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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們的學校
一. 辦學宗旨
以「信、愛、勤」為校訓，並以有教無類的精神，培育學生「德、智、體、群、美」
五育均衡發展，協助他們建立正確的人生觀。為學生提供優良的學習環境及選撰全面而
均衡的課程，讓他們愉快地學習，努力發展個人潛能。

二. 學校基本資料
創校日期------上午校

01-09-1986

下午校

01-09-1987

全日制

01-09-2001

學校類型------政府資助全日制小學
辦學團體------本校辦學團體「荃灣商會」由荃灣殷商及社會知名人士組成，熱心社
會服務，故成立「荃灣商會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發展教育事務，回饋社
會。
學校管理------1999 年 9 月推行校本管理
2007 年 8 月 31 日成立法團校董會

三. 法團校董會
本校於 2007 年 8 月 31 日成立法團校董會，全力協助提升教學質素及加強學校行政
管理。法團校董會定期召開會議，商討學校事務，並對本校事務運作加以檢討和督導；
日常校務則由校長依照法團校董會及校監指引負責執行。校監、校董關注學校發展，定
期到訪學校，與校長、教師和同學討論大家關注的事項，亦經常參與學校舉辦的活動及
典禮，並提供了很多寶貴的意見。在法團校董會各人的支持下，學校訂定發展方向，為
教養孩童成為未來社會的楝樑而不斷努力。

法團校董會架構如下：
成員類別 校監

辦學團體
校董

校

教員

家長

校友

獨立

長

校董

校董

校董

校董

人數
1
5+1*
1
1+1*
1+1*
0
* 辦學團體註冊校董、家長校董和教師校董各設一名替代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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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願景
提高學生中、英語文水平及運用資訊科技之能力，培養他們的藝術修養、優良品德
和強健體魄。培養學生明辨是非，樂於助人；愛祖國，愛香港；充實自己，面向世界，
挑戰困難，貢獻社會的品質。
提供優質教育，與家長攜手合作，培養學生成為有思考能力，多參與課外活動的人，
並養成良好的品格，建立正確的價值觀，願意為社會的繁榮和進步作出貢獻。因材施教，
五育並重，利用資訊科技作為教學工具，鼓勵學生參與活動，使學校成為一個輕鬆愉快
的學習樂園。

五. 學校設施
a. 建立資訊型學校
資訊型學校的特徵是學生學習、學校管理廣泛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這對提升一間
學校的教學效能和學生的未來發展非常重要。本校致力推動資訊科技教育以培養學生發
展有效處理資訊的能力，及使學生具備應有的知識、技能和態度以適應不斷更新的科技。
學生透過桌面電腦學習軟件應用知識，亦運用平板電腦、VR 虛擬實境技術配合無線上
網進行互動學習，學習環境不再局限於特定環境之內。
學校知識管理的一個重點是透過資訊科技將知識儲存於資料庫中，經過適當地分類
並儲存，讓持分者有效地分享與利用。此外，家長經由即時通訊軟件如 WeChat 或
GRWTH，與教師分享學生學習及成長情況，讓家校合作效能大為提升。

b. 提供優質學習環境
全校課室、特別室及禮堂均設有空調設備、電腦，課室設有實物投影機、WIFI 上網
等。
為讓同學發展多方面才能，本校設有多個特別室，讓同學進行不同的學習活動，如
英語天地、中華文化館、創新科技館、數學及思維世界、圖書館、星級廚房、視藝室、
音樂室、電腦室、活動室、學生輔導室等。
校內開闢的小農莊，除種植不同的果樹如香蕉、芒果、木瓜外，為了讓同學享受耕
種的樂趣，亦安排學生種植生菜、菜心等植物，讓同學親身體驗，進行全方位學習，並
享受自己種植的成果。為讓學生擴闊眼界，在校園中亦開發了中藥園，種植不少可作中
藥或稀有的植物，如土沉香，讓同學認識植物的藥用價值。
小息、午息時段，學生可在地下休憩花園及戶內操場散步休息。學校也在地下設置
「聲光滙」小舞台及觀眾欣賞區，讓學生在休息的時段，到「聲光滙」為同學表演，或
為演出作採排預備。「聲光滙」的設置，增加學生表演及互相欣賞的機會，達致增強個
人自信心、鼓勵同儕間互相學習和欣賞、增強學生評賞能力的目的。

p.4

2017-2018 年度學校報告

荃灣商會學校

六. 學校特色
a. 國際化課程 / 香港式課程
香港是一個華洋共處的地方，有不同種族的孩子，當中有不同能力的學生，所以學
校教育不但要從民族性的需要出發，還要著眼在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以滿足不同的學
習需要。本校在一至六年級各級中，每級均開設兩個課程。國際化課程班別主要以英語
作為教學語言，主科除中文外均使用英文教材，適合一些英語能力較強或有意強化英語
的同學就讀，讓學生在豐富的環境下運用英語溝通。
香港式課程班別較著重中國語文的學習，除英文科外其他各科的教材均為繁體中文
文本，強調提高學生中文科的語文能力，藉著聽、說、讀三方面培養語感，從而提升同
學的寫作水平。為照顧學生不同需要，國際化課程及香港式課程的中文科均設有粵教中
班及普教中班。

b. 資優教育
學校重視資優教育。除了現有的奧數、柔道、板球、話劇等抽離式培訓外，還把資
優教育普及化，作全班式的滲入於常規課堂之中，以及引入校外機構支援，全面提升學
生的高階思維技巧、創造力和個人及社交能力等三大資優教育元素，和提供增潤及延伸
學習機會。

c. 電子科技學習
學校除了運用 Web 2.0 讓學生進行互動學習外，更引進平板電腦的使用，配合全校
已舖設無線網絡，讓學生於課堂中運用電子科技學習，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增加學習
效能。在進行學習評估時，引進外界資源運用資訊科技進行進展性評估。

七. 班級結構
a.

班級結構

級別
班數
b.

小一
6

小二
4

小三
2

小四
1

小五
1

小六
2

加輔
2

總計
18

六年級
32
18
50

總數
217
149
366

學生人數

級別
男生人數
女生人數
總人數

一年級
78
63
141

二年級
49
33
82

三年級
27
15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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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
16
9
25

五年級
15
11
26

2017-2018 年度學校報告

荃灣商會學校

八. 教師資料
a. 教職員編制
職級

校長

副校長

主任

編制教師

人數

1

1

3

25

外籍英
語教師
1

增聘教師

總計

9

40

b. 編制教師的學歷
學歷
佔全校教師人數(%)

認可教育文憑
90%

大學學位
100%

碩士
29%

特殊教育培訓
35%

c. 教師專業資歷
專業資歷
佔教授該科教師人數(%)

英文科基準達標
80%

普通話科基準達標
80%

d. 教師教學經驗
年資
教學年資-佔全校教師人數(%)

0至4年
39%

5至9年
19%

10年或以上
42%

e. 教師進修時數
本學年全體教師之專業發展進修時數合共超過一千三百小時，平均每位
老師進修多於 3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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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1. 培養學生成為關心社會、熱愛助人的好孩子。
成就
為強化學生自我管理能力，成為一個自律守規高素質的好學生，本學年透過參與
不同形式的服務學習，例如為青衣消防局開放日製作及主持攤位遊戲、嚮應仁濟醫院
籌款活動而參與賣旗工作及在幼稚園畢業禮中進行儀仗服務等，校方提供適切的平台
讓學生參與服務社區的活動，提升他們的服務精神，透過問卷調查，超過九成教師及
學生認同參與服務學習能提升他們的服務精神。
至於培養學生關心社會，樂於助人的態度方面，除往年已開始的好人好事報導外，
本學年還新增了新聞分享的環節。班主任與學生一起閱讀報章，在每週早會中，學生
就新聞內容進行報導，並分享個人之感受及反思。根據教師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超過
八成教師認同活動能增強學生對社會新聞的關注，培養他們關心社會的情意及樂於助
人的態度。
從問卷調查中反映本年度學校為此關注事項而制訂一系列的活動和措施是高於
預期效果(各 70%)的。學校各老師亦認同這些政策可進而恆常化，以期鞏固這成果。

反思
學校以培育學生成為關心社會、熱愛助人的好孩子，當中全校參與義工服務及
校內服務方面，仍有進步空間，在參與義工服務方面除制服團隊有較多服務機會，
老師亦可以有計劃地編排其他學生增加服務機會，「一人一職」的服務崗位雖能有效
提升班內同學的服務精神，惟部份學生仍須教師提醒及鼓勵才能參與，學校可增設
服務大使之類榮譽授予最樂於服務的同學，可望起鼓勵作用。

透過社會新聞分享、班主任與學生一起閱讀報章及於課室壁報板展示每週時事
新聞等措施漸見成效，學生已逐漸形成了一些正面的價值觀和關心社會。新學年成
立的校園電視台可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透過製作不同種類的校園節目，讓學生參與
新聞分享和報導，效果預期會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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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透過多元化的學習策略及課堂活動，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
成就
本學年以多元化的學習策略及課堂活動，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為目標。為照顧學生的
多樣性，教師運用多元化的教學策略。包括使用不同電子工具於主要科目的教學及延伸活
動上，利用出版社的網上平台、互動教學程式及全方位使用流動電子裝置進行學習活動，
超過 90%教師認為能有助提升學習表現，尤能提升能力稍遜學生的學習動機。為配合學校
運用電子學習工具進行教學，各科組安排教師參加不同的培訓課程，超過 90%的老師同意
培訓課程有助對電子學習增加認識。
優化校本資優課程，為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思維工具的學習，並透過參與講座、
完成網上資優課程等，讓全體老師對資優教育發展有基本的認識。同時安排中文分層支援、
英文科小班教學推展思維工具及常識科資優教師教育網絡，引入專業支援，強化教學團隊。
同時安排在語文科的閱讀、寫作及說話範疇均使用運用資優教學元素設計課堂，提升學高
階思維能力，接近全部老師皆認為支援計劃能提升學生學習效能，更有 90%老師認為資優
教學元素設計課堂，能提升學生的高階思維能力。本學年初步建立人才庫，讓各科老師了
解學生的潛質，並配合不同科組安排的相關的抽離式資優課程或培訓計劃，讓學生參加校
內外不同類型的活動及比賽，讓高能力的學生能豐富學習經歷，本學年學生獲獎的學生達
402 人次，盡見學生能在自己能力較高的範疇能盡展所長。本學年學校參與了不同的專業
發展學校計劃，引入專業支援，強化教學團隊，97%的老師都同意此有助提升教學效能。
同時，老師都積極參加培訓，進修有關資優教學元素。在本學位的中、英文科的說話訓練
中，老師積極運用資優教學元素設計課堂，90%老師認同此能提升學生的高階思維能力。
在加強學與教回饋方面，本學年以優化學生為中心的評估政策為策略，教師加強持續
性評估，各主科科任能透過進展性評估所收集的數據，檢視學生所學以調整教學策略。在
中、英文寫作中，要求學生進行簡單自評，同時教師給予學生適切的回饋，86%學生認為
自評工具能有助了解自己的學習進度及進行反思。
為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在教學中推行多元化的自學方法，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技巧。
教師透過集體備課，以自主學習為藍本的課堂設計進行實驗、交流，在教學設計中加入自
學的元素。教師均積極指導學生掌握課前預習、查字典、資料蒐集、摘錄要點、運用概念
圖、工具書及網上資源等自學策略，接近 90%學生曾使用教師教授的自學方法，並認為能
有助其學習。
透過多元閱讀，能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教師定期於早會推介不同類別的圖書，
擴闊學生的閱讀面及提升對閱讀的興趣，接近 80%學生在教師推介書籍後會到圖書館借閱
該等書籍。同時，在各課室中設置閱讀角，讓同學在早讀時間借閱圖書，增加學生閱讀的
機會，85%學生曾使用閱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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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在推行電子學習上，已看到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改善學生的學習表現，但教師
仍需要繼續加強及優化電子學習的教學策略，使用更多配合課題的電子工具。同時，教師
也應該培育學生養成良好的資訊科技素養，電腦科和圖書館應合作宣傳正確的資訊使用方
法，及培養學生分析及選用網上資料的技能及態度。教師認為數、常應繼續優化電子學習，
以配合課程改革。音樂科則會在電子學習中加入作曲的應用程式，不但提升學生對音樂的
興趣，更能培養其創意及技能。
在提升學生自學能力方面，每級都應掌握不同的自學能力，由淺至深，培養成良好
的自學習慣。英文科參加 KEY2 計劃，加強學生自學及閱讀的習慣。同時，各主科科任應
檢視現有的分層工作紙對學生的學習成效，持續優化分層工作紙的模式。
圖書館為改善學校閱讀風氣，也可以為圖書館增加館藏，挑選適合不同的年級的圖
書及工具書，以迎合學生不同的閱讀興趣，及提高普遍學生的閱讀動機。另外，圖書館也
會增添電子書，方便同學隨時隨地享受閱讀的樂趣，培養學生閱讀的習慣。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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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發展學生自主探究精神，提高創意解難能力。

成就
為進一步發展學生的自主探究精神，提高創意解難能力，本學年擬定了多項策略。
首先，本校在圖書館及班房的自學角內增添與數理科技相關的參考書籍，例如資優數學
與科技、兒童的科學等。另外，數學組及常識組在學校網頁內提供不同的數理科技類型
自學平台，學生可在小息及午息到電腦室，或在家中瀏覽自學平台進行自學，為學生提
供不同渠道學習數理知識，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有 90%以上教師認同圖書館及班房的
自學角內增添與數理科技相關的參考書籍後，學生自主探究精神有所提升。亦有約 90%
學生認同學校網頁提供的數理科技類型自學平台有效提升自學能力。
在科技及生活技能課，學生透過應用科技及生活技能課的知識和技能，製作特定要
求的成品，例如迷你吸塵機、家務助理機械人、DIY 避震墊等，以解決生活上的問題。
科任老師均認同 70%以上學生成品能達老師要求。
最後，學校十分鼓勵學生參加數學或科學與科技之校內、外相關的比賽和參觀活動。
在數學比賽中，共有 136 人次學生獲獎，成績彪炳。在科學與科技比賽方面，學生在多
項比賽中獲得優異成績，例如在小學校際氣動火箭車邀請賽中勇奪冠軍，在全港學界 XCAR 電動車程式賽獲得二等獎等。從參加不同校外比賽及各級舉行校內科學實驗等活
動，學生能培養創意解難能力。而有 90%以上學生認同透過參加校內、外比賽或校內科
學實驗活動，解難能力得以提升。

反思
為進一步發展學生自主探究精神，未來將優化自學角，例如各科組都增設一些與學
科相關的課外書籍。此外，為增加自學元素及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機會，在課室將增設
電腦，供學生在午膳時使用，並在電腦室增設 iPad，供學生使用。除此之外，在午膳及
午息時段，星光匯或班房內將播放一些有關 STEM 的自學短片，以加強學生在科學、科
技和數學教育學習領域的學習。最後，學校將在科技及生活技能課引入 Micro:bit，以提
高學生創意解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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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的學與教
本校課程分為國際化課程及香港式課程。國際化課程的主科教學語言均為英語(中文科除
外)，而香港式課程的主科教學語言均為粵語(英文科除外)，兩個課程的中文科均設有粵教中
班及普教中班，藉以提升學生的兩文三語能力。
學校一向重視學生的學習需要，為提升教學質素，各科組配合學校關注事項，積極推展
學與教的工作，銳意提升教師的課堂教學水平。本校以小班教學，主科課堂推行小組學習，
增加學生課堂參與度，教師的教學設計有清晰的目標，配合有效益的課堂佈置、課業設計及
教學活動，能幫助學生建構知識、了解所學的概念。各科強調教學適切學生能力的教學方案，
並設計適合不同程度學生需要的分層課業，讓所有學生也有能力去經歷相同的學習過程，提
供相等的學習機會予學生應用所學知識和技能。中文、英文及數學科更會設計每週一次的科
研日活動，透過集合科任老師的知識交流平台，討論科目相關事情及安排共同備課會議，教
師根據學生的學習難點和能力設計教學計劃、課堂活動、課業安排及適切評估，以配合學生
的學習能力，同時於教學後進行評課，檢討課堂安排並優化課堂設計備用。
為了解學生在課堂上的學習情況，分別於上、下學期進行不同形式的觀課活動。上學期
包括新入職老師觀課及科主任觀課，下學期則由校長、副校長及主任觀課，觀課後進行個別
評課。從觀課發現教師的課業設計已達到一定的水平，部份老師設計的課堂活動更能讓學生
發揮所長。教師透過同儕觀課互相觀摩，反思教學中可完善的地方，優化教學設計，提升教
學水平。學校亦透過每年四次查閱學生課業，了解老師教學和學生實踐狀況，並在有需要時
為教師作出適當支援。各科亦會在每次測考後舉行檢討會議，分析學生成績，討論跟進策略，
以回饋教學。
評估學生所學對檢視學生學習成效尤為重要。課堂中老師會為學生設定課堂評估。每天
下課後，主要科目平均每天有一份功課，除鞏固學生課堂所學、預備下課節的學習，或啟發
學生思考外，亦是評估學生課堂學習表現的方案，詳情可參閱學校的功課政策。學校設有功
課輔導時段，讓學生於離校前可梳理學習不明白之處。學校有設定評估政策，對學生在不同
方面的學習和能力有全面的了解，檢測學習成效。上、下學期各有一次測驗和一次考試（一
年級上學期不設測驗，六年級四次均為考試），以了解學生在整體上所達致的水平，考試內
容以該學期的課堂教學內容所釐定。同時，中、英、數每個單元均進行最少一次進展性評估，
以監察學生在該單元的學習表現，以改善學與教效能。老師亦會在課堂進行觀察、自評、互
評、觀察、實作評量等了解學生學習進度，學生也能從評估中了解自己的強弱項，提升自己
的學習效能。

中文
為加強教師的專業發展，提升教學的效能，本年度科組老師分別參加了三個校外支援計
劃，分別是教育局初小中文分層支援教學模式；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高小分層中文寫作教學支
援模式及教育局網上學與教支援及學生評估網上資源學校試行計劃。從學生的學業成績及老
師的專業成長反映，校外支援計劃對學與教成效的提升有幫助。至於寫作教學方面，三至六
級運用虛擬實境輔助教學，學生對寫作的興趣明顯提升，而且在描寫景物方面更具體及仔細。
除此之外，各科任老師為每班安排電子學習課，讓學生運用平板電腦進行課堂活動，學生在
說話及閱讀理解方面皆有所進步。最後，老師利用網上電子平台與學生進行互動學習活動，
在課堂上收集學生答案，並作實時回饋，大大提升學習成效及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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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展學生的自學策略、強化學生的自學能力方面。老師安排學生回家完成由出版社提
供的網上練習，在三至六年級的寫作上加上自我評估部分，以加強學生的自學能力。經過期
末總結，上述策略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學生的自學能力比以往亦有所提高。除此之外，
為提升學生的口頭表達能力，在說話訓練中會加入資優元素，籍此擴闊學生的高階思維能力，
從而提升學生的表達能力。
為提升學生學習中文的興趣及自信心，中文科為各級學生報名參加不同類型的公開比賽，
例如朗誦比賽、寫作比賽及書法比賽，學生在這些比賽中均屢獲獎殊榮。除校外比賽外，本
科亦舉辦校內寫作比賽、詩歌朗誦比賽及普通話講故事比賽。透過校內校外的比賽，不但增
強了學生學習中文的自信心，而且擴寬了學生的視野。
為營造良好的學習氛圍，中文科在校內舉辦多個校內活動，例如「喜閱寫意日」、「中
文活動日」及「普通話日」。各項活動透過不同的攤位遊戲，讓學生加深對語文及中華文化
的認識。另外，為響應圖書組的閱讀推廣計劃，中文科已訂購了適合不同年級學生閱讀的課
外書，例如：適合初小學生的看故事識字，童話故事，各類小百科等，適合中高年級學生閱
讀的中國經典大智慧，神話傳說等書籍。各類書皆有28本，足夠科任老師及全班同學閱讀。
我們在四個長假期，讓同學借閱，並完成簡單的閱讀報告，另外，在早會時，每一個中文老
師向學生推薦一本圖書，讓學生在老師的推薦和影響下提升閱讀的能力和興趣。
English
To refine the curriculum with a framework of teaching phonics. We invited Dr. Tang, an
expertise in English teaching to organize an framework in P1 to help students go through
the transitions from one kindergarten to Primary 1. Over the year, students were given
meaningful reading and spelling activities to activate their phonics skills including
pronouncing consonants and vowels, decoding words and reading aloud. They enjoyed a
lot in the lessons.
To refine the curriculum with a framework of teaching phonics. We invited Dr. Tang, an
expertise in English teaching to organize an framework in P1 to help students go through
the transitions from one kindergarten to Primary 1. Over the year, students were given
meaningful reading and spelling activities to activate their phonics skills including
pronouncing consonants and vowels, decoding words and reading aloud. They enjoyed a
lot in the lessons.
To foster the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the team has implemented 3 large-scale
English events during Halloween, Christmas and Easter. Students were provided with
opportunities to have adequate exposures to English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lassroom.
The activities and games ranged from speaking, listening, reading and writing enabled
students to build student’s English confidence to use English at school. Contests had been
organized for further motivating our students to prepare for solving difficulties and
improvements in English. The team had also prepared a number of activities to enrich
students learning: the English Ambassador training programme with the hope of giving more
language training in speaking to the chosen students. They would work for our school events
in the coming year. the Weather Report during morning assemblies which allowed students
to speak in front of a crowd of audience to build up their confidence in English speaking and
made them more aware of the real life usage of English. Spelling Buddies during recess so
that students were able to enjoy spelling and take it as an essential skill in learning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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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rning the use of IT in lessons to facilitate English learning, our teachers made
use of different interactive applications such as Kahoot and ‘VR Viewer’ to teach students
English in a fun way. Students were willing to use of Kahoot to compete with others while
the 360 images and videos provided a joyful and panoramic visual experience to attract the
attention and raise the interests of our students before writing. Besides, the flipped
classroom facilitated our students to learn independently with adequate inputs through multimedia sources and learning aids such as video clips and pre-task work sheets. Most
students found them were very useful and relevant to their learning style.
Reading is one of the areas that has been strengthened. During the year, we organized
a number of book recommendation sections during morning assemblies. Teachers
recommended and introduced suitable readers from the library collection including classical
stories, adventure stories as well as stories about friends and family. With the well-prepared
bulletin boards for the recommended books, students can be motivated to learn English
through the appreciation of literary work. Most of them reacted to the recommendations
positively and some of them found it enjoyable to tour the library for borrowing the
recommended books.
It would be advantageous if school nurture a well-rounded students who are able to
communicate well with confidence to face the challenges of the world. Therefore, the English
team has started to develop its own school-based speaking curriculum to extend and
scaffold the communicative skills of all students in the forms of show-and-tell, storytelling,
discussion and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What is more, our teachers joined different projects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English. First, we worked with HKU in small class teaching to update and equip our teachers
with hands-on experience on teaching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Next, we also obtained
proper phonics training by joining the project of Dr.Tang’s Phonics. As the consultant of the
project, Dr. Tang gave invaluable opinions to improve our teaching strategies on phonics.
Finally, we received a lot of e-Learning support from BCA project. Our teachers were given
workshops about the use of BC STAR platform to assess the basic competencies of our
students. That way, teachers could update their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give suitable
assistance to students for improvements.
Furthermore, the team published an issue of Creative English Buddies to promote
English across the school and out of the school. In the school magazine, students’ activities,
updated news of the English team, students’ work and teachers’ sharing are written to further
enhance and fuse reading and life experience together.
Our students also took part in a number of writing and speaking competitions. With the
proper guidance and training given by our teachers, students received solid training and
obtained impressive results. They also learned to improve themselves through mistakes and
failures during the training process. All in all, the mentioned activities not only yielded great
teaching results in English over the year, but also enriched the students’ life experience.
數學
為提升校內學習數學的氣氛、提高學生對數學的興趣及啟發學生思考，數學組為各級學
生進行了不同的數學活動。首先，本組進行了「每月一題」活動，題目以課程內容、智力題
或奧數題目為主。學生在小息及午息時主動在展示板前閱讀數學題，並在答題紙寫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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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積極。另外，各級已於小息或午息時間進行遊戲活動，同級科任老師針對學生測考、進
評的弱項擬定活動主題，活動氣氛熱烈，十分成功。此外，學生十分投入數學遊踪活動，他
們以平板電腦在校內四處去完成題目，並能發現數學在生活中無處不在。而在數學日的攤位
遊戲內容均針對學生測考弱項而設計，讓學生從遊戲中學習。本學年的校內賽（紙筆測試）
為合24題目，目標以合24比賽提升學生運算能力，增強學生數感。
為配合學校發展，發展學生自主探究精神，數學組為學生提供不同的自學平台。首先，
各班課室設立數學角，擺放不同自主閱讀系列書籍、教具及自學卡等，讓學生可於午膳後或
班主任課時段使用。各班班房內張貼乘數表及學生優秀習作，營造理想的學習數學環境。另
外，學生可透過學校網頁連結到出版社的網上學習平台及不同自學網站連結，內容包括趣味
數學題、溫習卡、數學遊戲、數學家介紹等，學生透過有趣的網站增加數學知識，亦可溫故
知新，鞏固學習。
為提昇教師專業發展，應用電子設備，增加教學的效能，本校數學科老師分別參加了香
港大學教育學院「小學非華語學生數學的學與教支援計劃」、教育局「2017基本能力評估研
究計劃專業支援措施-與大專院校共同研發學習及評估材料-數學(夥伴學校)」及「內地與香港
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地區支援網絡計劃（數學科），各老師與多名教育局專員、大學教授
及他校老師進行學術交流、觀課及評課。而各計劃均利用不同電子平台，例如Nearpod及
GeoGebra等製作動態課業，老師與學生在課堂進行互動學習活動，透過教學平台收集學生答
案，並針對學生的錯處作出即時的回饋，令學生更易理解課題。
為提高本校閱讀風氣，本組每學年都會出版校內數學刊物，命名為「數理天下」。內容
包括數學及科學歷史、趣味數理題目及數理漫畫等，刊物由數學組老師編寫。另外本組亦為
一至三年級出版了命名為「數碼講」(Maths Code)的數學刊物，內容為教科書內的數學詞彙
表，中英對照，並加入插圖，以協助國際班學生更易掌握數學詞彙。
為照顧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本組成立了數學奧林匹克小隊，按學生的校內數學成績挑
選合適學生加入小隊，並由已完成中國數學奧林匹克貳級教練員證書等級鑑定測試的老師負
責定期培訓。除提升學生對數學認知及比賽技巧外，亦有助增強比賽信心。本組亦善用校外
資源，挑選合適學生參加校外資優課程，提升學生的數學解難能力。除此之外，本組在課後
設輔導班照顧成績稍遜的學生。在課業方面，老師為學生設計分層工作紙（高低兩層）， 高
低兩層工作紙的題目一樣，分別在於低層工作紙會有提示。另外，功課量亦不需硬性劃一，
即可為有需要學生作功課調適。

常識
本年度提供均配合各級任教課題的學習經歷，並融合了「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
（STEM）
理念，以強化科學與科技教育的學與教。例如安排學生參加學界各種科學與科技活動及比賽，
進行外訪學習活動，鼓勵學生主動參與。 此外，常識組也為各級舉行校內的科學探究活動和
比賽，讓學生能在日常生活中應用科學知識，激發他們對科學的觸覺和興趣。
為提升教學效能，常識組安排教師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講座及工作坊外，並完成與教育局
合作的資優教育教師網絡教師平台計劃。參與計劃的科任老師都需出席共同備課會，與他校
教師進行學術交流，例如如何在課堂中使用資優教學元素。他們也參與觀課及評課、商討並
設計一個優質的教案。除此以外，教師校內也作定期的共同備課，以促進互相交流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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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課堂的質素，常識組於課堂加強善用資優教學元素，例如教授學生使用高階思維
十三招，引導他們明辨思考和應用所建構的概念等，以達至培養學生明辨性思考的能力。老
師也扮演多元化的角色，課前設計預習課業，課堂中進行小組活動，鼓勵學生積極參與，進
行自評及互評，由學生作總結等等。此外，課堂中老師會運用電子學習工具，例如平板電腦
及虛擬實景系統，以進行課堂活動，不但能提升學生對學習的興趣，而且能作出正面回饋，
大大提升教學效能。
為提供適切的學習環境，本校設有常識室，提供各種不同設備、儀器和專科書籍，以發
展學生的科學學習和相關延展學習。此外，本校亦設有創新科技館，館內設有各種不同設備、
儀器、互動電子產品，以提升學生對科學與科技的學習動機及興趣。寬敞的校舍為本科提供
了充足的學習空間，可以設計有別於常規課程的學習，例如「常識日」、到校的講座和活動
等等。

視覺藝術
本校的視覺藝術課程除了讓學生獲得在藝術範籌應有的能力外，最大特色是將創意、環
保、跨學科、關心學校和社區參與注入課堂內，讓學生通過藝術創作愉快學習外，亦能身體
力行關懷社區和關注世界。如學校每年都會參加葵青區議會舉辦的「葵青多元藝術展」，學
生當然獲益良多，正正體現出同學們積極參與社區活動；學校舉辦視藝作品巡迴展覽，為了
讓學生有機會展示他們視覺藝術上的創作才能及努力成果。視藝科積極安排不同展示學生創
作機會，藉以達到欣賞、觀摩及提升視藝創作的機會。學生的優秀視覺藝術作品得以展示，
表揚成就；推廣及增加互相評賞的機會；為社會大眾帶來視覺享受，為社區增添文化氣息；
讓社區人士認識本校。
本科積極參與跨學科活動，如為各科組活動舉辦海報設計及填色等比賽以助宣傳。上述
各項都令學生得到更多創作空間，亦增加了他們對學校的歸屬感。學生積極參加校際的美術
創作比賽，提升學生學習的信心和視野，發揮潛能。學校為學生提供更多機會與全港學生交
流，擴濶視野，以及幫助推擴校內的視藝活動，為同學們創造更多創作空間。此外，老師會
介紹不同的藝術家，讓學生不但能知悉其生平及成就，更能認識他們的著名作品和創作的風
格。

音樂
音樂科的課程發展方向及焦點包括：為學生提供優質的音樂學習經歷，籌辦不同類型的
活動，以及安排學生參加校外音樂比賽；採用有效的課程規劃和學與教策略，規劃及發展聆
聽、聲響設計、演奏牧童笛的課程和教學活動；加強跨學科和跨學習領域的協作，與英語組
合作加強英語歌曲的教學，以及籌辦手語活動；推廣電子學習，搜集與課程內容相關的網頁
及應用程式，並在課堂運用有關的網頁及應用程式作為教學工具和學生課後學習的延伸，以
發展學生自主學習和終身學習的能力。針對上述焦點和方向，本年度本科籌辦了不同的音樂
活動，也安排了學生參與多項比賽。此外，本科優化了聆聽的工作紙、製作了聲響教學的教
材和校本的牧童笛曲集。加強學科和跨學習領域的協作方面，本科在英語科的活動中，訓練
學生演唱英文歌曲，籍此提升英語和音樂的氛圍。推廣電子學習方面，本科規劃及編寫了使
用電子作曲軟件的教材，也搜集了適合各級音樂課堂使用的網頁和應用程式。
活動方面，本科為各級學生安排了全方位學習活動，也挑選了一些具音樂潛能的學生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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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手鐘手鈴隊、中國鼓隊、合唱團和小提琴班等。比賽方面，本年度本科參加了不少校外比
賽，均得到良好或優良的成績。另一方面，本組也為全校各級舉辦了一次校內音樂比賽，同
學均積極參與，相信能有效提升學生對音樂的興趣。

體育
體育科學習領域已依據教育局<<體育科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包括了六大範疇：分別是
體育技能、健康及體適能、運動相關的價值觀和態度、安全知識及實踐、活動知識和審美能
力。於本學年承上年度所長，課程特色方面：一至二年級以基礎活動學習為主導；三至六年
級則涉獵基礎活動以外的其他九個活動項目。本科課程焦點為於三、四年級設置游泳課、將
跳繩納入小一至小五課程中、以及重視體適能活動，除將體適能放於每學期的課程內，亦將
體適能項目訂定為每學期考試的特定考核項目。來年度會再進一步調整，小六課程中亦加設
跳繩項目，並把體適能測試納入為課程內的必然項目。
學校致力推動體育項目的發展，本年度增設了體操訓練、劍擊訓練及跳繩訓練，務求讓
學生接觸更多不同類型的運動，以及參與具認受性的項目賽事。此外，體育組舉辦了不同的
運動示範和推廣，例如花式跳繩、網球、飛躲避盤等等，目的是令學生學習視野得以擴闊，
與提供機會讓學生展示體育能力。接近90%學生認同學校能提供機會給他們發揮運動潛能。
為了增加學生參與運動的機會，特別舉辦不同的校內體育活動，如陸運會比賽、體適能測試
日、跳繩強心運動日等，以提升學生對體育的興趣。超過85%學生曾參與體育活動，而將近
90%學生認同參加體育活動能提升個人自信，可見體育活動能幫助孩童在身心靈上更均衡地
發展。
在校外比賽方面，本學年學生田徑、足球、籃球、排球、手球、板球、體操、定向、相撲
等項目中獲獎達127人次。當中在區際籃球及排球比賽均獲亞軍，全港小學足球比賽亦獲得亞
軍，在中港體操邀請賽、香港青少年相撲賽及校際定向賽更獲得冠軍。

科技及生活技能課
學生在日常生活中經常接觸科學科技，同時在生活上亦需具備基本的生活技能。本校去
年起透過重整課程，將科學實驗、電腦編程、科技教育、邏輯思維、烹飪及理財的教學內容
整合，擬定校本課程「科技及生活技能課」。
STEM內容包括科學探究及科技學習，每20節為一個單元，學生從科學探究活動中學習
科探五程序：設定主題、設定題目、製作、實驗、分析及檢討，學生在感受過程中學習對科
學嚴謹的態度，從實驗中作實踐，反思改善方案，從而找出解難方法。科技學習方面，透過
由一年級Scratch Jr.起步，每年安排不同編程、科技工具的學習，包括3D立體打印、micro-bit
及機械人製作等，運用科技學習的知識和科學探究的程序，學生能運用所學知識解決日常生
活問題。
電腦及邏輯思維方面，學生能運用基本文書處理程式進行學習、亦能運用多媒體製作軟
件製作多媒體，同時透過有層次的邏輯訓練包括推理、演譯、歸納、巧算等，訓練學生的系
統思維。
生活技能部份包括烹飪及理財。每學期學生均會安排學習三道菜餚，學生除學習怎樣運
用資源進行烹調外，亦同時培養小組的協作能力和個人的程序編排。理財方面則協助學生建
立正確的價值觀，由金錢的由來、需要和想要、金錢的正確運用，怎樣為未來打算等，最後
要讓學生學習怎樣在運用金錢前進行規劃，讓學生懂得怎樣運用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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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

為推廣校園閱讀文化，本學年語文科科任於早會時段進行好書分享，以擴闊學生的閱讀
面。本校亦響應423世界閱讀日舉辦閱讀月，讓學生透過多元閱讀活動培養閱讀興趣。活動內
容包括：AR擴充閱讀樂、故事分享講座、閱讀馬拉松班際借閱比賽等。為配合學校發展，本
校更參加了小母牛「開卷助人」計劃，透過閱讀籌款幫助貧困農民，以培養學生成為關心社
會、熱愛助人的好孩子。同時，本校亦鼓勵學生參加校外比賽，如：STEM閱讀報告比賽、文
學作品演繹比賽及新雅閱讀報告比賽，豐富學生的比賽和閱讀經驗。
為培養學生的閱讀習慣和資訊素養，本學年各班房設課室圖書櫃，圖書館亦於每個循環
日開放予不同年級之學生，鼓勵學生於早讀時段、小息和圖書課時閱讀。同時，本校透過推
行閱讀奬勵計劃，鼓勵學生閱讀不同類型的書籍、促進自主學習。另外，本校鼓勵學生善用
公共圖書館資源，參加一生一卡計劃為學生申請公共圖書館證，亦安排小一學生參觀公共圖
書館，讓學生更了解圖書館的設施和服務、親身感受社區的閱讀氣氛。
此外，圖書科老師亦為學生進行不同的閱讀相關訓練，包括培訓圖書館管理員、故事演
講、閱讀報告、閱讀策略等等，豐富學生的服務學習和提升多元閱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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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一.

訓輔工作

本年度繼續以「訓輔合一，全校參與」的模式，凝聚全體教師的力量，制定不同的目標
及策略，一起為培育學生的品德情意而努力。本年度學校的其中一個關注事項就是要培養學
生成為關心社會、熱愛助人的好孩子。透過每週新聞分享，學生於早會時段進行新聞報導，
向全校分享對新聞內容之感受及反思，藉此培養學生關心社會的情意及態度。此外，校方會
按活動的內容及性質，安排各級學生參與校外義工服務，提供平台讓學生參與服務社區的活
動，提升他們的服務精神。除參與社區服務外，我們還會在校內設立清潔大使、科組服務生
及圖書館管理員等，讓學生透過不同種類的服務，培養責任感、承擔和服務精神。
近年學校努力營造校園關愛及共融文化，透過完善的班級經營，例如：每人一職、班際
清潔比賽及定期的班級生日會等，學生學會彼此接納和互相關心，喜愛校園生活，對學校產
生濃厚歸屬感。此外，校方於本學年舉辦了「家家融樂親子美食製作分享會」，家長與學生
們除可分享各國地道美食，還可以欣賞不同國藉學生的民族表演，加深認識彼此間的文化。
為確保學生能健康成長，校方會為他們提供小組輔導、工作坊及德育講座，積極支援他
們在個人、社交、情緒及學業等方面的需要，協助學生明白和適應在不同成長階段中所面對
的挑戰，掌握適當的社交技巧及生活技能，促進同學的身心健康。

二.

照顧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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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透過資
源調配，為學生提供適切和多元化的支援服務，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及協助他們融入校園
生活；學校重視家校合作，建立恆常溝通機制，透過不同渠道，與家長一起商議有關支援學
生的策略。
為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及成績稍遜的學生，本校獲教育局增撥的額外資源包括：學校發
展津貼、學習支援津貼、小學加強輔導教學計劃、全校參與模式的融合教育計劃及加強言語
治療津貼。
本校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及成績稍遜的學生提供一系列支援措施，包括成立學生支援小組，
此組由學習支援主任作統籌，成員包括校長、副校長、課程統籌主任、訓育主任、學生輔導
人員及教育心理學家。另外本校增聘三名助理教師及三名教學助理與全校教師以「全校參與」
模式照顧個別差異。本年度加強輔導教學每星期安排 86 節，照顧有學習困難的學生。該 86
節加強輔導教學課節，由 4 組每組兩節合共 8 節的課後中、英、數輔導課、六年級中、英、
數補課合共 16 節、於課時內四至六年級以能力分流的中文課合共 33 節、於課時內六年級以
能力分流的英文課合共 11 節及於課時內四、五年級以能力分流的數學課合共 18 節組合編排
而成。此外，為提升低年級學生說話能力，為小一至小三學生購置動物布偶，讓他們於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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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講故事時段更能投入學習。學校也購買「言語治療服務」，言語治療師透過不同的形式，
直接或間接支援語障學生，例如：個別及小組治療和入班支援等。
在支援措施及資源運用方式方面，在教師協助下，教學助理每天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課
後功課輔導；校方向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學習、家課和測考調適，並向家長報告；除此之外，
本校設立小一及小二中文學習支援小組，協助於「及早識別和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
計劃中識別出來有讀寫困難的學生，以提升他們的閱讀能力，亦設有小一數學學習支援小組，
以幫助學習數學有困難的學生，由根基開始讓學生充分掌握每一階段的基礎概念和熟習運算
的基本技巧。不同的情緒/專注力小組能改善學生的情緒及專注力。另外設小組指導及掌握社
交技巧，目標為改善一些 SEN 學生(如 ASD,ADHD 等)的社交適應行為。參與的學生在遵守校
規及與朋輩關係相處融洽上，皆有不同程度之進步，反映學生在情緒管理和社交能力方面都
有所改善。學校在 5 至 7 月舉行一系列培養學生正向成長的小組活動，透過連串有趣的活動
讓學生感受積極正向的人生態度。教師和導師觀察到學生十分投入於小組活動中，家長亦認
同成長小組能改善其子女掌握以上技巧。
家長的教育亦十分重要，本學年學校提供家長教育講座、轉介家長參與教育局工作坊，
讓家長了解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習特性及學習協助這些學生的方法；本校亦參與教育局、
香港教育大學及志願機構等為教師提供培訓的專題課程和研討會，包括「照顧不同學習需要」
基礎課程、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在學業上支援有自閉症的學生、「學校如何支援有精神病
患的小學生」研討會等。

三.

家長與學校聯繫

學校與家長聯繫是家校合作的重點工作之一。校方與不同界別合作以加強家長教育，以
優化支援培育子女成長，本學年曾經安排教育局專業人員包括教育心理學家、言語治療師及
資深教育工作者到校主持家長講座，內容涉及學生身心健康、提升學習能力、改善言語及發
音問題以至學習英文的有效方法分享，這些教學資源對家長和教師都十分重要。
本學年度學校與家長聯繫主要透過幾個途徑進行，包括每學年上學期十一月及下學期四
月舉行的家長日，主要是討論學生的學習情況及測考成績檢討。此外，老師會透過陽光電話
計劃，一個不定期的電話聯絡方式，以較輕鬆的氣氛討論學生的在校的生活情況，特別是遞
交家課情況、課外活動、社交等等。
本學年學校繼續為全校各班設立微信群組，組員除家長外，還包括校長和本班科任老師，
為家長與本班老師設立一個可即時溝通的平台。
家長教師會最少召開兩次會議，家長可向校方反映意見，也了解及對學校政策給予意見；
家長教師會舉辦一年一度的親子旅行，除增進家校和親子間感情，亦加強溝通和瞭解，本年
度親子旅行為元朗大棠冰雪嘉年華及有機農莊，參加的親子及老師共三百人，為近年參加人
數最多的一次。家教會籌辦了多項活動，包括在親子融樂日、協助田徑運動會和畢業典禮外，
還協助部分校務(如挑選新學年午膳供應商)，本年校方申請衛生署至營學校認證計劃，亦邀請
得家教會主席及部分委員加入監察委員會，監督小賣部和午餐食品質素。校方於六月正式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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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至營學校認證，家教會功不可沒。

另外，校方每年最少兩次以問卷調查形式搜集家長的意見。家長與學校聯繫的工作重要，
學校會繼續與家長緊密地聯繫，期望讓家長成為推動學校發展的一股強大動力。
本校十分重視家校合作，家長教師會是家庭與學校溝通的橋樑，是家長與教師交換意見
的場所，合作的平台，對本校培育學生成材作出強有力的支援。校方將收集到的家長意見在
每週行政人員會議及全體教師例會中作討論，甚至就某些特別情況成立專責小組跟進，並按
需要給家長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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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生表現
一. 升中派位表現
本年度畢業生在升中派位方面，獲派首三志願中學學位的佔百分之九十，而獲派第一志
願的佔百分之七十五。此外，約三分之一學生獲派主要以英文為授課語言的中學。過半學生
於自行選校階段巳被錄取。派位結果令人滿意，表現是預期之內。

二. 學生校外比賽表現
本校老師為讓學生發揮多元智能及擴闊眼界，讓學生參與不少校外比賽。學生在校外比
賽中，得到理想的成績，現將他們成績臚列如下：

類別
朗誦

比賽/獎項名稱

獎項詳情

第十屆全港青少年朗誦・文學・藝術交流大賽

金獎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詩集誦、粵語、普 季軍 3 名、優良獎 49 名、良好獎 16
通話、英詩獨誦)
名
英文
Hong Ko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English Best Writer (Senior Primary)
Silver Award
Writing Competition 2017-2018
Golden Award
Silver Award
2018 Canadian English Writing Invitational Contest
Bronze Award
Video Poem Award (Champion)
Kindling Creativity: Poetic & Artistic Pieces
Video Poem Award (2nd Runner-up)
Competition
Video Poem Award (5th Position)
Hong Ko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English Best Writer (Senior Primary)
Silver Award
Writing Competition 2017-2018
Golden Award
Silver Award
2018 Canadian English Writing Invitational Contest
Bronze Award
(Video Poem Award- 5th Position)
(Group Poem Award- The Most
Creative Poem)
Kindling Creativity: Poetic & Artistic Pieces
(Video Poem Award- 2nd Runner-up
Competition
(Group Poem Award- The Most
Creative Poem)
(Video Poem Award- Champ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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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數學

比賽/獎項名稱

獎項詳情

2018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

一等獎1名、二等獎5名、三等獎14
名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8 (香 一等獎2名、二等獎6名、三等獎13
港賽區) 初賽
名
2018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決賽

銀獎1名、銅獎5名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李惠利中學40周年校慶小學解
優異獎
難比賽
2017小學數理遊蹤邀請賽

銅獎

大雄數學邀請賽

優異獎3名

小學數學精英大賽 2017/18

三等獎 1 名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8 (香
二等獎1名
港賽區) 晉級賽
大雄數學邀請賽
優異獎1名
2017-18年度全港(葵青區)小學數學比賽

優良獎

2018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香港賽區)初 金獎 4 名
銀獎 5 名
賽
銅獎 31 名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8全國
二等獎 1 名
總決賽
2018簡易運動大賽_板球比賽

冠軍

香港數學盃2018全港綜合數學能力競賽

優異獎 2 名
銅獎 1 名

勵致數學盃全港小學數學比賽2018

良好 3 名

2018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決賽

銀獎 1 名
銅獎 5 名
銀獎 3 名
銅獎 3 名

MathConceptition 全港數學大激鬥 2018

2018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AIMO Open)晉級賽 銅獎 6 名
科學

第五屆全港Rummikub小學邀請賽

優異表現獎

全港小學X-CAR 電動車大賽

二等獎

無線遙控機械車比賽

優異獎

香島盃全港科技比賽2018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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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科學

比賽/獎項名稱

獎項詳情

小學校際氣動火箭車邀請賽

冠軍

全港 STEM 式中文廣播劇創作暨演繹比賽

冠軍

全港中小學編程大賽

優異獎

視藝

「『你想』校服大改造」2018校褸設計比賽

小學組季軍

音樂

第七屆亞太區傑出青少年鋼琴比賽

季軍

校際音樂節

合唱：Merit
獨唱：Merit
二重唱：良好
牧笛二重奏：積極參與

2018香港青少年音樂大賽

銀獎 3 名

千人弦樂同奏創紀錄

參與演奏樂曲《獅子山下》刷新
「最大型弦樂合奏」健力士世界紀

獅子盃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錄
一等獎 1 名
二等獎 4 名
三等獎 3 名
優異獎

2017年國慶盃足球賽

亞軍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友校接力賽

優異獎

青衣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冠軍1名、季軍1名、殿軍1名

第十四屆香港青少年相撲錦標賽

羽量級: 冠軍

蠅量級: 季軍

輕量級: 亞軍

中量級: 冠軍

第五屆香港國際音樂節藝韻盃

體育

重量級: 冠軍、季軍
公開組: 季軍
男子少年組
蠅量級: 冠軍、季軍
輕量級: 亞軍
女子兒童組 輕量級: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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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體育

比賽/獎項名稱

獎項詳情

2018年度元朗區體操公開賽暨中港邀請賽

公開小學女子丙組: 冠軍
普及男子 B 組: 殿軍
普及徒手操: 二等獎

全港小學區際足球比賽

亞軍

青衣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青衣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亞軍

全港小學校際五人手球比賽

優異獎

2017-2018年度青衣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

亞軍

第六屆校際定向錦標賽

初小男子組
冠軍 2 名
季軍 3 名
初小混合組
亞軍 3 名
團體獎：最具潛質小學獎

惠僑英文中學籃球邀請賽

團體殿軍
神射手 1 名
最佳球員 1 名

色級定向錦標賽(2018 年 4 月)

家庭組第三名
家庭組第四名

2018 香港定向排名聯賽(短距離)

M8 組(男子組 8 歲或以下)
亞軍 1 名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7-2018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7-2018

2017-2018 全港小學校際體操比賽

女子丙組良好獎 4 名

2018 第六屆獅子盃小學女子排球邀請賽

優異高雪文:傑出排球運動員獎

SPORT Trident Y2Y 公園定向錦標賽 2018

在 WC(女子 11 歲或以下)組別獲殿
軍
在 MC(男子 11 歲或以下)組別獲第
五名
冠軍

2018 簡易運動大賽_板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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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其他

比賽/獎項名稱

獎項詳情

2017年分區公園定向錦標賽 (新界區)

殿軍

金紫荊獎章

金紫荊獎章

全港小學親子無火惜食烹飪比賽2017

嘉許狀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小學生硬筆書法 冠軍
比賽
2017-18 年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菁英盃現 二等獎
場作文初賽）
2017第三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進步獎1名、優異獎2名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小學生硬筆書法 冠軍
比賽
2017-18年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菁英盃現場 二等獎
作文初賽）
2017第三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優異獎 1 名
進步獎2名

2016/17公益少年團積極團隊

優異獎

葵青區防火嘉年華2017暨青衣消防局開放日攤位 季軍
設計比賽
2017-2018年度荃葵青區學生飛躍表現獎勵計劃

學業成績組飛躍表現獎 6 名

國際文化精英朗誦節2018

初小組冠軍

第六屆中國文化交流大使選拔活動香港區域賽

二等獎

第三屆香港小學生創意閱讀報告比賽

嘉許獎／老師獲優秀教師指導獎

青衣區 30 週年紀念—童玩同樂「衫拾」小、幼 全場總季軍
童軍自理王比賽
2018 年春季全港青少年朗誦．文學．藝術交流 初小集體組金獎
大賽
2017-18 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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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其他

比賽/獎項名稱

獎項詳情

第八屆「傑出教職員、熱心家長及飛躍進步學
生」嘉許禮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2A 翁煒岷同學家長翁銳先生獲熱
心家長獎；
譚思華老師榮獲傑出教職員獎；
4A夏珊珊榮獲飛躍進步學生獎。

英文科榮譽證書 1 名
英文科優異證書 3 名
英文科優良證書 2 名
數學科高級榮譽證書 4 名
數學科榮譽證書 6 名
數學科優異證書 4 名
第 34 屆武漢楚材國際作文競賽
二等獎 1 名
三等獎 2 名
公益少年團團員獎勵計劃(粉黃色徽章)
團員已獲四個積點，其中兩個積點
必須從參與社會服務取得
2017/18 公益少年團「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 優異獎
賣
第二屆 Maker Chef 3D 設計廚藝公開比賽決賽
殿軍
2018
小母牛「開卷助人」計劃
優秀閱讀大獎 5 名
傑出籌款大獎 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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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政報告
2017-2018 學年「營辦開支整筆津貼」的開支報告
收入
I. 政府資助
(1) 擴大營辦津貼(一般範疇)
--借用學校場地收入
--借用學校場地電費收入
(2) 修訂的行政津貼
--借用學校場地工友薪酬收入
(3) 學校發展津貼
(4)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5) 新來港學童津貼
(6) 成長的天空
(7) 加强言語治療服務
(8) 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

支出

$
$
$
$
$
$
$
$

1035657
16258
19312
976032
9292
500872
338550
329170
8636
109732
505497

$
$
$
$
$
$
$
$
$
$
$

1613686
0
0
707854
9292
149254
471902
0
0
106623
3700

小結： $

3849008

$

3062311

$
$
$
$
$

107751
456
23000
36900
83982

$
$
$
$
$

133722
0
23000
36900
45318

小結： $

252089

$

238940

總結

$

786697

$

13149

$

799846

II. 學校津貼
(1) 認可收費
--借用學校場地電費收入
(2) 捐款
(3) 賽馬會全方位學習津貼
(4) 借用學校埸地

學校年度盈餘

*帳目有待核數師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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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回饋與跟進
今年是 2015-2018 年度三年發展計劃的最後一年。學校近年以「培養學生成為高素質的
公民」、「提升學生自學能力」及「發展數理科技思維，提升創意解難能力」作為三個重點關
注事項。
本學年除推展持續性的學生獎勵計劃以提升學生品德表現及實踐自我挑戰外，更與其他
校外機構如香港教育大學等為學生安排認識自我、發展潛能及德育相闗的課程與活動，旨在
培養學生提升品德水平，未來能成為有素質的公民。同時安排校內的不同服務團隊為社區進
行服務，發揮學生潛能的同時又能為社區作出貢獻。
在課程發展方面，透過教師培訓、工作坊、科研日及專業分享，老師已掌握資優教育、
電子學習及自學策略，以優化教學，再透過共同備課、觀課及評課，以落實所學的知識並實
踐於課堂上，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繼續引入不同專業團體資源，與教育局、大學、國內教
師等，以其專業知識與資源， 提升教師專業發展，與時並進，帶動學校發展。學生學習不只
在課堂內的傳授，故學校着意讓學生提升自學能力，首先是老師指導和示範給同學一些學習
策略及技巧，讓同學模仿及運用這些策略及技巧，然後老師讓同學依老師安排嘗試運用策略
進行學習，從實踐中運用自學策略，初步已見成效。未來要朝向協助學生計劃運用自學策略，
透過實踐改進自學能力，同時透過獎勵計劃，來提高學習的效能，達致學生能自學的目標。
在運用思維工具進行學習方面，在全班式資優教學安排下，學生對思維工具有更多的認識，
未來需加強培養學生有多角度及多層次思考的習慣。學校有為能力優異的同學安排相關的支
援，未來學校積極引入更多外間資源，讓學生發展才能，主要科目老師已為學生設計分層工
作紙，採用多樣化學習材料，誘發學生潛能，達致照顧學生多樣性的果效。
為提升學生的數理思維學習，本校設有校本課程「科技及生活技能課」
，將過往的科學、
科技、電腦、烹飪及生活技能課程恆常化，本年度更引入食物打印、micro-bit 等課題以配合
未來學生所需，並為推動 STEM 教育及電子學習投放大量資源，使學生有更多機會運用資訊
科技進行學習。同時為提升學生的科普知識，圖書組近年大量引入科普讀物，包括安排在課
室自學角的數學圖書，為語文科安排科普讀物，亦安排學生訂閱科普雜誌。同時於中、英文
科引入科普文章的閱讀，現時高年級學生中文科已全面引入科普文章的閱讀理解，將學生學
習科學知識不只局限於常識科。同時透過網上平台學習及比賽，鼓勵網上探究，以培養學生
運用科學的思維與解難能力。
老師們於三月起檢視年度計劃的成效，並就檢視所得設定未來三年的學校發展方向。調
整新年度工作。學校以下列項目為關注項目，透過不同科組計劃及活動，達至有關目標。
(一) 推動正向教育，建構關愛校園。
(二) 培養學生自學能力，提升學習效能。
(三) 發展計算及設計思維，培養學生創意解難能力。
我們期望在教職員們的努力，透過家校通力合作，社區協作機構及教育專業機構的協作，
努力建構更美好的學習環境、學習生活，讓學生能得到最佳的學習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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