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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校我們的學校我們的學校我們的學校    
    

辦學宗旨辦學宗旨辦學宗旨辦學宗旨    
 

� 本校秉承「仁、樂、進、勤」的校訓，使學生在德、智、體、群、美五方面

得到均衡的發展；培養學生做一個有正確價值觀、積極人生觀的好公民；

提供多元化的課外活動，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培養他們與人合作、關懷別

人和謙讓的品德。 

 

校訓校訓校訓校訓    
 

「仁、樂、進、勤」 

 

教育目標教育目標教育目標教育目標    
 

1.  與學生有關的教育目標： 

- 貫徹本校「有教無類」的精神，不論學生的能力如何，都為他們提供適切的學習

機會，加強他們的自尊和自信，讓他們發揮個別的潛能。 

- 透過有紀律的學校生活，培養學生自律的能力；讓學生在群體中學習與人相處應

有的態度，懂得互相尊重。 

- 與家長和其他有關方面加強合作，共同努力輔助學生健康成長，培養他們建立正

確的價值觀及責任感。 

- 鼓勵學生認識及關心社區，多參與社區活動，藉此提高其公民意識，培養其親社

會行為。 

- 提供不同的課外活動，讓學生發掘個人的潛能。 

 

2.  與老師有關的教育目標： 

- 貫徹學校的使命，實現校本管理及共同訂定政策的概念。 

- 與家長保持緊密的聯繫和良好的合作關係，並提供各種機會，讓家長明白學校的

教育方針，加強對學校的信賴。 

- 教師以身作則，關懷及愛護學生，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 

- 教師多作進修，以便進一步加強專業的發展，從而提高教學質素。 

 

3.  與管理有關的教育目標： 

- 為學生提供一個安全、愉快、寧靜及清潔的學習環境，增強他們對學校的歸屬

感。 

- 提供各種機會，讓家長參與學校的活動，並共同訂定校本政策。 

- 加強學校與教師的溝通，從而發揮團隊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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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簡介學校簡介學校簡介學校簡介    
 

� 北角官立小學於 1954 年創立。創校時，分為上、下午兩所學校。北角官立

小學下午校前身為何東女子小學。2007 年 3 月本校告別北角英皇道半日制

的校舍，遷至北角雲景道 22 號，易名為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實施全日

制辦學。雲景道校舍依山而建，環境清幽，是一處學習的好地方。 

 

校舍設備校舍設備校舍設備校舍設備    

 

� 本校樓高 10 層，設有標準課室 24 間、校務處、輔導室、教員室、學生輔

導主任室、電腦室、音樂室、圖書館、視藝室、英語活動室、家長資源室

及醫療室。此外，還有禮堂、有蓋及露天操場，為學生提供良好的學習環

境。 

 

� 本校教學設備完善，有桌面電腦、手提電腦、電子白板、電視機、數碼相

機、攝錄機、錄影機、鐳射打印機、噴墨打印機、掃描器、實物投影機、

多媒體投影機及中央播放系統等。 

 

� 本校各科均添置了適量的教具及器材。電腦室設有 36 台電腦及多部打印機

供學生使用；中央圖書館除了有各類中英文書籍外，並設有多部電腦供學

生自學用；視藝室設有電窰作陶藝教學，增加同學對藝術創作的認識及興

趣。電子白板已安裝在功課輔導室、電腦室及小音樂室。 

 

� 全校每個課室均有冷氣設備，並設有電腦及多媒體教學設備，所有課室更

設有多媒體投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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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生我們的學生我們的學生我們的學生    
    

班級組織班級組織班級組織班級組織    ((((截截截截至至至至    02020202////07070707/2015/2015/2015/2015))))    
 

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總數 

班級數目 4 4 3 3 2 2 18 

男生人數 41 48 37 38 29 20 213 

女生人數 38 30 21 25 15 14 143 

學生總數 79 78 58 63 44 34 356 

 

全年上課日數全年上課日數全年上課日數全年上課日數                
 

 

 

學生出席率統計學生出席率統計學生出席率統計學生出席率統計        
 
 

  

年      級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年 度 12/13 98% 97% 98% 98% 99% 98% 13/14 98% 97% 98% 98% 99% 99% 14/15 98% 98% 98% 99% 98% 99% 
 
 

學生上學方式學生上學方式學生上學方式學生上學方式    
 

由於地理環境需要，本校大部分學生選擇乘搭校車上學，約有 237 人，餘下 120 人

選擇自行放學或由家長接送。 

 

學生午膳安排學生午膳安排學生午膳安排學生午膳安排    
 

本校 337位學生委託午膳供應商安排午飯，餘下 20 人自備午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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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11115555----11116666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小一小一小一小一開班情況開班情況開班情況開班情況        
 

2015-2016年度將開辦一年級 4班，學生人數 87 人(截至 2015 年 8月 19 日) 

 

插班插班插班插班生情況生情況生情況生情況    
 

截至 2015 年 8月 18日 

申請入讀 14-15 下學期人數：27 人   取錄人數：5人 

申請入讀 15-16人數：46人                   取錄人數：14 人 

 

六年級升中派位情況 

� 本年度畢業生人數共 34 人，學生考獲/派位結果如下 
獲派首志願學校學生比率：85%  

   獲派首三志願學校學生比率：91% 

    獲派首五志願學校學生比率：91% 

 
 

2013-2015 年度獲派中學志願結果圖表 

 

 

2013-2015 年度獲派中學志願結果圖表      比較全港學校及本校首志願、首三志願 

 

 

 
� 畢業生獲派/考獲中學摘錄如下： 筲箕灣官立中學、金文泰中學、張祝珊英文中學、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慈幼英文學校(中學部) 、聖保祿中學、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中學、顯理中學、北角協同中學、寶血女子中學、 福建中學(小西灣)、閩僑中學、培僑中學、漢華中學、炮台山循道衛理中學、張振興伉儷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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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特色學與教特色學與教特色學與教特色    

上課時間及節數上課時間及節數上課時間及節數上課時間及節數        
上課時間 : 星期一至五 上午八時正至下午三時正 

節數分配 : 每週 45節 ，包括聯課活動、綜合學習活動及功課輔導各 2節，

每節 35 分鐘；另每天設早讀課及班主任課 

時間表安排：為了能更靈活有效運用課時，時間表有以下的安排： 

� 於星期一及四設功課輔導節，協助同學解決家課難題； 

� 每周均設一節成長課，持續培養良好品性及正向思維； 

� 每周均設有綜合學習及聯課活動時段，配合課程多元化的發展。 

� 每周授課節數如下表： 

 

科
目

 

中
文

 

英
文

 

數
學

 

常
識

 
 

成
長

教
育

 

電
腦

 

視
覺

藝
術

 

音
樂

 

體
育

 

圖
書

 

普
通

話
 

節數
 *9 *8 *6 5 1 1 2 2 2 1 2 

 

註：*課前精進班，P1 中、P3 英和 P3數各有 2節，P2-3 中各有 4節 

      
 

教學模式教學模式教學模式教學模式、、、、課程及學習支課程及學習支課程及學習支課程及學習支援援援援         
� 為了照顧學生的學習多元性，學校安排教師進行小班教學及外籍英語導師

計劃。 

 

� 教學模式、課程及學習支援： 

 

課程計劃 開設年級 

中文科喜閱寫意(校本發展:初小分層支援計劃) P1-P3 

中文科喜閱寫意(校本優化:高小分層支援計劃) P4 

中文科課堂學習研究(校本發展) P2 

英文科(東區學校小組寫作學習圈)  P4 

英文科不同文體(Text Type)為中心的閱讀與寫作課程 P1-2、P4-5 

英文科語音(Phonics)課程 P1-2、P4-5 

數學科小組第二層(1T2)支援調適(「輕鬆學數學」) P1 

常識科全方位參觀學習 P1-P6 

改善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教 P1-P6 

 

學校進行融合學習模式，5位教學助理入班為需要第三層服務學生作課堂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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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課程校本課程校本課程校本課程        

中文科 

初小分層支援(P1-3 精進班早上進行)、P2 課堂學習研究、P1-3 課前精進班、語文

大使、語文自學角、一分鐘訓練及演講比賽、創意寫作、創意默書、創意字詞及工

作紙、朗誦比賽、作文比賽、書法比賽、校園廣播視播、主題學習   

英文科 

P4 Learning Study Programme(School Support Partner Scheme on Small Class 
Teaching), P3 morning class, Key Stage1 Reading to Writing workshop, Key 

Stage 2 Integration Programme (KIP), P1、2、4&5 Primary text types and 

Phonics Teaching, P1-6 Home Reading, English Corner/ English Corner display 
board, Weekly English Announcements, Campus Broadcasts, Speech Festival, 
Penmanship Competition, Spelling Bee, Festival Celebrations,Fast Thinkers Club, 
Choral Speaking Team, Halloween Exchange Activity(Sister School come to visit) 

數學科 
課堂運算能力培訓、P3 精進班、、、、數學週、奧數培訓班、數學攤位遊戲、數學自學

角、網上練習(自學天地) 、校外比賽、校園視播 

常識科 

級本研習能力培訓、鞏固課業、全方位參觀學習、生活教育活動計劃(LEAP)、科學

日、「時事閣」有獎問答遊戲、電子教學(E-Learning)、十大新聞選舉(星島)、常

識和成長跨科主題學習活動(珍惜資源) 、午間新聞播放、校園視播 

普通話科 故事演講比賽、普通話歌唱比賽、普通話廣播、電影欣賞、校外比賽 

音樂科 歌詠隊、音樂欣賞會及工作坊、校內外音樂表演、校外比賽 

電腦科 
IT 小精英培訓、中英文輸入法比賽、數碼繪圖(校內活動場刊封面及父親節卡)設計

比賽、六十週年校慶及珍惜資源標示設計比賽 

視覺藝術科 小小藝術家、校內外視藝比賽、校園視播 

體育 
班際呼拉圈比賽、體適能奬勵計劃、sportACT 獎勵計劃、運動會、早操、 
校隊培訓、班際乒乓球比賽、校園視播 

圖書 閱讀攤位遊戲、閱讀角、故事媽媽、家長日書展、圖書大使、校園視播 

成長教育 珍惜及感恩主題教學、校園視播 

跨科活動 

學習活動周、境外考察、從粵劇學習到德育培養計劃(QEF資助)(以誠信、珍惜及感

恩主題，包括 P3 中、音、視、體、成長教學和友校演出) 、旗下講話及升旗隊、

校園視播 

 

全方位參觀學習全方位參觀學習全方位參觀學習全方位參觀學習        

全方位學習參觀目的是發展學生協作、溝通、研習、解決問題和批判性思考的共通

能力。教學活動由常識科任老師負責，根據課程單元內容選擇適切的學習主題與參觀地

點。活動的設計主要是結合了參觀前和後的大課，讓學生「帶著問題去參觀」，從而

「發現」學習內容的重點所在。本學年，各級參觀活動如下： 

 

年級 參觀日期 參觀地點 

一年級 30/01/2015(五) 香港動植物公園 

二年級 29/01/2015(四) 香港文化博物館(探知館) 

三年級 28/01/2015(三) 香港科學館 

四年級 12/03/2015(四) 香港歷史博物館 

五年級 04/02/2015(三) 香港科技園 

六年級 26/03/2015(四) 太空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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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教師我們的教師我們的教師我們的教師    

教職員資料教職員資料教職員資料教職員資料    
 

本校共有教學人員 37 位，包括校長、副校長、主任、圖書館主任及外籍英

語教師，另 2 位學生輔導主任。此外，本校亦有其他非教學職員共 17 人，

包括書記、工友及教學助理。 
 

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專業發展        
 

� 本年度除了教師專業發展日外，各科組亦分別舉辦了工作坊及專業交流活

動。 

� 有關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教師專業發展，學校根據 2014 年 6 月 13

日教育局發出的 2013/14 學年公營普通學校教師的特殊教學培訓資料，學

校的「三層課程」培訓已達標，有 4 位老師已完成 SpLD(特殊學習困難)及

AD/HD(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專題課程。學校於本年度安排學習支援主

任於 5 月 21 日—6 月 18 日修讀「以心理學方法處理學生行為問題的有效策

略」課程，在專題課程方面亦達要求。 

 

� 教師專業發展時數 

專業發展範疇 全體總時數 個人平均時數 

有系統模式   
(課程發展、學科應用、行政技巧、高級學歷課程等) 1318 38.8 

其他模式 (備課及交流分享)  821  24.1 

 

� 教師專業發展日、校本工作坊及交流分享 

日期 活動 學校 / 機構 

25/8/2014 
新到校教師支援— 

認識我們的學校 
校長、主任及新到校教師 

26/08/2014 

第一次教師專業發展日 

(1) 主題：和而不同的團隊 
保良局 

 (2) 主題：課室管理 教育心理學家 

24/09/2014 資訊科技教學工作坊 資訊科技組 

09/10/2014 英語教學工作坊 英文科科主任及老師 

22/10/2014 言語治療教師工作坊 言語治療師及中文科老師 

05/11/2014 新到校老師觀課評課 課程主任 

19/11/2014 粵劇教學工作坊(1) 課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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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 學校 / 機構 

03/12/2014 粵劇教學工作坊(2) 課程主任 

14/01/2015 基本能力分析報告 課程主任 

11/02/2015 粵劇教學工作坊(3) 課程主任 

02/03/2015 第二次教師專業發展日 

(1)主題：成人心肺復甦法、兒童心

肺復甦法、自動體外心臟去纖維性顫

動法訓練 

教育局 

(2)主題：移動學習及 Google Apps 

在教學上的應用 

11/03/2015 電子白板教師工作坊 資訊科技組 

22/04/2015 觀課回饋 課程主任 

11/05/2015 第三次教師專業發展日 

(1)主題：處理「非常家長」工作坊 

保良局及基督教家庭服務中

心盈力僱員服務顧問 

(2)主題：14/15期終檢討匯報及討論

15/16周年校務計劃 

 

09/06/2015 各科進修後分享 課程主任 

 

同儕觀課同儕觀課同儕觀課同儕觀課        
 

本年度同儕觀課自上學期 1 月開始至下學期 5 月進行，形式包括同儕與週年發展

項目觀課，前者的目的是透過互相觀摩，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和提高教學效能，後者則是

共同檢視本年度各科發展項目的進展。觀課的科目除了中、英、數、常、音、體及圖

書，當中還包括各個周年發展項目的檢視，例如課堂學習研究、優質教育基金計劃、喜

閱寫意(4T1)、語音(Phonics)、課堂學習研究(東區學校英文寫作學習圈)、「輕鬆學數

學」(1T2)、精進班、資訊科技教學及電子閱讀圖書。觀課後，老師透過口頭、共同備

課及分享交流時間進行教學回饋，並認同同儕觀課有助優化學與教。 

 

共同備課共同備課共同備課共同備課    
 

本年度各級中、英、數、常科均設有共同備課會議。會議的頻率因應各科各

級推展不同計劃的需要，全學年各級進行備課會議次數從 8 至 12 次不等，例如

P2、P4 中文科及 P4 英文科，因應課程發展需要因而增加會議次數，讓老師共同探討

課堂教學策略，優化校本課程；教師認同共同備課會議有助提升課堂教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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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對學生的支援學校對學生的支援學校對學生的支援學校對學生的支援    

學生支援及輔導學生支援及輔導學生支援及輔導學生支援及輔導        

� 在六年級設立傑出學生選舉，鼓勵學生追求卓越。 

� 透過設立「奧數培訓班」、「英詩集誦隊」、「風紀」、「午膳風紀」、「大手牽
小手」、「輕鬆學數學」、「歌詠」、「唱遊」、「太極扇」、「中國舞」、「中
國鼓」、「粵劇文化知多些」、「獅藝」、「花式跳繩」、「成長的天空」及「乒
乓球」等，發掘及提升學生在不同學習領域上的潛能。 

� 透過組成多支校內服務生隊伍及校外社會服務及制服團隊，培養學生的領導能力及
服務精神。 

� 推行「全方位校本輔導計劃」，設計成長教育科課程內容和籌劃適切的預防性及發
展性活動。 

� 推行「全校參與」照顧學習差異模式，除了在課堂中運用照顧學習差異教學策略
外，並找出有學習困難的學生接受協助、小組及個別式的輔導。 

� 利用「校本言語治療津貼」購買言語治療服務，幫助學童改善語言問題。除此以外
更在學生、家長、教師及學校四個層面，推行治療、預防及提升這三方面的支援。 

� 參與「校本教育心理服務」計劃，在學校系統層面上，建立完善的機制和政策，以
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 參考教育心理學家的意見及專業評估，讓教師更能夠掌握和
運用照顧學生學習差異的知識和技巧，並提升學與教的效能。使學生能夠克服障礙
和困難，發揮潛能，愉快地學習和成長。  

� 透過「及早識別和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計劃，盡早提供適切可行的支援予
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協助學生有效地愉快學習。 

� 利用「新資助模式」津貼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開設培訓小組，以提升他們學
習、與人相處及控制情緒的能力。 

� 聯同校外機構推行「區本計劃」及「校本津貼計劃」為低收入家庭學生提供支援。 

�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功課及評估調適，協助學生有效地愉快學習。 

� 推行「課後輔導」及「午間輔導」，在一至六年級開辦小組，使成績稍遜的學生得
到適切的輔導。 

� 推行「個別學習計劃」，透過會議，使家長、老師及教育心理學家共同訂立每個第
三層學習支援學生的個別學習計劃。 

� 透過參與「中文分層支援教學模式計劃」，參考專家意見，讓教師更能夠掌握和運
用提昇學生語文知識和技巧，並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 透過參與由教育局教育心理服務組舉辦的「加強支援有自閉症學生的延展試驗計
劃」，根據學生的特殊需要，提供更適切的訓練。讓學生在學習和社交方面更順利
的融入學校生活。 

� 「改善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教計劃」，獲教育局撥款，聘請了一位老師及一名教
學助理，又購買了服務開設中文增潤課程及舉辦共融活動，為非華語學生提供作文
課課堂抽離、課前精進班、溫習默書及增潤課程等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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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方位學生輔導計劃」 
活動名稱 參與人數 獲獎人數 

「闖關奇兵」計劃 357 人(全校) 

銅箭新丁: 307 人(86%) 

銀旗勇士:227 人(64%) 

金杯將軍: 222 人(62.1%) 

「成長的天空計劃」 

23(小四) 

18(小五) 

14(小六) 

100%參與學生均獲畢業證書 

「關愛點唱活動」 357 人(全校)/ 465 人次點唱 / 

「大手牽小手朋輩輔導計劃」 大手:60 人/小手:108 人 / 註：全方位學生輔導「闖關奇兵」計劃，分為三個程度，『銅箭新丁』、『銀旗勇士』及『金杯將軍』。當中透過『珍惜感恩』、『品德』和『學業』三個範疇，具體地鼓勵學生做到最好。透過這計劃，讓學生朝著自己訂下的目標，勇往直前，逐步到達「金杯將軍」最高榮譽。家長亦可在家中多以正面的方式去鼓勵學生積極闖關，透過具體的讚賞，協助學生找到自己的優點，並加以發揮。家長可根據小册子上每個項目的指示，督導及鼓勵學生在家中的表現及努力求進。當學生達到要求時，請家長按時在小册子上簽名。 
 

� 「大手牽小手」--朋輩輔導計劃  

       由小四至小六的大哥哥大姐姐當大手，每人配屬兩至三個小一至小三的學生為

小手，協助他們適應校園生活及功課輔導，並從活動中提昇大手的自信心及責

任感。 

� 快樂掌門人 

小組透過遊戲及分組活動，讓學生認識正負面情緒、學習合適地宣洩情 

緒。社工於小組提供機會讓組員擔任小助手，以強化組員的正面行為。據社工觀

察，組員能有效地掌握及分辨不同情緒的詞彙，而且能明白宣洩情緒的三大原

則，可見他們對於調控情緒方面有基本的掌握。於下學年與大手牽小手合作，讓

大小手於活動中建立更深入關係，建立合適的社交技巧，讓學生能於實踐課堂上

學習及提升關愛氣氛。 

� 我愛雲景大家庭 

透過團體活動、遊戲及影片幫助小一學生適應小學的校園生活，並且學習課堂規

則、社交技巧，幫助學生積極投入校園生活。學生於活動中表現積極，勇於嘗試

參與，部份學生在參與活動後，課堂的表現有所進步，逐漸懂得遵守課室規範。

由於部分參加學生的專注力較弱，小組過程中需要社工多提點才能投入小組活

動。下學年與「大手牽小手」合作讓高年班與低年班學生一起參與遊戲，低年班

學生能從高年班身上學習與人相處技巧。 

� 老師讚一讚 

本年度『老師讚一讚』活動以「至 like 龍虎榜」形式進行，老師可以貼紙 

嘉許同學值得欣賞/ 表現出色的地方，帶動班內互相學習正面行為的氣氛  

，建立校園欣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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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輔與德育訓輔與德育訓輔與德育訓輔與德育    
    

� 在訓育工作中加入輔導理念，以表揚及鼓勵學生為主，處罰為輔，適當地給予學

生機會，使學生改過向善，並建立適切獎懲制度，使學生明辨是非，承擔責任，

以期學生能做到自律自發。 

 

� 講座內容詳列如下：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主主主主辦機構辦機構辦機構辦機構 班級班級班級班級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1 戰爭與兒童 聯合國兒童基金 P.1-6 15/10/2014 

2 「惜食」講座 綠惜學堂 P.1-6 14/1/2015 

3 個人保安 東區警民關係組 P.1-6 22/4/2015 

 

� 本學年為加強學生的全人發展及配合本年度「珍惜」、「感恩」之德育主題，因

此學校在中、英、數、常、電腦及視藝科以成長科主題為中心，設計不同的教學

活動，使學習更有連貫性，從而成就學生全人發展。 

� 為加強學生之自律意識，學校於上、下學期各舉行了一次自律比賽，在下學期加

入「自理能力訓練」，提升學生的自律意識。本學期回應各同事的意見，加入入

最佳進步班別，以加強落後班別的動力。 

� 學校每年於下學期舉行「傑出風紀選舉」，旨在提高風紀的質素和形象，並表揚

表現優良的隊員。本年度傑出風紀選舉已於 6 月 11 日舉行。全校教師依據各風紀

當值表現及校內操行等因素，挑選出 20 名傑出風紀候選人。經過全校老師及學生

投票後，其中票數最多的 10 人為「傑出風紀」，可得獎盃、獎狀和優點；其餘

10 人為「優秀風紀」，可得優點一個及證書一張。 

� 本學年班級經營舉行了以下活動： 

 

月份 項目 

9 月 � 開學周：課室常規訓練 

� 個人目標及課室公約 

� 班會及一人一職選舉 

10 月 � 《友誼─我的好同學》 

11 月 � 《珍惜時間》 

1 月 � 《珍惜資源》 

3 月 � 《念親恩》 

4 月 � 《感恩─為我們服務的人》 

5 月 � 《珍惜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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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諺語金句： 

由九月至六月，全學年共七個主題，金句由班會負責，旨在訓練學生責任心及加

強對主題的了解，而班會組別之間亦能充分合作，於每月搜集正確符合主題的金

句交訓育組。 

 

� 欣賞你： 

由班會統籌，鼓勵同學留意身邊的人和事，用文字記下，然後共同選出班中佳作

於早會上讀出。從觀察所見，同學全都能仔細欣賞身邊的同學，從而相處得更融

洽。 

 

德育德育德育德育及國民教育及國民教育及國民教育及國民教育學習活動學習活動學習活動學習活動    
 

1. 德育主題活動 

本學年為加強學生的全人發展及配合本年度「珍惜及感恩」之德育主題，因此學

校為一至六年級舉辦德育教育日營。是次日營透過一連串體驗活動，讓學生明白「珍惜

及感恩」的意義，亦透過角色扮演及情景討論，鼓勵學生將學到的知識應用於日常生活

中。 

 

2. 「同根同心」活動 

為加強學生對祖國的認識，本校甄選了 36 位小四至小六學生，於 2015 年 1 月 29

至 30 日參加由教育局主辦的「同根同心」- 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廣州的

西式建築及其歷史文化)，隨團教師 4人。學生透過資料搜集、實地觀察，再分組討

論、匯報，加深對祖國文化及歷史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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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與校際活動的情況學生參與校際活動的情況學生參與校際活動的情況學生參與校際活動的情況        
 

項目 人次 

東區學界體育項目 

051015
2025

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六
 

 

 

� 田徑 

� 乒乓球 

 

 

 

 

21 

 6 

  

校際音樂節項目 

0102030
405060

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六
 

 

 

� 歌詠 

� 粵劇 

� 鋼琴 

� 小提琴 

� 長笛 

� 獨唱 

 

 

 

59 

 4 

12 

 2 

 1 

 1 

校際舞蹈節項目 

0102030
405060

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六
 

 

 

 

� 中國舞 

 

 

 

35 

學校朗誦節項目 

0102030
4050

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六
 

 

 

� 中詩獨誦 

� 英詩獨誦 

� 普通話獨誦 

 

 

16 

2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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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與制服團體和社區服務的情況學生參與制服團體和社區服務的情況學生參與制服團體和社區服務的情況學生參與制服團體和社區服務的情況        

� 幼童軍  

本校幼童軍團於 2001 年成立，屬港島北區第 1265 旅。成員主要是四至六年級的

學生。本年參與的人數有 15 人，並分為三小隊，每隊有一名隊長及副隊長。本校

幼童軍團秉承香港童軍總會宗旨，為各幼童軍提供多元化之童軍訓練和活動，為

他們考取不同的活動奬章、進行各種培訓及從遊戲中學習，令他們身心得到陶冶

和鍛煉。此外，他們亦參與學校服務，在運動會擔任不同的工作崗位，汲取服務

經驗，藉此培養他們成為一個獨立、勇敢、有紀律和有責任的幼童軍。 

 

� 升旗隊 

本校於 2006-07 年度正式成立學生升旗隊，並加入成為香港升旗隊總會的會員學

校(隊號為 P161)。本年度隊員共 12 人，包括三年級隊員 1 人，四年級隊員 5 人，

五年級隊員 3 人及六年級隊員 3 人。階級編制按照香港升旗隊總會準則訂立，設

有隊長 1 名，副隊長 1 名，隊員及見習隊員 10 名。本年度由校內兩位曾接受訓練

的老師，及有輔警及童軍步操訓練之教學助理為隊員進行培訓，除了星期五的聯

課活動時段集會外，亦會不定期於課前和午息進行訓練。升旗隊負責主持每月及

特別日子(如運動會)的升旗儀式，並與老師們輪流主持旗下講話。另外，隊員亦

曾參與由香港升旗總會舉辦的活動。縱觀全年表現來說，所有隊員皆展現積極、

投入之態度，勇於肩負責任之精神。 

 

� 公益少年團 

公益少年團共有團員 39 人，本年度曾參與的活動有「公益金服飾日」、「慈善花

卉義賣」、「健康生活教育日營」等，同學均踴躍參與，貫徹全力以赴的團隊精

神，值得欣慰。本年度「公益金服飾日」籌得款項 HK$HK$HK$HK$25,79525,79525,79525,795.00.00.00.00。而「環保為公

益慈善花卉義賣」為公益金籌得 HK$16,640.00HK$16,640.00HK$16,640.00HK$16,640.00，兩項善款數字總計，較去年增長

64%。感謝本校同學及家長鼎力支持，共襄善舉，所有善款已全數撥交香港公益

金，希望來年再創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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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活動全方位活動全方位活動全方位活動        
 

� 全方位活動 

為了發展學生體藝潛能，於每週星期五下午的聯課活動時間，編排了循環組及固

定組別活動，亦於課後由學校及家教會籌組校內校外體藝培訓班；此外，亦為不

同班級安排校外教育性參觀及工作坊，以及引進外間的資源到校舉行教育性講

座，希望藉此豐富學生課堂以外的多元智能發展。 

 
� 聯課活動 

每週星期五(1:40 – 3:00p.m.)，均為一至六年級學生安排聯課活動。隨着本校學

生人數不斷增加，課外活動的組別亦較去年增加了 4-5 個。本年度上學期共有

16個循環組及 11 個固定組。而下學期共有 17 個循環組及 13 個固定組，分別由

老師帶領，讓學生有機會參與不同的興趣小組，為學生創造更多發展潛能的機

會。 

聯課活動組別 

上學期 下學期 

循環組 固定組 循環組 固定組 

英語遊戲 

語文遊戲 

齊齊說故事 

棋藝 

扭氣球 

種植活動知多少 

Fun Fun 小手工 

科學小實驗 

敲擊小樂團 

腦筋急轉彎 

至少「環」有您 

IT 小精英 

IPAD Learning 

球類活動 

展藝坊 

中國剪紙藝術 

唱遊 

我愛雲景大家庭 

英語小舞台 

快樂掌門人 

獅藝 

花式跳繩 

粵劇文化知多些 

幼童軍 

升旗隊 

大手牽小手 

校慶話劇組 

齊齊說故事 

棋藝 

至營煮意 

敲擊小樂團 

英語遊戲 

至少「環」有您 

Fun Fun 小手工 

英語擂台 

摺紙 

立體動物製作 

語文遊戲 

IPAD Learning 

球類活動 

中國剪紙藝術 

展藝坊 

科學小實驗 

IT 小精英 

唱遊 

我愛雲景大家庭 

快樂掌門人 

獅藝 

花式跳繩 

粵劇文化知多些 

幼童軍 

升旗隊 

大手牽小手 

太極扇 

趣味華語 

輕鬆學數學 

乒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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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學習活動 

   每週星期三(1:40 – 3:00p.m.)，均為一至六年級學生安排學術性的講座和趣味 

   性的活動，增廣學生見聞，擴闊視野，充實學生的學習生活。 
 

日期 活動名稱/內容 學校 學生級別 

10/9 敬師活動 訓輔組 P.1-6 

17/9 班級經營(一) 訓輔組 P.1-6 

24/9 「道路安全」講座 活動組 P.1-6 

8/10 「節約用水」講座 常識科 P.1-6 

15/10 「戰爭與兒童」講座 成長科 P.1-6 

22/10 
運動體驗 體育科 P.1-3 

服務生委任 訓輔組 P.4-6 

29/10 班級經營(二) 訓輔組 P.1- 6 

5/11 愛夢行動演出 訓輔組 P.1-6 

12/11 
班級經營(三) 訓輔組 P.2- 6 

小一生日會 教務組 P.1 

19/11 「認識氣候變化」講座 常識科 P.1-6 

26/11 校慶表演綵排 活動組 P.1-6 

3/12 校慶表演綵排 活動組 P.1-6 

10/12 校慶表演綵排 活動組 P.1-6 

17/12 校慶總綵排 活動組 P.1-6 

7/1 
「樓宇安全簡介」講座 活動組 P.1,2,4,5 

學科知識齊探索(英) 課程組 P.3,6 

14/1 
「珍惜食物」講座 成長科 P.1,2,4,5 

學科知識齊探索(數) 課程組 P.3,6 

21/1 
班級經營(四) 訓輔組 P.2- 6 

小一生日會 教務組 P.1 

4/2 

小二說話大課 學習支援組 P.2 

學科知識齊探索(中) 課程組 P.3,6 

港台音樂節目欣賞 音樂科 P.1,4,5 

11/2 60周年校慶影片欣賞 副校長 P.1-6 

4/3 班級經營(五) 訓輔組 P.2-6 

11/3 匯知中學話劇表演 活動組 P.1-6 

18/3 
小三、四說話大課 學習支援組 P.3,4 

港台親子節目欣賞 活動組 P.1,2,5,6 

25/3 
小五、六說話大課 學習支援組 P.5,6 

港台親子節目欣賞 活動組 P.1-4 

1/4 
班級經營(六) 訓輔組 P.1-4 

德育日營 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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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名稱/內容 學校/機構 學生級別 

22/4 警長講座 訓輔組 P.1,2,4-6 

 P.3 TSA 說話簡介會 課程組 P.3 

29/4 圖書攤位 圖書科 P.1-3 

 
普通話電影欣賞 普通話科 P.4,5 數學科攤位 數學科 P.6 

6/5 小一生日會 教務組 P.1 

 班級經營 訓輔組 P.2-6 

13/5 《Mara!》校園室內樂音樂會 音樂科 P.1-6 

20/5 
成長科活動 成長科 P.1-3 貧富宴 P.4-6 

27/5 

普通話兒歌欣賞 普通話科 P.1,2 數學科攤位 數學科 P.3 圖書攤位 圖書科 P.4-6 

3/6 
「愛要感恩」親子活動及學生講座 訓輔組 P.1,2,4,5 

學科知識齊探索(中) 課程組 P.3,6 

10/6 中文：喜閱寫意日 中文科 P.1,2 

學科知識齊探索(英) 課程組 P.3,6 

「共創更好的網絡世界」展覽及 

攤位遊戲 

電腦科 P.4,5 

 

 

� 課餘興趣班 

 

非收費班 
上學期 下學期 

歌詠 

奧數培訓班 

小小藝術家 

英詩集誦 

田徑 

投球 

成長的天空 

區本計劃 

天使行動 

歌詠 

奧數培訓班 

小小藝術家 

排球 

   新來港適應班 

   成長的天空 

區本計劃 

天使行動 

 

收費班 

體藝拔尖班 家教會興趣班 

 

中國鼓 

乒乓球 

中國舞蹈 

 

跆拳道 

書法 

國畫 

小型網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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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與家長的聯繫學校與家長的聯繫學校與家長的聯繫學校與家長的聯繫    
 

學校與家長的聯繫途徑學校與家長的聯繫途徑學校與家長的聯繫途徑學校與家長的聯繫途徑        
 

1. 家長教師會 

2. 家長義工 

3. 家長座談會 

4. 家長日 

5. 家長茶聚 

6. 電聯 

7. 學生手冊、家課冊、通告及書信 

8. 學校電郵及網頁 

9. 親臨本校 

10. 親子活動、旅行及工作坊 
    

家長教師會架構家長教師會架構家長教師會架構家長教師會架構        
 

� 本會已於 2007 年 10 月 6 日的會員大會上通過修訂會章，凡在本校就讀學生的

家長或監護人均自動成為會員，毋須繳交會費。 

 

� 委員名單如下﹕ 

                                       當然顧問：鄭玉清校長 

義務核數：陳榮婷女士 

職位 家 長 委 員 教 師 委 員 

主席 / 副主席： 

秘  書： 

司  庫： 

康樂一： 

康樂二： 

總務一： 

總務二： 

聯絡一： 

洪向玲女士 

蒙寒冬女士 

蔡鳳棋女士 

許紫燕女士 

孫紅女士 

顏昭行先生 

葉常春女士 

盧珊珊女士 

李月華副校長 

盧倩盈老師 

許佩玉主任 

陳詩琪老師 

麥淑芬老師 

王曼玲老師 

關淑瑩老師 

賴佩宜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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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家長教師會家長教師會家長教師會舉辦的舉辦的舉辦的舉辦的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 會員大會 
日期 活動名稱 

29/10/2014 家長教師會第十七屆會員大會 

29/09/2014 「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成員選舉  
� 召開常務會議 

日期 活動名稱 

01/09/2014-20/6/2015 
2014/15 年度「第十七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會 

第七至十二次會議 

 

� 出版會訊 

家長教師會會訊於七月份與校訊合併出版，加強與家長的聯繫。 

 

� 家教會營運經費 
日期 活動名稱  

07/02/2015 

步行籌款 

透過通告(20)直接捐款： 

步行贊助捐款 ： 

 

總額： 

 

 

$  8,390.00 

$23,211.10 
 

$31,601.10 

� 其他：校友捐款$36,120.00 

      

  備註：上述步行籌款捐款總結已於家教會通告(22)知會家長。 

 

� 設立「獎學金」 
獎項名稱 獲獎準則 

家長教師會「闖關奇兵」獎勵計劃 獎學金頒予每級獲得「金杯將軍」榮譽後，再計

算獲得簽名最多的同學，每級6名，全校共36名

學生獲獎，每人均獲頒書券$100元 

 

� 聯誼康樂活動 
日期 活動名稱 

12/11/2014 P1-P2 家長會員茶聚 

07/02/2015 親子旅行暨步行籌款 

03/07/2015 家長義工親子茶聚 

 

 

 

 



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學校報告 2014-2015   第 64頁 

 

 

� 講座/親子工作坊 
日期 活動名稱 

29/10/2014 「腦有所用」-超強記憶法 

1、8、22/11/2014 及

13/12/2014 

培養快樂學習的孩子 

02/05/2015 從心開始—家長減壓工作坊 

30/05/2015 寓正向心理於快樂管教講座 

09/06/2015 親子水晶滴膠工作坊 

 

� 家長工作坊 
日期 活動名稱 義務導師 

20/06/2015 「五穀健康糭」家長工作坊 家教會主席洪向玲女士(5A丁天俊家長) 

許麗婷女士(6A陳晉朗家長) 

 

� 課餘興趣班 
家長教師會聯絡外間機構為本校學生於放學後開辦多元化的興趣班，成效理想，詳情如下： 

家教會興趣班 參加人數 

上學期 下學期 

跆拳道 27 26 

國畫 21 15 

書法 15 12 

小型網球 50 67 

總人數 113 120 

 

成立家長義工隊成立家長義工隊成立家長義工隊成立家長義工隊        

� 本年度共招募了 49位核心「家長義工」，並因應個別活動需要，以通告徵集家

長協助推行學校活動。除此之外，舉行大型活動，如探究學習周、運動會及新

春嘉年時，會以通告邀請家長加入義工行列，他們不但是學校的人力、財力資

源，也是拉近家校合作的典範。本年度繼續進行「愛心家長」計畫，鼓勵家長

積極投入學校義務工作，並選出十大愛心家長於下學期頒獎禮頒發「愛心家

長」獎狀。 

 

� 本年度「家長義工」曾參與的活動簡列如下： 
� 協助學校活動包括探究學習週、家校同樂迎新春(煮湯圓及運動會 

� 協助課餘興趣班收費及當值 

� 協助各項親子活動及帶隊 

� 協助帶領參觀活動 

� 協助校外表演化妝及帶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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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日及座談會家長日及座談會家長日及座談會家長日及座談會        
 

� 家長日 
日期 年級 內容 

10/01/2015 六年級  派發上學期呈分試成績表，交流管教孩子的心得。 

14/02/2015 一至五年級 派發上學期成績表 

 

� 家長簡介會/座談會 
日期 年級 內容 

28/08/2014 
一年級及各

級插班生 

校本課程發展路向 

訓輔政策和措施 

校本輔導活動計劃 

課外活動及體藝拔尖計劃 

家長教師會 

校車服務 

小一及早識別小組活動 

12/12/2014 六年級 在「升中派位機制座談會」介紹「升中派位方法」及

「自行選校」策略，亦邀請畢業同學分享選校及面試

的經驗 

17/04/2015 六年級 「升中選校簡介會」簡介選校須知 

22/04/2015 六年級 「小六家長座談會」班主任分批會見家長，討論有

關選校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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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傑出表現學生的傑出表現學生的傑出表現學生的傑出表現    
本校在培育學生的多元潛能方面一直不遺餘力。2014/15 年度學生透過參與不同學習領

域的校內、校外比賽，得以各展所長。 

 

校校校校外外外外比賽得獎項目比賽得獎項目比賽得獎項目比賽得獎項目    
  

中文科中文科中文科中文科    

第第第第 66666666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中詩獨誦中詩獨誦中詩獨誦        ((((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 11/211/211/211/2010101014444))))    

3A 陳鍇騫 亞軍 

《《《《我的夢想我的夢想我的夢想我的夢想》》》》作作作作文比賽文比賽文比賽文比賽    ((((得獎日期得獎日期得獎日期得獎日期：：：：2014201420142014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6A 林怡婷 優秀大獎 

6B 麥靜怡 優異獎 

5A 石景熙 優異獎 

 

 

英文科英文科英文科英文科    

HKMA David Li Kwok Po College Hong Kong Inter-Primary Schools English Speech Competition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日期日期日期日期：：：：11111111 月月月月 2012012012014444 年年年年)))) 

6A 何康橋 冠軍 

 

 

英文科英文科英文科英文科    

第第第第 66666666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詩獨誦英詩獨誦英詩獨誦英詩獨誦        ((((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 11/20111/20111/20111/2014444))))    

6A 何康橋 季軍 

第第第第 66666666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比賽比賽比賽比賽----英詩集誦英詩集誦英詩集誦英詩集誦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得獎日期得獎日期得獎日期得獎日期：：：：2014201420142014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1A 林子謙 郭希妍 徐子程 譚晧田 

1B 李樂昕 李晉仁 黎敏妍   

1C 林彥澄 

1D 曹小焰 梁家肇 田凱晴 孫卓楠 

2A胡冰濡 楊翊 吳嘉穎 顏鴻滔 顏鴻允 何梓釗 莫進 蔡瑋洛 黃文顥 

2B 陳恩樂 陳紫晴 林曉嵐 

2C李念欣 呂芷婷 

2D黃鈞浩 

3A 劉泳甄 譚天懿 徐光遠 潘德瑤 蔡子櫟 葉駿謙 莊家霖 李琳琳 梁海琳 戴家耀 吳崑銘  

     吳海楓 

3B 梁駿德 Suhaba Khan 

 

 

數學科數學科數學科數學科    

「「「「華夏盃華夏盃華夏盃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5(2015(2015(2015(香港賽區香港賽區香港賽區香港賽區) ) ) ) 初賽初賽初賽初賽    ((((一月一月一月一月))))    

2A 莫進 一等獎 

2A 蔡碩琛 一等獎 

4A 李和洛 一等獎 

5A 丁天俊 一等獎 

2A 顏鴻滔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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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梁偉煕 二等獎 

3A 蔡子櫟 二等獎 

3A 郭晉豪 二等獎 

4A 林靖濤 二等獎 

4A 林貴榮 二等獎 

5A 宋俊晞 二等獎 

6A 吳晉祺 二等獎 

2A 李和達 三等獎 

2A 林卓亨 三等獎 

2A 朱玿賢 三等獎 

2A 胡冰濡 三等獎 

2A 鄺櫻翹 三等獎 

2A 顏鴻允 三等獎 

2A 李元棟 三等獎 

4A 陳增渝 三等獎 

4A 林雅淇 三等獎 

4A 許佳陽 三等獎 

5A 朱浩龍 三等獎 

5A 施曉鈞 三等獎 

6A 林怡婷 三等獎 

6A 莊嘉耀 三等獎 

6A 譚冰妍 三等獎 

6A 陳晉朗 三等獎 

2A 蔡子櫟 三等獎 

1B 施翔 三等獎 

 

「「「「華夏盃華夏盃華夏盃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5(2015(2015(2015(華南賽區華南賽區華南賽區華南賽區))))    晉級賽晉級賽晉級賽晉級賽((((二月二月二月二月))))    

2A 莫進 一等獎 

4A 李和洛 一等獎 

2A 林卓亨 二等獎 

3A 郭晉豪 二等獎 

3A 梁偉煕 二等獎 

6A 林怡婷 二等獎 

6A 吳晉祺 二等獎 

6A 陳晉朗 二等獎 

2A 蔡碩琛 三等獎 

2A 胡冰濡 三等獎 

2A 朱玿賢 三等獎 

2A 李元楝 三等獎 

2A 曾卓謙 三等獎 

3A 蔡子櫟 三等獎 

4A 林雅淇 三等獎 

4A 林貴榮 三等獎 

4A 許佳陽 三等獎 

5A 丁天俊 三等獎 

5A 施曉鈞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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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宋俊晞 三等獎 

6A 莊嘉耀 三等獎 

 

「「「「華夏盃華夏盃華夏盃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5(2015(2015(2015(全國總決賽全國總決賽全國總決賽全國總決賽))))    ((((四月四月四月四月))))    

2A 莫進 一等獎 

3A 郭晉豪 一等獎 

2A 朱玿賢 三等獎 

2A 李元楝 三等獎 

3A 梁偉煕 三等獎 

3A 蔡子櫟 三等獎 

4A 李和洛 三等獎 

6A 林怡婷 三等獎 
 

2015201520152015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港澳盃港澳盃港澳盃 HKMO OpenHKMO OpenHKMO OpenHKMO Open》》》》((((香港賽區香港賽區香港賽區香港賽區)()()()(三月三月三月三月))))    

2A 莫進 金獎 

3A 郭晉豪 金獎 

2A 吳仲賢 銀獎 

3A 吳崑銘 銀獎 

3A 梁偉煕 銀獎 

4A 蘇晉賢 銀獎 
4A 李和洛 銀獎 

6A 陳晉朗 銀獎 

6A 吳晉祺 銀獎 

2A 朱玿賢 銅獎 

2A 李和達 銅獎 

2A 曾卓謙 銅獎 
2A 顏鴻允 銅獎 

3A 黎昕彤 銅獎 

3A 蔡子櫟 銅獎 

3A 劉俊毅 銅獎 

3A 陳鍇騫 銅獎 

3A 譚天懿 銅獎 
4A 許佳陽 銅獎 

4A 林貴榮 銅獎 

4A 陳增渝 銅獎 

4A 林雅淇 銅獎 

5A 施曉鈞 銅獎 

5A 譚博懷 銅獎 
5A 宋俊晞 銅獎 

5A 丁天俊 銅獎 

5A 朱浩龍 銅獎 

6A 黎悅資 銅獎 

6A 林怡婷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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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520152015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港澳盃港澳盃港澳盃 HKMO OpenHKMO OpenHKMO OpenHKMO Open》》》》((((晉級賽晉級賽晉級賽晉級賽)()()()(四月四月四月四月))))    

4A 李和洛 金獎 

3A 梁偉煕 銀獎 

3A 郭晉豪 銀獎 

6A 吳晉祺 銀獎 
3A 吳崑銘 銅獎 

3A 蔡子櫟 銅獎 

3A 劉俊毅 銅獎 

3A 陳鍇騫 銅獎 

3A 黎昕彤 銅獎 

4A 許佳陽 銅獎 
4A 陳增渝 銅獎 

4A 蘇晉賢 銅獎 
 

2015201520152015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港澳盃港澳盃港澳盃 HKMO OpenHKMO OpenHKMO OpenHKMO Open》》》》((((決賽決賽決賽決賽)()()()(四月四月四月四月))))    

2A 莫進 金獎 

2A 朱玿賢 銀獎 

2A 吳仲賢 銅獎 

2A 李和達 銅獎 

2A 曾卓謙 銅獎 
 

2015201520152015 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6A 陳晉朗 數學競賽三等獎 

新加坡數學競賽新加坡數學競賽新加坡數學競賽新加坡數學競賽    ((((四月四月四月四月))))    

3A 郭晉豪 金獎 

4A 李和洛 金獎 

5A 周泓慧 金獎 

6A 陳晉朗 金獎 

2A 莫進 銀獎 

5A 丁天俊 銀獎 

6A 吳晉祺 銀獎 

2A 顏鴻允 銅獎 

3A 吳崑銘 銅獎 

3A 徐光遠 銅獎 

3A 蔡子櫟 銅獎 

3A 劉俊毅 銅獎 

4A 林雅淇 銅獎 

4A 蘇晉賢 銅獎 

6A 伍冰鈴 銅獎 

6A 林怡婷 銅獎 

6A 區偉洛 銅獎 

6A 陳穎謙 銅獎 

6A 麥潤添 銅獎 

6A 鄧柏途 銅獎 

6A 譚冰妍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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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科普通話科普通話科普通話科    

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比賽比賽比賽比賽----普通話朗誦普通話朗誦普通話朗誦普通話朗誦((((得獎日期得獎日期得獎日期得獎日期：：：：2014201420142014 年年年年 11111111----12121212 月月月月))))    

2B 林東俊 亞軍 
5A 陳景承 季軍 
5A 李穎樂 季軍 

 

體育科體育科體育科體育科    

屈臣氏香港學生運動員獎屈臣氏香港學生運動員獎屈臣氏香港學生運動員獎屈臣氏香港學生運動員獎(201(201(201(2014444----2012012012015555) () () () (得獎日期得獎日期得獎日期得獎日期：：：：    2014201420142014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6A 何康橋 

2012012012014444----2012012012015555 年度校際田徑錦標賽年度校際田徑錦標賽年度校際田徑錦標賽年度校際田徑錦標賽    ((((得獎日期得獎日期得獎日期得獎日期：：：：    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6A 林怡婷 亞軍 

5B 柯森燁 第四名 

李陞小學運動會男子友校李陞小學運動會男子友校李陞小學運動會男子友校李陞小學運動會男子友校 4X1004X1004X1004X100 接力邀請賽接力邀請賽接力邀請賽接力邀請賽    ((((得獎日期得獎日期得獎日期得獎日期：：：：    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12121212 日日日日))))    

5B 廉鈺 亞軍 

5B 麥俊軒 亞軍 

5B 柯森燁 亞軍 

6B 鄺諭民 亞軍 

 
視藝科視藝科視藝科視藝科    

東區小學繪畫比賽東區小學繪畫比賽東區小學繪畫比賽東區小學繪畫比賽    ((((得獎日期得獎日期得獎日期得獎日期：：：：2014201420142014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6A 譚冰妍 高級組優異獎 
《《《《我的夢想我的夢想我的夢想我的夢想》》》》繪畫作品徵集繪畫作品徵集繪畫作品徵集繪畫作品徵集    ((((得獎日期得獎日期得獎日期得獎日期：：：：2014201420142014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5A 李穎樂 優異獎 

5A 陳景承 優秀大獎 

6A 林怡婷 優秀大獎 

 
 

第第第第 51515151 屆學校舞蹈節比賽屆學校舞蹈節比賽屆學校舞蹈節比賽屆學校舞蹈節比賽((((小學高級組小學高級組小學高級組小學高級組))))    

        中國舞中國舞中國舞中國舞--------荷塘樂荷塘樂荷塘樂荷塘樂            甲級獎甲級獎甲級獎甲級獎    ((((得獎日期得獎日期得獎日期得獎日期：：：：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24242424 日日日日))))    

1A 吳子君 陳于藍 

1B 姚奧蒓 吳梓寜 李樂昕 

1C 李旭翹 張明青 董子桐 潘紀霖 

1D 曹小焰 黃恩喬 蔡詠筒 田凱晴 

2A 楊翊 

2B 馬卓琳 莊安祺 陳紫晴 

2C呂芷婷 

2D 謝楹熙 黃鈞浩 周培淳 

3A 林語薰 莊家霖 譚天懿 

3B 何燕梅 

4A 馬卓盈 林珍妮 

郭彤 陳增渝 

音樂科音樂科音樂科音樂科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比賽比賽比賽比賽((((得獎日期得獎日期得獎日期得獎日期：：：：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3333----4444 月月月月))))    

2C 孫因玥 一級鋼琴獨奏季軍 

3A 梁海琳 四級鋼琴獨奏亞軍 

4A 杜璟羲  三級小提琴獨奏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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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 許潔怡 

5A周泓慧 李穎樂  陸杏梅 

6A  林怡婷 何康橋 

 

東區學校模範生東區學校模範生東區學校模範生東區學校模範生    / / / / 進步生獎勵計劃進步生獎勵計劃進步生獎勵計劃進步生獎勵計劃((((得獎日期得獎日期得獎日期得獎日期：：：：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A 莫進 東區學校模範生獎(小學初級組) 

3A 劉俊毅 東區學校模範生獎(小學初級組) 

5A 陳景承 東區學校模範生獎(小學高級組) 

6A 莊嘉耀 東區學校模範生獎(小學高級組) 

2D 林盈欣 東區學校進步生獎(小學組) 

3B 楊凱森 東區學校進步生獎(小學組) 

4C 張晨稀 東區學校進步生獎(小學組) 

5B 吳梓豪 東區學校進步生獎(小學組) 

6A 伍冰鈴 東區學校進步生獎(小學組)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非凡非凡非凡非凡躍躍躍躍進進進進」」」」獎勵計畫獲獎名單獎勵計畫獲獎名單獎勵計畫獲獎名單獎勵計畫獲獎名單((((得獎日期得獎日期得獎日期得獎日期：：：：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6A 譚冰妍 6B 麥靜怡 

5A 石景熙 5B 吳梓豪 

4C 蔡經 4B 齊蕓萱 

3C 丁彤 3B 楊凱森 

2C 孫因玥 2D 林盈欣 

1C 李旭翹 1C 吳嘉瑜 

 
香港融樂會香港融樂會香港融樂會香港融樂會非華語學生中文學習傑出進步獎非華語學生中文學習傑出進步獎非華語學生中文學習傑出進步獎非華語學生中文學習傑出進步獎((((得獎日期得獎日期得獎日期得獎日期：：：：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4A 金成願 4A 林嘉慧 

 
 

校內比賽得獎項目校內比賽得獎項目校內比賽得獎項目校內比賽得獎項目    
 

中文科中文科中文科中文科    

中文作文比賽中文作文比賽中文作文比賽中文作文比賽((((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 4/2015)4/2015)4/2015)4/2015)    

 冠軍 亞軍 季軍 

三年級 3A  黎昕彤 3B  梁駿德 3A  葉駿謙 

四年級 4C  許潔怡 4C  宮博文 4A   郭彤 

五年級 5A  譚博懷 5A  甄正文 5A  施曉鈞 

六年級 6A  伍冰鈴 6A  譚冰妍 6B  鄭伊諾 

第十九屆全港中小學硬筆書法比賽第十九屆全港中小學硬筆書法比賽第十九屆全港中小學硬筆書法比賽第十九屆全港中小學硬筆書法比賽((((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 11111111/2014)/2014)/2014)/2014)    

 冠軍 亞軍 季軍 

初級組 2D黃永賢 1C黃俊喬 2A胡冰濡 

中級組 3A郭晉豪 4A許佳陽 4C余咏詩 

高級組 6B 麥靜怡 6B 施曉欣 5B 陳虹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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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科視藝科視藝科視藝科    

「「「「環保玩具親子設計比賽環保玩具親子設計比賽環保玩具親子設計比賽環保玩具親子設計比賽」」」」    ((((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 1/2015          )1/2015          )1/2015          )1/2015          )    

年級 冠軍 亞軍 季軍 

一 1C張明青 1A徐子程 1B李樂昕 

二 2B陳紫晴 2C鄭旨珺 2C孫因玥 

三 3A朱賜軒 3B黃愛茵 3B唐榮燊 

四 4A梁熹儀 4A蘇晉賢 4A林珍妮 

五 5A石景熙 5A吳曼筠 5A丁天俊 

六 6A譚冰妍 6A林柏熙 6A林怡婷 

 

普通話科普通話科普通話科普通話科    

普通話講故事比賽普通話講故事比賽普通話講故事比賽普通話講故事比賽    ((((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  :  :  :  1111    / 201/ 201/ 201/ 2015)5)5)5)    

 冠軍 亞軍 季軍 

低級組 1D 馬嘉良 2C張懿玲 1A吳子君 2B 林東俊 

中級組 3A 譚天懿 4C 許潔怡 4A 林雅淇 

高級組 5A 李穎樂 6A 伍冰鈴 6B 施曉欣 

 

體育科體育科體育科體育科    

呼拉圈比賽呼拉圈比賽呼拉圈比賽呼拉圈比賽    ((((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  :  :  :  1111    / 201/ 201/ 201/ 2015)5)5)5)    

 冠軍 亞軍 季軍 

P.1 1A徐子程 1C董子桐 1C潘宇詩 

P.2 2A李元棟 2C呂芷婷 2C郭滔 

P.3 3C歐陽梓煌 3A莊家霖 3A朱賜軒 

P.4 4A 洪耀城 4B 陳煒傑 4A 林翔銘 

P.5-P.6 6B 李欣娜 5A李穎樂 6B 鄺諭民 

 

 

2014201420142014----2015201520152015 年度中文科一分鐘短講年度中文科一分鐘短講年度中文科一分鐘短講年度中文科一分鐘短講(7/2015)(7/2015)(7/2015)(7/2015)    

 冠軍 優異獎 

一年級 1B 施耀斌 
1A 吳子君，1C 譚沛家， 

1D江景洋 

二年級 2A 莫進 
2B 吳溢釗，2C 張懿玲， 

2D 黃姿唯 

三年級 3A 吳崑銘 3B 梁茜汶，3C 劉俊安 

四年級 4A 陸贊暉 4B 李俊弘，4C 余咏詩 

五年級 5A 陳景承 5B 柯森燁 

英文科英文科英文科英文科    

英文硬筆書法比賽英文硬筆書法比賽英文硬筆書法比賽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11/2014)11/2014)11/2014)11/2014)    

 冠軍 亞軍 季軍 

初級組 2A  施勇政 1B  黎敏妍 2A 胡冰濡 

中級組 3C  林之奇 3A  蔡子櫟 4C 余咏詩 

高級組 6B  麥靜怡 6A  黎悅資 6B  施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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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體育科體育科體育科    

乒乓球比賽乒乓球比賽乒乓球比賽乒乓球比賽    ((((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  :  :  :  7777    / 201/ 201/ 201/ 2015)5)5)5)    

 冠軍 亞軍 季軍 

P.4 4C 吳揚遠 4A 林貴榮 4B 李俊弘 4A 黃政山 

P.5 5A 甄正文 5A 譚博懷 5B 鄧國斌 5B 麥俊軒 

P.6 6B 鄺諭民 6A 林柏熙 6A 吳晉祺 6B 麥嘉俊 

 

 

 

 

 

 

 

 

 

 

 

 

 

 

 

 

 

 

 

 

 

 

 

 

 

 

 

 

 

 

電腦科電腦科電腦科電腦科    

「「「「低年級英低年級英低年級英低年級英文輸入法比賽文輸入法比賽文輸入法比賽文輸入法比賽」」」」((((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  :  :  :  1111/ 201/ 201/ 201/ 2015)5)5)5)    

 冠軍 亞軍 季軍 

P.1 1A 馮逸天 1B 李樂昕 1D 梁家肇 

P.2 2A 朱玿賢 2A 鄺櫻翹 2B 林東俊 

P.3 3B 梁皓程 3B Suhaba 3C 麥嘉慧 

「「「「高年級英文輸入法比賽高年級英文輸入法比賽高年級英文輸入法比賽高年級英文輸入法比賽」」」」((((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 : : : 6666    / 201/ 201/ 201/ 2015)5)5)5)    

 冠軍 亞軍 季軍 

P.4 4A 李和洛 4B 李夢瑩 4B 鄧越呈 

P.5 5B 廉鈺 5B 麥俊軒 5B 麥俊軒 

P.6 6B 曾鋮傑 6B 施曉欣 6B 鄭伊諾 

德育及德育及德育及德育及國國國國民教民教民教民教育育育育    

同根同心計劃設計比賽同根同心計劃設計比賽同根同心計劃設計比賽同根同心計劃設計比賽((((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        10/2014)10/2014)10/2014)10/2014)    

 冠軍 亞軍 季軍 

四年級 4B 陳永濤 4B 李夢瑩 4A郭  彤 

五年級 5A石景熙 5A周泓慧 5A丁天俊 

六年級 6A林怡婷 6A莊嘉耀 6A林柏熙 

優異奬 

4A陳增渝 5A胡寶如 5A吳曼筠 5A葉  霖 

5A譚博懷 5B 麥俊軒 5B 劉書婕 6A吳晋祺 

6B 李彥萱 6B 施曉欣 6B 麥靜怡 6B鄭伊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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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傑出學生六年級傑出學生六年級傑出學生六年級傑出學生(5/201(5/201(5/201(5/2015555))))    

6A  何康橋 6A  林怡婷 6B  鄭伊諾 

 

六年級全年全級成績卓越獎六年級全年全級成績卓越獎六年級全年全級成績卓越獎六年級全年全級成績卓越獎    

6A  莊嘉耀 

 

(截至 02/07/2015) 

 

 

 

傑出風紀傑出風紀傑出風紀傑出風紀(6/201(6/201(6/201(6/2015555))))    

6A 何康橋 6A 林柏熙 6A 伍冰鈴 5A 吳曼筠 

6A 林怡婷 6A 莊嘉耀 4A 李和洛 4A 陸贊輝 

6A 黎悅資 5A 石景熙   

傑出服務生傑出服務生傑出服務生傑出服務生(6/201(6/201(6/201(6/2015555))))    

6A 陳穎謙 6B 麥靜怡 4C 彭泓皓 4A 許佳陽 

6A 馮嘉美 5A 周泓慧 4A 林嘉慧 4C 彭泓曦 

5A 周俊希 6B 鄭伊諾   

校本輔導計劃校本輔導計劃校本輔導計劃校本輔導計劃----闖關奇兵金獎闖關奇兵金獎闖關奇兵金獎闖關奇兵金獎    

 金杯總冠軍 

(第一名) 

金獎 

(第二名) 

金獎 

(第三名) 

金獎 

(第四名) 

金獎 

(第五名) 

金獎 

(第六名) 

P.1 1A 郭希妍 1A 馮逸天 1A 林子謙 1C 紀畯禧 1C 李旭翹 1C 吳嘉瑜 

P.2 2C 林珊棋 2C 孫因玥 2C 龔書洋 2C 鄭旨珺 2D 羅梓晞 2C 郭厚延 

P.3 3A 劉俊毅 3A 吳崑銘 3A 蔡子櫟 3A 李琳琳 3A 徐光遠 3A 佘安妮 

P.4 4A 許佳陽 4A 李和洛 4A 陸贊暉 4B 李夢瑩 4C 許潔怡 4C 劉艾婧 

P.5 5A 周泓慧 5A 吳曼筠 5A 石景熙 5A 丁天俊 5B 鄧國斌 5B 梁行健 

P.6 6A 何康橋 6A 伍冰鈴 6A 黎悅資 6A 林怡婷 6A 林柏熙 6A 吳晉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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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自我評估學校自我評估學校自我評估學校自我評估 

學生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報告學生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報告學生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報告學生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報告        
 

(一)問卷調查施行時段：2015 年 4月 16 日至 4月 24 日 

(二) 目的：了解學生在情意及社交範疇的表現和發展情況，以檢視學生在成長支援服務和活動的成

效，從而制定適當的跟進計劃。 

(三)對象及項目範疇： 

 

(四)結果和分析： 

A. A. A. A. 評估範疇評估範疇評估範疇評估範疇    ((((表一表一表一表一))))    

副量表 全體報告 男 女 

 香港常模 平均數 香港常模 標準差 
本校學生 平均數 本校學生 標準差 

香港常模 平均數 
本校學生 平均數 

香港常模 平均數 
本校學生 平均數 

親子關係 3.17 0.70 3.21↑ 0.58 3.13 3.20↑ 3.21 3.23↑ 

責任感 3.30 0.55 3.46↑ 0.41 3.22 3.40↑ 3.39 3.56↑ 

和諧 

人際關係 
3.38 0.59 3.56↑ 0.43 3.27 3.50↑ 3.51 3.67↑ 

良好行為 3.44 0.55 3.57↑ 0.45 3.34 3.51↑ 3.56 3.67↑ 

 

 

評估範疇評估範疇評估範疇評估範疇----級別報告級別報告級別報告級別報告    ((((表二表二表二表二) ) ) )     

副量表 小四 小五 小六 

 香港常模 平均數 
本校學生 平均數 

香港常模 平均數 
本校學生 平均數 

香港常模 平均數 
本校學生 平均數 

親子關係 3.25 3.27↑ 3.13 3.31↑ 3.01 2.97↓ 

責任感 3.34  3.52↑ 3.29 3.40↑ 3.22 3.42↑ 

和諧 

人際關係 
3.40 3.57↑ 3.37 3.53↑ 3.31 3.57↑ 

良好行為 3.46 3.65↑ 3.45 3.48↑ 3.37 3.54↑ 

 

 

i. 為配合本校來年的發展計劃，設定了一份與計劃有關的問卷，以了解各計劃的效能及計劃來年

方向。此問卷涵蓋的項目包括：「親子關係親子關係親子關係親子關係」、「責任感責任感責任感責任感」、「、「、「、「和諧人際關係和諧人際關係和諧人際關係和諧人際關係」、「」、「」、「」、「良好行良好行良好行良好行

為為為為」」」」。在回應級別方面，回應者是從小四、小五及小六的級別中，隨機抽取了 70%的學生，填

寫此份問卷，以獲取不同年齡層學生的需要。    

    

ii. 於表一之數據表示，於「親子關係親子關係親子關係親子關係」、「責任感責任感責任感責任感」、「、「、「、「和諧人際關係和諧人際關係和諧人際關係和諧人際關係」、「」、「」、「」、「良好行為良好行為良好行為良好行為」」」」的範疇

中，得到的分數均比香港常模平均數高，可見學校能建立關愛及融洽的校園文化，讓學生在個

人品德及社交方面均有良好的表現，亦藉家校合作帶動正面的親子關係。 

 

A 隨機抽樣的四至六年級學生 

(共 99 人) 

新增評估範疇 � 親子關係 

� 責任感 

� 和諧人際關係 

� 良好行為 

B 本校所有五年級學生 

(共 44 人) 

追蹤題目 �   整體滿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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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於「「「「責任感責任感責任感責任感」」」」的範疇中，整體的數據高於全港常模，可見學生能安守本分，在日常生活中克己

盡責，在責任感方面有頗高的自我評價。超過 95%同學同意「我愛護學校財物」、「我會盡本

分保護環境」，可見同學願意遵守良好學生或公民應盡的責任，亦反映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良

好。本年度主題為「珍惜感恩」，本校能透過「成長課」、「德育活動」、以珍惜為題的講座

等，有效地灌輸學生正確的公民價值觀，讓他們明白珍惜資源、保護環境的重要性，培養學生

負責任的態度及人生觀。 

 

iv. 於「「「「和諧人際關係和諧人際關係和諧人際關係和諧人際關係」」」」的範疇中，本校學生表現大致理想，超過 90%學生同意「我覺得對每一個

人都一樣友善是重要的」、「我覺得不傷害同學是重要的」、「我覺得不取笑同學是重要

的」，反映學生在社交關係上的態度都十分正面，他們會嘗試從別人的角度出發，關心同學的

感受，可見透過「成長課」及「關愛點唱」能培養學生對他人的憐憫之心，發揮朋輩互助的精

神，同時亦表示學生懂得珍惜與身邊同學的關係，建立關愛共融的文化。其中「我覺得勸阻同

學吵架是重要的」相對只有 83%同學表示贊同，反映學生對於事不關己的事情不太感到重視，

或他們對於處理同學吵架缺乏技巧，故學生將繼續透過活動加強同學的社交技巧，如在成長課

或班級經營中可加入有關待人接物的元素，協助學生建立合適的技巧，有助共同建立和諧的校

園文化。 

 

v. 於「「「「良好行為良好行為良好行為良好行為」」」」的範疇上，絕大部分問卷題目之統計高於全港常模，超過 90%同學表示同意

「我覺得幫助家人是重要的」、「我覺得幫助同學是重要的」、「我覺得幫助學校是重要

的」，可見學生重視人際關係中互相幫助的概念，認為幫助同學、家人或老師是他們的份內

事，故在他人有需要時，他們亦會樂於提供協助。本校能透過「闖關奇兵」、「欣賞你」、

「德育活動」等，讓學生懂得常存感恩之心，多欣賞及感謝曾幫助自己的人，並轉化為行動，

幫助為他們付出的人，有效地建立校園互愛互助的文化。唯「我覺得幫助鄰居是重要的」的平

均分低於常模，這反映雖學生能於校內及家中樂於幫助別人，但未能將助人態度完全應用於社

區之中。故建議學校可加強在服務學習方面的體驗，藉社區服務學習、親子義工探訪等，讓他

們深入社區探索，加強學生了解弱勢社群的需要，對有需要的人施以援手及送上關懷，更可將

服務經歷帶回學校與其他同學分享，這能將關愛精神發揮到社區，再推回學校作宣揚，更真正

讓學生明白關愛的重要性。 

 

vi. 於「「「「親子關係親子關係親子關係親子關係」」」」範疇上，學生平均分數與香港常模相若，反映學生與父母關係尚算滿意。超過

95%學生在「我喜歡我的父母」、「我的父母喜歡我」均有正面的評價，相對地學生於「我的

父母明白我」及「我和父母有很多時間相處」的平均分分別低於香港常模 0.07 及 0.02。本年

度透過不同活動教導學生要感謝父母的養育之心，數據反映學生感到父母對自己的價值是正面

及令人滿意的，惟現在本校大多家長為雙職父母，故很少時間跟家長溝通，溝通不足致使親子

間的互不體諒或了解。 

 

vii. 於表二可觀察到四至六年級於三個範疇的分數大多都高於香港常模，只有六年級同學在親子關

係的平均分較低於常模，可見六年級學生在親子關係方面評價較低，這與學生踏入青春期渴

求獨立自主的需要有關，他們由過往依附父母轉為依附朋輩，亦較重視朋友的看法及觀感，

渴望從群體中獲得肯定，故雖然親子關係分數較低，而他們於和諧人際關係方面卻得到較高

的評價，高達 3.57，這更能反映六年級學生需要上的轉變。另外，據學校觀察，六年級家長

出席校內活動的參與率亦較低，因他們大多亦為雙職父母，部分為低收入家庭，家庭支援薄

弱，較少時間與子女相處及溝通，親子時間少，這是影響六年級學生對親子關係的評價偏低

之因素。有見及此，學校亦會繼續透過成長課或親子活動強化家庭關係的重要性，鼓勵學生

多與家人溝通及相處外，亦需互相體諒及包容，加強家庭的和諧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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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B. B. 追蹤範疇追蹤範疇追蹤範疇追蹤範疇    ((((表三表三表三表三))))    

 2014- 2015 小五 副量表 全體 男 女 香港常模 平均數 標準差 本校學生 平均數 標準差  香港常模平均數 本校學生平均數 香港常模平均數 本校學生平均數 
整體 

滿足感 

2.92 0.68 2.81↓ 0.56 2.82 2.74↓ 3.05 2.94↓ 

 

與去年資料比較與去年資料比較與去年資料比較與去年資料比較：：：：    ((((表四表四表四表四))))    

 

年度/ 整體滿足感 香港常模數據 本校學生平均數 

13/14 年度 2.94  2.67 ↓ (P4) 

14/15 年度 2.92  2.81 ↓ (P5) 

   

i.  上表三及四顯示了本年度所有五年級學生在「整體滿足感」問卷結果，本校學生整體平均分較往

年進步 0.14 分，但低於香港常模數據 0.11 分，可見本年度之計劃及活動提升了學生對校園生活

的正向態度，但仍有改善的空間。 

 

ii. 約 90%同學贊同「我在學校裡感到快樂」、「我在學校得到樂趣」，反映同學對校園生活感覺十分

正面，學校藉多元化活動，如全方位學習、綜合學習活動、德育活動等，透過活動加強學生的學

習動機，建立學生的快樂經歷。雖然只有 60%同學對於「我每天都喜愛上學」有正面評價，但部分

題目的限制或未能反映學生對學校的觀感，如題目特定地指明「每天」或會影響學生對問題的詮

釋及回應，這亦會影響相關的數據及結果較負面。然而，數據能顯示學生在校感到快樂及滿足，

唯可能本年下學期評分試及來年升中造成的學業壓力，這或會影響他們產生負面的感覺。因此學

校來年可加強他們在升中方面的支援，如舉辦升中工作坊及講座。老師亦可多欣賞及發掘他們的

長處及進步的地方，加強學生的自我肯定及自信，有助促進他們在校的滿足感。 

 

 (五)總結 

 

是次問卷進行了整體問卷及追蹤調查，能有效地反映不同年齡層學生在情意及社交範疇的表現，從

而制定來年全方位輔導的大方向。來年可按需要繼續追蹤學生的表現，並檢討學生相應的表現。 

 

總括來說，學生在「責任感」、「和諧人際關係」、「良好行為」、「親子關係」的整體觀感中，

顯示的數據都較常模為高，而小五學生於「整體滿足感」亦較去年進步，可見整體學生對校園生活

感到快樂，關愛氣氛良好，同學間相處亦十分和諧，學生亦懂得安守本分。學校推行的活動能讓學

生維持正面的價值觀，「闖關奇兵」、「老師讚一讚」、「關愛點唱」等能加強學校的賞識文化，

著重學生的強處及進步，有助加強學生對校園生活更滿足更有自信。 

 

(六)跟進措施 

i. 本校在「和諧人際關係」及「良好行為」的數據非常理想，比香港常模為高(高達 3.56 及 3.57)，

故學校可從學生的強處入手，繼續從不同方面加強學生的社交關係及幫助別人的良好行為。如配合

「闖關奇兵」品德範疇，鼓勵學生幫助身邊有需要的人，更廣泛地推廣關愛文化。 

 

ii.本校已建立不少平台促進親子溝通及關係，如﹕親子旅行及親子工作坊等，唯大多家長為雙職父

母，仍難以抽空出席活動，學校將持續舉辦親子活動，增加學生與家長相處的機會，建立親子間的

正面回憶，以改善彼此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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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為提升學生的滿足感，學校可繼續推行全校的「讚賞文化」，如全校性的「闖關奇兵」、「老師

讚一讚」，除了強化學生的正面行為，亦鼓勵學生多欣賞別人的優點，讓學生得到成功感。 

 

iv. 針對學生的弱點及需要，如處理社交關係、面對學習壓力等，與外間機構合作，舉辦相關的工作

坊或講座，加強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建立和諧共融的群體，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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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一一一一): ): ): ): 延續及優化課程發展延續及優化課程發展延續及優化課程發展延續及優化課程發展﹐﹐﹐﹐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    
    
目標(一)：整合上一週期的經驗，統整校本課程，持續發展各科的教學資源 
 

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    

1.1 中文科中文科中文科中文科 

1.1.1 選取 P.1-P.3 有需要同學進行小組第二層及個別第三層

支援調適 

� 各級 T2.T3(小組第二層及個別第三層)的同學在學科成績
及寫作技巧上均有改善，78%學生的語文成績較前進步。 

� 1T2(P1 第二層支援)大部份同學的測考成績都有進步，在
上下學期各有 2 位同學的成績提升至大班水平，可以停止
接受輔導。 

� 透過香港初小學生讀寫能力評估顯示: 83% 2T2(P2 第二層
支援)及 90%3T2(P3 第二層支援)的學生在語素意識、字形
結構、語法知識及閱讀理解範疇上有進步。 

� T2(第二層支援)小組改於課前進行，學生上課時精神飽
滿，效果理想。 

 

1.1.2 組成學習小組，校本優化 P.4「喜閱寫意」課程 

� 透過同儕備課及觀課，四年級科任均認為此課程能優化課
堂，讓同學有效地學習人物描寫及遊記的寫作方法檢視學
生課業，80%小四學生在寫作上能運用老師教授的寫作技
巧。 

 

� 1T2每週只上兩次課，學習
時間不足，若下學年可增
加課時，效果定必更理
想。 

 
� 1T2下學期上課地點較前理
想，但部份活動仍難以進
行，影響學習效能，盼下
學年可在正規課室進行學
習。 

 

 

    

    

    

    

� 建議下學年繼續推行大班
優化課堂，使教學設計更
臻完善。    

    

1.2. 英文科英文科英文科英文科 

1.2.1延續 P1 和 P4 的經驗，於 P2 和 P5 發展以不同文體(text 

type)為中心的閱讀與寫作範疇的縱向課程 

� 全學年已完成製作 4套文章體裁教學單元及教材;學生對
各單元掌握學習的內容自評結果如下:  

       P2: 

       82% Book Concept;  78% Poster & Signs;  
       80% Diary; 79% Cards;  
       P5: 
       75%  Blurbs;   78%  Letters;  
       100% Dictionary Skills;  100 % Procedures 

 

1.2.2 延續 P1 和 P4 的經驗，於 P2 和 P5 發展校本語音

(Phonics)課程，強化學生在語音知識方面的運用 

� 全學年已按計劃於 P.2 及 P.5滲入語音教學;學生對語音
運用的評估結果如下: 

     P.2:  
     86% phonics digraphs; 80% blend; 72% long vowels. 
     P.5: 

     76.5 % plurals ending with y, f, o; 100% dictionary skills 

 

� 建議有更多文章體裁類型
納入課程。 

 

 

 

 

 

 

 

 

 

 

� P.2建議重整教學範圍，讓
學生有足夠時間消化和練
習。 

� P.5建議將語音教學融入
GE 課程教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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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數學科數學科數學科數學科 

1.3.1檢視及調適 P.1-P.4 自學課業 

� 各級 P.1-4 第二冊自學課業題目均己調適。 
� 89%的學生已完成自學簿(二)。 
� 科任老師讓學生利用長假期完成自學簿的內容，故本年度
完成自學簿的人數較往年提升。 

 

 

 

 

 

 

1.3.2 開展 P.5 自學課業 

73%的學生已完成自學簿(二) 

 

 

 

 

 

 

 

 

 

 

 

1.3.3 選取 P.1 有數學困難的同學以「輕鬆學數學」教材套進

行小組第二層(1T2)支援調適 

� 參與的學生大都投入課堂活動，有助提昇學生對學習數學
的興趣。 

 

 

 

 

 

� 各級 P.1-4 第二冊自學課

業題目均己調適。 

� 89%的學生已完成自學簿

(二)。 

� 科任老師讓學生利用長假

期完成自學簿的內容，故

本年度完成自學簿的人數

較往年提升。 

 

� 部份能力較弱的學生對自
學簿(一)(二)(三)冊內容
及題數感抗拒，建議來年
減少自學簿的題目數量，
以加強能力較弱學生的動
力。 

� 由於學生在闖關奇兵奬勵
計劃其他範疇已取得足夠
印章，故利用闖關奇兵提
升學生參與度的成效並不
明顯，建議來年以其他獎
勵計劃鼓勵學生積極參
與。 

 

� 由於「輕鬆學數學」教材
套的內容未能完全配合該
組學生的需要，建議來年
可配合「數之樂」的教材
施教。又由於該組學生對
數學的學習動機較弱，宜
多用遊戲或活動的方式提
升他們的學習興趣。 

1.4. 常識科常識科常識科常識科    

1.4.1在日常課業中加入多元化的課業 
� 各級科任均達到課業頻次的要求：常識簿、工作紙及鞏固

課業設計，每單元最少各一次課業設計形式多樣化，使學
生無論在知識、技能、態度各方面均有增長。 

 
 
 
 
 

1.4.2配合各級課程，完善 P1-P6 全方位學習參觀模式，優化
「帶著問題去參觀」，結合參觀前後大課，發展學生協
作、溝通、研習、解決問題和批判性思考的共通能力 

� 100%的老師均認同優化後全方位學習參觀模式有效發展學
生的各種共通力。 

    

� 與去年相比，老師在設計
課業內容方面已更多元
化，以配合學生的興趣及
需要。透過不同種類的課
業，滲入不同的能力發
展，使學生的協作、溝
通、研習、解決問題和批
判性思考等方面都有所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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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引入校外支援，發展配合學生需要的教學計劃及策略 

 

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    

2.1 校本繼續進行「姊妹學校」計劃，邀請姊妹學校師生到
訪，通過英文科教學活動，觀摩交流，擴闊學與教的視野 

� 34 位姊妹學校的師生訪校參與英文科舉辦的萬聖節活
動日，上午一起參與課堂活動，下午一起參與萬聖節服
飾比賽及攤位活動， 100%參與老師均認同是次活動能
加強兩地交流，擴闊學與教的視野。 

� 對於本校學生是一次良好的學習接待外地師生的經驗，
也能建立學生的興趣和信心。 

 
2.2 參加東區學校英文寫作學習圈，照顧 P4 能力稍遜同學
的學習差異 
� 2 位任教小四英文教師參加了小班教學-東區學校英文

寫作學習圈，每月兩次定期參與工作坊、共同備課、友
校觀課、課後檢討及主持分享會。參與教師一致認同計
劃有效促進學與教。95% 學生在寫作上有不同程度的進
步。 

 

� 繼續加強對外的學習交流與
觀摩 

 
 
 
 
 
 
 
 

� 計劃有助教師實踐小班教
學，寫作教學模式能建立學
生寫作的興趣和信心。建議
來年以校本形式推行有關寫
作教學模式，於課堂實踐。 

 
 

 

目標(三)：優化觀課模式，提升共同備課，觀課及評課的同儕分享文化 

 

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    

3.1 組成 P4 英文校內教師學習小組，開放課堂及分享課堂成

功教學策略，加強老師跨科交流的文化 

� 100%參與教師認同計劃有效促進學與教。透過同儕備課

及觀課，四年級科任均認為此課程能優化課堂，讓同學

有效地逐步建構寫作技巧。 

�  

3.2 中文 P2 和英文 P4以「課堂學習研究(Learning 

Studies)」模式進行同儕的備課、觀課及評課 

� 80%小四學生在寫作上能運用老師教授的寫作技巧。100%

觀課老師認同開放課堂和學習研究有效促進學與教。二

年級中文老師從在選取課題、初步擬定學習內容、找出

教學難點、確定教學內容、設計教案、課堂實踐及教學

後評估各步驟均能發揮互助合作的精神，「課堂學習研

究」能有效提升老師的教學專業能力及學生的學習成

果。 

 

 

 

� 開放課堂有助促進學與教的

成效，繼續推展至其他年級

及科目。 

 

 

 
� 下學年繼續推行大班優化課

堂，使計劃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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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四)：加強學習培訓，提升學習成績 

 

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    

4.1  P.1-2 及 P.4-5 於期考後推行鞏固雙週，將學習難

點作重點溫習 

� 透過試題分析，針對學生的學習難點作重點溫習後，

學生的表現有進步: 

中文科:83% 

英文科:89.8% 

數學科:85.5 % 

� 重考卷的內容能按學生成績較弱的題型來擬定，能針

對大部分學生表現較弱的項目，讓學生再一次重溫所

學，鞏固相關的知識。 

 

4.2  P.3 及 P.6 於下學期推行複習月，重點溫習內容 

� 各班已完成 2次課堂模擬試，學生的表現有進步: 

中文科：P.3:61.9% 

            P.6:50.2% 

英文科：P.3:69% 

        P.6:53% 

數學科：P.3:76% 

        P.6:74% 

 

 

 

� 由於試後為學習活動週，未

有足夠時間進行重點溫習，

鞏固雙週須延長至二月下學

期開始後方可完成。 

 

� 建議參與重考的班別全部同

學均進行評估，讓學生重溫

知識，進一步鞏固所學 

 

� 英文科建議 P.3 及 P.6將重

點溫習內容融入全學年的的

課程中。 

4.3  數學科於日常課堂通過運算活動，鞏固學生基本能

力 

� 數學科於連堂開始時加入速算題目，能提升學生的基

本運算能力。 

 

 

4.4 中、英、數、常訂定預習課業， 培養學生積極的學習

態度 

� 80%學生有完成預習課業的習慣，並對做課業感興趣。 

 

� 為了加強提升學生的運算能

力，建議來年科任可於每堂

教學前進行，視乎各班的能

力，每次做 2-5 題。 

 

� 由於部分內容不適合做預

習，建議老師可改用自學形

式鼓勵學生了解及認識與所

學內容相關的知識，以多元

化的模式激發學生的學習興

趣。 

4.5  以電腦室或圖書館為課餘學習基地，安裝學習軟件，
鼓勵同學從遊戲中學習 

� 86%學生最少 2次於午息時於電腦室及圖書館利用自學
軟件學習 

 
 

� 建議可由 2次加強至 3次，
或可以每科作獨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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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五)：發展電子學習，提升教與學成效 

 

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    

5.1以常識科為核心，組織校本 e-learning 學習小組，
鼓勵老師參與校內外培訓及分享，並透過同儕合
作，設計 e-learning 教學策略，逐漸建立老師對電
子教學的信心 

� 在經過一連串的教師相關培訓後，100%老師對電子
教學均加深認識，施教時更有信心。另外 100%老師
均認同以電子教材作為戶外考察較傳統教材有趣
味，且能提升學習效能。 
 

� 流動學習部分程式限制於網絡
的供應，若沒有網絡就無法進
行活動。故若能找到可作離線
運動的程式，應較適合本校全
方位學習的需要。 

� 由於試點教材由出版社提供，
因此未能針對校本，甚至是班
本作調適，建議可聘請專業機
構編寫校本電子學習平台。 

 

目標(六)：加強圖書科及語文科的協作，善用廣泛閱讀及電子閱讀資源，提升學生自學能力 

 

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    

6.1利用中英文閱讀資源，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 93%學生閱讀至少 10 本中文圖書，76%學生閱讀至少

5 本英文圖書 

 

 

 

6.2 與中文科協作，在課堂中通過不同的活動及情景設

計，以篇帶本，強化學生閱讀的能力 

� 75%學生積極參與課堂活動，自學能力有所提升 

 

 

6.3 添置中、英文科電子閱讀圖書，增強閱讀的多元性 

� 圖書課進行了 2-3次電子圖書教學 

 

� 中文圖書方面表現理想，英文

圖書方面需多加推廣，亦可考

慮配合英文科多加鼓勵學生閱

讀英文圖書。 

 

 

� 部份學生傾向喜愛閱讀繪本，

建議下年度透過獎勵計劃，鼓

勵學生擴闊閱讀領域。 

 

 

� 下學年，學校將搜尋適切的英

文電子圖書供學生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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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二二二二): ): ): ): 通過品德教育通過品德教育通過品德教育通過品德教育，，，，建構學生全人品德發展建構學生全人品德發展建構學生全人品德發展建構學生全人品德發展    
    
目標(一)：通過跨科學習，優化品德教育課程 

 

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    

1.1以成長課為核心建構「珍惜」及「感恩」的正規與

非正規課程 

� 91.5%同學認同活動能培養「珍惜」及「感恩」的正

向價值觀 

 

1.2 中、英、數、常、視藝及電腦科設計相關的德育活

動作配合 

� 100%同學經過今年的跨學科活動，覺得「珍惜」、

「感恩」於人生是重要的 

� 98%同學表示會在日常生活中實踐「珍惜」、「感

恩」 

� 各科把德育元素融入課程中，能讓學生在學習上可

以更連貫、更全面，亦可增加學生在不同範疇上的

實踐機會。 

� 把德育觀念融入各科能起橫向連貫作用。 

 

 

� 各科活動多集中於下學期某段

時間進行，建議若有跨學科活

動，可由統籌主任分配各科於

不同月份舉行活動。 

 

 

目標(二)：優化全方位輔導計劃及支援計劃，提升同學「交齊功課」的良好習慣 

 

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    

2.1 配合「闖關奇兵」計畫，設立獎勵項目，強化交齊功

課的行為 

學生交齊功課的達標率： 

第一期(10月至 11)：90% 

第二期(2月至 3月)：88%  

第三期(4月至 5月)：81%    

 

� 為配合「闖關奇兵」計劃，

每名學生需各自訂立交齊功

課次數的目標。部份學生訂

立的目標較寬，上課日數較

少的月份達標率較高，結果

未能完全反映實況。 

    

2.2 善用撥款及非教學人員，持續進行課後功課支援 

� 77%參與課後功課輔導組的學生能達到自訂的交齊功課

目標 

� 個別欠交功課情況較差的學

生並沒有參加課後功課輔導

組，建議下年度繼續以鼓勵

形式勸導學生參加功課輔導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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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三)：延續關愛精神，深化服務學習 

 

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    

3.1 於校內持續推行及優化各項關愛校園計劃及活動 
� 公益少年團團員已於 15/11完成公益金親子賣旗籌款 
� 透過問卷統計，100%參與親子義工服務的家長，認同該

計劃能豐富同學服務學習之經驗。 

 
� 透過家長簡介會，讓家長清
楚售旗地點、時間及交還旗
袋位置等，以及家長親自簽
收旗袋，以免學生遺失，效
果非常理想，故來年繼續沿
用。 

3.2 豐富同學服務學習之經驗，將關愛精神延續至校外及社
區 

� 於 29/4/2015 與合一堂耆年中心合作，由家長和學生負
責擔任司儀、帶領遊戲及表演。是次活動中氣氛甚佳，
長者們讚賞學生的表現，學生及家長亦主動跟長者聊
天，表達他們的關懷，共度一個愉快下午。 

� 100%參與社區服務學習的學生，認同活動能豐富他們服
務學習的經驗及能延續關愛精神至校外及社區。 

 
 

� 本年度新嘗試與合一堂耆年
中心合作，中心長者反應投
入，下年度可考慮繼續到該
中心探訪。而低年級親子義
工表演魔術環節亦得到正面
評價，來年可繼續讓親子義
工擔任不同的工作崗位。 

 

 
 

目標(四)：建立全方位文化體驗課程，有系統地培養同學的德育發展及對中國文化的認識 
 

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    

4.1 有效運用「德育及國民教育」撥款，進行境內及境外主
題學習活動，設計校本學習課程 

� 36 位小四至小六的學生參加了 1月 29 及 30 日的「同根
同心」境外考察之旅—「廣州的西式建築及其歷史文
化」。透過教師觀察，學生積極投入活動，100%學生認
為是次活動能增加對祖國文化的認識。 

 
� 小五及小六於 4月 1 日到大潭童軍中心；小三及小四於

4月 15 日到鯉魚門度假村進行德育日營活動；小一及小
二分別於 4月 22 日及 29 日在校內進行德育培訓。學生
積極投入， 96%同學認同學習活動有助培養同學的德育
發展。 

 
 

� 來年仍續辦，兩天行程較適
合，對象集中小五、小六，
因境外遊須有一定的自理能
力。 

� 活動須配合學校主題及再加
強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建議
下年度可安排於上學期進
行，讓學生能從生活中多加
實踐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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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五)：通過家校合作，促進親子關係﹐協助同學學習 

 

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    

5.1 進行「愛心家長」獎勵計劃，鼓勵家長加入義工家長行

列 

� 本年度參與義工的家長非常踴躍，當中以小一及小二的

家長為多。願意成為中文精進班的家長義工亦非常多。

他們每天都準時出席協助老師。 

� 100%家長義工認同參與學校工作有助了解孩子在學校的

生活，平日的話題更多，有助促進親子關係。 

 

5.2 持續進行親子活動，強化親子關係 

� 本年度舉辦家長小組，小組中家長樂於分享管教子女的

方法。透過互動，各家長檢視自己的管教模式，從而增

進親子關係。100%家長認同活動有助促進親子關係。 

� 100%家長能運用課堂所學，教導學生學習的技巧 

 

5.3 持續「家長學堂」，讓家長所學能回饋同學，充當學習

小組的義工家長 

� 本年度參與「家長學堂」人數每學期 30 人。有些家長

去年已曾參與課堂，但本年度繼續參與，溫故知新。 

� 於課前參與協作中文精進班的家長義工踴躍，每學期有

9 人，有時候更因參加的人數太多而需要抽籤決定。 

� 100%參加的家長認同家長學堂及入班協作有助同學學

習。 

 

 

� 有些家長已來校當義工多

年，明年可考慮讓她們成為

家長義工團隊的隊長，讓他

們引領更多家長到校當義工

及幫助聯絡工作。 

 

� 過往家長工作坊以講座形式

為主，下年度可嘗試舉辦一

些體驗式的家長工作坊，讓

家長寓學習於活動。 

 

 

� 有部分家長已參與「家長學

堂」及擔當協作家長義工多

年。因此來年可邀請他們當

協作導師，讓家長分享心

聲，教導其他家長如何教導

孩子及促進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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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發展津貼的檢討學校發展津貼的檢討學校發展津貼的檢討學校發展津貼的檢討        

2020202011114444////11115555 年度學校發展津貼檢討報告年度學校發展津貼檢討報告年度學校發展津貼檢討報告年度學校發展津貼檢討報告 

推行策略推行策略推行策略推行策略    成效成效成效成效    

聘請校務文員 

� 協助整理學校物資及整理校務資料 

� 協助老師處理訂購物品、報價及租車等

工作 

� 協助宣傳及聯絡外界和學生家長 

� 協助關愛基金(午膳)及賽馬會全方位學

習基金 

 
聘請教學助理(1 位) 

� 輸入及處理學校管理系統數據及印製成

績表 

� 協助電子通告平台系統 

� 協助編製壁報各類評估表、紀錄表、調

查表及統計 

� 協助課後學科活動 

 

聘請教學助理(1 位) 

� 協助小一電腦科課堂活動 

� 協助整理圖書館圖書、教師參考圖書及

管理圖書館秩序協助處理 

� 處理校管會文件及會議紀錄 

� 協助課外活動 

� 協助課後學科活動 

 

聘請教學助理(1 位) 

� 協助「初小分層支援教學計劃」及 KIP

計劃  

� 協助電子資產管理系統 

� 協助體育科外出上課 

� 協助午息活動及聯課活動 

� 協助課後學科活動 

� 協助編輯學校文件及刊物 
    

聘請教學助理(1 位) 

� 協助老師處理各項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

的文件 

� 協助測考卷調適 

� 協助午息活動及聯課活動 

� 協助課後學科活動 

    

 

� 文員工作盡責稱職，能有條理地處理日常

校務工作，協助老師訂購物品、報價及租

車等工作，減省老師非教學工作 

� 全體 100%老師及校務處同事認為校務文員

工作態度積極主動，有效幫助老師分擔非

教學工作及協助校務處辦理指派的文書工

作。 

 
 

� 教學助理能有效幫助老師分擔非教學工作 

� 各項工作均順利開展，各教學助理亦相當

稱職，工作效率高 
� 能妥善協助輸入及處理學校管理系統數據

及印製成績表 
� 全體 100%老師認為教學助理工作效率高亦

相當稱職，妥善協助老師完成各項工作 
 

� 有效率支援各學科的活動 
� 協助處理校管會文件及會議紀錄，亦非常

穩當 
� 全體 100%老師認為教學助理工作效率高亦

相當稱職，妥善協助老師完成各項工作 

 

 

 

� 能妥善處理一般文書工作及協助課後活動

及輔導班 

� 全體 100%老師認為教學助理工作效率高亦

相當稱職，妥善協助老師完成各項工作 

    

    

    

� 能妥善處理非華語學生工作及協助課後活

動及輔導班    

註：只支付了這位教學助理 9-10 月份薪金，11

月份起薪金轉由「改善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

教」支付    

  本年度學校發展津貼合計：$ 585,908.00 (計算至 8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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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52014/152014/152014/15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各項財務報告各項財務報告各項財務報告各項財務報告    

3. 3. 3. 3. 學習支援新資助模式撥款財務報告學習支援新資助模式撥款財務報告學習支援新資助模式撥款財務報告學習支援新資助模式撥款財務報告    
1. 收入︰13/14新資助模式餘款$135 791.25 

2. 支出總表︰ 

1.1.1.1.改善改善改善改善非華語學生非華語學生非華語學生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教財務報告的中文學與教財務報告的中文學與教財務報告的中文學與教財務報告    
 

1. 收入︰全期撥款為$800 000 

2. 支出總表︰ 

項目 收入 支出 

 $800 000  

1. 聘請老師 1名(12 月至 7月 10 日)  $305 957.92 

2. 聘請教學助理 1名(11 月至 8月)  $118 295.02 

3. 購買增潤課程  $287 82.00 

4. 融合活動(文化參觀)  $4 300.00 

合計︰  $457 334.94 

結餘︰ *$342 664.83 
*$0.23 為調整額 

 

2.2.2.2.德育及國民教育撥款德育及國民教育撥款德育及國民教育撥款德育及國民教育撥款    
 

1. 收入︰全期撥款為$530 000。 

2. 2011-12 年度支出：$ 5 826.00； 結餘：$524 174 

3. 2013-14 年度支出：$61 417.00； 結餘：$462 757 

4. 2014-15支出總表︰ 

項目 收入 支出 

承上結餘 $462 757  

1. 生活教育課程  $7,134.00 

2. 珍惜與感恩訓練日營(P5-P6)  $19,287.00 

3. 珍惜與感恩訓練日營(P3-P4)  $26,254.00 

4. 珍惜與感恩訓練日營(P1-P2)  $14,520.00 

合計︰  $67,195.00 

結餘︰ $395 562 .00 
 

項目 收入 支出 

13/14新資助模式餘款 $135 791.25  

新資助模式撥款(第一期) $609 700.00  

新資助模式撥款(第二期) $300 300.00  

聘請老師 3名  $950 383.00 

合計︰ $1 045 791.25 $950 383.00 

結餘︰ $ 95 4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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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4. 4. 言語治療撥款言語治療撥款言語治療撥款言語治療撥款撥款財務報告撥款財務報告撥款財務報告撥款財務報告        
 

1. 收入︰2014/15撥款$116 576。 

2. 收支總表︰ 

項目 收入 支出 

14/15「加強言語治療津貼」撥款 $116 576  

購買校本言語治療服務  $116 280 

購買言語治療教具  $1 585 

合計  $117 865 

結餘 ($1 289) 

    

5. 5. 5. 5. 校本校本校本校本課後學習課後學習課後學習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校本及支援計劃校本及支援計劃校本及支援計劃校本津貼津貼津貼津貼        
1. 收入︰2013/14餘款$1 500； 
         2014/15撥款第一期撥款$33 600； 
                     第二期撥款為$24 000(留作 15/16年之用)。 
2.  收支總表 

*活動名稱/類別 收入 實際開支 

2014/15 年度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校本
津貼) 第一期撥款 

$33 600  

2013/14 年度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校本
津貼)餘款 

$1 500  

中文精進班 

 

$2 035 
情緒、社交小組 

興趣班 $6 960 

參觀沙田粵劇博物館(配合 QEF 計劃) 

$26 000 戲劇演出小組培訓班(配合 QEF 計劃) 

粵劇友校大匯演(配合 QEF 計劃) 

合計︰ $35 100 $34 995 

結餘︰ $105 
 

6. 6. 6. 6. 校本支援計劃津貼校本支援計劃津貼校本支援計劃津貼校本支援計劃津貼    ((((新來港學童新來港學童新來港學童新來港學童))))        
1. 收入︰2014/15撥款$28,392 
 
2. 收支表 

項目 收入 支出 
2014/15 學年『校本支援計劃津貼 (新來港學童)』 $28,392  
下學期購買新來港學童適應班 
服務由香港遊樂場協會提供，內容包括： 
6 節功課輔導班(1位導師)及 2次戶外活動 

 $9,380 

合計 $28,392 $9,380 
                                            結餘 $19,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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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教會營運基金   家教會營運基金   家教會營運基金   家教會營運基金 優化校園基金優化校園基金優化校園基金優化校園基金承上結存款承上結存款承上結存款承上結存款 88,286.7288,286.7288,286.7288,286.72$ $ $ $     承上結存款承上結存款承上結存款承上結存款 116,012.10116,012.10116,012.10116,012.10$ $ $ $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家校合作撥款1314 14,989.00$   家教會親子旅行收入 16,820.00$   家教會親子旅行收入(續) 29,400.00$   320.00$      3,100.00$    1,280.00$    4,560.00$    3,700.00$    480.00$      130.00$      24,309.00$   6,363.00$    621.00$      21,968.10$   1,243.00$    160.00$      6.51$        家教會親子水晶滴膠工作坊(現金) 2,550.00$    59及60年畢業校友捐款 36,120.00$   銀行利息 3.32$        總收入 168,122.93168,122.93168,122.93168,122.93$$$$    總收入 $ 0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支出支出支出支出333.00$      課室冷氣機保養費(606家長室)(2014) 620.00$        2,280.00$    課室冷氣機10部 46,500.00$     109.20$      8,000.00$    4,000.00$    16,650.00$   8,505.00$    10,098.00$   288.00$      家教會興趣班退票(下學期) 333.00$      家教會旅行保險 832.50$      家教會旅行 47,346.00$   家教會興趣班退款(下學期書法班) 270.00$      2,790.00$    運動會保險 1,000.00$    家長講座(家長減壓工作坊) 1,000.00$    家教會親子興趣班訂金(水晶滴膠) 1,200.00$    家長講座(快樂管教) 1,800.00$    家教會親子興趣班費用(水晶滴膠) 1,270.00$    家教會興趣班費用(下學期小型網球) 14,652.00$   家教會興趣班費用(下學期跆拳) 8,190.00$    家教會興趣班費用(下學期書法及國畫) 7,560.00$    36張100元書劵 3,600.00$    退還家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 377.50$      總支出 142,484.20142,484.20142,484.20142,484.20$$$$    總支出 47,120.0047,120.0047,120.0047,120.00$  $  $  $      總結存 113,925.45113,925.45113,925.45113,925.45$$$$    總結存 68,892.1068,892.1068,892.1068,892.10$  $  $  $      

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2014-2015年度家長教會2014-2015年度家長教會2014-2015年度家長教會2014-2015年度家長教會2014年10月1日至 2015年8月31日財政報告  2014年10月1日至 2015年8月31日財政報告  2014年10月1日至 2015年8月31日財政報告  2014年10月1日至 2015年8月31日財政報告  

運動會奬杯及奬牌

銀行利息
1415上學期家教會興趣班退款家長講座「腦有所用」超強記憶法購買郵票用作郵寄親子旅行招標書60周年便簽貼家教會親子旅行訂金上學期家教會興趣班(小型網球)上學期家教會興趣班(跆拳)上學期家教會興趣班(書法及國畫)家教會興趣班退票(下學期)

家教會旅行(後補)
家教會親子旅行收入(續)家教會親子旅行收入(續)家教會親子旅行收入(續)家教會籌款家教會籌款(續)家教會籌款(續)家教會親子旅行收入(續)家教會興趣班(收取下學期費用支票及現金)家教會興趣班(補交退票款項現金)家教會步行籌款(現金及支票)家教會步行籌款(現金及支票)(續)家教會興趣班(續收下學期費用支票及現金)

 

7. 7. 7. 7. 家長教師會家長教師會家長教師會家長教師會    2014201420142014----2015201520152015 年度財務報告年度財務報告年度財務報告年度財務報告    
 
 
 
 
 
 
 
 
 
 
 
 
 
 
 
 
 
 
 
 
 
 
 
 
 
 
 
 
 
 
 
 
 
 
 
 
 
 
 
 
 
 
 
 
 
 
 
 
 
 
 
 
 



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學校報告 2014-2015   第 91頁 

 

收入＄ 支出  $

(I) 截至1.4.2015 由1.4.2015至
31.8.2015

874,890.00

211,000.00

(甲) 835/302 � 332,729.00 119,240.00

835/304 � 基線調整 (128,790.00) 0.00： 203,939.00 330,240.00： (126,301.00)

(乙) 834/205 � 104,325.00 50,909.00

成長的天空計劃第二年(小五)(2013-2016)費用($7,440)、第一年(小四第一期)(2014-2017)費用($42,252)及部份小六(第三年)費用(2012-2015)$1,217834/203 � 28,392.00 9,380.00 新來港兒童適應班及活動租車費835/140 � 314,694.00 237,442.00

支付學校寬頻費、電腦技術支援服務費(全學年)835/210 � 519,446.00 585,910.50

支付3名教學助理及一名文員工資(全學年)834/206 � 全方位學生輔導學習津貼 567,714.00 422,287.00

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2014-2015年度)第一、二期費用($185,740x2=371,480)及第三期部份費用$50,807835/214 �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116,576.00 117,865.00

支付第一至五期言語治療費用及言語治療教材835/401 � 現金資助額外文書助理 175,632.00 135,639.00 支付一名文員工資(全學年)： 1,826,779.00 1,559,432.50： 267,346.50： 1,015,935.50

(II) 課外活動帳戶課外活動帳戶課外活動帳戶課外活動帳戶
� 承上結餘 (截至1.9.2014) 171,184.80

� 課外活動經費 166,170.10 158,631.30

� 其他
• 拾遺 512.80 0.00

• 賽馬會活動基金 14,040.00 13,940.00小結 ： 180,722.90 172,571.30： 8,151.60： 179,336.40： 179,336.40

(III) 校本管理認可費用  校本管理認可費用  校本管理認可費用  校本管理認可費用  
� 承上結餘 (截至1.9.2014) 499,718.20

� 上、下學期經費 89,100.00 234,161.00

支付9-12/2014至1-7/2015課室冷氣費$74,957、購買三部冷氣$12,570、購買21部電腦$97,234及38部驅蚊器物49,400： (145,061.00)： 354,657.20： 354,657.20Date : 31.3.2015Date : 31.3.2015Date : 31.3.2015Date : 31.3.2015

其他津貼(包括德育及公民教育津貼、培訓及發展津貼、中、英文廣泛閱讀計劃津貼、輔導活動津貼、校本管理發展津貼及課程改革津貼) 全方位學生輔導計劃 : 訂閱雜誌及校刊費用，租車參加活動、購買教具及６０周年特刊

本年度盈餘

小結

本年度盈餘 + 承上結餘
小結

本年度盈餘

本年度盈餘
31.8.2015

學校發展津貼

本年度盈餘 + 承上結餘
2014/2015 校本管理認可費用帳戶總盈餘校本管理認可費用帳戶總盈餘校本管理認可費用帳戶總盈餘校本管理認可費用帳戶總盈餘

2014/2015 學年度課外活動帳戶總盈餘學年度課外活動帳戶總盈餘學年度課外活動帳戶總盈餘學年度課外活動帳戶總盈餘

Non-School-specific grants (1.9.2014-31.8.2015)基線參考提供 (Baseline Reference Provision)學校課程發展津貼、校本管理補充津貼、圖書館津貼及    

本年度盈餘
2014/2015學年度科目及課程整筆津貼帳戶總盈餘學年度科目及課程整筆津貼帳戶總盈餘學年度科目及課程整筆津貼帳戶總盈餘學年度科目及課程整筆津貼帳戶總盈餘

1. 購買開班及更新物品，包括：電腦、電幕、實物投影機、投影機及學生桌椅($74,100)。2. 購買網絡設備($136,900)

School-specific grants (1.9.2014-31.8.2015)有關學生支援的津貼(「成長的天空」計劃津貼)有關學生支援的津貼(新來港兒童津貼)資訊科技教育津貼

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財務報告(2014/2015)財務報告(2014/2015)財務報告(2014/2015)財務報告(2014/2015)Position as at 31.8.2015科目及課程整筆津貼帳戶科目及課程整筆津貼帳戶科目及課程整筆津貼帳戶科目及課程整筆津貼帳戶承上年度 甲、 乙結餘之總和
8. 20148. 20148. 20148. 2014----2015201520152015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學校財務報告學校財務報告學校財務報告學校財務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