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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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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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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總計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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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級廚房、荃商 Cyber TV、STEM Lab 創新科技館、圖書館、美藝坊、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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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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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學校特色
a. 雙語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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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課程(英文課程)的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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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語課程(中文課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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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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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劇、柔道、板球等抽離式培訓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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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及電子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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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校本課程「科技及生活技能課」包括 STEM 內容，科學探究及科技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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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學習方面，透過每年安排不同編程、科技工具的學習，包括 3D 立體打印、micro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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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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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班級結構
a.

班級結構
級別
班數

b.

小一
4

小二
6

小三
4

小四
2

小五
1

小六
1

加輔
2

總計
20

六年級
16
11
27

總數
217
180
397

學生人數
級別
男生人數
女生人數
總人數

一年級
45
46
91

二年級
69
61
130

三年級
43
35
78

四年級
28
17
45

五年級
16
10
26

八. 教師資料
a.

b.

教職員編制
職級

校長

副校長

主任

編制教師

人數

1

1

4

27

認可教育文憑
97%

大學學位
100%

碩士
38%

英文科老師基準達標
100%

普通話科老師基準達標
100%

教師教學經驗

年資
教學年資-佔全校教師人數(%)

e.

43

編制教師專業資歷
專業資歷
佔教授該科教師人數(%)

d.

總計

編制教師的學歷

學歷
佔全校教師人數(%)

c.

外籍
增聘教師
英語教師
1
9

0至4年
46%

5至9年
19%

10年或以上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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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四百七十小時，平均每
位老師進修多於 5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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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1. 推動正向教育，營造正向校園文化
成就
學校引入正向教育的元素，分階段推行正向教育，鼓勵學生採用正向思維的模式，
發展積極正向的人生觀。為強化學生正向行為和學習態度，本學年校方透過環境佈置、
多媒體學習(校園電視台)、正向班級經營、教師培訓及家長教育等渠道推廣正向教育。
為加強正向氛圍，學校在環境佈置方面添加了不少的正向元素，例如在各班房的
樓層增設 You Shine 壁報，表揚學業表現突出的學生，於樓梯的牆貼上學生成就的照
片及正向字句，在戶內操場的講台上展示正向壁畫及於樓梯貼上有關正向階梯貼紙，
讓學生初步認識正向教育六大元素和 24 項性格強項。
為了強化學生對正向教育及 24 項性格強項的認識，學校推行「正向品格」計劃，
以正向品格為主題，製作了十二輯校園電視台節目「與正向同行」
，透過週會/成長課
程中向師生傳遞正向教育的訊息，讓學生了解及發揮自己的正面特質，並鼓勵學生善
用正向品格小冊子，讓學生寫上性格強項，培養學生的正向發展。另一方面，學校提
供機會給學生實踐其正向品格，校方增設「清潔大使」
，鼓勵學生參與校園清潔服務，
提升學生服務的信念，加上恆常參與的賣旗籌款、探訪長者中心、制服團隊各項社區
服務活動等等，對培養學生服務他人的觀念有積極作用。至於嶄新的「愛心大使」計
劃，讓學兄學姐照顧新小一同學，協助適應學校環境，都明確地展現了正向校園文化。
學校積極安排學生參與正向教育的活動，例如在四年級開展成長的天空計劃、設
立正向情緒和正向人際關係成長小組，讓學生認識正向教育，鼓勵學生們積極培養正
面的人生態度。音樂科透過「愛心點播站」活動，讓同學於校園電視台點唱，向老師
和值得欣賞的同學致敬，既溫馨又富趣味，學生對以上各項活動的反應都十分良好。
為協助學生發展正向行為、良好品德及價值觀，將加強獎勵學生，讓學生建立成
功經驗，增強他們的成就感，推出「正向班級經營」
，於名班設立「至營小先鋒」
，傳
揚健康正向信息。此外，於手冊內增設「每週一讚」，教師丶家長可透過手冊欣賞同
學的成就和進步，而同學之間互相稱讚，在班房內增設「欣賞你」告示板，同學間可
透過「欣賞你」告示板欣賞自己、同學的進步，增強成就感。再加上「傑出學生奬勵
計劃」，使學生自我挑戰，激勵學生建立正向行為和學習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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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師方面，校方舉辦教師座談會，由專家與教師分享教學心得，對提高教師培
育學生建立正向人生態度很具作用。在問卷調查中，100%交回問卷的教師認同校方加
強學生的正向行為和學習態度的政策和專業培訓，有助提升學生的正向態度與想法，
亦對推行和實踐正向教育具積極作用。
在家長方面，學校透過一系列的家長講座，與家長分享提升子女正面思想的方法，
出席者眾，反應相當正面。

反思
經過一學年的推動，透過不同範疇的活動，已營造出正向校園的氣氛，惟將這個
氣氛演進成學校文化，仍有很長的路要走，學校應進一步推動正向校園的思維，更重
要的是讓家長和老師掌握有效的培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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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供不同的自學技巧，引發學生的自學動機，以提升學習效能。
成就
本學年以提供不同的自學技巧，引發學生的自學動機，以提升學習效能為目標。
學校參與了由不同大專院校及教育局的校外支援計劃，讓老師進一步認識自主學習，
同時於教學設計加入自學元素，以提升學與教成效。97%教師表示能將自學元素滲入
日常的教學當中。與此同時，本學年中、英、數、常的共同備課均以自學元素及小組
學習的實踐為主題，有 97%教師認為加入自學元素能夠提升學生學習表現，而這些教
學案亦有系統的收集，作為未來老師設計教學的參考。評估方面，為引入不同的評估
模式以更全面評核學生表現，在語文的寫作範疇中加入學生互評；專題研習設置學生
自評及小組互評，以加強學生的思辨能力。有 94%語文及常識教師認為加入自評及互
評更能有效反映學生表現，學生的學習動機亦有所增強。
為着提升學生的自學興趣及動機，學校也透過不同活動和平台豐富自學物資。例
如把師生好書推介恒常化，並由中、英文科延伸至 STEM 及其他學科的相關書籍，以
促進校園閱讀文化。每名學生在全學年平均借閱圖書或期刊量，比去年借閱量提升超
過 60%，而其他學習媒介方面，如網上自學平台，以推廣網上閱讀書籍。所有教師應
為學生的閱讀風氣較過往佳。除閱讀方面外，也在課室內的自學角放置適合不同能力
學生課業，讓同學彼此觀摩和互相學習；另一方面也加強推動網上平台自學工具，學
生得到即時回饋有助學習。有__%(70%)學生能完成教師要求的網上自學課業。
學校致力加強學生掌握自學的方法及自我管理的技巧。在開學首月為小一新生安
排自理課程，有 97%教師認為本學年小一學生比過往的小一學生自理能力較佳。另外
透過好學生獎勵計劃，鼓勵學生持續進行自學活動，約 90%學生認為獎勵計劃能推動
其參與自學活動。

反思
校外支援計劃提供足夠的教材，讓學生接觸多元化的教學活動，有助提升教學效
能；與此同時，計劃讓更多老師認識自主學習，有助老師團隊推廣設合校情的自主學
習活動。本年全校推廣小組教學，讓學生互相分享表達意見，彼此學習更有效。另外，
今年在語文科和常識科加入了自評和互評，學生均能透過自我和互相評鑑學習如何欣
賞和接納不同的意見，擴廣學習的層面，建構知識，讓學習更生動有趣。老師均認為
高年級學生有能力可以作更深入的評鑑，提升學習功效。除此之外，老師建議可提供
學生有系統的評估準則，讓學生明白評估的方向有助個別方向的進步。
在閱讀方面，學生今年積極借閱書本，圖書館會致力添置更多書籍，同時學生也
踴躍借閱老師推介的書籍，因此圖書館會多促進與不同科組合作，讓同學接觸更多範
疇的書籍，增廣見聞。今年的圖書館亦善用資訊科技，除了到圖書館借書外，亦讓同
學透過 IPAD 瀏覽網上閱讀資源，使閱讀不再限於紙本，而是加添更多元素豐富閱讀
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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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發展計算及設計思維，提升計算及設計思維的認知和創意能力。

成就
為發展計算及創意思維，提升計算及創意思維的認知和創意能力，本學年擬定了
多項策略。本校安排老師參與專業支援計劃或工作坊，協助科組發展計算思維。例如
常識組本年度參與由香港大學 ILAP 促進以自主學習開展 STEM 教學創新的多層領導
網絡計劃。參與計劃的科任老師一共參與五次的共同備課會，由專家指導及分享教學
相關課題的經驗，商討及運用計算思維的教學方法。參與計劃的老師經會議討論後，
一致認同參與計劃能大大提升了對計算思維的認知。九成以上的教師認同參與專業支
援計劃或工作坊有效協助科組發展計算思維。
為了讓學生應用計算思維，提升解難能力，本校在數學科及科技及生活技能課加
入了計算思維的元素。數學組引入解難五步曲，利用看題目問甚麼、找出合適的資料、
擬定算式方法、計算答案和驗算結果五個步驟去解答應用題。在科技及生活技能課中，
學生需應用計算思維學習及編寫編程。例如四年級學生透過認識幾何圖形的特性，利
用 microbit 及計算思維編寫編程，設計及製作圖形畫車，過程中深化了他們對幾何圖
形的認識。此外，數學科及常識科也設計了與計算思維有關之教案，內容包括遊戲、
練習、工作坊以訓練技能等，以擴展學生在這方面的視野。超過九成學生認同應用計
算思維有效增強他們的解難能力。
為提升學生對創意思維的認知與興趣，本校在圖書館或自學角提供與 STEM 及創
意解難及發明的參考書籍。數學組亦在各級的假期功課內加入設計思維題，例如設計
時鐘、紙盒及以立體圖形設計交通工具等，激發學生創意潛能。圖書組更在 STEM 閱
讀月時，舉行了一個「想像發明比賽」，以發展學生的創意思維能力。
為啟發學生創意思維，本校利用校園電視台播放有關創意解難的影片。例如在 5 月份
學生憑設計一部以人為本的「多功能便攜式冷風機」產品，在全港中小學產品設計大
賽 2018-2019 中，奪得亞軍佳績，並同時奪得「小學組最佳創意獎」
。校園電視台已播
放了一段此產品的介紹片段，並已上載於校網，以啟發學生對發展創意思維的興趣。
超過八成學生認同於圖書館或自學角提供的參考書籍及校園電視台播放有關創意解
難的影片，能提升他們對創意思維的認知與興趣，並能啟發他們創意能力。
為讓學生運用設計思維以解決日常問題，實踐利用設計思維之解難能力，本校積
極鼓勵學生參加校外相關的比賽。在科學與科技比賽方面，學生在多項比賽中獲得優
異成績，例如在全港青少年編程大賽中勇奪冠軍，在第六屆香港國際學生創新發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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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獲得亞軍，在未來百貨公司設計大賽及智慧家居小發明家比賽獲得優異獎等等。此
外，本校在校內舉辦不同的創意解難活動。例如在 1 月份及 6 月份分別安排紙飛機及
火箭飛船比賽，參賽學生需運用設計思維，設計能飛最遠的紙飛機和火箭飛船。84%
參賽學生認同參加校內、外比賽或活動能提升他們創意解難能力。

反思
為進一步提升學生的計算及設計思維能力，來年將在不同科目推展。首先，各科
組均會設計與計算或設計思維相關之教案，讓學生有更多機會學習，提升他們對計算
及創意思維的認知。除了在教學上推行，各科組可在校內舉辦不同的創意解難及設計
活動，例如未來校園設計比賽、科學幻想畫及專題研習等，讓學生有更多機會及渠道
運用設計思維以解決日常問題，實踐利用設計思維解難。最後，在校內舉行學生作品
展，展示學生比賽作品，並安排設計者向其他學生講解作品的設計概念及運作原理等，
讓更多學生能欣賞學生的製成品，並透過分享成果，為學生帶來對設計思維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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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的學與教
本校課程分為英文課程和中文課程。英文課程的主科主要以英語作為教學環境，而中文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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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教授中文班及普通話
教授中文班，藉以提升學生的兩文三語能力。除基本的中、英、數、常、視、音、體、普等科
目外，本校設有科技及生活技能課、集STEM、電腦、邏輯、烹飪和理財五大元素，發展學生
的設計思維及自理能力；本校亦設有演說課，由自我介紹、專題介紹以致專題演講，循序漸
進讓學生分析資料，並在公眾面前有進行演說，增強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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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在主科課堂推行小組學習，增加學生的
課堂參與度，教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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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識科則每月進行一次科研，科研日的目的是透過集合科任老師的知識交流平台，討論科目相
關事情並安排共同備課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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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科目於每天有均設有一至兩項課業，有些課業會作為預備下課節的學習，亦有
課業作為鞏固學生課堂所學或啟發學生思考，課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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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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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性
評估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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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在上課時間後設有功課輔導時段，讓學生於離校前可梳理學習不明白之處，通常會
安排由主科科任為學生進行課業的輔導。同時，當學生已完成當日課業後，可閱讀課室的圖
書，或溫習當日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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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為了加強教師專業支援，提升教學的效能，本年度中文科老師分別參加了四個校外支援
計劃，分別是小學校本課程發展支援計劃、高小中文分層支援教學模式計劃(4T2)、與大專院
校共同研發教學及評估材料(網絡學校)及2018-2019學校支援夥伴計劃(小班教學)。從學生的學
業成績及老師的專業成長可見，校外支援計劃能有效提升學與教的效能。至於寫作教學方面，
老師運用虛擬實境模式進行輔助教學，三至六級學生先使用虛擬實境技術觀看景物，再進行
寫作。根據老師觀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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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各科任老師為每班安排電子學習課，讓學生使用平板電腦進行課堂活動，老師運用網上
電子平台、電子學習工具與學生進行互動學習活動，在課堂上收集學生答案，並作即時回饋。
學生積極參與課堂活動，在閱讀、寫作、聆聽及說話方面皆有所進步，反映電子學習能大大
提升學習效能和趣味。
在培養學生的自學習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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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一篇」，在寫作工作紙加入學生自評及同儕互評，並且在中文專題研習
加入學生自評和小組互評，以加強學生的自學能力。另外，老師在課室自學角放置適合學生
能力的自學工作紙，鼓勵學生自學。根據學期末中文組的檢討，七成學生能按要求完成最少
三十二篇「每日一篇」，所有學生都能完成寫作工作紙和專題研習中的自評和互評部分，大
部分學生都能善用自學工作。上述策略能培養學生的自學習慣，而學生的自學能力亦較之前
有所提升。
為提升學生的口頭表達能力，本科組繼續在說話訓練中加入資優元素，以發展學生的高
階思維能力。在評估形式方面，從本學年開始，說話評核改為以進展性評估模式進行，科任
老師可參考學生在進評中的表現，再針對學生的弱項，調整說話教學的策略，以改善學生的
說話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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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書皆有足夠數量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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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括而言，中文科老師透過外間支援計劃，提升其專業能力，從而更有效運用適切的教
學策略，以及利用網上電子平台、電子學習工具進行課堂活動，提高學生的思辨能力和學習
效能。老師亦能善用評估策略，透過自評及互評方式，加強學生的自學能力。另外，老師為
學生營造適切的自學環境，提升學生的自學動機，同時鼓勵學生參與校內活動、校內外的比
賽，以增加學生學習語文的興趣及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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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One of the objectives of this year curriculum is to refine the curriculum with a framework
of teaching phonics. After joining the Dr. Tang Phonics project, the department has
successfully come up with an organised framework in P.2 to help students go through the
transitions from primary 1 to prima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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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t year, the school will continue to carry out the project in prima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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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year we used
QR code and real objects in the games to motivate students to learn English by seeing and
touching. Phonics and dancing games were also introduced to make students apply their
skills on these fun learning activities.
Apart from Kahoot! and ‘VR Viewer’ to teach students English in a fun way, students
were able to see audio-visual book reports as the form of flipped classroom to appreciate
reading via the campus TV. Most students and teachers found the idea attractive and
stimulating in learning English and promoting reading across th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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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year the new
addition of Non-fiction books were recommended during morning assemblies with the wellprepared bulletin bo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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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anwhile, keys 2 reading and literacy programme was implemented successfully in P.4.
Students learnt to read and write with a systematic procedures so that they can publish their
own piece of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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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ining on teaching by joining the project of Dr. Tang. As the consultant of the project,
Dr. Tang gave invaluable opinions to improve our teaching strategies on different areas like
phonics, teaching reading, writing, comprehension, grammar and small class teaching
strategies. Besides, we completed the SALS projects with EDB so that P.1 and P.3 students
can experience the online assessment platform with adequate inputs from teaching lessons.
It helped students and teachers know more about how well the students could do after
effective teaching lessons were taught. Finally, we received a lot of e-Learning support from
BC STAR project. Our teachers were given a workshop about the use of BC STAR to assess
and evaluate the basic competencies of our students. This year, P.3 and P.6 were the major
targets for the STAR project. With the data reflected from the STAR platform, teachers could
update their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give suitable assistance to students for improvements.
Lastly, the EHLA was used for foster self-learning reading habit. Students were having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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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rtunities to read with animations and guidance. Most students were observed to be
good readers even reading through online platform.
It would be advantageous if the school coul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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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revise its own school-based speaking
curriculum in P.1 to P.6 to extend and scaffold the communicative skills of all students in the
forms of show-and-tell, storytelling, discussion and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Besides, we
implemented P.4 and P.5 out reach projects for our students to learn outside the classroom.
Students were given opportunities to design their own healthy menus and interview tourists
at Tsim Sha Tsui. All students benefited from doing research with first-hand and secondhand information. They became more efficient in setting questionnaires and analyzing
information.
The team had also prepared a number of activities to enrich students learning. First, we
started the English Ambassador Programme as ECA with the hope of giving more language
training in speaking to the chosen students. These ambassadors would also work for our
school events in the coming year. Second, we held the Weather Report and one-minute
presentation during morning assemblies. The activity allowed students to speak in front of a
crowd of audience. The activity helped build up their confidence in English speaking and
made them more aware of the real life usage of English. In addition, we organized Spelling
Buddies during the 2nd Recess so that students were able to enjoy spelling and take it as
an essential skill in learning English. What is more, the school had successfully organized
the Drama Club and won three awards at the Drama Festival. Students and teachers
enjoyed acting and English speaking through performances. Lastly, P.4 and P.6 students
also took part in the Puppetry Competition. Students and teachers worked together for the
puppet show. Students made puppets, backdrops and props for their great show. It was an
invaluable experience to extend their learning out of the classroom.
Furthermore, the team continued to publish two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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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 students
also took part in a number of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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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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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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一題」活動，題目以課程內容、智力題或
奧數題目為主，學生主動在展示板前閱讀數學題，並在答題紙寫出答案，表現積極。「各級
數學活動」均以圖形與空間和度量為主題，於小息或午息時間於思維世界進行，同學反映活
動中使用不同的度量工具如軟尺、磅、量杯和貨幣等，能強化他們的學習，並提升學習興趣，
活動氣氛熱烈。本組在學期末進行數學日，內容包括數學問答比賽和攤位遊戲。在問答比賽
中，同學們表現積極，全場學生非常投入，氣氛熱烈。另外進行不同範疇的攤位遊戲和趣味
數學展板，包括估算、估量、圖形遊戲和生活應用等，學生除了學到新的趣味數學知識外，
也把他們平日所學的數學知識活用出來，讓學生從遊戲中學習。本學年也為三、四年級同學
進行校內速算賽，目標以合24比賽提升學生運算能力，增強學生數感。
今年數學組的關注事項一為提升學生的解難能力，老師在課程中引入「解難五步曲」，
並把常見的問題分為四類（比較、程序、多餘資料、不明顯資料），引導學生找出需用的資
料，圈出重點字，藉此加深對文字題的理解。除此之外，老師也邀請學生自擬題目，並自行
寫出作答方法，讓同學之間互相學習，也提升學習氣氛。有92% 數學老師認同引入解難能力
工具增強學生的解難能力。為培養學生的解難能力，數學組亦為學生提供不同的自學平台。
首先，在課室的數學角擺放豐富的數理參考書籍和工具，例如乘數遊戲紙、教具及自學卡等，
讓學生可於午膳後或班主任課時段使用。此外，也藉校園電視台播放有關數理解難的影片，
例如二年級邀請學生思考如何製作相框，帶出長方形的特徵。其次，亦在學校網頁提供不同
的數理解難的相關平台，讓學生自主學習，自我探索。100%數學老師認同透過不同的工具或
渠道能培養學生的解難能力。
為透過自學工具及教學策略，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本學年推動學生摘錄筆記，以幫助
他們提升自學的能力。於科研日老師交流學生所寫的筆記，觀察到學生透過親自摘錄筆記，
學生的數學能力有所提升。學生先吸收課堂所學，建構知識，以自己的文字和圖畫，有組織
地把抽象的數學概念表達出來，這對學生打好基礎有一定的幫助。另外，科組亦製作由學生
主導的自學影片，用於翻轉教室，在午膳時間播放，讓學生在學習新課題前對該課有初步的
認識。100%數學老師認同透過教授學生各項學習技巧或策略能培養學生自學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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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育局「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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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時間」
、
四年級「分數」和六年級「速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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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的主題為2018年9月通車的「高鐵」。內容包括高鐵的資訊、趣味數理題目及數理漫畫等，刊
物由數學組老師編寫。另外本組亦為二年級出版了命名為「數句處理」（Maths Statement）
的數學刊物，內容為教科書內常見的文字題答句，並加入插圖，以協助國際班學生更易掌握
答句的結構和文法。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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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本科組設立了小一至小四各級的奧數培訓班和小五至小六的趣味數學班，
除提升學生對數學認知及比賽技巧有助增強比賽信心外，亦以有趣方式引入不同解難數學遊
戲，擴闊學生視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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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為學生設計兩層的分層工作紙，基本題目一致，分別在於初階工作紙會有較多提示，以協
助學生完成課業。在鞏固學生基礎知識方面，本科組今年新增溫習知識工作紙，內容包括每
個範疇，讓學生溫故知新，給予回饋。除了每級都有定期的共備會議和教案外，今年亦安排
各科任老師每個月提交一份的課業活動設計教案，旨在讓老師互相交流專業知識，提升學與
教。

常識
為讓學生親身經歷，探求知識，本年度常識組舉辦不同類型的全方位學習活動，讓學生
更易掌握所學，拓展視野。例如安排配合各級教學課題的外訪活動，讓學生參觀和體驗不同
的社區設施，加深其認識。活動期間學生會把自己的所見所聞記錄，並完成校本設計的外訪
工作紙，回饋所學。
為增強學生對科學的興趣和認知，本年度常識組加入了計算及設計思維，讓學生提升對
計算及設計思維的認知，加強他們在生活上的解難能力。例如安排學生參加學界各種科學與
科技活動及產品設計的比賽，為各級舉行校內的科學探究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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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的興趣。
為提升教學效能，常識組除安排教師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講座及工作坊外，也完成與香港
大學合作的促進以自主學習開展STEM教學創新多層領導網絡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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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升課堂的質素，常識組於課堂優化高階思維十三招的使用，引導他們明辨思考和應
用所建構的概念等，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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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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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經歷。例如安排
「常識日」、到校的講座和活動等等，加強學生對自己、社會、國家和世界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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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
本年度視覺藝術科組設立了兩個目標︰一.
二. 提升學生運用不同媒介進行創作的能力。

加強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及評賞能力的目標，

在學生自主學習方面，老師十分鼓勵學生因應主題內容進行預習，自行找尋相關資料，
例如：二年級的葉子設計，學生需自行尋找樹葉並自行觀察葉子的形式、紋理等特點，然後
在課堂上向全班分享觀察結果。四年級的驚奇的魚設計，老師亦鼓勵學生自行找尋數張海洋
生物的圖片，從而從數張圖片整理出一張驚奇的魚的模樣。此外，本科組配合電子科技教學
教育趨勢，嘗試運用了不同的電子學習平台，例如：DRAW，STOP MOTION等來提升學生
學習興趣，使用這些軟件的目的都是想透過資訊科技推動「範式轉移」─由以教師為中心的
教學模式，轉向互動和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模式，增加了學生自主學習的機會。因此，在本
校的學生問卷調查中，九成學生都同意透過視覺藝術課前資料搜集，加強了自己自學能力。
在評賞學習方面，根據學生問卷調查所得，接近九成學生同意透過視覺藝術課提升了表
達能力和評賞能力。在視覺藝術課堂上，老師會接照主題介紹不同的藝術家，讓學生能知悉
其生平及成就，又能認識他們的著名作品和創作的風格。而且在課堂上加設了評賞環節，在
課堂增加學生互評作品及評賞名家作品的時段，給與學生更大的空間表達對自我及別人作品
的看法，提升學生的表達能力和評賞能力。除此之外，本科組亦因應課程安排，帶領學生參
觀了香港茶具文物館，把評賞學習由課堂內伸展到課堂外。另外，我們參加了葵青區議會舉
辦的「葵青多元藝術展」，讓學生能評賞其他學校的作品外，亦能身體力行關懷社區和關注
世界。 加上，學校舉辦視覺藝術作品巡迴展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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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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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藝術創作的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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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運用不同媒介進行創作方面，本科組十分鼓勵及協助學生發展藝術所長，故安排學生
參加了不同視覺藝術形式的比賽或活動，如填色比賽、 服飾設計、攝影、即席繪畫、繪畫壁
畫活動、毛筆書法活動等（比賽及活動資料可見附件），讓學生擴闊視覺藝術眼界，接觸到
不同的視覺藝術形式媒介或而有所得益。此外，視覺藝術科老師已安排不同媒介的功課/習作，
如繪畫、 設計、版畫、工藝等，九成以上的學生都能交出功課或習作，可見學生已學習以不
同的藝術媒介進行創作。 同時，學校為學生提供更多機會與全港學生交流，擴濶視野，以及
幫助推擴校內的視覺藝術活動，為同學們創造更多創作及學習不同媒介的空間，故在學生問
卷調查所見，接近九成學生都同意透過視覺藝術課製作不同主題的作品，提升了運用不同媒
介的創作能力。
總括而言，本年度視覺藝術科組設立了的兩個目標都能完成，期望下個年度能為學生帶
來更多不同學習視覺藝術的機會，特別是電子學習方面。

p.18

音樂
為了讓有音樂潛能和興趣的學生增加學習音樂的機會，本年度音樂科增設了多項音樂培
訓班，包括：薩克斯風班、豎琴班和大提琴班等。此外，在本年度增設了小提琴進階班和手
鐘手鈴進階班，以及在下學期增設豎琴的進階班，讓學生學習初班後，能延續學習有關樂器。
各音樂培訓班的學習進度理想，在本年度的校內外演出中均獲好評。
音樂課程方面，音樂科在小一及小二音樂課程中加入了研習口風琴的部分，進一步深化
學生的音樂演奏的技能。同時，音樂組製作了有關教材，讓學生在課堂中學習，並能回家練
習。據小一及小二的科任老師的觀察，學生均喜歡學習口風琴，並有學生能利用口風琴彈奏
課堂教授以外的歌曲。
為豐富學生學習音樂的歷程，本科組在本年度籌辦了「音樂演藝平台」活動，讓各班代
表學生在午息時於戶內操場演出。每次演出，都有超過場內半數學生觀圍，且表演的學生皆
同意有關活動能增加他們在家中自習音樂技能的意慾，並增加他們日後公開演出的信心。為
了提高學生音樂演出和比賽的水平，同時提升校內音樂的氛圍，本組安排學生參加校際音樂
節和不同的比賽，並安排有關學生在賽前的早會中進行預演，讓全體學生能欣賞其他同的努
力習得的成果，亦讓參賽的學生得到不同音樂老師的點評。本年度，本校學生在校際音樂節
中取得一冠、二亞、五優良和三良好的成績，並在其餘兩項的歌唱比賽中分別獲得亞軍和晉
身全國決賽(將於七月十八日比賽)
本科舉辦了「心晴點播雙週」和「音樂科技日」，以培養學生的正向思維和使用科技的
能力。在「心晴點播雙週」中，校長、老師和學生皆填寫了點唱紙，音樂老師訓練學生讀出
點唱紙，並拍攝有關片段後透過校園電視台播放。教師和學生皆認同有關活動能培養師生或
學生之間互相關愛的精神。另一方面，在「音樂科技日」中，學生利用音樂蝌蚪和MakeyMakey
電路板等數碼樂器進行分組創作。活動中，學生投入參與。
總括而言，音樂組透過不同的活動發揮學生音樂方面的潛能，並透過不同的音樂活動培
養學生正向思維和提升使用創科科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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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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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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年級已設置恒常的游泳課、並將跳繩納入小一至小六的課程中，同時將體適能放
於每學期的課程內，亦將體適能項目訂定為每學期考試的必然考核項目。
為了提供渠道讓學生建立持久運動的習慣，我校參加了sportACT運動獎勵計劃，藉以推
動學生自我管理、持久運動的良好習慣。加入運動獎勵計劃的成效顯著，參加人數達330人，
超過80%學生參與運動獎勵計劃，全校共有91人(23%)學生獲獎。透過參與運動獎勵計劃，學
生能帶動勤做運動的正面訊息，在運動中培養良好的體育精神及鍛鍊意志。
體育組提供參與比賽及活動的不同資訊，讓學生掌握不同參與體育活動的途徑，藉以定
期宣傳與體育相關的活動及提供參與辦法，讓學生參加或對不同運動項目產生興趣。約九成
學生認為學校能提供機會及渠道給他們發揮運動潛能，並有87%學生認為學校所舉辦之體育
活動富有趣味性，能協助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參與體育活動。
由於希望引發學生對不同運動產生興趣，壁報板上定期展示不同的體育資訊，以提昇學
生對不同體育項目的知識。有77.9%學生表示經常瀏覽壁報板上的體育資訊。除此，為了提供
平台讓學生在體育方面，發揮創意及培養鑑賞能力，透過與視藝科組合辦陸運會場刊封面設
計比賽，讓小四至小六學生從中搜索與體育美工相關的資訊，以發揮創意，展現藝術才華。
另外，透過舉行午間賽事播放，讓學生交流如何觀賞體育技巧及相關動作。85.8%學生認同參
與午間賽事播放於校園電視台，能助其增加在體育方面的藝術評鑑能力。
另外，本校參與不同的體育比賽，奪取佳績。足球方面尤為出色，本校於2018年國慶盃
足球比賽勇奪亞軍、葉紀南盃足球比賽獲得碗賽亞軍、鮑思高盃5人足球比賽亦取得銀碗盃賽
冠軍。此外，我校籃球隊成員於鮑思高盃5人籃球比賽，在眾多爭標隊伍中，榮獲銀碟盃比賽
亞軍。還有，本校的板球活動亦不遜色，在2019簡易運動大賽-板球比賽中，得到殿軍。田徑
方面，在不少友校接力比賽及青衣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中，獲獎之數不少，其他項目方面，
體操、舞蹈、游泳、定向、乒乓球等皆獲佳績，運動員所付出的血與汗水並無白費。學校的
體育範疇發展平均，體操隊及其他球類項目方面，皆參與不同機構舉辦的比賽，讓學生在體
育比賽上多元化地發展，務求令學生方透過賽事得到寶貴經驗，培養體育精神。
本校非常重視學童在愉快的環境下成長，故此舉辦了不少全校性的體育活動。包括周年
陸運會、跳繩同樂日、體適能測試日及體育活動日等。透過參與體育活動，學童能在當中感
受運動中的刺激、與及學習競技遊戲中的靈活變化，快快樂樂地活動，在體育課堂以外的時
段靈巧地舒展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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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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
為提升學生的自學興趣及動機、推動校園閱讀氛圍，圖書組本學年將好書推介恒常化，
教師和學生於早會和校園電視台節目中推介中、英文和 STEM 相關的圖書。此外，圖書組
今年更以「揭開圖書之謎」為題製作圖書教育短片於校園電視台節目中播放，多媒介傳播閱
讀訊息。由學生參於製作和拍攝短片，以他們的角度帶出圖書的知識，深化他們的感受。
為配合學校推動 STEM 教育，圖書組今年添置了不同類型的 STEM 雜誌和書籍，並於
下學期推出 STEM 閱讀專櫃，由師生推介當中的好書。而今年的閱讀月亦以 STEM 為主
題，透過一系列的閱讀活動和比賽推廣 STEM 閱讀和實踐 STEM 精神。活動內容包括：製
作火箭書籤、跳出圖書閱讀樂、「走出書本」挪亞方舟 STEM 體驗、發明創作比賽等。
為配合學校的閱讀發展，圖書組引入外間資源舉辦閱讀活動，如邀請皇冠出版社到校作
閱讀講座、參加新閱會的「閱讀．分享」校園計劃，以助學校推廣閱讀和STEM教育。透過與
外間機構合作，圖書組能舉辦更大型的活動，邀請不同人士到校交流，帶領學生體驗閱讀的
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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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一.

訓輔工作
本校實行訓輔合一，以全校參與的模式推展全方位的訓育及輔導工作，並配合校本
及學生成長需要，為學生提供具預防性、發展性和補救性的服務，以協助學生發展良好
的品格、建立正面的價值觀與處事態度、服務精神，培養學生堅毅、尊重他人、責任感、
國民身份認同、承擔精神、關愛及誠信這七種首要價值觀及態度。
本年度學校的其中一個關注事項是推動正向教育，營造正向的校園文化。學校透過
學生、教師及家長的層面全面推動和諧關愛及正向的校園文化，使學生在正向愉快的環
境下學習和成長。在預防性服務方面，透過學期初的常規培訓、製作正向品格的節目、
訂定每月德育主題、舉辦講座等活動，培養學生發展良好的品德，明白守規自律的重要
性。另外一方面，學校透過陽光電話、家長日、親子活動等，加強家校溝通和聯繫，為
學生和家長提供適時關心、讚賞和溫馨提示。在發展性服務方面，學校成立了不同的服
務團隊，例如風紀、少年警訊、幼童軍、小女童軍及公益少年團，讓學生成為領袖生，
發展領導才能。此外，學校還會按活動的內容及性質，安排各級學生參與校外義工服務，
提供平台讓學生認識和服務社區，發展學生對社會的責任感。在補救性服務方面，當學
生有偏差或情緒行為問題時，訓育組老師會即時處理，引導學生進行反思，並作出適切
的懲訓，讓學生學習承擔後果。同時亦會轉介學生輔導人員跟進及處理學生的情緒問題，
透過訓輔的共同努力，讓學生的問題能得以改善。
為了營造正向校園文化，學校積極透過班級經營，例如每人一職、愛心大使、每週
一讚、欣賞你等活動，讓學生學會彼此接納和互相欣賞，熱愛校園生活，對學校產生濃
厚歸屬感。同時，推行「傑出學生奬勵計劃」，鼓勵學生在品德、活動、學術、服務上
力求進步，強化學生的正向行為。
為促進學生的成長發展，學校除了因應學生的需要，舉辦個人成長、社交、情緒及
行為等方面的輔導小組，更積極引入外間資源，強化校本訓輔工作，以協助學生明白和
適應在不同成長階段中所面對的各種挑戰，掌握適當的社交技巧及生活技能，例如與外
間機構合作舉辦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心晴賽馬會喜動校園計劃、童心結網愛傳情
計劃、生涯財智策劃家工作坊、Easy Easy 好小事、健康正向生活講座等，透過不同類
型的活動及講座，從預防性、發展性及補救性三方面著手，讓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及
行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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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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加強輔導教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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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及教育心理學家。另外本校增聘教師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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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節，照顧有學習
困難的學生。該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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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中、英、數補課合共 12 節，於課時內五年級以能力分流的中、英、數
學課合共 31 節，於課時內六年級以能力分流的中、數學課合共 20 節組合編排而成。
還有，學校購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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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除設立小一、小二中文及數學學習小組外，亦設立多項有關情緒、專注力
訓練小組，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專注及自控能力。家長的教育亦十分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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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師培訓方面，本校按需要鼓勵及推薦教師參與教育局、香港教育大學及志願機
構等舉辦的「照顧不同學習需要」三層課程、精神健康專業發展課程及其他相關課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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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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包括以下主題：




瞭解子女的心智發展，提升其自理能力；
及早識別和支援情緒受困擾的孩子；
說故事的技巧及提升表達能力小錦囊等等。

出席的家長十分滿意這些教學資源，認同對家長培育子女和教師的工作都十分重要。
本學年度學校與家長聯繫主要透過以下途徑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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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和在校的生活情況，特別
是遞交家課情況、課外活動、社交等等。
一如以往，學校繼續為全校各班設立微信群組，組員除班主任及家長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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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教師會在本學年召開了兩次會議及一次會員大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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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親子旅行地點及活動為大埔大美督親子單車樂及有機農莊，參加
的親子及老師約二百五十人。家教會籌辦了多項活動，包括協助田徑運動會及英語話劇組參
賽，還參與部分校務(如挑選新學年午膳供應商及小賣部、選擇書展參展商)。上學年校方成功
獲衛生署嘉許為至營學校，繼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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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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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本校向來十分重視家
校合作，家長教師會是家庭與學校溝通的橋樑，是家長與教師合作的平台，對本校培育學生
成材作出強有力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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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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是預期之內。獲派第一志願超過七成，與全港水平 74%
相若；獲派首三志願中學學位的也佔百分之七十。此外，約百分之四十一的學生獲派主要以
英文為授課語言的中學。獲派學校有皇仁舊生會中學、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北區的風采
中學、惠僑英文中學、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直資，非華語學生選擇）等。
過去學校獲派學生人數低，18-19 年度參與升中派位的學生人數只 27 人，當中不乏非華
語生、近年才插班入讀的新移民及部分選擇北區學校跨境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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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獎項名稱

獎項詳情

朗誦 /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詩集誦、粵語、普通 亞軍3名、季軍2名、
演講 話、英詩獨誦)
優良獎107名、良好獎22名
第二十一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2019(初
中小組優異獎
賽)
第十二屆全港學生公開朗誦比賽

冠軍

第34屆GAPSK普通話朗誦比賽

P3-P4校際邀請賽亞軍及優異

中文
第35屆武漢國際楚才作文競賽
寫作

一等獎5名、二等獎2名、
三等獎1名、

2018香港校際徵文比賽暨粵港澳大灣區徵文比賽 中小組優異獎、高小組優異獎
獅子盃小學徵文比賽

優秀作品獎

2018-19年全國青少年「菁英盃」語文知識大賽
(現場作文初賽)

一等獎、二等獎

2018-19年全國青少年「菁英盃」語文知識大賽
(現場作文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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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獎

類別

比賽/獎項名稱

獎項詳情

英文 2019 Canadian English
Competition (Heat Event)

Writing

Invitational 1 Golden Award, 3 Silver Awards,
2 Bronze Awards

2019 Canadian English
Competition (Final Event)

Writing

Invitational

Award for Outstanding Script,
Award for Outstanding Director,
Award for Outstanding Stage Effect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18/2019
2019 Dramatic English
competition Semi-Finals

International

2 Golden Award, 2 Silver Awards

Drama Certificate of Merit

數學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

一等獎3名、二等獎13名、
三等獎26名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晉級賽

一等獎1名、二等獎4名、
三等獎7名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
全國總決賽

二等獎3名、三等獎4名

2019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HKMO Open>

金獎4名、銀獎3名、銅獎17名

2019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決賽
<港澳盃HKMO Open>
勵致數學盃全港小學數學比賽2019

金獎1名、銀獎3名、銅獎5名
冠軍、亞軍、季軍、優異獎、
良好獎11名

2019年度第七屆全港吠陀數學比賽

Orangutan Level 金獎、
Orangutan Level 銀獎、
Chimpanzee Level銅獎

2018燕京盃新界區小學Rummikub精英邀請賽

個人三等獎、最優秀隊員長

魔力(Rummikub) 數學棋小學邀請賽2019
科學 全港青少年編程大賽

達標獎
初級組冠軍

科技體育小鐵人賽

亞軍

未來百貨公司設計大賽

優異獎

第六屆香港國際學生創新發明大賽

特別創新獎、銀獎

智慧家居小發明家比賽

優異獎

全港中小學產品設計大賽 2018-2019

小學組環保或節能產品組別亞軍、
小學組最佳創意獎

視藝 「兒童權利公約」推廣計劃 2018 創意填色比賽 優異獎
(初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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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音樂

比賽/獎項名稱

獎項詳情

童聲童氣靚聲王比賽

亞軍、最具台風獎
鋼琴：冠軍、優良2名、良好
獨唱：優良2名、良好
大提琴：亞軍
小提琴：亞軍
琵琶：良好
合唱：良好

香港學校音樂節

體育

青衣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壘球季軍、
男子丙組壘球第七名、
男子甲組跳遠第四名、
男子乙組跳遠第八名、
男子甲組跳高第五名、
男子丙組 60 米第六名、
女子乙組 200 米第七名

陸運會小學友校4X100米接力比賽

殿軍

2018年國慶盃足球比賽

亞軍

葉紀南盃足球比賽

碗賽亞軍

鮑思高盃 5 人足球比賽

銀盃賽冠軍

鮑思高盃5人籃球比賽

亞軍

葵青區小學校際乒乓球邀請賽

優異獎
女子乙組平衡木銀獎、
自由體操銀獎
單人 8 歲以下拉丁舞雙項(查倫)
分組賽第一名、總決賽亞軍
百米賽初賽男子組冠軍、
百米賽決賽男子組亞軍及季軍、
百米賽決賽女子組殿軍、
男子初小組亞軍、
女子初小組殿軍

2018年第十五屆深圳福田少兒體操邀請賽
香港體育舞蹈公開賽2019

校際定向錦標賽2018百米定向賽

都會定向會短途二重奏城市定向賽

8 歲或以下男子組冠軍

Y2Y 公園定向巡迴賽黑夜定向賽

北區公園賽事 12 歲以下女子組季
軍、總成績男子 12 歲或以下第 7
名、第 11 名、第 12 名、第 16
名、
總成績女子 12 歲或以下第 6 名、
家庭組第 9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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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體育

比賽/獎項名稱

獎項詳情

學界定向公園錦標賽新界及離島區

8-10 歲女子組冠軍及亞軍、
8-10 歲男子組第 9 名、第 11 名、
第 12 名、第 13 名
8 歲或以下男子組季軍、
8 歲或以下女子組冠軍
第五名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2017-2018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8-2019年度青衣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

殿軍

｢元朗盃｣五人小學手球賽2018-2019

優異

2019 簡易運動大賽板球比賽

殿軍

2019全港小學校際體操比賽

自由體操優異 1 名、良好 3 名、
跳馬良好 4 名
小學女子公開丙組團體亞軍、
自由體操亞軍、跳箱亞軍；
小學女子普及公開 A 組自由體操
季軍、跳箱季軍；
小學女子普及公開 B 組自由體操
季軍、跳箱亞軍；
普及徒手操二等獎
個人獎第五名、男子組新界區冠
軍、全場男子組團體季軍
8 歲或以下女子組
冠軍、
8 歲或以下男子組
亞軍、
8 歲或以下男子組
季軍

2018年分區公園定向錦標賽(新界區)
香港定向排名聯賽(短距離)

2019元朗區體操公開賽

2018學界定向公園錦標賽
香港定向排名聯賽(短距離)

校際定向錦標賽2019團隊賽

初小男子組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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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獎項名稱

獎項詳情

其他 第七屆中國文化交流大使活動香港賽區決賽
低碳素餃食譜設計及烹飪比賽2018

二等獎
優異獎

價值觀教育《基本法》與中華文化學生短片創作 優異獎
比賽2018
「綠得開心學校」標誌計劃2018

2018 年度三星級綠得開心學校

2018/19 香港學校戲劇節(中文話劇)

傑出劇本獎、傑出合作獎

2018/19學生才藝比賽

優異獎

「好心情有妙法」故事創作比賽

傑出故事獎

第二十三屆荃灣葵涌青衣區小學生德育故事演講
初級組優異獎
比賽
Easy Easy好小事 2018-2019

優秀作品

有愛「童」在共融挑戰盾2019

和平優異盾、和平優良盾

2017/18公益少年團積極團隊

積極團隊

2018年度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關愛校園榮譽

中國文化交流大使(全國)總決賽

一等獎

葵青區家教會聯會第九屆「傑出教職員、熱心家 高家歡副校長獲傑出教職員獎；
長及飛躍進步學生」嘉許禮
3A 胡達海家長謝苗雨女士獲熱心
家長獎；
2E吳子堃同學獲飛躍進步學生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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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政報告
2018-2019 學年開支報告
收入 ($)
I. 政府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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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 IT 津貼
(5) 新來港兒童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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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空調津貼
小結：

支出 ($)

總結 ($)

1,128,287
15,551
21,094
1,220,004
4,945
572,224
386,009
66,089
97,241
128,416
643,225
337,354

2,394,702
0
0
836,890
4,945
117,729
733,866
55,496
89,000
99,761
94,871
234,421

4,620,439

4,661,681

-41,242

125,240
66,350
77,889

123,102
66,350
44,079

2,138
0
33,810

II. 學校帳
(1) 認可收費
(2) 賽馬會全方位學習津貼
(3) 借用學校埸地

1.其他計劃的檢討見本報告附件
2.帳目有待核數師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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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回饋與跟進
今年是 2018-2021 年度三年發展計劃的第一年。學校以「推動正向教育」
、
「培養學生
自學能力」及「發展計算及設計思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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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將食物打印和 micro-bit 正式加入常規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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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們於六月檢視年度計劃的成效，並根據三年計劃的學校發展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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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1

學校發展津貼報告
收入：
支出：
結餘：

$572,224.00
$117,729.02
$454,494.98

本校之學校發展津貼主要用作聘請非教學
人員減輕教師工作量，以便有更多空間去
發展有效的學與教策略，以提高學生的學
習能力及照顧不同能力學生的需要。老師
認為因工作量減輕而能夠專注學與教和課
程的發展，津貼能有效根據所訂目標發揮
成效。

新來港學童津貼報告
收入：
支出：
結餘：

$66,089.00
$83,026.80
-$16,937.80

津貼用於開班（一）幫助內地新來港兒童
學習英語、（二）幫助非華語兒童及回流
兒童學習中文、（三）幫助這些兒童的個
人發展及社會適應，經老師評估認為有成
效。

姊妹學校交流貼報告
收入：
支出：
結餘：

$150,000.00
$89,074.89
$60,925.11

詳見明細報告。

姊妹學校交流報告書
2018 / 2019 學年
學校名稱：

荃灣商會學校

學校類別：

*小學 / *中學 / *特殊學校

負責老師：

(*請刪去不適用者)

陳中行

本學年已與以下內地姊妹學校進行交流活動：
1.

連灘鎮中心小學

2.

敦煌市南街小學

3.

寧波市鄞州區惠風書院

4.

貴陽觀山湖區會展城小學

5.
本校曾舉辦的姊妹學校活動所涵蓋層面及有關資料如下：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填上號(可選多項)及/或在「其他」欄填寫有關資料)

甲. 管理層面（*已舉辦 / *未有舉辦）(*請刪去不適用者)
交流項目
編號 
描述
編號
A1  探訪/考察
B1
B2
A2  校政研討會/學校管理分享





預期目標
描述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交流良好管理經驗和心得/提升學校行
政及管理的能力

A3

 會議/視像會議

B3



A4



與姊妹學校進行簽約儀式/商討交流
計劃
 其他(請註明) :

B4



擴闊學校網絡

B5
B6
B7
B8






擴闊視野
建立友誼/聯繫
訂定交流細節/ 活動詳情
其他(請註明) :

A5

管理層面
達至預期目標程度

C1  完全達到

C2  大致達到

C3  一般達到

C4  未能達到

乙. 教師層面（*已舉辦 / *未有舉辦）(*請刪去不適用者)
交流項目
編號 
描述
編號
E1
D1  探訪/考察
D2  觀課/評課
E2
E3
D3  示範課/同題異構
D4  遠程教室/視像交流/電子教學交流
E4
D5  專題研討/工作坊/座談會
E5
D6  專業發展日
E6
D7  其他(請註明) :
E7
E8
教師層面
達至預期目標程度

F1  完全達到

F2  大致達到

丙. 學生層面（*已舉辦 / *未有舉辦）(*請刪去不適用者)
交流項目
編號 
描述
編號
G1  探訪/考察
H1
G2  課堂體驗
H2

生活體驗
G3
H3
G4  專題研習
H4
G5  遠程教室/視像交流/電子學習交流
H5
G6  文化體藝交流
H6
G7  書信交流
H7
G8  其他(請註明) :
H8
H9
學生層面
達至預期目標程度

I1  完全達到






















I2  大致達到

p.2

預期目標
描述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建立學習社群/推行教研
促進專業發展
提升教學成效
擴闊視野
建立友誼/聯繫
其他(請註明) :
F3  一般達到

F4  未能達到

預期目標
描述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擴闊視野
建立友誼
促進文化交流
增強語言/表達/溝通能力
提升自理能力/促進個人成長
豐富學習經歷
其他(請註明) :
I3  一般達到

I4  未能達到

丁. 家長層面（*已舉辦 / *未有舉辦）(*請刪去不適用者)

(註 :學校不可使用姊妹學校計劃津貼支付家長在交流活動的開支)

編號
J1
J2
J3
J4







交流項目
描述
參觀學校
家長座談會
分享心得
其他(請註明) :

家長層面
達至預期目標程度

L1  完全達到

編號
K1
K2
K3
K4
K5
K6
K7










L2  大致達到

預期目標
描述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擴闊視野
加強家校合作
加強家長教育
交流良好家校合作經驗和心得
其他(請註明) :
L3  一般達到

L4  未能達到

監察/評估方法如下：

編號
監察/評估方法

討論
M1

分享
M2

問卷調查
M3

面談/訪問
M4

會議
M5

觀察
M6

報告
M7

其他(請註明) :
M8
全年財政報告：

編號
交流項目

到訪內地姊妹學校作交流的費用
N1

在香港合辦姊妹學校交流活動的費用
N2

姊妹學校活動行政助理的薪金 (註:不可超過學年津貼額的 20%)
N3

視像交流設備及其他電腦設備的費用
N4

交流物資費用
N5
在香港進行交流活動時的茶點開支(註:不可超過學年津貼額的 2%)

N6

老師的一次入出境簽證的費用(註:不可超過學年津貼額的 1%)
N7

其他(請註明) :
N8

學年總開支
N9

沒有任何開支
N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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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金額
HK$ 87,863.19
HK$ 00 350.00
HK$
HK$
HK$ 00 534.00
HK$ 00 327.70
HK$
HK$
HK$ 89,074.89
不適用

反思及跟進：

編號
O1



O2



O3



O4



O5



O6



內容
有關交流活動的層面 [如適用，請註明]
有關交流活動的形式/內容 [如適用，請註明]
本學年安排的兩次學生往內地交流活動，均有別於過往的活動框架。
三月的廣東高鐵團，並沒有找承辦機構組織。姊妹學校之間自行安排活動、食宿及
交通，因而更能靈活調動以切合內地學校在交流時間上的安排活動。經驗可作日後
短線交流活動作參考。
四月的敦煌西安歷史文化考察，由於本校和啟基學校有着相同的姊妹學校，是次活
動由兩校師生一同到該校探訪，在三校協調安排活動上，除了促成兩地交流，兩間
香港學校間亦增進交流。
有關交流活動的時間安排 [如適用，請註明]
四月的敦煌西安歷史文化考察，氣候環境屬適合，但若能重新考慮，可縮短為只往
敦煌，並安排在香港有直航機的時段會較佳，以減少花在交通上的時間。
有關交流活動的津貼安排 [如適用，請註明]
有關承辦機構的組織安排[如適用，請註明]
其他(請註明) :

交流參與人次：

編號
層面

本校學生在香港與姊妹學校交流的人次
P1

本校學生到訪內地與姊妹學校交流的人次
P2

本校學生參與交流的總人次
P3

本校教師參與交流的總人次
P4

本校學校管理人員參與交流的總人次
P5
備註：

p.4

交流參與人次
200 人次
24 人次
224 總人次
78 總人次
24 總人次

荃灣商會學校
2018-2019 年度運用推廣閱讀津貼報告書
第一部分：成效檢討
1. 目標檢討：
學生積極借閱圖書，本年度的平均借閱量達 9 本，可見學生的閱讀興趣漸濃。同時學生積極參與閱讀月中的活動和比賽，學校的閱讀氛
圍逐漸形成。
2. 策略檢討：
學生本年度的平均借閱量比上學年上升近 5 成，新購置的 STEM 圖書十分受歡迎，可多購置此圖書。學生在外訪活動「走出書本」挪亞
方舟 STEM 學習活動中非常投入，可多與外間機構協助合作讓學生有更豐富的閱讀體驗。
第二部分：財政報告
項目名稱
1.

實際開支（＄）

購置圖書

 實體書

16401.7

 報章
2.

閱讀活動

52

 僱用外間提供課程機構協助舉辦與推廣閱讀有關的學生學習活動
總計

16453.7

津貼年度結餘

13546.3

二零一八/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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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荃灣商會學校

負責人姓名 :

黃偉傑

聯絡電話 :

2497 7911

A. 校 本 津 貼 實 際 受 惠 學 生 人 數 (人頭) 193 名(包括 A. 領取綜援人數：22 名，B. 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人數：130 名及 C. 學校使用酌情權而受惠的清貧學生人
數：41 名)
B. 受資助的各項活動資料
參加合資格學生人數#

*活動名稱/類別

A

培訓班
- 劍橋英語
- 體操
- 劍擊
- 花式跳繩
- 柔道

B

C

22

130

41

22

130

41

平均出

活動舉辦時期

實際開支

評估方法

席率

/日期

($)

(例如:測驗、問卷等)

85%

2018 年 9 月
至
2019 年 5 月

131,550 學生活動記錄/
學生評估問卷/
會議討論

合辦機構/ 服務供
應機構名稱 (如適
用)

本校老師及為本
校提供不同活動
的導師 / 機構

備註(例如:學生的學習及
情意成果)

學校提供不同的培訓
班，提升學生參與活
動的機會，並透過活
動提升其個人自尊心
及自信心。另外，學
生經過訓練後，會參
與不同的比賽或表
演，展示他們的學習
成果。

活動項目總數： 1
@

學生人次

**總學生人次

193

131,550
總開支

備註:*活動類別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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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使用不超過 25%酌情權的清貧學生

C.計 劃 成 效

整 體 來 說 你 認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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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明顯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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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及 社 交 發 展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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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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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參
體與
觀感
社區
n) 學 生 參 與 課 外 及 義 工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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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對推行校本津貼資助活動

改善
適中

沒有

輕微

改變

下降

不適
用
















的意見

在 推 行 計 劃 時 遇 到 的 問 題 / 困 難 (可 在 方 格 上 超 過 一 項 )
未 能 識 別 合 資 格 學 生 (即 領 取 綜 援 及 學 生 資 助 計 劃 全
額津貼
的 學 生 )；

 難以甄選合適學生加入酌情名額；
 合 資 格 學 生 不 願 意 參 加 計 劃 (請 說 明 原 因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伙伴 /提 供 服 務 機 構 提 供 的 服 務 質 素 未 如 理 想 ；
 導師經驗不足，學生管理技巧未如理想；
 活動的行政工作 明顯地 增加了教師的工作量；
 對執行教育局對處理撥款方面的要求感到複雜；
 對提交報告的要求感到繁複、費時；
 其 他 (請 說 明 )︰


E.

學生及家長有否對校本津貼資助活動活動提供意見？
他們是否滿意計劃的服務？
(可選擇填／不填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