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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校 

 

辦學宗旨： 

1. 發揚校訓「尊道貴德」的精神，五育並重。 

2. 因材施教，發揮學生的個別潛能。 

3. 提供優良的學習環境，培養學生愛好學習及建立個人自尊。 

4. 培養學生關心及服務社會。 

 

教學目標： 

提供全人教育，讓學生在愛心中成長，在關懷中學習，啟導孩子自律明理，活

出積極的人生，修己善群。 

 

   校訓： 

  尊道貴德 

 

   教育理念： 

   1.追求卓越的表現 

   2.秉承良好的校風 

    3.培養學生的藝術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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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出席率 

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六

14-15年 98.00% 98.23%

15-16年 97.33% 97.63%

16-17年 96.97% 9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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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上課日數

可供上課 實際上課

14-15年 190 190

15-16年 190 190

16-17年 190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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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主要學習領域的課時 

小一至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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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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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1) 透過健康校園計劃促進學校發展 

本年度透過健康校園計劃促進學校發展的發展目標： 

a. 成立健康校園委員會，制定一套全面的健康政策  

b. 加設或更換學校設備，以保障校內人士安全  

c. 加強學校環境衞生，以利學生教職員學習和工作  

d. 透過培養學生正面價值觀，建立健康校園文化  

e. 透過健康技能的學習和實踐，活出健康的生活  

f. 通過家校合作及參與社區團體活動，共同推動健康文化 

g. 透過學校保健與健康措施，促進教職員及學生身心健康  

 
(一) 成立健康校園委員會，制定一套全面的健康政策 

成就 

1. 學校早於2014-2015年度成立健康校園委員會負責制訂、推行、監察及檢討學校

的健康政策及方向。學校在2016至2017年度繼續參照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

的建議及按學校發展需要，已制定一套多於30個全面的健康校園政策及相關指

引，而所有政策都能通過校務會議及法團校董會。 

2. 學校亦已全面檢視全部的健康校園政策，亦能定期向持分者作出諮詢，積極優

化各項現有的健康校園政策，及按學校需要添加重要政策。而重要的健康校園

政策亦已上載網頁供家長瀏覽，使家長明白到本校健康校園政策的內容。 

3. 學校能成功在2016至2017年度參與「中大健康校園網絡計劃」，並能透過「中

大健康校園網絡計劃」所提供的評估機制完成有關本校推行健康校園的自評，

學校更在中大健康校園網絡計劃健康促進學校認證探訪中獲得探訪人員的認同

及讚賞，故此項目達標。 

反思 

1. 可繼續申請成為「優質教育基金健康校園網絡計劃」資源學校，並恒常推展健

康教育及健康校園各項政策。 

2. 學校在未來仍要檢視全套的健康校園政策，亦按需要作出優化。 

 
(二) 加設或更換學校設備，以保障校內人士安全 

成就 

1. 為確保校舍安全，雨天操場已順利完成重鋪工程。此外，學校每月對校舍設施

會作全面檢視，倘有問題交校務處跟進維修。若涉及維修工程，學校會有專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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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向教育局申請「緊急維修」及「大型維修」。 

2. 為確保學生安全，學校巳能在有學生活動的地方貼上警示標語「警示標語」，

提示學生注意安全。在特別室按教育局指示，設置急救箱，定期檢視及更新急

救用品，也有在內貼上「使用守則」，要求學生遵守，確保學生安全。  

3. 學校已按教育局規定，在特別室如電腦室、常識室等安裝了防火設施，如滅火

筒，定期由合資格的消防設備承辦商到校保養。 

4. 學校總務組已定期巡視校舍環境，有問題即時跟進，以保障校內人士安全。 

反思 

由於學校已有 20年歴史，因此校舍維修、加設或更換學校設備仍要繼續進行，

以保障學生及校內人士安全。 

 
(三) 加強學校環境衞生，以利學生教職員學習和工作 

成就 

1. 學校已建立機制發展和保持校園衞生環境，例如學校已外聘清潔承辦商在課後

清潔課室及洗手間。學校亦會安排工友在洗手間當值協助學生正確使用洗手間。 

2. 每星期由學校老師巡視校舍，檢視蚊患水漬，在有需要時跟進。 

3. 此外，學校亦已完成檢查學校水質，以確保水質達安全標準。 

4. 為培育學生愛護校園和大自然環境，學校鼓勵學生出任「清潔糾察」及「環保

大使」協助推動清潔及環保教育，增加宣傳健康訊息。 

5. 學校亦已於學校網頁設專頁，宣傳健康訊息。 

6. 學校十分鼓勵學生參與環保團體或學校舉辦的環保活動，學生皆踴躍參加各項

環保活動，多於 70%同學喜歡參與活動，項目達標。 

反思 

為了讓學生及教職員有一個更衞生及更安全的學習環境，學校會積極申請校

外資源適時更換及維修設施。 

由於地下及1/F廁所水箱在2015-2016年已更換，所以今年度不用跟進。 

 
(四) 透過培養學生正面價值觀，建立健康校園文化 

成就 

1. 在 2016至 2017年度學校透過不同活動或計劃積極培養學生正面價值觀，以建

立健康校園文化，已成功完成及達標的活動或計劃包括有德育及公民教育科

自我挑戰獎勵計劃、藝力展示、天才表演、藝術日及陸運會等。 

2. 學校亦設立獎項，如學業獎、操行獎、禮貌獎等，表揚學生各方面的良好表現。

除了課堂學習，學生亦能透過參與各項校內校外的活動和比賽，培養團隊合作

和體育精神。再者，校內活動也能讓各級同學互相認識和學習，讓他們發展潛

能和多元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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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校鼓勵學生發展領袖技能和與人溝通的技巧，各組都能推行活動或

課程，包括有一人一職、 班長會訓練、 風紀訓練、 清潔糾察訓練及生命教

育課程等。全校多於 70%學生參與有關活動及課程。 

4. 學校亦推行了不同類型的學生領袖訓練計劃，如環境大使，以及舉辦多元化的

課外活動予學生參與，透過校外活動和比賽，期望學生能肯定自己和欣賞別人。

學校亦透過不同途徑向學生灌輸關懷友愛、和平共處的訊息，例如推行「伴我

小象行」計劃等，提供機會讓高年級的同學學習照顧低年級的同學，同時讓低

年級同學感受到被關愛的氣氛。 

5. 為營造關懷友愛的環境，學校已積極制定措施鼓勵學生和教職員彼此支持和

關顧，例如伴我小象行、一領一計劃、敬師活動等維持校園和諧。在持分者學

生問卷所得，學生在「我對學校氣氛的觀感」中多於 95%學生認同「老師關心

我」及「我和同學相處融洽」。 

反思 

來年學校將會恒常推展活動及計劃以培養學生正面價值觀，建立健康校園文

化。 

 
(五) 透過健康技能的學習和實踐，活出健康的生活 

成就 

1. 在 2016至 2017年各科組已按周年計劃優化及完成提供健康教育課程或活

動，也讓學生透過健康技能的學習和實踐，提高學生對健康生活的意識，

培養及實踐健康生活態度，全部項目達標。 

2. 學校能有系統地透過課程或活動推行健康教育，並廣泛涵蓋「十大健康主題」

的內容。學校亦能按不同年級學生的需要來推行健康教育課程，讓每位學生對

每個健康主題有充份的了解。 

3. 學校能運用多元化、具創意和以學生為中心的健康教學策略和活動形式來推行

健康教育。學校為全校學生每星期安排足夠體育課，並提供多種類型的體育聯

課活動，推廣普及運動。學校亦就健康教學而佈置合適的教學情境及學習環

境，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及效果。 

4. 全方位學習組已為全校學生在全方位學習週安排配合健康生活的參觀活

動。學校亦已鼓勵和支持教師接受相關培訓以協助推展健康教育課程或

活動。 

5. 在校內劃出一個地方或網頁擺放與健康相關的資訊和資源，讓學生以及大眾瀏

覽和索取資訊。 

反思 

學校就健康教育已編訂了一套課程或活動，在未來仍要給予學生實踐的機

會，令健康生活的態度得以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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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通過家校合作及參與社區團體活動，共同推動健康文化 

成就 

1. 在2016-2017年度學校通過家校緊密合作，成功令家長參與籌劃及推展學校健康

校園相關的活動，共同推動校園健康文化。活動包括有家教會義工午膳試飯活

動，20周年校慶活動及家長講座包括身、心、社交、靈各方面等。各活動都獲

得眾多家長支持，家長參與人次皆多於10%；學校亦已邀請家長加入不同小組如

健康校園促進小組、午膳監察小組、小食部監察小組等定期召開會議，共同為

建立一個健康及愉快的校園而努力。 

2. 學校亦不斷就健康校園的推展情況與不同夥伴分享意見，共同評估學校之發展

需要及探討相應計劃的安排，如與道教青松小學及新加坡交流團作交流等。學

校也積極參與不同機構和社區團體活動，共同推動健康文化，例如參加Mooo Fit

第一屆校際燃燒卡路里挑戰賽、區際陸運會、植樹、清潔香港、社區活動表演

及探訪老人等。 

3. 學校亦已積極鼓勵家長參與區內外健康組織活動，如香港中文大學優質

教育基金健康校園網絡計劃、中文大學舉辦的「心繫家庭」計劃及食

物營養講座等。100%參與計劃家長表示計劃效果良好。 

反思 

家長的支援是學校珍貴的資源，學校需要繼續透過家校合作，同時充份利用社

區資源，在未來恒常推展健康文化。 

 
(七) 透過學校保健與健康措施，促進教職員及學生身心健康 

成就 

1. 學校已訂立一套有效保健與健康措施，以促進學生身心健康，協助監察、控制

和應付傳染病的發生，學校會鼓勵學生接受適切的防疫注射，並記錄及跟進學

生的免疫接種情況，以預防一般的傳染病；學校鼓勵學生關注身體保健及每年

至少安排學生進行一次健康檢查；學校也鼓勵學生關注口腔健康及作定期牙齒

檢查；學校亦定期量度、記錄和分析學生的身高和體重，並將結果通知學生、

家長或監護人，以及進行有關跟進工作，如為BMI過重學生提供多做運動計劃。

此外， 學校為學生建立和保存全面的個人健康檔案，以及記錄全校學生的最新

健康狀況，把全體學生病歷紀錄表按學籍表存放。學校也為有特別需要的學生

提供適切的評估及跟進措施等。 

2.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已舉辦「健康大使」計劃及選舉，全校共100%學生參與選舉 。 

亦已舉行開心果月活動，超過50%學生有吃水果，故此項達標。 

3. 健康大使能於每月兩次突擊檢查同學午膳和小食，學生都能做到健康飲食的要

求。 

4. 為促進教職員身心健康方面，學校積極在校內推廣職業安全健康，並鼓勵及支

持員工參加相關的培訓。學校已訂立制度關顧員工的情緒健康，本年度校方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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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全體老師及職員舉辦有關情緒健康講座。校方亦已為教職員安排由青松觀提

供的醫療福利。學校也不斷優化及添置學校設施，期望為員工提供一個健康及

安全的工作環境。 

5. 本校已申請成為「優質教育基金健康校園網絡計劃」夥伴學校，並參與認證計

劃。 

6. 本校已參加衞生署舉辦的「至營學校認證計劃」，並獲基礎認證。 

7. 校方亦已提高教職員合資格急救人員至十人。 

反思 

1. 學校十分重視學生的身心健康，因此未來會繼續推展關愛文化，亦會重點培育

學生正向心理。 

2. 學校會優化「多做運動」計劃，讓學生養成做運動習慣。 

3. 學校會於來年的水果月多加宣傳，期望更多學生能自備水果。 

 

關注事項：2) 提升學生高階思維能力，促進學與教 

本年度提升學生高階思維能力，促進學與教的發展目標： 

a. 教師能夠掌握及運用高階思維教學策略及技巧 

b. 在學與教活動中加強運用高階思維能力 

c. 在不同學習領域，發展校本高階思維能力架構 

 
(一) 教師能夠掌握及運用高階思維教學策略及技巧 

成就 

1. 成功尋找外間資源合作推展高階思維教學，如教育局聯校資優教師培訓講

座，常識科參與資優教師網絡計劃。 

2. 完成教師培訓，約 109人次教師接受有關高階思維專業發展培訓。 

3. 各主科專業分享內容能夠配合高階思維技巧的教學策略及技巧，老師對設計

高階思維教學策略及技巧有更深入的認識。 

4. 各主科仍繼續優化有關高階思維元素內容之教學活動設計，並已標註在進度

表上。 

5. 在觀課交流會中教師們討論運用高階思維的教學情況及學生的學習表現以回

饋教學，教師掌握及運用高階思維策略及技巧已見成熟。 

綜觀以上各項，教師能夠掌握及運用高階思維教學策略及技巧達標。 

反思 

1. 建議教師仍須多參與高階思維教學策略的專業進修，與時並進。 

2. 建議教師在課堂上仍多運用高階思維教學技巧及加強教學反思，引導學生思

考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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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議教師亦可多運用架構以外的高階思維教學策略於教學上。 

 
(二) 在學與教活動中加強運用高階思維能力 

成就 

1. 中、英、數、常四科在教學設計中已加入高階思維元素，並完成設計高階思維

工作紙。另外，中、英兩科本年新增兩項高階思維技巧。 

2. 各主科於教學設計、課程進度及課業中加入高階思維能力元素。 

3. 從觀課所見，學生在教師指導下都能夠回答高階思維問題，以及在課業中能夠

運用高階思維能力。 

4. 從檢視學生課業中，大部分學生能夠正確運用高階思維能力。 

5. 為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教師設計分層工作紙，為能力稍遜學生提供小錦囊，

協助他們運用高階思維技巧解決問題。 

6. 從家長問卷調查，超過八成的家長同意或極同意學校幫助學生培養高階思維能

力。 

綜觀以上各項，在學與教活動中加強運用高階思維能力達標。 

反思 

1. 建議教師繼續運用高階思維問題，以培養學生的分析、綜合、評鑑、創意及解

難能力。 

2.  建議繼續培養學生在自主學習階段中仍然能夠運用高階思維技巧策略進行學

習。 

3.  建議鼓勵學生嘗試設計及互相提問含有高階思維元素的問題，以提升其解難能

力，並進一步多運用於恆常學習生活中。 

 
(三) 在不同學習領域，發展校本高階思維能力架構 

成就 

1. 中、英、數、常各科已完成建立科本的高階思維教學策略發展能力架構。課程

組亦已集合及統整了架構。 

綜觀以上各項，在不同學習領域，學校發展校本高階思維能力架構達標。 

反思 

高階思維教學策略發展能力架構成為學校各科任教師在未來教學上的參考資

料，以發展學生的高階思維能力。高階思維教學策略亦會成為恒常可應用的教學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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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與教 
 

    本校於小一至小六推行小班教學，教師運用多元化教學策略，並以合作學習

教學模式上課，有效照顧學生學習差異，有助提升學與教之效能。老師能透過共

同備課、同儕觀課及評課，調適各級課程，不但照顧學生學習差異，也能反思教

學過程，優化學與教。本年度共同備課的重點是呼應本年度學校關注事項，並加

入自主學習及小班教學元素，著重師生及生生互動，為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同

時切合不同學生的學習需要。 

  

    在健康校園計劃方面，各科大致上都能按原訂計劃將健康生活的訊息融入課

程，讓學生認識健康生活的重要性。如中文科四至六年級已在上、下學期的課程

中加入以健康校園為主題的寫作，有關佳作已在中文科展板上展示；英文科以健

康生活為主題，於試後舉行英文日營，透過全方位活動提升學生對健康生活的認

識；數學科四至六年級於教授立體圖形課節後，利用環保物料，製作立體圖形模

型，以帶出健康生活意識；常識科透過專題研習，讓學生明白健康生活的重要性

等。另一方面亦安排全方位參觀活動，提升學生對健康生活的認識；音樂科與視

藝科合作，舉辦「藝術日」，設計與健康生活有關的攤位遊戲，讓學生從遊戲中

關注健康生活；德育科以全校參與模式推行「欣賞生命 感恩自愛 做個健康快樂

人」自我挑戰獎勵計劃，培養學生健康的生活態度。 

 

    在提升學生高階思維能力，促進學與教方面，學校繼續安排及鼓勵教師參與

專業培訓，讓教師能夠掌握及運用高階思維教學策略及技巧。透過共同備課、觀

課及評課，亦能加強教師運用高階思維教學策略，以及評估教師運用高階思維教

學策略的效能。為加強學生運用高階思維能力，各主科教師共同商討高階思維教

學策略及技巧，優化有關的教學設計及課業，同時，各科按既定的高階思維架構

設計含有高階思維元素的課堂活動及課業。在藝術範疇方面，音樂科設計工作紙

及歷程檔案時，加強學生對音樂術語的認識，並運用音樂術語來評賞作品及抒發

感受；視藝科則安排學生於周會時段評賞畫家作品及學生作品，都是以提升學生

的評鑑能力為目的。資訊科技科在教授通識課程時，以資訊素養為題之網上時事

作討論，從不同層面及角度讓學生思考，加強學生反思及解難能力。 

 

    課程方面，英文科三年級參加「教育局英文科校本支援計劃」，由教育局人員

到校支援三年級教師，透過共同備課、觀課及評課，並為課程給予專業意見。英

文科六年級參加香港中文大學「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校本支援計劃

2016/17，透過支援備課、觀課及評課，加強運用合作學習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

增加生生互動及以強帶弱，從而提升學與教效能，四位科任教師被邀請與他校分

享教學成果與心得，有助提升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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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科參加「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數學領袖教師學習社群(2016/17)」，數學科

教師每月出席社群會議，與他校教師交流教學經驗，回饋教學，從而提升教師的

教學能力及提升學生的數學水平。本校教師曾獲邀請參與公開觀課，分享學習成

效。 

 

    常識科三、六年級參加「資優教育教師網絡計劃」，主要引入「高階思維十三

式」，優化課堂教學及課業，透過跨校教師備課、觀課及評課，能優化提問技巧及

教學流程，提升教師的教學能力及學生的高階思維能力。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參加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組主辦「價

值觀教育學習圈計劃」，把繪本教學加入一至六年級校本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內，

以培育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和態度。教師從透過與不同學校的教師交流觀課，

學習對方在德育科不同的課題上的教學策略，令學校及老師皆獲益良多。而且透

過共同備課、觀課及評課，有助教師專業發展，亦有助學校的領導層規劃及領導

未來的德育及公民教育科課程發展。 

 

    圖書科積極與中文及英文科合作，鼓勵學生閱讀網上圖書及電子圖書，提升

學生閱讀興趣，並指導學生閱讀及學習策略，讓學生掌握不同的學習方法，協助

學生培養自覺學習能力，進一步提升學習效能。圖書科亦積極尋找外間資源，參

與公共圖書館的閱讀計劃，讓學生認識自學資源，從而提升自學能力。 

 

    學校秉承在課程上所累積的成果和經驗，繼續優化學與教，期望能照顧學生

學習多樣性，亦能強化學生終身學習所需的自主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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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學校相信關愛互助的校園，能培養學生的歸屬感，令學生喜歡上學，樂於學

習，所以本校一直以「全校參與」的模式推展關愛及共融文化，致力把學校建構

成一個關愛的校園。學校亦在近三年裏制定了一套健康校園政策，推展健康校園

理念，以幫助學生發展健康的生活習慣、建立正面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為了更適切地支援學生學習，學校在多年前已成立支援學生學習組，以學校

層面策劃和統籌全校支援學生學習政策，以及推行評估工作。在 2016 至 2017 年

支援學生學習組的重點目標是照顧個別差異，提升學生學習動機；提升學生的自

信、自律及自强精神；推展家長教育以協助家長培育孩子健康成長；以及促進對

外聯繋，爭取校外資源，支援學生學習。 

 
本學年支援學生學習組繼續優化有關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政策，並定

期檢視目標和成效。學校在支援學生的政策及措施已十分完備，項目包括有課前

輔導教學班、抽離式的分組教學班、課後功課支援班及小組服務等。本年課前輔

導教學班共有七班，為學生進行主科的補底工作。老師需要按學生的學習需要設

計適切的課程，協助學生鞏固學科知識，提升學生對學習的興趣。在學期終結時，

老師亦會評估學生的學習情況以檢視成效。此外，輔導教學組積極推展「乘風破

浪展才能」獎勵計劃，以「守時」、「積極學習」、「學業進步」及「自律守規」等

四方面嘉許進步的學生，從而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在本學年，約一半參加輔導教

學的學生的成績有提升，而共有 92.8%參加輔導教學班的學生在問卷調查中同意

「輔導教學組能有助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總結而言，本年度輔導教學組工作成

效達標。 

 
本校共開設兩班抽離式英文分組教學班，目的是在小組教學下，增加老師對

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的照顧。本年度三及五年級英文分組教學班推行順利，從

問卷調查所得，老師及學生同意分組式教學班能照顧學生學習差異，提高學生參

與課堂活動的機會，從而有助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此外，本年度非華語學生學

習措施也成效可見，獲得家長認同。 

 
為培養學生的責任感、包容及關愛的精神，學校推展了不同的服務學習活動，

如義工服務、賣旗及捐款等。學校也恒常安排學生擔任不同的服務崗位，如班長、

風紀、小老師、清潔糾察、圖書館管理員及大哥哥大姐姐等。學生大都踴躍參加

活動，樂於服務，令人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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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早識別」及「及早支援」是本校的一個重要支援的政策，本年度輔導組

已順利完成執行「小一、小二及早識別計劃」、「中英數 LAMK卷評估」和校本轉介

輔導服務。此外，輔導組亦有繼續推展不同的學習支援計劃，如「加強言語治療

服務」、「成長的天空」計劃、課後「功課輔導小組」及「功課日日清」等，讓

不同程度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能夠得到最適切的支援與照顧。訓導組也推行「一

領一」訓輔計劃，委任陽光老師照顧校內有情緒及有特殊需要的學生，讓其弱項

得以改善並重拾自信，合力建構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 

 
    學校非常重視學生全人發展，期望學生能按其不同潛能，發揮所長。本校藝

術發展組、活動組及資優組能有效地推行不同計劃及活動培育學生成長。藝術發

展組及活動組在本年度，為學生提供多於四十項全方位的活動，培訓學生多元智

能的發展。而資優組就繼續以三層架構模式推展「耀星資優培訓計畫」以培育資

賦優異的學生。在本年度，資優課程包括有四個資優核心課程、辯論隊、中文圖

畫書寫作、童心寫童詩、英文卓越班、英文戲劇班、數學智力、科學探究、「小畢

卡索」班、「小莫內」班及校園小記者培訓等。資優組更增加了網上自學平台及參

加多次的校外比賽，加强對資優學生在第三層的支援。 

 
    總括而言，學校十分重視學生成長的支援，本年能靈活地統合和調配資源，

亦能夠緊貼實際學生及校情的需要，從計劃、推展、評估推展支援政策和措施，

以達到期望的成效。在下年度學校會跟進及優化學生成長的支援，令學生得到更

適切的支援，促進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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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年度 

推行「全校參與」模式融合教育的政策、資源及支援措施 
I.政策  1. 本校致力營造關愛共融的校園文化，以「全校參與」模式共同承

擔責任，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適切的支援； 

2. 有效調配資源運用，為學生提供適切和多元化的支援服務，以提

升學生的學習效能及協助他們融入校園生活；及 

3. 學校一向視家長為重要合作夥伴，致力推動家校合作，建立恆常

而有效的溝通機制，積極與家長配合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

生。 

 

II.資源  為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及成績稍遜的學生，本校獲教育局增撥額外

資源包括 

⚫ 學習支援津貼； 

⚫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   德育及公民教育津貼；  

⚫   全方位輔導服務津貼； 

⚫   新來港學生支援津貼； 

⚫   非華語學生支援津貼； 

⚫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津貼； 

 

III. 

支援措拖  

及資源運  

用方式  

本校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及成績稍遜的學生提供下列支援措施： 

1. 「支援學生學習組」負責策劃、推行、檢視各項學生支援工作， 

按學生的需要，為學生安排有系統而合適的校本支援服務； 

2. 「學生支援小組」跟進及協調各項特殊教育支援措施，由副校

長作領導，成員包括支援學生學習組主任、課程組主任、學務

組主任、訓輔組主任、德育及公民教育組主任、資優組組長、

活動組主任、班主任、教育心理學家及各學科教師等； 

3. 運用不同資源額外增聘4名教師、1名學生輔導人員及3名教學助

理與全校教師以「全校參與」模式照顧個別差異；  

4. 調配資源安排教學助理以協作教學模式，在課堂上支援有嚴重

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5. 安排輔導教學班，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及學業成績稍遜的

學生提供小三、小四及小六中文輔導班、小二、小四及小六英

文輔導班及小三數學輔導班； 

6. 安排小三及小六星期六補課班； 

7. 於小三及小五年級推展英文科的分組教學班； 

8. 運用加強言語治療津貼購買「言語治療服務」，為有言語障礙的

學生提供全年共168小時到校服務，服務內容包括小組、個別言

語治療或訓練、家長講座、於小二及三年級進行入班協作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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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影片播放活動；  

9. 安排導師於課後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功課輔導； 

10.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及學業成績稍遜的學生提供課程、功

課、默書和測考調適；  

11. 邀請不同專業人士為教師提供培訓，如邀請校本教育心理學家

提供「正向心理」教師培訓； 

12. 安排教師分享會以提升教師對特殊教育專業知識； 

13. 為新來港學童舉辦「新來港學生英文適應課程」，以助他們增加

英文科的知識； 

14. 為學生推行多元化的學習模式，安排「生命教育車」、「護苗車

課程」及「環保車課程」等； 

15. 為學生安排「街坊小子」木偶劇場，以增加學生對有特殊教育

需要學生的認識及接納； 

16. 與輔導教學組合作，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及學業成績稍遜的

學生推行「乘風破浪展才能」自強自信計劃，以提升他們學習

動機； 

17.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及學業成績稍遜的學生安排「悅讀小達

人」、「悅讀無限Fun」和「高效記憶力」，以提升他們的學習技

巧和自信心； 

18. 為專注力不足的學生安排「專注so funny」小組，及與教育局

特殊學習組合辨「執行技巧」訓練小組，以幫助他們學習有關

提升專注力的技巧； 

19. 為社交能力稍弱學生，安排「有益連結」社交小組，增加學生

的社交技巧； 

20. 為自閉症學生安排賽馬會「喜伴同行」計劃，提升學生的社交

溝通、情緒調控和解決困難等技巧； 

21. 提供不同類型的家長講座，以切合其需要，本學年的主題包括「用

讚賞為孩子打氣」、「兒童及青少年的焦慮問題」、「心繫家庭」

家長教育計劃、「處理孩子情緒」、「可以不打機嗎?」、心晴

行動家長工作坊、「中文識字策略」家長工作坊、「提升言語能

力」家長講座； 

22. 為小一被識別有顯著及輕微學習困難的學生，安排課後的功課

輔導班，以助學生解決功課上的疑難； 

23. 為抗逆能力較弱而被挑選的小四學生舉辦「成長的天空計劃(小

學)」輔助課程及小五、小六學生舉辦「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

強化課程，以協助學生建立自信、重新認識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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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學業表現 
 

⚫ 本校六年級多於 90%學生獲派首三個志願。 

⚫ 本校一至六年級已推行小班教學，運用合作教學方式進行學與教，以照顧學生

學習多樣性、增加生生互動及以強帶弱。 

⚫ 學生於中文科之表現： 

◼ 小一繼續推行「高效識字」課程，加強學生筆順、部件識字、漢字結構等

知識，有效鞏固學生語文知識基礎。 

◼ 小二繼續推行「喜閱寫意」計劃，照顧班中中文能力稍遜之學生，此計劃

有效提升閱讀流暢度及提升學生對字形結構的認識。 

⚫ 學生於英文科之表現： 

◼ 小一至小三繼續參加教育局閱讀及寫作計劃﹝PLPR/W﹞，並恆常作檢討及

課程檢視，以配合學生閱讀及寫作能力。學生閱讀能力顯著提升，寫作能

力亦見進步。 

◼ 三年級參與「教育局英文科校本支援計劃」，由教育局專業人員與三年級科

任教師共同備課、觀課及評課，並為課程提供專業意見。 

◼ 六年級參加香港中文大學「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校本支援計劃

2016/17，中文大學導師與本校老師協作，與六年級教師共同備課，透過同

儕觀課及評課，回饋及改進教學，有效提升學生學習能力及興趣。 

⚫ 學生於數學科之表現： 

◼ 本年度全體數學老師參加由教育局資優組舉辨的「再探高階思維」研討會，

加強對高階思維教學策略的認識。老師於共同備課時段共同商討本科高階

思維教學策略及技巧，以協助學生學習，有助發展學生高階思維能力。 

⚫ 學生於常識科之表現： 

◼ 四年級參加「資優教育教師網絡計劃」，教師與其他學校進行備課、觀課及

評課，此計劃能提教師課堂提問技巧，有助發展學生高階思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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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識科設有高階思維架構，有系統地於各年級教授各項「高階思維十三

式」，學生能循序漸進地掌握及運用各技巧。 

◼ 各年級課程中優化「生活技能課」，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 透過運用「高階思維十三式」，老師和學生一起討論和分析社會時事，藉此

培養學生自主獨立的批判性思維及關心社會的態度。 

⚫ 本校課程涵蓋視覺藝術知識，如視覺語言、構圖技巧和各類創作媒介，並透過

校本的《視藝學習紀錄冊》及《創作天地》，有系統地培養學生的創意、想像

力及藝術評鑑能力。 

⚫ 本校積極鼓勵學生多閱讀及多寫作，四至六年級學生的閱讀報告作品，經學校

推薦後參加康民署及香港公共圖書館合辦的「兒童及青少年閱讀計劃」：「我的

閱讀分享」中獲高小組九月份每月之星及家庭組十月份每月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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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22男生處於可接受範圍的百分比

 

 

學生在學業以外表現 

學生在體適能方面的發展 

依據「學校發展與問責」數據電子平台(ESDA)數據顯示，本年度各級學生之可

接受重量範圍。 

 

 

 

 

 

 

 

 

 

 

 

 

 

 

 

 

 

 

 

 

按數據顯示，於 16至 17年度，除四年級男生未達略低於 75%外，各級學生的

可接受體重百分比均達 75%或以上。期望透過各宣傳活動、體適能訓練、開展不同

的體育興趣小組等，可鼓勵學生多做運動，從而提升學生的體格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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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參與校際項目和制服團體的情況 
  

2016-2017年聯課活動及制服團體的學生參與人數 

校際體育項目 110 

學校舞蹈節 12 

學校音樂節 90 

學校朗誦節 237 

香港少年領袖團 42 

女童軍 16 

公益少年團 108 

少年警訊 24 

步操樂團 22 

 

2016-2017年校際活動獲得的獎項 

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詳情 
體育 區際運動會 女子乙組跳高冠軍 

女子丙組跳遠冠軍 

團體女子丙組亞軍 

女子乙組跳高亞軍 

女子乙組壘球亞軍 

女子丙組壘球亞軍 

女子甲組 100米季軍 

女子甲組 4X 100 米接力季軍 

女子丙組 60米季軍 

男子丙組跳遠季軍 

團體女子乙組殿軍 

女子甲組 60米殿軍 

女子乙組跳遠殿軍 

男子乙組 60米殿軍 

男子乙組 100米殿軍 

男子乙組 4X 100 米接力殿軍 

校際羽毛球比賽 男子單打冠軍 

女子單打季軍 

女子單打殿軍 

男子團體亞軍 

女子團體亞軍 

校際乒乓球比賽 男子團體冠軍 

女子團體冠軍 

男子單打冠軍 

男子單打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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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單打季軍 

女子單打殿軍 

分齡乒乓球比賽 男子青少年單打 MJ組冠軍 

校際籃球比賽 女子組殿軍 

大嶼山區小學校際排球賽 男子組亞軍 

校際游泳比賽 男子乙組團體亞軍 

男乙 50米自由泳冠軍 

男乙 50米背泳冠軍 

男乙 50米蛙泳亞軍 

男乙 100米蛙泳亞軍 

女甲 100米自由泳亞軍 

男乙 100米自由泳季軍 

男乙 4x50米自由泳接力季軍 

女甲 50米蝶泳季軍 

女甲 100米自由泳季軍 

女乙 100米蛙泳季軍 

男丙組團體殿軍 

女甲組團體殿軍 

男乙 50米蝶泳殿軍 

男丙 4x50米自由泳接力殿軍 

女甲 4x50米四式接力殿軍 

女丙 50米自由泳殿軍 

女丙 50米蛙泳殿軍 

離島區分齡游泳比賽 100米蝶泳季軍 

200米自由泳亞軍 

全港小學柔力球套路比賽 集體指定套路三冠軍 

個人自選套路亞軍 

個人自選套路殿軍 

雙人自選套路亞軍 

集體自選套路亞軍 

集體指定套路一季軍 

集體指定套路二季軍 

單車同樂日暨校際公開挑戰賽 冠軍 

亞軍 

離島區啦啦隊比賽 季軍 

 第一屆小學校際燃燒卡路里挑戰賽 最高燃燒卡路里總數殿軍 

老師教職員卡路里總數冠軍 

老師教職員卡路里總數亞軍 

學生卡路里總數第六名 

全港學界閃避球錦標賽 2017 (新界

西)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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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誦 校際朗誦節 小學一、二年級男女子中文集誦冠軍 

小學四至六年級男子英文集誦冠軍 

小學五、六年級女子中文集誦季軍 

小學一至三年級女子英文集誦季軍 

小學一、二年級男女子普通話集誦良好獎 

中文獨誦亞軍一名季軍二名 

英文獨誦亞軍一名季軍五名 

普通話獨誦季軍一名 

音樂 校際音樂節 合唱團獲優良獎 

節奏樂獲優良獎 

鋼琴組季軍 

鋼琴組優良獎 9 名 

鋼琴組良好獎 8 名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 初級組銀獎 

侯寶垣盃小學校際音樂比賽 2項銀獎 

2項銅獎 

學校動感聲藝展 2016/17  小學演藝組最佳演出獎銀獎 

香港步操樂團公開賽 2016  銅獎 

香港敲擊樂大賽 2016 環保敲擊樂銀獎 

西洋敲擊樂優異獎 

第六屆亞太區藝術家協會朗誦才藝

比賽 

亞軍 

舞蹈 屯門區舞蹈比賽 銀獎 

戲劇 「香港學校創藝展」比賽 最佳記譜銀獎 

最佳音樂銀獎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劇本獎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演員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整體演出獎 

學術 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 金獎第一名 1名 

金獎 2名 

銀獎 10名 

銅獎 18名 

優異獎 10名 

「2017小學組最佳培育獎」 

全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計算競賽二等獎 1名 

計算競賽三等獎 1名 

數學競賽三等獎 2名 

個人總成績三等獎 2名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

HKMO Open》 

金獎 3名 

銀獎 5名 

銅獎 2名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晉級賽） 

一等獎 3名 

二等獎 8名 

三等獎 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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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總決賽) 

一等獎 1名 

二等獎 3名 

三等獎 5名 

全港小學數學比賽(離島區) 離島區全場總亞軍 

離島區全場總殿軍 

數學急轉彎亞軍 

數學急轉彎季軍 

創意解難冠軍 

創意解難亞軍 

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金獎 2名 

銀獎 3名 

銅獎 9名 

「澳洲數學比賽(香港區)」比賽 1 人獲 High Distinction 

16 人獲 Distinction 

10 人獲 Credit 

1 人獲 Merit  

10 人獲 Participation 

「2017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英文科)」 

1 人獲 Credit 

7 人獲 Participation 

「2017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英文寫作)」 

1 人獲 Participation 

「2017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科學)」 
1 人獲 High Distinction  

1 人獲 Distinction 

4 人獲 Credit 

1 人獲 Merit 
香港小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 銀獎 

第 28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初賽一等獎 1名 

初賽三等獎 4名 

決賽優良獎 6名 

The 7th English Radio Drama 

Competition 

銀獎 

最佳演員獎 

1617國際資優解難大賽 金獎 2名 

銀獎 2名 

銅獎 1名 

第十一屆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 銅獎(初賽) 
優異獎(總決賽) 

「當光影遇上文字」創意寫作比賽 小三至小四組冠軍 

小三至小四組季軍 

視覺

藝術 

屯門盆景蘭花暨環保種植展覽填色

及繪畫寫生比賽，園圃攝影比賽及我

校園圃攝影比賽 

環保盆栽比賽金獎 

園圃設計比賽銀獎 

園圃攝影比賽(我的校園)銀獎 

園圃攝影比賽(青松觀園圃)銅獎 

第十五屆「小手創造大紀錄」《小願

望大夢想設計大賽》 

高級組季軍 

課外 

活動 

香港校際盃珠心算比賽 亞軍 1項 

季軍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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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異獎 1項 

「抗毒同行野外定向比賽」 亞軍 

季軍 

優異獎 3項 

「我的悅讀分享」 高小組九月份每月之星 

家庭組十月份每月之星 

第四屆全港小學 Hip Hop比賽 甲級獎 

Hau Po Woon Cup 2017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ompetition  

冠軍 

亞軍 

全港小學 STEM 比賽 第 4-6名 

傑出表現獎 

小學太陽能模型車 mini奧運會 2017 負重挑戰賽亞軍 

 保良局章馥仙中學廿周年校慶離島

區邀請賽 

亞軍 

最佳合作獎 

The Best Performance Award 

The Most Creative Performance Award 

The Second Runner-up Award 

The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Award 

The First Runner-up (Maximum Power 

Generation Award) 

The Best Design Concept Award 

The Third Runner-up (Largest Flight 

Distance Award) 

The Champion (Longest Flight Time(Group) 

The Longest Flight Time Award (Individual) 
 

 

 

2016-2017年參與社會服務的情況 
性質 詳情 參加人數 

捐款活動 公益金便服日 全校 

公民教育及文化活動 探訪老人院 40 

公民教育及文化活動 探訪幼稚園 20 

公民教育及文化活動 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 150周年活動 50 

公民教育及文化活動 公益金賣旗日 100 

公民教育及文化活動 離島區學校聯誼日 50 

公民教育及文化活動 「愛自然｣海岸清潔行動 20 

公民教育及文化活動 2017全港幼小 STEM科技教學分享會 20 

公民教育及文化活動 「慶祝香港特別行政區成立 20周年---離島區社區同樂日」 10 

   

 



青松侯寶垣小學                                 2016-2017 年度學校報告 

26 

 2016-2017財務報告 

  收入 ($) 支出 ($) 

承上結餘 (政府資助及學校津貼)   258,810.35   

I.  政府資助     

  (1)  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甲)  一般範疇     

行政津貼 /修訂的行政津貼           1,436,724.00        1,303,868.51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407,768.00          346,097.00  

經擴大的營辦津貼的基線指標          1,180,679.19    

學校及班級津貼               6,162.04          490,312.35  

升降機津貼            56,388.00  

校本管理補充津貼                  -            155,267.35  

學校課程發展津貼                  -             36,484.80  

小結：          3,031,333.23        2,388,418.01  

(乙)  特殊範疇 #     

學生服務輔導津貼-學習支援            931,714.00          940,251.67  

額外的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136,624.00          136,624.00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126,918.00          105,620.00  

校本輔導方式的輔導及訓育計劃經費津貼                  -                   -    

校本新來港學童支援計劃             14,304.00            3,800.00  

英文廣泛閱讀計劃                  -                   -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                   -    

學校發展津貼-為老師創造空間            718,991.00          664,954.78  

成長的天空(小學)            110,141.00          108,966.00  

小結：          2,038,692.00        1,960,216.45  

 (2)  綜合家具及設備津貼           216,161.70  

II.  學校津貼 (一般津貼)        

(1) 堂費                   -                   -    

(2) 捐款              1,400.00                 -    

(3) 籌款             50,719.20           14,080.00  

(4) 具特定用途的收費 (包括空調電費)            175,150.00          173,134.77  

(5) 仁濟醫院第十九屆德育及公民教育計劃              2,500.00            4,005.00  

(6) 牙保             11,300.00           11,300.00  

小結：            241,069.20          202,519.77  

學校年度總盈餘     

學校年度終結總盈餘            751,286.98    

          5,518,602.91        4,767,315.93  



青松侯寶垣小學                                 2016-2017 年度學校報告 

27 

回饋與跟進 
      學校發展的基本原則是以自評為主，外評為輔，互相配合，並會緊貼教

育趨勢，不斷自我完善，積極提升學生的學業和非學業表現。學校會根據辦學

宗旨、使命宣言、願景、學生需要及家長意見等因素，擬訂三年關注事項。本

年度是學校推展「透過健康校園計劃促進學校發展」及「提升學生高階思維能

力，促進學與教」這兩項關注事項的第三年，即是周期的最後一年。總結過去

一年，學校一直按照「策畫推行評估」的工作循環，持續改進，各科組均能

聚焦推展這兩個關注事項，努力確立清晰目標及評估策略，也能適時回饋跟進，

推動學校發展，因此本年度各項工作計劃皆能全部順利達標，成效顯著。 
 

在「透過健康校園計劃促進學校發展」方面，2015至 2016年學校已成為香

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健康校園網絡計劃資源學校，更在

健康促進學校認證獲銀獎。在本年度，學校繼續獲得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健康

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協助，進一步按健康促進學校的要素優化第三年計劃，並

成功完成七大範疇的項目及自我評估機制，達到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健康

校園委員會的要求。此外，在「提升學生高階思維能力，促進學與教」方面，

學校已成功在不同學習領域，發展校本高階思維能力架構，並能透過專業培訓

讓教師掌握及運用高階思維教學策略及技巧，亦在學與教活動中加強運用高階

思維能力，從而提升學生的解難能力及多角度思考，加強其思維能力。 
 

德育及公民教育對建構精神心理健康有重大的影響，學校在本年度規劃德

育及公民教育課程上，繼續推展繪本教學，並將「感恩」品德教育元素融入德

育課程和全校性活動中，以培育學生感恩惜福、珍惜擁有的正面態度，藉此建

立和諧及關愛的校園文化。本校十分榮幸老師因此獲得教育局與南聯教育基金

合辦首屆品德教育傑出教學獎。 
 

展望未來，學校會回應教育局課程發展處推動 STEM 教育以強化科學、科

技及數學教育，提升香港的國際競爭力的建議，以及配合全球的教育趨勢，發

展校本 STEM教育課程以裝備學生應對全球因急速的經濟、科學及科技發展所帶

來的挑戰。學校會把「強化 STEM教育，豐富學生學習經歷」訂為下一個周期的

關注事項。學校將會積極強化 STEM教育，如優化常識科的科學與科技探究活動，

在電腦科進行創作加強編程概念，也會鼓勵學生參與科技比賽及科學探索工作

坊等。此外，學校十分明白到自主學習對推展學生終身學習的重要，學校亦會

在下一個周期把「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訂為第二個關注事項，期望讓學

生能掌握及運用自主學習策略，促進學與教，以及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學校

亦會繼續培育學生「全人」發展，從「德、智、體、羣、美」五育培育學生成

長，使學生能在一個健康及愉快的環境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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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 
 

目前會員共有 461個家庭，家長教師會在過去一年的工作大致有下列幾方面： 

 

協助校政 

1) 作為家長及學校的溝通渠道，定時開放家教會室，聆聽及收集家長意見，並

向校方反映。 

2) 成立義工小組，為學校提供服務，支持學校發展。 

a) 開課初期協助低年班同學用膳。 

b) 於學校舉辦大型活動，如 20周年校慶開放日、運動會、義賣日等協助老

師照顧學生、安排攤位工作等工作。 

c) 協助圖書館整理書本的工作。 

d) 作為學生伴讀大使。 

e) 協助學校進行招標工作，務求為學生挑選合適的供應商和承辦商。 

3) 成立工作小組 
a) 午膳監察小組：定期與午膳供應商開會，就午膳價格、質素等作出建議。 

b) 小食部小組：定期與小食部開會，就小食價格、質素等作出建議。 

c) 校車監察小組：定期與校車公司開會，就車資調整、路線安排、行車安

全以致車輛質檢、服務質素等問題進行商討。 

d) 健康校園小組：定期與學校商討有關健康校園之事宜，並作出建議。 

 

家長教育 

家長教師會會就家長的需要設立專題講座，曾經舉辦的講座包括有香港聖公會

東涌幼兒學校卓金圓校長分享的「父親的教育角色」及資深輔導員蘇浩樑先生

分享的「探討青少年自殺問題」。 

 

聯誼及親子活動 

1) 舉行「家長也敬師運動 」  

2) 舉辦冰皮月餅製作班 

3) 舉行燒烤晚會 

4) 舉辦切割水仙球班  

5) 舉辦親子旅行 

6) 參觀中學：協助安排五、六年級學生家長參觀區內、外中學，使家長對區內

中學及部份區外中學有所認識。 

7) 舊校服捐贈行動 

8) 煤氣萬糭同心為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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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家長教師會委員名單 

 

職位 家長幹事 教師幹事 

主席 馮慧萍女士 ----- 

副主席 ----- 張潔珍副校長 

秘書 羅寶晶女士 吳奕芬老師 

司庫 黃小雲女士 徐智強主任 

康樂 何嘉麗女士 魏雪玲主任 

常務、會籍 
黃如心女士 

洪小梅女士 

黄錦杏主任 

陳慕貞老師 

總務 
劉玉英女士 

蘇震玲女士 

周露嘉主任 

溫淑清主任 

義務核數員 周均燕女士 ----- 

顧問 
黄佩研女士 

楊吳端女士 

陳綺華校長 

 

 

展望 

希望提升家教會規模，繼續發揮家校合作功能，加強家長、教師、學校之間的

聯繫和溝通，推動家庭與學校合作，使校務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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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年度學校發展津貼計劃評估報告 
 

CHING CHUNG HAU PO WOON PRIMARY SCHOOL 

ENGLISH SUBJECT 

2016-2017 

Evaluation Report 

 

1. Name of activity :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ssistant (ELTA) 

2. Person-in-charge : Kitman Leung, Joanna Liu and Cherie Wong 

3. Aims :  

a) To provide an authentic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to learn and develop their 

confidence in using English. 

b) To enhance students’ reading, speaking and listening skills. 

c) To provide chances for students to appreciate English literature. 

4. Date of activity:  15th November 2016 to 1st June 2017 

5. Achievements of the activity 

a)  An authentic environment was provided for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reading, 

speaking and listening skills. 

b) The ELTA motivated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and appreciating 

poetry. Students were willing to interact with the ELTA during the lessons. 

6. Reflections :  

a) Two ELTA worked with us this year. The first ELTA worked for two months 

and the second ELTA worked until the end. They both cooperated with our 

local teachers. They planned their lessons with our teachers and were 

prepared for every classes. 

b) From teachers’ observation, most students enjoyed their lessons and had 

learnt different skills such as read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skills. 

 

 



青松侯寶垣小學                                 2016-2017 年度學校報告 

31 

 

7.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  

a) The performance of the first ELTA is better than the second ELTA. To further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lesson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second ELTA 

could be more active and be aware of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mong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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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青松侯寶垣小學 

2016-2017年度 

利用「學校發展津貼」評估報告 

 

1.科目/組別：英文科 

 2.項目名稱：英語戲劇 

 3.負責老師：梁潔雯主任及黃秋媚主任 

 4.舉行日期：2016年 10月至 2017年 3月 

 5.成就： 

從教師觀察及面談結果，學生對英語戲劇感到興趣，自信心亦得以提升。 

6.反思： 

a. 本年度參加學生包括二至六年級，老師需花較多時間指導二、三年級學

生朗讀英文劇本及角色揣摩等。大部分學生理解劇本內容及角色要求

後，能夠投入演繹角色，說英語的信心也能提高。 

b. 學生能建立團隊精神，融洽相處。 

c. 戲劇導師經驗豐富，能夠帶領及指導學生學習戲劇藝術，來年可考慮繼

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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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松侯寶垣小學 

2016-2017年度 

利用「學校發展津貼」評估報告 

 

1.科目/組別：體育科 

 2.項目名稱：排球訓練 

 3.負責老師：徐智強主任 

 4.舉行日期：2016年 9月至 2017年 5月 

 5.成就： 

大嶼山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男子組亞軍 

6.反思： 

a. 因東涌區位置較偏遠，未能找到合適教練為排球隊進行訓練，故由徐智

強主任自行帶領訓練。 

b. 因難於找到合適教練，故來年不再申請「學校發展津貼」，並由校內老師

自行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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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松侯寶垣小學 

2016-2017年度 

利用「學校發展津貼」評估報告 

1.科目/組別：體育科 

 2.項目名稱：乒乓球訓練 

3.負責老師：黃錦杏主任 

 4.舉行日期：2016年 10月日至 2017年 6月 

 5.成就： 

a. 大嶼山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男子團體冠軍。 

b. 大嶼山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女子團體冠軍。 

c. 學生熱愛乒乓球運動，在訓練過程中培養出堅毅不屈的精神。 

d. 減輕老師工作量，為老師創造空間。 

e. 提供機會給具有潛質的學生接受訓練。 

f. 學生能於訓練及比賽中增強自信心。 

6.反思： 

a. 雖然參賽學生已達一定水準，但仍有進步空間。 

b. 學生參加活動項目頗多，時間經常重疊，出席人數偶有缺漏。 

 



青松侯寶垣小學                                 2016-2017 年度學校報告 

35 

 

青松侯寶垣小學 

2016-2017年度 

利用「學校發展津貼」評估報告 

 

1. 科目/組別：體育科 

2. 項目名稱：西方舞班 

3. 負責老師：陳祺元老師 

4. 舉行日期：2016年 10月至 2017年 6月 

5. 成就： 

a. 學生懂得欣賞不同民族舞蹈的風格。 

b. 學生能從訓練及比賽中增強自信心。 

c. 獲得屯門區第 31屆舞蹈比賽 (少年西方舞)銀獎。 

d. 獲得離島區第 14屆舞蹈比賽 (少年組)銅獎。 

6. 反思： 

a. 由於學校活動頗多，可著學生仔細取捨，以免影響出席率。 

b. 可招募三四年級學生，以便他們可逐年增加舞蹈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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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松侯寶垣小學 

2016-2017年度 

利用「學校發展津貼」評估報告 

 

1.科目/組別：體育科 

 2.項目名稱：足球訓練 

 3.負責老師：鄭偉光助理校長 

 4.舉行日期：2016年 9月至 2017年 5月 

5. 成就： 

本學年撥款增加，故能聘請現役港超聯助教到校執教，在教學上能更有系統

及更專業，有助老師從旁借鏡參考。 

6. 反思： 

a. 因本年招聘是現役球會助教，收費較高，學校津貼未足以支付所有費用，

故上學期需要向學生收費，影響收生數目。建議在下學年申請康民署「外

展教練計劃」，令費用可節省一半，學生可悉數免費，有助推展活動。 

b. 聘請專業教練，有助提升學生足球技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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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松侯寶垣小學 

2016-2017年度 

利用「學校發展津貼」評估報告 

 

1.科目/組別：體育科 

 2.項目名稱：聘請籃球教練 

 3.負責老師：陳綺媚老師 

 4.舉行日期：2016年 9月至 2017年 8月 

 5.成就： 

a. 學生熱愛籃球運動，在訓練過程中培養出團隊精神。 

b. 減輕老師工作量，為老師創造空間。 

c. 提供機會給具有潛質的學生接受訓練。 

6.反思： 

a. 因東涌區位置較偏遠，未能在學期初找到合適教練為籃球隊進行訓練，

故開學時由老師自行帶領男女子兩隊進行訓練及參加比賽，老師感吃力。 

b. 學生參加活動項目多而且經常時間重疊，令出席人數有缺漏，對團隊訓

練有一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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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松侯寶垣小學 

2016-2017年度 

利用「學校發展津貼」評估報告 

 

1.科目/組別：體育科 

 2.項目名稱：游泳訓練 

 3.負責老師：柯麗娜主任 

 4.舉行日期：2016年 10月日至 2017年 8月 

 5.成就： 

a. 大嶼山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男子乙組團體亞軍。 

b. 大嶼山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男子丙組團體殿軍。 

c. 大嶼山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女子甲組團體殿軍。 

d. 減輕老師工作量，為老師創造空間。 

e. 提供機會給具有潛質的學生進行訓練。 

f. 學生能於訓練及比賽中，增強自信心。 

6.反思： 

a. 大部份參賽學生為二、三年級學生，表現一般，仍有較大的進步空間。 

b. 高年級學生參加活動項目較多，而且各項訓練時間重疊，以致出席率較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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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松侯寶垣小學 

2016-2017年度 

利用「學校發展津貼」評估報告 

 

1.科目/組別：體育科 

2.項目名稱：羽毛球訓練 

3.負責老師：李亮榮主任 

4.舉行日期：2016年 10月日至 2017年 8月 

5.成就  

a. 大嶼山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男子組團體亞軍。 

b. 大嶼山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女子組團體亞軍。 

c. 大嶼山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男子單打冠軍。 

d. 大嶼山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女子單打季軍。 

e. 大嶼山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女子單打殿軍。 

f. 減輕老師工作量，為老師創造空間。 

g. 提供機會給具有潛質的學生進行訓練。 

h. 學生能於訓練及比賽中，增強自信心。 

6.反思 

高年級學生參加活動項目較多，而且各項訓練時間重疊，以致出席率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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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松侯寶垣小學 

2016-2017年度 

利用「學校發展津貼」評估報告 

 

1. 科目/組別：音樂科  

2. 項目名稱：步操樂團 

3. 負責老師：劉珈瑗老師 

4. 舉行日期：2016年 9月至 2017年 7月 

5. 成就： 

a. 本年樂團奪得香港步操樂團公開賽第三組別銅獎 

b. 80%學生出席率達 80%或以上 

c. 95%團員均至少一次參與校內外演出 

6. 反思： 

a. 大部份團員均為新加入及低年級學生，吹奏技巧有待改進。 

b. 老師認為導師表現專業，能帶領學生參與演出，惜導師公務繁忙，未能

事事從速跟進。 

c. 部份樂器開始老化，以致部份樂器吹奏效果欠佳。 

d. 本年的表演活動頻繁，有部份團員感到吃力。 

7. 改善建議： 

a. 邀請專業導師來年為樂器進行檢視及維修。 

b. 多鼓勵團員在家練習，及在校內作小型演出，以提升團員的吹奏技巧。 

c. 教師多與導師聯絡及督促導師跟進樂團事務。 



青松侯寶垣小學                                 2016-2017 年度學校報告 

41 

 

青松侯寶垣小學 

2016-2017年度 

利用「學校發展津貼」評估報告 

 

1.科目/組別：德育及戲劇組 

 2.項目名稱：德育戲劇課 

 3.負責老師：黃秋媚主任 

 4.舉行日期：2016年 10月至 2017年 5月 

 5.成就： 

三年級 

a. 89%以上的學生同意戲劇課程能讓他們發揮創意和想像力。 

b. 94%學生認為課程能讓他們從多角度思考問題。 

c. 91%學生同意有關課程增加了他們表達意見和想法的機會。 

d. 95%學生同意課程能增加同學合作和溝通的機會。 

e. 80%學生同意戲劇課程能讓他們明白自信、自發的重要性。 

f. 以下是老師問卷調查反思： 

- 問卷結果及工作紙表現反映大部分學生都能掌握課程內容、從多角度

思考問題，以及透過課程增加溝通合作的精神。 

- 老師亦反映上課地點編排恰當。 

- 一單元導師帶領，一單元由班主任教授，老師認為安排不錯，可讓老

師初步掌握課堂技巧。另建議下年度可先預備一些古代的照片，讓學

生對古代有更深刻的認識才開展活動。 

- 老師反映因課程需要連堂進行，建議德育節安排在第九節，可利用導

修節作連堂用。 

- 老師亦關注課程的連貫性，避免期間中斷。 

四年級 

a. 98.9% 的學生同意戲劇課程能讓他們發揮創意和想像力。 

b. 92% 學生認為課程能讓他們從多角度思考問題。 

c. 88.2% 學生同意有關課程增加了他們表達意見和想法的機會。 

d. 81.7% 學生同意課程能增加同學合作和溝通的機會。 

e. 92.5% 學生同意戲劇課程能讓他們明白自信、自發的重要性。 

f. 以下是老師問卷調查反思： 

- 問卷結果及工作紙表現反映大部分學生都能掌握課程內容、認同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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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能增加表達意見、想法的機會、溝通合作的精神，以及發揮創意

及想像力的機會。學生亦認同有關課程能讓他們從多角度思考問題。 

- 老師認為課堂時間及地點安排恰當，惟英文室檯椅每次均需移動及還

原，不太方便，建議用舞蹈室分兩邊上課。 

- 有老師認為可全由導師帶領，有老師建議每個單元首兩節由導師帶

領，最後課節由老師安排做工作紙。 

6.反思： 

a. 舞蹈室可分兩邊上課，惟擔心學生在進行戲劇活動及分組完成任務時聲

浪會互相打擾，影響課堂，明年會提示導師及校工幫忙處理檯椅問題。 

b. 由於每個單元三課節內容均有連貫性及不同的教學重點，老師在當中參

與的角色十分重要，工作紙可於德育戲劇課程完成後於德育節安排時間

處理，且導師在首單元作示範，期望老師透過參與從中學習帶領，並於

第二單元實踐有關課程教學，發揮老師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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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松侯寶垣小學 

2016-2017年度 

利用「學校發展津貼」評估報告 

 

1.科目/組別：電子學習小組 

2.項目名稱：網上英文自學計劃 

3.負責老師：邵恒官副校長、馮典昇主任、李亮榮主任、徐智強主任 

4.舉行日期：2016年 9月至 2017年 8月 

5.成就： 

a. 英文科任老師定期跟進學生運用網站自學，學生自學情況達標。 

b. 學生能夠透過網站各種主題及文體，豐富閱讀類型及知識。 

c. 網站容易使用，普遍學生登入及完成課業沒有困難，學生都樂於使用網

站自學。 

6. 反思： 

a. 為配合來年關注事項，可更大力宣傳本計劃，並鼓勵學生更認真完成網

上練習。 

b. 可嘗試獎勵努力完成練習或分數高的學生，再加強自學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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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松侯寶垣小學 

2016-2017年度 

利用「學校發展津貼」評估報告 

 

1.科目/組別：輔導組 

2.項目名稱：聘請輔導人員(補貼輔導人員薪酬) 

3.負責老師：吳雅芝主任 

4.舉行日期：2016年 9月至 2017年 8月 

5.成就：  

a. 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的工作，例如入班支援。 

b. 協助整理支援組的文件，例如會議文件、學生個人檔案、測考安排等。 

c. 協助推展輔導組所舉行的活動及小組，能減輕老師工作量。 

6.反思： 

a. 輔導人員薪酬隨通賬增加，但學校開支日益增加，對學校財政構成壓力。 

b. 需靈活運用資源，並申請更多校外資源，增聘人手，減輕工作壓力。 

c. 可善用人才安排輔導人員入組監察外購小組的服務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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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松侯寶垣小學 

  2016-2017年度 

利用「學校發展津貼」評估報告 

 

1.科目/組別：總務組 

 2.項目名稱：聘請教學助理 

 3.負責老師：鄭偉光助理校長 

 4.舉行日期：2016年 9月日至 2017年 8月 

5.成就： 

a. 能協助老師非教學上工作，如製作教具、資料輸入。 

b. 在課餘看管學生，能減輕老師工作量。 

c. 協助英文科推行閱讀計劃，協助輔導組工作，使科務能順利完成。 

d. 教學助理具其他專長，如藝術專業，能協助帶領課外活動。 

6. 反思： 

a. 因每年政府的撥款並不穩定，教學助理前景變得不明朗，影響工作的穩定

性，人才容易流失。 

b. 教學助理薪酬隨通賬增加，但學校開支日益龐大，對學校財政構成壓力。 

c. 學校行政工作不斷增加，教學助理工作日見繁重，影響穩定。 

d. 申請更多校外資源，以增聘人手，減輕工作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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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松侯寶垣小學 

  2016-2017年度 

利用「學校發展津貼」評估報告 

 

1.科目/組別：校務組 

 2.項目名稱：聘請藝術支援老師 

 3.負責老師：張潔珍副校長 

 4.舉行日期：2016年 9月至 2017年 8月 

5.成就： 

a. 能按學校藝術發展需要分擔相關的教學及推展工作，有助提升學生藝術

素質及減輕老師工作量。 

b. 成功協助學校完成20周年校內藝術佈置工作及校外藝術展覧任務，令學

校環境充滿藝術氛圍，有助提升學生對藝術的興趣及學習動機。 

6.反思： 

a. 發展津貼是每年政府按學校開班總數的撥款，因此每年撥款並不穩定，

而學校使用發展津貼聘請藝術支援教師，所以也影響職位的穩定性。 

b. 學校每年都必須要運用學校發展津貼推展不同項目，但政府加薪幅度常

高於政府每年發展津貼撥款，故聘請額外教師薪酬年年增加，對學校財

政構成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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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2016-2017 年度學校周年計劃評估報告 
 

中文科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一)：透過健康校園計劃，促進學校發展 

成就 
本年度三至六年級已在上、下學期寫作課程中各加入一篇以健康校園為

主題的寫作，並已完成及將佳作於展板及網上展示，從作品可見大部分同學
都能圍繞主題寫作，並提出不少有關健康生活的點子，可見學生能藉有關寫
作增加對健康生活的關注。 

此外，本科組透過全方位參觀活動配合健康校園主題，於各級安排不同
的參觀活動，讓學生從不同的角度和視野體驗健康生活，各級均踴躍參與，
參加人數達 95%，學生亦能用心完成相關工作紙，本組亦已於每班收集三份佳
作以作展示，惟 72%學生對參觀項目感興趣。 

綜觀以上兩項大致能達標。 

反思 
有關健康校園生活主題已融入寫作課程當中，學生亦能透過寫作對健康

生活有更多的認識，故本科會繼續實踐有關課程。全方位參觀活動方面，學
生對參觀項目感興趣未能達標，本組會向全方位學習組反映以便跟進。 

 

關注事項(二)：提升學生高階思維能力，促進學與教 

成就 
本年度本科積極在學與教活動中加強運用高階思維能力，每級於上、下

學期各完成一個運用高階思維能力的教學設計，教學設計能照顧學生多樣性。 
同時，本科在課業設計中加入高階思維元素工作紙，並加入評估準則，

以及於自學冊選取合適的課題加入高階思維元素。本年於各級加入「兩面思
考」及「特徵列舉」兩技巧為高階思維能力重點，於觀課及收集之教學設計
中可見各級均能完成。每級於上、下學期各完成一張運用高階思維能力的工
作紙及各一課自學冊加入高階思維元素。 

此外，本科亦與常識科跨科合作，於二年級專題研習中加入多角度思考
之教學活動，中文課以《毽子歌》課題教授學生匯報技巧，並引導學生創作
新詩，誘發學生學習興趣。從學生匯報情況可見大部分學生都能掌握匯報的
基本技巧及運用多角度思考進行匯報。 

綜觀以上各項均能達標。 

反思 
本科已加入「六何法」、「比較異同」、「推測後果」、「多方觀點」、「兩面

思考」及「特徵列舉」高階思維元素，為鞏固學生學習，明年會於科本自學
冊中繼續鞏固有關元素，重温已有知識。明年亦將繼續在學與教活動中加入
不同的高階思維元素，如「時間線」，務求讓學生能掌握不同的思維方法，以
助學生學習。 



青松侯寶垣小學                                 2016-2017 年度學校報告 

48 

 

英文科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一)：透過健康校園計劃，促進學校發展 

成就 
本年度英文科以健康生活為題，為一至三年級學生舉行英文日營。老師透

過集體及攤位遊戲提升學生對健康生活的認識。根據問卷調查，84%學生對日
營感興趣，81%學生表示能透過此日營提升他們對健康生活的學習興趣及對健
康生活的認識有所增加，故此項達標。 

本科亦透過課堂活動，提升學生健康生活的知識及提醒學生其重要性。
本年度一至六年級於課堂滲入身心靈健康的課題和活動，所有學生閱讀有關
健康生活的文章，並明白健康生活的重要，各班有逾 80%學生完成閱讀報告
工作紙。此外，各級亦進行健康生活的說話活動，70%或以上學生對活動感
興趣，並表示說話活動有提升自己對健康生活的認識，此項目完全達標。 

反思 
經過三年的健康教育，學生已透過活動掌握健康生活的基本知識，建議

提供更多機會讓學生實踐所學，活出健康的生活之外，同時亦能發展學生的
正向思維。 

 

關注事項(二)：提升學生高階思維能力，促進學與教 

成就 
本年度英文科在課堂教學中加強學生運用高階思維能力，每級於上、下學

期各完成兩個運用高階思維能力的教學設計，並附相關工作紙。2014-15年度
以高階思維十三式中「六何法」及「特徵列舉」兩技巧為重點；2015-16年度
繼續優有關工作紙，並加入「時間線」及「比較異同」兩技巧為重點；本年度
「推測後果」及「兩面思考」兩技巧為重點。各級於上、下學期已完成最少一
個教學設計，從教師教案、同儕觀課及評課所見，教學設計能夠照顧學生多樣
性及提升學生運用高階思維能力，故此項達標。 

各級於英文筆記及寫作課程中均加入高階思維元素，老師透過課堂觀察學
生運用高階思維技巧的情況，學生從老師的回饋得知自己學習表現。同時學生
於學習過程中，以高階思維技巧摘錄筆記，藉此能鞏固及提升運用高階思維能
力。在寫作評分準則中，一至四年級的內容佔分較重，高年級內容及組織的佔
分較重，老師會重點評估學生高階思維運用的能力，如創意、批判性思考等。
從老師觀察學生課堂及課業表現，逾 80%學生能夠運用不同的高階思維技巧學
習，反映大部份學生能夠掌握已授的高階思維技巧。 

綜觀以上兩項均能達標。 

反思 
建議明年提供更多讓學生運用高階思維能力的學習經歷，讓學生能夠靈

活運用不同的高階思維技巧幫助學習，以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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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一)：透過健康校園計劃，促進學校發展 

成就 
本年度目標是透過優化健康生活的教學活動，提高學生對健康生活的意

識。 
一至三年級已於 2017年 5月前依以下範疇內單位優化了健康生活學習活

動及進行教學活動： 
一年級：度量 1M4時間(一)、二年級：度量—2D1 象形圖(一)、三年級：

度量—3D1。 
按老師問卷及學生作品所見，有超過 95%學生能完成作品，並有超過 90%

學生利用健康生活元素完成工作紙，故是項工作計劃達標。 
四至六年級亦已於 2017年 5月利用環保物料，製作立體圖形模型，以帶

出健康生活意識。 
按老師問卷及學生作品所見，有超過 85%學生能利用環保物料製作立體圖

形模型，超過 90%學生能正確地製出各種立體模型及於用立體模型帶出健康生
活意識，故是項工作計劃達標。 

反思 
學生能透過健康技能的學習和實踐，活出健康的生活，來年此活動將會

繼續推行。 
 

關注事項(二)：提升學生高階思維能力，促進學與教 

成就 
本年度全體數學老師參加由教育局資優組舉辨的「再探高階思維」研討

會，加強對高階思維教學策略的認識。老師在共同備課時段共同商討本科高階
思維教學策略及技巧，並於每學期終結時，將有關資料記錄在教學進度表內。
本科老師在共同備課教案中較多運用「比較異同」及「特徵列舉」作為高階思
維教學策略及技巧，部分老師運用了「樹狀分類」技巧等。同級科任每學期已
把有關高階思維教學策略及技巧記錄在教學進度表內。在課業設計中，老師亦
加入高階思維元素。按課業檢視，各級每學期已完成一個有關高階思維單元。 

從數學挑戰站統計中，答對一半問答遊戲的學生未達 70%。本科已訂立科
本高階思維教學策略架構，100%數學老師亦能夠於同儕觀課中運用最少一種
高階思維教學策略進行觀課，其中有 79%數學老師運用了科組本年推展的高階
思維教學策略及技巧(比較異同及特徵列舉)於觀課中，分別是比較異同(72%)
及特徵列舉(14%)。是項工作計劃大部分達標。 

反思 
教師能夠在課堂中運用高階思維教學策略及技巧，學生亦透過教師的課

堂及課業設計提升他們的高階思維能力，科本高階思維能力架構亦已推展。
由於數學挑戰站答對一半的學生仍未達 70%，所以來年教師給予學生多些指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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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一)：透過健康校園計劃，促進學校發展 

成就 
全方位學習週活動配合健康生活主題，根據老師觀察，學生皆投入參觀

活動。根據問卷調查結果，百分之九十五之學生已參加有關的參觀活動，當
中百分之九十二之學生表示在參觀中加深了對健康生活的認識。各班學生均
已完成工作紙，並且交出三份佳作。從佳作中，得知學生已掌握有關知識。 

本科的專題研習及生活技能，均以培養及實踐健康生活態度為主題。學
生已完成專題研習，並作出匯報。老師檢視學生的專題研習報告後，發現學
生對健康生活的認識已有所增加。從問卷調查數據中「能透過專題研習，加
深對『健康校園』的認識。」的分數更超過 4.3分(滿分為 5分)。 

反思 
因應社會需要，建議來年可加強學生對性之正確觀念，例如低年級要加

強學生保護自己的意識，而高年級則可加強學習兩性相處之道。 
 

關注事項(二)：提升學生高階思維能力，促進學與教 

成就 
在學與教活動中加強運用高階思維能力方面，本年已檢視教案，在共同

備課、觀課及評課中，教師能夠加入運用高階思維教學策略，觀課時亦檢視
教學設計，配合課程組透過觀課觀察教學成效，93%老師運用多於兩種高階思
維技巧。整體運用技巧多元。在課業設計中，加入高階思維元素，每級於上、
下學期各新增一個運用高階思維能力的教學設計以照顧學生多樣性。工作紙
中並已加強學習延伸「多想一步」，讓學生於課後以自主學習形式深入探討相
關課題。評估學生高階思維能力方面，在課業設計中，已在高階思維元素工
作紙中加入評估準則，並於「總結性評估」評估學生表現，教師能夠回饋學
生並提出需要改善之處。各級已於自學冊中選取合適的課題加入高階元素。
每級於上、下學期各完成一張運用高階思維能力的工作紙。三至六年級於上、
下學期的自學冊各有一課加入高階元素，從而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此
外，通過不同學習經歷，讓學生運用高階思維能力，中常跨科合作，於二年
級加入高階思維元素進行專題研習，創作詩歌，學生能運用「六何法」進行
詩歌創作。在研習過程中，老師觀察到學生能夠運用大關之高階思維技巧，
詩歌亦見有創意。 

三、六年級參與資優教育教師網絡（常識科）與他校進行三次備課會議，
並參與兩間學校之觀課及安排友校老師到校觀課，參與資優教育教師網絡的
老師均認為自己提升專業知識。觀課老師的高階思維教學技巧更見純熟，而
隨著新加入老師的參與，整體常識科已參與計劃之老師比例更高，有利本科
發展高階思維教學。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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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資優教育教師網絡計劃(常識科)成效不俗，有助教師專業發展，建
議來年可繼續參與，並嘗試讓低年級老師參與計劃，使計劃涵蓋更多級別。
此外，建議明年提供更多讓學生運用高階思維能力的學習經歷，使學生更多
機會學以致用。 

 

 

 

 

體育科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一)：透過健康校園計劃，促進學校發展 

成就 
就關注事項發展方面，透過歷年的學生體適能數據，全校學生之 BMI 數

據均有正增長；配合德育科主題活動「健康生活」進行早操，據教師觀察所
得，超過 70%學生參予此計劃。全校學生及家長均參與 SportAct 計劃，完成
計劃學生人數達 90%，並連續多年獲健康校園獎。 

本科積極推廣多樣化的活動讓學生選擇，提升學生多做運動的興趣。校
方除開設多隊校隊外，更增設獨輪車、閃避球、小型網球及高爾夫球興趣班
等活動，全年超過 85%出席率。 

本年度已按建議參照衞生署之兒童健康記錄冊內之數據為標準，於量度
身高體重後，以 LABEL紙顯示學生之 BMI數值是否達標並以適中及過重顯示；
以及向該 BMI未如理想之同學，於早上提供五周的多做運動計劃和評估報告，
以培養學生做運動習慣。 

整體而言，以上事項均達標。 

反思 
學生體適能方面，按數據電子平台 ESDA 顯示，全校各級男女生(除四年

級男生外) 各級別男、女學生的體重處於可接受體重範圍內的百分比均達 75%
或以上，期望於來年可將合格百分比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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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一)：透過健康校園計劃，促進學校發展 

成就 
本年度音樂科繼續以健康生活為題，透過課堂活動，教授學生有關健康

生活的知識及重要性。一、二年級學生從學習音樂劇中，認識健康飲食的重
要性。三至六年級課程以健康生活，進行聲響設計，並於「藝術日」展示。
100%學生完成有關課程，87%學生喜愛課堂內容。82%學生認為能學到健康生
活知識，故此項目達標。 

本年度與視藝科合作，舉辦「藝術日」，設計與健康生活有關的攤位遊戲，
讓學生關注健康生活，一至三年級參加人數達 100%，當中 92%學生對攤位遊
戲活動感興趣，85%學生認為能學到健康生活知識，故此項目達標。 

本年度舉辦的「天才表演」、「藝力展示星期五」及「動感聲藝」，學生能
透過活動及表演，培讓堅毅的精神。90%學生喜愛以上活動，故此項目達標。 

反思 
老師及學生均認為本年度「藝術日」及音樂課程安排都恰當，學生對活

動都能投入參與，亦能培養團隊精神。老師及學生均建議「藝術日」攤位活
動來年能讓全校參與，令全體學生能從活動中學習。 

 

關注事項(二)：提升學生高階思維能力，促進學與教 

成就 
在音樂課程中，為了加強學生高階思維的能力，教授評賞方法及準則，

於工作紙及歷程檔案中，讓學生用音樂術語評賞作品。78%學生認為工作紙及
歷程檔案能有助評賞作品，內容亦能幫助認識及鞏固音樂知識。 

五、六年級學生運用平板電腦進行音樂創作，並用音樂術語評賞作品及
抒發感受，加強學生創作及高階思維的能力。學生問卷數據顯示有 70%學生對
該課程節興趣。 

反思 
學校能提供校外參觀，讓學生接觸不同類型的音樂，惟低年級學生較難

用音樂術語去形容及表達情感，建議低年級音樂課程中，教師加強教授音樂
術語用法。 

五、六年級音樂創作課程方面，建議來年用更多課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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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科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一)：透過健康校園計劃，促進學校發展 

成就 
本年度視藝科以健康生活為校外比賽主題，選擇以不同健康生活為題的

比賽讓學生參與，例如「三花子母奶」牛奶盒設計比賽、司各脫魚油丸  健
康生活  親子填色比賽、『家』點健康子母®牛奶卡創作比賽等，70%以上學生
參與活動，85%學生認為能學到健康生活知識，故此項目成效能達標。 

本年度與音樂科合作，舉辦「藝術日」，設計與健康生活有關的攤位遊戲，
讓學生關注健康生活。一至三年級參加人數達 100%。92%學生對攤位遊戲活
動感興趣。85%學生認為能學到健康生活知識，故此項目成效能達標。 

反思 
學生熱愛參與以健康生活為題的比賽，並熱愛參與「藝術日」，特別所有

攤位均以健康生活為主題，讓學生通過活動認識更多環保知識。此外，老師
建議來年「藝術日」可全校參與，令全體學生能從活動中學習。 

 

關注事項(二)：提升學生高階思維能力，促進學與教 

成就 
為了讓評賞環節時間更充足，會由周會時段改為午間進行。85%學生認同

午間的評賞環節能提高對作品的評賞能力。 
本年度視藝科在午間時段設立評賞環節，透過介紹畫家及其畫風技巧，

從多角度分析其獨特之處，比較不同畫家的異同，提升學生欣賞及評鑑的能
力。 

在「視藝學習紀錄冊」中，畫家評賞、自評、他評三個部份，讓學生能
多方面評賞自己及他人的作品，提升評賞及批判性能力。 

反思 
「視藝學習紀錄冊」中，畫家評賞、自評、他評三個部份能有效帶動學

生的評賞能力，所以來年仍會保留這些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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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科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一)：透過健康校園計劃，促進學校發展 

成就 
普通話小劇場定期於圖書館分級舉行，由科任負責以不同媒體(例如錄

像、角式扮演、故事廣播等)向學生灌輸健康校園的訊息，並加入互動問答環
節。今年共完成三次小劇場，每次參與的學生人數均超過 80人，學生積極參
與，故此活動達標。 

普通話廣播站進行兩次有關健康校園的廣播，學生收聽率為 100%，然後
着學生分享自己對健康的看法，全校學生均有在午膳時間收聽，故此活動達
標。 

普通話小星探共分三期於各級進行，由老師訓練小老師答問技巧，於午
息在自己班內進行健康生活問答活動，學生積極參與，故此活動達標。 

反思 
普通話小劇場以不同媒體向學生灌輸健康校園的訊息，並加入互動問答

環節，提高學生的參與率。於互動問答環節中，學生需表達個人對健康校園
的看法及如何在生活中身體力行地實踐健康生活，從中可見學生透過活動能
提高對健康的意識。 

普通話小星探在小老師協助下，學生踴躍參與，表達自己對健康食物、
活動等看法，達到多說普通話目標。 

 

關注事項(二)：提升學生高階思維能力，促進學與教 

成就 
本學年要求每級最少兩份共同備課教案或擂台陣加入高階思維元素，希

望提高學生高階思維能力，促進學與教。經檢視後，共同備課教案或擂台陣已
加入高階思維元素，學生都積極參與，擂台陣參與率超過 90%，故此活動達標。 

反思 
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多以廣東話為主要溝通語言，在應用普通話的能力上

有差別，因此在課堂上多運用高階思維元素進行課堂活動，使學生更投入課
堂，提高學生對普通話的學習興趣，更有信心地說普通話。若能在設計課堂活
動時，可增設不同程度的高階思維題目，切合不同能力的學生需要，更能提升
學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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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科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一)：透過健康校園計劃，促進學校發展 

成就 

以「保護環境、從『少』開始」為主題活動的校內分級比賽，學生利用
繪圖軟件進行填色及創作。根據統計及檢視學生作品後，有 97%學生完成比賽
作品，作品充分表現了學生能於日常生活中實踐健康的生活;同時顯示了學生
對軟件運用的熟練及掌握一定的設計技巧。因此本項目達標 

反思 
科任老師可提供更多鼓勵及指導少部分資訊科技能力稍遜的學生運用繪

圖軟件進行創作，讓作品內容更能呈現健康生活的內容。 
 

關注事項(二)：提升學生高階思維能力，促進學與教 

成就 
各級科任老師於教授通識課程/資訊素養時，以資訊素養為題之網上時事

作討論，著學生運用高階思維十三式之多方觀點技巧，反思應如何處理及應
對時事討論。按教師觀察學生表現所見，學生對身邊的時事新聞十分有興趣
及積極樂於參與討論，並且能夠利用所教授的高階思維技巧去發表觀點，並
加以分析，培養出正確的價值觀。因此本項目能夠達標。 

反思 
科任老師能夠在課堂中運用高階思維教學策略，提升學生的高階思維能

力；同時在設計課堂活動時，老師增設不同程度的高階思維題目，切合不同
學生學習多樣性的需要，更能提升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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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科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一)：透過健康校園計劃，促進學校發展 

成就 
「健康生活」英文閱讀及閱讀報告：由圖書科準備閱讀資料，英文科設

計工作紙，P.1-3的題目是「Vegetables and fruits」、P.3-4的題目是「Sports 
for children」，P.5-6的題目是「The food pyramid」，目標是讓學生進行閱
讀，認識做運動和健康飲食的益處，學生須閱讀後完成課業。根據統計所得，
一至六年級有 80%以上學生參加此活動；80%以上學生完成課業，調查中有 70%
以上學生認同此活動對認識健康飲食有幫助，故以上項目均達標。 

反思 

學生對健康飲食有基本的認識，但表示很少進行運動，原因是很累及沒
有時間，閱讀的內容能加深其認識，誘導參與，大部分學生閱讀後均能給予
正確答案，學生認同此活動對認識健康生活有幫助，將來可考慮其他內容的
健康閱讀材料，以趣味為主。 

 

關注事項(二)：提升學生高階思維能力，促進學與教 

成就 
圖書科進行「健康飲食」中文閱讀活動，P.1-3的題目是「汽水的壞處」，

P.4-6 的題目是「高纖食物」，目標是讓學生進行閱讀，認識不健康飲品的壞
處和高纖食物的益處。活動於一至六年級各班的圖書課進行，學生須閱讀後
完成課業。統計結果顯示一至六年級有 96%學生參加此活動；95%學生完成課
業，當中有 81%學生全對，調查中有 85%學生認同此活動對認識健康飲食有幫
助，故以上項目均達標。 

反思 
低年級學生對汽水的壞處有些基本認識，閱讀內容能加深其認識，反應

熱烈。高年級學生表示未吃過部分高纖食物，而大部分學生閱讀後均能給予
正確答案。學生認同此活動對認識健康飲食有幫助，將來可選擇其他內容的
健康閱讀材料，以趣味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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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及公民教育科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一)：透過健康校園計劃，促進學校發展 

成就 
本年度本科以全校參與模式推行「欣賞生命 感恩自愛 做個健康快樂人」

自我挑戰獎勵計劃，計劃目的包括培養學生關愛品德，以建構共融及關愛的
校園文化；加強健康校園風氣，培養學生健康的生活習慣；培養學生欣賞及
接納自己與他人的生命，珍惜生命的價值；培養學生以感恩的態度面對生活，
勇於接受挑戰；建立學生正面價值觀及積極態度，包括堅毅、尊重他人、責
任感、國民身份認同、承擔精神、誠信及關愛。計劃中，家長要就學生在「健
康飲食習慣篇」及「鍛鍊強健體魄篇」兩方面的校外表現作出評核，學生亦
需按月就自己對實踐「欣賞生命」的表現作出評核。活動深受學生及家長歡
迎，各活動參加率甚高。從自我挑戰獎勵計劃小冊子內「青松小車長成功榜」
學生得獎數據所得，接近 100%學生人數參與此活動。其中 74%參加者獲獎。
另外，根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超過九成教師、家長及學生認為此同活能夠
達到預期目標，故這項目達標。 

本年度繼續開展校本生命課程，當中包括小一至小四繪本生命教育課
程、小五「關懷社區長者」體驗活動、及小五及小六道化生命教育課程。參
與學生多於全校 80%，故這項目達標。 

本年度亦繼續推行「伴我小象行」計劃，所有彩虹哥哥姐姐及彩虹弟弟
妹妹都能按時完成「伴我小象行」行動紀錄篇。根據問卷調查結果得知，93%
小一學生喜歡這個計劃，88%學生認為學校能提供一個關懷有愛的環境，高於
90%參與計劃學生能完成伴我小象行紀錄篇。 

本年度繼續推行「小太陽耀光芒」義工計劃，有高於 80%學生人數參與
此活動，當中有 80%參加者獲獎，故此活動達標。 

本年度繼續推行「健康大使」計劃，於十月進行選舉。全校學生均參與
選舉，高於 90％學生認為「健康大使」能宣揚健康信息。此外，本年度於三
至四月舉行「開心果月」活動，全校學生參與此計劃，當中有 60%參加者獲獎，
故此項活動達標。 

反思 
本年度有小部份學生遺失了自我挑戰獎勵計劃小冊子，故於學期完結時

未能交回，建議來年班主任定期檢查學生小冊子，如學生遺失小冊子，必須
到校務處補購。 

本科亦建議來年老師多用不同途徑宣傳活動，進一步提升學生在各項活
動的參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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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習組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一)：透過健康校園計劃，促進學校發展 

成就 

全方位學習週已為一至六年級全校學生安排不同類型的參觀，讓學生體
驗健康生活的重要性。從問卷調查得知，接近 90%學生表示喜歡參觀地點的展
覽及導賞內容，可見學生對參觀項目感興趣。整體而言，關注事項達標。 

反思 
來年除了為全校各級安排一些健康生活的參觀外，亦會物色一些以 STEM

為主題的參觀活動，以配合未來三年之發展。 
 

 

 

 

 

 

 

 

 

 

 

 

 

 

 

 

 

 

 

 

 

 

 

 

 

 

 

 

 



青松侯寶垣小學                                 2016-2017 年度學校報告 

59 

 

 

 

 

 

 

 

 

 

 

 

 

 

 

 

 

 

 

 

 

 

 

 

 

 

 

 

 

 

 

 

 

 

校監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校    監： 葉長清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