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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們的學校 
 
本校隸屬之辦學團體為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委員會有限公司。創校於一九八九

年九月，由陳莫榮真女士贊助開辦經費，故命名為聖公會榮真小學。本校於二

零零零年九月轉為全日制小學。 
 

1.  辦學宗旨 
本校乃秉承耶穌基督的訓諭，肩負「非以役人、乃役於人」使命，興辦教育。

培育同學養成基督化人格，認識基督教信仰，並使他們在靈、德、智、體、

群、美六育均有平衡發展，以達成全人教育之理想。讓每個同學都有全面而

具個性的發展，使其一生能不斷自學、思考、探索、創新和應變，有充份的

自信，合群的精神，願意為社會，為國家，為世界作出貢獻。 
 

2.  校訓 
 非以役人 乃役於人 

 

3.  教育目標 
 a.  培養學生在靈性方面的成長，讓學生認識上帝，效法基督。 
 b.  培養學生良好的品德，幫助學生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c.  誘發學生的求知慾，從而培養其主動學習、勇於探索及好學不倦的精神。 
 d.  幫助學生認識資訊世界及掌握應用資訊科技的技巧和能力。 
 e.  發展學生的體藝潛能，培養學生的藝術情操。 
 f.  幫助學生認識個人於社會的權責與義務，學習群體生活技巧，懂得關注 
  社會，貢獻社群。 
 g. 教導學生認識國家、關心世界。 
  

4.  靈育發展 
 配合本校辦學宗旨，我們以「培育同學養成基督化人格，認識基督教信仰」

為重大使命。我們在多元活動課中舉辦學生團契及基督少年軍，讓學生從小

就認識主耶穌；在早會集隊前設靈修時段，帶領學生專一敬拜神；在宗教早

會進行代禱訓練，讓學生經歷天父的信實，並於每天早會加強同學背誦主禱

文及日常禱文的習慣，鼓勵他們將代禱變成習慣，讓同學在身、心、靈得健

康，達致身體強健和靈命提升的效果。我們又開放祈禱室，鼓勵老師組織祈

禱活動，同時會邀請同學和家長在有需要時參與祈禱。我們又在宗教科及靈

修時段中設代禱時間，提醒學生在私禱中彼此顧念。另外，安排教師團契，

凝聚基督徒老師，以建立互相關顧、彼此支持的教師團隊，塑造有愛心的校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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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校園環境及設施 

本校校園寬敞，四周遍植花木，更有魚池、花圃及栽種四時蔬果和花卉的薈

萃園，環境綠化、清幽恬靜。廣大的籃球場讓學生有更多的活動空間，露天

操場更設有徑賽跑道供學生進行練習。本校有課室 24 個、禮堂 1 個、操場

2 個、圖書館 1 個、多個特別室，包括有英語閱讀室、電腦室、音樂室 2 個、

陶藝室、校園電視台、童聲廣播站、遊戲室、小組學習室、祈禱室、活動室

及 STEAM ROOM；而悅讀花園和彩虹閱讀廊為學生提供了一個輕鬆閱讀的

好地方。另外，環保藝術廊更為環境教育開拓新境界。全校均裝置空調、

WIFI，課室亦添置資訊科技器材輔助教學，為學生提供更充裕、更舒適、更

理想的學習環境。 
  

6.  校董會組合 
 

   成員 
 

年度 
辦學團體成員 校長 家長 教師 校友 獨立人士 

19-20 8 1 2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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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行政架構 
 
 
 
 
 
 
 
 
 
 
 
 
 
 
 
 
 
 
 
 
 
 
 
 
 
 
 
 
 
 
 
 
 
 
 



5 
 

二. 我們的學生 
 
班級組織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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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4 4 4 4 1 25 

 
b. 學生人數 

級別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總數 
男生人數 46 62 58 78 52 57 353 
女生人數 74 60 75 54 65 68 396 
學生總數 120 122 133 132 117 125 749 

 
 
三. 我們的教師 
 
 我們的教師隊伍共有 51 人。 
 
1. 教師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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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學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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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管理與組織 
 

教師專業發展 

a. 鼓勵教師專業發展及進修 

教師個人除按專科專教之科目加以進修外，本年度學校鼓勵同工多參與 

自主學習、科本學與教、電子學習及學生生命培育之工作坊，由於全體

教師師已完成教育局資優網上基礎培訓課程，所以鼓勵新教師報讀此資

優網上基礎培訓課程。學校亦安排教師參與教育局安排之「照顧有特殊

教育需要學生的教師專業發展」課程及不同學習圈，並將得著回校與教

師分享。由去年度起，同儕共同備課時段亦計算入教師專業發展及進修

時數。 

 

b. 週二教師共同備課時段及週四教師專業交流時段 

為促進教師的交流與分享，共同就學生的表現和發展需要而持續優化課 

程，因此學校特設星期二之課後共同備課時段(4:00-5:30)，讓中、英、

數、常四主科科任教師能有恆常的教學檢討與設計的機會，提升學與教

的效能。至於有個別級別科目(P.5常識科)參加由教育局安排，香港大學

教育應用資訊科技發展中心(CITE)負責主領之「香港大學校本支援計

劃：賽馬會STEM自主學習計劃」，以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態度和技能，

故將部分備課會議改於其他時間(星期三或星期六)進行。此外，學校維

持在星期四之專業交流時段舉行專題式交流及科本特定議題探討會議，

俾讓同工在科主任或校外講員之分享下，能恆常聚焦地研討教學策略，

體現學習型組織之精神。 

 

c. 教師間之教學觀摩 

為提升教師之個人素質以及教學效能，學校除實施考績性觀課外，更有

同儕觀課及教學觀摩日之設立。各科級任選取一教學單元共同備課及擬

訂教案後，輪流互相觀課，以達彼此共同建立學與教發展及回饋之效，

本年度因社會事件及疫情而停課，故只共舉行兩次教學觀摩日：11月4日

(數學科)、1月8日(英文科)。由本科科任老師任教一班學生，於課後再

由同工交流回饋。由於電子教學在本校漸趨成熟，各科老師亦應用電子

平台及教育軟件(Apps)，於同儕觀課及教學觀摩日中，作教及學以互相

觀摩學習。 

 

d. 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為讓教師反思及檢視教師對學生成長之瞭解，本校於8月23日舉行「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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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與回饋」教師工作坊，邀請聖雅各福群會主講，各同工獲益良多。

本年度，因著社會事件及疫情而停課，多項原定舉行之教師專業發展活

動，均多次延期及甚至取消。 

因著疫情停課，本校於2月至6月期間進行實時網課教學及舉行多場直播

週會，為此本校課程統籌主任、資訉科技主任及電腦科主任主領多場工

作坊，讓各同工認識及熟悉運用不同實時教學通訊軟體、短片錄製軟體、

功課交收及批改平台軟體及多功能文字圖像處理軟體等。同工在電子學

與教上，均進步很多。 

 

19-20年度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五.學與教 

 

學校踏入三年週期的第二年，按上一週期的檢討結果而持續發展學校，

優化及落實相關課程的發展和路向，訂立的關注事項：「提升學習興趣及效

能」及「強化正向生命教育」，希望以此建立學生之正向生命價值觀，從而

提升學生之學習成效。 

 

1. 校本課程 

a.校本課程發展重點 

 發展小五常識科校本自主及電子學習課程，優化各科分層課業內容  

學校本年度繼續參加由香港大學教育應用資訊科技發展中心(CITE)

    負責主領之「香港大學校本支援計劃：賽馬會STEM自主學習計劃」。   

讓常識科同工以電子學習作切入點，發展及建構學生之自主學習 

項目 日期 內容 

一 23-8-2019 正向溝通與回饋 

二 4-11-2019 
教學觀摩日 

主題：數學課堂教學觀摩 

三 28-11-2019 特別學習需要學童課室管理策略工作坊 

四 8-1-2020 
教學觀摩日 

主題：英文課堂教學觀摩 

五 
2-2020 至 

8-2020 
多次不同之電子通訊及教學軟體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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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特別在自我修訂及自我檢視，學生表現進步。 

 按學生之不同能力發展需要而設計校本分層課業，中、英、數三科均

就學生之學習表現而加以設計不同形式分層課業以支援學生學習。而 

在課業設計上，中、英、數及常識科都能按課業之特點而設計不同層 

次之練習或工作紙，一般計有數種不同深淺程度之練習；至於英文能 

力顯著較差的同學，教師更會就某些課業細分程度，使每個學生都能 

得到適當的培育。 

 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和態度  

學校鼓勵四至六年級學生，在四個主科撰寫有個人風格之筆記，將學

習所得紀錄下來。同時在每完成一學習單元後，撰寫反思及改善之

處。在上及下學期末，由科任老師選取一本佳作，掃瞄記錄，以讓來

年度同學，有所參考及學習。此外，學校更向同學加強推廣網上資源

的應用，使學生課餘能善用各學科提供之網上平台進行學習，提升他

們的學習效能。 

 進一步發展拔尖保底課程 

為照顧不同學習能力學生的發展，學校除引入不同的校外協作計劃以

提升學生的學習素質外，更會為表現較優或表現稍遜的同學，增設不

同的組別以作支援。學校又根據「中文初小分層支援計劃」分析所得，

按小二、小三學生學習需要而開設輔導和支援小組，融合喜悅寫意課

程進行教學，為同學打好基礎，為學生提供最適切的幫助。另外，今

年度安排小四及小五英文教學小組、小四及小六數學教學小組和三個

小五中文教學小組，於常規課堂時間實行小組分班教學，效果良好。 

為培育表現較優的學生，學校本年在各科級，以抽離式在早上及課

後，安排拔尖課程，務求讓有能力的學生能及早予以栽培，使他們能

發揮潛能，表現更進一步。 

 發展校本資優教育 

製定校本資優教育政策及建立校本資優人才庫，善用及整合現有資源  

發展課外抽離式資優課程，如：與中學合辦英語伴讀活動及科探活

動、於多元活動課舉辦創意思維解難課程及領袖訓練課程等。另外，

學校以在主科之中央課程以外，加入一般增潤或專門課程(資優架構 

1A及1B)，課程內容及施教時間(例如利用試後期間)由各科決定。 

 電子閱讀 

因著疫情停課，本校於2月至6月期間大力推動學生於校本電子閱讀平

台及香港教育城之電子閱讀平台，大量借閱電子書及電子雜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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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校本課程發展 

 中國語文科 

在寫作方面加入高階思維十三招，讓同學的分析及創造能力得以進一 

步發展。鼓勵同學日常摘錄佳詞佳句以豐富個人的詞彙，並藉以提升 

寫作的果效。初小設有搜集「字詞存摺」不同主題的詞彙，希望延伸 

及鞏固同學日常所學。 

 英文科  

學校在本年度續聘多一位外籍英語老師，在課後開辦多班說話口語訓

練班，讓同學多說英語；亦與老師協作訓練學生參與校外比賽。設立

校本課程教授拼音、代詞參考及推理技巧，藉此提升學生英語閱讀能

力。另外，投入資源購買英文電子閱讀平台，定時安排各班學生閱讀。 

 數學科 

就教學難點而設計了一些「說數—數學口訣」，方便同學能有條不紊， 

按部就班把數學概念或運算步驟掌握下來。 

 常識科 

常識科就「高階思維十三招」之應用作進一步推廣，期望同學能有效 

地應用該些思維策略，促進他們的創意思考，分析和解難能力。另外 

同學在報章評論後，引入同學回饋表，以達互評之效。常識科亦着重 

推行國民教育及認識基本法上。  

 體育科 

在小三推行游泳課及在小四推行高爾夫球課程。 

 成長課 

在高年級課程內加入不同主題自理課，讓學生有更佳之自理能夠。 

 

2. 生命教育 

 本校重視學生的靈性成長、品德培育。透過基督教教育及全人發展課程，讓

學生能認識上帝，學習聖經上的真理及生命成長的要素，建立積極及正確的

人生觀和價值觀。本學年在生命教育方面進行了下列各項的活動： 

 

a.聖誕節崇拜 

於去年 12 月 19 日聖誕節崇拜中，透過黃麗霞牧師的信息分享及師生共同

燃點「將臨期」盼望、喜樂、平安及基督之光四枝燭光，讓同學明白耶穌

降生的意義及學習主動關心身邊的人，一同分享主的大愛。 
 

b.福音週 

  於去年 12 月 16 日至 20 日舉行了主題為「以馬內利-神與我們同在」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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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包括天使 Sing Sing Sing 點播、福音魔術及愛心小手工活動等，引導同

學明白主耶穌為天父所賜給我們愛的禮物，祂在十字架上所作愛的犧牲，

成為我們在愛內成長的榜樣，鼓勵我們學習彼此相愛及向他人傳遞福音的

信息。 
 

   c. 參觀聖馬利亞堂 
    於去年 12 月 4 日帶領基督少年軍參觀聖馬利亞堂，透過參觀充滿宗教氣質

的座堂，讓學生對教會的歷史、文化特色及崇拜禮儀有更深入的了解，從

而推動他們在信仰上熱心地追求及學習投入於教會崇拜之中。 
 
   d.教師團契 

     於去年 8 月 20 日及本年 1 月 6 日舉行了教師團契，凝聚基督徒老師， 
老師一同透過祈禱及分享，藉此彼此分擔、支持及鼓勵，以建立互相關顧

及支持的教師團隊，塑造有愛心的校園。 
 

    e.堂校聯繫 

      學校一向重視堂校的聯繫，鼓勵同學積極參與聖智堂的活動。本年度曾 

  參加的聚會有下列各項： 
2019 年 9 月 15 日 聖智堂教育主日 

2019 年 12 月 25 日 聖智堂聖誕崇拜 

2020 年 1 月 19 日 聖智堂堂慶崇拜 

 

此外，在早會集隊前設靈修時段，帶領學生專心敬拜神，在每天開始學

習生活之先仰望神，以天父的事為念；並於每天早會加強同學背誦主禱

文及日常禱文的習慣。 

 

3.  環境教育 

本校於 18/19學年參與了由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主辦的「綠優校園認證計

劃」，除成功獲得中電「綠優校園認證」外，該計劃督導委員會成員均認為

本校整體環保教育出眾，故本校亦同時榮獲「最優秀表現獎」金獎。頒獎禮

已於 2020年 7月 9日舉行，獲獎報道刊於中電超人中中臉書及親子王周刊

第 503期（2020年 1月 2日出版）。早前亦有星島日報記者到校採訪，與校

長、老師及同學座談，以了解本校環境教育推行的情況，報道刊於星島日報

(2019年 11月 29日)。 

綠化校園大使在回校上課的日子裏，積極進行水耕及有機耕種，獲得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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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為難得。 

我們更新了部分洗手間裏的節水龍頭，又參加了水務署的節水計劃，正安排

為全校水龍頭加裝節流閥。 

 

4.  圖書閱讀 
a. 19-20年度書叢悅閱俱樂部閱讀獎勵計劃全年獲獎情況如下: 

獎項 一至三年級 四至六年級 全校 

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全年 

小書叢獎 45 15 / 3 63 

書叢精靈獎 14 34 9 14 71 

書叢博士獎 6 21 5 18 50 

高小書叢獎 3 3 13 17 36 

高書叢精靈獎 / 2 9 21 32 

高書叢博士獎 / / 6 8 14 

上/下學期總數 68 75 42 81 266 

全年總數 143 123 266 
 
b. 全年舉辦了一場親子閱讀講座，講座情況如下： 

 

c. 圖書爸媽 

 2/10 邀請圖書爸媽於多元活動課進行一年級故事劇場，宣傳圖書爸媽活

動，學生反應非常熱烈。 

 逢星期五午膳小息舉行圖書爸媽講故事，以生命教育圖書為主要讀物，

深受一、二年級學生歡迎，平均每次有 90人參加。 

 於專題研習周，誠邀圖書爸媽演環保劇，讓一年級學習保育知識，演出

非常成功，學生反應非常熱烈。 

 邀請圖書爸媽與其子女於暫課期間推出的「榮真閱讀情報站」作故事分

享，帶給學生不少閱讀樂趣。 

日期 講者 主題 
對象 / 

出席人數 
反應 

2019 年 

11 月 26 日 

(星期二) 

2:15-3:30  

燕男 如何誘導孩子

經由閱讀建立

正向的價值觀 

全校家長/ 

75人 

家長很投入，問答時段家長踴躍

發問，燕男回答得宜，令家長獲

益良多，家長更樂於留書展購買

燕男小說給孩子，閱讀氣氛濃

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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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榮真閱讀情報站 

於停課期間，為鼓勵學生繼續在家多閱讀、多分享，特意製作短片「榮真

閱讀情報站」，內容主要推介本校電子書，讓學生於疫情下也有充足的圖書

閱讀；學校又鼓勵學生多分享閱讀經驗，學生都樂於提交閱讀分享錄音或

短片，有 72人次參加分享，反應不俗，更誠邀圖書爸媽講故事，把閱讀樂

趣分享給家中的同學們。 

e.其他圖書活動 

月份 活動 內容 參加人數/人次 

9-10月 英倫及歐洲探索 主題圖書推介 / 

10月-6月 夢想閱讀計劃 閱讀計劃 84人 

11月-6月 東亞銀行親子閱讀證書獎勵計劃 閱讀計劃 30人 

12-1月 書叢榜圖書推介及借閱 主題圖書推介 222人次 

1-5月 書叢榜比賽 閱讀分享 

 202人次 
 68份被選出

參加校外賽 
 1份獲校外獎 

2-5月 
書叢閱讀計劃 及 

書叢榜十本好書網上投票 
好書推介 205人 

2-5月 停課期間網上閱讀及學習資源 資源推介 / 

f.暑期閱讀約章 

 本年度暑期閱讀約章採用教育城閱讀約章電子版，學生最少要完成 10本

或以上圖書(包括中、英文圖書)，並完成閱讀紀錄及書評(讀後感)。 

 本年度暑期閱讀約章獎項如下： 
個人獎項 資格／名額 獎品 統計 

參與學生獎  遞交最少 10 本圖書閱讀

紀錄可獲銀章  

 遞交最少 15 本圖書閱讀

紀錄可獲金章 

 獲由教育城頒

發閱讀電子獎

章及電子證書。 

 參與人數 243人 

 銅章 38人 

 銀章 71人 

 金章 81人 
 

g.全學年購入館藏 

 圖書館已添購的新書數量有中文書 291項，英文 170項，多媒體 24項，

雜誌 58項，合共 543本。。 

 新書主題包括：繪本、正向價值及品德教育類、宗教、英文史地類、社

會科學類、語文類、STEM、視藝、聖經故事光碟、AR 圖書及第十七屆書

叢榜圖書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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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增加館藏，圖書科繼續使用公共圖書館「館際互借」服務：直至二

月，圖書館於本年度曾向公共圖書館借入約 90多本圖書，專題研習之用。 

 圖書館已添購的 Hyread電子書合共 706本，電子雜誌有 484本； 

 其中中文書有 406 本，屬為永久館藏，包括文學小說、繪本故事、史

地傳記、科學科普及親子教育等，其中有聲書佔 214本； 

 其中英文書有 300本，為期一年，有聲書佔 299本； 

 另外贈送 6本電子雜誌，包括 ABC互動英語、Joy to the World佳音

英語世界 、幼獅少年、E Kids STEM、親子天下及全球中央，合共 400

多本以上，並會每月發放最新刊期，為期一年。 

 圖書館也添購的 Eread電子書合共 375本； 

 其中中文書中華里系列有 38本，可永久借閱，每本電子書內容也有有

聲部分； 

 其中英文有聲書有 237本，可永久借閱； 

 另外參加了教育局暑期閱讀計劃，免費使用「e 悅讀學校計劃」100 本，

為期半年。 

   

 h.同學參與有關閱讀之活動比賽得獎情況如下： 

 1D姚樂心榮獲第 17屆書叢榜致故事人物的「情」詩比賽(親子組)冠軍。 

 3A吳煒潼獲由 HYREAD舉辦「2019年港澳閱讀大激賞活動」閱讀指定書

量得 200元書券。 

 

i.圖書館借閱情況 :  

 實體書全學年共借出 6353 項，而電子書全學年共借出 11249 項。 

  2019-2020年度小一至小六學生於學校圖書館借閱次數統計（實體書） 

每週一次 0% 

每兩週一次 4% 

每月一次 32% 

少於每月一次 63% 

從沒借閱 0% 
 

 

 

https://skhwchk.ebook.hyread.com.tw/Template/RWD3.0/magazine_more.jsp?jid=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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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八個學習領域課時 
 
 
 
 
 
 
 
 
 
 
 
 
 
 
 
*成長課、圖書課、多元活動課、宗教課、週會之課時計算在「可供學校彈性處理之時間」內。 

 

六. 校風及學生支援 
 
1. 德育及公民教育校本訓輔活動 

a.  回應本年度關注事項【強化正向生命教育】，透過【榮真智叻星】計劃，培

養學生勤奮好學，自理、自律的良好品德，並透過早會、週會、成長課等，

並建立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及積極的態度，面對逆境，讓其懂得愛己、愛人，

營造校園關愛氣氛和環境，促進學生身心靈健壯。 
 
b. 結合不同的組別──課程核心小組、福音事工小組、活動組、環保組、學

生支援小組、資訊科技組等，配合不同的環境設置及活動，相互緊密合作，

在學校不同的層面建立正面價值觀。已進行的活動及計劃︰ 
 【榮真智叻星】計劃 
 【成長的天空】計劃 
 【童心童真】計劃  
 【不一樣生命】計劃 
 【童途有你】計劃 
 【正向校園文化】週會 
 【敬師週】 

六個主要學習領域課時(小一至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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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一花】 
 【生日之星】 
 【優秀風紀選舉】 
 【升旗活動】 
 【天使 SING SING SING】 
 【畢業生重聚日】 
 【關愛大使】 
 【書包必瘦站】 
 【水耕種植】、【綠化校園大使】(環保組) 
 【校園欺凌】講座 
 【插班生聚會】 
 【大手牽小手】計劃 
 【個別班課】 
 【我班有我門班呼】比賽 
 【正向電台】 
 【啟蒙禮】 
 【成長禮】 
 【童來打氣一分鐘】 
 【造就好習慣獎勵】 

 
 c. 透過不同的講座及工作坊教育同學，讓同學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培養良好

的品格，已進行的活動︰ 
 【關愛校園】講座 
 【升中適應】講座 
 【成長的天空計劃】 
 【童創未來獎學金計劃】 
 【畢業生重聚日】 
 【插班生聚會】 
 【榮真智叻星計劃】 
 

d. 透過不同的講座及工作坊教育家長，孕育家庭關愛和責任，已進行的活動︰ 
 
 【家點愛】家長通訊 
 【生命、心靈及價值教育計劃(19-20)】 
 【快快樂樂上學去】小一家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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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向管教-與孩子並肩同行】 
 【新一代健康成長家長錦囊】 
 【JOY 滿愛】家長小組 
   【同心同行】家長學堂 

 
e. 透過講座提升老師班級經營的技巧，加強老師對學生的支援及促進師生關

係： 
 【正向教育之品格強項教學應用】教師講座 

   
2.  情意發展 

a. 透過「成長的天空」計劃，加強較大成長需要學生之歸屬感、 
效能感及樂觀感，提昇抗逆能力，並學習與人合作的精神。 

 本年度的四、五及六年級的服務學習分別安排學生探訪智障人 
士中心及在校慶嘉年華推廣健康情緒訊息，過程中服務對象及 
參加的學生均表現投入積極，盡顯服務的精神。 

b. 透過校本「不一樣生命」計劃，提升五年級有行為偏差同學與 
人溝通的 能力和自信心。 

   c. 校本「童途有你」計劃，讓老師可成為學生的生命導師，透過 
「師傅」的「身教」及「言教」，以及「同行者」角色，塑造 
「徒弟」的生命成長，以致他們在人生重要關頭得著啟發或引 
導。 

     
3.  校園生活適應 

a. 舉辦「畢業生重聚日」，讓畢業生重聚及分享中學生活，一方面 
能支援同學適應中學生活，另一方面又能維繫畢業生與母校及 
教師的情誼，問卷檢討顯示超過 90%學生認為活動能讓他們分 
享升中的生活感受及維繫母校情誼，成效理想。 

b. 為小一及小六學生分別提供「啟蒙禮」及「成長禮」，協助學生以積極正 
面的態度面對成長不同階段的轉變，由於疫情緣故，成長禮改成網上進 

行，並由訓輔組分班進行升中適應講座。 

 

4.  學生學習支援 
政策 
本校致力營造關愛共融的校園文化，推動全體教職員認識「全校參與」 
模式，支援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 
為有學習困難的學生提供更有效的學習支援，並針對學生的學習特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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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點進行輔導。 
推行不同的支援計劃，照顧有特別學習需要的學生。 
幫助學生克服學習心理障礙，發揮他們的潛能和提升學習動機。 
提升學生的成就感，讓他們重拾學習的信心和興趣。 
協助家長處理學生的學習事宜。 
 

a. 組織 
學生支援小組由 2003 年度成立，至今已有17年。這些年來小組力 
求在小組架構及支援學生工作上有所改善及進步。小組以校長為顧問，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為統籌主任，成員包括副校長、訓育主任、課程

發展主任、社工及助理小學學位教師共 13人，落實釐定及推行各種支援

有不同學習需要學生的措施和安排。小組於本年度共舉行了三次統籌會

議、跟進學生的進度與所提供支援的效用及商議支援模式的成效。 

 

b. 資源運用 

本年度學校以「學習支援津貼」支援校內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本年度

學校利用津貼獲得一名特殊教育需要支援老師。另外，學校運用這筆款

項，聘請了三名教學助理，合力推行「全校參與模式」的校本支援服務。 

 
c. 支援課 

   中文科：以七名中文科老師照顧同級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同學；以課前

或課後時間進行輔導（星期四放學後劃作學習支援時段）；二年級及

三年級以小組形式在課堂時間及課後時間進行支援。 
   英文科：以七名英文科任照顧同級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同學；以課前輔

導形式進行。 
 

d. 外購服務支援 
       利用撥款購買服務，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同學，課程如下: 
      「悅讀悅寫意」小組（二年級） 
    67%同學認為課程能加強他們的組織和閱讀理解能力。 
   「悅讀悅寫意」小組（三年級） 
    100%同學認為課程能加強他們的組織和閱讀理解能力。 
   「悅讀悅寫意」小組（四年級） 
    75%同學認為課程能加強他們的組織和閱讀理解能力。 
      執行技巧訓練小組（二、三年級） 
        100%同學學會了等候、聽從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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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同學學會了專心一意的完成每項活動。 
  執行技巧訓練小組（四年級） 
        100%同學學會了等候、聽從指令 
   100%同學學會了專心一意的完成每項活動。 
  執行技巧訓練小組（五、六年級） 
        100%同學學會了等候、聽從指令 
   100%同學學會了專心一意的完成每項活動。 
      「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二、三年級） 
        83%同學學會了認識自己的情緒。 
   83%同學學會了理解別人的表情和動作所傳遞的訊息。 
     「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四、五年級） 
        80%同學學會了認識自己的情緒。 
   80%同學學會了理解別人的表情和動作所傳遞的訊息。  
  「打開心窗」遊戲治療課程 (一名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 
   同學認為課程能幫助他認識自己的情緒、提升自信心、消減在校內的

社交焦慮，慢慢溶入學習群體。 
 為一名第三層支援的六年級同學進行「個別學習計劃」。 

 
e. 輔導課 

  二至六年級共開設十一個輔導課（中、英、數），在早上及課後進行輔導。 
 

f. 抽離式小組教學 

  根據學生能力上的差異在二至六年級進行抽離式小組教學(共 12組)，讓 

      同學得到更適切的照顧，從而提升學習的成效。 

 
g. 朋輩輔導/家長義工 

      「校本小老師」活動安排中、高年級同學幫助低年級同學讀默寫中、英

文字詞，受助同學在默書中有進步。本年度共有 6 位家長參與「午間識

字」學生支援計劃，由家長義工的觀察可見，大部份學生的中文認讀能

力均有進步。 
 

h. 跨境學童支援 
      在多元活動課時提供學習支援，改善跨境學童的英語發音及提升英文能

力。 
 

i. 功課/評估調適 
  功課（減少抄寫量、減少作文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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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書（填充模式、縮減範圍、採用給分制） 
 考試（抽離課室、放大試卷、加時、部份科目讀卷） 

 
j.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服務 

     支援有經濟困難的同學建立自信心及改善學習。特別開設下列課程： 
      學習技巧訓練班(二、三年級)（學習技巧訓練） 
      93%同學認為課程內容能提供方法幫助他們學習。 

   學習技巧訓練班(四至六年級)（學習技巧訓練） 
      100%同學認為課程內容能提供方法幫助他們學習。 

      學習記憶法班(一至三年級)（學習技巧訓練） 
        83%同學認為課程內容能幫助他們提升記憶力。 

      自信心提升訓練班(一至三年級)（自信心訓練） 
   100%同學認為自己的自信心有所增加。 
   升中面試技巧工作坊、魔術班（自信心訓練） 
        因停課關係，未能完成問卷調查。 
  中國舞班（文化藝術） 
   100%參與同學認為課程能讓他們認識中國舞的技巧，並滿意這個課程。 
  乒乓球班(體育活動) 

   100%認為課程讓他們學習到打乒乓球的技巧，並滿意這個課程。 
古箏班（文化藝術） 

   83.3%參與同學認為課程能讓他們學習到彈奏古箏的基本技巧，並滿意

這個課程。 
  二胡班（文化藝術） 

 100%參與同學認為課程能讓他們學習到拉奏二胡的基本技巧，並滿意 

 這個課程。 

游泳班、籃球班、高爾夫球班 (體育活動) 

    因停課關係，未能完成問卷調查。 
 

上述課程，全校同學均可報名參加，其中有 135 名參與人次合資格豁免費用。 
 
以學習為主的課程較受同學及家長歡迎，本年度低年級同學和高年級同學

參與率相約。大部份同學出席率高，享受課程。 
 

k. 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服務 
      由聖公宗中小學委員會提供教育心理學家，為有需要的同學作評估，面

見家長、老師，商討支援學生的方法，為有需要的同學建議評估調適的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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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言語治療 
      言語治療師為有語障的學生進行個別或小組訓練。 
      透過朋輩活動「說話天使計劃」，訓練高年級同學(「故事小天使」及「發

音小天使」)來幫助語障學生練習鈙述故事和發音。「說話天使計劃」不

但能培養同學幫助他人的情操，更使學生學習到如何提昇自己語言能

力。 
   進行「桌上遊戲智多 fun」社交小組，透過教導學生與其他同學進行桌

上遊戲，提升他們的語言表達能力及社交溝通技巧。 

  舉行「提升自閉症學生社交溝通技巧」家長工作坊，介紹自閉症學生在

社交溝通上的困難、提升學生理解及表達情緒的方法、心智解讀、編

寫及運用社交故事的技巧。 
 

m. 職業治療 

   本校購買職業治療服務，為有需要的同學作評估及訓練，以個別及小組 
   形式進行，內容包括：小手肌和書寫能力提升、專注力提升、感覺統合 
   訓練等。 
 

n. 小一及早識別及輔導 
     「小一及早識別」計劃，經電腦分析及學生支援小組討論後，8 名同學被

評為「顯著學習困難」，11 名同學被評為「輕微學習困難」，他們均有接

受英文或中文小組訓練。 
 

o. 升中輔導服務 
       參觀中學、安排升中輔導講座及為每一名六年級學生預備獎項証明信。 
       為提昇同學中學面試時的信心，六年級中、英、普老師為同學進行面

試大課及小組訓練。 
 

p. 學生及家長講座 
 「提升自閉症學生社交溝通技巧」家長工作坊 
 「如何幫助初小的子女學習中文」家長講座 
 木偶劇場:「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及特殊學習困難」(二年級同學) 

q. 安排預防性及發展性活動 
  於學期初，教師透過「一頁檔案」了解學生的需要。 
       安排畢業生重聚日。 
       參與成長的天空計劃（四至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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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家校合作 

2019/2020年度學校及家長教師會舉辦的各項活動： 

2019 年 11 月 8 日 
會員大會暨第十屆執行委員選舉 

法團校董會家長代表選舉 
 

*因應 2019冠狀病毒病，只能進行上述活動 

 

七. 學生表現 

1. 全校性活動 
 a.  P.1-3 旅行—烏溪沙青年新村 

         P.4-6 旅行—保良局賽馬會北潭涌度假營 
 b. 香港校際朗誦節 

（3 冠、6 亞、7 季、57 項優良獎狀、8 項良好獎狀） 
 c.  北區青年協會、北區中學校長會、北區小學校長會聯合主辦

《2019-2020年度北區優秀學生選舉》︰ 

    6A 陳蒨翹同學奪得高級組別冠軍 
   6A 葉慧欣同學奪得高級組別亞軍 
   3A 黃恩琳同學奪得初級組別優異獎  
 
2.  多元活動課(P.3-6) 
 

足球 羽毛球 關愛大使 
團契 趣味遊戲 創意 DIY 

視藝特工 排球 榮真劇團 
Codybot 花式繩 木笛小組 

製作手機 App 3D printing 輕黏土 
Puppetry 綠化校園水耕 英詩集誦 
小記者 Drama Club(English) 田徑 

科學小玩意 基督少年軍 Fun with English 
兒童水墨畫 合唱團 閱讀 230 
領袖訓練 識字樂趣多(P.1) @Mbot 

 

       多元活動課(P.1-2)推動中國文化活動(上學期) 
        *皮影戲示範 
        *中國舞、功夫、皮影製作、圖書活動、中國鼓、二胡、古箏、笛子 
        *上學期多元活動課仍繼續舉行，下學期因疫情而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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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餘興趣班 
       外聘導師就以下項目教導本校學生： 

中國鼓樂隊 足球班 古箏班 
二胡班 小提琴班 夏威夷小結他 

古典結他班 手鈴隊 手鐘隊 
長笛班 中國舞 高爾夫球 

LEGO 機械人班 籃球班 體操班 
乒乓球班 羽毛球班 田徑班 
游泳班   

 
*上學期興趣班仍繼續舉行，下學期因疫情而取消。 

 
4. 制服團體 

  2019/2020 學校持續開辦為數共四類的制服團隊: 
  a. 女童軍 
   透過小女童軍的專項訓練，讓同學學習各種生活技能，克服生活上的種

種障礙。建立自信及獨立處事能力，實踐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精神。

本校小女童軍分有 Pack A、Pack B 兩隊，逢星期一在學校進行集會，兩

隊共有 50 名隊員。 
   i. 服務 

 參與開放日招待、家長會、陸運會服務 
 參與學校舉行之國慶及回歸升旗禮 

   ii. 活動 
 日常集會及訓練(歷奇活動、紮作、步操及繩結) 
 考核興趣章約 100 人次 
 聖誕節綿花糖小食製作活動 
 農曆新年製作利是封裝飾 
 參加國際女童日活動 

   
b. 公益少年團 

透過參與社區服務，讓學生培養出關懷和積極參與社區事務的熱誠，

成為其他同學的好榜樣。隊員人數分佈於四至六年級共 60 人。 
         
   i. 活動 

 象棋比賽(6A 黎正行亞軍  5A 鍾柏謙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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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賣獎券(聖公會福利協會) 
 

 c. 基督少年軍 
透過基督精兵培訓，促進學生的全人成長，讓學生認識自己和建立正

確的價值觀，體驗基督團隊的生活。逢星期三進行兩小時集訓，全隊

共 29 人。 
   i. 服務 

 參與學校舉行之國慶及回歸升旗禮 
 協助學校開放日 
 賣獎券(聖公會福利協會) 

   ii. 活動 
 恆常集會(靈修、步操、體能、專章訓練) 
 參與聖公會聖智堂堂慶及教育主日 
 參觀聖公會聖馬利亞堂 

   iii.獎項 
 上、下學期的專章考核(白、綠、紫、藍、紅、金章) 
 

d.幼童軍： 

讓學生體驗幼童軍團隊的生活，並透過幼童軍團隊的培訓，建立學生之

間的友誼，達至互助互勵，「日行一善」的目標；採用幼童軍的訓練，

激勵學生自我學習，啟發和培養他們成為一個有自立能力、樂於助人、

有責任感及勇於承擔的人。 

   i. 學習活動 
 跟據童軍訓練手冊內容，進行紀律訓練及集體活動。 

   ii. 活動 
 步操訓練 
 考章 

 參加新界東地域大露營 
   iii.獎項 

 獲優異旅團 
 

5.  體格發展 

    因 2019冠狀病毒病停課，未能量度學生身高體重和進行體適能測試，所以

沒有數據顯示學生在此年度體格各方面的發展狀況。 

6.  校際活動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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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術 

國史教育中心主辦 年度中國歷

史人物選舉之專題研習報告比

賽 2019 

小學組 小組冠軍 
5A 鍾柏謙 5A 林明心 5A 陳贊希 5A 林俊曦 6A
王安兒 

華夏杯（初賽） 高年級 
三等獎 
4A 林晞堯 4A 陳興旺 5A 黎柯蘭 5A 鄧卓傑        
5A 唐名律 5A 吳悅詩 5A 張樂怡 6A 鄭啟渝       
6A 何承軒 6A 許肇哲 6A 廖啟程 6A 黃靖雯       
6A 吳  雷 6C 貝泰然  
二等獎 
4A 歐昊樺 4A 林東毅 5A 陳贊希 5A 鍾柏謙       
5B 陸競煌 6A 莫昊霖 6B 李安傑  
一等獎   
4A 林治矣 5A 張子越 6A 黎正行 6D 李學麒  
低年級 
三等獎  
1A 羅啓義 2B 鄧珮思 2B 黃俊焺 3A 宋成吉        
3A 譚弘懿 3B 鍾穎森 3C 林映曈 3C 吳燁甄        
3D 黃友卿  
二等獎  
2B 黃梓泰 2C 張駿意 2D 雷穎楠 3D 羅啟仁 

第十七屆小六學術精英挑戰賽 個人賽 17 金 13 銀 8 銅 
2019「優數盃」國際數學邀請賽 三等獎 5A 吳悅詩 
新界東小學學術挑戰賽  

 
中文 亞軍 6A 李若琳 
數學 優異 6A 黎正行 6C 張子豪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協會 
數學智能之全港數學挑戰賽

2019 

卓越獎 3A 黃恩琳 3D 羅啟仁 6C 楊曉筠 

資優數學仲夏盃 2019 銅獎 5A 林書羽 
朗 
誦 

詩詞獨誦比賽 普通話組 亞軍 4A 歐昊樺 
散文獨誦比賽 粵語女子組 六年級 冠軍 6A 陳蒨翹 
普通話詩詞獨誦比賽 季軍 5A 林書羽 

朗 
誦 

第 71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詩獨誦 
冠軍 2B 林允心 
亞軍 5A 林明心 
季軍 2A 林浠舜 3A 黎信之 
二人朗誦 亞軍 6A 陳帕言 6A 黃梓聰 
英詩獨誦 
冠軍 6A 葉慧欣 
亞軍 1D 黃暄淨 4A 林晞堯 5A 張子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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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軍 2A 林浠舜 5A 陳贊希 
英詩集誦 P.1-3 季軍 
普通話獨誦  
季軍 5A 林書羽 

音 
樂 

第 7 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

節國際總決賽 
鋼琴六級組 冠軍 6A 陳倩翹 

第 7 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

節香港賽區  
鋼琴六級組 冠軍 6A 陳倩翹 

香港資優(天才)教育培訓總會主

辦國際聯校音樂大賽  
Children Piece Grade 3 組 
Presented for Performance 3D 唐雨嫣 

第 6 屆香港國際音樂節  兒童鋼琴組 傑出金獎 6A 莫昊霖 

視 
藝 

《基本法》親子創意設計比賽 優異獎 1D 張紀柔 
「北區青年節-認真玩真興趣」  (小一至小三)填色比賽 優異獎 1D 郭雯欣 

(小四至小六)填色及繪畫比賽 季軍 4A 林家宇 
                       優異 6B 陳旨路 

第 8 屆 I Love Summer 兒童創作

大賽 背包設計 
(小童組) 銀獎 2D 關凱庭 

第 2 屆環球藝術發展大賽「我的

暑假回憶」繪畫及黏土國際比賽 
繪畫比賽-小學高年級組 季軍 6B 陳旨路 

賽馬會體藝中學第 7 屆全港小學

傑出視覺藝術學生選舉暨展覽 
榮譽獎狀 6B 陳旨路 

乒 

乓 

球 

2019-2020 北區小學校際 
乒乓球比賽  

女團季軍 6A 陳蒨翹* 6C 吳巧巧 6C 李梓欣 
*並獲選為傑出運動員 

游 
泳 

北區 34 屆分齡游泳賽 男子青少年組 
50 米胸泳 冠軍 
200 米自由泳 季軍 
4 x 50 四式接力冠軍 
6B 李安傑 

北區 34 屆分齡游泳賽 女子青少年組 200 米胸泳 季軍 5A 鍾曉君 
屯門盃分齡少年游泳賽 2019 50 米自由泳 第一名 6B 李安傑 

 

其

他 

2019-2020 北區優秀學生選舉 高級組別 冠軍 6A 陳蒨翹同學  亞軍 6A 葉慧欣 
初級組別 優異獎 3A 黃恩琳 

致故事人物的「情」詩比賽 (親子組) 冠軍 1D 姚樂心 
2019 年度消防安全標語創作比賽 亞軍 6B 陳穎嘉 
精英跆拳道品勢比賽 2019 冠軍  2A 黃以勒 
EMOTION 第三屆精舞薈盃 Cha Cha Cha 亞軍 1D 張紀柔 
第二屆將軍澳及西貢區「小棋王」「小

棋后」中國及國際象棋大賽 
優異獎  5A 鍾柏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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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跆拳道協會主辦-香港跆拳道品

勢比賽(色帶組)2019 
全港男子 7 歲以下個人色帶-太極四章  
冠軍 1A 朱鉦皓 
全港女子 7 歲以下個人色帶-太極三章  
季軍 2D 朱敏婷 

2019 校際精英跆拳道品勢暨速度錦

標賽 
7歲以下男子個人品勢-太極三章 冠軍 1A朱鉦皓 
7 歲以下男子個人速度賽 亞軍 1A 朱鉦皓 
7歲以下女子個人品勢-太極二章 冠軍 2D朱敏婷 

第十三屆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青少

年邀請賽 
搏擊組 亞軍 5A 陳贊希  
品勢組 冠軍 2A 黃以勒 

香港跆拳道正道館品勢及花式碎板

邀請賽 
男女混合雙人品勢 太極一章 亞軍 
男子個人品勢 太極一章 冠軍 1A 朱鉦皓 
女子個人品勢 太極一章 冠軍 2D 朱敏婷 
7 歲以下男子個人品勢 太極一章  
冠軍 1A 朱鉦皓 
7 歲以下女子個人品勢 太極一章 
冠軍 2D 朱敏婷 

第四屆跆拳道校際精英 2019 搏擊品

勢比賽暨海外邀請賽 
男女混合隊際品勢 太極一章  
冠軍 1A 朱鉦皓 2D 朱敏婷 
7 歲以下女子個人品勢 太極二章  
冠軍 2D 朱敏婷 

其 
他 

香港創意戲劇節 2018-2019 榮譽獎  
4A林明心 4C鄭紫喬 5B王智恒 5B陳穎嘉  
5B蘇俊希 5C梁翔喻 6A李欣庭 6A馮卓琳   
傑出獎 小學團體組  
冠軍  3A黃 菲 5A王安兒 5C貝泰然 6A賴卓灝  

韓國首爾科技大學機機械人比賽 最佳團隊獎 5D區珈諾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 2017-2018年度優異團隊 
連續五年獲選為優異團隊(2014-2018) 
主辦機構表揚銀狀 

學校體適能獎勵計劃(2017-18) 至 fit校園推動獎 銀獎  
至 fit校園 銅獎 

其 
他 

精英盃中小學生暨 
幼兒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亞軍 1A 黃以勒 

香港胡氏跆拳道會品勢精英比賽暨
精英比賽 2018 

品勢 2人組 冠軍 1A 黃以勒 

香港小學跆拳道際賽  
「Primary School Taekwondo 
Competition 2018」 

男童色帶組 11-12歲 亞軍 6D 楊渝恆 

西貢區青少年跆拳道邀請賽 2018 品勢團體 冠軍 1A黃以勒 

http://www.skhwc.edu.hk/photo/1819/outer/outer_31.jpg
http://www.skhwc.edu.hk/photo/1819/outer/outer_24.jpg
http://www.skhwc.edu.hk/photo/1819/outer/outer_49.jpg
http://www.skhwc.edu.hk/photo/1819/outer/outer_49.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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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勢組 亞軍 1A黃以勒 
7-9 歲男子太極 亞軍 1A黃以勒 

樂華跆拳道品勢邀請賽 7歲男子個人色帶太極三章 B組 亞軍 1A黃以勒 
6-7歲男女混合三人團體色帶太極三章 亞軍 1A
黃以勒 
6-7歲男女混合雙色帶太極三章 亞軍 1A黃以勒 

屯門區青少年隊際跆拳道賽  品勢組 冠軍 1A黃以勒 

第 12屆國際跆拳道 
香港總會邀請賽 2018 

品勢組 季軍 1A黃以勒 
搏擊組 亞軍 4A 陳贊希  優異獎 1A黃以勒 

苗圃 12小時慈善馬拉松 2018 完成 12 km 賴卓灝 

2018週年芭蕾舞大匯演暨 
頒獎典禮 

傑出表現獎 4A 鍾曉君 

第一屆將軍澳及西貢區「小棋王」中
國及國際象棋大賽中國象棋 U9 

個人優異獎 4A鍾柏謙 

第四屆中大盃中國象棋比賽  初小組 優異獎 4A鍾柏謙 

 香港國際朗誦交流大賽朗誦比賽 小學五六年級普通話組 冠軍 5B 羅縉焜 

 

http://www.skhwc.edu.hk/photo/1819/outer/outer_6.jpg
http://www.skhwc.edu.hk/photo/1819/outer/outer_6.jpg
http://www.skhwc.edu.hk/photo/1819/outer/outer_6.jpg
http://www.skhwc.edu.hk/photo/1819/outer/outer_6.jpg
http://www.skhwc.edu.hk/photo/1819/outer/outer_6.jpg
http://www.skhwc.edu.hk/photo/1819/outer/outer_6.jpg
http://www.skhwc.edu.hk/photo/1819/outer/outer_6.jpg
http://www.skhwc.edu.hk/photo/1819/outer/outer_2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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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財務報告 

 
     總結學校的周年財務狀況如下： 

 收入($) 支出 ($) 
2018/19 年度總盈餘 8,972,549.68                                                          
I. 政府資助- 上年度盈餘  
 (1) 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7,944,288.29  

    (甲)學校特定津貼   
1) 行政/修訂行政津貼 1,577,156.67 1,511,097.34 
2) 冷氣費津貼 399,560 120,702.99 

        3)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398,747 285,084.71 
4) 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239,304 239,304 
5) 學校發展津貼 774,983 33,592 
6) 「成長的天空」(小學)計劃津貼 222,093 197,111 
7) 管本管理額外津貼              
8) 加強言語治療經常津貼 
9) 加強言語治療統籌學校津貼 

50,000                                  
8,000 
8,000 

45,600 
885.5 
4,900                      

小結： 3,677,845.67 2,438,277.54 
    (乙)非學校特定津貼 
        津貼收入/支出 

其他收入 

 
1,145,584.39 

7,919.78 

 
1,536,590.38 

小結： 1,153,504.17 1,536,590.38 

(2) 擴大的營辦以外開支津貼 
     家校合作經常及活動津貼 
     學習支援津貼 
     外籍英語教師計劃津貼 
     校本課後支援津貼 
     差餉津貼 
     「赤子情中國心」計劃 
     額外學位現金津貼 
     為低收入家庭小學生提供在校免費午膳津貼 
     ITE4 額外經常津貼 
     香港戲劇節津貼 
     資訊科技支援津貼 
     一筆過促進中國歷史及文化津貼 
     推廣閱讀計劃津貼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津貼 
     學校社會工作咨詢服務津貼 
     學校行政主任津貼 
     學生活動津貼 
     全方位學習津貼 
     加強言語治療一筆過津貼 
     校本管理額外現金津貼 
     一筆過特別津貼 
     暑期閱讀計劃 

 
24,113 

1,194,000 
90,386.1 
150,600 
181,524 
34,545 

1,057,518 
519,840 
66,740 
3,250 

317,338 
0 

30,990 
642,000 
129,315 
534,660 
72,100 

750,000 
20,000 
25,000 

100,000 
75,400 

 
24,113 

856,008.72 
90,386.1 
75,525 

181,524 
34,545 

1,228,093.01 
219,217.5 

66,288 
1,208.28 
227,580 
26,925 
32,999 

642,000 
129,315 
332,500 
24,699 

328,590.1 
18,871.2 
25,000 

46,336.13 
9,618 

小結： 6,019,319.1 4,621,342.04 
  (3)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 
  (4) 其他   

825,565 
0 

1,933,358.68 
403,221.22 

本年度盈餘 743,44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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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學校未來發展計劃的關注事項 

 
1. 提升學習興趣及效能 

 
2. 強化正向生命教育 

 
  

 

 

 

 

 

 

 

 

 

 

 

 

 

 

 

 

 

 

 

II. 學校津貼 - 上年度盈餘 1,028,261.39  
1) 捐款 
2) 一般津貼 
3) 具特定用途的收費(支出包括課室 LCD 投影機 2 部、實

物投影機 12 部、電腦顯示屏 5 個、桌面電腦 51 部、

Apple TV 1 部、手拉幕 13 個、防盜系統監察年費及維

修費用、為全校學生購買意外保險、為小一新生開設

內聯賬戶等。) 
4) 家具及設備 
5) 其他 

45,291.75 
26,608.98 
226,200 

 
 
 
 
 

11,053.85 

 
36,171.78 
320,015.7 

 
 
 
 

8,360 
 

小結： 309,154.58 364,547.48 
本年度盈餘 ( 55,392.9 )  

2019/20 年度終結總盈餘 9,660,6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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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聖公會榮真小學 
 

2019/2020 年度 
三年發展計劃  成就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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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一)︰提升學習興趣及效能 
  
成就方面︰ 
 透過早會、週會及班主任課老師及學生分享，幫助學生明白學習目標、喜愛學習及明

白學習帶來的喜樂。大部份學生認同分享能提升對學習的喜愛。 

班主任亦利用成長課與學生分享及檢自主學習。 

 

 為了提升教師在增強學生學習自信心，幫助學生在學習上願意追求進步及卓越，本校

P.5常識科參與了香港大學舉辦的「自主學習 STEM網絡計劃」，老師和同學都獲益良

多，參與計劃的老師認為 100%小五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能得以提升。 

 
 各科老師不斷優化各學科課程、學習活動及課業安排；檢視學科課程及課業安排，作

出適切的調節；加強展示學習目標，讓學生能清晰學習方向；95%教師認為今年度優

化工作比上年度更佳，尤其在下學期停課不停學所優化之教學內容及工作紙。 

 

 透過同級老師每星期的備課、不同組別的同儕觀課(中文、英文、數學、常識、普通

話、視藝、音樂及體育)及 2 次教學觀摩日(英文及數學)，讓教師了解不同學生學習

上的需要，並共同商討及設計切合學生學習的課堂活動，以提升老師於課堂組織上高

展示、高參與度課堂活動的能力，讓學生透過以強帶弱的模式、互相討論及給予回饋，

一同在學習上有更大的增益，觀察課堂效果大致良好。 

 

 為了加強備課及觀課效能，各科本定立未來教學策略的發展方向及落實執行，以及增

加科本發展專業交流時間各科級備課良好，尤其在停課不停學期間有每星期之加時備

課，超過 90%教師認同加強備課及觀課效能提升教學質素。 

 

 各科運用不同的提問技巧、高階思維教學策略，提升課堂的互動及增強學生追求學習

之態度。中文科規劃各級的高階思維策略，英文科運用不同的閱讀理解策略，數學科

優化高年級解難策略，常識科於「單元評估」引入高階思維技巧及發展 STEM科學探

究解難策略，以達至互相討論及給予回饋之效果。主科科務會議中，檢視各種策略的

推行與實施情況，各科大部份老師認為能達標，可以幫助學生學習。 

 

 藉全方位學習津貼之資助，今年度之各級專題研習課程作重新規劃及增加考察地點，

以優化各級專題研習課程，經各級老師檢視後，整體學生學習成效良好。 
 

 在二至六年級中文、英文及數學科中加設共 12 個抽離小組教學編班安排，藉此教師

能針對性地運用不同的教學策略，更聚焦和深入地進行施教，達至更理想的學習效

果，使整體同學得益。經過分析本年度各小組考試成績數據，顯示整體學生平均成績

大致有進步，均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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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資優教育方面，為加強照顧學習能力較高的學生，在各科已在中央課程外，引入一

般增潤或專門課程；同時，新入職老師全部已完成資優教育網上基礎課程。資優教育

已有系統地落實在學校推展。 

 

 致力推動老師使用人才庫，讓各科老師了解學生之潛質，並配合不同科組制定相關的

培訓計劃，安排學生參加校內外不同類型的學習活動或比賽，推動不同領域具潛質的

學生盡展所長，以達至自主學習的目的。 
 

 增加外籍英語教師入課堂協作時間，藉此增加學生與外籍英語溝通的機會及強化他們

英語運用的自信心。 

 

 推動高年級學生於主科撰寫筆記，超過 90%高年級學生有撰寫筆記習慣。 
 

 為提升教師於電子教學技術的掌握，電子學習發展小組於停課期間進行多次工作坊，

分享最新資訊科技及各平台使用心得，幫助教師更有信心與能力推行電子教學，效果

良好。 

 

反思方面︰ 

 
 在停課期間大力推動電子教學，運用各方面資源促進學生學習，進展及效果良好，不

同持份者回應顯示正面及支持，學校期望將來電子教學於教與學上有進階的發展。 
 

 圖書組推介 Web 2.0 圖書館網站、有關閱讀之學習平台及増加電子圖書作圖書館館

藏，於圖書館內指定電腦作閱讀電子書之用。以及英文科加設 Bug Club 閱讀平台，

檢視學生在電子閱讀方面成效一般，需要再加強推廣。 

 

 在學科學習及課餘時間上，可以透過全方位學習津貼，增加校外資源，安排聯繫生活

經驗/跨科的學習活動，以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學生於課前預習習慣方面仍未養成，期望來年加強關注，鼓勵他們進行自主學習。 
 

關注事項（二）︰強化正向生命教育 
 
成就方面： 
 透過講座及班際比賽，以營造正面的校園文化。大部份學生認同可以達至目標。 

 
 透過推行不同的校本服務、共融計劃，賣旗等義工服務等鼓勵學生服務他人及多參與

社區服務活動，100%學生參與不同的服務崗位，各活動能培養學生關愛他人，樂於

服務及關心社會的良好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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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領袖生培訓(四至五年級)、「不一樣的生命」計劃(五年級) 及「童途有你」計劃(六

年級)，讓學生有正確價值觀面對個人成長的挑戰。 
 
 圖書爸媽每周講故事，以生命教育圖書為主要讀物，平均每次有 75 名學生參加。學

生積極參與，效果良好。 
 

 
 邀請了本地作家燕男主講「如何誘導孩子經由閱讀建立正向的價值觀」講座，有 75

位家長出席，家長十分投入，認為是次講座獲益良多。 
 
 

反思方面︰ 
 由於長時間停課，可能會為學生帶來情緒困擾，所以來年訓輔工作需要更加關注學生

的身心發展及處理因停課帶來的問題，並盡早協助他們回復正常的學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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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聖公會榮真小學 
 

2019/2020 年度 
全方位學習津貼運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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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榮真小學 
全方位學習津貼 
津貼運用報告 

2019-2020 學年 
 

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對象 
（級別及

參與 
人數） 

評估結果 
實際 
開支 
（$） 

開支 
用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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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1.1 本地活動︰在不同學科／跨學科／課程範疇組織全方位學習活動，提升學習效能（例如：實地考察、藝術賞析、參觀企業、主題學習日） 

英文科 Drama,  Puppetry 活動  提高學生對學習英語的

興趣    全年  P.3-6 
   30 

因疫情緣故，兩項活動

未能如常進行，只有

Puppetry 購買了物資來

製作道具。 

    521    E1      

常識科 參觀活動  擴闊學生視野    全年    P.1-6 
   756 

只有四年級有參觀，學

生表現積極、投入。    2,817    E2      

課程發展組  跨學科專題研習  建立學生專題研習能力  14/1 -20/1
/2020  

  P.1-6 
   756 

學生享受戶外學習，積

極撰寫專題研習報告。

老師樂於籌劃新的學習

地點。 

  115,212.6  E1,2      

 
 
 

   第 1.1 項總開支 118,5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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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對象 
（級別及

參與 
人數） 

評估結果 
實際 
開支 
（$） 

開支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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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本地活動︰按學生的興趣和能力，組織多元化全方位學習活動，發展學生潛能，建立正面價值觀和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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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識科 課後 Lego 機械人興趣班 發展學生潛能 9/2019-12/2
019 

  P.1-6 
   29 

高低兩班參加人數合共

約 30 人，學生非常積

極、投入。 

    
8,700   E1      

常識科 課後 Lego 機械人比賽培訓 發展學生潛能  2/2020   P.1-6 
   10 

約 8 人參加，完成課程

後更能掌握程式編寫。 
    
7,290   E3,4      

音樂科 合唱團及木笛隊大師班 發展學生潛能  1/2020   P.3-6 
   80 

活動效果良好，合唱團

參與人數 60 人，木笛隊

參與人數 20 人，學生表

現積極投入，並提升音

樂知識。 

    
4,400    E5      

體育科 
課後體育班(足球、羽毛球、乒乓球、

田徑) 發展學生潛能  全年   P.1-6 
   169 

參與人數約 180 人，開

設了 4 班，活動效果良

好，學生表現亦投入。 

   
43,900    E1      

活動組 
制服團隊(小女童軍、幼童軍、公益

少年團、基督少年軍) 
訓練學生團隊合作精神，建

立學生自信及獨立處事能力  全年   P.2-6 
   160 人 

各小組購買有關用品，

基軍亦參觀了教堂，擴

濶學習經歷，同學表現

積極投入。 

   
14,631   E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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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對象 
（級別及

參與 
人數） 

評估結果 
實際 
開支 
（$） 

開支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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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組 多元活動課(話劇團) 發展學生潛能  全年   P.1-6 
   55 人 

帶同學欣賞話劇，擴濶

學習經歷。亦添置了化

妝用品供表演用，同學

亦十分專注於話劇訓

練。 

    
5,100    E1      

活動組 多元活動課(中華文化活動) 讓學生認識中華文化活動  全年   P.1-2 
   330 人 

P.1-2 年級安排了中華

文化活動，同學反應積

極(糖畫、皮影戲….) 

   
42,320    E1      

活動組 課後沙畫班 發展學生潛能  全年   P.1-6 
   20 人 

開設了兩班，每班 10
人，同學十分喜歡此活

動。 

   
16,000    E1      

活動組 生命教育日營「航海家的指南針」 發展學生潛能 29/12 
-31/12/2019 

  P.1-6 
   25 人 

活動效果理想，學生踴

躍參加，P.3-4 年級共揀

選 25 人參加，家長有正

面的回應。 

   
12,500   E1,2      

活動組 課後中國舞班 發展學生潛能    全年   P.1-6 
   24 人 

同學透過學費資助，減

輕負擔，同學亦十分喜

歡此活動。 

    
7,500   E1      

    第 1.2 項總開支   
16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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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對象 
（級別及

參與 
人數） 

評估結果 
實際 
開支 
（$） 

開支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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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境外活動︰舉辦或參加境外活動／境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常識科 P.5 內地交流 認識祖國 20/12/2019    P.5 
   105 人 

學生更能認識香港開埠

初期歷史及雅片戰爭

歷，對國情有更多認識。 
   4,987.5  E3,4      

    第 1.3 項總開支  4,987.5       

1.4 其他 

             

    第 1.4 項總開支      0       

    第 1 項總開支 285,879.1       

 
 
 



 40 

範疇 項目 用途 實際開支（$） 

第 2 項 購買推行全方位學習所需的設備、消耗品或學習資源 

常識科 Lego 機械人及配件  培訓學生校外比賽及校內活動 17,120 

活動組  足球訓練用具  發展學生潛能  5,509 

活動組  沙畫班訓練用具  發展學生潛能  14,900 

訓輔組  桌上遊戲 訓練學生學習挑戰自我，與人合作  5,182 

  第 2 項總開支 42,711 

  第 1 及第 2 項總開支 328,590.1 

＊： 輸入下表代號；每項開支可填寫多於一個代號。 

開支用途代號  

E1 活動費用（報名費、入場費、課程費用、營舍費用、場地費用、學習材料、活動物資等）  E6 學生參加獲學校認可的外間機構所舉辦之課程、活動或訓練費用 

E2 交通費  E7 設備、儀器、工具、器材、消耗品 

E3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學生）  E8 學習資源（例如學習軟件、教材套） 

E4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隨團教師）  E9 其他（請說明） 

E5 專家／導師／教練費用  CO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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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惠學生人數 
 

全校學生人數︰ 756 
   

受惠學生人數︰ 756 
   

受惠學生人數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 100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職位）﹕ 楊靄筠 (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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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聖公會榮真小學 
 

2019/2020 年度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運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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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榮真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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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00 

B 本學年總開支： $24,699 

C 須退還教育局餘款（A - B）： $47,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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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2,744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 
－全額津貼 170 $18,354 

校本評定有經濟需要 67 
$3,601 
（上限為全學年津貼金額的 25%） 

總計 271 $24,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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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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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歷史         

…         

跨學科  
（如 :STEM）  專題研習戶外活動 5,050 101      

 第 1.1 項總開支 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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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級游泳課 1,680 26      

 第 1.2 項總開支 1,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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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級東莞學習考察         700       14      

 第 1.3 項總開支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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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少年軍制服及配件 
        2,184        7      

 第 1.4 項總開支 2,184       

1.5 其他 

 學校旅行        15,085       271      

 第 1.5 項總開支 15,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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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6 項總開支        

 總計        24,699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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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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職位）﹕ 盧浩昌 (活動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