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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宗旨和使命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於 2000年創辦，為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直屬小學，與青年會中學是全港第一對一條龍學校。本校秉

承母會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基督精神，以耶穌基督的聖訓，施行「愛的教育」，啟導兒童：愛天

父、愛學校、愛家庭、愛鄰舍、愛社會、愛國家；以學生為本，致力「完人教育」，除培養學生良好品 德、高雅情操與豐富

學識外，更期望他們有健康的人生態度、正確的價值觀及強烈的社會意識；效法基督，嚮往公義，追求真理，得着豐盛的生

命。 

施行方針 

對外聯繫辦學團體內各單位，對內開放渠道賦權與能；為學生及教師開拓豐富多彩的視野，增加正向積極的經歷，提供嘗試

機會及愉快的全方位學與教平台，逐步建立服務社區為主、中小幼聯緊密連繫的青小特色。  

青小信念及願景 3Ls

LOVE & CARE 施行「愛的教育」，在上主為我們準備的場所發光發熱，竭力追求卓越  

LEARNING GROUP 建立「學習型社群」，以開放態度彼此協作擔待，攜手並肩邁往專業感長  

LIFE EDUCATION 致力「健康生命教育」，培育孩子身、心、社、智、靈五方面正向積極發展 

2022/23-2024/25 年度關注事項

1. 提升學生靈活性、抗逆能力及勇於挑戰的精神

2. 透過「多向度」的學習體驗，提升學生的學習及自學能力，進入新世紀數碼世界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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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三年發展計劃 (2022-2025) 

現況
強項 

1. 學生品性純良、受教；學生資訊科技能力提升，P4-6已全面 BYOD，

有助應付及提升新常態學習模式的效能

2. 教職員團隊專業及各有專長，願意接受新事物，積極推動教師專業發

展；教師團隊資訊科技能力提升，有助應付及提升新常態教學模式的效能

3. 重視教師的專業發展，並能配合教育趨勢安排參與學與教的培訓，以改

進教學

4. 硬件配套足夠，近年引入不同有關學習的科技

5. 學校重視全人教育，學生均有不同平台發展

6. 與幼稚園及中學建立良好的溝通及協作伙伴關係，能為學生提供一站式

教育

7. 學校對外聯繫網絡廣闊，於上一周期建立的「情牽中華」及「寰宇教室」，

為培養國家及世界良好公民打好基礎

8. 大部份家長認同本校辦學理念，支持學校發展工作，有助推行各項課程

弱項 

1. 由於疫情的緣故，停課、網上課堂及半天上課等安排對學生、家庭及學校

均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學習方面，需要時間及策略提升學生學習效能，以

彌補滯後的進度，學生學習差異變得更大；由於缺少在學校與同學的互動，

學生的社交及溝通能力亦相對比較弱，關係容易疏離，致使自信心不足；

部分家庭於疫情期間也面對不少壓力，在家中亦容易產生衝突，影響學生

學習情緒

2. 使用電子工具學習猶如兩刃的刀，學生需要時間建立時間管理及自制能力

3. 部分學生缺乏家庭支援，生活經驗不足

4. 學生評估數據可以進一步善用

5. 學生閱讀興趣未夠濃厚

6. 教師團隊相對年青，仍須累積更多教學經驗

契機 
1. 半天上課讓學生多了做功課時間或進行不同活動

2. 社區內有不同資源及設施﹝例：濕地公園、水資源教育中心﹞，為學生

提供更廣泛的體驗學習機會

3. 母會為國際性的組織，支援學校安排不同的活動，豐富學生學習經歷；

學校亦與青年會中學及幼稚園關係密切，可提供更多合作機會

4. 學校近十年的發展在區內外建立了口碑，學校收生人數穩定，加上區內

認同全人發展教育的家長數目增加，學校可把握機會建立各項課程特色，

吸引更多跨區的家長報讀本校

危機 
1. 適齡入學學生人數逐年下降、內地仍未通關及移民潮因素，區內競爭激

烈，將影響未來數年收生的穩定性及各級的學生人數，並會影響各科課程

發展進程

2. 疫情仍然反覆，因而仍有機會收緊防疫政策，影響學校正常運作，亦影

響各科課程編排(包括跨境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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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1：提升學生靈活性、抗逆能力及勇於接受挑戰的精神 時間表 

目標 預期成效 策略大綱 22/23 23/24 24/25 

培養學生靈

活性  

學生能從多角度進行思考和

學習  

1.各科在課程上加入多角度思考的教學策略/課堂活動 ✔ ✔ ✔

2.各科舉辦/參加能訓練及提升學生思維能力的活動 ✔ ✔

培養學生勇

於接受挑戰

的精神 

學生嘗試接受新任務/ 更有

挑戰性的任務，並重視學習過

程，懂反思，從而肯定自己，

提升成就感 

1. 安排學生參與不同類型活動，以培養學生不怕失敗，敢挑戰的態度和精神 ✔ ✔ ✔

2. 課程中加入分享/反思部分，鼓勵學生分享學習過程 (例子：成就、從錯誤/失敗中的學

習、欣賞自己/別人的努力、新的/對自己有用的學習策略、筆記等等)

✔ ✔ 

3. 加入任務/課業的選項，增加擁有感及動機完成課業 ✔

4. 安排及準備親子學習進程分享日，讓學生重視學習過程，肯定自己 ✔ ✔ ✔

通過基督化

的校園氛

圍，讓學生

學習從信仰

角度正面面

對困難 

學生能認識天父，在遇到逆境

時會交託祈禱，學習倚靠神 

1. 於早禱、P12校本聖經課程及 P3-6靈育課程，介紹有關堅毅的聖經人物和金句，讓學

生認識信仰，學習在困難中倚靠天父的供應

✔ ✔ ✔ 

2. 透過 P6MI「團契遊樂園」活動，讓六年級學生更深認識天父和教會，學習在升中適應

和學習壓力中交託神

✔ ✔ ✔ 

關注事項 2：透過「多向度」的學習體驗，提升學生的學習及自學能力，進入新世紀數碼世界的學習 時間表 

目標 預期成效 策略大綱 22/23 23/24 24/25 

1. 加入多元

化

教學策略及

「多向度」

學生的參與度及學習成

效均有所提升 

1. 各科分別於三年內加入運用多元化教學策略：

a. 動手做的體驗式學習(Learning By Doing)

b. 照顧學習多樣性(Catering for learning diversity)

c. 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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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體驗

活動，提高

學生的學習

動機及學習

效能 

2. 教師參與主題課研(Lesson  Study)，提升運用多元化教學策略的能力 ✔
中英數常 

1級， 

1課題 

✔
中英數常 

2級， 

各 1課題 

術 

1級 

1課題 

✔
中英數常 

3級， 

各 1課題 

術 

1級 

1課題 

2. 加強自學

方法的培

養，提升學

生自主自律

的學習能力

學生能養成自主自律的

學習態度和習慣 

1. 舉辦工作坊、分享會及安排參與專業進修，以協助教師認識及理解自主學習理論及策略，

並作課程規劃

✔ 
掌握理論 

 及策略

✔ 
規劃課程

✔ 
修訂規劃 

2. 各科訂立具體要求及策略，協助學生掌握自主學習技巧及培養自主自律的學習能力 ✔ 
訂定學習

目標、自

我規劃、

自我監控 

✔ 
自我評

價、自我

修訂，並

主動尋求

更多自學

內容 

3. 善用回

饋，提升學

習效能

學生學習成效能有所提

升 

1. 透過具體回饋(包括教師、同儕、家長口頭及書面回饋)，提升學生自信心及改進學習表現 ✔ 
教師回饋

✔ 
教師、同

儕回饋

✔ 
教師、同

儕及家長

回饋

2. 善用各類評估數據(包括課堂活動間即時性、進展性及總結性評估)，各科定期收集顯證(包

括課堂觀察表現、檢視課業及檢視測考成績、引入新的學習平台以發展電腦化數據等)，檢

視及評估學生的學習表現，以完善教學策略及課程

✔
活動及測

考評估數

據、P4 試

行電腦化

數據 

✔ 
活動及測

考評估數

據、電腦

化數據

✔ 
活動及測

考評估數

據、電腦

化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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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2021-2022年

承上結餘 預算收入 預算支出 預算盈餘/(超支)

HKD HKD HKD HKD

政府津貼
EOEBG 非指定津貼 2,044,659.68 2,044,659.68

基線指標津貼 168,183.00 0.00 168,183.00

學校及班級津貼 0.00 300,000.00 (300,000.00) 0.00

升降機保養津貼 0.00 100,000.00 (65,000.00) 35,000.00

學校課程發展津貼 0.00 65,000.00 (64,700.00) 300.00

綜合家具及設備-資產 0.00 700,000.00 (700,000.00) 0.00

行政津貼-增聘文書助理 0.00 221,170.00 (221,170.00) 0.00

小   計 2,044,659.68 1,554,353.00 (1,350,870.00) 2,248,142.68

EOEBG 指定津貼
修訂行政津貼 0.00 1,598,616.00 (1,536,896.00) 61,720.00

學校發展津貼 0.00 800,017.00 (796,513.00) 3,504.00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0.00 541,410.00 (541,410.00) 0.00

空調設備津貼 0.00 487,154.00 (400,000.00) 87,154.00

新來港學童支援計劃津貼 0.00 8,004.00 (7,600.00) 404.00

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0.00 361,057.00 (490,567.00) (129,510.00)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津貼 0.00 145,936.00 (145,336.00) 600.00

統籌學校校本言語治療行政經常津貼 0.00 8,258.00 (3,500.00) 4,758.00

校本言語治療行政經常津貼 0.00 8,258.00 (3,500.00) 4,758.00

校本管理額外津貼 0.00 51,615.00 (1,000.00) 50,615.00

小   計 0.00 4,010,325.00 (3,926,322.00) 84,003.00

EOEBG 合計 2,044,659.68 5,564,678.00 (5,277,192.00) 2,332,145.68

營辦津貼以外
學習支援津貼收入 244,540.48 1,241,478.00 (1,497,420.00) (11,401.52)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159,600.00 166,800.00 (285,536.10) 40,863.90

其他經常津貼 -差餉及租金 0.00 265,000.00 (265,000.00) 0.00

額外支援非華語學生的津貼 224,365.56 950,000.00 (898,000.00) 276,365.56

在校午膳津貼 0.00 400,000.00 (400,000.00) 0.00

香港學校戲劇節 3,409.63 0.00 0.00 3,409.63

學校設施推動體育發展計劃 0.00 130,000.00 (130,000.00) 0.00

資訊科技人員支援津貼 28,210.00 327,588.00 (406,509.60) (50,711.60)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津貼 0.00 658,080.00 (658,080.00) 0.00

社工諮詢服務津貼 0.00 132,552.00 (132,552.00) 0.00

姊妹學校計劃津貼 59,351.22 157,127.00 (216,000.00) 478.22

學校閱讀推廣 8,791.81 42,654.00 (50,000.00) 1,445.81

有特殊教育需要非華語學生支援津貼 17,913.06 103,230.00 (93,000.00) 28,143.06

全方位學習津貼 214,039.62 929,055.00 (1,193,000.00) (49,905.38)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0.00 76,300.00 (70,829.70) 5,470.30

學校行政主任津 43,656.57 523,320.00 (701,190.00) (134,213.43)

一筆過校本言語治療設置津貼 8,768.70 0.00 0.00 8,768.70

一筆過特別支援津貼 33,850.00 0.00 0.00 33,850.00

小   計 1,046,496.65 6,103,184.00 (6,997,117.40) 152,563.25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 0.00 1,617,000.00 (1,067,200.00) 549,800.00

小   計 0.00 1,617,000.00 (1,067,200.00) 549,800.00

政府津貼總額 3,091,156.33 13,284,862.00 (13,341,509.40) 3,034,508.93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財務預算

2022-2023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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