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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年度黃埔宣道小學校務報告
學校訂下「共建正向校園」作為2018-21年度三年發展計劃主題，本年度為計劃的
第一年，主題為「善用品格強項，綻放生命色彩」。學校三年計劃的重點發展項目包
括：
1. 推動正向教育
2. 持續發展自主學習
3. 深化教師專業發展
本學期完結前，全體教師進行各科組自評檢討會議，總結本學年三個關注項目的成果
及報告如下：

關注項目一：推動正向教育
1.1 循序漸進推展正向教育工作
本年度學校成立「正向教育專責小組」
，統籌及推動學校正向教育的發展。小組由
蔡校長帶領，成員包括副校長、主任、有經驗的教師及社工。學校亦成立了一年級的
學習小組，由專責小組統籌外，也邀請 2019-2020 年度有興趣或有潛質成為小一班主任
的教師參加小組。小組於 3 月 1 日進行會議，了解小一正向課程的設計理念，並於 5
月 7 日到沙田浸信會呂明才(沙田圍)小學觀課。經正向教育課程核心成員開會後，決定
來年小一將會使用「北山堂」開發之正向教育課程，並作出校本調適。在不同學習小
組成立後，能更有系統地推動正向教育工作。

1

1.2 為持分者舉辦不同類型的培訓，讓彼此對正向教育有更深認識與體驗，以助正向教
育的推展
為了讓持分者對正向教育有更深的認識與體驗，學校分別於 2018 年 8 月 20 日、9
月 9 日、9 月 15 日、11 月 2 日、2019 年 3 月 1 日、7 月 2 日舉辦了共 6 場有關正向教
育的講座或工作坊。當中本校法團校董會成員、家長及教師均曾出席，認識正向教育。
超過 85%參與者認同講座或工作坊能提升其對正向教育的認識。
在家長層面，本年度學校於家長周末安排講座，向家長介紹正向教育及品格強項，
並於下學期舉辦家長先導計劃工作坊。5 月份，學校分別於二、三年級邀請了每班 5 位，
共 30 位家長參與活動前的簡介會，讓他們先認識如何帶領品格體驗活動，總出席人數
為 60 人。家長於二、三年級相關的學生活動中協助帶領活動。建議來年按各級的需要，
於進行活動前邀請家長參與先導計劃，以協助推行相關活動。除此之外，本年度學校
參與「無限潛能」舉辦的「青少年關愛計劃」
，當中甄選約 10 位家長及多於 20 位學生
作潛能大使，在課堂內協教及推動其他健康校園活動。家長及學生大使亦成為代表出
外參與無限潛能分享會，與友校及機構分享參與計劃的心得。總括而言，參與講座或
工作坊之家長均表示最少學習到一種正向教育策略，部份家長更對品格強項、正向教
育的意義及正向情緒都有認識，其中，品格強項是令家長最感興趣的。透過家長問卷，
有 78%家長認同講座及活動能促進親子彼此間的了解。87%家長更因此而會多欣賞子
女的品格強項。
在教師層面，學校購買供教師閱讀的正向教育參考圖書，現
存超過 50 本，並一直增購一些好書供教師閱讀。學校於學生時間
表上設定星期二至四早上為「師生齊閱讀」時段，安排教師閱讀
正向教育書籍及文獻。95%參與的教師認同閱讀正向教育書籍及
文獻有助其認識正向教育。70%的教師曾於本年度借閱正向教育
的書籍，而當中有 95%的教師認同書籍有效幫助教師認識正向教
育的推行。學校亦安排教師於學生早禱、周會分享正向、感恩或
有關品格強項的訊息；除此之外，教師亦會填寫「感恩札記」
，彼
此分享感恩事項。98%教師認同於活動中，能讓教師分享正向思
維、感恩事項或正向班級經營。
學校於 2018 年 11 月 14 日為教
師舉行了「教師學會」活動，
安排共同興趣的教師組成學會
小組，互相交流及進行活動。是次活動分成三組：
網上購物、西洋書法及茶道。網上購物及西洋書法
由教師負責分享，而茶道則邀請了國家茶道師分享
茶道的樂趣。100%教師認為負責分享的教師及嘉賓
預備充足，他們也喜歡自己所參與的活動。97%教
師同意有關活動能使教師身、心、靈舒暢，身心愉快，更期待繼續舉行「教師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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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透過環境佈置，營造正向校園氣氛
學校善用學校空
間，透過環境佈置，
將學校佈置成為正向
校園。於學期初，學
校在停車場旁的牆上、
G00 室外的壁報板上
及一樓後樓梯之牆上，
分別張貼「向高山舉
目」、「學校關注事項
及品格樹」及「正負
能量樹」
為題的橫額，
在學校家課冊及手冊
的封面也印製了 24 個品格強項，讓各持分者認識學校推行正向教育及正向教育的元素。
閱讀推廣組亦購置一些有關正向教育，及鼓勵閱讀的海報，張貼在圖書館內及門外壁
報，以推動正向教育校園及增加閱讀的氛圍。
另外，在樓梯、走廊、電梯亦掛上不少有鼓
勵字句、中外名人鼓勵語句或聖經金句的相
框或海報，加上「航空探知館」
、翻新的「小
寶貝玩具館」也正式於本年度啟用，為學生
營造愉快的學習環境。

除了硬件的添置外，視藝科於後樓梯設
置「視藝廊」
，課室亦增加展示學生作品的
空間，開放日當日的視藝展，展出超過幾百
件的作品，題材共多達 24 種，讓學生不同
風格的作品得以展示。問卷所得，超過 90%
的同學的作品曾被展示，而作品曾被展示的
同學中，有 83%的同學認為作品被展示有
助提升成就感，可見除了利用學生作品美化
校園外，更可提升學生正向成就感。
在氣氛營造方面，本年度於「品格周」主題學習期間，在地下二號雨天操場及每
日其中一個樓層設置「正向資訊站」
，利用顯示屏播放有關品格強項的動畫，深化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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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品格強項的認識。82%學生表示曾於該顯示屏瀏覽有關正向教育的資訊。另外學校於
兩次家庭日時段設置「開心講場」時間，讓師生分享開心或感恩的事情。而每班均設
置「感恩札記」
，加上本年度設計及印製的「寶貝心聲」較以往的尺寸小，讓學生方便
隨時取出來書寫，學生可隨時寫下感恩事項，在「開心講場」時間與同學分享。接近
85%學生覺得「開心講場」能營造開心愉快的氣氛。
學校於學生時間表上，在放學前 5 分鐘加入「留白」時間，讓學生整理一天的學
習及感受，並安排於開學周教導教師及學生有關留白的意義及實行模式。接近 75%學
生認為「留白」時間能讓他們有安靜及反思的空間。學校致力在環境佈置、氣氛的營
造及學生空間作工，藉以讓校園變得更正向，有利於學生身心靈的發展。期望於來年 9
月至 10 月份舉行正向品格動物親子設計比賽，並於來年製成正向遊戲卡及品格布偶，
讓學生透過遊戲更深入認識品格強項。
1.4 透過設計校本課程及多元活動，讓學生對正向教育有更深的認識和體驗。
最能讓學生體會到正向教育，必定是學生課程與活動，因此學校於已有課程內加
入正向教育元素，舉辦多元化的活動。
在課程方面，於六年級中文課的單元學習中，透過課文帶出文中人物如何善用品
格强項，深化學生對品格強項的認識。視藝科亦於五年級加入繪本藝術家講座，於 6
月 24 日舉行「從生活而來的靈感」講座，講者帶出正向、積極和關愛的訊息。五年級
學生於 7 月 9 日進行大型藝術創作，透過創作大型合作畫，期望學生體驗合作精神，
並從創作中領會積極、正向的訊息。在體育課上，體育科教師教授八段錦動作及有關
呼吸法。在小息後，學生會根據中央廣播聲帶，在課室進行八段錦，以收拾小息的興
奮心情，準備繼續上課。在「品格日」主題學習周中為學生設計了不同類型的體驗課，
讓學生體驗如何發揮自己的品格強項，以完成各項的課堂挑戰。超過 85%學生認為活
動能加深他們對正向教育或品格強項的認識。而 98%教師認為活動能讓學生投入
「FLOW」的狀態中。除此之外，學校於小四繼續推行「青少年關愛計劃」課程，當中
進行了全校大型講座、家長及學生大使培訓工作坊、6 節多元智能課程、網上平台指南
工作坊、校內外分享會等等。計劃除了讓全級四年級學生學習到自助紓壓技巧外，亦
甄選及培訓了多於 30 位家長及學生大使，主要在課堂內協教及幫忙推行校內健康校園
活動。透過問卷所得，有 90%家長、教師及 74%同學認為計劃內容能有效紓緩個人壓
力，提升校園及生活正能量。
在活動方面，學校邀請學生透過 VIA 網上問卷測試或與家人一起討論，從而認識
自己最突出的首 3 個(低年級)或首 5 個(高年級)品格強項。在周會或班主任課也曾教授
學生認識 24 個品格強項，透過互相了解品格強項的活動，學生寫下同學及自己的品格
強項，從而了解自己最突出的品格，以及如何運用不同品格強項面對挑戰。90%學生認
同活動能加深他們對正向教育及品格強項的認識。班主任亦於每個課室設置「感恩代
禱板」
，建立班主任與學生之間的相互支持及了解。同時，教師及學生均可填寫「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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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記」
，當中有 86%學生曾參與為同學或教師感恩或代求，以增強大家的正向情緒。
在小息時，學校設置「動錦小息
一」活動，增加學生跑跳的機會，例
如：十字跑及投籃活動等。其中，於
本年度新設的社際跳繩比賽，更深受
同學歡迎，同學均積極參與有關比賽，
以為所屬的社別爭取佳績，培育正向
教育推崇的全情投入和成就感等特
質。每逢星期三的小息，普通話科開
設「普通話樂園」，除了由普通話家
長義工帶領學生玩富動感的遊戲，普
通話學生大使亦帶領同學玩自創的
攤位遊戲，全學年共 836 人次參與「普
通話樂園」的遊戲。另一方面，因為小息一場地緊張，未能再加入棋藝或「board game」
遊戲，故更改於試後活動進行有關活動，部分年級參與「board game」遊戲，能協助排
解學生負面情緒，培養學生建立堅毅不放棄及擁有正向思維的特質。建議下學年小息
一時段可用一樓特別室，安排以上活動，由校方提供棋盤，開放予學生自由參與。
總括而言，學校透過課程設計、體驗活動、小息活動等的安排，讓學生對正向教
育有更深的認識和體驗。
1.5 與外間不同團體結成合作伙伴，有效及全面地推行正向教育。
學校透過外間專業團體—香港城市大學正向
教育研究室的協助，由研究室的專業團隊帶領本校
教師設計校本正向教育課程及體驗活動，並給予教
師培訓及家長活動。另外他們亦為本校教師及家長
提供專業培訓，例如二、三年級家長的品格體驗活
動、教師品格體驗活動培訓。研究室也與學校合作
推行「親子時光」活動，令家長及學生均享受其中，
並得到非常正面的回應。95%教師認同香港城市大
學正向教育研究室能為學校推行正向教育提供寶
貴的意見及支援。

本年度學校繼續與「無限潛能」合作，於四年級多元智能課推行「青少年關愛計
劃」
。機構為學校舉辦講座，培訓家長和學生作潛能大使，在課堂內協教及推動其他健
康校園活動。學生也透過課程、網上平台指南工作坊等，學習了多於一種的紓壓技巧
如腹式呼吸法、正面自癒技巧、感恩方法等等，從而建立正向人生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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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亦與「繪本館」合作，由繪本館推薦符合二十四個品格強項的圖書，並於 2018
年 8 月 21 日為教師舉行了「教師繪本培訓—小繪本．大力量」工作坊。繪本館亦於 2018
年 11 月 22 日為家長舉行講座，並於 10 月、12 月、2019 年 2 月及 3 月進行了共 6 次
的家長工作坊及活動。100%參與有關活動的教師和家長表示繪本對教育孩子很有幫
助。
校外機構為學校提供資源及專業的意見，有助學校大力發展正向教育。來年城市
大學正向教育研究室將繼續與學校合作，發展課程、教師及家長培訓等。學校亦已成
功申請「有品校園」計劃，繼續發展品格強項。

關注事項二：持續發展自主學習
2.1建構校本自主學習框架，優化課堂組織。
本年度，學校成立了自主學習小組，由小組成員統籌推展自主學習課程。學校以
「課前預習、課堂教學、課後鞏固、達標檢測」為課堂組織框架，按年發展不同範疇，
建構校本自主學習框架。
課前預習方面，各科檢視了現有的高年級預習課業，從提趣、培養自學習慣或技
巧應用等方面優化內容，並紀錄回饋學生預習表現的方式。此外，在中文科、英文科、
數學科的預習課業均增設「我期望學到什麼」或「自擬題目」項目，將預習與課堂連
接。透過查閱簿冊，可檢視到中文科預習工作紙設計合宜，程度適中，並能加設挑戰
題，照顧個別差異；英文科高年級預習工作紙，內容加入了提趣元素及生活例子，起
提趣作用。數學科高年級學生則按能力進行不同的預習活動，包括能力稍遜的班別以
課前小測檢視前備知識；能力較強班別的預習形式為預習課文內容。此外，各科在課
堂教授學生預習技巧，培養學生良好自學習慣，包括：電腦科教授學生利用網頁蒐集
資料；中文科及英文科於二年級提早教授學生運用不同方法查考工具書；數學科初年
級學生必須完成課前小測、高年級學生完成課本內該單元相關課題預習；常識科教授
學生運用概念圖、資料蒐集技巧等完成單元相關課題預習。各科不同的預習形式能幫
助學生建立自學能力，86%學生認同透過學習預習技巧，有助建立自學習慣。
來年中文科、英文科及數學科將深化計劃，加強引導學生訂立目標及教授學生預
習方法，使教學更有效，例如以填充題讓學生填寫，使其更容易掌握學習目標，以致
課堂上更清楚所學。
課堂教學方面，學校本年度發展不同的學與教策略，幫助學生建構知識。首先，
中文科、英文科及常識科均持續選取適切的資優十五招教授學生，幫助學生建構知識。
從單元備課表內顯示有關各科能落實計劃，86%學生認同學習資優十五招有助建構知識。
其次，中文科於初年級發展戲劇教學，提供展示平台，以提升學習趣味及動機。從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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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89%學生認同戲劇課程有效提升學習趣味及動機，這與教師從觀課中觀察所得是
不謀而合的。再者，常識科於六年級開展與 STEM 教育相關的專題研習，發展探究能力。教
師觀察到學生投入參與研習，100%參與教師認同相關的專題研習能發展學生的探究能力，而
90%學生亦認同相關的專題研習能發展學生的探究能力。至於英文科，學校重新設計高年級
文法課程(PEEGS 提升學生英文課程)，設計高、中、基本能力程度的課業，以照顧學生
學習多樣性。本年度，四至六年級均已完成 3 本 Grammar Worksheet。問卷顯示，85% 高
年級科任對於有關文化課程有更深的了解，並應用有關教學策略與課堂中，而 80%高年
級學生在總結性評估文法範疇中取得 60%或以上的分數，成效不俗。不過，透過查閱簿冊
及數據分析，發現課程較適合中等或以上能力學生，未能照顧能力較遜的學生，來年將在現
有工作紙上加上適異性題型或策略，照顧能力較遜的學生。最後，在數學科方面，學校完成優
化筆記冊。問卷顯示，87%科任覺得筆記的內容對學生的學習過有幫助，而且數學生活化，
貼近生活內容，高達 97%學生認為透過完成數學筆記冊，能培養自主學習能力，這與科組
長查閱簿冊時看到學生對筆記冊的意見是一致的。最後，在 STEM 教育方面，69%學生
表示透過電腦課堂完成有關 STEM 教育的活動，能培養自主學習能力。
課後鞏固方面，各科落實檢視網上資源，設立了自主學習資源庫，以便學生隨時進行
延伸學習。此外，學校持續推行試前溫習計劃，教授學生編排時間溫習，根據問卷，75%
學生能於全年進行三次試前溫習計劃，以養成其學習認真及有系統溫習的習慣。另一
方面，英文科高年級文法課程按課題設計相關的延伸活動，96%高年級學生和 82%科任
認為相關的延伸活動有助培養延伸學習的興趣。

2.2透過資訊科技及其他學習資源，輔助學生學習。
學校持續推動電子學習，利用電子學習工具有互動性、內置多媒體功能的優勢，
吸引學生注意，提高學習動機。中文科、英文科、數學科於高年級均設有電子學習課，
學生及教師亦於本年度試行利用 office365 平台進行學習交流，87%學生及 100%科任
均認同電子學習活動能增加學習趣味及自主性。
此外，學校持續推展電子書教學計劃，除了數學科、常識科全面配合外，中文科、
英文科按課題適量加入電子學習元素。100%電子書包班的數學、常識科科任能全面配
合電子教學計劃，而 100%相關班別的中文科、英文科科任亦能在課堂按課題適量加入
電子學習元素，顯示教師能落實計劃，繼續推展電子書教學。
本年度，學校計劃向優質教學基金申請二百萬撥款，於課室增設電子學習工具，
以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與學習多樣性，提升學生學習興趣。有關計劃正在進行中，來
年繼續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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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深化從閱讀中學習計劃，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為了讓師生也有定時閱讀的時間，學校改良時間表
設計，增加「DEAR TIME」時段，於一星期有三個早上
增設 15 分鐘閱讀時間，師生共同閱讀。83%同學認同
「DEAR TIME」時段能加強閱讀氣氛。
此外，學校深化跨學科閱讀的廣度及深度，包括中
文科、常識兩科合作，推展科普閱讀， 75%學生於長假
期借閱科普圖書，並能在課堂上分享讀後心得。為更有效推展跨課程閱讀，明年將優
化活動，加強兩科連繫，使活動更達到預期目標。
另一方面，閱讀與學科掛鈎，中文科、數學科、常識科、音樂科、體育科、視藝
科及倫宗科將與課題相關的圖書書目介紹給學生，結合學習主題推動學生延伸閱讀，
並於課時內提供展示平台，定期由學生分享從閱讀中的得著。77.6%學生認同延伸閱讀
計劃有助培養從閱讀中學習的能力。本年度，學校持續於中文科、英文科課堂提供展
示平台，讓學生進行閱讀分享，另外，世界閱讀日當天，高年級學生亦有與同學進行
分享好書，計劃值得繼續推行。
本年度，圖書組配合各學科舉行了兩次主
題書展，包括於 2019 年 1 月展覽了 STEAM 圖
書，主要是科學、科技、工程、數學、藝術的圖
書，2019 年 4 月展覽繪本、正向教育、基督教
圖書，並邀請同學在圖書館內向其他同學現場介
紹展出的部份書籍。而學校亦佈置校園和圖書館，
讓同學在鼓勵閱讀的氛圍下提升自己的閱讀興
趣。問卷顯示，72%學生表示在鼓勵閱讀的氛圍
下提升了自己的閱讀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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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項目三：深化教師專業發展
3.1 配合學校發展重點培訓
為配合本學年學校發展重點，學校鼓勵教師參加正向教育課程培訓、啟發潛能教
育課程培訓、與自主學習相關培訓，提升教師發展照顧學生多樣性，及持續發展 STEM
教育教師專業及電子學習培訓。
正向教育培訓方面，學校邀請了不同機構為教師提供多次教師培訓，分別於 2018
年 8 月 20 及 26 日舉行八段錦教師工作坊，出席教師均能掌握耍八段錦的方法，並讓
教師精神及身心得以放鬆；於 8 月 21 日舉行「生命繪本的力量講座」
；於 9 月 15 日及
9 月 19 日舉行認識正向教育及品格強項工作坊、於 2019 年 3 月 1 日舉行正向情緒講座，
及於 7 月 2 日舉行「正向升學有妙法工作坊」等。學校亦鼓勵教師參加校外有關正向
教育的課程，當中蔡校長、署理副校長及課程發展主任參加了由澳洲 Geelong Grammar
School 與香港中文大學合辦於 2018 年 11 月 22 至 24 日舉行的正向教育三日課程。課
程具啟發性，參與的教師均以不同形式與同儕分享，更將所學應用於學生活動及課程
上。除了參加三天正向教育課程外，學校教師也參加了大大小小不同形式的有關正向
教育的培訓，更超過 84%教師與同儕分享所學心得。
「無限潛能」為每位參與「青少年
關愛計劃」的教師提供無限潛能網上戶口，讓教師從中學習各種正向助人自助的技巧。
本學年參與教師是四年級正副班主任，他們於培訓工作坊及教授 6 節課堂時均已使用
網站進行教學。
啟發潛能教育課程培訓方面，蔡校長與課程發展主任代表學校到美國，參加美國
啟發潛能課程（Invitational Education,IE）的研討會及參觀當地的 IE 學校，回校於教師
會議中分享所見所聞。100%啟發潛能教育小組教師參加其他相關培訓課程。中層教師
於 2018 年 11 月 2 日出席啟發潛能學校的教練指導工作坊；全體教師亦於 2019 年 3 月
4 日出席「啟發潛能基礎培訓講座」。
提升教師發展照顧學生多樣性方面，學校於 2019 年 7 月 16 日舉辦與自主學習相
關的工作坊，讓同工得到適切的培訓。英文科教師透過 PEEGS 計劃同儕觀課及備課，
針對高中低的能力的學生設計課業，有助提升教師推動自主學習或掌握照顧學生多樣
性。所有參與教研之教師認同促進學生自主學習的教學策略和技巧，亦能按學生的學
習需要設計不同的教學策略和課業。中文科、英文科、數學科、電子教研種籽教師利
用新軟件進行教學活動，並將經驗應用在教學上。中文科和英文科已在科會作經驗分
享，效果理想，並有即時回饋。
持續發展 STEM 教育教師專業及電子學習培訓方面，學校教師持續參與相關的培訓，
如：常識科、電腦科及 STEM 小組的教師曾於 2018 年 9 月 19 日參加「Microbit 在教
學的應用工作坊」；STEM 小組組長及組員於 2019 年 3 月 30 日及 4 月 10 日參與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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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舉辦的 HKU CITE Jockey Club Self-directed Learning in STEM programme
(Inception Meeting and Workshop)；蔡校長、署理副校長及 STEM 教育及電子學習組組
長出席 2019 年 6 月 28 日的「STEM 教育課程規劃系列工作坊」等，除此之外，學校
有 68%教師曾參與 STEM 教育相關的培訓或講座。蔡校長及電腦科科長更於 2019 年 5
月參加 2019 津貼小學議會校長芬蘭教育考察團，了解芬蘭在 STEM 教育上的發展。
3.2 持續安排特殊教育培訓
學校推薦學生支援組統籌主任於 2019 年 3 月 18 至 22 日及 2019 年 6 月 17 至 21 日，
修讀教育局舉辦的「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專業培訓」。學生支援組於 2019 年 3 月 6
日邀請了三水同鄉會劉本章學校的團隊到校進行了個案分享會，讓教師了解如何照顧
有特殊需要的學生。98%參加有關「促進有特殊需要者學習」校本培訓的同工，認同講
座有助增加特殊教育的認識。95%教師認為共同備課加入照顧有效的支援策略的分享，
能助教師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本學年，學校分別於中文科、英文科及數學科各邀請 2 位具教學經驗的教師為專
家教師，專家教師透過課堂觀察，針對各班個別學生學習需要，跟科任一起調整各班
的支援策略。其中有 88%曾與專家教師合作的教師認同專家教師這政策的成效。100%
的專家教師認同學習圈能作彼此分享教學策略和互相支援。
3.3 深化專科發展
每學期初，每位教師必須為自己選定發展學生的定位，如資優或補底，然後計劃
及參加相關的培訓。全體教師於 2019 年 3 月 6 日就有關照顧學生個別差異參與教師培
訓，時數達平均每位教師 1.5 小時。另外，學校持續發揮學科內課程領導的作用，在學
科內建立良好的專業分享機制和發展有效的專業交流。英文科由科長參與教育局學科
議會，分享 PEEGS 課程。各科會議內舉行最少四次由科長或資深同工分享教學心得，
促進專業交流。例如：中文科曾分享自主學習和閱讀
策略；數學科分享新課程及提升學生成績策略等。
本學年，學校分別於中文科、英文科及數學科
各邀請 2 位具教學經驗的教師為專家教師，專家教師
在各班進行教學示範或觀課，促進教師間的專科交流，
88%相關同工認同這策略的成效。另外，學校教研小
組於 2019 年 7 月 16 日舉行一次教研分享會，將教研
心得與學科同工分享，並試行課研的點子，讓教師體
驗教研中使用過的策略。本年度沒有教師申請在下學
年借調到教育局，建議來年繼續鼓勵教師申請借調或
參加「教師及校長帶薪進修計劃」。學校安排有經驗
帶領境外交流的教師，跟沒有帶領境外交流經驗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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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一起帶領北京、天津航天交流團及加拿大交流團，從中學習統籌交流團及豐富教師
帶隊的經驗。本年度分別有 7 位教師於 2019 年 4 月 16 至 20 日到杭州巿鳯凰小學；蔡
校長和 7 位教師於 5 月 30 至 31 日到廣州開發區華南師範大學附屬外國語學校，進行
姊妹學校專業交流。73%參與教師認同到姊妹學校進行專業交流能促進專業成長。

3.4 加速中層培訓
本學年，學校形象推廣及社區關係組主任於 2019 年 1 月至 5 月期間修讀並完成由
香港浸會大學舉辦之「中層人員培訓」課程，增加了解中層人員領導力的認知及提高
中層人員的能力。學生事務主任、中文科科長及體育科科長，於本學年修讀由香港教
育大學舉辦的全日整段時間給假制的教師專業進修課程。另外，學校亦安排資深主任
成為新改編的中層主任教師的指導同工，資深主任能在平日的行政工作上指導和關顧
主任教師。本年度共有 14 位中層主任教師加入教育局社群網絡，分別參與課程組、數
學科、體育組、電腦及 STEM 教育組。其中，數學科參與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
計劃(2018/19)，地區支援網絡計劃(數學科) 學習社群、區域分享會及全港分享會。100%
參與同工認同加入教育局社群網絡能加深在專科上的知識和建立一個協作及互動的專
業社群。
3.5 學習及撰寫計劃書培訓
本年度成立「撰寫計劃書培訓小組」
，小組成員曾舉行過數個會議，商討撰寫計劃
書的內容。撰寫教師研習及比較他校計劃書，100%認同能增加撰寫計劃書的技巧。唯
本年度未能再為教師提供校外的資源作培訓，故建議來年於學期初先邀請專家如教育
局或大專院校同工到校主持培訓工作坊，以提升完成計劃書的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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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下年度是2018-21年度三年發展計劃「共建正向校園」的第二年。學校將繼續在推
動正向教育、持續發展自主學習及深化教師專業發展三方面為重點發展項目。本年度
學校在正向教育的發展上己打好根基，所舉行培訓、課程、活動等都得到正面的果效，
教師、家長和學生對正向教育及品格強項的認識加深，對學校繼續發展正向教育不同
的範疇有很大幫助。來年除了繼續推行品格強項的各項活動外，也會在正向情緒上加
以發展，讓學生多感恩、寬恕、樂觀。持續發展自主學習方面，學校透過自主學習小
組推行課程，在「課前預習、課堂教學、課後鞏固、達標檢測」開展工作，讓學生逐
漸建立自學習慣及能力。來年將深化現行計畫，使學生透過課前預習、課堂學習，學
習策略，並透過課後延伸學習，應用策略，從而發展自主學習能力。深化教師專業發
展方面，學校將繼續配合學校發展重點舉行各種教師培訓、鼓勵教師參加境內及境外
交流、中層教師加入學習社群網絡，促進校內教師交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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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 年度各項津貼和認可收費收支報告
1. 資訊科技教育綜合津貼收支報告
在 2018/2019 年度，本校獲香港教育局撥款$425,488 的資訊科技教育綜合津貼，用
作學校的資訊科技教育發展。津貼款項主要用作五大用途，包括聘請全職技術支援人
員(佔津貼 43%)、為全校教職員和學生提供寬頻上網服務(佔津貼 2%)、為各項資訊科
技設備的軟硬件提供保養服務(佔津貼 8%)、購置資訊科技相關的消耗品(佔津貼 >1%)，
與及為支援各科組使用資訊科技設備而更換或增添的資訊科技設備(佔津貼 45%)。而在
更換或增添的資訊科技設備項目中，由於本年度增添了不少電腦器材如直立式顯示屏、
座枱式電腦與及更換了小禮堂投影幕，亦把原本置於校內的內聯網伺服器提升至雲端，
因而使用了較多經費。經結算後，本年度津貼盈餘為$11,249.15。
2.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津貼收支報告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目的旨在資助學生參加學校舉辦的功課輔導班及校內舉
辦的收費興趣班、校隊等。本年度本校獲得教育局津貼共$82,800.00。本年度全校共有
43 位清貧學生參與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獲得資助參加在校舉辦之課後興趣班、
境外交流活動及功課輔導班，共使用津貼$82,800.00。100%受資助學生表示參加課後興
趣班有助提升他們的學習能力。本年度共使用 100% 津貼以支援學生參與興趣班、參
觀活動及功課輔導班。本年度「為低收入家庭的小學生提供在校免費午膳」津貼共
$212,322.00，扣除 146 日的午膳支出後餘額為$4,198，餘額將退回教育局。受惠的合資
格學生為 71 人。
3. 學校發展津貼收支報告
2017/2018 年度學校發展津貼結存為$71,920.74，2018-2019 年度教育局撥款為
$750,226.00，合共 $822,146.74 。本校運用了 42.3%學校發展津貼聘用教師助理和教師
助理(支援自閉症學童)各一名，以記錄、管理教具、製作教材套及支援自閉症學童等；
23.3%學校發展津貼聘用英文科英語閱讀計劃(PLPR) 計劃教學助理，與本地教師和外
籍英語教師進行協作教學；24.8%學校發展津貼用作聘用一名校園電視台技術人員，來
協助製作學校電視台節目，並與教師合作，培訓學生擔任主播和拍攝員及管理學校的
網頁；另外，學校運用了 2.6%學校發展津貼用作聘請敲擊樂導師到校於音樂課內為小
一學生進行有系統的擊鼓課程及節奏訓練，讓學生在課堂上能享受學習樂器的樂趣；
除此之外，學校運用了 1.3%學校發展津貼用作聘請中國鼓隊導師到校為學生進行有系
統的中國鼓課程及訓練，讓學生在課堂上能享受學習樂器的樂趣 ; 學校運用了 4.%學
校發展津貼聘請兼職教師助理多名，以協助校務處職員在記錄、管理教具及製作教材
套等工作；教師一致認為以上津貼的運用能減輕教師所要肩負的非教學工作，讓教師
有更多的創作空間，專注教學。2018/2019 年度 學校發展津貼結存為$64,19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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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收支報
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目的旨在資助學生參加學校舉辦的收費興趣班、旅行車費、
出外參觀車費、入場費、教育營及福音營費用、樂器班及球類活動等費用等。本年度
本校獲得教育局基金津貼共 42,480.00。有 56 位學生獲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津貼
參與不同的課外活動，包括參觀立法會、獅子會教育中心及藥物天地等，總津貼金額
為$42,480.00。校方按學生的申請來充份使用有關津貼，此津貼不但能鼓勵有家庭經濟
困難的學生參加學校的課外活動和課程，也使他們從中擴闊眼界以及豐富其他學習的
體驗。
5. 國民教育津貼收支報告
本年度五年級「同根同心」── 潮州的歷史文化(三天)交流團在 2019 年 6 月 19 至
21 日舉行，共 128 位學生參加，14 位教師帶隊，共資助了 6252.4 元。學生透過實地考
察，不但認識了潮州的歷史和文物古蹟保育，亦了解潮州的文化特色，、經濟發展及
社會民生，當中透過認識華僑對當地經濟及民生的影響，藉以建立學生的國民身份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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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年度行政及學科架構
行政
校長: 蔡婉英
副校長: 梁佩汶 洪良參
課程發展主任: 文小茹 朱敏琪
校務主任: 梁佩汶 陳麗兒
財務管理組主任: 林永鍵
冼麗明
學校自評主任: 洪良參 林永鍵
學生事務主任: 左秀卿
資源管理主任: 黎慧蘭 吳慧群
學生發展及資優 蔡碧玉 譚嘉禧
教育主任:
教務主任: 連嘉敏
學生支援主任: 廖珮珊 倪祖美
學校形象推廣
及社區關係組: 梁嘉鸞 黃婭蘭
危機處理小組主任: 蔡婉英 林永鍵
訓導主任: 黎慧玲 沈隆基
活動主任: 梁嘉儀 譚嘉禧
輔導及心靈
教育主任: 陳貝多
圖書主任: 洪慧嫻 蔡淑華
教職員專業
發展主任: 張佩詩 梁詠雯
STEM 教育
發展主任: 莫銘基 林妙璇
正向教育主任: 洪良參 吳慧群
啟發潛能教育主任: 梁佩汶 黎慧蘭
資訊科技主任: 鄭國强 羅淑嫻
電子教研組主任: 李德衡 鄭國强
藝術教育推廣主任: 林凱穎 彭素雯
基督教教育主任: 黃君頤
學務主任: 林莉莎
教職員聯誼主任: 梁詠雯
宗教主任: 徐恩惠姑娘

學科

蔡碧玉

中文科科長: 陳麗兒(正) 黃婭蘭(副)
英文科科長: 冼麗明(正) 梁詠雯(副)
數學科科長: 陳詠詩(正) 劉敏儀(副)
常識科科長: 莫銘基(正) 林妙璇(副)
生命教育科長: 蘇穎儀(正) 潘敬梅(副)
普通話科科長: 張佩詩(正) 余合歡(副)
電腦科科長: 羅淑嫻(正) 鄭國强(副)
聖經科科長: 蔡惠燕(正)
音樂科科長: 洪媲琳(正) 林凱穎(副)
體育科科長: 譚嘉禧(正) 沈隆基(副)
視藝科科長: 彭素雯(正) 崔婉蘭(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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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樂欣(副)
鍾沛泓(副)

王慧儀(副)
徐詠儀(副)

本年度各班班主任及副班主任名單
1A 葉嘉碧(正)
1B 蔡惠燕(正)
1C 林莉莎(正)
1D 溫紫微(正)
1E 梁詠雯(正)

譚樂欣(副)
黎慧蘭(副)
徐詠儀(副)
梁嘉鸞(副)
黃慧琪(副)

2A 蔡淑媛(正)
2B 葉紹陽(正)
2C 劉敏儀(正)
2D 潘敬梅(正)
2E 李惠雯(正)

鄭國強(副)
陳麗兒(副)
洪媲琳(副)
蔡嘉麗(副)
蔡碧玉(副)

3A
3B
3C
3D
3E

余合歡(正)
陳詠詩(正)
王笑眉(正)
黃婭蘭(正)
崔婉蘭(正)

4A
4B
4C
4D
4E

文小茹(副)
譚芷翎(副)
梁偉森(副)
衛 紅(副)
廖珮珊(副)

5A
5B
5C
5D
5E

朱敏琪(副)
吳慧群(副)
馬佩欣(副)
梅杏儀(副)
黃君頤(副)

6A
6B
6C
6D
6E

冼麗明
林凱穎
袁惠玲
連嘉敏
林妙璇

羅蕙儀(正)
沈隆基(正)
莫銘基(正)
王慧儀(正)
鍾沛泓(正)

張佩詩(正)
譚嘉禧(正)
倪祖美(正)
蘇穎儀(正)
彭素雯(正)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箴言 9:10

~

完 ~

16

蔡淑華(副)
梁嘉儀(副)
洪慧嫻(副)
潘 亮(副)
黎慧玲(副)

(正)
(正)
(正)
(正)
(正)

林永鍵(副)
吳慧群(副)
洪良參(副)
左秀卿(副)
羅淑嫻(副)

黃埔宣道小學
推行「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的政策、資源及支援措施
(2018 / 2019 學年)

附件一

本校致力建立共融文化，以「全校參與」模式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
生；透過資源調配，為學生提供適切和多元化的支援服務，以提升學生的學
習效能及協助他們融入校園生活；及
學校重視家校合作，建立恆常溝通機制，透過不同渠道，與家長一起商議
有關支援學生的策略。

I.政策

II.資源

為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及成績稍遜的學生，本校獲教育局增撥的額外資源包括
學校發展津貼；
小學加強輔導教學計劃；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III.
支援措施
及資源運
用方式

本校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及成績稍遜的學生提供下列支援措施成立學生支援組，SENCO作統籌，成員包括學科主任、輔導教師、教育心
理
學家和各學科教師等；
增聘1名教師與全校教師以「全校參與」模式照顧個別差異；
 安排專家教師，於初小年級以協作教學模式在課堂上支援有特殊教育需
要的學生或學業成績稍遜的學生；
安排抽離/午間/課後輔導班，為學業成績稍遜的學生提供中文、英文及數
學的加強輔導教學；
購買「言語治療服務」，為有言語障礙的學生提供小組/個別言語治療/訓
練；
 教育心理學家為學生進行評估，並與科任、學生支援組組長及家長進行





會議，商討支援方法；
教育心理學家舉辦「至叻小人類」小組，對象是小二及小三專注力較弱
的學生，運用DOES提升他們的執行技巧和自我管理(情緒及行為)能力；
於2018年12月8日至2019年1月7日期間，一年級老師使用教育局編製的
《小一學生之學習情況量表》來識別有學習困難徵狀的小一學生，以便
能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和需要，並能及早為有需要的學生安排輔導教學
活動；
為「第三層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進行IEP會議，藉此讓家長、科任及教
育心理學家(EP)共商有效策略，以協助學生融入主流學校；

向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學習、功課和測考調適；
設立「小老師」、「愛心族長」計劃，為初小學生提供幫助；
提供家長教育，包括講座、培訓班及工作坊，讓家長了解有特殊教育需要
學生的學習特性，從而配合學校的措施；及
 安排及鼓勵教師接受由教育局及外間機構舉辦的特殊教育課程，以切合學
校需要，同時提升教師的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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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18 至 2019 學年

姊妹學校交流報告書

內地姊妹學校名稱： (1)：浙江省杭州巿鳯凰小學
(2)：廣州開發區華南師範大學附屬外國語學校
第一部分：交流活動詳情
項目
交流項目名稱及內容
編號
1.

預期目標

評估結果

反思及跟進

項目名稱：
浙江省杭州市鳳凰小學師生五天交流團
1.

我校教師透過觀課活動，
就學與教經驗分享及專業
交流。

2. 其中，本校師生於2019年4月17-18日上
2.
午，前往浙江省杭州市鳳凰小學進行文化
交流活動。教師於訪校期間進行專業教師
觀課及交流討論，學生則參與體驗課及課
外活動。學生與鳯凰小學的學生一同製作
版畫、設計中國畫扇、體驗紮染技藝等，
認識傳統中國藝術，並與杭州巿鳯凰小學
3.
學生進行體能課。

安排本校學生大使介紹學
校及八段錦體操表演，讓
杭州市鳳凰小學校長及老
師了解本校課外活動的特
色。

1. 本校7位教師及27位四至六年級學生於
2019年4月16-20日(五天四夜)前往浙江省
杭州巿進行境外交流。

3. 課後，學生參觀清河坊古街、文學家魯迅
生活過的地方—魯迅故里、著名書法家王
羲之的故居、中國刀剪劍博物館、中國傘
博物館學生參與傳統工藝DIY留作紀
念。；環遊西湖及欣賞「宋城千古情」表
演等，增加對中國杭州的認識。

讓學生加強對內地文化、
教育和經濟發展等方面的
認識和了解，擴闊他們的
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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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透過學與教經驗分享及 1. 浙江省杭州市鳳凰小
專業交流，提升教學效能
學師生交流團完成交
和學術水平， 促進專業
流後，進行檢討會議，
發展及提升教學成效。
經檢討認同已達成三
項擬定目標。
2. 完成交流活動後，學生完
2. 參與交流的教師回港
成交流校本設計學習小
後，於2019年5月10日
冊子，以文字記錄交流學
的全體教師會議舉行
習所得及反思。
分享會，與同工分享交
流所得和見聞。
3. 學生進行問卷調查，
100%學生認同交流活動 3. 參與交流的學生於
增進學生對內地文化、教
2019年7月9日向本校
育和經濟發展等方面的
三至五年級學生分享
認識和了解，擴闊他們的
交流所見所聞及感受。
視野。

2.

廣州開發區華南師範大學附屬外國語學校教
師兩天交流團
1.

兩校締結成姊妹學校。期
望日後兩校能夠在基礎教
育方面進行更廣泛的合
作，促進教師發展等項
目，讓教師和學生在互訪
活動中獲得裨益。

1.

本校蔡婉英校長及7位英文科教師於
2019年5月30-31日(兩天一夜)前往廣州
開發區華南師範大學附屬外國語學校進
行交流。

2.

2019年5月30日晚，本校教師出席主題為
「稚子花開 - 2019年歡樂國際兒童節暨 2. 兩校教師就英文科課程、
國際文化月閉幕典禮」
，翌日早上，兩校
締結成姊妹學校，展開學術交流及參觀 架構及學與教等進行交流。
活動。

1.

兩校成功締結成姊妹學
校。並透過學與教經驗
分享進行專業交流，互
相了解兩校英文科課程
的特點，促進專業發展。

2.

教師進行問卷調查，
100%教師認同交流活
動能促進專業發展及提
升教學成效。

1.

參與交流的教師回港
後，於行政會議舉行
分享會，與同工分享
交流所得和見聞。

第二部分：財政報告
項目
編號

交流項目

1.

浙江省杭州市鳳凰小學師生五天交流
團 2019

2.

廣州開發區華南師範大學附屬外國語
學校教師兩天交流團 2019

支出項目
團費

費用

(7 位教師、27 位同學)

$ 11 0 , 2 9 0

團費(8 位教師)

$19,360

交通費

$93.9
總計
津貼年度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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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743.9
$20,25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