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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學校周年校務報告 

2016-2017 年度 

 

 
關注事項：  

（一） 關注事項：彰顯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愛德，服務他人，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  

（二） 關注事項：延續發展自主學習(電子學習)，讓學生自動自覺地學習。  

 

 

辦學宗旨 

 

我們的使命以基督的精神作為教育方針。致力提供多元化的優質教育，讓學生在溫暖和愉快的學習中，發展個人潛能及持續的自學能力，建

立自信與積極的人生觀，培養正確的公民意識，服務人群，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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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願景 

 

學生擁有穩固的學習基礎，掌握兩文三語能力，能運用資訊科技進行自學。學生明白事理，有責任感，能發揮學生個人潛能與創造力。務期

引導學生發展為：愛主愛人，良善心謙；自信開朗，積極進取；終身學習，回饋社會，成為天主的好兒女。 

 

 

校訓 

篤信力學 愛主愛人 

 

 

我們的學校 

學校簡介 

本校前身為「彩雲聖若瑟小學下午校」，於二零零九年遷校，改名為「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是一所天主教教區開辦的標準廿四室政府

資助小學，校舍位於九龍彩霞道。學校於 2013 年正式成立法團校董會，透過不同的持分者參與決策，令政策更配合學生的需要，資源更得以

善用。本校非常重視學生品德的培育，又安排多元化活動，令學生有不同的學習經驗；2014年成為首 100所在課室安裝無線網絡設備，並推

行電子學習的學校。經常與外間機構如教育局、香港教育大學、香港大學等，共同發展校本課程，以提升教學效能。師生在良好的教與學的

環境下，相信優質教育必能達到。  

 

學校類別 

政府津貼小學男女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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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架構 

 

 

 

  

教育心理學家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訓輔小組 危機處理小組 學生輔導人員 活動主任

行政架構 2016-2017

學術及活動表現

校風與學生支援

訓育主任教務及事務主任

學校發展行政小組

學與教

課程發展小組資訊科技及

校本管理系統小組

天主教香港教區

學生表現管理與組織

編輯組總務組 學生支援小組

行政管理及校風

課程統籌主任

法團校董會

供應商審核委員會

校長  林漢堅

電子學習發展小組

家長教師會

學生支援主任

英文專科主任

校友會

福利組

校監  蔡楷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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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及設施 

除標準課室 24 個外，另設： 

校長室（1） 校監室（1） 校務處（1） 

小聖堂（1） 醫療室（1） 訓導主任室（1） 

飯堂（1） 籃球場（2） 有蓋操場（1） 

禮堂（1） 音樂室（1） 多用途室（1） 

輔導人員室（1） 電腦室（2） 小組室（2） 

常識室（1） 視藝室（1） 語言室（1） 

圖書館（1） 教員室（1） 會議室（2） 

家長教師會室（1） 機械人研究所（1） 校園電視台（1） 

 

全校均有冷氣設備 

 

班級結構 

級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班數 4 4 4 4 4 4 

 

學生人數 

級別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班數 107 105 123 108 108 108 

全校總人數︰657人 

  



8 
 

課程 

科目及每週節數分配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中文 8 8 8 8 8 8 

英文 9 9 9 9 9 9 

數學 6 6 6 6 6 6 

常識 4 4 4 4 4 4 

倫宗 2 2 2 2 2 2 

視藝 2 2 2 2 2 2 

音樂 2 2 2 2 2 2 

體育 2 2 2 2 2 2 

普通話 2 2 2 2 2 2 

電腦/圖書 1 1 1 1 1 1 

合共 38 38 38 38 38 38 

 逢週三設有德育課及聯課活動 

 週一至五課後有訓練班，週六設有收費興趣班 

 小六面試工作坊 

 本年度小二至小五均設課前輔導教學，亦為小一、二學生設課後功課導修班。 

周一、周二和周四設導讀課，安排主科老師輪流協助學生完成功課。 

推行新資助模式，P2中文、英文及數學科，P3英文科及數學科開設加強輔導班，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安排適切的支援。 

    開辦課後托管班，使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可留校由導師看管並指導完成功課。 

小四全級於中文科推行電子學習。 

小五和小六於中英數科推行電子學習。 

二至六年級其中兩班為普通話教中文的班別。學生以成績平均分班，不設精英班。 

 小四其中一班進行英文拔尖，安排雙班主任及雙英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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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課活動及收費興趣班 

英文唱遊 校園小記者 電腦遊戲 基督小幼苗 基督小先峰 

讀樂樂 英詩集誦 普通話集誦 數學遊戲 校園小記者 

小小藝術家 跳繩樂 中樂基礎班 Fun with English 機械人製作 

油畫大師 公益少年團 環保小組 籃球 體育小健將 

道理班 聖詠團 魚菜共生 喜訊樂園 英語音樂劇 

乒乓球 童軍 中樂 WRITING BEYOND Reading beyond 

電腦小戰士 中文創意樂園 足球 英文音樂劇 田徑 

體操 特攝組 劍橋英文 籃球 P4-P6奧數班 

中國舞 道理進階班 小提琴 英文拔尖班 校園義工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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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主要學習領域的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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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注事項 (成就與反思) 

(一)關注事項：彰顯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愛德，服務他人，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成就與反思 

培養學生「愛」

的美德，好使

他們能謙虛地

彼此服務，照

顧 有 需 要 的

人，能讓他們

和睦共處 

 

 

 

1.由宗教組作帶領，以天主教 

價值觀為主導，推行正規 

及隱蔽課程，達致有關目標， 

如： 

1.1與訓育組合辦「佐敦谷  

校園愛德足印」活動，  

定期張貼於校園內發生  

有關愛德的事例，讓同  

學代入角色並作出抉擇  

，最後從宗教角度作引  

導及總結。  

 

 學生能積

極參與有

關活動。 

 學生在活

動過程中

能表現為

別人設

想，敏於

為人服務

的良好品

德。 

 學生能選

取配合題

目的書及

新聞 

 學生所寫

的感言大

致能表達 

 

 

 問卷 

 老師觀察 

 統計參與學

生人數 

 《分享愛》

小冊子 

 錄影 

 學生問卷 

 老師觀察 

 學生的作品 

 

 全年  訓輔組 

 中文科 

 倫宗科 

 視藝科 

 英文科 

 音樂科 

 

成就 

 於三月份與倫宗科合辦了「佐敦谷校園愛

德足印」活動，各級共進行了六次有關活

動。81.8%老師同意舉辦有關活動能培養

學生的以愛待人、為別人設想、敏於為人

服務的良好品德。 

 

反思 

 有關活動特別選取一些在校內時有發生

的事例，同學較容易代入角色，從而作出

抉擇。活動過程中會以宗教角度作引導，

強調愛德在日常生活上的實踐。學生都用

心完成，各班佳作已上載網頁供學生及家

長瀏覽。 



13 
 

 

(一)關注事項：彰顯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愛德，服務他人，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成就與反思 

培養學生「愛」

的美德，好使

他們能謙虛地

彼此服務，照

顧 有 需 要 的

人，能讓他們

和睦共處 

 

 

 

1.2中文及訓育組合辦推行「分享愛」計

劃，印製《分享愛》小冊子，著學生閱

讀有關「愛」的書本，以及搜集有關

「愛」的新聞，然後於小冊子內寫下感

言 

 

  60%以上學

生於樂於

服務，關

心他人方

面有所提

升 

  60%以上學

生能與人

和睦共處 

  學生能選

取配合主

題的書及

新聞 

學生所寫

的感言大

致能表達

愛德 

 《分享愛》

小冊子 

 錄影 

 學生問卷 

  老師觀察 

 全年  科主任 

 科任老師 

 訓育組 

 

成就 

 於老師觀察及學生問卷顯示，推行「分享

愛」計劃後，「樂於服務，關心他人方面有

所提升」一項，老師及學生分別 100%及約

84%表示完全同意/大部分同意。此外，「能

與人和睦共處」，則老師及學生分別約 93%

及約 79%表示完全同意/大部分同意。 

 大部分學生用心完成《分享愛》小冊子，

能主動到圖書館借閱有關「愛」的書本，

亦能於報章或互聯網上搜集有關「愛」的

新聞，然後於小冊子內寫下感言。 

 學生喜歡於課堂上跟同學分享《分享愛》

小冊子的內容。 

 

 

反思 

 《分享愛》小冊子內容較簡單，學生容易

完成。學生亦可因應自己的能力及意願，

寫較詳細或簡短的感言，讓他們有較多機

會表達感受。 

 建議如來年舉辦相關活動，應適時（如兩、

三個月）安排於早會時段播放學生的分享

片段，既可展示學生的分享內容，提升學

生的自信，亦有助宣傳「分享愛」活動及

宣揚「樂於服務、關心他人及與人和睦共

處」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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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注事項：彰顯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愛德，服務他人，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成就與反思 

培養學生「愛」

的美德，好使

他們能謙虛地

彼此服務，照

顧 有 需 要 的

人，能讓他們

和睦共處 

 

 

 

2.透過｢愛德加油站/愛德小天使/十大愛

德榜樣｣選舉活動表揚能以愛待人，為別

人設想，敏於為人服務的學生。定期收

集老師的學生推薦名單(涉及愛德行為的

事例)，由老師/學生於網上進行投票活

動，最高票數的十位同學可當選「愛德

榜樣」再由推薦老師親自頒贈禮物及表

揚，有關片段亦會於訓輔組節目內播

出。 

 全體老師

參與，透

過早會、

掛飾及張

貼壁報e-

class簡訊

等，公開

表揚能自

我反省、

尊重他人

或承擔責

任的學生 

 全年推行

最少六次

相關活動

或節目 

 

 問卷 

 老師觀察 

 統計參與學

生人數 

 

全年 

 

安、森、儀、

賢 

 

成就 

 配合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愛德」，

全學年進行了｢我最喜愛愛德小天使｣選

舉活動、早會公開表揚、以 e-class 簡

訊通知家長以及將頒贈及表揚過程剪輯

後在校園電視台播放等活動超過六次。 

 有關活動獲全體老師支持，全學年獲老

師提名的學生人數共 131人次。除部份

當選愛德小天使的同學會安排於早會時

段接受校方的表揚外，其餘獲提名的同

學照片皆會張貼愛德小天使大型海報、

上載校網以及刊登在訓輔組的壁報上。 

反思 

 據問卷調查統計，89.7%老師認同上述活

動能推動校內之讚賞文化，加強學生的自

信心、成就感與及培養學生以愛待人，為

別人設想，敏於為人服務等良好品德。預

計來年度將配合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

家庭，以及其他品德主題，繼續推行相關

的校本訓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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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注事項：彰顯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愛德，服務他人，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成就與反思 

培養學生

「愛」的美

德，好使他們

能謙虛地彼此

服務，照顧有

需要的人，能

讓他們和睦共

處 

 

 

 

3. 透過多元化的訓輔活動，培養學 

生正確價值觀。 

3.1 成長課(與倫宗科合作) 

配合週訓，與訓輔組和倫宗科合作，訂

定以「愛德」為主的成長課內容，預計

全年舉行8次，透過分享、故事、影片等

多元化教學，培養學生正確價值觀。 

主題：訂目標/愛德/慷慨/承諾/憐憫/承

擔 

3.2 每次週訓及成長課前2星期與相 

關負責老師開會，並咨詢倫宗科 

老師。 

 85%學生認

同成長課

能夠令他

們明白

「愛德」

的意思和

學習服務

他人，能

夠與人建

立和諧關

係。 

 

 學生能夠

關愛他

人，服務

有需要的

人，並會

主動反省

日常言

行。 

 

 老師觀察 

 老師問卷調

查 

 學生問卷調

查 

 

全年 

 

 訓育主任 

 學生輔

導員 

 訓輔組 

 各班主

任 

 倫宗科 

 

成就 

 超過 95%學生認為能達到成長課目標; 

超過 98%老師同意課堂設計可達成目

標。 

  90%老師及學生認 同 成 長 課 能 夠 令

他們明白「愛德」的意思和與人建

立和諧關係。  

  透過學生的回饋， 90%學生能夠明

白「愛德」的意思和學習服務他人，

能夠與人建立和諧關係。成長課會

進行「達人」選舉，全年共選出約

430 位品格之星達人。  

  根據 APASO 的數據，本校學生「關

愛」及「尊重他人」的平均分數高

於全港常模，而且超過 90%學生認

為自己會關心和尊重別人。  

 

反思  

 成長課配合週訓主題，達到長遠和

延伸的好處；但是，由於本校的成

長 課 每 年 按 不 同 的 主 題 而 訂 定 及

設計，未能夠就成長課要求學生學

習的四大範疇，包括個人發展、群性

發展、學業及事業方面有具體一致的教學

計劃。另外，每年的教學內容都是特別設

計而成，老師需要從新認識課堂教案，未

必有最佳的教學效果，而且會浪費了該年

由學生輔導員及老師預備的教案內容，未

能在未來的課堂重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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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成就與反思 

培養學生「愛」

的美德，好使

他們能謙虛地

彼此服務，照

顧 有 需 要 的

人，能讓他們

和睦共處 

 

 

 

4. 發展校園小義工，提供校內不同 

的服務、與科組合作及與外間機 

構合作，讓學生參加更多社區服 

務。 

4.1培訓「關愛共融大使」，邀請社 

福機構及訓練學校的義工，在小 

息時段，舉辦遊戲活動，服務他 

人，例如「午息樂繽紛」 

4.2與資訊科技組合作，邀請社區 

長者到校接受小義工服務，教授 

區內長者使用電腦。 

 每次參與

人數達40

人次以

上。 

 APASO報告

「對學校

的態度」

的「整體

滿足感」

評分，能

高於全港

常模，反

映對學校

有歸屬

感。 

 

 請協辦機構

每次點算出

席人數。 

 

 抽樣邀請參

與學生接受

訪問，表達

感想。 

 

全年 

 

吳姑娘 

社福機構 

資訊科技

組 

 

成就  

  義 務 性 質 的 服 務 活 動 有 效 培 育 學

生對校園的歸屬感和責任感，透過

服務他人，學習表達關愛。由 75位

四年級至六年級學生組成的義工隊，主要

服務內容包括：早會量體溫﹑檢查指甲和

校服儀容、玩具及康樂大使。本年度，在

義工培訓上的學生非常投入，學習如何成

為一位負責任的義工，增加學生在服務上

的熱情參與。除了早上的義工服務，本年

安排學生參與「心晴學生大使」以及「關

愛共融大使」，讓學生在校內及校外都協

助學校的活動，例如旅行親子遊戲日、家

長日和午息輔導室玩具大使值日。本年更

邀請社區長者到校接受小義工服務，教授

區內長者使用電腦。學生在義工服務中提

升個人的自信心、能力感及與人合作溝通

能力，成效明顯，今年更參與「明愛出色

小義工計劃」，鼓勵學生發揮助人精神。  

 

 本年的午息樂繽紛由學生義工負責，

對象是 P1-P3 學生，每次參與學生超

過 40 人；學生在活動中學習尊重、忍

耐、公平及公義，透過與人互動，承擔

個人的責任，尊重他人權益。 

 

反思 

 未來學校可透過鼓勵學生成為義工，

參加義工服務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及能

力感。本年的義工服務項目增加，讓學

生的投入感也同時提升，希望未來繼

續參與不同的義工項目，讓學生有不

同的體會，增加對學校及社區的歸屬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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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注事項：彰顯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愛德，服務他人，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成就與反思 

培養學生「愛」

的美德，好使

他們能謙虛地

彼此服務，照

顧 有 需 要 的

人，能讓他們

和睦共處 

 

 

 

5.邀請中學生義工到校舉行全校性 

的活動，包括中小學生共同接受訓 

練。 

5.1每班選出「關愛共融」大使， 

並為「關愛共融」大使提供訓 

練，讓學生在校內進行服務。 

 85%學生認

同有助提

升他們學

習尊重及

接納不同

的人 

 85%學生願

意協助有

需要的人 

 

 問卷檢討 

 學生輔導員

觀察 

 抽樣邀請參

與學生接受

訪問，表達

感想。 

 

全年  吳姑娘 

 社福機

構 

 社區中

學 

成就  

  在成長課中獲選為「品格之星」之

學生參加學校遊戲日，活動所有的

表演、攤位、手工藝製作都是由的

學生負責。當天 100%學生都表示非

常滿意活動，家長更驚喜學校能有

鼓 勵 性 活 動 推 動 學 生 有 保 持 良 好

品格。與中學合辦全校性的大型活

動，學生能從中得益，本年主題是

「愛德」，與中學義工合作以關愛

共融為主題，增加學生對特殊學習

需要的認識，從而學懂尊重及接納

自己和別人。  

 

  全 年 的 各 項 活 動 有 助 學 生 的 正 確

價值觀建立，其中明顯的是四至六

年級的 APASO 報告「對學校的態度」

的「整體滿足感」評分高於全港常

模，反映對學校有歸屬感。  

 

反思  

  與社區的中學或社福機構合作，既

可以讓學生有多元的體驗，更可以

拉近本校學生與社區的關係，提升

學生的滿足感。  

 



18 
 

(二) 關注事項：延續發展自主學習(電子學習)，讓學生自動自覺地學習。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成就與反思 

培養學生積 

極的學習態 

度，提升他 

們的學習興 

趣，成為習 

慣。 

1. 加強教師的專業發展，藉以提 

升教學效能。 

1.1中文、英文及數學科參與不 

同的校外支援服務計劃， 

如：教育局－「學生評估網上資源庫

（STAR）計劃」【中文科】、教育局－

「種籽」)計劃-發展多元文本以豐富小

學校本英語課程“Development of Text  

Sets(DTS)for Enriching the School-

based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at 

the Primary Level”【英文科】、、香

港教育大學--QEF Project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Practice(CoP) for 

Mathematics Teachers 【數學科】等。 

 各科老師

能提升教

學技巧及

能力。 

 

 參與各計

劃的教師

能把所學

應用於日

常教學。 

 

 參與各計

劃的教師

能作校本

專業分享

(科組分享

或全校分

享)。 

 

 問卷調查 

 共同備課紀

錄表 

 計劃報告 

 校務會議/課

程會議/科會

議紀錄 

 進修紀錄 

 教學分享 

 

全年 

 

 課程主

任 

 

 中文

科、英

文科、

數學科

科主席 

 

成就： 

(1)教育局----學生評估網上資源庫(STAR) 

【中文科 P3 及 P6】 

P3 主題為「看故事，明道理」，單元以 STAR 平

台的閱讀評估《小島知錯了》及《玫瑰的妒意》

作前、後測，之間有《齊心的故事》以工作紙、

小組活動、話劇進行。 

P6 主題為「說明事物」，配合校本設計單元。

老師先以 STAR平台的閱讀評估《氣候變化》及

《壁虎為何不會從天花板掉落》分別作前、後

測。讓學生於 Edpuzzle觀看預習短片《螢火蟲》，

並回答問題，於課堂上跟進。然後教授課文《小

小納米作用大》、《星星的顏色》，讓學生認識

閱讀說明文的技巧，以及不同說明方法及其好

處。接着進行口頭報告《創意發明》。 

 

(2) 教育局－「種籽」)計劃 -發展多元文本以

豐富小學校本英語課程 “Development of 

Text Sets (DTS)for Enriching the School-

based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at the 

Primary Level”【英文科 P4】 

 

 自 11 月至 2 月，P4 英文老師完成籌劃及

所需文本教材。 

 是次教學主題為 “I Love HK”, 學生主

要探討的問題:What makes HK special? 

 是次種籽計劃每位老師共試教 5 個雙連教

節，由 2 月進行至 4 月，期間老師試驗了

多 種 教 學 策 略 ， 包 括 Reciprocal 

Teaching ， Story Reading ， Paired 

Reading，Google for places on maps 等。 

  

 AT Mrs Anne Macpherson 共觀課 3 節；科

任老師也進行了同儕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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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曾 2 次獲 NET Section 邀請，向其他學

校分享 DTS推行經驗。 

1.  16/11  “Text Sets – Expand, 

Enrich, Invigorate English Teaching 

Using Quality Texts" co-organized by HK 

Catholic Diocese 

2.  18/3     “Experience sharing in 

PNET Scheme 15
th
 Anniversary 

Conference” 
(3)教育局－外籍英語教師計劃【英文科 (P1-

3)】 

1. P1 本年增加了拼音教學科組預先編印了一

本學習手冊及一系列投影片，教授 JOLLY 

PHONICS 44 個語音，先由 NET 教授正確發音，

科任老師則加以鞏固練習。NET 於學期末將對比

前後測，總結學生學習表現。 

 

2. 於 P2 及 P3 進行閱讀程度測量於 NET 閱

讀課開始前，NET及 LET逐一與學生進行閱讀能

力測試，以便於分組及分配合適程度的圖書。 

3. 於 P3 進行 RECIPROCAL TEACHING 本學年

NET 於閱讀課主要教授 RECIPROCAL TEACHING

閱讀策略的 4 個重要技巧，及為學生提供練習

機會，希望藉此提升學生的技巧與能力。 

4.  

(4)Reading Beyond---Books &Beyond Reading 

Club【英文科】 

 

本年 Books &Beyond Reading Club 為 4D26位

同學免費提供 12 次閱讀及一次參觀圖書館活

動，截至現在為止已進行 8 次，每次由一位英

文老師當值，活動運作暢順，導師全為外籍人

士，故能為學生提供非常理想的英語環境，另

外，大部份學生都非常投入閱讀活動，活動效果

理想，學校已初步獲機構答允，下學年繼續為本

校提供這課程。 

由於名額問題，4D 班另外 8 位寫作能力較佳的

同學獲安排參加另一名為 WRITING BEYOND的活

動，聯同其他級別的參加者，他們會於學期末出

版一本英文寫作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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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usical--- “Kiddies Fatasia”【英文

科】 

 

4D 班全年於星期三聯課綵排音樂劇 "THE 

WIZARD OF OZ"，其中一組會於畢業禮演出，另

一組則於結業禮演出，故此考試之後綵排仍會

繼續。 

 

(6)教區----評估回饋數學科教學種子計劃

(AQP)  

延續 AQP 及為教區學校建立試題庫參與年級：

P5-6 (收集各校優質題目以建立試題庫，而校

本會為 P4 建立試題庫。)約有三十多間學校共

同參與，現考評局正為 AQP 試題庫作整合及更

新，稍後可供各校使用優質試題作提昇學生成

績。 

 

(7)香港教育大學–數碼課室的教學設計【數學

科 P4】 

由四位 P4 科任於 7/9/2016 出席此計劃的工作

坊，並選定了本年度作試教的課題為《分數

(二)》。而江紹洋教授已於 21/9/2016 親臨本

校，四位科任老師作課研，了解其設計的課業及

電子學習平台，為教學設計觀課作更好的準備。

四位科任已於 11月份內進行試教錄影，並讓學

生分別完成了前測、後測及問卷。 

 
(8)教育局校本支援服務 

【數學科 P2】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質素保證及校本支援分

部 )，高級 學校發展主任鍾寶玉女士 於

9/9/16(五)起，隔星期五到校與 P2數學科科任

老師及科主席共同備課。科任揀選部份有難點

的課題，與鍾女士一起課研。至今已有七次共

備，討論的課題約有報時、一天的時間、年月日、

貨幣兑換、分物、除式和退位減法等。鍾女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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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先準備其他學校的教學方法及相關的教材，

由於部份方法本校已經使用，故上學期成效一

般。 

而下學期在支援共備課內，針對生能力設計了

「重量」的教案，並於 9-5-17(三)進行了一次

觀課活動，讓學生從不同種類的磅，探究物件的

量度。 

(9)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小學組）舉辦「數

學比賽尖子六年級課程」，透過課程進一步提升

尖子六年級學生能力。 

本年度 6A 班徐煒灝及 6C 班黎東叡已成功被取

錄為數學尖子學生，課程由 11/2/17 至 29/4/17

期間，逢星期六進行，共有 10 堂。已於 29/4/17

順利完成及舉行結業禮。 

 

(10) 四年級參與由香港教育大 

 學推行的數碼課室的教學 

 設計。由四位 P4 科任選定 

 了本年度作試教的課題為 《分數(二)》。

而江紹洋教授已 

 於 21/9/2016 親臨本校，科 

 任老師作課研，了解其設計 

 的課業及電子學習平台，為 

 教學設計觀課作更好的準 

 備。四位科任已於 11月份 

 內進行試教錄影，並讓學生 

 分別完成了前測、後測及問 

 卷。 

 

(11)天主教學校宗教及道德教育工作者專業培

訓課程 

陳嘉頴主任修讀兩年制天主教學校宗教及道德

教育工作者專業培訓課程(文憑課程)已完成單

元 A「聖經概論」、單元 B「神學初探」及單元

E「天主教學校的宗教及道德教育」，由 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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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與徐妙娜老師一同修讀單元 F「宗教及道德

教育的推行」。 

 

 
(11)環保基金----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全

方位綠色學校計劃  

 已於 2017 年 2 月完成有關工程。正待承辦商

協助填寫環保基金已完成工程的相關文件。完

成後，會通知環保基金有關完成工程事宜，並於

本年度試後安排及下年度推行有關教育活動，

以完成有關計劃報告，教育活動包括：綠色生活

講座、壁報板及學校網頁的宣傳、流動教室(由

中華電力提供電流動環保課室〝綠 D 班〞、校

內環保遊、廚餘處理、身體力行支持環保(動能

單車)等。 

 

(12)QEF 機械人課程推廣(書冊)  

QEF機械人課程推廣書刊已完成印製，已安排工

人送回 QEF。另外，校方也額外多印 60 本，作

為收藏或送贈受訪者及友校等。 

 

 
(13)動感校園計劃 

本校參與由香港精英運動員協會推出，以學生

為服務對象的「動感校園」計劃。目標是推廣富

趣味性的體育活動，為校園注入活力及正能量。 

透過多名精英運動員義工及運動團體，本校的

4C 班參與了 4 堂欖球訓練(全英語教授)。相關

影片可到校園電台觀看。 

 

(14)香港教育大學--塑膠資源教育--3Rs&3Cs

計劃 

本年度的 2 節課程已完成，由教育大學派員到

校向全校學生及環保小組學生講解。此外，已進

行 2次塑膠回收，並按要求進行磅重記錄。 

- 在 4月進行全校「塑膠分類回收箱設計比賽」，

選出校內 10 名得獎同學，而獲冠亞季軍的同學

則於 5 月參加全港的設計比賽。5 月 12 日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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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短片製作比賽，拍攝有關使用回收箱的宣

傳短片。 

- 7 月初將安排聯校同樂日活動，學校將派

學生出席參加。有關計劃明年將繼續進行。 

 

 

(15)編程教育 

「八達通育苗展才學院」編程班全年 25 節，11

位四年級學生已學會製作數個手機遊戲，並於 6

月 17 日結業禮當天示範有關遊戲。香港教育大

學編程課全年共 18 節，已全數完成。50 位五六

年級學生製作手機應用程式，部分學生更參加

APP INVENTOR 及賽馬會運算思維比賽。 

香港大學在本校四年級進行的編程研究在下學

期開始進行，全期 6 節，由本校教師在電腦課教

授 SCRATCH JUNIOR。由於電腦課節數是兩週一

次，故此部分班別現時進行第三節，餘下節數需

要在試後活動進行。 

 

16)賽馬會睇現節能計劃 

四至六年級課室電器已安裝有關的感應器，量

度用電數量。計劃監察的互動屏幕已放置在有

蓋操場，讓學生查閱相關數據。已於 3月及 4月

舉行沖涼五分鐘及熄燈一小時計劃，讓學生在

家中進行節能活動 5 月至 6 月舉行校內慳電復

活兔計劃，進行班際節能比賽，配合網頁復活兔

顯示效果，期望學生能留意關掉課室不必要的

電器，以達到節省 15%電費的目標。計劃現正進

行中。 

 

 

 

反思： 

 各項計劃成效顯著，下年度會作為各科

的校本課程，作持續發展。 

 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等各科仍會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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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向香港教育大學及其他機構申請有關

計劃，藉以加強教師的專業發展，藉以

提升教學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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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關注事項：延續發展自主學習(電子學習)，讓學生自動自覺地學習。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成就與反思 

培養學生積 

極的學習態 

度，提升他 

們的學習興 

趣，成為習 

慣。 

1.2 透過共同備課、同儕觀課、教學分

享(校務會議課程會議/科組會議)等，讓

教師共同策劃、檢討、分享教學及課業

設計。  

 

 

1.3安排電子學習進修課程，讓教師掌握

電子學習教學法的知識及能在中英數科

的教學中實踐，並加強教師在相關課堂

中運用電子學習的能力和信心。 

 參與各計

劃的教師

能把所學

應用於日

常教學(如

電子學

習)。 

 

 參與各計

劃的教師

能作校本

專業分享

(科組分享

或全校分

享)。 

 

 問卷調查 

 共同備課紀

錄表 

 計劃報告 

 校務會議/課

程會議/科會

議紀錄 

 進修紀錄 

 教學分享 

 

全年 

 

 課程主

任 

 

 各科科

主席 

 

成就 

 安排教師培訓及交流，如參加由教

育局或出版社舉辦的資訊科技教

育與學科有關系列，能讓新任教電

子學習班的老師了解電子課堂的

模式。 

 本年度進修的老師共有 4位與教育

學院舉辦的小學教師專業進修課

程(小學的電子學習的中文科、英

文科及數學科)、小學教師專業進

修課程證書(編寫流動應用程式發

展運算思維)，4位老師已分別於課

程會作分享。 

 

 

 

反思： 

  電 子 學習 為學 校課 程重 點 發

展 項 目之 一， 由於 涉及 中 英

數 三 個主 要科 目， 安排 教 師

到校取經，互相交流，對教師

的專業發展有所提升。  

  本 校 為 資訊 科 技卓 越中 心 ，

下 年 度 如 有 在 校 分 享 或 觀

課 ， 可預 先通 知本 校教 師 一

同參與。  

 下年度校方仍會安排未曾修讀的

老師參與三星期或以上的複修及

進修課程，讓教師能與時並進，了

解教學新趨勢。 

  由於電子學習為學校發展項目，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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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會優先安排報讀的課程為電子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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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關注事項：延續發展自主學習(電子學習)，讓學生自動自覺地學習。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成就與反思 

培養學生積 

極的學習態 

度，提升他 

們的學習興 

趣，成為習 

慣。 

2. 課程方面 

2.1為配合發展自主學習，學校  

課程推行如下：  

各科以「一方向（先學後教）  

→三骨幹（預習、展示、  

回饋）→六原則(學習目標、  

提問、回饋、學生參與、小  

組討論、評估)」進行教學設  

計，並於課堂上體現。  

 

2.2以「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理念為基礎，利  

用教學短片及預習工作紙等供學生在家

中進行預習，實  

踐先學後教，於課堂時釐清概念，或討

論較深入的題目。  

 學生能養

成預習的

習慣，並

於課堂上

展示。 

 

 教師能依

校方要

求，利用

教學短片

供學生作

預習。 

 

 老師觀察 

 教學短片 

 共同備課紀

錄 

 分享紀錄 

 錄影片段 

 

全年 

 

 課程主

任 

 各科老

師 

 資訊科

技組成

員 

 電子學

習發展

組成員 

 

 成就 

數學科 

 P4-P6 於本學年已進行不少於 2次

的電子學習活動，已達標。從各級

共同備課文件中，見教師設計課堂

活動時，能加入最少 2 個高階思維

的題目，教師的課堂影片分享顯示

其提問能讓學生作深層思考，提升

對課題的興趣。 

 在教師問卷中，認為 86.1%學生能進

行課前預習及摘錄筆記的報告。亦

有 97.93%家長認同透過各單元的數

學評估能得知子女的學習進度；

86.49%家長認同學生有在課餘時常

使用資訊科技進行數學學習。 

 

中文科 
 「認為預習短片及分層課業，能提

升學習興趣」則分別有約 62%及約

9%學生表示同意及大部分同意，合

共約 71%學生，剛好達標。 

 

英文科 

 Subject teachers should been 

adapting well in this paradigm 

transitional period, 90% of the 

teachers agreed that they were 

confident of designing and 

using flipped classroom videos. 

 

 Besides, subject teachers often 

used or supplemented their 

lessons with other learning 

platforms or apps for their pre-

lesson and class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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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as Google Classroom, 

MyMap(Google), Edmodo, Kahoot, 

Nearpod, Padlet and Edpuzzle. 

 

 From the student survey, we found 

that P5 and P6 pupils were skilful 

in using tablets to learn, 96% of 

them could finish their homework in 

e-Book and other learning apps or 

platforms. 

 

 About using tablets as learning 

tools, 90% of the pupils used them 

to learn new words or search for 

information. It helped to develop 

pupils’ self-learning skills as 

well. 

 

 

 反思 
數學科 

 全年約有 69% 學生能完成網上練習，與

75%有很大距離，請教師多加提醒，不要浪

費學生已繳費的學習資源。 

 

中文科 

 電子班老師設計及優化預習短片，並加

入分層課業的安排合宜，建議於預習短

片及課業設計增添趣味性，以提升學生

的學習興趣。 

 

英文科 

 However, the school should concern 

more about the improper use of 

tablets, some of the pupils might 

have addicted to online activities. 

In the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PSMCD, 21.5% of the parents 

disagreed that e-learning could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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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children to learn more 

effectively this year. The panel 

chairs will reflect this problem to 

the school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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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關注事項：延續發展自主學習(電子學習)，讓學生自動自覺地學習。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成就與反思 

培養學生積 

極的學習態 

度，提升他 

們的學習興 

趣，成為習 

慣。 

3. 教學實踐 

3.1以科本特色，重點發展各科的學習工

具或學習方法，讓學生能掌握運用有關

工具或方法學習。 

如： 

3.1.1中文科引導學生運用蝴 

蝶圖來分析文章內容 

（P1-P3）。 

3.2.1英文科P1-P3提升閱讀策 

略及P4其中一班的英文 

課程調適。 

3.2.3數學科運用多元化的 

教學設計，利用實作 

活動及資訊科技幫助 

學生建立數學概念。 

 老師能對科

本的學習工

具或學習方

法加以應

用，並實踐

於教學中。 

 學生能懂得

運用科本的

學習工具或

學習方法進

行學習。 

 

 老師觀察 

 教學短片 

 共同備課紀

錄 

 分享紀錄 

 錄影片段 

 

全年 

 

 課程主

任 

 各科科

主席 

 

成就 

中文科 

 根據學生問卷數據，約 80%學生於「喜歡

運用蝴蝶圖來分析文章內容」（P1-P3）一

項，表示同意或大部分同意。 

 

英文科 
 P1-P3 

 As evaluated in 15-16, the panel 

should hold a Guided Reading 

workshop in 16-17, so that all P1 to 

P3 teachers would have common 

knowledge and practice in the 

school-based reading lessons. From 

the teacher survey, 100% of the 

teachers agreed that the workshop 

was useful in informing them of the 

basics of Guided Reading. 

 

 As evaluated in 15-16, the panel 

should hold a Reciprocal Teaching 

workshop in 16-17, so that all 3 

teachers would be able to promote 

this reading strategy in their 

reading lessons. From the teacher 

survey, 92% of the teachers agreed 

that the workshop was useful in 

informing them of the basics of 

Reciprocal Teaching. 

 
 As reported by the NET and level 

teachers, each pupil read about 5 to 

7 titles and all 4 RT strategies have 

been practiced this year. Pupils 

also practiced with 4-door ch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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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several times. About 50% of the 

pupils were able to complete a four-

door chart independently and are 

clear on the concepts of RT.  

 

 About P3 Guided Reading, pupils were 

led through only one round of GR 

because a majority of time was 

devoted to explicit teaching and 

practice of the stages of RT.  

 

 

 
 As Lexile was found unsuitable for 

book matching, it couldn’t replace 

PM Benchmark Assessment in P3, 

finally, kept PM Benchmark was used 

again for P2 to P3.  

 

 The NET, P2 and P3 subject teachers 

used about two months’ time, from 

Sept to Oct, to finish the book 

matching process. Grouping for 

Guided Reading and RT pairing are all 

based on this result. When selecting 

books for RT or GR, the NET teacher 

also considered this book matching 

result. 

 

P4 
 Staying in the project for more than 

half a year, P4 teachers learned how 

to design DTS lessons with the use 

of multi texts under a meaningful 

theme. From the teacher survey, 100% 

of the P4 teachers agreed that their 

pupils were more motivated to learn, 

and they also observed that pupils 

could acquire some reading skills in 

these lessons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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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pupils’ perspectives, 83% of 

them agreed that they learned some 

reading skills from the project. The 

pre-test and post test results also 

showed that pupils had an increase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me “I 

love HK”.  

 

 With these positive evidence, the 

school will continue to join the 

project next year. We hope to 

introduce this pedagogy further to 

other panel teachers and enhance our 

pupils’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skills. 

 

 

 數學科 

 P4-P6 於本學年已進行不少於 2 次的電子

學習活動，已達標。從各級共同備課文件

中，見教師設計課堂活動時，能加入最少

2 個高階思維的題目，教師的課堂影片分

享顯示其提問能讓學生作深層思考，提升

對課題的興趣。 

 

 

反思 

中文科 
 學生喜歡運用蝴蝶圖分析文章內容，老師

可設計相關的預習、課堂活動及延伸課

業，繼續發展學生有關能力。 

英文科 
Recommendations made: 

1. Start the book matching process earlier 

2. Start with the GR and then move to 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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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關注事項：延續發展自主學習(電子學習)，讓學生自動自覺地學習。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成就與反思 

培養學生積 

極的學習態 

度，提升他 

們的學習興 

趣，成為習 

慣。 

4. 各科透過網上平台，讓學生進行網上

自學： 

4.1中文科----現代出版社電 

子平台及智愛學習平台 

4.2英文科----「朗文」自學平 

台、英文電子圖書閱讀平 

台( WINGS Online /  

in2era.com.au )及網上英文 

自學提升計劃(i-learner) 

4.3數學科----「狀元NUMBER  

ONE」、「現代每日10題」 

及「每週挑戰」 

 

 

 學生參與

網上平台練習能

達本科參與率。 

 

 老師及家

長同意學生能主

動完成網上平台

練習。 

 

 老師、家長

問卷 

 

 數據統計報

告 

 

全年 

 

 課程主

任 

 中文、

英文、

數學科

科主席 

 

成就 

數學科 

 在教師問卷中，認為 86.1%學生能進行課

前預習及摘錄筆記的報告。亦有 97.93%

家長認同透過各單元的數學評估能得知

子女的學習進度；86.49%家長認同學生有

在課餘時常使用資訊科技進行數學學習。 

英文科 
 In order to nurture pupils' self 

learning skills and enhance their 

participation, the panel chairs 

informed all teachers about the 

monthly reports and posted them in 

the English board every month, it was 

expected that these reports could 

draw their attention in using i-

Learner and helped reminding them to 

pursue better results next month.  

 

 At the end of the year, the average 

participation rate of the whole 

school was 30.5%, the figure was 

nearly the same as last year, and it 

could just meet the target of the 

year. However, the accumulated marks 

decreased from 330850 to 

 231692 in October and May 

respectively. Same as last year, the 

curve for the monthly completion 

rate and accumulated marks fell 

downwards. When it was new to them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erm, they 

were more enthusiastic. So in 

future, pupils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be more consistent in this 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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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year, pupils performed the 

best in September and October, while 

they did the worst in January and 

May. It was understood that both of 

these months were exam and exam 

preparation periods, so rates and 

marks dropped as a whole.  

 

 Looking separately into individual 

classes, only 11 classes got passed 

in the benchmark 30%. More than half 

of the classes could not reach the 

benchmark, especially P3 and P4. 

About the participation rates of 

individual classes, they range from 

61.2% to 13.1%. 

 

 
 Same as the previous two years, 

pupils were asked to read monthly 

books on In2era Reading Platform and 

complete their post reading 

exercises in e-class. Though 

teachers were asked to sign for the 

results and awards were given to 

pupils as reinforcement every month, 

pupils’ performances were still not 

satisfactory.  

 

 When compared to the benchmark 70%, 

the average completion rate was only 

61% this year, while it was 66.4% 

last year, this rate decreased by 

5.4%. And only 1/3 of the classes 

could get an average over 70%, and 

these classes were all senior 

c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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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out the average marks of the 

classes, we targeted at achieving 3 

marks or above, however, the data 

showed that we could only reach 2.8 

at the end.  

 

 Besides reading monthly books, 

In2era is open for pupils to use 

according to their own schedules and 

interests. This year, 364 pupils,  

which accounted for 55% of the total, 

read more than 10 books in the 

website. The result is encouraging. 

Small gifts have been given out as 

awards at the end of the term. 

 

 

反思 

數學科 

 全年約有 69% 學生能完成網上練習，與

75%有很大距離，請教師多加提醒，不要

浪費學生已繳費的學習資源。 

英文科 

 As a conclusion, the participation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were not 

up to our expectation so we have to 

seek ways to improve the learning 

on this reading platform next year. 

 

 In order to have a higher 

participation next year, teachers 

should give more positive 

encouragement and closer supervision 

on pupils’ assignment. Teachers 

must help pupils build up their 

habits of completing the exercises 

on the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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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關注事項：延續發展自主學習(電子學習)，讓學生自動自覺地學習。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成就與反思 

 5. 監察 

加強課程的監察，透過課程主任及科主

科分層的檢視，定時的檢討會議及分

享，有效監察各科已落實的計劃進展及

成效。 

 各科的計

劃能按進

度推行。 

 

 教師認為

各科能有

效監察課

程的實

施。 

 

 問卷調查 

 課程會議/科

會議紀錄 

 教學分享 

 學生課業 

 持分者報告 

 

全年 

 

 課程主

任 

 各科科

主席 

 

成就 

 於課程上請各科科主席於第二次分科會

時作中期計劃書內容檢視及財政情況。 

 亦提示各科科主席檢視計劃書時要提出

有關評估方法中提及的顯證。 

 有關各科校內外計劃，亦已於IMC 校董

會、校務會議作出報告及課程會議上作出

分享。 

 部分計劃也在課程調查問卷上向家長收

集有關數據，以作檢討。 

 

 

反思： 

 在課程會議中，仍需提示各科科主席在

檢視計劃時，需收集有關顯證，如錄

影、學生作品及數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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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科組關注事項：深化教師提問技巧及課堂教學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成就與反思 

培養學生高階

思維 

1. 共備時要設計2條高階思維題 

目/教學策略或活動，並預計 

學生如何回答。檢視有多少學 

生能回答，檢視他們所學。 

2. 考績觀課時，授課者要交2條 

高階思維題目/教學策略或活 

動給觀課者。 

3. 把共同備課紀錄定時交科主 

席。 

4. 課堂錄影，並作自我檢視 

 教師能運

用高階思

維題目/教

學策略或

活動，並

應用於日

常教學

中，以提

升學與教

的效能。 

 

 老師問卷 

 觀課紀錄 

 共同備課紀

錄 

 觀課者的指

定統計及報

告 

 課堂錄影 

 自我檢視表 

 

全年 

 

 課程主

任 

 

 各科任

老師 

 

成就 

 本年度中英數共收取 5次高階思維題目/教

學策略或活動的共備內容。 

 在課程會議及中英數分級會議中，邀請了

中英數老師作高階思維題目/教學策略或

活動課堂教學的分享。 

  從觀課中，7.89%教師在提問技巧達 4-或

以上，有 63.16%達 3-或以上，可見

老師也能嘗試在課堂教學上運用高

階思維題目/教學策略或活動，以提升學生

學習，但仍有改善空間。  

  為了繼續加強教師在課堂上運用高

階思維題目/教學策略或活動，本年度教師

會在課堂錄影，並作自我檢視，從而改進教

學。 

 從課堂錄影及自我檢視中所得，大部分教

師能在課堂設計上運用應用、分析，甚至

評鑑及創造層次，但因為課時不足，未能

完成有關活動。 

 

反思：  

 為了繼續加強教師在課堂上運用高

階思維題目/教學策略或活動，下年度教

師仍會在課堂錄影，作自我檢視及課堂分

享，從而改進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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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組關注事項：優化術科的課程發展，提升教學效能。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成就與反思 

優化校本視藝

課程，提升視

藝老師的專業

知識和技能，

達到教學相長

的效果。 

1.1 優化校本課程以配合視藝展 

1.2 舉辦視藝教師工作坊以 

配合視藝展 

1.3 於香港中央展覽館舉辦視 

藝展 

 學生能依課

題的要求完

成作品 

 優秀的學生

作品能於展

覽中展出 

 視藝教師能

積極參加工

作坊並完成

作品 

 視藝教師能

掌握創作的

技巧 

 能順利於香

港中央展覽

館舉辦視藝

展 

 視藝展能獲 

 得教師、家

長 

 及學生的認 

同 

 學生作品 

 分享紀錄 

 問卷 

 觀察 

 視藝展照片及

紀錄 

全年 

 

 視藝科科

任 

 視藝展籌 

備小組 

成就 

 本年度有部份課題的教材和進度表有
修訂，以配合學生的學習進度。 

 優秀的作品已經陳展在學校的走廊和
有蓋操場上。此外，在本年二月份，本
科於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聯校視藝展
時，亦把優秀的作品陳展供大眾欣賞。
稍後亦會製作視藝畫冊，收錄本校的
優秀作品。 

 本科已於十月十一日進行了教師視藝
工作坊《藝術齊創作》，共收到 44 份問
卷，根據調查問卷報告:92.5%的老師
認為工作坊能讓老師掌握創作立體作
品的技巧；同時能引起自學習視覺藝
術的興趣。 

 本年度全體視藝老師都能出席一次的
參觀活動，包括出席《中華•育華校友
會視覺藝術展 2017》及《美術無疆界 
童真夢世界》聯校視藝展。 

 

反思 

 下年度將會因應本科的發展，繼續舉
辦教師視藝工作坊，並將繼續優化課
程以配合資訊科技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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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組關注事項：優化術科的課程發展，提升教學效能。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成就與反思 

發展常識科 

及其他術科 

的電子學 

習，以提升教 

學效能。 

2.1 常識科聯絡於《教育局電子  

教科書適用書目表》中通過  

審批的常識科電子教科書  

書商，以便提供合適的電子  

教材進行電子學習。  

 所選取的電

子教材能配

合四至六年

級的電子學

習。  

 

 教師問卷 

 

全年 

 

 常識科科

主席 

 

成 就  

  教育局電子教科書適用書目表(截

至 11.04.2017)中仍然只有兩間出

版社的電子教科書通過審批:《互

動常識．毅恆教育有限公司》及《銀

河常識．銀河電子出版有限公司》。

本學年於四至六年級的個別單元

試用了《銀河常識．銀河電子出版

有限公司》的電子教材。約 94.7%

老師同意所 選 取 的 電 子 教 材

能 配 合 四 至 六 年 級 的 電子學

習。 

反 思  

 由於能通過審批的常識科電子教

科書只有兩間出版社，數目太少，

加上常識科課程會有較大的修訂，

故此有待教育局電子教科書適用

書目表中通過審批的教科書數量

增多才重新考慮選用能配合電子

教學模式的電子教科書。下學年

(17-18)的電子學習方向仍會以

「單元式電子學習模式」進行，利

用出版社提供的資源或試用其他

電子學習平台進行電子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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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科組關注事項：優化術科的課程發展，提升教學效能。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成就與反思 

發展常識科 

及其他術科 

的電子學 

習，以提升教 

學效能。 

2.2音樂科P4-6於下學期自行揀 

選音樂課本內的歌曲，填上關 

於愛德的歌詞，並利用平板電 

腦應用程式，配合圖片、影片 

或簡報表達歌曲。 

2.3視藝科優化各級的電腦 

繪畫課題，提供合適的 

電子繪圖軟件讓學生 

學習。 

 60%P4-6的學

生能利用平

板電腦應用

程式，配合圖

片、影片或簡

報表達歌曲。 

 各級完成更

新電腦繪畫

課題。 

 學生能運用

電子繪圖軟

件繪畫。 

 

 觀察學生表現 

 學生互評 

 錄影 

 問卷 

 

 

全年 

 

 音樂科、

視藝科老

師 

 資訊科技

組老師 

 

成就 

 

音樂科 
 P4-6 學生都能替自行揀選的歌

曲填上關於愛德的歌詞。雖然他

們在用字或內容上都較為簡單

和狹窄，但也配合主題。而部分

六年級學生表現投入，歌詞有創

意，並 

 配合圖片和簡報表達歌曲意思。 

 根據音樂創作學生問卷，69.1%

學生喜歡音樂創作，69.3%學生

同意他們能學到一些音樂創作

的技巧，71.2%學生滿意自己的

作品。 

 

視藝科 

 本 年 度 學 生 已 使 用 過 Kids 
Doodle ；Artrage；Corel Painter
等繪圖軟件進行電腦繪畫，而作品
亦存放在學校的資料夾內，稍後會
放在學校的網頁內供家長和學生
瀏覽。為配合視藝科資訊科技《潮
學視藝》的發展，建議下年度繼續
優化電腦繪畫的課程，善用平板電
腦和視藝室 Led Wall，提升學生對
視藝創作的興趣。 

 

反思 

音樂科 

 雖然高年級學生能為歌曲填上關

於愛德的歌詞，但只有很少組別利

用平板及電腦軟件表達歌曲，多數

組別只配上音樂伴奏或清唱。原因

可能是時間不夠，用了很多時間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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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以致沒有時間以電子軟件製作

來表達歌曲。因此，下學年會於上

學期初告訴學生音樂創作的內容，

讓學生可於兩個學期的小息時討

論及預備，創作更好的作品。 

 

 

視藝科 

 
 為提升學生使用電腦繪畫軟件的

技術，建議每學期可以增加多一種

電腦繪畫軟件供學生學習。另外，

亦需要為科任老師提供培訓課程。

學生的電腦繪畫作品亦需要有一

個妥善的存放位置，及分享的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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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科組關注事項：優化評估模式，推行電子化評核。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成就與反思 

優化進展性評

估及推行電子

化評估－－務

求讓老師更能

掌握各學生的

能力，以適 

當地調節有關

教學進度配合

學生需要，提

升學 

生成績。 

1. 中英數三科透過進展性 

評估(FA)，瞭解學生學習 

進度以作回饋及跟進。 

1.1老師於評估作檢討及 

跟進，並把評估作出 

統計檢討及修訂教， 

學進度及考核內容。 

更可於同儕觀課中， 

互相學習並取長補 

短。 

2. 中英進展性評估也需加入閱 

讀部份，此部份不多於4分(以 

20分滿分計)，每次可以評核 

學生一類文體或閱讀策略，讓 

學生閱讀一篇短文及回答2 

題閱讀理解問題。 

3. 優化進展性評估的模式、 

內容，檢討其成效，以達致改善教學為

目的。 

 適時評估，

讓學生知道自己

的強弱項。 

 

 學生成績達

標率為: 

 

 中文:75% 

 英文:70% 

 數學:80% 

 進展性評估登

分紙 

 進展性評估試

卷 

 共備紀錄 

 

全年  課程主任 

 

 中英數科

任老師 

 

成就 

 中文科於本年度上及下學期共分

別進行了6 次(P1-5)及5次(P6)。

而P3 及P6 其中一次使用STAR 平

台作為前測及後測，讓老師知道學

生的掌握情況，並在教學上作出跟

進，效果良好。 

 

英文科 

 Online formative assessments 

were introduced in P3 to P6 

this year. Some portions from 

 FA1 and FA2, as well as FA3, 

were allocated for assessing 

pupils’ reading strategies. 

FA3 was done on online using 

STAR platform in P3 to P6. As 

told by teachers, the work of 

paper setting, implementation 

and reporting were generally 

smooth. The data could reflect 

the real performance of pupils 

in reading though we were 

informed by the result that 

pupils’ reading ability was 

not that satis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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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數學科於本年度上及下學期共分

別進行了10 次(P1-5)及9次(P6)

進展性評估。 

 

 

 

 

反思 

中文科 

 評估成績大部分為良好及優異。如

在某學習範疇評估成績未達標，則

在教學上作跟進，並會於下一次再

作評估。 

 

 

數學科 

 從 FA 的表現，有部份級別學生的

成 績 未能達 80%，教師在分級會議

時作檢討及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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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科組關注事項：優化評估模式，推行電子化評核。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成就與反思 

優化進展性評

估及推行電子

化評估－－務

求讓老師更能

掌握各學生的

能力，以適 

當地調節有關

教學進度配合

學生需要，提

升學 

生成績。 

3. 中文科P3及P6各於上學期 

其中一次配合STAR計劃作 

網上評估。評估內容以閱讀 

為主。 

4. 每學期，英文科P3-P6第3次 

進展性評估改為網上評估，評 

估內容以閱讀為主。 

5. 數學科利用SA全年進行 

2次電子化評估，以提升 

學生成績。 

 適時評估，

讓學生知道自己

的強弱項，並有

時間作出跟進。 

 

 中英數能依

時完成網上評

估。 

 

 報告分析 

 SA分析報告 

 會議紀錄及  

檢討 

全年 

 

 課程主任 

 

 中英數科

科主席 

 

成就 

中文科 

 三年級於下學期展開計劃，是次計

劃以寓言為主題。由於三年級學生

不善於操作平板電腦，故在開始前 

 以淺易評估作練習，教授學生操作

技巧。計劃中會以《小島知錯了》

作前測，分析學生成績後便進行寓

言教學，預計所需時間為四節，會

以《齊心的故事》作教學文本，繼

而利用《玫瑰的妒意》作為後測，

再利用SPxpress分析學生表現。 

 六年級於三月利用STAR 進行單元

教學，主題為說明文。老師先以

STAR平台進行閱讀評估《氣候變

化》作前測，並再用EDPUZZLE 作預

習，讓學生了解說明文的寫作技巧

然後教授<<小小納米作用大>>、<<

星星的顏色>>兩篇說明文。完成課

文後，讓以說明文的模式口頭報

告，最後以 

 STAR 平台的閱讀評估《氣候變化》

作後測。 

數學科 

 SA 已於 1/1/2017 停用，雖未能於

今年以 SA 替代 FA，但下學期部份

班級已使用 STAR 的電子作評估，

能即時顯示學生成績，非常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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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下學年可以用 STAR替代 FA 作

二次電子評核。 

反思 

 

 數學科認為，由於低年級未能掌

握基本的電腦技巧，建議來年度

SA 只於P3-6 進行，或另選一個

易用性度高的評估平台以代替

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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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年度營辦開支整筆津貼及其他津貼報告(截至 2017 年 8月 31日止) 

 

 

 

承上結存 10,834.29        -                     -                     10,834.29             

學校及班級津貼 529,534.08         684,295.66        (154,761.58)         

學校課程發展津貼 -                   45,957.12           26,209.73          19,747.39             

綜合家具及設備 -                   216,662.00         120,361.97        96,300.03             

升降機及電力津貼 -                   159,965.16         151,343.37        8,621.79               

普通話津貼 -                   1,634.30             1,400.00            234.30                  

增補津貼 -                   6,266.88             2,100.00            4,166.88               

補充津貼 -                   152,103.92         52,181.50          99,922.42             

培訓津貼 -                   8,604.68             5,750.00            2,854.68               

德育及公民教育津貼 -                   13,565.96           9,879.20            3,686.76               

校本輔導及訓育計劃 -                   6,011.92             5,695.50            316.42                  

英文廣泛閱讀計劃 -                   -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                   -                       

供增聘文書助理的行政津貼 -                   185,425.92         185,423.57        2.35                      

其他收支 -                   63,089.10           1,619.62            61,469.48             

小計 : 10,834.29        1,388,821.04      1,246,260.12     153,395.21               

項目 承上結存 收入 支出 結存/結欠 備註

修訂行政津貼 694,679.40      1,436,724.00      1,158,360.00     973,043.40               

學校發展津貼 111,122.10      718,991.00         525,532.92        304,580.18               

校本支援計劃津貼(新來港學童) (1,128.00)         (1,128.00)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606,827.50)     369,933.00         319,401.60        (556,296.10)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9,694.00)         142,302.00         139,500.00        (6,892.00)                  

消減噪音津貼 20,300.04        208,149.00         195,188.63        33,260.41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津貼 100,196.00         100,196.00        -                            

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改善措施津貼 582,282.00         582,282.00        -                            

額外津貼 119,546.00         119,511.85        34.15                        

成長的天長計劃 1,640.00          110,141.00         109,494.00        2,287.00                   

小計： 210,092.04      3,788,264.00      3,249,467.00     748,889.04               

項目 承上結存 收入 支出 結存/結欠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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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支援津貼 40,746.87        350,000.00         360,378.00        30,368.87                 

課後學習支援伙伴先導計劃-行政費 -                            

課後學習支援伙伴先導計劃 83,363.00        83,363.00                 

課後學習支援 56,171.10        262,800.00         271,541.50        47,429.60                 

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 763.00             126,180.00         126,943.00        -                            

非教員PF/MPF (22,604.34)       119,150.66         175,018.66        (78,472.34)                

教員薪金津貼 2,503.33          24,556,206.33    24,603,354.66   (44,645.00)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 108,889.00      125,675.00         110,193.00        124,371.00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發還) 168,345.00         168,345.00        -                            

非教職員薪金 -                   1,346,428.34      1,346,428.34     -                            

其他經常津貼帳(差餉及地租) 680,000.00         680,000.00        -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支援津貼 276,272.90      35,000.00          241,272.90               

設立法團校董會及其運作津貼 570.33             570.33               -                            

家教會經常性/活動計劃津貼 15,067.00           15,067.00          -                            

電子學習學校支援計劃 150,359.00      150,359.00        -                            

為低收入家庭的小學生提供在校免費午膳 274,246.00      1,234,739.00      770,462.00        738,523.00               

升級網上校管系統 40.00               40.00                        

英語為母語教師加強計劃 9,106.00             9,106.00            -                            

特殊教育統籌主任津貼 23,157.00        494,400.00         500,113.55        17,443.45                 

STEM 教育津貼 100,000.00      100,000.00               

加強學校行政管理 250,000.00      162,112.70        87,887.30                 

家庭與合作事宜(特別津貼) 5,000.00          5,000.00            -                            

促進香港和內地姐妹學校交流試辦計劃 120,000.00      120,000.00         94,015.36          145,984.64               

推動電子學習一筆過資訊科技津貼 199,450.00         31,117.00          168,333.00               

職工賠償金 992.00                4,140.00            (3,148.00)                  

資訊科技人員支援津貼 175,000.00         175,000.00               

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66,740.00           66,740.00                 

推動中國歷史及文化 100,000.00         100,000.00               

一收一支 3,867.50          3,867.50            -                            

預收 486,800.00         486,800.00               

會計師調整數 7,624.50             7,624.50                   

小計： 1,473,344.69   30,644,703.83    29,623,132.60   2,494,915.92            

總計 1,694,271.02 35,821,788.87 34,118,859.72 3,397,200.17

項目 承上結存 收入 支出 結存/結欠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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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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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年度校外活動獲得的獎項 

校外活動獲得的獎項(01/09/16-31/8/17) 

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獎品詳情 

中文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

獨誦 

 

季軍:  1D 彭栩陶, 3D 呂瑩瑩, 4D林琬霏, 4D 黃靜琳, 5C陳亮言 

優良:  1C 鄭愷羲, 2B 李楚雯, 2B梁晞妍, 3A 許嘉兒, 3C張卓瀅, 4D 區芷菁, 4D陳穎桐, 4D賴藝瑤,  

5B 曾婉姿, 5C陳景軒, 5C羅灝康 

良好:  1B黃浩德, 1D 鄧銳林, 2D陳雅藍, 2D 黎小娟, 4B陳泳雯, 4D 鄧海盈, 5A楊修諾, 5D馮樂謙,  

6D 何詠嵐 

英文 

 

劍橋英語 基礎第三級(Flyers) 

成績優異(15 盾)：6B羅澤嘉 

成績良好(12-14 盾)：5A劉峻豪, 5B 黎鈺栶, 5C柯漪晴, 5C冼朗婷, 5D 朱健豪, 5D甘芷瑩, 6A 陳鳳珍,  

6A 馮佩芝, 6A鄧書豪, 6A 黃宇匡, 6B陳穎欣, 6B周睿權, 6B 張嘉豪 

基礎第二級(Movers) 

成績優異(15 盾)：4D林靖恩 

成績良好(12-14 盾)：2C洪綾, 3A王曉瑩, 3B 洪巧淘, 3B李敏誠, 3C 朱晞敏, 3C梁柏謙, 4D陳芯蘊,  

4D 李家毅, 4D練巧瑜, 4D 曾浚耀 

基礎第一級(Starters) 

成績良好(12-14 盾)：1A王鈊沂, 1A 余凱琳, 1B 陳穎謙, 1D陳子瑜, 1D 彭栩陶, 2A張煒樂, 2A 施震楠,  

2B 黎鈺琳, 2D梁家鏗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

集誦 

季軍： 

2A 張禮堯, 2A施震楠, 2B江大衛, 2C程竣謙, 2C羅泓哲, 2D 温揚銘, 2D黃梓灝, 3A程津烯, 3A 許嘉兒, 3A劉芷言, 

3A 雷焯炫, 3A湯泳欣, 3A王曉瑩, 3A汪家吉, 3A黃韋辰, 3A 楊家灝, 3B陳靖欣, 3B陳明欣, 3B 古春怡, 3B洪巧淘, 

3B 李敏誠, 3B秘鴻飛, 3B田綠妍, 3B楊世匡, 3C張卓瀅, 3C 張曉情, 3C朱晞敏, 3C梁家誠, 3C 梁柏謙, 3C李沛賢, 

3C 陸梓軒, 3C鄧學楊, 3C湯鈺瑩, 3C周志林, 3D陳珮林, 3D 李鎮雄, 3D呂瑩瑩, 3D敖龍杰, 3D 潘嘉晞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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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劇 4D 賴藝瑤, 4D林琬霏, 4D李家毅, 4D溫晟揚, 4D黃靜琳, 5A 黃凱盈, 5B黎鈺栶, 5C柯漪晴, 5D 朱健豪, 6A梁子盈, 

6B 陳穎欣, 6B周睿權, 6B張嘉豪, 6B羅澤嘉, 6C吳澄文, 6C 黃慧琳, 6D陳雅琪, 6D王澤輝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

獨誦 

亞軍：3D 潘嘉晞 

季軍：6B 羅澤嘉 

優良：1A 余凱琳, 1C鄭愷羲, 1D陳德朗, 1D 劉淦弘, 2B蔡卓謀, 2C 詹芷諺, 2C羅泓哲, 2D黎小娟,  

2D 李尚宇, 2D梁家鏗, 3B洪巧淘, 3C 梁家誠, 3C梁柏謙, 3C 鄧學楊, 3C湯鈺瑩, 4D柯棨朗,  

4D 潘小虎, 4D許家棟, 5A劉峻豪, 5A 黃凱盈, 5A黃耀樑, 5A 楊智勤, 5B黎鈺栶, 5C柯漪晴,  

5D 朱健豪, 5D劉天崇, 5D麥穎, 5D 蔡東霖, 6A馮佩芝, 6A馬源芯, 6A 黃宇匡, 6B 陳穎欣,  

6C 吳澄文, 6C翁逸童, 6D李海源, 6D 王澤輝, 6D楊澄 

良好：4C 張澤新, 5C梁芷棋 

數學 

 

2016亞太菁英自然科學競賽(香港區) 銅獎：6A 徐煒灝  

2016年香港國際珠心算競技大賽 第二名：3D劉秉鎮 

2016亞太菁英數學交流賽 優異獎：2A黃家康 

一等獎：6A徐煒灝 

三等獎：5B陳禮謙, 6B羅澤嘉 

2017 COMO 兩岸菁英奧林匹克數邀請

賽暨台灣奧林匹克數理競賽 

三等獎：2A黃家康, 5C唐以靈, 5D 佘潁欣 

2016 年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總決賽 (8/2016) 

金獎：4D 區芷菁 

銀獎：4D 李家毅, 4D溫晟揚, 6A徐煒灝 

銅獎：6B 羅澤嘉, 6D陳雅琪, 5C陳亮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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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教區小學第三屆數學比賽(16-

17) 

亞軍及一等獎：4D區芷菁 

P4 團體賽亞軍：4D 區芷菁, 4D李浩樂, 4D 李家毅, 4D溫晟揚 

一等獎：4D溫晟揚 

二等獎：4D李浩樂, 4D李家毅, 5D 譚軼禧 

三等獎：5A楊智勤, 5D朱健豪 

2017數學大王國際邀請賽初賽 二等獎：3B李敏誠 

三等獎：3A張家敏, 3B楊世匡 

2017 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香港

區）初賽 

一等獎：1B陳穎謙, 3B李敏誠, 4D 區芷菁, 4D 溫晟揚, 5D譚軼禧 

二等獎：3A唐仲謙, 3A張家敏, 3B 魏康昹, 3B 楊世匡, 4C胡順豪, 4D 曾子進, 5B彭廣林, 5C 陳景軒,  

5C 陳亮言, 5D朱健豪, 6C黎東叡, 6D 李曉聰 

三等獎：1B廖文禧, 3A胡順毅, 3A 許嘉兒, 3A 王曉瑩, 3A楊家灝, 3B 洪巧淘, 3B李家昌, 3B 張錦浩,  

3C 李祉廷, 3C湯鈺瑩, 3C周志林, 3D 葉皓, 3D郭子健, 3D劉子熙, 3D 劉秉鎮, 3D敖龍杰,  

3D 黃君豪, 3D殷偉倫, 4A張杰成, 4A 甘浩揚, 4A梁健鋒, 4A 鄧偉鋒, 4C陳俊斳, 4C張澤新,  

4C 吳璟文, 4C柯榆雯, 4C姚凱晴, 4D 陳芯蘊, 4D賴藝瑤, 4D 李浩樂, 4D李家毅, 4D門祖希,  

4D 潘小虎, 4D黃世鈞, 5B周俊達, 5B 何紹洪, 5B梁嘉穎, 5B 王俊彥, 5B余健俊, 5C梁健豪,  

5C 羅灝康, 5C伍樂昕, 5C柯漪晴, 5D 劉天崇, 5D麥穎, 5D余嘉穎, 6A 鄺慧婷, 6A黃宇匡,  

6B 陳穎欣, 6B張嘉豪, 6B甘藹瑩, 6B 羅澤嘉, 6D陳智軒, 6D 陳雅琪, 6D朱卓嵐, 6D李宛橋,  

6D 盧文生, 6D楊澄 

2017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進階賽 一等獎：3B李敏誠 

優異獎：3A張家敏, 3A楊家灝, 3B 楊世匡 

2016世界菁英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個人賽銀獎：6A 徐煒灝 

個人賽銅獎：6C 黎東叡 

優異獎：6C蕭智昕, 6D陳雅琪, 6D 李海源 

數學遊踪優異獎：6A徐煒灝, 6C黎東叡, 6C 蕭智昕, 6D 陳雅琪, 6D李海源 

總團體獎(振強費爾茲獎) ：6C黎東叡, 6A徐煒灝, 6D 李海源, 6D陳雅琪, 6C蕭智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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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2017小學數學精英大賽 一等獎：6A徐煒灝 

二等獎：6B羅澤嘉, 6C黎東叡 

優異獎：6C蕭智昕, 6D李海源 

2016-2017 全港十八區觀塘區數學比

賽 

銅獎：    6A徐煒灝, 6C黎東叡, 6D李海源 

優異獎：6A黃宇匡, 6B張嘉豪, 6B 羅澤嘉, 6C 勞彥祖, 6C蕭智昕, 6D 陳雅琪 

2017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初賽 一等獎：1B陳穎謙, 3A張家敏, 3B 李敏誠, 4D 區芷菁, 4D李浩樂, 4D 溫晟揚, 5D朱健豪, 6A 徐煒灝 

二等獎：3A唐仲謙, 3A楊家灝, 3B 楊世匡, 3C 朱晞敏, 3D敖龍杰, 4D 李家毅, 5B黎鈺栶, 5B 彭廣林, 5B周凉金, 

5C 冼朗婷, 6B羅澤嘉, 6C勞彥祖, 6D 陳雅琪, 6D盧文生 

三等獎：1B鄭穎天, 1B廖文禧, 1B 汪子靖, 1D 黃智傑, 1D余諾貝, 2A 林晉賢, 2A黃家康, 2B 黎鈺琳, 2C洪綾, 2C

曹梓樑, 2C伍星顯, 2D梁家鏗, 3A 王曉瑩, 3A汪家吉, 3B李家昌, 3B 魏康昹,  

3B 張錦浩, 3C湯鈺瑩, 3D劉秉鎮, 3D呂瑩瑩, 3D黃君豪, 3D 姚雅晨, 4A鄧偉鋒, 4C張澤新, 4D 曾浚耀, 

4D 許家棟, 5A黎璟進, 5A譚依湄, 5A黃耀樑, 5A楊智勤, 5B 陳智美, 5B周俊達, 5B郭芯莜, 5B 賴燦鵬, 

5B 李珮甄, 5B梁嘉穎, 5B王俊彥, 5B余健俊, 5C陳景軒, 5C 羅灝康, 5C伍樂昕, 5C唐以靈, 5D 程寶琳, 

5D 李子洪, 5D佘潁欣, 5D譚軼禧, 5D余嘉穎, 6A鄺慧婷, 6A 黃宇匡, 6B陳穎欣, 6B張嘉豪, 6B 蔡子楠, 

6C 黎東叡, 6C蕭智昕, 6D陳智軒, 6D朱卓嵐, 6D李曉聰, 6D 李海源, 6D李宛橋, 6D王澤輝 

2017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晉級賽 一等獎：4D區芷菁, 5D朱健豪, 6A 徐煒灝 

二等獎：1B陳穎謙, 3B李敏誠, 3B 楊世匡, 4D 李家毅, 4D溫晟揚, 5B 周俊達, 5D譚軼禧, 6A 黃宇匡 

三等獎：1B鄭穎天, 1B廖文禧, 1D 黃智傑, 2D 梁家鏗, 3A王曉瑩, 3A 楊家灝, 3A張家敏, 3D 敖龍杰,  

3D 黃君豪, 3D姚雅晨, 4A鄧偉鋒, 5C 羅灝康, 6B羅澤嘉, 6D 陳雅琪, 6D盧文生 

2017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總決賽 一等獎：4D區芷菁, 4D溫晟揚 

二等獎：3A張家敏, 3B楊世匡, 3D 敖龍杰, 5D 朱健豪, 6A徐煒灝 

三等獎：1B鄭穎天, 1B廖文禧, 1D 黃智傑, 2D 梁家鏗, 3A王曉瑩, 3A 楊家灝, 3B李敏誠, 3D 黃君豪,  

6D 陳雅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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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

盃 HKMO OPEN>暨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

克公開賽初賽 

金獎：1B 陳穎謙, 4B陳偉民, 4D區芷菁, 4D 李浩樂, 5D朱健豪, 5D 譚軼禧, 6A徐煒灝 

銀獎：1B 廖文禧, 1C陳煜, 2A林晉賢, 2C 洪綾, 2D朱洛賢, 3A 許嘉兒, 3A張家敏, 3B 李家昌,  

3B 李敏誠, 3B楊世匡, 3D敖龍杰, 4D 李家毅, 4D溫晟揚, 5A 楊智勤, 6B甘藹瑩, 6B羅澤嘉,  

6C 黎東叡 

銅獎：1A 鍾文翹, 1A劉梓曦, 1B陳姿彤, 1B 鄭穎天, 1B汪子靖, 1B 袁穎芯, 1D陳德朗, 1D黃奕涵,  

1D 黃智傑, 1D余諾貝, 1D葉文俊, 2A 黃家康, 2B甄熙林, 2C 張昱晴, 2C馮俊軒, 2C廖心言,  

2C 曹梓樑, 2D黎小娟, 2D梁家鏗, 2D温揚銘, 3A唐仲謙, 3A 楊家灝, 3C朱晞敏, 3C湯鈺瑩,  

3C 周志林, 3D劉秉鎮, 3D殷偉倫, 4A 張杰成, 4A甘浩揚, 4A 梁健鋒, 4A鄧偉鋒, 4B符升,  

4B 石家威, 4C胡順豪, 4D陳芯蘊, 4D 賴藝瑤, 4D林紫欣, 4D 潘小虎, 4D曾子進, 4D黃世鈞,  

5A 張珈豪, 5A黎璟進, 5B陳禮謙, 5B 周俊達, 5B賴燦鵬, 5B 呂晴, 5B 彭廣林, 5C 陳景軒,  

5C 陳亮言, 5C羅灝康, 5C冼朗婷, 5C 唐以靈, 5D梁浩森, 6C 蕭智昕, 6D陳雅琪, 6D李曉聰,  

6D 李海源, 6D盧文生, 6D楊澄 

2017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

盃 HKMO OPEN>暨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

克晉級賽 

金獎：4D 區芷菁, 4D溫晟揚, 6A徐煒灝 

銀獎：3B 李敏誠, 3D敖龍杰, 5C冼朗婷, 5D 譚軼禧 

銅獎：3A 楊家灝, 3A張家敏, 3B楊世匡, 3D 殷偉倫, 4A鄧偉鋒, 4D 林紫欣, 4D李家毅, 5C陳亮言,  

5C 羅灝康, 5D朱健豪, 6B羅澤嘉, 6D 陳雅琪, 1C陳煜, 1B鄭穎天, 1B 廖文禧, 1D 黃智傑,  

2A 黃家康, 2D朱洛賢, 2D梁家鏗 

2017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

盃 HKMO OPEN>暨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

克總決賽 

銀獎：1C 陳煜 

銅獎：1B 廖文禧, 1B鄭穎天, 1D黃智傑, 2A 黃家康, 2D梁家鏗, 2D 朱洛賢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6暨「兩岸菁英」台灣賽 

一年級組三等獎：2A黃家康 

五年級組一等獎：6A徐煒灝 

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2017 二等獎：6B羅澤嘉 

三等獎：6A徐煒灝, 6C黎東叡, 6C 蕭智昕, 6D 李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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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決賽 小四組個人賽首六十名：4D區芷菁 

2016-2017第三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

賽(初賽) 

P4 團體賽優異獎：4D區芷菁, 4D賴藝瑤, 4D 李家毅, 4D溫晟揚 

P5 團體賽優異獎：5A楊智勤, 5B彭廣林, 5D 朱健豪, 5D譚軼禧 

P6 團體賽優異獎：6A徐煒灝, 6C黎東叡, 6C 蕭智昕, 6D李海源 

金獎：4D 溫晟揚, 4D區芷菁 

銀獎：6A 徐煒灝, 6C黎東叡 

銅獎：5D 朱健豪, 6D李海源 

優異獎：5A黃凱盈, 5A楊智勤, 5B 周俊達, 5B 彭廣林, 5C陳亮言, 5D 譚軼禧, 6B羅澤嘉, 6D 盧文生 

 多元智能盃 2016 心算比賽初級組銅獎：3A唐仲謙 

常識 第四屆香港國際學生創新發明大賽 冠軍：6D 李曉聰, 5C甘芷瑩, 5C陳景軒, 5A 張珈豪 

初小組銅獎：3B 蕭柏泓, 3C 繆煜霖, 3C周志林 

視藝 

 

2017當代青少年及兒童藝術節[新春

繪畫比賽] 

優異獎：1A陳心瑩, 2D丘小蓥, 3B 劉曈瑤  

2017禁毒 Tee恤設計比賽 優異獎：1D陳德朗, 2B屈晞嵐, 3B 楊世匡 

塑膠分類回收箱設計比賽 塑膠分類回收箱設計比賽(第一輪比賽) 

冠軍：3B 楊世匡, 6B羅澤嘉 

亞軍：2B 屈晞嵐, 4D區芷菁 

季軍：1A 練芯睿, 5A楊修諾 

優異獎：3C林啟峯, 3C陸梓軒, 6C 張凱淇, 6C 蕭智昕 

塑膠分類回收箱設計比賽(第二輪比賽) 

優異獎：3B楊世匡, 6B羅澤嘉 

 

 

2016「華夏兒藝」全國少年兒童美術

書法攝影大賽》 

一等獎：2C戴芷君, 6C吳澄文 

二等獎：2D石梓鋒, 2D余健倫, 3B 劉曈瑤, 4B 馬思敏, 4B萬騏鋒, 5A 趙雪盈, 5A梁栩兒, 5A 黃凱盈, 5C伍子熙, 5C

柯漪晴, 5D劉天崇, 5D佘潁欣, 6B 羅澤嘉, 6C吳凱欣, 6C蕭智昕, 6D 周名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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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獎：2A林晉賢, 2A施震楠, 2A 庄婉怡, 2B 蔡卓謀, 3C陳家敏, 3C 曾浩康, 3D敖龍杰, 4A 陳敬諾, 4A李靜怡, 4C

陳芷晴, 4C姚凱晴, 4D陳芯蘊, 4D 崔聖妍, 5C梁芷棋, 5C周凱瑩, 6A 梁倩怡, 6A 李善翎, 6B 林瀅洲, 6D何

詠嵐 

體育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亞軍：6D 王澤輝 

第六名：5D蘇浚鏗 

第 53 屆學校舞蹈節（中國舞） 優等獎：3A陳心盈, 3A湯泳欣, 3A 王慧琳, 3C 蔡穎思, 3C張卓瀅, 3C 朱晞敏, 3D陳珮林, 3D 呂瑩瑩,  

4A 劉梓澄, 4B陳泳雯, 4B葉衍欣, 4C 羅詩茹, 4D陳穎桐, 4D 林紫欣, 4D林琬霏, 4D梅潁忻,  

5A 蔡瑞潼, 5A黃凱盈, 5B呂晴, 5B 韋紫欣, 5C柯漪晴, 5D程寶琳, 6A 梁子盈, 6C吳凱欣,  

6C 翁逸童, 6D周名慧, 6D何詠嵐, 6D 楊澄 

2016-2017年度九龍東區小學校際乒

乓球比賽 

殿軍：6B 周睿權, 6D陳智軒, 6D林裕華, 6D 戴承毓, 6D王澤輝 

優異獎：3A王慧琳, 4D盧嘉善, 4D 鄧海盈, 4A 甘浩揚, 4B胡家滔, 4D 呂俊廷, 5B彭廣林, 5D 余嘉穎 

第十八屆聯校運動會小學校際田徑比

賽 

第五名：5D蘇浚鏗 

跆拳道色帶(黃帶、黃綠帶、藍帶)升

級評核試 

合格(成績卓越)：3C陳仁柱 

香港挑戰盃舞蹈比賽爵士舞 金獎：2B 屈晞嵐 

全港小學校際體操比賽 達標：2A 曹俊, 2D 石梓鋒, 6D胡天佑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主辦第三屆「崇

真杯」小學七人足球邀請賽 

季軍：4A 杜智衡, 4D彭翱晢, 5A葉兆添, 5B 王俊彥, 5C陳景軒, 5C 曹浚楎, 5C袁英傑, 6B李健法,  

6C 黎東叡, 6C林煒凱, 6D林裕華, 6D 王澤輝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全港分區小

學跳繩比賽 2017」 

亞軍：6D 林裕華, 3A程津烯, 3C湯鈺瑩, 3D 陳珮林 

季軍：3B 林綽瑩, 3B曾語桐 3人, 5B張靄瑜 

殿軍：5B 陳禮謙, 6D林裕華 

扶輪盃全港小學跳繩比賽(九龍分區

賽) 

亞軍：5B 陳禮謙, 6D林裕華, 6D戴承毓 

香港天際體育會四式泳式各 100米考

核 

合格：6D 楊澄 

Samsung 第 60屆體育節全港學

界藝術體操比賽 

第五名：3D陳思穎, 4A嚴穎, 4B陳泳雯, 5A何宇仟, 5A譚依湄, 5B韋紫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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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普及體操節 銀獎：1B 梁思桐, 1C梁卓祺, 2A練峻希, 2A 曹俊, 2B 李懿珩, 2B梁晞妍, 2D石梓鋒, 3B 莊穎瑤,  

3B 曾語桐, 3C曾浩康, 3D陳思穎, 4A 陳宇琳, 4A嚴穎, 4B陳泳雯, 4C 何宇舒, 5A 何宇仟,  

5A 羅沛沂, 5A譚依湄, 5B韋紫欣, 5C 張曉鈞 

 第十屆舞動香江大賽兒童組爵士舞

(單人) 

亞軍：2B 屈晞嵐 

 聖誕聯歡藝術體操表演 優異獎：1A蘇靜琳, 1A王鈊沂, 1A 楊雅婷, 1B 林靖彤, 1B梁思桐, 2B 李懿珩, 2B梁晞妍, 2B 阮梓盈,  

3B 梁卓焮, 3B曾語桐, 3C蔡穎思, 3C 李祉廷, 3C鍾卓霖, 4A 陳宇琳, 4A嚴穎, 4B周小玲,  

4B 陳泳雯, 4C何宇舒, 5A何宇仟, 5A 羅沛沂, 5A譚依湄, 5B 韋紫欣, 5C張曉鈞 

 「彩」鄰右里嘉年華藝術體操表演 優異獎：1A蘇靜琳, 1A王鈊沂, 1A 楊雅婷, 1B 林靖彤, 1B梁思桐, 2B 梁晞妍, 2B阮梓盈, 3B 程心心,  

3B 梁卓焮, 3B曾語桐, 3C蔡穎思, 3C 李祉廷, 3C鍾卓霖, 4A 陳宇琳, 4A嚴穎, 4B周小玲,  

4B 陳泳雯, 4C何宇舒, 5A何宇仟, 5A 羅沛沂, 5A譚依湄, 5B 韋紫欣, 5C張曉鈞 

音樂 

 

第十四屆香港活力鼓令 24式擂台賽 參與：3C 朱晞敏, 4B周晉泓, 4B周樂澄, 4B 林緯彬, 4D柯棨朗, 4D 潘小虎, 5A陳銘楠, 5A黃耀樑,  

5B 賴燦鵬, 6B劉家軒, 6B馬佩茵, 6D 戴承毓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樂器)升級試 成績合格：5B陳禮謙, 3D呂瑩瑩, 4D黃世鈞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樂理)升級試 成績合格：4D黃世鈞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樂理五級考試 成績合格：6C吳澄文 

 第三屆國際青少年古箏比賽暨廣東

省"金韵杯"選拔賽(香港賽區少年 A

組) 

金獎：3B 田綠妍 

上海音樂學院演奏科揚琴四級考試 成績良好：6B鍾文晞 

2016香港青年音樂匯演─中樂團比

賽 

銅獎：4B 張子健, 4C羅詩茹, 4D梅潁忻, 4D 許家棟, 5A陳銘楠, 5B 梁嘉穎, 5B彭廣林, 5C陳亮言,  

5D 鄒錦鵬, 5D程寶琳, 5D麥穎, 6A 梁子盈, 6B陳穎欣, 6B張嘉豪, 6B 林瀅洲, 6B 馬佩茵,  

6C 黎東叡, 6D陳雅琪, 6D吳子晴, 6D 戴承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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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冠軍：6B 張嘉豪(中阮初級) 

亞軍：5C 陳亮言(笙初級) 

優良獎狀：2A李浩揚, 3B田綠妍, 3D呂瑩瑩, 4A 洪佳鈴, 4C 姚凱晴, 4C余治佟, 4D譚永濼, 4D 鄧海盈,  

4D 黃世鈞, 4D許家棟 

良好獎狀：3C潘藍, 4D陳芯蘊, 4D 李浩樂, 5A 鍾曉華, 5B彭廣林, 5C 柯漪晴, 5D劉天崇, 6A 梁子盈,  

6C 黎東叡, 6D陳雅琪 

普通話 

 

小學普通話水平測試  A 等：6D 盧文生 

B 等：4D 區芷菁, 4D林紫欣, 5C冼朗婷, 6A徐煒灝, 6A 黃宇匡, 6B周睿權, 6B羅澤嘉, 6D 盧文生 

第十九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2017 

全港總冠軍：3B 秘鴻飛 

優異星獎：2D丘小蓥, 3D敖龍杰, 5C柯漪晴 

優異獎：4D潘小虎, 4D譚永濼, 5B 黎鈺栶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

話集誦 

優良：1A 劉梓曦, 1A吳怡霖, 1A楊雅婷, 1B 陳姿彤, 1B張淑敏, 1B 梁思桐, 1B汪子靖, 1C陳煜,  

1C 朱家儀, 1C廖晉賢, 1C容睿姿, 1D 黃梓軒, 1D黃奕涵, 1D 梁浩臻, 1D梁婉欣, 1D馬芯怡,  

1D 王嘉渝, 1D黃智傑, 1D余諾貝, 2A 陳建宇, 2A吳子澄, 2A 邵詠彤, 2A謝曉婷, 2B蔡漩漩,  

2B 張梓琳, 2B黎鈺琳, 2B李楚雯, 2B 梁晞妍, 2B柯雅霖, 2B 譚香瑩, 2B王梓宇, 2C張昱晴,  

2C 詹芷諺, 2C周可穎, 2C馮正杰, 2C 馮俊軒, 2C劉健樂, 2C 廖心言, 2D陳樂妍, 2D陳雅藍,  

2D 陳逸兒, 2D莊栢浩, 2D朱洛賢, 2D 黎小娟, 2D李尚宇, 2D 丘小蓥, 2D鄧俊熙, 2D蕭智業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獨誦

普通話 

冠軍：3B 田綠妍 

季軍：1D 王嘉渝 

優良：1A 練芯睿, 1B陳姿彤, 1B廖文禧, 1B 蔡穎銓, 1C鄭愷羲, 1C 蘇墻根, 1D劉盈, 1D 黃智傑,  

1D 余諾貝, 2A陳建宇, 2A吳子澄, 2D丘小蓥, 3A賴曉潼, 3A 王文琦, 3A張家敏, 3D敖龍杰,  

3D 容康懿, 4C胡順豪, 4C吳璟文, 4D 陳淑怡, 4D施樂怡, 4D 鄧海盈, 5B賴燦鵬, 5B梁嘉穎,  

5D 程寶琳, 5D梁子恩, 5D蔡東霖, 6A 陳鳳珍, 6A徐煒灝, 6B 林真懿, 6B梁凱淋, 6B衞穎琳,  

6C 吳凱欣,  

良好：2B 張梓琳, 2B蔡卓謀, 2B甄熙林, 2D 陳筱柔, 2D余健倫, 4D 呂俊廷, 6C黎東叡, 6C劉家淇,  

6C 勞彥祖 

資訊 Microsoft x 教城：創意共融編程大

賽 2017 

小學組冠軍：5A 張珈豪, 5C 陳景軒, 5D甘芷瑩, 6D李曉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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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2017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 最佳學生發明奬優異證書：4D 賴藝瑤, 4D吳錦富, 4D鄧裕城, 4D曾浚耀, 5D劉天崇, 6A 吳國靖,  

6C 張凱淇, 6C蕭智昕, 6C黃慧琳, 6C翁逸童, 3D敖龍杰 

小學校際流動應用程式編程比賽 2017 

 

優異獎：4A何文駿, 4A梁健鋒 

香港大學工程學院及香港天文台主辦

地震探測器設計比賽 

初級組優異奬：5A陳銘楠, 5A 張珈豪, 5A羅沛沂, 5B胡森志 

高級組優異奬：5C梁健豪, 5C 梁芷棋, 5D梁浩森, 5D譚軼禧 

機械人 

 

「摘星之旅」九龍東 VEX機械人挑

戰賽 2017 

最具創意大獎：4A張杰成, 4B 胡家滔, 4C黃嘉怡, 4C余治佟, 5A陳銘楠, 5A黃耀樑, 5B 陳智美,  

5B 周俊達, 5C林玥儀, 5C袁英傑 

香港機械奧運會小學組多馬達機械人

造型設計比賽 

冠軍：6C 吳澄文, 6C吳凱欣, 6D朱卓嵐 

香港工程挑戰賽 2016 小學組設計獎：4A張杰成, 4C 黃嘉怡, 5C林玥儀, 5C袁英傑 

小學組多馬達機械人造型設計比賽 亞軍：6C 吳澄文, 6C吳凱欣 

小學機械人大激鬥 2016(明智盃) 亞軍：6B 周睿權  

季軍：5B 陳智美, 5B賴燦鵬, 5C柯漪晴, 6A 白浩賢, 6B周睿權, 6B 甘藹瑩, 6B羅澤嘉, 6D林裕華,  

6D 李海源 

圖書科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說故

事粵語 

季軍:   4D梅潁忻 

優良:   4D李家毅, 4D黃世鈞, 6B 周睿權 

資優教

育 

第 14 屆國際資優解難大賽初賽 九龍東區金獎：3B楊世匡, 6C 黎東叡, 4D區芷菁, 6B羅澤嘉 

九龍東區銀獎：3A張家敏, 3B 李敏誠, 3C朱晞敏, 5C陳景軒, 6A徐煒灝 

九龍東區銅獎：3A王曉瑩, 3D 敖龍杰, 4D譚永濼, 4D溫晟揚, 5C柯漪晴, 5D譚軼禧, 6C 蕭智昕 

優良成績：        3A 楊家灝, 3D黃君豪, 3D 容康懿, 4C胡順豪, 6A 鄺慧婷, 6A黃宇匡, 6D陳智軒,  

6D 陳雅琪, 6D王澤輝 

第 14 屆國際資優解難大賽決賽 銀獎：4D 區芷菁, 4D溫晟揚 

校際優異獎：4D 區芷菁, 4D 譚永濼, 4D溫晟揚 

※於本學期(01/09/16-31/8/17)期間，本校學生共參與 69項校外比賽及活動並獲得獎項，屢計 932人次獲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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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 

 
日期 活動 參加人數(組織/年級) 

10/2016 明愛籌款，共籌得款項 30,560元 全校 

17/10/2016 成長的天空愛心之旅 1 P6(17人) 

9/12/2016 成長的天空愛心之旅 2 P5(17人) 

20/1/2017 愛心探訪 基督小先峰(20 人) 

01-03/2017 幼童軍售賣獎券，共籌得款項 3000元 P4-P6(30人) 

18/2/2017 公益金花卉義賣，共籌得款項 7000元 全校 

24/2/2017 成長的天空愛心之旅 3 P4(17人) 

24/3/2017 成長的天空愛心之旅 3 P4(17人) 

29/3/2017 公益少年團清潔社區 35人 

03-04/2017 四旬期捐獻，共籌得款項 25,679.7 元 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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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年度學校發展簡報 

學校方面： 

 1. 透過不同的計劃、服務或專家等，支援有需要的學生及其家長，提供適切到位的幫助。 

 2. 繼續安排福傳活動，向學生傳揚福音，加強學校的宗教氣氛。 

 3. 透過各科組的活動，滲入天主教的元素，引導學生認識天主，普愛善德，克己自勤。 

 4. 加強靈性、德育以及重視國家傳統文化的培育，彰顯天主教教育核心價值，並聚焦闡釋「愛德」。 

教師方面： 

 1. 教師培訓 

 a. 透過參與教區及校本的福傳活動，讓老師更了解天主教核心價值，使學校成為名符其實的天主教學校。 

 b. 參與校外支援服務劃，如：教區「天主教學校宗教及道德教育工作者專業培訓課程」、教育局「學生評估網上資源庫(STAR)」、EDB 

Development of Text Sets (DTS)for Enriching theSchool-based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at the Primary Level、教育局

「外籍英語教師計劃」、Books &Beyond Reading Club”Reading Beyond”、 Musical“Kiddies Fatasia”、 香港教育大學「數碼課

室的教學設計」、教區「評估回饋數學科教學種子計劃(AQP)」教育局「校本支援服務(數學科)」、環保基金「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

學全方位綠色學校計劃」、QEF「機械 人課程推廣」、香港精英運動員協會「動感校園計劃」、香港教育大學「塑膠資源教育--3Rs&3Cs

計劃」及賽馬會睇現節能計劃等，建立學習社群，創造專業文流的環境，共同研習及互訪觀課，加強教師的專業發展，以 提升教學效

能和支援學生的需要。 

 c. 優化小班教學中的六大要素—培訓教師課堂回饋的技巧，以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d. 透過進展性評估 FA，瞭解學生學習進度以作回饋及跟進，提升學生成績。 

 e. 利用不同的評估平台數據分析，如 AQP、SA 網上練習等，提升中、英、數學與教的效能。 

 f. 深化教師提問技巧及課堂教學，培養學生高階思維，以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g. 提供運用資訊科技的機會，培訓教師發展學生自主學習的精神。 

 h. 加強教師的專業發展，藉以加深教師對「自主學習」認識，及培育學校領導及課程領導，配合校情及發展需要，發展自主學習。 

 i. 為本校教師安排有關電子學習的講座、工作坊或參觀，讓教師能運用電子教學於課堂上。 

 

家校合作方面：  

1. 透過「級代表」制，強化家校合作的伙伴關係。  

2. 定期透過不同的渠道（通告、問卷、電話、學校網頁、智能手機校網簡化版、家長會等）保持家校的聯繫，互相協助學生成長。  

3. 家教會舉辦不同的活動(親子視藝工作坊、家教會及校友會旅行、周年大會)，透過家長的參與，增加對校政的了解和對學校的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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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方面： 

 1. 推行校本學習及支援計劃，以全校參與為本，加強照顧不同需要之學生，發揮學生的潛能及協助有特別學習需要的學生，提昇自信。  

 2. 教師以「一方向（先學後教）→三骨幹（預習、展示、回饋）→六原則」進行教學 

a. 透過重考、增撥資源，安排支援老師等策略，藉以提升學生的學業成績。 

b. 繼續舉行「伴你成長」服務計劃，以協助小一適應小學生活。 

  c. 繼續為小一及小二開設「初小功課導修班」，支援有學習需要的學生。 

  d. 外聘導師舉辦資優課程，以發展學生批判性思考能力或創意。 

  e. 學生能擁有演奏樂器的技能，達致一生一體藝的目標。  

f. 透過境外考察及交流活動，增強學生的自信心提升學生的自理能力及學習效能。  

g. 部分級別於中文科、英文科和數學科逐年推動電子學習，以發展學生自主學習精神。 

  h. 校風及學生支援方面重點培育學生的自信心、自省及自學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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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7-2018年度學校跟進項目 

管理與組織： 

 1. 中層人員培訓：鼓勵中層人員參與領導課程或擬任校長課程，以優化中層團隊。 

 2. 加強教師的專業發展，藉以加深教師對「自主學習」認識，及培育學校領導及課程領導，配合校情及發展需要，繼續發展自主學習。  

 

學與教： 

1. 參與校外支援服務計劃，教育局「學生評估網上資源庫(STAR)」【中文科】、教育局「校本支援服務」【中文科】、EDB Development of 

Text Sets (DTS)for Enriching theSchool-based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at the Primary Level、BOOKS & BEYOND Reading 

Club” READING  BEYOND”、 TOP BRIGHT ENTERPRISES LIMITED” Kiddies Fantasia 2017”、香港教育大學—「促進實踐社群以優

化小班教 

   學」支援計劃【數學科】、教區「評估回饋數學科教學種子計劃(AQP)」等，建立學習社群，創造專業文流的環境，共同研習及互訪觀

課，加強教師的專業發展，以 提升教學效能和支援學生的需要。 

 2. 教師以「一方向（先學後教）→三骨幹（預習、展示、回饋）→六原則」進行教學設計，並於課堂上體現，並透過電子學習及不同的

學習 策略(如：先自學、再釐清)發展自主學習，並提升學生的自理能力。 

 3. 優化小班教學中的六大要素──提升教師課堂回饋質素，以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4. 透過不同的網上資源，如中文科──現代出版社電子平台及智愛學習平台；英文科──「朗文」自學平台、英文電子圖書閱讀平台
( WINGS Online / in2era.com.au )及網上英文自學提升計劃(i-learner);數學科現代每日 10題」、「每週挑戰」及 STAR啟發學生自發
性學習，培養學生自學能力。 

 5. 利用 AQP 平台數據分析，提升中文、英文及數學科學與教的效能。 

 6. 參與中文科 STAR 計劃，提升學生語文水平。 

 7. 於數學科繼續參與考評局「評核質素保證平台(AQP) 」計劃，以找出學生的強弱項，從而調整教學策略，促進學生有效的學習，盡量

減少 學生之間的差異。 

 8. 外聘導師舉辦資優課程，發展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或創意。  

9. 除透過輔導、補課、重考和優化評估模式等安排，提升學生的成績外，更發展校本資優課程，提升學生創意及批判性思考能力。 

   校風與學生支援：  

1. 以全校參與為本，加強照顧不同需要之學生。 

 2. 透過外間機構如明愛的協助，開辦不同的歷奇訓練、功輔班、參觀、體驗活動等，增加學生的自信。 

 3. 彰顯天主教教育核心價值----家庭，讓學生明白「家庭」的意義，好使他們能尊重、服從父母或家中的長輩，孝順他們，達致家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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諧。 

 4. 透過常規性及境外遊活動，培養學生的自理能力。  

   

學生表現： 

   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活動，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發揮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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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表現評量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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