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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們的學校 

1.1 辦學宗旨 

本校是大坑坊眾福利會主辦的政府資助小學，致力為港九新界各區適齡的學童提供平等

教育機會。依照學生的個性和能力，因材施教，作育英才，讓學生發展所長，發揮潛能。 

 

學校因應社會的需求，提供教育給不同類別的適齡學童，及以「智、仁、勇」為校訓，

灌輸全面知識，培養學生自學能力和求知的興趣，從而提高生活技能，以適應社會的需

要。致力發揚仁愛精神，引導學生關愛他人，貢獻自己，改善社會。誘導學生建立積極

及正確的人生觀，面對困難、挫折，能無所畏懼，開創美好豐盛的人生。 

 

1.2 學校背景 

李陞大坑學校創辦於 1958 年，由大坑坊眾福利會發起籌集募捐，各街坊善長共襄善舉，

組織辦學，並發展為一所全日制小學。 

 

學校因應社會的需求，在 2003 年起，錄取非華語學生，並轉型成為以英文為教學語言

的小學，教育以非華語為母語的學生，並同時收錄期望以英文為學習語言的華語學生。 

 

1.3 學校設施  

本校校舍高 4 層，設有 12 間標準課室，另有音樂室、圖書館、學生輔導室、多用途室、

會議室、禮堂、操場、醫療室、教具室及體育器材室等，另有花圃及綠化牆，使學生能

在舒適及綠化的環境下學習。 

 

自推行資訊技教育以來，學校裝置日趨完備，除每個課室設置實物投影機及投影器外，

全校舗設無線網絡，所有學生均可使用平板電腦，讓學與教都可以配合所需，推動互動

教學，與時並進。 

 

1.4 學校管理 

學校於 2005 年成立法團校董會，令學校有更大的自主權，更靈活地管理校務、運用資

源和制定發展學校計劃。透過校本管理，發展一套以學校為本，以學生為中心，以質素

為主的管理方法。 

                                                                                                                                                                                                                                                                              

1.4.1 校董會的組合 

成員類別 
辦學 

團體 
校長 教師 家長 校友 

獨立 

人士 

人數 6 1 2 2 1 1 

 

1.4.2 校董會的成員 

主席及校監： 譚尚汝先生 

校董： 林荃添先生、李漢文先生、沈文淑女士、蔡豐盈女士、 

黃祺國先生、黃錦輝先生、林錫光先生、葉小麗女士、 

梁少蓮女士、Mr. Arokiasamy Lourdusamy 

替代校董： 馬妙韻女士、Mr. Eduardo Jr. Odang Bacari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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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們的學生 

2.1 班級組織 

班級數目 

班級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六 
加強 

輔導 
總數 

班數 2 2 2 2 2 2 1 13 

 

學生人數  

班級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六 總數 

男生 22 28 21 25 24 26 146 

女生 32 24 32 29 29 24 170 

總數 54 52 53 54 53 50 316 

 

2.2 出席率 

班級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六 

出席率 95% 95% 95% 96% 95% 96% 

 

2.3 國籍  

 

3. 我們的教師 

3.1 教師獲得的最高學歷 

學歷 碩士或以上 學士學位 

百分比 46% 96% 

 

3.2 已接受專業訓練的教師：100% 

 

3.3 教學經驗 

教學年資 0至4年 5至9年 10年以上 

百分比 25% 7% 68% 

 

  

國籍 菲律賓 
巴基 

斯坦 
中國 尼泊爾 印度 印尼 日本 

英／美

／加／

澳／法 

越／馬

／斯 

人數 94 75 44 39 22 19 3 11 9 



4 

 

3.4 專業發展 

為配合學校發展的需要，學校安排三天的教師專業發展日，包括香港工業總會「一帶一

路」講座、灣仔區小學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UAP 教師講座「調解技巧工作坊」、English 

AT Reading Workshop、中文科 HKU mLang《動中文》應用程式工作坊、數學 Nearpod 

應用程式工作坊、東華三院徐展堂學校及認識「自閉症」講座、IT 教學示範課及工作

坊，整體專業發展時數為 1,613.5 小時。 

 

本年度中文科及數學科繼續參加教育局「悅讀悅寫意」、香港理工大學「非華語生中文

校本支援」計劃及數學科學校教學支援計劃。而英文科與教育局外藉英語諮詢老師協作，

優化英語寫作教學策略，深化教師掌握非華語生教學理念及策略，以及提升學生學習動

機、興趣及能力。 

 

本年繼續推行教研活動，組織共同備課、觀課及評課會議、種子老師提供資訊科技示範

課、觀課及主持工作坊，讓老師認識及掌握平板電腦教學技巧。教師利用此平台共同研

究學生的學習難點、教學目標、教學策略、預期的學習成效及評估模式。透過教研活動

加強了協作文化，更提升教師的專業及能力。 

 

4. 我們的學與教 

4.1 學與教的特色 

4.1.1 靈活運用課時 

4.1.1.1 為使學與教更具成效，每節課時為 60 分鐘，每節最後 10 分鐘為功課時  

段。 

4.1.1.2 每天課前有 15 分鐘班主任課，讓班主任進行德育課及班級經營，建立班 

風及借閱圖書。 

4.1.1.3 學生每天在學校生活 9 小時。上午為學科學習時段，下午及課後為術科

學習、體藝活動及功課輔導時段。 

4.1.2 全校參與照顧差異 

4.1.2.1 採用全校參與模式，由學生支援小組甄別學生的學習需要，進行調適； 

4.1.2.2 配合學生學習需要，設有拔尖補底班、課餘小組及個別輔導計劃； 

4.1.2.3 另設有「小老師」計劃，讓有能力學生在學業上、成長上照顧小學弟、

小學妹。 

4.1.3 整全的立體支援 

4.1.3.1 設有週五多元智能學習時段及課後活動，鼓勵學生參與各項活動，發展

個人潛能； 

4.1.3.2 設有幼童軍、風紀服務學習以及校內多項服務隊伍，培養自律、領導、

組織的才能； 

4.1.3.3 學校定期為各級舉行不同的學習活動、專題研習活動、德育教育、外出

參觀及校內比賽，讓學生有全面而均衡的發展； 

4.1.3.4 為協助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訓輔組及社工共同推動「全方位學習輔

導計劃」，及安排學生探訪老人院等； 

4.1.3.5 今年新增了「大哥哥、大姐姐計劃」幫助小一及初小插班生認識學校及

提升小六學生的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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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6 每個學生均有優點，設立「模範生」計劃，讓所有學生的優點都能被發

掘、被認同； 

4.1.3.7 為從少培養學生自理能力，本年度開始推行「小一及小二自理及常規訓

練計劃」，讓學生在比賽及遊戲中學會自理及常規； 

4.1.3.8 為培養學生盡責的態度，設立「完成功課獎懲制度」，教育他們完成功

課是學生最基本責任。 

4.1.4 四個關鍵項目 

4.1.4.1 閱讀中學習： 

4.1.4.1.1 每天早上閱讀課，學生自由閱讀，並可帶回家自行閱讀或作

親子閱讀，閱讀氣氛開放； 

4.1.4.1.2 語文科閱讀計劃，教導學生閱讀策略； 

4.1.4.1.3 校內推動「彩虹閱讀獎勵計劃」，引發學生對閱讀的興趣和

培養良好的閱讀習慣，從而增加學生的閱讀量； 

4.1.4.1.4 禮堂增設「閱讀閣」，營造濃厚的閱讀氣氛； 

4.1.4.1.5 每年舉行書展，推廣閱讀文化及促進自主閱讀； 

4.1.4.1.6 學校圖書館每逢小息開放。 

4.1.4.2 資訊科技教學︰ 

4.1.4.2.1 配合各學習領域的目標和重點，運用資訊科技進行教學； 

4.1.4.2.2 各科教師鼓勵及指導學生透過互聯網，搜尋資料，學習新知

識及擴闊知識領域； 

4.1.4.2.3 建立校本電子學習平台，配合學校的課程； 

4.1.4.2.4 於坊間搜尋配合本校課程的電子教學資源，透過互動遊戲、

網上學習評估等自學工具，讓學生的學習更富趣味，提升學

生的學習興趣。 

4.1.4.3 專題研習： 

4.1.4.3.1 專題研習是一種有效的活動教學模式，透過探索現實生活中

的課題讓學生更深入地建構知識。 

4.1.4.3.2 本校於一月二十四至二十五日舉行了兩天的專題研習日，學

生學習興趣大增，專注而投入，學習成果理想。 

4.1.4.3.3 小一至小六進行科學探究及社會科學探究，各級主題如下： 

科學探究 P.1 物料的探究 

P.3 滑行的雪條棒  

P.5 採購小博士 

社會科學探究 P.2 為我們服務的人 

P.4 認識大坑 

P.6 工作大未來  

4.1.4.3.4 教師從多方面評估學生，亦在研習過程中緊密地回饋，以期

望學生學習能力不斷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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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4 德育及公民教育： 

設有班主任課、週會、活動，全年滲透式學習。「德育早會」全年10

次，主題包括︰自律、整潔、關愛、尊重他人、責任感、努力、環

保、承擔及堅毅。 

 

4.2 實際上課日數 

 

 

 

 

 

 

 

 

 

 

 

 

 

 

 

4.3 各級不同科目比重 

P.1-P.2 

科目 中文 英文 數學 
綜合 

活動 
視藝 音樂 體育 

資訊 

科技 
圖書 

百分比 25% 20% 25% 10% 4% 4% 4% 4% 4% 

P.3-6 

科目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視藝 音樂 體育 
資訊 

科技 

百分比 28% 21% 25% 10% 4% 4% 4% 4% 

0

50

100

150

200

250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16/17整學年正常課堂上課的日數



7 

 

4.4 閱讀習慣 

學生從學校圖書館借用閱讀資料的頻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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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至小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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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星期一次或以上 每兩星期一次 每月一次 每月少於一次 從不

小四至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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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5.1 學生支援 

小組於本年度共舉行了五次統籌會議，跟進學生的進度與所提供支援的效用。此外，小

組成員亦分別參與不同的工作會議，例如：為 9 名需要額外支援的學生舉行「個別學習

計劃」會議。本學年各級需要學習支援的學生數目及其特殊需要如下：  

 

學生支援記錄表 

級別 一年級 二年級 三年級 四年級 五年級 六年級 總數 

人數 1 2 3 1 1 1 9 

特殊需要

類別 

 

*自閉 

 

*自閉 

 

*自閉 

 

*自閉  

 

*聽障 *自閉 

 

 

* 代表以個別學習計劃跟進的學生的特殊需要。 

 

推行「全校參與」模式融合教育的政策、資源及支援措施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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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學校重視家校合作，建立恆常溝通機制，透過不同渠道，與

家長一起商議有關支援學生的策略。 

資源  為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及成績稍遜的學生，本校獲教育局增撥的

額外資源包括： 

 學校發展津貼； 

 小學加強輔導教學計劃； 

 融合教育計劃；及 

 加強言語治療津貼。 

另外間資源包括： 

 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 

支援措施及資源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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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立學生支援組，由學生支援老師統籌，成員包括融合教師、

班主任、社工、校本教育心理學家、加強輔導教師和各學科

教師等。  

 除 1 名融合教師、1 名加強輔導班老師及 1 名融合教學助理

外，全校教師以「全校參與」模式照顧個別差異，另增聘 1

名教學助理； 

 安排中文及數學輔導班，為小一至小六學業成績稍遜的學生

提供中數學業輔導服務，並設加強輔導教學； 

 購買「言語治療服務」，為有言語障礙的學生提供小組或個別

言語治療或訓練；  

 購買「職業治療服務」，為有肌肉協調障礙的學生提供小組或

個別職業治療或訓練；  

 善用校外資源，除本校老師及教學助理每天為有需要的學生

提供校內課後功課輔導外，亦安排不同的社福機構提供校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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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校外個別功課輔導服務； 

 向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家課和測考調適； 

 為教師提供培訓講座及工作坊。 

 

輔導：為針對學生需要及發展，本年度舉辦了以下活動： 

主題活動 – 愛惜

自己，尊重他人 

 「愛惜自己，尊重他人」- 主題簡介活動 

 「我很特別！」- 生日關懷活動 

 「我做得到！」- 個人成長及功課輔導計劃 

 「朋輩輔導活動」- 自信心提升活動 

 「尊重你我他」- 木偶劇場（小一至小三學生） 

 「精神健康知多點」- 學生講座（小四至小六學生） 

 「關愛大使」- 獎勵計劃 

 「愛惜生命」- 機構參觀活動（小四至小六學生） 

 「預防網上罪行及欺凌」- 學生講座（小四至小六學生） 

 「愛惜自己，尊重他人」- 貼紙設計比賽及互相欣賞活動 

 「愛惜自己，尊重他人」- 攤位遊戲日 

 「欣賞生命」- 學生講座 

 「快樂的我」- 獎勵計劃 

 生命教育工作坊 

個人成長活動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小一及小六學生） 

 領袖訓練活動 

 整齊書包及文具獎勵計劃（小一及小二學生） 

 「表達藝術小組」- 自我了解及情緒管理工作坊 

 升中預備工作坊 

 小六畢業營 

 「廣東話才藝活動」- 社區融入活動 

 「創意藝術」- 潛能發展及社區融入活動 

 「籃球訓練及友賽」- 潛能發展及社區融入活動 

 「冰壺體驗工作坊」- 潛能發展活動（小六學生） 

 理財工作坊（小五學生） 

個人成長／治療

小組 

 「公益少年團」- 社交技巧訓練小組 

 「智叻小人類」- 情緒管理小組 

 壓力處理小組 

 「我是魔術師」- 社區融入小組 

 「八爪魚計劃」- 自信心提升小組 

 專注力訓練小組 

 小天使計劃（學校新生、小五及小六學生）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四、小五及小六學生） 

 「認識香港」- 新來港學生支援小組 

 執行技巧訓練小組 

預防性講座  情緒管理講座（小一至小三學生） 

 性教育講座 



10 

 

 預防濫用藥物講座 

家長／親子活動  「大笑瑜伽」- 家長工作坊 

 「手藝製作工作坊」- 家長工作坊 

 「團聚力量」- 親子遊戲日 

 「IT 家庭樂」- 家長講座 

其他  成長課 

 問題調查（學生精神健康、吸煙等） 

 免費驗眼配眼鏡活動 

 

5.2 融合教育 

以全校參與為基、學生為本，訂立「學生個別學習計劃」，聚焦在學生學習、社交溝通

各方面的難點，對學生的身心發展方面具積極及正面的作用，有助建立積極的做人處事

態度，及提升學生的學習、社交溝通等各方面的能力。 

 

 

6. 學生表現 

6.1 學業表現 

在校內，透過不同計劃及評估，得見學生在中英數科的表現均有進步。本年度是小五及

小六的學生第五年參加「國際聯校學科評估」英文閱讀及寫作評估。參加閱讀卷的學生

為26人，寫作卷則有20人，閱讀卷獲得榮譽證書有1人，獲得優異證書有15人，獲得優

良證書有5人；而寫作卷獲得榮譽證書有4人，獲得優良證書有5人。 

 

主辦機構 比賽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1. UNSW Global ICAS 閱讀理解 榮譽證書 古卓偉 

2. UNSW Global ICAS 閱讀理解 榮譽證書 艾建志 

3. UNSW Global ICAS 閱讀理解 榮譽證書 劉璟添 

4. UNSW Global ICAS 閱讀理解 優異證書 陳柏晟 

5. UNSW Global ICAS 閱讀理解 優異證書 李祖佳 

6. UNSW Global ICAS 閱讀理解 優異證書 艾美家 

7. UNSW Global ICAS 閱讀理解 優異證書 高加宏 

8. UNSW Global ICAS 閱讀理解 優異證書 簡家杰 

9. UNSW Global ICAS 閱讀理解 優異證書 麥柏玲 

10. UNSW Global ICAS 閱讀理解 優異證書 蘇愛莎 

11. UNSW Global ICAS 閱讀理解 優異證書 王秀君 

12. UNSW Global ICAS 閱讀理解 優異證書 白碧思 

13. UNSW Global ICAS 閱讀理解 優異證書 郭勤 

14. UNSW Global ICAS 閱讀理解 優異證書 洛姬絲 

15. UNSW Global ICAS 閱讀理解 優異證書 文淑文 

16. UNSW Global ICAS 閱讀理解 優異證書 簡伊嫚 

17. UNSW Global ICAS 閱讀理解 優異證書 林美莎 

18. UNSW Global ICAS 閱讀理解 優良證書 何詩雅 

19. UNSW Global ICAS 閱讀理解 優良證書 馬美娜露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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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比賽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20. UNSW Global ICAS 寫作 高級榮譽證書 古卓偉 

21. UNSW Global ICAS 寫作 榮譽證書 白碧思 

22. UNSW Global ICAS 寫作 優異證書 郭勤 

23. UNSW Global ICAS 寫作 優異證書 林美莎 

24. UNSW Global ICAS 寫作 優異證書 文淑文 

25. UNSW Global ICAS 寫作 優異證書 陳柏晟 

26. UNSW Global ICAS 寫作 優異證書 艾美家 

27. UNSW Global ICAS 寫作 優異證書 左美莎 

28. UNSW Global ICAS 寫作 優異證書 李祖佳 

29. UNSW Global ICAS 寫作 優異證書 簡家杰 

30. UNSW Global ICAS 寫作 優異證書 劉璟添 

31. UNSW Global ICAS 寫作 優異證書 蘇愛莎 

32. UNSW Global ICAS 寫作 優良證書 簡伊嫚 

33. UNSW Global ICAS 寫作 優良證書 艾建志 

34. UNSW Global ICAS 寫作 優良證書 王秀君 

 

6.2 學業以外的表現 

A. 校外得獎項目 

主辦機構 比賽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1. 大埔體育會及香港跆

拳道正舘合辦  

大埔體育會 2016-2017 年

度全港跆拳道觀摩邀請賽

女子兒童組（11-12 歲）

中量級 

亞軍 許晴兒 

2. 大埔體育會 2016-2017 年

度全港跆拳道觀摩邀請賽

女子兒童組（11-12 歲）

羽量級 

亞軍 洛姬絲 

3. 大埔體育會 2016-2017 年

度全港跆拳道觀摩邀請賽

女子兒童組（11-12 歲）

羽量級 

季軍 林美莎 

4. 大埔體育會 2016-2017 年

度全港跆拳道觀摩邀請賽

女子兒童組（8-10 歲）沉

量級 

亞軍 伊家敏 

5. 大埔體育會 2016-2017 年

度全港跆拳道觀摩邀請賽

女子兒童組（8-10 歲）沉

量級 

季軍 莫雲妮 

6. 香港跆拳道正道舘 全港小學學界套拳比賽
2017 

優異 馬加雲 

田詠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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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比賽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李珊妮 

伊家敏 

潘善雅 

洛姬絲 

林美莎 

7. 殿軍 胡采雯 

8. 亞軍 大舘朋加 

9. 萬鈞教育機構  

 

第十六屆全港小學民歌組

合歌唱比賽（初賽） 

 

分組季軍 

 

田詠珊 

伊家敏 

高美恩 

周美婷 

麥可兒 

許芷善 

許晴兒 

莫雲妮 

李珊妮 

文淑文 

梁芊茹 

陳藝臻 

彭惠思 

大舘朋加 

余子莎 

10. 萬鈞教育機構  

 

第十六屆全港小學民歌組

合歌唱比賽（決賽） 

 

優異獎 

 

11.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小學聯校排球邀請賽   季軍 莫浩天 

許文俊 

劉華山 

盛哲 

陳柏晟 

簡家杰 

古漢文 

Anmol 

古得山 

簡志善 

丁浩揚 

賈浩彥 

12.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港島東區小學校際排球比

賽男子組  

男子組季軍 莫浩天 

許文俊 

盛 哲 

劉華山 

Anmol 

簡家杰 

陳柏晟 

古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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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比賽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丁浩揚 

賈浩彥 

簡志善 

江杰錞 

周子雲 

13.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

（百老匯） 

地利亞百老匯杯女子排球

邀請賽 

季軍 洛姬絲 

大舘朋加 

余子莎 

艾莎莎 

許晴兒 

賈思婷 

李珊妮 

莫雲妮 

伊家敏 

程倩雅 

古明欣 

潘善雅 

柏莉怡 

14. 李陞大坑學校 李陞大坑學校友校排球邀

請賽 

亞軍 莫浩天 

許文俊 

盛 哲 

劉華山 

Anmol 

簡家杰 

陳柏晟 

古漢文 

丁浩揚 

賈浩彥 

簡志善 

江杰錞 

周子雲 

15.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港島東區小學聯校田徑比

賽 

女子特別組 100

米亞軍 

陳熹旻 

16. 男子甲組跳遠亞

軍 

江杰錞 

17.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

協會  

第 69 屆校際音樂節 小提

琴獨奏（四級） 

 

優異 陳藝臻 

18. 第 69 屆校際音樂節 小提

琴獨奏（二級） 

 

優異 陳藝丹 

19. 優異  黃文孜 

20. 良好  王秀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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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比賽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21.  優異  麥可兒 

22. 第 69 屆校際音樂節 獨唱 優異  高芷晴 

23. 優異  伊家敏 

24. 優異  馬丹丹 

25. 良好  李珊妮 

26. 第 69 屆校際音樂節 鋼琴

獨奏（二級） 

季軍  范日朗 

27. 第 69 屆校際音樂節 鋼琴

獨奏（三級） 

良好  黃文孜 

28. 第 69 屆校際音樂節 古箏

獨奏（初級） 

良好  范日朗 

29. 第 69 屆校際音樂節 色士

風獨奏（三級） 

良好  王葆臻 

30. 民政事務總署  融和獎學金  獎學金（每人）

$1000 

胡采雯 

柏莉怡 

莫雲妮 

林美莎 

31. 灣仔區校長聯會 2016 至 2017 灣仔學校模

範生獎勵計劃 

獎學金書劵$100 田詠珊 

曾雅雯 

李祖佳 

陳熹旻 

32. 香港板球總會 香港板球總會小學板球聯

賽(三級) 

亞軍 Anmol 

高加宏 

簡學宏 

聖子軒 

盛 哲 

古漢文 

莫浩天 

郭士華 

 

B. 校內課外活動 

6.2.2.1 多元智能學習時段 

組別 乒乓球組 排球組 
小司儀訓練

班 
英文話劇 

P.1 廣東話

班 
創意藝術 

人數 31 25 21 20 16 19 

 

組別 至叻小人類 公益少年團 英文辯論 
英文興趣小

組 
中文朗誦 

中文語文小

組 

人數 14 16 23 14 1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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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執行技巧訓

練小組 
幼童軍 廣東拼音班 S.T.E.M (1) S.T.E.M (2) 

人數 7 24 17 26 25 

  

6.2.2.2 課後活動 

組別 小提琴 長笛 結他 爵士舞 跆拳道 

人數 12 5 10 19 68 

 

 

組別 木球隊 田徑隊 滾軸溜冰 排球隊 大提琴 

人數 15 7 12 25 5 

 

C. 校內科組活動 

活  動 科組類別 參與班級 

1.  情緒管理講座  訓輔組 P.4-P.6 

2.  健康講座  體育科 P.1-P.6 

3.  情緒管理講座 訓輔組 P.1-P.3 

4.  中華白海豚講座  常識科 P.1-P.6 

5.  聖誕卡設計比賽  視藝科 P.1-P.5 

6.  數學日  數學科 P.1-P.6 

7.  正確使用互聯網講座  電腦科 P.1-P.6 

8.  音樂天才表演 音樂科 P.1-P.6 

9.  I-pad 活動及作家分享會  英文科 P.1-P.6 

10.  社區學校樹木教育講座  常識科 P.1-P.6 

11.  國際日  校務組 P.1-P.6 

12.  生命教育講座  訓輔組 P.1-P.6 

13.  理財講座  訓輔組 P.1-P.6 

14.  性教育講座  訓輔組 P.1-P.6 

15.  藥物與健康講座  訓輔組 P.1-P.6 

16.  活動組表演  活動組 P.1-P.6 

17.  書展  課程組 P.1-P.6 

18.  中文科全校性活動表演  中文科 P.1-P.6 

19.  校友會聚餐  訓輔組 - 

20.  升中適應講座  訓輔組 P.6 

21.  家教會競技日  校務組 P.1-P.6 

22.  旅行  活動組 P.1-P.6 

23.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訓輔組 P.1 & P.6 

24.  聖誕聯歡會  活動組 P.1-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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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科組類別 參與班級 

25.  專題研習日  課程組 P.1-P.6 

26.  畢業禮 活動組 P.1-P.6 

27.  新來港學生支援活動  訓輔組 P.1-P.6 

28.  表達藝術情緒小組  訓輔組 P.1-P.6 

29.  朋輩輔導訓練  訓輔組 P.5-P.6 

30.  六年級模擬面試  學務組 P.6 

31.  聖約翰救傷隊實用急救講座  活動組 P.1-P.6 

32.  Discovery Dome 活動 活動組 P.1-P.6 

33.  四年級成長的天空義工活動  訓輔組 P.4 

34.  小學生吸煙與健康調查  訓輔組 P.4-P.6 

35.  社工攤位遊戲  訓輔組 P.1-P.6 

36.  低年級競技遊戲  體育科 P.1-P.2 

37.  英文科全校性活動  英文科 P.1-P.6 

38.  中文故事技巧講座 Workshop 訓輔組 P.1-P.6 

39.  網上罪行及欺凌講座  訓輔組 P.4-P.6 

40.  英文話劇組表演  活動組 P.1-P.6 

41.  冰壼體驗活動  活動組 P.6 

42.  Leap 生活教工作坊 常識科 P.1-P.6 

43.  生命教育活動 訓輔組 P.2 

44.  喜伴同行活動  訓輔組 P.2-P.4 

45.  理財管理工作坊  訓輔組 P.5 

46.  校友會排球比賽  訓輔組 - 

47.  與南島國際學校舉辦聯校 Recycled art 活動 視藝科 P.6 

 

D. 校外活動 

活  動 科目類別 參與班級 

1.  愛·關懷·共融@灣仔-菲律賓竹舞表演 活動組-合唱團 P.3 - 6 

2.  愛鄰舍 愛共融 嘉年華-聖誕歌曲表演 活動組-合唱團 P.2 - 6 

3.  運動日  體育組 P.1-P.6 

4.  參觀動植物公園  活動組 P.1 

5.  參觀跑馬地警署  活動組 P.2 

6.  參觀文化博物館  活動組 P.2 

7.  參觀海防博物館  活動組 P.3 

8.  參觀藥物資訊天地  活動組 P.5 

9.  參觀科學館  活動組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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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科目類別 參與班級 

10.  參觀香港公園  活動組 P.1 

11.  參觀歷史博物館  活動組 P.4 

12.  參觀交通安全城  活動組 P.1 

13.  參觀懲教博物館  活動組 P.5 

14.  游泳課  活動組 P.5-P.6 

15.  畢業營  訓輔組 P.6 

16.  參觀龍虎山環境教育中心  訓輔組 P.5 

17.  參觀立法會  活動組 P.6 

18.  參觀警察博物館  活動組 P.3 

19.  參觀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視藝組 P.4-P.6 

20.  參觀愛護動物協會  訓輔組 P.5 

21.  參觀導盲犬中心  訓輔組 P.4 

22.  迪士尼奇妙音樂日  活動組-合唱團 P.2 -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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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關注事項的成就和反思 

7.1 關注事項一：透過資訊科技，促進學生自學，提升學習效能（第一階段） 

目標 成就 反思 回饋及跟進 

1. 提升資訊科

技設備 

1. 平板電腦數量可供三班同時使用。 

2. 全體學生問卷中 82%學生應為流動數

據傳送快速。 

1. 平板電腦並非存放在課室內，

如課堂使用平板電腦，資訊科

技員須運送往班房，老師應避

免臨時全班使用平板電腦。 

1. 老師須按程序申請借用平板電腦，

使資訊科技員有充足時間準備。 

 

2. 如多班同時使用，來年教學助理須

協助資訊科技教學借還器材工作。 

2. 增強教師認

識平板電腦

教學之技巧 

1. 種子老師本學年提供 6 節公開示範

課。 

2. 全體老師問卷中，73%老師同意及

27%非常同意電子教學工作坊有助老

師認識及提升使用平板電腦教學策略

之信心。 

1. 電子教學工作坊對象為全體老

師，而不同科組需求的電子教

學方法可能不同。 

1. 來年電子教學工作坊可按不同學科

需要，並以小組形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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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關注事項二：照顧差異，全方位提升整體學生水平 

目標 成就 反思 回饋及跟進 

整體學生學業

水平提升 

1. 中英數於觀課「教師能配合教學目標及

學生的能力去設計教學內容及採取適切

的教學策略」平均得分為 4.4，屬良好水

平。 

 

2. 數字反映透過教研及科會討論、大學教

學支援計劃及教育局校本支援計劃，教

師運用不同教學策略，提供鷹架作用，

以配合不同能力學生的學習需要，提升

學習效能。其中包括「異質、同質學生

座位編排」及「不同形式的合作學習」，

有助二人或小組協作討論及朋輩互助，

另「教學助理課堂協作教學」，有效協助

弱生完成課堂學習活動。 

 

3. 中英數於課業設計「照顧個別差異」平

均為 4，屬良好水平，可見教研會議及

通過教師檢卷報告，分析學生強弱項，

有助科組作出改善建議，修訂課業內容

和難度，設計分層工作紙，以照顧不同

學生需要。 

 

1. 中英數於觀課「教師能關顧不同

能力學生學習需要，給予公平學

習機會及專注學習」平均得分為

3.9，可持續優化照顧差異的教

學策略及課業設計。 
 

2. 整體教師較集中處理弱生需要，

宜思考協助強生及嚴重落後學生

的學習需要。 
 

 

1. 來年中英數科會按課程學習重點，

開展中英數資訊科技教學，强化學

習，處理差異，並提升不同能力學

生學習機會及興趣。 

 

2. 優化自主學習及多元化課業，提升

不同能力學生的學習效能及興趣。 

 

3. 照顧強弱生方面，教師宜於來年共

備。 

 

4. 會議中深入討論強生開放式及延伸

課業，以及為嚴重落後學生提供適

切及針對性的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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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8.1 校本津貼實際受惠學生人數：45人 

A. 領取綜援人數：21名 

B. 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人數：23名 

C. 學校使用酌情權而受惠的清貧學生人數：1人 

 

8.2 受資助的各項活動資料 

 

活動名稱 參加合資格學生人數 舉辦時期 實際開支 評估方法 成效 

 A B C     

1. 課後功課輔導 13 12 20 9月至5月 $960 x 45 =$43,200 

 
學生完成功課

統計 

大部份學生能完成每

天功課 

2. 跆拳道 1   $800 x 1 =$800 清貧學生津貼

記錄 

合資格學生能獲課後

活動費用豁免 

活動項目總數：2        

學生人次 14 12 20 總開支 $44,000   

總學生人次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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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他計劃 

 

 

10. 財政報告（1/9/2016-31/8/2017） 

10.1 政府賬 

        承上結餘 實際收入 實際支出 實際結餘 

A01 擴大營辦津貼  $305,346.12        

  A0101 基線津貼    $765,717.14  $889,833.45  ($124,116.31) 

    A010101 基線津貼撥款   $729,206.43  $0.00    

    A010102 其他收入   $36,510.71  $0.00    

    A010103 文具     $13,610.80    

    A010104 印刷     $27,179.00    

    A010105 水費     $10,882.30    

    A010106 電費     $136,122.00    

    A010107 電話費     $14,031.00    

    A010108 郵費     $2,418.20    

    A010109 交通費及運輸

費 

    $14,270.30    

    A010110 消耗品     $13,778.70    

    A010111 藥物     $1,910.70    

    A010112 清潔     $46,102.64    

    A010113 維修及保養      $150,185.00    

    A010114 傢俱及器材      $156,582.80    

    A010115 中文     $6,024.10    

    A010116 英文     $28,750.71    

    A010117 數學     $9,300.70    

    A010118 常識     $300.00    

    A010119 音樂     $1,938.10    

    A010120 體育     $11,561.10    

    A010121 普通話     $0.00    

    A010122 電腦     $200.00    

    A010123 閱讀中學習      $6,015.20    

    A010124 專題研習     $848.45    

    A010125 校務     $13,042.00    

    A010126 學務     $2,544.40    

    A010127 課程與教務      $0.00    

    A010128 訓輔     $2,678.30    

    A010129 活動     $16,665.80    

    A010130 其他支出     $12,330.15    

    A010131 供增聘文書助

理 

    $173,061.00    

    A010132 核數費     $17,500.00    

  A0102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332,237.00  $370,160.40  ($37,923.40) 

  A0103 學校發展津貼   $404,807.00  $258,152.03  $146,654.97  

  A0104 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427,766.00  $427,005.90  $760.10  

  A0105 新來港兒童   $53,955.00  $18,240.00  $35,715.00  

  A0106 融合教育   $11,763.00  $22,189.70  ($10,426.70) 

計劃名稱 
達標情況 

達標 部份達標 未能達標 

1. 擴闊教師教學空間計劃 2016-2017    

2. 改善非華語學生中文學與教計劃 20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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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上結餘 實際收入 實際支出 實際結餘 

  A0107 行政津貼   $638,544.00  $535,897.18  $102,646.82  

  A0108 言語治療   $53,844.00  $41,860.00  $11,984.00  

  A0109 成長的天空計劃   $110,141.00  $106,782.00  $3,359.00  

  擴大營辦津貼小計：  $305,346.12  $2,798,774.14  $2,670,120.66  $433,999.60  

A02 教職員薪金津貼         

  A0201 教師津貼   $14,104,182.43  $14,104,182.43  $0.00  

  A0202 非教職員津貼   $680,655.00  $680,655.00  $0.00  

  A0203 日薪代課教師津貼    $0.00  $0.00  $0.00  

    小計： $0.00  $14,784,837.43  $14,784,837.43  $0.00  

A03 不納入<擴大營辦>津貼          

  A0301 家教會經常津貼 $1,657.70  $5,267.00  $6,612.10  $312.60  

  A0302 家校合作活動津貼     $6,400.00  $6,400.00  $0.00  

  A0303 家校合作活動計劃特別

津貼 

$5,000.00  $0.00  $5,000.00  $0.00  

  A0304 NET 行李或醫療津貼及

約滿酬金 

  $161,562.58  $161,562.58  $0.00  

  A0305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   $44,000.00  $44,000.00  $0.00  

  A0306 地租及差餉   $118,430.00  $118,430.00  $0.00  

  A0307 改善非華語學生中文津

貼 

$263,263.84  $1,500,000.00  $1,361,019.30  $402,244.54  

  A0308 德育及國民教育支援津

貼 

$395,059.54  $0.00  $989.20  $394,070.34  

  A0309 非華語學童的銜接課程   $65,310.00  $65,310.00  $0.00  

  A0310 在校免費午膳   $108,910.00  $54,789.00  $54,121.00  

  A0311 提升無線網絡及購買移

動電腦器材  

$69,400.00  $0.00  $69,400.00  $0.00  

  A0312 強化學校行政管理津貼  $194,320.00  $0.00  $181,405.00  $12,915.00  

  A0313 在小學推動 STEM 教育

的一筆過津貼  

$100,000.00  $0.00  $47,963.15  $52,036.85  

  A0314 資訊科技額外津貼  $48,530.00  $0.00  $48,528.00  $2.00  

  A0315 一筆過資訊科技津貼    $145,050.00  $0.00  $145,050.00  

    小計： $1,077,231.08  $2,154,929.58  $2,171,408.33  $1,060,752.33  

A04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  $81,597.93  $76,979.00  $268.00  $126,651.43  

  A0401 兼職會計    $0.00  $31,657.50    

  A0402 代課教師    $0.00  $0.00    

A05 非教職員強／公積金津貼          

  A0501 非教職員強／公僱主供

款  

  $49,281.75  $49,281.75  $0.00  

  A0502 工友強／公僱主供款    $34,857.00  $34,740.02  $116.98  

    小計： $81,597.93  $161,117.75  $115,947.27  $126,768.41  

    總計： $1,464,175.13  $19,899,658.90  $19,742,313.69  $1,621,5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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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校賬 

        承上結餘 實際收入 實際支出 實際結餘 

B01 非標準項目  $65,597.17  $106,966.77  $142,924.00  $29,639.94  

  B0101 非標準項目收費   $97,650.00  $0.00    

  B0102 電費    $9,316.77  $45,374.00    

  B0103 器材添置或替換   $0.00  $84,620.00    

  B0104 維修及保養    $0.00  $12,930.00    

學校賬結餘 15/16  $338,053.91        

B02 學生活動          

  B0201 爵士舞    $11,460.00  $9,960.00  $1,500.00  

  B0202 跆拳道    $23,100.00  $43,488.00  ($20,388.00) 

  B0203 木球    $3,000.00  $7,575.00  ($4,575.00) 

  B0204 童軍    $4,450.00  $3,840.00  $610.00  

  B0205 田徑    $1,440.00  $35,000.00  ($33,560.00) 

  B0206 小提琴    $6,800.00  $14,480.00  ($7,680.00) 

  B0207 排球    $3,590.00  $2,986.00  $604.00  

  B0208 結他    $6,800.00  $9,100.00  ($2,300.00) 

  B0209 合唱團    $4,553.40  $5,527.00  ($973.60) 

  B0210 滾軸溜冰    $1,350.00  $2,250.00  ($900.00) 

  B0211 功課輔導    $51,080.00  $87,930.00  ($36,850.00) 

B03 學生牙科保健    $5,960.00  $5,960.00  $0.00  

B04 綠化計劃    $2,000.00  $2,000.00  $0.00  

B05 銷售          

  B0501 簿費及手冊費    $47,575.70  $38,722.10  $8,853.60  

  B0502 中文校本課程    $89,711.60  $86,670.20  $3,041.40  

  B0503 英文校本課程    $21,840.90  $20,266.80  $1,574.10  

  B0504 數學校本課程   $3,301.60  $3,979.00  ($677.40) 

B06 校本補充練習印刷費    $64,999.50  $45,206.43  $19,793.07  

B07 其他收入    $13,122.40  $0.00  $13,122.40  

B08 其他支出    $0.00  $600.00  ($600.00) 

B09 視藝    $47,270.00  $61,337.84  ($14,067.84) 

B10 英文圖書租金    $20,599.60  $0.00  $20,599.60  

B11 圖書証    $840.00  $3,440.00  ($2,600.00) 

B12 代購雨衣    $57.60  $0.00  $57.60  

B13 旅行營費    $12,736.00  $12,736.00  $0.00  

B14 旅行車費    $8,788.00  $8,788.00  $0.00  

B15 代收支款項    $46,617.30  $44,137.30  $2,480.00  

B16 租借校舍收入    $57,580.00  $0.00  $57,580.00  

B17 KSMT   $63,568.00  $59,568.00  $4,000.00  

B18 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    $37,440.00  $37,440.00  $0.00  

B19 補貼 iPads    $0.00  $21,000.00  ($21,000.00) 

    總計： $403,651.08  $768,598.37  $816,911.67  $355,337.78  

 

 

 

11. 回饋與跟進 

學校透過檢討各項計劃及報告，如「學校三年發展計劃」、「周年發展計劃」、「各科組自

評報告」，亦檢視校情、分析強弱機危、考慮學生需要等各項因素，共同定下來年的關注

項目： 

11.1 透過資訊科技，促進學生自學，提升學習效能工作（第二階段） 

11.2 栽培具潛質學生，發展多元智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