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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們的學校 

 

 

辦學宗旨 

  本校秉承母會「以道為宗，以德為化，以修為教，以仁為育」

的辦學宗旨，推行「道化教育」，並以「明道立德」為校訓，透過品

德和學業兼備的全人教育，使學生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都得

到全面發展。 

 

 

學校目標 

1.  貫 徹 校 訓「 明道 立 德」，引導 學 生 建立 積極 正 確 的人

生 觀 。  

2.  培 養 學 生具 備兩 文 三 語的 能力 。  

3.  培 養 學 生具 有明 辨 性 思考 、科 學 探 究、 創意 思 維 和

解 決 問 題的 能力 。  

4.  讓學生學會主動學習，並持之以恆。 

5.  培 養 學 生對 體藝 活 動 的興 趣和 基 本 鑑賞 能力 。  

6.  為 學 生 提供 多元 化 學 習經 歷， 協 助 學生 發展 潛 能 。  

7.  提 供 不 同的 支援 策 略 ，以 照顧 不 同 學習 需要 的 學

生 。  

8.  營造積極及愉快的校園氣氛。 

9. 家長及學校建立緊密的支援網絡，促進家校合作。 

10. 推動教師分享文化，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  

提升學與教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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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團校董會組合 

 

榮譽校董  

湯偉奇校董 陳國超校董 

吳  堅校董 老光基校董 

梁  祥校董 朱鏡輝校董 

  

辦學團體校董  

吳耀東主席 校監梁贊榮博士 

吳陳韻蘭校董 王廣漢校董 

潘萱蔚校董 翁永漢校董 

林廣輝校董 梁少慧校董 

劉志遠校董(替代校董)  

  

獨立校董  

李  宗校董  

易秉暉校董  

  

當然校董  

梁永湛校長  

  

教員校董  

鄧淑媚主任 陳鈞毅主任(替代校董) 

  

家長校董  

陳嘉裕女士 朱莉女士(替代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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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和教師學歷 

校長和教師的學歷如下： 

全體具有教育文憑或教師文憑 

47人(100%)持有學士學位 

13人(28%)持有碩士學位 

 
教學經驗 

本校教師的教學經驗圖示如下: 

 

 

 

 

 

 

 

 

 

 

 

 

 

 

校長及教師的專業發展 

  本年度教師參加培訓課程及研討會總時數為 3620小時，計有教育局、大專

院校及文教工商機構等舉辦的專業培訓課程。  

五年以下 五至九年 十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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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重點發展項目一：優化學與教的策略，讓學生學會主動學習 

 

1.1學生能掌握不同的主動學習策略，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及協作能力 

 

成就 

在學科內加入不同的學習策略。問卷顯示：100%老師表示「有教導學生作課

前預習、運用網上資源」，「會要求學生在上課時作預備(預習)」，「會要求學生進

行網上學習」及「會安排學生做課後搜查」，可見教師在教學計畫中有採用自主

學習元素。自習、預習、網上學習和課後搜查已成為學生的習慣，對學習有正面

作用，學生亦會自訂學習目標及計畫，定期檢視，藉此提升其自我管理能力。 

 

1.1.1在學科中，教師教授學生自我管理的方法，提供多元化課堂活動，增加學

生協作機會 

 

根據持分者問卷，學生在自我管理能力方面︰「學習自我概念」、「學術探

究」、「學術檢視」、「學習計畫」均高於常模。 

92.1%教師表示經常安排不同的學習活動，例如小組討論和口頭報告等，藉

此提升學生的協作能力。 

 

 

 

1.1.2設計具自學元素的學習活動及課業，包括預習、運用工具書、搜集資料、

摘錄筆記等，以鞏固所學，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 

 

中文科： 

在學科中教授學生主動學習策略。小三至小六各級都有做備課工作紙。教師也

常鼓勵學生做課後搜查，作為課後延續。 

 

英文科： 

在學科中教授學生主動學習策略。80%教師支持主動學習。所有英文教師教授學

生自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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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100%教師有教授學習策略，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及協作能力。 

 

常識科： 

91.3%教師常常讓學生在課前做預習或搜集資料，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 

 

視藝科： 

設計具自學元素，包括搜集資料、個人或藝術作品反思和評賞等的「學習歷程

冊」，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工作紙為學生提供適切的指引，學生表現理想。 

 

音樂科： 

透過自學手冊及專題研習，強化學生自學能力。 

89%學生能利用不同的自學元素，啟發學生音樂潛能。 

 

普通話科： 

為配合普通話科多聽多說的學習策略，教師親自錄製標準的語音示範，讓學生

利用學校網頁，在家中自學。 

 

體育科： 

讓學生在課堂上發揮創意自行設計體育比賽或活動，創造新穎玩法，增加學習

的趣味，提升主動學習的能力。 

約一半學生曾在課餘自行進行體育活動，例如︰跑步、打球等，提升運動技巧。 

從備課紀錄所見，教師能設計合適的活動，讓學生透過小組學習，提升協作能

力。觀課所見，學生能投入學習，喜歡老師設計的學習活動，能與同學分工合作，

有效地完成課業，效果良好。 

從課堂觀察及查閱簿冊所見，學生能夠靈活運用不同的摘錄筆記方法完成科任

老師的要求。透過筆記訓練有效提升學生整理資料及課前預習的能力及掌握更多

字詞運用。 

利用多媒體器材協助學生學習，包括網上電子平台、平板電腦等。 

建議於下一個學校發展計畫中，繼續關注學生自學能力，以不同的策略強調學生

自學的技巧及成效。教師透過共同備課，觀課及課研，加強專業交流，提升教學

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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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提供多元化課業，提高學生學習動機，增加學習趣味性 

 

從備課紀錄所見，在各個科目滲入具高階思維的多元化課業，為學生提供多樣

化的學習經歷，擴闊他們的創意及思考空間、培養探究精神，藉此照顧學生的學

習多樣性。 

推展電子學習平台，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電子評估課業。為學生提供評估課業

及學習延伸的機會。 

學生分組由教師指導完成專題研習報告，訓練學生不同的共通能力。 

 

反思 

學生初步已掌握自我管理的方法，在日常教學活動中，積極參與活動，與同儕

合作，展示協作成果。 

老師能設計配合學生能力及興趣的課堂活動，並在合適的課題中加入資訊科技

元素，以提升學習動機。另外，在學科中亦舉辦富趣味及創意的學習活動，如︰

喜悦寫意日、Language Arts Day、數學比賽、STEM 活動日等，以激發學生的學

習興趣，提升學習動機。 

 

建議/改善： 

教師在教學計畫中有採用自主學習元素，來年會加強「網上學習」，為學生提供

更多網上學習資源，培養學生自學習慣。 

建議提供多元化課業外，還需注重設計有效益的課業，以幫助學生建構和鞏固

知識，加深了解學科間的連繫。同時，幫助學生了解其學習進度，懂得自我評估

及反思。 

來年會舉辦更多不同的學習活動，透過活動，加強學生自我管理訓練。 

 
 

1.2透過各類教師專業培訓，掌握不同的自學策略，提升學與教效益。 
 

成就 

本學年，教師經常參加各類的專業發展及分享活動，利用所學，在課堂實踐及互

相觀摩，以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反思及建議 

來年會繼續進行教師專業發展活動，鼓勵同儕協作、分享，營造學術交流的氛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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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建構多樣性的學習環境及平台，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習慣。 

 

成就 

整體上，教師在教學設計上已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以提升學生的自信及成就

感。 

 

中文科： 

100%教師能於課堂內經常展示學生的學習成果，學生已建立朋輩間互相欣賞的

鼓勵文化。所有中文科任在設計教學活動時能照顧學生多樣性，提升學生的自信

心及成就感。 

100%教師在課室設自學角，為學生提供自學機會。 

100%教師同意展示自學成果，能加強學生學習信心。 

98%教師鼓勵學生善用各類學習平台自學。 

 

數學科： 

100%學生能利用網上平台主動學習。 

84.8%教師經常指導學生主動學習的方法。 

 

常識科： 

100%教師認同展示學生的活動作品能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活動。  

77%學生認同展示自己的活動作品能提升學習動機。 

 

綜藝科： 

學生主動投入「中華文化日」的學習活動中，製作並展示自學成果，加強學生

學習信心。 

學生表示「中華文化日」的活動能引起他們對中華文化及歷史的學習興趣及主

動學習精神。 

 

圖書組﹕ 

張貼學生圖書科作品及展示比賽成績，以提升學生自信及成就感，提高閲讀興

趣及氣氛。 

 

電腦科﹕ 

100%老師定期展示學生自學成果及給予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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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各學科提供多樣性的學習環境及平台，在課室設自學角，為學生提供自學機會，

又鼓勵學生善用各類學習平台自學，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習慣。展示學生自學成

果，加強學習信心及積極參與活動。 

 

自評問卷顯示：98%教師、85%學生認為教師教導學生作課前預習、運用網上資

源等。87%老師認為學生經常運用不同的資源學習。 

 

建議/改善： 

 

仍須多鼓勵學生主動運用不同的學習平台進行學習。 

 

 

1.4善用評估及回饋，加強學生自信心及成就感。 

 

成就 

100%教師善用評估及回饋，從回饋中看到學生有進步，從而增強學生學習的成

效。 

100%教師表揚在自評、互評、家長及教師評估中自學表現良好及進步的學生，

成為朋輩學習模範。 

反思 

 

透過評估及回饋，教師可掌握學生學習情況，提升教學效能及促進學生學習，同

時，能增強學生對學習的自信心，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 

 

建議/改善： 

建議教師繼續利用評估及回饋數據，促進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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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發展項目二：推動 STEM教育，強化學生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 

2.1優化校本課程，提供多樣化的學習活動，提升學生應用數理科技的能力 

 

成就 

英文科： 
70%學生表示早會的英文科學小組及課堂 STEM 閱讀活動能提升他們對 STEM 的
學習興趣。 
70%學生運用資訊科技完成課堂課業及家課。 

 

數學科： 

鼓勵學生參加各項數學活動及比賽。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獲1銀1銅，1個一等獎，3個二等

獎，6個三等獎。 

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4銅獎，2優異。 

 

常識： 

88%P.1-3科任教師能在教學活動設計上滲入探究活動。 

100%教師認為四至六年級課程滲入 STEM元素的教學計畫，能實踐科學探究，優

化課堂教學。 

100%教師認為課堂教學計畫對學生學習有成效。 

 84% P.4-P.6學生能積極參與 STEM教學活動。 

 83% P.1-P.3學生能積極參與探究活動。 

 

視藝： 

 四年級設計「動物也塗鴉」課題，增加學生科學常識。 

 

STEM 

 校本課程:回應本年度學校主題「主動學習」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從多角

度切入有關正面價值的議題(如：環境保護、愉快學習活動—「動手動腦」

解決問題/創作發明品)，學生了解自己能力範圍的內的學習態度及環保義

務，並主動將學到的知識帶回日常生活中，持之以恆，深化學生正面的價值

觀。 

 

 透過問卷調查，在以下各範疇均獲超過 90%高小學生表示同意，包括：1. 認

識課題的科學原理；2. 在 STEM活動課中，能運用高階思維策略十三式幫助

思考及解難；3. 能運用電子工具/網上平台學習；4. 主動學習，提升自我

管理能力；5. 能主動與同學合作或作，提升協作能力；6. 配合跨學科學習，

「STEM活動課」能營造數理科學科技環境，培養同學對科學研習的興趣；7. 

在「STEM活動課」中，同學欣賞自己能遵守規則、注意活動安全；8.欣賞自

己的科研藝術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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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不同實驗，培養學生科學探究能力，包括觀察力、分析力、推理，並以

科學態度解決問題，加強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 

 

 學習活動:積極鼓勵高小同學參加校外學習活動：STEM workshops game 

booths；STEM 創科@大埔 2019；STEM 與可持續智能城市日營；STEM 編程嘉

年華_進階編程_APP Inventor；STEM教學活動_生物工程師(濕地公園) ；以

及參加區內中學舉辦的馬達船、水火箭及 3D打印工作坊等。 

 

 為初小舉辦校內 STEM活動，如：校外比賽成績優異：TVB Think Big策動全

港學界 STEM出創意混能車遙控車足球比賽﹕5C Critical Thinking大獎；

科技奧運會《STEAM BOAT蒸汽船設計比賽》：一等獎；田宮模型全港遙控車

足球比賽：冠軍；教育大學舉辦的綠化大廈設計比賽：冠軍 

 

 訂購閱讀資源：於圖書館設立 STEM CORNER，同學踴躍閱讀及使用 STEM學習

材料，如 VR BOOK 及模型製作。 

 

反思 

 同學熱衷學習，渴求學新知識，對 STEM課題感興趣，本校近年多次參與 STEM

活動及比賽，比賽的種類漸趨廣泛。 

 

 

建議/改善 
 本年度有關 STEM的課程，大多是本校教師所策劃，來年期望可以利用全方

位學習津貼，借助外購課程，外聘 STEM教師，為 STEM興趣小組及 STEM活

動課在課程上提供支援，並可購置多種 STEM教具及舉辦 STEM教育性參觀

等，改善及發展 STEM校本課程。 

 可增加課時及課題，例如：電子學習及編程，以及多提供材料製作器具；定

期舉行比賽，讓同學能透過競爭，互相學習及切磋，令學習更富趣味。 
 來年主題訂為「共賞手作‧同樂編程」；增加 Microbit 基礎編程及智慧城市

兩個新主題；鼓勵 STEM活動課教師進修有關知識技能，並作分享交流；舉

辦教師編程工作坊，引入外間機構的支援。 

 

 

 

2.2透過教師專業培訓，鞏固教師在 STEM方面的知識，提升學與教效益。 

 

成就 

本年度教師透過共備、觀課、校內分享及工作坊進行 STEM培訓；另外，72%教師

認為在參加 STEM專業培訓後，能鞏固在 STEM方面的知識，提升學與教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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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 
 100%教師於課堂運用資訊科技進行 STEM教學。 
 

數學： 

 80%科任教師參加 STEM的專業課程及培訓。 

 70%科任教師能利用電子平台分享教學心得及 STEM資源。 

 

常識： 

透過各類 STEM的專業培訓，教師掌握不同的教學策略，提升學與教效能。 

83% 教師參加常識科工作坊及講座。 

100% 教師認同集體備課、同儕備課及教師分享經驗能提升學與教效能。 

 

反思 

本校在共同備課中已加入大部分有關電子教學及運用 STEM之教案分享。 

 

建議/改善  

來年期望在各個科目，特別是常識及數學科，參與到校專業支援計畫，透過已發

展學校之教師推動，互相觀課及教案討論等，與學校在課程規劃、運用多樣的學

與教策略及多元化評估等在不同課題上的協作，加強學校的課程領導及提升各科

目在 STEM教學上的學與教質素。 

 

重點發展項目三：建立正面、愉快的校園文化 

3.1 深化學生正面價值觀—欣賞自己 

 

成就 

透過跨學科統整，將 10和 11月定為「欣賞自己」專題月，在課堂上作滲透式

教學，各學科舉行相關主題的活動及比賽。同時，訓輔組亦舉行相關活動。透過

跨學科及全校參與的活動，使學生能學會欣賞自己，建立正面的價值觀。 

 

中文科： 

以「欣賞自己」為題，於三至六年級進行徵文活動。學生透過文章，分享在成

長歷程上的所得所學，學習欣賞自己的努力，以及勇敢面對當中的障礙和挑戰。

100%教師同意學生能在有關「欣賞自己」為主題的作文中作出反思及表達意見。 

 

英文科： 

為配合關注項目「欣賞自己」，英文科在英文早會中以故事說明「欣賞自己」的

重要；70%學生認同這次活動讓他們明白「欣賞自己」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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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 

建立正面愉快的校園文化: 100%教師認為有定期展示 STEM活動           

的，令學生積極參與活動。 

   77% P.4-6學生認同展示我們的活動作品，能令學生懂得欣賞自己。 

76% P.1-3 學生認同展示我們的活動作品，能令學生懂得欣賞自己。 

 

視藝科： 

在「專題月」，一至三年級以「欣賞自已」為題設計書籤，四至六年級則以繪畫

方式表達自己的優點。學生作品都能帶出「欣賞自已」的訊息，成效良好。 

在學校網頁及範圍展示學生的佳作和獲獎作品，令他們感到光榮，提高學習興

趣。 

觀察學生作品及統計學期成績(最少 70%學生成績達 B等或以上)，獎勵每班表

現較佳的同學。透過「創意學生獎勵計畫」，學生更認真及積極創作。 

 

普通話科： 

配合德育科 10和 11月份專題月活動(欣賞自己)，學生在集會時用普通話講述

和「欣賞自己」有關的故事。64.8%學生在聽過故事後表示願意努力實踐「欣賞

自己」。 

 

德育科： 

設立「德育專題月」，就「欣賞自己」這主題，以相關新聞，故事、名句等，引

導學生認識欣賞自己的重要性。 

利用課堂教學及展板等分享與「欣賞自己」有關的資訊。於低年級及高年級各

進行三節課的專題月課程。 

93%學生表示欣賞自己。 

 

其他： 

訓輔組安排九月份其中一項周訓為「欣賞自己」，透過相關新聞和故事的闡述，

使學生明白「欣賞自己」的重要性，並向學生介紹專題月，並舉辦活動。 

訓輔組配合關注項目，舉辦「欣賞自己」獎勵計畫，並安排一次周訓為「欣賞

自己」，使學生明白「欣賞自己」的重要性，並向學生介紹專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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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營造愉快校園氣氛 

綜藝科： 

透過舉行不同活動，例如：「冬至齊齊吃湯圓」活動、中華文化日、工作坊、

參觀等等，加強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83%學生表示喜愛學校，81%家長表示子女

喜歡參與學校的活動及事務。 

  

 

反思 

透過專題月並各科組的配合，能讓學生了解「欣賞自己」的重要，有助深化學生

正面價值觀。 

 

建議/改善： 

學生在「欣賞自己」方面，效果滿意。然而，根據 APASO問卷顯示，學生在「競

爭」、「稱讚」及「獎勵」方面表現均低於常模，反映學生於與人競爭、接受稱讚、

接受獎勵的態度和動力仍須提升，故來年須繼續加強。來年品德素養的主題將訂

定為「欣賞他人」，建議圖書館內增添欣賞自己及他人的相關主題圖書。 

 

 

 

 

 

  



15 

 

三. 我們的學與教 

  除了一般關注事項外，本校在學與教方面亦別具特色。 

本年度安排中、英、數、常四個主科教師進行共同備課，教師就學生不同

的學習能力或情況，運用思維十三式的教學策略，設計多元化的活動，讓學生

多角度思考、具分析及判斷能力。本年度的備課重點為鼓勵學生積極主動學習、

提問技巧、有效回饋及配合電子學習。學校透過參與各科會議、科務檢討報告、

觀課及查閱簿冊等方法，有效監察課程的落實情況，亦適時檢討課程，作出跟

進和修訂，以配合本校的需要，目的是提升學生中、英、數、常各科的成績。 

  中文科方面，透過不斷優化課程設計和教學策略，學生對中文科學習有濃厚

的興趣，中文能力也不斷提升。現為第三年進行「中文分層支援教學計畫」，本

年度有第一層「全班優化教學」和第二層「小組支援教學」。一年級及二年級的

「全班優化教學」均從「口語能力」、「語素意識」、「書寫」、「字形結構」、「字詞

認默策略」、「簡單語法知識」、「閱讀理解」和「閱讀流暢度」八個範疇，開展以

穩固學生的語文基礎。而二年級及三年級的「小組支援教學」，課程以第一層內

容為基礎，提供小步子的學習內容，並運用多元化的遊戲和活動，讓學生掌握語

文基礎策略，拉近與一般學生的距離，減少學習差異。 

 英文科方面，本校致力推行校本英語閱讀及寫作計畫，通過各種有趣的活動

及不同計畫，如「促進小學英語學習津貼」(PEEGS)計畫，來營造豐富的語言環

境，有效提升學生對英語學習的興趣。幾位外籍教師在早會、小息及多個課後活

動與學生用英語交流，增加學生聽說英語的機會。除此之外，科任老師多運用電

子教學在課堂中增進學生學習英語的效能，推動學生在課堂活動的積極性。同時，

本校亦參加了由中文大學學術交流處協辦的「開心學英語」活動，透過海外交流

生的協助，安排英語學習活動，如國際英語論壇等，探討世界性的環保議題，促

進文化交流，並加強小學生應用英語的能力。 

  數學科方面，參加了「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支援計畫，目的是支

援五年級數學科，發展電子教學的有效策略，並且協助學校建立校內及跨校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深化小班教學的實踐。 

  本校教師在常識科實踐 STEM教育，四至六年級科任於課堂內設計適合的課

題，進行 STEM探究活動課業，同時負責教授該班的 STEM活動課。二年級於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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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上進行玩具製作—紙蜻蜓；三年級於「STEM活動日」學習製作空氣炮：四年

級於課堂上製作潛望鏡，延續上年度校外專業發展計畫的課題。 

學生在課堂內，透過 STEM學習活動，加深同學對學習內容的理解，強化學

習效能，有效提升他們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創意、協作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此外，配合校本課程，本年度教師透過集體備課設計電子學習教學計畫及課業，

把電子教學融入課堂中，促進學生運用不同的電子媒體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全體教師由校長及科主任進行觀課，綜合所得，各科教師均有良好表現，

個別教師的課堂設計、教學技巧和本科知識更有優異的表現。此外，本年度每

科均進行同儕觀課，同一科組的每一位教師都需要觀摩其他教師的課堂，而觀

摩的課堂會橫跨六個年級，此舉既可讓教師同儕學習，又可以了解各級的課程，

增加認知。 

  本校致力推行電子教學，由一年級至六年級均利用平板電腦(iPad)進行電

子學習活動，以豐富教學，並設學生個人電子帳號及各科均設立電子學習平台，

鼓勵學生利用網上學習資源伸延學習，藉此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 

   本年度，本校與姊妹學校廣州市白雲區時代玫瑰園小學、花都區秀全街雅

居樂小學及東莞市東城朝天實驗小學繼續透過教學交流，以及合辦教學遊學團，

促進三地四校的發展。本校教師帶同四年級學生前往三所姊妹學校進行探訪活

動，認識國內的教育制度及教育現況，並與當地學生一起上課、參加不同的課

外或體育活動，加強了解彼此的學習形式，以及討論交流。本校師生與姊妹學

校師生共赴黃山及大連進行考察，透過參觀文化古跡，加深同學對中國文化的

認識及國家身份認同。此外，參加「一帶一路」計畫前往泰國，參訪國際學校，

藉著兩地師生間交流及分享，同時讓學生豐富學習語言的機會。 

18-19 年度「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試辦計劃」交流報告書詳見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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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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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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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 

 

本校採用「混合模式」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在學習、社交、情緒、

自理等方面提供適切的援助。當中資源包括：小學加強輔導教學計畫、學習支

援津貼、區本計畫、學生輔導津貼和加強言語治療津貼，同時設駐校心理學家

為有需要學生進行評估及支援。學校開設特殊教育組，成員包括統籌主任、特

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和教師，並增聘 2名教學助理，以照顧學生個別差異。為

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學校會安排抽離輔導班、課堂協作、課後輔導班和各

類小組(包括：自理小組、情緒小組、社交小組、自閉症小組等)，在課堂、課

業及默書測考上亦會提供個人調適。此外，本校亦參與教育局舉辦的「喜伴同

行」計畫，為自閉症學生及家長提供適切的支援。就特殊教育的發展，提升教

師支援 SEN學生的能力，學校鼓勵教師積極進修，本年度教師於特殊教育基礎

課程和專題課程的進修已達致教育局的要求。 

     

學校為學生提供不同的學習支援計畫：提供小二至小六的英文、數學加強

輔導班，小一至小三的英文達標計畫、小四至小六躍進計畫，及小一至小六的

中文讀寫支援。同時舉辦「大哥哥大姐姐計畫」，以照顧初小學生，更特別於課

後為小一、小二學生開辦英文輔導及託管班。從活動觀察及問卷調查，90%學生

積極參與活動，95%學生表示學習興趣有所提升。 

     

在校本訓輔方面，學校參加「成長的天空」計畫，目的是增強學生的抗逆

能力。計畫內容包括發展課、強化小組及戶外體驗日營。發展課學生表現出極

大的興趣，並積極參與；強化小組方面，學生出席率達 90%以上，活動中學生

能充分與人合作，發揮團隊精神，從而培養出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抗逆能力，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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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活動的目的。另外，為配合學校關注項目，推行「欣賞自己」獎勵計畫，鼓

勵同學欣賞自己，同學均投入活動，獲得欣賞證書和小禮物，可見計畫能達致

成效。同時，學校恆常地舉辦紀律活動，包括課室基本法、排隊快靜齊、模範

生、每月生日之星、整潔及秩序比賽、小三成長營、親子歷奇日營、升中適應

講座、青春期適應講座、領袖訓練營等等。於各項活動和講座中，學生積極參

與，勇於提問和回答問題，能達致活動的成效。 

     

家長教育方面，學校舉辦《正能量家庭》講座，讓家長認識如何運用正向

心理學培育孩子的正向價值，並學習以積極的管教方法，讓家長和子女建立和

諧的關係，讓家庭成為子女成長的最佳場所，提升正能量。 

 

至於融合教育方面，為了建立共融文化及推廣融合教育，學校舉辦共融劇

場，透過戲劇與學生共同建構一個健康的人格發展及正向思維的人生觀。對於

家境清貧或經濟困難的學生，本校提供課外活動、午膳、校服、課本等各方面

的支援。同時亦申請了區本計劃，為清貧學生提供功課輔導和課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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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生表現 

 

  本校致力推行「一體一藝」，故在課後時間，為學生舉辦多元化的興趣班，

供學生自由參加，讓學生可利用課餘時間參與不同的多元智能課程活動，找出

自己的興趣，並持續學習，發揮潛能。 

 

    本校每學年進行三次考試，考試後會統計學生成績，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效，

並就學生的弱項作出針對性的改善策略、檢討施教的方法。中英數三科除了以

橫向方式分析學生考試表現外，更設計回饋工作紙，針對學生的弱項，加以改

善。另外，還會定期於科務會議中作縱向檢視，商討改善策略，進一步運用評

估資料回饋學與教。 

 

    在課堂教學上，除了教師的評估外，還利用自評及同儕互評等方法，評估

學生的表現，不但可令同學更專注學習，也可學習評估別人的優點所在，互相

學習，有助提升學習效能。 

 

    學校致力推廣閱讀，鼓勵學生廣泛閱讀，培養閱讀興趣與習慣，使能「從

閱讀中學習」，達至「終身學習」的培育。其次透過協作或跨科目課程與各科教

師合作，融匯各科知識，訓練學生創意思維及共通能力，亦致力提高學生學習

興趣及支援學與教為目標，並訓練學生資訊素養能力。 

 

    大部分學生利用校外不同的學習平台，參與各學習領域的網上學習，培養

學生自學能力，以網上學習為學習的一部分。 

 

    本年度教師帶領小五學生於 17-18/06/2019參加「同根同心內地交流計畫」，

讓學生了解嶺南的古建築風格和特色，並認識和欣賞嶺南的傳統藝術以及了解

其所反映的嶺南文化，同時了解粵劇的歷史、文化特色和發展，從活動中認識

了解祖國文化的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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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亦安排了小四學生於 16/12-18/12/2018參加為期三日兩夜的港莞穗

姊妹教育交流團。同學除了參觀了廣州博物館等著名的當地地標建築，更到訪

了三間當地的小學與當地的學生進行學術交流，並在廣州市花都區秀全街樂泉

小學見證了本校與香港、廣州、東莞共八校締結為姊妹學校的簽約典禮。這次

的經歷使同學們大開眼界，從中亦獲益良多，也在交流活動中與內地的姊妹學

校學生建立的深厚的友誼。之後，本校教師帶領小五、小六學生於

10/4-14/04/2019 與姊妹學校師生前往杭州及黃山考察當地自然風景及人文歷

史並與當地小學進行文化交流;小五學生於 18/06-22/06/2019與莞穗姊妹學校

師生前往大連及丹東進行歷史文化交流考察活動。透過交流活動，加深同學對

中國文化的認識及身份認同；藉著師生間的交流及分享，亦加深兩地師生的了

解，建立更深的友誼。同學學習了很多當地的文化、歷史和教育的知識，既能

擴闊視野，又能學習獨立和合作，令他們獲益良多，滿載而歸!除了教育交流活

動，今年我校小六學生更與姊妹學校同學參加了粵港澳姊妹學校中華經典美文

誦讀比賽，並取得了銀獎及最具風采獎的好成績。 

 

除此之外，我校學生在教師的帶領下參加了「一帶一路」泰國交流團，用

英語與當地國際學校的學生進行教育交流活動，不但促進了文化交流更豐富了

英語學習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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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志願 

第二志願 

第三志願 

其他 

中學學位派位情況 

 

 

 

 

 

 

 

 

 

 

 

 

聯課活動 

 

學校鼓勵學生參與課外活動，希望學生可以透過參與課外活動獲得更多的

學習機會、課外知識和生活技能，並擴闊視野，學生的反應熱烈，大都積極投

入。此外，學校舉辦的課外活動亦多元化，本年度課後舉辦的外聘導師或教師

自行教授的興趣班共 32項，以訓練及提升同學潛能為目的。 

 

1.校內比賽及活動：  

--設 32個興趣小組，供學生於課餘時參加。 

--本校制服團體包括有幼童軍、小女童軍及交通安全隊。 

--本年度舉行多項校內活動，而大型活動包括十月份舉行陸運會；及十一月份

舉行秋季旅行；一月份舉行三年級的成長營；三月份舉行六年級的教育營及三

十五周年校慶暨公民教育攤位遊戲；讓學有更多機會參加各類型活動及表演，

發揮潛能，增強自信心。 

 

第一志願 第二志願 第三志願 其他 

82.7% 4.1% 3.1%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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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各級學生提供教育性參觀，讓學生走出課室學習，安排如下： 

 

班  級 地    點 

小一 益力多廠 

小二 可口可樂廠 

小三 香港公園温室 

小四 九龍公園 

小五 粉嶺環境資源中心 

小六 米埔自然護理區 

 

2.校外比賽： 

    本年度學校繼續推行「課後延伸學習時間」，讓學生發展多方面的才華。

我們更安排學生參加不同性質的比賽、表演、體育和文化欣賞的活動，學生

都表現積極和投入，在多項校外比賽中均有出色的表現，並在多個比賽中獲

得獎項 

    學生除獲得不同的獎項外，更得到寶貴的學習經驗及建立自信， 達致全

人發展的目標。本年度學生於校際比賽及活動所獲得的獎項臚列如下: 

 

類別 比賽名稱  獎  項 

學術 
“Story to stage” Puppetry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chools 

2018/19 

冠軍  

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 

銅獎 4名 

優異獎 2名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 2019 

初賽   一等獎 1名 

       二等獎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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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等獎 3名 

晉級賽 二等獎 2名 

       三等獎 3名 

總決賽 二等獎 1名 

       三等獎 2名 

己亥年新春書法比賽(香港賽區) 小學組亞軍 

小學組冠軍 

第二屆中華翰墨情兩岸四地中

小學生書法比賽  
小學組  優等獎  

第五屆「細味人生~硬筆書法比賽」 冠軍  

「全民起動 快樂行義」全港中文書

法比賽 

高小組  優異獎  

信善紫闕玄觀道德經書法比賽 小五小六硬筆組第 2名 

小三小四硬筆組第 1名 

小三小四硬筆組第 3名 

小三小四硬筆組優異 

小五小六硬筆組第 1名 

小五小六硬筆組第 2名 

小三小四毛筆組第 1名 

朗誦 
第十屆「普藝盃」2018 朗誦才藝大

賽 

 

 

 

 

英語朗誦冠軍 1 名  

普通話朗誦冠軍 2 名  

粵語亞軍 1 名季軍 1 名  

優異 3 名  

普通話亞軍 1 名優異 5 名  

英語優異 9 名  

道德經朗誦比賽(蓬瀛盃) 

 

亞軍 1 名  

殿軍 2 名  

優異 1 名  

2019 年粵港澳姊妹學校中華經典美

文誦讀比賽 

銀獎及最具風采獎  

音樂 
2018香港青年音樂匯演中樂團比賽 

 

銀獎 



24 

 

 

 

第 71屆校際音樂節獨奏比賽   笛子獨奏初級組冠軍 

五級鋼琴獨奏季軍 

柳琴獨奏初級組亞軍 

中阮獨奏初級組優良 

琵琶獨奏初級組良好 

笛子獨奏初級組良好 

五級鋼琴獨奏良好 

四級鋼琴獨奏良好 

古箏獨奏初級組良好 

體育 

 

 

 

 

 

 

 

 

35周年吳禮和盃排球邀請賽 女子組亞軍 

35周年吳禮和盃排球邀請賽 男子組冠軍 

2019廣東省小學排球錦標賽 B組第五名 

2018至2019年度大埔區小學校際排

球比賽 

男子組冠軍 

男子組傑出運動員 

2018至2019年度大埔區小學校際排

球比賽 

女子組亞軍 

女子組傑出運動員 

2019全港小學排球邀請賽 男子組亞軍 

2018至2019年度全港小學區際排球

比賽 

男子組殿軍 

男子組傑出運動員 

救恩書院友校接力邀請賽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友校 

4x100接力邀請賽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第二中學 

友校接力邀請賽 

4x100米接力冠軍 

4x100米小學男女 

混合組季軍 

4x100米接力冠軍 

 

九龍城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8 男子 E組 60米亞軍 

男子 E組跳遠季軍 

大埔區小學校際田徑錦標賽 男子甲組跳遠冠軍 

男子甲組 200米亞軍 

男子甲組 60米亞軍 

大埔區小學校際田徑錦標賽 男子甲組 4x100米亞軍 

男子乙組 100米季軍 

男子乙組跳遠 

女子甲組跳遠季軍 

女子甲組 100米殿軍 

女子乙組 200米季軍 

首屆香港武術之星錦標賽 集體長拳冠軍 

恩福跆拳道邀請賽 2019 品勢賽 n2組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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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色帶搏擊 33-35kg季軍 

品勢賽 n2組 殿軍 

男子色帶搏擊 36.5-40kg季軍 

品勢賽 n2組 優異 

男子色帶搏擊 33-35kg 亞軍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2019 冠軍 3名  

亞軍 2名  

季軍 3名  

殿軍 2名  

舞蹈 
第 55屆學校舞蹈節比賽  中國舞比賽甲級獎 

西方舞比賽甲級獎 

視藝 
「大埔城鄉共融迎中秋 2018」 

花燈設計比賽 

冠軍 

季軍 

STEM 
田宮足球越野車大對決 全港公開賽冠軍 

全港學界 STEM 出創意大賽 Think 

Big In Stem –遙控車足球比賽 

5C-Critical Thinking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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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財務報告 

2018-2019 年度財務報告 

   
  收 入 ($) 支 出 ($) 

    政府資助     

 (1)  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1.  行政津貼 / 修訂的行政津貼 1,967,700.00  1,478,735.35  

    2.     學校發展津貼 750,226.00  385,263.00  

    3.  綜合資訊科技津貼 425,488.00  924,778.50  

    4.  消減噪音津貼 1,672.54  0.00  

    5.  空調設備津貼 388,966.00  193,684.00  

    6.  校本支援計畫 (新移民)     62,305.00 4,336.00  

    7.     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750,145.00  819,468.75  

    8.     成長的天空計劃津貼 114,927.00  81,700.00  

    9.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156,507.00  211,010.00  

   10.   風災津貼 54,336.00  54,336.00  

   11.  學校及班級津貼 468,878.12  1,358,613.79  

   12.  課程發展 / 科目津貼(普通話、德育及公民教育) 66,405.00  28,054.50  

   13.  升降機經常開支津貼 98,160.00  59,740.00  

   14.  校本管理補充津貼 198,463.00  83,152.01  

   15.  教師培訓/發展津貼及增補津貼 15,778.00  6,735.00  

   16.     校本輔導及訓育計劃經費津貼 7,847.00  4,883.20  

   17.  供增聘文書助理的行政津貼 193,488.00  193,488.00  

   18.    綜合家具及設備津貼 235,525.00  875,449.00  

小結： 5,956,816.66  6,763,427.10  

  
 

  

 (2)  不納入「擴大的營辦津貼」的津貼    

    1.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可供選押的現金津貼 2,480,880.00  1,925,301.11  

    2.   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計劃 14,674.00  14,674.00  

    3.    學習支援津貼 364,322.00  447,300.00  

    4.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津貼 304,200.00  296,947.40  

    5.    差餉及地租 196,012.00  196,012.00  

    6.    學生在校免費午膳津貼 1,134,540.00  1,178,980.00  

    7.    額外補充學習津貼 744,744.00  361,935.00  

    8.   學校閱讀推廣津貼 40,000.00  12,531.60  

    9.   英文科津貼 PEEGS  350,000.00  350,000.00  

   10.   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試辦計劃 150,000.00  155,157.50  

   11.   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 100,920.00  100,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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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額外學位現金津貼 322,868.00  102,375.00  

    13.     增撥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84,940.00  77,122.00  

    14.     推動中國歷史及文化的一筆過津貼 0.00  49,897.80  

    15.     資訊科技人員支援津貼 307,200.00  307,200.00  

    16.     電子學習資源一筆過撥款 0.00  700.00  

小結： 6,595,300.00  5,577,053.41  

      

2018/2019 年度總計 12,552,116.66 12,340,48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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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回饋與跟進 

本年度的關注項目一：優化學與教的策略，讓學生學會主動學習 

     學校重視學生的學習主動性及自學能力的培養，本年度在各學習領域將自

主學習的元素透過多元化學習模式，如課業、延伸學習平台和學習歷程檔案

等推展，深化學生主動學習能力。 

   就現有的主動學習計畫的基礎上，下學年會繼續推行。而為展示學生自

學所得，讓其得以充分發揮，下學年會培養他們的溝通能力。 

   學與教督導委員會加強檢視各項學習策略的運用情況，對課程及教務組

作出建議，進一步加強學生主動學習能力， 

 

關注項目二：推動 STEM教育，強化學生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 

STEM 教育發展重點在於整合科學、科技、工程、數理、電腦等知識，建

立以知識為基礎，培育學生邏輯思維、慎思明辨、創新和解難能力。把知識及

技能融會貫通，教師將部份學習元素滲入在各科內。在進行 STEM活動時，學

生對學習感到興趣，但部份學生在設計、製造及操作方面，表現較弱，要教師

協助才能完成作品，故下學年會加強訓練學生手動製作能力。而為培養學生的

解難及創造能力，來年六年級 STEM活動課將會加入編程課題，讓學生在活動

中進行探究。 

 

關注項目三：建立正面、愉快的校園文化 

     為提升品德素養及公民意識，透過德育專題月、跨學科的活動和比賽，培

養學生欣賞自己的態度，從專題月學生參與活動與比賽的情況，可見學生欣賞

自己的態度有所強化。另外，為嘉許在學業或活動表現出色的學生，各學科在

班內設置「欣賞角」、壁報等推行「欣賞自己」文化，教育學生懂得欣賞自己，

藉此提升他們的自信及成就感。 

 

  惟根據 APASO問卷顯示，學生在「競爭」、「稱讚」及「獎勵」方面表現均

低於常模，反映學生於與人競爭、接受稱讚、接受獎勵的態度和動力仍須提升，

故下學年會加強相關範疇，深化推行「欣賞」文化，讓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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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附件 
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全年活動簡報（2018 / 19） 

請於 2019年 9月 30日或以前，把填妥的全年活動簡報（Excel版本）電郵至課程發展處全方位學習組（經辦
人：彭小姐；電郵地址︰jcfund@edb.gov.hk） 
，並抄送（Copy to）貴校校長。 

填寫此簡報時，請詳閱附頁之「注意事項」。 

 

校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學校編號：       115045        _________ 帳目編號︰____  5158           

（一）開支總結： 

2018/19 撥款 


2018/19 支出 


2017/18 餘額 （此金額須退回教育局） 

註(1)
 

$100,920.00 $100,920.00 $0.00 

註(1)︰學校須按照教育局安排，把餘款全數退回教育局。 

（二）受惠學生人數及金額（即合資格並已獲得基金資助的學生）：  

年級 綜援 學校書簿津貼 其他有經濟 合共 年級 綜援 學校書簿津貼 其他有經濟 合共 

P1: 9 65 16 90 S1:    90 

P2: 4 72 25 101 S2:    101 

P3: 7 57 45 109 S3:    109 

P4: 15 73 20 108 S4:    108 

P5: 10 52 50 112 S5:    112 

P6: 7 51 25 83 S6:    83 

人數 

小計： 
52 370 181 603 

人數 

小計： 

0 0 0 
603 

金額 

小計： 
$13,200.00 $87,720.00 $43,980.00 $100,920.00 

金額 

小計： 

   
$0.00 

 總受惠人數 (A): 603 

全校人數: 714 

受惠人數 百分比 (%): 84.45% 

（三）活動報告：（各註解詳情請參閱「注意事項」。） 

 
全方位學習活動的名稱及資助用

途註(2) 

所屬基要學習經歷註(3) （每活動只可選擇一

項；請於適用的空格上填"1"） 

境外活

動(4) 

活動已達訂定 

的學習目標(5) 
參與該活

動受助學

生數目(6) 

活動資助 

金額 
服務 體育 藝術 工作 德育 智能 (請於適用的空格上填"1") 

e.g. 義工訓練課程學費 1             1 30 $30.00 

1 「開心學英語」活動交通費           1   1 20 $6,930.00 

2 陸運會交通費   1           1 140 $1,470.00 

3 英語足球比賽交通費   1           1 12 $940.00 

4 排球比賽交通費   1           1 40 $11,968.30 

5 自行分配學位簡介會交通費       1       1 30 $1,100.00 

6 英文科活動交通費           1   1 30 $3,124.50 

7 皮影戲活動交通費     1         1 14 $1,450.00 

8 STEM活動交通費           1   1 180 $2,07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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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習活動的名稱及資助用

途(2) 

所屬基要學習經歷(3) (每活動只可選擇一項；請

於適用的空格上填"1") 

境外 

活動(4) 

活動已達訂定 

的學習目標(5) 

參與該活

動受助學

生數目(6) 

活動資助金

額 

服務 體育 藝術 工作 德育 智能 (請於適用的空格上填"1") 

9 小學生活體驗課交通費 1             1 420 $7,401.90 

10 校園小記者活動交通費     1         1 40 $2,350.00 

11 教育性參觀交通費         1     1 750 $22,853.00 

12 武術比賽交通費   1           1 22 $1,650.00 

13 參觀益力多廠交通費         1     1 110 $1,600.00 

14 三育中學專題講座交通費 1             1 60 $900.00 

15 信善紫闕玄觀頒獎禮交通費         1     1 10 $1,200.00 

16 音樂節比賽交通費     1         1 10 $599.80 

17 朗誦比賽交通費     1         1 8 $82.30 

18 道德經書法比賽車費     1         1 10 $82.30 

19 視藝科活動交通費     1         1 150 $8,600.00 

20 口琴比賽交通費     1         1 52 $1,450.00 

21 籃球比賽交通費   1           1 20 $2,200.00 

22 童軍活動交通費           1   1 100 $4,730.00 

23 女子壘球活動交通費   1           1 20 $2,200.00 

24 舞蹈比賽交通費     1         1 30 $2,550.00 

25 歌詠組活動交通費     1         1 40 $850.00 

26 小六教育營交通費         1     1 97 $3,800.00 

27 花式跳繩比賽交通費   1           1 30 $950.00 

28 中樂組比賽交通費     1         1 20 $1,400.00 

29 小三成長營營費         1     1 135 $2,700.00 

30 花卉展覽繪畫比賽交通費     1         1 15 $1,712.00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合計: 2 7 11 1 5 4 0 30 2615 $100,920.00 

（四）「社會服務」及「體育發展」活動共佔總開支的百分比： 

2018/19 學年 

29.41% 

 

（五）備註 / 其他資訊（如適用）： 

 

 

基金負責人員姓名︰ 陳鈞毅 負責人員常用電郵地址： mail@nlw.edu.hk 

基金負責人員職位： PSM 聯絡電話︰ 2667 2111 

校 長 姓 名︰ 梁永湛 校長常用電郵地址： mail@nlw.edu.hk  



31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2018-2019 學年「學校發展津貼」的運用方案成效評估及建議與 2019-2020 年度建議撥款 

目標 關注重點 2018-19年度成效評估及建議 
2019-20 年度 

建議撥款 
負責人 

A) 聘請代

課教師 

 

 

為教師創

造空間進

行教學及

備課工作 

 

此措施能減輕教師額外的代課工作及讓教師外

出進修時無後顧之憂，深受教師歡迎。 

實際金額為$1249x 69天=$86,181 

來年預計學生交流會增多，因此會略為增加聘

請代課教師金額。 

 

聘請代課教師 

 

=$97,310 

 

吳秀娟 

周劼穎 

B) 提升學

生的多

元智能 

 

 

 

 

提升學生

對多元化

活動課程

的興趣及

技能 

 

 

學校推行多元化興趣小組，1819學年各組別的

學生平均出席率為 90%或以上，證明活動深受學

生歡迎。 

而為提升學生的專業技能技能及興趣，減輕教

師為學生作多元化活動培訓的工作量，學校聘

請資深導師及助教協助教師進行各項活動的培

訓，本年度各組的比賽成績如下： 

-第 55屆學校舞蹈節比賽:中國舞甲級獎、西方

舞甲級獎 

-己亥年新春書法比賽(香港賽區): 小學組冠軍

及亞軍 

-第二屆中華翰墨情兩岸四地中小學生書法比

賽: 小學組優等獎 

-第五屆「細味人生~硬筆書法比賽」:冠軍 

-信善紫闕玄觀道德經書法比賽:小三小四毛筆

組第 1名 

-2018香港青年音樂匯演中樂團比賽:銀獎 

-第71屆校際音樂節獨奏比賽:笛子獨奏初級組

冠軍、柳琴獨奏初級組亞軍 

-2019廣東省小學排球錦標賽:B組第五名 

-2018至 2019年度大埔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

男子組冠軍、男子組傑出運動員、女子組亞

軍、女子組傑出運動員 

-2019全港小學排球邀請賽:男子組亞軍 

-2018至 2019年度全港小學區際排球比賽:男

子組殿軍、男子組傑出運動員 

-九龍城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8:男子 E組 60米亞

軍、男子 E組跳遠季軍 

-大埔區小學校際田徑錦標賽: 男子甲組跳遠冠

軍、男子甲組 200米亞軍、男子甲組 60米亞

軍 

-大埔區小學校際田徑錦標賽: 男子甲組 4x100

米亞軍、男子乙組 100米季軍、男子乙組跳遠、

女子甲組跳遠季軍、女子甲組 100米殿軍、女

子乙組 200米季軍 

-首屆香港武術之星錦標賽:集體長拳冠軍 

-恩福跆拳道邀請賽 2019品勢賽: 

n2組冠軍、殿軍、優異 

導師及助教費 

 

書法   中樂 

獅藝   排球 

中國舞 西方舞 

田徑   跆拳道 

花式跳繩 籃球 

英語足球 

 

合計：$269,080 

 

梁淑芳 

任泳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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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色帶搏擊 33-35kg亞軍、季軍 

男子色帶搏擊 36.5-40kg季軍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2019:3名冠軍、2名亞

軍、3名季軍、2名殿軍 

-第 25屆全港公開學界龍獅藝錦標賽 2018 

「小學獅藝地青規定組」:優勝獎 

-Endea 三人籃球邀請賽:亞軍 

本年度各組的比賽成績理想，因此建議繼續聘

用導師，提升學生對中國傳統藝術、舞蹈、體

育等有關活動的興趣及技能。 

 

C) 提升學

生的英

文能力 

 

提升學生

對英文閲

讀及説話

的興趣及

能力 

 

 

為提升學生的英語知識及運用能力，本學年聘

請外籍教師與本校教師進行協作教學、舉辦課

後英語活動及暑期英語班。藉課堂觀察及學生

學習成果，可見學生對英語的興趣及能力均有

所提升。 

 

ELTA薪金 

=$398,220 

 

梁淑芳 

D)提升學生

專題研習能

力 

 

1.為學生

提供全方

位學習及

研習的機 

會 

 

2.提高學 

生對祖國 

的認識 

學生參加「同根同心」廣州及佛山的嶺南文化

探索活動，了解到嶺南的古建築風格和特色，

認識和欣賞當中的傳統藝術（如古字畫、古陶

瓷、端硯、潮州木雕等），以及了解其所反映的

嶺南文化(如粵劇歷史、文化特色和發展)。 

 

活動期間，教師帶領學生完成反思、專題研習

及分享會 (完團後四星期內在校內舉行；有關

報告已交予承辦單位)，再利用展板及網頁向全

校師生及公眾人士介紹活動。 

 

今年的團費支出為$610x4=$2440 

 

此活動十分有意義，來年將計畫參加同根同心

「上海歷史及科技探索之旅」。明年計畫的參觀

地點較遠，因此領隊教師的團費也應較今年的

團費多。 

領隊教師旅費

及備用金 

合計：$10,300 

周劼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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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來港兒童(校本支援計劃)周年報告18-19 

 

新來港兒童計劃目的是為新來港學童提供學習支援、個人發展及社會適

應及功課輔導，並提供學生課外活動及探訪活動，以幫助他們及早打好基礎。

通過課堂觀察、問卷及學生學習成果，平均90%學生認同能理解及完成困難

的題目，80%學生認為有提升學習興趣。整體而言，學生表現良好，能更具

信心和把握學習機會。此外，安排學生參加戶外活動了解香港的文化及歷史，

增強新來港兒童對社會的適應。來年計劃目的仍是鞏固學生的學習基礎及增

加學生對香港和學校的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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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試辦計劃」 

交流報告書 

 ( 2018/19 學年) 

學校名稱：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姊妹學校名稱： 東莞市東城朝天實驗小學 締結日期： 2018年 12月 18日 

 廣州市白雲區時代玫瑰園小學 

 廣州市花都區秀全街雅居樂小學 

 廣州市越秀區朝天小學 

 廣州市花都區圓玄小學 

                                                                                                                      

第一部分：交流活動詳情 

 

項目 

編號 
交流項目名稱及內容 預期目標 評估結果 反思及跟進 

   1 2018年 12月本校老師帶領學生赴

內地姊妹學校參觀交流 

 (1)本校學生參觀校園 

 (2)本校學生觀看姊妹學校學生

演出 

 (3)共同上課進行活動 

 (4)互相交談並致送紀念品 

 (5) 見證姊妹學校締結儀式 

1.加強雙方學生瞭解彼此的學習形式及

內容 

2.藉著師生間的交流及分享,建立更深

的友誼以及互相尊重的態度 

3.透過考察自然風景及文化古蹟,加深

本校學生對內地中國文化的認識及培養

學生國民身分認同 

 

1. 透過學生撰寫反思,瞭解到

所有學生都認為這次交流活動

讓他們受益匪淺,認識到國內學

校的學生學習形式和內容,並和

姊妹學校的學生建立了深厚的

友誼 

2. 透過學習匯報,反映出學生

在參觀國內文化古蹟的感受和

學習到的知識 

1.這次學生交流活動,讓學生在活動

和學習中互相瞭解並增進了友誼。此

外,在學生的互相交流中,促進學習

和進步。本校將會繼續為姊妹學校和

本校的學生提供交流的渠道,通過交

換網上聯絡方式和電話號碼保持交

流和聯繫。 

   2 2019年 4月本校老師帶同本校學

生與內地姊妹學校師生共同赴黃

山及杭州進行交流考察 

(1)探訪當地小學西湖第一試驗

小學,與當地學生交流 

(2)參觀考察當地著名的歷史文

化景點 

(3)體驗當地人文風情 

 

1. 透過遊覽參觀當地的自然及人文文

化古蹟,加深同學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及

身分認同 

 

2.藉著師生間的交流及分享,加深兩地

師生的瞭解,建立更深的友誼 

 

3. 通過和當地小學生的交流,瞭解內地

的教育模式和學習內容 

1.透過每晚由老師帶領學生完

成的反思會,瞭解到學生學習到

的文化知識 

 

2. 通過校內舉行的學習分享會

和專題研習,分享了學生的學習

成果和寶貴經歷 

1. 在體驗中學習的進程令本校學生

不但學習到文化知識,更在與內地姊

妹學校共同考察的互動下發現對方

的優點以及自己的不足,互相學習互

相促進,在以後的交流活動中可以嘗

試互相匯報學習成果,拋磚引玉 

最新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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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019年 4月本校老師帶同本校學

生與內地姊妹學校師生一同參加

粵港澳中華經典美文誦讀比賽 

1. 透過與姊妹學校同學一起誦讀排練

中華經典美文誦讀,學習中國經典

文學名篇 

2. 在排練和參加比賽過程中與內地姊

妹學校同學增進交流和友誼 

1. 透過每天排練之後的反思,

了解到學生的學習進程 

2. 透過在學校的分享了解學生

的感受和見聞的增長. 

3. 有幸在美文誦讀比賽中獲得銀將

和最具風采獎,學生開闊了眼界

和增長了知識和見聞.來年如參

加類似比賽可事先與姊妹學校多

加協調,讓排練時間更加充裕. 

   4 2019年 6月本校老師帶同本校學

生與內地姊妹學校師生共同赴大

連及丹東進行交流考察 

(1) 參觀考察當地歷史名勝古蹟 

(2) 到大連市西崗區五四路小學

交流 

(3)體驗當地人文風情  

1.透過參觀考察大連及丹東,體驗深厚

的中國歷史文化,增加身分認同 

2. 體驗當地學校文化,學習專題研習報

告 

3.通過和當地小學生的交流,瞭解內地

的教育模式和學習內容 

4. 藉著師生間的交流及分享,加深兩地

師生的瞭解,建立更深的友誼 

1. 透過每晚由老師帶領的反思

會,由學生報告每天所學到的知

識和反思自己的不足 

2. 透過完成專題研習和校內的

分享會,借鑒所學到的專題研習

報告形式 

3. 通過和姊妹學校同學交換聯

繫方式,促進長期交流聯繫 

1. 經由本次的交流活動,在與姊妹

學校的學生共同考察中,學習獨立和

思考,並在交談環節中發展自己的交

流能力,主動和內地姊妹學校的同學

交換聯絡信息,日後可以鼓勵學生多

多聯絡內地姊妹學校的學生互相交

流促進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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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財政報告 

 

項目 

編號 
交流項目 支出項目 費用 備註 

1 學生赴內地姊妹學校參觀交流 交流團團費 $ 3 6 2 6 0   

2 學生赴黃山杭州進行交流考察 交流團團費 $ 1 0 7 3 8 8   

2  學生赴廣州參加粵港澳姊妹學校

美文誦讀比賽 
參賽交通住宿費用 $ 5 1 8 3 . 9 0  

 

3  學生赴大連進行交流考察 
 

交流團團費 $ 6 6 3 8 4  
 

4   總 計  $ 2 1 5 2 1 5 . 9   

  津 貼 年 度 結 餘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