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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宗旨
本校為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委員會屬校之一，於一九八八年九月創辦。本校的
辦學宗旨以基督教訓，有教無類，以人為本的教育原則，提供多元化的優質教育服
務。奉行聖公會小學校訓「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宗旨，發揚基督精神。我們會
透過德、智、體、群、美、靈六育為兒童提供全人教育。目的除培養兒童有優良品
德，高雅情操與豐富學識外，亦致力啟發他們不同的潛能及興趣，更期望兒童有健
康的人生態度，正確的價值觀，效法基督，嚮往公義，追求真理，得着豐盛的生命。

我們的學校
學校簡介
本校是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委員會屬校之一，於一九八八年九月創辦，並由林護基
金會為紀念林護公之續配林何奉基女士而撥款捐助開辦，因而命名為「奉基」。
本校設有課室廿四個，大型教員室乙個，中央圖書館、電腦室、音樂室、視覺藝術
室、校園電視台製作中心、地下會議室、學生活動中心、輔導教學室、學生輔導及
會見室等。另外還有一座可容納全校學生集會的獨立禮堂、兩個雨天運動場、一個
露天操場和一個可停泊多輛汽車及校車的停車場。

學校管理
法團校董會架構
成

員

2016-2017
2017-2018
2018-2019

辦學團體成員 獨立人士
7
7
7

1
1
1

校長
1
1
1

學校實際上課日數
全學年合共 191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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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校董
(2015/16 新增)
2
2
2

教員校董
(2015/16 新增)
2
2
2

各主要學習領域的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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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生
班級組織：
級別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班數
4
4
4
4
4
4
男生人數
56
70
58
51
62
54
女生人數
72
64
49
53
39
49
學生總數 128
134
107
104
101
103
學生出席率

100
99
(

百
分
率

98
97

)

96
95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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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

六年級

總數
24
351
326
677

我們的教師
教師資歷
共有教師 52 名，其學歷如下：
學
歷
具備教育文憑或教師文憑
持有學士學位(已接受師資訓練)
持有碩士學位(已接受師資訓練)

人
次
43/52(83%)
52/52(100%)
17/52(33%)

教師經驗
教師教學年資

校長專業發展
30

30
25

20

20
15

小時

10

10
5
0

有系統學習

實踐學習

為教育界及社會服務

教師離職率
本年度有一位教師榮休，兩位教師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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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與教
本校以基督教訓，有教無類，以人為本的教育原則，提供多元化的優質教育服務。本校按辦學宗旨
及學生學習需要，並配合教育發展之趨勢，制定校本課程發展目標。學校根據課程目標制定清晰之
課程發展計劃，有效協助學生學習，提升學生之學習成效。
本年度，學校以「持續引發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智選學習策略，提升自我效能」為關注重
點。在教師層面，特為全體教師安排「電子教學教師工作坊」，讓教師認識最新之應用程式，了解
編程概念，亦安排部分教師參與「學與教博覽」，以及與自主學習相關之工作坊，讓教師進一步掌
握推展自主學習之教學策略。同時，透過校外專業支援服務，有效協助數學科教師利用電子學習發
展學生之探究及解難能力，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亦有效協助英文科教師規劃校本閱讀及寫作
課程，提升學生閱讀策略，發展學生思維技巧，從而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在學生層面，教師
創設配合學生能力及興趣之預習及課堂活動，利用「自主學習六部曲」、「提問法」，並透過佳作展
示及表揚，持續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自我效能感，成效理想。教師指導學生元認知學習策略、解
難策略、高階思維策略、自學策略、自主學習的主要元素，並透過電子學習、
「自主學習閱讀計劃」，
引發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成效不俗。教師亦透過專題研習活動，協助學生建立反思習慣，成
效良好。
本校配合課程發展的路向，致力推動四個關鍵項目。每逢周四設早讀課，讓學生閱讀自選圖書，並
邀請家長義工擔任「伴讀爸媽」，為一至三年級學生伴讀故事，培養學生閱讀的興趣及習慣。本校
亦設「大哥哥大姐姐伴讀計劃」，由高年級學生為一年級學生伴讀故事，培養一年級學生閱讀的興
趣及習慣。為配合世界閱讀日，本校舉辦「奉基 417 STEM 閱讀日」
，透過「STEM 好書齊齊讀」、
「親子閱讀分享」、「STEM 閱讀挑戰賽」、「STEM 機械人設計」、「STEM 講座」及「夜書展」等，
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增添全校的閱讀氣氛，成效理想。圖書館及課室提供不同種類之圖書，鼓勵
學生多閱讀，效果良好。為加強同學對閱讀之興趣，達致「從閱讀中學習」，本校安排學生於早會
期間進行中文、英文或普通話故事分享，提升學生說話之自信及技巧。小息時段，開放電腦室及圖
書館，鼓勵學生善用網上資源，進行網上閱讀及學習活動。本年度於五年級進行跨課程閱讀(中文、
英文、常識)，以中西科學家為主題分為四個範疇，包括天文(伽利略、張衡)、發明(貝爾、高錕)、
醫學(弗萊明、華佗)、物理(霍金、楊振寧)，同學分組研習其中一位科學家，並在聯課活動中，以
辯論方式，論述該科學家的成就及貢獻，成效良好。
本校以基督精神辦學，期望學生能建立積極健康的人生態度，正確的價值觀，效法基督，嚮往公義，
追求真理，得着豐盛的生命。本年度以「盡展才能，規劃人生，擁抱正向生命」為關注重點，為學
生舉辦「認識八大智能」工作坊、
「我有我性格、盡展潛能」工作坊、
「盡展潛能、訂立目標」工作
坊、「人生規劃體驗日」、
「八大智能交流活動」等，讓學生了解自己的潛能，培養學生建立樂觀正
面的態度，並按自己的能力，運用SMART法則訂立及努力實踐明確的目標，成效不俗。本校定期
安排德育及公民教育課、講座，於早會、週會、「校長講故事」及各科的課程中適當地融入德育及
公民教育元素，並加強校園之宗教氛圍，營造關愛校園。本年度曾舉辦之活動包括：「奉基銀行」
積分獎勵計劃、「奉基優質服務大使」、「你做得真好」獎賞計劃、「今日我生日」、「玩具回收
大行動」、「利是送暖心意大行動」等，有效培養學生有良好的品格及正確的價值觀。本校於2010
年度起至2018年度，連續九年榮獲香港基督教服務處頒發之「關愛校園」榮譽獎項及「卓越關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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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之「推動生涯規劃」主題大獎。為加強學生參與義務工作的機會，自2015年度開始，安排四至
六年級學生定期參與服務學習，包括：賣旗籌款、植樹、探訪護老中心之長者等，讓學生明白弱勢
社群的生活情況及需要，加強他們的同理心，成效理想。此外，為加強學生對中國之認識，特於國
慶節及香港回歸紀念日前進行升旗儀式，並舉辦填色比賽及問答遊戲，效果良好。
本校重視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為全校學生安排專題研習活動，結合STEM元素，以提升學生之創
意及解難能力，並把成績顯示於成績表上，讓家長了解學生之學習成效。學生除學習專題研習的基
本技巧外，還需要分組製作製成品。教師認同專題研習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共通能力，協助學生建立
反思習慣，成效良好。此外，本校亦為各級安排「經歷學習課程」，透過研習、訪問、參觀、體驗
等活動，有效激發學生之學習動機，提升學生之溝通能力、協作能力及自我管理能力。
本校利用平板電腦推動電子學習，藉此加強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成效不俗。中文科安排一年級學
生進行字形結構遊戲；二年級學生進行文學欣賞；三至六年級學生進行說話練習，即時評估學生的
表現，並作出回饋，效果良好。英文科安排四至六年級學生進行iPad閱讀；其他級別利用Kahoot
進行活動。數學科安排各級學生利用電子軟件進行課堂活動，課題包括「七巧板」、「乘法」、「分
數」、「摺紙圖樣」、「排水法」等，四年級科任老師更利用Classkick、Polaris Office設計課堂活
動，加強學生的數學概念及探究能力。戶外學習方面，二、三年級學生利用平板電腦訪問遊客，即
時記錄數據及分析，成效理想。四年級學生利用平板電腦進行「校園遊蹤」，完成多項具挑戰性的
任務，效果不俗。整體而言，引入平板電腦教學，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學習成效，亦有助加
強他們自主學習的能力。
本校以不同形式推展STEM教育，電腦科各級增設「編寫程式」課程，讓學生對編程有基本概念；
四年級數學科以「周界」作主題，結合STEM元素，讓學生分組製作「打氣板」；常識科各級專題
研習結合STEM元素，而五年級學生更利用micro:bit製作閉合電路遊戲；閱讀日以STEM作主題，為
各級學生安排不同的STEM競技遊戲。本年度週五課外活動，為各級學生安排STEM活動，而課後
更增設「STEM特工編程班」及「i特工編程班」。同學參與STEM活動時表現投入、積極，效果令
人滿意。
本校充分運用及調配資源，並在課程上作出調適，以照顧不同能力和興趣的學生，提升其學習效能。
本校參與「新資助模式」計劃，為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生安排適合他們的輔助課程，如：「讀寫訓
練小組」(支援有讀寫障礙的學生)、「專注力訓練小組」、「提升學習動機小組」、「社交及情緒
小組」(支援自閉症的學生)等，成效理想。同時，本校亦有效運用不同資源，如「學校發展津貼」、
「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鼓勵學生參與不同類型的活動，例如
「乒乓球班」、「籃球班」、「游泳訓練」、「三項鐵人」、「奧數小種子」、「弦樂小組」、「英
語音樂劇」等，讓學生各方面的潛能得以發揮。本校為能力較高之學生提供抽離式資優課程，為成
績稍遜之學生提供輔導課程，有效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此外，本校亦透過課堂推展資優教育，提
升學生之創造力、高層次思維技巧及社交能力，發揮其潛能，成效不俗。
本校致力為教師提供專業發展的機會，為教師制訂「專業發展計劃」，安排教師參與本科專業發展
課程，成效良好。同時，為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科老師安排共同備課及同儕觀課，加強教師之
間的專業交流，提升教學效能。為支援教師教學，本校參與教育局「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數學科)」
支援服務，在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的專業帶領下，定期進行共同備課，透過電子學習重點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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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之探究及解難能力，藉此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成效理想。此外，教育局「小學校本課程
發展組」鄧逸雯小姐，以顧問形式與本校三年級英文科老師共同備課，每月一次，規劃校本閱讀及
寫作課程，提升學生閱讀策略，發展學生思維技巧，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成效不俗。同時，
本校以辦學團體制定的教師評核表為本，修訂為更適切的校本教師考績評核表，以更公平的方式評
鑑教師的工作表現，協助教師的專業成長，效果良好。
本校賦權科主任及副科主任進行觀課及審核試題，了解各級課程實施的情況。各科副科主任協助各
科主任推動本科發展，監察及評鑑本科課程，成效理想。各級主科老師於每次考試後均進行學習成
效檢討會議，檢討試題內容及學生表現，並作跟進，以促進學與教之效能。校長及課程統籌主任於
每次考試後均召開科主任會議，與副校長、全體科主任及副科主任共同檢視學生成績。中文、英文、
數學及常識科科主任在會議中分析各級考試成績，與會老師共同探討學生之弱點及難點，並商討適
切之改善方案，有效監察各級學習情況，提升學生之學術成績。每學期均進行簿冊檢視，由行政主
任及科主任檢視指定簿冊，了解老師批改課業之情況。為了解各級課業之設計及學生表現，中文、
英文、數學、常識科科主任、副科主任及科任老師於每學期進行課業檢視一次，以課業設計及學生
表現為檢視之重點，有效優化課業設計，促進學生學習。
教師在課堂上為學生安排多元化之互動學習活動，鼓勵學生進行討論、分享意見及協作，加強學生
之課堂參與率，提升其學習成效。教師按需要設計分層課業，有效照顧學生不同之學習需要。教師
亦會設計一些具創意或具發揮性之課業，照顧資優學生；又為能力稍遜之學生安排調適，讓學生能
按其能力學習，得到成功的經驗。教師利用「過程導引方式」引導學生寫作，並布置互評、自評、
家長評估等活動，促進學生學習。學校定期展示學生佳作，以示讚揚。
教師本科知識豐富，對學生親切，處事公正，尊重學生的觀點，重視他們的感受，對他們抱有期望。
教師能準確地運用教學語言，進行教學活動，協助學生表達意見。教師講解流暢，指示清晰，利用
不同層次的問題，引發學生思考，並給予適切的回饋。教師不辭勞苦，恆常訓練及鼓勵學生參加不
同類型的比賽及活動，例如朗誦比賽、數學比賽、寫作比賽、球類比賽、劍擊比賽、三項鐵人比賽、
舞蹈比賽等，又為學生舉辦有關健康、環保及體藝活動，讓學生能在不同的範疇發揮所長，盡展潛
能，成果令人鼓舞。
在學生學習方面，他們大都喜歡閱讀，並掌握閱讀策略。學生大都喜歡課堂活動，學習態度認真，
投入課堂活動，願意表達意見及回應老師的提問，具自學精神。在分組活動中，學生樂於與同學互
相討論、協作及交流心得。學生匯報時，表達清晰、流暢，中文及英文說話能力不俗；在戶外訪問
活動中，學生能利用廣州話、普通話或英語與遊客溝通。學生之溝通能力、協作能力、明辨性思考
能力、創造力、思維能力、解難能力、自學能力已達一定之水平。學生大都能認真完成課業，重視
教師各類的回饋，以辨識其強弱點，從而作出改善。
在學習評估方面，本校已制訂一套適切而明確的評估政策，除總結性評估外，亦設進展性評估，如
視覺藝術科及宗教科。本校每年進行四次考試，頻次適中，更會清晰地向教師、學生及家長闡釋一
切有關評估事宜。評估範圍全面，包括知識、技能及態度，而中文科及英文科採用分卷之考核方式，
包括聆聽、閱讀、說話及寫作，令學生了解自己不同範疇之語文能力。本校配合課程發展的路向，
推展多元化的評估模式。同時，本校採取多方參與的評估方式，除老師評估外，亦引用同儕互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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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估，亦不時邀請家長作進展性的評估。各科均設具體、清晰之考試擬題及批改指引，有效協
助教師公平、客觀及準確地評估學生的表現。此外，本校亦為學生安排促進學習的評估，教師在課
堂上利用轉問或追問，激發學生思考及反思所學，並給予適切的回饋。
此外，本校已制訂家課政策，各主要科目均清晰訂定各級家課之類別、頻次、數量及批改指引，家
課緊扣各科學習目標，切合學生的學習需要及能力，藉此促進學生之學習，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及
正確的態度。教師認真、準確批改課業，適時給予回饋，糾正學生的錯誤，並給予讚賞及鼓勵。同
時，教師把評估結果回饋於課堂教學上，讓學生能改善及提升學習效能。
本校特制定幼小銜接及升中銜接計劃，以協助小一學生適應小學的校園生活，及協助小六學生適應
升中生活。在幼小銜接方面，本校為小一新生舉辦為期兩天之新生輔導日，安排高年級學生擔任「奉
基優質服務大使」，有效協助小一學生了解學校的環境及小學的校園生活。同時，本校於小一學生
入學前安排中文、英文及數學科評估，讓老師初步了解學生的程度，及早識別有需要支援之學生及
別具潛質之學生，為他們安排適切之訓練。為協助小一學生適應默寫練習，中文科為學生安排「默
書冊」及「創意默書」
，提升學生默寫的興趣，而英文科則提供默書範圍紙，讓學生掌握默寫範圍，
亦有助家長協助子女温習，效果理想。本校亦安排「奉基小導師」在小息時段協助有需要之小一學
生温習英文字詞。家長方面，本校為小一家長舉行「新生輔導日」家長會及「協助子女温習」家長
會，讓家長了解如何協助子女適應小學生活，以及本校的評估制度，效果不俗。在升中銜接方面，
本校為六年級學生安排升中銜接課程及升中講座，有助學生了解中學的課程及校園生活。家長方
面，本校為小五小六家長舉辦升中家長會，有效協助家長為子女選取合適的中學，亦讓他們了解如
何協助子女適應中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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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支援服務報告
甲. 學生支援服務
推行「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的政策、資源及支援措施
(一)政策
1. 本校以「全校參與」模式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2. 有效運用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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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心；
3. 配合本校關注事項二的發展，鼓勵及協助同學發揮不同的潛能，讓學生體驗「天生我才必有用」
的信念，以及協助他們融入校園生活，建立愉快的共融文化；
4. 學校重視家校合作，透過不同渠道，與家長共同商討及檢視有關支援學生的策略。
(二)資源
本校於 2018-2019 年度獲教育局批出學習支援津貼為$1,203,048。因應所獲的撥款，為有特殊學習
需要及成績稍遜的學生，提供了適切的學習支援服務。此外，本校亦獲教育局批出加強言語治療津
貼為$144,468，以購買言語治療師服務，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適切的言語評估、支援及跟進服務。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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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設立學生支援組，學生輔導主任作統籌，成員包括副校長、課程統籌主任、教務主任、活動主
任、常務主任、教育心理學家和相關老師等。
2. 聘請 3 名教學助理及 1 名兼職學助理與全校教師以「全校參與」模式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
生及成績稍遜的學生
3. 2018-2019 年度所提供的支援服務包括：
3.1. 路德會：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服務。
3.2. 外購專業支援服務(共有 18 個不同的專業訓練小組)：
3.2.1. 協康會讀寫訓練小組(共開設 3 組，支援讀寫障礙學生)- 每小組提供共 8 節的服務及 1 節家
長諮詢服務。
3.2.2. 博雅思教育中心提升學習動機小組 (開設 4 組--2 組中文科，2 組英文科；分別支援有限智能
及有讀寫障礙的 P3-P4 及 P5-P6 學生) -每小組提供共 8 節的服務及為每家長提供 15 分鐘諮詢
服務。
3.2.3. 共融教室感覺統合訓練小組(共開設 1 組，支援 P1-P2 感覺統合失調、動作協調障礙及手眼
協調困難的學生)- 小組提供共 10 節的服務。
3.2.4.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專注力訓練小組(開設 2 組，分別支援初小及高小有專注力不足及
過度活躍的學生)- 每小組提供共 8 節的服務及 1 節家長諮詢服務。
3.2.5.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社交及情緒小組(開設 2 組，分別支援初小及高小有自閉症學生) 每小組提供共 8 節的服務及 1 節家長諮詢服務。
3.2.6. 樂苗坊正向行為訓練小組(開設 2 組，支援自閉症/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的跨年級學生)-- 每
小組提供共 10 節的服務及 3 節家長小組服務。
3.2.7. 童樂社讀寫樂趣多訓練小組(開設 2 組，支援 P1-P2 讀寫障礙學生及成績稍遜的學生)-- 每小
組提供共 10 節的服務。
3.2.8. 沙游小組(共開設 2 組，分別支援 P1-P3 及 P4-P6 需要處理壓力及情緒的學生)- 小組提供共 8
節的服務及 1 節家長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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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啟言堂：加強言語治療服務、初小社交溝通小組、
「面試技巧」小五學生講座及家長工作坊等。
5. 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功課輔導班。
5.1. 協康會「愛心教室」計劃：為有 SEN 的 P1-P2 學生提供功課輔導班服務，由協康會教育心
理學家及專業社工在課後指導學生完成功課及提供社交訓練。(共兩組，逢星期一至四(上
學期) 、逢星期一至五(下學期)；下午 3:10-5:10；考試期間的時間另作安排)
5.2. 翱翔教育功課輔導服務：為有 SEN 的 P1、P3-P5 學生提供功課輔導班服務，由共融教室的
專業導師在課後指導學生完成功課及溫習默書和考試範圍。(共兩組，逢星期一至四(上學
期) 、逢星期一至五(下學期)；下午 3:10-4:30；考試期間的時間另作安排)
6. 「小二數學加強班」支援小二在數學能力稍遜的同學。
7. 「英文輔導班」(開設 4 組，支援小一至小四在英文能力稍遜的學生。
8. 為支援第三層(Tier 3)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訂定及跟進個別學習計劃。
9. 「及早識別學習困難的學生」計劃。
10. 小導師計劃：高年級學生於小息期間教導同輩或低年級 SEN 學生。
11. 課堂支援服務。
12. 考試調適服務。
13. 為一至二年級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錄製英默考試，並將之轉化成 QR code，然後派發給學
14.
15.
16.
17.

生，以便他們回家聆聽温習。
快樂共融 共進午餐。
學習程度測量卷(LAMK) 評估
8 月 15 日前，經家長同意下，轉交有特殊學習需要之畢業生資料予所屬中學，以便跟進。
在暑假期間，面見有特殊學習需要的準小一學生及家長，以便掌握學生的情況，及早提供
適切的支援。

(四)支援措施成效
根據家長、老師及學生所填寫之問卷，以及觀察及口頭查詢所得，對以上各項支援服務之評估如下：
路德會：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服務
本學年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服務，在學生評估、學生個別學習計劃、家長支援及老師支援，以及為學
校提供處理危機事宜的建議等方面，均能提供有效的建議和適切服務。
協康會：讀寫訓練小組(分別支援 P1-P2、P3 及 P5-P6 的讀寫障礙學生，共 3 組)
本學年安排了參與小組的學生之科任老師，合共 6 位老師於三個訓練小組中進行了觀課。基本上，
老師及家長對這三個訓練小組均持有正面的評價。
此外，學生能積極投入活動，亦能聽從導師的指示。從老師問卷顯示，所有組別均達 100%的老師
認同小組導師能有效領小組進行活動。同時，亦高達 100%的老師認為小組訓練對提升學生在認字
識句和閱讀能力等方面均有幫助。另從家長問卷顯示，高達 100%的家長認為小組對提升學生的讀
寫能力方面大有幫助。而在學生問卷中，100%同學表示願意再繼續參加小組。觀課老師更表示老
師有愛心和耐性，講解和指示清晰，學生樂於學習。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專注力訓練小組(支援 P1-P3、P4-P6 有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的學生，
共 2 組) 、社交及情緒小組(分別支援 P1-P3 及 P4-P6 的自閉症、過度活躍及情緒控制有困難的學
生，共 2 組)
本學年安排了參與小組的學生之科任老師，合共 8 位老師於四個訓練小組中進行了觀課。老師們及
有參與小組之學生家長對小組活動均持有正面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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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學生對活動十分投入和喜歡，有部份同學在控制情緒方面大有進步，因而亦改善了人際關係。
從問卷顯示，分別有 100%的老師及 95%家長均認同小組導師能有效領小組進行活動及認為小組訓
練對學生在專注、社交、情緒管理及專注力提升等方面均有幫助。而在學生問卷中，100%同學表
示願意再繼續參加小組。更有觀課老師表示導師有愛心，笑容可掬，具鼓舞性。活動有趣(長度、
時間、總結學習)準備充足的教具，富挑戰性，而學生投入活動，活動後導師也有跟他們討論過程，
學生有所得著。老師指在社交小組中，導師能透過不同的小遊戲，教導同學與人溝通的能力，能有
效提升同學正向行為。導師有愛心，活動有趣味。
博雅思教育中心：語文能力提升小組(分別支援有限智能、有讀寫障礙及成績稍遜的 P3-P4 學生及
P5-P6 學生，中、英文基礎學習課程各 2 組，合共 4 組)
本學年安排了參與小組的學生之科任老師，合共 8 位老師於四個訓練小組中進行了觀課。基本上，
老師及家長對這四個訓練小組均持有正面的評價。
此外，學生能積極投入活動，亦能聽從導師的指示。從老師問卷顯示，平均有 75%的老師認同小
組有助學生提升對中、英文科的學習能力。在家長方面，100%的家長均認同小組訓練對學生在學
習語文方面有幫助。
有觀課老師指出導師有耐性和愛心、態度和藹熱誠、教具準備良好，但在教授內容方面，經反映後，
仍屢次在小組中欠缺清晰情況，為讓 SEN 學生在課程中獲最大益處，故決定在新學年改用其他口
碑良好的機構負責相關小組。
共融教室：感覺統合訓練小組(分別支援 P1-P2 感覺統合失調、動作協調障礙及專注力不足的學生，
合共 1 組)
本學年安排了參與小組的學生之科任老師，合共 2 位老師於這個訓練小組中進行了觀課。基本上，
老師及家長對這個訓練小組均持有中等的評價。
起初 3 堂，導師指示欠缺清晰，不能有效帶領學生進行訓練活動。校方經過與導師及共融教室高層
反映後，導師教學有所改善，學生在偏差行為(如注意力不集中、欠自制力、閱讀或書寫時漏字等)
亦有輕微幫助和改善。為讓 SEN 學生在課程中獲最大益處，故決定在新學年改用其他口碑良好的
機構負責相關小組。
樂苗坊：正向行為訓練小組 (分別支援自閉症學生和情緒控制較弱的學生，與及 P1-P3 在社交及專
注力有待改善的學生，合共 2 組)
本學年安排了 4 位參與小組的學生之科任老師進行了觀課或諮詢小組服務。老師們及有參與小組之
學生家長對小組活動均持有正面的評價。
此外，學生對活動十分投入和喜歡。從問卷顯示，分別有 100%的老師及 73.5%的家長均認同小組
導師能有效領小組進行活動及認為小組訓練對學生在社交、行為及情緒菅理等方面均有幫助。在學
生問卷中，100%同學表示願意再繼續參加小組。
童樂社：讀寫樂趣多訓練小組(分別支援 P1-P2 讀寫障礙學生及成績稍遜的學生，開設 2 組)
本學年安排了 2 位參與小組的學生之科任老師進行了觀課或諮詢小組服務。老師們及有參與小組之
學生家長對小組活動均持有正面的評價。
此外，學生對活動十分投入和喜歡。從問卷顯示，分別有 100%的老師及 91%的家長均認同小組導
師能有效提升學生的讀寫能力。在學生問卷中，100%同學表示願意再繼續參加小組。更有觀課老
師表示透過遊戲和圖書誘發學生學習閱讀及認識詞語的興趣。每堂開始時會與學生重溫上堂所學習
的語言和重點。很好！
沙游小組(分別支援 P1-P3 及 P4-P6 需要處理壓力及情緒的學生，共開設 2 組)
本學年安排了 2 位參與小組的學生之科任老師進行了觀課或諮詢小組服務。老師們及有參與小組之
學生家長對小組活動均持有正面的評價。
此外，學生對活動十分投入和喜歡，有部份同學在表達情緒方面大有進步，因而亦改善了人際關係。
從問卷顯示，分別有 100%的老師及家長均認同小組導師能有助提升學生的情緒及壓力處理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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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在學生問卷中，100%同學表示願意再繼續參加小組。更有觀課老師表示導師有讚賞，能悉心
及有耐性處理學生的困難，學生在小組內輕鬆地交談，各人專注自己的設計，亦懂得欣賞別人的作
品，活動能有效地處理學生的情緒及壓力。
啟言堂：加強言語治療服務
1. 按本校學生語障情況而安排不同形式及頻次的訓練；中度言語障礙的學童安排一個月一至兩次
的服務，輕度的則安排一個月一次，輕度而只需間中接受治療的則安排兩個月一次。本學年有
55 名學生仍需接受言語治療。
2. 透過密集式的言語訓練活動，能提升學生的自信心、說話及表達能力。邀請家長出席言語治療
服務，有助家長了解學生的問題，以便作出協助。
3. 言語治療師定期更新學生的最新語言狀況，更提供中期及年終總結報告，以便老師及家長清楚
了解學生最新的言語治療情況。
4. 言語治療師透過面談及電話方式與家長溝通，讓家長能掌握學生語言發展之進度及情況，與及
跟進、交流家居訓練的心得。
5. 家長及老師均反映定期的言語治療服務及「大哥哥大姐姐」計劃，對學生的說話及組織能力起
了一定的作用。
6. 本學年初，從原先 70 位接受言語訓練的學生中，有 14 位語障的學生，獲得改善而得到康復或
正常情況，有 1 位則因移居關係，無法繼續提供治療。
啟言堂：學生培訓工作及家長工作坊
1. 10/10 及 24/10 為故事爸媽舉行培訓工作坊，共 33 位家長參加。100%的參與者認為講座內容恰
當，與及對整體講座內容感到滿意。
2. 21/11 為初小家長舉行「認識高階思維及語言表達能力」工作坊，共 52 位家長參加。100%的參
與者認為講座內容恰當和滿意。
3. 24/10/2018-17/12/2018 舉行「言語表達及社交溝通訓練」小組(合共 6 節訓練)，共有 5 名小一有
社交障礙或語障的學生參與。所有參與的同學均表示喜歡此小組。從觀察所見，學生亦較參與
小組前主動。
4. 16/5/2019，言語治療師與三年級四班的中文科老師進行協作教學(每班一節，合共四節)，老師
均認為協作計劃有助提升學生「看圖說故事」的能力，建議來年可與更多級別進行協作教學。
5. 26/6/2019，言語治療師為小五學生舉行「預備升中面試技巧」講座，從問卷顯示，100%的同學
均認為此講座對他們有幫助。
李安怡姑娘、陳家威先生、劉家溶姑娘：數學科加強班
學生對此班十分投入和喜歡，而且成效額顯暑著。
1. 數學科加強班(第 1 次)支援 18 位於小一 T2A2 在數學科未能取得合格的同學。經過支援後，成
效如下：
人數
合格
進步
不合格
18 人

7 人(38.9%)

8 人(44.4%)

11 人(61.1%)

2. 數學科加強班(第 2 次) ，支援 11 位於 T1A1 在數學科未能取得合格的同學再次接受加強數學訓
練班。
人數
合格
進步
不合格
11 人

4 人(36.4%)

7 人(63.6%)

7 人(63.3%)

3. 數學科加強班(第 3 次) ，支援 7 位於 T1A1 在數學科未能取得合格的同學再次接受加強數學訓
練班。
人數
合格
進步
不合格
7人

0 人(0%)

7 人(100%)

7 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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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數學科加強班(第 4 次) ，支援 7 位於 T1A1 在數學科未能取得合格的同學再次接受加強數學訓
練班。
人數
合格
進步
不合格
7人

3 人(42.9%)

5 人(71.4%)

4 人(57.1%)

小導師計劃
從訪問所得，一、二年級的同學均喜歡由四至五年級的哥哥姐姐協助溫習。大部份時間，他們亦會
主動準時出席和帶備需要溫習的課本。同時，大部分同學的讀字的表現也有進步。
而高年級的哥哥姐姐也能積極主動，盡責和耐性地教導一、二年級的同學。本學年能採取 1:1 小導
師及師弟師妹的輔導比例，能加強輔導的果效，而且亦能在每堂完結前，就師弟師妹的學習表現而
推薦給輔導組同工獎償小貼紙，此舉能推動他們更積極學習。另為答謝小導師的努力，輔導組除給
予小禮物外，還將統計他們的名單和服務時數交予曾素蓮老師，以紀錄在其義工服務小冊子內。由
於成效理想，將於新學年沿用此鼓勵和獎償方法。
為支援第三層(Tier 3)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訂定及跟進個別學習計劃
本學年為 1 位 Tier 3 的學生訂定及跟進個別學習計劃，在年終檢討時，大部份家長、老師和學生均
表示能在訂定的目標中有輕微改善，唯學生在下學期四月下旬移居關係，沒法繼續提供支援和跟
進。但家長和學生也特意在 2/5 回校答謝學校對他一直以來的支援和照顧。
快樂共融 共進午餐
1. 輔導主任和學生支援小組同工於午膳時段，邀請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與其他同學一起用膳和
遊戲，建立共融的校園文化。
2. 100%被邀請的同學均喜歡這個計劃，認為能夠透過一起用膳和遊戲，讓他們與同級的同學建立
彼此間的友誼，並提升個人的自信心、社交及表達能力。
其他支援服務，老師於會議中均表示合適，及對學生有幫助。
「你做得真好」獎賞計劃為即時獎勵學生在課堂或校園生活中的良好表現，故輔導組繼續借用周婉芬博士的即時欣賞同學的
方法，而設置「你做得真好」獎賞計劃，每班安放一套共 15 款不同款式和具體讚賞句語的小獎狀，
以供各位老師使用，獎賞學生。從口頭訪問中，同學都很喜歡老師獎賞，他們收到小獎狀都很開心。
同時亦有家長回應，稱這獎賞計劃為學生和家長帶來鼓勵作用。為進一步深化這計劃，於本年度開
始，凡學生獲得 5 張小獎狀，便可獲加 10 個奉基銀行積分。從問卷顯示，分別高達 100%老師和
學生，以及 99.6%的家長均認為「你做得真好」獎賞計劃值得在校推行。
「奉基進步獎勵計劃」-主要由班主任老師推薦其班內 SEN 學生在成績、品行、服務、課外活動及
學習態度等方面之進步表現，凡獲推薦進步者均可獲頒發「奉基進步獎勵計劃」小獎狀乙張。家長
和學生對此獎勵計劃表示歡迎。有部分家長稱學生以往未曾有獲取獎狀的經驗，現在能從獎狀中獲
得老師肯定和欣賞，表示非常珍惜這些小獎狀。此外，有小一家長更表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即
使很努力溫習，亦頗難在成績方面有明顯進步，因此，難免會有氣餒的感覺，但感恩學校有「奉基
進步獎勵計劃」，讓他們明白學校肯定他們所付出的努力或其他方面的進步，每收到這些小獎狀亦
會很感動。由此可見，此計劃不但可作為學生努力求進步的推動力，亦可鼓舞家長及讓他們明白欣
賞孩子的基石不止於成績，還要看重孩子所付出的努力和一點點的進步，好讓家校能攜手合作為學
生締造成功的希望。
頁 14

分別於 30/11、9/2、28/4 及 11/7，獲取「奉基進步獎勵計劃」各項小獎狀人數如下：
學習態度進步獎

學業成績進步獎

品行進步獎

30/11(46 人)

39 人(84.8%)

28 人(60.9%)

36 人(78.3%)

26/2 (48 人)

39 人(81.3%)

36 人(75%)

37 人(77.1%)

3/5 (53 人)

40 人(75.5%)

38 人(71.74%)

41 人(77.43%)

11/7(53 人)

38 人(71.7%)

39 人(73.4%)

45 人(84.9%)

除了獲小獎狀外，本校還會按學生各方面的進步表現，讓他們可參與課後支援計劃津貼下所舉辦「奉
基進步獎勵計劃」免費暑期參觀活動--「電影欣賞趣多 Fun」(P1-P3) 與及「齊齊整 cup cake」(P4-P6)
年級

獲參加獎勵參觀活動的 SEN 學生

表示喜歡及希望再有此獎勵計劃

P1

55.6%

100%

P2

40%

100%

P3

50%

100%

P4

55.6%

100%

P5

55.6%

100%

P6

50%

100%

(五)反思
學生支援小組於 18-19 年度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了專業和適切的輔助服務，大致能令學生
在學習態度、學業成績、個人能力及自信心各方面都有所進步。所提供的服務亦獲得多方面的認同，
包括家長、受助學生、老師及教育局專責人員。本校為讓學生獲得專業和有系統的訓練，故按校情
及學生的需要，清楚分開五大類別支援服務：
1. 為自閉症學生、特殊學習障礙的學生、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及有限智能的學生(第二層支援學
生)，分別向協康會、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博雅思教育中心、童樂社、樂苗坊及共融教室
購買合共 18 個專業訓練小組服務，為他們及其家長提供全面專業訓練及適切支援。
2. 為 1 位有自閉症、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的學生(第三層支援學生)提供個別學習計劃，為學生
進行社交、情緒及專注等輔導訓練。
3. 為成績稍遜的學生(第二層及第一層的學生) 提供英文輔導班、數學科加強班及小導師輔導計
劃。
4. 為語障學生提供適切言語治療服務。
5. 為鼓勵及提升全校學生積極學習而推行「你做得真好」獎賞計劃和「奉基進步獎勵計劃」
另進一步的支援服務則按學生學習情況而提供功課輔導及社交訓練服務、功課及默書調適及
考試調適等。在此劃分下，避免了學生參與過多組別訓練及適應不同導師而造成的疲累和混
亂，而各小組亦能更有效地為學生提供專業培訓。同時，我們會繼續仔細地把相同學習、社
交等程度的學生放在一組內，以求各組別更能聚焦學生的個別學習需要。在此安排下，我們
確信學生的學習動機也能獲得提升。
此外，我們亦明白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除要獲得學校和專業支援外，家庭支援亦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我們邀協康會、博雅思教育中心、周婉芬博士及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等為家長提供「支
援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孩子」小組及諮詢服務，讓他們能認識孩子的學習需要及掌握一些有效管教方
法，以提供適當的家庭支援，效果良好。因此，在新學年，仍會邀請相關的專業訓練導師及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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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為家長提供工作坊及諮詢服務。
有感安排相關老師到治療小組觀課及與小組導師進行諮詢會議，從而幫助老師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
及治療小組的支援技巧，以監察治療小組的教學質素，效果理想。故在新學年仍會繼續進行相關活
動。
除了以上各種支援外，為獎勵學生在課堂和校園生活中的良好表現，而推行「你做得真好」獎賞計
劃，學生和老師均認為此計劃能強化學生的良好表現。因此於新學年仍會持續推行。
另一項同樣鼓勵學生在成績、品行、學習態度等積極求進步的「奉基進步獎勵計劃」，這亦能有效
地鼓舞及提升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的自信心和積極性。有鑑於有部份學生很努力地溫習，但在學
業成績方面亦未能取得顯著進步的成績，學生和家長的信心也會大大地被動搖。為了讓學生知道他
們的努力會被肯定的，故此恆常性在每次考試完結後，均請每班班主任老師推薦在成績、品行、學
習態度等有進步或良好表現之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獲取「奉基進步獎勵計劃」特定範疇獎狀。
這獎狀附有校長簽名及學校蓋印，讓學生感到此獎狀的珍貴性，有效地提升學生和家長的信心和積
極性。從獲取獎狀的人數看，在「學習態度」
、
「學業成績」及「品行」方面取得進步獎的人數不斷
提升，便足以証明這計劃的成效良佳。
此外，在教育局新增資源下，新學年落實設立一位學生支援統籌主任、一位學生支援老師及駐校長
達 146 天的校本言語治療師的帶領和支援，將會更有效地推動「全校參與」的融合教育。
2019-2020 年度各項服務，目標是繼續讓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能適應和融合在主流學校學習生
活，提升他們學習興趣和動機，並能發揮自我潛能。
一、 本校於 19-20 年度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支援服務包括：
1. 協康會讀寫訓練小組(共開設 2 組，支援讀寫障礙學生)- 每小組提供共 10 節的服務及 1 節
家長諮詢服務。
2. 童樂社讀寫訓練小組(共開設 2 組，支援讀寫障礙學生)- 每小組提供共 10 節的服務。
3. 童樂社感覺統合訓練小組(共開設 1 組，支援 P1-P2 感覺統合失調、動作協調障礙及專注力
不足的學生)- 小組提供共 10 節的服務。
4.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專注力訓練小組(開設 2 組，分別支援初小及高小有專注力不足及過
度活躍的學生)- 每小組提供共 8 節的服務及 1 節家長諮詢服務。
5.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社交及情緒小組(開設 2 組，分別支援初小及高小有自閉症學生) - 每
小組提供共 8 節的服務及 1 節家長諮詢服務。
6. 樂苗坊正向行為訓練小組(開設 1 組，支援自閉症/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的跨年級學生)-- 每
小組提供共 10 節的服務及 3 節家長小組服務。
7. Artsmap Education 沙游小組(共開設 2 組，分別支援 P3-P4 及 P5-P6 需要處理壓力及情緒的學生)每小組提供共 10 節的服務及 1 節家長諮詢服務。
8. 為有 SEN 的 P1-P3 學生提供協康會「愛心教室」計劃，由協康會教育心理學家及專業社工
在課後指導學生完成功課及提供社交訓練。(共 3 組，逢星期一至五；下午 3:10-5:10)
9. 功課支援班 (開設 2 組，支援 P1、P3-P6 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共 10 人)-- 由
9/2019—5/2020，逢星期一至五下午 3:05-5:00。
10. 家長工作坊：為加強支援學生的效能，將邀請校本言語治療師、校本教育心理學家等專業
人員，為家長提供在家中支援孩子的訓練技巧和實際方法。透過家校合作，以提升支援學
生的效能。
11. 小導師計劃
12. 跟進 18-19 年度，小六升中的 SEN 學生情況。
13. 加強數學訓練班(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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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16.
17.
18.

英文輔導班
為支援第三層(Tier 3)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訂定及跟進個別學習計劃。
「及早識別學習困難的學生」計劃。
考試調適服務。
為一至二年級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預先錄製英文默書範圍，並將之轉化成 QR code，以方
便他們回家聆聽温習。
19. 「奉基進步獎勵計劃」
20. 「你做得真好」獎賞計劃
21. 「午間開心聚一聚」
上述第一項至第七項將會按需要提供教師諮詢服務、家長培訓及個案檢討會議，透過多方面專業人
員的合作，為學生提供最適切的服務和支援。
二、 學生支援小組為了讓更多學生受惠於治療小組以外的服務，能夠更快、更適切地提供評估及
跟進學生需要的服務，故此亦設有以下專業評估及治療服務：
1. 加強言語治療服務：本校與聖匠中學共同聘請 1 位言語治療師-李穎欣姑娘，本校為 Base
school，故此李姑娘將有 146 天駐校提供全方位的言語治療及發展的服務。讓更多學生及家
長受惠。
2. 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服務(路德會)：本校之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服務包括：為有需要的學生進
行學習能力評估、為患有自閉症、過度活躍或專注力不足的學生提供訂立個別學習計劃之專
業意見，以及協助檢視年度計劃，並為教師及家長在照顧個別學習差異的孩童時，提供適切
的意見。透過家校合作，雙管齊下地讓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融入主流學校，享受校園生活。
三、協助準小一學生作好適應小一生活的準備
為了讓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小一學生盡早適應小一生活及讓老師對學生多些了解而提供適切的
支援，故於開學前或開學初期，盡早接見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小一學生和家長。以便將有關資料
告知有關班主任老師和安排提供適切的訓練活動。
四、默書調適服務
根據學生的個別程度和需要而選取合適默書調適的形式。本組亦設計默書調適表，方便老師更
有系統地記錄學生的默書情況，如有需要，教學助理更會為學生進行抽離默書。
五、課堂支援服務
本組透過「課堂支援服務」表，更有效地讓老師因應課堂上的需要，而安排教學助理到課室進
行協作教學，以照顧個別差異。必要時亦會將學生抽離作個別指導，務求讓學生能緊貼課程的
進度。
六、小六學生升中支援及轉介服務
與有需要的學生及家長商討升中準備及選校事宜。另經家長同意下，在 8 月 15 日前轉介學生
資料到其所屬中學，讓學生能繼續接受適切的支援服務。
七、有系統安排老師參與特殊教育培訓課程及進行課堂支援的交流
八、教師資源手冊
此外，為了讓老師清晰本組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所提供的服務，並掌握處理和協助該類學
生之技巧，本組特別為老師整理一本名為「輔導及學生支援組教師資源手冊」，定時加插最新
資料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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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學生輔導服務：
(一)本校於 2018-2019 年度的全方位輔導活動，主要包括以下五大範疇：
1.

配合關注事項二--「盡展才能，規劃人生，擁抱正向生命」而舉辦一系列計劃和活動，例如「多
元智能評量表」
；
「奉基人個人成長檔案」
；
「多元智能獎勵計劃」
；小一至小六各級講座：小一「認
識八大智能」講座、小二「認識八大智能及發揮自我潛能」講座 、小三「認識自我性格，訂
立目標」講座，以及小四至小六均以「生涯規劃的重要」為主題，而年級逐步深化的講座；張
貼各級學習信念於課室內，視覺提醒學生在本年度積極培養該項信念/態度/精神；小一至小六
各級工作坊及體驗活動：小一「認識八大智能」工作坊、小二「我有我性格、盡展潛能」工作
坊、小三「盡展潛能、訂立目標」工作坊、小四「人生規劃體驗日」活動，與及小五小六「八
大智能參觀交流活動」活動等，有規劃地透過這些活動讓家長及學生初步認識自己的才能，以
致學會使用 SMART 法則，按自己能力和興趣，訂立和實踐相關目標(包括短期和長期目標)，
以及為日後升學及擇業作初步探索，好讓他們在日後的學習等方面能作出更具體的計劃，並為
自己能積極掌管自己的生活計劃而感到有自信和滿足。至於在正向教育方面：本學年以「全情
投入」及「正面情緒」作為方向，教育學生保持正面情緒，積極投入規劃人生。本校所推行的
正向活動包括：
「今日我生日」
、
「每月勵志歌曲送給你」
、
「每月人生規劃小百科」
、
「好人好事表

揚行動」、「愛心洋溢大行動」、「奉基共你破逆境」活動及「奉基齊撐你」活動。另外，為了突
破時間的限制，本年度為同學及家長設立了校網中的電子平台，讓他們可以自行登入電子平台
觀看詳細的「奉基人個人成長檔案」填寫指引及在填寫奉基人個人成長檔案資料。與此同時，
本校亦善用這電子平台設立奉基生涯規劃資訊分享站，安排邀請舊生分享有關升學及就業的資
訊和經驗、及不同中學的實際入學情況。至 7/2019，已放有影片包括：校友關冠聰介紹入讀法
律系課程的條件及簡介律師的工作，以及校友彭建樺簡介新聞報導員的資格和工作。
2. 預防性的輔導活動
2.1 為提升學生的抗逆力，本校與香港青年協會舉辦「成長的天空計劃」，為小四至小六學生
提供校內小組活動、戶外活動(包括日營、宿營等歷奇活動) ，及服務學習活動，讓學生能建立
歸屬感、效能感和樂觀感，從而能提升其抗逆力。
2.2 德育及公民教育課：一至三年級採用「成長的列車」課本，四至六年級則採用「成長的天
空計劃」發展課程，每次課題均以配合每月德育中心為主。與此同時，亦會輔以早會短講、週
會、校長說故事，與及適切學生需要及成長階段的德育及公民教育講座，藉此培養學生正確的
價值觀和態度。
2.3 其他預防性的輔導活動：按不同學生成長階段及需要提供適切的講座及活動，讓學生能順
利過渡每一個成長階段。此外，本校為了讓學生經驗解決生活上的難題及培養居安思危的習慣，
持續舉行「奉基共你破逆境」活動，讓每人也有機會當自己或他人的解難者，並可從他人的解
難方法作為自己處理逆境情況的參考。本校結合了學生、老師、家長、校友或專業人士的寶貴
解難方法上載在學校網頁中，以方便學生及家長瀏覽。
3. 發展性的輔導活動
本校透過一連串的活動，為學生提供關愛、積極正向及充滿鼓勵的校園生活，另外，亦為學生
提供關心和服務社群，甚或為國內有需要的地區施以緩手的機會，以奠定成為日後良好社會棟
的機會。活動包括有「奉基優質服務大使」
、
「今日我生日」
、
「奉基小導師」
、
「每月勵志歌曲獻
給你」、「奉基銀行」積分獎勵計劃、「你做得真好」獎償計劃、「好人好事」表揚活動、「愛心
揚溢大行動」
、參與聖公宗小學「接納關懷愛同行」聯校親子活動比賽、
「玩具回收大行動」
、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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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心利是日」活動、小四「情緒小管家」講座及「小母牛開卷助人」等活動。
家長教育活動
4.1 家長學院：輔導組及家長教師會配合本校每月德育中心主題，為家長舉辦一年共 6 節的
「家長學院」專題講座。讓家長既能掌握栽培孩子心得和方法外，也能讓家長在家中，與學生
相討每月德育中心的內容和實踐方法，以達致家校共同培育良好孩子的方法。
4.2 其他家長教育活動：本校為讓小一家長了解子女適應小一情況而舉行「小一家長會暨協
家長指導學生學習工作坊」。另外，為二至六年級家長掌握一些提升孩子高階思維及語言表達
的技巧，特別邀請校本言語治療師馮承駿先生舉辦「認識高階思維及語言表達能力」專題工作
坊。
學生個案情況(補救性的工作)
5.1 於 2018 年度共有 12 個個案，新開的個案共有 7 個。
5.2 8/2019 止， 1 位學生因已達到輔導目標，學生的焦慮狀況已獲得改善，在考試中亦能發
揮應有的水準。故不需再提供特別支援和跟進，家長亦同意學生有良好進展，故結束個案。另
有 1 位 P6 學生因升中，經家長同意下，轉至中學，讓其可繼續接受學生支援及跟進服務。另 1
位學生因移居內地，故無法提供輔導服務而結束個案。因此，將有 9 個個案於新學年需繼續作
跟進。

(二)反思全方位輔導活動
1. 配合 2018 年度關注事項二-「盡展才能，規劃人生，擁抱正向生命」而推行的校本輔導活動：
整體而言，從問卷和觀察所得，分別 100%家長、老師和同學均認同學校所設計的關注事項
二活動合適和足夠。在學校精心策劃活動下，100%的家長認為學校能讓孩子認識及發揮自己
的長處和才能；同時，100%的家長均認同學校所舉辦的活動有助學生按自己的能力和興趣來
為自己訂立及實踐目標。此外，亦在學生問卷調查結果中顯示，平均有 93.5%的小一學生知
道自己的優點和長處；另有 94.8%的小二學生表示可透過學校/家長的幫助，讓他們的才能得
以發揮。此外，從家長問卷及口頭訪問中，100%的家長均認同學校為學生有規劃地舉辦的「認
識八大智能工作坊」(P1)、
「認識自我性格和發揮才能工作坊」(P2)、
「盡展潛能，訂立目標工
作坊」 (P3)，「人生規劃體驗日活動」(P4) ，以及「八大智能參觀交流活動」(P5-P6)等能讓
學生認識發展八大智能、訂立目標、以及規劃人生的重要，並且贊同學校舉辦此類型活動對
學生有幫助。另從學生問卷中，透過不同活動下，96%的小一同學認識了八大智能的內容；
98%的小二同學能了解自己比較擅長哪一項智能；平均高達 98%的小三同學明白實踐目標時
需堅持，不輕言放棄，以及認同在實踐目標時，可參考別人的成功經驗；高達 96.6%的小四
同學明白人生規劃的重要性及明白到要從金錢、健康、快樂和知識中取得平衡，才可享受理
想生活；平均高達 98.3%的同學認同透過「八大智能參觀交流活動」
，有助他們發展相關智能，
以及能協助他們訂立更具體的個人目標。本學年以「全情投入」及「正面情緒」作為方向，
教育學生保持正面情緒，積極投入規劃人生。
本校所推行的正向活動包括：「今日我生日」、「每月勵志歌曲送給你」、「每月人生規劃小百
科」、「好人好事表揚行動」、「愛心洋溢大行動」、「奉基共你破逆境」活動及「奉基齊撐你」
活動。於 13/11/2018，與學生進行正向情緒及投入度的前測問卷，結果顯示本校學生大部份
擁有正向情緒(93.1%)和積極投入校園生活(95%)。從前測問卷中顯示本校學生優勢：
「我期待
參與一些有意義的活動，與他人分享快樂。」(96.2%)，這顯示本校學生願意與人分享快樂，
例如透過好人好事表揚行動、愛心洋溢大行動、每月勵志歌曲送給你、30 周年各項校慶慶祝
等活動，分享快樂及表達對其他人的祝福。「我相信自己能夠實現考試成績進步的目標。」
(95%)。本校自三年級開始，學生已學習 SMART 法則，並培養他們利用 SMART 法則為自己訂
立目標的習慣。此結果亦顯示同學懂得為自己訂立目標並且有信心在最終能實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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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而言，透過問卷的數項問題，顯示本校大部份的學生均是想法正面、自信心高、自我效能
感高的，有關問卷項目可玆証明：「我相信一切困難與挫折都會過去。」(95.1%)；「我相信自
己能夠實現考試成績進步的目標。」(95%)；
「我相信我不會因失敗而氣餒。」(93.3%)及「當我
不開心或者生氣時，我有能力處理好自己的情緒。」(89.2%)
於 25/6/2019 與學生進行正向情緒及投入度的後測問卷。結果顯示較前測問卷的結果:正向情緒
提升了 1.5%(94.6%);而積極投入校園生活則提升了 1%(96%)經過 7 個月的校園生活，同學在「正
向情緒」和「投入度」的某些項目上，更明顯提升了超過 1.5%，當中包括:我認為我身邊有人
很關心我(如父母、朋友) (98.2%)；我擁有可以戰勝困難的能力(96%)；過去的成功小事(如取得
好成績、得到長輩表揚)能夠給我戰勝挑戰的信心(97%)及在課堂上，我會積極參與課堂活動
(98.2%)
2/7 在學生調查問卷中，平均高達 99.25%的同學表示喜歡本校所推行的正能量活動。同時，亦
平均獲得高達 98.7%的 P1-P6 同學認同這些活動，能讓他們感到校園充滿温暖、師生間能互相
支持、鼓勵和關懷。5/7 在家長及教師問卷中，資料顯示 100%家長和老師均贊成本校所推行
的正能量活動，能讓孩子感到校園充滿溫暖、同學和老師間能互相支持、鼓勵和關懷。
由此証明，本校所推出之正能量活動方向正確，並能修提升學生正向情緒及投入感之效。
再從 APASO(對學校的態度)問卷結果顯示，本校學生在成就感和整體滿足感方面均明顯地高
於香港常模，成就感平均值高達 3.46(香港常模的平均值為 2.78)，而整體滿足感的平均值亦高
達 3.48(香港常模的平均值為 2.92)。另外在 APASO(動力)問卷結果顯示，本校學生在努力方面
亦遠高於香港常模，平均值分別高達 3.56(香港常模的平均值為 3.11) 。在學生持份者問卷之
「我對學生學習的觀感」範疇中，高達 91%的學生認同自己懂得訂立自己的學習目標。
高達 90.9%的學生認同同學積極參與課外活動，100%的學生認同透過參與學校的課外活動，
自己能獲得更多的學習機會，如課外知識和生活技能等。此外，分別高達 91.1%、97.4%及 90.9%
的學生認為自己喜愛學校、自己和同學相處融洽，以及老師關心自己。
凡此種種，証明本校所施行的計劃和舉辦的活動，能有效地讓學生認識潛能，並能使用 SMART
法則訂立目標，以發揮潛能及規劃學習生活。學生的滿足感、成就感、投入感和正向情緒亦
因此持續提升。
於新學年,在此良好穩健的架構下，本校以「盡展才能, 規劃人生, 擁抱正向生命」(建立良好
人際關係)作為關注事項二的主題。本校將持續強化關注事項二的架構，除輔以相關體驗活
動、清晰提示及備忘，讓學生能有步驟和具體地掌握發揮潛能、訂立目標和規劃人生的方法、
技能和實踐機會外，更進一步善用資訊科技，發展內聯網奉基生涯規劃資訊分享平台，突破
時間及地點的限制，讓學生能夠隨時可接收師兄師姐、家長及一些專業人士分享中學、各行
各業，以及發揮潛能的訓練和比賽等資訊，從而能更精確地計劃自己理想。此外，亦會將「奉
基人個人成長檔案」電子化，以加強「奉基人個人成長檔案」的保存性質，以及提升學生填
寫紀錄的趣味性和靈活性，讓他們更容易查閱自我性格、潛能、長處、學習經歷、目標，自
我反思等，從而建立自信和正向的生命。另外，由於小四學生在參與「人生規劃體驗日」活
動後，能激發他們積極規劃人生的動力，為有效協助他們有效地訂立長遠目標，所以在試後
活動期間，為他們增設「人生規劃體驗日」深化活動--「時間規劃」工作坊。而鑑於小五及小
六的「八大智能參觀交流活動」
，備受學生及家長認為是難得的體驗活動，為使此活動發揮得
更大效用，於新學年，將在舉行「八大智能參觀交流活動」前，舉行是項活動事前簡介會，
讓學生了解這活動的意義、注意事項及準備等。在活動後亦立即舉行事後反思活動，以鞏固
學生在是次活動中的得著和啓發。
此外，為提升學生的抗逆力和精神健康，在這穩健架構基礎下，滲入正向心理元素：踏入本
周期的第二年，我們會著意協助學生培養良好人際關係，讓他們建立鞏固的支援網絡，最終
邁向正向生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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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預防性輔導活動
2.1「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四活動)
2.1.1
輔助小組、挑戰日營
透過輔助小組、挑戰日營及再戰營會活動。同學均表
及再戰營會活動
現良好，他們亦表示透過活動，可加深他們體會互相
尊重及彼此合作的重要性。此外，學生在再戰營會
中，均能勇敢地接受各項挑戰。在夜行和攀石活動，
部分學生雖然非常恐懼，但在眾人的鼓勵和支持下，
最終也能順利完成指定任務，並能在分享中帶出正面
的訊息。
2.1.2
愛心之旅 -探訪長者
於「成長的天空」愛心之旅探訪長者活動中，同學們
服務
均落力帶領長者進行各項遊戲活動，同時，亦能在適
當時候，帶動開心的氣氛，以致一些原本較沈默的長
者，也能開懷地展露笑容。在最後的環節，學生需要
教導長者摺毛巾兔子，同學們均能細心地指導長者，
最終每人也能愉快地完成毛巾兔子。
2.1.3
親子日營活動
共有 8 對親子參與。於「成長的天空」親子日營活動
(P4) 中，能激活親子全方位互動和溝通，在遊戲中
彼此支持和鼓勵，並且能發掘彼此的長處和優點。場
面溫馨愉快。
2.2「成長的天空」計劃(小五及小六活動)
2.2.1
「成長的天空」燒
當天共有 17 位同學出席活動。於上午，同學們分兩組
烤活動
進行遊戲，他們均能發揮互相合作的精神，並能完成
指定任務。此外在下午時段，同學們也能享受烤燒樂
趣，以及在終極遊戲中，兩組均各出奇謀利用報紙做
出一個可前行一段路程的人肉大車輪。最後一組成功
完成任務，另一組卻未能達標。不過，透過反思活動，
他們能找出成功及失敗的原因。相信這些反思有助他
們日後有效處理問題。從口頭反應，100%同學都表示
很喜歡這活動。
2.2.2
服務學習-為低年
在試後期間，為 P1-P3 同學舉行攤位遊戲，活動前，
級同學設計及舉行
輔助小組同學在社工林姑娘及甄姑娘帶領下，均能用
攤位遊戲
心思考，以致能設計適合低年級的學弟學妹玩的攤位
遊戲(以認識情緒為主題)。因此在活動時間，低年級學
生也非常喜歡參與遊戲，反應熱烈。組員亦有效地介
紹他們的攤位遊戲予學弟學妹玩耍。是次活動能再次
讓他們發揮合作精神、溝通技巧、效能感和歸屬感。
2.3 本校按學生成長不同階段和需要，提供適切的講座、活動和支援予學生，再配合每
月德育中心短講和推行德育及公民教育課，以致學生在社群關係、成就感、整體滿足感
等均遠高於香港常模水平，效應值屬中等或以上，分別為 3.59、3.46 及 3.48。﹝在 2018
年度 APASO(情意及社交問卷)中有所顯示﹞，成效理想。除了 APASO 外，在 2018 年度
持分者問卷也能顯示學生、家長及教師對學生成長支援觀感持有非常正面的回應和認
同，分別是 4.4、4.2 及 4.7。(在家長持份者問卷中，在眾多調查項目中，「我對學生成長
支援觀感」項目在同意排序中列為第 2 位；而在教師及學生持份者問卷中，
「我對學生成
長支援觀感」項目更在同意排序中列為第 1 位。)另外，還可從輔導組活動問卷反映情況，
家長、學生及老師均是高達 99.9%認同輔導活動充足和值得繼績推行。本組將繼續配合
關注事項、訓育、德育、健康教育和學生支援組，全面為學生提供完備的成長支援活動
予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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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發展性的輔導活動
本校按學校擁有關愛優良素質及秉承「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精神，持續透過不同類
型活動，發揮學生關愛互助、服務社群、熱心公益以及自我求進步的精神。成效十分理
想。
1.

「奉基優
質大使」

2.

「今日我
生日」

3.

「奉基銀
行」積分
獎勵計劃
「你做得
真好」獎
賞計劃

4.

5.

「奉基好
人好事」表
揚

6.

「玩具回
收大行動」

7.

「每月勵
志歌曲送
給你」

8.

「利是送
暖」心意
大行動。
小母牛「開
卷助人」閱
讀籌款計
劃

9.

大致上於新生輔導日兩天，19 位「奉基愛心服務大使」均熱
心積極協助老師幫助小一學生適應小學生活及帶領他們到
洗手間等工作。據口頭訪問，老師對他們的表現表示滿意和
欣賞，認為服務大使均非常細心，並樂於為學弟學妹服務。
希望能繼續在新學年設有這項安排。
從口頭訪問、意見表和輔導組問卷顯示，99.2%的學生均喜歡
此活動，他們認為這活動為他們帶來更多生日祝福，與及可
換取自己喜歡的食品。從觀察所得，教職員(工友及書記) 也
歡迎此活動。另高達 99.8%的家長及老師亦認同此計劃值得
繼續推行。
為讓學生在生日中得到更開心的祝福，新學年會讓學生在生
日的時段到輔導室夾公仔一次。
此計劃能起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活動作用。從輔導組問卷顯
示，99.2%的學生均喜歡此活動。同時，分別高達 100%的家
長及老師均認同此計劃值得繼續推行。
學生和老師均認為此計劃能強化學生的良好表現。從口頭訪
問中，99.2%的學生均喜歡此活動。同時，分別高達 100%的
家長及老師均認同此計劃值得繼續推行。由於反應良佳，因
此於新學年仍會持續推行。
共有 547 人參與「奉基校園好人好事」表揚活動(約佔全校 80%
的學生參與)。從他們的活動紙中，學生均能具體讚揚校內老
師、教職工風紀對他們的關愛。稍後會將一些同學的分享錄
音，透過校園電視台向全校分享他們的「奉基校園好人好
事」。
從輔導組問卷顯示，100%的學生均喜歡此活動。同時，分別
高達 100%的家長及老師均認同此計劃值得繼續推行。由於反
應良佳，因此於新學年仍會持續推行。
「玩具回收大行動」 (輔導及健環組) 。。約 120 人次參加。
於 19/12，本校將是次收集所得的玩具全部交由基督教勵行會
轉贈有需要的家庭。相關活動相片已上載於學校網頁中。
本年度由學生在網上投票每月所點唱的歌曲，反應理想。從
輔導組問卷顯示，分別高達 99.2%的學生和家長，以及 100%
的老師均認為此活動值得繼續推行。
新學年因加插「心靈加油站」節目，故將「每月勵志歌曲送
給你」改為一年 4 次的「勵志歌曲送給你」。
是次活動共有 180 位學生參與 (佔全校學生 26.23%)，共籌
得善款 HK$6,874.00。將全數交予世界宣明會，待機構發回
收據後會上載至學校網頁，以供家長查閱。
本校於 15/4 舉行小母牛「開卷助人」閱讀籌款計劃。全校約
有 67%的同學積極參與，並籌得善款總數合共$44,648 港元。
本組已將在此計劃中，分別獲得「傑出籌款班別大獎」、「優
秀閱讀班別大獎」相片、收據及感謝信等上載在相關網頁
中，以供學生及家長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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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而言，本校學生均能互相尊重和關愛，以及積極地為周遭的人、社區以及祖國作出援助和
服務。這也可從輔導組問卷中顯示， 100%的學生、家長，以及老師均支持及認同舉辦「玩具
回收大行動」
、
「利是送暖」心意大行動及小母牛「開卷助人」閱讀籌款計劃等公益活動。因此，
這亦反映本校在協助學生發揮關愛、承擔和樂於服務的精神方面，成效顯著。同時，本校的關
愛氣氛和形象亦深受家長、學生及外界的歡迎﹝持份者問卷中亦顯示出老師、家長及學生對於
學校氣氛和對學生成長支援的觀感均平均高達 4.5﹞。因此本校能成功連續九年榮獲「關愛校
園」榮譽獎項。
4 家長教育活動
4.1 全年舉行約 8 次講座及工作坊，平均出席人數約有 60 人。平均認為講題對他們有幫助之
百分比為： 100%，效果理想。
4.2 來年度可繼續配合學校關注事項一、關注事項二、關注事項三及訓育中心主題， 邀請一些
專業及有口碑的機構到校舉辦講座，例如張笑容女士等，讓家長掌握有效培育子女的方法。
此外，亦會在選擇講座日期方面，盡量避免節日前夕或大假前，以免影響出席人數。
4.3 善用資訊科技，每次家長講座前均再次發短訊通知家長，以防家長遺忘出席；另如能徵得
講者同意，校方會將講座內容以 pdf 檔案上載，以供家長參閱。
5

學生個案情況
處理學生個案工作方面尚算暢順。另外，亦有賴校本教育心理學家、老師、書記及教學
助理的支援和合作，以致個案能夠順利過渡和解決。
在處理個案中，大部份仍然是涉及家庭管教或支援問題。因此，除透過電話、Whatsapp、
定期約見家長面談外，亦會繼續與校本教育心理學家安排支援服務予家長，與及為學生
定立個人獎勵計劃。

(三)展望 2019 年度全方位輔導活動
由於本校全方位輔導活動全面及推行理想，因此大部份活動及安排除按上述檢討後加以修改
外，將會朝著以下 5 大範疇下持續推行：
1 配合關注事項二--「盡展才能，規劃人生，擁抱正向生命」(建立良好人際關係)所舉辦的輔導
活動
2. 預防性的輔導活動
3. 發展性的輔導活動
4. 家長教育活動
5. 學生個案支援及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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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表現
過去三年校際活動中獲得的獎項(2016-2019):
比賽/組織名稱
類別
閱讀
閱讀嘉年華

獎項詳情
2017/2018

2016/2017
攝影比賽：
1 人冠軍、1 人亞軍
2 人優異

攝影比賽：
1 人冠軍、1 人優異

悅讀越多 FUN 閱讀比賽

6 人優異、7 人良好

九龍城區青年活動閱讀
獎勵計劃
1.東亞銀行親子閱讀證
書獎勵計劃閱讀分享
比賽:一年級亞軍
全港性閱讀比賽

類別
體育

比賽/組織名稱

團體獎銅獎(季軍)
6 人個人優秀表現獎
6 人優秀表現獎
小學組金獎
404 人獲嘉許狀
1.「書叢閱讀報告」比賽: 1.兒童及青少年閱讀獎勵
中級組季軍
計劃:
2.「閱讀‧分享」校園
1 人閱讀超新星
計劃:
喜閱之星
3.東亞銀行親子閱讀獎勵
計劃閱讀分享報告比賽:
一年級優異獎

獎項詳情
2017/2018

2016/2017

全港小學體育獎勵計劃

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全港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九龍東區小學遊戲比賽

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九龍東區:
單項：2 冠 1 亞 3 優異
接力：2 優異
團體：4 優異

單項：4 冠 3 季 2 殿
團體：
1亞2季1殿
九龍東區:
單項：1 亞、2 殿、4 優
異
接力：1 亞軍、3 優異
團體：1 季軍、1 優異

單項：1 冠 2 亞 5 季
團體：2 季 1 殿

九龍東區:
女子乙組季軍

九龍東區:
女子甲組優異獎
九龍東區:
男子組優異獎
女子組優異獎
個人：2 季、1 第五名
團體：1 冠、1 亞
1 季、1 優異

個人：1 第八名
團體：3 優異

全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
全港小學校際體操比賽

九龍東區:
單項：1 季 1 殿 4 優異
團體：2 優異

2018/2019
九龍南區女子組銀獎學
校
九龍南區:
單項：1 第五名、1 第六
名
1 第七名、3 第八
名

2 冠(破紀錄)、1 亞、
1 人傑出運動員

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全港小學校際劍擊比賽

2018/2019
攝影比賽：
1 人冠軍

九龍東區:
單項：1 冠 3 亞 1 季、1
殿、3 優異
接力：1 亞、1 優異
團體：1 季、2 優異

九龍南區:
單項：1 冠、1 季、2 殿、
1 第五名、3 第六名、
1 第七名
接力：2 季、1 殿、2 第
七名
團體：1 殿、3 優異
九龍南區:
女子乙組亞軍
九龍南區:
女子組優異獎
個人：1 冠、1 季
團體：1 冠、1 季、2 優
異

2 第六名
3 優異證書
2 良好證書

2 第七名、1 第六名
2 優異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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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冠、2 亞、1 殿
1 良好證書

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健康

全港兒童健康比賽

及
環保

傑出學校環境保護大使
大型全港性健康
及環保比賽與活動

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體育

屈臣氏集團學生
運動員獎

藝術體操公開比賽

籃球、足球、乒乓球
邀請賽

獎項詳情
2017/2018

2016/2017

E 組全場總冠軍
1 人金獎、1 人銀獎、1
人銅獎、17 人優異獎
「55 綠綠大挑戰」
「星
級減碳學校」及「及
最佳表現大獎」

2018/2019
E 組全場總冠軍

「環保為公益」
慈善清潔籌款活動:
銅獎

獎項詳情
2017/2018

2016/2017
6B 麥朗圖

2018/2019
6B 張礎桐

1.藝術體操比賽 2016: 1.全港藝術體操公開賽:
新秀甲組帶操冠
三級公開組球操 第七
軍、棒操季軍、個人 名
全能全能冠軍
新秀乙組個人全能
全能第五名、球操第
五名、圈操第五名
2.香港兒童及青少年藝
術體操錦標賽:
小學 B 組 9-11 歲公開
賽帶操亞軍、圈操冠
軍、個人全能亞軍
小學 A 組 6-8 歲公開
賽帶操冠軍、圈操冠
軍、個人全能冠軍

1.藝術體操比賽 2018:
新秀甲組帶操身季
軍、棒操亞軍
2.全港藝術體操公開賽:
三級公開組球操 第四
名
三級公開組球操 第七
名
3.全港分齡藝術體操比
賽:
高級 A 組球操第八名

1.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
學小學籃球邀請
賽:
男子組銀盃賽冠軍
1 人最佳球員
2. 新亞小學三人籃球
邀請賽:
女子組亞軍、射罰球
比賽季軍、籃板王

1.保良局蔡繼有學校校
慶乒乓球邀請賽:
女子組亞軍、男子組殿
軍

1.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忠 愛盃」小學籃球邀
請賽: 女子組季軍
2.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小 學籃球邀請賽:
男子組金盃賽季軍
走籃比賽：冠、亞
射罰球比賽：亞、殿
1 人最佳球員
3.新亞小學三人籃球邀
請賽:
女子組亞軍、男子組優
異 1 人女子組得分王

聖公會榮真小學水運會 1.馬鞍山主風小學游泳
友校邀請賽:
接力邀請賽:
男女混合組季軍
男子組亞軍
游泳接力邀請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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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蘭中學水運會小學
友校接力賽:
亞軍
2.聖公會榮真小學水運
會友校邀請賽:
男女混合接力殿軍
3.保良局蔡繼有學校水
運會接力邀請賽:
男女混合組季軍

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體育

劍擊公開比賽

獎項詳情
2017/2018

2016/2017
1.萬國擊劍廣佛精英賽:
個人：1 項第六名
團體：1 項冠軍
2.U11 劍擊隊際挑戰賽:
男子花劍亞軍
3.深水埗區際劍撃比賽:
1 項季軍、1 項第五名、
1 項第六名
4.Y-SPARKS International
Fencing Cup(Singapore)
U15 Boys Foil Fifth
U8 Mixed Foil Second
U8 Mixed Foil Fifth
5.香港劍擊學院第四季劍
擊比賽:
2 項冠軍
6.奉基劍擊邀請賽:
2 項冠軍、1 項亞軍、
2 項季軍
7.禮悅隊際劍擊邀請賽:
小三以下花劍組冠軍
8.3rdTFF MINIME
SERIES 2016 (Thailand):
3rd place Boy,s Foil U14
9.上海萬國擊劍冠軍賽
第一站:
U10 女子個人花劍季軍
10. Uhlmannn Macau
「精英盃」明日之星劍擊賽：
2 項冠軍、1 項季軍

1.奉基劍擊邀請賽:
3 項季軍
2.萬國體育深港澳擊劍
公開賽:
1 項冠軍、1 項亞軍、
1 項第六名
3.萬國擊劍團體對抗賽:
1 組亞軍、1 組第四名、
1 組第八名
4.萬國廣佛精英賽:
1 項冠軍、1 項第六名
5.慶祝香港回歸二十周年
劍擊邀請賽:
1 項第五名、1 項第七名
6.萬國廣佛精英賽佛山站:
2 項第五名、1 項第六名
1 項第七名、1 項第八名
7. 3rdTFF-AIR FORCE
MINIME 2017(Thailand):
3rd place girl,s Foil U10
8th place girl,s Foil U12
5th place girl,s Foil U14
3rd place Boy,s Foil U10
8.兩岸四地分齡劍擊錦標
賽:
1 項季軍、1 項第八名
9.深水埗區際劍撃比賽:
1 項季軍、1 項第五名、
1 項第六名
10.萬國體育深港澳擊劍
冠軍賽:
1 人第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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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1.亞洲少年兒童劍擊精英賽
(澳門):
1 項季軍、1 項第五名
1 項第七名
2.萬國佛山擊劍公開賽:
1 項亞軍、3 項季軍、
1 項第八名
3.萬國擊劍深圳南山團體對
抗賽:
花劍 B 組第四名
4. 3rdTFF MINIME
SERIES 2018 (Thailand):
3rd place Boy,s Foil U10
5.深水埗區際劍撃比賽:
2 項亞軍、1 項季軍、
1 項第五名
6.萬國體育深港澳擊劍精英
賽:
1 項冠軍
7.FT Youngstars Fencing
Championship(Malaysia)
1st place in Girls’ Foil U8
2nd place in Girls’ Foil U10
1st place in Girls’ Foil U10
8.萬國體育深港澳擊劍精英總
決賽:
2 項季軍、1 項第六名、
1 項第八名
9.艾魯特(南京)擊劍冠軍賽總
決賽:
2 項冠軍、1 項亞軍
2 項第六名、2 項第七名
10.廣州全民健身運動滙粵港
擊劍公開賽:
1 項亞軍、1 項季軍
11.USA Fencing International
Regional Circuit(IRC) Hong
Kong:
2nd-runner-up
12.奉基三十周年校慶劍擊邀請
賽:
2 項冠軍、2 項季軍
13.粵港澳大灣區「澳門培正
盃」劍擊邀請賽:
1 項冠軍
14.青俱盃萬國體育城市聯賽
深圳站:
1 項亞軍、1 項第五名
15 青俱盃萬國體育城市聯賽
佛山站:
1 項冠軍、1 項亞軍
4 項季軍
16.Modern Fencing Minime
international2019(Singapore)
Girls Foil U12 2ndplace Girls
Foil U14 5thplace
Girls Foil U10 1stplace
17.深圳龍華區擊劍冠軍賽:
1 項亞軍

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體育

游泳公開比賽

田徑接力邀請賽

獎項詳情
2017/2018

2016/2017
1.九龍城區分齡游泳比賽:
單項：2 亞 2 季 2 殿
接力：1 亞 1 季
2.深水埗區分齡游泳比賽:
3冠
3.香港長池分齡游泳
錦標賽:
2冠1亞
4.東區分齡游泳比賽:
3冠
5.香港短池分齡游泳錦標
賽第一組:
1冠
6.香港短池分齡游泳錦標
賽第二組:
1亞1季
7.第一組短池分齡比賽:
1亞
8.香港短池分齡游泳
錦標賽:
1冠1亞
9.Thailand age group
Swimming Championships
3 Place2 , 2 Place1
10.全港小學游泳邀請賽:
單項:1 冠 5 亞 2 季
接力:1 亞
11.屬會新秀游泳比賽:
1 項冠軍、3 項季軍
12.全港運動會:
1季
13.第一組短池分齡比賽
1冠1季
1.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接
力邀請賽:
女子組季軍
2.協恩中學附屬小學接力
邀請賽:
冠軍
3.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
友校接力邀請賽:
混合接力冠軍
4.李求恩紀念中學接力
邀請賽:
女子組季軍
5.保良局蔡繼有學校接力
邀請賽:
女子組季軍、男子組亞
軍

2018/2019

1.全港小學游泳邀請賽:
單項:1 項季軍
2.九龍城區分齡游泳比賽:
單項：2 冠 3 亞 3 殿
接力：1 殿

1.九龍城區分齡游泳比賽:
單項：2 季 3 殿
接力：1 殿
2.油尖旺分齡游泳比賽:
1亞

1.聖公會基樂小學接力
邀請賽:
女子組接力亞軍
2.保良局蔡繼有學校接力
邀請賽:
女子組季軍、男子組
亞軍
3.聖公會聖提摩太小學
接力邀請賽:
男女混合組冠軍
4.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接
力邀請賽:
女子組季軍
5.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
友校接力邀請賽:
混合接力冠軍

1.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接
力邀請賽:
女子組冠軍、男子組亞軍
2.德蘭中學接力邀請賽:
冠軍
3.協恩中學附屬小學接力
邀請賽:
冠軍
4.聖公會基榮小學接力邀
請賽:
混合接力冠軍
5.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
友校接力邀請賽:
混合接力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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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體育

田徑公開比賽

鐵人公開比賽

獎項詳情
2017/2018

2016/2017
1.屈臣氏暑期田徑訓練班
2016 結業賽:
1冠2季
2.九龍城區分齡田徑比賽:
單項：3 亞 1 季 1 殿
接力：1 冠
3.南區分齡田徑比賽:
1亞
4.飛達兒童田徑聯賽
第一站:
個人：2 季 2 殿
接力：1 亞 1 季軍
5.全能兒童田徑錦標賽:
個人：15 冠 6 亞 6 季
14 優異獎、
接力：1 冠

1.飛達新星田徑聯賽
第二站:
個人：2 亞 5 季 4 殿
接力：1 冠 2 亞 1 季
2.公民青少年田徑
錦標賽:
1 亞、2 優異
3.飛達新苗田徑錦標賽:
單項：2 冠 2 亞 1 季
接力：1 冠 2 亞
4.公民青少年田徑
錦標賽:
1 亞 1 季 4 殿 2 優異
5.九龍城區分齡田徑比賽:
單項：3 亞、2 季、2 殿
接力：1 冠、1 亞、1 季、
1殿
6.黃大仙區分齡田徑比賽:
單項：2 冠 1 亞 2 季
1.水陸兩項鐵人賽聯賽 1:
個人：1 季
團體：2 亞 1 季
2.水陸兩項鐵人聯賽
聯賽 2:
個人：1 第四名
團體：2 亞
3.陸上兩項鐵人賽聯賽 1:
個人：
1 第四名、1 第五名
團體：1 冠 1 亞 1 季

1. 2016 水陸兩項鐵人賽比賽 3:
1 冠 1 第六名
2. 2016 水陸兩項鐵人賽比賽 4:
1 冠、1 亞、1 第七名
3. 2016 水陸兩項鐵人賽比賽 5:
1 季 1 第八名
4. 水陸兩項鐵人聯賽:
(聯賽獎)
1冠
4.香港 ASTC 三項鐵人
5.水陸新秀兩項鐵人聯賽 1: 青年亞洲錦標賽及分齡
個人：1 亞 2 季
三項鐵人賽:
團體：2 亞
1 第六名、1 第七名
6.水陸兩項鐵人聯賽 2:
5.水陸兩項鐵人賽-比賽 2:
個人：1 亞
1亞
團體：1 亞 1 季
6.水陸兩項鐵人賽-比賽 3:
1季
7.水陸兩項鐵人聯賽 3:
2 第六名、1 第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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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1.屈臣氏田徑會周年大賽
2018:
個人:1 季
2.公民青少年田徑錦標賽:
單項：1 亞、2 季、4 優異
3.全港小學生田徑測試賽:
單項：2 冠、5 亞、6 季
接力：2 冠、1 亞、1 季
4.飛達新星田徑聯賽第二
站:
1殿

1.2018 水陸兩項鐵人賽聯賽
4:
個人:1 第四名、1 第五名
1 第八名
團體:1 亞
2.2018 分齡三項鐵人賽:
1 第四名、1 第八名
3.2018 香港陸上兩項鐵人
錦標賽:
團體:1 亞 1 季 1 第四名
4.2018 水陸兩項鐵人聯賽
5:
個人:1 冠
團體:1 亞
5.2019 陸上兩項小鐵人賽:
個人:1 冠、1 第四名
1 第五名、1 第六名
團體:1 冠、2 亞、1 季
6.2019 陸上兩項鐵人聯賽:
個人:1 亞、1 第五名
團體:1 冠、1 亞、1 季
7.2019 水陸兩項鐵人賽聯
賽 1:
個人：1 冠、1 第六名
2 第八名
團體：3 季
8.體育節 2019 分齡組三項
鐵人賽:
個人：2 第四名、1 第五名、
1 人第八名
9.2019 校際水陸聯賽 1:
個人：1 第五名、
1 第六名；1 第七名
團體：2 季、1 第四名

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學科

聖公會小學
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2016/2017
3 人數學競賽三等獎

2 人銅獎

數學:
1 人金獎、2 人銅獎

數學:
1 人金獎、4 人銀獎
7 人銅獎

初賽:
7 人金獎、21 人銀獎、33
人銅獎
晉級賽：
1 人金獎、5 人銀獎、
8 人銅獎
決賽：
8 人銀獎、7 人銅獎
總決賽:
2 人銅獎
1 人銀獎、3 人銅獎、
4 人優異

初賽:
8 人金獎、13 人銀獎
25 人銅獎
晉級賽:
1 人金獎、8 人銀獎
6 人銅獎
決賽:
1 人金獎、1 人銀獎、2
人銅獎

香港小學奧林匹克比賽

亞洲國際數學
奧林匹克公開賽

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獎項詳情
2017/2018

2018/2019
1 人金獎、1 人銀獎、
3 人銅獎
科學:
5 人金獎、4 人銀獎
9 人銅獎
數學:
1 人金獎、4 人銀獎、6
人銅獎
初賽:
3 人銀獎、1 人銅獎
晉級賽:
1 人銀獎、3 人銅獎
決賽:
1 人銀獎

小雄雞數學錦標賽

1 人優異獎

亞太區小學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 人優異獎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
林匹克邀請賽

6 人一等獎
24 人二等獎
27 人三等獎

9 人一等獎
18 人二等獎、
29 人三等獎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
林匹克晉級賽

4 人一等獎
8 人二等獎
15 人三等獎

4 人一等獎
14 人二等獎
14 人三等獎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
林匹克決賽

1 人一等獎
8 人二等獎
8 人三等獎

3 人一等獎
10 人二等獎
6 人三等獎

3 人一等獎
4 人二等獎
13 人三等獎

解難分析科:
2 人優等、7 人良好
數學科:
9 人優等、8 人良好

選拔賽:
1 人特等獎
8 人二等獎、9 人三等獎
總決賽:
1 人一等獎、2 人二等獎
6 人三等獎、1 人優異獎
解難分析科:
7 人優等、6 人良好
數學科:
13 人優等、16 人良好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

世界數學測試
香港世界數學測試
精英邀請賽

解難分析科:
1 人優等、4 人良好
數學科:
4 人優等、15 人良好
1 人金獎
2 人數學競賽三等獎

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新加坡數學競賽
全港小學數學比賽(九龍城)

13 人一等獎
19 人二等獎
28 人三等獎
1 人特等獎
4 人一等獎
19 人二等獎
19 人三等獎

1 人數學競賽三等獎
1 人計算競賽一等獎
4 人計算競賽三等獎

1 人銀獎
6 人銅獎、3 人優良獎

8 人優良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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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學科

比賽/組織名稱

2016/2017

兩岸菁英數學邀請賽

1 人特等獎
1 人二等獎
1 人三等獎

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1 人二等獎
3 人三等獎

城大優數盃

獎項詳情
2017/2018
初賽:
5 人二等獎
4 人三等獎
1 人三等獎

1 人銅獎、2 人優異獎
1 人銀獎
2 人銅獎
3 人銀獎、6 人銅獎、
2 人優異
總決賽:1 人銅獎

數學無疆界國際大賽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
全港少年數多酷大賽決賽

初賽:
3 人金獎、6 人銀獎
17 人銅獎
晉級賽:
初賽:4 人銀獎、3 人銅獎
1 人銀獎、7 人銅獎
5 人優異獎
總決賽:
1 人銀獎、3 人銅獎
3 人數學組三等獎
4 人數學組四等獎
1 人珠心算四等獎

香港珠心算暨數學
精英盃邀請賽

美國國家數學競賽

2 人銀獎、3 銅獎

World Mathematics Team
Champion(Thailand)

Bronze Award
1 人優異獎

全港資優數學秋季賞

香港數學挑戰賽

11 Merit , 43 Credit
3 High Distinction
9 Distinction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及比賽 ICAS(科學科)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及比賽 ICAS(英文科)

1 人銀獎、3 人銅獎、
1 人優異

少年組個人優勝獎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及比賽 ICAS(數學科)

2018/2019
決賽:
2 人二等獎
4 人三等獎
2 人二等獎

English:
1 Distinction , 4 Merit ,
12 Credit ,
Writing:
6 Merit

GESE(Grade3)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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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igh Distinction
14 Distinction
34 Credit , 11 Merit
1 High Distinction
13 Distinction
25 Credit , 4 Merit
English:
1 Distinction ,
14 Credit , 10 Merit
Writing:
5 Distinction ,
14 Credit , 2 Merit
6 Distinction
5 Merit

初賽:
1 人一等獎、1 人優異獎
1 人卓越獎
決賽:
1 人一等獎、1 人卓越獎
5 High Distinction
20 Distinction
46 Credit , 11 Merit
3 High Distinction
7 Distinction
30 Credit , 15 Merit
English:
3 Distinction , 16
Credit , 8 Merit
Writing:
10 Credit , 5 Merit

類別
學科

比賽/組織名稱
九龍城區卓越學生領袖
獎勵計劃

獎項詳情
2017/2018

2016/2017
5 人入圍優異學生獎
1 人優異學生領袖獎
1 人卓越學生領袖獎

1 人優秀領導才能獎
2 人入圍領袖學生獎
3 人優異學生領袖獎
1 人卓越學生領袖獎

2018/2019
1 人優秀領導才能獎
6 人優異學生領袖獎
2 人最佳社會服務獎
3 人獲嘉許證書

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
高小組銅獎

高小組銀獎

聯校機械人競技大賽
小司儀精英大賽

公開辯論比賽

高小組小司儀銅獎
1.第四屆《基本法》多
1.第 5 屆《基本法》多
面體─全港小學生辯
面體─全港小學生
論賽:
辯論賽(初賽):
2 人最佳辯論員
1 人最佳辯論員
2.Viu TV 主辦 ─《快樂 2. Viu TV 主辦 ─《快
同盟》小學校際辯論
樂同盟》主辦第二屆
比賽:
《辯論公堂》小學辯論
比賽:
演繹風格獎
演繹風格獎

亞洲菁英自然科學競賽
暑期數理常識挑戰計劃

1 人數理之星(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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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銀獎、2 人銅獎
1 人高級組全港傑出表
現獎

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詳情
2017/2018

2018/2019

15 shields: 8 pupils
14 shields: 14 pupils
13 shields: 13 pupils
12 shields: 15 pupils

Starters:
15 shields: 2 pupils
14 shields: 5 pupils
13 shields: 8 pupils
12 shields: 6 pupils
Movers:
15 shields: 7 pupils
14 shields: 4 pupils
13 shields: 6 pupils
12 shields: 3 pupils
Flyers:
15 shields: 1 pupils
14 shields: 7 pupils
13 shields: 7 pupils
12 shields: 5 pupils

Starters:
15 shields: 6 pupils
14 shields: 2 pupils
13 shields: 9 pupils
12 shields: 9 pupils
Movers:
15 shields: 4 pupils
14 shields: 6 pupils
13 shields: 7 pupils
12 shields: 5 pupils
Flyers:
15 shields: 2 pupils
14 shields: 4 pupils
13 shields: 7 pupils
12 shields: 3 pupils

1 Distinction
2 Merit

3 Distinction
4 Merit

1 Over Score Level 5
1 Over Score Level 4
1 Over Score Level 3
2 Over Score Level 2
3 Distinction
7 Merit

3 Over Score Level 3
3 Over Score Level 2

1 人小學組優異獎

1 人小學組優異獎

1 人小學組優異獎

1.電影欣賞暨徵文比賽:
小學組冠軍
2.「“愛”弘揚」儒學
尋蹤‧傳統中華文化知
識網上競答比賽:
1 人優異獎
3.「善言巧論」全港學
生口語溝通大賽:
高小組看圖說故事項
目(粵語)總季軍
高小組看圖說故事項
目(粵語)小組優異獎
4.「全方位學習」徵文
比賽: 1 人優異獎
5.「十分科學」常識科
網上自學計劃:
優秀學生獎
(計劃第一期獎項)
6.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
大賽:
現場作文初賽：
1 人一等獎、1 人二等
獎、1 人三等獎
現場作文全國總決賽:
1 人二等獎

1.「閱」聞「閱」趣寫
作比賽:
小學組優異獎
2.「春雨故事由我創」
親子創作比賽:
高級組亞軍
3.全國青少年語文大賽
「菁英盃」作文比賽:
初賽：
1 人一等獎、2 人二等
獎、3 人三等獎
決賽：
2 人一等獎、1 人二等
獎、3 人三等獎
總決賽：
一等獎、1 人二等獎、
2 人三等獎
4.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
計劃「兩代情」徵文比
賽: 優異獎
5.電影欣賞會暨徵文比
賽: 小學組季軍
6.「善言巧論：全港學
生口語溝通大賽」：
2 人優異獎
1 人優秀領導才能獎
2 人入圍領袖學生獎
3 人優異學生領袖獎
1 人卓越學生領袖獎

1.全港小學校際中國歷
史文化常識問答比賽:
1 人個人組四年級季軍
2.全港中小學生國家改革
開放 40 周年知識競賽
(決賽):
校際總決賽小學組優
異獎
3.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
大賽「菁英盃」:
初賽：
2 人一等獎、2 人二等
獎 5 人三等獎
決賽：
1 人一等獎、1 人二等
獎、6 人三等獎
總決賽：
5 人三等獎、1 人優異獎

2016/2017

學科

Cambridge Young Learners
English (YLE)
劍橋英語基礎考試

劍橋英語：證書第一級
校園版
ETS TOFEL Junior
初中托福考試
Trinity College London
(Grade2)
九龍城區
傑出小學生選舉

公開寫作、徵文、才藝、
問答、網上比賽

九龍城區卓越學生領袖
獎勵計劃

5 人入圍優異學生獎
1 人優異學生領袖獎
1 人卓越學生領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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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優秀領導才能獎
6 人優異學生領袖獎
2 人最佳社會服務獎

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詳情
2017/2018

2016/2017

STEM

2018/2019
1.黃埔挑戰賽學事學非
STEM 精英賽:
初小組季軍、表現良好獎
2.中聖書院小學降落傘探
究挑戰賽:
15 人獲優異獎
3.Fun STEM@CityU
Physics「物趣 STEM 在
城大:
Certificate of Participation
4.小學 STEM 技能挑戰賽:

團體：鑽石獎
5.Google CS First 香港嘉
許典禮:
15 人獲最積極學員銀獎

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戲劇
香港學校戲劇節
(小學英文組)

獎項詳情
2017/2018

2016/2017
4 人傑出演員獎
3 人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整體演出獎
傑出劇本獎
傑出導演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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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傑出演員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整體演出獎
傑出導演獎

2018/2019

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視藝

2016/2017

獎項詳情
2017/2018

1.「我到 20 歲時……」海報設
計比賽:
1 人優異獎
2.「小馬寶莉」填色及時裝設
計比賽:
2 人優異獎

1.「海洋的新衣」T 恤圖案設計
比賽:
2 人高小組優異
2.國際兒童及青少年視覺藝術
獎:
2 人嘉許獎

設計比賽

填色比賽

繪畫比賽

1.紅磡區小童軍和平使 者心意
卡填色比賽:
1 人季軍、1 人最佳創 意獎、4
人最佳色彩運用獎、5 人優異獎
2.樂高書包父親節心意卡創作填
色比賽 2016:
高級組季軍、初級組優異獎
3.「連繫彼此生命 填出你我天
地」填色比賽:
1 人亞軍
4.「消防員的工作」填色比賽:
1 入圍、1 優異
5.「大江南北好風光」 小學創
意填色比賽:
1 人優異獎
6.「福音戰士」填色比賽:
高小組冠軍、亞軍、季軍
中小組季軍、殿軍
初小組冠軍
7.「綠惜校園」填色比賽:
1 人優異獎

2018/2019
1.黃埔海濱繪畫填色創作比賽:
2 人卓越獎、19 人優秀獎
2.「樓宇安全在棋中」桌上遊戲
設計比賽:
1 人小學組優異獎
3.向老師致敬 2018 繪畫及四格
漫畫創作比賽:
1 人優異獎
4.我的澳洲聖誕卡設計比賽:
初小組季軍

5.ArtEx Rainbow International
Art Contest2019:
Excellent: 1 pupil
6.「全城走塑」校際海報設計
比賽:
1 人小學組冠軍
1.「抗流感戰隊」填色比賽:
1.紅磡區幼童軍填色比賽「長幼
優異獎
樂融融」:
2.「科技體育運動會鐵人賽」填
5 人優異獎、1 人最佳構
色比賽:
圖、3 人最佳創意、2
冠軍
人最佳色彩運用
2.童軍捐血活動填色設計比賽:
1 人季軍
3.「尊重包容 關愛同行」填色
比賽:
1 人優異獎
4.慶祝國家成立 70 週年填色比
賽:
1 人優異獎、2 人入圍獎

1.當代青少年及兒童藝
術節新春繪畫比賽:
1 人季軍、1 人優異
2. J3-J12 全港兒童繪畫
比賽:
1 人金獎、1 人銅獎
2 人嘉許獎
3. EASTER BUNNY
繪畫比賽:
1 人第二名、1 人金星
獎、2 人銅星獎、
三人創意獎
4.第二屆全港兒童繪畫
比賽:
4 人優異
5.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2 人初小組優秀獎
3 人高小組優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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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8 氣象萬千香港台灣學
生繪畫比賽:
2.第十三屆兒童繪畫比賽:海
洋大冒險:
3 人金星獎、5 人銀星獎
5 人銅星獎、2 人創意獎
3.「科技體育運動會鐵人賽」
繪畫比賽:
2 人優異獎
4.「梵高眼中的世界」繪畫
比賽:
6 人傑出獎、3 人優異獎
5.2019「夢想‧家」國際繪
畫比賽:
1 人二等獎、2 人三等獎
1 人優異獎
6.J3-J12 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1 人中國畫銀獎
1 人西洋畫銀獎
2 人西洋畫銅獎
2 人西洋畫優秀獎
6 人西洋畫嘉許獎

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舞蹈

香港學校舞蹈節
小學現代舞
香港學校舞蹈節
小學中國舞
學校舞蹈節比賽小學
中國舞_獨舞

獎項詳情
2017/2018

2016/2017

2018/2019

高年級甲級獎

低年級甲級獎

低年級乙級獎

高年級甲級獎

低年級乙級獎

低年級乙級獎

甲級獎

獎項詳情

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朗誦

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英文普通話朗誦比賽

1 冠、4 亞、9 季、
94 優良、25 良好

2 冠、1 亞、7 季、
119 優良、66 良好

3 亞、8 季、126 優良、
26 良好

聖經朗誦節
校際聖經故事演講比賽
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集誦比賽

普通話集誦季軍
高小組(第二組)優異獎

普通話集誦冠軍

普通話集誦優異獎
1 人亞軍

2016/2017

2017/2018

優良獎

全港中小學普通話
演講比賽

1 人初小組良好獎
李國寶中學小學聯校英
文朗誦比賽:
1 人冠軍、2 人榮譽、2
人優良、2 人良好

公開朗誦比賽

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德育
及
公民
教育

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2018/2019

2016/2017
關愛校園榮譽獎項

全港中國國情知識問答比賽
「接納關懷愛同行」
聯校親子活動比賽

獎項詳情
2017/2018

2018/2019

關愛校園榮譽獎項
4 人小學團體
優異金獎
5 人優異、1 人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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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詳情
2017/2018

2016/2017

香港學校音樂節
個人項目比賽

鋼琴：
25 優良 9 良好
小提琴：2 良好
聲樂 3 優良；
箏：1 冠

鋼琴：
2 季 17 優
兒童獨唱：1 優良小提琴
2 良好
箏：1 良好
直笛 1 季

香港學校音樂節教堂音樂
中文/外文歌曲合唱隊

高級組:良好獎
初級組:優良獎

高級組:良好獎
初級組:優良獎

1.第八屆香港小童聲公
開歌唱比賽
1 人冠軍
2.天籟之 SING 挑戰賽:
1 人冠軍
3.「巨星巨 SING」III
勵志歌曲挑戰賽:
1 人冠軍
4.超新聲歌唱大賽:
少年組冠軍、
最佳台風獎
5.北極 Sing 聯校歌唱比
賽:
學生組亞軍、
最佳衣着獎
6.藝韻盃─第四屆香港
國際音樂節:
少兒組流行音樂冠軍
7.亞太傑出青少年鋼琴
比賽:
三級考試組優異獎
8.春雨主題曲歌唱比賽
優異獎
9.明日之星歌唱大賽:
少年組獨唱冠軍
10.香港青少年音樂大賽
兒童高級組聲樂組
第三名

1.春雨主題曲歌唱比賽
初級組優異獎
高級組優異獎
2.夏日才藝新星賽:
小學組冠軍

音樂

公開音樂/才藝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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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鋼琴：
1 冠、20 優良、17 良好；
兒童獨唱:1 榮譽、1 良好
小提琴:2 人優良、1 良好
大提琴:1 優良；
柳琴:1 優良
長笛:1 優良；箏:1 良好
笛:1 季、1 優良

1.第六屆香港青少年巴林
普爾音樂節:
皇家鋼琴考試五級組
2.小小演奏家：全港兒童
綱琴、管弦樂及敲擊樂
大賽:
1 項豎琴亞軍
3.第五屆香港青少年鋼琴
比賽:
兒童曲目組優異
4.香港慈善音樂節比賽
2019:
1 人鋼琴組三級組優異
獎
5.第七屆香港青少年巴林
普爾音樂節:
1 人 6-8 歲聲樂組優異獎
6.小型管弦樂團:
銀獎

2018/2019 年度關注事項報告
1. 關注事項一：持續引發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智選學習策略，提升自我效能

1.1 成就
1.1.1 為持續提升教師推展自主學習的技巧，本校特為全體教師安排「電子教學教師工作 坊」，
讓教師認識最新之應用程式，了解編程概念，藉此協助教師利用電子教學推展自主學習。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83.8%教師認為工作坊有助他們了解編程的基本概念；全體教師認同
工作坊有助他們認識最新的應用程式，以及利用電子教學來推展自主學習，成效良好。本
校亦安排部分教師參與「學與教博覽」
，以及與自主學習相關之工作坊，35%教師非常同意，
65%同意此類工作坊能令他們進一步掌握推展自主學習之教學策略。教師普遍認同專業工
作坊能提升他們推展自主學習的技巧。
1.1.2 為支援教師教學，學校安排四年級數學科老師參與教育局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的支援服
務，科任老師定期與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共同備課，利用電子學習重點發展學生之探
究及解難能力，藉此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問卷調查結果顯示，60%教師非常同意，
40%同意校外支援服務有助他們發展學生之探究及解難能力，藉此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
力，成效理想。此外，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每月到校一次，與三年級英文科老師進行
共同備課，規劃校本閱讀及寫作課程，提升學生閱讀策略，發展學生思維技巧，從而提升
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問卷調查結果顯示，50%教師非常同意，50%同意此類支援服務有
助他們提升學生閱讀策略，發展學生思維技巧，從而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成效不俗。
1.1.3 本校為學生創設配合他們能力及興趣之預習及課堂活動，利用「自主學習六部曲」、「提問
法」，並透過佳作展示及表揚，持續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自我效能感。中文及英文科老
師於共同備課中，創設配合學生能力及興趣之預習及課堂活動，每學期兩次，提升學生的
學習動機，並照顧不同學生的學習需要。四至六年級常識科老師利用「自主學習六部曲」
(課前預習-閱讀資訊-討論問題(組內及組外)-個人練習-老師回饋-分享心得)設計課堂，每學
期一次，藉此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各級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科老師於課堂上利
用「提問法」(提問、停頓、點名、提示、回應及讚賞)引導學生作深度的思考。老師以追
問或轉問方式增加互動，給予適切的回饋，並利用多元方式讚賞學生，以激發學生的學習
動機，提升學生自我效能感。中文及英文科老師於每次寫作後，在課室展示學生佳作，或
請同學朗讀佳作，而視覺藝術科老師則定期於課堂展示同學佳作，藉此提升學生的自我效
能感。根據學生問卷調查結果，52%非常同意，48%同意預習及課堂活動能配合他們的能
力及興趣，有助提升其學習動機；60%非常同意，40%同意透過佳作展示及表揚，令他們
獲取成功感，結果令人滿意。教師方面，45%非常同意，55%同意預習及課堂活動能配合
學生的能力及興趣，有助提升其學習動機；88.5%非常同意，11.5%同意透過佳作展示及表
揚，令學生獲取成功感。同時，76%教師非常同意，24%同意「自主學習六部曲」
，有效提
升學生的學習動機，提升其自主學習的能力；75.8%非常同意，24.2%同意利用「提問法」
能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提升其自我效能感，成效理想。在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中，學生
之「成就感」分數為 3.4，高於香港常模(2.78)。由此可見，創設配合學生能力及興趣之預
習及課堂活動，並利用「自主學習六部曲」
、
「提問法」引導學生思考，有效提升學生的學
習動機；而透過佳作展示及表揚，有效提升學生的自我效能感。
1.1.4 本校為持續加強學生元認知學習策略，各級中文及英文科老師配合課題，教授學生元認知
學習策略。一至三年級主要教授「六何法」
，四至六年級主要教授「自我提問法」或「K-W-L」
(What I Know 激活知識-What I Want to Know 設定目標-What I Learned 歸納心得)，並應用
於課堂上，每學期最少兩次。各級數學科老師教授學生「出聲思維法」及「自擬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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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用於課堂上，每學期最少兩次。根據問卷調查結果，99.7%學生非常同意及同意已掌
握「六何法」、「自我提問法」、「K-W-L」、「出聲思維法」或「自擬題目」等元認知學習策
略，而此策略有助提升其學習效能；教師方面，全部均認同學生已掌握元認知學習策略，
而此策略有助提升其學習效能，成效良佳。
1.1.5 為持續加強學生之解難策略，數學科於各級推行「校本解難課程」
，指導學生解難策略，包
括：
「試誤法」、「邏輯推理」、「找規律」、「逆向思考」等，提升學生的思考能力。根據問
卷調查結果，50%學生非常同意，50%同意已掌握解難策略，而此策略有助加強他們的自
主學習能力，提升其學習效能，成效令人鼓舞。教師方面，64%非常同意，36%同意學生
已掌握解難策略，而此策略有助加強其自主學習能力，提升其學習效能，成效非常理想。
在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中，學生之「解難技巧」分數為 3.47，高於香港常模(3.06)，可見
本校學生的解難技巧不俗。
1.1.6 本校為持續加強學生之高階思維策略，各級中文科老師透過「思維策略小冊子」教授學生
思維策略，包括：
「太陽圖」、「六何法」、「七何法」、「加減變思考法」等；各級常識科老
師配合課題，教授學生高階思維策略，包括：「温氏圖」、「兩面思考」、「全面因素」、「六
頂帽子思考法」等。根據問卷調查結果，45.5%學生非常同意，54.5%同意已掌握高階思維
策略，而此策略有助加強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提升其學習效能。教師方面，72%非常同
意，28%同意學生已掌握高階思維策略，而此策略有助加強其自主學習能力，提升其學習
效能，成效良佳。在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中，學生之「批判性思考」分數為 3.33，高於香
港常模(2.99)，可見本校學生的高階思維技巧不俗。
1.1.7 為持續加強學生的自學策略，二至四年級中文及英文科老師教授學生運用工具書或網上字
典之技巧。根據問卷調查結果，55.5%學生非常同意，44%同意已掌握運用工具書或網上
字典的策略，而此策略有助提升其自主學習能力，提升其學習效能。教師方面，76.5%非
常同意，23.5%同意學生已掌握運用工具書或網上字典的策略，而此策略有助提升他們的
自主學習能力，提升其學習效能，成效顯著。此外，四至六年級中文科老師及五至六年級
英文科老師教授學生摘錄筆記技巧，45%學生非常同意，55%同意已掌握摘錄筆記的技巧，
而此技巧有助提升其自主學習能力，提升其學習效能。教師方面，73%非常同意，27%同
意學生已掌握摘錄筆記的技巧，而此技巧有助提升其自主學習能力，提升其學習效能，成
效令人鼓舞。持分者問卷亦顯示，全部教師均表示經常教導學生學習方法，如作課前預習、
運用概念圖、工具書及網上資源等；97.4%學生表示，老師經常指導他們學習方法。由此
可見，學生已充分掌握運用工具書或網上字典的技巧，而高年級學生亦已掌握摘錄筆記的
技巧。學生能善用此類策略，加強其自主學習能力，提升其學習效能。
1.1.8 本校為一至三年級學生安排「自主學習閱讀計劃」
，學生每月自訂閱讀目標、自選圖書及進
行自我反思，透過閱讀加強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根據問卷調查結果，99%學生非常同意
及同意閱讀計劃有助加強自主學習能力。教師方面，全部認同閱讀計劃有助加強學生的自
主學習能力。
1.1.9 為引發學生自主學習，中文、英文、數學、常識及音樂科利用平板電腦的應用程式進行課
堂活動，每學年最少一次；四至六年級中文及常識科老師為學生安排網上課前及延伸活動，
每學期兩次，藉此加強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根據問卷調查結果，79%學生非常同意，20.8%
同意透過電子學習，有助加強他們自主學習能力，提升其學習效能。教師方面，77%非常
同意，23%同意透過電子學習，有助加強學生自主學習能力，提升其學習效能。學生普遍
喜歡利用平板電腦進行學習活動，亦願意完成網上預習或延伸活動，電子學習實有助加強
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1.1.10 為提升學生訂定目標及自我監控的能力，四至六年級中文科老師利用預習工作紙，指導學
生自主學習的主要元素，包括設定目標、自我規劃、自我監控、自我評價、自我修訂，每
學期最少一次。根據問卷調查結果，28%學生表示非常同意，71%同意自設目標及自我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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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的能力有所提升。教師方面，21%表示非常同意，79%同意學生自設目標及自我監控的
能力有所提升，成效良好。
1,1,11 為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習慣及態度，四至六年級常識科老師利用專題研習活動，指導學生
自主學習的主要元素：設定目標、自我規劃、自我監控、自我評價、自我修訂。透過自評、
互評及反思活動，協助學生建立反思習慣。根據問卷調查結果，43%學生非常同意，56%
同意已建立反思習慣；28%教師非常同意，71%同意學生已建立反思的習慣。由此可見，
學生已逐漸建立反思習慣。
1.2 反思
1.2.1 為持續加強教師推展自主學習的技巧，來年度會為教師安排「自主學習」工作坊，亦會
安排部分教師參與「編程工作坊」，並繼續安排部分教師參觀「學與教博覽」，讓教師加
深認識電子教學發展的新趨勢，持續加強教師掌握推展自主學習的教學策略。
1.2.2 英文科及數學科校本支援服務於本年度完結，英文科將利用過去參與支援服務累積之教
學設計，持續推展校本課程，提升學生之讀寫能力、思維技巧及自主學習能力；數學科
將於其他級別進一步推展電子學習，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來年度，本校已成功申
請常識科校本支援服務，透過與支援人員共同備課，規劃以探究為本的校本課程，發展
學生之探究能力，從而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1.2.3 為了令家長了解自主學習的基本概念，本校於來年度派發「自主學習」電子小冊子給家
長，讓他們初步認識自主學習的基本概念，以及了解培育孩子自主學習的方法。
1.2.4 學生認同課前預習及課後延伸活動有效提升其自主學習能力。來年度，將持續優化預習
設計，令預習更對焦課堂教學的重點，並促進課堂討論，增加師生、生生互動，提升學
生之學習動機及自主學習能力。
1.2.5 學生普遍認同透過佳作展示及表揚，有效提升自我效能感。來年度，除於課室內展示學
生佳作外，亦會在校園裏展示學生作品，給全校學生欣賞，進一步提升學生之成就感。
1.2.6 學生普遍喜歡利用平板電腦進行學習活動，來年度中文、英文、數學、常識及音樂科將
持續推行電子學習，並加強次數至每學年兩次，進一步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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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二) ：盡展才能，規劃人生，擁抱正向生命
本校深信每位學生都擁有著不同的潛能。因此，我們期盼讓家長及學生能發掘和發揮孩子獨特
的潛能，讓他們擁有希望，以致能有動力在各階段為自己訂立目標和規劃人生，讓他們經驗真
正的「滿足感」和「成就感」。為此，本校早於 2012 年開始，以「發展多元智能，規劃積極人
生」作為關注事項之一。
至今，本校推行此計劃已踏入第七年，透過「策劃、推行及檢視」的循環模式，在不斷改良和
發展下，喜見建立了清晰的校本生涯規劃架構和特色。同時，本校更分別在 2016-2018 年度連續
兩年榮獲由香港基督教服務處主辦的「卓越關愛校園」之「推動生涯規劃」主題大獎。此榮譽
再一肯定本校在這數年間推行校本「生涯規劃」工程的卓越成就。
1.1.
成就
1.1.1. 樹立校本生涯規劃特色
1.1.1.1 加入發展多元智能的元素，並投放在一個重要位置上
我們認同愛恩斯坦所說：「每個人都是天才。但如果你用爬樹的能力來斷定一條魚，魚
一生都會相信自己很愚蠢。」
因此，我們致力引導學生相信自己有能力，並努力發掘自己的潛能。我們深信當學生對
自己的才能抱有希望時，他們才會有動力在各階段為自己訂立目標、規劃自己的人生。
1.1.1.2. 提升學生的自我察覺(知己)的能力 Self Awareness Ability
先讓學生認識自己的長處、優點、潛能、性格(能力) 及限制等，才能讓學生按自己的能
力訂立和實踐目標、甚至按部就班地規劃適合他們人生的路向。(「奉基人個人成長檔案」
-讓學生紀錄自己的優點和成就；透過簡單的問卷作自我檢視，從而了解自己的性格
和學習類型；填寫每月自我檢討，學會正面的反思，學會積極改善，更重要是學會欣
賞和鼓勵自己。)
1.1.1.3. 清晰架構發展生涯規劃，且被外界專業人士認為本校生涯規劃架構漸趨穩健和成
熟：
計劃能有效及有系統地配合學生成長階段，從評量表、講座、工作坊、體驗日活動、交
流活動等由淺入深地讓學生認識多元智能，探索自己所屬的智能、按自己的能力和長處，
訂立目標，藉以發揮潛能，體驗自己有能力，規劃自己理想人生。
1.1.1.4. 配合德育中心、德育及公民育課、定時印製人生規劃小百科，讓學生認識人生十
大範疇的各項要點，以便有效管理自己的生活。
月份
九、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德育中心
愉快學習
人際關係
常存感恩

一月

善用科技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謹慎自制
發掘潛能
正面情緒
學會欣賞

六月
七月

學會堅毅
成功感

人生十大範疇
愉快學習、時間管理
建立和諧家庭和朋友關係
良好品格、建立和諧家庭和朋友關係、
信念、樂於服務
興趣、健康、建立和諧家庭和朋友關係、良
好品格
金錢管理、時間管理、健康
興趣、愉快學習、時間管理、信念
良好情緒、健康、建立和諧家庭和朋友關係
建立和諧家庭和朋友關係、良好品格、愉快
學習
信念
信念、愉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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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小百科：配合學校自製的短片、簡報講解、派發重點錦囊、讓同學在相關項目中發表
意見或提供建議，學校收集意見後製作分享壁報，供各同學及家長欣賞。
我們相信十項人生規劃元素都是可培養的，只要在小學六年內，不斷在相關元素中，提供
一些正確的資料、方法和各項利弊，以供學生吸收、選擇和學習，他們必會在各項人生範
上建立出屬於他們的生活態度和方式。
1.1.1.5. 「奉基齊撐你」活動成為眾正向活動之亮點
本校為提升學生的正能量及正向情緒，故推出一系列的正向活動，其中以「奉基齊撐你」
活動更成為眾正向活動之亮點。短短不足兩星期活動期間，帖子互動次數已達 574 次。
另除班房播放片段外，已有 314 人次瀏覽「龜兔賽跑故事新編」動畫;有 281 人次瀏覽「同
學示範片段」。有 88 人給讚予專頁;92 位追踪此專頁的同學、家長和校友。
而本校校本教育心理學家麥伊妮姑娘更留言讚賞是項活動:[很欣賞「奉基齊撐你」這個活
動，活動富有教育意義，例如《龜兔賽跑的故事新編》動畫，鼓勵同學不要只著眼於自
己的缺點和限制，應多欣賞和發揮自己的優點和潛能，勇於面對挑戰。另外邀請同學在
Facebook 上分享自己的優點和缺點，以及發揮優點和改善缺點的方法，再由師生互相給
Like,可鼓勵同學互相欣賞和支持，把正能量傳開！「奉基齊撐你」這個活動很有意義又
充滿正能量！]
由此証明，本校所推出之正能量活動方向正確，並能修提升學生正向情緒及投入感之效。
1.1.2. 從觀察各項活動情況及參考問卷，均顯示活動成效良佳
1.1.2.1 「多元智能評量表」及「個人多元智能觀察紀錄卡」
於新生輔導日中，向家長講解「多元智能、人生規劃」的理念和填寫「多元智能量表」
的用意。讓全部小一同學及插班生及其家長填寫「多元智能量表」
，初步認識自己在八
項智能中的強弱之處。並在 12 月前，由老師負責填報學生多元智能資料。校方將學生、
家長及老師填報資料輸入在「人才庫」中。而有關全校學生「自我檢示潛能結果」於 3
月派發給同學，並保存在《奉基人個人成長檔案》內，好讓學有計劃地發展孩子所屬
的潛能。
在家長問卷顯示，100%的家長均認同學校能讓孩子認識自我潛能；100%的家長認為學
校能為孩子提供機會，訂立及實踐目標，以發展孩子的潛能。此外，亦在學生問卷調
查結果中顯示，平均有 95.7%的小一學生知道自己的優點和長處；另平均有 94.8%的小
二學生表示可透過學校/家長的幫助，讓他們的才能得以發揮。
1.1.2.2 講座
1.1.2.2.1. 「認識八大智能」講座 (P1) --從問卷顯示，85.9%的同學表示對八大智能有了基礎的認
識。
1.1.2.2.2. 「認識八大智能及發揮自我潛能」講座 (P2) --從問卷顯示，87.2%的同學表示對八大智
能的 提升方法有進一步的了解。
1.1.2.2.3. 「認識自我性格，訂立目標」講座 (P3) --從問卷顯示，88.3%的同學表示認識訂立目標
的具體方法。
1.1.2.2.4. 「生涯規劃的重要」講座 (P4) --從問卷顯示，91.3%的同學表示對訂立目標的方法有了
進一步的認識，以及對自己學習的模式有初步的了解。
1.1.2.2.5. 「生涯規劃的重要」講座 (P5) --從問卷顯示，92.8%的同學表示對訂立目標的方法有了
進一步的認識，以及對自己學習的模式有進一步的了解。
1.1.2.2.6. 「生涯規劃的重要」講座 (P6) --從問卷顯示，94.9%對訂立目標的方法有了進一步的認
識；90.5%對自己學習的模式有進一步認識和了解；93.7%對自己的性格特徵有進一步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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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 工作坊、體驗日及參觀交流活動--本校除了按學生的成長階段和能力，舉辦適切的活動，
讓學生更容易掌握學習內容外，同時，亦為讓家長深入了解學校舉辦的活動用意及給
予意見，以達致家校合作培育孩子的果效，我們亦會在每次活動中，邀請相關年級的
家長在活動中擔任家長義工。
1.1.2.3.1. 「認識八大智能」工作坊(P1 學生) --從學生問卷中，得知是次活動成效良佳：96%的
學生進一步認識了八大智能的內容；96%的學生認為能發揮自己能力，有信心完成
活動。
此外，從活動問卷中，發現較多學生最感興趣和擅長的智能，並承諾在未來一年努
力發展的智能如下：第一位 (數學邏輯) 、第二位 (身體律動) 、第三位(自然觀察) 、
第四位 (語言文字) 、第五位 (音樂節奏) 、第六位 (視覺空間) 、第七位(人際社交)
以及第八位 (個人內省) 。而學校各科組也為學生舉辦不同的校內活動和校外活動及
比賽等，以協助發揮學生的才能。
從家長義工問卷中，得知是次活動成效顯著，值得推行：100%的家長認為是次工作
坊(1)內容和目標清晰；(2)對學生有得益；(3)能讓學生認識八大智能的概念和內容；
(4)能讓學生了解自己興趣及專長，從而發展自己有興趣及所長的智能，以及贊同學
校舉辦此類型的活動。
為了反覆檢視學生對八大智能掌握情況，故定期以工作紙了解學生在此方面的掌握
情況和進度。結果顯示理想，98.28%P1 的學生能夠認識八大智能的範疇；95.7%學
生均相信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才能和優點。而 93.5%的同學均能知道自己的優點和
長處，同時亦能在 8 大範疇中找到自己較出色的項目。這有助他們建立積極自信，\
與及有效發掘和發揮潛能。
1.1.2.3.2. 「我有我性格，盡展潛能」工作坊(P2 學生) --從學生問卷中，得知是次活動成效良佳：
98%的學生明白到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及 98%的學生了解自己比較擅長哪一項智能。
此外，從活動問卷中，發現較多學生最感興趣和擅長的智能，並承諾在未來一年努
力發展的智能如下：第一位 (身體律動)、第二位 (數學邏輯)、第三位 (視覺空間)、
第四位(音樂節奏)、第五位 (語言文字) 及(自然觀察) 、第七位(人際社交) 及(個人內
省)。同樣地，學校各科組也為學生舉辦不同的校內活動和校外活動及比賽等，以協
助發揮學生的才能。
從家長義工問卷中，得知是次活動成效顯著，值得推行：100%的家長認為是次工作
坊(1) 內容和目標清晰；(2)對學生有得益；(3)能令學生進一步了解八大智能；(4)能
令學生了解自己比較擅長的智能，以及(4)贊同學校舉辦此類型的活動。從定期工作
紙了解學生在發掘和發揮自我才能方面的掌握情況和進度。結果顯示理想：98%P2
的學生能夠認識八大智能的內容及了解自我潛能，並承諾會發揮自我才能；94.8%的
學生能清楚知道自己的才能，亦認同能透過學校/家長的幫助，讓他們可以發揮才能;
他們亦會努力發掘和發揮才能。
1.1.2.3.3. 「盡展潛能、訂立目標」工作坊 (P3 學生)-- 從學生問卷中，得知是次活動成效良佳：
98%的學生明白實踐目標時需堅持，不輕言放棄；96%的學生認同在實踐目標時，可
參考別人的成功經驗；99%的學生認同每人都有自己獨特的優勢智能。
從家長義工問卷中，得知是次活動成效顯著，值得推行：100%的家長認為是次工作
坊(1)內容和目標清晰；(2)對學生有得益；(3)能令學生了解實踐目標的秘訣；(4)能令
學生了解明白發展自我潛能的重要，以及(4) 贊同學校舉辦此類型的活動。
為了反覆檢視學生對訂立及實踐目標之掌握情況，故定期以工作紙了解學生在此方
面的掌握情況和進度。結果顯示理想，於 17/12/2018，100%的 P3 學生清楚了解 SM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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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目標的法則。有些同學更能訂立頗明確的目標，例如：我中文考試，要由 80 分
進步至 90 分(3D 鄔文軒)；我要在 10 分鐘看完一篇約三百字的文字(3C 蘇逸聰)；每
天晚上六時前完成功課(3C 陳朗維)。及至 7/2019，98%的同學均能分享曾訂立的目標。
而訂立的目標大部份都是圍繞著學業方面，其次則是品格培養、發揮潛能及生活習
慣等方面，而當中有 95%的同學表示能夠實踐目標;並表示當他們能實踐這目標時，
會感到開心和滿足。98%的同學表示為達成夢想，他們均會訂立和努力實踐目標。自
2016 年度，鄭殷睿同學在三年級時已為自己訂立升讀旅港開平商會中學的目標，殷
睿一直均朝這目標前進，從其成績中可見她不斷努力爭取良好的表現。
1.1.2.3.4.

「人生規劃體驗日」活動 (P4 學生)-- 從學生問卷中，得知是次活動有相當顯著的成
效：
97.1%參與的同學認為是次活動能讓他們明白人生規劃的重要性；93%參與的同學認
為是次活動有助他們體驗訂立目標、實踐方法、達到成果的過程；98.1%參與的同學
認為是次活動能讓他們讓你明白到要從金錢、健康、快樂和知識中取得平衡，才可
享受理想生活；98.1%參與的同學認為是次活動增加了他們為未來訂下人生目標的動
力。當中更有同學表示是次活動「令我明白儲蓄的重要性，所以我覺得這個十分有
意義，我期待會再舉辦」；「可以幫我們可以訂下人生目標的動力」；「令我體會沒有
錢交稅，感到很傷心」；「讓我覺得要好好分配時間」；「讓我覺得我體驗到爸媽平常
工作時辛苦，應該好好孝順父母」；「讓我覺得上拔尖大學與實社會相似，因為大學
一滿人，就不會再要其他學生，所以我們要爭取機會」等。由此可見，學校為學生
提供「人生規劃體驗日」活動的果效。
從家長義工問卷中，得知是次活動成效顯著，值得推行：100%的家長認為是次工作
坊(1)內容和目標清晰；(2)對學生有得益；(3)能令學生進一步了解人生規劃的重要性；
(4)對整體工作坊內容感到滿意，以及(5)贊同學校舉辦此類型的活動。
從 7 月份的問卷調查中所顯示，93.1% 的同學表示曾訂立而能夠實踐目標，而 100%
的同學表示能實踐自己所訂立的目標時，他們會感到開心和滿足。另有 89.2%的同學
表示已為考入心儀中學，作出以下的準備:
1st 盡力在考試中爭取較理想的成績
2nd 保持操行良好
3rd 保存好四年級的成績表
4th 向家人/親友/朋友查詢升中事宜
5th 搜集有關自己曾參與活動的記錄/證書
6th 在網上搜尋心儀中學的資料

100%的同學亦能在實踐目標時遇到困難，選擇合適做解決方法。同時亦有 100%的同
學表示遇到壓力時，會懂得採用合宜減壓方法。
1.1.2.3.5.

「八大智能參觀交流活動」(P5 及 P6 學生)-- 從學生問卷中，得知是次活動有相當顯
著的成效：97.4%的同學認為是次活動，對他們發展這種智能有幫助；99.2%的同學
認為是次活動，能協助他們訂立更具體的個人目標；99.2%的同學認為是次活動是
值得推行。
部份學生更認為此活動有助他們了解相關潛能的工作；能有助同學發展智能，更能
讓同學增廣見聞。
從家長義工問卷中，100%的家長認為此次參觀交流活動，對學生發展相關的智能有
幫助，並且亦認為此活動值得推行。家長認為這活動是十分有意義和難得的體驗活
動。因此，對此活動表示十分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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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7 月份的 P5 學生問卷調查中所顯示，92.5%的同學表示能夠訂立而且成功實踐目
標: (當中 85.5%與學業有關,其餘為品格培養、發展強項及生活習慣等方面) 此外，
100%的同學有為考上哪一類型的中學作出考慮，他們大致根據以下因素來選擇中
學:
1st 適合自己程度
2nd 校風良好
3rd Band 1
4th 適合自己的潛能發展
5th 有多元化的活動
6th Band 2
7th 父母喜愛
8th 有兄／姐就讀
9th Band 3

100%的同學表示會為考入心儀的中學，而訂立和努力實踐目標。他們已為考入心儀
的中學，作出以下的準備
1st 盡力在考試中爭取較理想的成績
2nd 保持操行良好
3rd 整理四至五年級的成績表 / 預備個人介紹(中文及英文)
4th 搜集有關自己曾參與活動的記錄/證書
5th 在網上搜尋心儀中學的資料
6th 向家人/親友/朋友查詢升中事宜
7th 準備整理個人檔案(portfolio)
8th 留意時事新聞
9th 多讀書

100%的同學在實踐目標遇到困難，能找到方法可解決。其中有 81%的同學會以請教
家人、同學或老師協助解決困難。而其他則有修訂目標、繼續努力挑戰、不放棄、
上網搜尋解決方法等。
100%的同學在遇到壓力時，能找到方法減壓。其中最多同學會用以下方法處理壓力
問題:
尋求父母、老師、朋友
傾訴
做一些鬆馳練習

1.1.2.3.6.

聽音樂

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休息

冷靜一會兒

睡覺

另從 7 月份的 P6 學生問卷調查中所顯示， 97%的同學透過總結六年小學生活，了解
自己的長短處，以致能夠有助他們繼續有規劃地實踐目標和發展潛能 ; 此外，讓我
們鼓舞的是高達 99%的 P6 同學都能欣賞自己 ; 100%的同學都認為自己在小學過去六
年裡，有一定的進步、得著和改變。因此，高達 95.9%的同學表示能夠有信心為自己
建構積極和愉快的人生 ; 而有 4.1%的同學表示部份能夠有信心為自己建構積極和愉
快的人生。
為配合五年級的學習信念--「為自己的理想作充足的準備」，學校特別於 6 月份舉辦
了「預備面試技巧」學生工作坊與及派發「搜尋中學資料技巧」資料予他們。
此兩項活動均是讓學生為自己升讀理想的中學，提早作出準備。從問卷調查所得，
100%的學生都同意「預備面試技巧」學生工作坊，以及派發「搜尋中學網址」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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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資訊，有助他們為升中作出較妥善準備。因此，他們認為是次工作坊值得推行。
由此可見此活動能達致理想果效。
1.1.2.3.7. 「奉基人個人成長檔案」-內容及目的： 1. 學生能夠認識自己的才能和長處；2.學生能夠認識自己的性格；
3. 學生能夠了解自己的學習模式，從而找出適合自己的方法，有效地學習和溫習；
4. 學生能夠為自己訂立及實踐具體的目標；5.學生能學習正面的自我反思之方法。
（「每月自我檢討」
、
「我的優點」等）
，及 6.協助學生儲存成功愉快的經驗。
（透過記
錄「我的優點」
、
「我的朋友」
、
「重要成長的經歷」
、
「我的獎杯」等，藉此提升學生
自我價值觀，自信心和效能感。）
為突破時間的限制，本年度為同學及家長設立了校網中的電子平台，讓他們可以自
行登入電子平台觀看詳細的「奉基人個人成長檔案」填寫指引及在填寫奉基人個人
成長檔案資料。
前往 www.fungkei.edu.hk→人生規劃→活動→電子平台→輸入密碼→按一下「奉基人
個人成長檔案-填寫指南」
在平台中亦清楚列明填寫個人成長檔案的日程及內容：
完成日期
31-12-2018 或之前
1
31-1-2019 或之前
2
28-2-2019 或之前
3
31-3-2019 或之前
4
30-4-2019 或之前
5
31-5-2019 或之前
6
30-6-2019 或之前
7
31-7-2019 或之前
8
31-8-2019 或之前
9
於 7/1/2019 透過 Google Form 電子問卷向學生查詢有關「奉基人個人成長檔案」事宜，
問卷結果顯示：
A) P1-P3 的學生家長意見：
i) 96%%的 P1-P3 學生家長表示孩子喜歡這個計劃；
ii) 89.2%的 P1-P3 學生家長認為「奉基人個人成長檔案」能夠幫助孩子了解及認識自
己；
iii) 93.2%的 P1-P3 學生家長認為學校透過電子平台，向學生及家長提供填寫「奉基人
個人成長檔案」指南，是有助學生更能善用「奉基人個人成長檔案」。
B) P4-P6 的學生意見：
i) 95%的 P4-P6 學生表示喜歡這個計劃；
ii) 97.3%的 P4-P6 學生認為「奉基人個人成長檔案」能夠幫助他們了解及認識自己；
iii)100%的 P4-P6 學生認為學校透過電子平台，向學生及家長提供填寫「奉基人個人
成長檔案」指南，是有助學生更能善用「奉基人個人成長檔案呢」。
另從 4-6 年級學生問卷中，以開放式的問題徵詢他們對「奉基人個人成長檔案」的意
見 ，有大部份的同學均不約而同地有以下的正面回應: (現只抽取一小部份作例証)
1) 能深入了解自己
-能明白自己的想法，可以看到自己的性格。(P4)
-更加深入了解自己的性格和目標。(P6)
-有自我性格和學習類型的分析，知道自己六年裡的變化。(P6)
-檔案內有小測試，能夠讓我了解自己的不足。(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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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回顧自己的成長，了解自己的特點，了解自己才可以實踐願望。(P5)
2) 對成長有很大的幫助
-有很詳細的資料，能記錄我的成長。(P5)
-能加深了解自己，為升中做好準備。(P5)
-可以看到一至六年級的成長過程，長大後再次看回檔案，應該很有趣味。(P6)
-檔案能儲存着不同與成長有關的資料。(P6)
-可以好好記錄，日後能看回自己小時候的成長。(P4)
-記錄 6 年小學的成長生活，可以自行訂立適合的目標，很有意義。(P4)
-可以令我有良好的成長，很有用。(P4)
3) 了解自己的個人長處和欣賞自己
-寫出來更易了解，它令我發現自己的優點。(P6)
-有一部份記錄自己的優點，將自己的優點列出來，
「奉基個人成長檔案」可以令我看
清自己。(P6)
-可以讓我選擇一些適合自己長處的中學。(P5)
-可以知道自己的長處，讓我更加努力。(P5)
-可以明白人總有自己的長處。(P4)
-可以懂得欣賞自己的長處。(P4)
4) 有助自己訂立更清晰的目標
-我們每月也會在「每月自我檢討」,有助我們訂立目標及反省。(P6)
-檔案內有叫我們訂立目標，可以令我細心思考自己的目標。(P5)
-能夠明確列出自己不足之處，有助訂立清晰目標。(P5)
-我把目標寫下來後，可以不時看一下自己的目標有沒有達成，更加清楚自己的進度。
(P5)
-每月有目標，可以提醒自己做好自己的目標。(P4)
-可以知道怎樣訂立合適的目標，進步可以快些。(P4)
從以上數據和回應可兹証明本校持續推行此活動能達致理想的預期果效。
1.1.2.3.8.
為有效協助學生發揮及肯定他們的潛能，以致能進一步增強學生的自信心和成就
感，於上年度開始，在 P4-P6 推行「多元智能獎勵計劃」。
於 14/12/2018「多元智能獎勵計劃」學生問卷結果顯示：
i) 100%的同學表示喜歡這個計劃。
ii) 100%的同學認為這計劃能夠幫助他們發展多元智能。
iii) 100%的同學認為獲得這獎狀，感到高興。
iv) 100%的同學認為獲得獎狀後，會提升他們想獲得更高榮譽的獎狀的動機
到 7/2019 止，共有 136 人獲得金獎(44%)；198 人獲銀獎(64.1%)；241 人獲銅獎(78%)
由此可見，本校大部份同學均能盡展潛能，參與不同範疇的多元化活動，並有出色
的表現。
1.1.2.3.9.
本學年以「全情投入」及「正面情緒」作為方向，教育學生保持正面情緒，積極投
入規劃人生。本校所推行的正向活動包括：
「今日我生日」
、
「每月勵志歌曲送給你」、
「每月人生規劃小百科」
、
「好人好事表揚行動」
、
「愛心洋溢大行動」
、
「奉基共你破逆
境」活動及「奉基齊撐你」活動。
於 13/11/2018，與學生進行正向情緒及投入度的前測問卷，結果顯示本校學生大部份
擁有正向情緒(93.1%)和積極投入校園生活(95%)。
從前測問卷中顯示本校學生優勢：
「我期待參與一些有意義的活動，與他人分享快樂。」(96.2%)，這顯示本校學生願意
與人分享快樂，例如透過好人好事表揚行動、愛心洋溢大行動、每月勵志歌曲送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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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30 周年各項校慶慶祝等活動，分享快樂及表達對其他人的祝福。
「我相信自己能夠實現考試成績進步的目標。」(95%)。本校自三年級開始，學生已
學習 SMART 法則，並培養他們利用 SMART 法則為自己訂立目標的習慣。此結果亦
顯示同學懂得為自己訂立目標並且有信心在最終能實踐目標。
總括而言，透過問卷的數項問題，顯示本校大部份的學生均是想法正面、自信心高、
自我效能感高的，有關問卷項目可玆証明：
「我相信一切困難與挫折都會過去。」(95.1%)；「我相信自己能夠實現考試成績進步
的目標。」(95%)；「我相信我不會因失敗而氣餒。」(93.3%)及「當我不開心或者生
氣時，我有能力處理好自己的情緒。」(89.2%)
於 25/6/2019 與學生進行正向情緒及投入度的後測問卷。結果顯示較前測問卷的結果:
正向情緒提升了 1.5%(94.6%);而積極投入校園生活則提升了 1%(96%)
經過 7 個月的校園生活，同學在「正向情緒」和「投入度」的某些項目上，更明顯
提升了超過 1.5%，當中包括:我認為我身邊有人很關心我(如父母、朋友) (98.2%)；我
擁有可以戰勝困難的能力(96%)；過去的成功小事(如取得好成績、得到長輩表揚)能
夠給我戰勝挑戰的信心(97%)及在課堂上，我會積極參與課堂活動(98.2%)
2/7 在學生調查問卷中，平均高達 99.25%的同學表示喜歡本校所推行的正能量活動。
同時，亦平均獲得高達 98.7%的 P1-P6 同學認同這些活動，能讓他們感到校園充滿温
暖、師生間能互相支持、鼓勵和關懷。
5/7 在家長及教師問卷中，資料顯示 100%家長和老師均贊成本校所推行的正能量活
動，能讓孩子感到校園充滿溫暖、同學和老師間能互相支持、鼓勵和關懷。
由此証明，本校所推出之正能量活動方向正確，並能修提升學生正向情緒及投入感
之效。
1.1.3

在家長方面，本校成功透過家長講座、
「多元智能評量表」
、
「個人多元智能觀察紀錄
卡」、邀請相關年級的學生家長，在各級工作坊、體驗日及參觀交流活動中，擔任家
長義工、家長輔導資源小冊子與及電子校園通訊等，讓認識和了解幫助孩子發揮潛能
和訂立目標的重要性。從問卷顯示，從家長問卷資料顯示，100%的家長認為關注事
項二所舉辦活動，有助學生認識及發揮自己的長處和才能，同時亦認同活動有助學生
按自己的能力和興趣來為自己訂立及實踐目標。由此可再次証明此計劃是獲得家長的
肯定。

1.1.4

在教師方面，從問卷資料顯示，95%的老師表示在選擇學生參與活動/比賽時，會善用
學校的人才庫和考慮學生的潛能。而剩餘的 5%的老師則表示頗同意在選擇學生參與
活動/比賽時，會善用學校的人才庫和考慮學生的潛能。此外，100%老師認同學校所
設計的關注事項二活動是合適和足夠的，同時亦認同關注事項二所舉辦活動，有助學
生認識及發揮自己的長處和才能，以及有助學生按自己的能力和興趣來為自己訂立及
實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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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反思
整體而言，從問卷和觀察所得，100%的老師、家長及同學認同學校所設計的關注事項二
活動合適和足夠。。再從 APASO(對學校的態度)問卷結果顯示，本校學生在成就感和整
體滿足感方面均明顯地高於香港常模，成就感平均值高達 3.46(香港常模的平均值為
2.78)，而整體滿足感的平均值亦高達 3.48(香港常模的平均值為 2.92)。另外在 APASO(動
力)問卷結果顯示，本校學生在努力方面亦遠高於香港常模，平均值分別高達 3.56(香港常
模的平均值為 3.11) 。在學生持份者問卷之「我對學生學習的觀感」範疇中，高達 91%的
學生認同自己懂得訂立自己的學習目標。
高達 90.9%的學生認同同學積極參與課外活動，100%的學生認同透過參與學校的課外活
動，自己能獲得更多的學習機會，如課外知識和生活技能等。此外，分別高達 91.1%、97.4%
及 90.9%的學生認為自己喜愛學校、自己和同學相處融洽，以及老師關心自己。
凡此種種，証明本校所施行的計劃和舉辦的活動，能有效地讓學生認識潛能，並能使用
SMART 法則訂立目標，以發揮潛能及規劃學習生活。學生的滿足感、成就感、投入感和
正向情緒亦因此持續提升。
於新學年,在此良好穩健的架構下，本校以「盡展才能, 規劃人生, 擁抱正向生命」(建立
良好人際關係)作為關注事項二的主題。本校將持續強化關注事項二的架構，除輔以相關
體驗活動、清晰提示及備忘，讓學生能有步驟和具體地掌握發揮潛能、訂立目標和規劃
人生的方法、技能和實踐機會外，更進一步善用資訊科技，發展內聯網奉基生涯規劃資
訊分享平台，突破時間及地點的限制，讓學生能夠隨時可接收師兄師姐、家長及一些專
業人士分享中學、各行各業，以及發揮潛能的訓練和比賽等資訊，從而能更精確地計劃
自己理想。此外，亦會將「奉基人個人成長檔案」電子化，以加強「奉基人個人成長檔
案」的保存性質，以及提升學生填寫紀錄的趣味性和靈活性，讓他們更容易查閱自我性
格、潛能、長處、學習經歷、目標，自我反思等，從而建立自信和正向的生命。另外，
由於小四學生在參與「人生規劃體驗日」活動後，能激發他們積極規劃人生的動力，為
有效協助他們有效地訂立長遠目標，所以在試後活動期間，為他們增設「人生規劃體驗
日」深化活動--「時間規劃」工作坊。而鑑於小五及小六的「八大智能參觀交流活動」，
備受學生及家長認為是難得的體驗活動，為使此活動發揮得更大效用，於新學年，將在
舉行「八大智能參觀交流活動」前，舉行是項活動事前簡介會，讓學生了解這活動的意
義、注意事項及準備等。在活動後亦立即舉行事後反思活動，以鞏固學生在是次活動中
的得著和啓發。
此外，為提升學生的抗逆力和精神健康，在這穩健架構基礎下，滲入正向心理元素：踏
入本周期的第二年，我們會著意協助學生培養良好人際關係，讓他們建立鞏固的支援網
絡，最終邁向正向生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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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三）：發展 STEM 教育，培養創意奉基人
1.

教師層面：舉辦教師工作坊，讓教師認識 STEM 的相關知識及如何通過課堂及校本活動推
行校本 STEM 教育。
A. 上學期舉辦教師工作坊—STEM 電子學習與編程。
B. 安排教師多出席不同教育團體或機構所舉辦的 STEM 工作坊、展覽或分享會，汲取優
秀教學心得和經驗，以及 STEM 教育的新趨勢。
-突破 STEM 教育的瓶頸：如何建構一個 STEM 教育「校本課程單元設計框架」？
-今日常識新領域「STEM 編程培訓工作坊」
-「從 Coding 到 STEM」 成果發佈暨編程比賽頒獎禮
-培生跨學科 STEM 教學分享講座
-Learning & Teaching Expo 2018 學與教博覽：
-利用網上資源及互動編程工具於小學
-STEM 專題進行協作學習
-如何透過革新科目及引入班際比賽鼓勵
-學生投入參與 STEM 創客學習
-透過 Micro:bit 進行創客教育
-培育未來創客以 Micro:bit 進行協作學習
-Leading in a Digital Age
-如何在校內有效推動 STEM 融入恆常教學政策
-CS First hands-on workshop
-小學計算思維 - 編程教育工作坊 (一)（修訂）
-資訊科技教育科技系列：在中學運用虛擬
-實境創作場景、遊戲及故事提升學生的創意及編程能力
下學期進行分享會，讓曾經參與講座的老師分享推動 STEM 教育的經驗。分享的項目
有「鹽水機械車」、「Scratch 編程」、「Apple Leadership Summit」。

2.

學生層面（基礎）
：統整 STEM 核心課程（常識科、數學科、電腦科）教學進度及內容，突
顯與 STEM 有關的課題，以配合未來 STEM 教育的發展。
A. 數學教育（小一至中六）課程將分階段進行，全面檢視，以優化學習進程的縱向連貫
性、加強與其他學習領域的橫向連繫，並促進 STEM 教育，以及配合課程持續更新的
其他發展重點。
新建議的學與教次序和課程架構是為：
-加強學與教的效能；
-加強數學科在推展 STEM 教育上的角色；
-加強「數據處理」的學與教，--培養學生運用數據計算風險和作明智決定的能力。
•加強為學生提供學與教活動，讓學生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並有創意地解決問題、
建立新的構思 或經審慎計算而作出判斷。
B. 常識科：
•更新的內容著重日常生活和科學與科技的連繫（例如：低碳生活、全球暖化）。
•透過科學探究（例如：公平測試）
，提升學生的基本科學過程技能，包括﹕觀察、量
度、分類和傳意，從而加強中小學課程的銜接。
•增潤有關應用科學與科技來解決日常生活問題的學與教活動（例如：日常生活中的
能源使用、簡單機械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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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廣促進學生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教學法（例如：透過科學探究、專題研習、
以問題為本的學習和包含設計與製造元素的學習活動）。
C. 電腦科：
•增強編寫程式的課程，如 Scratch、TinkerCad、Hour of Code、Micro-bit、Neuron 等。
•從課程中「培養計算思維」。
•已進行選書程序，課程將以編程為中心。
學生層面（增潤）
：培養學生有系統地解決複雜問題的技能，掌握「工程設計循環」的創作
程序。學生能建立穏固的知識基礎，並強化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
A. 舉辦「STEM 解難比賽」，讓學生在競賽的氣氛下，應用在課堂或課外活動所學的科技
知識和技能。
-2018 年 9 至 2019 年 6 月舉行 STEM 數理常識挑戰站：每月一次解難活動，讓全校學生
參加，解決有關 STEM 的問題，展示威正確答案的同學可得小禮物。
-平均每次有 33%的同學參與，答對者佔 54%。
-79%（39.5%+39.5%）的同學認為「數理常識挑戰站令我增加 STEM 的知識」。
B. 透過舉辦校本 STEM 增潤課程、參與實作及比賽活動以達至目標。
-86%（47%+39%）的同學認為「做過有關 STEM 的活動後，我知道用以下程序來解決
難題：研究解決問題的方法 → 解決問題 → 如果不成功，再構想解決問題的方法」。
C. 在校園電腦室/STEM 室內定期張貼有關最新科技資訊及應用小貼士，增加學生對最新
科技的資訊，擴闊眼界，為未來裝備。
-67%（33.5%+33.5%）的同學認為「在電腦室外張貼有關最新科技資訊及應用小貼士，
令我知道最新科技的資訊」。
D. 舉辦校內 STEM 閱讀活動，以增加校園 STEM 教育的氣氛、培養「自主學習」能力。
-圖書館設 STEM 圖書角，展示有關 STEM 的書籍，讓同學借閱。
-為學生訂閱與 STEM 相關的雜誌。
-9、10 月逢星期一早會時段舉行 STEM 故事分享—「小故事大道理」
，由同學拆解故事
中與 STEM 相關的知識。
-舉辦閱讀活動：417 STEM 閱讀日
89%（51.9%+37.1%）的同學認為「STEM 閱讀日能增添我對學習科技的興趣」。
-進行「STEM@奉基閱讀巴士」計劃：鋪設電源、安裝照明、空調、車廂裝修、車身佈
置、購置器材（電腦設備、電視、STEM 教材、書籍等）
-下學期舉辦 STEM 體驗活動，讓各級學生能體驗不同 STEM 教學工具的操作及應用。
四至六年級同學登上 STEM Bus，閱讀 VR/AR 圖書、操作 mBot 機械人等。
E. 下學期期考後在四至六年級舉行「解難鬥一番」活動，讓各級學生能體驗不同 STEM
教學工具的操作及應用。
81.6%（43%+38.6%）的同學認同「解難鬥一番」活動讓我在競賽的氣氛下，應用科技
知識和技能解決難題。
F. 透過常識科進行「STEM 專題研習」強化跨學科學習、聯課活動等，提供機會讓學生「動
手做」，亦讓學生實踐所學。
常識科進行「STEM 專題研習」：
i.
一年級：聲聲相識
ii.
二年級：神奇動力車
iii.
三年級：隔熱房屋
iv.
四年級：雨傘除水器(下)
v.
五年級：設計電路遊戲(上)
vi.
六年級：多功能防滑拖鞋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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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88.5 %（56.6%+31.9%）的同學認為「STEM 專題研習」能讓我動手做，實踐科技創作。
學生層面（強化）：學生能培養創造力、協作和解決問題能力，並推動創新。
A. 星期五課外活動各級加入 STEM 活動，讓學生認識 STEM 的內涵和實際操作器具：
i.
一年級：STEM 初體驗
ii.
二年級：科學小探究
iii.
三年級：科學探究實驗
iv.
四年級：Scratch 簡易設計
v.
五年級：mBot 機械車體驗
vi.
六年級：Science from Trash
84.2%（52.5%+31.7%）的同學認為「星期五課外活動中的 STEM 活動，讓我認識 STEM
的內容和增加學習科技的興趣」。
B. 參與校外比賽活動：
＊參觀「創新科技嘉年華 2018」： 33 位小四至小五同學參加。
＊中聖書院舉辦「小學降落傘探究挑戰賽」（15 位小四學生參加，優異獎）。
＊科技體育小鐵人賽 2018/19（12 位小六學生參加，優異獎 12 名參加、問答比賽獎 1
名）。
＊科技體育小鐵人賽 2018/19 填色比賽（10 位小二至小六學生參加，優異獎 2 名）。
＊第一屆青少年 STEM 知識競賽（全校學生自由參與，校際賽小學組季軍、最積極參
與獎）。
＊小學 STEM 技能挑戰賽（4 人獲鑽石獎）
＊為 45 位學生報名參加香港城市大學物理學系主辦「Fun STEM @ CityU Physics - 物趣
STEM 在城大」課程，6C 吳穎恩獲取錄及獲得出席證書。
Google CS First 香港嘉許典禮（最積極學員銀獎 12 人）
＊透過 eClass「校園最新消息」向家長發放最新 STEM 活動資訊、課程推介、比賽推廣。
C. 下學期舉辦課後活動「STEM 編程班」及「STEM 特工隊」
，教授同學編程及操控技巧。
100%參與的同學認為 STEM 課後活動「STEM 編程班」及「STEM 特工隊」能讓他們認
識如何編寫程式、增加編寫程式的興趣、增加滿足感及成就感、了解到「工程設計循
環」的創作程序等。
培養「STEM 素養」：透過課程內容教授學生「STEM 素養」。
A. 了解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在現代社會中的角色，以及 STEM 學科如何改變物質世
界、人類認知及社會文化。
B. 明白 STEM 學科的特質，包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應用基礎程度的 STEM 學科知識及數
學運算技能，解決日常科技的使用問題。
C. 關注及評鑑有關科技的新聞報導，參與討論 STEM 相關議題，成為有建設性的社會公
民。
D. STEM 教育所提倡的是一個以問題為導向，以工程為本的學習模式。透過工程設計及實
作活動，讓學生應用科學知識和運用科技作為工具。
93.8%（63.9%+29.9%）同學認為「我知道 STEM 包括科學、技術、工程、數學」。
96.2%（45.5%+40.7%）同學認為「我知道運用 STEM 的知識可以解決日常的生活問題」。
81.6%（43%+38.6%）同學認為「做過有關 STEM 的活動後，我知道用以下程序來解決
難題：
研究解決問題的方法 → 解決問題 → 如果不成功，再構想解決問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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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家長層面：舉辦 STEM 家長講座，讓家長認識 STEM 教育的趨勢。
題目：未來人才—STEM 的趨勢
日期：2019 年 1 月 25 日晚上 7-8 時
講者：香港小童群益會社區創意學習中學註冊社工卓子揚先生
在參與的 52 位家長中，100%認同講座能讓家長了解 STEM 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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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未來發展計劃
關注事項一： 持續引發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促進課堂討論，巧用電子學習。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9/20197/2020

課程統籌主 問卷
任

所需資源

教師層面


教師工作坊：
持續提升教師  為全體教師安排「自主學習 
推展自主學習
工作坊」
，加深教師認識推展
的技巧
自主學習的教學策略。
教師專業進修：
 安排部分教師參與「學與教
博覽」
，讓教師拓寬眼界，了
解電子教學發展的新趨勢，
藉此加強教師掌握推展自主
學習的教學策略。
 安排教師參加與自主學習相
關之工作坊或交流活動，讓
教師進一步掌握推展自主學
習的教學策略。
校外專業支援：
 常識科參與教育局「小學校 
本課程發展組」支援服務，
四年級常識科科任老師定期
與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共同備課，規劃以探究為本
的校本課程，發展學生之探
究能力，從而加強學生的自
主學習能力，提升其學習效
能。

85% 教 師 認 為 問卷調查、訪談
參加與自主學
習相關之工作
坊或交流活
動，能令他們
進一步掌握推
展自主學習之
教學策略

85% 教 師 認 為 問卷調查、訪談、 9/2019校外支援服務 課堂觀察
7/2020
有助教師發展
學生之探究能
力，從而加強
學生的自主學
習能力，提升
其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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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科主 問卷、
任及四年級 教育局「小學校本課程
常識科科任 發展組」高級學校發展
老師
主任

家長層面


派發自主學習小冊子：
讓家長認識培  利用電子小冊子，讓家長認 
育孩子自主學
識自主學習的基本概念，以
習的方法
及培育孩子自主學習的方
法。

80% 家 長 認 為 問卷調查
小冊子能讓他
們認識培育孩
子自主學習的
方法

11/201912/2019

課程統籌主 小冊子
任

85% 教 師 及 學 問卷調查、
生認為預習、 共同備課表、
課堂及延伸活 訪談及課堂觀察
動能配合學生
的能力及興
趣，有助提升
其學習動機及
自主學習能力

9/20197/2020

各級中文、 問卷
英文科科任
老師

85% 教 師 認 為 問卷調查、
「自主學習六 共同備課表、
部曲」此教學 訪談及課堂觀察
策略，有效提
升學生的學習
動機及自主學
習能力

9/20197/2020

學生層面


持續提升學生 創設配合學生能力及興趣之預習
的學習動機及 活動、課堂活動及延伸活動：
自我效能感
 各級中文、英文科老師，以 
及四至六年級數學科老師於
共同備課中，創設配合學生
能力及興趣，對焦教學重點
之預習活動；設計促進師
生、生生討論之課堂活動；
安排鞏固所學之延伸活動，
每學期兩次，提升學生的學
習動機，並照顧不同學生的
學習需要。
善用自主學習六部曲：
 三至六年級常識科老師利用 
「自主學習六部曲」(課前預
習-閱讀資訊-討論問題-個人
練習-老師回饋-分享心得)設
計課堂，每學期一次，藉此
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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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至六年級
數學科科任
老師

三至六年級 問卷
常識科科任
老師

學生層面


善用提問法：
持 續 提 升 學生 
各級中文、英文、數學及常 
的 學 習 動 機及
識科老師於課堂上利用「提
自我效能感
問法」(提問、停頓、點名、
提示、回應及讚賞)引導學生
作深度的思考，促進課堂討
論。老師以追問或轉問方式
增加互動，給予適切的回
饋，並利用多元方式讚賞學
生，以激發學生的學習動
機，提升學生自我效能感。
展示學生佳作：

 中文及英文科老師於每次寫
作後，在課室展示學生佳
作，或請同學朗讀佳作，而
視覺藝術科老師則定期於課
堂展示同學佳作，藉此提升
學生的自我效能感。
 定期在校園展示學生作品，
讓全校學生欣賞，增加學生
的成就感。

90% 教 師 認 為 問卷調查、訪談及 9/20197/2020
利用「提問法」課堂觀察
能激發學生的
學習動機，提
升其自我效能
感

85% 教 師 及 學
生認為透過佳
作展示及表
揚，令學生獲
取成功感

問卷調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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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97/2020

中文、
問卷
英文、
數學及
常識科科任
老師

中文、
英文及
視覺藝術科
科任老師

學生作品

學生層面


訓練學生元認知學習策略：
持 續 加 強 學生  各級中文及英文科老師配合 
元 認 知 學 習策
課題，教授學生元認知學習
略
策略。一至三年級主要教授
「六何法」
，四至六年級主要
教授「自我提問法」或
「K-W-L」(What I Know 激
活知識-What I Want to Know
設定目標-What I Learned 歸
納心得)，並應用於課堂上，
每學期最少兩次。




各級數學科老師教授學生
「出聲思維法」及「自擬題
目」
，並應用於課堂上，每學
期最少兩次。

持續加強學生 訓練學生高階思維策略：
高階思維策略  各級中文科老師透過「思維 
策略小冊子」教授學生思維
策略，包括：
「太陽圖」
、
「六
何法」、「七何法」、「加減變
思考法」等。


85% 教 師 及 學 問卷調查、
9/2019生認為學生能 共同備課表、訪談 7/2020
掌握元認知學 及課堂觀察
習策略，這有
助加強學生的
自主學習能
力，提升其學
習效能

各級常識科老師配合課題，
教授學生高階思維策略，包
括：
「溫氏圖」
、
「兩面思考」
、
「全面因素」、「六頂帽子思
考法」等。

中文、
問卷
英文科科主
任
各級中文及
英文科科任
老師

數學科科主
任
各級數學科
科任老師

85% 教 師 及 學 問卷調查、訪談、 9/2019生認為學生已 課堂觀察
7/2020
掌握高階思維
策略，這有助
加強學生的自
主學習能力，
提升其學習效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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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中文科 問卷
科任老師

各級常識科
科任老師

學生層面




訓練學生解難策略：
持續加強學生  數學科於各級推行「校本解 
解難策略
難課程」，指導學生解難策
略，包括：
「試誤法」
、
「邏輯
推理」、「找規律」、「逆向思
考」等，提升學生的思考能
力。

持 續 加 強 學生 訓練學生自學策略：

自學策略
 二至四年級中文及英文科老
師教授學生運用工具書或網
上字典之技巧。



四至六年級中文科老師教授 
學生摘錄筆記技巧。



五至六年級英文科老師教授
學生摘錄筆記技巧。

85% 教 師 及 學 問卷調查、訪談、 10/2019生認為學生已 課堂觀察
7/2020
掌握解難策
略，這有助加
強學生的自主
學習能力，提
升其學習效能

數學科科主 問卷
任
各級數學科
科任老師

85% 教 師 及 學 問卷調查、
生認為學生已 課堂觀察
掌握運用工具
書或網上字典
的策略，這有
助加強學生的
自主學習能
力，提升其學
習效能

二至四年級
中文及英文
科科任老師

85% 教 師 及 學
生認為學生已
掌握摘錄筆記
的技巧，這有
助加強學生的
自主學習能
力，提升其學
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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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197/2020

四至六年級
中文科科任
老師
五至六年級
英文科科任
老師

學生層面








利用平板電腦，引發學生自主學
透 過 電 子 學 習 習：

加 強 學 生 自 主  中文、英文、數學、常識及
學習的能力
音樂科利用平板電腦的應用
程式進行課堂活動，每學年
最少兩次，藉此加強學生的
自主學習能力。
指導學生自主學習的主要元素：
提 升 學 生 訂 定  四至六年級中文科老師利用 
目標及自我監
預習工作紙，指導學生自主
控的能力
學習的主要元素，包括設定
目標、自我規劃、自我監控、
自我評價、自我修訂，每學
期最少一次。
利用閱讀計劃，引發學生自主學
習：
透 過 閱 讀 加 強  為一至四年級學生安排「自 
學生自主學習
主學習閱讀計劃」
，學生每月
的能力，培養他
自訂閱讀目標、自選圖書及
們成為自主學
進行自我反思。
習者
透過以 STEM 為主題的專題研習
活動，協助學生建立自主學習的
習慣及態度：
培 養 學 生 自 主  四至六年級常識科老師利用 
學習的習慣及
專題研習活動，指導學生自
態度
主學習的主要元素：設定目
標、自我規劃、自我監控、
自我評價、自我修訂。
 透過自評、互評及反思活
動，協助學生建立反思習慣。

85% 教 師 及 學 問卷調查、
生認為透過電 課堂觀察
子學習，有助
加強學生的自
主學習能力，
提升其學習效
能

9/20197/2020

中文、
問卷、平板電腦
英文、
數學、
常識及音樂
科科任老師

85% 教 師 及 學 問卷調查、訪談
生認為學生自
設目標及自我
監控的能力有
所提升

9/20196/2020

課程統籌主 問卷
任、
中文科科主
任、
四至六年級
中文科科任
老師

85% 教 師 及 學 問卷調查、
生認為透過閱 課堂觀察
讀計劃，有助
加強學生的自
主學習能力

10/20196/2020

課程統籌主 問卷、
任、圖書館 閱讀冊
主任各班班
主任

85% 教 師 及 學 問卷調查、
生認為學生已 課業檢視
建立反思習慣

11/20196/2020

四至六年級 問卷
常識科科任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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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
「盡展才能，規劃人生，擁抱正向生命」(建立良好人際關係)
目標

策略

學生方面：
1. 持續讓學生認識
多元智能，培養
天生我才必有用
的價值觀。



新設「心靈加油站」
：以展
板或網上電子平台形式，
分享勵志及正向故事，宣
揚正向情緒和思維的訊
息，鼓勵學生正面地面對
困難和挑戰。



透過講座，讓學生對多元
智能、發揮自我才能和規
劃人生的重要和實踐方
法，有基本的認識和了
解。



因應各級的發展階段和需
要，舉辦適切的活動：
1. 認識自己( P.1-P.2)
 小一同學與家長填
寫「多元智能量
表」，從而認識自己
在八項智能中的強
弱之處。
 小一「認識八大智

2. 持續讓學生能夠
多方面認識自
己，及發掘和發
展自己的潛能。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90%或以上的
學生能透過
「心靈加油
站」得到啟
發，增強正向
思維模式及面
對困難的信
心。

檢視「心靈加油站」 2019 年 10
的回應
月至 2020
問卷調查
年6月
口頭訪問



90%或以上的
學生認為透過
講座，可他們
對多元智能、
發揮自我才能
和規劃人生的
重要和實踐方
法，有基本的
認識和了解。

實際觀察
問卷調查
口頭訪問







90%或以上的
實際觀察
學生認識多元
問卷調查
智能。
口頭訪問
90%或以上的
學生能發掘自
我才能。
90% 或 以 上 的
學生能透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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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所需資源

輔導組
訓育組
負責教師

「心靈加油站」資料
問卷

2019 年 9 月 輔導組
負責教師

問卷

2019 年
11-12 月

問卷

輔導組
負責教師

能」工作坊
 小二「我有我性格、
盡展潛能」工作坊
3. 培養學生建立樂
觀正面的態度，
並按自已的能
力，運用 SMART
法則訂立及努力
實踐明確的目
標。

4. 持續讓學生能夠
善用 SMART 法
則，培養訂立短
期、長期目標的
習慣，為自己的
生活和理想，分
階段性訂立及實
踐目標。

己的努力，家人
及 師 長 的 協
助，按自己的潛
能，能訂立目標
發揮所長。

2.學習訂立和實踐目標
( P.3-P.4)

90% 或 以 上
 小三「盡展潛能、訂
的學生認為活
立目標」工作坊
動能讓他們學
 「P3 實踐目標爭
會根據自己的
霸戰」
：藉此讓學生
能力和情況去
把一、二年級所學
實踐或按需要
習的 SMART 法則
修改目標。
實踐出來。
 小四「人生規劃體
驗日」活動：透過
體驗活動明白目標  90%或以上的
學生認為活動
對人生的重要，並
能令他們明白
於學期末舉辦「訂
人生規劃的重
立目標簡介會」
，使
要和懂得欣賞
學生及早訂立及認
自己。
清目標，為自己規
劃未來路向。
 90% 或 以 上 的
3.訂立和實踐長期目標
學生認為活動
(P.5-P.6)
有助他們升上
 小五至小六「理想升
理想的中學作
中計劃」
：讓學生按
充足的準備。
步就班實踐和升中
的長期目標
 五年級「升中面試
攻略」講座，讓學

實際觀察
問卷調查
口頭訪問

2019 年
11-12 月

輔導組
負責教師

問卷

問卷調查
口頭訪問

2020 年 3-4
月

輔導組
負責教師

問卷

實際觀察
問卷調查
口頭訪問

2020 年 6-7
月

輔導組
負責教師

問卷

頁 60

校本言語
治療師

5. 從生活經驗中，
明白自己是實踐
理想的主軸，並
學習欣賞自己，
由此建立自信，
並努力實踐目
標，實踐建構及
規劃愉快的人
生。

生能為升中作充足
準備，並派發「搜
尋中學資料」的升
中資訊。
 90% 或 以 上 的
 五、六年級「八大
學生認為是次
智能參觀交流活
活動，能進一步
動」
：新設參觀前簡
幫助學生發展
介會及參觀後分享
相關智能。
會，讓學生更清楚
 90% 或 以 上 的
了解人生規劃的重
學生認為是次
要性，並讓學生透
活動，能協助他
過交流及初步探
們訂立更具體
索，以進一步為自
的個人長期目
己訂立/修改更具
標。
體目標和規劃人
生。
檢視個人檔案的填
 向全校學生派發
寫情況。
「初步自我檢示潛
問卷調查
能結果」咭，讓學
日常觀察
生進一步了解自己
口頭訪問
的潛能，並加以發
揮。
4. 欣賞自己 建立人生
目標 (P.6)
 90% 或 以 上 的 檢視個人檔案的填
 小六「終極小學成就
學 生 認 為 他 們 寫情況。
計劃」
：學生透過總
能 透 過 總 結 六 問卷調查
結六年小學生活，
年小學生活，檢 日常觀察
檢示自己的長短
示 自 己 的 長 短 口頭訪問
處，繼續有規劃地
處，繼續有規劃
實踐目標和發揮潛
地實踐目標和
能，以致能建構積
發揮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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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5
月

輔導組
負責教師

問卷

2020 年 5-6
月

輔導組
負責教師

問卷

極和愉快的人生。
 90% 或 以 上 的 問卷調查
 奉基人個人成長檔案：
學 生 的 認 為 有 口頭訪問
透過定期記錄，協助學生匯
信心能建構積
聚他們在奉基生活的正面
極和愉快的人
回憶，以加深對自己的了解
生。
和欣賞自己，提升自我價值
觀，並作出正面的反思。另  90% 或 以 上 的
問卷調查
學生表示奉基
外，檔案中亦包括教授一些
口頭訪問
人個人成長檔
重要活動學習課題，例如：
案能協助他們
時間管理，學習態度，學習
透過紀錄、正面
技巧，檢視自己的才能、興
自我檢視及反
趣和性格等。
思，了解和欣賞
另一方面，配合電子平台，
自己多些，以及
提供成長檔案填寫指引，方
能儲存在奉基
便學生能根據清晰指引完
生活的正面回
成檔案。除此之外，新增「奉
憶，有助建構正
基人個人成長檔案」電子版
向愉快的生活。
本，以提升趣味性及較佳的
保存性。同時，向全校學生  80% 的 學 生 表 問卷調查
示 電 子 平 台 中 口頭訪問
派發紙本版本作為過渡方
的填寫指引能
案。
協助他們完成
 多元智能獎勵計劃
檔案。
(P4-P6)
 90% 的 學 生 表 問卷調查
透過此獎勵計劃發展學
示 多 元 智 能 獎 口頭訪問
生多元智能興趣及才
勵計劃能有效
能，繼而進一步協助發
協助他們發揮
揮及肯定學生的潛能，
及肯定潛能，並
以增強學生自信心和成
有助增強學生
就感。
的自信心和成
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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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輔導組
月-2020 年 6 負責教師
月

奉基人個人成長檔案
問卷

2019 年 9 月 輔導組
負責教師
-2020 年 6
月

「多元智能獎勵計劃」
小冊子



持續推廣電子平台(奉基
 80% 的 學 生 表 問卷調查
生涯規劃資訊分享平
示 平 台 的 資 訊 口頭訪問
台)，讓舊生分享有關升學
有助他們了解
及就業的資訊和經驗，增
更多職業和中
加學生接觸各行各業的機
學資訊。
會、及了解心儀中學的實
際入學情況。

訪問舊生分享個人經驗並  80% 的 學 生 表
示平台的資訊
放上電子平台
有助他們訂立
清晰目標。
6. 階段性帶入正向  正向生命：配合德育中心
生命的元素，本
主題及「心靈加油站」
，鼓  80% 的 學 生 表
學年以「建立良
示舊生分享能
勵及教育學生建立良好人
好人際關係」作
鼓勵他們，並提
際關係的重要性及方法。
為方向，教育學
升個人動機。
與人和睦相處，
 80% 的 學 生 的
積極投入規劃人
後測結果比前
生。
測結果高分。
 透過講座：
家長方面：
 85%的家長認為
讓家長知道自己能夠協助
1. 持續讓家長認識
講座能幫助他
孩
子
發
揮
才
能
和
訂
立
目
多元智能和人生
們認識人生規
標。講座內容配合人生十大
規劃的內容及辨
劃中的範疇。
範疇，令家長能加深了解人
析孩子的性向。
 85%的家長認為
生規劃的內容。
2. 持續讓家長認識
活動能幫助他
讓家長認識與孩子建立良
和了解孩子的才
們認識多元智
好親子關係的方法，增強與
能，幫助他們發
能的項目。
孩子之間的緊密溝通。
揮所長，訂立目
標。

2019 年 9 月 輔導組
-2020 年 6
負責教師
月



問卷調查(前測及
後測)
口頭訪問

2019 年 9 月 輔導組
負責教師
-2020 年 6
月

透過訪問、觀察及 2019 年 9 月 輔導組
問卷，收集家長的 至 2020 年 6
意見
月及家長學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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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

3. 持續讓家長協助
孩子訂立目標，
並能按情況作出
修改。
4. 家長認識與孩子
建立良好親子關
係的方法，增強
與孩子之間的緊
密溝通。







教師方面：
 持續讓教師了解
學生的才能和協
助學生訂立目
標，幫助學生發
展。





檢視多元智能量表：
陪同子女填寫及檢視「多元
智能量度」/「個人多元智能
觀察紀錄卡」，以認識子女
在八項智能中的強項，加以
發揮，以建立自信。
發放有關多元智能的資源：
在家長日派發輔導資源通
訊和不同機構的活動資料。
在奉基人個人成長檔案中
實踐目標部份，加入家長的
鼓勵篇，以便家長可與子女
共同檢視孩子是否按自己
的強項適切地參與活動和
訂立目標。
教師能了解學生的才能發
展和性向，從而協助和鼓勵
學生訂立目標。
幫助建立「人才庫」，讓教
師掌握學生的不同智能。



85%的家長認同
自己能夠幫助
孩子發揮才能
和訂立目標。



90%的教師認為 透過訪問、觀察及
活 動 能 讓 他 們 問卷，收集教師的
了 解 學 生 的 潛 意見
能和協助訂立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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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6月

輔導組
全體教師

教師方面：
 教師了解學生的才
能和協助學生訂立
目標，幫助學生發
展。

關注事項（三）：
「發展 STEM 教育，培養科學探究精神」
目標

教師層面
通過教師工作坊及相
關專業培訓，提升教
師對於 STEM 的認識
及深化 STEM 教育的
工作。

學生層面（基礎）
通過各科的教學，發
展學生的基礎科學知
識。



策略
舉辦教師工作坊，讓教師認
識 STEM 的相關知識及如何
通過課堂及校本活動推行校
本 STEM 教育。



安排教師多出席不同教育團
體或機構所舉辦的 STEM 工
作坊、展覽或分享會，汲取
優秀教學心得和經驗，以及
STEM 教育的新趨勢。



鼓勵曾出席 STEM 工作坊或
分享會的老師在學校舉辦分
享會，分享推動 STEM 教育
的經驗。



統整 STEM 核心課程（常識
科、數學科、電腦科）教學
進度及內容，突顯與 STEM
有關的課題，以配合未來
STEM 教育的發展。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75% 教 師 認 為 問卷調查及訪談
教師工作坊有
助認識 STEM
教育的發展。



75% 的 出 席 教
育認為參與不
同機構所舉辦
的 STEM 活動
能令他們掌握
推動 STEM 教
育的策略和新
趨勢。



75% 教 師 認 為
從出席 STEM
工作坊或分享
會的分享會中
能吸取推動
STEM 教育的
經驗。
75% 教 育 及 學 訪問、觀察 及問卷
生認為課程中
加入 STEM 相
關課題能發展
學生的基礎科
學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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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表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6 月

負責人
關注事項
三小組老
師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6 月

關注事項
三小組老
師

所需資料
問卷

問卷

鞏固、擴展及深化基
礎數理學科的知識及
運用科技和編程能
力。



設 立 STEM ROOM 及 ●
STEM BUS，運用電子互動
科技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增加 教學效能。

提供有系統的知識和
鷹架、幫助學生逐步
發展探究技能及推理
能力。

學生層面（增潤）



舉辦 STEM 課堂，融入 IoT
（物聯網）概念，讓學生明
白 IoT 於日常生活的應用，
提升對科技及編程的學習興
趣。



舉辦「STEM 解難比賽」
，讓
學生在競賽的氣氛下，應用
在課堂或課外活動所學的科
技知識和技能。

培養學生有系統地解
決複雜問題的技能，
掌握「工程設計循環」
的創作程序。

學生能建立穏固的知
識基礎，並強化綜合
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
能力。

綜合科學、科技、工
程、數理各範疇，學
習以「工程設計為主
的創造科技過程」。



透過舉辦校本 STEM 增潤課
程、參與實作及比賽活動以
達至目標。



在校園指定壁報板及電腦室
/STEM 室外定期張貼有關最

75%教師及
學生認為課
程中加入
STEM 相關
課題能幫助
學生逐步發
展探究技能
及推理能
力。



75% 參 與 學 生 訪問、觀察 及問卷
認為解難比賽
及增潤課程有
助提升應用科
技智識和技
能，並學習「工
程設計循環」
的創作程序



75% 參 與 學 生
認為在校園指
定壁報板及電
腦室/STEM 室
內外定期張貼
有關最新科技
資訊、數理科
學資訊及應用
小貼士可擴濶
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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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6 月

關注事項
三小組老
師

問卷

利用實作及比賽活動
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
趣，並透過分享與展
示，以提升學生的自
信心，擴闊視野。
培養「合作學習」
、
「自
主學習」的能力。

新科技資訊、數理科學資訊
及應用小貼士，增加學生對
最新科技的資訊的認知，擴
闊眼界，為未來裝備。







舉辦科學探究活動，透過播
放影片及實驗活動等提升學
生的科學知識和學習興趣。

購置 STEM 相關圖書及雜
誌，並舉辦校內 STEM 閱讀
活動，以增加校園 STEM 教
育的氣氛、培養「自主學習」
能力及加強「動手做」的機
會。
下學期期考後的試後活動舉
辦 STEM 體驗活動，讓學生
能體驗不同 STEM 教學工具
的操作及應用。



75% 參 與 學 生
認為活動有助
提升基礎科學
知識和學習興
趣。



75% 參 與 學 生
認為 STEM 閱
讀活動有助增
加校園 STEM
教育的氣氛。



75% 參 與 學 生
認 為 試 後
STEM 體驗活
動能令學生體
驗不同 STEM
教學工具的操
作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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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層面（強化）



透過常識科進行「STEM 專 
題研習」強化跨學科學
習、聯課活動等，提供機
會讓學生「動手做」
，亦讓
學生實踐所學。

●

舉辦課後課外活動，如編
程課程。

學生能培養創造力、
協作和解決問題能
力，並推動創新。

學生層面

為對數理科技範疇表
現突出和優異的同學 ●
提供進深的發展機
會。
●

●



選拔表現突出的同學，並
設立「STEM 特工隊」。
選拔表現優異的同學參加
優異生進階培訓工作坊，
透過使用機械實驗積木套
裝及 IoT 編程微型電腦板
套裝，進一步培育學生的
IoT 編程能力。
參與校外比賽活動，並透
過分享與展示，以提升學
生的自信心，擴闊視野，
豐富 STEM 的學習經驗。



75%學生認 訪問、觀察 及問卷
為「STEM
專題研習」
能提供「動
手做」的學
習機會，實
踐所學。
75% 參 與 學 訪問、觀察 及問卷
生 認 為
STEM 課外
活 動 及
「STEM 特
工隊」能提
供進深的發
展機會。
75% 參 與 學
生認為參與
校外比賽活
動能提升自
信心，擴闊
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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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6 月

關注事項
三小組老
師

問卷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6 月

關注事項
三小組老
師

問卷

學生層面

●

透過課程內容教授學生
「STEM 素養」。

●

75% 學 生 認 訪問、觀察 及問卷
為活動或課
程讓學生認
識 「 STEM
素養」。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6 月

關注事項
三小組老
師

問卷

●

舉辦 STEM 家長講座，讓
家長認識 STEM 教育的趨
勢。

●

75%參與家 問卷
長認為更了
解 STEM 教
育的發展趨
勢和重要
性。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6 月

關注事項
三小組老
師

問卷

培養「STEM 素養」。
學生發展正面的價值
觀和積極的態度。

家長層面
透過家長講座，讓家
長了解 STEM 教育
是配合全球的教育趨
勢，和本校 STEM 教
育的發展計劃和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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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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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工作成效報告
計 劃
教師專業發展

內 容
為教師制訂「專業發展計劃」
，按 1.
課程發展所需，安排教師參與專
業發展課程，而教師亦需於上下
學期參與本科專業發展課程各一
次，並與校內本科教師研習及分
享。

工 作 成 效 及 檢 討
本年度共有 3 位教師完成「小學
計算思維-編程教育工作坊」
，有
1 位教師完成「精神健康的專業
發展課程」，教師皆認同「專業
發展計劃」有效提升其教學技
巧，促進學習社群之發展，成效
不俗，來年度繼續推行。

2.

為配合學校的關注事項，本年度 2.
安排部分教師參加「學與教博覽
2018」
，讓教師拓寬眼界，進一步
認識電子教學發展的新趨勢。

教師認同參與「學與教博覽」有
助他們認識電子教學發展的新
趨勢，加強他們掌握推展自主學
習的教學策略。來年度將繼續安
排部分教師參與。

3.

本年度為教師舉行「電子學習與 3.
編程」工作坊，讓教師認識最新
的應用程式及編程的基本概念。

教師認同「電子學習與編程」工
作坊有助他們認識最新的應用
程式，亦有助他們利用電子教學
來推展自主學習。為了加強教師
進一步認識各類應用程式，來年
度將安排部分教師參與相關的
課程。

4.

為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科老 4.
師訂定共同備課時間，令教師能
專注進行課堂設計，提升教學成
效。各級科任老師輪流帶領備課
會議，而本年度備課重點與關注
事項一緊扣，教師需共同商議，
創設配合學生能力及興趣之預
習、課堂及延伸活動，設計不同
層次的問題，增加互動，激發學
生的學習動機及創意，強化學生
之高階思維及解難能力。教師亦
需選用合適的應用程式進行課堂
活動，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98%教師認同備課能令他們專
注進行課堂設計，優化教學成
效。30%教師非常同意，65%同
意，5%表示無意見，同儕觀課
能有效加強教師之間的專業交
流。為提升共同備課及同儕觀課
之效能，下年度備課及觀課的重
點將更聚焦於課堂提問及互動。

5.

同儕觀課需配合共同備課進行， 5.
讓教師就共同擬訂的教學活動進
行施教、檢討及改進。

學生表示經常參與課堂活動，認
同老師為他們安排的預習及課
堂活動，能提升他們的學習動
機。他們普遍能認真完成功課，
成效良好。來年度將持續採用合
作學習教學模式，創設富趣味或
具挑戰性的預習、課堂及延伸活
動，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教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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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不同的學習策略，並透過電
子教學，引發學生自主學習的能
力。

校本課程發展

6.

全體老師全年進行科主任觀課一 6.
次，觀課科目由校長編訂。科主
任觀課讓各科科主任及副科主任
監察各級之教學情況，適時作出
跟進和改善，加強他們對本科學
與教的了解，以及協助他們策劃
及發展本科課程。校長、副校長
或課程統籌主任會聯同科主任或
副科主任進行觀課，作考績評
核，並於觀課後進行評課會議，
檢視課堂成效。本年度以「預
習」、「課堂學習目標」、「合作學
習 教 學 模 式 」、「 高層次 提 問 技
巧」、「課堂總結」、「課堂延伸」，
強調「轉問/追問」、「教師回饋及
讚賞」、「學生匯報技巧」等元素
等為觀課重點。

全體教師贊同科主任觀課有效
提升教學質素，可見教師已認同
此項觀課的果效。依觀課所見，
教師同儕備課所設計之教學計
劃完善，分組活動安排順暢，能
訂定配合學生能力及興趣的課
堂及延伸活動，能嘗試運用追問
及轉問刺激學生思考，並給予學
生適切的回饋及讚賞。部分學生
的匯報技巧不俗，但有少部分同
學的自信心仍有待加強。在評課
會議中，與會老師能具體分析課
堂的優點及可改善之處，共同商
討優化之方法。由此可見，科主
任觀課除有效監察各級之教學
情況外，還有助教師之專業成
長。

7.

本年度持續使用修訂後之考績評 7.
核表，以更公平的方式評鑑教師
的表現。

97.8%教師認同學校考績制度能
公平地評鑑教師的工作表現，有
助其專業成長。

1. 中文科：
1.
1.1 以過去與教育局「小學校本課程發 1.1
展組」支援服務共同制訂之讀寫結
合校本課程為基礎，進一步優化中
文科寫作課程。

中文科：
各級科任老師重新檢視校本寫
作課程，並作修訂，配合學生學
習所需，包括：一年級下學期開
展段落寫作；二年級句子寫作減
至一次，讓學生儘快投入段落及
篇章寫作。
1.2 中文科已制訂「校本思維課程」， 1.2 校本「思維策略小冊子」能配合
有系統地利用「思維策略小冊子」
各級教材及學生程度，但高年級
教授學生思維策略，提升學生高階
的教學時間較為緊迫，需要刪減
思維的能力。
部分內容。建議來年度只聚焦指
導學生兩項思維策略，讓學生有
更充裕的時間應用相關的策略。
1.3 中文科「經典誦讀」課程，藉古今 1.3 透過「經典誦讀」課程，令學生
詩文，引導學生感受語言文字和思
體會文字的美，學生亦願意透過
想內容之美，提升學生對學習語文
誦讀，感悟詩文的意義。
的興趣。
1.4 中文科「假期自主閱讀」課程，安 1.4 據觀察所得，學生喜愛閱讀指定
排學生在長假期閱讀名著，然後完
名著，亦樂意完成「假期自主閱
成指定課業，藉此提升其自主閱讀
讀課業」。此課程有效提升學生
之能力。
的自主閱讀能力，成效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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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文科：
2.
2.1 推行專科教學，外籍英語教師定期 2.1
與各級科任老師進行共同備課，聚
焦發展一至三年級校本閱讀課程
及四至六年級寫作課程。
2.2 本年度四至六年級按學生能力分 2.2
組上課，配合「促進小學英語學習
津貼計劃」(PEEGS)，以發展四至
六年級校本閱讀課程。

英文科：
外籍英語教師定期進入課室，進
行英語閱讀及寫作計劃，成效不
俗，將持續推行。

3. 數學科：
3.
3.1 設「校本速算課程」及「校本解 難 3.1
課程」。教師亦利用「數學語言」
教學，增加學生對數學概念的掌
握，並鼓勵學生多運用「數學語言」
作表達。此外，數學科老師教授學
生「出聲思維法」及「自擬題目」
策略，幫助學生作系統性的思考，
從而提升其自主學習的能力。
3.2 本年度數學科參與教育局「小學校
本課程發展組」支援服務，四年級 3.2
數學科老師定期與教育局高級學
校發展主任共同備課，利用電子學
習重點發展學生之探究及解難能
力，藉此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
力。

數學科
一至三年級「速算課程」，學生
積極參與，成效不俗。「校本解
難課程」方面，學生認同已掌握
解難策略，並有助提升其自主學
習能力。據觀課所見，學生大致
能運用「數學語言」作答。此外，
學生表示已掌握「出聲思維法」
及「自擬題目」策略，而此策略
有助提升學習效能。
參與支援服務的老師，認同支援
服務有助他們運用合適的應用
程式來設計課堂活動，發展學生
之探究及解難能力，從而提升自
主學習的能力。來年度，將於其
他級別進一步推展電子學習，提
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五、六年級按能力分組教學，成
效較四年級顯著，故此，四年級
於來年度不以能力分組形式上
課。此外，四至六年級會繼續推
展由「促進小學英語學習津貼計
劃」(PEEGS)發展之校本閱讀課
程。
2.3 英文科以往曾連續兩年參與教育 2.3 英 文 科 連 續 四 年 參 與 支 援 服
局「語文教學支援組」提供之支援
務，參與教師均認同支援服務有
服務，去年度則參與教育局「小學
助教師提升學生的閱讀策略，發
校本課程發展組」之支援服務。本
展學生思維技巧，從而提升學生
年度，教育局「小學校本課程發展
的自主學習能力。來年度，英文
組」鄧逸雯小姐，以顧問形式與本
科將利用過去參與支援服務累
校三年級英文科老師共同備課，每
積之教學設計，持續推展校本課
月一次，規劃校本閱讀及寫作課
程，提升學生之讀寫能力、思維
程，提升學生閱讀策略，發展學生
技巧及自主學習能力。
思維技巧，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
力。

4. 常識科：
4.1 為各級學生安排「全方位學習課 4.
程」，讓學生有不同的體驗，參觀 4.1
地點包括：消防局、機電工程署、
Wee.Park、太空館、立法會大樓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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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
學生樂意參與全方位學習活
動，亦從中獲取寶貴的學習經
歷。

學習評估

4.2 推行 STEM 專題研習，利用「設 4.2 STEM 活動有效激發學生的學習
計循環」的理念，發展學生的創意
動機及創意。透過思考、設計、
及解難能力，並協助他們建立自主
改良等過程，有助提升學生的解
學習的習慣及態度。各級 STEM 主
難能力。同學亦普遍認同已建立
題如下：
自主學習的習慣及態度。為加強
一年級：環保樂器
教師推展探究式教學及 STEM
二年級：新奇動力車
專題研習之技巧，來年度已成功
三年級：隔熱裝置
申請「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支
四年級：雨傘除水器
援服務，透過與支援人員共同備
五年級：電路遊戲
課，設計合適的教學策略。
六年級：多功能防滑拖鞋
5. 各科均能依「健康學校網絡計
5. 各科配合「健康學校網絡計劃」
劃」之十大主題推展健康教育，
之十大主題，全面推展健康教
成效良好。曾出席「體適能家長
育。體育科老師安排學生進行體
講座」之家長大都認同講座能讓
適能測試，把有關報告派發給學
他們了解如何協助子女加強體
生，並舉行家長講座及學生簡介
能，成效不俗。
會，講解報告內容。
6. 學生普遍喜歡參與「經歷學習課
6. 為各級學生安排跨學科之「經歷
程」，大致認同此活動能激發其
學習課程」
，透過研習、訪問、參
學習動機，提升溝通能力、協作
觀、體驗等活動，激發學生之學
能力及自我管理能力。來年度，
習動機，提升學生之溝通及協作
將繼續根據各級學生的需要，設
能力，並藉此訓練學生之自我管
計適合他們的經歷學習課程。
理能力。各級主題為：
一年級：和黃公園之旅
二年級：星光大道之旅
三年級：香港國際機場之旅
四年級：校園遊蹤
五年級：「同根同心」境外學習
六年級：貧富宴
1. 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科於考 1. 58%教師非常同意，40%同意，
試後進行「學習成效檢討會議」，
2%表示無意見，
「學習成效檢討
全年四次，教師集中剖析學生的
會議」有效協助教師分析學生之
弱點或難點，落實設計教學策
難點，訂定改善方法，而科主任
略，回饋課程，改善學生之弱點。
會議亦有效監察各級主科成
課程統籌主任定期召開科主任會
績，並提出可行之改善方案。
議，全年四次，全體科主任及副
科主任共同檢視學生整體成績，
商討及制訂改善方案。
2.

中文及英文科實施分卷之考核方 2.
式，包括聆聽、閱讀、說話及寫
作，讓學生了解自己之語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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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及英文科成績以分卷形式
顯示於成績表上，讓學生了解自
己不同範疇之語文水平，有助家
長了解子女之強弱項，以便作出
配合及跟進。

從閱讀中學習

3.

本校除由教師作評估外，亦鼓勵 3.
學生進行自評、互評，同時亦會
邀請家長作評估，以達多方評估
之效。

中文科及普通話科不時邀請家
長評估學生之朗讀技巧，效果良
好；常識科專題研習提供機會讓
學生進行自評、互評，並設家長
評估，有效鼓勵學生檢視其學習
成效。

4.

除總結性評估外，亦為學生安排 4.
促進學習的評估，老師在課堂上
利用轉問或追問，激發學生思考
及反思所學，並給予適切的回饋。

教師表示經常與學生檢討他們
的學習情況，適時給予回饋。學
生亦認同老師會經常指出他們
學習的進度，大部分學生能藉着
老師給予的意見，檢討自己的學
習。

1.

在課室擺放不同類型之圖書，並 1.
推行早讀課、「伴讀爸媽計劃」、
「書包圖書館」等，提高校園閱
讀氣氛。

教師及學生大都表示學生喜愛
閱讀，同學樂於到圖書館借閱圖
書，參與閱讀活動。

2.

於 五 年 級 推 行 跨 課 程 閱 讀 ( 中 2.
文、英文、常識)，以中西科學家
為主題，分為四個範疇，包括天
文(伽利略、張衡)、發明(貝爾、
高錕)、醫學(弗萊明、華佗)、物
理(霍金、楊振寧)，同學分組研習
其中一位科學家。
本校已制定專題研習「基本能力
校本課程」
，讓學生循序漸進掌握
專題研習的基本技巧。各級均以
常識科作平台，並配合 STEM 教
育。各級主題如下：
一年級：愉快校園齊創造
二年級：中西節日
三年級：住在香港
四年級：廢物污染
五年級：毒品的禍害
六年級：長者家居安全
透過各級德育及公民教育課、各 1.
學習領域、早會、週會、
「校長講
故事」
、專題講座等，加強學生的
德育訓練，培育學生建立正確的
價值觀及態度。

同學普遍喜愛閱讀有關科學家
的資料。在聯課活動中，同學以
辯論方式，論述該科學家的成就
及貢獻，表現不俗。來年度，跨
課程閱讀將以中華文化作主
題，推展至六級。

專題研習

德育及公民教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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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老師普遍認同專題研習
能協助學生發展共通能力。各級
專題研習配合 STEM 教育，依
觀察所見，學生表現投入，有效
加強其創意、解難能力及研習能
力。

根據持分者問卷調查的結果，同
學普遍認為能與其他同學融洽
相處，並認同學校能積極培育學
生有良好的品德，成效令人滿
意。本校重視培育學生有良好的
品德，課程發展組與德訓輔組將
持續推行品德教育，協助學生培
養正確的價值觀及態度，建立良
好的校風。

2.

四至六年級參與「成長的天空」 2.
計劃，活動包括「愛心之旅――
探訪長者」、「挑戰日營」、「再戰
營會」等。

參與的同學表現投入，能發揮團
隊精神，成效良好。

3.

安排四至六年級學生參與義工服 3.
務，包括：賣旗籌款、探訪護老
院長者、「舊電影香港情老幼齊
講戲」等。學生參與義工服務之
總時數，均顯示於成績表上，以
作表揚。

同學願意參與各類義工服務，表
現投入，成效理想。

4.

安排全體五年級學生參與「同根 4.
同心――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
地交流計劃」
，增加學生對中華文
化的認識。

在「同根同心」的交流活動中，
同學到佛山及廣州，了解嶺南的
古建築風格、傳統藝術及粵劇的
歷史。同學在交流期間相處融
洽，能互相合作，增進友誼。來
年度將繼續參與，主題為「廣州
的智慧城市建設」(高鐵線)。

5.

推行「認識中國」活動，包括升 5.
旗儀式、問答遊戲、區旗及國旗
填色比賽等。

各項活動，學生表現投入，成效
理想。

利用資訊科技進 1.
行互動學習

持續優化全校硬件設備及學習資 1.
源庫，讓教師更方便及有效地利
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活動。

教師普遍認同利用資訊科技進
行互動學習的效能。各科老師將
繼續選取合適的網上資源進行
互動教學，並讓學生進行網上課
前預習及課後延伸活動，引發學
生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2. 各級引入平板電腦教學：
2.1 中文科：一年級進行字形結構遊 2.
戲；二年級進行文學欣賞；三至六
年級進行說話練習，即時評估學生
表現，作出回饋。
2.2 英文科：四至六年級進行 iPad 閱
讀；其他級別利用 Kahoot 進行活
動。
2.3 數學科：各級利用電子軟件進行課
堂活動，課題包括「七巧板」
、
「乘
法」
、
「分數」
、
「摺紙圖樣」
、
「排水
法」等，四年級更利用 Classkick、
Polaris Office 設計課堂活動，加強
學生的概念及探究能力。
2.4 常識科：利用 AR、Kahoot 進行互
動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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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普遍喜歡利用平板電腦教
學，認同相關的應用程式有助他
們對課題的認識，提升學習成
效，效果良佳。

2.5 戶外學習：二、三年級學生利用平
板電腦訪問遊客，即時記錄數據及
分析；四年級學生利用平板電腦進
行「校園遊蹤」，完成多項具挑戰
性的任務；五年級學生利用平板電
腦分享交流的景點及感受。
小班教學

課業檢視

資優教育

1.

本校推行小班教學，建立小組學 1.
習的精神，營造適合進行合作學
習的環境，致力加強學生的課堂
參與率、師生及生生互動的機
會，並運用不同層次的提問，訓
練學生的思維能力，又透過合作
學習的活動，照顧學生不同的學
習差異。

教師普遍認同學生樂於參與課
堂活動，能因應學生的學習進度
調節教學內容和策略，而學生亦
表示會常常參與課堂活動，成效
理想。

2.

去年度及本年度，每班小一學生 2.
的人數因應教育局的要求，增至
34 人。本校特增設副班主任，並
安排實習老師擔任支援老師，協
助處理班務，照顧學生。為配合
人數的增加，小二課室需重新布
置，增添互動式電子白板，配合
學生的學習需要。

雖然小一小二的人數有所增
加，但本校仍繼續利用合作學習
的教學模式，提升學生課堂參與
的機會，強調高動機、高展示、
高參與、成功感、尊重感及自我
實現感。來年度，小一學生的人
數繼續因應教育局的要求，增至
30 人。由於香港教育大學未能
安排學員到本校實習，本校除繼
續為小一增設副班主任，亦於開
學首周安排非班主任老師擔任
支援老師。此外，為配合人數的
增加，小三課室將重新布置。

1.

中文、英文、數學、常識科於每 1.
學期進行課業檢視一次，以課業
設計及學生表現為檢視之重點。

絕大部分教師認同課業檢視會
議有助教師了解學生表現，有效
提升課業設計之質素，促進學生
學習，成效良好。

2.

每學期各級均進行中文、英文、 2.
數學科「簿冊檢視」
，本年度增設
五、六年級常識科「簿冊檢視」，
了解老師批改情況及學生表現，
作考績之用。

「簿冊檢視」讓行政主任及科主
任了解老師批閱課業之情況，客
觀地評估老師的表現。

1.

每學年更新「人才庫」兩次，辨 1.
識學生之潛能。

為使「人才庫」更有效辨識學生
之多元智能，每次更新時會要求
相關老師更嚴謹地識別學生所
屬的智能範疇，以協助老師提名
學生參與相關的活動或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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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年度持續透過課堂推展資優教 2.
育，提升學生之創造力及高層次
思維技巧，發揮其潛能。

全體老師認同透過課堂教學及
相關課業，有效提升學生之創造
力及高層次思維技巧，效果理
想。

3.

為優化學生之社交能力，本校已 3.
規劃社交能力校本課程，以中文
科作平台，在課堂指導學生社交
技巧。

老師普遍認同學生大都有良好
的社交能力，來年度將繼續推
行。

4.

安排資優學生參與校外資優課程 4.
及比賽，包括：網上資優課程、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課程、中文大
學資優計劃、科才種子培訓計
劃、香港科技大學科學/數學工作
坊等。

曾參與資優課程之同學表示，課
程內容較具挑戰性，能提升學習
效能，發揮其潛能。來年度將繼
續提名資優生參與合適的資優
課程或比賽。

幼小及升中銜接 1.

為小一新生舉辦為期兩天之新生 1.
輔導日，並安排高年級學生擔任
「奉基優質服務大使」
，協助小一
學生適應小學的校園生活。

新生輔導日有效協助小一新生
了解學校的環境及小學校園生
活。「奉基優質服務大使」態度
親切有禮，令小一新生較容易適
應新的校園生活。

2.

為小一學生安排「小一入學前評 2.
估」
，初步評估學生在中文、英文
及數學的水平，以及其專注力、
聆聽能力及自信。

「小一入學前評估」有效讓科任
老師初步了解學生的程度，及早
識別有需要支援之學生，亦可識
別具潛質之學生，為他們安排適
切之資優訓練。

3.

為協助小一學生適應中文及英文 3.
默寫練習，中文科設「默書冊」
及「創意默書」，協助學生温習，
提升學生默寫的興趣，而英文科
則提供默書範圍紙，讓學生掌握
默寫範圍。

本校以循序漸進的形式協助小
一學生適應默寫練習，提升其默
寫能力，效果良好。

4.

由中年級或高年級學生擔任「奉 4.
基小導師」
，協助有需要之小一學
生温習英文字詞。

「奉基小導師」於小息時段協助
學生温習字詞，令能力稍遜之學
生獲益。

5.

八月底及十月初舉行小一新生家 5.
長會，三月初舉行「協助子女温
習」家長會。

小一新生家長會讓家長了解學
校之行政安排，以及如何協助子
女適應小學生活，效果良好。
「協
助子女温習」家長會，有效讓家
長了解學校評估的制度及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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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的題型。
模擬試卷練習有效協助小一學
生及家長了解考核的模式、題型
及評估準則。

6.

上學期期中試前，為小一學生提 6.
供中文、英文及數學科模擬試卷
練習。

7.

本 年 度 為 六 年 級 學 生 開 設 S1 7.
Bridging Course，讓學生初步了解
中學的課程。

全 體 學 生 認 同 S1 Bridging
Course 有助他們初步認識中學
的課程，成效令人滿意，而部分
學生表示節數可由 4 節增至 6
節。來年度，此課程將繼續進
行，並增加節數。

8.

為小五、小六家長安排升中家長 8.
會，分享升中策略，並邀請畢業
生家長及畢業生分享選校經驗及
中學校園生活。

升中家長會有效協助家長為子
女選取合適的中學，亦讓他們了
解如何協助子女適應中學的生
活。

1. 為各級安排跨學科問答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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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跨學科問答比賽期間，參賽同學
表現投入，觀賽同學亦積極為同
班同學打氣，氣氛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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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新資助模式」下的「學習支援津貼」批核結果
2018-2019 年新資助模式批核情況：
第三層級
學生數目
1

第二層級
學生數目
60

小一顯著困難估
算學生數目
12

第三層支援
171864

第二層支援
津貼
1031184

款項總數
1,203,048

本校於 2018-2019 年度獲教育局批出新資助模式之款項為$1,203,048。因應所獲的撥款，為有特殊學習需要，以及其他在
學習、社交、情緒和行為，以及專注力等方面需要特別照顧的學生，提供學習支援服務。
2018-2019 年度所提供的支援服務包括：
1.
路德會：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服務。
2.
外購專業支援服務(共有 18 個不同的專業訓練小組)：
2.1. 協康會讀寫訓練小組(共開設 3 組，支援讀寫障礙學生)- 每小組提供共 8 節的服務及 1 節家長諮詢服務。
2.2. 博雅思教育中心提升學習動機小組 (開設 4 組--2 組中文科，2 組英文科；分別支援有限智能及有讀寫障礙的 P3-P4 及
P5-P6 學生) -每小組提供共 8 節的服務及為每家長提供 15 分鐘諮詢服務。
2.3. 共融教室感覺統合訓練小組(共開設 1 組，支援 P1-P2 感覺統合失調、動作協調障礙及手眼協調困難的學生)- 小組提
供共 10 節的服務。
2.4.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專注力訓練小組(開設 2 組，分別支援初小及高小有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的學生)- 每小組
提供共 8 節的服務及 1 節家長諮詢服務。
2.5.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社交及情緒小組(開設 2 組，分別支援初小及高小有自閉症學生) - 每小組提供共 8 節的服務
及 1 節家長諮詢服務。
2.6. 樂苗坊正向行為訓練小組(開設 2 組，支援自閉症/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的跨年級學生)-- 每小組提供共 10 節的服務
及 3 節家長小組服務。
2.7. 童樂社讀寫樂趣多訓練小組(開設 2 組，支援 P1-P2 讀寫障礙學生及成績稍遜的學生)-- 每小組提供共 10 節的服務。
2.8. 沙游小組(共開設 2 組，分別支援 P1-P3 及 P4-P6 需要處理壓力及情緒的學生)- 小組提供共 8 節的服務及 1 節家長諮
詢服務。
3.
啟言堂：加強言語治療服務、初小社交溝通小組、
「面試技巧」小五學生講座及家長工作坊等。

頁 81

4.
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功課輔導班。
4.1. 協康會「愛心教室」計劃：為有 SEN 的 P1-P2 學生提供功課輔導班服務，由協康會教育心理學家及專業社工在課後
指導學生完成功課及提供社交訓練。(共兩組，逢星期一至四(上學期) 、逢星期一至五(下學期)；下午 3:10-5:10；
考試期間的時間另作安排)
4.2. 翱翔教育功課輔導服務：為有 SEN 的 P1、P3-P5 學生提供功課輔導班服務，由共融教室的專業導師在課後指導學生
完成功課及溫習默書和考試範圍。(共兩組，逢星期一至四(上學期) 、逢星期一至五(下學期)；下午 3:10-4:30；考
試期間的時間另作安排)
5. 「小二數學加強班」支援小二在數學能力稍遜的同學
6. 「英文輔導班」(開設 4 組，支援小一至小四在英文能力稍遜的學生。
7.
為支援第三層(Tier 3)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訂定及跟進個別學習計劃。
8. 「及早識別學習困難的學生」計劃。
9.
小導師計劃：高年級學生於小息期間教導同輩或低年級 SEN 學生。
10. 課堂支援服務。
11. 考試調適服務。
12. 為一至二年級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錄製英默考試，並將之轉化成 QR code，然後派發給學生， 以便他們回家聆
聽温習。
13. 快樂共融 共進午餐。
14.
學習程度測量卷(LAMK) 評估
15.
8 月 15 日前，經家長同意下，轉交有特殊學習需要之畢業生資料予所屬中學，以便跟進。
16. 在暑假期間，面見有特殊學習需要的準小一學生及家長，以便掌握學生的情況，及早提供適切的支援。

頁 82

2018-2019「學習支援津貼」財政報告
總收入 (HK$)
2017-2018 年度津貼結餘
$297,901.80
2018-2019 年度津貼撥款
$1,203,048.00
$1,500,949.80

項目
聘請教學助理薪金(連強積金)

支出 (HK$)
$564,900.00

總結餘 (HK$)

$80,000.00

長期服務金儲備

$534,530.00

外判服務

--

$13,660.30

購置學習資源及器材

$1,193,090.30

$307,859.50

2018-2019 年度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總報告

1)
2)
3)
4)
5)
6)
7)

上網服務

$49,342.00

軟件合約費

$41,520.00

伺服器、電腦及相關軟件

$60,591.00

消耗品

$8,314.00

維修及保養

$8,407.34

延長校內電腦設施的開放時間

$2,929.50

資訊科技支援服務費用

$63,420.00

總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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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523.84

2018 Specialized Teaching Report
A.

Teachers’ Continuou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1. Co-planning and lesson evaluations
Teachers co-planned and evaluated lessons in alternate weeks to improve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co-planning period, teachers co-planned
with NET to think of some interesting and meaningful activities and tasks such as singing, role play, guessing games, interviews and oral
presentation in order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Process writing and guided reading were the key areas to be conducted by the teachers and the NET.
Most teachers agreed that co-planning and lesson evaluation could enhance teaching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in learning. They also benefit from
lesson observations which provided opportunities for teachers to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improve their teaching strategies.
2.

Workshops
A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orkshop which aimed at enhancing teaching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was held by NET.
Seminars were conducted for parents. P1 and P2 teachers shared the revision techniques with parents so as to facilitate students’ learning and let
them familiarize the techniques of examination.
To prepare students for the interview of secondary schools, interview skills workshops were held for P5 and P6 students.

B.

Catering for Individual Differences
With the aim to cater for individual differences, different programmes and classes were set. P2 and P3 students were grouped into four different reading
levels during the reading workshops which were conducted by LETs and NET every week. It helped students grasped the reading skills in their own pace.
P4, P5 and P6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ability groups for the lessons. The NET conducted reading extension classes for the able P4 students and the able
P5 students in the morning, so as to polish their reading skills. A Talent Reading Programme was conducted for P3 students in the morning so as to
cultivate their reading interest and enhance their presentation skills. FKTV Team and FK Movie Team were organized for the able students to enrich their
cooperative skills, team spirit and creativity.

C.

Activities
In addition to the AFS Junior Intercultural Fair, students also participated in the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and the PTU Debate Competition
which contributed to increase students’ confidence in speaking. Through lots of practice and the chance of performing in the public venues, students’
confidence in speaking English was greatly enhanced and it also aroused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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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年度「學校發展津貼」開支報告
聘請教職員的類別
本年度政府撥款
1. 合約教練七名
2. 資訊科技助理一名
3. 文書人員兩名
4. 其他：聘代課教師及校役
聘請教職員總數 11 人
用於聘請教職員的學校發展津貼開支總額
用於聘請教職員的款額佔學校發展津貼的百分率

學校發展津貼(HK$)
$750,226.00
$81,965.00
$168,840.00
$308,700.00
$38,365.00
$597,870.00
7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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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2018/19) 開支總結報告
學校名稱： 聖公會奉基小學

學校編號：

帳目編號︰

513458
(* 6位數字)

5654
(* 2/4位編號)

（一）開支總結：
2018/19撥款

2018/19支出
-

=

$42,525.00

2018/19餘額 （此金額須退回教育局） 註 (1)

$42,525.00

$0.00

（ 二 ） 受 惠 學 生 人 數 及 金 額 （即合資格並 已 獲得基金資助的學生）：
年級

綜援

學校書簿津貼
計劃－全額津貼

其他有經濟
需要的學生

合共

年級

綜援

學校書簿津貼
計劃－全額津貼

其他有經濟
需要的學生

合共

P1 人數：

2

10

0

12

S1 人數：

0

0

0

0

P2 人數：

3

13

0

16

S2 人數：

0

0

0

0

P3 人數：

3

20

0

23

S3 人數：

0

0

0

0

P4 人數：

1

16

0

17

S4 人數：

0

0

0

0

P5 人數：

2

12

0

14

S5 人數：

0

0

0

0

P6 人數：

3

16

0

19

S6 人數：

0

0

0

0

人數小計：

14

87

0

101

人數小計：

0

0

0

0

金額小計：

$5,556.00

$36,969.00

$0.00

$42,525.00

金額小計：

$0.00

$0.00

$0.00

$0.00

總受惠人數：

101

全校人數：
受 惠 人 數 百 分 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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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9
14.87%

（三）活動報告：（各註解詳情請參閱「注意事項」。）
全方位學習活動的名稱及資助用途註 (2)
服務
e.g.

義工訓練課程學費

所屬基要學習經歷 註 (3)

境外

（每活動只可選擇一 項 ；請於適用的空格上填"1"）

活動註 (4)

體育

藝術

工作

1

德育

智能

活動已達訂定
的學習目標 註

(5)

(請於適用的空格上填"1")

參與該活動
受助學生

活動資助金額

數目 註 (6)

1

1

30

1

P1-P2學校旅行

1

1

28

$560.00

2

P3-P4學校旅行

1

1

40

$2,000.00

3

P5-P6學校旅行

1

1

33

$1,155.00

4

P6畢業營

1

1

19

$931.00

5

P5參觀太空館

1

1

14

$224.00

6

同根同心交流

1

2

$366.00

7

2019熱愛生命福音營

1

8

(上)星期六小提琴

9

1

$3,000.00

1

1

$240.00

1

1

3

$1,200.00
$800.00

(下)星期六小提琴

1

1

2

10

(全)英語音樂劇

1

1

1

$400.00

11

(全)星期三弦樂團

1

1

4

$3,564.00

12

(上)星期六水彩畫

1

1

3

$750.00

13

(下)星期六水彩畫

1

1

3

$1,050.00

14

(上)星期六卡通漫畫

1

1

2

$600.00

15

(下)星期六塑膠彩畫班

1

1

1

$200.00

16

(上)星期五Hip-Hop

1

1

1

$400.00

17

(下)星期五Hip-Hop

1

1

5

$1,400.00

18

(上)中國舞班

1

1

2

$800.00

19

(上)星期一現代舞班

1

1

5

$2,000.00

20

(下)星期一現代舞班

1

1

4

$1,600.00

21

(上)星期六籃球

1

1

6

$1,980.00

22

(下)星期六籃球

1

1

8

$2,312.00

23

(上)星期六羽毛球

1

1

4

$1,600.00

24

(下)星期六羽毛球

1

1

5

$1,950.00

25

(上)星期六乒乓球

1

1

2

$800.00

26

(下)星期六乒乓球

1

1

3

$1,200.00

27

(上)星期六劍擊(花劍)

1

1

2

$800.00

28

(下)星期六劍擊(花劍)

1

1

1

$400.00

29

(上)星期六校隊(花劍)

1

1

1

$400.00

30

(下)星期六校隊(花劍)

1

1

1

$400.00

31

(上)羽毛球校隊預備班

1

1

2

$800.00

32

(上)星期六足球

1

1

2

$800.00

33

(下)星期六足球

1

1

3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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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上)男子籃球校隊初/高組

1

1

5

$2,000.00

35

(下)男子籃球校隊初/高組

1

1

5

$2,000.00

36

奉基游泳校隊訓練第一期

1

1

1

$400.00

37

(上)英語辯論班

1

1

1

$300.00

38

(下)英語辯論班

1

1

1

$303.00

39

(上)星期六科學小先鋒課程

1

1

2

$800.00

40

(下)星期六機械人工程師(科學小先鋒)

1

1

2

$800.00

41

(上)星期六機械人工程師課程

1

1

1

$400.00

42

(下)星期六小小魔術師課程

1

1

2

$400.00

43

(上)星期六中國象棋課程

1

1

1

$240.00

42

234

$42,525.00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合計：

0

16

13

0

（四）「社會服務」及「體育發展」活動共佔總開支的百分比：
2018/19學年
44.78%
（五）備註 / 其他資訊（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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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