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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全體教職員均以「愛人如己」的校訓，本著基督精神，以愛和熱誠培育學

生。學校除致力為學生提供優良的學習環境和設備外，更配合先進教學法，讓

學生在溫暖和愉快中，按照本身能力進行主動或較獨立之學習。學校同時著力

培養學生正確的公民意識，幫助他們建立自信和參與社會事務的能力。 

 

 
 

 

 

學校歷史 

 

 

 

1952的創校  

瑪利諾明德小學校 

天主教瑪利諾修會文顯榮神父為收納失學的街童而創辦了柴灣第一所具規

模的小學 ------- 瑪利諾明德小學標誌著瑪利諾修會的辦學及管理。 

1975的移交  

香港柴灣明德小學 

瑪利諾修會將辦學權移交給天主教香港教區，學校遂成為一直屬主教管治

的教區小學，繼續以基督的精神，以愛及熱誠培育學生，學校由此而易名

為香港柴灣明德小學。 

2006新里程  

天主教明德學校 

2006年遷入新校舍，為學生提供全日制上課。除著重學生的智能發展外，

還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如社會服務、德育及公民教育、興趣小組等以促

進學生的全人發展。為加強學生的團隊精神，學校還把各級學生分為四

社，並以位四聖史──瑪竇、馬爾谷、路加、若望──命名各社，教導學

生以聖史為學習楷模。在優良的學習環境及完善的教學設施配合下，學生

的校園生活更充實，更具姿采。此外，老師也本著校訓「愛人如己」的精

神來培育學生，因此學校也以學生品德優良、師生關係和諧而獲得家長的

信任和支持。  

 

 

辦學使命 

我們的學校 



 

學校資料 
校監／ 校董會主席 : 鍾名揮先生   

校長 : 梁孝友先生   

學校類別 : 全日制資助小學   

學生性別 : 男女   

辦學團體 : 天主教香港教區   

宗教 : 天主教   

創校年份 : 1952   

校訓 : 愛人如己   

學校佔地面積 : 約 4209 平方米   

教學語言 : 中文課堂以普通話教授   

 英文課堂以英語教授  

 其他科目以粵語教授  

校車服務 : 校車   

家長教師會 : 有   

舊生會/校友會 : 有   

法團校董會 : 有  

 

班級結構 

2015/16學年 

小一 班數 :  4 

小二 班數 :  4 

小三 班數 :  4 

小四 班數 :  4 

小五 班數 :  4 

小六 班數 :  4 

  總數 :  24 
 

校舍設備 
課室數目：24 操場：2 禮堂：1 圖書館：1 

特別室： 電腦室、語言室、視覺藝術室、常識室、輔導活動室、音樂室、祈

禱室、會客室、家長資源室  

傷健設施：升降機、輪椅通道、傷健人士洗手間等 

 

教師資料 
本校共有教職員57人，包括校長、副校長、課程主任、7位主任、9位助理小學學位教

師、1位外籍英語教師、23位全職老師、1位半職老師、1位學生輔導人員、1位兼職

駐校教育心理學家、1位資訊科技統籌員、3位書記、3位全職教學助理、1位半職教學

助理及4位校務助理。學校有36%教師擁有碩士學位、91%擁有學士學位、100%教師均

持有教育文憑，其中有53%老師曾受特殊教育培訓。教學年資方面，23%老師教齡在0-

5年，32%教齡在6-10年，而45%老師擁有11年或以上的教學經驗。 

 



 

 

 

 

重點發展項目一：讓學生認識及在校園中實踐「愛主」的行為 
成就  

 本學年的主題為「愛主」，並以「全心愛主 博學展能 回應主愛 事事感恩」為口號，並

訂出具體的行為指標(「善用恩賜、博學展能」、「事事感恩」、「強身健體，注

意健康」)，讓學生更易掌握。學期初的家長會，學校已向全體家長講解有關主題及行為

指標。學校除了讓學生透過不同的校園活動認識學年主題外，更有實踐相關行為指標的機

會。 

 課程方面，本學年大部分科目的部份課題均寫有與天主教教育核心價值有關的教學重點；

而就觀課所見，部分課堂也見老師教授相關內容，能提示學生要感謝及善用天主的恩賜。 

 資優教育方面，本校已成立人材庫，並按學生的不同特質及強項，設有多個資優小組(包

括﹕小小科學家、剪片特工、程式設計師、奧數、機械人製作、英語話劇等)，各小組透

過準備及參與各項校外比賽，如﹕香港學校戲劇節、香港科學家青苗獎等，讓學生有機會

善用恩賜，發展個人強項。本年度各小組的學生能於比賽中取得卓越成績，展現才能。 

 宗教活動方面，學生從不同的宗教活動中，如禱文撰寫、聖誕送暖─繪畫聖誕咭贈醫院院

友、校慶禮儀等，能認識天主教信仰，並於校園生活中實踐「愛主」的感恩行為。 

 服務學習方面，學校除了在校內開設多項服務團隊，為學生安排不同的服務學習崗位，也

給予學生參與服務及服務社群的機會，讓他們能在服務中了解自己的能力及才華，懂得事

事感恩。 

 學生態度方面，根據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APASO)，在「成就感」、「經歷」及「整體滿

足感」的評項中，學生普遍表現高於全港常模數據。 

 學生健康方面，本年度學校透過參與至「營」計劃，讓學生多接觸了健康飲食的資訊，注

意健康。而透過「健康小食週」等活動，學生的健康飲食意識有所提升，而且嘗試於日常

生活中實踐均衡及健康飲食習慣。 

 2015/2016 年度全校學生共五百多人參加「體適能獎勵計劃」，當中很多學生能考獲獎

章，獲獎的金獎及銀獎的百分比均較上年度有所提升。另外，學校除了繼續推行「體格測

量優化計劃」，讓家長了解該子女的 BMI 狀況，以及每周安排學生進行健康操外，也曾安

排衞生署人員到校為全校學生進行健康講座，期望學生能具有健體意識及注意飲食健康。 

 本年度挑選了部份三至六年級 BMI 超標學生參與「我智 FIT」健體計劃，大部分學生的

BMI數據較前有所改善，將獲證書鼓勵。 

反思  

 來年可善用社際組織，透過社際活動作為學生學習共處、包容、關愛及展現才能的平台。 

 學生需要透過實踐，才能體驗及內化天主教教育的核心價值，下年度可考慮增加學生參加

制服團隊及校外服務的機會。 

 學生能在新開展的機械人製作課程及程式設計師課程，學習編寫程式，組合零件及設計遊

戲，課程提升了學生的創意及空間感，來年度可考慮加開機械人挑戰班，挑戰班的內容會

再加強機械及編程方面的訓練。 

 雖然根據 2015/2016 年度校內 BMI 量度指標分析，全校學生超重的百分比較上年度有所減

少，但為了讓學生養成運動的習慣，來年度可考慮為四至六年級學生及本年度 BMI 超重的

學生參與一些康文署舉辦的活動或計劃，如﹕sportACT 獎勵計劃。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重點發展項目二：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態度及能力，使學生善於學習 

成就   

 本年度學校除了提升教師的教學效能，包括運用電子學習的能力、發展學習型社群，以提升

老師的專業能力外，也十分重視鞏固學生正確的學習習慣，應用電子工具進行自學、掌握不

同的學習策略及豐富學生的閱讀經歷，以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態度及能力。 

 學習社群方面，除學校曾邀請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組的人員到校為老師作培訓外，中文、英

文、數學、常識及視藝科也曾舉辦校本的教師工作坊，或於科務會議中由科任老師分享經

驗；日常所見，也見老師經常就電子學習進行交流。 

 本年度學校安排了部分宗教老師參與教區小學宗教科專科專教先導計劃，定期聚會探討宗教

科推行的問題、進行學校探訪及交流、觀課及評課等活動，並回校後跟本校老師分享所學。

參與老師均認為計劃有助優化其教學能力、營造學校宗教的氣氛及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電子學習方面，學校已參加了教育局Wi-Fi900計劃，建設無線網絡及有利電子學習的環境。 

 本學年，中文及英文兩科於同儕觀課及共同備課中，均以發展電子學習為重點；其他科目，

也有個別老師曾使用平板電腦及應用程式安排學與教的活動。教師對電子學習持正面態度，

根據教師意見調查，100%的老師同意或極同意電子學習能使課程內容更充實，能提升學生的

學習興趣。也有老師利用網上學習平台給學生派發延伸的課業。 

 有95%的受訪學生同意或極同意電子學習能使他們學得更好；而就觀課所見，使用電子學

習，學生都表現得積極、投入，並能促進朋輩間的協作。 

 學生的學習習慣方面，本年度，學校透過自訂目標計劃、課堂指標等，能鞏固學生的正確學

習態度。從觀課所見，大部分學生的上課態度專注。同時根據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

(APASO)，在「獨立學習能力」的範疇中，學生表現普遍高於全港常模數據。 

 學生的學習策略及學習表現方面，根據「學校發展及問責數據」持份者問卷，有超過八成

的老師同意自己經常指導學生運用不同的學習方法，如作課前預習、運用概念圖、工具書

及網上資源等。從觀課及收查學生的習作所見，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是有所提升。如從觀

課所見，大部分課堂學生都有作預習及自定問題等，而於高年級常識科課堂所見，部分學

生蒐集所得的資料大多很豐富，且配合學習內容；中、高年級學生也能於課堂上主動地摘

記學習要點；部分班別於所學的創意策略中(如SCAMPER)能成為學與教的共通語言。中、

英、數三科老師都有給予學生一些網上練習作預習或延伸課業，學生大都能掌握所學。 

 在「學習程度測量 3.0」的評估中，從結果顯示，本學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在中、

英、數能達到就讀的年級或以上的水平。與上學年比較，在中、英、數有進步的學生比例

分別是約 85%、76%及 83%。 

 豐富學生的閱讀經歷方面，本學年早讀時段舉行師生讀書會，並安排每級有必讀書，讓師

生有共同的閱讀材料，分享閱讀的樂趣和策略。根據問卷結果，約有九成老師認同師生讀

書會能推動學生閱讀，幫助學生學會閱讀，深化閱讀的技巧；有約八成學生喜歡師生讀書

會，認為師生讀書會能幫助他們發掘閱讀的樂趣，並讓他們掌握閱讀的技巧。此外，以昆

蟲為主題的跨學科「閱讀嘉年華」，能提升全校的閱讀氣氛。學生及老師普遍認同學校舉

辦的閱讀嘉年華能推動學生主動學習。由此可見，透過全校老師的參與、分享以及多元化

的閱讀活動，能夠豐富學生的閱讀經歷，推動閱讀，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反思  

 下學年學校將按計劃繼續推行Wi-Fi900，當中三年級部分班別及科目將推行電子學習。又為

進一步讓老師做準備，可考慮下學年各科的同儕觀課及共同備課，也以電子學習作為重點。 

 根據學生持分者問卷調查，在「學生能自動自覺地學習」及「學生能認真地做功課」的評

項，結果普遍比上年度進步，但仍可更進一步。來年可指導學生善用功課指導課及正確做

功課的態度，並培養學生自動自覺地學習的態度。 

 本年度為協助學生建立學習的習慣，學校推行了閱讀獎勵計劃、網上自學龍虎榜獎勵計

劃、交齊功課獎勵計劃等。從網上自學平台數據顯示，雖有超過 75%的學生曾上網自學，

整體表現仍有進步的空間。 



 

 

 

「全校參與」學生學習支援  
學校採用「全校參與」模式支援學生的學習和成長，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  

學習支援方面，學校按學生的學業表現，於二至六年級各有一班是同質分班，

其餘均為異質分班；部分級別的課堂分拆小班，也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課餘輔

導、調適課業及評估，給予學生適切的支援。課堂教學上，教師運用不同的策

略以照顧學生的學習所需，又於高年級部分課程融入資優教育，以提升學生的

創造力及高階思維能力。  
 

全方位學生成長支援  
就學生的學習及品德情意發展支援方面，學校更會邀請家長參與，以及引入校

外資源協作。本學年推行的相關工作如下： 
類別 內容 進行日期 對象 協作機構 

全方位 

訓輔 

校本德育及成長課程 全學年 P.1-P.6學生 / 

大手牽小手計劃 9/2015-6/2016 P.1-2及P.5-6學生 / 

交齊功課計劃 全學年 P.1-P.6學生 / 

「欣賞你我他」計劃 全學年 P.1-P.6學生 / 

「自律由我做起」計劃 全學年 P.1-P.6學生 / 

歷奇訓練 9/2015 P.4-P.6學生 

保良局及香港

兒童及青少年

成長發展中心 

「慎用救護服務」教育講座 13/11/2015 P.1-6學生 香港消防處 

交通銀行理財遊戲 29/6/2016 P.1-3學生 交通銀行 

話劇欣賞-兒童權利救末來 4/7/2016 P.1-2學生 大細路劇團 

資優 

小組 

小小科學家 全學年 P.3-P.6學生 / 

剪片特工 全學年 P.3-P.6學生 / 

英語話劇 全學年 P.3-P.6學生 Eduarts 

奧數 全學年 P.4-P.6學生 高八斗 

機械人製作課程 
全學年 

P.3-P.5學生 
香港機械人

學院 

程式設計師 全學年 P.4-P.6學生 / 

學生 

成長 

支援 

高效親子識字小組 9/2015-12/2015 
P.2-P.3相關 

學生及家長 香港明愛 

親子小肌肉訓練小組 11/2015-3/2016 P.1相關學生及家長 

執行技巧小組 9/2015-10/2015 P.2-P.4相關學生 教育局 

輕輕鬆鬆做功課 全學年 P.2-P.5相關學生 香港明愛 

「品格達人」職場體驗計劃 9-11/2015 P.6相關學生 
聖雅各福群

會 
品格達人先鋒計劃 P5 10/2015-3/2016 P.5相關學生 

明德社區小義工小組 2/2016-5/2016 P.4-P.6相關學生 

小五成長的天空計劃 
3/3/2016-

12/5/2016 
P.5相關學生 救世軍 

小六成長的天空計劃 
19/4/2016-

31/5/2016 
P.6相關學生 生命工場 

和諧先鋒訓練小組 4/2016-5/2016 P.2相關學生 和諧快線 

ILAUGH兒童社交思考訓練小組 4/2016-5/2016 P.1-P.3相關學生 
保良局 

專注力智叻星訓練小組 5/2016-6/2016 P.3相關學生 

我們對學生的成長支援 



 

 
類別 內容 進行日期 對象 協作機構 

學生 

成長 

支援 

和諧快線情緒教育列車活動 11/2015 P.2學生 和諧快線 

千棋百趣義工活動及棋藝體驗 11-12/2015 P.4-P.5相關學生 / 

班級支援活動:專注力活動 10/2015-11/2015 P.1及 P.2學生 / 

小一自理活動 11/2015 P.1學生 / 

小一識字樂小組 3/2016-5/2016 P.1相關學生 / 

「我是小專家」專注力訓練 2/2016-4/2016 P.1-P.2相關學生 / 

逆境小勇士小組 5/2016-6/2016 P.4相關學生 / 

正向嘉年華攤位活動 
27/4/2016-

25/5/2016 
全校學生 

/ 

欣賞你我他--家長篇及母親節篇 2/2016、5/2016 全校學生及家長 / 

升中適應活動 7/2016 P.6學生 / 

 
類別 內容 進行日期 對象 協作機構 

家長

支援

及 

培訓 

 

小一新生適應課暨家長會 27/8/2015 
P.1家長 

 

/ 

小一家長經驗分享會 7/9/2015 
P.1家長 

 

/ 

一年級家長會暨英文閱讀策略工

作坊 
3/10/2016 

P.1家長 

 

/ 

「明德力量」家長義工第一次聚

會—認識義工的權利與義務 
7/10/2015 家長義工 

/ 

高效親子識字小組 9/2015-12/2015 P.2-P.3相關家長 

明愛「樂學有道」

學校支援服務 

 

高效識字方法家長分享會 
29/9/2015 及 

1/12/2015 
P.2-P.3相關家長 

明愛「樂學有道」

學校支援服務 

 

明德力量家長義工實務技巧培訓

工作坊及活動實踐 
10/2015-12/2015 家長義工 / 

「家長茶聚」 

主題 : 「如何改善子女的睡眠習

慣，從而促進子女的健康及學習

能力」 

18/11/2015 
P.1-P.6學生及 

家長 

香港幼兒教育及

服務聯會 

小肌肉訓練親子小組 
23/11/2015-

21/3/2016 

P.1相關 

學生及家長 
香港明愛 

圖書館家長義工工作坊  25/11/2015 圖書館家長義工 / 

「如何提升孩子學習的專注力和

記憶力」家長講座 
28/11/2015 P.1-P.4家長 

駐校教育心理學

家 

升中選校策略家長講座 17/12/2016 P.6學生及家長 / 

六年級家長日 22/12/2015 P.6學生及家長 / 

「家長茶聚」 

主題 :新年吊飾製作 
13/1/2016 

P.1 - P.6學生及家

長 
/ 

小六品格達人頒獎暨家長分享會 23/1/2016 
P.6相關學生及家

長 
聖雅各福群會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暨盤菜宴 30/1/2016 P.1-P.6學生及家長 / 

 

 

 



 

類別 內容 進行日期 對象 協作機構 

家長

支援

及 

培訓 

 

一至五年級家長日 20/2/2016 P.1 - P.5家長 / 

派發家長錦囊 20/2/2016 P.1 - P.5家長 / 

圖書館家長義工工作坊  24/2/2016 圖書館家長義工 / 

親子歷奇活動 6/3/2016 P.1-P.6學生及家長 香港明愛 

小五品格達人先鋒計劃結業禮暨

家長分享會 
9/3/2016 P.5相關家長 聖雅各福群會 

小肌肉訓練親子小組家長會談 21/3/2016 P.1相關學生及家長 香港明愛 

探討親子行為管教策略家長分享

會 

22/3/2016及 

5/4/2016 
P.1-P.5相關家長 

駐校教育心理學

家 

「家長茶聚」 

主題：「說話高手的秘訣」 
23/3/2016 P.1–P.6家長 

新一頁言語及復

康顧問—張志華

高級言語治療師 

圖書館家長義工工作會議  6/4/2016 圖書館家長義工 / 

「家長茶聚」 

主題：「認識電子學習」工作坊 
12/4/2016 P.1-P.6家長 / 

升中選校家長講座 21/4/2016 P.1學生及家長 / 

小五成長的天空計劃結業禮及家

長會 
12/5/2016 P.5相關家長 救世軍 

一至五年級家長日 21/5/2016 P.1 - P.5家長 / 

派發家長錦囊 21/5/2016 P.1 - P.5家長 / 

閱讀活動工作坊  25/5/2016 圖書館家長義工 / 

小六成長的天空計劃結業禮及家

長會 
31/5/2016 P.6相關家長 生命工場 

小一新生家長會 11/6/2016 小一新生家長 / 

朗讀英語無難度活動 
7/6/2016及

14/6/2016 
P.1-P.2學生家長 聖雅各福群會 

「家長茶聚」 

主題：「做好阿爸阿媽這份工」 
1/6/2016 P.1-P.6家長 / 

「明德力量」年終聚會 

 
22/6/2016 全體家長義工 / 

小一新生家長家長會-管教模式對

子女成長的影響 
9/7/2016 小一新生家長 / 

 

 

 

 

 

 

 

 

 

 

 

 

 



 

 

 

校本特色 

1.靈活運

用課時 

 儘量安排雙課節，以便老師安排各類型的教學活動。 

 於上課日會給學生安排合適的全方位學習活動。 

2.四個關

鍵項目

的發展 

 閱讀方面： 

每天約有十五分鐘的全校閱讀時間以培養學生的閱讀習慣。本學年

每週更有兩次讀書會，由老師帶領學生進行分組閱讀分享活動，並

結合閱讀嘉年華「昆蟲」的主題，由老師寫書介推介昆蟲類書籍，

以及進行各項相關活動，如問題比賽、寫作比賽等，提升學生對閱

讀的興趣及能力。其次是各科也配合圖書館的獎勵計劃，鼓勵學生

多閱讀；而中、英文科任老師也指導學生撰寫閱讀報告，課堂上也

教授各種閱讀策略以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 

 資訊科技方面： 

六級除有既定的電腦課程外，部分電腦應用技能以跨科協作模式推

行，促進學生學習。如中文科老師定期給學生派發中文輸入法練

習，各科老師於適切的課題着學生於互聯網上搜尋資料等，既讓學

生熟練相關技巧，也提升學生的研習能力。此外，中文、英文及數

學科更配合課程，篩選合適的網上練習，定時給學生分派網上功

課，也推行網上自學獎勵計劃，鼓勵學生自學。 

為準備下學年推行 Wi-Fi900，本學年也開展了電子學習的教師專業

培訓；部分老師也曾於課堂上應用 ipad 及應用程式進行教學，提升

學習的果效。 

 專題研習方面： 

二至六年級均有進行專題研習。各級主題如下： 

二年級：「旅遊區‧商業區大比拼」 

三年級：「赤柱遊」 

四年級：「香港今昔」 

五年級：「中華文化」 

二至四年級的研習活動主要以常識科為主，結合全方位學習活動進

行；五年級則以大課及小組形式，每組由一位老師帶領。此外，中

文、英文及音樂科均按學生的能力，各科協調於長假期給學生安排

專題報告，以提升學生篩選資料的技巧，如音樂科安排五、六年級

學生於聖誕假期進行，中文科安排二、六年級學生於農曆假期進

行，英文科則安排四至六年級學生於復活節假期進行。 

 德育及公民教育方面： 

主要透過正規與非正規的課程培養學生有良好的品格，認識個人於

不同社群的身份，以及培養他們具承擔的精神。正規課程有「明德

課」，非正規課程則透過生活事件、主題活動、周訓、專題講座，

以及各學習領域的配合，於課程中融入品德教育，以培養學生正面

的價值觀和態度。 

我們的學與教 



 

3.跨學科

的課程 

各級均有跨學科的課程。除一年級上學期的「親親明德」以主題作跨
科的軸心，其餘均以能力作統整的軸心，包括一年級的「公園大搜
查」、二年級的「旅遊區‧商業區大比拼」、三年級的「赤柱遊」、
四年級的「香港今昔」、五年級的「中華文化」，以及六年級的「環
保」。 
此外，本學年音樂及視藝科也開展了跨藝術領域的課程，一年級的課
題是「聲音的故事」，二年是「感受與色彩的聯想」。 

4.學習 

經歷 

本學年除編定兩天「全方位學習日」外，老師也靈活地運用課時，或

利用上課時間，或於課餘帶領學生走出課室。活動形式多樣，如參

觀、探究式活動、校際比賽，以及服務學習等。為豐富學生的學習經

歷，各類活動包括： 

(1)連繫五種基要學習經歷： 

 智能發展方面：為深化學生在知識、技能和態度上的學習，各科均

舉辦不同的活動，如昆蟲讀書報告比賽、參觀、常識百科、科學青

苗比賽、剪片特工、科學探究等活動。 

 德育及公民教育方面：每月首週一全校集會時段會升國旗，逢週一

唱國歌，本學年也曾帶領部分四及五年級學生參觀饒宗頤文化館。 

 社會服務方面：安排中、高年級學生參與校內各項服務，包括風

紀、環保大使，以及宗教室、圖書館、電腦室等的服務生，班內也

儘量安排「每人一職」；而校本的「大手牽小手」活動，除五年級

學生幫一年級學生外，更擴展至六年級學生幫二年級學生。校外服

務方面，曾安排學生參與賣旗籌款活動，以及探訪仁愛之家等。 

 體藝方面：除邀請相關團體到校舉行音樂欣賞活動、體育推廣活動

外，學校也舉行校運會，也安排學生參加各類學界或校際比賽，如

東區運動會、教區聯校運動會、花式跳繩、友校足球邀請賽、學界

游泳比賽、校際中英文獨誦/集誦比賽、校際音樂及舞蹈比賽，以及

視藝科的繪畫比賽、寫生活動等。 

 與工作有關的經驗方面：除讓學生任校內活動的司儀，如才藝匯

演、畢業禮等，也應一些外間機構的邀請，安排學生到校外表演。

此外，五年級學生也參加了「品格達人」活動，了解不同職業的人

士所需具備的品格特質。 

(2)與外界的交流： 

 本學年 11月曾帶領二十四名六年級學生到台灣作境外學習，讓學生

實地認識台灣在環保方面的措施。 

5.教學 

特色 

教學以學生為中心，也為培育學生將來能掌握終生學習的能力作準

備，因此教師教學時，會教導學生不同的學習策略，如作預習、寫筆

記、圈/畫關鍵字詞、繪畫概念圖、檢索工具書、搜尋互聯網上資料，

以及應用電子學習等。課堂上為提升學生的參與度，老師也給學生安

排不同的學習活動，包括探究式的教學活動、小組討論等。 



 

6.課程 

 特色 

各科課程融入「思維技巧」教學：通過教師提問，利用思維導圖等以提

升學生的理解、分析、歸納、批判、創意、解難等共通能力，以優化學

生的思維技巧，提升他們的高階思維。 

又於四至六年級的中文、英文科的寫作課中，融入了第一層的資優教

育。 

7.語文 

教學 

學校著重培養學生兩文三語的能力：課堂教學方面，一至六年級各班

均全以英語教授英文課，同時一至三年級每班每週有兩教節由英語外

籍老師及該班的科任老師共同上英文閱讀課。此外，全校各級均以普

通話教授中文科。又為學生創設語境，課堂外採用「語言隨老師」政

策，於全校的集會時段，老師均以其教授主科的語言作宣佈；課堂外

鼓勵學生以英、普與老師溝通，以提升學生聽說英語及普通話的能

力。全學年也於課餘舉辦英文、普通話活動，並安排學生擔任英語或

普通話大使，協助推行英文及普通話活動。 

 

本學年校本教師培訓 
工作類別 內容 進行日期 對象 主辦機構/講者 

教師培訓 

老師靈修聚會 
9/2014-

6/2015 
公教老師 / 

以腦神經科學為本的學與教 20/8/2015 全體老師 陳惠良先生 

優質口頭回饋講座 21/8/2015 全體老師 張作芳校董 

如何選取優質數學書 21/8/2015 數學科科任老師 張作芳校董 

「愛與誠」綜合性教育計劃  

老師培訓工作坊(二) 
27/8/2015 全體老師 香港明愛家庭服務 

英文科電子學習工作坊 10/9/2015 英文科老師 
教育局外籍英語教師

組 

英文科電子學習分享會 23/10/2015 英文科老師 英文科教師 

朗文常識科學探究教師工作坊 23/11/2015 常識科老師 朗文常識出版社 

參與中文科校本支援 

計劃會議 

9/2015-

1/2016 
中文科老師 教育局校本支援組 

英文科寫作工作坊 15/1/2016 英文科老師 
英文科外籍教師 

Ms. Bashir 

參與中文科校本支援計劃會議 2-5/2016 中文科老師 教育局校本支援組 

「天主教社會倫理」專題師資

培訓課程 
2-4/2016 

宗教、德育及公民教

育組老師 
香港中文大學 

培養學生的學習風氣 27/1/2016 全體老師 訓輔組 

處理及預防學生自殺個案講座 22/3/2016 全體老師 駐校教育心理學家 

校本電子學習工作坊 15/4/2016 中文、數學科老師 資訊科技組 

電子學習分享會 16/4/2016 英文科老師 資訊科技組 

資訊科技學與教面面觀 17/5/2016 全體老師 
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

組陳敬萍女士 

天主教教師日 17/5/2016 全體老師 香港天主教教區 

中文科電子教學工作坊 10/6/2016 中文科老師 啟思出版社 

「自主學習」講座 24/8/2016 全體老師 教育大學莫慕貞教授 

「感覺統合多面睇」教師訓練 29/8/2016 全體老師 
香港理工大學龍珮怡

治療師 



 

本學年各科組推行的教學活動及成效 

 
宗教倫理科： 

本校宗教科以「厄瑪烏」教學法及優化的福傳策略，配合各教會年節祈禱會、

早會及放學祈禱等，讓學生從多元化的宗教活動中實踐博學展能、感恩愛主的

行為。本年的活動類別多元化，如﹕「宗教遊戲日」、「親親天父園地」活

動、「祈禱牆」─撰寫禱文、「聖誕送暖」─繪畫聖誕咭贈送醫院院友及為學

生服務的人士、校慶禮、「基督小先鋒」、「網上問答」、「愛心服務計

劃」、探訪「仁愛之家」、「奧比斯蒙眼午餐」、「午膳守齋」等。 

 

德育及公民教育： 

德育及公民教育小組持續優化「明德課」的課程內容，並將天主教核心價值融

入校本教材，以裝備學生成為具有良好品德及批判思維的公民。高小的同學參

加了「愛與誠綜合性教育」計劃，透過不同的活動，確立正確的價值觀及態

度。環境教育方面，本校推行「樓層廢物分類計劃」，鼓勵學生惜物減廢，愛

護環境。同時，透過環保大使及升旗隊的培訓，提升學生的責任感及自信心。

本學年參加了衞生署的「至『營』學校」計劃及舉行了「健康小食週」，推動

良好的飲食習慣，注意身體健康。 

 

中普科： 

本年度中文科參與教育局的校本支援計劃，優化了四年級閱讀及寫作課程，藉

此提升教學效能。其次，為了提升學生的寫作興趣，因此舉辦了校內作文比

賽。透過網上學習平台及電子教學，藉此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此外，也

有舉辦一些普通話活動，如普通話聽說活動及拼音練習等，以增加學生學習普

通話的興趣及能力。 

 

英文科：  

於一至三年級推行 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 Reading/Writing 計劃，滲

入閱讀和寫作元素；於高小推行校本寫作課程，提升學生的寫作能力；老師及

學生亦分別以英文網上教學平台，配合課堂教學及作為課後延伸學習。透過午

膳活動、英語樂園、英語大使訓練活動等，以營造不同的學習環境，提升學生

學習英語的效能。此外，本科參加了由教育局外籍英語教師組舉辦的 Clipit 比

賽和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以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數學科： 

教師透過共同備課及完善數學科的課程，加強學生掌握基本的數學概念、審題及

計算技巧。透過數學專題及量度活動，提升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此外，也有

舉辦數學日的活動，主要綜合學生日常所學為基礎，能運用所學，培養學生解

決難題能力。另於圖書館外設立「數學角」，設置益智有趣的數學遊戲套，供

學生於午膳時段輕鬆學習數學。 

 



 

常識科：  

教師透過共同備課、剪裁課本及完善常識科的教學資源庫，編訂合適的教材及教

學計劃，以提升常識科的教學效能。為了擴闊學生的學習經歷，常識科透過不同

形式的活動，例如：科學與科技探究活動、專題研習、戶外參觀、主題閱讀、時

事活動、網上討論平台等，提升學生的自學精神及共通能力。為了提升學生的學

習興趣，「小小科學家」活動讓學生有機會參加校外比賽外，也透過校園電視台

展示學生的學習成果，以提升學生的自信及建立校園的科學研習氣氛。 

 

視藝科：  

為了培養學生的自學習慣，學生在課前會利用互聯網、圖書館等資源，進行預

習、資料搜集和整理。本科亦舉辦參觀活動及鼓勵學生參加校外比賽，以培養

他們的藝術興趣和擴闊他們的學習經歷。 

 

音樂科： 

本學年為了培養學生對音樂的興趣、美感及文化的認識，與視藝科發展跨學科

課程，並透過不同的音樂活動，如：「綜合體藝活動」、「小小音樂大師班」

分享會及各個校內外的表演及比賽，為同學提供不同的音樂訓練及表演平台，

以提升他們的自信，並享受音樂的樂趣。 

 

閱讀文化： 

全校老師參與好書推介以及師生讀書會，透過小組形式，擴寬學生閱讀層面，

並帶領學生從閱讀中學習。每年更舉辦不同主題的閱讀嘉年華，集合各科組以

及家長義工的力量，設計全方位的閱讀活動，提升了校園的閱讀動力，為學生

提供了展現自主學習的平台。 

 

 

 

 

 

 

 

 

 

 

 

 

 

 

 

 



 

實際上課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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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全校或全級學生安排學習活動日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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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學習領域的課時  

 

小一至小三授課時間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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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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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校際活動的學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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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表現 

各類聯課活動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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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際活動中獲得的獎項 
 

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班級 人數 獲獎詳情 

第六十七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 

香港音樂及朗誦協

會 

六 2 天主教經文朗誦 ：優良 

二至三 49 英詩集誦：優良 

六 1 英詩獨誦：季軍 

一至六 43 英詩獨誦：優良 

一至六 8 英詩獨誦：良好 

三至四 4 散文獨誦：優良 

三至四 1 散文獨誦：良好 

一至六 46 詩詞集誦：優良 

五至六 2 詩詞獨誦：良好 

五 2 說故事：良好 

第二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

賽 

天主教區 

(中學組) 
四至六 

2 個人金獎 

1 個人銀獎 

2 個人銅獎 

7 個人優異獎 

4 團體優異獎 

第十一屆全港小學數學比

賽(東區)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

中學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

數學系 

五至六 

3 優異 

3 優良 

3 銅獎 

世界數學測試 世界數學測試 六 4 雙優成績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2016 

(香港賽區)初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二至六 

3 一等奬 

16 二等奬 

48 三等奬 

第二十三屆香港小學數學

奧林匹克比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學校 
四至五 

1 金獎 

2 銀獎 

2 銅獎 

第二屆數學比賽(天主教

教區-小學組) 

天主教教區 

(小學組) 
四 

1 季軍 

1 一等獎 

1 二等獎 

4 隊際季軍 

《學習如此多紛 2016》

電子學習套件製作比賽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五至六 

3 

小學組兩分鐘學習短片： 

小學組全場總冠軍、小學短片組冠

軍、優秀創意獎、優秀報告獎 

3 
小學組兩分鐘學習短片： 

小學短片組季軍、優秀創意獎 

3 
小學組兩分鐘學習短片： 

優異獎 

香港數碼媒體創作青苗獎 

2015/16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資優教育組 
五至六 

4 小學組 1分鐘短片比賽：金獎 

4 小學組 1分鐘短片比賽：銅獎 

4 
小學組 5分鐘短片比賽： 

金獎、我最喜愛短片獎 

第十九屆常識百搭創新科

學與環境探究 

香港教育局/香港

教育城/香港教育

學院 

五至六 

6 傑出獎 

6 我最喜愛影片獎 

 
 
 



 

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班級 人數 獲獎詳情 
2016聯校機械人競技

大賽(高小組) 
香港機械人學院 四至五 6 銅獎 

香港科學青苗奬 

「科學知識測驗」 
香港教育局 五至六 

1 一等奬 

2 二等奬 

1 三等奬 

香港科學青苗奬決賽 香港教育局 五至六 5 季軍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

賽 15-16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六 1 科學幻想畫：優異獎 

2016音樂‧動力學校聯演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四至六 35 優良表演獎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Hong Kong Art 

School 
二至六 

18 
Award for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5 
Award for Outstanding 

Performer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

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

協會 
一至六 

9 直笛小組：優良 

48 中文聖詩：良好 

4 鋼琴獨奏 1級：優良 

2 鋼琴獨奏 2級：良好 

1 鋼琴獨奏 3級：優良 

1 鋼琴獨奏 4級：良好 

2 鋼琴獨奏 4級：優良 

1 獨唱外語(13歲以下)：優良 

8 牧笛二重奏：良好 

第三屆香港國際音樂節 香港國際音樂節協會 
四至六 

二至四 

20 西樂小組：優秀表現 

14 聲樂小組 ：優良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

動員獎 
屈臣氏集團 五 1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香港花式跳繩大匯演

2016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

校及元朗區文藝協進

會 

三至六 15 季軍 

第五十二屆學校舞蹈節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有

限公司及教育局 

四至六 23 小學高年級組：甲級獎 

二至三 23 小學低年級組：甲級獎 

聖貞德中學-小學五人

足球邀請賽 
聖貞德中學 四至六 11 金盃賽：季軍 

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

4x100友校田徑接力賽 
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 五至六 

5 女子 4x100 接力：亞軍 

5 男子 4x100 接力：季軍 

聖貞德中學 4x100友校

田徑接力賽 
聖貞德中學 五至六 

5 女子 4x100 接力：亞軍 

5 男子 4x100 接力：季軍 

東區小學校際田徑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六 
1 女子特別組：亞軍 

1 女甲推鉛球：季軍 

第三屆慈幼盃小學足球

邀請賽(碗賽) 
慈幼英文學校 四至六 11 殿軍 

港島東區小學校際 

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五 1 男子乙組 50米自由泳：亞軍 

五 1 男子乙組 50米背泳：殿軍 

六 1 男子甲組 50米背泳：第七名 

五 1 男子甲組 4×50米自由泳接力：第三名 

三、五 3 男子甲組 4×50米自由泳接力：第八名 

 

 

 



 

  學校周年財務狀況表列如下：財務報告 (截至 2016年 8月 31日） 

     上年度盈餘 收入 支出 盈餘/赤字 

（一）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1. 基線指標                            

   累積盈餘  722,739.35   722,739.35 

＊學校及班級津貼    570,718.81 508,145.64 62,573.17 

＊普通話津貼    1,595.76 279.50 1,316.26 

＊培訓津貼    8,402.87 12,685.70 (4,282.83) 

＊增補津貼    6,101.08 3,200.00 2,901.08 

＊校本管理補充津貼    148,593.09 28,576.20 120,016.89 

＊學校課程發展津貼    44,886.50 31,035.76 13,850.74 

＊德育及公民教育津貼    13,227.54 555.80 12,671.74 

＊校本輔導及訓育計劃津貼    6,870.37 3,373.90 3,496.47 

  ＊家具及設備津貼    211,589.52 202,124.00 9,465.52 

  ＊中文廣泛閱讀津貼   8,299.26 8,299.26 0.00 

  ＊英文廣泛閱讀津貼   8,299.26 8,299.26 0.00 

  ＊升降機保養津貼   125,084.93 113,508.00 11,576.93 

  ＊供增聘文書助理的行政津貼   181,076.59 220,118.00 (39,041.41) 

小結   722,739.35 1,334,745.58 1,140,201.02 917,283.91 

2. 特定津貼       
＊經修訂行政津貼   163,994.76 1,247,136.00 1,114,116.02 297,014.74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100,243.00 361,263.00 339,420.00 122,086.00 

＊學校發展津貼   439,247.17 702,146.00 539,688.33 601,704.84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36,344.10 131,460.00 138,677.00 29,127.10 

＊消減噪音津貼  0.00 295,157.00 295,157.00 0.00 

＊成長的天空（小學）計劃津貼   56,458.00 16,552.00 21,180.00 51,830.00 

＊學生輔導計劃津貼   0.00 568,635.00 568,635.00 0.00 
＊學生輔導服務津貼(額外)  52,823.80 116,746.00 116,746.00 52,823.80 

小結   849,110.83 3,439,095.00 3,133,619.35 1,154,586.48 

（二）作特定用途的認可收費    589,963.72 178,260.00 79,008.68 689,215.04 
（三）家長教師會資助費   8,748.00 15,129.00 13,885.00 9,992.00 

（四）學習支援計劃津貼   67,498.52 350,000.00 359,879.00 57,619.52 
（五）一筆過工程及設備津貼-目標

為本課程  1.00 0.00 0.00 1.00 

（六）德育及國民教育支援津貼  449,300.00 0.00 165,362.40 283,937.60 

（七）在小學推動 STEM教育  0.00 100,000.00 0.00 100,000.00 

（八）加強學校行政管理津貼  0.00 250,000.00 0.00 250,000.00 

（九）「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特
別津貼 

  0.00 5,000.00 0.00 5,000.00 

小結   1,115,511.24 898,389.00 618,135.08 1,395,765.16 

     上年度盈餘 收入 支出 盈餘/赤字 

（九）學校津貼（普通經費帳）       

＊承上年度盈餘   470,612.58   470,612.58 

＊租用維他奶自動售買機回款   0.00 14,579.19 0.00 14,579.19 

＊過期還書罰款   0.00 2,507.50 0.00 2,507.50 

＊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      0.00 45,900.00 43,210.60 2,689.40 

＊課外活動   0.00 837,439.05 813,040.13 24,398.92 

＊學生用品雜費   0.00 48,884.80 46,978.12 1,906.68 

＊興趣班   270.00 11,083.00 11,573.10 (220.10) 

＊捐贈、其他收入及支出   24,000.00 22,287.87 71,506.67 (25,218.80) 

＊環保教育和社區參與項目（小
型工程項目） 

*資優教育學校網絡 – 創意達人 
 0.00 0.00 0.00 0.00 

小結   494,882.58 982,681.41 986,308.62 491,255.37 

2015–2016年度收入及支出總額﹕   3,182,244.00 6,654,910.99 5,878,264.07 3,958,890.92 

 

 



 

 

 

 

下學年關注事項 

 

關注事項一﹕讓天主教教育核心價值展現於校園生活 

 

關注事項二﹕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態度及能力 

 

【推行細則詳見 2016至 2017學年的周年校務計劃書】 

 

回饋與跟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