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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校 
 

本校於 1958年創校，為全日制津貼小學。由 2015/16 學年起，配合學校及社區發展需

要，易名為「元朗寶覺小學」。 

學校願景 
‧信行佛陀的訓言，遵循佛教「慈悲博愛」的精神，培育學生正念的人生觀和良好品格。 

‧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環境，培育學生國際視野，達至全人發展及成長。 

‧發揮學生的潛能，在激勵和關愛的學校生活中，建立自信和獨立的性格。 

‧培育學生認識自身在社會中的角色，並能肩負承擔良好公民的責任。 

教育使命 
‧透過佛學課程和活動的氛圍，讓學生了解佛學的真諦，培育慈悲心和正念的人生觀。 

‧營造良好的語文學習環境，提升學生兩文三語及表達能力。 

‧透過全方位學習活動及境外學習，拓展學生生活領域，培育學生國際觸覺和視野。 

‧透過適異及資優教育，發揮學生潛能，培育學生自信和成就感。 

‧透過資訊科技教育及跨學科主題學習，發展學生自學能力。 

學校設施 
校舍樓高三層，有課室 14個，均備有空調、電腦、投影機、實物投影機及音響系統等

多媒體教學設施。另設多媒體電腦室、中央圖書館、多用途活動室、英語室、音樂

室、天文觀測室、流動立體星象館、輔導教學室、會議室、籃球場及禮堂等，全校亦

已鋪設無線網絡，為學生提供完善的學習環境。 

教師資歷 

師資優良，全體教師均已接受基本及資優教育培訓，其中 40%教師持碩士學位、100%教

師持學士學位、100%英文科及普通話科教師已達到語文能力評核試的要求，另 40%教師

已接受特殊教育培訓。全體教師均會不定期透過持續進修，參與不同教學範疇的工作坊、

講座等各類提升專業的課程，以促進學與教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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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注事項 

關注事項(一)自主學習求進步 

成就及反思 

課程整體規劃 

 本年度實踐「自主學習求進步」以培養學生自學能力及共通能力，教師繼續運

用不同的電子學習平台設立學習資源庫，並將課堂及教學活動設計及材料上載

於電子平台中，以提升教學效能。所有老師經常安排網上預習功課給學生完

成，而在下學期停課期間，各科老師每天均於 e-Class 內安排不同的電子學習

任務。學生已養成在家使用電子學習平台的習慣。學生已建立在家預習或學習

的習慣，加長第二學習課時，老師在課堂內能集中處理學生的學習難點，提升

教學效能。來年於學期初提早發放 e-Class 登入資料，並在新生入學日/家長會

中介紹。常識科於上學期初教授全校學生使用不同學習平台的登入及使用方

法。使同學更能掌握電子學習的方式。   

 各科老師要求四至六年級學生須摘錄筆記，建立學生的個人學習進度。100%

四至六年級學生已能建立摘錄筆記的學習習慣。各科已安排學生摘錄筆記於筆

記簿或課業內。學生除在課堂內摘錄筆記，亦有利用筆記簿進行預習。學生運

用所摘錄的筆記溫習，能更有效的歸納及總結所學，建立個人的學習進度。建

議下學年可要求一至三年級各科要求學生以簡單的方式摘錄筆記，如: 圈出關

鍵字或記錄課堂總結等。培養他們自學的習慣。 

 教師營造自主、積極學習的氣氛及期望學生能掌握小組學習的策略。本校在課

室已佈置有關「自主學習」的標語及有關「小組學習方式、用語及策略」的壁

佈和橫額輔助學生學習。學生認同環境佈置及自學資源有助增強其積極主動的

學習習慣。 

中文科 

 為發展學生自主學習的興趣及能力，鼓勵學生利用中文科網上學習平台，例

如：e-Class、Edpuzzle 及閱讀花園等進行自主學習及閲讀。75%或以上學生曾

使用中文科網上學習平台。低年級家長反映以伴讀的自學方法完成閱讀花園，

有助提升考試成績 。建議下學年多推廣網上學習評估，如:STAR 學習平台。讓

學生透過網上評估更能了解個人的學習進度。 

 安排教師作專業分享，加強教師對語文教學與自主學習之認識。中文科老師於

中文會議上均能作專業分享，包括例如:教學分享、學習書法等。建議來年繼續

科任老師作專業分享，並以鼓勵學生多用網上資源、網上字典方法作主題。 

 設預習及筆記簿以助學生訂定自學目標，運用合適的策略進行自學。90%或以上

三至六年級學生有抄寫筆記的習慣。各級均有以不同的重點作筆記摘錄，能有效

運用筆記處理教學重點。來年會繼續鼓勵學生運用筆記，摘錄課堂上的教學重點。 

 利用午息時段，學生於操場進行中文星期三活動以營造語境及語文學習氛圍，提

升學生自信及說話能力。本年度因下學期停課了四個月，所以只推行了一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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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上有朗誦、問答、話劇、成語分享、範文分享等。來年可嘗試全班朗誦唐詩，

讓更多同學能參與。 

English 

 Provide useful self-learning web materials such as web links and YouTube in 

Writing Booklet and eClass platform . Encourage students to become active users 

of English through e-Learning. At least one self-learning link with learning tasks is 

provided for each unit in Writing Booklet. Web links are included in the writing booklet 

this year. Students will be more exposed with these self-learning web links if teacher 

can demonstrate how to access the links in the lesson. 

 Deliver self-learning contents through ‘Google Classroom’. Hold school-based 

workshop for panel members on ‘Edpuzzle’. Our school adopts the E-class platform 

instead of the Google Classroom as the cross-border students have difficulties to access 

Google in China. The English panel gives a lot of support to help teachers familiar with 

how to construct on online lesson during suspension period. 

 Cultivate self-directed learning skill and self-management skill through reading 

and writing programmes. There were several reading schemes carrying on for 

different levels. One book will be given out or assigned to students to read during long 

holiday. They need to report to the class about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feeling about 

the book. Two classic tales and one non-fiction reader are introduced in P.4-6 classes. 

Worksheets are designed to teach different reading strategies. High ordered thinking 

skills in the form of mindmap or graphic organizer is incorporated in the writng part of 

the writing booklets. Guided readers for P4-6 students are relevant to the long holiday 

reading scheme. Take home readers for P1-3 are given out to students regularly with 

the help of the CA. 

數學科 

 更新學校內聯網的學習資源，鼓勵學生在課餘時間進行自學。根據問卷調查結

果，超過 90% 學生在課餘時間使用有關材料自學。來年建議可多鼓勵學生運用

出版社的自學資源，並在班中設置每日十題龍虎榜。 

常識科 

 為培養學生科學探究精神，以及運用科學、科技、數學等知識的能力(STEM)，

課前教師指示學生預早準備科探材料，課堂上學生透過實驗反覆測試，培養科

探精神及自學能力。另安排每級學生在科技專題週內向其它級學生展示學習成

果。根據科任老師觀察，各級同事反映科探主題均配合課程內容及文學主題。

同學對主題感興趣，在最終測試前利用不同物料及設計改良成品，以達更佳效

果。在匯報時，同學能總結經驗，說出科探過程及對自己的作品提出可行的改

良方法。 

 配合校園電視台，教師以不同的學習平台設計預習課業，達至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的教育果效。教師繼續以新聞片段作教學活動，並請學生作時事分

析。科任利用出版社資源(包括動畫、簡報、翻轉教室預習活動)、ETV、YouTube

等設計預習課業。科任選取新聞時事，於 e-Class 內與同學分享及分析，效果理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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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 

 學生在課前預習，透過工具書或網上字典，查找所學字詞的發音。課堂上科任

老師教授學生不同的拼讀方法，例如兩拼法、三拼法。三至六年級學生皆有運

用普通話筆記查漢字音節。科任亦教授了拼音方法，各科任表示他們主要教授

兩拼法，因為學生大多已熟記聲韻母的發音，能掌握兩拼法的發音方法。此

外，各科任表示皆有教導學生運用網上字典及字典查找普通話音節。學生也有

加以運用，在課業中可見成效。科主任訂定學生查字典的課業格式，讓老師自

定內容。科主任審閲課業，學生大都能用心完成查字典的練習。各科任表示查

字典課業簡單易操作，可繼續沿用。 

 學生在筆記中預習及記錄學習難點。三至六年級學生皆有運用普通話筆記查漢

字音節及記錄學習難點。 

音樂科 

 推行 FLIPPED CLASSROOM，鼓勵學生透過 e-Class 預習內容。因應停課，學

生利用內聯網學習。復課後，學生仍透過網上資源預習，科任觀察學生表現理

想。 

閱讀風氣 

 透過「親子閱讀計劃」，鼓勵學生能每天在家中持續閱讀。80%交回表格的學生

能每星期最少閱讀兩次。學生有在家持續閱讀的習慣。但仍須鼓勵學生在家訂

立恆常固定的閱讀時間。 

 閲策略計劃：與中文科配合，按年級分階段教授學生閲讀策略。80%學生能運

用已學的閲讀策略完成閲讀報告。100%科任老師認為學生能運用已學的閲讀策

略完成閲讀報告及中文科的閱讀理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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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資優教育展潛能 

成就及反思 

課程及教務 

 本年度繼續舉辦不同的校內教師資優培訓課程，另外，本年度所有新入職老師均

已參加教育局舉辦的資優教育課程，提升教師對資優教育認識及掌握。 

 設立資優學習中心，配置校園電視台設備。另購置不同的科學探究及 STEM 器

材。包括: MBOT、MICROBIT、3D 打印機、手機顯微鏡及益智桌遊等。中心經

常舉辦有關 STEM 學習或編程教育的資優小組。 

 本校優化校本課程，各科教學內容加入資優教育的元素，中英數常四科的校本課

程設計包括資優教育的元素，如: 本年度資優十三式的運用由常識科推展至中、

英、數科，又加入高階思維訓練及概念圖等，達至本校資優教育普及化的目標。 

 小一思維訓練課程，有效提升學生的思考力及創造力。 

 進行跨學科學習週，常識科結合科技教育課程(STEM)，建構學科框架，讓學生

於主題/專題學習中能應用相關資訊科技技能。 

 

課外活動 

 本年度舉辦不同類型的資優課程，中文辯論、英語話劇、奧數及常識編程班，

學生於校外比賽屢獲殊榮，女子欖球隊亦於元朗區、新界西區及全港學界欖球

比賽獲得多個獎項。各類資優課程可提升學生於正規課程以外的學科知識，效

果理想。惟因社會事件和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停課，本年度絕大部分的校外比賽

均告取消。 

 

中文科 

 積極地推行資優教育，在課堂教學上，透過老師的提問技巧及資優十三式思考工

具，訓練學生的高階思維。  

 設立聽說讀寫人材庫，因應學生的強項指導及參與比賽。 

 為提升學生閱讀理解能力，建議新學年在課業中閱讀理解的問題按照祝新華的六

個認知層次而定立，問題由淺入深，題型包括複述、解釋、重整類題型到伸展、

評鑑及創意，更加入資優十三招元素，提升學生高階思維能力及照顧學生學習的

多樣性。 

 

English 

 Students participate in the life wide learning activities includes: Puppetry Team, 

English Drama,  English Ambassadors Team, Solo Speaking and Choral speaking 

team, Scholar Programme, Sunday Smile, and expecially they are given chances to 

speak or present in front of the class. 

 Enhance students’ confidence in Public Speaking within and beyond the classroom: 

Readers’ Theatre or Puppetry, regular weather report broadcasting throu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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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P1-2 choral speaking competition and English Friday game stalls activity,etc. 

 

數學科 

 繼續上年度高階思維教學設計，本年度各級的「數」及「數據處理」範疇在平日

練習及測/考中，均加入「思考性」或「開放式」題目。 

 因應疫情停課，本年度的全校合格率只計算學生上學期的測考成績。每級也達

標。 

 本年度參加教育局課程發展組數學科校本支援計劃，科任一致同意計劃對教學有

幫助。 

 

常識科 

 提升老師教授科學探究/STEM 及思維工具的能力，香港中文大學小班教學計劃支

援人員於跨學科週時到校與二年級科任就磁力課題進行共同備課，亦有提供預習

活動建議，科任反映同學進行預習後皆能掌握基本概念。支援人員亦到校進行觀

課，惟因疫情關係，檢討會雖然只能利用 ZOOM 進行，仍有助教師專業發展。 

 加強發展學生的高階思維能力，測考卷已加入高階思維題目，下學期測考各班均

取得合格或以上成績。 

 教師於課堂內以思維技巧設計教學活動，讓學生能對學習課題能作更深入的思考。 

 

普通話科 

 教師能運用多元化的教學模式，如唱兒歌、看圖説故事、教授拼音方法等，提升

學生學習普通話的效能，各科任表示學生能通過校本語音課程，鞏固語音知識。；

並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普通話比賽，增加學生運用普通話的機會，提升學生運用普

誦話的優越感。學生課堂表現良好，能夠於課堂上運用普通話溝通。 

 

音樂科 

 於課堂中加入創作活動，指導學生利用律動或樂器進行創作。 

 培養學生音樂創作能力，從課堂觀察中，學生表現積極及投入。 

 

視藝科 

 各級加入小組創作活動，培養學生協作及溝通能力。學生樂於與同學合作創作。學

生作品有創意，亦於課前加入資料搜集，讓學生有更多資料參考。初小作品較依賴

科任老師指導，而高小學生較能發揮小組協作。 

 

體育科 

 建立人才庫，推薦運動表現出色的同學加入田徑、欖球及足球校隊，成員均參考人

才庫作甄選或推薦，於校外學界比賽取得良好的成績。從人才庫中，推薦運動表現

出色的同學參加由屈臣氏集團主辦的「屈臣氏香港學生運動員獎」，肯定運動表現

出色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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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三) 憑堅毅、顯決心 

成就及反思 

訓育及輔導 

 為了培養學生堅毅不屈精神，本年度訓育組安排不同類型講座、班際球類比賽、

支援交功課計劃。根據問卷調查結果，超過 85%老師認同以上活動能提昇學生堅

毅精神。 

 訓育組據各班欠交功課紀錄表及操行分數據，上學期交齊功課人數，比上年度下

學期交齊功課人數增長了約 6%。全學期欠交日數 0-5 次的人數較上年度下學期

上升。科任老師較去年著力協助家庭支援較弱的同學達至交齊功課目標，包括利

用小息、午息時間及課後留校個別輔導同學完成功課。 

 輔導組舉辦六年級教育營，以鍛鍊學生的堅毅精神，提升面對升中的自信及正向

態度。94%學生認為活動能鍛鍊堅毅精神，提升面對升中的自信及正向態度。帶

隊教師對活動評分 3.7分(4分最高)。全體教師問卷中，100%教師同意活動能培

養學生堅毅不屈的精神。超越所訂立的成功準則，達到成效。教育營的內容加入

夜行及晚會分享等元素，能增加學生正向及互相支持的能力。從問卷結果顯示，

教育營效益顯著，除了培養堅毅精神外，亦能鞏固學習技巧，超過 94%學生認為

亦能鞏固學習技巧，以正面及積極態度面對升中。建議來年繼續。 

 輔導組舉辦四至六年級「成長的天空」計劃，以培養學生正念的人生觀及堅毅，

提升學生的抗逆力。本年度有 90%小四、99%小五及 97%小六學生參與所有「成長

的天空」活動。100%參加學生認為活動能鍛鍊堅毅精神。超過 90%的參加學生肯

接受別人意見，能控制自己情緒，能按既定目標辦事，及提高解決問題的能力。

100%教師認同「成長的天空」的成效。總括而言，計劃有成效，達到成功準則。

建議來年繼續。 

 安排教師在週會分享名人堅毅故事，培養學生堅毅不屈精神，鼓勵學生積極面對

各項挑戰。本年度有 95%學生認為故事能啟發及令自己效法堅毅。100%教師認同

週會果效。在復課後的堅毅週會主題「永不放棄」，教師運用抗疫成功的運動員

李振豪之堅強故事，鼓勵學生面對困難要勇於克服。欣賞教師善用當下情況正向

鼓勵學生。建議週會主題繼續配合學校三年發展計劃，並多運用名人故事/真人

真事講解，讓學生更能體會及感受。 

 

課外活動 

 舉辦超過五十項可持續發展的課外活動，於多元課外學習課時段及星期六上午

舉行，發展學生多元興趣。讓學生透過積極參與各項課外活動，從而培養堅毅的

態度。  

 本校學生常到不同的中學、小學、幼稚園及公開場合表演，展示學習成果，有效

提升學生的自信心。老師認同「寶覺至叻小舞台」令學生更有動力用心學習，務

求一展才能。這些活動能讓學生有動力和目標練習，培養學生堅毅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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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參加校外學術性比賽，均獲得良好的成績，如徵文比賽、小學數學挑戰賽、

普通話朗誦精英賽等。 

 學校積極鼓勵及培訓學生參與多元化的校際活動及公開比賽，成績令人滿意，例

如小學校際欖球比賽、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VEX IQ 蔡章閣足球比賽、標

準舞及拉丁舞比賽等。透過校內及校外之活動，學生在具趣味的學習的經歷中，

不但建立了在體藝項目上的自信，更培養了他們的積極學習的態度和提升了學

業上的表現，增強學生日常學習的動機，符合三年計劃的「憑堅毅顯決心」。 

 惟因社會時件和疫情關係，各主辦單位取消多項比賽和表演項目。 

 

事務組 

 透過向學生作獎學金宣傳、獎勵板對各項獎學金的展示以及學生各個評估階段

的成就展示，可喚起學生對獲取各項獎學金的期盼，繼而憑着堅毅之心努力學

習，提升學業成果。 

 

公民科 

 為培養學生堅毅的學習精神，公民科於每學期加入以堅毅為主題的內容。學生

認同這些主題有助他們認識面對逆境的處理技巧及應持的態度。根據公民課堂

成效數據，87%學生覺得課堂的成效是有意義。讓學生認識到一些可用以克服逆

境的技巧,讓學生認識面對逆境時應抱的態度。檢視整個學與教的過程中，教師

營造了開放的學習情境，課堂多以生活事件引入，讓學生自小建立健康生活，

養成良好的習慣。 

配合社會發展，進行校本活動，加入以堅毅為主題內容，讓學生培養有關的價

值觀。每年均有配合教育局「我的行動承諾」，課堂上加入相關的活動，培養學

生的正面價值觀和態度，達致全人發展，以堅毅的態度來實踐承諾，均超過 85%

學生認同成效。「思．movie」電影分享(六年級)，透過中國兒童教育電影《走

路上學》，帶領學生進行反思及討論，啟發學生思考個人的價值觀。超過 85%學

生認同成效。因停課及防疫關係，繪本講故事及廣播劇未能如期舉行。形式轉

化為網上成長課、停課期間 e-Class分享繪本講故事，以及教師分享。超過 85%

學生學習堅毅的學習精神。 

 

佛學科 

 為鼓勵學生把佛學思想(堅毅)融入生活中，本年度佛學科安排各級的生活實踐

活動冊以「堅毅」為主題，以鼓勵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實踐。根據問卷調查結果，

80%學生能在生活冊中實踐堅毅精神。科任表示學生能在生活冊中表現出堅毅的

精神，例如學生表示能堅持每天完成功課後温習。上下學期獎勵在生活冊中表現

優異的學生，能有效地鼓勵學生堅持實踐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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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 

 於每星期五的英語日，以英語活動、教師分享名人的成功故事，向同學灌輸 「堅

毅」的信念。老師透過活動中的提問，查核學生是否明白相關概念。 P.1-P.6 

Word Hunter scheme 能讓學生堅毅地和持續地增進英文字庫。 

 在英文展示板以奧運會為主題，分享不同的運動項目，以培養學生做運動的興趣

和學習運動員堅毅不屈精神。並根據運動員故事的內容，設計了一些有獎問答。

上學期獎勵在 English Passport 中表現優異的學生，能有效地鼓勵學生堅持實

踐善行。 

 

音樂科 

 為培養學生堅毅的學習精神，音樂科透過校內樂器培訓，教導參加樂器班的學生

要有堅毅精神，才能有所成就，並獎勵於樂器班表現堅毅不懈的學生。本年度上

學期有 25名、下學期受疫情停課影響未能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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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與教 

1. 培養學生閱讀風氣 

本校設晨早閱讀時段及圖書課，創設教師與師生共同閱讀的機會，學生已建立閱讀

的習慣和興趣。另配合中、英文電子閱讀平台、多元化閱讀計劃、專題書展、跨學

科圖書分享活動等鼓勵學生多閱讀，另設有小仙子閱讀獎勵計劃，鼓勵學生作大量

及有策略的閱讀。學校亦以資訊科技提升學生對閱讀的興趣。本學年購買Asus ZenBo

智能機械人，利用機械人於小息進行故事閱讀及延伸借閱活動，例如於小息及校慶

日利用機械人進行故事分享，學生反應熱烈。 

 

2. 資訊科技教學 

 全部課室均設有電腦，資優教育中心及105室設置互動電子大電視。亦有配置3D

打印機、LED投影機、更新課室音響/電腦/投影設備以發展電子學習。 

 本學年透過QEF計劃，在全校課室安裝平行移動教學組合，組合包括觸控顯示屏、

寫字板、家課欄及展示板。該設備能有效提高課堂內師生互動及生生互動，能令學

生的學習動機提高。觸控顯示屏取代傳統黑板，學生在課堂內「高參與、多展示」

能持續誘發他們的學習的興趣。 

 學校已推行WiFi900計劃在全校鋪設無線網絡，教師於各科的教學設計中滲入電子

學習、自主學習及資優教育的教育元素，以不同教育軟件和網上教育平台設計教育

活動，促進課堂的互動性，學生以平板電腦/手提電腦一人一機進行互動學習，提

升教學成效。 

 因疫情二停課期間，教師剪裁教學内容，投過學習平台e-Class每天上載教學視

頻供學生在家學習。 

 

3. 課程設計 

 學校配合香港整體教育發展趨勢，根據課程發展議會及教育局的課程指引和政策，

以終身學習及全人發展的原則，制定校本課程目標及政策。 

 學校課程政策配合學校資源，彈性地發展切合學生的校本課程，提升學生兩文三

語的能力，並關注發展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及資優教育的培養。 

 在推動德育及公民教育方面，本校設正規課程推行品德教育、國民教育和環境教

育，週會主題、公民課教學及課外活動互相緊扣，以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態度

和價值觀，並配合校本輔導活動，以培養學生良好品德及加強對祖國的認識及了

解。 

 推動科學探究研習、主題學習及跨學科主題學習，各級以科學探究主題形式統整

課程，連繫相關的學習經歷及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因應學生不同的能力及興趣，

配合課程設計全方位學習活動，如境內及境外考察、服務學習、參觀、訪問、問卷

調查等，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13 

4. 課程管理 

 配合學校提升學生學習表現的關注事項──「自主學習求進步」及「資優教育展潛

能」，舉辦相關的教師講座及工作坊，促進教師專業發展。教師於課堂教學中能實

踐「自主學習」及「資優教育」的理念，善用提問及回饋，提升課堂成效。本學年

配合自主學習，教師以網上學習平台為學生配置合適的預習材料及家課。協助他

們建立自學的習慣，延伸第二學習課時。為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教師構思適切的

實作教學活動，提高學生在課堂內的參與度，以達至「高展示、多參與」的小班教

學原則。讓學生經歷完整的學習過程。本學年課程著訓練學生摘錄筆記的技巧及

培養習慣。各科老師要求四至六年級學生須摘錄筆記，建立學生的個人學習進度。

學生除在課堂內摘錄筆記，亦有利用筆記簿進行預習。學生運用所摘錄的筆記溫

習，能更有效的歸納及總結所學，建立個人的學習進度。 

 參與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課程領導─學習社群」、「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

學」等計劃，為課程策劃的持續發展提供專業的意見及支援。學校亦透過教師專業

發展日、教研日或專題講座，引入最新教育發展趨勢資訊及教學法等，優化教師專

業團隊，以達致促進學與教之果效。 

 課程及教務主任與各科科主任合作，統籌各學習領域的課程決策，進行校本課程

設計、調適及優化以促進學習的評估模式。各科設亦設立級統籌，負責與科主任共

同優化校本課程，並協調各級的教學計劃質素及水平。 

 同級科任透過共同備課及同儕觀課以交流教學經驗及共享教學資源，提升學與教

的成效。全體教師均認為備課有助實際的施教效能，同儕進行教學反思亦有助提升

教學質素及教學上的創意和技巧。學校亦定時召開科務會議及教研日，以檢討課程

的實施，並按檢討結果擬訂未來的課程。下學年教師除繼續以提問、回饋及實作教

學活動設計外，備課重點會以如何運用Bloom’s Taxonomy的原則，設計具高教學

效能的提問，提升課堂的互動與訓練學生的高層次思考。 

 

5. 教學的策劃和組織 

 教師配合學習重點，訂定學習目標，透過合適的教學策略及不同的教學媒體引發學

生的學習動機和興趣，協助他們掌握所學。 

 鼓勵運用以小班教學及合作學習形式上課，透過小組討論、活動，以照顧不同的學

習差異，為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機會，協助他們發展個人潛能。科組間定期安

排學科活動或跨學科活動，教師於備課會議中，按學生之能力及生活經驗，設計適

切的教學內容及活動，以及學生預習的內容，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及建立良好的自

學習慣。 

 在學習差異的照顧上，本校推動「全校參與」的模式，採用多元化的教學策略，運

用課程調適和有效的評估方法，訂定及實行個別學生學習計劃，定期作出評估，以

跟進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情況，為每個學生創造更大的學習空間。 

 在學習差異的照顧上，一至六年級施行小班教學，部份班級設小組教學，師生比例

減少，教師按學生的能力需要設計合宜的教學活動及分層工作紙，提升學生的學習

動機及能力。疫情停課期間仍以分組教學。此外，本校提供不同形式的支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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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有課後功輔班、加強輔導班、新來港學童英語班、非華語學童中文課程及認讀小

組等。另於多元學習時段及週六舉辦多元智能活動，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發展學

生潛能，以達拔尖、扶平、補底之效。 

 除運用不同的教學法配合教學之外，更於學科教學中滲入高階思維能力、創造力、

溝通能力等資優教育元素；本年度中、英、數、常四科推廣資優十三式，讓學生掌

握不同的思考模式，藉以提升他們的高階思維。在傳意技巧上，教師鼓勵學生運用

適當的語言匯報學習內容及討論，例如在跨學科學習周，學生以口頭匯報形式展示

學習成果，以訓練他們的表達能力。此外，老師給予學生正面鼓勵及回饋，提升學

生的自信心及成就感，並配合不同層次之提問及回饋，鼓勵表達意見及啟發思考，

以達促進學習的評估果效。 

 

6.學習評估的策劃和推行 

 在評估政策和制度上，各科因應該科的課程內容及學生的能力，以制定適切的評估

內容。課堂上教師以促進學習的評估的理念，運用電子工具或設計小任務去評估學

生學習進展，以回饋學與教。除了利用測驗和考試作為總結性評估，評估學生的學

業表現外，亦利用進展性評估、平日課業、小測或實作任務等了解學生學習的情況，

藉以及早跟進學生的學習難點。 

 重視運用多元化的評估方式，合宜地評估學生的態度及學習表現；部分學習領域加

入學生互評及家長的評估，施行多方參與的評估方式。教師藉著不同的評估資料，

如測考評估及跟進表、課業評估等分析和辨別學生的強弱，協助他們了解自己的學

習進度，促進學與教的效能。 

 本校設WebSAMS系統，有系統地記錄學生的評估資料，方便學校查閱學生學業及學

業以外的資料。設學生學藉冊及學生活動報告，記錄學生學業及學業以外的資料。 

 在評估資料的用途上，本校利用評估資料作為學業的甄選參考。學校成立人才庫，

成績優異的學生會被挑選參與不同類別的資優小組。加強輔導班及各學習小組紀

錄能反映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學習進展。每學期派發成績報告表，讓家長得知其

子女的學習情況，教師以學生評估結果作檢討教學之用，並運用有關資料以提供輔

導予個別學習差異之學生。 

 測考後學校舉行數據分析會議。善用學生評估表現作數據分析，能有效檢視學生的

學習進程及教師的教學成效，以不同的方式跟進學生的難點及優化教學的效能，並

以詳細表現記錄，以協助學業成績稍遜的學生鞏固學科知識。 

 為提升學科成績，將不同類型的評估模式融入學生學習，於日常教學及評估中滲入

相關題型及元素，同時擬定不同程度之工作紙以照顧不同學習需要。 

 

7.其他學習經歷 

 全方位學習方面，為培養學生健康的生活態度，本校每週恆常課堂中設了一節「全

校運動課」。全校師生會分為：緩步跑、跳繩、用具操控及球類競技四組，每週以

循環方式輪流交替，分別於不同場地進行體育活動，學生得以跟校長、老師和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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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齊體驗做運動的樂趣之餘，亦能培養恆常做運動的習慣。此外，本校成立校園電

視台，藉以培養學生對媒體藝術的興趣。本校教師亦透過電視台設備拍攝教學片

段，藉以推動自主學習。 

 境外學習方面，本年度舉辦兩次境外交流活動。87名小四至小五學生於2019年11月

7至8日往廣州交流兩天，了解當地的歷史文化及經濟發展。32名小四至小六學生於

2020年1月往馬來西亞參加四天國際教室，與當地小學進行學術交流，又參觀當地

具文化特色的景點和於當地介紹有關內容。旅程中學生體驗到自我管理、安全意識

及包容接納，並擴闊視野。 

 安排學生參與不同形式的社會服務活動，例如參與親子賣旗、社區表演、探訪老人

中心、弱能人士學校等，藉此鼓勵學生服務社會，延續佛學中自利利他的精神，培

養守望相助的態度。 

 

8. 教師專業發展 

 因應個人(所屬職能組別、教授學科)及學校發展需要，鼓勵教師積極參加與任教科

目有關的培訓課程，以汲取最新的學科資訊，並與同儕分享經驗，藉以改進教學質

素，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全校教師專業持續進修時數共1194.75小時，平均教師進

修時數為41.2小時。 

 共同備課及觀課： 

中、英、數科需定期備課，各教師在備課會中交流及討論，以提升教學質素。另設

科本專業觀課，中、英、數科主任就科本發展重點進行同儕專業觀課及評課，並運

用促進學習的評估策略設計課堂，讓科任老師作觀課交流。此外，教師間定期進行

同儕觀課、開放課室等觀課活動，以分享、支持、合作及具建設性為觀課原則，透

過共同備課、同儕觀課及經驗分享會等，全體教師均認為備課有助實際的施教效能，

同儕進行教學反思亦有助提升教學質素及教學上的創意和技巧。另備課重點配合學

校三年發展計劃，主要包括自主學習及高階思維教學內容，本學年更加入實作教學

活動設計，藉以提升課堂的師生互動及趣味性。 

 教師專業發展︰ 

校方定期為教師舉辦不同教學範疇的講座及工作坊，以汲取最新的學科資訊，改

進課堂教學策略，提升學與教的成效。 

- 2019年 10 月 19日，舉辦主題為「促進學習的評估及團隊建立」教師專業

發展日。 

- 教育局支援三年級中文科(非華語課程)設計非華語生學習中文的單元教

學。與教育局學校發展主任定期進行共同備課及聯校備課會議。 

- 教育局支援四年級數學科設計校本課程。與教育局學校發展主任定期進行

共同備課及聯校備課會議。 

- 香港中文大學「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支援計劃」支援二年級常識

科老師設計校本課程。與教大支援人員定期進行共同備課及聯校備課會

議。 

- 上述計劃為本校參與教師提供專業培訓，並定期派出支援人員、學校發展



 16 

主任到校與本校教師共同備課、觀課及評課。 

 

9.營造校內良好的學習環境  

 為營造校園濃厚的學術氣氛，從而增強學生對學習的投入感，提升他們對學習的興

趣。中文、英文、數學、常識等科組在學年內均安排與學習內容有關的大型學科活

動，並在活動後作成果演示。各科組活動、安排已建立系統，而學科活動亦有助學

生更主動學習有關知識。同時亦增加了學生展示成果/優秀作品的機會，讓學生有

互相觀摩的學習機會。惟因疫情停課，佛學、圖書及普通話科活動暫停舉行。 

 語境營造方面，為讓學生隨時隨地接觸及運用英語，本校本學年共聘請外籍英語老

師二名，拓寬學生的國際視野。每週五設英語日，進行英語早會及午間集體遊戲。

推行 PO KOK CINEMA 活動，學生須與英文老師以英語溝通，並獲得ENGLISH TICKET 

換取電影戲票，觀看有趣英語電影。另外，透過英文戲劇教育，讓學生在戲劇活動

及表演中學習英語。至於普通話學習方面，除初小以普通話教授中文外，亦安排多

元化普通話學習活動，如:普通話大使計劃、普趣資訊台、午間廣播及廣普對譯活

動等，為學生提供更多活學普通話的平台，實踐所學。 

 全年進行專題壁報，內容包括課程、佛學、訓輔、獎勵、公民、視覺藝術，課外活

動及時事展板等，以學校本學年的關注事項(自主學習、資優教育及堅毅)為展示主

題，以培養學生的正確價值觀及學習態度。 

 為營造自主、積極學習的氣氛，全部課室內佈置有關「自主學習」的標語、橫額和

壁佈，善用課室佈置輔助學生學習。環境佈置有助增強學生積極主動的學習習慣。 

 

10. 獎勵計劃 

 設「全校學生成績龍虎榜」及各類獎學金，鼓勵學生發奮上進，另選派學生參

加校外各類比賽活動，讓學生汲取經驗、擴闊眼界，從而提升自我能力。 

 設「寶覺摘星之旅獎勵計劃」，讓學生培養持續學習的習慣，本學年更加入紀錄

學生參與語境活動及閱讀圖書等準則，以建立學生正面、積極的學習態度，從

而提升學習動機及學業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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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1.訓育和輔導 

 理念：本校訓育是以佛陀的教誨為依歸教導學生。為了將理念滲入本校，訓育組及輔

導組共同努力，建立師生互信，培養學生自規守禮、反思自省的態度。希望藉著自省

機制，讓學生反思過失，使學生明白「知錯能改，善莫大焉」之道理。同時亦作預防

性教育，培養學生堅毅不屈的精神及正確的價值觀，積極面對成長上各種挑戰。 

 舉辦小六教育營，讓小六學生積極面對升中，計劃未來出路，內容包括目標訂立、學

習方法，提升他們的學習技巧及堅毅精神。 

 開辦小四至小六「成長的天空」計劃，透過學生輔助小組訓練、日營、宿營、愛心之

旅及歷奇活動等，提升學生抗逆力，引導學生如何面對成長的挑戰。本年亦為成長的

天空小五及小六學生成立「成長先鋒團隊」，參與教育局的獎勵計劃，推動學生多做

服務，建立效能感。 

 安排老師在週會分享名人堅毅故事，鼓勵學生積極面對各項挑戰。95%學生認同故事

能啟發自己效法堅毅。 

 訓育組舉辦生日會等能營造班風的活動，培養學生歸屬感及團結精神。 

 學校社工策劃及推行不同形式的全方位學生輔導活動，如「陽光校園計劃」、「自閉症

支援小組」、「專注力小組」、「午膳社交小組」、「書籤獻關懷」、「小六升中面試技巧」

及「小五升中準備」等，提升學生的自我效能感，培養學生在個人及心理健康成長，

協助學生跨越成長挑戰。 

 透過不同的主題活動及講座，如警長講座、「聰明人講座」學生情緒講座、心創作劇

場公民教育劇「勇破大麻城」互動劇場等，加強學生德育培訓，促進學生成長。 

 為了讓校方及早了解學生的家庭背景，向家長作出適切的建議及支援，舉辦「攜手共

建成長路」家訪計劃，並配合家長教育講座、陽光電話等，促進家校合作與互信。 

 輔導組及學校社工按學生及家長需要，新增輔導活動，以更有效地支援學生及家長，

例如「班門設計」、「大哥姐．小老師」團隊、「學弟學妹計劃」等。家長活動亦增加，

如舉行「有效的學習」、「如何建立子女良好學習習慣」工作坊等。在停課期間，亦有

提供線上家長工作坊，如「如何處理親子衝突」、「與醫生談談健康知識」、「職業治療

師與你分享如何在家中寓活動於訓練」及「停課的日子就像駕駛 N42A 自閉症譜系家

長工作坊」。 

 停課期間，學校社工撰寫「陽光電話 班主任備忘」，每周發佈，以協助班主任更有條

理與家長溝通，內容包括跟進學生學習及作息情況、注意個人衛生、預備復課提示等。

學校社工亦製作「社區資源參考」一覽表，定期更新，內有停課期間的有用資源(如

支援熱線、靜觀指導音頻、抗疫同行故事書、健康教育資源、免費學習平台、區本創

意生活學習計劃、經濟支援、在家活動如親子繪本、感覺統合小訓練等)，方便班主

任向家長分享，以支援家長在停課期間的需要。 



 18 

 停課期間，學校社工在 e-Class公民科向高小及低小學生分享適合他們的情緒支援繪

本、靜觀練習短片、有聲故事書以及「網上成長課」，內容包括個人衞生防疫、時間

運用、資訊辨別、情緒主人等，配合學生在停課期間所遇到的情況。學校社工致電關

懷及跟進個別學生及家長(如 SEN個案、跨境、有突發狀況的家庭)。班主任發現有學

生家庭需要支援，會與學校社工溝通。復課後學校社工亦有繼續跟進在停課期間需要

支援的學生。 

 學校社工製作「預備復課系列」(分低小及高小)，上載衞生防護中心的教育片、衞生

處理常識、預告復課後的安排、亦有調整復課心情等短片，讓學生能順利銜接復課。

學生支援組共同製作「復課防疫特輯影片」共 5輯，運用實景真人拍攝，以助學生復

課。 

 本年度為學生舉行特別德育教育︰高年級「三思而行」、低年級「知善辦惡」。復課後

亦有舉行特別週訓︰高年級「反思自省」及低年級「復課跟進」。 

 學校社工提供「升中支援」，為小六學生及家長提供情緒支援。 

 輔導組「義工之星」計劃方面，在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中，有 29 位學生及家長

獲銅獎、2 位學生及家長獲銀獎、3 個家庭共 9 位成員獲家庭義工獎項。在香港青年

協會「有心計劃」中，本校學生總服務時數為 4636.5 小時，有 235 名學生獲「有心

學生嘉許狀」，60名學生獲「20小時嘉許計劃」紀念品。 

 

2.教學支援 

‧ 設小組教學、課後支援學習小組，幫助有學習困難學生提升學習能力，以鞏固學生

的學習基礎。各科進行課程調適，以協助學生在學習上的困難。本學年開設共四組

資優學習小組，包括中文辯論隊、英語大使、奧林匹克數學及科學探究，以提升學

生不同的潛能。 

‧ 以多元化分組形式上課，減少學生間的學習差異及師生比例，讓教師有更大的空間

照顧有需要的學生。另安排教學助理入班支援有特殊需要的學生。 

 

3.課外支援 

‧ 為新來港學童提供學習支援，鞏固英文科的學習基礎。又設課後研習班為學生提供

照顧和功課指導。 

‧ 為初小認讀較弱的學生於早讀時進行小組伴讀，以加強學生認讀、閱讀能力。 

 

4.學習支援 

(a)全校參與政策: 

‧ 本校致力建立共融關愛的文化，以「全校參與」模式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

生。透過教育局及辦學團體提供的資源作出適當的調配，為學生提供適切和合宜

的支援服務，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自理及溝通能力。 

‧ 本校重視學生品德的培養，並採取全校參與訓輔合一的支援服務。學校重視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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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長的工作，聘請全職社工為學生專責小組訓練課程及輔導活動，全校教師

抱共同理念，能互相合作，關愛學生。 

‧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方面，設「照顧學生個別學習差異」小組，透過全校

參與（校長、主任、教師、社工、朋輩、家長），建立兼容互助、關懷友愛的健康

校園文化。小組亦已訂立校本調適政策及識別程序，讓教師能按程序指引轉介有

特殊教育表徵之學生，以便儘早開展支援工作。校方會因應學生特殊教育需要，

並參考專業評估報告，適當地為學生開展調適工作。 

(b)資源運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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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支援津貼 

-校本言語治療行政經常津貼 

-校本言語治療設置津貼 

(c)教師專業發展: 

‧ 為配合學生的適切需要，本校安排教師參加相關培訓課程及工作坊(如：特殊教

育、言語治療、學生輔導、危機處理等)，藉以提升教師的專業及妥善照顧學生不

同需要的技巧。 

‧ 成長的天空合作機構舉行工作坊，為全校教師減壓及提升團隊精神。 

(d)支援措施及資源運用方式: 

i.支援學生特殊教育需要: 

‧ 設立照顧學生個別學習差異組，成員包括科任教師及社工，以協調有關各項支援政

策的推行。 

‧ 設「學生個別學習調適紀錄」，提供適切的課堂安排、課程裁剪、家課調適、默書

調適及評估安排，使他們有平等的機會在評估中表現所學的知識，讓學生在學習中

體驗成功感，建立自信。 

‧ 邀請教育心理學家、家長、教師、社工出席參與學生諮商會議，並按共同議決的建

議，為個別有需要學生開設「個別學習計劃(IEP)」，以便為個別學生提供更全面及

適切的支援。 

‧ 本學年開始推行校本言語治療服務，安排言語治療師駐校，向有言語障礙的學生提

供專業評估、診斷及治療服務，並舉行全校參與的提升及預防層面活動，包括家長

面談、學生講座及教師工作坊，以支援語障學童。為學生提供個別訓練、小組訓練

或入班支援，並邀請家長參與子女的言語訓練，以在家中作出適切的支援，提升言

語訓練之果效。並安排言語治療師與本校教師進行言語治療講座。下學期於疫情期

間，言語治療師與學生進行網上訓練，為學生於停課間提供持續適切的支援。 

‧ 持續檢討為個別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在學習評估上所作出的特殊安排，從而修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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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評估設計及給予學生適當的支援。 

‧ 增聘 1 名合約教師及兩名教學助理，與全校教師以全校參與模式照顧學生個別差

異(分組教學及入班支援)。 

‧ 本學年由學校社工開設情意社交訓練小組有午膳社交小組、自閉症支援小組、專

注力提升小組。 

ii.外購服務及校外專業支援: 

‧ 為有不同特殊教育需要及社交障礙的學生提供小組訓練，加強學生掌握控制情緒的

方法，並培養其社交技巧。 

‧ 上學期舉辦認讀小組，為小二認讀能力稍遜的學生進行訓練，改善書寫能力。 

‧ 上學期舉辦專注力小組，為小四專注力較弱的學生進行訓練，改善社交技巧。 

‧ 教育心理學家為有情緒行為問題的學生進行個別面談及觀課，針對個別學生的行為

提供改善建議。 

‧ 為懷疑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提供校外轉介及支援服務，以獲得適切的治療，及早

作出跟進。 

‧ 向有需要學生提供職業治癒訓練，提供專業評估、診斷及治療服務，下學期疫情期

間，改以網上形式進行訓練，為學童於停課期間提供適切支援。 

‧ 因疫情關係，原定下學期進行的四個訓練小組取消（小一社交小組、小一執行力訓練

小組，小一讀寫小組，小五專注力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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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表現 
 
學業表現 

2018/2020年度中一學生派位獲派志願 

 

 

 

 

志願 第 1-3志願 第 4-6志願 第 7-10志願 第 11-20志願 

人數 50人 3人 6人 6人 

百分比 77% 5% 9% 9% 

                          

 

 

 

 

 

第1-3志願

77%

第4-6志願

5%

第7-10志願

9%

第11-20 志願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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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三年校際活動中獲得的獎項 

 

2017-2018學生校際活動獲得的獎項 

 

1.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舉辦第 69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共 37名學生參加 

  -「季軍」獎狀 2人 

-「優良」獎狀 30人 

-「良好」獎狀 5人 

-英詩集誦優良獎狀 

2.第 32屆屯門區舞蹈比賽少年組銀獎 

3.第 40屆元朗區舞蹈比賽及元朗區校際舞蹈比賽金獎 

4.第十四屆麗豪盃暨全港標準舞及拉丁舞排名大賽 

  -喳喳舞優異獎及倫巴舞優異獎﹕2A陳依婷 

  -牛仔舞優異及鬥牛舞季軍﹕3A林穎晴、3C徐澤宇、5B區慧媛 

  -牛仔舞季軍及鬥牛舞季軍﹕3A陳宛苹 

5.第五屆「耀道盃」小學校際辯論比賽全場總冠軍 

  -最佳辯論員﹕6A鄧穎晞、張偉陽、5A趙澤堅、余盈瑩 

6.2017-2018元朗區小學「孝為本」徵文比賽 

  -高級組亞軍﹕6A張偉陽 

  -高小組嘉許狀﹕6A 石至蒓、6B余小冰、5A 陳恩晞 

7.第三屆「細味人生—自律守規、熱心服務」活動計劃 

  -硬筆書法比賽入圍獎﹕5B陳斯漫、6A陳凱晴 

8.第 70屆校際音樂節比賽 

  -牧童笛獨奏「良好」獎狀﹕4A吳樂晴、鄧紫馨、4B黃子鳳、陳卓然 

  -大提琴獨奏「良好」獎狀﹕3A黎鈁晴 

9.2017-2018全港佛教小學歌唱比賽優異獎 

10.聯校音樂大賽挑戰組銀獎 

11.第五屆香港亞太青年鋼琴比賽 

  -二級考試組一等獎﹕4A鄒苡楠 

  -四級考試組一等獎﹕4A林樂馨 

12.第八屆國際盃才藝大賽 

  -高小組小提琴獨奏銀獎﹕4A王藝菲 

13.全港佛教小學數學比賽優異獎 

14.第十屆伯特利盃小學數學多元挑戰賽團體三等獎 

-圖形大師個人亞軍﹕6A袁慧明 

15.2017小學數理遊蹤邀請賽團體優異獎 

16.第五屆小學拉格朗日數學邀請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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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賽金獎﹕6A袁慧明 

  -個人賽銀獎﹕6A潘紫翹、6A王濟源 

  -個人賽銅獎﹕6A鄧穎晞、6B尹建宗、黃嘉樂、馮兆基、黃登凱 

17.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香港區初賽二等獎、三等獎 

  -華南區晋級賽一等獎、三等獎 

  -全國總決賽二等獎、三等獎 

18.2017年度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特別組 100米殿軍：6A 張劭偉 

19.佛教榮茵小學接力邀請賽﹕男子組亞軍 

20.全港佛教小學 2017-2018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鉛球亞軍﹕6A蔡健婷 

  -男子甲組 60米亞軍﹕6A黃浩軒 

  -男子乙組壘球亞軍﹕5B黃泳森 

21.元朗區小學校際水運會 

  -女子 50米自由泳季軍、女子 50米背泳殿軍﹕5A陳善柔 

22.2017-18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6A 張劭偉 

23.第五屆蔡章閣足球挑戰盃殿軍 

24.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海、陸、空探索比賽 2017-2018」 

科學探索之旅比賽獲三等獎：5A鄭庭輝、6A李柏朗、袁慧明 

25.2017-2018年度香港學校戲劇節小學組比賽 

-英文語言組別傑出演員獎：5A趙澤堅、吳芷澄、張豪晋、6A饒偲泳 

-傑出劇本獎 

-傑出整體演出獎 

-傑出合作獎 

26.AAISS校園藝術大使計劃-藝術大使：5A曾靜萱、翁伊林 

27.全港佛教小學「布施」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優異獎﹕2A鍾欣怡、3A周婉晴、6A陳嘉敏 

28.第十三屆屯元區小學生普通話才藝比賽 

  -高小組講故事良好獎﹕4A林樂馨、林柏鋮 

  -初級組兒歌詠唱良好獎﹕3A林穎晴、李洛瑤 

  -公開組初小個人朗誦良好獎﹕1B劉錦杰、廖振延` 

29.元朗區欖球技術交流比賽 2018優異獎 

30.2017-2018元朗區小學室內非撞式欖球比賽 

  -男子組﹕男子 A隊碟賽季軍、男子 B隊盃賽殿軍 

  -女子組﹕女子 A隊盃賽亞軍、女子 B隊盃賽季軍 

31.新界西地域小學非撞式欖球比賽 2017-2018 

-女子初級組盃賽冠軍及女子高級賽碟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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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初級組盾賽冠軍及男子高級組碗賽冠軍 

32.青熊盃小學非撞式欖球邀請賽 2017﹕男子組亞軍 

33.2017-2018小學學界非撞式欖球錦標賽 

-女子乙組碟賽冠軍、女子甲組碟賽亞軍 

34.元朗區文藝之星嘉許計劃 2017/2018嘉許獎﹕5A翁伊林 

35.2016-2017元朗區內地新來港定居學生獎學金計劃 

  -傑出學生獎：3A蔣穎娟 

  -體藝傑出學生獎﹕4B 陳朗俊 

36.樂齡科技顯愛心比賽 

  -小學組嘉許獎 

37.元朗區傑出義工選舉 2017 

  -兒童及青少年組季軍﹕6A潘紫翹 

38.2017-2018全港佛教小學佛經故事演說比賽三等獎﹕5A余盈瑩、5A 翁伊林 

39.香港工程挑戰賽 2017 小學組季軍 

40.交通安全隊新界北周年檢閱禮 

  -總監嘉許笛繩﹕5A 陳學川 

41.第四屆細味人生硬筆書法比賽入圍獎 

42.可道中學時事常識問答比賽 2018亞軍 

43.參觀元朗區議會後感徵文比賽 

  -冠軍﹕5A陳恩晞 

  -季軍﹕5A吳芷澄 

  -殿軍﹕5A陳學川 

  -優異獎﹕5A黎嘉朗 

44.香島盃小學跳繩大賽 

  -1分鐘橫排速度跳優異第 8名﹕5A謝踔柔、黃穎婷 

45.元朗區傑出小學生獎﹕5A吳芷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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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學生校際活動獲得的獎項 

 

1.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舉辦第 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共 35名學生參加 

  -「季軍」獎狀 1人 

-「優良」獎狀 28人 

-「良好」獎狀 6人 

-英詩集誦優良獎狀 

2.第 55屆學校舞蹈節中國舞高小組甲級獎 

3.第 41屆元朗區舞蹈比賽及元朗區校際舞蹈比賽金獎 

4.第六屆「耀道盃」小學校際辯論比賽全場總亞軍 

  -最佳辯論員﹕6A趙澤堅 

5.2018-2019元朗區小學「孝為本」徵文比賽  

  -高小組嘉許狀 20人 

6.參觀區議會後感徵文比賽 

  -5A朱嘉桐冠軍、5A 林樂馨亞軍、5A吳樂晴季軍 

7.第 71屆校際音樂節比賽 

  -牧童笛獨奏「良好」獎狀﹕4人 

  -大提琴獨奏「良好」獎狀﹕1人 

-鋼琴獨奏「良好」獎狀﹕1人 

-鋼琴獨奏「優良」獎狀﹕2人 

  -小提琴獨奏「優良」獎狀﹕1人 

-小學合唱隊「優良」獎狀 

8.2018-2019全港佛教小學歌唱比賽優異獎 

9.全港佛教小學數學比賽優異獎 

10.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 

  -個人賽銀獎﹕1人 

  -個人賽銅獎﹕1人 

  -個人優異獎﹕5人 

 

11.友校小學數學競技邀請賽 

-計算競賽三等獎﹕2 人 

-數學遊蹤亞軍 

12.第十一屆伯特利盃小學數學多元挑戰賽團體三等獎 

13.2018小學數理遊蹤邀請賽團體優異獎及銅獎 

14.第六屆小學拉格朗日數學邀請賽 

  -個人賽金獎﹕1人 

  -個人賽銀獎﹕4人 

  -個人優異獎﹕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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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香港區初賽二等獎、三等獎 

  -華南區晋級賽一等獎、三等獎 

  -全國總決賽二等獎、三等獎 

16.2018年度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丙組跳遠第七名：4B黃浩洋 

17.八鄉中心小學接力邀請賽﹕男子組亞軍 

18.天水圍香島中學第 17屆運動會小學接力邀請賽﹕女子組季軍 

19.2018-2019元朗區小學校際水運會 

  -女子甲組 50米自由泳季軍、女子 50米背泳冠軍﹕6A陳善柔 

  -男子乙組 50米蛙泳及 100米蛙泳第四名 

20.2018-19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6A 黃穎婷 

21.第六屆蔡章閣足球挑戰盃冠軍 

22.小學校際足球邀請賽亞軍 

23.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海、陸、空探索比賽 2018-2019」 

科學探索之旅比賽獲三等獎 

24.創新至叻兵團機械人避障比賽優異獎 

25.2018-2019年度香港學校戲劇節小學組比賽 

-英文語言組別傑出演員獎：6A趙澤堅、張豪晋 

-傑出劇本獎 

-傑出導演獎 

-傑出整體演出獎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26.AAISS校園藝術大使計劃-藝術大使：6A曾靜萱、翁伊林 

27.全港佛教小學「精進勤學」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優異獎﹕5人 

28.2018-2019全港佛教小學佛經故事演說比賽三等獎﹕2人 

29.第十四屆屯元區小學生普通話才藝比賽 

  -高小組講故事良好獎﹕2人 

  -初級組兒歌詠唱良好獎﹕2人 

  -初小個人朗誦良好獎﹕2人 

-高小個人朗誦良好獎﹕2人 

30.元朗區體育節 2018 欖球邀請賽萬芳及實力盃女子組冠軍 

31.2018-2019元朗區小學室內非撞式欖球比賽 

  -男子組﹕盾賽亞軍 

  -女子組﹕杯賽冠軍 

32.新界西地域小學非撞式欖球比賽 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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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初級組碟賽冠軍及女子高級賽盃賽冠軍 

33.2018-2019匯豐小學校際非撞式欖球錦標賽 

-女子組 Grade A冠軍 

34.元朗區文藝之星嘉許計劃 2018/2019嘉許獎﹕6A孫穎欣 

35.2018-2019元朗區內地新來港定居學生獎學金計劃 

  -傑出學生獎：5A朱嘉桐 

  -最佳進步獎﹕5C楊騰峰 

36.元朗區傑出義工選舉 2018 

  -兒童及青少年組亞軍﹕6A黃穎婷  

  -兒童及青少年組亞優異獎﹕6A翁伊林 

37.香島盃小學跳繩大賽 

  -30秒單車步第 9名﹕6A黃穎婷 

38.2018-19非華語學生中文寫作及才藝比賽 

  -亞軍﹕6A梁嘉浩 

  -優異獎﹕5A碧希莎 

39.第六屆新家園深港普通話朗誦精英賽 

  -非華語中級組優異獎﹕4B林皓汶 

  -中級組優異獎﹕5A 林樂馨 

40.小學英文寫作比賽 

  -一等榮譽獎﹕1人 

  -三等榮譽獎﹕1人 

-優異獎﹕5人 

41.新界西區「兩文三語」菁英大比拼(高小組) 

  -朗誦比賽季軍及最佳中文作文銀獎﹕6A吳芷澄 

  -朗誦比賽優異獎﹕6A 趙澤堅 

42.第 30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2019三等獎 

43.Hong Kong Children and Youth English Speech Contest (Bronze) 

44. Hong Kong Inter-Primary Schools English Speech Competition-Poem 

Recitation Competition 

  - Merit: 6A Ng Tsz Ching 

  - 2nd runner-up: 6A Au Siu Hang 

45. 國際會小學跆拳道邀請賽 2019 

  -搏擊組季軍﹕2人 

46.全港新來港學童獎勵計劃 

  -傑出學業獎﹕2A陳可馨 

  -操行進步獎﹕5A陳家星 

47. 萬鈞教育機構五十周年慶典及毅智書院二十周年校慶「活的教育．深度學習」攝

影比賽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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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小組冠軍﹕6B區慧媛 

48.第十五屆麗豪盃暨全港標準舞及拉丁舞排名計分賽 2019 

-3A陳依婷:青少年拉丁舞單人、單項花步 CHA CHA 冠軍、基本步 Paso 亞軍, 

-3A陳依婷:基本步 Samba 優異、基本步 Jive 優異、基本步 Rumba 優異 

49.屯門“舞蹈家藝術家”大賽 

-4B林皓汶﹕喳喳喳舞組最傑出獎、倫巴舞組優等級獎 

50.屯門國際標準舞及拉丁舞公開賽 

-3A陳依婷:青少年單項 D3單人(8歲以下)、倫巴組第五名喳喳喳組亞軍 

-4B 林皓汶﹕青少年單項 D3單人(8至 12歳)、倫巴組第五名喳喳喳組第五名 

51.第十九屆區際校際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 

-小學 1-3年級單人喳喳喳季軍﹕3A鄭雅珊 

52.第十一屆區際校際 “舞蹈藝術家”大賽甲等級獎及最傑出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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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學生校際活動獲得的獎項 

1.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舉辦第 7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共 26名學生參加 

-「優良」獎狀 18人 

-「良好」獎狀 8人 

2.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海、陸、空探索比賽 2019-2020」 

科學探索之旅比賽獲三等獎 

3. 亞洲機械人聯盟廠商會蔡章閣中學 VEX IQ 蔡章閣盃﹕銅獎 

4. AAISS第十一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藝術大使：6A鄭雅菁、鄒苡楠 

5.2019-2020元朗區小學非撞式欖球比賽 

  -男子組﹕碟賽亞軍 

  -女子組﹕盾賽冠軍 

6.第七屆新家園深港普通話朗誦精英賽 

  -非華語高級組優異獎﹕6A碧希莎 

  -高級組銀獎﹕6A鄭雅菁 

7. 元朗區文藝之星嘉許計劃 2019/2020嘉許獎﹕6A黃冉 

8. 元朗區傑出學生嘉許計劃﹕優秀學生 6A吳樂晴 

9.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周年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優秀學生獎 6A林樂馨 

10.青少年單人分齡公開基本步組 

-4A陳依婷:PASO、SAMBA、CHA CHA CHA、RUMBA 優異獎，JIVE季軍 

-6C羅如伶: CHA CHA CHA 亞軍，Jive 冠軍 

11.第七屆暑期青少年標準舞及拉丁舞比賽 

-4A陳依婷﹕JIVE季軍，CHA CHA CHA、RUMBA 亞軍，PASO冠軍 

-6A黃冉﹕單人三項 C+R+J季軍，單人雙項 C+R 冠軍 

12.第 18屆姿彩盃標準舞及拉丁舞排名大賽 

- 6A黃冉﹕單人雙項拉丁舞、單人三項拉丁舞、單人五項拉丁舞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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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會計項目  2018/19(結余)   收入   支出  31.08.2020(結存) 

擴大的營辦津貼滾存 2,262,822.51   2,262,822.51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賬   358,115.00  (235,920.70) 122,194.30  

新來港學童支援   0.00  (2,520.00) (2,520.00) 

校本言語治療行政津貼   8,000.00  0.00  8,000.00  

校本管理額外津貼  50,000.00  0.00  50,000.00  

學校發展津貼賬   468,523.00  (385,740.00) 82,783.00  

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賬   55,224.00  0.00  55,224.00  

行政津貼賬   1,331,050.54  (1,248,171.56) 82,878.98  

基線賬   949,869.65  (1,285,945.72) (336,076.07) 

成長的天空計劃   126,756.00  (112,111.00) 14,645.00  

空調設備津貼   263,142.00  (189,122.00) 74,020.00  

小項 2,262,822.51  3,610,680.19  (3,459,530.98) 2,413,971.72  

     

非營辦津貼         

無線上網計劃-恆常津貼 16,498.48  48,530.00  (33,096.00) 31,932.48  

資訊科技支援人員津貼 295,980.00  317,338.00  (326,410.00) 286,908.00  

外籍教師津貼 0.00  157,371.01  (157,371.01) 0.00  

支援非華語學生津貼 517,374.54  950,000.00  (988,509.62) 478,864.92  

家校合作津貼 23,858.15  25,633.00  (16,765.59) 32,725.56  

學習支援津貼 24,315.11  789,000.00  (499,455.43) 313,859.68  

差餉地租津貼 (8,640.00) 138,261.30  (129,621.00) 0.30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津貼 15,775.70  126,000.00  (22,783.12) 118,992.58  

國民教育津貼 26,000.00  0.00  0.00  26,000.00  

關愛基金授助-午膳津貼 0.00  321,770.00  (140,049.00) 181,721.00  

全方位學習津貼 0.00  500,000.00  (207,482.70) 292,517.30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0.00  56,350.00  (22,219.00) 34,131.00  

The Conversion Work (37,008.00) 37,008.00  0.00  0.00  

推動中國歷史和文化一筆過撥款 100,000.00  0.00  (12,000.00) 88,000.00  

自然環保基金津貼 0.00  0.00  (2,680.00) (2,680.00) 

學校行政主任津貼 0.00  534,660.00  (371,002.52) 163,657.48  

戲劇節 5,537.30  3,250.00  0.00  8,787.30  

校本言語治療設置津貼 0.00  20,000.00  (5,106.00) 14,894.00  

PEEGS-資助計劃 34,654.00  144,000.00  (113,214.50) 65,439.50  

諮詢服務津貼 23,449.00  129,315.00  (105,000.00) 47,764.00  

推廣閱讀津貼 7,506.80  30,990.00  (38,496.80) 0.00  

防疫特別津貼（一筆過） 0.00  20,000.00  (20,000.00) 0.00  

姊妹學校計劃津貼 32,300.10  154,950.00  (18,400.00) 168,850.10  

書出知識-贈閲圖書 2020 0.00  33,500.00  (21,309.40) 12,190.60  

  0.00  0.00  0.00  0.00  

小項 1,077,601.18  4,537,926.31  (3,250,971.69) 2,364,55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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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項目  2018/19(結余)   收入   支出  31.08.2020(結存) 

薪金賬         

教師薪金津貼賬 0.00  18,807,136.43  (18,807,136.43) 0.00  

非教學人員薪金津貼賬 0.00  645,155.00  (645,155.00) 0.00  

代課教師津貼 0.00  0.00  0.00  0.00  

整合代課老師賬 434,884.41  905,340.00  (732,344.14) 607,880.27  

小項 434,884.41  20,357,631.43  (20,184,635.57) 607,880.27  

          

公積金及強積金-津貼 0.00  52,940.00  (53,489.58) (549.58) 

非教學人員 0.00  32,257.75  (32,257.75) 0.00  

小項 0.00  85,197.75  (85,747.33) (549.58) 

     

普通經費賬結存         

普通經費賬 609,404.26  408.64  (46,459.10) 563,353.80  

獎學金 42,240.00  30,000.00  (9,550.00) 62,690.00  

捐款 0.00  70,000.00  (11,002.30) 58,997.70  

學生美勞費 0.00  201,165.00  (201,165.00) 0.00  

安心就學計劃 0.00  562.00  (562.00) 0.00  

綠化校園 0.00  5,000.00  (5,000.00) 0.00  

學生代收/代支 0.00  453,750.50  (453,750.50) 0.00  

東苑津貼收入 17,721.88  923,000.00  (854,633.13) 86,088.75  

特定用途收費 107,264.75  99,450.00  0.00  206,714.75  

GoSmart.Net 計劃 0.00  1,500.00  (1,500.00) 0.00  

交通安全隊收入 0.00  1,365.00  0.00  1,365.00  

學生運動員資助計劃 0.00  13,200.00  (13,200.00) 0.00  

百佳綠色學校計劃  0.00  3,430.00  (3,430.00) 0.00  

小女童軍- 收入 0.00  500.00  0.00  500.00  
     

優質教育基金 0.00  95,750.00  0.00  95,750.00  

- 互動教室 95,750.00  383,000.00  (506,000.00) (27,250.00) 

     

小項 872,380.89  2,186,331.14  (2,106,252.03) 952,460.00  

承上 4,647,688.99  30,777,766.82  (29,087,137.60) 6,338,318.21  

註：待會計師審核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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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與跟進 

 
管理與組織方面： 
 完成本周期之三年發展計劃，各個關注事項的推行各具成效。 

 加強危機處理和緊急應變小組的角色和培訓，以應對突發事件和新的教學常態。 

 全校推行「自携裝備」計劃以應對新常態教學模式，協助家長購買流動裝置。 

 教師全面學位化和新增行政主任，檢視和調整工作安排。 

 加強新入職教師教學啓導。 

 
學與教方面： 
 自主學習方面，學生普遍建立預習及摘錄筆記的習慣。新學年可進一步透過培訓老師

正向、具體、適切的回饋態度及技巧，鼓勵學生反思，以「作爲學習的評估」的理念

回饋學習，追求卓越。 

 資優教育方面，以抽離小組方式重點培育學生發展潛能，無論在學業及學業以外均有

亮麗表現。新周期建議加强全班式的資優教育，有系統地培訓教師提問技巧，誘發學

生的創意和解難能力，以迎接現今社會瞬間變化的挑戰。 

 配合推行「自携裝備」計劃，推行多元化的閱讀計劃，及利用校園電視台製作教學短

片，讓學生在家中自學，建立學生自主學習習慣；在校則可利用流動裝置在課堂上摘

錄筆記及進行互動學習。 

 教師於課堂上繼續運用促進學習評估、思維技巧等教學策略，並利用評估所得數據及

分析結果調適教學，以促進學生的學習效能。 

 配合常識科編程課程，購買編程機械人等互動教材，誘發學生對編程和 STEM的興趣。 

 

校風及學生支援方面： 
 設立訓育組和輔導組，分別由一位主任及學校社工帶領，加強了訓育及輔導工作的效

能。 

 訓育及輔導工作著重學生的人格建立，訓育工作以預防導向為要，再進行介入協助，

輔導學生於不同的活動及義工服務體驗中積極成長。 

 配合學校發展計劃，從正規課堂和全方位學習中培養學生堅毅、正念的態度。 

 「堅毅」的態度在停課期間發揮效用，無論教師或學生均表現堅毅的學與教精神。 

 新周期建議培育學生成爲有自信，但不驕傲、有禮貌的學生。 

 繼續貫徹健康校園政策，繼續參加至營學校計劃，設全校師生運動課、策劃完備的康

體活動配套，培養健康體魄、樂於運動和群體生活的正面態度，提倡健康生活模式。 

 繼續貫徹關愛校園政策，推動朋輩互助和服務精神。 

 低年級學生以自我管理，建構學習習慣；高年級學生從自我管理提升至自主學習，為

學生打好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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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津貼及支援計劃的匯報  

 

1. 為學校取錄新來港兒童而提供的校本支援計劃津貼 

本年度未獲津貼，支出$2,520.00。 

施行情況 反思 

1. 2019-20年度，本校未獲批校本支援

計劃津貼  

2. 2019-20年度期間為新來港兒童開辦

英文鞏固班一班，導師費及教材費共

$2520.00。有關支出將由上年度津貼餘

款支付 

為新來港學童提供生動有趣的英文銜接

課程，讓學童掌握基礎英語，亦有助於

適應香港的英語課程。學生及家長均認

同其效能，建議下學年繼續舉辦。 

 

新來港學童英語班： 

P2組別(逢星期三，3:05-4:00p.m.，

上學期共 9節，下學期因疫情取消) 

 

 

 

2.學校發展津貼 

本年度獲津貼$468,523，支出$385,740.00 

施行情況 反思 

1.為教師創造空間： 

 聘請助理教師$239,580.00 

 聘請活動助理$146,160.00 

各教師均同意本津貼所推行的計劃能讓

他們騰出空間去計劃教學工作、協助課

程發展、學生輔導及訓輔等工作。 

 

 

3.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本年度獲津貼$358,115，支出：$235,920.70 

  項   目 支   出 

1.互聯網支出 $42,000.00 

2.設備/維修 $148,213.00 

3.軟件及平台 $40,688.70 

4.其他： $5,019.00  

合計 : $235,92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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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本年度獲津貼$126,000，支出：$22,783.12。 

施行情況 反思 

1.本校利用本津貼，配合辦學團體課外

活動津貼及區本課後學習及支援津

貼，為全校學生開辦不同類型的課後

活動。 

2.本年度支出： 

‧ 樂器班導師費：$15,800 

‧ 獅藝班導師費﹕$3,100 

‧ 拉丁舞導師費﹕$840 

‧ 數學班導師費﹕$400 

‧ HIP HOP舞班導師費: $120 

‧ 高爾夫球班導師費﹕$400 

‧ 跆拳道班比賽費﹕$600 

‧ 精英少龍隊服裝費﹕$1,523.12 

 

學校將各項津貼靈活調配，提供多元化

的課後活動，讓家庭經濟有困難的學生

亦能參與，又不會對他們造成標籤作

用。 

 

 

5. 整合代課教師薪金津貼 

本年度獲津貼$905,340.00，支出：$732,344.14 

項   目 支   出 

1. 聘請日薪代課教師 $132,048.65 

2. 聘請合約教師 $510,295.49 

3. 聘請興趣班導師 $90,000.00 

合計 : $732,344.14 

 

6. 學習支援津貼 

本年度獲津貼$789,000.00，支出：$499,455.43  

項   目 支   出 

1.聘請合約教師及教學助理 $435,994.43 

2.外購專業服務 $63,340.00 

3.購置學習支援資源及教材 $121.00 

合計 : $499,45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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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情況 

1. 聘請合約教師及教學助理支援小組教學。 
2. 智字智多星訓練： 

P.2(逢星期三，3:05-4:00p.m.，上學期共 10節) 

大部份參與學生的家長及科任老師反映學生在訓練後，認讀及寫字亦見有改善。 

3.「專心一點」專注力小組 

P.4(逢星期一，3:05-4:00p.m.，上學期共 6節) 

大部份參與學生的家長及科任老師反映學生在訓練後，學生在表達自我的感受、社

交及情緒控制亦見有改善。 

4. 職業治療訓練(全學年) 

(上學期逢星期三下午 2:30-4:30，下學期以網上形式進行訓練) 大部份參與學生的家
長反映學生在訓練後，書寫及手眼協調亦見有改善。 

5. 安排家長「親子伴讀」講座及「讀寫樂一番-家長工作坊」。 

 

7. 言語治療津貼 

本校獲發校本言語治療行政經常津貼$8,000 及校本言語治療設置津貼

$20,000.00，共支出$5,106。 

支   出 施行情況 

購置學習支援資源及教材共支出$5,106。 1. 本學年改以校本言語治療服務。與區內

另一小學共同聘請一位言語治療師。 

2. 本學年接受校本言語治療服務的學生共

有 58人。至學期終，仍需接受校本言語

治療服務的學生共有 51 人，6位學生因

畢業出組。 

3.輕度語障學生約接受 4.4 節個別或小組言

語治療、中度語障學生約接受 6.9 節個別

言語治療，而嚴重語障學生則約接受 14.5

節個別言語治療，治療時間每節約30分鐘。 

 

8. 支援非華語學童學習中文津貼 

 本年度獲津貼$950,000.00，支出：$988,509.62 

項   目 支   出 

三名教學人員薪金 $875,631.62 

購買教材及設備 $112,878.00 

總計 $957,60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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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姊妹學校計劃津貼 

   本年度獲津貼$154,950，支出：$18,400.00 

項  目 支  出 

1. 探訪杭州姊妹學校四天之旅 $18,400.00 

合計 $18,400.00 

 

 

10. 推廣閱讀津貼  

   本年度獲津貼$30,990，支出：$38,496.80(不足之數由上年度盈餘補貼) 

項  目 支  出 

2. 購買圖書館及廣泛閲讀圖書  $38,496.80 

合計 $38,496.80 

 

施行情況 反思 

1. 購買圖書館及廣泛閲讀圖書，支出  

$38,496.80。 

學校運用津貼添購不同種類的閱讀材料，

擴闊學生的閱讀層面。 

 

 

11.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計劃 

本年度獲津貼$56,350，支出$22,219 

施行情況 反思 

1.本校利用本津貼，為全校學生開辦不同類

型的課後活動。 

2.本年度獲津貼$56,350，支出：$22,219 

‧ 麵粉工藝班導師費：$2,450 

‧ 國術班導師費﹕$3,000 

‧ 雜耍班導師費﹕$4,000 

‧ 魔術班導師費﹕$1,750 

‧ 扭氣球班導師費: $2,250 

‧ 油畫班導師費﹕$1,610 

‧ 水墨畫班比賽費﹕$2,310 

‧ 修業旅行：$4,849 

 

學校將各項津貼靈活調配，提供多元化的課

後活動，讓家庭經濟有困難的學生亦能參

與，又不會對他們造成標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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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全方位學習津貼計劃 

本年度獲津貼$500,000，支出$207,482.70 

施行情況 反思 

1.本校利用本津貼，為全校學生開辦不同類

型的全方位活動及校隊訓練。 

 

‧ P1-6學生修業旅行：$16,590 

‧ 風紀日營﹕$3,158 

‧ 童軍日營﹕$1,240 

‧ P6教育營: $5,105 

‧ STEM周活動﹕$2,272 

‧ 輔導活動﹕$6,367.7 

‧ 馬來西亞學習團﹕$59,480 

‧ 全方位參觀活動﹕$6,490 

‧ 佛學活動﹕$2,280 

‧ 獅藝表演﹕$1,300 

‧ 欖球及舞蹈比賽﹕$2,000 

‧ 中國舞校隊﹕$9,350 

‧ 足球校隊﹕$8,000 

‧ 欖球校隊﹕$16,000 

‧ 中國鼓校隊﹕$2,400 

‧ 精英少龍隊﹕$3,200 

‧ 辯論校隊﹕$1,350 

‧ 音樂劇﹕$59,000 

‧ 活動車資：$1,900 

 

學校利用全方位學習津貼，提供多

元化的校隊訓練及全方位學習活

動，讓學生能發展所長，引起學生

的學習興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