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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們的學校 

1. 辦學宗旨 

 秉承「非以役人   乃役於人」的基督關愛精神，言傳身教，為孩童提供  

優質全人教育，為社會文明及國家富強作出貢獻，並使學生在靈、德、智、

體、群、美六育培養中發展完美的人格。  

  

2. 校訓  

 非以役人   乃役於人  

  

3. 教育信念  

 ⚫ 關愛  

⚫ 學習  

⚫ 喜樂  

  

4. 法團校董會成員  

 主  席：  郭始基校監  

 校  董：  劉子睿牧師  

  何兆鈞先生  

  陳永能先生  

  曾詠恆醫生  

陳劍鳴先生  

  高詠儀女士  

  鄧曼英女士  

  劉向智先生  

  梁啟彪主任  

  林君華主任  

  聶安琪女士  

  陳英華先生  

  譚先明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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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辦學目標 

 5.1 培養學生良好的品格和發展個人的道德觀念及操守。 

 5.2 協助學生建立正確的自我觀念和培養學生自愛及自主的精神。 

 5.3 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及學業成績。 

 5.4 培養學生有獨立而具創意的思考和理性批判的能力。 

 5.5 提供多元化的課外活動，使學生明瞭在群體生活中須遵守的法則及掌握與人和 

諧相處的技能。 

 5.6 協助學生關心和認識社區、社會、國家及世界，培養他們對社會及國家的歸屬感。 

 5.7 發展學生的創作及鑑賞能力，並引導學生欣賞各地的文化成就。 

 5.8 鍛煉學生強健的體魄。 

 5.9 培養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努力實踐基督的教訓，時刻信靠上帝。 

 

6. 

 

學校簡介  

 本校為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委員會屬校，創辦於一九六八年，為一所全日制小學。本

校為樓高八層的千禧校舍，有標準空調設備課室 30 間，全校各個課室除置有電腦設備

以作教學用途外，並已鋪設網絡接點，方便師生接上互聯網絡。本校亦有禮堂、圖書

館、籃球場，還有十多個特別室如音樂室、電腦室 2 個、校園電視台節目製作室、輔

導教學室 4 個、常識室、視藝室及多用途活動室等，基本設施齊備，為學生提供更多

元化及寬敞的學習環境。 

 校監： 郭始基先生   

 校長： 譚先明先生  

 學校類別： 津貼 男女校（全日）  

 教學模式： 活動教學  

 教學語言： 中文  

 校車服務： 有  

 家長教師會會費： 每年 $20  

 學費、堂費： 全免  

 特定用途費： 全年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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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校舍設備 

 設施 簡介  

 圖書館 直至目前，本校圖書館藏書量超過 15000 本書。  

 電腦輔助教學室

(一) 

設有 40 部裝有語言學習系統的電腦，供學生上電腦課；設有

互動電子白板，供學生進行互動電子學習之用。 

 

 夢飛場 

(STEM 實驗室) 

設有電腦、3D 打印機、機械人組件、互動顯示屏等，並有靈

活變動傢具，提供寬敞的空間，供學生進行 STEM 學習之用。 

 

 英語室 室內設有聆聽區、電腦學習區、分組活動區和閱讀區，並有不

同種類的英文圖書，可供學生閱覽。 

 

 常識室 室內擺放多種教具，並有完善的設備，如標本、實驗器材、電

腦、投射器及電腦軟件等，方便學生學習。 

 

 視藝室 室內設有多個洗手盆及各種繪畫用品，更設有電腦、投射器及

電腦軟件，方便學生學習。 

 

 音樂室 室內設有不同樂器及資訊科技輔助學習材料，方便學生學習。  

 多用途 

活動室 

室內牆壁設有大鏡，可進行舞蹈及其他活動或訓練等，讓學生

在寬敞的空間內活動和學習。 

 

 輔導教學室 可供教師平日運用該四個室進行輔導教學。  

 校園電視台 由學生及老師一起製作多元化視像節目，以促進教與學的成

效，並為學生提供發展多元才能的機會。 

 

 禮堂 禮堂設有標準的電腦器材、投射器及大型銀幕。禮堂內更設有

兩個標準的羽毛球場。 

 

 籃球場 本校設有兩個籃球場。  

 操場 操場除為學生提供嬉戲空間之外，更在周邊位置設有多套桌椅

及太陽傘供學生休息。 

 

  

8. 學校管理 

 學校法團校董會的組合人數如下： 

成員 辦學團體 校長 獨立人士 教員校董 家長校董 

人數 8 1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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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班級組織 

                             班 別 數 目 

 級別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小學加強輔導
教學計劃 總數 

 班數 5 5 5 5 5 5 0 30 

 學生總數 151 156 152 150 145 156 0 910 

  

10. 我們的教職員 

10.1 教職員的數目 

  本校共有教職員 83 名，包括：校長 1 名、副校長 2 名、主任 9 名、教師 43 名、言

語治療師 1 名、外籍英語教師 3 名、圖書館教師 1 名、學生輔導教師 1 名、社工 1

名、支援老師 2 名、資訊科技支援人員 3 名，教學助理 3 名。另外，全校有行政主

任 1 名、書記 3 名、校務助理 2 名及工友 7 名。 

   

 10.2 教師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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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教師教學年資 

 

 

 10.4 教師專業發展 

  ⚫ 因為疫情停課關係，本學年考績及同儕觀課只能在上學期進行一次，只有部份

教師進行了觀課及評課。原則上全體教師均須接受觀課及評課，包括科任教

師、圖書館教師及外籍英語教師；各個科目，包括圖書課及輔導班等，均有安

排考績及同儕觀課。 

   

  ⚫ 校長、副校長、課程主任、科組長及行政人員均為考績觀課小組成員，而同儕

觀課教師不需評分。所有教師於觀課後，均須參與觀課後交流會議，進行課堂

分析，效果良好。透過觀課後交流會議及報告，有助教師瞭解自己在教學方面

的強弱，提升他們的專業成長。 

   

  ⚫ 根據統計，本年度 57位教師中，包括學生輔導主任在內，有 30人(約 51.9%)

進修時數達 50小時或以上，而有 33人(約 57.7%)曾修讀最少 6小時教育局、

考評局、教師中心等專為教師開辦的課程、講座或工作坊。 

   

  ⚫ 本年度安排了三次全體教師講座或工作坊，分別為校本舉辦的「如何建立一個

有關愛的學習環境」、葵涌區小學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聖公會聯校教師發展

日不同主題的校本教師工作坊。 

   

  ⚫ 除了各科務會議中設有教學分享時段。本校原本設有課研分享時間，安排教師

與同事分享教學成果或心得，可是下學期停課，以致本學年未能舉辦課研分享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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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至 2020年度學校關注事項達標情況： 

【二】關注事項﹝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一：推展正向氛圍校園 

 達  標 部分達標 不達標 

1. 加強教師專業發展，於訓

育及輔導工作中，鞏固正

向教育的根基 

 ★  

1.1 於校內教師專業發展

日，邀請臨床心理學家

分享：「如何建立一個有

關愛的環境」，加強教師

運用以正向的元素，與

學生建立良好的關係及

關愛的環境，從而協助

學生成長 

★   

1.2 安排教師外出參加正向

教育的課程，讓更多教

師對正向教育有更整全

的認識 

 ★  

1.3 舉辦家長教育講座、工作

坊及親子活動、推廣正

向管教方法，提升管教

效能，促進親子間的正

面連繫 

 ★  

2. 提供更多平台，讓師生活

出正向教育中「仁愛」的

品格強項 

 ★  

2.1在過往「主愛生日之星」

的基礎上，推行「生日便

服日」計劃，藉以鼓勵老

師、同學主動向生日同學

送上祝賀，活出仁愛，共

建關愛和諧的校園 

★   

2.2「Watoto助養計劃」，透過

分享學生所擁有的，活出

仁愛，共建愛與被愛的校

園 

 ★  

2.3「好孩子、好行為」計劃，

鼓勵同學實踐、表揚仁

愛、良善的行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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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優化「成長的天空計劃」，

提供機會讓計劃成員實踐

所學，活出仁愛，提升抗

逆力及自信心 

 ★  

3. 重整行政架構，重新調節

推動正向教育的步伐，加

強正向的班級經營氣氛 

 ★  

3.1成立「正向教育發展組」，

首先由教師培訓開始，重

整全校推動正向教育的步

伐 

 ★  

3.2透過每班$500的津貼，讓

班主任為各自班別添置合

用的物資，加強正向的班

級經營，建立和諧的氣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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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深化學教效能 

 達  標 部分達標 不達標 

1. 豐富學生自學的機會，
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
力 

 ★  

1.1 成立「電子學習及 STEM

教育發展組」，整合過往在

電子學習及STEM教育的經

驗，再重新規劃校本的電

子學習及STEM教育發展策

略，從而提升學生自主學

習的能力 

 ★  

1.2申請優質教育基金，與大

專機構合作，發展校本的

STEM課程，透過編程的學

習，提升學生的能力 

★   

1.3通過共同備課，推動教師

使用 Aero Drive系統： 

a. 讓學生進行繳交習

作 

b. 發放筆記、參考資料

和網址及其他電子

學材予學生自學 

 ★  

1.4透過 Google Drive，讓同

組學生主動地計劃、選擇

和運用不同策略完成專題

研習，從而促進自學 

  ★ 

1.5增設教育平台「塊學聯

盟」，藉以鼓勵 4-5年級同

學透過這電競平台自學 

 ★  

1.6中英文默寫分別增設「自

我挑戰」及「Fun 

Dictation」，學生按主題

自由進行生字默寫，以加

分制計算，鼓勵學生主動

觀察身邊的詞彙 

 ★  

2. 提升教師在課堂中的追
問技巧，促進學教效能 

 ★  

2.1運用「追問」設計教學活

動，藉以鼓勵學生能自我

完善，提升學習表現 

 

 ★  

 



10 

 

關注項目一：推展正向氛圍校園 

成  就： 

一. 加強教師專業發展，於訓育及輔導工作中，鞏固正向教育的根基 
⚫ 學校舉辦了「正向教育教師工作坊」：《老師，你會不會回來》王政忠老師電影分享

會和「如何建立一個有關愛的學習環境」講座，讓教師加深對正向教育的認識，當

中提及如何建立幸福感，全體出席教師認為發展日的內容，有助建立關愛的環境。 

⚫ 要讓正向教育帶進課室，先要好好裝備老師，所以本年度 12位教師出席有關「正向

教育」的講座及工作坊，讓老師重新認識正向教育的理念與實踐，而當中約 90%老師

同意工作坊及講座對他們認識正向教育的理念及實踐有幫助。 

⚫ 能讓孩子愉快健康成長，除了有正向氛圍校園，也有賴家校合作。本年度學校舉辦 1

次親子活動。目的是讓家長能認識有助子女提升學習動機的方法、如何培養子女良

好品格和學習的正向管教技巧。透過觀察及問卷調查，95%家長認同講座及工作坊對

他們有幫助，並表示日後會再參加同類活動，這顯示家長認同「正向」校本輔導工

作。 

 

二. 提供更多平台，讓師生活出正向教育中「仁愛」的品格強項 

⚫ 每月「主愛生日之星」建構師生及同學間的正面聯繫及歸屬感。本年度開始由以往

贈送校方設計的生日卡的形式，改為「生日便服日」，同學可在自己生日的月份自由

選擇一天穿着便服回校，藉此鼓勵老師、同學主動向生日同學送上祝賀，活出仁愛、 

共建關愛和諧的校園。據問卷調查所得，超過 90%學生喜歡「生日便服日」計劃，亦

感到老師和同學的關愛。 

⚫ 理論固然重要，但實踐讓學生更能活出仁愛的真意。本年度首次舉辦「Watoto助養

計劃」和三場「Watoto迷你音樂會」，讓區內人士、家長及學生透過直接接觸烏干達

小朋友，了解他們的生活和學習情況，從而樂於與他們分享同學所擁有的，學習活

出仁愛，共建愛與被愛的校園。音樂會參與人數不少，反應熱烈。約 65%學生參與

「Watoto助養計劃」，而當中一半學生認為助養計劃使他們感受到愛與被愛。在彼此

幫助的過程中，能更明白別人的需要，學習接納別人的不同之處，從而建立和諧人

際關係。 

⚫ 除了學業成績優異值得表揚外，良好品格也同樣值得嘉許。所以「好孩子好

行為」計劃重視學生校內好行為，表揚成績一般但有好品格的學生，藉此鼓

勵同學多做好學生的好行為，讚賞他們的仁愛和良善的行為。因為疫情停課，

沒有足夠記錄作依據，所以本年學期終結暫停派發獎牌。 

⚫ 四至六年級「成長的天空」課程共有 3組，參與的學生及家長都十分讚賞。此外，

學生在參加計劃後，學會關心身邊的人，提升其個人的抗逆力，包括在情緒控制、

問題解決、目標訂定等方面均有明顯進步。從觀察所得，學生在參與各項輔導課程

中表現投入，能夠與他人互相合作、接納別人意見、表達自己的想法，並且較過往

積極和有自信。可惜，下學期因為疫情而停課，四年級學生活動的時間比較少。 

 

 

三. 重整行政架構，重新調節推動正向教育的步伐，加強正向的班級經營氣氛 

⚫ 為了有系統地推行正向教育，本年度在行政架構內正式成立正向教育發展組。

透過小組安排教師培訓，認識正向教育的理念。並檢視校內的情況，本年度先

從德育及輔導的活動開始，滲透仁愛這品格的元素。透過問卷調查，超過 90%

教師認為正向教育發展組有助學校推動學校正向教育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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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向教育發展組透過每班$500 的津貼，讓班主任為各自班別添置合用的物資，

加強正向的班級經營，建立和諧的氣氛。觀察所得，超過 90%學生喜歡課堂或

活動時的氣氛。超過 90%學生認為班主任為班級經營的安排能建立融洽和諧的

氣氛。 

 

 

反  思： 

一. 加強教師專業發展，於訓育及輔導工作中，鞏固正向教育的根基 

⚫ 教師對正向教育的認識，確實有助校內推行正向教育。本年度本校已積極朝着

這方向前進，在學期開初已讓全體教師出席三個有關正向教育的講座。正向發

展組原本安排了五位老師出席一連三天的正向教育的課程，可惜，礙於上、下

學期的停課， 此課程也取消了，下學期也未能安排任何相關進修。只有 12 位

教師參加了個別有關正向的課程。故此，正向發展組來年會加強教師專業的發

展，繼續有系統安排不同的老師進修有關正向教育的講座及長期課程，讓老師

掌握正向教育的理念，並可以在教學中實踐出來。 

⚫ 要成功建立正向氛圍校園，除了教師外，家長和學生的參與都同樣重要。若要

改善學生的正向價值觀，實有賴家庭的配合和支持，同時與學校教師互相合

作，在學生各個層面給予學習機會及在需要時予以指導。故此，本年度本校舉

辦相關主題的家長講座和工作坊，協助家長掌握「正向」的管教技巧，可是因

停課關係，今年度舉辦的講座和工作坊次數並不多，建議來年為家長繼續舉辦

相關的進階講座和工作坊。 

 

二. 提供更多平台，讓師生活出正向教育中「仁愛」的品格強項 

⚫ 在「主愛生日之星」的基礎上，本年度推行「生日便服日」。學生可在生日月

份內自選一天穿便服，讓師生向他們送上祝福，活出仁愛，學習「愛與被愛」。

大部份的學生當聽到老師或同學跟他們說聲：生日快樂！臉上都流露出無限的

喜悅。除了「生日便服日」外，建議來年舉辦「生日之星」計劃，為同學慶祝生日，

實踐仁愛。 

⚫ 本年度首次舉辦「Watoto 助養計劃」，讓學生身體力行去分享自己所擁有，建

立正確的仁愛的價值觀。本年度助養反應並不熱烈，建議可於來年度在早會向

學生作講解，在課室內張貼相關資料，在年初的家長會向家長解說此計劃的目

的和意義，讓全校師生也身體力行實踐仁愛。 

⚫ 「好孩子好行為」計劃，以表揚學生良善的好行為，本年度因沒有足夠數據

而取消了獎牌的頒發。來年可嘗試以「Easy Easy 好小事」來鼓勵同學多做關

愛行動，讓同學更具體實踐仁愛。此外，「成長的天空」計劃，提供機會讓學

生實踐活出仁愛，增強抗逆力和自信心，也建議繼續推行。 

 

三. 重整行政架構，重新調節推動正向教育的步伐，加強正向的班級經營氣氛 

⚫ 過往推行正向班級經營較為片面和零碎，本年度本校成立一個專責推行正向教

育的行政小組----「正向教育發展組」，重新調節正向教育發展的步伐。本年

度給予每班 500 元津貼，各班購買了不同的物資，讓學生透過活動，共同訂定

遊戲的規則，增強同學間彼此的互諒互讓，共建和諧友愛的氣氛。建議來年繼

續給予每班 500 元津貼，按每班的獨特性，透過課室佈置，營造正向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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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項目二：深化學教效能 

成  就： 

一. 豐富學生自學的機會，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 成立「電子學習及 STEM 教育發展組」，整合過往在電子學習及 STEM 教育的經驗，

再重新規劃校本的電子學習及STEM教育發展策略，80%教師認為電子學習及STEM

教育發展組有助學校推動電子學習及 STEM 教育的發展，從而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

能力。 

⚫ 本年度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與大專機構合作，發展校本的 STEM 課程。透過編

程的學習，75%參與的教師認為相關支援，有助本校發展以自學為目標的 STEM 課

程。透過教師觀察，80%參與的學生積極投入相關的課程，此外，60%參與的學生

認為有關課程有趣，有助提升自學的能力。 

⚫  本學年計劃中、英、數、常四科以 eClass PowerLesson 系統或其他電子學習方式，全

年設計兩份教案，並加入電子習作，讓學生進行課堂評估或自我學習，有關教案存

放於 Power Lesson 系統內，讓教師可互相分享及取用。因為疫情關係，不能面授，

改為網上學習，所以中、英、數、常、視藝、音、體、電、普，十科教師在停課期

間製作了大量電子教材，存於 PowerLesson 系統內。75%教師使用 Aero Drive 或

PowerLesson 系統發放筆記、參考資料和網址及其他電子學材予學生，鼓勵學生自

學，並完成網上功課。70%學生和教師認為 AeroDrive 及 PowerLesson 有利學生自學。

建議來年繼續運用不同的電子策略來鼓勵學生自學。 

⚫ 電子學習方面，各科均安排同工參加有關電子學習研討會。資訊科技組亦於 3-2-2020

及 31-3-2020 為全體老師安排兩個電子學習的工作坊，示範如何應用 i-pad 和 Power 

Lesson 製作翻轉課堂，以及透過 Zoom 進行視像直播教學，讓學生在停課期間，仍

可在家中繼續學習。 

⚫ 透過 Google Drive，讓同組學生主動地計劃、選擇和運用不同策略完成專題研習，

從而促進自學。統計使用量後，在高年級學生中，約 75%學生使用 Google Drive 進

行專題研習。透過訪談，70%學生和 70%教師認為 Google Drive 有助完成專題研習，

從而促進自學。 

⚫ 本年度增設教育平台「塊學聯盟」，藉以鼓勵 4-5 年級同學透過這電競平台，按自己

能力和興趣，選擇自己喜歡的科目自學，並自定學習進度。在復活節期間，更舉行

了校內的「塊學聯盟」比賽，鼓勵同學善用停課期間，好好安排自己的學習時間，

重温各科的內容，鞏固之前所學。從活動記錄得知，60%學生積極參與「塊學聯盟」。

與學生訪談中，60%學生認為「塊學聯盟」有趣，並有助自學。 

⚫ 讓學生的學習與生活連結起來，所學的知識更顯得實用。所以本校鼓勵學生

主動觀察身邊的詞彚，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由本年度開始，中英文默

寫分別增設「自我挑戰」及「Fun Dictation」，學生按主題自由進行生字默寫，

以加分制計算，鼓勵學生主動觀察身邊的詞彙。60%學生能在默書中，取得額

外從「自我挑戰」及「Fun Dictation」而來的十分。70%學生認為有關安排有

趣，並有助自學。  
 

二. 提升教師在課堂中的追問技巧，促進學與教的效能 
⚫ 各科運用了多元化教學策略，也有效協助學生學習。本年度共同備課針對性

探討課堂的提問，以優化提問技巧，本年專注集中發展其中一種提問技巧----

「追問」。運用「追問」在設計教學活動，以助學生自我完善，提升學習表現。

在檢視教學設計和觀課中，80%教師在課堂運用此策略，而 70%學生能透過老

師的追問來自我完善。而為能力稍遜的學生，則在提問上給予較多提示，鼓

勵學生嘗試自行完成。這有助增強學生的能力感，對整體學習有正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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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思： 

一. 豐富學生自學的機會，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 引入外間資源，申請優質教育基金，與大專機構合作，給予本校教師支援，發

展適合本校校情的 STEM 課程，更有策略地發展 STEM 教育。 

⚫ 在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及研習能力方面已漸見成效。課前預習、摘錄筆記等

多元化的策略已於各年級各科目開展，為配合未來自主學習的推行，鼓勵教師

設計更適切的預習，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養成自學的習慣，終身學習。 

⚫ 約有 60%學生進行網上學習活動，提升學習興趣。除了網上龍虎榜外，定期透

過班主任課及早會等不同渠道，推動學生進行網上學習。 

⚫ 「塊學聯盟」不單有自學元素，更有競賽成份，提高學生積極參與的動機，讓

更多學生享受樂趣的同時，亦可提升學業成績。故建議明年繼續以「塊學聯盟」

為網上學習平台。 

⚫ 各科都嘗試不同自學策略，但卻欠缺一個相同的發展大方向。建議來年可重點

發展電子學習，以此來豐富學生自學的機會，各科共同攜手提升學生自主學習

的能力。 

⚫ 此外，讓學生的學習與生活連結起來，所學的知識更顯得實用。所以鼓勵學生

主動觀察身邊的詞彚，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建議明年在中英文默書繼續

設有「自我挑戰」部分，以加分制計算，按主題默寫生字。默寫的字詞越多，

所得的額外分數越多，激發內在的學習動機。 

 

二. 提升教師在課堂中的追問技巧，促進學與教的效能 

⚫ 各科都嘗試在課堂中運用追問技巧，以促進學與教的效能。從觀課所見，這些

教學策略確實有助學生學習。特別對於能力稍遜的學生，教師把問題分拆，，

引導這些學生思考，並一步一步回答簡單的問題，以致協助他們嘗試解決了較

複雜的問題。下學期因為疫情關係，減少運用的機會，建議明年繼續應用追問

技巧在課堂上，使不同能力的學生也能提升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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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們的學與教 

本校因應學生的學習需要設計適切的校本課程。 

 ⚫ 「高階思維十三招」的教學策略使教師及學生運用多角度思考，提升學習興趣及

能力。 

⚫ 中文科發展校本寫作。學校設計一連串的校本寫作課程，透過不同的課堂活動，

有系統地引導學生組織寫作內容：一、二年級推行「四素句」、「六種行為句」

及教導學生初步認識命題作文；三至六年級除了實用文寫作外，亦有不同文體的

寫作活動，並讓學生以「六種行為句」、「六何法」、「感官寫作」及「腦圖教

學」等建構文章內容。此外，也運用讀寫或說寫結合的方法設計各單元的寫作教

學，提升學生的寫作能力。85%教師同意學生的審題及建構篇章能力都有進步，內

容亦豐富了。 

⚫ 本年度一至四年級參與中文科閱讀技巧支援計劃，發展閱讀策略。一至六年

級教師在設計有關活動時，將閱讀策略融入課堂教學，如運用「六何法」、腦圖

來分析課文，建構寫作內容及結構，讓學生更有效地理解文章，找出要點。另與

圖書組合作，鼓勵學生於日常生活中運用相關閱讀策略。 

⚫ 說話訓練方面。一、二和三年級進行說話訓練計劃，跟言語治療師進行協作，編

寫一系列的教材，讓學生從四元素上建構故事，配以適當的語調、詞彙，以充實

故事內容。 

 ⚫ 在英文科方面，一至三年級參加教育局外藉英語教師組(NET Section, EDB)的英

語識字、閱讀及寫作教學計劃(PLP-R/W)。學生每週有兩節英文課在豐富語境的英

語室上課，並由本校英文科教師聯同外藉英語教師及教學助理教授。在此計劃下，

學生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模式，例如集體閱讀大圖書、小組/個別寫作和家庭閱讀圖

書，學習字彙、句式、閱讀及寫作技巧和策略。 

⚫ 為配合中小學課程銜接，本校亦增設小六面試課程，以增強學生的說話能力。四

至六年級更增聘一名外藉英語老師，增加學生說英語的機會。此外，本校亦重視

學生的英文文法，以便學生能適應中學英文課程。 

⚫ 為配合從閱讀中學習，本校組織及舉辦「親子喜閱獎勵計劃」、「故事姨姨」、

「午間閱讀」、「中、英文廣泛閱讀計劃」、各科「閱讀八爪魚」計劃、全校齊

閱讀支持「世界閱讀日」、親子好書推介拍攝分享、主愛家長讀書會及家長日舉

辦書展等活動。學校亦設置三部流動圖書車，方便學生在小息時段閱讀圖書，培

養學生主動閱讀的習慣。本校亦積極推動學生參加校外閱讀活動，鼓勵學生參與

不同類型的閱讀比賽、書叢榜好書閱讀等活動，以擴闊學生閱讀視野。 

 ⚫ 在使用資訊科技教學方面，本年度繼續透過「自學龍虎榜」獎勵每月於「智愛上自

學平台」中自學成績優異的學生，並把成績上載學校網頁，藉此鼓勵網上學習。 

 ⚫ 一至六年級做常識科專題研習外，中英數三科各選一級做專題研習，以探究本科知

識為主及加強科本的發展，各科專題研習題目如下： 

  年級 題目  

 
 一年級 

公園是我們平日理想的休憩地方嗎？ / 

我們可否從部首找出中文字詞的意思？ 

 

 

  二年級 自製玩具 / 我是時間小主人  

  三年級 一個受歡迎的購物場所應具備什麼條件？  

  四年級 香港今昔  

 E 五年級 Hong Kong Travel Guide / 購物習慣  

  六年級 安全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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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年度為推動 STEM 教學，加入了小四(環保動力車)及小五(吸塵機)為主題的 STEM

探究活動。  

⚫ 學校也為學生策劃戶外學習活動，使學生能在適切的情境和實際的環境中進行學

習，部份級別更配合專題研習，進行各種學習活動： 

  年級 題目  

  一年級 因疫情關係取消。  

  二年級 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的【兒童探知館】，了解不同年代的玩具  

  三年級 因疫情關係取消。  

  四年級 因疫情關係取消。  

  五年級 因疫情關係取消。  

  六年級 因疫情關係取消。  

 ⚫ 全體教師同意戶外學習活動能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二年級學生安排了導賞活動，

導賞員為學生進行講解，讓他們對博物館內的資料有更深入的認識。 

⚫ 學校每學期舉行中、英、數、常四科兩次考試和兩次測驗；體育、電腦、宗教、音

樂、普通話及視藝各科會定期進行進展性評估。於每次測考後均會檢討學生的表現

及制定跟進策略，並定期舉行家長會讓家長了解子女在學校的學習情況。 

 ⚫ 為了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學校聘用了兩名合約教師和兩名支援教學助理，並開設

中、英、數課前課後輔導班，由同級科任教師因應學生需要設計課程，教導成績稍

遜的學生。此外，又開辦語文班及推行協作教學；為有需要的學生進行個別輔導及

個別學習計劃。另有駐校言語治療師教導有言語困難的學生，提升他們的說話能力，

亦在一至三年級中文科推行說話教學。 

⚫ 至於學習能力較佳的學生，學校於課後開設奧林匹克數學研習班、英文寫作班、機

械人電腦編程培訓班、校園電視台小記者、視覺藝術尖子班、球類訓練班、舞蹈及

話劇班，除本校教師任教外，更聘請專業導師指導，加強學生思維的訓練，發展多

元智能，以收拔尖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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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 學校十分重視每位學生的獨特性及潛能，故積極支援學生在個人、社交、情緒及學

業等方面的個別需要，協助學生健康成長。 

 ⚫ 本校強調家校合作，重視家長意見，家校關係良好。家長教師會舉辦親子活動、家

長茶座、捐贈校服及家長也敬師活動。家長義工亦積極協助學校活動，推動學校發

展。 

 ⚫ 在這疫情中，家長面對多方面的困難，學校與外間聯繫緊密，透過外界資源(包括二

手電腦、糧食、超市禮劵等)向學生、家長提供不同的服務，讓學生可以在逆境中繼

續學習。 

 ⚫ 學校因應學生的需要、校本課程目標和社會的發展，訂定德育及公民教育內容，推

行成長課，各班主任全面合作推行小一至小六成長課，整體成效滿意。 

 

學生靈育的發展 

 ⚫ 我們是一所基督教學校，因此除德、智、體、群、美外，也十分重視學生靈育的發

展。我們透過宗教課堂、早禱、崇拜、團契和佈道會，推動靈命教育。我們更會與

教堂協作推動福音事工，讓學生參與教會活動，如兒童主日學和暑期聖經班，使他

們在靈性方面得到啟導和培育。 

 

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 

 ⚫ 本校一向以「學生為本」的原則，按同學在不同的階段的需要而推行適切的預防及

發展性輔導活動，以達致全面照顧學生的成長需要。 

 ⚫ 本校採取「全校參與」的模式，並透過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讓學生在關愛校園裏

成長。 

 ⚫ 本年度以《仁愛》為校本輔導主題，透過舉行「Watoto」學生講座和活動，以及「正

向家長工作坊」，將接納及仁愛的訊息帶出。根據學生的反應及家長的意見，學生對

本年度主題內容是正面的。 

 

常規訓練 

 ⚫ 訓育組於開學週、學生早上回校時間、小息及午膳小休時段進行常規訓練，項目包

括校規講解、校服儀容檢查、集隊訓練、秩序比賽、火警演習、交齊功課獎勵計劃

及風紀培訓課程等，訓練學生守紀自律。 

 

服務生訓練 

 ⚫ 學校設有風紀生、班長、圖書館服務生、資訊科技服務生、幼童軍、小女童軍、小

記者、小義工、小老師、英語大使、普通話大使和體育大使等，讓學生透過服務活

動，加強自信，建立關愛文化。 

 

德育及國民教育 

 ⚫ 學校於公民教育課時段推行成長課，透過有系統的課程，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

能健康成長，整體成效令人滿意。除早會、班主任課外，學校安排中華文化日和舉

行升國旗儀式，提昇學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更透過參與公益慈善花卉義賣及校內

清潔活動等，使學生藉由服務社群，建立正確價值觀和積極人生觀。此外，學校設

有獎勵計劃，加強學生的責任感、歸屬感、積極主動的態度及培養學生追求卓越的

精神。 

 ⚫ 邀請政府或社團機構來校主持「藥物」、「性教育」、「禁毒」、「撲滅罪行」、「環保」、



17 

 

「認識國情」等不同主題的講座，以豐富學習生活，幫助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課外活動 

 ⚫ 舉辦多項畢業班活動，如聯合畢業典禮、畢業感恩崇拜、拍攝畢業照、編印紀念冊、

畢業宿營等和謝師宴，以加強畢業生對母校的歸屬感。 

 ⚫ 舉辦課餘學生自費興趣班，種類涵蓋學、體、音和視覺藝術四大範疇，本年度共設

有 34項不同種類的興趣班，如各項球類訓練、田徑、游泳、西方民族舞、兒童創作

舞、體育舞蹈、小提琴、敲擊樂、跆拳道、武術、劍橋英語測試預備、升中面試小

鍛 、創意英語寫作、多元數學思維培訓、奧林匹克數學培訓、繽紛繪畫課程、創

新科學課程及智創工藝課程等。學生透過參與多元化的活動，發掘自己的潛能，從

而培養發展個人的興趣。 

 ⚫ 設立周五活動課，涵蓋學術、體育、服務、興趣小組等活動，分專門性和一般性。

本校亦設立制服團隊，如小女童軍、幼童軍訓練活動；周五活動課能提供學生一個

多元化的平台，在學業以外提高同學的學習興趣，增強自信，發揮潛能，服務社群。 

 ⚫ 本年度仍設立榮譽盾表揚在比賽活動中有傑出表現的學生。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的支援服務 

 ⚫ 本校「及早識別」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以便提供適切的輔導及跟進服務。透過

「小一學生之學習情況量表」、「香港小學生特殊學習困難行為量表」、「學習程度測

量卷」的數據、保良局校本教育心理學家、醫務衞生署及校外專家等的專業評估報

告，有系統地識別學生在成長上的各項支援需要。學校會根據評估報告的建議及學

生的需要，舉辦支援班、社交情緒小組等，以配合他們成長的需要。 

 ⚫ 學校採用「全校參與模式」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建立共融的校園文化。並

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個別學習計劃、默寫、功課及評估調適等。教師在教學實踐、

進行活動及分配教學資源等方面亦能按照學生的個別差異及需要，提供適切的支援

服務。 

 ⚫ 為協助有讀寫障礙及言語障礙的學生，上學期安排三至六年級的大哥哥大姐姐，於

小息及午膳時段，推行伴讀計劃，協助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昇學習技巧及語言

能力。 

 ⚫ 獲教育局發放「加強言語治療津貼」，與屬會學校聯合聘請駐校言語治療師，定期到

校為語障學生提供個別及小組言語治療訓練，以改善言語、發音、聲線和社交等問

題。此外，言語治療師透過與一至三年級中文科任老師的協作，加強學生對「四素

句」及「六何法」的認識，提升學生的「聽、講、讀、寫」表達能力。 

 

支援清貧學生參與活動 

 ⚫ 獲「區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及「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資助家境清貧的學

生，參加學校舉辦的各類型收費活動，如教育營、參觀、興趣班、功課輔導班、多

元智能課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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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生表現  

2019-2020年度學生之派位志願結果統計圖 

 

 

⚫  本校本年度升中派位結果理想，獲派首三志願中學及直資中學的學生百分比為     

95% (首三志願中學：94.3%，直資中學：1.3%，其他志願：4.4% ) 

⚫ 本校學生大部份升讀本區著名中學，如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 

 學、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保祿六世書院、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東華

三院陳兆民中學、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及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 本校亦有學生升讀其他地區的著名中學，如協恩中學、荃灣官立中學、可風中學 

(嗇色園主辦)、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學業以外的表現 

 ⚫ 學生積極參與校外比賽及活動，如陸運會、水運會、各項球類、朗誦、音樂、舞蹈、

數學、資訊科技、填色、語文菁英比賽、戲劇比賽、賣旗籌款、敬老及參觀等活動，

學生積極參與培訓均獲優異成績，屢獲殊榮。透過參與上述多元化的比賽和活動，

學生建立共通能力、增強自信心和提昇團隊精神，從而擴濶生活視野、增加人生經

驗及培養學生邁向發展一生「一體一藝」的目標 (全年獲獎成績見附表) 。 

⚫ 本校學生除了在「六育」上有均衡的發展外，在學業以外的表現亦見理想。然而，

在新學年可繼續擴闊與社區聯繫的活動，邁向「溶入社群，關愛社區」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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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主愛小學 

2019-2020年度活動獲獎一覽表 

獲獎項目 團體成績 個人成績 

中

文

科 

1 「小魚字游樂」親子造句比賽 

 

 

/ 2個佳作 

英

文

科 

1 2019-2020年獅子盃-校際英詩翻譯

比賽 

 

/ 1個優異獎 

田

徑

比

賽 

1 離島區分齡田徑比賽 

 

 

男子組 4×100 

季軍 

/ 

2 2019-2020年度葵涌區小學校際

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 4×100 

冠軍 

 

男子乙組 

團體第五名 

 

男子丙組 4×100 

亞軍 

 

男子丙組 

團體第三名 

 

 

男子乙組 100米：亞軍 

 

 

 

 

 

男子丙組 60米：殿軍 

 

男子丙組跳遠：殿軍 

 

 

 

女子甲組鉛球：季軍 

女子丙組壘球：季軍 

 

乒

乓

球

比

賽 

1 2019年珠海市斗門區港珠澳青少

年乒乓球團體賽 

 

團體季軍 / 

 

2 2019-2020年度葵涌區小學校際

乒乓球比賽 

 

男子團體 

亞軍 

 

女子團體 

亞軍 

男子單打：冠軍 

 

 

女子單打：亞軍 

 

 

4名傑出運動員 

3 大埔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2019-2020 

 

/ 男子單打：亞軍 

4 荃灣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2019-2020 / 男子單打：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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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項目 團體成績 個人成績 

 

5 深水埗分齡乒乓球比賽 2019-2020 

 

/ 男子單打：冠軍 

 

6 全港小學乒乓球邀請賽 2020 

 

女子組 

團體季軍 

/ 

數

學

比

賽 

1 2019華夏杯臺灣數學交流賽 

 

/ 1個三等獎 

2 聖公會小學第二十三屆數學奧林

匹克比賽 

 

/ 2個銀獎 

5個銅獎 

3 2020 華夏杯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初賽) 

 

/ 9個一等獎 

20個二等獎 

38個三等獎 

朗

誦

比

賽 

1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2019

三、四年級男女粵詩集誦 

優良獎 / 

2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2019 

一至三年級女子英詩集誦 

優良獎 / 

3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2019 

一、二年級男女普通話詩詞集誦 

優良獎 / 

4 英詩獨誦 / 1個季軍 

21個優良獎 

 第二屆全港精英朗誦節 2018  初小組-粵語詩詞獨誦：冠軍 

初小組-普通話詩詞獨誦：優

異 

5 粵語詩詞 / 1個冠軍 

1個季軍 

8個優良獎 

6個良好獎 

 

6 說故事-粵話 / 3個優良獎 

1個良好獎 

 

7 普通話詩詞 / 11優良獎 

9良好獎 

8 普通話散文 

 

/ 5個優良獎 

12 基督教經文 

 

/ 1個優良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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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項目 團體成績 個人成績 

舞

蹈 

1 第十一屆灣仔區體育舞蹈公開賽  

 

團體第一名 / 

2 ADSF亞洲青年體育舞蹈專項錦標

賽 2019香港代表隊選拔賽第一站 

標準舞：冠軍 / 

3 2020香港代表隊選拔賽 第一站 

 

標準舞：冠軍 / 

視

藝 

1 「建國七十周年」小學生繪畫創作比

賽 

 

/ 初小組：1個優異獎 

 

2 快樂地壺球心意咭創作比賽 

 

/ 初小組：1個優異獎 

高小組：1個優異獎 

3 「小魚字游樂」填色比賽 

 

/ 三年級： 

1個冠軍、1個季軍、 

1個優異獎 

二年級： 

1個亞軍、1個季軍、 

2個優異獎 

4 P.1-3「校園衛生你至德」親子填色

創作比賽 

 

/ 1個優異獎 

 5 P.4-6「保持環境衛生」標語設計比

賽 

 

/ 1個優異獎 

武

術 

1 香港小學跆拳道隊際賽 2019 

 

/ 男童色帶 A組：季軍 

 

學生的體格發展 

 ⚫ 本校注重提高學生的身體素質，每學期均為學生量度身高及體重；又在體育課堂內

加入體適能訓練，更於每學期為各同學進行體適能測試，讓學生瞭解自己的身體發

展狀況，繼而選擇適當之運動項目鍛練身體，提昇本身的身體適應能力。另一方面，

為了進一步提高學生對體育運動的興趣，本校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聯合舉辦多項

「外展運動計劃」訓練班，包括籃球、田徑、羽毛球及乒乓球等。本校更與中文大

學合辦「家校童喜動」活動，把做運動訊息推展至家長，盼望全校師生、家長也養

成做運動的好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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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財務報告   
 

       收入($)   支出($)  

承上結餘(政府資助及學校津貼)     2,965,942.59    

I. 政府資助      

    (1) 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EOEBG)      

           (甲) 學校特定津貼      

  1. 行政津貼/修訂的行政津貼    1,720,680.00      1,437,477.00  

  2. 空調設備津貼       514,551.00        154,843.52  

  3. 資訊科技教育計劃津貼       439,529.00        184,008.14  

  4. 學生輔導服務計劃津貼       349,752.00        193,199.90  

  5. 學校發展津貼       774,983.00        781,261.91  

  6. 成長的天空(小學)計劃津貼       240,363.00        238,781.00  

  7. 校本管理額外津貼         50,000.00   45,600.00  

  8. 校本言語治療行政經常津貼          8,000.00       -    

  9. 統籌學校校本言語治療行政經常津貼         8,000.00  4,900.00  

        

   小結：     4,105,858.00      3,040,071.47  

        

           (乙) 非學校特定津貼      1,473,983.05     2,114,690.75  

   小結：     1,473,983.05      2,114,690.75   

II. 學校賬      

     1. 捐款(包括辦學團體捐款)          4,800.00          4,825.00  

     2. 學生籌款(義賣日)         55,872.00  55,872.00  

     3. 具特定用途的收費(包括空調電費)   256,200.00       550,498.90  

     4. 其他  

       

 35,284.25  104,894.24  

    小結：       352,156.25        716,090.14  

2019-2020 年度總計 總結：     5,931,997.30      5,870,852.36  

2019-2020 年度盈餘/(不敷數)   61,144.94   /  

2019-2020 年度終結總盈餘   3,027,087.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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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聖公會主愛小學 

2019-2020 學年運用推廣閱讀津貼報告書 

 

第一部分：成效檢討： 

1. 目標檢討：  

目標：建立優質的圖書館資源，促進校內閱讀氣氛 

⚫ 下學期參加了「e 悅讀學校計劃」，添置了150本電子圖書，便利了同學閱讀「暑假閱讀計劃」中的指定書目 

⚫ 添置了520本實體書，逐步更新及增加館藏，有效提升了學生的閱讀興趣 

 

2. 策略檢討：  

⚫ 建議下學年全年參與「e 悅讀學校計劃」，讓更多同學可以同時閱讀某一圖書 

⚫ 建議繼續實體書更新及增加館藏，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 

⚫ 建議開辦家長閱讀的培訓班，促進親子閱讀 

⚫ 建議為圖書館服務生安排校外舉辦的閱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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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財政報告 

 項目名稱* 實際開支（$） 

1. 購置圖書 $24,120.18 

   實體書 

   電子書 

2. 網上閱讀計劃 $15,600 

   e 悅讀學校計劃 

   其 他 計劃：   

3. 閱讀活動 $4,000 

   聘請作家、專業說故事人等進行講座 

   僱用外間提供課程機構協助舉辦與推廣閱讀有關的學生學習活動 

   支付學生參加閱讀活動或比賽的報名費 

   資助學生參加或報讀與閱讀有關的收費活動或課程 

4. 其他：   --- 

 總計 $43,721.18 

 津貼年度結餘 -$ 2,400.18 

 

* 請以✓選或以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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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運用報告 

2019-2020 學年 

 

（一） 財務概況 

A 本學年獲發撥款： $112700 

B 本學年總開支： $82240 

C 須退還教育局餘款（A - B）： $30460 

 

（二） 受惠學生人數及資助金額 

學生類別 受惠學生人數 資助金額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45 $14572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 

－全額津貼 
205 $64266 

校本評定有經濟需要 4 
$1400 

（上限為全學年津貼金額的 25%） 

總計 254 
$82240 

［註：此項應等於（一）B「本學年總開支」］ 

 

（三） 活動開支詳情 

 範疇 活動簡介 開支（$） 
受惠學生 

人次1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

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智
能
發
展
︵
配
合
課
程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1.1 
本地活動︰資助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參與不同學科／跨學科／課程範疇的全方位學習活動，提升學

習效能（例如：實地考察、藝術賞析、參觀企業） 

語文         

                                                 
1 受惠學生人次指參加每項活動的學生人數，學生參加多於一項活動可重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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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疇 活動簡介 開支（$） 
受惠學生 

人次
1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

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智
能
發
展
︵
配
合
課
程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地理         

中國歷史         

…         

跨學科  

（如 :STEM）  
        

 第 1.1項總開支        

1.2 

本地活動︰資助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參與多元化全方位學習活動，以豐富五種基要學習經歷（例如：

多元智能活動、體藝文化活動、領袖訓練、服務學習、學會活動、校隊訓練、制服團隊活動、軍

事體驗營） 

 學生多元智能興趣班 82240 254 ✓     

 第 1.2項總開支        

1.3 境外活動︰資助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參與境外活動／境外比賽 

         

 第 1.3項總開支        

1.4 資助有經濟需要的學生購買參與全方位學習活動所必要的基本學習用品及裝備 

         

 第 1.4項總開支        

1.5 其他 

         

 第 1.5項總開支        

1.6 透過「一次性支援措施」支付因應 2019冠狀病毒病疫情取消學習活動引致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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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疇 活動簡介 開支（$） 
受惠學生 

人次
1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

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智
能
發
展
︵
配
合
課
程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第 1.6項總開支        

 總計 82240 254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職位）﹕ 溫秀嫻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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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聖公會主愛小學 

2019-2020 年度運用「學習支援計劃」工作報告 

 

1. 本年度工作目標： 

1.1. 逐步建構全校參與支援學生模式 

1.2. 以愛為本，建立共融校園 

 

2. 本年度策略 / 工作： 

2.1. 聘請一名合約教師及兩名支援助理，推行下列計劃： 

2.1.1. 開設課前課後陽光小組輔導班 

2.1.2. 開設小一、小二課後英語班 

2.1.3. 開設暑期加油站（升小二至升小六） 

2.1.4. 協作教學  

2.1.5. 抽離個別輔導 IEP 學生    

 

2.2. 外購服務 

2.2.1. 開設課後學習支援班 

2.2.2. 開設課後成長支援班 

 

2.3. 戶外學習活動 

2.3.1. 舉辦共融共享日營 

 

2.4. 照顧不同程度學生的語文學習 

2.4.1. 於中文科一、二、三年級推行「喜閱寫意：賽馬會讀寫支援計劃」(校本) 

2.5. 照顧在社交溝通或情緒上有不同需要的學生 

聘請外間機構提供： 

2.5.1. 小組活動 

2.5.2. 家長講座 

2.5.3. 教師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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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年度策略 / 工作成效評估： 

策略 / 工作 舉行日期 成就 反思及建議 

2.1.1. 

 
全學年  ⚫ 全年共有 16 組課前課後陽光小組，為在主科成績稍遜的學生提

供支援服務。 

 

⚫ 「自我挑戰」獎勵計劃能提升

學生的學習動機，並鼓勵他們

努力上進學習，建議保留此獎

勵計劃。 

2.1.2 

 
全學年 ⚫ 全年開設小一、小二課後英語班各一組。 ⚫ 及早為學習英語較弱的學生提

供支援，使這些學生的英文成績

略有進步。建議繼續舉行。 

2.1.3 

 
取消 ⚫ 因疫情關係，未能逾期舉辦此課程。 / 

2.1.4 全學年 ⚫ 英文教學助理於小一至小三英語課進行協助教學，以照顧學生

學習差異。 

⚫ 英文教學助理協助帶領分組

活動，能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

學生提供適切支援。建議繼續

此安排。 

2.1.5 全學年 ⚫ 全年共 4 位同學參與「個別學習計劃」，支援老師為他們提供

了 10 至 12 次的個別輔導。 

⚫ 個別輔導訓練能夠針對每位

同學的需要提供協助，成效較

顯著。 

2.2.1 

 
全學年 ⚫ 全年開設課後學習支援班，以照顧學生學習差異，並提升學生

的學習動機。 

⚫ 低年級學生學習不同認字策

略，高年級學生學習閱讀技

巧，能增強他們的語文知識。

建議繼續舉行。 

2.2.2 

 
全學年 ⚫ 全年開設課後成長支援班，如: 專注力訓練班能有效改善學生

的觀察力、專注力及培養他們的學習興趣; 社交技巧班令學生

學生培養控制情緒的能力; 桌遊班、雜耍班和魔術班讓學生的

社交、溝通能力得以提升。 

⚫ 透過不同類型的支援班，能培

養他們不同的能力。唯因疫情

關係，必須以面授形式進行的 

桌遊班、雜耍班和魔術班無法

繼續進行。來年可以考慮補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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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 工作 舉行日期 成就 反思及建議 

2.3.1 

 
取消 ⚫ 因疫情關係，未能逾期舉辦活動 / 

2.4.1 

 
全學年 ⚫ 90%參與教師表示計劃能夠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課程內容也

能讓教師照顧學生的差異 

⚫ 順利進行，來年繼續在一至三

年級推行計劃。 

2.5.1 

 
由 2018 年 10 月

起，按需要引進  

⚫ 超過 70%家長能掌握支援社交溝通或情緒偏弱子女的學習策

略、技巧 

⚫ 對家長有正面幫助，建議繼續

舉行。 

2.5.2 

 
⚫ 超過 70%老師能掌握輔導行為及情緒偏弱學生的策略、技巧 ⚫ 建議繼續舉行。 

2.5.3 ⚫ 超過 70%學生能提升專注或情緒管理能力 

⚫ 超過 70%家長能學習支援專注力不足或情緒偏弱子女的策略、

技巧 

 

⚫ 個別家長未能投放太多時間

於家中協助子女進行訓練，或

多或少會影響學生進度。但參

與仍積極，建議繼續舉行。 

 

4. 工作報告負責人： 

組  長  ：李美貞主任   

核心成員：梁錦媚老師 于敏賢老師 譚崇業老師 黎淑儀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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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Grant Scheme on Promoting Effective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in Primary Schools 

Final Report 

 

(A) Name of School: :      S.K.H. Chu Oi Primary School      (File Number:   A 070   ) 

 

(B) School Information and Approved Curriculum Initiatives 

Please tick (✓) the appropriate boxes. 

Name of Teacher-in-charge 
 

Ms Tang Lai Man 
School Phone No 

 

24267424 

Approved Curriculum Initiative(s) 

✓   Enrich the English language environment in school through conducting activities 

 Promote reading* or literacy* across the curriculum 

 Enhance e-Learning 

 Cater for learning diversity 

 Strengthen assessment literacy 

 

Approved Usage(s) of Grant 

 Purchase learning and teaching resources (printed books/e-books/Others* (please specify:__________) 

 Employ supply teacher(s) 

 Employ teacher(s) who is/are proficient in English 

✓  Employ a teaching assistant who is proficient in English 

✓  Procure services for conducting English language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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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Self-evaluation of Project Implementation 

Please evaluate your school’s project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the indicators under the 5 key criteria using a 4-point scale#.  Indicate the school’s score for each 

criterion by ticking “✓” the appropriate box and providing full justification of scoring.   
Criteria Indicators #Self-evaluation (Please put a ✓ in the appropriate box.) 

Efficiency 

(Cost-effectiveness: 

production and 

execution of project 

deliverables, 

resources 

deployment and 

beneficiary size) 

 Deliverables such as learning 

and teaching resources of acceptable quality 

are produced, deployed and used as well as 

quality English language activities are 

organised as scheduled. 

 Additional resources (e.g. 

printed/e-books, teachers and teaching 

assistants) are suitably deployed to achieve 

the intended goals. 

 Target groups as stipulated in 

the approved plan have benefitted from the 

project. 

Yes (Fulfilled)                  ➔           No (Not fulfilled) 

4 3 2 1 

            

Justifications: 

1. Employ a part-time teaching assistant who is proficient in English to assist in 

enrich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environment in school through conducting 

activities and developing quality English language resources: 

 

1.1  Language activities during recess: 

- 6 sets of games including phonics, listening and matching 

games with different themes were developed. Sets of games are kept in 

the English cabinet.  

- Classes took turns to join the recess activities on bi-weekly 

basis. All classes except 5B joined the recess activities due to the school 

suspension in November, 2019. All teachers took turns to lead the 

students and joined the activities with them.  

- As students received special stickers after they joined the 

activities, the teachers observed that over 85% of the students enjoyed 

the activities and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in English.  

- The part-time native English-speaking teaching assistant, all 

English teachers and English Ambassadors took part in the activities.  

 

1.2 Develop quality Speaking resource packages: 

- 100% of the speaking packages (6 packages per level, P.4 to 

P.6) were developed and modified in the whole project.  

- The school split 6 more-ability classes into 12 groups so the 

teacher-students ratio is lower. In the speaking lessons, with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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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eria Indicators #Self-evaluation (Please put a ✓ in the appropriate box.) 

English-speaking teacher, the students had more opportunities to 

practise speaking.  

- Having the level co-planning meetings and discussions with 

16 English teachers, the lesson plans, task sheets and Powerpoints for 

P.4 to P.6 were developed and modified. 3 sets of task sheets were set to 

cater for different ability groups.  

 

2. Procure professional services to conduct English activities for enriching the 

English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at P.2 -P.3: 

After-school language classes: 

- 100% of the after-school language classes were held.  

- For 2nd Term of 2018-2019, two P.2 and two P.3 groups of 10 

sessions were held. Five books were taught for students in each group.  

- For 1st Term of 2019-2020, two P.2 and two P.3 groups of 10 

sessions were held. Five books were taught. Activity schedule and 

sample booklets were kept in the same cabinet. 

- Since the plan was interrupted by the school suspension, 

make-up classes were arranged for the students but the attendance was 

affected. 

 

Size of beneficiary: 

 Recess language 

activities 

Speaking lessons After-school language 

activity sessions 

No. of 

teachers 

21 17 8 

No. of 

students 

640 451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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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eria Indicators #Self-evaluation (Please put a ✓ in the appropriate box.) 

  

Effectiveness 

(Goal achievement: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language 

skills, teachers’ 

understanding of new 

curriculum 

requirements - Major 

renewed emphases in 

the Updated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and use 

of evaluation 

instruments for 

ensuring 

effectiveness) 

 Both observable (such as 

mastery of target language skills) and 

measurable outcomes (such as improvement 

as reflected by formative and/or summative 

assessment results) are achieved. 

 Teachers demonstrate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new curriculum 

requirements+ in lessons, co-planning 

meetings and material development process.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tools are effectively deployed for continual 

course corrections and outcome improvement.  

Yes (Fulfilled)                   ➔           No (Not fulfilled) 

4 3 2 1 

     

Justifications: 

1. Employ a part-time teaching assistant who is proficient in English to assist in 

enrich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environment in school through conducting 

activities and developing quality English language resources: 

 

1.1  Language activities during recess: 

- 85% of students enjoyed the activities. They are more confident and motivated  

to learn English and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in English. 

-Working with the native English-speaking teaching assistant, teachers,  

 English Ambassadors and students were engaged in these activities. 

-90% of teachers found the sharing useful.  

-Regular checks on students’ participation at recess by local teachers.  

 Teachers and English Ambassadors had a record of joining the activities.  

 

1.2  Develop quality Speaking resource packages: 

- As the school split 6 more-ability classes into 12 groups to have speaking    

 lessons, students had more opportunities to practise speaking. They were    

 more confident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present their ideas with proper  

 opening and closing.  

-After having co-planning meetings with teachers, more new tasks were  

 designed for pair work, group work and group discussions in different   

 packages. Panel chairperson sits in the co-planning meetings of all levels.  

 Evaluation and adaptation of speaking resources were recorded in the minutes  

 and kept in the school file. All soft copies were uploaded onto th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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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eria Indicators #Self-evaluation (Please put a ✓ in the appropriate box.) 

server. 

-All speaking lessons were co-taught with and observed by local English 

teachers.   

- A lesson was observed by the principal and the peer in November.  

 

- Students showed improvement in summative assessment held in June 2019   

 for P.4 & P.5 and in January, 2020 for P.6. Students showed improvement in  

 pronunciation, content and organising ideas in reading aloud, responding to   

 questions and giving presentation.  

-100% of existing English level teachers have acquired knowledge / pedagogy 

of conducting 18 language activities for P.4 to P.6. All of them have applied 

these 18 language activities to English teaching at P.4 to P.6. 

-100% P.4 to P.6 students had more opportunities to speak and listen to the 

native English-speaking teacher assistant.  

-90% of the P.4 to P.6 students’ confidence and speaking skills have been  

enhanced.  

 

2. Procure professional services to conduct English activities for enriching the 

English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at P.2 -P.3: 

After-school language classes: 

-Students enjoyed reading, having language activities with native English-   

 speaking tutors. 90% of the target students’ confidence and skills in read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have been enhanced.      

- For 2nd Term of 2018-2019, as the service provider was the same. The tutors 

taught different books in the same reading series. With teachers’ observation, 

target students gained confidence in reading and they enjoyed the language 

activities as well. Co-planning meetings were held in January and June, 2019. 

- For 1st Term of 2019-2020, a pre-test and post-test were carried out for P.2   

and P.3 participants at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of the class. 81% of P.2  

participants and 65% of P.3 participants showed improvement after the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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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eria Indicators #Self-evaluation (Please put a ✓ in the appropriate box.) 

-Lesson plans and sample booklets were developed after the co-planning  

meetings in September and November, 2019.  

-80% of the existing English teachers have acquired knowledge / pedagogy of  

 conducting different language activities for P.2 and P.3.  

-80% of them have applied different language activities at P.2 and P.3.  

-Sharing of the after-school classes was mainly on the content and ways of  

conducting the reading sessions and the language activities. 

-8 lessons were observed by panel chairpersons and P.2 & P.3 teachers. Some  

sessions were co-taught with the local teachers.  

 

Impact 

(Broader and 

longer-term effects 

on curriculum 

enhancement, 

learning atmosphere 

and teachers’ 

professional 

capacity) 

 Curriculum initiative(s) 

implemented has/have added value to the 

existing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Curriculum initiative(s) 

implemented has/have fostered a 

professional sharing culture among English 

teachers, resulting in enhanced capacity. 

 The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environment has been enriched and students 

are more motivated in learning English. 

 

Yes (Fulfilled)                   ➔           No (Not fulfilled) 

4 3 2 1 

     

Justifications: 

1. Employ a part-time teaching assistant who is proficient in English to assist in 

enrich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environment in school through conducting 

activities and developing quality English language resources: 

 

1.1 Language activities during recess: 

- The 4 core team members and a native English-speaking teacher had 

discussions with the native English-speaking teaching assistant on the themes 

of the activiti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chool term. The core team members 

reminded teachers-in-charge and students to join the activities according to 

the schedule set. The English language environment is enriched.  

- 20 English Ambassadors are chosen each year. They are motivated and trained 

to help carrying out language activities to their fellow schoolmates.  

- With teachers’ observation, students are engaged in the activities and they are 

confident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in English.  

1.2 Develop quality Speaking resource packages: 

- 4 core team members are teaching P.4 to P.6. They have co-planning meetings 

with the native English-speaking teaching assistant. English panel chairperson 

sits in all co-planning meetings of all levels. Evaluation, adaptation and 

modification were made to refine the speaking pack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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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eria Indicators #Self-evaluation (Please put a ✓ in the appropriate box.) 

 

2. Procure professional services to conduct English activities for enriching the 

English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at P.2 -P.3: 

After-school language classes: 

- 3 core team members, two P.1 teachers and two P.2 teachers were invited to 

observe the lessons and co-taught with the tutors.  

-Meetings were held after lesson observation and evaluation and suggestions 

were mad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EEG plan was shared in the panel meeting. The 

lists of language games, speaking packages and books will be prepared  and 

circulated among teachers. 

Relevance 

(Goal alignment) 

 Project goals set are in close 

alignment with the school’s major concerns 

and teachers’/students’ needs. 

 Proper mechanisms (e.g. 

regular project review meetings) are in place 

to ensure that project activities and outpu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overall goal and the 

attainment of the objectives. 

Yes (Fulfilled)                   ➔           No (Not fulfilled) 

4 3 2 1 

        

Justifications: 

 The goals are set after discussion among core team members after the   

 3 meetings among core team members are held in August and November,  

2019 and January, 2020 to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lan. 

 To cater for learner diversity, 3 levels of speaking tasks for P.4 to P.6 

students. Moreover, split lessons for more-ability classes created a better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to practise speaking, having self-reflection and 

peer evaluation.  

 2 mid-term evaluation meetings and 1 term-end evaluation meeting were 

held with 2 service provider representatives in April, June and November, 

2019.  

Sustainability 

(Continuation of a 

project’s goals, 

principles, and efforts 

to achieve 

desired outcomes) 

 Newly-developed materials are 

consistently use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approved curriculum initiatives and fully 

integrated with the existing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Related students’/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ctivities are conducted after 

Yes (Fulfilled)                   ➔           No (Not fulfilled) 

4 3 2 1 

     

Justifications: 

 After the project period, the game sets with simple instructions will be 

modified and used on English Mondays. Local teachers and English 

Ambassadors will hold the activities for fellow students. More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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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eria Indicators #Self-evaluation (Please put a ✓ in the appropriate box.) 

the project period for sustaining the benefits 

obtained. 

with different themes will be produced. 

 18 established speaking packages were uploaded onto the school file 

server. All packages will be discussed, modified and implemented in the 

co-planning meetings.  

 The lists of language games, speaking packages, e-book and the teachers’ 

manual will be circulated among teachers and kept in the English cabinet 

outside Room 606. Teachers are encouraged to use the resources in the 

lessons.  

 

 

Other details 

Issues or problems 

encountered during the 

reporting period which have 

impacted on the progress of 

the project and how they 

were/will be dealt with 

After-school classes were affected by the school suspension in November. Make-up classes have to be arranged for target 

students but no everyone was able to attend the make-up classes, even the native English-speaking tutors might not be available 

to hold the sessions.  

Other areas that the core 

team would like to raise 

which are not covered 

above 

/  

Good practices identified  

(if any) 

 

Our school is not willing to share good practices with other schools. 

Successful experience  

(if any) 

 

-With the help of the enthusiastic native English-speaking tutors, target students enjoy reading books. They learn to read 

unfamiliar text with pictorial clues and decoding skills.  

 

 

Score Rating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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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elated indicators have been completely fulfilled. 

3 Related indicators have been largely fulfilled.  

2 Related indicators have been adequately fulfilled but corrective actions are needed. 

1 Related indicators have not been fulfill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