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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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國超校董 吳  堅校董 

朱鏡輝校董 老光基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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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寶雯校董 

  

獨立校董  

李  宗校董                    易秉暉校董 

  

  

當然校董  

鄭紀文校長  

  

教員校董  

陳婉祺助理校長 任泳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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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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人(100%)持有學士學位 

17人(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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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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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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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重點發展項目一：優化學習環境及教學策略，讓學生樂學善學。 

 

1.1透過創設愉快的學習環境、教學設施及教學安排，讓學生樂於學習及善於運

用不同的技能學習。 

 

成就 

 

    首先，於優化學習環境及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興趣方面。已進行課室改

善工程，增設納米電子黑板。一至三年級的課室及特別室已完成工程，有效地提

升教學效能，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 

 

     而各科在課室設置「自學角」，為學生提供自學材料，鼓勵自學。學生於小

息時踴躍到自學角進行自學活動。 

 

    同時改建活動室為「STEM 創科探索樂學空間」的計劃已開展，為推展 STEM

課程作好準備。   

 

    至於電腦室工程已完成，優化了電子設備，並增設了流動直播系統，升降平

台亦已投入使用，能有效地提升教學效能，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 

 

    而優化禮堂音響設備及改置運動木地板工程亦已完成，有效地擴闊了禮堂的

活動用途。 

 

    同時改建輔導室及 1樓走廊為「Joyful Land」的工程已完成，為學生設置了

一個集輔導、訓練及休憩的活動空間，學生都表示喜歡到「Joyful Land」進行活

動。 

 

    其次，透過特定的教學安排，讓學生循序漸進掌握主動探索的學習方法，進

而在學習過程中能加以綜合應用。 

 

    常識科在一年級推行 LBD(Learning by Doing)體驗式學習課程，透過體驗式

學習活動發揮學生潛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同時，優化 STEM課程，建立學生的科學知識及技能，並發展學生的綜合分

析、解難和創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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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於一、二年級設置雙語班，為學生營造良好的英語學習環境，加強學生學

習英語的動機和興趣。 

  

     亦透過跨學科學習(專題研習和課程統整周)，讓學生進行思維、知識整存的綜

合訓練。 

 

    還靈活運用課時，推行多元潛能課及樂學時段，以擴闊學生的學習經歷，提

升學習興趣。 

  

此外，配合 Wifi900計畫，於五年級推行「學生自攜平板電腦 (BYOD) 輔助學

習」計畫，計畫老師透過課堂實踐及教材套製作掌握不同的電子教學技巧，過程中

為學生提供不少主動探索的機會，令學生得以在學習過程加以應用。 

 

    而於課堂上，96%教師經常分享或展示學生作品，提升學生的成就感和歸屬

感，營造正向的學習環境，令學生樂學善學。 

 

 

反思 

 

    100%教師認為優化學習環境及教學設施，能提升學生學習興趣。92%教師認為

透過特定的教學安排(LBD、STEM、雙語班)，讓學生循序漸進掌握主動探索的學習

方法，進而在學習過程中能加以綜合應用。 

 

簡言之，無論教學環境、教學設施和教學安排，都能令學生樂於學習，善於運

用不同的技能學習，掌握主動探索的學習方法，提升學習興趣。 

 

來年 STEM 室工程完成，得以配合優化的課程，常識科更將 LBD(Learning by 

Doing)體驗式學習課程推行至二年級，雙語班亦推行至三年級。這些教學設施和安

排相繼完成及推展，定能進一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更樂於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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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2透過運用多元化的教學策略，讓學生在不同科目的學習中得到樂趣。 

 

成就 

     

    學校定期舉行教師專業發展日、聯校教師發展日及參加校外支援計畫等活

動，促進教師專業交流。本年度全體教師參與大埔區教師發展日，及與會屬學校

舉行聯校教師工作坊，增強對國家安全教育的認識，優化相應的教學策略。 

 

    無論由校方推薦或教師自行報讀，教師都積極參與各項專業培訓。90%教師認

為加強教師專業發展，提供多元化教學策略，能讓學生在不同科目的學習中得到

樂趣。此外，78%教師有參加正向態度的相關專業培訓。92%教師運用不同專業發

展活動學習所得之知識或技巧於課堂教學及設計課業，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其次於不同的學習階段，透過多元化的教學策略、學習活動、平台、課業

等，培養學生積極、主動探索的學習態度。本校利用 Teams 作教學平台，進行教

學、分享教材、收發家課、給予回饋等，均有助提升學生學習的樂趣。 

 

同時，善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教學，讓學生從做中學、從遊戲中學及完成具挑

戰性的任務。教師利用 Kahoot、Nearpod等應用程式，提升教與學的互動及了解學

生上課情況，增加學生的學習樂趣。 

 

    更鼓勵學生定期利用中文百達通、英文 8寶箱、數學 8寶箱、常識 8寶箱及

e悅讀學校計畫等網上學習平台，培養自學習慣。92%教師有鼓勵學生善用各類網

上學習平台，培養自學習慣。 

 

    此外，透過教師的共同備課、教學分享會、同儕觀課等，增進教師科研的技

能，激發創新的教學設計及教學策略，提升教學效能。共同備課以「含主動學習

元素的課堂設計」作焦點，中、英、數、常的科任進行了共十二次共備會議，運

用不同的教學策略設計課堂，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參與度和研習能力。教師並

透過同儕觀課及評課，具體了解共擬的教學設計的效能及學生的相關能力的表

現，以回饋教學。 

 

    而中英數常各科教師能在集體備課中分享不同的研習策經驗及成效，商討如

何在課程中滲入更多主動探索的元素，亦會因應每個單元的內容，設計不同的教

學活動，運用不同的教學策略，提升學生主動探索能力，令學生從學習中得到樂

趣。94%教師在課堂教學中運用多元化教學策略。 

 

    100%教師認同多元化教學策略能提升學生學習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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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及建議 

 

大部分教師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均有提升，利用 Teams 作教學平台，教學、

分享教材、收發家課、回饋等。教師嘗試利用 Kahoot、Nearpod 等應用程式，提

升互動及了解學生上課情況。期望在學習運用科技之餘，積極嘗試新教學策略，以

進一步提升學生興趣及學習動機，建議日後仍恆常利用資訊科技，提升學與教。 

 

來年將持續推行有關教師專業培訓，善用已建立的學習資源，讓學生發展主動

探索的學習態度。建議持續為教師安排有關主動學習、教學策略、STEM 的講座或

工作坊。 

  

      年度因疫情關係，教師出外進修的機會並不多，只能於網上進行。希望來年

有更多教師出外進修有關主動學習的課程，同時利用教師專業發展時段，組織教

師分享學與教的成果，讓教師建立信心，運用多元化的教學策略，讓學生在不同

科目的學習中得到樂趣。 

 
 

 

重點發展項目二：強化正向校園文化，培養學生積極、樂觀和關愛的良好態度。 

1. 透過優化課程、參與校外支援計畫及推動正向校園活動，加強培養學生良

好態度。 

 

成就 

    中英數常等各科於已有課程內滲透正向價值觀(禮貌、自信)，加深學生認

識及體驗正向文化。 

 

    同時舉辦不同類型的講座、活動和比賽，加深學生對正向價態度的認識，

以推動校園正向文化。92%教師認為透過舉辦不同形式的活動，能建立正向文

化，從而增加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此外，為學生組織不同的學習經歷及校本活動，加強培養學生正向的態

度。例：「XXX獎勵計劃」、「XX之星」。 

 

更透過設立「禮貌、自信」專題月及跨學科統整，在課堂上作滲透式教

學，並各科組配合舉行相關主題的活動及比賽，能有效提升學生正面價值觀及

營造關愛校園文化，學生能表現積極、樂觀和關愛的行為。100%教師認為「禮

貌、自信」元素能滲入常規及非常規課程與活動中，從而建立正向校園文化，

相關周訓、講座及活動則能加強家長、學生及教師對正面價值觀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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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 

 英文科舉辦「Books & Beyond Reading Club」、「Reading Marathon 

Programme及「English Fun Day」活動，根據問卷調查，82.7%學生認同

活動能讓他們明白「禮貌、自信」的重要。73.4%學生認同活動有助提升正

面價值觀。   

 

常識科： 

 配合德育科專題月活動(禮貌、自信)，學生的剪報課業以禮貌和自信為主題，

超過 80%學生表示能以禮待人及建立自信。 

 

德育科： 

 利用展板介紹「禮貌、自信」相關新聞，故事、名句，引導學生認識禮貌、

自信的重要性。 

 周訓以正面價值為主題，包括「禮貌」、「自信」、「責任」、「關愛」，加強正

向校園文化。 

 95%學生表現禮貌和自信的行為。 

 

視藝科： 

 在「專題月」，一至三年級以「禮貌」、「自信」為題設計光碟，四至六年級

則以電腦繪畫圖畫，表達「禮貌」、「自信」的訊息。大部分學生作品都能

帶出「禮貌」、「自信」的訊息，成效良好。 

 

普通話科： 

 講述與「禮貌」、「自信」有關的故事。學生們都喜歡此活動，有效宣揚「禮

貌」、「自信」的訊息。 

 

音樂科： 

 聲響創作小組—自評、互評，有助學生建立自信。 

 
電腦科： 

 教導學生網上禮儀，培養以禮待人的良好態度。 

 

圖書科： 

 於悦讀樂課堂中介紹以禮貌、自信為主題的圖書，並在圖書館設立推介區，
有助加強學生培養禮貌、自信的態度。 

 

體育科： 

  於課上播放體育比賽的短片，讓學生學會有關比賽的禮儀，認識何謂體育精
神。 並設立體適能龍虎榜，展示每項目前十名學生的體適能成
績，增強他們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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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組： 

 透過「禮貌、自信」壁報設計比賽，宣揚正向訊息。 

 

訓輔組： 

 推行「禮智達人」獎勵計畫，透過不同領域的活動(學業品德篇、交齊功課

篇、關愛特別活動篇、禮和藝術篇和健康校園篇)，讓同學成為一個具有「W」、

「T」、「N」、「L」、「W」素質的學生。學生認同活動提升正面價值觀。 

 把「禮貌、自信」元素滲入周訓及主題短講，加強推廣正向校園文化。 

 每月設模範生選舉，強化學生的正向價值觀。 
 

 

2. 透過正向的校園佈置和班級活動，持續營造正向校園氛圍。 

  

    善用學校空間，將學校佈置成為正向校園，讓學生認識及感受正向文化。

包括：學校內張貼有關「正向」的語句和諺語﹔在梯間、柱位等不同位置增加

展示學生作品的空間，以提升學生的正向成就感﹔利用學校網頁及地下 LED顯

示屏，展示學校及學生的獎項，以提升學生的正向成就感。 

 

      各科組亦在課堂分享/展示學生作品，提升學生的成就感，營造正向的學習

環境。 

 

     同時透過舉辦不同形式的活動，例如︰「師生生日會」、「陽光電話」， 

 建立正向文化，從而增加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視藝科： 

 在學校網頁及範圍展示學生的佳作和獲獎作品、鼓勵二至五年級學生積極參

與「創意學生獎勵計畫」、多做課外創作及參與視覺藝術體驗，並在頒獎禮

上加許獲獎學生，提升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體育科： 

 下學期展開了全校「喜」動活動，學生分級於星期五的早會時段跳全校「喜」

動健康操，培養學生做運動的習慣，增強體質，同時提升學生的歸屬感。 

其他活動： 

 設「HAPPY TIME 自選樂學時段」，讓學生能在小息時間選擇自己喜愛的學

習活動，重拾學習的自主權，有效提升學生對學校的喜愛及歸屬感。 

 設「無功課日」，為學生緩減功課帶來的壓力，建立愉快校園氛圍。 

 設「師生生日會」，為該月生日的師生送上祝福，建立師生及朋輩的正面聯

繫，提升學生的歸屬感。 

 於校園走廊張貼正向語句，營造校園的正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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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教師認為學校有善用空間，將學校佈置成為正向校園，讓學生認識及感

受正向文化。 
 

3.透過家長教育，讓家長能培養子女正向的態度。 

      為家長進行諮商，舉辦家長講座：「家長如何處理情緒及壓力」、「家

長管教模式與親子關係」、「孩子的情緒管理」、「孩子升中的適應與發

展」、「疫情下家長減壓」及「協助孩子正確使用網絡」。有助家長提升正向

態度之餘，亦懂得培養子女的正向態度。 

   同時，舉辦親子活動，包括「小一親子活動日」及兩場「親子桌遊 

日」，共 70對親子參加活動，加強親子溝通，建立親子間的正向態度。 

 

4.善用校外資源，有效及全面地推行校園正向文化。 

 

    參與「善德學堂」計畫，透過「善德學堂—中華優秀文化校園計劃」，讓 

學生透過武術和舞蹈認識中華文化，從而培養正向的態度。 

 

反思 

 

1.根據 apaso問卷數據，當中「負面情感」一項較全港常模高，故來年可繼續

加強推廣正向校園文化，來年關注主題可考慮正向價值觀(自律、責任)。 

 

2.透過專題月與各科組的配合，能讓學生加深了解「禮貌、自信」的重要性， 

  有助深化學生正面價值觀，營造正向校園文化，建議下學年繼續設立專題 

  月，與各科組配合推展關注主題。 

 
3.繼續推行「HAPPY TIME自選樂學時段」、「無功課日」和「師生生日 

  會」，以加強學生的正面價值觀，提升對學校的喜愛及歸屬感。 

 

4.來年繼續參與「善德學堂」計畫，透過認識中華文化，培養學生正向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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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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致力持續發展教學及科本特色，舉辦不同形式的學科探究及體驗學習活

動，進一步推動學生的全人發展。 

    本校透過舉辦各科會議、科務檢討報告、觀課及查閱簿冊等方法，有效檢視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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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教師

之間的互相觀摩、協作、研究、討論等，促進教師專業發展，並提升教學質素。此

外，本校提倡教師協作文化，各主科均進行同儕、科主任及校長觀課，同一科組的

老師需要觀摩其他老師的課堂，建立共學文化，提升教學效能。 

    中、英、數、常四個主科教師恆常進行共同備課，教師就學生不同的學習能力

或情況，設計多元化的教學活動，讓學生培養明辨性思考、創造及解決問題的能

力。在培育學生基礎溝通能力的同時，思維訓練亦為各科的教學重點。本年度的備

課重點為推動「樂學善學」及「正向文化」，鼓勵課堂設計能讓學生從做中學習，

並有效運用網上學習平台，利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具體而言，本校各主科及

術科的學與教推行情況如下： 

  中文科方面，本學年參加教育局校本支援組提供的「語文教學支援服務」，有

效提升學與教素質，優化校本閱讀及寫作課程。本年度，本科積極完善校本課程，

透過建立縱向及橫向寫作架構，修訂一至六年級寫作冊內容，有效誘導學生寫作，

提高學生的寫作水平。同時，亦配合閱讀教學，設立校本閱讀冊，提供閱讀篇章，

指導學生閱讀策略及答題技巧，提高學生閱讀能力。中文科承接往年的發展，持續

優化「中文分層支援教學模式」，於一至二年級設全班支援，一至六年級設小組支

援，為學生提供系統化的語文學習策略。 

  英文科方面，本校參加由「Books & Beyond Reading Club」舉辦的「Reading 

Marathon Program」，致力培養學生的閱讀毅力，讓運用多感官的方法引導學生想

像，同時閱讀的內容具實用性，並提倡正面的價值觀，使學生能夠將從閱讀材料所

學知識應用到學科上，繼而在英文發展上有所成長，並養成閱讀和寫作習慣。除此

之外，本校還參加了由香港中文大學與香港都會學校議會合辦的「開心學英語」計

劃，透過海外交流生的協助，藉此讓學生透過豐富的英文語境，認識海外交流生的

國家文化及風俗習慣，並提升英語水平。另外，學校為了建構學生對世界公民的自

我認同，推出「多國文化課程」，由外籍英文老師教授學生不同國家或城市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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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讓學生能夠對於各地有更深入的認識，更尊重及包容各種不同的文化和習

俗。 

  數學科方面，為鞏固學生數學基礎，加強學生自行組織數學筆記的能力，數學

科利用校本小冊子，設計具不同程度的數學練習，包括高階解難題，以鞏固所學，

針對學生難點，符合不同學習需要。學生透過於「數學日記」中摘錄筆記來鞏固所

學概念，增加學生的學習自學性及動機。 

  常識科方面，一年級推行 LBD(Learning by Doing)體驗式學習課程，透過體

驗式學習活動發揮學生潛能。常識科亦優化二至六年級 STEM課程，建立學生的科

學知識及技能，並發展學生的綜合分析、解難及創意能力，更於樂學時段推廣更多

科學為題的活動，以擴闊學生的學習經歷，提升學習興趣。常識科教師隔周於早會

進行新聞分享，並安排學生每月完成一次新聞分析，讓學生循序漸進掌握主動探索

的學習方法。 

  術科方面，視藝科設計具自學元素的「學習歷程冊」，包括預習、搜集資料、

課後延伸，以鞏固所學，培養學生積極、主動探索的學習態度。教學活動包括小組

合作創作的課題，與同學主動分享個人或藝術作品反思和評賞等，讓學生從討論及

匯報中，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音樂科透過聲響創作活動讓學生樂於學習，透過自評及互評環節，讓學生向同

學給予回饋，亦鼓勵學生於課後善用各類學習平台自學。 

  體育科於學校樓層的走廊增設健身單車，打造「體育天地」，提升學生參與體

育活動的興趣，營造正向的學習環境。體育科亦安排教師於小息帶領學生進行不同

的體育活動,例如跳繩、呼拉圈、AR運動遊戲等，讓學生在體育課以外的時間進行

體育活動，寓學習於娛樂。 

  普通話科於教室內增設智能拼音學習機，讓學生在課餘時間透過遊戲練習拼

音。普通話科採用多聽多說的學習策略，教師定期編訂及灌錄口語評估的範圍，並

上傳學校網頁,使學生能在家中自學及重溫。 

  總體而言，本校於各科致力推行電子教學，以豐富教學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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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於日常教學上，均常運用「iPad」作為教學工具，而校內

「iPad」會定期更新及下載安裝最新的教學軟件，以讓各科教師有效運作電子教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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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對外交流、聯繫亦有助推動本校教與學的發展。由於疫情關係，本

校未能實地探訪內地姊妹學校。為持續兩地學生的交流，本校與多個姊妹學校透過

缐上參與不同活動。本校與深圳市羅湖區教科院附屬學校共同參加了「2022年粵

港澳姊妹學校中華經典美文朗讀比賽及匯演活動」。同時，本校也與廣州市白雲區

時代玫瑰園小學合作參加了「2021雲港澳姊妹學校中華經典美文朗誦比賽（廣州

賽區）」，兩地師生增加對彼此的認識，增進彼此的友誼。本校透過以上的交流活

動，與姊妹學校領導層就學校管理、教學成果、學校特色互相分享意見，加強了解

彼此的學習形式，共同提升教學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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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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支援津貼、學生活動支援津貼、學生

輔導津貼、加強言語治療津貼、區本計畫及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畫津貼等。同時，

本校亦有駐校教育心理學家、言語治療師及職業治療師，定期到校為有需要學生進

行評估及訓練，同時為學校及家長提供專業的意見、支援及培訓。 

 

學校開設學生支援組，成員包括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特殊教育支援老師及

其他學科老師，並增聘 2 名學習支援老師，以照顧學生個別差異，支援融合教育的

推行。而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學校會按學生需要，安排抽離輔導班、課堂協

作、課後輔導班和各類專題小組及計畫(包括：自理小組、專注力小組、社交訓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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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校參與分層支援有自閉症的學生」計劃——為自閉症學生及家長提供適切的支援服

務及「醫教社同心協作計劃」——為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提供適切的支援服務。

而為提升教師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能力，學校鼓勵教師積極進修，本年度教

師於特殊教育基礎課程、高級課程和專題課程的進修已達致教育局的要求。 

 

受疫情影響，學校採半天面授課堂安排，為照顧學生學習需要及為學生提供額

外的學習機會，學校舉辦不同學習小組，例如：在課前舉辦增益班、鞏固班，以擴

闊學生學習視野，加強升中應試技巧；而課後下午時段，則舉辦網上學習支援計畫，

開辦小一至小六英文達標小組、數學達標小組及小二至小六中文分層小組，鞏固學

生基礎知識。而為鼓勵同學善用餘暇及多元學習，本校舉辦了不同興趣小組及活動，

活動包括：「多元學習課程」、「假期樂滿 FUN 活動」、「創意無限 FUN 多元學習課程」

等。興趣小組及活動深受學生歡迎，同學的平均出率達八成或以上。 

 

    在校本訓輔方面，學校恆常地舉辦紀律活動，包括課室基本法、模範生、每月

生日之星、整潔及秩序比賽等等。本年度舉辦了不同訓輔活動，其中有：「社交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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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儀小組」，讓學生認識與人相處的禮儀；「關愛小特工領袖訓練小組」，讓學生建立

自信心及正面的自我形象。於各項活動中，學生積極參與，勇於提問和回答問題，

能達致活動的成效。學校亦參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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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出席率達九成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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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致活動的目的。 

 

    另外，本學年學校推行「禮智達人獎勵計畫」，透過不同領域的活動(學業品德

篇、交齊功課篇、關愛特別活動篇、禮和藝術篇和健康校園篇)，培養同學成為一個

具有「W」(Work hard)、「T」(Talent)、「N」(New Ideas)、「L」(Love)、「W」

(Wellness)素質的學生，再配合德育專題月及科組的相關活動，提升學生正面價值

觀及人際關係及建立正面、愉快的校園文化。 

 

對於新來港學童，學校安排了「新來港學童適應課程」。而為照顧及支援跨境學

生在疫情期間學生因無法往來中港回校上課的各種困難，學校參加了由教育局委託

機構舉辦的課程，當中包括：「跨境學童心理社交支援課程」，提升學生的社交和情

緒管理技巧，增強其應對逆境及壓力的能力；「學習支援英文課程」，為學生提供學

習上的支援；「小五升中面試課程」，以加深學生對升中面試的了解，讓學生得到更

多面試的機會；「小六升中適應班」，讓學生對升中生活有更多了解，提升學生升中

後的社交能力，建構跨境學生間的互助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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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及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畫，為清貧學生提供

網上功課輔導和課外活動。 

     

    而家校合作方面，學校舉行「愛心家長教育及義工計畫」，每月均舉辦家長活

動，當中包括聚會、工作坊、興趣小組、講座及親子活動等不同類型的活動。小組

及工作坊方面，舉辦了「小一家長樂學 LEVEL-UP」活動、「髮飾班」、新春「水仙

花班」、「麵粉公仔班」等。家長教育方面，提升家長們的管教信心和鞏固親子關係

的講座有：「正向管教」、「疫情下家長減壓」、「孩子的情緒管理」、「在家好行為：

如何有效地管理學生的行為」；協助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能力及銜接適應的講座



17 

 

有：「如何支援初小學生的在家學習」、「如何在家運用小遊戲提升學生的專注力」、

「三個培養出快樂成功自主學習孩子的方法」、「三個發展孩子的成功信念方法」、

「協助孩子正確使用網絡」、「孩子升中的適應與發展」及「升小銜接—小一家長講

座」。各家長講座均深受家長歡迎。而親子活動則有：「親子賣旗義工服務」、「親子

桌遊日」、「親子入廚樂」、「親子閱讀講座活動」，參與者均表示有關活動能加強親

子溝通，促進親子之間良好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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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生表現 

 

    本校致力推行「一體一藝」，在課後時間舉辦多元化的興趣班，供所有學生自

由參加，讓學生可利用課餘時間參與不同的多元智能活動課，找出自己的興趣，

拓闊學習經歷，發揮潛能。本學年因疫情關係，在平日上課天的下午進行多項網

上興趣班，有中國舞、口風琴、武術、奧數班、English Drama Club、開心學英

語、籃球、西班牙文化體驗課、公益少年團及笛子班；而星期六舉行實體面授興

趣班有IQ數學訓練班、手工藝綜合訓練班、趣味英文活動工作坊、英文創意寫

作、K-POP舞蹈、STEM Maker、跆拳道、田徑、美藝創作、花式跳繩、敲擊樂基礎

班及中樂樂器訓練班，各同學均積極參與。 

                                                             

    本校為加強英語及普通話的學習氛圍，本學年特聘請多三位外籍老師，作為一

及二年級班主任，他們更到各班上閱讀課英，讓學生有更多英語學習氛圍；在學園

裏更張貼不同的英語標示；外籍老師及英語大使在小息時與同學講故事及玩遊戲，

並在不同的英語活動中如“English Morning Assembly, English Story Time 及

“Happy Time” 時段英語遊戲活動等，更舉辦了“Fun Halloween” 及“English 

Fun Day”， 學生當天全日用英語對話；透過以上活動讓學生多聽多講及多看英語。 

 

    本年度繼續進行「普通話周」活動，包括「禮貌自信點唱站」、普通話才藝表

演、普通話語音挑戰賽等，同學們積極參與各項活動，十分投入。為配合本年度「禮

貌、自信」的德育主題，普通話科特別為大家送上「禮貌自信點唱站」，讓同學憑

歌曲寄意，有效宣揚禮貌和自信的訊息。另外，同學們在普通話周積極參加「普通

話才藝表演賽」，自信展示才能，勇氣可嘉。評審老師在衆多參賽作品中，挑選出

「最佳表現獎」，并且篩選精彩作品，讓全校同學投票評選出「最受歡迎獎」，使同

學們既能欣賞到優秀的表演，又能透過投票參與其中。此外，各級同學在網上進行

了普通話語音挑戰賽，較量普通話語音知識，比拼答題速度。 

 

    本年度，由於疫情關係，本校未能實地探訪內地姊妹學校。為持續兩地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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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本校與多個姊妹學校透過缐上參與了不同活動。本校拍攝了一段片段與深圳

市羅湖區教科院附屬學校一同慶祝國慶，雙方就慶祝國慶活動進行了交流。另外也

與該姊妹學校共同參加了「2022年粵港澳姊妹學校中華經典美文朗讀比賽及匯演活

動」並獲得二等獎。此外，本校受廣州市越秀區朝天小學的邀請，參與了「穗港澳

好聲音，紅歌頌祖國」雲拉歌接力賽活動，兩校通過拍攝唱歌影片，加深了師生的

情誼。同時，本校也與廣州市白雲區時代玫瑰園小學合作參加了「2021雲港澳姊妹

學校中華經典美文朗誦比賽（廣州賽區）」，兩地師生增加了對彼此的認識，增進了

彼此的友誼。本校透過這些活動，與姊妹學校的領導層就學校管理、教學成果、學

校特色進行了交流，加強了解彼此的學習形式，促進了雙方的交流，並討論了將來

的交流計畫。 

 

中學學位派位情況 

 

 

 

 

 

 

 

 

 

 

 

    學年內部份小六學生家庭因獲編配新公屋單位，故遷往他區，因而選擇跨區中

學。同時，國內家長對本港中學所知有限，於選校時未能作出最恰當的選擇。兩者

均對升中派位情況產了一定的影響，以致稍遜以往派位的成績。 

第一志願 第二志願 第三志願 其他 

62.1% 8.6% 8.6% 20.7% 

第一志願

第二志願

第三志願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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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課活動 

學校鼓勵學生多參與課外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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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更開展外語班—西班牙文化體

驗課，學生反應熱烈，積極投入。此外，學校舉辦多元化的課外活動，課後舉辦的

外聘導師或教師自行教授的興趣班達三十多項，以訓練及提升同學潛能為目的。 

 

1.校內比賽及活動：  

--設多於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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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有班際壁報設計比賽；「中秋樂融融」活動； Fun 

Halloween；第 38周年活動—校慶 Fun Fun樂；在一月份活動組聯同視藝科合辦 「親

子新春利是封設計比賽」,並將得獎作品印製利是封，送給全校師生;另外在三月份

舉辦了「一人一花親子盆栽種植比賽」; 上學期已開展 Happy Time 自選樂學時段，

學生分級進行活動，每級可以在三天的 Happy Time時段(第二個小息)到各攤位進

行活動，同學們也十分享受這個自選樂學時段呢! 

      因疫情關係，本年度的陸運會改為在校內進行「Kids Fit 同樂日」，當天學

校提供了不同的活動供同學參加，包括：運動競技賽、班際躲避盤比賽、體適能大

富翁、AR遊戲競技、花式跳繩表演及圓網球體驗。同學們都積極投入於各項活動中，

表現雀躍。 

     另外在疫情假期間，本校提供了多項網上活動給學生參與，有英國文化體驗課、

「Museum from home 在家遊博物館」及“親子入廚樂” 等活動。  

 

2.校外比賽： 

    因疫情關係，本年度校外比賽一般以拍攝錄影形式進行，本校學生表現積極和

投入，並在多項校外比賽中有出色的表現，屢獲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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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港小學微型小說續寫大賽 2021 5 優良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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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 

 

 

 

 

 

 

 

 

 

 

 

 

 

第十六屆小學生中、 

英文現場作文比賽 

2 優異獎   

5 良好獎  

2021-2022大埔區小學生獎勵計劃 

 

學業成績獎 5名 

2021菁藝盃徵文比賽 

1亞軍   

1季軍    

1優異獎  

香港青年兒童文藝協會 第四屆全

港中英文徵文大賽 

中文-小學高級組— 

6銅獎、7優異獎 

第八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決賽

(2021-2022) 

小五組個人賽優異獎 

「童你說故事」寫作比賽 組別二 — 1冠軍、1亞軍 

巧.克.力網上學習平台—晶文薈萃

網上優秀文章展廊 

十優文章 — 6A 鄭秋嫻 

「尋幽探秘」可持續發展校園大搜

索 2022全港小學網上問答比賽 

可持續發展設施知識大獎 9名 

及最踴躍參與大獎冠軍 

2022信善紫闕玄觀道德經書法比賽 

 

 

 

小三小四毛筆組—2優異獎                 

小五小六硬筆組—1優異獎 

小五小六毛筆組—第 1名、第 3名、 

                優異獎 1 名  

朗誦 
2022亞洲體藝學界朗誦比賽 

 

 

 

小學高級組(P.5-P.6)普通話朗誦— 

3金獎、1銀獎 

小學中級組(P.3-P.4)普通話朗誦— 

1金獎 

第十二屆「文化瑰寶」2022 朗誦才藝

大賽 

普通話 P5-P6高小（散文）— 

2冠軍、1亞軍 

普通話 P3-P4 中小（新詩）— 

1冠軍 

普通話 P5-P6 高小（新詩）— 

1亞軍、1優異獎 

English P5-P6 Primary School 

(Verse) — 1優異獎 

第 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散文獨誦—  

1 冠軍、 1 季軍、 8 優良、 3 良好  

普通話詩詞獨誦—  

1 季軍、 18 優良、 5 良好  

粵語詩詞獨誦—  

1 亞軍、 7 優良、 2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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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散文獨誦—   

3 優良、 2 良好  

英詩獨誦—   

優良、 1 良好  

音樂 
全港中樂大賽 

 

 

 

 

 

 

 

二胡新秀組 2金獎、1銀獎、1銅獎 

二胡第五級 1金獎 

柳琴第二級 1金獎 

揚琴第一級 1金獎 

琵琶新秀組 1金獎、1銀獎 

柳琴新秀組 1銀獎、2銅獎 

笛子第二級 1銀獎 

笛子新秀組 1銅獎 

2021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中樂小組比賽銅獎 

聯校音樂大賽 2021及 Music  

E-contest 

 

聯校音樂大賽金獎及 

Music E-contest： 

Distinction級別 

道教歌曲歌唱比賽 2021 冠軍 

第 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獨奏 -第二級 1銀獎 

鋼琴獨奏 -第三級 2銀獎、2銅獎     

鋼琴獨奏 -第四級 1銀獎           

鋼琴獨奏 -第五級 2銅獎          

二胡獨奏–初級組 1冠軍、1銅獎 

古箏獨奏–中級組 1銀獎        

揚琴獨奏–初級組 1銀獎            

柳琴獨奏 - 初級組 1銀獎       

2021第 15屆善行盃全港才藝邀請

賽 

口風琴獨奏(高小組) 2銀獎 

體育 大埔區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壘球殿軍 

其他 

 

20-21第十三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嘉許狀 2名 

2022年「康健新冠疫苗流動接種站」兒

童填色及繪畫比賽 

最踴躍參與學校 

「童你說故事」演講比賽 組別二、三各優異獎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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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課外活動優秀學生表揚計劃 優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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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財務報告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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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3,984.00  1,524,411.51  

      2.      學校發展津貼 754,801.00  1,256,159.78  

      3.  綜合資訊科技津貼 472,027.00  422,681.71  

      4.  空調設備津貼 407,446.00  211,055.00  

      5.  校本支援計畫 (新移民) 39,310.00  13,440.00  

      6.      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224,004.00  236,703.00  

      7.     成長的天空計劃津貼 160,029.00  116,500.00  

      8.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180,729.00  204,750.00  

      9.  校本管理額外津貼 50,702.00        -        

     10.  學校及班級津貼 489,272.01  749,134.46  

     11.  課程發展 / 科目津貼 (普通話、德育及公民   

         教育) 
64,115.00  110,714.02  

     12.  升降機經常開支津貼 102,828.00  60,090.00  

     13.  校本管理補充津貼 166,314.00  136,953.59  

     14.  教師培訓/發展津貼及增補津貼 15,674.00  18,250.00  

     15.       校本輔導及訓育計劃經費津貼 6,571.00  1,207.42  

     16.  供增聘文書助理的行政津貼 202,680.00  171,123.52  

     17.   綜合家具及設備津貼 226,987.00  286,976.61  

小結： 5,247,473.01  5,520,15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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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8,770.00  2,931,975.00  

      2.  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計劃 25,780.00  14,660.50  

      3.     學習支援津貼 1,241,478.00  1,213,407.39  

4.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津貼 238,800.00  206,909.20  

      5.     差餉及地租 166,012.00  166,012.00  

      6.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支援津貼        -  20,590.00  

      7.     學生在校免費午膳津貼 1,001,160.00  220,158.00  

      8.     額外補充學習津貼 420,084.00  688,864.30  

      9.  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試辦計劃 157,127.00  181,07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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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額外學位現金津貼         

-   
89,610.70  

     11.     資訊科技人員支援津貼 321,796.00  321,796.00  

     12.  學校閱讀推廣津貼 31,425.00  47,683.65  

     13.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津貼 642,000.00  642,000.00  

     14.     諮詢服務津貼 129,315.00  85,000.00  

     15.     學校行政主任津貼 540,268.60  507,904.50  

     16.     全方位學習津貼 735,180.00  770,751.47  

     17.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93,800.00  93,800.00  

     18.     防疫特別津貼 30,000.00  25,939.10  

     19.     加強支援非華語學生額外津貼 151,050.00  180,537.13  

     20.     特殊教育非華語學生津貼 101,405.00  201,865.00  

     21.     教大賽馬會升小銜接津貼 9,999.53  9,999.53  

     22.     優質教育基金電子學習津貼 253,870.00  253,870.00  

     23.     奇趣 IT 識多啲計劃津貼 398,600.00       -  

      

小結： 8,407,920.13  8,874,406.51  

      

2021/2022 年度總計 13,655,393.14 14,394,55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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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回饋與跟進 

 
關注項目一：優化學習環境及教學策略，讓學生樂學善學。 

 

本校一向重視學生的全人發展，為了優化學與教的成效，本校鼓勵學生不斷在

學習中力求上進，能不斷自學、探索和思考，以達致我們培養學生樂於學習、善於

溝通、勇於承擔、敢於創新的教育目標。本年度是三年計畫中的第一年，雖然疫情

持續，但各科組均能善用教學時間及多方資源，配合關注事項，透過多元化的教學

策略及全方位的活動，培養學生樂學善學的態度，同時配合優化的學習環境、設施

和教學安排，使學生在疫情下亦能學有所長，精益求精，樂於學習，善於學習。 

 

在疫情期間，老師能掌握電子教學的技能，讓學生在家中學習，並與學生進行

互動練習，檢測學生的學習成果。總括而言，網上教學的經驗不但有益於學生，提

升學生的學習興趣，更對本校推行自攜電子裝置進行教學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而三、四月的特別暑假令整體課程延遲，因此各科均作出了調適，並提供了網

上課程，令學生能持續於網上學習，達致停課不停學。 

 

     至於學校地下大堂的改善工程正進行中，來年完成後，能提供更多供學生表演

及進行學習活動的場地，必定有助學生提升學習興趣及更樂於學習。 

 

 

關注項目二：強化正向校園文化，培養學生積極、樂觀和關愛的良好態度。 

 

     根據持份者問卷和 APASO問卷的數據，本校學生於正向的態度方面表現理想，

源於從多方面強化正向校園文化。 

      

     來學年常識科的「感.創.做」(LBD)計畫由一年級推展至二年級，LBD 課程與

小一、小二年級常識科扣連，將體驗式學習元素、跨學科學習及專題式學習與常識

科課程結合。再作校本剪裁和調整，教師會根據學生的能力和需要，按進度和表現

靈活地調節教學內容。課程設計以學生為中心，由認識自己開始，再認識他人和環

境的關係。以往教學強調知識、技能、態度，傳授和學習知識往往為先，但 LBD 則

以培養學生的態度和價值觀為先，然後才是知識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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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本校透過全校科組活動幫助學生建立正面、愉快的校園文化，讓同學能

具體清晰知道應如何做到積極、樂觀及關愛他人。來年本校期望透過校本德育課程、

道化教育課程，強化學生自律和負責任的行為；並繼續透過「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

計畫」、「成長的天空計畫」等提升學生自信心及自尊感。 

 

此外，期望來年透過「愛心家長義工及教育計畫」，以表揚家長樂於學習，熱

心服務的行為。此獎勵計畫的理念因兒童在成長的過程中有著不同的需要，故本校

鼓勵家長積極參與學校工作坊、興趣班、親子活動、義工服務等活動，不但可加強

家長們的親職知識和技巧，也改善親子關係，更可增加教養孩童的自信心和能力。 

 

另外，訓輔組來年仍會繼續有「禮智達人獎勵計畫」，透過老師和同學的正面

回饋，鼓勵學生建立正向行為；希望以「多讚賞、少責備」的教育方式，營造關

愛、愉快的校園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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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附件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2021-2022 學年「學校發展津貼」的運用方案成效評估及建議與 2022-2023 年度建議撥款 

 

 

目標 關注重點 2021-22年度成效評估及建議 
20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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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疫情影響，校外活動/比賽減少，本年

度聘請代課教師日數相應減少，本年度實

際使用金額為$8,280。 

來年預計學生交流會繼續受疫情影響而減

少，但此措施確能減輕教師額外的工作

量，故仍需預算為教師進修及組織學校活

動聘請代課。 

聘請代課教師 

=$28,300 
陳婉祺 

B) 聘請全

職教學

助理以

協助老

師創造

空間進

行課程

發展 

 

為教師創造空

間進行教學及

課程發展 

聘請全職教學助理能協助教師預備教材及

處理科務，有效減輕教師及行政人員在教

學及非教學上工作量，來年會繼續聘請教

學助理。 

 

 

教學助理薪金 

=$243,600 

許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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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聘請外籍老師(ELTA)與本校老師進

行協作教學、舉辦課後英語活動及拍攝網

上教學片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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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問卷亦顯示學生對英語活動有

濃厚興趣。來年會繼續聘請外籍老師

(ELTA)。 

 

ELTA 薪金 

=$378,000 
梁淑芳 

D) 發展資

訊科技

教育 

協助教師推 

行資訊科技 

教學 

聘請資訊科技技術員(TSS)能協助教師預備

課堂所需設備及使用資訊科技教學上的有

關工作，有效減輕教師預備資訊科技教材

的工作量，來年會繼續聘請資訊科技技術

員。 

 

資訊科技技術

員薪金 

=$84,000 

吳志輝 

E) 提升學

生專題

研習能

力 

 

1.為學生提供 

  專題研習的 

機會 

 

2.提高學生對

中國歷史文

化及科技發

展的認識 

 

本年度由於受疫情影響，未能開辦兩地實地

交流團。如來年疫情結束，會配合學校發展

需要繼續參加不同交流團。 

領隊教師旅費 

及備用金 

合計：$2,800 

林鈺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