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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精神 

相互尊重 

團結合力 

延展愛心 

行善助人 

感恩知德 

 

 

 

造福社群的 

奉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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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 

幼有所育，少有所學，壯有所為，老有所依， 

貧寡孤困殘病者皆有所望 

 

使命 

成為最傑出、最具承擔的慈善公益機構， 

發揮保良精神，以善心建善業， 

致力保赤安良，護老扶弱，助貧健診， 

培德育才，揚康樂眾，實踐環保， 

承傳文化，造福社群 

 

價值觀 

秉承傳統  與時並進 

以人為本  關愛感恩 

優良管治  務實創新 

廉潔奉公  安不忘危 

善用資源  注重本益 

專業團隊  愛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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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宗旨 

1. 本校秉承保良局「保赤安良」的宗旨，為莘莘學子提供優良的教育服務。 

2. 本校為保良局屬下的一間政府津貼小學，辦學方針和政策以社會利益為最大依

歸。  

3. 本校以『愛、敬、勤、誠』為校訓，為學生提供充實知識、訓練技能及鍛鍊體

格的機會，亦著重培養學生優良的品格，高雅的情操及正確的人生觀，以達致

『德、智、體、群、美』五育之均衡發展。  

4. 保良局屬校校董會是沒有政治、宗教背景的辦學團體，在不影響教學秩序及不

抵觸法律的大前提下，各種思想、見解、宗教都可在校內共同存在。  

5. 本校鼓勵學生參與社會服務，培養對國家民族的感情和責任，對事物採取客觀

開放的態度。 

 

 

學校目標 

學校方面 

1. 創設有利學生學習的環境，配合適切的課程，輔以自尊自重、挑戰自我、關愛

他人的校風來教育學生，照顧學生的身心成長，培養愛國的情操，使他們全人

得到均衡發展。 

2. 配合學校發展，提升教師專業素質，促進學生學習。 

3. 致力發展與學校、家庭及社會緊密合作的夥伴關係，建設開放且向公眾負責的

校園。 

 

 

學生方面 

1. 學生能肯定自我、自律自省、具備同理心及正確的價值觀、建立正確的道德觀

念。 

2. 學生能掌握運用語文的基本能力，有信心運用兩文三語與人溝通。 

3. 學生能掌握九種共通能力。 

4. 學生能積極持續學習，應付日後工作和生活的需要。 

5. 學生能注重健康的意識，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6. 學生懂得欣賞文化藝術，發展創作能力和審美能力。 

7. 學生能具備與人溝通的能力，以愛待人，成為一個好公民。 

8. 學生能認同國民身份，接納多元文化，並具有世界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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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方面 

1. 體認學校目標、行政及教學措施，為學生創造理想校園。 

2. 建立學習型團隊，持續推動本校教學專業化。 

3. 追求卓越，持續專業進修、專業研究。 

4. 凝聚力量團結一致，發揮友愛互勵的精神。 

 

 

學校簡介 
 

本校的前身為保良局陸慶濤小學下午校，自九九年度起獲教育署撥出新型獨立校舍轉

為全日制小學，並於九九年九月一日搬到現址將軍澳唐賢街二號，更易名為保良局黃永

樹小學。本校設備完善，設有籃球場二個、多用途操場一個，雨天操場一個、低年級音

樂室、音樂創意教室、學生活動中心、體育室、視藝室、英語活動室、禮堂連二個室內

羽毛球場、中央圖書館、電子學習室、電腦室二個、環境教育資源中心、多用途活動室、

校園電視台、加強輔導教學室二個、教室三十個等。 

 

為進一步提供多元化服務，發展學生的潛能，本校更興建了一個長 25 公尺，寬約

12.5公尺，擁有 5線泳道的恒温室內暖水泳池。 

 

現今為資訊的年代，訊息的掌握尤為重要，故本校積極營造理想的環境讓學生學習。

本校除設有二百多台桌面電腦、八十多台平板電腦可供上網，學校的每一角落更設

有無線網絡，讓學生隨時隨地都可上網學習，不再受制於課室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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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校 

1. 法團校董會組合 

本校為保良局屬下小學，於2012年九月成立法團校董會，架構如下： 

 

 辦學團體 

校董 

校長校董 家長校董 教師校董 校友校董 獨立校董 

人數 7 1 1 1 1 1 

 

 

2. 實際上課日數 

本年度原定上課日為190日，當中包括家長日及考試，惟因社會事件及2019冠狀病

毒疫情影響，令全港小學停課，因此本年度實際上課日為102日。每週46節，每節

3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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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八個學習領域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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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年度八個學習領域課時的百分比總統計 

八個學習領域 科目 第一學習階段 

(小一至小三) 

第二學習階段 

(小四至小六) 

1.中國語文教育  中文 

普通話 

25.34 ％ 25.34 ％ 

2.英文語文教育 英文 21.34 ％ 21.34 ％ 

3.數學教育 數學 18.65 ％ 17.32 ％ 

4.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5.科學教育   

6.科技教育 

常識 

電腦 

12.0 ％ 14.0 ％ 

7.藝術教育 音樂 

視覺藝術 

10.0 ％  10.0 ％ 

8.體育 體育 4.0 ％ 4.0 ％ 

9.其他 圖書 

德育 

活動 

8.67 ％ 8.0 ％ 

 總百分率 100 % 100 % 

 

 

學生資料  

1 .班 級 組 織  

2019~2020年度本校一至六年級均各有五班，合共開設三十班。另在六年級設立加

強輔導教學組，協助有學習困難的學生。 

 
 

2.學生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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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 生 人 數 及 學 位 空 缺 率  

2019-2020年度本校共有 738人，男生共有 378人，女生共有 360人。本年度學位

空缺率為 0%。 

 

4.學生上課出席率 

 

 

5.學生居住地區分佈情況 

在 738 名學生中，有 681 名(92%)居住於將軍澳區，57 名(8%)來自其他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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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資料  

1. 2019~2020年度教職員編制 

 

 

2. 教學人員學歷 

本校編制內及編制外合共五十五位教師(連校長)，當中共 55 人(100%)持有教育文

憑，有 54 位(98%)教職員持大學學士學位，6 位(11%)教職員持有大學碩士學位。

本年度所有英文科教師已通過英文科語文基準試共有 17 人，所有普通話科教師亦

已通過普通話科語文基準試共有 12 人。 
 

 

 
 

 

 

 

 

 

 

 

人 

 

數 

編制內教職員 編制外教職員  

 

 

 

全校教職

員總人數 

校長(HM1)         ：  1人   

副校長(SPSM)      ：  2人   

學位主任(PSM)     ：  6人 合約教師         ： 1人 學校行政主任    :  1 人 

英文科主任(PSM)   ：  1人 合約外籍英語助理教師： 1人 文員           ： 3 人 

課程發展主任(PSMCD)   ：  1人 資訊科技支援人員 ： 2人 會計文員        :  1 人 

助理教席(AM)      ：  1人 資訊科技助理     ： 1 人 助理會計文員    :  1 人 

外籍英文教師(APSM )   ：  1人 教學助理         ： 4人 辦公室主任     ： 1 人 

圖書主任(APSM)    ：  1人 駐校社工         ： 2人 全職校工主管   ： 1 人 

特殊教育統籌主任(PSM) :   1人 駐校教育心理學家 ： 2人 全職校工       ： 5 人 

專任教師(APSM)    ： 39人 言語治療師       ： 1人 兼職校工        :  2 人 

總計                      54人 14人 15 人 8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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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學經驗 

本年度本校 83%教師持有兩年或上教學經驗，當中具有十年或以上教學經驗者，更達

77%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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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及校長的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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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師離職率 

 

 
  

 

 

  

 
 

 

 
 

 

 

 

 

 

  



15 

 

 

學生表現 
 

學生成績 

由本年度起，教育局規定，升中派位的平均成績，校方不能向外公佈，根據成績分析

所見，2019~2020年度本校中學學位分配的成績，大致與過往成績相若，保持一貫的

水平。至於派位結果，亦相當理想。 

 
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六年級學生獲派學校成績 

本區中學    他區中學  

派學校 獲派學

生數目 

 獲派學校 獲派學

生數目 

迦密主恩中學 9  皇仁書院 1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8  拔萃女書院 1 

將軍澳官立中學 4  伊利沙伯中學 2 

景嶺書院 6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3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4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4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 2  真光女書院 1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4  聖言中學 1 

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 3  聖馬可中學 1 

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學 12  香港真光中學 1 

順德聯誼會鄭裕彤中學 4  英華女書院 1 

寶覺中學 5  華仁書院(九龍) 1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6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1 

匯知中學 4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1 

威靈頓教育機構張沛松紀念中學 1  嘉諾撒書院 3 

新界西貢坑口區鄭植之中學 1  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 1 

將軍澳香島中學 2  何文田官立中學 1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2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1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陳端喜紀念中學 1  葵涌循道中學 1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3  新亞中學 1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2  培僑中學 1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中學部) 3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 1 

   蘇浙公學 1 

   佛教大雄中學 2 

   觀塘功樂官立中學 1 

   林大輝中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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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重點發展項目一： 

 

1. 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成就 

1.1學校層面 

1.1.1. 建立學校系統及文化，營造自主學習氛圍，齊心推動自主學習。 

 

1.1.1.1. 在校內佈置配合推動及鼓勵自主學習的環境，表揚學生主動學習的正向

行為及展示學生的自學成果。如在課室內設置自學角，張貼有關自主學習

的海報、標語等。 

本年度各教室內設置自學角，放置各科圖書、數學科玩具、自學小冊子等。

教室壁佈報板上，定期展示學生在各科學習過程中的自學成果，營造自主

學習的氛圍。另一方面，在操場、梯間張貼不少海報、標語，鼓勵學生更

加投入自主學習。教師同意來年度繼續在校內營造自主學習的氛圍。 

 

1.1.1.2. 在校內舉辦自主學習問答遊戲，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培養他們的自學習

慣。 

持續在校內舉辦自主學習問答遊戲，已進行三次中央廣播宣傳活動，鼓勵

學生自定主題，自擬題目考問同學。為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校方派發自學

我至叻自擬題目表給全校學生，讓學生在農曆新年假期中，完成自擬題目。

可惜，農曆新年假期後，因 2019 冠狀病毒疫情嚴峻，全港小學停課，引

致有關活動未能如期進行，惟有保留學生們自擬題目，留待來年度開課後

再次舉辦有關活動。 

 

1.1.1.3. 在「黃永樹之星」中增設「自學之星」表揚學生主動學習的正向行為。 

各班設「自學之星」表揚主動學習的學生，有助提升他們正面價值觀，從

而鼓勵其他學生主動學習及提升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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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教師對自主學習有透徹的了解，好能有效地運用於課堂教學中。 

 

1.1.2.1. 邀請校外專家到校支援、參與大專院校、教育局的計劃及安排教師參與工

作坊或講座，讓教師認識「自主學習」的理念、學生自主學習的策略。 

本學年本校參加的支援或網絡計劃，讓教師認識「自主學習」的理念、學

生自主學習的策略。如中文科，本校參加了「教育局校本支援服務──內

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及語文教學支援服務」，此計劃提供機會讓

本校四年級中文科科任與與內地教學人員，每周進行共同備課及設計課

堂，讓老師得到專業的交流，以提升學生的構思、用詞、評講的能力、學

生自主學習的策略。英文科方面，本校參加了三年級─校本語文教學支援

計劃，三年級科任與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郭明珠女士(Pearl) 進行

多次共同備課會議，籌劃校本閱讀課程及提供寫作的策略(Pre-writing)，

並設計配合課程的自學計劃。至於一年級常識科則參加了「資優網絡計

劃」，惟因 2019冠狀病毒疫情關係，未有機會到合作學校進行觀課，故教

學設計將延至 2020-21 年度，由一年級科任在課堂內進行試教，然後再

評估成效。根據第三次科務會議調查結果，中文科四年級科任老師、英文

科三年級科任老師 100%同意是項措施已經達到目標，符合本計劃的預期

成功準則。來年度將繼續參加教育局校本支援服務，分別於二、三年級中

文科及四年級英文科進行。 

 

1.1.2.2. 透過同儕備課、觀課、評課，讓教師交流「自主學習」的理念、學生自

主學習的策略等。 

本學年校方在上課時間表上安排了各級中、英、數三科的同儕備課時間。

上學期各級中文科及數學科共進行了六次同儕備課，英文科進行了五次

同儕備課，而各科任亦在上學期進行了一次說課及兩次評課活動。常識科

則由科任老師自行安排共同備課時間、觀課及評課時間，進行了大約二、

三次同儕備課。教師通過同儕備課能交流「自主學習」的理念、學生自主

學習的策略等，工作進展順利。可惜，下學期 2019 冠狀病毒疫情影響，

全港小學停課，引致有關活動未能如期進行。來年將繼續進行。 

 

1.1.2.3. 設定善用「自主學習」的教學策略及提升學生學習動機為教師專業發展觀

課的重點。 

在 2019年度新學年開課前陳瑞良校長特意為本校老師提供以「一堂好

課」為題的講座，讓老師更深入了解在課堂上運用「自主學習」的教學

策略及提升學生學習動機的方法。本年度，本校更設定善用「自主學

習」的教學策略及提升學生學習動機為教師專業發展觀課的重點。然而

因 2019冠狀病毒疫情影響，全港小學停課，引致教師專業發展觀課未

能如期進行。來年將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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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 透過不同渠道讓教師進行經驗分享，鼓勵作多方交流(如課程會議、分科

會議) 。 

本學年，各科透過同儕備課、說課、觀課、評課、分級會議、科務會議，

作進修分享和學習。英文科更邀請外籍老師為科任舉辦以自主學習為主

題的教師工作坊。此外，中、英、數、常各科均安排同儕備課、觀課、

說課，以交流「自主學習」的教學策略，促進專業發展。 

 

1.1.2.5. 舉辦教師專業發展活動，提升教師對自主學習課堂的原理和策略的掌握。 

本年度，本校在 12月 20日邀請了腦效能及神經反饋科技中心陳惠良先

生主持「提升學與教的策略」教師工作坊，讓老師認識更多提升「學與

教及自主學習」的策略。 

 

1.1.2.6. 各科結合共同備課和同儕觀課，從教學設計原理和實際教學，乃至同儕

專業回饋中積累有效的自主學習課堂的原則。 

本學年共同備課已於 9 月開始，而同儕觀課亦相繼於 10 月開始進行。

中、英、數各科任老師已於上學期進行了最少一次說課及兩次觀課及評

課。在說課會中科任老師需為一課題進行兩教節的教學設計，並將相關

的課堂公開，從中獲同儕專業回饋。在此策略下，老師能累積有效的自

主學習課堂的原則，工作進展順利。然而下學期因 2019 冠狀病毒疫情

嚴峻，全港小學停課，引致有關活動未能如期進行，需留待下學年繼續

進行。 

 

1.1.3.  調適家課，增加學生自學的空間。 

中、英、數各科任會定期召開同儕備課會議，在會議中老師可交流學生的

學習進程，從而按學習需要調適家課。此外，本學年也調適了長假期家

課，盡量減少抄寫的課業，讓學生有更充裕的時間進行自學。 

 

1.1.4.  強化家長的角色及對家長的支援，以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習慣。 

 

1.1.4.1. 透過不同渠道及家長教育講座，讓家長了解學校推動自主學習的策略

及支援子女學習的方法，加強家校合作。 

家長教育講座的主題內容包括升小適應、自主學習及升中適應，家長滿

意講座的主題，認為內容實用，掌握了不少支援學生的心法及技巧。可

惜，部份家長教育講座受疫情影響，未能如期進行。需留待來年度再次

舉辦有關活動。停課期間本校亦製作了多套應用自學平台及自學軟件的

短片，上載於學校網頁供家長及學生參考，令家長能了解學校推動自主

學習的策略及認識支援子女學習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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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各學科層面 

1.2.1.  學生能自定學習目標，提升效能感，建立自主學習的態度和習慣。 

 

1.2.1.1. 在各級的德育成長課中，引導學生了解個人興趣、強項、弱項，並教導

學生訂立合適的自主學習目標。 

本年度安排學校社工與科任老師在德育課堂中進行協作，有助新任德育

老師了解課程內容，以配合學生的需要。課程內容以學生的成長需要為

藍本，著重學生的參與和親身體驗，鼓勵學生從日常生活中學習。除持

續更新德育成長課外，疫情停課期間，教師及社工為學生親身製作一系

列的德育科抗疫資訊自學教材和影片，透過不同的小手工、繪本等分享，

讓同學在家中製作小手工，從中得到樂趣和滿足感，學生透過製成品向

身邊的人和社區傳送愛心和關懷，一同關懷社區，建立公民意識。由於

本學年只完成上學期的德育成長課教學內容，未能全面了解增繕後的德

育課程內容推行情況。 

 

1.2.1.2. 各科透過專題研習、筆記、自主學習日誌等，讓學生能為自己定下學習

目標、檢視學習過程、再進行調節及修正，從而提升學習動機。 

根據在各科的第三次科務會議調查，中文科 95%，英文科 100%，數學科

100%的教師認為學生可運用多元化及具科本特色的方法為自己定下學

習目標，記錄學習內容，並檢視學習過程，再進行調節及修正，從而提

建立自主學習的態度和習慣，促進自主學習。 

本學年上學期，不同的科組按需要教導學生記錄學習情況，在老師的指

導下，學生初步掌握在學習新課題/單元前，為自己定下學習目標，並選

擇合適的學習策略完成有關目標，繼而檢視學習過程。但是，因為疫情

停課關係，中文科及常識科尚有部分策略未及教授，下學年將繼續進行。 

 

1.2.2. 提升學生的學習策略。 

 

1.2.2.1. 以學科為本，教導學生有效的學習策略，如閱讀策略、高階思維策略、

應 用 題 解 難 策 略 、 預 習 策 略 等 ， 以 助 學 生 建 構 知 識 。 

根據在各科的第三次科務會議調查，中文科 95%，英文科 100%，數學科

100%，常識科 100%的教師認為學生能運用多元化及具科本特色的教學策

略，如: 閱讀策略、高階思維策略、應用題解題策略、合作學習、預習

策 略 等 ， 提 升 學 生 建 構 知 識 能 力 及 自 學 的 能 力 。 

各科組老師均同意透過教導學生有效的學習策略可提升學生建構知識

能力，並於 2019-2020年度進行優化及深化，如中文科加強訓練綜合文

意、按不同文體特點分析篇章等策略。英文科將更多高階思維策略納入

課程。數學科以「解題五部曲」為主題，把應用題解難策略推展至三年

級。常識科教授四至五年級學生用心智圖輔助學習。惟因為停課關係，

不同科組尚有部分策略未及鞏固或教授，下學年將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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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 按學科需要，教導學生掌握摘錄筆記的技巧(如腦圖、列點、列表、時間

線、思維導圖等)，提升學生摘錄筆記的能力。 

根據在各科的第三次科務會議調查，中文科 95%，英文科 100%，數學科

100%的教師同意教導學生掌握摘錄筆記的技巧，能提升學生摘錄筆記的

能力。本學年上學期中、英、數、常各科任老師繼續教導學生掌握摘錄

筆記的技巧。下學期因停課多時，學生對摘錄筆記的技巧未及鞏固。來

年度仍要深化學生掌握摘錄筆記的技巧。 

 

1.2.2.3. 透過跨學科專題研習及主題閲讀，讓學生可把學科知識融會及遷移，令

學習更有意義。 

1.2.2.3.a 六年級以「生命是……」為題進行專題研習。 

1.2.2.3.b 五年級以「認識中國文化──繽 fun影子偶」為題進行專題研習。 

根據第三次科務會議調查結果，中文科 100%六年級科任老師，數學

科 100%五、六年級任老師，常識科 100%五年級科任老師都同意進行

跨學科專題學習及主題閲讀，讓學生可把學科知識融會及遷移，令學

習更有意義。 

在兩項的跨學科專題學習及主題閲讀活動中，中文科已完成分析課

文及評價一些人物的行為，並在班中分享動人小故事及撰寫了故事

大網。數學科學生已學習閱讀數據，製作相關的棒形圖及分析圖表及

利用不同的圖形拼砌成影子偶中的背景建築物及計算面積。可惜部

份學習活動未能如期開展，如中文科學生未能在立體紙雕上寫下對

生命意義的體會；英文科的書信及過程的寫作；常識科的「小學世界

公民」活動被迫取消，光與影的知識未能應用於影子偶表演中;視藝

及音樂科未能開展相關學習活動。未能完整地完成着實有點遺憾，來

年的專題研習仍會繼續進行，讓學生可以展示整套製成品。 

 

1.2.3. 學生能對學習進行自我反思、激發主動學習的意願。 

 

1.2.3.1. 各科透過不同的學習反思工具，引導學生檢視自己的學習過程，從而進

行調節、修正和控制。 

根據第三次科務會議調查結果，中文科 95%，英文科 100％，數學科 100%，

視藝科 100%，體育科 100%，電腦科 100%的教師同意各科在課堂及課業

設計上提供機會讓學生學習進行自我反思。來年度將繼續透過不同的學

習反思工具，引導學學生檢視自己的學習過程，從而進行調節、修正和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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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課堂層面 

 

1.3.1. 教師能將自主學習的理念，有效地運用於課堂教學中，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課堂互動及深化所學。 

 

1.3.1.1. 按學科需要，善用小班教學活動、自主學習六部曲/三部曲、解難策略、

反轉教室、多元化電子學習活動等，以增加學生互動學習的機會，提升

學生的學習動機。 

根據第三次科務會議調查結果，中科、英、數 100%科任老師同意能將自

主學習的理念，有效地運用於課堂教學中。因此，是項計劃已能達到目

標。 

各科組已按科務的需要及取向設計能增加學生互動學習的機會，提升學

生的學習動機。各科的教學活動，如中、英文科利用六部曲學習活動；

數學科利用解題五部曲；常識科利用高階思維策略。各科亦不時利用反

轉教室、多元化電子學習活動等來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對課文的理解，

學生變得更為主動。 

 

1.3.1.2. 在中、英、數、普通話科引導學生利用網上及電子學習平台進行評估

及延伸學習。 

根據第三次科務會議調查結果，中、英、數、普通話科 100%的教師均認

為已達目標，教師利用分享系統、課堂練習系統等軟件作即時評估、展

示及自互評，活動有助促進自主學習，建構知識。老師認為電子學習平

台，如課堂學習系統、STAR、Zoom、 Powerlesson等電子學習平台能幫

助學生鞏固所學，學生表現亦見積極投入，興趣甚濃，而老師也可以即

時知道學生的成績，給予回饋。來年度值得繼續使用網上及電子學習平

台進行教學。 
 

1.3.1.3. 優化課室內的自學角，增設電腦及展示學生自學成果區域，增加學生自

學的機會。 

根據第三次科務會議調查結果 100%科任教師同意在課室自學角展示學

生佳作能提升學生自學的機會，符合預期成功準則。本學年繼續多展示

學生自學課業，肯定學生的學習成果，從而提升學生自信，並提高生生

互動，增加學生自學的機會。校方亦已在各課室的自學角增設電腦，讓

學生增加自學機會，可惜停課而未能開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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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2019-20年度，本校已針對學校發展的方向，重整共同儕觀課及觀課範式，提

供更多機會予老師共同進行教學設計及教研的工作，令教師更聚焦地將自主學習的

理念，有效地運用於課堂教學中，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課堂互動及深化所學。 

本學年因2019冠狀病毒疫情影響，引致全港小學停課。在停課期間，本校讓學

生採用多元化的學習模式。不論，網上、網下的學習安排都以促進學生在家自主學

習為重點。本校先根據現況分析，包括學生家庭擁有的數碼裝備、教師日常運用電

子教學和技術水平、學生的自學態度和學習能力等因素，安排了不同階段的電子學

習模式。在整過停課不停學期間，教師們共製作了780套網上自學教材。至14-6-

2020止，累積的觀看次數為 147,478 次，總觀看時間為8686 (小時)。除了安排網

上自學短片外，我們亦為五年級學生安排了Zoom實時網上教學，中、英、數、常合

共進行了80次Zoom實時網上教學，課時共40小時。 

經過這段停課的日子，本校的老師們均努力學習，嘗試調節新的課堂模式，學

懂佈置電子功課、拍片，以至透用網上會議平台教學。日後本校的老師亦會積極考

慮如何把種種技術，不同的網上學習平台融入常規課程中，以改進教學方法、提升

學生的學習動機，培養他們獨立學習和表達的能力，建立自主學習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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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發展項目二： 

 

 

2.  持續實踐「啟發潛能教育」理念，培養學生良好品德。 

 

成就 

 

2.1  持續營造「啟發潛能教育」的氛圍，全方位發展學生潛能。 

 

2.1.1. 強化班本經營、一人一職計劃，提升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和責任感。(如：

自訂班規、班本目標等) 

本學年透過班中的不同角色，讓學生服務別人，亦學習尊重別人，積極表達

對同學的欣賞及感謝，讓校園增添關愛氣氛。在 19-20APASO 報告中: 在親

子關係、自我完善、學習計劃的調查結果，三項數據均比全港的數據高，顯

示校方的「啟發潛能教育」的理念可以鞏固及建立學生正面價值觀。 

 

2.1.2. 推行「出色小領袖」計劃，加強對領袖生及班長的培訓，以提升其形象及

自信心，透過獎勵計劃，讚揚學生盡責的表現。 

100%教師及85%學生同意與非常同意推行「出色小領袖」計劃能幫助學生建立

正面的價值觀和培養學生自信的態度。「出色小領袖」計劃包括「結件同航」

乘風航歷奇活動、領袖訓練小組、日營及兩日一夜宿營。根據活動問卷調查

顯示，學生均同意活動有助他們提升其形象及自信心，體會主動處理不同意

見的方法，對自己為領袖生的表現都感到滿意。觀察所見，學生明白到擔當

領袖生作出主動的重要，亦多了聆聽別人，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試著多角

度解決困難，反思了自己長短處，為自己成為出色的領袖生而努力。 

 

2.1.3. 創設更多機會，讓學生公開表演、演說及服務的機會，以提升學生的自信

心和成就感。 

100%教師表示同意與非常同意，本學年持續讓學生有機會發展個人說話技巧，

如學生在「自學我至叻」擔任宣傳大使；晨光早會中，學生以話劇形式演繹

德育主題內容等，能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和成就感。但本學年的活動只進行了

少部份便因 2019 冠狀病毒疫情而停課。學生公開表演、演說及服務等機會

較去年少，故來年度校方將積極鼓勵學生參與各類大小不同的活動將以提升

學生的自信心和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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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加強校隊的培訓，讓學生潛能多元化地發揮。 

 

2.1.4.1 於校園電視台增設校隊頻道，不定期介紹及推廣各校隊活動，讓學生積極

投入培訓，有效地發揮所長。 

2019~2020 年度原定安排在下學期播放校園電視台校隊頻道節目，由於

2019 冠狀病毒疫情關係全港學校停課，因而本校未能播放有關節目，故

計劃在 2020-2021 上學期便開始校園電視台的校隊頻道，讓低年級學生

及早認識本校各活動隊伍，讓學生積極投入培訓，有效地發揮所長。 

 

2.1.5. 持續透過多元化、豐富的學習經歷，如遊學團、參觀、比賽等，拓展學生的

視野，並啓發個人潛能。 

本學年上學期本校舉辦了姊妹學校計劃—精英運動員交流與學習體驗團計

劃，是次活動由校長、4名老師及 1名教學助理帶領本校及保良局雨川小學，

兩校共 28 名精英運動員(五至六年級學生)到長春參與是次計劃，讓學生擴

闊視野及與當地學生進行文化和學術交流。透過學生問卷，他們都同意是次

遊學能豐富學習經歷，拓展視野，啓發潛能及所長。原定在下學期舉行的游

泳隊日本關西游泳集訓及歷史科學體驗學習團、長春 STEM 交流與學習體驗

團、P.1-3親子旅行日、P.4~5成長營、P.6全級畢業營等，則受疫情影響，

未能如期進行，需留待來年度再次舉辦有關活動。 

 

2.1.6. 持續推行「啓發潛能」教育，將有關理念全面滲透於學校，讓不同的持份者

都能感受到「啓發潛能」教育帶來的正面影響。(如：善用展板、校訊、訓輔

會議中作匯報等) 

100%老師同意與非常同意，學校持續推行「啓發潛能」教育，日常善用展板、

校訊、學校網頁、電子訊息等，讓不同的持份者都能感受到「啓發潛能」教

育帶來的正面影響。訓輔會議、級別會議及個別班別會議，亦有助老師分享

學生情況，了解學生需要，運用不同方法支援他們成長發展需要。透過增善

學校設施及佈置，為校園加添氣氛，提升學生、家長及教職員的歸屬感。 

 

2.2   透過學校的多元化活動，培養學生的良好品德，包括責任感、自信心和成就感、

堅毅不屈的抗逆能力。 

 

2.2.1. 透過校園電視台、晨光集會、早會、德育成長課、學生訓輔講座、各學科的

多元化活動，幫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培養學生積極、負責 任 的 態 度。 

本學年透過晨光集會能向學生傳遞有關訊息，引領學生建立正向價值觀及良

好的態度。學生反應理想，積極投入早會的活動。由於社會運動及疫影響，

晨光集會上學期有部份，下學期更全部也未能如期舉行。中文科: 本學年一

至六年級學生均有機會參加「全港中小學硬筆書法比賽」、「第七十一屆香港

學校朗誦節」(自由報名)，以激發學生的潛能。此外，部分中、高年級精英

班學生參加了各項校外比賽，如「中國語文菁英計劃」、「全國青少年語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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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大賽」、「鵬程盃現場作文大賽」、「第六屆細味人生故事續作比賽」、「第十

屆全港小學辯論賽」等，均獲得不錯的成績。在日常教學中已滲透各種德育

元素，培養學生積極負責任的態度。平日亦透過朗誦、寫作、辯論比賽等，

培養學生積極負責任的態度。 

英文科的多元化活動，包括:逢星期三早上外籍老師進行英語早會，並訓練不

同程度的學生以英語作分享，從而提升其自信心。又安排學生參加全港性大

型英文比賽，例如：小二及小三：”Super Speller”2020，the 6th Hong Kong 

Inter-Primary School Spelling Competition。小五：The “21st Centary Cup” 

National English Speaking Competition Hong Kong Region(Primary School 

Category) 小 四 至小 六 ： ”Tell a Tale”Children’s Storytelling Competition 

2019/2020。期望透過參加不同類型的比賽及老師悉心訓練，讓學生提升自信

心和成就感。 

數學科:原定安排五年級小領袖協助二年級背乘數表; 六年級小領袖協助一

年級背 18以內的組合，以培養學生積極負責任的態度。惟因 2019 冠狀病毒

疫情影響未能於下學期進行，只好留待來年度繼續舉行。 

常識科:透過環保小先鋒、天才時光服務生、常識科比賽（恒常/非經常性）、

科技活動、展品大使等活動，培養學生積極負責任的態度。 

本學年於 2019 冠狀病毒疫情之前，完成了聖誕節聯歡會、部分活動課等，

從觀察可見，同學們主動清理自己及所屬班別的物品，頗有責任感。然而，

因疫情關係，仍有不少參觀、比賽、20周年校慶等活動也未能如期進行，故

來年度將會繼續舉辦各項分級或全級性活動，並以培養和提升學生的責任感，

堅毅不屈的抗逆能力為重點。 

 

2.2.2. 舉辦校內陸運會，以提升學生的責任感、自信心和成就感、堅毅不屈的抗逆

能力。 

14-12-2019已舉辦了第一次校內陸運會，在陸運會前體育科已製作及播放了

兩輯有關陸運會的校園電視台節目，進行宣傳，鼓勵全校學生積極參予學校

陸運會。陸運會當天，學生踴躍參與，一至二年級全班參與比賽，而三至六

年級學生超過三百人參加比賽，學生踴躍報名每一個項目。當天運動場內十

分熱鬧，學生、老師及家長到場為運動員打氣，陸運會氣氛良好。100%老師

同意，是項計劃已經達到提升學生責任感、自信心和成就感、堅毅不屈的抗

逆能力。 

 

反思 

2019-2020年度受社會事件及疫情影響，很多學校規劃了的學習活動，均

沒法如期進行。本校只好期待疫情過後，在來年度持續實踐「啟發潛能教育」

的理念，舉辦各種多元化活動，拓展學生的視野，啓發個人潛能及培養學生良

好品德。建議來年度一方面多教導學生如何在逆境中用積極正面態度面對生活

中的壓力和挑戰，另一方面多教導學生關顧及體諒身邊的家人、朋友及其他人

的需要，讓學生們也可實踐向他人展現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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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與教 

學與教方面的特色 

 

本校積極回應教育局課程改革的步伐，同時著重學生在語文科、數學科、常識科及

術科上的發展，並強調提供德育公民及環境保護教育。為學生提供多方面的生活體驗，

例如在逢星期三定為全方位學習時間，創設不同的學習機會，讓學生親身體驗各種的學

習，為拓闊學生視野，定期帶領學生走出香港踏向祖國及世界各地，使學習更多元化。 
 

整體而言，我們的課程規劃上是有系統而有序地發展。在過往一年，我們側重於(1) 

發展各科的校本課程；(2) 推動小班教學政策；(3) 持續發展資優教育及照顧學習差

異；(4) 持續推動全方位學習的機會；(5) 持續推動國民身份認同的教育等。 

 

中文科 

中文科的校本特色如下： 

(一) 閱讀範疇 

1. 推行各種閱讀獎勵計劃，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和習慣，增加課外知識。 

2. 五至六年級進行跨學科專題研習，訓練學生的研習及匯報能力。 

3. 一至六年級因應學生的興趣、能力及需要，利用同儕備課時段製作各級的

分層教學資源及學習教材，以照顧不同能力學生的需要。 
 

(二) 寫作範疇 

1. 一、二年級由老師自編寫作練習冊，有系統地發展學生的寫作能力，由單

句至複句，進而寫作長句子及段落，最後寫成篇章。四年級參加「內地與

香港老師交流及協作計劃」發展「讀寫結合」的教學資源。 

2. 一至六年級進行隨筆寫作，讓學生透過平日的觀察把自己的生活片段記

錄下來。中、高年級著重思維訓練，三至六年級進行讀寫結合寫作練習。 

3. 設評語紙，讓學生互相觀摩彼此的作品，並寫下評語。另設家長評語紙，

鼓勵家中成員為學生寫下評語，增進親子關係。  

4. 每節作文課，必須先進行小組討論(約十五分鐘)，讓學生自擬寫作大綱，

進行匯報，再自行創作。 

5. 在作文課中訓練學生運用腦圖，發展擴散性思維，繼而發展篇章的結構。 
 

(三) 說話及聆聽範疇 

1. 創設情境，透過對話、角色扮演、討論、辯論等活動提高學生的聽說能力。 

2. 訓練學生吸收資訊、處理資訊的能力，為學生推薦可供利用的資訊渠道。 

3. 與圖書科合作，於低年級進行班際講故事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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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具有特色的課業 

1. 寫作冊:一年級的寫作冊讓學生認識詞性，了解句子的結構；二年級的寫

作冊訓練學生運用腦圖，有系統地發展學生的寫作能力。 

2. 自學工作紙: 一至六年級在自學工作紙中，滲入高階思維策略、思維十

五式、自學元素。 
 

(五) 以普通話教中文 

自 2007年開始本校進行普教中課程，一年級集中學習拼音及譯寫，三年級

再進行鞏固。四至六年級普教中班別，學生普遍已能運用流利的普通話跟

老師、同學交流。 

 

英文科 

本年度，一至六年級均採用新版教科書，四至六年級在課堂上老師運用戲劇教育的

元素，例如 still image, thought tracking, in-role discussion 等，讓學生親身

體會故事人物的感受或經歷，從而對故事內容更了解。老師運用戲劇教育的元素，課堂

更生動有趣，學生更投入學習。 

英文教師也會為三至六年級學生編寫「自學字庫」，鼓勵學生通過自修學習課本

以外的生字詞語，目的是培養學生自學習慣及提升自學能力。此外，本校善用「外籍英

語教師計劃」，外籍教師與本校英文教師共同合作，在一、三及六年級進行正規課堂上

課，包括說話訓練、遊戲等，學生有機會運用英語跟外籍英語教師溝通，增加他們的英

語能力。此外，午息時外籍英語教師會在英語室進行小組活動，包括說故事、遊戲、面

試技巧等，讓學生在輕鬆的環境中學習，並在課餘致力推動各種英語說話活動，增加學

生說英語的自信心。 

本校亦透過「促進小學英語學習津貼計劃」(2017-2020)聘任另一名外籍教師助理

與本校英文教師共同合作，在二、四及五年級進行英文課堂，聚焦閱讀及說話兩大範疇，

透過有趣的英語活動、閱讀策略及說話訓練等加強學生的英語能力。另外，在課餘時間，

如早上、午息和放學後學生會與外籍英語教師助理進行交談，從而增加說英語的能力及

自信心。 

 

數學科 

本年度，數學科重點發展 P.1-3校本應用題解難策略，各級科任會共同備課，並引

入合適的教學策略在課堂中。P.2-4年級進行實作評量，注重學生解決數學問題的技巧

和策略，更能反映學生的整體表現。同時各級的校本工作紙已作修訂，按學生的不同能

力而設計數題，並且引入一些開放式思考題，讓學生多作討論，以擴闊他們的思考。部

分級別中會逐年加入一些專題研習的要素，以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和數學應用能力。除

此以外，教師在各種不同的課業中引入學生自評、學生互評和家長評估等方式，使學生

和家長更了解學生的學習進展，促進學習。另外，在五、六年級的課室中設立數學自學 

角，讓學生在課餘自學。在各級的能力較強的班別中，均設有思考訓練課，而四至六年

級則設立抽離式的數學精英訓練班，讓學生在不同的校外數學比賽中挑戰自我，發揮潛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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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 

    常識科課程的設計理念著重學生整體而非零碎分散的學習經驗。這些經驗能使學

生全面認識自己在社會所擔當的角色，在自然世界中所佔的位置和人類與環境的互動

關係。為讓學生在新課程中得到最大的裨益，本校的課程會依循了以下幾個方向發展：  

1. 透過刪減課程中跟其他科目重叠的內容，創造更大的學習空間讓學生進行探究式學

習 。 

2. 透過「大姊姊、大哥哥帶遊校園」計畫，加強小一學生對我校的歸屬感，培養高年

級學生服務他人的精神。 

3. 推行全方位學習活動，包括：戶外參觀、專題研習、生活技能評估、科技活動、評

估課業及服務學習等，增加學生不同的學習經驗。 

4. 透過課前預習，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 

5. 透過「動手做」，提昇學生對科學與科技的興趣和好奇心  

6. 透過各級的國民教育活動，加深學生對祖國的認識。 

7. 透過「一人一花」種植活動，提升學生的綠化意識，及培養他們對種植的興趣及對

社會、社區的關懷。 

8. 透過參與不同的活動或比賽，如「航拍」、「機械人大賽」等，讓學生更能學以致用，

拓展思維，培養他們的自信心。 

9. 透過參加「小學世界公民活動」，讓學生拓闊眼界，關心社會，了解貧窮，公平貿易

等問題。 

10. 透過升中銜接課程，協助小六學生過渡中一。 

 

普通話科 

    普通話科旨在推展普通話活動，提升學生的創作能力及溝通能力，並透過科內不同

活動，例如：普通話網上加油站、一、二年級晨讀大使計劃。為了令學生有更豐富的語

言環境，本科除舉辦網上加油站、自學坊、晨讀大使，鼓勵學生錄製校園電視台節目及

參加各類校外比賽，更致力推展跨學科活動及課程，以求學生能在多層面運用普通話，

達致活學活用；此外，普通話科亦加強與中文科的合作，從一年級開始教授漢語拼音(聲

母、韻母)，透過漢語拼音來提高學生的自學能力，也讓一、二年級學生儘早適應普通

話教中文課程。 

教師方面，則鼓勵教師進修普通話課程，提升教師專業要求。各成員亦進行互相觀

課、協助教學等，提升教學質素。 
 

電腦科  

    電腦科為學生提供了小一至小六的完整課程，課程主要以單元形式作為核心，配合

校本課程，讓學生學習不同的資訊科技知識、技能及資訊素養，由小一、二的認識電腦

及平板電腦的基本操作，小三、四的文書處理、圖像設計、簡報及互聯網應用，到小五、

六的圖片編輯、編程軟件、試算表、3D 立體打印及影片製作，務求讓學生把所學的知

識技能活用在日常的學習與生活中。 

本科同時與其他學科 (如數學、常識、視藝、環保教育) 進行跨學科課程，讓資

訊科技成為學生之學習工具，建構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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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教育 

    本校的藝術教育課程均根據中央課程，配合學校獨特文化，訂立校本藝術政策及發

展方向。設有藝術發展主任統整各藝術科目，透過正規課課程、非正規課程和非正式課

程的藝術課程及活動，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藝術學習經歷。旨在發展學生的創造力及批

判性思考能力，培養美感，建立文化認知及有效的溝通能力。從參與藝術創作活動中獲

得愉悅、享受和滿足。本校亦著重發展藝術創作的技能、建構知識及培養正確的價值觀

態度，培養對藝術的終身興趣。 

    為了使學生的學習學得更具意義，在正規課程中，視覺藝術科、音樂科、體育科均

有加強學科之間統整，以結合藝術元素進行跨學科教學。課堂以外更舉辦各類型的藝術

活動及課程，以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及提昇學生的藝術素養。 

    為了進一步提高學生的質素，改善教學水平，視覺藝術科、音樂科、體育科均參與

「保良局五育質素圈評估及獎勵計劃」將課程之重要部分統一施教及評估，並鼓勵學生

參與課餘訓練及比賽，通過學習成效評估，對優異學生的獎勵，讓學生在德、智、體、

美、音五個方面得到全面發展。 

 

視藝科 

    在視藝方面，本校均採用校本課程，課程組織以螺旋式滲入各種視覺元素和組織原

理，讓學生得以操作各媒介技術後，可以將個人的情感和意念表達出來，令作品富於表

現性及美感。除此之外，本科亦引入保良局「美術質素團」積點計算，鼓勵學生發展藝

術方面的潛能。 

 

音樂科  

  在音樂方面，本校推行本校課程，致力提昇學生於音樂創作的興趣及技巧，同時

亦鼓勵學生演奏其作品，從而將創作與演奏結合，讓學生多感受與欣賞音樂，也讓他們

發展潛能。於評核方面，本科運用多元化評估，包括紙筆評估、唱歌及樂器演奏/節奏

句演奏，另外，亦加入了學生自評及互評，讓學生從檢討中繼續學習。 

    再者，本校亦非常重視學生在音樂表演方面的發展，於課內及課外均提供不同的表

演形式及更多的表演機會讓學生發揮所長。除課堂學習外，本校設有樂器班，如：木管

樂班、銅管樂班、小提琴班、敲擊樂班等，讓學生有不同的選擇，發展個人才能。另外，

本校已參與保良局音樂質素圈積點計算獎勵計劃，積極鼓勵學生參與及發展潛能。 

 

體育科  

    在體育方面，本校推行校本課程，一至三年級推行基礎活動課程，以配合學生的體

能發展；一至六年級推行校本游泳課，致力提升學生的游泳技能。學校為學生設計「運

動健康手冊」，讓學生自行填寫體重、體高及體適能成績，並在「運動健康手冊」上顯

示的資料讓學生了解自己身體素質，透過多做運動，改善自己體型；除此之外，並引入

學生多元化的評核如「自評」及「互評」，讓學生有機會審視、檢討個人及別人的動作

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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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個別差異 

一個都不能少 

本校已成立學生支援小組，該小組會透過不同的渠道全面檢示學生在學習上不同的需

要，根據其學習特質在課程、測考、家課等方面為其提供適切的支援，並培養他們積極

進取、永不放棄的精神。本校亦會積極開拓不同資源，不僅為教師提供專業的培訓，還

會學生創設不同的學習經歷，豐盛他們的學習生活，讓他們樂於學習，愉於探索。 
  

為能力稍遜學生提供的支援 

我們以「全校參與」及「跨專業」模式，在學校課程內有序地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

生。在學科層面，除因應學生的個別差異在教學活動及課業上作出剪裁或調適，學校善

用資源在二至五年級開設輔導教學組，並按學生能力分組，讓他們在 1:8的師生比例下

接受更個人化的學習，協助其跨越學科學習障礙，建立自信心；在服務層面，校方與校

外機構合作，積極開展小學校本心理輔導服務、言語治療服務、、及早識別和輔導有學

習困難的小一學生計劃 、「遊戲治療」、「讀默寫大哥姐」計劃、「教大執行功能計劃」、

「家長支援計劃」、「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香港教育大學自閉症支援小組」、伴讀計

劃、「讀寫有辦法」小組、「至專偵探」專注力提升小組、自我挑戰獎勵計劃，藉此讓學

生可以得到更全面的發展。 

 

為資優學生提供的支援 

為培育學生各方面的才能，本校亦不斷進行校本課程改革，有系統、有方向地發掘資賦

優異的尖子學生，以發展他們的潛能。此外亦設有「人才庫」，為學生安排不同小組訓

練或推薦予相關的比賽團隊，使學生的潛能得以持續發展。 

 

1.資優課程： 

學校認同每個孩童各有不同的潛能及擁有的特質。為了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近幾

年，校方配合香港資優教育三層架構，為學生提供適異性、具挑戰性及發展性的資

優課程。「全班式」的資優教育課程是現時學校資優發展的重點之一，各科在日常

教學中滲入資優教學的元素，現已涵蓋二至六年級，藉此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學

習成效，更設計不同程度的課業以檢示學生是否能將課堂所學內化，進一步提升其

批判性思維。除固有課程外，各科通過平日課堂的觀察，選出浮尖的學生以抽離方

式在正規課堂以外進行專科特定範疇的延伸訓練和領袖訓練，讓他們認清自己的目

標，充分發展潛能。本校更致力開拓不同的資源，為資優生提供和他校資優生共同

學習的機會，如推薦有潛質的學生進入香港資優學苑修讀相關課程，期望透過多元

化而有系統的學習活動，在靈活豐富的教學方法下，發掘及培育每位學生的多元潛

能，從而啟發他們高層次思維、創造力、個人與社交能力，以激勵他們積極自我提

升，追求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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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 2019-2020年度於資優教育作有計劃的發展： 

(A) 行政方面： 

a. 設立資優教育小組，由專責老師統籌各科資優課程的發展工作，負責策劃和

推動資優教育工作，並安排各科老師修讀有關學科的資優課程及外出觀課，

藉此豐富校本課程內容。 

b. 持續發展人才庫，讓資優生能展示所學 

c. 委任各科資優核心教師參與教育局資優網絡，適時將資優教育發展的新趨勢

和同事分享，優化校本課程。 

 

(B) 課程方面 

a. 教育局資優網絡學校 

本校參與資優網絡學校計劃，除委派副校長、課程發展主任及資優教育統籌

主任參與行政組會議，適時了解資優教肓的發展及優化校本課程外，英文科

及常識科亦是是次計劃的夥伴學校，通過和其他友校的共同備課，在課程中

滲入資優元素及進一步提高學生高層次思維技巧。雖然是全級式課程，但巧

妙地體現了照顧學習差異的學習風格，讓不同能力的學生在此課程中皆有機

會展示所學。 

b.  香港資優學苑課程 

本校於 2019-2020年度共推薦 9位四年級有潛能的學生參與香港資優學苑網

上甄選課程四誠陸澄曦在網上評估中得到優異成績，獲校方推薦入讀資優教

育學苑。 

c. 與佛教何南金中學合辦抽離式機械人科學探究資優課程，並有序地開展編程

機械人課程，更在四、五年級(常識科)開辦全級式機械人課程。 

d. 抽離式「小小藝術家」訓練資優課程(全年推行) 

e. 抽離式「數學精英培訓」課程(全年推行) 

f.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及英國語文菁英計劃(全年推行) 

g. 中文辯論隊(全年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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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習 

    為了更靈活運用校內外的時間、空間及資源，發展適切學生的校本課程，本校於星

期三下午進行「全方位學習活動」，目的讓學生能透過進行觀察、實驗、集體創作、互

相交流和欣賞等活動，在實際的環境中學習。 

    老師採用多樣化的教學資源及教學策略，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使學習變得更有效

能，從而提升學與教的成效。此外，為了拓闊學生的學習視野，老師共同選定與課程有

關的文娛康樂設施，例如自然教育中心、各類型博物館等，進行戶外學習或參觀活動，

藉以増加學生切身體驗的機會，讓他們從實際體驗中學習，有助學生發展終身學習的能

力。 
 

 

i.各級科技活動之專題研習 

三年級：環保動力車；四年級：QTN機械人(蹦跳機械人)；五年級：電能信號塔、 

；六年級：QTN機械人(大師級先行者)  
 

ii.全方位活動總表 

科目/ 節數/ 級別 P.1 P.2 P.3 P.4 P.5 P.6 

中文 2 1 2 1 0 2 

英文 2 4 2 2 2 2 

數學 1 2 2 1 1 1 

常識 9 10 9 8 11 14 

視藝 2 1 3 7 4 2 

體育 0 0 0 0 0 0 

音樂 0 0 1 1 0 0 

電腦 0 0 0 0 0 0 

普通話 0 0 0 0 0 1 

圖書 0 0 0 0 0 0 

訓輔及公民教育 2 0 1 0 2 0 

課程 0 0 0 0 0 0 

總節數 18 18 20 20 20 22 

 

 

iii.各級戶外參觀活動 

年級 參觀地點 學習主題 

一年級 護苗車到校 
認識個人不同成長階段的生理、心理和身體變化的

認識及學習照顧和保護自己 

二年級 沙田文化博物館 學習主題「玩具樂趣多」 

三年級 九龍寨城公園 認識香港早期的歷史及文化 

四年級 水資源教育中心 進一步認識常識科內的「水的世界」 

五年級 護苗車到校 加強性教育及預防性侵犯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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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課程 

2019-2020年度內，為推行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加深學生對祖國的認識。本校

按不同的年級需要，舉辦了相應的講座、參觀等。校方安排學生於全方位活動時段參加

不同的活動，例如：四年級學生到公民教育委員會的「公民廊」及「E$mart 理財學會

工作坊」；四至六年級「解麻戰士」禁毒講座；一至三年級「避免沉迷上網」教育講座；

五至六年級男女同學分別進行「性教育」講座；三、五年級「情緒教育」攤位；六年級

「《全港兒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校園約章》休整日」活動等；全校「衞生防疫」攤位。

受疫情影響下，本校在停課期間透過學校內聯網發放抗疫資訊的短片及舉辦「抗毒健康

生活」有獎問答活動，供學生學習，實踐停課不停學的教育理念。 
 

另一方面，本校每學年六次的校園電視台播放有關中國文化的短片、「國情事件」

故事分享、早會的「晨光活動」等。受疫情影響，學生下學期未有參與任何校外舉辦的

德育及國民教育的活動。 
 

本校榮獲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頒發「2019-2020《香港人‧香港心》義工大使行動」，

以表揚本校親子參與義工，為社會有需要人士送上關愛。未來，本校將繼續按計劃推行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藉以提高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及個人品德素質。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的目的是提升小學生的抗逆力(Resilience)，旨在培養學

生面對逆境的正確態度、協助學生掌握應付逆境的知識及技能，激勵他們積極面對成長

中可能遇到的挑戰。 計劃主要由兩部份所組成：發展課程(Universal Programme UP) 

及輔助課程(Intensive Programme IP)。UP 會融入現有的成長課的課程中，所有同學

都要參加。而 IP 則是全新的輔助課程，邀請問卷結果顯示有服務需要的學生及其家長

參與。學生的抗逆力得到提升及維持，學校抗逆文化是一個不可缺少的，所以學校的關

愛文化亦是計劃的重要的一環。 
 

除學業成績外，本校一向重視學生的成長需要，亦不遺餘力地為他們提供全面的

成長輔導服務。本校認為成長的天空計劃是一個能切合學生需要，有效提升學生的正

面社會聯繫( 包括與父母、同學及學校)、和有效培育學生成為自信、自強而有目標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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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學習 

今年本校的電子學習的安排： 

第一， 配合學校 2018-2021年度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學校

鼓勵及培訓教師使用 PowerLesson 2 學習平台，促進各科運用有關平台進行自

主學習。 

第二， 因應疫情的關係，在停課初期，讓教師學習如何使用現有的 POWERPOINT轉為影

片。讓教師學習錄音、錄螢幕畫面等技能。 

第三， 停課期間，本校安排中、英、數、常、音、普、德育和圖書八科的學生自學教材

或網上功課，自學教材以教師製作短片為主，並透過學校的內聯網 powerlesson2

發放。在整過停課不停學期間，教師們共製作了 780套網上自學教材，累積的觀

看次數為 147,478 次，總觀看時間為 8686 (小時)。 

第四， 停課期間，中、英、數三科的網上功課亦透過 Star平台進行。 

第五， 另外，五年級中、英、數、常四科在停課期間還加設 Zoom實時網上教學，合共

進行了 80次，課時共 4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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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校內外活動 

為提高學生對有關科目之學習興趣，各學科均舉行多項活動: 

i. 中文科—與圖書科合辦中文廣泛閱讀計劃、網上閱讀計劃、第四十三屆全港青年

學藝比賽、中國語文菁英計畫、第九屆鵬盃現場作文大賽、全國青少年語言知識

大賽菁英盃作文賽初賽、決賽及總決賽、第二十三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

比賽、第十屆全港小學辯論賽、第七十一屆校際朗誦節、第十三屆滬港寫作小能

手現場作文初賽及決賽、第五屆商務小學師生寫照比賽、第六屆細味人生故事續

作比賽、全港原子筆中文書法比賽。 

ii. 英文科—與圖書科合辦英文廣泛閱讀計劃、舉辦各級英語活動、復活節英語活動、

高年級小老師計劃、午息閱讀小組、小一、二英文伴讀計劃、安排各班學生參加

與外籍老師午聚英語活動、小六模擬面試、英文菁英計劃；參加七十一屆香港校

際朗誦節、第二十四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The“21st Century 

Cup”National English Speaking Competition Hong Kong Region (Primary 

School Category)、Good People Good Deeds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2019、2019-2020 Asian English Usage Contest、

2019/20 年度英語生字王比賽、2019/20 年度英文 8 寶箱舉辦之”Hong Kong 

Elite English Schools”活動、每月「填字遊戲」等。 

iii. 數學科—推行四、五、六年級精英班數學思考訓練課程、舉辦數學有獎問答遊戲、

各年級數學遊戲活動、數學小領袖計劃；參加「華夏盃」晉級賽、香港賽，2020

「港澳盃」AIMO晉級賽，數學大灣盃香港賽、大灣賽。 

iv. 常識科—舉辦機械人工程師、大姊姊哥哥計畫、「一人一花」種植活動；參加「陽

光笑容滿校園」活動；安排學生參加科學幻想畫比賽、P.1及 P.5參觀護苗車等。 

v. 視覺藝術科—保良局 2019國際元素週期表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保護香港海洋

環境」四格漫畫創作比賽、「渣打藝趣嘉年華 2019-Mardi Gras」藝術家駐校計劃、

《香港賽馬會呈獻 -萬象之根：周綠雲繪畫藝術展》、『自信心人物造型設計比賽』、

保良局北潭涌度假營壁畫設計比賽、2019第十屆蘭亭獎世界青少年兒童書畫大賽。 

vi. 體育科—欖球示範教學、各級體適能測試、一至二班際體育比賽、三至六年級陸

運會、動感校園活力操；進行各校隊訓練如：泳隊、欖球隊、田徑隊、男子籃球

隊、男女子排球隊、乒乓球隊、曲棍球隊、男子足球隊及花式跳繩隊等。此外，

本校更安排學生參加動感校園計劃、西貢區學界乒乓比賽、西貢區小學校際運動

會、保良局屬下小學聯合運動會、西貢區分齡游泳比賽、跳繩強心校際花式跳繩

比賽。 

vii. 普通話科—舉辦了跨學科活動：一、二年級「晨讀大使」計劃；本科亦舉辦了網

上加油站、網上自學坊、普通話大使計劃、製作校園電視台(普通話頻道) 節且供

學生收看；本年度參加校外比賽有：普出非凡 2019才藝比賽、第二十一屆全港中

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2019、OCT漢語口語測試(五年級)、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

誦節等。 

 

http://edu.poleungkuk.org.hk/match/artcompetitio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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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電腦科—舉辦午間資訊亭、海報設計比賽、電子敬師卡設計比賽 、英文打字比賽

等，本年度亦曾邀請家福會人員到校舉行網絡安全講座，教導學生善用網絡的重

要性，從而提升學生的資訊素養。 

ix. 音樂科—校內設有低年級合唱團、高年級合唱團、管樂團、敲擊樂團、中國鼓藝

團及樂器訓練班。本年度亦安排學生參與不同比賽及表演，比賽包括 2019 香港

青年音樂匯演-管樂團比賽(小學初級組)及校園音樂比賽。 

x. 圖書科—舉辦閱讀最多 FUN挑戰獎勵計畫、閱讀星卡計劃、中、英文廣泛閱讀計

畫、故事媽媽講故事活動、星期二晨讀時間、晨讀故事大使活動、一至三年級大

圖書時間、「快樂閱讀花園」網上閱讀活動、星期一故事媽媽講故事活動、星期二

午息「大圖書時間」、一、二年級英文圖書伴讀計劃推行、普通話大使晨讀計劃、

「老師推介好圖書」校園電視台圖書推廣活動、爸爸媽媽也閱讀計劃、學科推薦

書目閱讀計劃、支援各科專題研習、『自信心』故事分享活動、『自信心』寫作比

賽(4至 6年級)、晨讀「師生閱讀齊分享」活動、「生命是……」與各科作跨學科

主題閱讀活動(六年級)、校本親子閱讀小冊子及製作校本親子閱讀電視台節目、

組織三年級讀書會、暑期網上閱讀分享活動等。 

xi. 環境教育科—學校廢物分類及回收計劃、自備午膳餐具、課室廢紙回收箱、小一

及小二節能減廢講座、一人一花種植活動、環保小先鋒、生態小捕手等。 

xii. 德育公民教育活動—本校持續推行「保良精神」德育成長課程、晨光集會、《基本

法》流動資源中心、教授國歌等活動。受疫情影響，校外有關的德育及國民教育

的活動均告取消，冀望來年度能恢復進行。 

xiii. 藝術發展科—在四至六年級英文課堂的學習活動中，已加入戲劇教育元素；二至

六年級德育成長課中亦加入戲劇教育元素。第十二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樂兒計

劃、《魔王的帝國》預防賭博巡迴劇場欣賞等。 

xiv. 校務：上頒獎禮、家長日、各級家長座談會；透過學校網頁、E-Class 家長短訊

等讓家長知悉學校已舉辦、將舉辦的活動及事務。另一方面，本校亦參加西貢區

教育博覽，舉辦開放校園日、校本課程簡介會—供幼稚園家長參加，加深對本校

的認誠等。 

xv. 與友校及校外機構交流：本年度受社會事件及疫情的影響，不少友校、姊姊學校

或校外機構的交流活動均告取消，冀望來年度能恢復進行。 

xvi. 校友會：舉辦每年不同的活動，如九月六日假本校禮堂舉行會員大會及校友會盆

菜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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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我們的信念 

我們提倡啟發潛能教育，以建立關愛的校園為工作目標，亦著重學生的成長支援，透過

不同的課程及活動去協助學生發揮及發展潛能，從而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培養積極的生

活態度。 
 

我們的工作 

1. 啟發學生潛能 

擴闊學生的生活經驗及學習機會 

本校積極推動學生參加各項比賽及活動，並持續拓展學生的學習經歷，如每週進行

全方位學習活動及非經常性的主題性學習活動。此外，本校亦為四至六年級舉辦不

同的遊學活動，以擴闊學生學習視野及經歷。 
 

透過不同的制服團隊，培養學生服務社群和關愛精神  

為了培養學生自小養成自我學習、自我訓練、自我探索的精神，本校於低年級成立

了小童軍、小女童軍及交通安全隊。期望為學生提供機會，培養學生服務和關愛

社群的精神。 
 

發展校內校外服務 

舉辦多項校內校外服務，除制服團隊外，亦有由大哥哥大姐姐為小一新生安排的「小

一學習巡禮」；「關愛小天使–展愛心行動」等。此外，本校亦連續十年參加了香港

青年協會的《有心學校》計劃，每年學生服務時數超過三萬小時。 
 

2. 關愛校園計劃 

推行班本經營、「一人一職」計劃 

實施班本經營政策，各班舉辦生日會、拍班照、打掃班房、自訂班規、課室大掃除

等活動，藉此建立班風，凝聚班內團結、互助的精神。「一人一職」計劃，令每一位

學生在班內都擔任不少於一個職位，增強學生的處事能力，令他們學會面對困難也

懂得如何克服，亦令學生提升對學校的歸屬感。 
 

舉辦以關愛文化為主題的多元化活動 

舉辦「好人好事」、「愛心天使」特輯，並利用校園電視台或展板表揚此等關愛行為。

又透過「晨光集會」等活動建構關愛校園的文化。而｢午間展才華」活動，則為學生

提供表演及發揮的平台。 
 

表揚學校成員計劃 

每兩個月推選出｢服務之星」計劃，包括「禮貌之星」、「勤學之星」、「才藝之星」、

「服務之星」、「關愛之星」、「自學之星」，以表揚班中表現優異，盡忠職守，積極發

揮潛能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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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方位學生輔導活動 

校本德育成長課及成長的天空計劃 

全校推行德育成長課，一至三年級全學年共進行了 15節課程，四至六年級則全學年

共進行了 20節課程，各級更融入以「保良精神」為主題之成長課，以營造更豐富學

習的環境，為學生在個人、群性、學業及事業四個學習範疇的發展能提供適切的支

援，達致全人教育的目的。課堂的安排以學生的成長需要為藍本，著重學生的參與

和親身體驗，讓學生學習一套獨特的生活技巧。學生反應理想，而且願意積極參與

及投入課堂活動。老師亦會對課程內容作出修改，以配合學生的需要。 

本校於四至六年級推行成長的天空計劃，提昇學生的抗逆能力。因 2019冠狀病毒疫

情關係，部份下學期活動改為以電話或視像形式進行，而部分活動亦延期至 2020-

2021年度進行。 

 

分級講座/工作坊/小組 

以多元化的活動、講座及工作坊等去協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培養積極的生活

態度。包括推行「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設立「遊戲角」，製作校園電視節目，舉

行分級健康校園講座、工作坊或攤位，如：「健康使用互聯網學生講座」、情緒教育

攤位、「E$mart 理財童學會」學生理財工作坊等。此外，亦為不同年齡學生的成長

需要，安排分級的輔導小組，如「小一適課程」以提高學生的學習技巧；「關愛小天

使」義工隊以培養學生關愛他人的良好品格，惟因受疫情影響，取消了下學期的「關

愛長者大行動」;「舞蹈新星」小組以提昇學生的自信心和能力感；「龍獅隊」、「旗

操小精英」、「Fun Fun 童遊隊」的設立，以培養學生服從守規的態度、學習尊重別

人、勇於表達自己，提升人際相處技巧及自信心，更可以促進學生的團隊合作精神。

此外，學校為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舉辦「至專偵探」專注力訓練、「讀寫有辦法」、

「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情緒天文台」、「至叻小人類」及「校園小勇者」等小組，

以提昇學生在學習、社交和情緒上的能力。另外，針對小六學生的精神健康和升中

適應，學校也舉辦了「《全港兒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校園約章》休整日」和升中適應

班本活動。 

此外，本校亦積極開拓校外資源，為有需要關顧的學生提供適切的活動，如透過課

後學習支援校本及區本計劃給予清貧學生參加功課輔導班、活動課(手工藝及小小

科學家)，藉此擴闊學生的視野，豐富他們的學習經驗，因受 2019社會事件及疫情

影響，原定的日營活動取消。因受 2019新冠肺炎影響，本校也參與了家福會舉辦的

「逆流齊學計劃」，藉此為經濟困難的家庭提供免費的平板電腦，提升在家中學習的

動機，停課不停學。另外，本校參與了香港教育大學的校本支援計劃，在校推行多

個支援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的小組，提昇他們的執行功能及社交技巧。學生善用停

課時間，在家中投入參與網上小組學習；部分家長表示小組能推動孩子學習，讓孩

子變得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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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家長及親職教育 

我們重視家校合作，並積極與家長建立夥伴關係去照顧學生的全人發展，每年均舉

辦不同類型的家長講座、工作坊、小組及親子活動，包括：「升小適應」、「升中適應」、

「情緒共舞」等家長教育講座；「家長教育卓越學校計劃」的「情緒二次方」家長小

組 (P.1-2) ，讓家長了解情緒表達和管教的關係。還有，本校也參與義務工作發展

局舉辦之「香港人‧香港心」親子義工探訪、「親子賀年掛飾工作坊」、「疫情中的家」

親子攝影比賽等親子活動，增進親子互動，提昇家庭正能量。 

 

5. 學生支援  

本校早已成立學生支援小組，由副校長作統籌，成員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

特殊教育支援老師、社工、教育心理學家、言語治療師、教務主任(考試統籌主任)、

班主任和各學科教師等。目的是為照顧能力稍遜及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在整體

發展方向上，我們是顧及老師的專業發展、學生個人及有需要的照顧及發展，建立

適切的校本課程及為有需要的學生、家長提供各類型的服務，如培訓、講座及專業

支援等。 
 

在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策略方面，本校一向致力建立共融文化，採用「全校

參與」的模式，給予適切的支援。本年度學生支援小組舉行了三次全體會議，向全

校報告發展方向及討論有關的決策，以達至全校參與的目的。訓輔組、各科組、學

生輔導主任、全體老師一起配合，定期透過會議訂定課程/評估調適、提供情緒輔導、

學習困難支援等，讓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能剔除障礙融入學校生活。而學生支援

小組亦定期與小組成員進行會議作中期之檢討，小組成員分別負責跟進不同的範疇:

教育心理學家服務、言語治療、及早識別小一計劃、導修節輔導和評估/課業調適等。 
 

本年度學生支援小組亦多次召開為個別學生提供第三層支援的會議，以照顧不同有

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實際困難，例如有個別行為及情緒問題，所有任教的老師能透

過全面的溝通和討論，設計合適的改善策略，亦由校内的專業人員提供個别針對性

的訓練。觀察所得，學生的學習情況皆能有所改進。 
 

小二至小五各科科任老師因應學生的能力剪裁課程及調節課業外，更開設輔導組

(中/英/數)，於導修節及星期五課後進行輔導，協助成績稍遜及在學習上有困難的

學生提高其學習興趣和學習能力，由輔導老師進行補底輔導教學。而小六學生則安

排於課後進行補課，並抽離能力稍遜的學生，作出針對性的輔導教學。 
 

「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聯同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育局、六間非政府機構

及學校，為有自閉症譜系障礙的學生及其家庭學校提供支援。本校學生是由救世軍

逢星期五提供到校支援自閉症服務。 
 

校向來重視學生之全人發展，本年度本校社工及特殊教育教學助理合作，推行「遊

戲治療」服務，協助學生學習處理情緒壓力及焦慮問題、提昇正能量，以面對學業

及生活的種種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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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校為了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童家長的需要，本年度建立特殊教育需要學

生家長支援小組，透過聚會分享活動，強化家長處理ADHD/ASD/SPLD學童的情緒及改

善彼此相處的技巧。透過活動和群組，交流及發放信息，建立校內有特殊教育需要

學童家長的支援網絡。 
 

本校亦善用人力資源，為學生提供適切的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與老師緊

密合作，合力支援學習有需要的學生。本校更邀請家長義工參與「伴讀計劃」，為個

別有需要的小一學生提供個別的支援，包括訓練學生的學習和自理能力，果效理想。 
 

至於校本教育心理服務，本校由保良局提供駐校教育心理學家，為有需要的同學作

評估及轉介;面見家長及老師商討支援學生的方法，為有需要的同學建議評估調適

的模式。並舉辦教師、家長講座或工作坊以支援各層面的需要。 
 

「及早識別和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計劃為了提早在小一上學期末識別有不

同困難程度的學生，以便更早為他/她們提供適切的關注和支援，目的是協助教師及

早識別有學習能力困難的學生，從而及早提供輔導。請老師於每年的十二月上旬至

翌年一月中旬為有學習困難徵兆的小一學生填寫《小一學生之學習情況量表》。經識

別為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老師會於下學期初及早為他們提供小組輔導，以期盡

快改善學生的學習情況，提升他們的學習能力和興趣。另外，駐校教育心理學家會

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適切的支援和協助。 
 

本校成功申請校本言語治療師，與保良局雨川小學共同聘用一位言語治療師為兩所

學校提供更全面的治療服務，一方面提供校本言語治療服務，在預防、治療及提升

的三個範疇提供服務，分別為學生的語言能力提供個別或小組治療訓練。另一方面，

為學生、老師、家長安排工作坊或講座。此外，言語治療師會按需要與老師進行個

案討論，並建議有效的策略促進學生的學習;亦於治療課時邀請家長到校觀課，從而

讓家長學習如何在家中為子女進行練習。本年度，言語治療師更與中文科老師進行

共同備課及協作教學，以助提升教學效能。 
 

本年度開展的各項目和服務，進展令人滿意，落實學校承擔融合教育的使命。來

年學生支援組將繼續與學生支校主任合作，提供午息及課後學習支援。 
 

 

 

 

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教師專業發展 
截至 31.8.2020已修畢「三層課程」或 

同等課程教師人數 

在學校推擴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 

初級/深造培訓課程 

老師人數 基礎課程

（%） 

高級課程

（人數） 

專題課程

（人數） 

初級培訓 

 

深造培訓 

 

56 25 5 7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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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與家長聯繫 

i.家長教師會 

為配合學校大政策，全面推動家長教師會會務，加強家長與學校之間的溝通。 

本年度家長教師會不但積極推行會務，更舉辦了不少活動，供會員參加。 

a.會務工作：  

於九月份舉行敬師日活動—送贈禮物及心意卡、舉行第二十一次會員大會、舉行

家長校董選舉；學年末出版一份會訊、與校方合辦表揚教師計劃，並定期召開常

務會議。 
 

b.支援學生學習方面： 

於上、下學期初代複印校本教材(各級中文科、英文科、常識科及圖書科教材)；

為學生添購「英文 8寶箱」課程、採購防疫口罩及為六年級生提供借用畢業袍服

務。於十月底及十一月初為六年級學生安排參加「2019 中學巡禮」，讓六年級家

長及學生到本區各中學參觀，認識各中學的情況，以便選校等。 
 

c.義工活動方面：  

為使更多家長參與家教會的事務，本年度家長教師會從招募義工入手，嘗試於每

個活動前，發放電子通告，招攬熱心的家長義工，協助學校推行各項校務及活動，

如協助進行防疫注射義工、圖書館家長義工、校園節日佈置工作、故事媽媽義工、

小一午膳爸爸媽媽助教、一年級全方位活動時段協助帶隊、游泳課家長義工、午

膳送飯義工。本會亦參加了社署舉辦的「香港人˙香港心」親子義工探訪工作坊

及探訪活動。另外，由於受疫情影響，原訂安排的義工活動，如借還畢業袍義工、

萬聖節聯歡會換領禮物攤位家長義工、家長義工茶聚等，均未能如期舉行，並將

明年恢復。 
 

d.家長教育方面： 

為鼓勵家長多參與家長教師會所舉辦的家長講座，家長教師會透過「家長學堂」

的計劃，表揚積極參與的活動的家長。由於受疫情影響，本年度家教會只舉辦了

四場家長講座，其中一次更以 ZOOM視像方式進行，家長反應尚算踴躍，約有六成

以上家長出席參與。今年舉辦的講題分別為「為孩子升小 100天的準備」、「小六

家長座談會--2020中學學位分配辦法」、「情緖敎育」及工作坊及「升中適應」講

座。 
 

e.協辦活動方面： 

由於受疫情影響，今年的萬聖節、聖誕節及敬師宴等聯歡活動均未能如期舉行。 
 

f.親子活動方面： 

今年舉辦親子賀年掛飾工作坊及兩次攝影比賽，比賽主題為：「綠色家庭‧珍惜大

自然」和「疫情中的家」親子攝影比賽，而「疫情中的家」親子攝影比賽則以電

子方式提交。由於受疫情影響，原訂親子同樂日和親子旅行等活動，均未能如期

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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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家長座談會 

九月開課前舉辦小一及插班新生家長日，引導學生及家長認識學校環境，作為入學

前準備。十月中舉辦各級家長座談會，讓家長們更了解子弟在學校的學習情況和明

暸校方的政策及措施，以便校方和家長可共同促進孩子在學習和行為上更理想，令

學童健康成長。本年度更定期舉行一至六年級分級家長座談會，增加家長對學校政

策及新課程推行的了解，促進家校合作的關係。受疫情影響，原訂於十二月舉辦的

六年級學生家長座談會未能如期舉行，七月的「升中適應」講座則改以 ZOOM視像

方式進行，家長反應尚算踴躍。 
 

iii.家長日 

由於受疫情影響，上學期終舉行家長日未能如期舉行。 
 

iv. 家校通訊及聯繫 

定期更新學校網頁，把學生在校內活動照片、短片，特別事項提示、學校通告、每

日功課、各科資料等，上載於學校網頁內，供家長、學生及所有人仕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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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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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一個學年，由於疫情停課的關係，本館只開了 16個週次，因此學生借閱圖書

比上年度少了，總量為 12,324本。但在停課期間，本館推行了『中華文化-我們停課

不停讀』閱讀奬勵計劃，積極鼓勵學生於「香港教育城 e-悅讀計劃」閱讀電子圖書，

根據香港教育城 e-悅讀計劃的報告本校學生共閱讀電子圖書為 14,444本次(由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6 月 24 日)，比上年度的 3,606 本增加約 5 倍。此外，於停課期

間，圖書館亦為各級同學推出了 10 個的停課故事短片(全校全期 60 個)，而學生在

閱讀短片後需完成相關故事的選擇題。而根據 POWER LESSON內的瀏覽數據顯示，全

校有 4357人次同學曾瀏覽這些故事短片並完成相關的選擇題。總括來說，雖然學生

在圖書館的借閱量雖然少了，但閱讀網上電子書的數量卻激增了許多，這亦是近年來

香港學生閱讀習慣改變的趨勢。 

 

中文圖書借閱方面，從學生閱讀的廣度來看，大部份同學除了喜歡閱讀  小說

類等圖書外，而學生亦喜歡借閱自然科學類及數學、歷史及人物傳記、地理、應用科

學類及藝術類圖書。而在英文圖書借閱種類方面，學生較多接觸的仍以英文小說為主；

其次是英文圖畫故事書。亦有不少同學借閱自然科學類圖書。來年度，本館亦會因應

各科的需求多購買不同種類的圖書，例如科學實驗圖書、品德圖書、數學類、科普類

圖書等，並透過不同渠道，如上圖書課、好書推介、網上推介、校園電視台及午膳的

廣播時間等，向同學們多作宣傳，希望能吸引他們多借不同類型的圖書。此外，來年

度亦會繼續使用今年度修訂的校本閱讀計劃中的「閱讀最多 FUN」小冊子，讓學生多

涉獵不同種類的圖書及透過完成相關的閱讀報告，藉此提升學生閱讀的廣度及深度。 

 

從『學生從學校圖書館借用閱讀資料頻次百份比』的數據分析，可以看到約六成

五的低年級學生都會「最少每兩週一次」或「每月一次」到本館借閱圖書。至於高年

級同學，亦有二成五的同學「最少每兩週一次」及六成六的同學「每月一次」到本館

借閱圖書。可見有絕大部份高年級同學們已養成經常到圖書館借書的習慣。 

 

  總括來說，今年度本館著重向學生推廣閱讀網上電子圖書，除了因疫情停課時推

行相關的閱讀計劃外，也在今年度新增的一、二年級的親子閱讀計劃小冊子中，教導

家長及同學怎樣借閱香港公共圖書館的電子圖書。同時，亦於一及二年級的英文伴讀

計劃中引入電子圖書閱讀活動，希望能透過推行多元化的電子書閱讀活動，吸引更多

同學閱讀電子書，務求令學生於疫情時亦能「停課不停讀」，繼續培養他們的閱讀習

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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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學校大事紀錄 

1.姊妹學校計劃——精英運動員交流與學習體驗團計劃 

本校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5天)，由陳瑞良校長聯同保良局雨川小

學進行「姊妹學校計劃——精英運動員交流與學習體驗團」，是次活動由校長、4 名

老師及 1名教學助理帶領本校及保良局雨川小學，兩校共 28名精英運動員（五至六

年級學生）到長春參與是次計劃，讓學生擴闊視野及與當地學生進行文化和學術交流。 
 

2.外界對本校的正面肯定： 

「關愛校園」獎勵計畫獎 

本校喜獲由香港基督教服務處主辦，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

局協辦的「2019年度關愛校園獎勵計畫」。這計劃是嘉許本校一直致力營造關愛、互

助、共融的校園文化，培養學生自尊、自愛、自律的學習精神。本校已連續十年榮獲

此獎勵計畫的獎項。本年度本校學生服務時數已超過 2,000小時，故本校已連續十年

成為「有心學校」。 

 

3.專業分享 

i.日    期: 16-9-2019(一) (培德小學教師發展日) 

地    點: 培德小學禮堂 

對    象: 培德小學全體教師 

主講題目: 透過 STEM進行跨學科課程 

分享教師: 陳卓原主任 
 

ii.日    期： 20-2-2020(四)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教師發展日) 

地    點：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禮堂 

對    象 :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全體教師 

主講題目： 策劃校本 STEM課程的分享 

分享教師： 陳卓原主任 

 

iii.日    期：21-2-2020（五） 

地    點：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視像會議形式分享） 

分享題目：「當語文教學遇上網上教學」 

負責分享：陳瑞良校長 

 

iv. 日    期：29-2-2020(六) 

對    象 : 全港小學教師 

主講題目：Smart City 跨學科先導計劃及成果展--我的 micro:bit 

水質監察器同工分享會(教育出版社) 

分享教師：陳卓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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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日     期：9-3-2020（一） 

地    點：香港教育大學（視像會議形式分享） 

分享題目：「與家長同心、與學生同行」 

負責分享：陳瑞良校長 

 

vi. 日    期：16-5-2020（六） 

地    點：香港教師中心（視像會議形式分享） 

分享題目：「網上教學的雪泥鴻爪」 

負責分享：陳瑞良校長 

 

vii. 日  期：4-7-2020（六） 

地  點：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1/F 知創空間一 

分享題目：「小學從動手做到人工智能的 STEM 教育推行」 

負責分享：陳卓原主任 

 

viii. 日  期：12-8-2020（三） 

地  點：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 

分享題目：教育局與香港教師中心合辦「2020 年度新教師研習課程(小學) 

          「開學月工作及班主任的職務」 

負責分享：陳瑞良校長 

 

ix. 日  期：19-8-2020（三） 

地  點：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分享題目：「校本 STEM 課程發展和經驗分享」 

負責分享：陳卓原主任 

 

x. 日  期：25-8-2020（二） 

地  點：保良局莊啟程小學 

分享題目：「一堂好課」 

負責分享：陳瑞良校長 

 

xi. 日  期：27-8-2020（四） 

地  點：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分享題目：「提問技巧工作坊」 

負責分享：陳瑞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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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年度榮譽榜 
科目 活動名稱 獎項名稱 

學術 

 

2019機奧會國際賽 亞軍 4個、季軍 6個、殿軍 4個 

鵬程盃第十一屆現場作文大賽 金獎 6 個、銀獎 4 個、銅獎 2

個、良好獎 5 個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文獨誦表現優良獎 6 個； 

二人朗誦表現優良獎 3 個 

英文獨誦表現優良獎 14 個； 

小組季軍 1 個 

普通話獨誦表現優良獎 24 個； 

小組季軍 1 個 

全國青少年語言知識大賽菁英盃現場 

作文賽 

一等獎 8 個、二等獎 17 個、 

三等獎 22 個；團體冠軍 1 個 

全國青少年語言知識大賽菁英盃現場 

作文決賽 

冠軍 1 個、亞軍 1 個、 

一等獎 13 個、二等獎 13 個、 

三等獎 14 個；團體冠軍 1 個 

培生校際朗誦比賽 2019 冠軍 1 個 

第十屆全港小學辯論賽初賽 最佳辯論員獎 1 個 

第十屆全港小學辯論賽複賽 最佳辯論員獎 1 個 

第六屆細味人生故事續作比賽 亞軍 1 個、優異獎 1 個 

2020華夏盃初級賽 一等獎 6名  二等獎 9名  

三等獎 16名 

2020華夏盃晉級賽 一等獎 1名  二等獎 1名 

三等獎 1名 

2020 港澳盃 AIMO晉級賽 金獎 1名  銀獎 3名  銅獎 1名 

粵港澳大灣區數學競賽選拔賽 2020 

（大灣賽區） 

二等獎 1 名  三等獎 2 名 

藝術 2019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管樂團初級組 銅獎 1 個 

保良局 2019 國際元素週期年表美術 

設計創作比賽 

香港賽一等獎(小組)1 個、 

世界賽三等獎(小組)1 個 

 

保良局康樂服務 40 年平面壁畫設計 

比賽 

個人季軍 1 個、小組冠軍 1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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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活動名稱 獎項名稱 

體育 

 

二零一九年香港韻律泳比賽暨

「Panasonic二零一九泛亞韻律泳錦

標賽暨第十五屆香港韻律泳公開賽」 

 

個人冠軍 1個、個人亞軍 2個、 

個人殿軍 1個 

 

聯校花式跳繩盃 2019 個人冠軍 16個、個人亞軍 5個、 

個人季軍 4個、個人殿軍 1個、 

團體冠軍 7個、團體亞軍 4個、 

團體季軍 1個、團體殿軍 1個 

總冠軍 1個、總亞軍 1個 

全場總冠軍 1個 

跳繩強心校際花式跳繩比賽 2019 全場總亞軍 

第十屆亞洲跳繩錦標賽-熱身賽 個人冠軍 13個、個人亞軍 8個、 

個人季軍 3個、個人殿軍 5個 

 

全港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 HKBDC標準舞及拉丁舞 

香港代表隊文憑 

 

西貢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9 個人冠軍 12個、個人亞軍 12

個、 

個人季軍 12個 

接力賽冠軍 2個、接力賽亞軍 2

個、接力賽季軍 2個 

 

其他 國際啟發潛能教育聯盟(IAIE) 2019 啟發潛能教育學校成就大獎

(4th Silver Fidelity Award) 

 

第二屆將軍澳及西貢區「小棋王」

「小棋后」中國及國際象棋大賽 

 

優異獎 1個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周年

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獲選「慶祝中華人民共和 

國成立 70周年優秀小學生」 

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10年或以上關愛校園」榮譽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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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年度學校接受捐款/捐贈紀錄（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8 月） 

捐贈者 /機構名稱  
捐贈者 /機構  

與學校的關係  
所捐助款項 /物件的補充說明  

該捐款 /捐助是否由

校方向捐助者提出  

接受捐贈項

目的日期  

捐款 /捐物的用

途  

曾紀華獎學金 不適用 
兒童漫畫『小正和怪老頭』第八冊 100本

$0.00 

否 
18 Dec 2019 供學生使用 

曾紀華獎學金 不適用 
兒童漫畫『小正和怪老頭』第九冊 100本

$0.00 

否 

10 Jan 2020 供學生使用 

曾紀華獎學金 不適用 
兒童漫畫『小正和怪老頭的故事』第十冊

100 本$0.00 

否 

26 Jun 2020 供學生使用 

華潤集團 不適用 救互 75%乙醇消毒液兩支 $16.00 否 23 Apr 2020 供全體人員使用 

華潤集團 不適用 
BQ-7960A Touchless Soap Dispenser 自動

感應消毒機 1部 (美金 14.00) 
否 23 Apr 2020 供全體人員使用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

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不適用 便利妥口罩 500個，$1,000.00 否 13 May 2020 供全校教職員使用 

中文大學 不適用 酒精搓手液 0.5L 一支 $115.00 否 19 May 2020 供全校教職員使用 

「愛的家」 不適用 V99 成人口罩 8盒，$1,416.00 否 18 May 2020 供全校教職員使用 

「愛的家」 不適用 S99 成人口罩 8盒，$1,440.00 否 5 Jun 2020 供全校教職員使用 

「愛的家」 不適用 V99 成人口罩 8盒，$1,104.00 否 14 Jul 2020 供全校教職員使用 

「愛的家」 不適用 V99Pi 中童口罩 16盒，$1,248.00 否 21 Jul 2020 供全校教職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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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者 /機構名稱  
捐贈者 /機構  

與學校的關係  
所捐助款項 /物件的補充說明  

該捐款 /捐助是否由

校方向捐助者提出  

接受捐贈項

目的日期  

捐款 /捐物的用

途  

中聯辦教育科技部 不適用 便利妥 3D立體口罩成人 M碼 3包，$264.00 否 5 Jun 2020 供學生及全校教職
員使用 

唐楚男顧問 不適用 貝爾安親成人口罩 8盒，$1,440.00 否 18 May 2020 供全校教職員使用 

莎莎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本校校監 

Global Chemicals 消毒搓手液(100ML) 900

支；妙緣一次性使用醫用口罩 3層(10個

裝) 500 包，合共$20,000.00 

否 16 Apr 2020 供學生及全校教職
員使用 

1盧比基金會(香港)有限

公司 

本校總理 
兼校董 

中童醫用口罩(50個袋) 200盒，

$26,000.00 
否 21 May 2020 供學生使用 

利希慎基金 不適用 
翻譯繪本《泡泡頭、磚磚頭》兩本， 

$76.00 
否 27 Aug 2020 供全校教職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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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2019/2020 年度財務報告 

   收入 ($)   支出 ($)   盈餘 ($)  

I. 政府資助     

    (1) EOEBG (Baseline)      1,472,104.55  1,493,970.53   

         其他收入 135,344.53               -      

  1,607,449.08 1,493,970.53 113,478.55 

        上年度盈餘:   (694,521.58) 

小結(A):   (581,043.03) 

    (2) School Specific Grants     

       行政津貼 2,376,756.00 2,455,425.02          

         其他收入 3,459.70 -  

 2,380,215.70 2,455,425.02 (75,209.32) 

        上年度盈餘:   1,560,205.21 

小結(B):   1,484,995.89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439,529.00 337,886.40 101,642.60 

空調設備津貼 474,513.00 
619,987.00 92,834.97 

   其他收入 238,308.97 

校本新來港學童支援計劃津貼                -                   -    - 

學生輔導服務新措施                -    7,854.00 (7,854.00) 

額外的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349,752.00 452,000.00 (102,248.00) 

學校發展津貼 774,983.00 
997,548.65 (221,899.15)  

      其他收入 666.50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 126,756.00 116,300.00 10,456.00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 - -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津貼 108,000.00 97,431.70 10,568.30 

   校本管理額外津貼 50,000.00 49,000.00 1,000.00 

   校本言語治療行政經常津貼 8,000.00 - 8,000.00 

 統籌學校校本言語治療行政經常津貼 8,000.00 - 8,000.00 

        上年度盈餘:   906,734.94 

小結(C):   807,235.66 

I.擴大的營辦津貼基本及特定款額年終盈餘 (A+B+C)  1,711,188.52 

II. 學校津貼 (一般津貼)     

(1) 普通經費帳 473,339.53 423,673.59 49,665.94 

(2) 樂器班 224,300.00 215,270.00 9,030.00 

(3) 政府優質教育基金津貼 QEF - - - 

(4) 泳池維修儲備基金及泳隊發展基金 750,000.01 - 750,000.01 

(5) 泳池租金 4,150,000.00 895,537.80 3,254,462.20 

(6) 捐款 1,631,718.19 217,199.50 1,414,518.69 

(7) 學生發展基金 228,935.00 66,198.50 162,736.50 

小結: 7,458,292.73 1,817,879.39 5,640,413.34 

上年度盈餘:   17,933,578.46 

II.學校津貼 (一般津貼)  年終盈餘     23,573,991.80 

2019/20 年度終結總盈餘 (I+II)     25,285,18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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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基金推展 

2019~2020 年年度完成的計劃： 
 

撥款機構 計劃名稱(計劃編號) 撥款金額 負責撰寫人 

QEF 優質教育基金 

主題網絡計劃─透過機械

人活動促進高小 STEM 教

育計劃(P4-P6) 

$31,880 陳卓原主任 

保良局李樹福創意科

技教育發展基金 

結伴飛航計劃-與保良局雨

川小學聯名申請 
$180,000 余卓瑤老師 

保良局 

足球發展基金 

「踢出彩虹」(延續) 

(2019F/016) 
$25,360 梁凱宏主任 

保良局郭羅桂珍美麗

傳承乒乓球發展基金 

黃永樹乒乓球計劃(延續) 

(2019P/014) 
$15,000 梁凱宏主任 

 

 

 

 

展望未來 

2020/2021年度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1. 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2. 持續實踐「啟發潛能教育」理念，培養學生良好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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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2019 - 2020年度「學校發展津貼」計劃書評估報告 

學校：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諮詢教師的方法：校務會議 

開辦班級數目：30 班 

項目 關注重點 策略 / 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及反思 

課程

發展 

 

 

 

 

 

 

 

 

 

 

 

 

 

 

減輕教師工作

量，使他們能

專注： 

課程發展 

照顧學生的

學習需要 

其他(請說

明)：減少教

師的行政工作

量。 

 

 

 

 

 

 聘請 3 名教學助理

處理非教學的文書

工作。 

 協助視藝科老師準

備及分發陶藝課的

教學材料；協助老

把學生的作品放進

電窯內及操控電窯

燒製學生的陶藝作

品。 

 協助體育科老師加

強照顧學習差異(包

括：泳課及陸上課)。 

 協助音樂科推行校

本課程及活動。 

 協助學校考勤系統

的數據，掌握學生

的出席紀錄。 

--評估教學助

理的工作表現。 

--教師問卷調

查。 

--61%教師表示完全同意；39%教師表示同意已達到減輕教師工作量的目標，

協助老師在準備教材、處理非教學的文書工作等工作時所需的時間，如協

助各學科修訂、更新、製作學習材料，以切合學生的學習需要。 

--61%教師表示完全同意；39%教師表示同意已達到令老師能專注教學工作的

目標。全學年三位教學助理均協助籌備分科及學校的特備活動、代課；協

助老師帶領學生參與課外活動、比賽、遊學等。午息時，在圖書館內當值、

維持秩序、協助學生借閱圖書。 

--79%教師表示完全同意；21%教師表示同意在教學助理(賴)的協助下，能更

專注推行校本視藝課程。教學助理能為一至六年級視藝科老師準備及分發

陶藝課的教學材料；協助老師把學生的作品放進電窯內及操控電窯燒製學

生的陶藝作品；又協助老師籌辦校內畫展，展示學生及老師的藝術作品，

能增加學生接觸藝術作品和互相觀摩機會。另一方面，又協助音樂科推行

校本課程及活動。 

--73%教師表示完全同意；27 %教師表示同意在教學助理(希) 的協助下，體

育科老師能更專注於游泳課的教學，加強照顧學習差異；又協助訓練田徑

隊學員，帶領學生出外參加體育活動，令教師能專注推行校本體育課程。 

-- 63%教師表示完全同意；37%教師表示同意在教學助理(珊) 的協助下，能

運營日常考勤系統的數據，縮短班主任整合學生考勤資料的時間，亦有助

適時向家長發放學生考勤資訊。 

--本年度，教學助理亦協助訓練三位新來港的學生以廣東話朗讀中文科及常

識科的課文；練習以廣東話與同學、老師溝通；協助他們盡快適應校園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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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2019 - 2020年度「學校發展津貼」計劃書評估報告 

學校：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諮詢教師的方法：校務會議 

開辦班級數目：30 班 

項目 關注重點 策略 / 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及反思 

課程

發展 

 

 

 

 

 

 

 

 

 

 

 

 

 

 

 

減輕教師工作

量，使他們能專

注： 

課程發展 

提高學生的語

文能力 

聘請外籍英語助理教

師協助推行「促進小

學英語學習津貼計

劃」。 

--評估英語助理

教師工作表現。 

 

-- 19%教師表示完全同意；81%教師表示同意外籍英語助理教師有助改

善學生的英語運用機會和學業水平。 

本年度外籍英語助理教師，與本校英文科老師協作任教 P.2、4、5每周

一或兩節英文課，以發展校本英文課程。外籍英語助理教師協助設計課

堂活動及課業，營造英語學習的環境，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及興趣，並

於課餘時間與學生交談，提升學生的說話能力及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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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2019 - 2020年度「學校發展津貼」計劃書評估報告 

學校：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諮詢教師的方法：校務會議 

開辦班級數目：30 班 

項目 關注重點 策略 / 工作 評估方法 成效及反思 

照顧學生不同和

特殊的學習需要 

 

 

 

 

 

 

 

 

減輕教師工作量，

使他們能專注： 

課程發展 

提高學生的語文

能力 

照顧學生的學習

需要 

 聘請 1 名合約教師。 

 協助推動啟發潛能教

育的理念。 

 任教中文及普通話科

的課程及教學工作。 

 協助推動校本語文學

習活動，照顧學生的

多樣性。 

 

 

 

--評估合約教師工作表現。 

--教師問卷調查。 

--59% 教師表示完全同意；39% 教師表示同意

聘請 1名合約教師，已達到減輕教師的工作

量，使他們能專注推動啟發潛能教育的理

念。 

--48%教師表示完全同意；39 %教師表示同意

聘請 1名合約教師，能協助推動校本語文學

習活動，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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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 2019 - 2020 年度「學校發展津貼」支出報告 

 

學校：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學年：2019/ 20 

                              
收入預算： 

2018/2019年度學校發展津貼撥款估計盈餘額 $301,954.16 

2019/2020年度學校發展津貼撥款額 $774,983.00 

2019/2020年度其他收入 

宏利強積金交來: 退回 2019年 9及 10月份僱主多供款項

(蔡靜欣) 

$666.50 

總額： $1,077,603.66 

 

 

 

實際支出： 

津貼項目 項目 實際支出金額 

學校發展津貼 教學助理 3名 $515,742.15 

合約教師 1 名 $481,806.50 

總支： $997,548.65 

  

盈餘 : $80,0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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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2019/20 年度「德育及國民教育支援津貼」工作報告 
 

 

由於受 2019冠狀病毒疫情影響，本年度原定運用「德育及國民教育支援津貼」舉辦

的活動均未能如期舉行。 

 

 

2018/19 年度餘款為$314,710.4。 

 

2019/20 年度支出為$0.0，結餘為$314,7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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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年度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校本津貼 - 活動報告表 

學校名稱 :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計劃統籌員姓名 : 王志紅老師 聯絡電話 : 2177-0050 

A. 校本津貼受惠學生人數(人頭)預計共 92 名 

(包括 A. 領取綜援人數：_4_名，B. 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人數：_88_及 C. 學校使用 25%酌情權的清貧學生人數：18_名) 

B.計劃的各項活動資料: 

備註:*活動名稱/類別如下：功課輔導、學習技巧訓練、語文訓練、參觀/戶外活動、文化藝術、體育活動、自信心訓練、義工服務、歷奇活動、領袖訓練及社交/溝通技巧訓練 

@學生人次：上列參加各項活動的受惠學生人數的總和 

**總學生人次：指 (A) + (B) + (C) 的總和 

# 合資格學生: 指領取綜援/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及學校使用 25%酌情權的清貧學生 

*活動名稱/類別 
參加合資格學生人數# 平均出

席率 

活動舉辦時期 

/日期 

實際開支 

($) 

評估方法 

(例如:測驗、問卷等) 

合辦機構/ 

服務供應機構名稱 

(如適用) 

備註(例如:學生的學習及

情意成果) 
A B C 

領袖培訓 

訓練日營 
(樹屋/環保/游繩) 

/ / / / / / / / 因疫情關係，活動取消 

領袖培訓 

訓練日營 

(獨木舟/木筏) 

/ / / / / / / / 因疫情關係，活動取消 

領袖培訓 

訓練營(2日 1夜) 

(挪亞方舟) 

4 58 18 100% 
18/1/2020 

- 

19/1/2020 

$36,030 
利用問卷及 

觀察學生表現 

馬灣挪亞方舟臻

訓中心 

100%同學認為本次活動可

提升紀律性、合作性、抗

逆能力及對人禮貌。 

活動項目總數：1 
 

  
      

@
學生人次 4 58 18  

總開支 
$ 
36,030 **總學生人次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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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計劃成效  

整體來說你認為活動對受惠的合資格學生有何得益 ? 

請在最合適的方格填上「」號  
改善 沒有

改變 
下降 

不適

用 明顯 適中 輕微 

學習成效   

a) 學生的學習動機        

b) 學生的學習技巧        

c) 學生的學業成績        

d) 學生於課堂外的學習經歷        

e)  你對學生學習成效的整體觀感        

個人及社交發展   

f) 學生的自尊        

g) 學生的自我照顧能力        

h) 學生的社交技巧        

i) 學生的人際技巧        

j) 學生與他人合作        

k) 學生對求學的態度        

l) 學生的人生觀        

m)  你對學生個人及社交發展的整體觀感        

社區參與   

n) 學生參與課外及義工活動        

o) 學生的歸屬感        

p) 學生對社區的了解        

q)  你對學生參與社區活動的整體觀感        

 

 

D. 對推行活動計劃的意見  

    在推行計劃時遇到的問題/困難(可在方格上 超過一項) 

  未能識別合資 格學生(即 領取綜援及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的學生 )；  

  難以甄選合適學生加入酌情名額；  

  合資格學生不願意參加計劃(請說明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伙伴/提供服務機構提供的服務質素未如理想 ；  

  導師經驗不足，學生管理技巧未如理想；  

   活動的行政工作明顯地增加了教師的工作量 ；  

  對執行教育局對處理撥款方面的要求感到複雜； 

  對提交報告的要求感到繁複、費時；  

 其他 (請說 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 學生及家長有否對計劃提供意見？他們是否滿意計劃的服務？  

(可選擇填／不填寫 ) 
學生及家長都非常滿意活動，學生積極投入活動，家長亦十分認同訓練營導師

所提供的專業培訓。  

部分學生反映希望參與更多兩日一夜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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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2019/2020 年度「學習支援津貼」工作報告 

 

（甲）工作計劃報告： 

 

目標 策略/工作 評估方法 成就 反思 

1. 照顧有不同學需要學

生的課堂學習 

 聘請教學助理，進行教學協

作，支援學生於全班式課堂

學習的需要。 

 教師問卷 

 

 能力較低的學生能

完成學習活動，掌

握課堂的學習目標 

 

 教學助理參與支援班別的

備課會議，讓支援更到位 

 

2. 支援學童的情緒問題  創設遊戲治療室，為懷疑有

情緒輔導或精神焦慮的學童

提供適切的空間。 

 由學校社工或專責人員提供

個別化的遊戲治療，從而提

供情緒輔導。 

 為有需要學生支援的

次數 

 透過觀察學生的表現 

 與家長會面檢討 

 教師問卷 

 學生的情緒及表現 

 學生的缺課情況 

 醫生團隊的認同 

 下年度擬增設沙療，進一

診提供多樣性的支援項

目，讓情緒及精神焦慮的

學生透過活動，表達自己

的憂慮及感受，讓社工及

專責人員提供更適切的支

援方案 

3. 提升學生的社交技巧

及小肌肉的發展 

 創設 LEGO 及桌上遊戲地

帶。 

 透過積木及桌上遊戲活動，

改善學生的傳意、表達、溝

通等方面社交技巧。 

 透過積木及桌上遊戲活動，

改善學生的小肌肉的發展。 

 小手肌弱的學生的手

肌能力（如課業及執

筆等） 

 透過觀察學生與學生

之間的社交情況 

 教師問卷 

 學生問卷 

 學生的表現 

 下年度擬設計不同難度的

小任務，讓學生更有系統

地進行小手肌的訓練 

 培訓愛心小天使，於桌上

遊戲地帶帶領社交能力較

弱的學童進行活動，以增

強對學校的歸屬感及建立

社交圈子 

4. 提升學生的社交技巧  由賽馬會「喜伴同行」提供

社交訓練。 

 學生的參與率 

 ASD 學生的社交情

況 

 老師問卷 

 定期與負責機構檢討 

 教師問卷 

 家長問卷 

 學生的社交表現 

 

 因應校內學生的特質，與

負責機構設計一些更切合

本校學生需要主題活動及

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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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財政報告： 

 

（一）收入 

項目 金額 

1. 2018-2019 年度可保留的累積盈餘： $8,593.20 

2. 2019-2020 年度第一期撥款： $ 459,228.00 

3. 2019-2020 年度第二期撥款： $38,772.00 

2019-2020 年度總收入（A）： $ 506,593.20 

 

（二）支出 

項目 金額 

1. 教學助理（1） $ 211,282.75 

2. 教學助理（2） $ 101,002.65 

3. 教學助理（3） $26,131.00 

4. 喜伴同行計劃 $ 8,800.00 

5. 遊戲治療室項目費用 $8.113.19 

6. LEGO 及桌上遊戲地帶 $19,052.00 

7. 社工室物資 $2,051.10 

8. 雜項 $2,500.00 

2019-2020 年度總支出（B）： $ 378,932.69 

 

（三）2019/2020 年度津貼盈餘額： 

2019-2020 年度總收入（A） 2019-2020 年度總支出（B） 2019/2020 年度津貼盈餘額（A - B） 

$ 506,593.20 $ 378,932.69 $ 127,660.51 

預計 2020 年 8 月 31 日的盈餘：$ 127,66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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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 Scheme on Promoting Effective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in Primary Schools 

Final Report 

 

 

(A) Name of School: Po Leung Kuk Wong Wing Shu Primary School___________________ (File Number: A / B / C / D*______017_______) 

 

(B) School Information and Approved Curriculum Initiatives 

Please tick () the appropriate boxes. 

Name of Teacher-in-charge 
MISS TSOI WAI YING CANDY 

School Phone No 
21770050 

 

Approved Curriculum Initiative(s) 

  Enrich the English language environment in school through conducting activities* and/or developing 

quality resources* 

 Promote reading* or literacy* across the curriculum 

 Enhance e-Learning 

 Cater for learning diversity 

 Strengthen assessment literacy 

 

Approved Usage(s) of Grant 

 Purchase learning and teaching resources (printed books/e-books/Others* (please 

specify:_______________) 

 Employ supply teacher(s) 

 Employ teacher(s) who is/are proficient in English 

  Employ teaching assistant(s) who is/are proficient in English 

 Procure services for conducting _______________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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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Self-evaluation of Project Implementation 
Please evaluate your school’s project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the indicators under the 5 key criteria using a 4-point scale#.  Indicate the school’s score for each 

criterion by ticking “” the appropriate box and providing full justification of scoring.  

  

Criteria Indicators #Self-evaluation (Please put a  in the appropriate box.) 

Efficiency 

(Cost-effectiveness: 

production and 

execution of project 

deliverables, 

resources deployment 

and beneficiary size) 

 Deliverables such as learning and teaching 

resources of acceptable quality are produced, 

deployed and used as well as quality English 

language activities are organised as scheduled. 

 Additional resources (e.g. printed/e-books, 

teachers and teaching assistants) are suitably 

deployed to achieve the intended goals. 

 Target groups as stipulated in the approved plan 

have benefitted from the project. 

Yes (Fulfilled)                             No (Not fulfilled) 

4 3 2 1 

    

 

 The targeted deliverables from 2018-2019 second term to 2020 February 

such as learning and teaching resources of acceptable quality were 

produced, deployed and used during English lessons as well as fun and 

challenging English language activities such as Halloween Fun Fair and 

five times of English Fun Fairs were organized for P.1 and P.2, P.3 and P.4 

as well as P.5 and P.6. 

 

 100% of the produced deliverable were used in the reading and speaking 

lessons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period. 

 

 The deployment of two full-time English-speaking teaching assistants 

who are called Mr James Cope and Mr Stephen Young was made to 

achieve the intended goals. 

 

 The application of newly-developed materials was carried out in target 

levels, i.e. Primary Two, Primary Four and Primary Five. All the 

participating students definitely benefitted from th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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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eria Indicators #Self-evaluation (Please put a  in the appropriate box.) 

Effectiveness 

(Goal achievement: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language 

skills, teachers’ 

understanding of new 

curriculum 

requirements - Major 

renewed emphases in 

the Updated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and use 

of evaluation 

instruments for 

ensuring 

effectiveness) 

 Both observable (such as mastery of target 

language skills) and measurable outcomes (such 

as improvement as reflected by formative and/or 

summative assessment results) are achieved. 

 Teachers demonstrate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new curriculum requirements+ in lessons, co-

planning meetings and material development 

process.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tools are effectively 

deployed for continual course corrections and 

outcome improvement.  

Yes (Fulfilled)                          No (Not fulfilled) 

4 3 2 1 

    

 

 All the objectives stipulated in the approved plan have been met. 

 

 As evaluation of lessons was done from time to time and so was the 

amendments of the teaching resources to suit the level of difficulty for 

the students, focus group discussion results on teachers’ and students’ 

feedback, problems encountered and need for improvement were 

recorded for all the grade levels.  

 

 The pre-test and the post-test data of reading were all entered into the 

Excel files. As stated in the approved plan, the data will be used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improvement made by the participating students 

by the end of the project. The result is shown as follows. Nonetheles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period of teaching is too short and the ELTAs are 

unstable, the target percentage of reading showing students’ improvement 

cannot be attained as the average is 44.2%. 

 

 Class A Class R Class D Class H Class K 

P.2 23% 31% 50% 19% 42% 

P.4 46% 73% 69% 38% 35% 

P.5 58% 42% 42% 35%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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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eria Indicators #Self-evaluation (Please put a  in the appropriate box.) 

Impact 

(Broader and longer-

term effects on 

curriculum 

enhancement, learning 

atmosphere and 

teachers’ professional 

capacity) 

 Curriculum initiative(s) implemented has/have 

added value to the existing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Curriculum initiative(s) implemented has/have 

fostered a professional sharing culture among 

English teachers, resulting in enhanced capacity. 

 The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environment has 

been enriched and students are more motivated 

in learning English. 

 

Yes (Fulfilled)                             No (Not fulfilled) 

4 3 2 1 

    

 

 The core team is responsible for holding all types of meetings, closely 

coordinating with Mr James Cope/Mr Stephen Young and different 

parties, solving different kinds of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each grade 

level, ensuring the teaching materials are properly kept, facilitating the 

smooth running of various types of English activities and assuring every 

single detail stated in the plan was properly followed. 

 

 Very often the level teachers discussed their ideas with Mr James 

Cope/Mr Stephen Young and shared the good practices among English 

teachers in the co-planning meetings and in their free time. Evaluation 

meetings were held after the reading / speaking lessons of a certain unit 

or sometimes after both the reading and speaking lessons were finished. 

Eventually the amendments of teaching materials were don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ir quality so that they are sustainable for future use.  

 

 In addition, as stated in the approved plan, Mr James Cope/Mr Stephen 

Young carried out the English Passport-speaking activity to Primary 1-6 

students in their free time. Also Mr Stephen Young greeted students at the 

campus entrance every morning apart from scheduled duties at recesses 

and lunch recesses. The students in P2, P4 and P5 liked to have lessons in 

the presence of the ELTA and communicate with them owing to the fact 

that they were approachable and amiable. Hence the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environment was enriched and students were more motivated in 

learning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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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eria Indicators #Self-evaluation (Please put a  in the appropriate box.) 

Relevance 

(Goal alignment) 

 Project goals set are in close alignment with the 

school’s major concerns and teachers’/students’ 

needs. 

 Proper mechanisms (e.g. regular project review 

meetings) are in place to ensure that project 

activities and outpu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overall goal and the attainment of the objectives. 

Yes (Fulfilled)                             No (Not fulfilled) 

4 3 2 1 

    

 

 The project goals set are in close alignment with the school’s major 

concerns and students’ needs. For instance, the TSA results of the past 

years were reviewed. It was found that the weakest area, speaking had to 

be improved. On top of that, the reading comprehension in the 

summative assessments is always the weakest area of most students. As a 

result, speaking and reading were selected to be the main foci of this 

project. 

 

 Before the project started, a couple of meetings were held for all the 

participating teachers detailing all the details of the PEEGS so that the 

whole team was able to effectively implement the project. 

 

 Regular project review meetings such as bi-weekly level co-planning 

meetings and evaluation meetings were held amongst level teachers and 

Mr James Cope/Mr Stephen Young. Also the teacher-in-charge Miss Tsoi 

has worked closely with both of them to ensure every aspect was running 

smoothly and the problems were solved in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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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eria Indicators #Self-evaluation (Please put a  in the appropriate box.) 

Sustainability 

(Continuation of a 

project’s goals, 

principles, and efforts 

to achieve 

desired outcomes) 

 Newly-developed materials are consistently 

use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approved 

curriculum initiatives and fully integrated with 

the existing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Related students’/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ctivities are conducted after the project period 

for sustaining the benefits obtained. 

Yes (Fulfilled)                           No (Not fulfilled) 

4 3 2 1 

    

 

After the project period, the newly-developed materials and completed 

activities will be continued to be implemented persistently in order to ensure 

their sustainability and the fact that all the teachers’ effort will not be wasted. 

 

 

 

Other details 

Issues or problems 

encountered during the 

reporting period which have 

impacted on the progress of 

the project and how they 

were/will be dealt with 

Due to the limited salary provided by the PEEGS funding, we have encountered a lot of difficulties in employing a high quality 

English Teaching Assistant (ELTA). In the project year 2017-2018, Miss Sadia Lima resigned at the end of August in 2018. Then, 

in the project year 2018-2019, Mr James Cope left work at the end of July in 2019. Mr Stephen Young has worked from November 

2019 to February 2020. In fact, all of them are high quality ELTAs who have worked a short period happily in our school. The 

students love them and their lessons as they were enthusiastic and professional in teaching English. They also got along well with 

the colleagues of our school, especially Mr Cope. The major problem is that the salary is too low to retain their stay. Though our 

school has paid Mr Cope and Mr Young almost double the salary as offered in the PEEGS, Mr Cope still breached the contract 

by not reporting his duty on 19th August, 2019. Meanwhile the school again had difficulty in employing a high quality ELTA. 

Hence the funding should be raised to a great extent in order to retain a good English-speaking teaching assistant for the greatest 

benefit of students. Additionally it was reflected that the native ELTA should be allowed to co-teach with local English teachers 

instead of a formal application must be done to seek approval from the Education Bureau. The reason is that for the greatest 

benefit of our students, through the co-teaching undeniably students will get the most out of the lessons and it maximizes the 

opportunities for them to interact with the ELTA so that they can be exposed more to an authentic English-speaking environment. 

In 2018-2019, a formal application was made to get the approval of the Education Bureau about this issue and it proved local 

teachers carried out main part of teaching and Mr Cope/Mr Stephen did a small part of teaching that worked out excellently in 

the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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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details 

Other areas that the core 

team would like to raise 

which are not covered 

above 

Nil 

Good practices identified  

(if any) 

 

Nil 

Our school is/is not* willing to share good practices with other schools. 

Successful experience  

(if any) 

 

Nil 

 

 

 

Remarks: 

*   Please delete as appropriate. 

#   Rating scale 

Score Rating Scale 

4 Related indicators have been completely fulfilled. 

3 Related indicators have been largely fulfilled.  

2 Related indicators have been adequately fulfilled but corrective actions are needed. 

1 Related indicators have not been fulfilled.   

+   For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pages 6-9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Curriculum Guide (Primary 1 - Secondary 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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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學校交流報告書 

2019/2020 學年 

 

學校名稱：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學校類別： 
*小學 / *中學 / *特殊學校  

(*請刪去不適用者) 
負責老師： 林慧珍主任 

 
本學年已與以下內地姊妹學校進行交流活動： 

1. 解放大路小學(長春) 

2.  

3.  

4.  

5.  

 

本校曾舉辦的姊妹學校活動所涵蓋層面及有關資料如下：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填上號(可選多項)及/或在「其他」欄填寫有關資料)  
 

 

 

甲. 管理層面（*已舉辦 / *未有舉辦）(*請刪去不適用者) 

交流項目 預期目標 

編號  描述 編號  描述 

A1  探訪/考察 B1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A2  校政研討會/學校管理分享 B2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A3  會議/視像會議 B3  
交流良好管理經驗和心得/提升學校行

政及管理的能力 

A4  
與姊妹學校進行簽約儀式/商討交流

計劃 
B4  擴闊學校網絡 

A5  其他(請註明) : B5  擴闊視野 

   B6  建立友誼/聯繫 

   B7  訂定交流細節/ 活動詳情 

   B8  其他(請註明) : 

 

管理層面  

達至預期目標程度 
C1  完全達到 C2  大致達到 C3  一般達到 C4  未能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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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教師層面（*已舉辦 / *未有舉辦）(*請刪去不適用者) 

交流項目 預期目標 

編號  描述 編號  描述 

D1  探訪/考察 E1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D2  觀課/評課 E2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D3  示範課/同題異構 E3  建立學習社群/推行教研 

D4  遠程教室/視像交流/電子教學交流 E4  促進專業發展 

D5  專題研討/工作坊/座談會 E5  提升教學成效 

D6  專業發展日 E6  擴闊視野 

D7  其他(請註明) : E7  建立友誼/聯繫 

   E8  其他(請註明) : 

 

教師層面  

達至預期目標程度 
F1  完全達到 F2  大致達到 F3  一般達到 F4  未能達到 

 

 

丙. 學生層面（*已舉辦 / *未有舉辦）(*請刪去不適用者) 

交流項目 預期目標 

編號  描述 編號  描述 

G1  探訪/考察 H1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G2  課堂體驗 H2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G3  生活體驗 H3  擴闊視野 

G4  專題研習 H4  建立友誼 

G5  遠程教室/視像交流/電子學習交流 H5  促進文化交流 

G6  文化體藝交流 H6  增強語言/表達/溝通能力 

G7  書信交流 H7  提升自理能力/促進個人成長 

G8  其他(請註明) : H8  豐富學習經歷 

   H9  其他(請註明) : 

 

學生層面  

達至預期目標程度 
I1  完全達到 I2  大致達到 I3  一般達到 I4  未能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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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家長層面（*已舉辦 / *未有舉辦）(*請刪去不適用者) 

 (註 :學校不可使用姊妹學校計劃津貼支付家長在交流活動的開支) 

交流項目 預期目標 

編號  描述 編號  描述 

J1  參觀學校 K1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J2  家長座談會 K2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J3  分享心得 K3  擴闊視野 

J4  其他(請註明) : K4  加強家校合作 

   K5  加強家長教育 

   K6  交流良好家校合作經驗和心得 

   K7  其他(請註明) : 

 

家長層面  

達至預期目標程度 
L1  完全達到 L2  大致達到 L3  一般達到 L4  未能達到 

 

監察/評估方法如下： 

編號  監察/評估方法 

M1  討論 

M2  分享 

M3  問卷調查 

M4  面談/訪問 

M5  會議 

M6  觀察 

M7  報告 

M8  其他(請註明) : 

 

全年財政報告： 

編號  交流項目 支出金額 

N1  到訪內地姊妹學校作交流的費用 HK$152,069.00 

N2  在香港合辦姊妹學校交流活動的費用 HK$ 

N3  姊妹學校活動行政助理的薪金 (註:不可超過學年津貼額的 20%) HK$ 

N4  視像交流設備及其他電腦設備的費用 HK$ 

N5  交流物資費用 HK$ 

N6  在香港進行交流活動時的茶點開支(註:不可超過學年津貼額的 2%) HK$ 

N7  老師的一次入出境簽證的費用(註:不可超過學年津貼額的 1%) HK$ 

N8  其他(請註明) : HK$ 

N9  學年總開支 HK$152,069.00 

N10  沒有任何開支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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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及跟進： 

編號  內容 

O1  

有關交流活動的層面 [如適用，請註明]  

 

                                                

O2  

有關交流活動的形式/內容 [如適用，請註明]  

 交流活動能讓兩地學生進行體育運動交流，互相認識，建立友誼。    

                                                 

O3  

有關交流活動的時間安排 [如適用，請註明]  

 活動行程頗為緊密，可考慮微調，讓考察和體會有更深的層次。 

                                              

O4  

有關交流活動的津貼安排 [如適用，請註明]  

 津助尚算合理，能讓不少學生受惠。 

                                               

O5  

有關承辦機構的組織安排[如適用，請註明]  

 住宿環境略有不足，並已向相關機構反映意見。 

                                                 

O6  

其他(請註明) : 

 

 

 

 

交流參與人次： 

編號  層面 交流參與人次 

P1  本校學生在香港與姊妹學校交流的人次 ______人次 

P2  本校學生到訪內地與姊妹學校交流的人次  24   人次 

P3  本校學生參與交流的總人次  24   總人次 

P4  本校教師參與交流的總人次  2    總人次 

P5  本校學校管理人員參與交流的總人次  2    總人次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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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全方位學習津貼」運用報吿 

2019-2020 學年 

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受惠學生 

（級別） 
評估結果 

實際開支 

（$） 

開支 

用途
＊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

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智
能
發
展
︵
配
合
課
程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第 1 項 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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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成長 

學生成長營  

三日兩夜的宿營，藉著團隊

活動，訓練學生獨立生活，

遵 守 紀 律 以 及 互 相 合 作 的

社交訓練。  

1.  訓練學生自我管理

的能力；  

2.  培育學生之間互相

合作的團隊精神；  

3.  提升自信心和抗逆

力。  

2020 年  

3 月 /4 月  

四年級 

(全級) 

因新冠肺炎疫

情停課，活動

取消。  
0 E1      

學生成長 

學生成長營  

三日兩夜的宿營，藉著團隊

活動，訓練學生獨立生活，

遵 守 紀 律 以 及 互 相 合 作 的

社交訓練。  

1.  訓練學生自我管理

的能力；  

2.  培育學生之間互相

合作的團隊精神；  

3.  提升自信心和抗逆

力。  

2020 年  

3 月 /4 月  

五年級 

(全級) 

因新冠肺炎疫

情停課，活動

取消。  
0 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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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受惠學生 

（級別） 
評估結果 

實際開支 

（$） 

開支 

用途＊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

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學生成長 

學生畢業營  

三日兩夜的宿營，藉著團隊

活動，訓練學生獨立生活，

遵 守 紀 律 以 及 互 相 合 作 的

社交訓練。  

1.  訓練學生自我管理

的能力；  

2.  培育學生之間互相

合作的團隊精神；  

3.  提升自信心和抗逆

力。  

2020 年  

3 月 /4 月  

六年級 

(全級) 

因新冠肺炎疫

情停課，活動

取消。  
0 E1      

常識 

世界公民教育（樂施會）  

透過參與式、賦權的學習過

程 ， 讓 學 習 者 從 行 動 中 學

習，理解世界上不同群體、

地區之間的相互依存，讓人

有能力從日常事件中，找到

全球、國家、本地與個人之

間的連繫，並以批判思維探

討，以及用行動回應世界上

的貧窮與不公義問題。  

1.  意 識 到 自 己 是 世

界一分子  

2.  尊重自己和他人  

3.  建立和活出正面的

價值觀  

4.  培養批判思維  

5.  培養責任感和使命

感  

下學期  
六年級 

（全級） 

因新冠肺炎疫

情停課，活動

取消。  

0 E1      

     第 1.1 項總開支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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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 

日期 

受惠學生 

（級別） 
評估結果 

實際開支 

（$） 

開支 

用途＊
 

智
能
發
展
︵
配
合
課
程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1.2 
按學生的興趣和能力，組織多元化全方位學習活動，發展學生潛能，建立正面價值觀和態度（例如：多元智能活動、體藝文化活動、領袖訓練、服務

學習、學會活動、校隊訓練、制服團隊活動、軍事體驗營） 

藝術教育 結他班及流行鼓導師費 1. 提升學生彈奏樂器的技巧 全年 
小四至 

小六 

彈奏技巧有所提升  
$9,900.00 E5      

藝術教育 小小藝術家導師費 1. 提升學生視覺藝術的水平 全年 
小一 

至小六 

能提升學生的藝術

表達技巧和能力  
$49,200.00 E5       

藝術教育 中文話劇的導師費 
1. 提升學生傳意表達能力 

2. 培養學生的團隊合作精神 
全年 

小四 

至小六 

傳意表達能力有所提

升  
$17,360.00 E5      

藝術教育 中國舞蹈組的導師費 
1. 提升學生肢體動覺智能 

2. 培養學生的團隊合作精神 
全年 

小一 

至小三 

肢體動覺智能有所提

升，也加強了學生

之間的協作能力  

$12,240.00 E5      

語文 中文辯論隊的導師費 

1. 提升學生的口語傳意表達

技巧 

2. 培育學生明辨性思考能力 

全年 
小四 

至小六 

口語傳意表達和明辨

性的思維有所提升  $10,940.00 E5      

數學 數學拔尖的導師 1. 提升學生數學運算的能力 全年 
小四 

至小六 

運算能力有所提升  
$19,600.00 E5      

STEM 
伴你飛航：無人機駕駛的

導師費 

1. 提升學生認識無人機操作

的技巧 
下學期 

小四 

至小六 
/  0 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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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受惠學生 

（級別） 
評估結果 

實際開支 

（$） 

開支 

用途＊ 

智

能

發

展

︵

配

合

課

程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體育 花式跳繩的導師及比賽費用 

1. 提升學生的跳繩技巧 

2. 培養學生的團隊合作精

神 

全年 
小三 

至小六 

跳繩技巧有所

提升  $23790.00 E5      

體育 韻律泳的導師費 
1. 認識韻律詠的基本技巧 

2. 提升學生肢體動覺智能 
全年 

小三 

至小六 

強化了學生在

水中的肢體活

動能力  

$4,000.00 E5      

體育 籃球隊的導師費 

1. 訓練籃球隊隊員的技術 

2. 培養學生的團隊合作精

神 

全年 
小四 

至小六 

籃球技術有所

提升  $1,800.00 E5      

體育 排球隊的導師費 

1. 訓練排球隊隊員的技術 

2. 培養學生的團隊合作精

神 

全年 
小四 

至小六 

排球技術有所

提升  $3,840.00 E5      

體育 欖球隊的導師費 

1. 訓練欖球隊隊員的技術 

2. 培養學生的團隊合作精

神 

全年 
小四 

至小六 

欖球技術有所

提升  $2,400.00 E5      

     第 1.2 項總開支 $155,0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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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受惠學生 

（級別） 
評估結果 

實際開支 

（$） 

開支 

用途＊
 

智
能
發
展
︵
配
合
課
程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1.3 舉辦或參加境外交流活動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運動 
精英運動員交流計劃

(長春 )  

1. 增進兩地交流，擴闊學生視野 

2. 體驗滑雪運動的樂趣 

3. 考察中國現當代的歷史 

2019 年  

12 月  

小五 

至小六 

能 夠 擴 闊 學 生 視

野，提高國民身份

認同；初步認識和

體驗滑雪運動；同

時，學生的自理能

力有所提升。  

$57,447.00 
E3 

E4 
     

STEM 
伴你飛航：創科交流計劃

(長春 )  

1. 增進兩地交流，擴闊學生視野 

2. 考察當代航天科普的科技及教

育發展 

2020 年  

4 月  

小四 

至小六 

因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停課，活動取消。  0 
E3 

E4 
     

    第 1.3 項總開支 $57,447.00       

1.4 其他 

/ / / / / / / / / / / / / 

    第 1.4 項總開支 /       

 
 

 
  第 1 項總開支 $212,5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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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項目 開支用途＊
 實際開支（$） 

第 2 項 購買推行全方位學習所需的設備、消耗品、學習資源 

藝術教育  中國舞訓練物資 E7、E8 $12,240.00 

藝術教育  中文話劇活動物資 E7、E8 $4,000.00 

藝術教育  鋼琴：學習資源 E7、E8 $0.00 

藝術教育  結他：學習資源 E7、E8 $18,217.20 

  第 2 項總開支 $34,457.20 

  第 1 及第 2 項總開支 $246,974.20 

 
＊： 

 
輸入下表代號；每項開支可填寫多於一個代號。 

開支用途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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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2 交通費  E7 設備、儀器、工具、器材、消耗品 

E3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學生）  E8 學習資源（如學習軟件） 

E4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隨團教師）  E9 其他（請說明） 

E5 專家／導師／教練費用    

 
受惠學生人數                                                                                                            
 

全校學生人數︰ 738 
  

 

受惠學生人數︰ 738 
  

 

受惠學生人數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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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 

運用推廣閱讀津貼支出報告 

 
本年度推廣閱讀的主要目標： 

1.深化現有閱讀活動，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 

2.推行多元化活動，培養學生好品德，包括責任感、自信心和成就感、堅毅不屈的

抗逆能力。 

 

 項目名稱 預算開支 實際支出金額 

1. 購置實體圖書 $27,000  

 

 

$35,436.68 

2. 網上閱讀計劃：e-悅讀計劃 $0 

3. 閱讀活動： 

a. 故事媽媽活動購買實體圖書 $5,000 

b. 老師推介品德好書、「我最喜愛的品德圖書推

介」(一至三年級)、「品德故事寫作比賽」 

(四至六年級)、一至三年級主題講故事比賽(與中

文科合作)及四至六年級演講比賽(與中文科合作)

等活動購買實體圖書 

$8,000 $0 

                                                     

總計 

 

$40,000 

 

$35,436.68 

結餘 $6,46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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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2019-2020年度健康校園計劃–禁毒教育活動評估報告 

 

1 德育成長課 

 

課堂(一至六年級全年 15節)  全校一至三年級上、下學年共進行了 9 節課程，而四至六年級則進行
了 12 節課程。本校因 2019 新冠肺炎影響而停課，下學期的課節數量
亦減少至每個年級共 2 節。另外，下學期亦增設了全級性的網上問答
工作紙，讓學生在停課期間也能保持健康生活的習慣。 

 課堂的安排以學生的成長需要為藍本，著重學生的參與和親身體驗，讓
學生學習一套獨特的生活技巧。 

 學生反應理想，而且願意積極參與及投入課堂活動。老師亦會對課程內

容作出修改，以配合學生的需要。 

2 龍獅隊(抗逆力小組) 

 

校內訓練(每級全年約 20次)  整體而言，所有學生均能掌握獅藝技巧。 

 所有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及個人責任感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受 2019 新冠肺炎影響，取消了下學期的「關愛長者大行動」。 

3 「成長的天空計劃」輔助課程 

 

小組活動/講座/工作坊/日營  已完成各級上學期活動。 

 據觀察所得，學生的抗逆力能力有所提升。 

 因疫情關係，部份下學期活動改為以電話/視像形式進行，部分活動延

期至 2020-2021 年度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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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健康校園講座 

A. 「E$mart 理財童學會」學 

生理財工作坊 

B. 健康使用互聯網學生講座 

C. 性教育講座 

D. 「解麻」戰士禁毒教育講座 

講座/工作坊  學生都非常投入參與，是次特別能體驗使用「電子支付」，體驗到
真實生活所面對的金錢活動如賺錢、購物、借貸、博彩、捐款
等，學到管理自己收入及支出的技巧，讓他們更易明白正確管理
金錢的重要。 

 講座互動性高，除了問答環節外，也加入了伸展運動環節，使學
生投入參與講座。他們認識了沉迷上網的徵狀及影響外，也學習
了有效地分配時間運用電腦。 

 講座設互動環節，讓學生投入參與，提升合宜的性教育的知識及
兩性相處態度。 

 講座以學生喜歡的電子遊戲作背景，以生動有趣的互動，讓學生
非常投入，既能認識毒品禍害，亦掌握減壓的方法，提升抗誘
力。 

5 晨光集會 

 

 

 

早會  完成上學期共 6次的晨光活動。 

 晨光集會能向學生傳遞有關訊息，引領學生建立正向價值觀及良好

的態度。 

 因為疫情而停課關係，下學期晨光集會未能推行。 

6 向賭博 sayno 健康生活劇場 劇場  因停課及疫情影響，此活動未能進行。 

7 「星夢劇場-健康校園」計劃 劇場/工作坊  因疫情影響，活動多次延期，暫定於下學年 2020-2021 年度進
行。 

8 《全港兒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 校

園約章》 

A. 學生情緒小組 

B. 休整日 

C. 情緒教育攤位 

小組/工作坊  據觀察所得，大部份小組及休整日學生都積極透過藝術創作表達自
己的情緒及想法，從中增加了對自己強項及能力的認識，亦學習到
一些正面處理情緒的方 法，有助提升抗逆力。 

 情緒攤位能讓參與學生簡單認識合適抒發情緒的方法，亦篩選了數
位有情緒壓力 8 的學生，及早辨識，讓學生輔導員進行情緒輔
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