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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們的學校 

 1.1 辦學宗旨    

  本著基督精神，培育兒童在德、智、體、群、美及靈育上有均衡發展，

從而達致基督化的完美人生。我們致力成為學習型組織，全面實施優

質教育，培養均衡人才，讓學生在多元化的學習環境中成長。 

 1.2 校訓 

  非以役人  乃役於人 

 1.3 學校簡介 

  本校為政府資助、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委員會屬下的一所全日制小

學。前身為聖公會基德小學上午校，創立於 1962年。於 2004年搬遷

至將軍澳寶林區服務該區居民，命名為聖公會將軍澳基德小學。開校

以來，注童營造兩文三語環境，提昇學生語文能力。 

2004年度開始進行普通話教授中文科。2016年開始轉為粵語教授中文

科，一及二年級每週 2節普通話課及 8節中文課；三至六年級比例改

為 1：9。外籍英語老師課自開校以來堅持每級都有外籍英語老師，使

每位學生在整個小學課程中，就讀每級皆有外籍英語老師課，加強與

外國人的接觸。每星期有 8節英文課，其中 2節至 4節為英閱課，由

外籍英語老師與英文老師協作上課。除英文教科書，外籍英語老師於

整學年教授約 8-10本英文故事書，而學生只需於每學期付出一本書的

費用。師資優良，老師來自英國、歐洲或加拿大，老師英語發音正確

清晰，具豐富教學經驗。性格開朗，主動輿同學接觸，廣受學生歡迎

及愛戴。於 2017-18年度試用網上平台及網上故事書教授英閱課，成

效顯著及受學生歡迎。學校決定於 18-19年度推廣至 4至 6年級。 

 1.4 學校管理 

  周年計劃及報告：全體行政人員及老師均為所負責的科／組制定每年

的計劃，並於學期結束時作出檢討，以提高教學質素及工作效能。 

考績制度：本校的教職員考績評估分為自評及校方評核兩個部分進

行，讓學校行政組及老師對各人的表現有更清晰的了解，從而更有成

效地推動各方面的發展。 

財務預算：各科科主任及組別負責人參與制定及檢討每年財政預算，

以確保能有效地運用學校資源。 

 1.5 學校設施 

  本校校舍是「千禧校舍」，佔地約六千平方米，環境優美，設

備齊全，共有三十個標準課室及十六個特別室。設施包括禮

堂、圖書館、視覺藝術室、常識室、音樂室、電腦室、語言

室、多用途活動室、多用途活動場地、有蓋操場、籃球場、

足球場、排球場、 60 米跑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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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我們的教師 

  本校共有教職員 63人，包括校長、副校長、主任及老師 41人、教學

助理 2人、外籍老師 2人、學習支援老師 6人、資訊科技技術員 3人、

書記 3人及工友 6人。 

校長及全體教師均為教育學院及大學畢業之合格教師，並已取得認可

教育文憑，全部具大學學位(100%)，具碩士學歷者佔 43%，持有特殊

教育培訓者 30% 

 1.7 我們的學生 

2017-18年度班別數目及學生人數 

班別 班數 學生人數 

小一 5 119 

小二 4 79 

小三 4 87 

小四 4 83 

小五 3 72 

小六 2 36 

合計 22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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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各科組按關注事項所擬定的周年計劃皆已順利完成。本年度為三年發展計

劃的第三年，大部分的發展項目皆已順利開展，並已漸見成效，各關注事

項的成就與反思臚列如下： 

 

成就 

2.1：深化關愛文化，展露學生才華 

     2.1.1加強靈性培育，活出積極人生 

          2.1.1.1學習基督的樣式 
 ➢善用「公民訓練課」、成長課和宗教課，互相配合，及帶出聖經的教訓 

  ⚫ 本年度以節制、良善、溫柔、喜樂為主題，引導學生認識世界 (弱勢

社群、天然災害、生活環境)。 

  ⚫ 超過 80%學生能實踐其中三個聖靈果子 (節制、良善、溫柔、喜樂)的

教導 

 ➢「謙卑服侍」關心社會 

  ⚫ 全年舉辦不少於四次親子社區服務，包括賣旗、探訪老人院、報佳音

等活動。 

⚫ 本學年已完成三次親子賣旗活動，三次活動共有 383人次出席。 

⚫ 聖誕節及復活節期間，本校 4-6年級學生到七間幼稚園報佳音、敬拜

隊 30人到護老中心報佳音、合唱團及管弦樂團 60人到 POPCORN商場

報佳音。 

⚫ 於 7月 1日於社區回歸匯演，韻律武術隊連同樂團參與。 

⚫ 本校本年度服務人次已超過目標 400人。 

 

2.1.1.2加強學校與教會聯繫 

 ➢參觀聖公會教堂，增加學生對屬會的認識 

  ⚫ 已安排四至六年級學生參觀聖公會教堂。 

 

2.1.2提升學生成就感、自我形象及歸屬感 

2.1.2.1表揚學生的成就 

 ➢我至 Like 

  ⚫ 三至六年級進行，學生互相欣賞，凡做了關愛他人的事將同學給予

like，以表示欣賞。 

⚫ 整體每位同學均能獲其他同學的 Like，而學生亦投入參與。 

  ⚫  

 ➢愛心列車 

⚫ 在一、二年級進行。凡學生做了關愛他人的事，學生將獲得

表揚卡一張，在課室張貼車卡，形成愛心列車。 

⚫ 每班均有超過一半學生獲得表揚及全班合作累積 20個車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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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建構學生自我形象 

 ➢基德約章 

  ⚫ 通過班級經營，如班相及班規，建構學生自我形象。 

⚫ 全體學生能完成課室約章，班主任與學生共同建立班規。 

⚫ 全體學生能完成親子約章，分別在學業、自理、待人處事三

方面訂立目標。 

2.1.2.3培育學生成長 

 ➢標竿生活(全校承諾及基德關愛樹) 

  ⚫ 全校學生能透過活動承諾待人以愛，在校以愛心與每位成員和諧共

處。於成長課中簽署承諾卡，承諾多關心身邊、社區及世界事。 

⚫ 超過 90%參與學生願意作出承諾。 

2.1.2.3舉辦多元化課 

 ➢調整課後訓練架構，安排各科組設有課後訓練隊伍，增加學生參

與課後訓練的機會。 

  ⚫ 各科組均有最少一項課後活動隊伍。 

⚫ 本年度各科組均有提供校隊訓練，共 22隊。 

2.1.2.4舉辦多元化課外活動 

 ➢增加學生參加比賽或表演機會。於學期末舉辦基德成果展。 

  ⚫ 大部份校隊均有安排參與比賽及表演機會。 

⚫ 23/6舉行成果展示日，共有 9隊演出隊伍，以表揚各學生學

習成果。當天亦有安排家長到場欣賞演出，表演成果理想。 

2.1.3展現校園關愛文化（締造關愛校園） 

2.1.3.1加強與家長之聯繫 

 ➢舉辦家長茶聚，加強與家長之聯繫。 

  ⚫ 為增加學校與家長的聯繫及互相交流的機會，全年已進行了

六次「家長茶敍」，平均有 15名家長參與。 

⚫ 此活動一方面可讓家長更了解子女在校的情況，另一方面亦

提供了彼此交流的平台，有家長表示欣賞學校的安排。 

2.1.3.2關顧他人需要 

 ➢將「心意大行動」計劃由學校擴展至家庭層面 

  ⚫ 班主任為學生填寫鼓勵卡。 

⚫ 有超過 80%學生曾填寫心意卡向服務生、教職員或家長表達敬

意。 

⚫ 有超過 60%出席家長日之家長向子女填寫鼓勵卡表達鼓勵。 

 ➢賣旗活動 

  ⚫ 提升參與賣旗學生的責任感。 

⚫ 本學年賣旗活動前均置賣旗講座，90%以上學生能如期履行賣

旗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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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3服務學習 

 ➢基德義工隊 (KT Power) 

  ⚫ 基德義工隊，進行了多次訓練及在校內或校外的服務，義工

隊讓參與學生明白義工服務的意義。 

⚫ 100%參與學生表示明白義工服務的意義。 

 

反思 

2.1.1加強靈性培育，活出積極人生 

     2.1.1.1學習基督的樣式 

 ➢善用「公民訓練課」、成長課和宗教課，互相配合，及帶出聖經的教訓 

  ⚫ 時間較受限制，經常時不足而縮短內容，以致影響效果。 

⚫ 建議將公民訓練課與成長課隔週舉行，讓每堂有足夠時間進行教學。 

 ➢「謙卑服侍」關心社區行動 

  ⚫ 建議提供更多參與社區服務的機會，讓更多學生能參與社區受服務。 

 ➢參觀聖公會教堂，增加學生對屬會的認識 

2.1.1.2加強學校與教會聯繫 

 ➢參觀聖公會教堂，增加學生對屬會的認識。 

  ⚫ 已順利安排四至六年級學生參觀聖公會教堂。 

⚫ 上學期四年級學生參觀了聖約翰座堂，加深了學生對屬會的認識，認識

教會的歷史，認識教會與學校的關係。 

⚫ 下學期五年級參觀了施洗聖約翰堂，學生加深了對初期教會的歷史及信

徒生活的認識。整個過程順利，時間充足，學生投入活動。六年級參觀

了聖三一座堂，學生明白教會在社區的承擔。建議明年可按學生人數分

為二至三隊參觀，令學生更能專注聆聽，獲益更多。 

2.1.2提升學生成就感、自我形象及歸屬感 

    2.1.2.1表揚學生的成就 

 ➢我至 Like 

  ⚫ 學生投入參與，建議將此活動成為行常活動。 

 ➢愛心列車 

  ⚫ 學生投入參與，亦能達到預期效果，建議將此活動成為行常活動。 

2.1.2.2建構學生自我形象 

 ➢基德約章 

  ⚫ 班主任與學生共同建立班規，已成為常規，建議將此活動成為行常活動。 

2.1.2.3培育學生成長 

 ➢標竿生活(全校承諾及基德關愛樹)：關心世界 

  ⚫ 建議來年按三年關注事項為學生訂目標。 

 ➢增加課外活動種類供學生選擇，例如:劍擊、LEGO機械人 

 ➢提升課外活動表現記錄學生參與活動表現及成績，鼓勵學生自我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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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4舉辦多元化課外活動 

 ➢調整課後訓練架構，安排各科組設有課後訓練隊伍，增加學生參與課後訓練

的機會。 

  ⚫ 本年度各科均有課後訓練隊伍，來年將外聘專業教練以提升訓練質素。 

⚫ 同時各科組亦同時培養人材領導隊伍發展。 

➢ 增加學生參加比賽或表演機會。於學期末舉辦基德成果展。 

  ⚫ 成果展能提供平台供學生把所學的於同學之間分享，從而建立自信及成

就感。 

⚫ 建議把成果展成為每年恆常活動，表揚學生成就。 

2.1.3展現校園關愛文化（締造關愛校園） 

    2.1.3.1加強與家長之聯繫 

 ➢舉辦家長茶聚，加強與家長之聯繫。 

  ⚫ 家長表示欣賞學校安排此平台讓家長與學校就學生的需要作更多的交

流，唯各級家長有各自關心事項，未能聚焦討論。 

⚫ 因此，建議如來年繼續同類活動，可分級邀請家長出席。 

2.1.3.2關顧他人需要 

 ➢將「心意大行動」計劃由學校擴展至家庭層面。 

  ⚫ 活動效果理想，建議作為行常活動繼續推行。 

 ➢賣旗活動 

  ⚫ 本年度於賣旗前進行賣旗講座，能有效地提升學生出席率及賣旗技巧，

建議來年繼續。 

2.1.3.3服務學習 

➢ 基德義工隊 (KT Power) 

  ⚫ 建議來年繼續推行基德義工隊，並增加可參與的人數，以及於學期初進

行有系統的義工訓練，以裝備學生於全年在校內或校外進行服務。 

 

 
2.2：加強學校整體課程規畫，以更好照顧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 

成就 

2.2.1均衡發展學生在知識、技能、價值觀和態度方面的課程 

2.2.1.1透過多元化活動，使學生認識及實踐「尊重他人」的行為 

 ➢家教會攤位活動 

  ⚫ 家長義工認同生命教育推攤位活動的目的，亦樂意協助與參

與，以致活動能順利推行。 

⚫ 100%學生能完成所有攤位，能明白攤位活動的目的。 

2.2.2為不同背景、能力和需要的學生提供與時並進及適切的課程內容、學

與教及評估策略 

2.2.2.1加強與中學課程的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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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 挑選較有故事性的古代文言故事，讓六年級同學認識。讓同學多

認識古代文學，並感受其趣味。 

⚫ 檢視課業，超過 90%學生能完成指定文言文工作紙。  

英文科 

⚫ 豐富詞彙：利用詞語存摺，幫助學生將所學過的字詞按主題組織

起來，並能在寫作時運用所積累的詞彙。 

⚫ 超過 90%學生能在寫作前利 WORD WEB 組織詞彙。成功達標。 

數學科 

⚫ 各級已完成體驗活動，成功達標。 

常識科 
⚫ 於高小課程逐漸加入 STEM教育。 

⚫ 95% 四年級學生製作濾水器進行探究。 

⚫ 90% 五年級學生於常識日自製電風扇。 

⚫ 100% 六年級學生於常識日以 LEGO製作羅馬炮架並以平板電腦進

行編程操作炮架進行探究。 

⚫ 100% 六年級學生於 STEM日進行水火箭製作活動。 

⚫ 四至六年級學生於恆常課堂中摘錄筆記。由於學生已掌握技巧，

建議日後恆常進行。 

資訊科技科 

⚫ 六年級學生已透過 Scratch, AppInventor及 mBot學習程式編寫。 

⚫ 一至五年級已在進度內加入 HourOfCode編程活動。 
    2.2.3推行資訊科技互動學習，包括配合資訊科技互動學習的教學法、持續 

的相關教師專業發展、電子學習資源的發展，以及硬件及技術支援等 

2.2.3.1加強校內電子學習平台的應用及鼓勵學生自學 

 ➢提升學生使用資訊科技學習的能力 

  中文科 

  ⚫ 利用專題研習，加入網上搜集及篩選資料的元素，經檢視後，

67%六年級學生能利用網上資源完成專題研習。 

⚫ 檢視預習工作紙，90%學生能使用網上字典查找字詞的釋義。 

英文科 

⚫ 截至 12月，共有 30%一至二年級學生成為「自學之星」。 

⚫ 透過檢視專題研習，超過 90%三、六年級學生能利用網上資源

完成專題研習。 

⚫ 查簿結果顯示超過 90%四至六年級學生完成預習工作紙(含使

用網上工具書元素)。 

數學科 

⚫ 30%或以上的一至二年級學生成為「自學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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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 

⚫ 三、五年級跨科完成進行專題研習。 

  ⚫ 於常識日應用電子教學完成科探活動。四年級以平板電腦紀錄

及拍攝降落傘的下降速度，進行分析，五年級以平板電腦紀錄

及拍攝風扇吹動發泡膠球的移動距離，進行分析；六年級學生

使用平板電腦進行編程及紀錄數據。 

資訊科技科 

  ⚫ 90%學生可以在 IT課內，每學期完成最少 30分鐘的學習平台

活動。 
 ➢加強校內電子學習平台的應用 

中文科 

  ⚫ 續辦「自學之星計畫」：透過統計，約 76%一至三年級學生曾

參與「每日一篇」網上閱讀計畫，成功達標。 

⚫ 約 31%一至三年級學生成為「自學之星」，成功達標。 

英文科 

  ⚫ 數據顯示超過 70%學生參與「自學之星計劃」而當中，超過 30%

學生能成為「自學之星」，活動達標。 

數學科 

  ⚫ 三至六年級已完成至少三次的平板電腦學習。 

  ⚫ 一至二年級已完成一次以上的平板電腦學習。 

常識科 

  ⚫ 98% 二至六年級學生於每學期最少一次進行課堂評估。 

資訊科技科 

  ⚫ 90% 二至六年級學生於每學期最少一次進行課堂評估。 

 ➢加入電子功課 

中文科 

  ⚫ 根據統計，四至六年級各班已完成最少一次錄音(說話加油

站)，但部 

⚫ 學生因操作不熟練而未能功錄音。 

⚫ 根據統計，94%六年級學生能完成網上合作寫作。 

 英文科 

  ⚫ 超過 70%四至六年級學生每學期完成最少一次錄音及超過 50%

六年級學生能完成網上合作寫作，活動達標。 

數學科 

  ⚫ 80%學生能利用網上平台完成電子功課。 

  常識科 

  ⚫ 94% 五年級學生於專題研習及進展性評估中利用網上平台遞

交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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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2.2.1均衡發展學生在知識、技能、價值觀和態度方面的課程 
2.2.1.1透過多元化活動，使學生認識及實踐「尊重他人」的行為 

 ➢家教會攤位活動 

  ⚫ 建議來年繼續與家教會合作，並安排由家長義工設計攤位內容。 

⚫ 建議主題宜應更具體，如貧窮與富裕等。 

2.2.2為不同背景、能力和需要的學生提供與時並進及適切的課程內容、學與教

及評估策略 

   2.2.2.1加強與中學課程的銜接 

   中文科    

  ⚫ 學生能多誦讀古典文學一些淺易的作品，積學儲寶，豐富語感，但如能

結合文言文單元作增潤的一部分，會較有成效，建議來年將之加入進度

表，使課程更完整。 

英文科 

  ⚫ 六年級老師認為利用 WORD WEB組織詞彙能讓學生利用高階思維如分類、

比較、組織等技巧，惟部分能力稍遜學生仍依靠教師支援，建議繼續推

行，讓學生有充足時間學習及應用。 

數學科 

⚫ 體驗活動的效果理想，可加強學生的手作能力，鞏固基礎，應付中學課

程，建議來年將此內容恆常化及加入在共同備課內。 

常識科 

⚫ 老師反映活動材料不足，建議來年增加預備的物資及材料。 

⚫ 由於同學未能掌握設計扇葉的大小等因素，建議來年可考慮利用 3D打印

機製作扇葉。 

⚫ 由於製作炮架需時，進行探究時間相對減少，令學生學習的時間不足，

建議來年將製作與探究的時間分兩天進行，提高學習效率。 

⚫ 學生反映活動有趣，為掌握製作水火箭的技術，學生都用心聽講，學習

動機增加，但需注意發射水火箭時的安全。此外，建議負責帶領活動的

老師需事先試驗發射水火箭以留意當中要注意的事項。 

⚫ 各級主要於測考前使用平板電腦進行溫習，建議可於課程上加以配合。 

資訊科技科 

  ⚫ 建議 18-19年度將在 1-3年級課程加入 HourOfCode編程課題。 

⚫ 建議 18-19年度將在 4-6年級課程加入 Scratch, mBot, AppInventor

及 micro:bit。 
2.2.3 推行資訊科技互動學習，包括配合資訊科技互動學習的教學法、持續的相關

教師專業發展、電子學習資源的發展，以及硬件及技術支援等 

   2.2.3.1加強校內電子學習平台的應用及鼓勵學生自學 

 ➢提升學生使用資訊科技學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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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 三年級為配合全方位主題以《旅遊樂》作研習題目，六年級與體育科

合作，以體育運動作研習主題，皆與本科學習不夠密切。建議來年須

修訂題目，可配合中華文化日主題或單元學習的重點，使之與本科學

習的關係更密切。 

⚫ 除指定的網上字典外，可允許學生作多渠道學習，但須確保學生能夠

正確使用網上字典，建議可讓學生在課堂借用平板電腦以指導學生使

用網上字典的方法。 

英文科 

⚫ 教師表示學生均能按照指示完成專題研習，學生亦能從網上搜集與主

題有關的資料。於下年度，建議加強培訓學生篩選資料能力。為更有

效幫助學生從網上找尋合用資訊，來年將由教師預備適合學生程度的

網上資訊，並要求學生按分題篩選資訊。 

⚫ 教師表示利用預習工作紙能提高學生對學習新課題的信心。建議來年

繼續推行。 

數學科 

⚫ 學生對平板電腦的學習產生興趣，建議可增加趣味性及多元化的內

容。 

常識科 

⚫ 建議來年更新專題研習的主題及內容，加入更多自學元素 

➢ 加強校內電子學習平台的應用 

中文科 

  ⚫ 「自學之星計畫」能推動學生參與「每日一篇」網上閱讀計劃，其中

低年級學生表現較好。另外，部份學生未能持之以恒，需多加鼓勵。 

⚫ 《每日一篇》形式較單調，網站亦偶會出現故障，建議轉用「階梯閱

讀空間」平台，此平台能讓學生按興趣選擇文章，平台內亦自設字典，

方便學生自學。 

  英文科 

  ⚫ 為提升學習平台使用率及質素，建議來年為英文科老師舉辦工作坊，

讓英文科老師熟習介面操作，並按學生能力安排合適程度的練習。為

協助一、二年級學生學習，於綜合體藝課時安排學生分班學習介面操

作。 

  數學科 

  ⚫ 本年度同事大多用了 App-based E-learning, GeoGebra來協助教學，

尤其以空間教學效果更為理想。下年度將推展 Nearpod配合 GeoGebra

以增加課堂的互動性。 

  常識科 

  ⚫ 各級主要於測考前使用平板電腦進行溫習，建議可於課程上加以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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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科技科 

  ⚫ 建議下年度在各級 IT課內教授 google classroom，配合其他科目呈

交電子功課。 

 ➢加入電子功課 
  中文科 

⚫ 「說話加油站」平台偶欠穩定，部份四至六年級學生亦因操作不熟練

而未能功錄音或未能順利提交錄音。建議學生如無法正常提交錄音，

可用其他方式。 

  ⚫ 約 80%六年級學生認為網上合作寫作趣味性及自由度較大，可提高寫作

的興趣，個別學生更能在續寫時留下懸念，以刺激其他同學思考。但

合作寫作過程中，由於平台不便學生使用，曾出現續寫次序混亂情況，

若來年繼續推行故事續寫，須另覓更切合學生需要的平台，或多花時

間指導學生使用平台的技巧。 

  英文科 

⚫ 因技術問題，科任老師在科務會上議決將超過 90%四至六年級學生每學

期完成最少一次錄音調整至超過 70%四至六年級學生每學期完成最少

一次錄音。科任老師反映錄音活動讓學生在課後時間練習說話技巧，

值得推行；惟學生學習使用平台需時。建議與資訊科技科合作，由資

訊科技科教授平台使用技巧。 

⚫ 活動評估顯示，學習能力較高的學生認為利用電子媒介寫作與傳統紙

筆寫作無論在提升興趣或便利程度上分別不大；惟對學習能力較低的

同學而言，利用電子媒介進行寫作則能有效提升寫作興趣。此外，現

行的平台不便學生使用，教師亦反映活動若在正規課堂時段(非試後活

動時間)進行效果更見理想。若來年繼續推行，須另覓更切合學生需要

的平台及時段。 

數學科 

⚫ 出版社的網站題目質素普通且操作不方便，故部分未能為不能在指定

時間內作答的同學延長時間。 

⚫ 來年期望能找到更合適的網上學習平台,解決操作的問題及可進行前

測後測。 

常識科 

⚫ 須考慮電子功課的限閱性，建議來年修訂交功課的細則。 

 

 

  

 

2.3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培養中層課程領導，建立學習社群 

成就 

2.3.1 推動教師成為反思型實踐者 

2.3.1.1透過教研活動，同級同事商議及設計適合不同能力學生的課

堂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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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同級同科備課及觀課，反思及優化教學設計 

  ⚫ 100%老師全年同級同科針對教研觀課最少一次。 

⚫ 除中、英、數、常外，本年度開展了音樂科、體育科及 IT的

考績觀課。 

⚫ 英文科於四年級參與「透過電子教學教授非故事類圖書」支

援計畫，上下學期均進行了共同備課及公開觀課，亦邀請了

非任教英文科的老師觀課，效果理想。 

⚫ 本年度下學期觀課後，與授課老師詳細分析該課節，有助改

善教學。 

2.3.2優化教師專業團隊，建立校內學習社群 

2.3.2.1定期安排教師講座，引入不同的教學策略(例如合作學習，提問

技巧、實作活動、多感官學習) 

 ➢定期安排專科教師參與校外講座，深化教師對電子學習的認識及推

行策略 

  ⚫  針對教育改革方向，上學期成功舉辦了「如何在常識

科發展 STEM 教育」工作坊。  

  ⚫ 中、英、數、常各科科組長曾派老師參加有關科本發展的工作坊，

並於各科工作坊作定時的分享。 

  ⚫ 下學期成功安排老師複修有關「照顧不同學習需要」的高級課程。 

 ➢利用電子學習平台照顧學習多樣性 

  ⚫ 中文科：根據課堂記錄，全體學生均曾使用電子平台學習。 

  ⚫ 90%學生於中英數常曾利用電子平台學習各一次。記錄顯示全體學

生均使用電子平台學習，學生學習興趣得以提升。 

  ⚫ 教師於常識堂內利用網上平台為一至六年級學生進行鞏固練習。 

2.3.3推動中層教師在課程領導的發展 

2.3.3.1鼓勵教師參加有關學與教的校外工作坊，讓教師認識教學趨 

 ➢安排中層教師參加有關學與教的校外工作坊 

  ⚫ 超過 90%中層教師參加了一次校外工作坊。 

  ⚫ 除工作坊外，仍安排中層教師到友校觀摩，汲取經驗。 

2.3.3.2專業分享：中層教師參加學與教校外工作坊後與同事分享 

➢工作坊分享會 

  ⚫ 中英數常也於上下學期舉辦工作坊分享會，100%教師出席，成

功達標。 
 

 

反思 

2.3.1推動教師成為反思型實踐者 

2.3.1.1透過教研活動，同級同事商議及設計適合不同能力學生的課堂學習活動 

 ➢透過同級同科備課及觀課，反思及優化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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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透過觀課紀錄，得悉同工均認為教研活動有助提升教學效能，來年會

繼續推行。 

 ⚫ 可優化共同備課、觀課及評課交流、反思，提升教學效能。 

 ⚫ 雖已達到觀課次數的目標，但部份課堂的高階思維活動及學生的自主

學習仍有進步空間。 

 ⚫ 透過同儕觀課，可互相觀摩及學習，有助促進同工們的專業交流，來

年亦會繼續推行。唯部份課堂的教學目標仍有更聚焦的空間。 

 ⚫ 觀課的課堂內容已增加了師生、生生的互動元素，並設計了適合不同

能力學生的課堂學習活動，但仍有改善空間，可繼續作為校方的發展

方向。 

2.3.2 優化教師專業團隊，建立校內學習社群 

2.3.2.1定期安排教師講座，引入不同的教學策略（例如電子教學及照顧學習

多樣性） 

 ➢定期安排專科教師參與校外講座，深化教師對電子學習的認識及推行

策略 

  ⚫ 此安排有助教師溫故知新，可作為恆常工作。 

  ⚫ 可按照每年關注事項安排教師發展日或分享會。 

 ➢利用電子學習平台照顧學習多樣性 

 ⚫ 學生對電子學習平台感興趣，尤其是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建

議教師設立不同程度的題目讓學生學習。 

 ⚫ 仍有進步空間，可繼續作為發展方向。 

2.3.3 推動中層教師在課程領導的發展 

2.3.3.1鼓勵教師參加有關學與教的校外工作坊，讓教師認識教學趨勢 

 ➢安排中層教師參加有關學與教的校外工作坊 

  ⚫ 此安排有助中層教師掌握學校的整體發展，加強他們對學校領導

和管理的認知和能力，從而提升學校的領導及團隊質素，使他們

更有效地推行各項教育事務，為學生提供優質學校教育。 

  ⚫ 可繼續推行，並更有系統地安排指定數量的中層教師參與工作

坊。 

2.3.3.2專業分享：中層教師參加學與教校外工作坊後與同事分享 

 ➢ 工作坊分享會 

  ⚫ 此安排能發揮課程領導的效能，除可領導科務發展，亦可使科任

教師知曉教學新趨勢，可作為恆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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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們的學與教 

 

 3.1 德育及公民 

培養學生的德育及公民意識一直是本校關注的項目。  

  3.1.1 本校全年設有公訓課，推行學生德育及公民教育課

程。同時，本校亦在不同的學科滲入品德培育課程，

又或舉辦多元化的講座或邀請話劇團來校表演等，以

培育學生的德育及公民意識。  

校牧鄧牧師到校為全體學生分享了溫柔和喜樂兩個

聖靈果子。教導學生從信仰的角度去關心世界。  

學生輔導主任為全體學生進行溫柔和喜樂兩個聖靈

果子的短講，闡釋學生關心世界的重要和如何關心世

界的方法。短講後，班主任透過工作紙深化學生的價

值觀。 

在早會時段，全校老師、主任、校長和學生共同參與

早禱。透過早禱時段，師生會一同唱詩歌、讀經文和

祈禱。師生可以為生病或遇困難的老師及同學祈禱，

鼓勵學生關懷別人，又或分享個人生活及社交經驗，

應用個人生活事例，綜合身教及言教，協助學生掌握

生活技能等。 

  3.1.2 為確立學生的成就感，本校繼續推行「優良積點獎勵

計劃」，以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校內或校外各樣比賽和

服務；培養學生主動學習、閱讀、守規等良好的習慣

和品德，以及獎勵及表揚在各類項目上有良好表現的

學生。 

  3.1.3 本校推行「基德約章」計劃，約章包括由教師及學生

訂立的「課室約章」、由家長及學生訂立的「親子約

章」，希望透過師生及親子共同商討，一起訂定學年

目標，旨在培養學生自律及守規則的責任心。  

  3.1.4 為提高學生在課堂秩序的表現，本校推行「班際秩序

比賽」，分初級組和高級組進行，科任老師按每課教

學的學生秩序表現給予分數，每班設有「秩序大使」，

負責該班數據的計算，並於每星期五由學生擔任的

「秩序專員」進行數據收集及統計，並於下一個星期

的公訓課內公佈表現優異及進步班別，並即時進行頒

獎，以鼓勵各班學生。 

  3.1.5 本校推行「一人一崗位」計劃，鼓勵學生全年最少於

校內擔任一個崗位，透過服務他人以培養學生尊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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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顧他人的良好態度，以及增加個人的歸屬感及能力

感。班主任可按學生的能力和興趣，在班內安排學生

參與不同的崗位，並適時作出調配。  

  3.1.6 在學期初，本校為全校學生進行標竿生活短講，讓學

生為自己訂下個人的全年目標，並鼓勵學生待人以

愛，在校以愛心與每位成員相處，學生的承諾已張貼

在一樓壁報板上。 

  3.1.7 本校亦透過拍攝班相及進行班徽設計比賽，增加學生

對班別的歸屬感。兩張班相分別張貼於地下會議室外

和課室窗外，並連同學生班徽設計的作品一同展示，

同時，各班班相和班徽設計比賽的作品亦已上載於本

校網頁內。 

  3.1.8 在小息時，本校讓違規學生在反思區誦讀金句，藉以

減低學生違規的機會，以及反思己過。  

  3.1.9 學生每年參加由聖公會將軍澳基德小學與匯知中學

聯合舉辦「快樂工程師」活動。訓練學生做義工的技

巧和從服務中去學習。 

  3.1.10 本校鼓勵學生參加由觀塘警區警民關係組舉辦之 [無

毒人人愛—禁毒競技比賽 ]，除獲得優異成績外，更

重要的是，活動能讓學生認識遠離毒品的重要。  

 3.2 從閱讀中學習 

為鼓勵學生自主閱讀及學習，全校學生參加「親子閱讀獎勵計

劃」。活動目的在於學生透過記錄閱讀過的圖書，培養閱讀興

趣和習慣，鼓勵學生與家長分享閱讀的樂趣，並從「悅」書人

分享時段提昇學生的語文及表達能力。圖書館與各學科協作，

推廣專題閱讀，鼓勵學生從閱讀中學習各科知識，提升學生的

自學能力。 

 3.3 專題研習 

  3.3.1 專題研習是對某一個題材作深入的探討，其目的在於

讓同學透過情境，進行探究式的學習，把知識、技能、

價值觀和態度連繫起來，並透過進行一些特定的活

動，使學生能自主地建構知識，繼而學會這個新的題

目，而達至學會學習的目的，並培養學生的自學精神。 

  3.3.2    上學期 

年級 合作科目 主題 

二 *常識科 植物的生長 

三 *英文科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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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音樂科及資訊科技科 西洋樂器 

五 *常識科及宗教科 生命有價 

六 *中文科及體育科 體育知識 

 

下學期 

年級 合作科目 主題 

一 *常識科 我的小檔案 

二 *數學科 貨幣 

三 *中文科及常識科 旅遊樂 

四 *數學科及視覺藝術科 我的家 

五 *中文科及視覺藝術科 寓言故事 

六 *英文科及視覺藝術科 Endangered 

Animals 
 

 3.4 資訊科技學習 

  3.4.1 為推動電子學習，學校為每位教師及學生提供一個獨

立的 Google 賬戶，更在部份年級的常識、英文科目

嘗試以 Google Classroom 及 Google Drive 讓學生呈

交功課，教師及學生反應正面，下學年可以優化及繼

續行。 

  3.4.2 在資訊科技科，本學年的小一至小六均加入了程式編

寫元素的學習，從小培育學生的創意、解難能力及探

究精神；六年級更教授 Scratch、App Inventor、

Microbit 等多元化的編程工具，提高學生的學習興

趣，同時為銜接中學課程作好準備。在英文科，教師

更有系統地鼓勵學生在導修課時使用 iPad 進行延伸

學習，大部份學生亦樂於參與其中。  

  3.4.3 學生已再購置 40 部 iPad，現共有 70 部 iPad 供教師

在課堂中推行電子教學， iPad 的使用頻率有明顯的

上升及軟件的使用更多元化，反映教師越來越願意推

動電子學習，並且掌握更多的電子學習工具。學校亦

計劃在下學年購置其他類型的電子學習工具，如

Chrome Book，以豐富學生的電子學習經歷及提升學

生不同的資訊科技學習能力。 

 3.5 照顧學習差異 

  3.5.1 中文科：於共同備課中設計照顧學習差異的課堂活

動，促進課堂師生互動及生生互動，照顧學習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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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發揮學生的潛能。於課堂中，指導學生摘錄自學筆

記，筆記內容包括：基本理解、積累儲寶、歸納概括、

評價欣賞、想像創作及延伸學習等，並在預習工作紙

設計不同層次的題目，及加入高階思維的題目，啟發

學生的思考。另外，能力稍遜的學生會在默書及功課

上作調適。 

  3.5.2 英文科：為了更能照顧學習多樣性，在設計課堂活動

時按照學生能力設計活動及課業。此外，每年一次的

英閱能力測試，亦有助老師掌握同學的最新閱讀能

力，以便分派最合適的圖書，讓學生更有效地自學。 

本年度於小四進行以電子學習提升學生閱讀非故事

類圖書，以電子學習照顧學生個別差異。  

  3.5.3 數學科：於單元複習工作紙中設計不同層次的題目，並加

入高階思維的題目，以啟發學生的思考。另外，能力稍遜的

學生會在功課上作調適，豁免做同類及艱深的題型，亦設計

了不同程度的工作卡供學生自學之用。 

  3.5.4 常識科:於共同備課中加入照顧學習差異的元素，包

括設計不同程度的工作紙、進行多元化的分組活動，

讓不同能力的學生於課堂中掌握所教授的知識及培

養各種共通能力。對於能力稍遜的學生，於日常的課

堂中，鼓勵老師先讓學生作預習，讓學生對有關課題

有初步的認識，並鼓勵他們多動手學習及體驗有關技

能，藉以提升學生的學習的能力。對於能力高的學

生，透過課後的「小小科學家」資優課程，培訓及提

升他們對科學探究的能力。  

 3.6 多元化評估 

  3.6.1 本校為配合課程發展的路向，已逐步推展多元化的評估模

式。每年上、下學期共 2 次測驗，2 次考試，進行總結性

評估，亦透過進展性評估，評估學生各方面的學習成果。此

外，加上常識科目需要的技能評估，以及在課堂中加入學生

自評、互評等活動。 

  3.6.2 

 

 

3.6.3 

在說話能力方面，中、英文科在平日進行「一分鐘自由講」

及 ‘English One Minute’中文科本年度更嘗試以 ipad作

工具、「說話加油站」為平台，讓學生於網上練習說話。 

視藝科以持續評估的方式取代考試，教師紀錄各學生每次習

作的表現，然後進行評估，作為學生的考試分數。體育科、

音樂科、視覺藝術科、資訊科技科、宗教科均加入課堂表現，

評估學生日常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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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 在閱讀能力方面，中文科仍進行「每日一篇」閱讀計畫，並

以小禮物獎勵每班閱讀量最多的同學；英文科則進行 PM 

Reading Scheme (校本英語閱讀)，在每學期完結前，一至

六年級需閱讀文章，讓外籍英語導師及英文科教師評估他們

的英語閱讀能力，用以決定學生的閱讀等級，本年度更參加

了校本支援服務，增加學生的閱讀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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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4.1 以「全校參與」模式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 

政策 

學校致力建立共融文化，以「全校參與」的模式支援有特殊學習

需要的學生學習，並由副校長、課程發展主任、特別教育需統籌

主任、輔導主任、訓育主任、老師及支援老師組成學生支援組，

制定校本政策，定期召開個別學習或個案支援會議，並與教育心

理學家、科任老師及家長共同訂立支援目標和方法，其中包括多

元感官教學、朋輩輔導、個別學習計劃、課程調適、家課調適，

評估特別安排等，並定期檢視成效，按需要作出修訂，以提升學

生的學習效能及協助他們融入校園生活。學校亦重視家校合作，

建立恆常溝通機制，透過不同渠道，與家長一起商議有關支援學

生的策略。 

資源 

為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及成績稍遜的學生，本校獲教育局增撥的

額外資源包括學校發展津貼、學習支援津貼、全校參與模式的融

合教育計劃及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4.1.1 成立學生支援組，成員包括副校長、課程發展主任、特別

教育需統籌主任、輔導主任、訓育主任、教育心理學家、教

師及支援老師等。 

  4.1.2 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多項支援，包括及早識別小一

學生，為學業成績稍遜的學生安排課堂協作或抽離及課後輔

導教學；提供專業轉介服務為有學習困難的學生，讓學生盡

早得到適切之學習支援服務。 

  4.1.3 駐校言語治療師約每星期到校一次，為有語障學生提供治療

服務，又邀請家長到校參與學生治療；此外，舉辦家長和老

師工作坊，亦舉行老師會議，適切地照顧學生需要。在教學

上，言語治療師與四年級中文科老師，共同備課，入班支援，

教導小四學生講故事的四元素技巧 。 

  4.1.4 向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學習、家課和測考調適，又透過課堂觀

察，記錄學生的學習成果，在適當的時候向家長報告。 

  4.1.5 設立「關懷大使、伴讀天使、言語小老師」計劃，為

初小學生提供幫助。 

  4.1.6 為協助在管教及溝通技巧不足、面對沉重壓力、以及有特殊

教育需要的子女的家長，學生支援組和輔導組邀請教育心理

學生及多個不同機構協作，舉辦家長講座，提升家長認識特

殊教育和親職效能，組織家長互助圈，讓家長之間互相支援。 

  4.1.7 為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舉辦了相關的小組活動， 



 21 

如:「讀寫訓練」、「社交小組」、「花式跳繩」、「活學活樂感 

覺統合訓練」、「執行功能訓練小組」、「醒獅隊」、「小小魔 

術手」、「社交融合活動」及「我係至叻星」等， 透過不 

同類型的活動，從預防性、發展性及補救性三方面著手， 

幫助學生建立正面的行為模式及價值觀。 

  4.1.8 學校有策略地安排及鼓勵教師參與有關「特殊教育」的課 

程及研討會，促進專業發展，更適切地照顧學生的需要。 

  4.1.9 學校善用「關愛基金」和「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資助

低收入家庭的學生提供在校午膳津貼和課後學習及活動資

助。 

 4.2 訓導組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4.2.1 本校全年推行「陽光電話」計劃，目的是加強家校溝通和聯

繫，為學生和家長提供適時關心和溫馨提示。開學前，班主

任已陸續收到新學年負責班別的學生名單和每位學生的歷

年紀錄文件夾，及早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及校內表現。班主

任亦會在整個學年內因應學生的成長、學業等情況持續與家

長保持聯絡，並把傾談的內容的性質作紀錄和存檔，供新學

年班主任查閱。 

  4.2.2 本校新成立的基德義工隊為學生義工進行訓練，並為他們提

供不同服務的機會，基德義工隊是逢星期五放學進行義務工

作的訓練，也會在校內進行各項服務，如小息/午休的秩序

大使、活動速遞員等。 

  4.2.3 本校與校外中學合辦「快樂工程師：長幼共融活動」，活動

是一項義工服務學習，全年共舉辦兩期。計劃主要為鼓勵學

生積極參與義工服務，培養學生有服務他人和互助互愛的精

神。本校曾派出基德義工隊與區內長者和中學生，一同預備

午餐、參與活動策劃、帶領遊戲，彼此經歷長幼共融；本校

也曾安排基德義工隊探訪一間聽障幼稚園，延續義工服務精

神。活動完結後，學生將獲邀出席嘉許禮，以嘉許學生的服

務精神。 

 

 

  4.2.4 本校亦成立不同的服務隊伍，讓學生有更多機會參與服務學

習。「領袖生」主力為照顧校內同學的秩序，領袖生會進行

定期集會，以商討及檢視值崗的情況或遇到的困難。為提升

領袖生的自信和認同感，本校舉辦「優秀領袖生選舉」，從

中選出十位表現出色的領袖。「關懷大使」的成立和訓練，

專為關懷小一學生的校園生活，以及協助他們適應小學生



 22 

活。另外，本校亦舉辦領袖訓練營，以提升他們的團隊合作

精神。 

  4.2.5 本校參加由教育局及香港神託會靈基營合辦「學生大使」積

極人生計劃，目的為培養學生的積極生活態度及提升校園的

正面成長元素。本校希望透過體驗活動的學習形式，培養學

生建立積極人生觀，尊重和愛惜生命，並強化學生在個人、

群性及解難各方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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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生表現 

 5.1 本年度獲派的英文中學如下： 

迦密主恩中學、將軍澳官立中學、基督教宣基中學、景領書院、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新界西頁坑口區鄭

植之中學、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學。 

  5.1.1 升中派位表現 

本校在本年度中學學位分配之中，共有 87%派往首三志願，

而升往以英文為主要教學語言之第一組別（Band 1）中學 x

約有 30%學生。 

  5.1.2 本校畢業生升中後，學業亦保持出色表現，有不少中學校長

致函表揚我校學生在學業成績、課外活動及在參加不同的公

開比賽中表現優良。 

 5.2 課外活動參與情況 

  5.2.1 本年度課外活動超過 60組，包括逢星期五之綜合體藝課、

課後興趣班、管弦樂團、韻律武術及 Little Drama等。在

體育、藝術和紀律服務方面都設多元化的項目，為學生提供

不同的發揮機會。此外，課後還提供劍橋英語班、數學尖子

班、基德小詩人、Little Drama、IT特工隊及小小科學家等

活動，務求令學生的身心能得到均衡的發展。 

  5.2.2 本年度舉辦了「杭州文化之旅」，參加者踴躍，由四位老師

帶領四至六年級 36位同學。是次行程順利，本校師生與杭

州著名小學—杭州崇文實驗學校進行交流，師生均獲益良

多。 

  5.2.3 本年度本校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資助計劃《跨學科全智能

發展導向課程:韻律武術》，資助金額共$143,700。在基金資助

下除了添置音響及武術器材外，亦資助了武術訓練共 34人。

另外基金計劃舉辦了韻律武術家長工作坊及教師工作坊，讓

各持份者對音樂及武術有進一步認識。韻律武術隊聯同本校

管弦樂團於 6、7月份有多次演出，除校內演出外，韻律武

術隊更獲西貢區回歸 21周年籌備委員會邀請出席 7月 1 日

回歸匯演中演出原創組曲《交響之路》。各演出均獲嘉賓、

家長讚賞。 

  5.2.4 

 

 

5.2.5 

本校鼓勵學生參與校內或社會服務，實踐「非以役人，乃役

於人」的校訓，如推行親子賣旗、到幼稚園、護老院報佳音

等活動。學生積極參與，本年度服務人次超過 400人。 

為鼓勵學生積極參與課外活動及發揮多元潛能，本校設有

「英雄榜」獎勵計劃，同時結合「優良積點計劃」，向獲得

冠、亞、季及優異成績的學生頒發「英雄券」及積點，以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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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校方同時鼓勵學生與同學一同分享食物及成功的喜

悅。本年度更舉辦成果展示日，當中管弦樂團、韻律武術隊、

Little Drama及不同課後興趣班作表演，並獲家長認同和讚

許。 

 5.3 校外表現 

  5.3.1 為使學生能得到均衡的發展，校方積極推動學生參與校外不

同的活動或比賽，包括學界中、英朗誦比賽、各類體育項目

的比賽及科技活動等，均獲得不少獎項。獲獎記錄可參考附

件一。 

 

 

 

 

 

 

 

 

 

 

 

 

 

 

 

 

 

 

 

 

 

 

 

 

 

 

 

 

 



 25 

(六) 財務報告 
財政報告

收入（$） 支出（$）

承上結餘 （政府資助） 2,208,714.67      

I. 政府資助

(甲) School Specific Grants

1. Admin/Revised Admin Grant 1,301,376.00      1,256,941.14      

2. Noise Abatement Grant 262,942.00         205,634.00         

3. Composit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rant 376,962.00         191,983.46         

4. SB Support Scheme for Intake of Newly Arrived Children 14,592.00           33,060.00           

5. Student Guidance Service Grant 680,355.00         680,355.00         

6. Capacity Enhancement Grant 746,027.00         648,388.55         

7. Understanding Adolescent Project Grant 112,234.00         93,191.00           

8. Enhanced Speech Therapy Grant 156,760.00         160,797.80         

小結： 3,651,248.00      3,270,350.95      

(乙) Non-School Specific Grants 1,230,149.84      1,493,100.43      

小結： 1,230,149.84      1,493,100.43      

(丙) Outside EOEBG

1.  Committee on Home-School Co-operation –Setting/Subsidizing 5,372.00             5,372.00             

2.  Committee on Home-School Co-operation –Activity 8,500.00             8,410.00             

3.  Learning Support Grant for Primary Schools 1,496,502.00      1,455,286.92      

4.  Grant for Fringe Benefits under the NET Scheme 106,052.68         106,052.68         

5.  School-based After-school Learning & Support Programmes 36,800.00           35,648.75           

6.  Other Recurrent Grants 443,000.00         443,000.00         

7.  Moral & National Education Subject Support Grant -                      -                      

8.  Free Lunch at Schools for Students from Low-income Families 200,580.00         170,867.00         

9. Extra Recurrent Grant under ITE4 66,740.00           72,516.00           

10. Special Home-School Co-operation Grant -                      -                      

11. Strengthening School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 Grant -                      64,091.00           

12. One-off Grant for the Promotion of STEM Education -                      68,471.29           

13. One-off info. Technology Grant for  e-Learning in Schools -                      -                      

14. Hong Kong Jockey Club Life-wide Learning Fund 17,520.00           17,212.00           

15.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taffing Support Grant 300,000.00         205,051.61         

16. One-off Grant for Promotion of Chinese History & Culture 100,000.00         -                      

小結： 2,781,066.68      2,651,979.25      

(丁) Teacher Relief Grant 129,333.50         15,671.00           

小結： 129,333.50         15,671.00           

(戊) Other

1. Supply Staff 199,565.00         298,750.00         

2. Non-teaching Staff Employer's Contribution 60,265.92           83,413.69           

小結： 259,830.92         382,163.69         

2017/18年度終結總盈餘（政府資助） 2,447,07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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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財政報告

收入（$） 支出（$）

承上結餘 （學校津貼） 2,054,732.89      

II. 學校津貼

1.General Fund 66,651.54           80,470.49           

2.Approved Collection for specific purposes 175,616.00         565,278.82         

小結： 242,267.54         645,749.31         

2016/17年度終結總盈餘（學校津貼） 1,651,251.12      
 

 

 

 

(七) 回饋與跟進 

 7.1 學校的發展 

  7.1.1 學校在考績觀課和評課的行政上有新安排。由校長、副校

長、課程統籌主任及科組長於下學期觀課及評估；由訓導主

任及活動主任評核教師的活動表現；由校長及副校長評核老

師的平常及育人表現。梅校長親自與每位老師面談。有關報

告除記錄外，還會交給老師作檢討憑證。 

  7.1.2 為促進學生學習及成績表現，提升學生兩文三語的能力。學

校已推行英閱 PLPRW一至三年級，而今年度成功申請的項目

如下： 

a.校本支援服務： 

i. 透過電子學習教授英國語文 

ii.小學校本課程發展支援服務課程領導學習社群 

b.同根同心：廣州的自然保育及可持續發展 

（兩天，19-20/12/2017） 

  7.1.3 中、英、數、常各科共同備課，設計教案並於觀課時推行，

建基於所獲得的經驗，課程發展組將繼績致力優化學與教。 

 7.2 學校的學與教 

  7.2.1 本年度學校在學與教方面，除主力發展自主學習教育外，透

過各科提升學生的個人化學習，使學生了解自己的強項與弱

項；此外，中、英、數、常各科亦嘗試以電子教學，提升學

生的學習興趣。 

  7.2.2 校方於本年度積極發展校本課程及評估計劃，善用數據，全

面提升促進學習的評估，但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7.2.3 為促進學生學及成績表現，提升學生兩文三語的能力，學校

已推行英閱 PLPRW一至三年級，並於下年度繼續參加教育局

支援計劃及同根同心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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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4 每年於中、英、數、常科共同備課和設計教案，並於觀課時

推行。建基於所獲得的經驗，課程發展組將繼績致力優化學

與教。 

  7.2.5 個別級別（包括中、英、數、常）已嘗試以電子學習模式授

課，亦配合 Wifi 900而積極發展，從而善用不同的資訊科

技資源，提升教學效能，促進學生的自學能力及提升學生的

學習動機。 

  

7.3 學生的成長 

  7.3.1 校牧分別到校為全體學生分享了節制、良善、溫柔和喜樂四

個聖靈果子。教導學生從信仰的角度去關心世界。 

  7.3.2 學生輔導主任分別為全體學生進行節制、良善、溫柔和喜樂

四個聖靈果子的短講，闡釋學生關心世界的重要和如何關心

世界的方法。短講後，班主任透過工作紙深化學生的價值觀。 

  7.3.3 持續進行陽光電話計劃，班主任會與家長保持聯絡，關心學

生的情況及向家長作出各樣溫馨的提示。同時，班主任會簡

單記錄與家長聯絡的內容，讓新學年接任的班主任可對每位

學生有更透徹的了解。 

  7.3.4 舉辦班際秩序比賽，目的是提高全體學生對課室秩序的關

注，以及關顧他人的需要。根據老師評分，選出優異和明顯

進步的班別，得獎班別每位同學均可獲簽發優良積點。 

  7.3.5 早禱在全學年的早會時段進行。全校老師、主任、校長和學

生小組共同參與。透過早禱時段，師生會一同唱詩歌、讀經

文和祈禱。師生可以為生病或遇困難的老師及同學祈禱，鼓

勵學生關懷別人，又或分享個人生活及社交經驗，應用個人

生活事例，綜合身教及言教，協助學生掌握生活技能等。 

  7.3.6 為了減低學生在小息或午休時違規的機會，持續推行誦讀金

句計劃，領袖生會讓違規學生誦讀金句，讓他們靜下來反思

己過，同時藉以多一些認識天父的教導。 

  7.3.7 推行「優良積點獎勵計劃」，能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校內或校

外各樣活動、比賽、服務、表演等項目，培養學生多元發展。

當學生累積滿十個積點，便可獲得優點一次，並顯示於成績

表上。透過學生爭取積點換取優點的過程，可提高學生的自

我認同感和成就感。 

  7.3.8 推行「一人一崗位」計劃，鼓勵學生最少於學校擔任一個崗

位，各班主任會按學生的興趣和能力，調動學生「一人一崗

位」的工作。透過服務他人以培養學生尊重及關顧他人的良

好態度，以及增加個人的歸屬感及能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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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9 為表揚在校園內常為別人帶來歡樂的學生，並希望鼓勵學生

常存正面的價值觀，本校推行｢伴你高飛｣獎勵計劃，共有 20

位學生獲得提名，並獲頒發嘉許證書及香港迪士尼樂園門

票。 

  7.3.10 因應一、二年級學生的需要，本校舉辦｢愛護校園，由我做

起｣講座，並推行｢關愛十月天｣延伸活動，讓學生關注校園

秩序和洗手間衛生清潔的重要。根據問卷調查，普遍學生認

為講座及活動能提升學生對遵守秩序的關注。另外，計劃也

能提高學生對注重衛生的意識。 

  7.3.11 本校舉行「快樂工程師：長幼共融活動」義工服務，派出基

德義工隊與社區不同人士，如長者、有特殊需要的人士或中

學生，一同經歷長幼共融。部分義工隊員獲邀出席義工嘉許

禮，獲派義工嘉許狀。 

  7.3.12 本校參加由香港教育大學舉辦之「協助小學規劃生命教育計

劃」，負責支援的導師會到校探訪，檢視校情，協助本校設

計及發展生命教育計劃。 

  7.3.13 持續進行「領袖生培訓」，透過宣誓、定期集會和訓練，培

養領袖生團隊及自律精神，並提升解決困難的能力。同時，

透過「優秀領袖生選舉」活動，讓領袖生反思和認清自我工

作的表現，以及表揚傑出的領袖生。 

  7.3.14 持續進行「升旗隊培訓」，為提高學生對國家和香港的歸屬

感，加強學生的國家觀念和對國家的感情，逢星期二早會進

行升旗儀式，由升旗隊負責，全體師生共同參與。升旗隊亦

會持續在星期五進行升旗儀式的訓練。 

  7.3.15 持續進行「關懷大使培訓」，關懷大使以一對一/二形式照顧

一年級同學，主要在小一適應週及九月份進行服務，如有需

要可延期，主要協助照顧一年級同學適應小一生活。 

  7.3.16 本年度新成立基德學生義工隊 (KT Power)，透過義工訓練

及校內或校外的義工服務，讓學生學習如何組織活動，以及

明白義工服務的意義。 

  7.3.17 本校邀請將軍澳警區警民關係組學校聯絡主任到校進行｢預

防欺凌｣德育講座，對象是四至六年級學生，學生表現投入，

過程順利。 

  7.3.18 本校舉行由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辨的學校互動教育巡

迴劇場，對象是小二至四，過程順利。 

  7.3.19 本校邀請心創作劇場舉辦公民教育劇<寶石的困惑>，為小三

至小六演出，以輕鬆互動的戲劇表演向同學宣揚禁毒信息，

學生投入，過程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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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20 「晨光首聚」小一家長小組為加強學生與家人的聯繫，協助

小一學生的家長了解子女在學校的生活及增加對學校的認

識，亦希望協助家長改善與子女溝通模式，且讓家長掌握提

升親子關係及管教技巧，故本校舉辦【晨曦首聚】家長小組，

為學校家長提供支援。 

  7.3.21 去年與聖公會小學輔導服務處推行「愛．觸動計劃」故事姨

姨活動反應理想，本年度繼續推展，訓輔組與圖書館合作，

於每月閱讀日午間活動時段，安排家長義工於一樓活動室進

行「故事姨姨」活動，全年共進行八次活動，每次約有 80

名學生參與，反應理想。下學期將繼續有關活動。 

  7.3.22 「關愛滿校園」為加強學生關愛文化，對社會以致關心世

界，上學期為全校學生進行「標竿生活」訂定個人年度目標

的活動。同時，在家長日當日進行「心意大行動」，家長在

等待與班主任面談時，學校提供心意卡予家長填寫，讓家長

透心意於鼓勵子女，反應理想。下學期為分別為一、二年級

學生進利愛心列車及三至六年級的我至 like活動，活動是

透過在課室內鼓勵同學彼此幫忙，為別人付出及彼此欣賞，

以建立正面的關心文化。另外，全校進行了「感激我遇見」

活動，透過簡報及填寫心意卡，讓學生有機會感謝平日服務

他們，老師、工友、服務生及家長義工等。 

  7.3.23 為增加學校與家長的聯繫及互相交流的機會，全年共進行了

六次「家長茶敍」。一方面可讓家長更了解子女在校的情況，

另一方面亦提供了彼此交流的平台，有家長表示欣賞學校的

安排。 

  7.3.24 本學年共有 156名家長義工，協助學校全年不同的活動，並

已於學期初舉行了一次家長義工簡介會，介紹了家長義工需

要協助的活動及進行分工。家長義工協助本校舉辦運動會，

共有 127名家長義工參與。家長義工亦分別協助了中華文化

日、數學日及常識日的活動。另外，家長義工亦於午休時段，

於一樓活動廣場及四樓禮堂進利午間活動，協助學生借還玩

具。 

  7.3.25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四)輔助課程於學期初開始活動，並於 12

月舉行結業禮，本學年共有 19名小四學生參與計劃。另外，

成長的天空(小五)小組活動亦於 12月完結。成長的天空計

劃(小六)輔助課程於 6月進行活動。 

  7.3.26 本年度「童創未來」獎學金開始接受各老師推薦，本校可於

每級已推薦一名有良好品格及行為之學生獲獎，並已成功獲

選。稍後將邀請獲獎學生及家長以文字分享感受。老師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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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合資格之學生。 

  7.3.27 與常識科合作為小六進行了一次性教育講座。講座透過遊戲

形式帶出青春期的生理及心理變化，以及分享了社交網絡交

友及與異性相處的正確態度。 

  7.3.28 為建立和諧及健康的親子關係，並讓家長掌握良好管教子女

之態度及技巧，本校與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家．家庭」賽

馬會成長中心合辦「親子合壁 天下無敵」，共 5次的家長工

作坊，為家長提供支援，建立優質的家庭。每次工作坊平均

約有 25名家長出席，家長表示工作坊內容能增加他們在子

女管教的技巧及建立更親密的親子關係。 

  7.3.29 家教會舉辦「乘風航-親子海上歷奇活動」，當日共有 58名

學生及家長參與，學生與家長共同接受當日船上各項的挑

戰，透過活動建立學生的自信心，同時透過彼此鼓勵，增加

親子關係。 

  7.3.30 本年度「童創未來」獎學金會經各級班主任評選後，每級各

有一名有良好品格及行為之學生獲頒發獎狀及獎學金，頒獎

當日將會邀請學生及家長一同上台領獎。 

 7.4 學校秉持「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核心教育價值，陶育學生心靈； 

     繼續優化管理與組織系統及建立完善的資訊科技學習平台，推動跨 

     學科閱讀、自主學習及資優教育普及化，並與本地大學合作發展電子 

教學，以深化學與教的成效。此外，讓我們的孩子能透過全人教育、 

發展多元智能、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及積極參與社區服務乃是長遠的目 

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