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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校                                                                                                                                                                                           

辦學宗旨 

按聖經真理提供全人教育，讓學生在德、智、體、群、美和靈命上，得到

全面優質栽培，以致學能得以提高，個人潛質得以確立和發揮，並且認識真神，

明白真道，建立優良品格，樹立律己精神，得以在信、望、愛中成長，長大後

能立身處世，熱愛國家，關心社會，榮神益人。 

教育理念 

我們深信每個孩子都有恩賜，都有才能，都可以教育，都可以造就。 

辦學目標 

 提供優質教育 

 培育全人發展 

 栽植道德觀念 

 增強學習能力 

 培訓語文能力 

 建立人際關係 

 提供課外活動 

 參與社區活動 

 激發創新能力 

 提升抗逆能力 

校訓 

明道律己、忠主善群。 

我們的願景 

我們致力培育學生在「德、智、體、群、美和靈命」各方面發展。我們以

基督的愛為本，建立「互愛、互助、互勵、互諒」的校園文化，深願每一位學

生在基督教教育中愉快成長，榮神益人。 

我們的使命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 22：6》 

我們的精神 

「樂於凡事感恩，善於以愛待人，勇於面對挑戰，敢於經歷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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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團校董會 

法團校董會於 31-8-2009 正式成立，本校法團校董會由辦學團體、家長、 

校友、教師和獨立人士組成，成員包括： 

辦學團體校董： 
陳世和校監（主席）、劉國偉校董、梁樂風校董、 

李兆波校董、魯維康醫生、羅啟康校長、黃志通校董 

替代辦學團體校董： 葉有校董 

校長校董： 李小娟校長 

教員校董： 盧景叡助理主任 

替代教員校董： 歐陽翠琼主任 

獨立校董： 車珮珊校董 

家長校董： 楊嘉雯女士 

替代家長校董： 伍小琼女士 

校友校董： 陳曦龍先生 
 

學校設備 

 本校為基督教興學會於 1979 年創辦的首間津貼小學，座落九龍觀塘順安邨。 

 校舍設計樓高七層，共有標準課室廿四間，另設有會議室、家長資源室、音

樂室（兩個）、視覺藝術室、數碼玩具圖書館、教員室（兩個）、電腦室（兩

個），另附有禮堂、室內運動場、有蓋操場及籃球場。 

 由 2004-2005 年度起，我們投入大量資源逐步改善校舍設備，為學生、教師

和家長提供理想的學與教環境，已完成的工程項目包括：有蓋操場安裝空調

系統、加裝活動隔音板；更換全校電力系統；課室及特別室更換照明系統、

風扇及紅外線廣播系統；全校更換鋁窗；電腦室、課室及特別室更換電腦系

統；全校課室及特別室安裝電腦、投影機、電子互動白板和實物投影機；改

建六樓禮堂；建設數碼玩具圖書館。 

 於 2014-2015 年度，於七樓開設校園電視台及自學天地。  

 於 2015-2016 年度，進行教員室(B)及校務處地板翻新，全校樓梯加設安全網。 

 於 2016-2017 年度，進行一樓走廊及兩個課室、教員室(A)及二樓全層地板翻

新；地下有蓋操場、一樓教員 A、B 室更換節能光管；二樓課室更換壁報板及

全校更換洗手間潔具。 

 於 2017-2018 年度，進行外牆油漆工程、二樓課室及走廊更換節能光管、四至

五樓課室及走廊翻新及更換壁報板、五樓課室及走廊地台平整工程、五樓課室

更換隔音門及一樓英語學習室更換傢俱，七樓加建(間隔)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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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設備(續) 

 於 2018-2019 年度，進行地下有蓋操場新造間隔板、地下接待處及校務處裝修

工程、二樓課室更換隔音門、二樓及三樓課室、一樓及六樓特別室牆身油漆翻

新；二至四樓、六樓走廊、及升降機大堂天花牆身油漆翻新、三樓課室地台平

整工程、三樓課室及走廊更換壁報板、七樓走廊修補及更換破損組件假天花，

七樓活動室更換木門。 

 

我們的學生                                   

 班級結構 / 學生人數 / 學生出席率 

級別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總數 

班  數（班） 5 4 3 3 4 5 24 

男生人數（人） 60 58 42 39 63 83 345 

女生人數（人） 60 47 37 42 44 51 281 

學生總數（人） 120 105 79 81 107 134 626 

2018-19 年度 

學生出席率 
97.9% 98.3% 98.6% 98.4% 98% 98.4% 98.2% 

 

 各學習領域的課時 

   學習領域 

年度 

中國 

語文教育 

英國 

語文教育 

數學

教育 

常識 

電腦 

藝術 

教育 
體育 其他 

課時 26.19% 19.04% 14.28% 10.00% 10.00% 5.00% 15.49% 

   

 星期一至五上課天課堂的設計：每天首八節課堂包括：周會、成長課、中國

語文、普通話、英國語文、數學、常識電腦、音樂、視覺藝術、體育和閱讀

課；第九、十節課堂：下午兩節導修課、優化學習小組輔導課（中文、英文、

數學）、聯課活動、英普語境課、班級經營或學生團契。上課時間表的設計，

以有效運用全日制的時間，提供學生均衡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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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教師                                   

教職員編制 

 編制內教學人員/特定用途聘請的教師 

職級 校長 
高級小學

學位教師 

小學 

學位教師 

助理

教席 

助理小學

學位教師 

學生輔

導老師 

文憑

教師 

外籍英

語教師 
總數 

人數 1 人 2 人 3 人 2 人 14 人 1 人 19 人 1 人 43 人 

備註： 

於 2018-2019 年度凍結 2 名小學學位教師職位、2 名助理小學學位教師職位。 

 

 編制以外教學人員 

文憑老師（共 6 人） 

 

 非教學人員 

職級 
助理文

書主任 

文書 

助理 

校務文

書助理 

二級

工人 

部份時間制

清潔工人 

教師助理/ 

圖書館助理(兼職) 

資訊科 

技統籌員 
總數 

人數 1 人 2 人 1 人 5 人 5 人 6 人、3 人 1 人 24 人 

 

校長及教師學歷及教學資歷（編制內） 

學歷 
碩士學位或以上 大學學士及教育文憑 

39.53% （17 人） 60.47%（26 人） 

教學年資 
0-4 年 5-9 年 10 年或以上 

13.95%（6 人） 23.25%（10 人） 62.80%（27 人） 

語文能力 
英文教師達到語文能力水平 普通話教師達到語文能力水平 

100%（14 人） 100%（6 人） 

 

2018-2019 特殊教育培訓 

學校教師 

總數 

已成功修畢課程的人數／百分比 已接受 30 小時或以上

有系統特殊教育培訓

的教師人數及百分比 基礎(%) 高級(人數) 專題(人數) 

49 18.3 6 10 2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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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 

 校本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為配合學校發展方向，提高教師的專業素質，本校積極籌劃及推動全面的專

業發展活動。透過不同的講座、工作坊及專業交流活動，提升教師在：（I）

團體建立、（II）自評、（III）學與教及（IV）訓輔及學生支援各範疇的專

業能力。 

茲因篇幅所限，撮錄各範疇重點項目如下： 

範疇 主題 負責人/主辦機構 

（I） 

團體建

立 

「主愛迦密恩常在」 
李小娟校長、黃耀銓校長、 

詹志誠傳道 

「喜樂蒙福的事奉」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順安堂

余慧儀姑娘 

（II） 

自評 
科組共建及管理（專業領導及回饋）； 

學與教改善機制及新教學思維應用； 

學校發展領導及管理（自我完善會議） 

校長、副校長、 

課程統籌主任、科組主管 

（III）

學與教 
TARGET 科研活動 中、英、數科主任 

中文科「愛孩子、愛文學、愛閱讀： 

自主、自由、自在」 

葉建源議員、 

中文科科主任 

English「 Practical Tips for Effective 

English Teaching」 
寧波公學黃美珠助理校長 

English「Enhancing Students’ Creativity 

and Motivation through Self-regulated 

Free Writing Strategies」 

Mr. Gavin Ian Massingham 

數學科「公開課：妙教除數」 
汕頭市私立廣厦學校 

林清主任 

校本 STEM 課程發展及成果分享 
資訊科技統籌、 

常識科科主任 

STEM「科學實驗教室」 商務印書館教育學院 

(IV) 

訓輔及

學生支

援 

「服務學習」教師專業培訓 學生輔導主任 

步操課程 
香港小童群益會服務 

總監陳國邦先生 

教師參與由學校舉辦之持續專業發展平均時數為40小時。除此以外，本校 

教師在工餘時積極進修，以求在專業上增值，提升教學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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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與教專業交流 

為積極提升學與教效能，本校教師樂於開放課堂，讓同儕、家長及友校同 

工觀摩，發展學習型組織： 

學與教 

領域/範疇 日期 項目 負責老師 
校

內 

校

外 
對象（人數） 

中、英、數 上學期 
高小同儕交流 

學習圈 

小五及小六 

中、英、數科任 
  

校長、 

科主任、老師 

（約 30 人次） 

中、英、數 10 月份 小一家長觀課 
小一 

中、英、數科任   
家長 

（77 人次） 

中、英、數 20/12/2018 

「讓自主啟航」 

教學交流會活

動 

李月儀主任、 

歐陽翠琼主任 

中、英、數科主任 
  

區內、外小學 

校長及老師 

（112 人） 

數 21/12/2018 
「電子學習促

進數學學習」 
李靄儀主任   

內地教師 

（約 30 人） 

 

 經驗分享 

本校致力與業內同工相互交流，互相砥礪。校長及教師不時應教育局及教育 

機構之邀請擔任不同講座嘉賓或講者，分享實踐經驗： 

學與教 

領域/範疇 
日期 項目 分享者 對象（人數） 

英文科 2/11/2018 

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

「Investigating effects of 

“free-writing” on students' 

motivation: An action 

research case study」 

Mr. Gavin  

Ian Massingham 

管舜欣助理主任 
校外及校內

老師 

（約 50 人） 

活動及全

方位學習 22/11/2018 
國內教師講座 

「體藝教育發展交流分享」 

黃佩詩主任 

陳榮燊助理主任 

內地教師 

（約 50 人） 

常識科 

電腦科 
11/1/2019 

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

學支援計劃（學習圈） 

「STEM 教育課程規劃」 

關寶珊助理主任 

盧景叡助理主任 

校外老師 

（約 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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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一)：建立積極關愛的校園文化、全方位培育「迦密人─勇於面對挑戰」 

             的品格素質。 

成就： 

 透過委員會架構促進跨科組協作，在 2018 年建立的「一個也不能少」學生

支援藍圖下，繼續於本年度完成生命教育科組統整藍圖並開展了相關工作。 

 有效建立積極和諧的協作團隊﹕ 

透過辦學團體及教師團契「異象與承傳」活動，有效傳承教育異象。按校本

問卷調查〈1〉，百分之九十七教師認同並樂意為教育實踐使命，百分之八十

九覺得工作有價值；百分之七十一教師認同建立良好的同儕關係，樂於配合

學校發展方向，百分之七十一教師喜歡學校工作，享受校園生活。 

  建立清晰的轉介機制，百分之八十教師〈1〉認同過往一年在運用相關支援 

    策略上略見成效。 

 本年度與不同學生支援專業群體協作，有效協助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個別

獲得突破性發展，可以「離組」。 

 近年在團隊的努力下，建立校譽，具體呈現於小一選校意願。 

 關愛文化方面，問卷調查〈2〉，學生於「關愛」表現數據高於香港常模，可

見本年度「服務學習」「基金計劃」「關懷貧窮」等深化的體驗活動有效培育

學生關愛情操。 

 本年度主題訓輔活動，百分之八十學生〈1〉認同相關活動能夠提升「敢於

經歷困難」的品格精神﹔惟只有百分之六十九教師〈1〉認同相關成效，可

見學生對自我的期望較低。 

 超過百分之七十家長〈1〉認同學校講座或工作坊對他們很有幫助，豐富了

他們的認知，觀察所見，家長均積極參與。 

 整體家長信任學校，超過百分之九十家長〈1〉認同學校重視品格培育，超

過百分之八十五十家長〈1〉表示教師關心子女成長需要，協助解決成長上

的困難。 

 整體而言，學校與不同持分者和社群關係融和，同心落實教育異象，呈現關

愛校園文化，獲社區人士及友校高度嘉許。 

 本年度學生成長有突破性進展，榮獲校外獎助學金達 7 項，14 人次。同學

們於成長歷程上敢於克服困難，養成堅毅性格，突破限制，獲取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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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學校不同持分者高度認同教育信念和學校發展方向，校園社群關係融和。隨

著來年校友會、家長教師會和教師團隊的更替，於承傳上，須關注多作信念

凝聚的關注。 

 未來學生支援於人事編制上增加了人力資源，盼藉更緊密的課堂協作，幫助

教師掌握有關策略，以助提升學生表現和進展。 

 為了提升校園生活的整體滿足感，來年重整班本經營，給予師生、生生更多

彼此認識和建立關係的機會。 

 從問卷調查〈1,2〉及觀察所見，學生在「關愛」方面，表現高於香港常模，

可持續推廣。學生問卷數據〈1〉顯示，訓輔及學生支援仍須加強「價值觀」

「社群關係」及「整體滿足感」的教導和感化，加強校園約章的措施。 

 訓輔未來藉人力資源的加增，於信息傳遞及訓育措施上，需持續監察和跟

進，讓信息及教導深刻和深化，帶來生命的轉化和建立。 

 教師已掌握 TARGET 教學理論及策略，未來可藉課程統整項目，進一步提

升科組主管的課程領導能力，優化照顧差異及自主學習的策略運用。 

〈1〉 學校問卷        〈2〉APASO 情意及社交問卷 

 

關注事項(二)：發展高動機摸式「TARGET」校本課程，加強照顧差異策略運用， 

             提升教學效能。 

成就︰ 

 建立學習型教學專業群體方面，全體教師〈1〉表示已養成追求質素及持續優

化的文化。觀察所見，大部份教師對教學自我完善機制持正面態度，惟於專

業判斷和反思方面，可再加強，以便有更多創新意念，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與

成效。 

 超過百分之九十八的教師〈1〉表示經常與不同層面進行專業對話，深化對「A」

及「E」的策略運用。觀察所見，追求卓越及持續優化的工作文化已於教學

團隊建立起來。 

 學校籌辦全港教學交流會「教學薈萃：讓自主啟航」，共有 38 所中小學，合

共 112 人參與，交流活動反應熱烈，獲區內外人士高度評價，有效建立本校

教師專業形象。 

 百分之八十七教師〈1〉認為「科本備課資源庫」具參考價值，現時主科(中

英數)已建立系統，未來可加強常識科的優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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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單元和課業設計及課堂策劃所見，教師已掌握 TARGET 理論，惟於應用

方面，「A」Authority 及「E」Evaluation 仍要多加鑽研和實踐。 

 百分之七十四的教師〈1〉表示多元智能課堂活動設計能訓練學生思維和興

趣，但於科本知識的掌握上，仍有改進空間。 

 建立照顧差異的科本課程和教學策略方面，第四年發展 TARGET 高動機模

式教學導向，超過百分之九十教師〈1〉表示已掌握有關理念及教學策略，

惟課堂所見，表現參差﹔中文科及數學科於訂立教學目標表現良佳，英文科

表現參差，有改進的空間。 

 百分之九十三教師〈1〉認同學校評鑑措施有效檢視課程強弱及照顧差異的

成效，學校亦於本年度優化「測考分析」表格，惟教師於分析學生難點，學

習表現與指標差距的成因方面，仍須找出問題所在，及修補差距的有效方法。 

 課業方面，本年度加強了假期作業的設計，以主題作學習任務的設計，百分

之九十三學生〈1〉認同自己有信心及能主動完成學習任務。 

 建立積極的學習態度方面，超過百分之九十教師及學生〈1〉認同級本活動

氣氛良好，《迦密新一代》專題研習「4F」提問運用，學生則表現一般。跨

境活動表現較佳，學生普遍能為研習作好準備和策劃，積極投入學習活動。 

 整體而言，學生於連繫服務學習、體驗活動的自主學習表現較良佳。 

 本年度數學科及英文科參與了校外及國際性評估，個別學生表現不俗，帶來

鼓舞。 

 本年度升中派位十分理想，第一組別上升百分之六點三，呈現教與學良好的

進展。 

 

〈1〉 學校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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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與教                                 

1. 小幼銜接課程 

 持續「低起點，高成就」的理念，並配合《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2017）》

中「小幼銜接」內容，推行校本幼小銜接課程，以保持學習興趣和動機、

提升自信心為發展目標。 

 在教學方面，各科能按科本特色以遊戲和活動形式進行教學，幫助小一新生 

了解學習內容。 

 在課程方面，以常識科為例：透過《我是迦密人》的專題研習，讓學生認識 

校園、建立歸屬感。 

 在評估方面，為配合小一新生的能力和適應情況，本校積極調整評估政策，

例如：學期初以「百變樂園」遊戲形式替代默書；上學期中文科以綜合卷

形式進行評估等。 

 在家長教育方面，本校於學期初積極舉辦各種迎新活動，讓小一新生及家長

加深對本校的認識。迎新活動包括：幼小適應周、家長觀課、課程和評估

模式講座等。 

2. 拔尖補底課程及資優培訓 

 本校開設不同的拔尖保底小組課程，包括加強輔導小組、優化學習小組、中

英數常拔尖小組，全面照顧不同程度學生的學習需要。 

 善用各界資源，安排有需要的學生參與校本加強輔導小組、區本支援的讀寫

小組、專注力訓練小組或功課輔導小組等。 

 本校以三層架構的推行模式發展資優教育，為全體學生提供資優培訓，豐富

學習經驗，例如： 

 六位學生能成功完成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的課程（第三層次） 

 兩位學生獲台灣海外學習營取錄（第三層次） 

 十一位學生能參與中文大學資優培訓日營（第三層次） 

3. STEAM 創科學習 / 電子學習 

 在 STEAM 課程方面，以常識科為主導，數學科及電腦科協作發展： 

 持續優化各級「迦密小小電子工程師計劃」、「科學實驗教室」，以及延

伸研習項目以解決生活中問題作為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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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AM 課程能提升同學動手作（Makers）的能力，培養他們對 STEAM

學習的興趣，同時，讓同學有機會展示自己多元化的才能。 

 配合編程教育趨勢，電腦科已設計了四至六年級校本編程課程，配合校

本 STEAM 教育發展，以及培養學生計算思維能力。 

 在全方位學習方面，舉辦了不同的「STEAM」活動： 

 試後舉辦「STEAM DAY」，讓同學發揮創意，延展學科知識，分享學習

成果。 

 「新加坡 STEAM 交流團」：透過跨境學習提升學生對 STEAM 的學習興

趣，同時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在電子學習方面，各科按科本特色積極建立不同的電子教學模式： 

 在課堂上，各科能利用平板電腦作資料搜尋，以及善用不同的應用程式

（如：Google Classroom、Plicker、Kahoot 等）輔助教學及即時評估。 

 為配合四及五年級精英班 BOYD 計劃，各科積極建構應用電子學習的課

程內容。 

 數學及常識科已加入「翻轉教室」學習模式，擴展課堂的學習時間。 

4. 中小銜接 

 為六年級學生在不同科目設計適切和特色的中小銜接課程，為學生建立良好

基礎，以助學生能適應中學的學習生活。 

 中文科教師教授課本文言文外，運用內容配合初中文言文課程的《校本文言

文增潤教材》，教授學生初步掌握文言的基本技巧，提升學生理解文言篇章

的字詞及內容大意。 

 英文科教師，在課堂內外增添多元化活動，以加強學生的英語對答，小組及

個人匯報的口語表達。 

 數學科教師把中小銜接的課程滲入校本課業內，透過自擬應用題的課業，培

養多思考和多實踐的學習態度，訓練學生能利用數據及數學語言來解釋數

學；亦在適切的課題加入「英語詞彙」的教學內容。 

 常識科教師讓學生體驗在中學實驗室進行科學探究課，經歷實驗歷程。專題

研習加入自訂探究議題的元素，並教導學生以多方觀點分析時事議題，提

升批判性思考能力，為學生在銜接中學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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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學策略 

 中文、英文、數學和常識科組按課程特色設計科本的自學策略，培養學生課

前的預習、課中的練習和課後的延伸練習。 

 教新學習重點前，學生透過預習工作紙、閱讀或善用網上搜集學材，加強「以

情帶動」的元素，配合情境、探究課題和生活經驗，重溫和鞏固已學的，銜

接新的學習內容和提高學習興趣。 

 課堂中透過自學筆記簿，自行決定摘下有用的學習內容，以文字、圖表、腦

圖等歸納學習重點，把學習心得和感受寫下來，藉此加深記憶。  

  

 課後學生透過延伸閱讀篇章、延伸課業、運用電子學習媒體重溫教師所教授

的學習內容或探索相關的課題。   

 課業內設挑戰題，讓學生按自己的能力和意願去選擇是否接受挑戰。新設假

期主題課業連繫學生生活經驗，富趣味性，更具自主學習元素。  

 校本跨科組專題研習《迦密新一代》，讓學生於學習過程中運用自學策略。 

6. 專題研習及境外學習 

 六級常識科專題研習的主題與校本單元設計「迦密新一代」互相緊扣，活動

設計配合不同的考察地點，研習內容連繫學生生活經驗，以提升學習興趣，

培養學生探究和解決問題能力為主。在研習中閱讀不同的資料，以不同學科

知識研習同一主題，以加強學習的深度與廣度。研習後提供延伸任務，加強

學生自主學習。 

 潮汕跨境學習，2018 年 11 月份，音樂科和體育科老師及跳繩教練帶領 30

位六年級學生到訪潮汕廣廈姊妹學校。讓學生認識潮汕地區的歷史文化，與

國內學童體藝教育交流和進行服務學習。學生教導內地學生學習花式跳繩、

歌唱表演、演奏古箏及手鐘。是次境外學習讓學生實踐自主學習，更提升學

生自信心及服務他人的精神。 

 新加坡跨境學習，2019 年 4 月份，30 位五年級學生與 4 位教師到新加坡，

參加科技考察之旅。學生認識當地的歷史文化和發展、接觸新加坡科學科技

新知，參與 STEAM 課堂探究學習。是次境外學習也強化科學探究能力，建

立學生積極主動的學習態度。 

 參加境外學習的學生，回港整理資料後，透過展板和校園電視台，向全校同

學分享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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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校風及培育 

 本校是一所基督教學校，致力推動生命教育，我們按聖經真理教導學生，培

育學生成為一個明道、律己、忠主、善群的孩子，實踐聖經的真理。 

學生福音工作 

 「親近天父」早晨讀經計劃 

 「敢於經歷困難」主題早會、  

  周會 

 堂校牧師及傳道人分享 

 (播道會順安堂) 

 學生團契 

 福音周、福音營 

 暑期聖經班 

 聖誕感恩崇拜、復活節崇拜 

教師福音工作 

  教職員退修營 

  基督教教育講座 

  聯校教師專業發展 

  教師團契 

  教師祈禱會 

堂校合作 

駐校教會：播道會順安堂 

  教育主日聚會 

  家長早讀會 

  順安堂「家長樂園」 

  聖誕「家庭抗逆力」親子佈  

 道會 

  小一新生及插班生家訪 

 「展翅翱翔的媽媽」母親節 

 崇拜 

  順安堂「路得團契」 

學校福音工作： 
  每天早上由班主任與學生一起分享神話語，以禱告開展新一天的學習。 

  五、六年級學生有系統地研讀馬可福音、創世記、使徒行傳及以弗所書。 

  星期一舉行早會，與學生用詩歌讚美神。 

  星期三舉行周會／成長課，學習「依靠神敢於經歷困難」的教導。本校老師於周會分享

見證。 

  星期五舉行學生團契，學習讀經和禱告，藉人物見證分享彼此激勵。 

  順安堂同工參與學生團契的專題分享。 

  20/12 聖誕感恩崇拜 

  17/4 復活節崇拜 

  25/3 – 27/3 舉辦福音周/福音營 

  18/7 – 21/7 舉辦暑期聖經班 

教師福音工作： 

  20/8 – 21/8 教職員退修營 

  全學年共舉行了 8 次教師團契，周會有邀請同工作牧關分享，交流對基督教教育的領 

 受。宗教組同工參與「小天使行動」，送贈小禮物及書簽給全校教職員以表關懷及鼓勵。 

  2/11 聯校教師專業發展 

  21/6 黃宗彥傳道於教師團契中分享事奉經驗 

  星期四、五早上舉行教師祈禱會 

堂校合作： 

  21/10 教育主日 

  星期四家長早讀會／順安堂「家長樂園」／順安堂「路得團契」 

  8/12 聖誕「家庭抗逆力」親子佈道會 

  12/5 「展翅翱翔的媽媽」母親節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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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長的支援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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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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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資源 為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及成績稍遜的學生，本校獲教育局增撥的額外資源包括 

 學校發展津貼； 

 校本新來港兒童支援計劃；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校本非華語學生課後中文學習支援計劃；及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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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長作統籌，成員包括訓導主任、輔導主任、教育心理

學家、言語治療師、融合教育組老師等。 

 安排課後輔導班，老師為學業成績稍遜的學生提供小一至小六中文及英文的

加強輔導教學； 

 安排抽離輔導班，老師為學業成績稍遜的學生提供小一至小六中文、英文及

數學的加強輔導教學； 

 購買「言語治療服務」，為有言語障礙的學生提供每週一次的小組/個別言語

治療/訓練； 

 提供「校本教育心理服務」，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教育心理評估及輔導服務； 

 申請「校本支援計劃津貼」為新來港兒童提供支援服務，以照顧他們在學習

及適應上的需要； 

 參加「非華語學生課後中文學習支援計劃」，協助非華語學生學好中文。 

 設立「健康關愛大使」計劃，為初小學生提供幫助； 

 購買「課後學習服務」，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每週四次的課後功課輔導；向

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學習、家課和測考調適，又透過課堂觀察，記錄學生的學

習成果，在適當時候，向家長報告； 

 參加「成長的天空計劃」，提升學童的抗逆力；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編入區本計劃的讀寫小組、專注力訓練小組、社交小組等。 

 設立「朋輩伴讀」計劃，協助有讀寫困難的學生閱讀課外書，以提升他們的

閱讀能力； 

 提供家長教育，包括講座及讀寫小組，讓家長了解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

習特性，從而配合學校的措施；及 

 參加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為有需要提升社交或適應技巧的學生提供小組訓

練及加強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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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 

I. 目標  以個人自理成長為基礎，能自理自立，以致服務別人 

 從服務中肯定自己的能力，認識自己的潛能 

 透過全校性的校本服務學習規劃，學生能體驗生命的可貴，學會愛惜和尊重生

命及發現生命更多不同的可能性 

 從服務中建立學生對家庭、學校、社區、國家的歸屬感和承擔精神 

II. 範疇 以校本生命教育規劃為藍本，項目設計圍繞以下四大目標： 

 認識生命 

 愛惜生命 

 尊重生命 

 探索生命 

III.   

推行方

式及項

目特色 

項目範疇涵蓋個人、家庭、學校、社區和國家，設計全年全校性或以小組形式的分

級活動或分組活動，由不同科組帶領，包括訓輔組、全方位學習、學校發展與社群

關係和部分學科組別。 

訓輔 

 以校本「三好學生、校園約章」理論為課題設計的基礎，規劃各級「自理迦密

人」理論及實踐課程，讓學生在自理自律上作好準備，以致能服務他人； 

 設計全校性各級體驗活動，包括「清淡一餐」、「黑暗中的對話」、矇眼午餐及

歷奇遊戲活動，讓學生親身體會，以準備各項探訪及服務活動，包括親子探訪

獨居長者、視障人士、特殊學校及長者中心。 

全方位學習 

 公益金課室清潔籌款活動是校內的重點服務活動，讓同學以清潔服務表達愛校

情懷； 

 不同的服務團隊走進社區，探訪區內長者及長者中心、探訪幼稚園及進行服

務，並協助社區匯演或提供服務。 

學校發展與社群關係 

 訓練學校大使，協助校內校外學校推廣活動； 

 重點項目為「廣厦南澳文化探究服務學習潮汕之旅」及「接待國內學生在家住

宿計劃」。本年度與姊妹學校交流體藝發展，學生協助教授國內同學花式跳繩，

並持續推行接待國內學生在家住宿計劃，讓學生學習愛心服侍，款待客旅。 

學科科組 

 訓練高年級學生，設計學科攤位或活動，讓低年級同學參與，透過服務低年級

同學，助人自助。 

訓輔計劃 

 校本輔導活動 

－ 健康關愛大使 

－ 關懷貧窮小天使

計劃 

－ 中華文化日 

 區本計劃 

－ 成長的天空計劃 

 成長小組 

 班本經營 

 學生講座 

 家長學堂 

 早讀會 

 服務學習計劃 

— 服務學習體驗活動： 

- 「清淡一餐」體驗活動及講座 

- 「黑暗中的對話」體驗活動 

- 「勇對挑戰」體驗活動 

— 校內服務： 

- 清潔大行動 

高年級同學服務低年級同學 

－ 校外服務： 

- 親子探訪獨居長者 

- 探訪及服務視障人士 

- 探訪及服務特殊學校 

－ 服務學習總結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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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表現                               

學業表現（升中派位統計） 

 小六學生升中概況： 

本年度134名學生中，54%同學獲派第一志願，獲派往首三志願中學的學生達87%。 

 六年級學生升中獲派志願統計： 

 

 

 

 

 本年度六年級學生第一組別有數個百分點上升，第二組及第三組別的學生數目均有下降。 

 小六學生升讀中學情況 (2017-2019) 

獲派本區中學情況： 

※觀塘官立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 順利天主教中學  

※聖言中學 ※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 聖若瑟英文中學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聖公會基孝中學 聖公會梁季彝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寧波第二中學 寧波公學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 瑪利諾中學 高雷中學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觀塘功樂官立中學 聖安當女書院 

佛教何南金中學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慕光英文書院 

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天主教普照中學  

    ※以英語為主要教學語言     

    獲派區外中學情況：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可立中學 ※匯基書院(東九龍)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九龍堂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鄭榮之中學 
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學 

新亞中學 潔心林炳炎中學 九龍三育中學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炮台山循道衛理中學 陳樹渠紀念中學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威靈頓教育機構張沛松紀念中學    

    ※以英語為主要教學語言 

 

 

第一志願 第二志願 第三志願 其他志願 

73人 36人 8人 17人 

54% 27% 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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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評估：  

 學生於各科皆有均衡發展，學習涵蓋各學習領域知識。校內不同能力的同學

受教，學習態度正面。  

 本校學生積極參加校外全港性學術比賽，在語文領域、數學領域、常識及科

技教育領域獲得較去年獲更多出色的獎項，優異表現如下： 

語文領域：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英語和普通話朗誦比賽，各級獨誦表現不

錯，約 30 名學生獲得優良成績。有一位小六生於英詩獨誦贏得亞軍。英詩

集誦獲得優良成績。 

 「凝聚正向能量．關心香港未來」《徵文比賽》獲優異獎和二等獎。「香港賽

馬會社區資助計劃 － 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計劃」徵文比賽同時獲得優異

獎。2019 全港青少年徵文比賽「香港，我的家」取得優秀獎。 

 Drama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19)，師生合作獲得傑出劇本獎、

個人傑出演員獎和學校傑出合作獎。首次參與童協基金會「我的故事創作」

比賽，贏得個人總冠軍、最有潛質作家和最有潛質插畫家。KIDS4KIDS 'My 

Story Creation' Competition 個人取得 Overall winner，Most Promising Writer

和 Most Promising Illustrator；隊際獲得 Spark Award: Team Work。 

 第二十一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2019 初賽，表現獲良好成績。 

 第二十五屆聖經朗誦節中，集誦學校組小一至小二組（廣東話）比賽獲得優

異獎。 

數學領域：  

 數學科積極參與各項全港性的數學比賽，本年度成績優異。順德聯誼總會胡

兆幟中學第十屆 Super24 邀請賽獲得二等獎和三等獎。第五屆魔力橋

(Rummikub)小學邀請賽取得優異獎。STEM 教育系列第二屆全港小學生魔力

橋大賽獲優勝獎。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聯校 RUMMIKUB(魔力橋)邀請

賽 2019 獲得二等獎和三等獎。佛教大雄中學數學嘉年華取得優異獎和三等

獎。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贏得銀獎、銅獎和優異獎。 

常識及科技教育領域：  

 常識科及科技教育方面，學生參加基督教協基會黃埔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主場國情新認識比賽」，所有參加學生能全對並獲獎。在聯校機械人大賽

Robot Challenge 2019 贏得全場總冠軍和 3v3 Football Challenge 亞軍。觀塘聯

校水火箭比賽獲得團體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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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年度學生支援服務【校本津貼評估報告】 

學校發展津貼 

成效： 

 學校發展津貼聘請了五名教學助理，協助教師文書工作、數據統計、製作壁

報等，教師認同教學助理能支援非教學工作，促進學校發展，為教師創造更

多空間。 

學生支援服務校本津貼 

計劃名稱 課後家課輔導班 

開辦年級 一至六年級 

組別數目 
1. A 組(逢星期二及四) 

2. B 組(逢星期三及五) 

時間 
1. A 組(15:30-16:45) 

2. B 組(15:30-16:45) 

活動日期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5 月 

受惠對象 

1. 全額書津學生 88 人 

2. 綜援學生 51 人 

3. 酌情權提供的清貧學生 56 人 

*小一至小六的 SEN 學生中，共有 16 人接受支援 

*小一至小六的 NAC 學生中，共有 1 人接受支援 

支援總人數 195 人 

協辦機構 香港導師會 

財政支岀 $233,100  

果效 
1. 培養學生用心完成功課的態度 

2. 提升學生完成功課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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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學業表現（體育及藝術領域） 

盡顯潛能 發揮所長 

    本校鼓勵學生積極參與課外活動，以發展學生潛能，學校更提供多元化活動

及訓練，讓學生獲得不同的學習體驗，擴闊視野。本校設立三十多個不同的課

外活動給學生參與，由本校老師及外聘專業導師到校進行訓練，學生透過訓練

後，有機會參與校內校外不同的表演及比賽，從中發掘內在潛能，提升自信心。 

 

    本校設立不同類型的課外活動，包括：民歌隊、手鐘隊、女子排球隊、花

式跳繩隊、中樂團、初級合唱團、男子籃球隊、九東遊戲比賽隊、小小藝術家

組、創藝小組、校園電視台組、科技創客小組、英詩集誦隊、聖經集誦隊、幼

童軍、小女童軍、公益少年團等。此外，本校於星期六與校外機構合作開辦超

過二十多個不同的多元智能課程，包括中國舞蹈組、中樂班、跆拳道班、LEGO

積木工程師課程、劍橋英語課程、英語拼音班、珠心算班、奧林匹克數學班、

輕黏土製作班、小畫家培訓班等。 

 

    每年，本校各團隊都會參與不同項目的校際及公開比賽，更獲得優異成績。

本校音樂團隊於本年獲得多個獎項，其中包括：民歌隊獲得觀塘區公開兒童歌

唱比賽殿軍、全港小學英文民歌組合歌唱比賽優異獎 ﹔手鐘隊獲得聯校音樂大

賽—手鐘比賽金獎、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比賽—手鐘初級組比賽銀獎、香港

手鈴節手鐘初級組比賽獲得優異獎；中樂團亦獲得「香港青年音樂匯演」中樂

團比賽優異獎。 

 

    而本校體育團隊亦獲得多個獎項，其中包括中國舞蹈隊獲得「學校舞蹈節」

高級組群舞及三人舞甲級獎，女子排球隊獲得友校小學排球邀請賽季軍，花式

跳繩隊獲得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十四項個人及小組獎項、「跳繩強心」校際花

式跳繩比賽獲得優異獎。 

 

    本校學生積極參與校外比賽，更獲得優異成績，表現實在令人讚賞，期望

本校學生來年繼續努力，盡顯潛能，發揮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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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及多元智能活動一覽表 

訓練/ 

活動名稱 
訓練/活動目標 

訓練/ 

活動日期 

參與 

學生 

訓練老師/ 

外聘機構 

民歌隊 
教授學生唱歌及彈奏夏威夷結他技巧，

提供機會給學生參加校際及公開比賽。 
10/2018-6/2019 約 35 人 本校老師 

手鐘隊 
教授學生演奏手鐘技巧，提供機會給學

生參加校際及公開比賽。 
10/2018-6/2019 約 35 人 本校老師 

中樂團 
教授學生中樂合奏技巧，提供機會給學

生參加校際及公開比賽。 
10/2018-6/2019 約 25 人 外聘導師 

中樂班 
教授學生演奏中國樂器，提升對音樂的

興趣及演奏技巧。 
10/2018-6/2019 約 50 人 外聘導師 

初級合唱

團 

教授學生唱歌技巧，提供機會給學生參

加校際及公開比賽。 
10/2018-6/2019 約 50 人 

本校老師/

外聘指揮 

花式跳繩

隊 

教授學生花式跳繩技巧，提供機會給學

生參加校際及公開比賽。 
10/2018-6/2019 約 35 人 

本校老師/

外聘教練 

女子排球

隊 

教授學生打排球技巧，提供機會給學生

參加校際及公開比賽。 
10/2018-6/2019 約 25 人 本校老師 

男子籃球

隊 

教授學生打籃球技巧，提供機會給學生

參加校際及公開比賽。 
10/2018-6/2019 約 25 人 

本校老師/

外聘教練 

遊戲比賽

隊 

教授學生跳繩、障礙賽、持棒穿圈、拋

接豆袋技巧，提供機會給學生參加校際

及公開比賽。 

10/2018-6/2019 約 65 人 本校老師 

小小藝術家

組 

教授學生繪畫技巧，參加不同的繪畫比

賽。 
10/2018-6/2019 約 12 人 本校老師 

創藝小組 
教授學生不同的創作藝術技巧，參加不

同的公開比賽。 
10/2018-6/2019 約 20 人 本校老師 

中國舞蹈

組 

教授學生跳中國舞技巧，提供機會給學

生參加校際及公開比賽。 
10/2018-6/2019 約 50 人 

本校老師/

外聘教練 

校園電視

台組 

教授學生拍攝、錄影技巧，提供機會在

校內參與不同的服務。 
10/2018-6/2019 約 10 人 本校老師 

科技創客

小組 

教授學生有關科技設計及與 STEM 有關

的學習，參加不同的聯校比賽。 
10/2018-6/2019 約 14 人 本校老師 

幼童軍 
教授學生幼童軍集隊、紀律、群體學習、

考章等。 
10/2018-6/2019 約 36 人 本校老師 

小女童軍 
教授學生小女童軍集隊、紀律、群體學

習、考章等。 
10/2018-6/2019 約 36 人 本校老師 

公益少年

團 

教授學生認識社區、學習關心他人，參

與不同的服務學習。 
10/2018-6/2019 約 20 人 本校老師 

基督少年

軍 

教授學生基督少年軍集隊、紀律、群體

學習、考章等。 
全年 約 40 人 順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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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 

活動名稱 
訓練/活動目標 

訓練/ 

活動日期 

參與 

學生 

訓練老師/ 

外聘機構 

跆拳道班 
注重紀律的群體的活動，學員從中學會

尊師重道，加強其自律能力。 
10/2018-5/2019 約 53 人 

捷擊跆拳

道館 

小畫家培

訓班 

綜合繪畫及手工藝，學生體驗進行創作

的過程與成果，提升學生的繪畫技巧和

創作力，並培養藝術興趣。 

10/2018-5/2019 約 18 人 

香港兒童

多元智能

培訓中心 

輕黏土製

作班 

透過導師講解及示範，讓學生學習製作

黏土的技巧，從而訓練其手、眼和小肌

肉的協調，亦能提升他們觀察力、自信

心和創造力。 

10/2018-5/2019 約 15 人 

校園小博

士教育機

構 

珠心算班 

透過耳聽、眼看、手撥、腦算等訓練，

全面提升學生的記憶力、集中能力及心

算速度。 

10/2018-5/2019 約 16 人 

校園小博

士教育機

構 

速算班 
加強右腦訓練，提升學生的運算速度、

思維及邏輯能力。 
10/2018-5/2019 約 15 人 

校園小博

士教育機

構 

奧林匹克

數學班 

透過有趣又富挑戰性的數學題目鞏固

數學知識，提高文字題閱讀及解答能

力，引導作出合乎邏輯的推理和判斷。 

10/2018-5/2019 約 10 人 

校園小博

士教育機

構 

中文閱讀

理解班 

透過系統性教學，教授學生不同的閱讀

技巧，從而迅速增進其理解能力，並同

時提升其漢語水平。 

10/2018-5/2019 約 13 人 
晴天教育

中心 

小司儀訓

練班 

透過司儀角色扮演、短講活動，訓練表

達、說話應變及溝通能力。 
10/2018-5/2019 約 15 人 

U Smart 

Education 

Company 

Limited 

劍橋英語

考試預備

課程 

課程特別為劍橋英語考試而設計，課程

全面訓練聽、說、讀、寫的技巧，鞏固

學生的英語基礎，並增強應試信心。 
10/2018-5/2019 約 27 人 

雅理加語

言培訓中

心 

PHONICS

英語拼拼

樂 

課程採用原音拼音法，鼓勵學生以讀音

認字，學習拼音的基本概念和發音技

巧，打好學習英語的基礎。 
10/2018-5/2019 約 11 人 

雅理加語

言培訓中

心 

英語提升

班 

課程按照「小學英語教學計劃」的教學

模式而建構的一套英語提升溫習班。透

過不同互動遊戲及學習活動重溫課堂

上已教授的知識，穩固語文的根基。 

10/2018-5/2019 約 38 人 

香港幼兒

教育及服

務聯會 

活學活用

趣味英語

文法班 

教授不同文法，如時式及句子結構等。

學生透過練習及活動加強對文法之理

解和應用。提供工作紙以鞏固所學的文

法。四年級或以上課程會加入應用寫

作，進一步掌握不同時式的應用。 

10/2018-5/2019 約 23 人 

香港幼兒 

教育及服 

務聯會 

創意 3D 

PRINTING 

PEN 製作 

介紹 3D Printing Pen 的應用方法，示

範製作立體藝術作品，創作如動物、昆

蟲、單車、鐵塔的作品等。 
10/2018-5/2019 約 21 人 

U Smart 

Education 

Company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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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 

活動名稱 

訓練/活動目標 訓練/ 

活動日期 

參與 

學生 

訓練老師/ 

外聘機構 

LEGO積木

工程師課

程 

同學利用各類型的積木堆砌出具個人風

格及卡通化的作品。讓同學發揮創意及訓

練手腦協調能力。 
10/2018-5/2019 約 21人 

博研多元

智能課外

活動中心 

2018-2019 校外比賽獲獎項目 

比賽/活動項目 
團隊 / 

 學生班別 
學生姓名 成績獎項 

音樂科獲獎項目： 

全港小學英文民歌組合歌唱比賽 民歌隊 / 
初賽第四名、 

決賽優異獎 

觀塘區公開兒童歌唱比賽 民歌隊 / 殿軍 

聯校音樂大賽—手鐘比賽 手鐘隊 / 金獎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比賽 

-手鐘初級組比賽 
手鐘隊 / 銀獎 

香港手鈴節手鐘初級一比賽 手鐘隊 / 優異獎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中樂團比賽 中樂團 / 優異獎 

香港學校音樂節-教堂音樂中文歌曲小學合唱隊

比賽 
初級合唱團 / 優良 

香港學校音樂節 

(牧童笛獨奏、小提琴獨奏、古箏獨奏) 

五誠 李秀盈 

優良 五誠 黃蘊淳 

五誠 連珮芸 

體育科獲獎項目： 

迦密愛禮信中學—小學排球邀請賽 女子排球隊 / 季軍 

學校舞蹈節(群舞) 
高級組中國 

舞蹈組 
 

甲級獎 

 

學校舞蹈節 (三人舞) 中國舞三人組 / 甲級獎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全港小學校際體操比賽 - 小學

女子乙組 
五愛 陳婉心 優異獎 

「跳繩強心」校際花式跳繩比賽 2019 - 小學乙一

組 
花式跳繩隊 / 優異獎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九龍東區)： 

後交叉開跳、單車步、後單車步、側擺交叉跳、跨

下二式、二重跳、 

交叉開跳、四人交互繩速度跳、 

後側擺交叉跳、側擺交叉跳 

花式跳繩隊 / 

亞軍、季軍、 

殿軍 

(共十四個獎項) 

其他科目獲獎項目： 

老觀塘填色比賽 四勇 袁志德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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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收入  $ 支出  $ 

I.政府基金  

(1)擴大營辦津貼  

(甲 )一般範疇  

 基線撥款及其他收入   1,472,562.02 2,385,698.84 

小結：  1,472,562.02 2,385,698.84  

(乙 )特別範疇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修訂行政津貼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空調設備津貼  

 新來港學童校本支援計劃  

 學校發展津貼  

 額外的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津貼  

 

140,455.00 

1,345,623.00 

386,009.00 

360,014.13 

26,271.00 

777,626.50 

231,660.00 

218,068.00 

 

153,620.00 

1,154,571.44 

117,975.00 

156,452.59 

30,415.00 

791,247.04 

94,854.49 

200,000.00 

小結：  3,485,726.63 2,699,135.56 

(2)非擴大營辦津貼  

 整合代課教師薪金津貼  

 家庭與學校合作津貼  

 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津貼  

 資訊科技人員支援津貼  

 姊妹學校計劃津貼  

 提供在校免費午膳  

 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各項津貼  

   

2,914,503.50 

14,674.00 

253,200.00 

307,200.00 

150,000.00 

650,450.00 

66,740.00 

26,620,655.09 

 

2,618,930.50 

15,325.76 

286,020.00 

360,360.00 

90,990.90 

746,976.50 

55,019.00 

26,847,667.96 

小結：  30,977,422.59 31,021,290.62 

II.學校基金  

 普通經費  

 特定用途的收費  

 其他  

 

1,154,781.30 

134,034.00 

3,100.00 

 

988,821.69 

108,947.30 

2,045.50 

小結：  1,291,915.30 1,099,814.49 

2018/19 年度總盈餘／赤字  21,687.03  

備註： 

上表的財政結算，尚須待核數師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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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與跟進                             

 藉全面教師學位化及人事編制上的轉變，中層團隊的組合、發展和培育，職

務的重整和劃分，議事平台的鋪設，促進教師的專業承擔和能力表現﹔並藉

團隊建立項目，為未來更優質的教育發展作好準備。 

 配合教育政策，組織更具專業資歷的學生支援團隊，聘任專責人員，包括言

語治療師、輔導員、校務行政主任等，透過人事組織和編排，進一步支援學

校發展。 

 開拓學校推廣渠道，創新方法，將學校進展和榮譽呈現出來，建立校譽。 

 藉大專院校及教育局等教師專業協作項目，以 SECI 模式提升課程領導及管

理能力，促進校本課程的發展，獲取更佳教學成效。 

 回應「高動機」學習模式(TARGET)教與學導向，聚焦 Authority(自主)發展科

本專題項目，並藉 Evaluation(評鑑)，精確判斷學習難點所在，尋求有效策略，

拉近教與學差距，讓學習更積極及具成效 。 

 聚焦課程統整項目﹕STEAM、《迦密新一代》專題研習和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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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2019 年度學校發展津貼報告 

項目名稱 收入 $ 支出 $ 

合約員工薪金連強積金 $750,226.00 $658,493.54 

課外活動課程及導師費  $61,520.00 

推動學生活動費用  $71,233.50 

合計： $750,226.00 $791,247.04 

 
 
2018-2019 年度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 

項目名稱 收入 $ 支出 $ 

課後家輔班輔導服務及支援人員 $253,200.00 $286,020.00 

合計：  $253,200.00 $286,020.00 

 

 
2018-2019 年度學生支援服務校本津貼評估報告 

項目名稱 收入 $ 支出 $ 

額外的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231,660.00 94,854.49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津貼 218,068.00 200,000.00 

 

 

2018-2019 年度加強英語學習津貼計劃（PEEGS） 

項目名稱 收入 $ 支出 $ 

語常會-促進有效的英語學習計劃-津貼 $161,733.86 / 

合約兼職教師薪金連強積金 / $100,800.00 

合約兼職教學助理薪金連強積金 / $ 56,700.00 

合計： $161,733.86 $15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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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推廣閱讀津貼報告書 

(2018-2019學年) 

第一部分：成效檢討： 

1. 目標檢討：（例如從學生的閱讀態度、借閱圖書情況、參與閱讀活動的投入

程度等，檢討「營建閱讀氛圍」能否達成，是否需要調整。） 

   本年度利用有關津貼購置校本主題及教育局建議主題的圖書營建閱讀氛圍， 

   提升閱讀興趣和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本年度添置了313本圖書配合相關閱讀活動及支援各科，並因應本年度的閱 

   讀活動STEM (科學、科技、工程、數學、常識科專題研習、福音週圖書（基 

   督教及生命教育）及世界閱讀週（名人傳記及偵探類圖書）。學生借閱圖書 

   的總次數為13311次（2018年12月2019年5月）。全校獲得「閱讀悅樂」獎勵 

   計劃的學生（上學期）共有317人獲得特等獎，佔全學校學生的54.71%；下 

   學期共有311人獲得特等獎，佔全學校學生的49.76%。超過九成的閱讀課老 

   師同意學生在閱讀課投入閱讀圖書；接近九成閱讀課老師同意設立喜「悅」 

   龍虎榜及喜「悅」推介能提升學生閱讀興趣。此外，三年級中文種籽計劃利 

   用有關津貼購置繪本及橋樑書，舉辦專題書展，該級同學又以讀書會的形式 

   分享「堅毅、尊重、感恩及親情」的繪本，引領同學與書中人的聯繫，讓同 

   學主動彼此分享深刻的情節和個人的體會。有關的讀書會可逐步推展至其他 

   年級。 

2. 策略檢討：（例如從學生借閱圖書數量的增減、閱讀活動的接觸層面等，檢

討「營建閱讀氛圍」所用策略的成效。） 

   本年度423世界閱讀周，邀請「新雅姐姐」及「老鼠記者」進行故事分享講 

   座；「我和老鼠記者有個約會」深受二至四年級同學的歡迎，全校同學借閱 

  《老鼠記者》系列不論是中、英文版本，多達1305人次（佔整體借閱9.8%）。 

   有關活動能鼓勵同學多閱讀偵探故事及解難的書籍。因`此，新學年可按相關 

   主題邀請作家或專業說故事人等進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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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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體書 $16,637.20 

  電子書 $4,999.00 

2. 網上閱讀計劃  

 e 悅讀學校計劃  

 其他計劃：   

3. 閱讀活動  

  聘請作家、專業說故事人等進行講座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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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36.20 

 津貼年度結餘 $7,563.80 

* 請以選或以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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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密梁省德學校 

2018-2019 年度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評估報告 

A. 政策及組織 

 

工作計劃 對象 進行日期 進展及成效 負責人 

1. 輔導工作進展性評估 

1.1 行政會議 

1.2 訓輔會議 

1.3 級訓輔會議 

 

1.4 校務會議 

1.5 全體教師發佈會 

*  透過各層級會議達到以下 

目的： 

a.  教師能清楚輔導工作的 

進展，並適切地配合。 

 

行政主任 

訓輔組 

級訓輔老師 

 

全體老師 

全體老師 

 

每月 1-2 次 

每學年 5 次 

每學年 2 次 

 

每學年 2 次 

每月 1 次 

 

按時舉行不同時會議，加強訓輔訊息的傳送，促進老師間

的溝通，並持續地檢視輔導工作的進展及作即時的修訂。 

 

 

 

 

 

 

輔導主任於發佈會講解輔導措施，老師能朝着方向達到改

善的目標。 

 

鮑偉珊副校長 

葉玉英主任 

 

2. 修訂輔導政策 

2.1 檢討「校內個案轉介機

制」及「處理學生輟學問

題程序」在及早識別及跨

專業跟進方面的效能。 

 

2.2 於「輔導工作指引」及「班

主任手冊」加入有關「透

過班級經營建立關愛文

化」教師的角色及職能等

項目。 

 

2.3 檢視各成員在「危機處 

理小組」的角色及職能。 

 

全體老師 

 

 

 

 

全體老師 

 

 

 

 

 

危機處理小組 

 

每學年進行

檢視及修訂 

 

 

 

 

 

 

 

 

 

每學年進行

檢視及修訂 

 

輔導主任向老師講解「校內個案轉介機制」及「處理學生

輟學問題程序」; 融合及特殊教育助理主任亦會向全體教

師講解及早識別計劃及轉介程序，並聯繫有關教育專業人

士(言語治療師、教育心理學家)舉行會議，能有效評估及

支援需關注的學生。 

 

 

 

 

 

 

各成員樂於協作，並按需要作調動。 

 

李作榮主任 

 

 

 

 

葉玉英主任 

 

 

 

 

 

鮑偉珊副校長 

葉玉英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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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劃 對象 進行日期 進展及成效 負責人 

2.4 由領袖生至行長，配合學

生個人成長，統整班本、

級本、跨級別及全校性的

服務崗位的角色及職

能，避免工作重疊或過份

集中，讓人手得以適當分

配。 

 

2.5 按校本需要，引入適切的

專業支援機構，以「學校

輔導資源冊」作有系統的

紀錄，並定期檢視服務成

效及協作效能。 

 

各級學生 

 

 

 

 

 

 

 

各校外專業支

援團隊 

全學年 

 

 

 

 

 

 

 

每學年進行

檢視及修訂 

學期初由活動主任與各活動負責人協調，選舉風紀領袖

生、圖書館服務員及各活動大使，讓各服務崗位能平均分

配，避免工作重疊或過份集中。 

 

 

 

 

 

協辦成長的天空計劃：香港宣教會學校服務隊及香港基督

教女青年會樂華綜合社會服務處 

協辦區本計劃：香港基督少年軍。 

協辦成長小組：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樂華綜合社會服務 

處及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青少年中央服務。 

協辦家長學堂：女青賽馬會家庭健康促進中心、智樂兒童

遊樂協會、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香港青

年協會親子衝突調解中心、Fit & Fun 體適

能。 

協辦學生專題講座：秀茂坪警區警民關係組、生命熱線、 

明光社、東華三院青少年及家庭服務 

部學校社會工作服務、香港基督教服 

務處觀塘樂 Teen 會、社區藥物教育輔 

導會、等。 

整體來說，以上專業支援機構與學校協作良好，能擴闊學

生知識及視野，培養學生健康成長。 

葉玉英主任 

 

 

 

 

 

 

李作榮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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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個人成長教育 

 
 
 
 
 
 
 
 

工作計劃 對象 進行日期 進展及成效 負責人 

1. 班級經營計劃 

1.1 建立歸屬感活動 

(班本經營：迦密 Family、

生日周、清潔大行動、校

內服務、自理迦密人、服

務體驗活動、感恩回顧) 

  

P.1-P.6 學生 全學年 從觀察所見，活動能增進師生及同學間的互動，有助提升

師生及同學間的關係，並促進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回應生命教育課程規劃，上、下學期各級在班級經營時段

安排 

了「自理迦密人」的活動，教導學生生活起居技能及品格

禮儀。 

74%教師認為活動能提高學生對生活禮儀及技能的認識，

培養 

學生的自理能力。 

 

從 APASO 顯示在關愛方面，本年全體學生的平均值(3.20)

高於香港學生常模(3.14) ，較去年的平均值(3.14)為高。 

 

在尊重他方面，本年全體學生的平均值(3.06)與香港學生常

模(3.06) 同分 ，較去年的平均值(3.00)為高。 

 

在師生關係方面，本年全體學生本年的平均值(3.14) 較去

年的平均值(3.08)為高。 

 

由此可見，本校在推行學生的個人成長教育有明顯的成效。 

 

李作榮主任及各

級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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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劃 對象 進行日期 進展及成效 負責人 

1.2 建立成長方向感活動 

a. 校園約章 

 

 

 

 

 

b. 三好學生 

 

 

 

 

 

c. 「三承/成」策略 

 

P.1-P.6 學生 

 

 

 

 

全學年 

 

 

 

 

a. 學校制定「校園約章」，培育學生守約的精神，強調

自重自約的重要。學期初舉行「校園約章承諾日」，

並於上、下學期的周會安排訓育提示， 加強學生對

校園約章的認識及守約的概念。就觀察，學生對自我

約束及守約的意識加強了；從教師問卷中，83%教師

認為活動能突出「校園約章」的自我約束及守約精

神，但在實踐上學生仍須努力。 

b. 學校推行「三好學生」的學生模範，透過早會、周會、

校園電台帶出「上堂要坐好，功課要做好，書包、枱

面、校服要執好」的信息。學期終舉行全校性的「三

好學生」選舉，每班由同學及老師共同推舉一個值得

表揚的「三好學生」。這個活動帶出正面的果效，提

升學生對自己在學習上和自律上的要求。 

c. 學校推行「三承/成」的訓育方針：「承認、承諾、成

長」，藉此提升學生內省能力。當學生犯錯時，老師

會幫助學生明白自己所犯的錯誤，讓學生勇於面對並

承諾改過，生命得以成長。就觀察，當同學犯錯時，

大部分都有「三承」的態度，願意承認自己的過錯並

承諾改過。93%教師認同學校推行的訓育政策並會落

實執行「三好學生」及「三承/成」的訓育方針。 

葉玉英主任 

1.3 建立彼此分享，互勵互勉

的精神： 

a. 學生團契（認識小羊的家 

、詩歌頌唱、電影欣賞、迦 

密遊樂園、生日會） 

b. 福音周及福音營  

P.1-P.6 學生 全學年 

 

 

 

 

 

25-27/3/2019 

從觀察所見，學生投入參與活動，並能互相勉勵。 

 

 

 

 

 

89%學生認同在福音營中能與同學建立友誼。 

吳潔霞助理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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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劃 對象 進行日期 進展及成效 負責人 

2. 校本生活教育課程 

2.1 個人發展：成長課，每級

共有 8 課，學習範疇函

蓋：個人、學校、家庭、

社會、國家等並以基督教

教育為基礎，培養學生正

確的價值觀。 

P.1-P.6 學生 全學年 從觀察所見，成長課活動能增進師生及同學間的互動，

讓老師更瞭解學生的觀點及感受，有助促進師生關係，

並能提升學生對生活態度及價值的反思。 

 

李作榮主任 

3. 聯課活動 

3.1 按時舉行不同的訓輔動 

，包括：「校園約章齊遵

守」、「交齊功課強人榜/

強化班」、「五星級課室/

洗手間」、、「優秀班級選

舉」等，加強學生在紀

律、清潔、勤學、關愛上

的意識。 

 

3.3 教師早會及周會分享教

師與學生分享勇敢克服

困難的經驗，邀請《手尋

夢想》的作者黃愛恩博士

到校分享她靠神面對只

用生來三根完整的手指

追尋夢想的經歷。 

 

 

 

 
從教師問卷中，83%的教師認同訓輔活動能加強學生在紀

律、清潔、勤學、關愛上的意識。 

 

學生表現尚算滿意，在自律守規方面仍須努力。 

 

從欠交功課記錄表顯示本年度欠交功課的情況較 

去年下降。（一次書面警告由 19.6%降至 11%，兩次書面

警告由 6.7%降至 3.5%，缺點由 5.5%降至 4.3%） 

 

71%學生認為周會邀請外來嘉賓及老師分享見證能提升

他們對信仰的認識，引導我學會倚靠神克服難關。 

葉玉英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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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對家長的支援 

 

工作計劃 對象 進行日期 進展及成效 負責人 

1. 家長學堂 

1.1 提升孩子語言表達能力 

1.2 培育陽光孩子—建立積極  

樂觀的孩子 

1.3「原來我可以這樣和孩子

玩」工作坊 

1.4 學習動機：決定孩子學習

成敗的關鍵 

1.5 衝突 No More  

1.6「勇對挑戰」親子遊戲日 

 

1.7 協助小六學生升中選校 

 

P.1 家長 

P.1-P.6 家長 

 

P.1-P.6 家長 

及子女 

P.1-P.6 家長 

 

P.1-P.6 家長 

P.1-P.6 家長 

及子女 

P.6 家長 

 

24/11/2018 

15/12/2018 

 

26/01/2019 

 

03/01/2018 

 

25/05/2019 

22/06/2019 

 

09/04/2019 

 

超過80%家長認同培訓能提升他們協助輔導支援子女的能

力。  

 

李作榮主任 

2. 家長組 

2.1 早讀會： 

- 教養子女學理財(4 講) 

 

- 精神健康(4 講) 

 

2.2 家長團契 

 

 

P.1-P.6 家長 

 

P.1-P.6 家長 

 

 

04/10/2018- 

25/10/2018 

21/02/2019- 

14/03/2019 

10/2018- 

6/2019 

 

 

早讀會平均出席率有 30 人，家長團契平均出席率有 20 多人，

從觀察所見，家長十分投入及享受活動，活動能提升家長對

學校的歸屬感。 

 

 

 

李作榮主任 

 

3. 家長個案諮詢及輔導 有需要的家長 全學年 從觀察所見，大部份家長滿意學校所提供的諮詢及輔導服務。 李作榮主任 

4. 家長溝通渠道 

4.1 家長與校長茶聚  

4.2 家長日  

4.3 分級家長會  

4.4 校訊  

4.5 學校網頁  

4.6 家訪  

4.7 陽光電話  

 

P.1-P.6 家長 

 

16/02/2019 

16/02/2019 

12/11/2018-1

6/11/2018 

 

9/2018 

3/2019 

   

透過各個溝通渠道，有效提升家校合作及信任。 

從家長持份者問卷調查中，超過 70%的家長認為與學校溝通

的渠道是足夠的。 

 

李作榮主任 

李月儀主任 

歐陽翠琼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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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對教師的支援 

 

 

 

 

 

 

 

工作計劃 對象 進行日期 進展及成效 負責人 

1. 專業培訓 

1.1 教職員退修營，讓教師透 

   過專題講道及靈修，深化 

   對基督教教育的認知加強 

   團隊間的默契及凝聚團隊 

   的精神，認同教育的核心 

   價值和對教育的使命。 

1.2 新教師啟導計劃：向新入 

   職教師介紹基督教教育的 

   理念。 

1.3 教師團契加入牧關分享， 

   讓同工交流照顧有特殊學 

   習需要學生的心得。 

 

教師 

 

 

 

 

 

 

 

新入職老師 

 

教師 

 

8-2018 

 

 

 

 

 

 

 

9-2018 

 

 

全學年 

 

有 90%教師認同教師退修營及專題分享能深化對基督教教

育的認知。 

 

 

 

 

 

 

從觀察所見，新入職老師參與啟導計劃後，能按基督教教

育的理念教導學生，並投入教學生活。 

 

72%教師表示牧關分享能對教學工作帶來激勵。 

 

吳潔霞助理主任 

 

 

 

 

 

 

 

 

 

 

吳潔霞助理主任 

2. 同儕支援 

2.1 新入職教師啟導計劃 

2.2 級訓輔會議 

 

 

新入職老師 

級訓輔老師

及班主任 

 

全學年 

每學年 3 次 

 

級訓輔老師除了了解各班的情況外，亦與班主任交流及分

享處理學生的心得。91%教師認為透過級訓輔會議、日常

分享及商討，可以協助跟進課室及班風的管理。 

 

葉玉英主任 

3. 營造關愛團隊 

3.1 教師團契及教師祈禱會，促

進教師之間分享見證及互

相禱告守望。 

3.2 同行守望計劃(小天使計劃) 

，對同工給予關心慰問。 

 

教師 

 

全學年 

 

78%教師享受在教師祈禱會與同工一同為學校發展、學生

及家長的福音工作禱告。67%教師喜愛參加教師團契聚會。 

 

吳潔霞助理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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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輔助服務 

工作計劃 對象 進行日期 進展及成效 負責人 

1. 個案輔導 

透過與教師、家長及相關的

專業人員緊密的溝通及協

作，以跨專業跟進個案的模

式，協助學生解決困難及促

進成長。本年度關注的學生

成長困難包括：  

1.1 初小級別：自理能力、專注

力、情緒管理、親子溝通  

1.2 高小級別：社交技巧、情緒 

管理、自尊感 

有成長困難的

學生 

全學年 相關老師表示有成長困難的學生在得到輔導老師、父

母、老師、同學及校外社福機構社工的支援下，大部分

同學的成長困難都有改善。 

李作榮主任 

2. 小組輔導 

按本年度學生的需要，初步

計劃籌辦以下小組項目，並

作持續及適時的修正及增

減。 

2.1 讀寫樂趣多訓練小組 

2.2 社交溝通小組 

2.3 健康關愛大使 

經校內轉介程

序及經初步評

估有需要及適

合參與小組輔

導的學生 

全學年 

 

 

從觀察所見，同學積極投入參與活動。相關老師及家長

表示同學在參與後學習的積極性有所提升，人際關係有

改善。 

李作榮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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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劃 對象 進行日期 進展及成效 負責人 

3. 成長的天空計劃 

3.1  P.4輔助課程 

3.2  P.5強化課程 

3.3  P.6 強化課程 

經「香港學生資料表格

(HKSIF)」識別出有正向

需要，及/或經校內轉介

程序及經初步評估有需

要及適合參與小組輔導

的學生 

11/2018- 

05/2019 

03/2019- 

05/2019 

10/2018- 

12/2018 

小四輔助課程，開設 2 組，共有 33 位學生參加，出席

率 96.4%。從問卷統計中：有 100%的學生認為活動可

幫助他們接受別人意見；有 100%的學生認為活動對他

們控制自己情緒有幫助；有 100% 的學生認為活動能幫

助他們按既定的目標辦事；有 93.3% 的學生認為活動

能幫助提升他們解決問題的能力。 

 

小五強化課程，開設 2 組，共有 24 位學生參加，出席

率 81.5%。從問卷統計中：有 81.3%的學生認為活動可

幫助他們接受別人意見；有 87.5%的學生認為活動對他

們控制自己情緒有幫助；有 87.5% 的學生認為活動能

幫助他們按既定的目標辦事；有 93.8% 的學生認為活

動能幫助提升他們解決問題的能力。 

 

小六強化課程，開設 2 組，共有 23 位學生參加，出席

率 79.5%。從問卷統計中：有 100%的學生認為活動可

幫助他們接受別人意見；有 100%的學生認為活動對他

們控制自己情緒有幫助；有 100% 的學生認為活動能幫

助他們按既定的目標辦事；有 100% 的學生認為活動能

幫助提升他們解決問題的能力。 

 

李作榮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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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密梁省德學校 

「姊妹學校交流報告書」 

(2018/19 學年) 

內地姊妹學校名稱：1. 汕頭私立廣廈學校  

                  2. 南澳縣后宅鎮中心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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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生探訪交流活動： 

「南澳廣廈 文化探究 服務

學習 之旅」 

(21/11/2018-24/11/2018) 

－ 歷史文化探究 

－ 資優課堂培訓學習 

－ 服務學習活動 (教授花

式跳繩) 

－ 體藝文化匯演交流，包

括教導內地學生學習跳

花式跳繩、歌唱表演、

演奏古箏及手鐘。 

－ 三校教師分享體藝課程 

－ 4 位本校學生到內地學

生家中住宿 

 參與學生共 30 人，教師

5 人，隨團教練 1 人 。 

－ 學生能以「用眼看、用口問、

用手摸」多感觀學習方法，

與姊妹學校同學一同探究潮

汕歷史文化，從偉人的經歷

連繫個人的學習，並藉著交

流與反思，強化體驗經歷。 

－ 學生透過參與姊妹學校的語

文、數學及特色課堂 (藝術教

育及傳統文化)，擴闊學習經

驗及視野。 

－ 透過服務學習活動，學生能

建立自信，提升服務別人的

精神，學習欣賞、尊重與共

融。 

－ 促進兩地老師專業交流及分

享。 

－ 培養學生自理、獨立、自主

學習及籌組能力。 

－ 從研習冊的記錄： 

 100%學生認真完成專題內

容，為自己訂定學習目標（包

括服務學習層面）、評估達標

情況，並從所見所聞中反思，

記下深刻的體會和改善建議。 

－ 觀察及口頭訪問： 

 學生能主動與內地同學交

流，一同探究潮汕歷史文化，

透過實地考察，豐富學習經

歷。 

 學生體驗內地課堂時表現專

注及投入。 

 學生在體藝服務學習中表現

有自信，展現服務精神。 

 100%學生表示在內地同學家

住宿的經驗，讓他們更能體會

兩地文化的分別。 

 學生紀律及個人自理表現滿

意。 

－ 以服務學習為主導的交

流經驗難得，如時間、

人力及資源上許可，讓

每位六年級同學參與。 

－ 配合學科發展，設計不

同內容的服務學習項

目。 

－ 增加本校學生到內地學

生家中住宿的人數，讓

更多同學有機會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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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內地老師到訪交流活動 

(a) 「讓自主啟航」教學交流活動 

(19-20/12/2018) 

－ 於本校舉行教學交流會，分別

由本校鄧智超老師分享「愛孩

子、愛文學、愛閱讀：自主、

自由、自在」、廣厦學校林清老

師主持「公開課：妙教除數」

及由寜波公學黃美珠副校長主

講 Practical Tips for Effective 

English Teaching 

 合共約 170 位老師參與（包括

12 名姊妹學校老師、56 名本校

老師和約 100 名本地中小學老

師） 

－ 到訪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交

流資訊科技教育發展 

－ 到訪香港科技大學，與本校辦

學團體主席關繼祖博士交流 

 兩地老師合共約 30 人次參與 

－ 老師觀摩不同的教學策略，以

反思及檢視既有的教學文化。 

－ 100%收回的回應便條表

示正面與讚賞。 

－ 從訪談中，本校及其他參

與的學校同工均表示對示

範課印象深刻，讚賞國內

老師對學科知識充足，表

現專業，運用教學策略的

投巧熟練。 

－ 老師認為教學交流能促進

兩地的教學專業。 

－ 除了在內地舉行教學

薈萃（去年活動）和在

本地舉辦教學交流會

（本年活動）外，可考

慮進行一課兩教，以不

同形式持續分享教學

經驗，提升教學質素。 

2. (b) 四十周年校慶感恩崇拜暨嘉年

華會(21/12/2018) 

－ 內地老師觀摩本校籌組周年慶

典的模式、安排及運作。 

－ 兩地數學科老師交流會議 

 兩地老師交流約 70 人次。 

－ 與內地同工分享本校籌組周年

慶典的模式、安排及運作，互

相交流 

 

－ 內地校長及老師對周年慶

典能舉辦多元化的活動印

象深刻及，表示欣賞。 

－ 計劃 2019 年 10 月我校

派代表觀摩內地學校籌

組典禮的安排，並進行

小領袖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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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內地師生到訪交流活動 

(a) 接待國內學生在家住宿計劃
(26/1/2019-28/1/2019) 

－ 26/1 對子互相認識。 

－ 28/1 接待國內同學在本校參與

課堂學習及視藝活動。 

 18 位同學，16 個家庭，接

待 24 位內地同學。提供 3

日 2 夜的住宿活動，讓內

地同學體驗香港生活。 

 內地同學進入不同教室進

行課堂學習期間，與班內

同學交流和分享，估計交

流人次約佔全校人數三分

之一。 

－ 透過接待國內兒童，培養學生

尊重、共融、願意服務他人的

精神。 

－ 老師觀摩不同的教學策略，反

思及檢視既有的教學文化。 

 

－ 從學生個人反思記錄及觀

察： 

 活動能提升學生的自

主能力，為客人安排一

整天的活動，亦有助同

學學習以愛待人。 

 有效促進兩地學生彼

此認識，建立情誼，互

相欣賞與學習。 

－ 內地對本校 Space Town英

語課程感興趣，亦深表欣

賞。 

 

－ 加強宣傳及鼓勵同學家

長參與。 

－ 配合學校服務學習的發

展，持續接待活動，培

養學生「善於以愛待

人、勇於面對挑戰、敢

於經歷困難」的「迦密

人」特質。 

3 (b) 1 月 28 日教師交流 

－ 姊妹學校副校長、老師到訪本

校，進行一年級新推行的Space 

Town 英語課程及三年級中文

科校本支援課程的觀課及評課

交流。 

 兩地教師交流約 20 人次 

－ 能與內地同工分享本校籌組典

禮的模式、安排及運作，互相

交流 

－ 內地校長對典禮的程序、多

元化鼓勵畢業生的環節及

典禮後表演節目的安排特

別深刻及欣賞。 

－ 計劃 2019 年 10 月我校

派代表觀摩內地學校籌

組典禮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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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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澳廣廈 文化探究 服務學習 之旅 

(21-11-2018 至 24-11-2018) 

36 人四天團費 

服務學習活動物資費用 (拍子繩) 

其他交流物資費用 

$ 52,848.00 

$ 4,320.00 

$ 928.00 

 

2. 

「讓自主啟航」教學交流活動 及 

四十周年校慶感恩崇拜暨嘉年華會
(19-21/12/2018) 

活動費用 (宣傳海報及物資) 

交通費用 

$ 964.20 

$ 3,600.00 

 

3.  
接待國內學生在家住宿計劃 

(26/1/2019-28/1/2019) 

第三交流活動物資費用 $ 925.70 
 

4. 聘請活動輔助人員 薪津 $27,405 
 

  總計  $  9 0 , 99 0 . 90   

  津貼年度結餘         $  5 9 , 00 9 . 1 0   

  承上年度結餘      $  1 2 , 48 8 . 50   

  總累積結餘         $  7 1 , 49 7 . 6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