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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0-2021年度對於整個教育行業來說都是挑戰滿滿的一年，自2018/2019年度，青小

訂定了新的三年發展計劃，以「中小幼銜接」及「情牽中華‧放眼世界‧平衡自我」

這兩個重點為主要關注事項，本年度是計劃的第三年。 

「中小幼銜接」：青小過往數年都取錄了來自大約50所幼稚園的學童，學校必須做好幼

小銜接的工作，讓學生能夠好好適應小學生活。面對疫情，工作比以往都較困難，因

為小一學生除了需要適應新的學習環境外，也要適應學習「新常態」。所以青小致力做

好建立學生的學習常規，同時為家長提供適切的支援和減輕家長在家照顧子女學習的

壓力。此外，雖然青中是青小的聯繫中學，但青小也會為將會畢業的學生準備迎接中

學學習階段。學校會從學業、品格和各項基本能力上為高小的同學做到準備，也為家

長提供升中選校意見，希望同學能入讀合適自己學習和發展體藝才華的中學。 

「情牽中華‧放眼世界‧平衡自我」：隨着香港和中國內地的連繫日趨緊密，正正配合

三年計劃中的「情牽中華」部份，學校會透過讓學生認識中國文化，培養學生欣賞中

國傳統文化的情操。當學生欣賞中國文化後，便能向全世界推廣，跟各個國家交流，

放眼世界，明白人與人之間互相尊重、融和、合群的重要性，裝備好成為世界公民。 

透過檢討和改進，校方會繼續本著青小三個願景，致力發展三個校本特色。 

3Ls
三個願景 三個校本特色 

Love and Care 施行愛的教育 一站式教育 

Learning Group 建立學習型社群 國際化 

Life Education 致力健康生命教育 品格與健康 

面對久久未完的疫情，全港的教育同工均努力地去適應各種改變，青小也不例外。但

青小在一年多的疫情中，己經不再是「應付疫情的衝擊」，而是「主動創建新學習模

式」，即使在環境因素的影響下，學生仍然能繼續獲得全面的學習體驗。例如當大部

份學校都因疫情取消了運動會，青小堅持以另類模式舉辦線上運動會；當大部份實體

的跨境交流活動因疫情取消或延期，青小繼續為學生進行線上的跨境舞蹈交流。以上

各項工作，證明了在疫情下，青小仍然堅守各項學校特色，不會因外在條件的限制而

放棄學生學習的機會。在未來我們將繼續沿用這種混合式(線上及線下)教育模式，期

望透過六年的小學生活，能裝備學生有應對未來的技能與能力。 

2



(A)我們的學校

1. 辦學宗旨

本校秉承母會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精神，透過學校提供

傳道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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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生建立彼此

接納、互相欣賞、積極進取的校園文化，為社會栽培具備多元智能、豐富知識、兩文

三語兼擅、能獨立思考、愛主愛人及樂善勇敢的好公民。 

2. 辦學使命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深信培育下一代是上帝交付給我們的使命，也是回應社會的實

際需要。本校透過正規及非正規的課程「彰顯基督」，結合事奉上帝、見證主道、服

侍人群、造福社會的信念去履行教育的神聖任務；又以基督的教訓，有教無類的教育

原則，使學生能享有平等機會接受優質的完人教育。本校奉行的教育哲學是「完人教

育」，肯定教育的真正意義在於生命的造就及人格的建立。除培養學童良好品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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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能效法基督，嚮往公義，追求真理，得着豐盛的生命。本校認同教育是一

個不斷演變的過程，除了致力學生德、智、體，群、美、靈六育的發展外，並積極提

升及持續改善教師的教學質素，致力民主、開放的辦學方針，為時代培養出勇於承擔、

樂於服務、甘於委身的屬靈人。 

3. 學校設施

學校佔地面積約 5575 平方米，當中包括

￭ 禮堂 1 個 ￭ 教室 33 個 ￭ 電腦室 1個

￭ 雨天操場 1 個 ￭ 籃球場 2個 ￭ 中央圖書館 1 個

￭ 英語學習室 1 個 ￭ 視覺藝術室 1 個 ￭ 音樂室 1個

￭ STEAM 室 1 個 ￭ 多功能用途室 1個 ￭ 輔導室 3個

￭ 醫療室 1個 ￭ 學生活動中心 1個 ￭ 飯堂 1 個

￭ 駐校社工精心設置的遊戲治療室 1個

￭ 教室內設有、電腦、投影器、電視機、實物投影機及中央音響

￭ 為支援有需要的學生，設有升降機及傷殘人士洗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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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我們的成員

1. 法團校董會

主席及校監： 楊彼得律師

校董： 吳桂華先生 劉俊泉先生 何鏡煒博士 

陳以誠醫生 方永平教授   張富華校長 

沈雪明博士 (替代)蘇以葆主教 

獨立校董： 張佩蘭女士 

教員校董： 張文舜主任   (替代)陳桂英副校長 

家長校董： 陳家駒先生 (替代)韓瑞源先生 

2. 家長

第十屆家長教師會成員(2020/21-2021/22 年度)

主席：陳家駒先生 副主席–黃穎志副校長 

家長常務委員 教師委員 

秘書 陳慧心女士 林靖茵老師 

司庫/核數 黃永樂先生 何健邦老師 

聯絡 羅鳳霞女士 譚玉燕老師 

總務 
韓瑞源先生 李淑嫻老師 

譚健珊女士 佘茵茵老師 

總務-福音事工 黎艷梅女士 鄭裕雯老師 

康樂 欒舒婷女士 羅嘉雯老師 

候補委員 
鄭小紅女士 

梁海燕女士 
---- 

3. 校長和教師

a. 資歷：

本年度聘任編制內教師 62 人，編制外教師 8 人，教師團隊共有 70 人。 

教育文憑 
特殊教育 
培訓 

大學學位 
學士 碩士或博士 

編制內教師 
佔全校教師人數百分比 100% 26% 100% 32% 

b. 教學經驗：

教學年資 
0-4 年 5-9 年 10 年或以上 

54% 10%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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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020至2021年度教師專業發展

校本安排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2020至2021年度教師專業發展紀錄 

透過會議、工作坊、共同備課及課程設計、試教、同儕觀課、分享會等專業發展活動，開拓專業

視野，聯繫專業夥伴，提升學與教資素 

校外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日期 活動名稱 

20/7/2020 數碼素養 360：疫情前後線上線下實況和啟示 

25/7/2020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Teaching Grammar in the Primary English 

Classroom 

5/8/2020 

Phonic Teaching Series(1)Enhancing Teachers' Skills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Teaching Phonic 

10/8/2020 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數學科)全港小學分享會(2019-20) （網上）

12/8/2020 

Phonic Teaching Series(2)Enhancing Students'Reading and Speaking Skills 

through the Learning and Teaching of Phonic 

13/8/2020 停課不停學 9月開課策略和準備：疫情下的開學策略論壇（網上） 

14/8/2020 數學課程第一學習階段基本能力指標講座 （網上） 

14/8/2020 停課不停學 9月開課策略和準備：技術層面的支援（網上） 

20/8/2020 知識交流研討會-新常態下跨文化和跨境開學與銜接（網上） 

21/8/2020 MYOB會計系統簡介會（網上） 

25/8/2020 ST Briefing for CA 

26/8/2020 跨境班教師遙距功課收發方式(ONE DRIVE)工作坊（校本） 

27/8/2020 NET SECTION INTRODUCTION

28/8/2020 預防 2019冠狀病毒病進行體育活動的指引及支援（網上） 

15/9/2020 2020/21學年校本言語治療師複修安排 

19/9/2020 ACTS 使命承傳-塑造校園領袖新世代（網上） 

19/9/2020 學校中層管理帶領團隊迎接新常態（網上） 

25/9/2020 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展研究(PIRLS)2021網上簡介會（網上） 

26/9/2020 「在生命中的逆流」教材發佈會 

30/9/2020 「及早識別和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計劃研討會 2020 

2/10/2020 用繪本和孩子談真善美和生命教育（網上） 

3/10/2020 創意教學策略座談會 

8/10/2020 元朗區小學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專業網絡活動（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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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2020 HKACE X Microsoft AI工作坊 

17/10/2020 第一屆「點滴成河-傑出生命教育教案設計獎」頒獎禮（網上） 

21/10/2020 新任中/小學體育科科主任導引課程 

28/10/2020 2019冠狀病毒疫情對全球經濟發展的影響（網上） 

28/10/2020 2021年全港性系統評估（小學）-學校資料上載及點選特別安排簡介會 

2/11/2020 「教大在線教學支援系列 -線上研討會」（網上） 

5/11/2020 發展活躍及健康的小學校園網上研討會（網上） 

6/11/2020 特殊需要統籌主任專業發展活動 

6/11/2020 NET induction 

6/11,13/11, 

20/11,27/11/2020 

2020「以行求知」研討會：跨科對話．貫通學習（網上） 

常識、數學、英文、中文科 

12/11/2020 數碼時代考試評核的機遇與挑戰研究論壇 

16/11/2020 「國家安全與我們日常生活」知識增益研討會（網上） 

19/11/2020 建立校本學生人才庫，促進校本資優教育發展(小學) （網上） 

19/11/2020 健康飲食在校園-營養培訓工作坊 

19/11/2020 Teaching English through Pupperty 

20/11/2020 「青心直說」第十三講：點樣做「法」 

21/11/2020 「悅」讀繪本趣學寫作（網上） 

25/11/2020 AI-related reading project called “Knowledge Overload” （網上） 

25/11/2020 應用調解處理投訴經驗分享會（網上） 

4/12/2020 複印及掃瞄版權影印作品調查網上簡介會（網上） 

10/12/2020 發展活躍及健康的小學校園網上研討會(三) （網上） 

8/1/2021 
Using a Variety of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to Cater for 

the Learning Needs of the Scientifically Gifted/More Able Students 

12/1/2021 RAC Series: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Classroom Science Activities 

14/1,25/1/2021 教大在線教學援系列-線上研討會（網上） 

25/1/2021 粵港姊妹學校分享會 

16/1/2021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Series:Strategies For Catering For Students 

With Special Education 

9/1-20/1/2021 聖經主日學：希伯來書 

22/1/2021 校園形象提升溝通技巧工作坊 (職員參加) 

2/2/2021 賽馬會「感 · 創 · 做」大本營 (LBD)經驗分享會（網上） 

3/2/2021 線上線下疫情下的教學新常態網上教學研討會(中文科) （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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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021 eClass系統培訓(eGuidance/eDiscipline/iPorttolio培訓) （網上） 

8/2/2021 教育新常態：教師職業疼症自救秘訣（網上） 

16/2/2021 進行動手實踐網上教學範例（網上） 

20/2/2021 創意教學策略座談會(2021年春季) （網上） 

23/2/2021 TIMSS 2019網絡研討會-提升香港數學與科學成就（網上） 

23/2/2021 Puppetry competition:Online cluster meeting（網上） 

25/2/2021 數動智多 SING 

25/2/2021 照顧雙重特殊資優的課堂設計 

4/3/2021 「發展活躍及健康校園」網上研討會（網上） 

5/3/2021 Zoom網絡研討會小學應如何善用奇趣 IT識多啲資源 

19/3/2021 玩轉科學 2-線上 STEM教師培訓工作坊（網上） 

23/3/2021 2020年疫情停課期間學生學習情況問卷調查研討會（網上） 

27/3/2021 Coping with New Normal ESL Teaching Using IT mLang Workshop（網上） 

29/3/2021 訪校-八鄉中心小學貓舍 

14/4/2021 醫校社同心協作計劃網上簡介會（網上） 

16/4/2021 運用不同的適異性教學策略，以照顧科學資優（網上） 

23/4/2021 

10/5/2021 

資訊科技教育電子領導系列：在新常態下電子學習發展上的優勢與機遇 

（網上） 

24/4/2021 校園靜觀及身心靈健康講座（網上） 

28/4/2021 在職場中活出召命（網上） 

29/4/2021 非華語學童學習小學數學（網上） 

30/4/2021 校本多元計劃研討會-以班本加入課後學習支援助理 

5/5/2021 善用 2021年系統評估材料安排簡介會 

13/5/2021 小學課程銜接系列：(1)幼稚園和小學的銜接 

22/5/2021 小學童書教學專題探討：閱讀與戲劇 

29/5/2021 情感培養與小學中國語文的學與教 

30/5/2021 賽馬會校本多元計劃研討會（網上） 

1/6/2021 為有讀寫困難的小學生提供支援（網上） 

3/6,10/6/2021 優化晉升培訓核心課程-專業操守、價值觀及政策 

8/6/2021 羣育學校/院舍服務及轉介程序簡介會 

9/6/2021 教育局「感恩與寬恕」教師分享會（網上） 

16/6/2021 中華文化 x跨範疇學習實踐經驗分享會（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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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15/7/2021 小學數學修訂課程的特選課題：照顧個別差異（網上-自選 3小時） 

18/6-19/7/2021 小學數學修訂課程的特選課題：解文字題（網上-自選 2.5小時） 

19/6/2021 
「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支援計劃（2020/2021）經驗暨總結分享會 

（網上）  

23/6/2021 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計劃-學校」總結分享會(小學中國語文)（網上） 

23/6/2021 學校資訊科技設施的管理、保安及維護-學校活動目錄(AD的管理)(進階程度) 

25/6/2021 迪士尼青少年活動體驗日 

30/6/2021 
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計劃-學校」總結分享會(運用多元學與教策略及學習

進程架構照顧學生的多樣性及特殊學習需要)（網上） 

8/7/2021 Story to Stage Puppetry Competition頒獎典禮 

19/7/2021 學校資訊科技設施的管理、保安及維護-檔案和操作系統的備份和還原 

校本教師發展及專業複修課程 (半天至5周) 

參與者 舉辦機構 課程名稱 

1位體育科科主席 EDB 
4/8-6/8/2020 

體育教學活動工作坊(二)-非撞式欖球 – 2.5天 

1位視藝科科主席 香港教學資源中心 
4/8-12/8/2020 

小學視覺藝術教學專修課程 - 6天 

1位數學科科主席 EDB 

6/8-13/8/2020 

Qualitative &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Education 

Research – 6天 

3位老師 

(1920年入職) 
IBED陳惠良先生 

10/8/2020 

腦科學暑期進修課程 - 1天 

1位老師 

(1920年入職) 

EDB+ 

香港教師中心 

11/8-13/8/2020 

2020年新教師研習課程-小學 - 3天 

本年度新入職老師 青小 
18/8/2020 

新入職老師電子學習工作坊（校本）- 3小時 

6位英文老師 EDB 
19/8，26/8，29/8，5/9，19/9/2020 

Space Town Training – 5天 

全體視藝老師 香港大學 

22/8/2020 

設計思維及科主任證書課程 Design Thinking Course2020 

Pre-workshop（網上）- 3小時 

全體常識老師 教育出版社 
22/8/2020 

常識科網上教室簡介會（網上）- 1小時 

全體普通話老師 香港教圖出版社 

27/8/2020 

普通話電子教學工作坊（網上）- 2小時 

全體數學老師 青小 
28/8/2020 

VLE網上平台工作坊(校本) - 1小時 

全體中文老師 教育出版社 
28/8/2020 

中文科網上教室簡介會（網上）- 2小時 

校長及視藝科主席 香港大學 
28/8,29/8,25/9,26/9/2020 

設計思維及科主任證書課程 Design Thinking Course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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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 4個半天 

1920及 2021年度 

新入職老師 
青小 

2/9/2020 

腦科學教學技巧工作坊（校本）- 1.5小時 

全體老師 青年會 
15/10/2020 

事工研討會（校本） - 5.5小時 

全體老師 
青小 EP 

劉修妍博士 

27/10/2020 

正向課室管理及策略（校本） - 1.5小時 

全體體育老師 
POLAR體育 

用品公司 

28/10/2020 

POLAR運動測量系統電子教學工作坊（校本）- 1小時 

全體老師 青小 
30/10/2020 (校務會議) 

資優教學分享（校本） - 0.5小時 

全體老師 青小 
6/11/2020 (BEST DAY) 

攝影技巧工作坊（校本） - 0.5小時 

校長、3位副校長 EDB 
25/11/2021 

應用調解處理投訴經驗分享會（網上）- 2.5小時 

全體老師 青小 
27/11/2020 (校務會議) 

常識科網上平台教學設計分享（校本） - 0.5小時 

副校長 EDB 

5/12/2020 

校長資格認證程序概覽暨擬任校長專業發展資料冊工作

坊(小學) - 1.5小時 

全體老師 青小 
21/12/2020,1/4/2021 

校園靜觀計劃(第 1及 2部分)（校本） - 共 3小時 

副校長 EDB 
12/1,14/1,19/1,21/1,26/1,28/1 

優化晉升培訓核心課程-學校的行政及管理 - 共 6小時 

2位 TA 

(支援組及英文科) 
EDB 

16/2,17/2 

照顧不同學習需要普通學校教學助理培訓工作坊 

- 共 6小時

全體老師 青小 

20/2/2021 

教師發展日-由新思維去新教學．鋪展未來教師之路 

(Nurturing Future leaders)(校本)（網上）- 3小時 

校長+14位老師 
元朗區小學 

校長會 

5/3/2021 

元朗區聯校教師發展日（網上）- 4小時 

全體常識老師 青小 
5/3/2021 

Chromebook實戰教學(校本) （網上） - 1小時 

24位老師 
體育科 + 
OneStretching 

3/2021-6/2021 

伸展體驗活動(共 10次，每次 30分鐘) 

1920及 2021年度 

新入職老師 
EDB 

1/4/2021-1/6/2021 

教師網上基礎課程 - 資優教育（網上）- 12小時 

中英數常部分老師 EDB 

16/4,23/4,30/4,7/5/2021 

2021「以行求知」研討會：擁抱挑戰．拓展學習機遇 

常識、數學、英文、中文科(各 3小時) 

全體老師 
循道衛理優質 

生命教育中心 

7/5/2021 

電影中的生命教育(校本) – 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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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老師 澄明手作 
7/5,10/5/2021 

藍染工作坊(校本) – 1小時 

校長、三位副校長、 

課程主任 
EDB 

18/5,25/5/2021 

小學學校領導人員工作坊 - 2天 

全體老師 正方教育 

2/6/2021 

成長的天空教師工作坊(校本)（網上） 

從接受與承諾治療(ACT)看疫情 - 1.5小時 

全體老師 

青年全球網絡 

(前稱突破匯動 

青年) 

7/6/2021 

學生危機個案評估及處理(校本) - 1.5小時 

2021年度 

新入職老師 
Google Google 認證教育家第 1 級考試 - 3小時 

8位老師 

(包括中英數常) 
Google Google 認證教育家第 2 級考試 - 3小時 

1位老師 Google Google 認證教育家 TRAINER考試 - 3小時 

1位 ST EDB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行為、情緒及社群發展需要專

題課程(共 20天) 

1位 ST EDB 
Thematic Course on Supporting Students with SEN 

Cognition and Learning Needs 2020-2021(共 20天) 

2位 ST EDB 
Advanced Course on Catering for Diverse Learning 

Needs 2020-2021(共 17天) 

全校教職員全學年進修時數合共：教師及教學助理進修 3,928.5小時 
各科共同備課 40小時 
合共︰3,968.5小時 

專業伙伴合作計劃 

專業機構 計劃名稱 

EDB NET Section 
ENGLISH：Space Town Literacy Programme 
(從閱讀中學習)(P1-3) 

香港教育城 

數學科+eTEAM：VLE虛擬學習環境 - 學習管理系統計劃 

（Virtual Learning Environment） 

(標準化電子學習平台、數據分析)(P4) 

教育局 
體育科：「發展活躍及健康的小學校園」計劃 

(網絡學校跨校協作)(P1-6) 

廣州華南師範大學 Stem：粵港澳促進 STEM教育聯盟計劃(跨學科研習)(P4-6) 

百仁基金 Stem：童擁 AI計劃(運算思維與編程教育)(P4) 

EDB-課程發展處 小學音樂科專業學習社群 

新生精神康復會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健康生命及學培組：賽馬會校園靜觀教學計劃 
(正向心靈教育)(P3-5) 

教育局訓輔組 
健康生命及學培組：愈感恩、愈寬恕、愈快樂計劃 
(正向教育)(P3-4) 

10



天晴會所 健康生命及學培組：成長的天空計劃(正向教育)(P4-6) 

協青社 健康生命及學培組：元子動歷計劃(正向教育)(P3) 

DADs Network Limited/ 
天城使團、兒童發展基金 

健康生命及學培組：童夢成真 2020 
(訂立目標/理財教育)(P4-5) 

香港大學 支援組：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支援學習困難-自閉症)(P1-6) 

恩橡基金會 
支援組：長幼跨代學習計劃 
(支援學習困難學生-服務學習)(P3-4) 

保良局教育心理服務 支援組：教育心理治療(支援 SEN學生)(P1-6) 

透過會議、工作坊、共同備課及課程設計、試教、同儕觀課、跨校觀課、分享會等專業發展活動，
開拓專業視野，聯繫專業夥伴，提升學與教資素 

校本安排 

透過分科會議、工作坊、共同備課、課程設計、重點性發展觀課、評課及研課、同儕觀課、跨校
觀課、分享會等活動，營造校內專業交流及分享文化、提升學與教成效，建立學習型社群 

d. 學生

1. 班級結構：

2020-2021 年度各級別班數及學生人數 

級別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總數 

班數 5 5 5 5 6 6 32 

男生 54 65 77 53 69 78 396 

女生 63 48 41 59 57 52 320 

總數 117 113 118 112 126 130 716 

2. 升中派位情況：

本年度共有 142名畢業生獲派中學學位。

獲派中學 第一志願 首三志願 升讀青中 

百分數 85% 94% 53% 

3. 學校實際上課日數：

全學年共上課 190天，上學期上課日有 89天，下學期上課日數 101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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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八個學習領域的課時：

每周上課五天，星期一至五每天上課 5 節，每課節時間 50 分鐘(疫情下半天上課縮

短至 35 分鐘)。各學習領域的節數分配及課時分配比率見下表：

學習領域 
第一學習階段(P1-P6) 第二學習階段(P4-P6) 
節數 分配比率 節數 分配比率 

中國語文教育 7 28% 7 28% 
英國語文教育 5 20% 5 20% 

數學教育 4 16% 4 16%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4 16% 4 16% 科學教育 
科技教育 
藝術教育 3 15% 3 15% 

體育 2 5% 2 5% 
多元智能課 3 不適用 3 不適用 

各科大課/生命教育課 1 不適用 1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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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本年度以「放眼世界，情牽中華，平衡自我」及「中小幼銜接」為重點關注事項。 

1. 關注事項一：放眼世界，情牽中華，平衡自我

成就 

1.學生能肯定自我，建立自信心，培養自學的能力

 各科能透過電子教學，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增加課堂互動學習機會

 P1-6能安排加入使用電子書教學

- P4-6中、數、常、音、普上學期均已使用電子書進行教學

- P1-3跨境生上學期則安排學生自行選用電子書

 科組有定期召開檢討會議，以監察 BYOD 計劃及各科 eLearning的運作情況，並

於中、英、數、常每一科加入一位專門負責電子教學運作的科任老師，以協助該

科電子教學的推行

校方於19/8為新入職老師進舉行電子教學工作坊，並安排他們考取GCE Level 

1 的資格，協助老師裝備自己，掌握電子教學的技巧 

- 有 8 位老師成功考取 GCE 第 2 級資歷(包中英數常四科最少各有 1位)及 1 位

資訊科技科老師已完成 GCE TRAINER資歷進修

 各科能於上、下學期每單元加入不同 Apps 及其他電子學習工具進行課堂互動教

學

- 為配合網課和照顧每級跨境學生學習需要，開學初各科已安排於最少每一單

元加入使用電子教材進行課堂教學

- 各科會在每次共備時商討如何配合課程設計，加入相關的電子教學工具

- 自上學期開始至 4月，各級仍需要進行網課，故各科在進行教學設計時會更

加留意如何利用電子教學工具進行更互動的學習

- 由於本學年大部分時間都進行網課，但家長及老師均發覺部分學生平日缺乏

自制能力，使用電子工具的情況令人擔心，因此正副校長、eTEAM、學生培育

組、社工和教育心理學家等，於下學期 3 月份開始，推行不同的措施以逐一

跟進及作支援，情況大部份已有所改善

 各科能透過電子媒體及網上平台，發放自學內容/教學短片/學習難點片段，定期

整理協作平台（Google Site）上的內容，並引導學生定期使用

- 經科主席會議討論，本年度將集中利用 GC進行教學，而有關教學短片也同時

經 GC發放，故自學平台暫無需整理

- 各科有使用出版社製作的教學短片/學習難點片段（如數學及常識科），並仍

然按需要為學生製作不同類型的短片（如中文科-默書溫習方法、寫作前準

備、中英文科-登入網上學習平台方法、常識科-學習難點指導等）

- 自上學期開始至 4月，各級仍需要進行網課，但老師發現部分學生對使用 iPad

的技巧上仍需加以教導，因此 eTeam於上學期已安排給予 P1-3學生使用 iPad

技巧的課程(包括登入 Zoom 及 GC、各科常用 Apps)；至下學期，學生大部分

已能普遍利用 GC 收發教材及繳交功課

- 留意到部分學生因網課緣故，使在家學習的表現未如理想，而其中有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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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在教學設計上有需要作調整(例如教學指示、功課收發的安排)，故在 1

月的校務會議上整理了有關學生家長在家學習常遇到困難，副校長及課程主

任向老師講解，並請科主席跟老師在設計教材時留意。之後，透過再次收集

家長意見(學習進程分享日)，已得知情況已有改善 

 按教師持分者問卷數據顯示：

♦ 「學校的課程發展能配合教育發展的趨勢」平均分均達 4.2

♦ 「學校有清楚的發展方向」及「學校按發展方向有策略地制定發展計劃」平均分

均達 4.1

♦ 「課堂上，我經常讓學生主動探索和建構知識」平均分達 4

 按學生持分者問卷數據顯示：

♦ 「老師經常指導我們學習方法，如作課程預習、運用概念圖、工具書及網上資源

等」平均分均達 4.1

♦ 「我懂得運用學習方法，如作課程預習、運用概念圖、工具書及網上資源等」平

均分均有 3.8

 各科須整理課程，加入提升學生自我價值、培養自信心的內容/活動

 各科能在課程上加入最少 1項能提升學生自我價值、培養自信心的內容/活動

- 因疫情關係，同學之間須保持社交距離，合作學習活動難以進行，影響各科

安排的活動

- 但部分科目仍然有加入提升學生自我價值、培養自信心的內容/活動：

科 課程/活動 

中 繳交看圖說故事錄音、校際朗誦比賽(粵語) 

普 繳交說話錄音及錄影、校際朗誦比賽(普通話) 

中非 校際朗誦比賽(粵語)、申請融和獎學金 

英 校際朗誦比賽(英語)、參加 SPICE 2021 

數 拍攝說數錄影片段、參加華夏杯全國奧林匹克邀請賽 

常 拍攝科學實驗解說錄影片段、參加小學常識挑戰賽 2020、參加香港小

學電腦奧林匹克比賽、舉辦班際一人一花種植活動(石竹花) 、舉辦

15/4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網上問答比賽 

視 參加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 2021、參加第八屆全港小學傑出視覺藝術學

生選舉暨展覽 

音 拍攝笛子吹奏錄影片段 

體 拍攝做運動自拍片段、參加萬鈞書院以「裘」會友計劃、舉辦 14/4

非一般的網上運動會 

圖 拍攝說故事錄影片段、進行童你說故事 2021 講故事訓練 

- 下學期 4月份，P1-6 學生已能恢復面授課，但由於仍然需注意保持社交距離，

較難進行小組活動，但各科已在教學活動設計上加以修訂，例如多利用電子

工具(如 Nearpod、Kahoot、Mentimeter等)及互動學習/閱讀平台(e-Smart、

智愛、每日十題、Epic、i-Learner、HyRead 閱讀等)，以配合課堂學習及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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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學習，讓學生能挑戰自己，提升自信心 

- 於 23/1 舉行了學習進程分享日，學生透過 Zoom 跟家長和老師分享和檢討上

學期的個人學習情況，並為個人定下目標和學習計劃，以培養成長思維和提

高學生的責任感、反思能力及自信心

 按教師持分者問卷數據顯示：

♦ 「學校能有策略地按學生的能力、興趣和需要，為學生提供不同的學習模式及學

習機會」平均分達 4.1

♦ 「學生對學習有濃厚興趣」平均分有 3.8

♦ 「學生對學習有自信」平均分有 3.6

 按學生持分者問卷數據顯示：

♦ 「老師經常為我們安排課堂以外的學習活動，如專題研習周、參觀、田野考察等」

平均分有 3.7

♦ 「我能自動自覺地學習」及「我對學習有自信」平均分均有 3.7

 按家長持分者問卷數據顯示：

♦ 「我的子女對學習有濃厚興趣」平均分是 3.4

♦ 「我的子女對學習有自信」平均分是 3.3

♦ 「我的子女能自動自覺地學習」平均分是 3.1

 各科能透過共同備課設計適切的教學策略及活動，並進行同儕分享，提升教與學

的效能

 中、英、數、常能安排每月 2次、術科全年 2-3 次進行共同備課及教學點子分享，

並安排老師參與不同類型的校外進修，以提供觀摩及交流學習機會

 各科於共同備課時能設計照顧學習多樣性的教學活動，並加入提升高層次思維的

提問及延伸追問題目

- 於 2 月安排了校本教師專業發展日，工作坊主題是由新思維去新教學．鋪展

未來教師之路，內容包括：

學習工具 Applying organizers in L&T/ SCRAMPER

深度學習 Deep Learning and 6Cs

設計思考 Design Thinking

- 工作坊安排包括：讓老師們透過閱讀有關提高學生高層次思維能力的文章及

影片，並討論及分享如何在本科教學中運用該些策略

- 而在工作坊後，各科科主席有商討在下學期部分級別的課題中，嘗試加入運

用以上理念/策略/技巧，並於學期尾會議上作分享及檢討
 各科於共同備課時能分享運用腦科學教學策略及小班教學策略和活動

- 為讓新入職老師認識腦科學教學策略，於 9 月舉行了腦科學教學應用技巧工
作坊

- 上、下學期各科均有安排進行同儕觀課
- 下學期考績觀課時，有看到教師能運用腦科學教學策略及利用電子教學工具

進行小班教學活動，而部份科目也有剪輯考績觀課片段作同儕教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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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教師持分者問卷數據顯示：

♦ 「科組主管能推動教師專業交流及協作」平均分均達 4.2

♦ 「學校舉辦的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對我的工作很有幫助」及「學校的專業交流風氣

已形成」平均分達 4.1

♦ 「課堂氣氛良好」平均分達 4.2

♦ 「課堂上，我經常向學生提問不同層次的問題」平均分達 4.2

♦ 「課堂上，我經常安排不同的學習活動，例如小組討論和口頭報告等」平均分達

4.1

♦ 「課堂上，我經常讓學生主動探索和建構知識」平均分達 4

 按學生持分者問卷數據顯示：

♦ 「課堂上，老師經常讓我探索問題」平均分達 4.2

♦ 「課堂上，老師經常安排學習活動，例如小組討論和口頭報告等」平均分達 4

♦ 「課堂上，老師的問題具啟發性」平均分有 3.9

 按家長持分者問卷數據顯示：

♦ 「我的子女喜歡參與學校的活動及事務」平均分有 3.9

2.學生能透過認識中華文化，從而欣賞祖國，並擴闊國際視野

 各科須整理課程，加入認識中華文化或培養學生國際視野的學習內容

 上學期因疫情關係，部分活動難以進行，影響各科安排的活動

 但各科仍然有在正規及非正規課程及活動中加入「欣賞祖國」或「培養學生國際

視野」的學習內容，包括：

- 正規課程：

 中、英、數、常及普通話科：P1-6的教學內容包含教授學生認識中華文化的

學習元素，例如認識中華民族的起源、中國地勢氣候、山河地貌和風土人情、

中國歷史、發明、神話、童話、寓言、成語和偉人故事、中國詩詞和古文、

中國傳統節日、習俗和文化等

 中文及普通話科：加入校本設計課程，讓學生認識及學習中華文化，包括：

P1-3中國神話及寓言故事教學、P3-6成語教學、P1-6 加入古詩誦讀教材

 視藝、音樂及體育科：在 P1-6 校本課程中，加入「認識中華文化」的學習內

容，包括：認識中國剪紙、書法、水墨畫、廿四節氣、傳統中式長衫和旗袍、

中國樂器、童謠、民歌、京劇、粵劇、中國運動文化、傳統技藝-足毽等

- 非正規課程：

 中文及常識科，進行跨學科研習活動：P5 以「中國四大名著」為主題，進行

小說閱讀、創作劇本、製作皮影戲等活動

 於多元智能課及課後活動時段開辦及加入與中華文化相關的課程，包括：中

國舞、獅藝、中國鼓

- 安排學生參加校內、校外活動及比賽：

 中文科：P1-6 新春揮春設計比賽、P3 配合繪本單元，認識中國傳統玩意

- 舉辦交流活動，促進「兩岸三地」文化交流：

 粵港姊妹學校舞蹈短片拍攝及視像交流－深圳月亮灣小學(2021) – 不一樣

的「舞」林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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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科能為學生舉辦/或參與校內/校外活動
 各科定期舉辦或參與校內及校外活動/比賽

 因疫情關係，部分校內/校外活動均未能進行，但部份科組仍有利用網上平台

(Zoom)讓學生進行遙距課後學習活動，包括：

科 多元課/課後活動 參與學生 

中 中文拔尖班 P2 部份學生 

故事特攻隊(拔尖) P3-4部份學生 

中圖 故事真情趣(拔尖) P3-4部份學生 

中普英 未來領袖訓練班 P4-6部份學生 

創意音樂劇 戲劇組學生 

英 遊戲中學英語 P1-2部份學生 

鬼馬配音班 P2-4部份學生 

英文拔尖班 P2,P4 部份學生 

英語話劇 P4-6部份學生 

天才小司儀 P4-6部份學生 

布偶奇遇 Puppetry P4-6部份學生 

數 珠心算班 P1 部份學生 

奧數班 P2 部份學生 

數學拔尖班 P2-4部份學生 

常 常識問答隊 常識問答隊隊員 

視 卡通漫畫班 P1-2部份學生 

兒童藝術班 P1-3部份學生 

和諧粉彩班 P3-6部份學生 

樹脂黏土班 P3-6部份學生 

水墨畫班 P4-6部份學生 

陶藝班 P4-6部份學生 

襌繞畫班 P4-6部份學生 

iPad攝影及修圖班 P4-6部份學生 

iMovie 剪片班 P4-6部份學生 

音 各類樂器班 P1-6部份學生 

音樂啟蒙班 P1-3部份學生 

Boardway Dance P3-6部份學生 

K-Pop Dance P3-6部份學生 

Beatbox P4-6部份學生 

敲擊樂團 P4-6部份學生 

體 獅藝班 P4-6部份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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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科目仍然有舉辦/參與校內/校外活動：

科 活動/比賽 

中 賽馬會萬鈞毅智書院元朗區硬筆書法比賽、校際朗誦比賽(粵語)、

新春揮春設計比賽、P3 中國傳統玩意活動 
中常 P5「走錯故事的唐僧四師徒」故事改寫、劇本創作及行皮影戲表

演 

普 校際朗誦比賽(普通話)、互動劇場－P.1-4《外星有嘻哈》、P.5-6《電

玩傳說》 

非華語

中文 

校際朗誦比賽(粵語)、融和獎學金計劃、中華文化藝術工作坊 

英 校際朗誦比賽(英語)、German interns zoom meeting、English Fun 
Day 、SPICE 2021

數 班際 STEAM 活動、華夏杯全國奧林匹克邀請賽

常 班際一人一花種植活動(石竹花)、華萃薪傳問答比賽、香港小學電

腦奧林匹克比賽、小學常識挑戰賽 2020、創意思維世界賽 

常圖 Rolling Books「小丑與科學，科學與閱讀」活動 

視 認識祖國．認識香港系列比賽 2020-填色比賽、第八屆全港小學傑

出視覺藝術學生選舉暨展覽、 

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 2021、愛責任-疫勢前行填色比賽、我的澳洲

聖誕卡設計比賽、大學及學院青年會部 「1+1」網上學習支援計劃、

康民署學生電影探索+創作計劃 2020-定格動畫工作、PMQ元創坊 

Seed創意教育活動、製作藍染畢業作品 

音 校際音樂比賽、青小快「樂」頌 

體 不一樣的運動會、屈臣氏學生運動員計劃、Polar 運動員追蹤活

動、運動會多元學習體驗-兒童舞、中國舞、不珈鎖舞蹈團、跆拳

道、HipHop、K-pop、校園尋花跑活動、暑期攀石訓練 

圖 423 世界閱讀日活動 

 按教師持分者問卷數據顯示：

♦ 「學校能有效調撥資源支援各學習領域課程的推行」平均分均達 4

♦ 「學校積極幫助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平均分達 4.4

 按學生持分者問卷數據顯示：

♦ 「透過參與學校的課外活動，我能獲得更多的學習機會，如課外知識和生活技能

等」平均分達 4.1

♦ 「學校著意培育我們的領導才能」平均分達 4

♦ 「學校積極教導我們如何與人相處」平均分達 4.1

♦ 「學校積極培養我們的良好品德」平均分達 4.2

 按家長持分者問卷數據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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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能幫助我的子女養成良好品德」平均分均達 4.1

♦ 「我的子女能獲得更多學習機會，如課外知識和生活技能等」平均分達 4.1

♦ 「我的子女喜歡參與學校的活動及事務」平均分有 3.9

3. 各科能透過不同平台（Google Site、Google Classroom、VLE 等）及其他途徑（例

如開放日/成果展），展示學生的作品/課業/學習成果，建立互相欣賞和交流學習

的平台

 各科透過不同平台、課室和校園壁報及利用網上開放日等途徑展示學生的作品/

課業/學習成果

 各班各科已有一個屬於自己的 GC 平台，老師和學生除了利用 GC 平台收發功課

外，也會在平台訊息串上發放不同資訊，並不時將學生作品上傳予全體學生欣

賞，以作鼓勵

- 因疫情關係，全年大部份時間進行網課，成果分享平台較單一，大部份只能

透過網上分享或將學生作品安排參加校外展覽；但於學期尾，仍有安排各科

進行學習成果展覽，展示學生全年成果

- 於 23/1 舉行了學習進程分享日，學生透過 Zoom 跟家長和老師分享和檢討上

學期的個人學習情況及成果

 根據學生情意及社交範疇表現問卷數據顯示：

♦ 學生在「整體滿足感」問卷項目的平均值有 2.95，較香港常模數據（2.92）為高

反思 

 電子教學：

 經會議檢討，認為利用電子書進行教學可迅速處理課堂練習的答案以作出即時回

饋，且學生能即時標示重點、寫筆記和按需要查閱字詞和學習重點，十分方便。

但由於想減輕初小學生書包重量，加上不想讓年紀較小學生長期使用電子產品，

因此來年度不會安排 P1-3 購買電子書(部份科目會按需要讓學生加購電子書)

 經學期尾收集問卷調查結果後，部份學生不能正確使用電子工具情況，仍未改善

的會交由學培組、社工及 eTEAM 再作跟進，下年度 eTEAM 會為每級安排使用守則

/技巧/資訊素養等主題的課堂教學內容；跟各科分工按課程內容教授 iPad/Apps

的使用技巧；安排家長工作坊及安排購置 iPad 遙控管理系統；安排時間為 P1-3

學生進行有關使用 GC 技巧的訓練

 各科各級下年度仍會利用 GC 平台（P4-6 跨境班各科及 P4-5 數學科會使用 VLE

平台）發放教學內容和收發學生功課

 教學策略：

 下年度各科仍會繼續運用腦科學教學策略及小班教學策略進行教學

 各科會安排於本年度 8 月期間，分科按科本教學要求，進行科本教學策略工作坊，

並於下年度考績表其中學與教部份，加入科本教學策略運用的評分，以落實「教

-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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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在學生及家長問卷數據中均顯示學生自信心及閱讀能力有下降情況，故來年

度各科須加入合適的教學策略，以提高學生這兩方面的能力和表現

 中華文化及世界視野：

 下年度會繼續鼓勵各科優化各級中華文化課程內容，並會繼續安排學生參加不同

機構舉辦，不同類型與中華文化有關的比賽，以提升學生對中華文化的熱愛

 下年度，本組會繼續協助及支援各科組籌辦不同的交流活動，以擴闊師生的視

野，繼續依據配合學生程度，定立學習目標及成果指標，提升學生自信心

2.關注事項二：中小幼銜接

成就 

1. 讓小一新生能儘快適應及了解校園生活

 各科為小一新生安排配合科本特質的常規訓練，讓 P1 新生能認識及儘快適應各科

的學習要求

 因疫情關係，P1 學生須在 23/9後才開始進行面授課，但 P1 科任仍然按科本特質，

訓練學生認識及掌握科本學習常規，如中文科朗讀、口唱書空、英文科學習使用字

詞小冊子、體育科聆聽哨子進行集隊解散訓練等

 各科因應學生的能力靈活編排教學內容和進度：

科目 安排和內容 

中 - 教授小一銜接課程

- 透過閱讀 35 篇基礎篇章，掌握及鞏固基礎字詞

英 - 利用 Space Twon課程，協助學生掌握英語拼音等基礎

- 安排適切的學習活動和加入不同的動作，鞏固學生英語能力

數 - 重新編排及整理教學內容，有機地把所學聯繫，然後再學新的課題

- 安排適切的學習活動和加入不同的動作等，加強學生數感和建立數學概念

 P1 採用多元化評估方式，以取締總結性評估

2. 建立有效的家校溝通渠道

 協助小一家長了解學與教的最新安排

 於「小一新生適應日」時，安排小一家長講座，內容包括中英數小一課程簡介

 於 9 月家長會向家長講解評估政策的最新安排(包括平日進展性評估的安排)

 派發家長手冊，將學與教各項重要資訊(如進展性及總結性評估評分準則等)列寫出

來

 定時更新校網，向家長發放學與教的最新資訊

 本年度除利用 e-Class通告形式向家長發放資訊外，也因著疫情的關係而加入利用

不同渠道和平台（電話、Whatsapp、WeChat、Google Classroom、VLE網上平台等）

跟家長溝通，家長反應正面，讓本地及內地家長能更迅速接收校方各類型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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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家長持分者問卷數據顯示：

♦ 「學校經常讓家長知道學校的情況和發展」平均分均達 4.2

♦ 「我與學校的關係良好」平均分均達 4.1

3.強化課程內中小幼銜接的內容

 幼小課程

 中、英、數三科在課程中加入能力檢測、適應及基礎鞏固課程，常識科加入生活技

能課程

 中小課程

 中、英、數、常四科在課程中加入中學課程初探及 AT 模式課程

 為讓 P6 學生在 13/7 順利進行中一入學前學科測驗，安排了各科下學期進行足夠的

題型技巧訓練和 6月模擬考試

 按教師持分者問卷數據顯示：

♦ 「校本課程目標及政策清晰」平均分均達 4.1

♦ 「學校能有效監察課程的實施」平均分達 4

4.教師能透過評估數據，調整教學內容；學生能得到適切的回饋

 中、英、數、常四科教師利用評估數據，全面評估學生的學習進度，調整教學內容

 由於本學年大部份時間利用 ZOOM 進行教學，發現部份學生未能集中上課，以致學

習進度落後於人，故在下學期就針對不同學生學習需要而作出相應的教學安排，包

括：

- 於課時內為 P3 學生在英文課進行分拆小班及調班安排，按學生程度重新編

班，以作更適合的個別化小班教學

- 於課後時間為 P2 及 P3 部份能力稍遜學生安排學滿 Fun輔導班，包括中文、英

文及圖書閱讀課，以提升學習興趣及作基礎鞏固

- 於課後時間為 P2-4部份能力較高學生安排拔尖班，包括中文、英文及數學，

以提高學生學習水平

 按教師持分者問卷數據顯示：

♦ 「科組能監察課程的實施情況，如有系統地運用學與教的資料和評估所得數據以回

饋課程的實施」平均分均達 4.1

♦ 「科組採用的學習評估方法能有效評鑑學生的表現」平均分均達 4

 按學生持分者問卷數據顯示：

♦ 「老師經常指出我們的學習進展和問題」平均分達 4.2

♦ 「我經常藉著測考成績和老師給予的意見，如習作評語、課堂表現等，檢討我的學

習」平均分有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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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提供機會，讓中小幼老師進行不同形式的溝通和交流

 各科須安排學生跟中學及幼稚園的學生進行不同形式的溝通和交流活動

 上學期因疫情關係，未能安排進行任何中小及幼小交流活動/訓練/比賽

 部份科組仍能利用網上平台進行不一樣的交流活動，包括：

科 活動/比賽 
幼小/中小/大小 

交流 

視 大學及學院青年會部 「1+1」網上學習支援計劃 大小交流 

體 萬鈞書院以「裘」會友計劃 中小交流 

 按教師持分者問卷數據顯示：

♦ 「學校的課外活動能擴闊學生的學習經歷」及「學校積極鼓勵學生參與課外活動」

平均分均達 4.4

 按學生持分者問卷數據顯示：

♦ 「同學積極參與課外活動」平均分達達 4

♦ 「透過參與學校的課外活動，我能獲得更多的學習機會，如課外知識和生活技能等」

平均分達 4.1 

反思 

 中小幼銜接和適應：

 本學年因疫情關係，P1進評的評估內容和安排未能依時/需延時進行，故來年度仍

要調節P2的課程內容

 下年度會安排於總結性評估前為P2家長（即本年度的P1家長）安排備試家長會及於

家長會上向家長講解評估政策的最新安排

 下年度宜加強與青幼的聯繫，共同研究幼小銜接課程

 下年度宜加強與青中的聯繫，共同研究中小銜接課程

 評估回饋：

 各科科主席會繼續留意各級的合格率，會注意檢視各範疇的學生表現，進行改善及

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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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整體概況

1. 管理與組織

1.1. 學校管理 

a. 策劃

 學校能因應辦學宗旨、學校三年重點關注事項、校本需要及校外支援隊伍的建議，

確立適切的發展優次，進而制定目標清晰而可行的工作計劃

 學校法團校董會組織完善，校董除了具豐富校管經驗的成員外，亦包括不同的專業

人仕、議員及大專學者等，為校政決策提供多角度的專業意見

 學校設有各行政範疇小組及科務組會議，保持緊密的溝通，收集全體同工意見以制

定計劃

 繼續利用教師全面學位化的契機，賦權與能，行政分工更能仔細到位並加強同工在

校務上的擁有感

 學校決策具透明度，行政組會議歡迎所有助理小學學位教師和合約教師參與列席，

亦設有約每一個月一次的校務會議，定時討論校政及事務，加強共同建設

b. 推行

 透過行政組、功能組及科務組會議，管理層能統籌及監察所訂定的重點發展工作，

科組能定向管理層匯報工作進程，適時檢討工作成效，並提供機會讓同工間交流

 學校每年在學期結束前皆會收集全體老師對校政的意見，蒐集教師對行政、事務、

教師守規上的意見，檢視及優化行政事務

 本年度繼續優化聘請教職員的制度，讓科組領導能參與教職員的聘任遴選工作，賦

權與能，以提升擁有感

 繼續推行【夥伴同行計劃】，除協助新入職教師盡快適應新工作環境外，同儕在計

劃中彼此認識，了解對方的專長和潛能，發揮啟導者的專業能力，互相砥礪，虛心

學習，同建專業的學習型社群

c. 評估

 副校長統籌學校的自評工作，並把自評文化帶入各個功能小組及科務小組內

 每年校方會進行教師、家長及學生的「持份者問卷」，再加上進行學生情意發展問

卷調查，了解學生的情意狀況，根據以上各項問卷的結果，分析學校的強弱及學生

的需要，製作報告及商討跟進方案

 各行政範疇小組於學期中及學期完結前進行檢討，為下學期和下學年的工作進行調

整

 落實根據數據及其他顯證，為下學年或下一個周期作策劃，實踐「策劃推行評

估」(P.I.E.)的自評循環周期

 各科在每次評估後均進行「試後檢討會議」，檢視各科的學生表現及「學與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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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作出跟進改善及回饋 

 各級各科設有定期的備課會，以評估教學進度、教學效能、學生回饋等範疇，以改

善教學質素和提升學與教效能

 學校亦設立了多參與及多角度的考績制度，並安排面談，鼓勵雙向性溝通，逐步提

升教職員的專業成長

1.2. 專業領導 

a. 領導與監察

 校長對內推動正面及開放的文化，同工積極參與校務。同時把行政工作按需要分

拆，優化工作流程之餘，亦可賦權與能，發揮團隊協作文化

 校長亦積極培訓中層管理團隊，建立學習社群，加強專業溝通

 本年度再增設一位副校長，三位副校長的角色更為清晰，加強弓管理和監察的效能

 校長和副校長均會參與全校教師的發展性觀課，與科主席、課程發展主任及科任教

師共同評課，建立共識，加強交流

b. 協作與支援

 經過教師全面學位化的一年，教師之間的分工清晰，而且逐漸建立默契，各範疇的

行政工作更為順暢

 校長及副校長鼓勵分權領導，支援中層領導分擔領導職務，亦提醒中層領導在專責

小組工作上支援基層同工

 設有「夥伴同行計劃」以培育新入職教師，使教師能盡快融入新的工作環境

 學校亦會為個別有志成為教師的同工提供實習的支援，透過原任老師的帶領及指導

完成有關實習要求

c. 專業發展

 教職員在與科主席、各功能組組長的溝通及校長的考績面談中了解個人的特質、強

弱項等等，從而為自己定立專業發展重點

 校長與教職員雙向溝通，了解同工發展意願和需要，安排參與複修課程，提供對外

交流及協作機會

 校方亦會按教育發展趨勢，要求教師完成合適的課程和考核相關資格，例如在疫情

下，電子教學的需要更加殷切，校方便安排所有教師自學Google Educator L1的內

容並參加考試，成功地裝備好全校教師的電子教學能力。

 課程發展主任負責統籌全校專業發展工作，協調各科組進修的情況，確保各科組均

有良好的進修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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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與教

2.1課程和評估 

2.1.1 課程組織 

a. 電子教學策略：
 本年度於 P4-6 繼續推展 BYOD 教學，並於中英數常每一科加入一位專門負責電子

教學運作的科任老師，以協助該科電子教學的推行。從 9 月開始，各科定期召開

eLearning 會議，監察 BYOD 計劃及電子教學的運作情況，全年運作暢順

 本年度 P4-6 中、數、常、音、普均已使用電子書進行學習，而 P1-3 跨境生上學期

則安排學生自行選用電子書上課

 本年度繼續安排新入職老師參與 Google 認證教育家第 1 級考試，新入職老師(共
7 位)有 5 位已成功考取 GCE 第 1 級資歷，有 8 位老師成功考取 GCE 第 2 級資歷(包
中英數常四科最少各有 1 位) ，讓老師在資訊科技運用技巧上有所準備

 繼續 Google for Education 協作學習，安排每位學生進入各科的 Google Classroom 教

室，每科每級均能發放網上電子教材予學生學習，並安排多場工作坊和發放平台使

用筆記供教師、學生及家長參考

 本年度嘗試於 P4 數學科加入使用教育城發展的VLE（Virtual Learning Environment）
平台，以方便跨境班學生存取教材。來年度跨境班各科及 P4-5 數學科會使用 VLE
平台會發放教學內容和收發學生功課

 中、英、數、常科任進行同儕電子教學觀摩，透過同儕學習，加強老師對電子教學

的認識

 各科共備時均能運用不同 Apps 及其他電子教材進行課堂教學，以提升互動教學效

能

b. 腦科學教學策略：

 安排新入職老師於 9 月進行「腦科學教學策略應用技巧工作坊」，讓新入職老師認

識腦科學教學策略及掌握應用技巧

 各科夥伴同行教師配對，組成學習圈，進行觀課，分享運用腦科學教學策略及提問

技巧，以優化課堂技巧，提升教與學的效能

c. 中小幼銜接：

 各科因應學生的能力靈活編排教學內容和進度，並加入小一銜接課程和中學課程初

探及 PS1 模式課程

 P1 採用多元化評估方式，以取締總結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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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中文科：

 利用不同形式的教學法，設計課堂及多元智能課教學內容，提升學生學習動機，並

建立自信：

- P1-2：情感朗讀、說故事

- P3-4：讀者劇場、戲劇

- P5-6：演說技巧

 強化從閱讀中學習策略：

- 邀請霍玉英博士到校進行教師培訓，提升中文老師對繪本及橋樑書教學的認識

- 於讀文課及圖書課中教授各種閱讀策略，以幫助學生理解不同性質的文章，提升

自學能力，並於各級增加自行繪畫及填寫更多內容的圖式結構圖，以提升學生

高層次思維能力

- 優化幼小銜接課程及為 P1-3 學生進行課程剪裁，並加入繪本教學及自擬閱讀教材

- 為 P5 學生加入橋樑書教學

 為配合中華文化的學習，在課程上加入認識中國文化歷史的學習內容，包括：

- 開設創意寫作班，由作家和教師帶領學生閱讀有關中華文化的書籍及進行探訪參

觀，再進行寫作及專題研究

- 校內活動：

 新春揮春設計比賽

 P3 中國傳統玩意活動：透過繪本故事、長者分享及體驗活動讓學生認識昔日

/傳統玩具及遊戲

 P5「走錯故事的唐僧四師徒」故事改寫及劇本創作；配合常識科「光與影」

單元，常識科任老師指導學生製作皮影戲道具，最後進行皮影戲表演

e. 普通話科：

 本年度因應教學時數的修訂優化課程，各級調配適切學生成長的課題，提升學生自

我價值、培養對普通話的興趣

 透過螺旋式教學，各級教授核心語音系統，層層遞進。初小主要多以歌曲反覆詠唱，

高小則多讓學生以普通話在課堂上對答與交流

 以《活學普通話》平台、「普通話正讀」app、Google classroom 等電子媒體及網上

平台，發放自學內容/學習難點指導/教學短片，引導學生定期使用網上平台，讓學

生建立恆常使用電子平台的習慣，提升對普通話的興趣

 校內活動：

 互動劇場－P.1-4《外星有嘻哈》、P.5-6《電玩傳說》

f. 非華語中文：

 本年度繼續在 P1-6 課程內加入自擬單元繪本設計，提升學生對語文學習的興趣

 P1 及 P23 非華語學生加入使用教育局委託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文教育研究中心與

小學協作設計和修訂的單元冊，並安排於上學期中使用

 校內活動：

 開辦中華文化藝術工作坊，增加非華語學生對香港及中國文化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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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英文科：

 兩位外籍教師分別任教 P1-3 的 Space Town讀寫課，以提升初小學生學習英語動機

及讀寫能力

 將 P1-3 學生按能力作不同方式的抽離班教學(包括課後拔尖補底班、課時內拆班、

抽離小班教學等)，以照顧學習差異

 在 P1-6 每一個學習主題內加入電子學習元素(包括使用 Mentimeter, brainstorming
ideas on Padlet, doing revision with Kahoot and Nearpod and reading books on Epic)，以

提升學習興趣及參與度

 安排學生參加不同網上英語課程/練習(i-Learner、STAR、Space Town Go)，以提升

自學能力

 為配合中華文化及高階思維的學習，在課程上加入相關的學習內容(eg.Chinese
festivals and legends related to festivals, Beijing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arts like Beijing
opera and Chinese calligraphy, about global issues like saving the Earth, environmental
problems / protection, volunteering around the world…)

 校內活動：

 German interns zoom meeting
 English Fun Day
 The SPICE day camp(暑期活動)

h.數學科：

 本年度的重點是培養記錄筆記的習慣，能提升學習成效；培養學生說數的能力，以

提升學生的自信心

 運用合適的腦基礎教學策略，以提升學生參與度

 為培養學生自學能力，各級均善用網上平台(P1-6「每日十題」、P4 VLE)進行學與

教活動

 為配合電子教學趨勢，於各級運用不同 Apps 及其他電子教材進行課堂教學

 校內活動：

 班際 STEAM 活動

i.常識科：

 配合課程剪裁，跟各科進行跨學科的學習，並繼續優化各級人文課程、生活技能課

程、科學及科技探究課程

 P3-6 教學設計上加入思維活動、對答、小組匯報等，以增加學生思維訓練

 善用網上平台，於 P1-6 GC 發放校本自學內容/教學短片，並於 P3-6 加入運用常識

筆記簿，在課本/筆記上圈出及寫下重點，或畫出腦圖，以培養學生自學能力

 科本進行專題研習（P4 水資源、P6 貧窮與關愛），擴闊學習經驗及提升綜合學習

能力

 整理及調動校本課程，配合中國傳統節日，加強認識中華文化元素：

- P1 農曆新年

- P2 中國四大發明、中國發明家

- P3 中國萬里行(中國旅遊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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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4 中國傳統文化(服裝、飲食、建築、榫卯技術)
- P5 中國重要歷史人物、地理人文、皮影戲偶作

- P6 中國走進國際舞台，古今科技發展

 老師時事分享及定期的剪報功課，讓學生加強留意香港、兩岸三地及國際性的新

聞，並擴闊學生的國際視野

 透過安排老師修讀與常識科及 STEM 相關課程或專業發展活動，讓他們認識不同

的教學策略，並在科組會議、共同備課時分享，在課堂上進行實踐

 舉辦校內及參與校外的活動/比賽（類別包括問答比賽、創意思維、模型設計、編

程等），以開拓學生眼界，並培養解難、創意、創新及計算思維能力

j.視覺藝術科：

 利用電子媒體及網上平台，發放自學內容，除校本常規學習內容外，學生的學習橫

跨當代、古典、中西藝術，又有以媒介和美感為方向的探討。網上學習平台更成為

學生對校園甚至香港本地藝術資訊接觸的起步點，培養學生自學能力

 於本科正規課程加入中華藝術文化元素的內容，包括中國民間剪紙藝術、生肖版

畫、二十四節氣、國畫、長衫設計、紮染藝術等

 定期舉辦（更新網上作品、校內學習成果展-6 月 30 至 7 月 5 日）及參與藝術學習

成果展（教育局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7 月 9 日至 19 日），讓學生能展示過去一年的

藝術學習成果

k.音樂科：

 P1-6 繼續運用音樂小冊子，提升學生的樂理水平，增加學生音樂基礎知識

 利用網上學習平台，上載教師自製片段，包括直笛教學短片及音樂通識短片等，學

生透過完成音樂欣賞表單，增加自學能力以鞏固知識

 本年度的音樂會取消了，改以網上繳交片段形式進行，學生以多元化的演奏作賽，

提升演奏能力，增加學生參與音樂活動的興趣及提升自信心

l.體育科：

 於低年級課程加入韻律課，讓學生從小培養敢於表達自己，建立自信的能力

 本年度繼續參加與教育局協作的「發展活躍及健康的小學校園」計劃，在高小課程

加入體適能活動，提升學生活動量，讓學生有強韌體魄，迎接升讀中學選擇專項活

動的需要，同時亦能提升學生抗逆力

 P1-6繼續使用知識小冊子(內容包括體適能個人資料、健康知識、運動知識、動作

要點、態度、學習歷程記錄及假期運動日誌)，並為學生安排拔尖及補底課程/活動，

以照顧學習的多樣性

 加入中國傳統運動體驗課程，例如蹴踘、扯鈴、足毽等活動，透過這些傳統運動，

認識、了解並欣賞祖國運動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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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其他：

 健康生命及學培組於本年度繼續參加不同校外支援計劃，包括：P3-5「賽馬會校園

靜觀教學計劃」、P3「元子動歷計劃」、P4-6「成長的天空計劃」及 P6「兒童發展

基金-童夢成真計劃」，加強正向教育及心靈教育的培訓，提昇學生的抗逆力、自理

能力及情緒管理能力，以培育學生在德育及公民教育和價值觀上的正向行為

 支援組於本年度繼續參加香港大學支援的「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及由恩橡基金會

支援的「長幼跨代學習計劃」，支援學習困難學生及訓練他們的專注力

 除正規課程外，本校仍關注需支援學生的學習需要，並為他們按能力分班上課

(P1-6 安排中文主流大班及非華語中文班、P1-3安排不同時段和模式的英文小班抽

離教學)和進行各科課程剪裁及提供 P1-6 個別學習支援計劃

 在課後時間，亦安排不同的拔尖活動（多元智能專項培訓）及補底課程（P1-6 中

英數加強輔導班），以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2.1.2課程實施 

 運用學校發展津貼、辦學團體資助、教師代課整合代課教師津貼等為教師締造空

間，加聘教職員以減輕課擔，讓教師有更充裕機會作協作及交流

 各科定期進行共同備課：中英數常（每週1次）、視音體普（每學期2-3次），課程

剪裁，並檢視課程實施狀況，改善教學質素

 透過共同備課、「夥伴同行計劃」、同儕觀課、考績觀課、科務會議及科主席會議

等，促進教師間彼此的交流和學習

2.1.3學習評估 

 採用多元化評估方式，並減少總結性評估次數（P1全年沒有總結性評估，P2-6全年

2次總結性評估），以減輕學生壓力，增加學習課時，而評估後也能有足夠時間進

行鞏固學習

 在評估模式方面，修訂了各科的學習評量方式，並檢視多元化的評估方法，包括觀

察、網上學習成績、平日課業、紙筆評估等，透過多角度的評核，以評估學生不同

範疇的學習能力

 中、英、數三科在幼小課程中加入能力檢測，包括識字量、閱讀水平、數學範疇能

力等，並透過學習紀錄量表，讓家長知悉學生能力和表現
 中、英、數、常四科透過試後答題分析檢視學生成績及學習弱項，並因應學生成績

數據結果調整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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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課程評鑑 

 透過科組會議、共同備課會議、簿冊及評估試卷查核等進行評鑑，讓校長、課程主

任及科主席了解教師的教學質素

 透過同儕觀課、考績觀課及評課，也能讓教師的教學水平能得以提升

 本年度因疫情關係，大部份時間須進行網課，但仍然有定時監察網上教學的情況（包

括每週共同備課檢視教學設計、定期監察學生網上繳交功課紀錄、同儕觀課、考績

觀課及評課、召開科主席及分科會議等），以維持教學質素

2.2學生學習和教學 

2.2.1學習過程 

 透過共同備課，教師能設計更多有趣的課堂學習活動

 運用腦科學教學策略，配合適切的提問及回饋，能維持學習興趣，提升學生學習動

機

 配合教育發展趨勢（尤其是停課期間，改為進行網上遙距教學），教師在課程上加

入更多電子教學設計，增加互動學習的時間

 學生在促進學習的評估下，能更有效地進行學習

2.2.2學習表現 

 運用腦科學教學策略，學生的課堂表現有進步，樂意參與活動

 BYOD的推展及疫情下須進行網課的因素，大部分學生都更能掌握電子學習的技巧

2.2.3教學組織及過程 

 課堂學習始於提取及連繫已有知識，學生已養成預習習慣，並配合各科學習冊的使

用，令學生更易掌握課堂學習的內容，並逐步發展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在課堂上，教師重視體驗式學習，讓同學多參與，高展示，並以具焦點的讚賞鼓勵

同學積極投入課堂活動

 各科於教學時加入腦基礎教學策略，能提高學生參與度；運用高層次的提問技巧，

能促進學生高層次思維能力

 在課程設計上加入電子學習的互動教學，能提升學習動機

2.2.4回饋跟進 

 課堂上教師以腦科學策略、高層次提問方式促進學生學習

 透過每單元的學習評估，連繫教學評，以協助學生解決學習難點及提升學習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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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評量採用多元化持續性方式，針對學習目標採用不同的評估方法，除知識的考

查外，亦重視檢視學生的態度及能力，讓學習能力較弱的學生在非紙筆的考評中也

能獲得成功感

 疫情的關係，改變了恆常評估的模式，學生會透過網上評估，迅速得到適切的回饋，

教師亦能更有系統地利用電子數據分析，掌握學生的學習表現，調整教學策略

3. 校風及學生支援

3.1. a 學生成長支援 

i) 在學生學習方面：

2020 – 2021 年度本校獲得教育局撥款之學習支援津貼額為$1,230,200，資源運用如
下： 
1. 聘請顧問老師 1 名
2. 聘請支援助理 1 名、教學助理 3 名
3. 外購專業服務
4. 購置學習資源
5. 安排學習/共融文化活動、校本教師培訓及家校合作支援活動

校方透過運用以上資源，達至以下目標 
 以全校參與的模式，及早識別，並透過優化課堂教學，照顧所有學生的不同學習及

適應需要；
 運用三層支援模式，協助學生解決學習上的困難，讓學生能融入正規課程的學習中；
 安排額外支援／提供「增補」輔導予有持續學習或適應困難的學生；
 為有持續及嚴重學習或適應困難的學生提供個別化的加強支援；
 支援小一新生、新來港學生及有特殊學習需要的非華語學生；
 支援老師照顧學生的多樣性，為老師提供專業支援。

本年度工作包括：
一、專業服務 二、學生成長相關 三、學生學習相關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

 校本言語治療服務

 校本職業治療服務

 校內設感覺統合訓

練走廊

 賽馬會校園靜觀計劃

 長幼共融跨代學習計劃

 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

 網上實時社交小組

 網上實時專注力訓練小組

 暑期社交小組

 暑期專注力訓練小組

 暑期花式跳繩及創意黏土

班

 新來港適應課程

 中英數加強輔導班

 實時讀寫小組及功輔班

 實時功課輔導班

 實時中英圖興趣小組

 網上實時中、英文基礎班

 暑期中、英文基礎班

 功課、學習及測考調適

 新來港中英文增潤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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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師培訓 五、家校合作

 1 位支援老師完成「照顧不同學習需要」

高級課程、2 位支援老師完成專題課程、1
位老師完成「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專業

發展課程」

 教育心理學家舉辦「面對特殊教育需要學

生的教學策略」教師工作坊

 教師靜觀工作坊

 教育心理學家舉辦網上學習困難講座

 教育心理學家舉辦網上讀寫障礙策略講座

 家長靜觀工作坊

ii) 個人成長及品格方面：

前言：2020-2021 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學年，受疫情影響，學生需要半天上課，有大半時

間還要留在家裏進行網課，原本安排在放學後進行的輔助小組課程亦被逼改變上課及

學習模式。不同持分者包括老師、學生及家長均渡過了一個不平凡且印象深刻的一年。 

 因應疫情，本學年學校各級的健康生命課程，全部改以主題短片形式逢星期五早上

的班主任課時段在網上發放，雖然時間有限，亦受網課形式限制，學校仍努力裁培

學生，在網上發放正能量，當中主題包括鼓勵關懷小動物的「老師學生及家長寵愛

篇」；為街方送上祝福及心意的「暖 Love Love利是捐贈計劃篇」；鼓勵學生不論

在家中或社區都可以做好事的「疫情下 Easy Easy 好小事篇」及鼓勵要關心身邊

人的「關心家人篇」等等。為增加互動元素，鼓勵學生按不同主題拍片上載與同學

及家人一起分享。

 配合網上學習的新上課模式，學校設計了「e 校園學習記錄表」，盼望同學可以盡

快適應網上學習的常規，成為一個懂得節制的好孩子。

 不論在課室面授或家中網課，學校每月均會選出模範生：「網上學習表現最積極的

學生」、「最有愛心的學生」、「最堅毅不屈的學生」、「最有活力的學生」及「最

有領導才能的學生」，讓不同領域中表現優異的學生均有獲得表揚的機會。

 輔助小組方面，當中包括為小三學生舉辦的「元子動歷計劃」；小四至小六的「成

長的天空計劃」；小四的「義工小組活動」及小四及小五的「童夢成真計劃」等等，

因受疫情影響，大部份活動改以網上視像形式進行，各機構亦設計了新課程作配

合，學生均表現投入。

 專為領袖生而設的拔尖訓練活動，本學年改以新的計劃(Design Thinking）進行，

以zoom的形式訓練領袖生隊長。透過訓練，提升他們的團隊合作精神和領導能力，

領袖生均積極投入訓練，表現卓越。

 學校的「基督少年軍」同樣改以zoom的形式進行，旨在讓學生從多元化活動及聖經

故事中認識信仰，並從服務中建立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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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期初，班主任一方面用心製作課室壁報，讓同學在新學習環境下可以互相認識。
同學都很努力訂立個人目標，為自己亦為同學打打氣，班主任亦在目標卡上寫上鼓
勵的說話，給予同學肯定和支持，課室亦有設置家長留言的位置，讓家長可以寫上
留言和鼓勵，支持自己的子女。

 如往常，學校均會替生日的同學舉行生日會，受疫情影響，只能透過 Zoom和同學
舉行網上生日會，雖然沒有真實的生日蛋糕，但班主任在網上邀請同學一起畫蛋糕
送給生日的同學，又班本自製電子生日卡，讓所人均能感受生日同學的喜悅。

 雖然不能回校面授，老師仍為所有學生悉心預備，希望透過不同的活動讓學生在家
中感受節日氣氛。在人月團圓的中秋節，老師為學生送上美麗的花燈；在普天同慶
的聖誕節，老師花心思為學生送上小禮物，凝聚班窩氣氛。學校還舉辦了「最具聖
誕節日氣氛造型」比賽，縱使不能回校慶祝，在家裏，學生仍然悉心打扮，在 zoom
課節上施展渾身解數，設計出獨特具創意的聖誕節造形，使網上聯歡會充滿熱鬧氣
氛；農曆新年裏，學校舉行網上團拜活動，老師和學生自拍祝賀短片上載，讓所有
人都能感受節日氣氛。

 為了讓在家中上網課的學生仍能認識神和感受神的偉大，每逢星期三，都會於班主
任時段以視訊形式在網上播放有關聖經故事的短片，使學生能從中認識信仰。

 推行「11 月感恩點唱」活動，透過早會時段的點唱直播，分享同學間的感恩事。
一至三年級有學生及家長點唱，讓同學有機會透過點唱多謝家人及老師。亦有很多
家長點唱給老師，藉此多謝老師對孩子無微不至的照顧。四至六年級的同學透過
Google Form 點唱，感謝身邊的朋友、老師的教導及醫護人員在疫情期間的付出。
還有老師在呈分試前借點唱為學生打打氣，鼓勵同學積極成長。任教跨境班的老師
亦有點唱給身在內地的同學，感謝他們在艱難時期仍能努力學習，祝願他們可以早
日回港。

 今年上課模式不一樣，連一年一度的運動會也變得不再一樣，搖身一變，變成別開
生面的「網上運動會」，除班本自製打氣用品，為所有參加的同學打打氣，希望自
己班能爭取最好成績外，今次「網上運動會」的最大特色，就是老師及家長也積極
參與，在學生的見證下，大家一齊挑戰做運動，氣氛變得更加熾熱，學生較以往更
加積極投入比賽，讓距離不再成為限制，同學間互相鼓勵，互相扶持，學習體育精
神，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Peace Box 2021祝福大行動」的活動中，青小的同學帶同捐贈物品回校，然後
親自將之分類，分成適合大人、男孩子及女孩子的禮物，並將適切的物品，送到元
朗區有需要的人手上，同學還一起裝飾祝福盒，大家都懷着感恩及喜悅把祝福傳開
去。

 在跨科「一人一花」活動中，學生在小息時澆水照顧植物，分組幫植物起創意名字，
看着牠們成長，一起美化課室，共建環保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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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b 學校氣氛： 



3.2. 學校夥伴 

a. 家校合作

 本年度家長教師會進行家長常務委員的換屆選舉，順利選出新一任的家長委員

 家長教師會於去年共召開了6次常務會議，討論家校合作的活動安排和討論學校政

策

 因應疫情，家長教師會於本學年與學校合辦了以下活動：

1. 社區賣旗活動，並獲得最積極參與奬

2. 資助「不一樣的運動會」經費

3. 參與「油踐入心」義工服務

4. 資助學生活動午膳費用

5. 協辦親職講座加強家長教育，為青小家庭提供管教子女支援

b. 在協助學生學習方面，青小家長亦踴躍參與學習成果分享日(家長日)、各級家長會

c. 但疫情影響下，從持份者數據顯示：「我積極參與學校或家教會舉辦的活動」同意

及非常同意比率為39.7%，較去年下跌，可見疫情對家長參與學校活動有一定的影響

d. 家長總體認為有足夠的渠道向學校表達意見，持份者數據顯示有87.1%的家長認同學

校與家長的溝通是足夠的，百分比與去年相約，證明學校與家長的溝通越見緊密

e. 透過檢討會議及與家長面談和觀察顯示，均能見到家長參與活動的比率保持良好水

平

f. 因疫情緣故，家長參與義工服務的機會大大減少，惟望疫情好轉後再讓家長參與各

項義工服務

b. 學校與外間的聯繫

i) 學與教

 各科與不同機構合作、交流及聯繫，為學生安排不同的課程及活動，以提升學與教

效能

- 各科科本教學策略：

安排P3,P5中文老師參加霍玉英博士的繪本及橋樑書閱讀工作坊，認識透過從

閱讀中學習的教學策略

安排新任英文老師參加Space Town Training，以協助掌握配合校本英語教學發

展的策略

安排全體視覺藝術科老師參加設計思維及科主任證書課程Design Thinking
Course2020 Pre-workshop，協助掌握視覺藝術教學新趨勢

安排不同科目科任老師參加「元朗區聯校教師發展日」、「2021以行求知研討

會」、「賽馬會感 · 創 · 做大本營 (LBD)經驗分享會」、「賽馬會校本多元計

劃研討會」、「中華文化x跨範疇學習實踐經驗分享會」及「促進實踐社群以優

化小班教學支援計劃（2020/2021）經驗暨總結分享會」等校外專業進修分享

及研討會，協助各科老師掌握教學策略及教育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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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全體老師參加「電影中的生命教育」，學習透過電影欣賞進行價值觀教學

- 電子教學策略：

安排新入職老師參加Google Certified Educator第 1 級考試，以加強新老師對

電子教學技巧的掌握

安排各科老師（中、英、數、常、資）參加Google Certified Educator第 2 級
考試及TRAINER考試，以進一步提升各科老師對電子教學技巧的認識

各科（中、普、數、常、體）安排不同類型的網上平台簡介會，讓科任老師

認識科本網上電子平台的使用方法，以配合電子教學的趨勢

- 腦科學教學策略：

安排新入職老師參加陳惠良先生的「腦科學暑期進修課程」，幫助掌握教學策

略，以配合校本教學技巧發展

- 照顧學習多樣性：

安排全體老師參加資優教育教師網上基礎課程

安排支援老師參加照顧不同學習需要學生培訓工作坊

- 中層領導的培訓：

安排校長、副校長及課程主任參加「小學學校領導人員工作坊」，協助掌握教

育及課程的新發展及為學校擬定發展藍圖提供新方向

 本年度因疫情關係，大部份學科的交流活動都取消，未能安排學生參與，但部份學

科仍有參與校外活動及比賽，甚至利用網上平台進行不一樣的交流，包括：

科目 活動/比賽/交流 參與學生

中文科
賽馬會萬鈞毅智書院元朗區硬筆書法比賽 P1-6部份學生 
校際朗誦比賽(粵語) P1-6部份學生 

中文科及

圖書科

綠腳Y-中國傳統玩意活動 P3學生 

普通話科 校際朗誦比賽(普通話) P1-6部份學生 
中文科、英文

科、普通話科

創意音樂劇(參加校際戲劇節比賽) 戲劇組學生

英文科
校際朗誦比賽(英語) P1-6部份學生 
SPICE 2021 P4-6部份學生 

數學科 華夏杯全國奧林匹克邀請賽 P1-6部份學生 

常識科

一人一花種植活動(石竹花) P1-6學生 
華萃薪傳問答比賽 P4-6部份學生 
網上常識問答比賽 常識問答隊隊員

常識科及IT科 香港小學電腦奧林匹克比賽 P4-6部份學生 

視藝科
創意思維世界賽 P4-6部份學生 
Rolling Books「小丑與科學，科學與閱讀」活動 P3-6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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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祖國．認識香港系列比賽2020-填色比賽 P1-6藝術天使及

藝術小天使

第八屆全港小學傑出視覺藝術學生選舉暨展覽 P4-6藝術天使 
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 2021 P1-6部份學生 
愛責任-疫勢前行填色比賽 P1-6部份學生 
我的澳洲聖誕卡設計比賽 P3-6部份學生 
大學及學院青年會部 「1+1」網上學習支援計劃 P4-6部份學生 
康民署學生電影探索+創作計劃 2020-定格動畫

工作

P4-6部份學生 

PMQ元創坊 Seed創意教育活動 P5-6部份學生 
製作藍染畢業作品 P6畢業生 

音樂科 校際音樂比賽 P1-6部份學生 

體育科

運動會多元學習體驗-兒童舞、中國舞、不珈鎖舞

蹈團、跆拳道、HipHop、K-pop 
P1-6學生 

萬鈞書院以「裘」會友計劃 P4-6部份學生 
屈臣氏學生運動員計劃 P6部份學生 
Polar運動員追蹤活動 P6學生 

圖書科 423世界閱讀日活動 P1-6部份學生 

ii) 與辦學團體各事工部的聯繫

 國際事工部聯繫數位德國籍實習青年人在疫情下透過視像交流，為同學提供接觸和

運用英語的機會，建立與外國人使用英語的信心

 本會制服小組資深制服團隊導師與本校負責同工保持緊密聯繫，確保青小幼童軍和

小童軍維持健康發展，並參與總會及外間活動

 與總會機構傳訊及市場拓展科合作攝製校長更替的對外宣傳影片，使坊眾了解新舊

校長的「無縫銜接」，保持學校發展的穩定性

 接受總會審計部的內部核數，促進優化學校內部的各項行政措施

 天晴會所協助學校進行「成長的天空」計劃，加強同學的抗逆能力

 參與總會舉辦的「事工研討會」，為把「工業 4.0」的概念融入學校行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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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生表現

4.1態度和行為：

 配合快樂學校政策，透過多元智能課程、課後拔尖及興趣班，寰宇教室活動，照顧

學生不同的需要，發展學生潛能和開拓國際視野

- 本年受疫情影響，學校雖然未能進行面授的多元智能課程、課後拔尖及興趣班課程，

但學校將下午 2:00-3:30時段的多元智能課程改為「遙距 MI」，提供 11個不同的網

上課程供學生在下午時段報名參與；至於課後拔尖及興趣班課程，則改於下午

3:30-5:00「遙距課後活動」時段以網課形式進行，學校希望疫情下，仍能提供多元

化的學習途徑予不同學生，讓學生在個人成長、待人接物、溝通能力及態度方面得

以逐步提昇，建立個人自信及成就感

- 雖然本年受疫情影響，取消了本地外出交流活動，學生活動受不同程度的阻礙，但

本校仍繼續舉辦「多元學習日」，提供幾天輕鬆學習的機會，讓學生在上學期試後透

過 ZOOM 能學習不同技藝(黏土課、魔術課、智能玩具 DIY…)、STEM活動、欣賞網上

互動劇場等，

- 本年度雖然取消了跨境、境外交流活動，但學校為保持與外界的聯繫，本年度 7 月

與深圳市南山區月亮灣小學合辦「粵港舞蹈視像交流」活動，希望透過籌辦舞蹈視

像交流，讓兩地學校能在舞蹈上能互相切磋交流，師生間進行藝術培養、品格和體

藝教育等分享活動，藉師生互相觀摩的機會，拓闊視野，加深認識粵港文化

- 從問卷調查中顯示學生對各項活動的滿意程度：

遙距 MI 遙距課後活動 多元學習日 
粵港舞蹈 
視像交流 

學生 90% 90% 95% 100% 

4.2參與和成就 

 透過課後活動及表演增強學生自信心

- 本學年共有 528 位學生參加學校所開辦的課後活動，全年共有 53 項課後拔尖及興

趣活動，當中有 37項聘請了專業的體藝導師到校進行培訓活動

- 全年共有 1020 人次的學生參加課後訓練活動

- 透過下列的資助計劃，讓有經濟需要的學生，有機會參加他們感興趣的課後訓練項

目:

校本津貼 全方位學習津貼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205 人次 473 人次 184 人次 

- 家庭問卷調查得知 205 名沒有參加課後活動學生的原因:

疫情關係取消 未能遷就時間 沒有興趣 其他 

57.4% 18% 11.5% 13.1% 

- 本學年受疫情影響及半天上課的限制，53項課後活動中有 35項轉為以網課形式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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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其竹的 18 項為體育、數理、及藝術項目，因形式不適合進行網課須暫停，學

生的參與度略低，期望下年度可添置合適器材，讓更多活動可靈活更改上課模式，

以適應學習新常態 

- 而有參與以網課形式的課後活動學生中，超過 80%表示已適應以遙距模式參與課外

活動，並積極參與課堂

- 至於參與比賽和演出方面，本年度的學校朗誦節、音樂節、舞蹈節及戲劇節都改以

網上視像或錄影形式進行，學校各隊亦有積極訓練及參與，為學生提供更多表演/

演出的機會，以增強學生的自信心

- 本學年參加比賽或表演活動共 34 項，參與學生共有 350 人次，學業及比賽獎項可

見後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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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得獎名單(截至 28/7/2021) 
語文及學術類：比賽名稱 獎項 獲獎學生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21 合格 1A 朱雪汶 2E 王旻謙 5D 劉思恩 

1A 鍾皓程 3B 郭耀熙 5D 田海龍 

1A 鄺偉霖 3C 陳天 5D 曾淑敏 

1A 賴俊言 3C 張瑋軒 5E 陳欣怡 

1A 胡頌雅 3C 黃熙哲 5E 曾煒婷 

1C 莫藴軒 3C 胡柏熙 5F 文浩臻 

1D 陳遠喬 3D 黃冠昊 5F 楊詩涵 

1D 蔡竺伽 3E 韓毅 6B 陳政榮 

1E 高暟玥 4A 蘇浩聰 6B 江愷翹 

1E 盧逴航 4A 胡元政 6B 蔡嘉琪 

1E 曾煒庭 4B 葉宇晴 6C 柯鈺瑩 

1E 謝卓朗 4C 季容澤 6C 黃若澄 

2A 林善盈 4C 聶溥志 6C 鄺凱杰 

2A 曾雅恩 4E 韓海晴 6D 王泳涵 

2B 陳鉉斌 4E 潘靖頤 6D 吳誠明 

2B 林秀慧 5A 關孝邦 6E 陳家寶 

2C 賀勇琛 5A 黎沛恩 6F 黃潘森 

2C 石天佑 5B 羅諾謙 6F 駱啟謙 

2D 王智軒 5C 陳偉杭 6F 吳卓言 

2D 王靖徭 5C 何博淳 6F 潘銘曜 

2E 李焯楠 5D 丁桑燁 6F 魏思涵 

2E 吳彥軍 5D 黃梓琪 

第 72 屆學校朗誦節: 

~英文獨誦 冠軍 5A 杜娃 

亞軍 3C 沈祖正 4D 丘嫚庭 

季軍 4D 陳鈺兒 5D 曾淑敏 6F 駱啟謙 

優良 1A 劉咫彌 3A 錢書賢 5D 丁桑燁

1B 王曦晙 3C 黃熙哲 5D 田海龍 

1D 李樂欣 3D 陳思慈 5F 鄧諾桐 

1D 黃琬璐 3D 潘子朗 6B 黃曦進 

2A 史韋軒 4B 鄧曉晴 6D 高銘禧 

2A 蔡幸熹 4E 潘靖頤 6D 王泳涵 

2C 何睿軒 4E 潘聲皓 6F 潘銘曜 

3A 牟蘭心 5A 黎沛恩 

良好 4C 熊浩博 

~粵語獨誦 亞軍 3C 陳天 

優良 2B 施楚瑤 2C 杜情恩 4C 許思婷 

2C 陳彥諾 2D 吳心由 5B 賴荃斌 

~粵語獨誦 良好 1B 陸詩樺 2E 胡湘 4A 甘天慧 

1B 胡湘怡 3B 黃文娜 4D 趙熙昕 

1E 黃蔚琪 3D 張凱妍 4D 羅文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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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及學術類：比賽名稱 獎項 獲獎學生 

2A 霍文舜 3E 張柔安 5D 高銘偉 

2A 林善盈 3E 韓毅 6C 黃紫柔 

~普通話獨誦 優良 2A 林華杰 3B 蘇文杰 4C 羅浩然 

2A 曾雅恩 3C 陳昊澤 4C 蘇雪雁 

2C 陳克維 4B 歐陽育諭 4D 黎曉晴 

2C 甘心悅 4B 陳靜翊 5D 李玥涵 

2E 陳智軒 4C 季容澤 5D 劉思恩 

3A 柯亦芮 4C 廖啟銘 5D 蘇梓翹 

3A 慕梓洋 4C 林珮欣 5D 王凱昕 

3A 肖楊雨琪 4C 劉諾思 6D 蔡奧楊 

3A 邢若琳 4C 劉馨文靖 6D 高嘉雨 

良好 1B 陳安琪 3C 湯佩宜 5D 黃梓琪 

1B 尹辛誠 3E 黃子睿 5D 楊清麟 

1D 趙熙晴 5B 黃子軒 5D 周祺樂 

2D 徐安然 5C 譚語萱 6A 陳靜翾 

3A 簡樂瑶 5D 陳詩涵 6D 鄧季林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21 三等獎 1A 鍾皓程 2C 石天佑 3C 胡柏熙 

（華南賽區）晉級賽 1C 莫藴軒 2D 王靖徭 3E 韓毅 

1E 盧逴航 3C 陳天 6F 駱啟謙 

第三屆全港學界中國成語故事演講比賽 季軍 3B 吳紫晴 

第三屆全港學界中國成語故事演講比賽 優良 3D 黃冠昊 

賽馬會萬鈞毅智書院第 7 屆元朗區小學生中文書法比賽 優異 1B 陳雲迪 

太平盃學生徵文大賽 亞軍 6D 高嘉雨 

Story to Stage Puppetry Competitoin 季軍 5C 廖可孜 6C 彭杰楠 6C 曾如安 

6E 黎子晴 6F 廖可韻 

全港小學生節能創作比賽（節能廣告創作組） 二等獎 6E 陳家寶 6E 朱梓維 6E 鄧羽斐 

6E 陳芷晴 6E 鄧瑞旭 6E 謝家暉 

6E 張韵楹 

《小學數學滿貫盃 2020－2021》初賽 金獎 1D 黃琬璐 1E 曾煒庭 

銀獎 1C 莫藴軒 1E 謝卓朗 2C 陳克維 

2C 賀勇琛 3A 尹澤臻 4A 蘇浩聰 

4C 劉諾思 4C 聶溥志 4E 潘靖頤 

銅獎 1A 鍾皓程 1A 劉咫彌 1E 周汶熹 

2A 盧喆 2A 史韋軒 2A 朱思舟 

4A 陳彥博 4B 葉宇晴 4C 季容澤 

6C 黃若澄 6D 錢佳宜 6D 楊鎮嘉 

《小學數學滿貫盃 2020－2021》初賽(續) 銅獎 6F 駱啟謙 6F 潘銘曜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21 決賽 三等獎 1E 盧逴航 2C 石天佑 2D 王靖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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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 獎項 獲獎學生 

My Australian Christmas Card Competition 2020 Selected drawing 6E 黎子晴 

第三屆小學音樂邀請賽 銀獎 3C 胡柏熙 3C 陳天 6A 陳靜翾 

6F 廖可韻 

銅獎 4B 陳靜翊 5B 羅諾謙 5C 廖可孜 

6E 鄭煥諭 

侯寶垣盃小學校際音樂比賽 2021 金獎 4C 蘇梓博 

銀獎 6A 陳靜翾 

銅獎 3B 黃文娜 5C 廖可孜 6E 鄭煥諭 

3C 陳天 5D 丁桑燁 6F 廖可韻 

優異 1E 謝卓朗 3C 胡柏熙 4D 黎曉晴 

侯寶垣盃小學校際音樂比賽 2021 優異 2B 王芷悠 3E 張柔安 6D 王泳涵 

2D 王智軒 4B 陳靜翊 

歌曲金奬 全體師生 

2020-2021 學校戲劇節比賽 傑出劇本獎 1A 陳莉澄 4D 王子豪 5F 阮俊穎 

傑出合作獎 1B 駱穎琦 5A 邱梓妍 6B 江貝娜 

1C 袁政禧 5B 何穎姸 6B 唐嘉蔚 

1D 吳漪鍩 5B 黃子軒 6D 林曉聰 

2A 楊家軒 5D 曾淑敏 6E 陳樂甄 

2E 李焯楠 5D 周祺樂 6E 朱梓維 

3B 陳希兒 5E 呂子正 6F 駱啟謙 

3D 黎昊恩 5F 張盈亮 6F 吳穎詩 

傑出演員獎 3D 黎昊恩 6E 陳樂甄 

4D 王子豪 6E 朱梓維 

5B 黃子軒 6F 吳穎詩 

第 73 屆學校音樂節 銀獎 2B 張主永 3E 張柔安 5D 丁桑燁

2D 王智軒 4C 羅浩然 5D 田海龍 

3B 黃文娜 4D 黎曉晴 6A 陳靜翾 

3D 黎昊恩 5C 張焯彥 6E 鄭煥諭 

3D 陳思慈 5C 廖可孜 6F 廖可韻 

銅獎 2A 林善盈 5A 關孝邦 5C 吳宛桐 

2B 王芷悠 5A 黎沛恩 5D 劉思恩 

2C 石天佑 5B 羅諾謙 5D 楊清麟 

4B 陳靜翊 5B 黃子軒 6A 梁志軒 

4D 陳鈺兒 5C 郭景烽 

41



科技類：比賽名稱 獎項 獲獎學生 

創意思維世界賽 2021 香港區賽 4E 黎倬希 4E 潘靖頤 5A 陳嘉恒 

5A 關孝邦 5E 陳奉初 5E 陳美瑜 

5F 梁嘉敏 

運動類：比賽名稱 獎項 獲獎學生 

第 64 屆場地單車賽 學校女子組 冠軍 6E 何穎芝 

女子大眾組 亞軍 6E 何穎芝 

其他類：比賽名稱 獎項 獲獎學生 

融和獎學金 6A 亞仕積 6A 白雅嫦 6A 秀雯 

4A 林美婷 

元朗區傑出義工選舉 2020 冠軍 4B 胡琪烽 

亞軍 5E 蕭逸朗 

YOL 青少年意見領袖培訓計劃 我至愛/Like 6B 陳政榮 6C 彭杰楠 6F 廖可韻 

短片大獎 6B 唐嘉蔚 6C 曾如安 6F 駱啟謙 

第 39 屆港島青商展能學童獎學金 關懷融合學生獎 6F 廖可韻 

第 2 屆「長幼有情」攝影比賽 優異 4A 蘇浩聰 

第 64 屆場地單車賽 學校女子組 冠軍 6E 何穎芝 

第 64 屆場地單車賽 女子大眾組 亞軍 6E 何穎芝 

「天水圍的孩子」獎勵計劃 2020-2021 抗疫孩子 6E 謝家暉 

元朗區文藝之星嘉許計劃 2020/2021 文藝之星 6F 廖可韻 

元朗區傑出小學生嘉許計劃 2020-2021 元朗區傑出小學生 6F 潘銘曜 

 教職員得獎名單

比賽名稱 獎項 獲獎教職員 

香港教育大學主辦:  

第一屆「點滴成河--傑出生命教育教案設計獎」 傑出教案設計獎 周嘉麗老師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主辦: 

第一屆「視覺藝術教師表揚計劃 2020」 優秀表現獎 劉佩詩主任及司徒志敏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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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2020年9月

承上結餘 收入 支出 結餘

政府津貼
EOEBG 非指定津貼 2,103,448.60 2,103,448.60

基線指標津貼 1,607,577.63 0.00 1,607,577.63

其他收入津貼 0.00 22,191.42 0.00 22,191.42

學校及班級津貼 0.00 0.00 (803,893.74) (803,893.74)

升降機保養津貼 0.00 0.00 (75,099.00) (75,099.00)

學校課程發展津貼 0.00 0.00 (17,981.07) (17,981.07)

增補津貼 0.00 0.00 0.00 0.00

補充津貼 0.00 0.00 0.00 0.00

培訓及發展津貼 0.00 0.00 (19,680.14) (19,680.14)

全校參與訓育及輔導工作 0.00 0.00 0.00 0.00

綜合家具及設備-資產 0.00 0.00 (187,999.05) (187,999.05)

綜合家具及設備-維修 0.00 0.00 (168,691.81) (168,691.81)

小   計 2,103,448.60 1,629,769.05 (1,273,344.81) 2,459,872.84

EOEBG 指定津貼

修訂行政津貼 273,274.96 1,738,783.50 (1,889,110.26) 122,948.20

學校發展津貼 586,928.71 780,416.00 (1,353,611.75) 13,732.96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275,552.53 587,386.00 (560,517.90) 302,420.63

空調設備津貼 323,561.95 498,083.10 (209,786.00) 611,859.05

新來港學童支援計劃津貼(NAC) 162,794.45 (11,631.00) (52,414.20) 98,749.25

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464,971.22 389,277.00 (543,311.42) 310,936.80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津貼 140,656.00 135,001.00 (93,462.00) 182,195.00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24,416.44 0.00 0.00 24,416.44

統籌學校校本言語治療行政經常津貼 0.00 8,056.00 (398.90) 7,657.10

校本言語治療行政經常津貼 0.00 8,056.00 (4,570.00) 3,486.00

校本管理額外津貼 32,729.00 50,350.00 (2,800.00) 80,279.00

小   計 2,284,885.26 4,183,777.60 (4,709,982.43) 1,758,680.43

EOEBG 合計 4,388,333.86 5,813,546.65 (5,983,327.24) 4,218,553.27

營辦津貼以外

家教會資助 0.00 45,740.00 (45,740.00) 0.00

學習支援津貼收入 206,168.20 1,230,200.00 (1,074,580.39) 361,787.81

靈活代課教師津貼 249,579.54 0.00 0.00 249,579.54

英語教師加強計劃附帶福利津貼 0.00 24,784.00 (24,784.00) 0.00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149,203.80 189,000.00 (87,000.00) 251,203.80

其他經常津貼 -差餉及租金 0.00 278,500.00 (278,500.00) 0.00

額外支援非華語學生的津貼-費用及薪金(NCS) 69,933.72 800,000.00 (782,739.85) 87,193.87

課後支援非華語學生津貼(有待殊教育需要非華語學生支援津貼)100,000.00 0.00 0.00 100,000.00

在校午膳津貼 0.00 446,600.00 (55,161.00) 391,439.00

支援有經濟需要學生上網學習補充津貼 0.00 25,520.00 (23,200.00) 2,320.00

香港學校戲劇 3,250.00 3,250.00 (3,090.37) 3,409.63

推動中國國歷史文化津貼 27,403.82 0.00 (27,166.00) 237.82

學校設施推動體育發展計劃 0.00 70,000.00 (68,587.00) 1,413.00

資訊科技人員支援津貼 72,757.00 319,559.00 (305,791.03) 86,524.97

社會工作服務津貼 0.00 642,000.00 (642,000.00) 0.00

社工諮詢服務津貼 0.00 129,315.00 (129,315.00) 0.00

姊妹學校計劃津貼 152,436.62 156,035.00 (230,977.40) 77,494.22

學校閱讀推廣 12,242.20 41,609.00 (50,485.38) 3,365.82

全方位學習津貼 255,522.56 956,650.00 (1,059,077.01) 153,095.55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0.00 74,900.00 (53,615.00) 21,285.00

學校行政主任津貼 36,660.00 534,660.00 (474,892.31) 96,427.69

暑期閱讀計劃

「書出知識－贈閱圖書」試行計劃

39,885.40 0.00 0.00 39,885.40

財務報告 - 是年盈餘/(赤字)尚未經核數師核實

2020-2021年度

(2020年9月至2021年8月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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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2020年9月

承上結餘 收入 支出 結餘

2020-2021年度

(2020年9月至2021年8月累計)

一筆過特別支援津貼 100,000.00 0.00 (94,628.71) 5,371.29

一筆過校本言語治療設置津貼 0.00 20,140.00 (11,371.30) 8,768.70

促進小學英語學習津貼 0.00 350,000.00 (350,000.00) 0.00

關愛基金援助項目 0.00 1,034,222.00 (1,072,846.00) (38,624.00)

小   計 1,475,042.86 7,372,684.00 (6,945,547.75) 1,902,179.11

薪金

薪金津貼 - 教學人員 0.00 36,437,485.25 (36,439,753.40) (2,268.15)

薪金津貼 - 代職人員 0.00 (37,260.00) (37,260.00)

薪金津貼 - 教學支援人員 0.00 994,622.16 (993,263.96) 1,358.20

小   計 0.00 37,432,107.41 (37,470,277.36) (38,169.95)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 607,619.66 207,000.00 (1,011,459.74) (196,840.08)

教師特殊教育需要培訓津貼 0.00 124,710.00 (95,220.00) 29,490.00

非經常津貼-傢具及設備 0.00 0.00 0.00

僱主積金津貼 - 非教學人員 0.00 136,931.11 (176,110.44) (39,179.33)

小   計 607,619.66 468,641.11 (1,282,790.18) (206,529.41)

總額政府津貼 6,470,996.38 51,086,979.17 (51,681,942.53) 5,876,033.02

學校帳 (S8)
學校普通經費帳 2,495,837.18 2,495,837.18

調撥-虧損津貼 0.00 0.00 0.00 0.00

Donation from CYMCA 捐款資助 0.00 442,951.60 (715,096.29) (272,144.69)

家教會捐款 0.00 0.00 0.00 0.00

學生捐款 0.00 30,214.10 0.00 30,214.10

捐款-獎學金 0.00 9,000.00 (4,000.00) 5,000.00

學校帳行政收入 0.00 10,337.36 (45,336.20) (34,998.84)

外間津貼/津助 0.00 90,585.80 (84,029.25) 6,556.55

收學生費用 0.00 917,328.57 (1,049,285.89) (131,957.32)

學生課外活動 0.00 (397,235.70) (97,179.00) (494,414.70)

撥款-傢俬及設備 0.00 0.00 0.00 0.00

小   計 2,495,837.18 1,103,181.73 (1,994,926.63) 1,604,092.28

特定認可收費帳 (S11) 0.00

特定認可收費-其他 143,961.24 132,550.00 0.00 276,511.24

特定認可-其他用途 0.00 0.00 (123,600.67) (123,600.67)

其他用途-設備 0.00 0.00 (166,988.00) (166,988.00)

小   計 143,961.24 132,550.00 (290,588.67) (14,077.43)

兒童發展基金

童夢成真-社署撥款 0.00 508,200.00 (222,500.00) 285,700.00

童夢成真-學生存款 0.00 89,600.00 (1,400.00) 88,200.00

小   計 0.00 597,800.00 (223,900.00) 373,900.00

學校帳及其他帳  總額 2,639,798.42 1,833,531.73 (2,509,415.30) 1,963,914.85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資助撥款 2020/2021年度 批准用款 歷年用款 是年用款 結餘

申請推動STEAM教育基金建議案 370,000.00       220,427.36        68,042.39 81,530.25        

青小寰宇教室建議案 Global Classroom 379,400.00       170,507.65        - 208,892.35      

優化校本生命教育課程及福音事工撥款 397,514.00       204,240.00        177,500.00          15,774.00        

總額 1,146,914.00    595,175.01        245,542.39          306,19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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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總結及前瞻

本年度為青小2018-2021發展周期的第三年，教職員在「放眼世界‧情牽中華‧

平衡自我」及「中小幼銜接」這兩個關注項目中，都努力不懈，向目標邁進。 

但在疫情的影響下，部份工作未能如期進行，加上本年度完結後，會有新舊校長

交接的情況，所以青小獲校董會批准延長是次發展周期一年，寄望疫情的緩和消

減，能為學生重新帶來更全面的學習體驗。 

此外，我們感謝法團校董會每一位校董的領導，校董們都不吝嗇地為學校的發展

方向提供寶貴的意見，也在各項行政工作上作出提點，使學校各方面的發展都越

趨穩固。我們也感恩青小擁有着一群努力、委身、堅毅的教師和職員，在各位同

工群策群力下，同學在「身、心、社、智、靈」都有均衡的發展。 

最後，在此感謝孫群英校長過往十年的服務，為青小打好良好的根基。孫校長和

新任校長程志祥校長已做好交棒工作，加上穩定的教學團隊，全校上下已準備好

迎接日後的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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