鼓勵。 

 

2.2 藉著宗教科的課程及活動，讓學生明白用愛心幫助身邊的人，發揮愛主愛人的
精神等活動，以培育學生身心靈健康，建立正面的價值觀、積極上進的生活態

度及關愛的精神。 

 

2.3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舉辦「生命教育課」、與外間機構為一至六年級學生合辦各
種學生講座及有關生命教育的工作坊，建立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培養學生正面

的生活態度，活出積極人生觀。  

 

3. 建立環保的校園 

3.1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為學生安排有關「低碳救未來」一系列活動，在環保劇場
的活動，由淺入深地向學生講解有關環境保育的重要性，而透過生動及具互
動性的話劇，學生能積極參與及明暸低碳生活的重要性。另外，透過宣傳「創
意樽蓋畫」活動，學生懂得不同的物品可以循環再用，並合力收集樽蓋進行
回收，提升學生在日常生活中減少塑膠廢物的意識，及讓學生認識固體廢物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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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學生支援 

學校十分重視德育及品格的培育，致力提升學生身、心、靈的發展。學校明白學生在
不同成長階段的態度、行為及心智發展實況，並能善用不同渠道，如觀察、持分者問卷、
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套件、校外評核報告、學校表現評量和學生校內及校外學習表現等所
得的資料，識別學生在成長支援上的各項需要。學校設立良好的機制，就如何因應學生的
需要，照顧他們的成長發展達成共識，制訂學生成長和支援的政策及措施，且備有整全而
具方向的發展計劃。 

 

「學生支援小組」因而制定支援機制及相關的工作策略。本校給學生提供的支援，基
本可分為兩個主要方向： 

1. 特殊支援 

2. 學校適應 

 

《一》特殊支援    

小組的主要工作，是因應學生在學習、個別特殊情況或家長的需求，為個別學生制定
適切的支援策略，基本範圍有四個： 

 

(甲)  學生學習支援 

A.  學習支援津貼 

本學年，本校透過「新資助模式」，獲教育局撥款 529,914 元。 

1. 本校利用是項津貼，聘請了兩名學生支援教學助理，支援有需要的學生。其
主要職責為老師提供入班支援、協助推行學習滿 FUN 小組、功課輔導、文書
處理、評估調適等。下學期，也運用是項津貼，聘請了一名助理老師，在疫
情停課期間，為有需要的學生開設校本視像訓練小組，協調學習滿 FUN 小組
的工作。 

2. 配合跨學科課程，本年度利用是項津貼購買不同的自學教材套佈置「自學角」，
及購買語文知識相關繪本，放置在圖書館內讓全體學生借閱。有趣、多元化
的的學習裝置有效地讓學生自學及促進朋輩互動，以提升有特殊教育需要學

生對學習的興趣和自信。 

3. 本年度以購買服務及校本小組方式(「學習滿FUN」小組)，支援有需要的學生： 

 小組名稱 服務機構 節數 對象 

1 「動感小樂園」感統統合小組 啟育兒童綜合發展中心 8 P1 

2 「做自己的小主人」執行技巧

訓練小組 

共融教室 8 P.3-4 

3 「做自己的小主人」執行技巧
訓練小組 

共融教室 8 P.5-6 

4 「做自己的小主人」執行技巧

訓練小組 

第八天 8 P.2 

5 閱讀悅學小組 小豆苗教育中心 8 P.5-6 

6 「專心致志」專注力小組 越己堂 8 P.3-4 

7 「中華文字奇趣」小組 小豆苗教育中心 8 P.1 

9 中文悅讀悅說小組 校本 6 P.3-4 

10 復課 Get Set Go 校本 2 P.1-2 

11 「專心致志」專注力小組 校本 6 P.1 

12 靜觀正向小組 校本 6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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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 

1. 本年度本校繼續由教育局委派教育心理學家張張嘉娜女士駐校，提供校本心

理服務，為有特殊教育需要之學生及家長提供支援，每月約 2 次。 

2. 教育心理學家張太於本年度主要服務包括：為 SEN 學生進行評估、與個別家
長進行面談，及因應學生需要進行個別或小組訓練。 

3. 由於疫情停課，原定張太為五年級家長舉行之家長講座取消。但張太特別會
見了本學年「第三層支援」學生的家長及個別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家長，為
家長面對學生停課、生理及心理和變化及升中準備等方面提供意見及支援。 

 

   C.  言語治療服務 

校方今學年續與「香港言語及吞嚥治療中心」合作，由中心顧問秦蓁博士為本校提
供服務。言語治療師逢星期二駐校，全年共 101 小時。 

由於本學年的新個案數量增加不少，校本言語治療服務的資源大部份運用於治療。
疫情停課期間，言語治療師以視像課堂的方式繼續提供言語治療服務。 

 

1. 學生方面 

a. 「個別或小組訓練」— 改善語障學生的言語問題，提升其自信心。 

2. 老師方面 

a. 為了與老師保持緊密溝通，言語治療師每次訓練後會預留老師諮詢時間。 

b. 上學期完結後由言語治療師舉行個案會議，邀請個案學生之班主任及中文
科老師與會，彼此溝通，以了解學生訓練進度及學習情況。 

3. 家長方面 

a. 言語治療師及校方均鼓勵個案學生之家長陪同子女上課， 以了解學生之語
言能力發展，並於家中配合訓練。大部份家長均有出席最少一次或以上。 

b. 言語治療師會因應學生的訓練進展不定時致電家長提供諮商。本學年於停課
期間，言語治療師致電每一個個案學生的家長，為在家訓練作建議及諮商。 

4. 學校活動 

a. 疫情停課期，向一至五年級發放「香港言語及吞嚥治療中心」製作的影片，
教授學生不同年級的看圖說故事技巧，及向家長介紹如何運用網上的教材資
源、手機應用程式等，作家居練習，以提升學生的語言能力。 

 

D.  特殊學校暨資源中心計劃 

1. 本年度本校繼續參加「特殊學校暨資源中心計劃」，與香港西區扶輪社匡智晨
輝學校合作，為有需要的學生(有自閉症徵狀及社交表現稍遜的學生)提供小組
輔導。 

2. 香港西區扶輪社匡智晨輝學校負責老師逢星期五下午 2 時至 3 時到校提供服
務，教導小組同學如何面對青春期生理及心理的轉變。計劃雖受疫情停課影
響，但仍能達到基本目標。 

 

E.  小一、小二「及早識別及輔導計劃」 

1. 學生支援組於上學期，檢視上學年小一及早識別之輕微及嚴重程度之個案；
及諮詢二年級班主任之意見，為二年級學生進行及早識別計劃；教育心理學
家因應學習的學習困難程度排列進行評估優次，並如期完成評估及報告。 

2. 12 月開始，學生支援組為小一學生進行及早識別及輔導計劃，以識別有學習
困難的學生，於下學期開始提供支援，如輔導、評估調適等。 

3. 本年度，一年級班主任為 14 位一年級學生填量表，電腦結果顯示當中 3 人有
顯著學習困難(紅燈)、5 位有輕微學習困難(黃燈)，6 位學生沒有學習困難(綠
燈)。但與班主任及教育心理學家商討後，修訂為 4 位學生有顯著學習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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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位學生有輕微學習困難。教育心理學家及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已商討下學
年檢視學生情況的次序。 

4. 學生支援組隨即展開跟進工作，為有需要之一年級及早識別個案提供支援，
開辦「做自己的小主人」執行技巧小組、「專心致志」專注力小組及「中華文
字奇趣」拆字小組。 

 

F.  一至六年級個案跟進 

1. 學生支援組於學年期初召開「班別個案會議」，讓個案學生的班主任及中英數
科任老師知悉學生的特殊情況。若有特殊需要，也會向其他老師交代情況，以
對該生有更全面的關顧。 

2. 學生支援組亦不時就有需要的個案或懷疑/新增的個案學生之特殊情況，召開
「特別個案會議」，與班主任及科任老師共同商議支援策略及調適方案。 

3. 學生支援組會列席訓輔組召開的「關注學生小組」會議，以全面照顧學生於學
業、行為及情緒上之需要。 

4. 學生支援小組每年上學期會重新檢視五年級個案學生的支援成效，並徵詢教
育心理學家意見，與班主任、科任老師及家長再商議相應的支援策略、調適方
案等。 

 

G.  評估調適 

1. 本學年共有 18 位個案學生曾接受評估調適。 

2. 評估調適的形式包括：讀卷、放大卷、加時、提早給予默書範圍、答題方式彈
性處理、特別試卷、抽離等。 

3. 每學年結束時會為評估調適的學生檢視成效，以調節下學年的調適安排。 

 

H.  學科輔導 

1. 本年度之學科輔導上學期能按既定計劃全面推行，下學期則因疫情停課而暫

停。 

2. 本學年之學科輔導安排在下午時段，以抽離小組的形式進行，共開辦了 8 個
小組。 

3. 本學年輔導時間為一小時，即下午 2 時至 3 時。輔導時間充足，讓輔導老師
能運用多元教學活動進行補底教學工作，以提升輔導學生學習之興趣，鞏固
學習概念，照顧她們之間的差異。 

 

I.  朋輩支援 

1. 本學年由學生輔導員陳小姐訓練五年級「大姐姐」成為守護天使，協助小一新
生適應小學生活，及替她們進行社交活動、預默、溫習、教授自理技巧(寫手
冊、執書包)等。 

2. 守護天使亦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支援，如伴讀、語言大使、插班生適
應等。 

3. 於一年級家長會中，學生支援統籌主任向家長簡介學生支援的工作，及派發
「及早識別計劃」單張。 

4. 學生支援組的工作詳列於「新學年學生適應」家長備忘中。如有需要，學生支
援組或教育心理學家，會跟家長作電話溝通或個別面談。 

5. 透過各項津貼，為有經濟困難家庭的學生提供支援，提高清貧家庭學生的學習
能力，豐富學生在課堂以外的多元學習經驗，培養學生與他人合作的人際及社
交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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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教師進修 

1. 根據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類別，安排相關老師參與課程。 

2. 本年度已有 5 名老師完成修讀「照顧不同學習需要」基礎課程；特殊教育需
要統籌主任也報讀了專業課程。 

3. 唯因疫情關係，部份支援課程取消，下學年將繼續積極安排老師報讀相關課
程。 

 

   (乙)  有經濟困難家庭的學生支援 

        學校關注有經濟困難家庭的學生支援，協助其申請各項津貼，讓他們有均等    

    參與課外活動的機會，擴闊他們在課堂以外的多元學習經驗。相關津貼及計劃如
下 

1. 學生資助計劃(書簿津貼、車船津貼、上網津貼) 

2. 在校免費午膳計劃(提供營養均衡的免費膳食 

3. 活動支援津貼(資助校內活動的費用) 

4.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校本津貼 (籌辦校本活動，擴闊清貧學生在課
堂以外的多元學習經驗) 

5. 「關愛基金資助學生購買電子學習裝置計劃」 

6. 其他社會援助資源遠(如安裝網絡裝置、免費上網津貼) 

 

(丙)  個別特殊支援 

        因應家長的需求，或其提供的學生健康資料，本校為有特別需要的病患或傷 

    患的學生提供額外照顧，使學生能得到適當的協助和支援，減低對學習的影響。 

 

(丁)  學生情緒支援 

本校亦關注學生的情緒發展。學校訓輔組老師為有需要的學生跟進其情緒及
行為，而學生輔導員亦利用個人及家庭治療，協助有需要的學生和家長。 

 

《二》學校適應 

在此範疇內，本校特別關心學生入學後對學校生活和課程的適應，在學習過程
中各方面的成長，以及畢業生離校後對中一新生活的適應。 

 

(甲)  學生入學支援     

1. 推行「小一銜接課程」，一年級學生於開學首三天不上常規課堂，只教授學
生在自理、學習環境及社交情緒等方面的處理技巧，協助學生盡快適應及
投入小學生活、愉快學習。 

2. 本校繼續透過「守護天使計劃」，組織及訓練義工大姐姐，帶領一年級新生
融入校園生活，協助她們減少不安，同時為學習上有需要的小一學生提供
協助。 

3. 學校安排插班生及其家長於註冊日與學生支援組老師會面，講解學校日常

運作，及家長注意事項，讓他們盡快適應本校的學習環境與文化。學生支
援組老師也安排插班生及其家長於開學日課前，與班主任會面，彼此認識
及了解。 

4. 透過  M & M Programme(Mentor and  Mentee Programme)，為「學生大使」
和插班生作配對，「學生大使」會為插班生提供校園常規資訊及分享經驗。
透過互動交流，建立友伴關係，協助插班生盡快適應新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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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學生成長支援 

本校採用「全校參與」的模式，透過多項發展性、預防性及補救性的校本

活動，本學年以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愛德」為軸心，培養正確的人生觀及價
值觀。 

 

1. 訓輔、德育及公民教育、學生支援及宗教培育等組別的衷誠合作，配合學
校發展關注事項用心設計多元化的活動和支援服務計劃，「ICON 製作」、
「探索樹洞 SP—我們的小樹 1.0」、「心意點唱站」等活動都能善用資源，
讓不同需要的學生有均等參與的機會。活動中尤其著重體驗及實踐，培養
學生承擔責任，提升抗逆能力，幫助他們積極面對挑戰，能引導學生反思
以建立正面的價值觀。 

2. 老師關愛學生，能為學生提供即時支援。學校設立上、下學期每級各一次
的「關注小組會議」，由訓輔組及學生支援組主持，與各班的班主任及科任
教師共同探討學生在學業上、行為上、情緒上或社交上的問題和需要，緊

密跟進，以適時支援學生。疫情停課期間，班主任也定時致電家長，及透
過視像與學生見面，關顧學生的情況。 

3. 學校能因應不同成長階段學生的問題及需要，有策略地為他們提供適切的
發展性、預防性及補救性的學生輔導服務。學校採取「多奬勵、少懲罰」
的原則，每級班主任能藉「午間自由談」，安排午膳至午息時段，增加與學
生溝通的機會，以強化師生關係。對行為有偏差的學生，全體教師結合訓
育及輔導的方式，情理兼備，在完善的訓輔轉介模式下，以包容和鼓勵的
態度去教導學生，著重學生「反思、謝恩、更新」的過程，引導學生改過
遷善。 

4. 若要提升學生的「成長支援」，學校明白校外支援是十分重要和有需要。
因此，本校亦借助下列兩方面的力量，務求加強「學生成長支援」的工作： 

 家長方面 

學校視家長為重要的合作夥伴，透過不同渠道如家長會、學校通告、
學校網頁、問卷調查和親子活動，讓家長更了解學生在學校的生活，保持
緊密聯繫。為共同促進學生在學業和身心健康的發展，學校更為家長舉辦
正面情緒培育活動、家長講座及家長工作坊；本學年，設立「家校合作組」，
為家校溝通增加多一道橋樑；學校與家長已建立相互信任的夥伴關係，家
長信任學校，讚揚學校的發展方向，欣賞教師愛護和關心學生。家長教師
會主動向學校反映家長意見，能有效作為學校與家長之間的溝通橋樑，並
籌辦不少活動和親子聚會，以及針對學生的學習及成長需要，開辦講座，
提升家長輔導子女的技巧；家長也樂於參與家教會和學校舉辦的活動。學
校透過成立家長義工隊，引入更多家長力量，為學校發展提供更大支援。 

 

   社區方面 

學校與社區及外間機構有緊密的聯繫，支援學生需要，並鼓勵學生參

與社區服務及交流，如義工服務及共融服務等，能培育學生關懷別人、服
務社區的精神，尤其重視培養堅毅、尊重他人、責任感、國民身份認同、
承擔精神、誠信及關愛。校友關心學校的發展，凝聚力強，積極參與校友
會，協助學校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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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學生離校支援 

1. 中一學校生活及課程的適應 

a. 本學年下學期，雖然因疫情停課，但六年級各主科的「中小銜接課程」
仍透過網上學習及視像課堂如期完/成。 

b. 每年，英文科組均會帶領學生參加直屬中學特地為本小學六年級舉辦之
「英語樂趣遊」(Language Camp)。本年度是項活動於 2019 年 11 月 9 日
推行，學生積極參與，初步認識直屬中學的環境及了解中學生活的模式。 

c. 因停課關係，六年級學生未能參與各項升中適應活動；學生輔導員在推
行網上視像小組時，關注到小部份學生對升中感憂慮；與家長商議及得
他們同意後，學生輔導員將轉介個別個案予中學社工跟進。 

  

2. 學生離校後的行為支援 

a. 此項支援計劃的重點對象，是升讀本校直屬中學的學生。 

b. 本校的訓輔主任、學生支援主任及學生輔導員於每年的暑假初，與直屬

中學的訓輔組及學生支援組進行會議，就應屆升中學生在成長上的需
要，及一些個別學生情況，進行溝通。 

c. 本年度開始，本校及直屬中學的學生支援組也會於下學年開學後就特殊
教育需要學生進行更全面及詳細的交流。 

d. 如有需要，本校亦與小六的畢業生家長及新校老師保持聯繫，提供有關
的學生資料，為升中後的學生提供全面之輔助支援。 

3.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升中支援 

學生支援主任及學生輔導員會向有特殊教育需要之應屆畢業生的家長
取得同意後，就學生的學習情況及支援策略向學生獲派之中學提供意見，並
轉交學生個人報告，以作好銜接的工作。 

 

總結： 

配合本年度的發展方向，推行多元化有關學生支援的活動，無論在校舉行的活動，或
因停課而轉變為視像模式的活動，學生都表現積極、投入；學生也能透過各項活動逐步內
化「愛德」行為，貫徹天主教教育之核心價值，建構正向思維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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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表現 

《一》態度及行為的表現 

本校致力培養自律守規、待人有禮、富正面自我觀和熱心關懷社區的孩子。本校校
風純樸，校風及學生支援組別每年皆按此目標和理念擬定計劃及推行活動以培養學
生正確的價值觀。學生十分喜愛校園生活，積極投入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學生勤奮
用功，對師長有禮，對同學友愛，並對學校有強烈的歸屬感。 

 
《二》學業表現 

本校對學與教的範疇極為重視，因此一直透過跨校的師生交流、教師的專業培訓、
多元教學及評估策略等，致力優化教學質素，好讓學生在學業上有更優秀的表現。
在「2019 年全港性系統評估」中，本校三、六年級學生均有出色的表現。學生在中、
英、數三主科的成績，均高於全港學校的得分百分率。此外，本校六年級學生在全港
「中一學位分配辦法─派位結果」中，表現一如往年，約全級的 95%學生擠身第一及
第二組別，學業表現理想。 

 
《三》服務表現     

本校為了讓不同級別的學生從生活體驗中學習，提供及創造多元化的服務學習活動，
建立學生自信與自律精神，並共同承擔公民責任。學生積極投入參與服務，對學校
有歸屬感。學校設有不同組別讓不同能力的學生可在不同的服務崗位發揮所長，發
展她們內在的潛能，從而建立自信心。 
 

《四》學生在校際活動中的表現 
本校學生一向對於學術、體藝活動有着濃厚興趣，在校內均踴躍參與學校所安排和
推行的各項活動，在校外外亦會積極投入參與各項校際比賽。學生於本學年不論在
體育、音樂或朗誦等校際比賽中，均能獲取佳績，實在令人鼓舞。為此，學校將持續
堅守這份信念，豐富學生在不同範圍學習體驗，，藉以培養她們堅毅、自信的學習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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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際活動中獲得的獎項 

類別 比賽項目 / 組織名稱 19-20年度獎項 

學    術 

 中文比賽 

2019香港校際徵文比賽暨粵港澳大灣區青少年徵文比賽 

1金奬 

1銀獎 

1銅獎 

 數學比賽 

 2019優數盃國際數學邀請賽 1個二等獎 

 朗誦比賽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文粵語獨誦 
1亞軍 

3季軍 

中文普通話集誦 1亞軍 

英文獨誦 
1亞軍 

5季軍 

普通話獨誦 

3冠軍 

3亞軍 

2季軍 

 其他 

 

第五屆全港漢林普通話朗誦比賽 

4宇宙大獎 

12冠軍 

2亞軍 

 第十一屆香港國學藝術節 1銅獎 

 2019亞洲學生音樂朗誦比賽 1金獎 

 2019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 1銀獎 

 2019香港閃耀之星朗誦比賽 1冠軍 

 2019 Asia School Speech Competition 2亞軍 

 第十一屆香港學界兒童朗誦錦標賽 2020 1季軍 

 
2019香港「閃耀之星」朗誦比賽 

1冠軍 

2亞軍 

 2019香港校際普通話朗誦比賽 1冠軍 

 第十五屆【博藝盃】全國朗誦比賽 1銀獎 

 2019香港學界朗誦公開賽暨第十三屆朗誦比賽 1冠軍 

 第九屆全港兒童普通話/粵語朗誦比賽 1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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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樂 

 

 

2019香港青年音樂滙演管樂團比賽 1銀獎 

2019香港青年音樂滙演中樂團比賽 1銅獎 

2019香港青年音樂滙演交響樂團比賽 1銅獎 

Tokyo International Youth Music Competition 2019 

2冠軍 

1亞軍 

1季軍 

Asia Students Arts Festival 2020 Harp 1季軍 

Asia Music Competition for Young Artist Busan 2019 Hong 

Kong preliminary Round 
1銀獎 

第十一屆香港傑出青少年鋼琴家公開賽 2亞軍 

IYACC THE 8th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HARP-ABRSM EXAM 1冠軍 

2019"蕭邦紀念獎"香港-國際鋼琴公開賽 1亞軍 

The 24th St. Cecilia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2019 1亞軍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1銀獎 

2019香港國際音樂藝術節 
1冠軍 

1季軍 

第四屆香港演藝精英盃音樂大賽 1亞軍 

第七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2019 1季軍 

 

體    育 

 田徑比賽 

中西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9 1季軍 

東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9  
1亞軍 

2季軍 

學界港島東區田徑比賽   

2冠軍 

1亞軍 

2季軍 

1優異 

灣仔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9 

1冠軍 

1亞軍 

1季軍 

The 11th Hong Kong Parent-Child Athletic Championship 2019 

1冠軍 

1亞軍 

2季軍 

Hong Kong Kids Athletic Championship 2019  
1冠軍 

2亞軍 

 游泳比賽 

粵港澳大灣區慶祝國慶游泳錦標賽(2019)   3冠軍 

香港區小小水運會 2019女子 8歲 50米蛙泳 1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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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y Wright International Swimming Gala 1季軍 

TRISWIM2019小鐵人獎勵計劃 OPEN  2冠軍 

香港區小小水運會 2019 2亞軍 

 籃球比賽 

第二屆東區兒童除夕三人籃球賽    
3亞軍 

3優異 

 其他  

2019 ISI Skate Hong Kong 1亞軍 

2019年分區公園定向錦標賽 1亞軍 

第十五屆香港敬發盃羽毛球分齡賽 
1冠軍 

1季軍 

香港跆拳道勵誠會第十九屆跆拳道錦標賽 

3冠軍 

2亞軍 

1季軍 

HK CHIDO TAEKWONDO CHAMPIONSHIP 2019 
1亞軍 

1季軍 

藝術體操比賽 2019 
2亞軍 

1季軍 

TRISWIM2019小鐵人獎勵計劃 OPEN 2冠軍 

第十屆亞洲跳繩錦標賽 1二等獎 

體育先鋒體操比賽暨邀請賽 1亞軍 

兩岸四地慶祝國慶 70周年跆拳道錦標賽 1亞軍 

雲林虎威盃全國跆拳道錦標賽 
2亞軍 

2季軍 

 

舞    蹈 

 

2019東區文化節個人及團體舞蹈創意共賞會 

7冠軍 

2亞軍 

1季軍 

Asia Dance Sport Council Solo Paso 1冠軍 

全港 18區第三十八站公開賽 2冠軍 

2亞軍 

荷花杯國際公開賽 

6冠軍 

2亞軍 

1季軍 

Get The Beat Dance Competition small group  1亞軍 

第十二屆星舞盃舞蹈比賽爵士群舞 
1金獎 

1銅獎 

2019舞台王者挑戰賽團體項目街舞 1冠軍 

全港兒童舞蹈比賽 1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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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th President Cup International Open Championships 
1冠軍 

1亞軍 

Asia Dance Sport Council 3冠軍 

《鳳凰盃》中國風舞蹈比賽 2金獎 

全港 18區第三十八站公開賽 
1冠軍 

1亞軍 

際精英盃表演賽 2019 1季軍 

THE 2ND KUALA LUMPUR CITY INTERNATIONAL BALLROOM & LATIN 

DANCE CHAMPIONSHIP 2019 

1亞軍 

1季軍 

袋鼠盃舞蹈比賽 1金獎 

 

 

美    術 

 第 10屆無冷氣夜 2019「涼浸浸紙扇繪畫比賽」 1季軍 

2019彩繪夢想香港藝術菁英繪畫大賽 1亞軍 

第二十四屆全國中小學生繪畫書法作品比賽繪畫 1三等獎 

2019華夏兒藝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展 

1特等獎 

1一等獎 

2二等獎 

家長幫 2020媽媽我愛你感謝卡製作大賽 1二等獎  

國際家庭日全港青少兒繪畫及攝影比賽 2019 1金獎 

第三屆 Go!頑遊世界繪畫比賽 1一等獎 

小紅熊「節日童歡樂」全港兒童繪畫創作比賽 1銅獎 

第八屆 I Love Summer兒童創作大賽 2019 
3銅獎 

1銀獎 

亞美斯國際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 2019 1銀獎 

J3-J12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2018-2019 

2金獎 

2銀獎 

1銅獎 

2020當代青少年及兒童藝術節新春繪畫比賽 1冠軍  

第六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2019 

1特等獎 

1一等獎  

1冠軍  

童樂全港兒童繪畫創作比賽 2019 1銀奬 

第九屆世界兒童繪畫大奬賽 2020   1金獎 

2019普世歡騰頌聖誕兒童組繪畫 
3冠軍 

1亞軍 

IYACC THE 11TH INTERNATIONAL OPEN VISUAL ARTS COMPETITION AGE 
1銀獎 

1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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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保祿天主教小學      

2019 至 2020 年度 -- 財務報表     

         

      本年收入  累計支出 

      HK$  HK$ 

I 政府資助 - 擴大的營辨開支整筆津貼     

 (甲) 學校特定津貼     

  1. 行政津貼 / 修訂行政津貼  1,376,544.00  1,279,841.95 

  2. 學校發展津貼  774,983.00  773,119.50 

  3.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398,747.00  302,450.73 

  4. 空調設備津貼  355,586.00  285,865.00 

  5. 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756,491.00  693,507.30 

  6.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99,480.00  98,980.00 

      3,761,831.00  3,433,764.48 

         

 (乙) 基線指標 – 專為特定學校而設的津貼除外  1,015,104.28   

  1. 綜合家具及設備    107,185.66 

  2. 學校課程發展    15,812.50 

  3. 培訓     22,647.00 

  4. 學校及班級津貼    632,289.98 

      1,015,104.28  777,935.14 

         

II 學校津貼       

 1. 堂費    --   -- 

 2. 捐款    --   -- 

 3. 籌款(明愛獎券)  68,280.00  68,280.00 

 4. 具特定用途收費(空調費用)   --   -- 

      68,280.00  68,280.00 

         

2019 - 2020 年度收入和支出總數  4,845,215.28  4,279,979.62 

         

2019 - 2020 年度終結淨餘/超支    565,235.66 
         

      4,845,215.28  4,845,2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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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及跟進     

 
⚫ 新一期三年發展計劃已開展了，學校繼續秉承天主教的辦學理念，致力配合天主教教育

五大核心價值，為學生提供生命的教育、愛的教育及靈命的教育。本學年，學校以「效

法保祿 求真‧義」為本學年的主題，學生除了學習我們的主保聖保祿精神外，我們亦

着重培養學生擁有「真理」、「義德」這兩個核心價值，讓學生能在整學年中，更明白尊

重他人、明辨是非，學懂真理的重要性。然而由於停課關係，本學年學生之間相處的時

間減少，建議下學年延續以義德為題，讓學生有更多機會透過活動，建構正向和諧的人

際關係，活出義德的精神。 

 

⚫ 課程發展方面，學校積極與大學、專業機構合作，並安排不同科目及組別參與校外的學

術交流計劃，汲取不同寶貴的學教經驗，學習新的教學方法及策略，從而建構有系統的

校本課程架構。學校近年致力發展 STEM 教育，為不同學習表現的學生提供多樣性學習

機會，以發揮自身的潛能。 

 

⚫ 學校每年均會檢定各科的評估政策，藉著有效的評估，以診斷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困難，

從而反思學與教的效度，並向學生提供有效益的回饋和具體建議，讓學生懂得如何改善

學習。因此，下學年學校將與專業機構合作，提升教師的評估素養，讓評估能更有效地

為學生提供學習建議、修訂學與教策略、發展校本課程及規畫學校未來的發展。 

 

⚫ 下學年為學校創校六十年，本校持續秉承校訓「為一切人 成為一切」的精神，薪火相

傳，致力培養學生正向思維，延續學校優良使命，裝備學生迎接未來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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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學校發展津貼報告】 

 

聖保祿天主教小學 

2019-2020 學年「學校發展津貼」評估報告 

 

項目 關注重點 計劃詳情 時間表 實際支出 檢視及反思 負責人 

使教師能專

注課程發展 

⚫ 為教師創造

空間，進行

校本課程設

計，提升教

學質素 

⚫ 聘請數名教學

助理，協助教

師處理校本課

程編印、製作

壁報、推行學

習活動等事務 

2019 年 9 月 1 日 

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 

五名合約教學

助理一年薪酬 

(包括每強積

金供款) 

$773,119.50 

⚫ 透過口頭訪問，超過 70%教師

同意有關策略能創造更多空

間，讓教師專注課程發展及優

化學與教 

⚫ 聘請教學助理更有效協助教

師推行學習活動 

副校長 

課程發展主任 

學生支援主任 

 

 

本學年「學校發展津貼」總支出：$ 773,119.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