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數 佔全校教師百分比

學歷

認可教育文憑 54 100%

認可大學學士學位 54 100%

認可大學碩士學位 18 33%

年資

20年以上 18 33%

10-20年 12 22%

10年或以下 24 45%

語文 普通話科 英文科

教師人數 12 15 

達標情況 100% 100%

語文 中文科 英文科

教師人數 18 15

已接受專科訓練 100% 100%

職
級

校
長

副
校
長

課
程
主
任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統
籌
主
任

主
任

教
師

外
籍
英
語
教
師

學
生
輔
導
員

書
記

支
援
教
師

資
訊
科
技
員

工
友

人
數

1 3 1 1 6 41 3 3 6 8 2 6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合計

班數 4 4 5 4 4 4 25

男生人數 61 53 86 81 64 75 420

女生人數 65 69 73 47 61 50 365

人數 126 122 159 128 125 125 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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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附近的屋苑
大
圍

馬
鞍
山

沙
田
其
他
地
區

大
埔

九
龍

其
他

合
計

豐
盛
苑

新
田
圍
村

秦
石
村

溱
岸
8
號

名
城

學
生
人
數

103 79 29 23 35 291 36 155 8 5 21 785

百
分
比

13.1% 10.1% 3.7% 2.9% 4.5% 37.1% 4.6% 19.7% 1.0% 0.6% 2.7%

100%

71.4% 24.3% 4.3%



時間 節次

8:00-8:10
早禱（逢星期
三：校長約會/

早操）

8:10-8:45 1

8:45-9:20 2

9:20-9:35 小息

9:35-10:10 3

10:10-10:45 4

10:45-11:20 5

11:20-11:40 小息

11:40-12:15 6

12:15-12:50 7

12:50-1:45 午膳

1:45-2:00 午讀/導修課

2:00-2:35 9

2:35-3:10 10

3:10-4:10 輔導/聯課活動

















收入 ($) 支出 ($)

I. 政府資助總計：  
(甲) 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 特定用途津貼

(1) 行政津貼
(2)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3) 學校發展津貼
(4) 成長的天空計劃 
(5)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津貼
(6) 校本管理額外津貼
(7) 校本言語治療行政經常津貼

2,070,963
439,529
774,983
240,363
108,000

50,000
8,000

1,922,283
403,990
721,787

74,241
102,217

40,000
4,160

小結： 3,691,838 3,268,678

   (乙) 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非特定用途津貼
 (1) 學校及班級津貼
 (2) 學校課程發展津貼
 (3) 普通話津貼
 (4) 增補津貼
 (5) 校本管理補充津貼 
 (6) 培訓津貼
 (7) 德育及公民教津貼
 (8) 訓輔津貼
 (9) 供增聘文書助理的行政津貼
 (10) 綜合傢俱及設備津貼

483,232
51,033

1,814
6,930

168,949
9,813

15,046
6,676

205,879
240,581

316,259
49,948

- 
- 

77,606
4,800
4,780
4,478

201,600
348,408

小結： 1,189,953 1,007,879

   (丙) 其他津貼
 (1)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
 (2)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3) 全方位學習津貼
 (4) 關愛基金為有經濟需要的小學生提供在校午膳津貼
 (5) 推廣閱讀津貼
 (6)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7)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津貼
 (8) 諮詢服務津貼
 (9) 學校行政主任津貼
 (10) 學習支援津貼
 (11) 改善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教津貼

24,633
127,800
775,000
115,304

41,320
51,100

642,000
129,315
534,660

1,219,000
50,000

18,625
46,404

391,226
115,304

46,158
14,810

636,110
108,000
398,415
867,253

3,489

小結： 3,710,132 2,645,794

政府資助總計： 8,591,923 6,922,351

  II. 學校津貼﹝一般津貼﹞   
 (1) 特定用途的收費 
 (2) 獎學金捐款

425
21,100

 -
21,100

學校津貼總計： 8,613,448 6,943,451

學校年度總結餘 1,669,997



範   疇 校長持續專業發展時數 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時數

有系統的學習 39小時 30小時(平均時數)

實踐學習 30小時 37小時(平均時數)

為教育界及社會服務 70小時 /

合   計 139小時 67小時(平均時數)



















中文 中文科拔尖班、辯論隊、創意寫作班 P.3-6

英文 英文科拔尖班、英語話劇組 P.2-6

數學
奧林匹克訓練班 P.1-3

數學拔尖班 P.4-6

常識

常識科增潤課程:
浮力測試/電的探究/簡單機械

P.4-6

科學探究班 P.4-6

藝術 視覺藝術尖子培訓小組/小小音樂家 P.1-6

聯課活動 校隊培訓/圍棋普及課程 P.1-6



「我的行動承諾」承諾日2019

和諧校園活動

德育成長課

水果週

健康早餐活動

父母親節活動

敬師活動

小小親切運動

無冷氣夜

無冷氣日

綠色聖誕慶祝活動

地球一小時

秩序比賽

書包量度活動

教育日營

性教育週

專題講座

長者服務活動

國慶升旗禮

特區成立日升旗禮

五四青年節升旗禮

中國文化日



閱讀獎勵計劃

「李錦良獎學金」(全級閱讀獎)

讀書大王 (一至二年級)

追星行動 (三至六年級)

圖書館尋寶英雄榜

東亞銀行親子閱讀獎勵計劃----宗教教育中心

科組協作活動

中文延伸閱讀計劃

英文必讀書閱讀獎勵計劃

數學科「智慧書中尋」

常識科延伸閱讀 / 專題研習

視藝科皮影戲製作

「與主有約」宗教科圖書閱讀活動

Book FLIX fun fun fun (閱讀英文電子書)

中國文化圖書攤位活動

書展

上學期家長日書展

舊書回收及義賣

閱讀日營自製線裝書展覽

分享閱讀好時光

圖書課/周會「好書獻給您」

晨曦講故事

校長、故事義工、閱讀大使、英語伴讀大使閱讀分享

師生午間共讀

閱讀延伸活動

親子閱讀日營 沙田小記者計劃

閱讀扭計骰 圖書分享短片

「假如____有臉書」書中
人介紹

「我是老師！」知識性圖書
問答遊戲

「電子書尋寶記」好書推介 「漫畫看故事」閱讀分享

「創意寫作」投稿活動 香港教育城「十本好讀」
選舉

閱讀培訓活動
(服務學習)

「閱讀大使」培訓 – 皮影戲訓練班

「書袋伴讀計劃」兒童啟蒙老師培訓

其他
生命教育繪本課

「一人一期刊」(閱讀報章期刊計劃)





早禱

宗教週會

高年級團契

小五生活營

小六畢業營

基督少年軍

Awana

聖誕節崇拜

復活節崇拜

教師團契

教師退修會

家長班

家長團契

校友團契

暑期聖經班

一年級：小一百日宴

二年級：助人小天使

三年級：小草，你好!

四年級：小雞蛋大行動

五年級：智慧此中尋

六年級：畢業生祝福禮





活動類別 多元智能課 校隊/靈育/興趣活動 收費活動

  簡介項目

學校為每名學生在全學期
內編配幾種不同的興趣活
動，活動於放學後，以輪

轉方式進行。

老師按個人專長或興趣負
責至少一項課外活動，挑
選在該項活動具潛質的學

生進行培訓。

學生按個人興趣，自付費
用報名參加。本校邀聘專
業導師親臨本校教授。

音樂旋律智能 /
初級歌詠組、 
高級歌詠組、

小小音樂家、木笛組

中樂隊、柳琴班、古箏
班、揚琴班、琵琶班、笛
子班、二胡班、小提琴
班、手鐘隊、敲擊樂班

語文文字智能

來說普通話、繪本趣
Story telling、繪本樂

English stories
從遊戲中認識戲劇

雄辯滔滔、能言善辯
Fun Fun Songs、 

Phonics
小小演說家、My dreams

普通話大使、 
普通話集誦隊

粵語集誦隊、辯論隊、
中文資優寫作班、 

粵語話劇
英語話劇、 

初級英語集誦隊
高級英語集誦隊、 

英語大使
Buddy System、英文拔

尖班、Reading  
Workshops

閱讀大使、沙田小記者

普通話班

視覺空間智能 視覺藝術 視藝組、校園電視台 簡筆畫班及油粉彩畫班

數學邏輯智能
MAKER

我是數學家

數學資優拔尖、圍棋、
常識資優拔尖、 
常識Maker班、

智慧天文台

妙手圍棋、 
奧林匹克數學班、 
六頂思考帽子班

身體運動智能
基本技能運動
體適能活動
運動健將

田徑隊、籃球隊、
棍網球隊

中國舞、籃球訓練班、
乒乓球興趣班及校隊、

游泳班、足毽、
體操校隊培訓班、 

跆拳道、
羽毛球訓練班、 
足球訓練班、

花式跳繩

自然博物智能
Wonderful creation

時事小百科
/ /

人際關係智能 /
兒童議會、校園小領袖、

大哥哥大姐姐
/

個人內省智能 /

香港基督少年軍、 
少年警訊、

學生團契、幼童軍、
公益少年團

/

組別數目 20 37 25

參加人次
第一
期

第二
期

第三
期

第四
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1123 - 650 -811 811 - -









獲派中學 合計

1 英華書院 1

2 聖保羅書院 1

3 聖言中學 1

4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3

5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10

6 沙田培英中學 8

7 沙田崇真中學 6

8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4

9 沙田蘇浙中學 5

10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1

獲派中學 合計

11 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10

12 聖羅撒書院 1

13 天主教郭得勝中學 3

14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4

15 德信中學 3

16 體藝中學 1

17 林大輝中學 2

18 基督教崇真中學 2

19 匯基書院(九龍東) 1

20 香島中學 1

月份 勤到率
平均每天缺席

人數
守時率

平均每天遲到
人數

九月 98.75% 10 99.72% 2

十月 98.64% 11 99.59% 3

十一月 98.50% 12 99.76% 2

十二月 96.78% 26 99.05% 8

一月 97.71% 18 99.27% 6

二月 - - - -

三月 - - - -

四月 - - - -

五月 - - - -

六月 100.00% 0 100.00% 0

七月 100.00% 0 100.00% 0

全年 98.63% 11 99.63% 3



九龍塘宣道會獎學金 (全級第一名)

6A李晴真 5A劉鎧晴 4A許泓澤 3C詹梓進 2D林樂軒 1A江卓喬

豐盛堂獎學金 (聖經科全級最優異獎)

6A鄭馨兒 6A李夢霖 5A陳以巧 5A 劉鎧晴 4A曾一葵 4B高芷芯

3B蘇子淇 3C詹梓進 2B陳楚燕 2E 杜隼一 1B簡啟剛 1D郭柏朗

陳元喜獎學金 (全級第二名)

6A鄭馨兒 5B林若翹 4B陳浩恩 3B歐汛沂 2B梁澧業 1B簡啟剛

校董獎學金 (服務及成就)

6A李曉彤 6B鄭可悠 6D林卓菲 4A方紫喬 4A許泓澤 2D邵紫盈

校友會獎學金 (全級第三名)

6B關天佑 5A丘旻峯 4B陳信哲 3A羅冬儒 2E李昊宸 1B梁栩瑜

傑出學生獎

6A李晴真 5A劉鎧晴 4A許泓澤 3C詹梓進 2D林樂軒 1A江卓喬

陳朱素華獎學金 (中文科全級最優異獎)

6A鄭馨兒 5A劉鎧晴 4B涂  哲 3D李振鵬 2D曾愷琳 1A江卓喬

李錦良獎學金 (閱讀獎)

6A李夢霖 5A劉鎧晴 4B陳浩恩 3C詹梓進 2D邵紫盈 1C張  晴

陳伯勇獎學金 (英文科全級最優異獎)

6B關天佑 5A 劉鎧晴 4A梁妍溱 3D郭曉霖 2B梁澧業 1B梁栩瑜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最佳進步獎)

6A蕭柏宇 5A黃梓恩 4A鄭婥彤 3A李美嫻 2A陳妤蕎 1A許文昇

6B梁思源 5B嚴巧旋 4B鄺柏陶 3B丘逸文 2B王至賢 1B葉令航

6C蕭  潁 5C林曉穎 4C葉穎心 3C林子量 2C陳柏朗 1C蕭栩燊

6D吳景軒 5D李志翹 4D鍾天穎 3D林熙峻 2D唐感樂 1D張芯穎

2E鄭威言

陳李詠貞獎學金 (數學科全級最優異獎)

6B宋鎧朗 5A呂子顥 4A許泓澤 3C岑日雋 2A羅梓儒 1B簡啟剛

品學兼優獎

6A陳曉澄 5A劉鎧晴 4A陳智盈 3A羅冬儒 2A梁芷嫣 1A江卓喬

6A陳浩揚 5A謝晞蔚 4A許令君 3B歐汛沂 2B陳楚燕 1A黃健霖

6A陳恩澤 5A丘旻峯 4A曾一葵 3B潘俊亨 2B林殷悅 1B陳巧㼆

6A鄭馨兒 5A阮學津 4A楊溢曦 3B蘇子淇 2B勞琬靖 1B林紫澄

6A李晴真 5B馮子軒 4B陳浩恩 3C詹梓進 2D林樂軒 1B梁栩瑜

6A黃侃余 5B林若翹 4B陳信哲 3C岑日雋 2D李卓言 1C陳芊予

6B陳卓諾 5B李卓橋 4B鄭梓恩 3D簡樂瑩 2D梁予呈 1C梁芷嫣

6B陳穎恩 5B梁倩翎 4B許晴希 3D郭曉霖 2D曾愷琳 1D歐陽因悅

6B關天佑 5B李雅欣 4B許泓澤 3D李振鵬 2E陳曦悅 1D陳孜行

6B李卓善 5B黃藹嘉 4B伍宇盈 3D黃力騰 2E王曉瑜 1D黃詠琦



比賽名稱 參賽項目/組別 得獎者姓名 名次

學術

2020《環亞太杯》
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

四年級 4B許泓澤 一等獎

2020《華夏盃》
奧數初賽

2E李昊宸
一等獎

4B許泓澤

2019香港數學及
奧數公開賽

小二數學組 2C周子文

傑出獎

2019數學智能之
全港數學挑戰賽

卓越獎

WMI世界數學邀請賽
日本福岡總決賽

4B許泓澤 金獎

2019香港多元智能
教育協會數學智能之

全港數學挑戰賽
小學二年級組 2A陳妤蕎 卓越獎

體育

第十九屆跆
拳道錦標賽

搏擊 4C周晉楠 優異獎

2019樂華跆拳道會
搏擊比賽

搏擊 2D袁爾澄 冠軍

香港五恆跆拳道總會
第三屆個人及隊際套

拳比賽

兒童高級A組 
(個人賽）

6A劉承軒

優異獎

自選隊際組

冠軍
2019泰伯盃
跆拳道比賽

兒童D組

2019元朗區迎國慶
兒童水運會

25米浮板賽 (5-6歲）
2B張傲哲

25米自由泳 (5-6歲）

2019離島區分齡
乒乓球比賽

女子青少年組單打
MJ組

4A方紫喬 冠軍

油尖旺區分齡
乒乓球比賽

女子青少年單打丁組

2019中西區分齡
乒乓球比賽

女子青少年組單打  
(9歲或以下）

2019沙田區分齡
乒乓球比賽

女子青少年FJ組單打

2019-20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小學組 4B簡珈晴 學生運動員獎

2019全港學界鑽石
田徑賽 (第三屆)

女子2012 2A陳妤蕎 小鐵人獎

第十九屆卓嘉速度單
車線滾軸溜冰公開賽

125米
4A林峻銘 冠軍

250米



比賽名稱 參賽項目/組別 得獎者姓名 名次

體育

飛達秋季「霸王」
盃田徑賽

男子兒童組

3B陳子朗 冠軍
2019越跑越有

慈善賽
個人組3公里精靈跑

男子8-9歲

飛達新春兒童田徑 
錦標賽

男子2011年組-800米

2019親善盃棍
網邀請賽

初級組團體

4A李昱希、4A陳蓁樂、 
4B蕭衍揚、4B林穎琛、
4B鄭梓恩、4C陳文軒、
4C曹海欣、4D 賴嘉美、
4D陳左浩、4D陳迪臣、
5A梁啟心、5A潘家銘、
5B唐一儒、5C謝國賢、

5C莊曉亮

冠軍

2020年沙田武術 
錦標賽

M9男子拳術組-南拳
  4A何梓謙 冠軍

M9男子短兵器組-刀術

2019韓國武術推廣日
暨表演賽

黑帶組搏擊比賽 4A張凱晴 冠軍

朗誦

2019沙田區學界
朗誦公開賽

普通話初小繞口令 2A陳妤蕎 冠軍

第五屆全港漢林盃普
通話朗誦比賽

初小故事組
2D邵紫盈

冠軍

兒歌組 宇宙大獎

HKYPA第七屆香港國
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朗誦及故事演講大賽

普通話詩詞獨誦組 2B張傲哲 冠軍

第十一屆才藝 
朗誦比賽

普通話高小女子 
散文組

5A布曉婷 優異獎

第71屆香港學校朗誦
節比賽

詩詞獨誦-普通話 2D林樂軒 冠軍

詩詞獨誦-普通話
2B周伊諾 冠軍

2D邵紫盈 冠軍
散文獨誦-普通話

清泉盃全港朗誦大賽

普通話小學散文  
(P3-P4)

3B劉洋 冠軍

普通話小學詩歌 
(P5-P6)

 6C 戚桐敏 冠軍

普通話小學故事 
(P1-P2)

2D 邵紫盈

冠軍

普通話小學散文 
(P1-P2)

冠軍

清泉盃全港朗誦大賽 多才多藝獎

第八屆“藝海之星”
綜藝比賽

普通話小學散文 
(P1-P2)

冠軍
普通話小學詩歌 

(P1-P2)
2B張傲哲



比賽名稱 參賽項目/組別 得獎者姓名 名次

朗誦

第十一屆【中華挑戰
盃】全港人才藝術 

朗誦大賽

初小組普通話新詩組 2B張傲哲 冠軍

初小組普通話新詩

2D邵紫盈
冠軍初小組普通話散文

初小組普通話故事

小學組 最高榮譽大獎

高小組普通話新詩 6C戚桐敏 冠軍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優秀教育機構獎

2020香港兒童朗誦 
公開賽

小學高年級組
(P5-P6)粵語

5D余悅 冠軍

音樂

音樂智能之香港青 
少年盃鋼琴比賽

小五至小六組 5B梁健遵

優異獎
2020音樂智能之香港

青少年盃鋼琴比賽
小一至小二組 2C周子文

舞蹈

常舞坊體育舞蹈 
公開賽

個人舞7-8歲倫巴
2D邵紫盈 冠軍

個人舞7-8歲查查查

2019袋鼠盃舞蹈比賽

10-11 MODERN 
JAZZ DUO

5A陳以巧 金獎HONG KONG(ASIA)
CHOREOGRAPHY 

COMPETITION

第56屆學校舞蹈節
比賽

小學高年級組中國舞 舞蹈A組 甲級獎

視藝

2019國際家庭日全港 
青少兒繪畫及攝影比賽

2B林殷悅 金獎

2020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for 

artworks made by 
children

5B游朗恩
special recognition 

award

其他

2019年第三季中國 
象棋級位認定賽

初小組

3C詹梓進

精英獎

2019國慶盃中國
象棋賽

小學組 優異獎

2019保良局第十屆全
港小學邀請賽 (初賽)

6B鄭可悠 最佳辯論員

第十屆香港少年
圍棋百傑賽

兒童組 2D殷子承

優異獎第九屆青少年德育
勵進盃全港校際

圍棋錦標賽

初小組
1D陳孜行

2D殷子承

中小組 3B陳悅思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	 繼續實踐「高階思維十三
式」思維策略縱向規劃，
學生能應用適當的策略	
學習。

•	 各級學生分別掌握不同的
高層次思維策略，並能在
課業中適當地運用。

•	 老師日常觀察及觀課紀錄

•	 科會檢討

•	 情意五層次」價值教學，
提升和鞏固學生正向的價
值觀，培養學生積極主動
的學習態度。

•	 課業中能滲入「情意五層
次」之元素，學生亦能掌
握策略並能適切運用。

•	 老師日常觀察及觀課紀錄

•	 科會檢討

•	 延續香港教育大學「促進
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
支援計劃」，強化中文科
自主學習元素。

•	 五年級課程中一個單元的
自主學習閱讀教材設計成
為恆常閱讀教材。

•	 完成自主學習單元設計

•	 科會檢討

•	 加強小練筆練習，從而	
優化中文科各級寫作縱	
向課程。

•	 三至六年級學生能於課堂
上進行練筆的寫作。

•	 科會檢討

•	 日常觀察

•	 繼續參與提升小學生英語
水平計劃(PEEGS)，加強	
三至五年級學生的英文閱
讀及寫作技巧。

•	 教師認同參與有關計劃能
促進學與教的效能。

•	 科會檢討

•	 老師日常觀察

•	 英文科參與	 Space	 Town	
Literacy	 Programme，並
先在小一推行，透過閱讀
不同種類的故事書，提
高學生閱讀興趣及讀寫	
能力。

•	 學生能透過計劃對學習英
語的興趣及閱讀能力均得
以提升。

•	 科會檢討

•	 老師日常觀察及觀課紀錄

•	 檢視學生課業表現

•	 於一、二年級持續優化及
發展校本	PHONICS課程。

•	 學生能透過課程於英文說
話及串字中有所進步。

•	 科會檢討

•	 老師日常觀察

•	 繼續實踐「高階思維十三
式」思維策略縱向規劃，
學生能應用適當的策略	
學習。

•	 各級學生分別掌握不同的
高層次思維策略，並能在
課業中適當地運用。

•	 老師日常觀察及觀課紀錄

•	 科會檢討

•	 「情意五層次」價值教
學，提升和鞏固學生正向
的價值觀，培養學生積極
主動的學習態度。

•	 課業中能滲入「情意五層
次」之元素，學生亦能掌
握策略並能適切運用。

•	 老師日常觀察及觀課紀錄

•	 科會檢討

•	 延續香港教育大學「促進
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
支援計劃」，強化中文科
自主學習元素。

•	 五年級課程中一個單元的
自主學習閱讀教材設計成
為恆常閱讀教材。

•	 完成自主學習單元設計

•	 科會檢討

•	 加強小練筆練習，從而	
優化中文科各級寫作縱	
向課程。

•	 三至六年級學生能於課堂
上進行練筆的寫作。

•	 科會檢討

•	 日常觀察

•	 透過數學、常識、資訊	
及圖書科跨科協作，發展	
「專題研習」模式STEM課
程，並於部分年級與中
文、英文、音樂及視藝科
跨科協作，於全方位學習
週推展、整合各科知識。

•	 順利完成STEM相關的學習
活動。

•	 學生認同STEM課程能提升
創意、解難或高層次思維
能力。

•	 收集各持分者對學與教的
意見

•	 教師問卷

•	 學生問卷

•	 檢視學生課業表現

•	 一至三年級數學科推行實
作評量，納入測驗評核，
並逐步推展至四至六年
級，以透過動手建構和應
用數學知識和技能來解
題，從而促進教學效能。

•	 發展相關課程，從而促進
相關範疇的教學效能。

•	 75%教師認同有關課程能促
進相關範疇學、教、評。

•	 檢視共備教學設計

•	 檢視相關實作評量設計

•	 教師問卷

•	 學生問卷

•	 觀課紀錄

•	 優化資訊科技科課程，於
各級加入校本編程教學及
優化資訊素養課程。於四
至六年級推展自攜裝置
「Bring	Your	Own	Device」
(BYOD)電子學習計劃，	
讓學生於課堂內掌握資訊
科技學習的能力，並進行
研習。

•	 學生能掌握有關編程技
巧，並於專題研習或跨科
學習活動中運用。

•	 學生能懂得正確使用資訊
科技進行學習。

•	 收集科任檢討意見

•	 教師平日觀察學生的學習
表現

•	 教師問卷

•	 學生問卷

•	 觀課紀錄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	 籌備設立STEM	Makerspace
教學室(QEF)，以助校本
STEM課程的發展。

•	 配合校本STEM課程發展，
完成建立STEM	Makerspace
教學室的籌備工作。

•	 會議紀錄

•	 為教師持續舉辦工作坊，
引入電子學習策略，以促
進學與教的效能。

•	 工作坊能有效促進教師學
與教的效能。

•	 教師問卷

•	 持續推廣閱讀必讀好書十
本的計劃，提升學生圖書
的閱讀量及興趣，如持續
優化各級閱讀計劃及引
入有效的電子學習平台	
「e悅讀計劃」及應用程式
(apps)	。

•	 透過推動閱讀必讀好書十
本的計劃，鼓勵學生閱讀
推介的單元圖書。

•	 購買「e悅讀計劃」，揀選
合適的圖書以鼓勵學生利
用電子平台進行閱讀。

•	 收集科任意見

•	 各級閱讀計劃收集

•	 檢視學生平台閱讀紀錄

•	 提供資訊科技及網上學	
習資源(如Google	 Class-
room、STAR、「元喜自學
教室」)，優化多元評估，
增加學生課前或課後自學
的機會。

•	 學生使用學校提供或建議
的網上學習平台，進行自
學，學生並能善用網上學
習資源、選擇適切的學習
材源自學或鞏固或延伸學
習。

•	 進行問卷調查及觀察學生
表現

•	 檢視共同備課記錄

•	 學生能自訂學習計劃，如
優化「Superkid積點獎勵
計劃」，探討電子化的可
行性、交齊功課金銀銅
獎、「自我挑戰獎勵計
劃」，以加強學生主動學
習的能力。

•	 同學能在教師及家長的輔
助下自訂學習計劃，不斷
反思求進。

•	 自 我 挑 戰 獎 勵 計 劃 、	
交 齊 功 課 金 銀 銅 獎 、	
Superkid個人學習記錄

•	 善用及優化多元評估(如
自評、互評、家長評估、
進展性及總結性評估)幫助
學生反思所學，除提升學
生學習動機及主動性外，
亦提高學校在考評管理工
作的水平，優化本校學、
教、評的機制，並參加優
質評核管理認證計劃。

•	 各科採用多元學習評估策
略，促進有效學習。

•	 在級會議、成績檢視會
議、試卷檢討會議及不同
課業中滲入多元化評估。

•	 完成計劃，並獲得優質評
核管理認證。

•	 老師日常觀察、試卷檢
討、會議紀錄、校本課業
設計老師日常觀察

•	 持續更新自學環境的氛
圍，透過各科	於各樓層增
設高層次思維問題、定時
開放「元喜自學挑戰站」，	
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

•	 學 生 參 與 相 關 佈 置 的	
紀錄。

•	 學生問卷

•	 各活動參與率及學生表現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	 建立長遠的正向教育政

策，透過重組成長課課課
程及校本輔導活動(賞識教
育、遊戲小組活動等)，鼓
勵學生發掘自己的潛能及
個人性格強項，邁向豐盛
人生。

•	 繼續按學校訂立之正向價
值特質，於全校推行多元
活動：以校長茶聚、電子
化Superkid積點獎勵計
劃、校長約會、每月之星
及手冊讚賞篇等推動賞識
教育，多方面鼓勵學生在
行為上作正向的改變。

•	 老師利用正向教育之性格
強項讚揚學生的表現，	
進一步欣賞及強化學生的
優點。

•	 每名老師在「關愛一領一
計劃」中，嘗試運用正向
教育的概念關心及支援同
學，老師能讚賞學生性格
強項，正面強化學生的能
力。

•	 不同持份者肯定及清楚學
校的正向教育理念、政策
及所推行的活動。

•	 分析持分者問卷、情意及
社交表現評估套件結果

•	 活動問卷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	 參與香港城市大學正向教
育研究室的優質教育基金
計劃，加強教師於正向教
育的培訓，讓老師套用正
向教育新思維，以生命影
響生命。

•	 與香港城市大學合作正向
教育研究室，整合家長教
育活動，培訓家長正向大
使家庭，加入正向晨光家
長短聚、親子遊戲、父子
營時光等，藉家校合作，
將正向新思維植根學生家
庭中。

•	 全年舉行兩次正向教育的
教師培訓，90%老師透過
培訓，表示明白推動正向
教育的重要及嘗試於課堂
上實踐運用。

•	 家長學堂及家長班均以正
向教育為題，80%參與家
長表示正向管教能有助提
昇他們管教孩子的信心和
能力。

•	 活動問卷
•	 檢視活動後的意見表及觀

察參加者的反應	

•	 透過參與香港城市大學正
向教育研究室的優質教育
基金計劃，為全校學生提
供全年16節以「幸福理
論」、「性格強項」為基
礎，並加入「身心靈健
康」的課程，讓學生能將
正向思維實踐及應用。

•	 全年最少有十六節正向課
程於全校成功推行，學生
表示活動及課程能提昇抗
逆力，以正面積極的思維
去迎接各種挑戰。

•	 檢視相關計劃的報告

•	 繼續參與「UpPotential」計
劃，透過六節的課程及網
上學習，讓小三學生學習
管理負面情緒及壓力，釋
出正能量，建立正向	
思維。

•	 完成六節的課程及相關網
上學習

•	 活動問卷

•	 善用遊戲室，為有需要學
生提供情緒支援；增加開
放時間及規劃遊戲室使用
時間表，讓同學有更多機
會使用遊戲室，以增加同
學愉悅感。

•	 為學生開設情緒小組，教
導學生管理情緒及建立健
康的正面思維。

•	 遊戲室能為最少10名有情
緒需要的學生提供支援及
治療。全校有1/3同學表示
曾使用遊戲室設施，並表
示愉悅。

•	 全年最少開設兩個情緒小
組，並表示有關小組活動
能有助提昇他們情緒管理
的能力。

•	 分析持分者問卷、情意及
社交表現評估套件結果

•	 結合靈育，於各級的成長
課加入品德教育元素，讓
學生能建立正確的生活態
度及生命價值的取向。

•	 與基督教女青年會合作，
設計一套共18節的品德教
育成長課程，讓同學透過
活動及體驗，成功植根正
確的生活態度。

•	 分析持分者問卷、情意及
社交表現評估套件結果

•	 豐富各級生命教育活動及
行動任務，配合特備週會
及感恩手掌等恆常活動，
讓學生惜福感恩，珍惜	
生命。

•	 全年舉行最少三個全級的
體驗活動，讓學生能有更
深刻感受，學習珍惜生
命。

•	 分析持分者問卷、情意及
社交表現評估套件結果

•	 於多元課及圖書課推行已
設計的校本生命教育繪本
課程及24個聖經人物性格
強項課程，將生命教育元
素帶進同學的生活中。

•	 全年進行最少四節的生命
教育繪本課程及24個聖經
人物性格強項課程，透過
閱讀及活動，讓體會生命
的可貴。

•	 分析持分者問卷、情意及
社交表現評估套件結果

•	 透過已批核的優質教育基
金計劃「元喜小子成長
路」，推行生命教育，建
立共融及社區支援，幼小
合作，將生命教育推廣至
社區。

•	 全年最少舉行兩次共融及
社區支援的活動(如：探訪
老人院及幼稚園)，將生命
教育推廣至	
社區。

•	 檢視相關計劃的報告

•	 持續推行「照亮別人	飛
躍校園」服務學習計劃，
引導學生善用天賦的恩賜
與潛能，培養學生正向思
維，服務他人。

•	 全校超過90%學生曾參與
「照亮別人	飛躍校園」服
務學習計劃，嘗試學習服
務他人，並表示明白「天
生我才必有用」的道理。

•	 分析持分者問卷、情意及
社交表現評估套件結果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	 恆常構建知識共享平台和

教學資源庫的功能，持續
優化共同備課、觀課及查
簿等政策。

•	 教師經常整理和樂意分享
學與教的資料及資訊，
科、組專業學習社群的體
現專業分享文化，促進專
業知識的延續與承傳。

•	 定期檢視各項措施的推行，收集教師
的意見

•	 檢視共同備課記錄

•	 檢視觀課及查簿記錄

•	 配合校本課程發展的需
要，恆常更新「教學資源
庫」，致力推動正向生命
教育、STEM教育、BYOD電
子學習、跨課程閱讀及自
主學習等縱向課程設計，
推動相關的教師專業培訓
活動。

•	 科組能善用「教學資源
庫」提升學與教效能，優
化各項縱向校本課程。

•	 定期檢視各項措施的推行，收集教師
的意見

•	 檢視教學分享交流記錄

•	 檢視教師專業培訓記錄

•	 檢視科組會議記錄

•	 定期更新「學生資料庫」
及WebSAMS學生人才資料
庫，根據評估數據及學生
表現，推動適切的培訓活
動。

•	 按學習多樣性有效支援學
生的學習和成長，展現及
培育學生的多元才能。

•	 定期檢視各項措施的推行，收集教師
的意見

•	 參考「教師人才庫」，按
教師的強項調撥人力資
源，安排適切的專業培訓
活動裝備教師，以配合校
本課程的發展需要。

•	 配合學校發展，適切調配
人力資源，讓教師能發揮
其專能，促進教師專業成
長。

•	 定期檢視各項措施的推行，收集教師
的意見

•	 檢視教學分享交流記錄

•	 檢視教師專業培訓記錄

•	 檢視教師考績記錄

•	 善用「姊妹學校津貼」及	
「全方位學習津貼」舉
辦 多 元 學 習 活 動 ， 進
行 觀 課 、 評 課 、 教 學
觀摩等專業發展活動。	

•	 順利舉行多元學習活動，
與境內外友校保持良好的
聯繫，分享及交流教學經
驗，提高教師專業水平。

•	 定期檢視各項措施的推行，收集教師
的意見

•	 檢視姊妹學校計劃津貼報告

•	 檢視全方位學習津貼報告

•	 增設第三位副校長，延續
教師全面小學學位化，優
化行政團隊及學科團隊。

•	 有效推動協作領導及分層
領導的模式，有效發揮團
隊的合作精神。

•	 定期檢視各項措施的推行，收集教師
的意見

•	 檢視教學分享交流記錄

•	 檢視對外專業交流活動記

•	 檢視教師專業培訓記錄

•	 鼓勵中層老師參與行政及
學教領導培訓，閱讀及分
享教育政策文件，促進教
師專業發展。

•	 藉知識領導及管理，優
化協作行政團隊、學科
團隊，提升教師的專業	
能量。

•	 定期檢視各項措施的推行，收集教師
的意見

•	 檢視對外專業交流活動記錄

•	 檢視教師專業培訓記錄

•	 課程主任為學校的課程發
展引入新思維，推動學與
教的發展。

•	 課程主任能有效支援各科
工作，有效提升學與教的
成效。

•	 定期檢視各項措施的推行，收集教師
的意見

•	 檢視教學分享交流記錄

•	 檢視對外專業交流活動記

•	 檢視教師專業培訓記錄

•	 強化中層的溝通協作，
正、副科長前瞻學科的發
展路向，藉共同備課、觀
課、查簿有效傳遞及分享
學科珍貴的隱性和顯性知
識知識。

•	 科組長能擔任知識管理
者，促進科組工作持續	
發展。

•	 定期檢視各項措施的推行，收集教師
的意見

•	 檢視共同備課記錄

•	 檢視同儕觀課及查簿記錄

•	 檢視考績觀課及查簿記錄

•	 檢視教學分享交流記錄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	 藉「遷校計劃」，凝聚各

持分者積極參與，提升歸
屬感。

•	 發揮各持分者互助互愛、
積極協同的元喜精神，	
推動學校進入新的里程。

•	 檢視會議記錄

•	 檢視遷校相關活動數據

•	 持續推動分科分級「學習
圈」，鼓勵教師分享學與
教經驗、知識和技能，科
組長分享日常良好實踐經
驗，優化校本課程及課堂
教學，共同建立「專業學
習社群」。

•	 發 揮 教 師 之 間 的 共 力	
(synergy)，提升教師專
業信心，營造知識分享及	
協作文化，實踐課程專業
互動。

•	 定期檢視各項措施的推行，收集教師
的意見

•	 檢視共同備課記錄

•	 檢視觀課及查簿記錄

•	 檢視教學分享交流記錄

•	 檢視教師專業發展計劃記錄

•	 各科訂定發展方向及項
目，透過外間機構的支援
計劃，推動學與教及學生
成長的發展項目，以配合
教育趨勢。

•	 提升整體教師的教學能
量，充實教師專業知能，
支 援 及 帶 領 教 師 專 業	
成長。

•	 定期檢視各項措施的推行，收集教師
的意見

•	 檢視教學分享交流記錄

•	 檢視科組會議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