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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們的學校 

 

辦學宗旨 

   本校抱着「有教無類」的精神推行普及教育，發展全人的教育。 

 

學校簡介 

本校於 1995 年開校，由一群熱心教育之西貢區鄉紳及社團首長組成學校管理委員會

及校董會。成立時將區內原有之五間鄉村學校：西貢公立學校、萬宜灣鄉立學校、西貢

育賢學校、魚類統營處西貢小學及新聯學校合併。目的為區內學童提供優質及完善的小

學教育。 

 

學校設施 

     西貢中心李少欽紀念學校為一所全曰制政府津貼小學，全校面積為 8500 平方米。

獨立禮堂一個，中央圖書館一個，課室 30 個，電腦室兩個，特別室 8 個。 

 

學校使命 

    發掘學生應有潛能，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 

 

教育目標 

(1) 以完善及幽靜的學習設施及環境，為學童提供優質的小學教育。 

(2) 使學生在德、智、體、群、美五育中得以均衡發展。 

(3) 樂於學習，勇於助人，培養關愛文化。 

(4) 在校做個好學生，在社會成為好公民。 

 

校徽寓意 

   以駱駝寓意堅毅，忍耐，勇往直前，與時並進；海鷗象徵自由，敏捷，高瞻遠矚。 

 

校訓 

   毅、敏、仁、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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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中心李少欽紀念學校 

管理委員會 

校董會 

辦學校董 6 人、校長、教師代表、家長代表 

家長教師會 



2)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1) 透過拔尖補底、照顧學習差異 

中文科(成就) 

1.一年級推行高效識字課程：上學期第一次考試前完成是次課程的前測和後測，全級 

後測 71%的學生能讀準一半或以上的字詞;20%的學生能讀準 92%或以上的字詞。 

2.全校字詞後測：上學期全校 58%學生能讀準 50%或以上的字詞，23%學生能讀準九成

或以上的字詞;下學期全校 63%學生能讀準 50%或以上的字詞，29%學生能讀準九成或

以上的字詞。 

3.二年級進行圖書教學（NCS 抽離班）：大約 80%的二年級非華語學生全年在抽離班中， 

透過圖書閱讀策略的技巧，完成五本圖書的閱讀，使他們能利用習得的閱讀技巧來閱

讀課外書。學生積極投入閱讀圖書，科任表示讚賞。 

4.加強認讀漢字攤位:本年度舉行了六次的 P.1-2 認讀課本字詞攤位，約 60%的本地及非

華語同學能參與認讀有關的詞語。 

5.增加量詞認讀及攤位:本年度嘗試全校派發了五次量詞認讀工作紙，每次請科任老師先

稍加講解和帶讀，並於課時課外常溫習，主要加強非華語同學對量詞的認知和使用。

每次一個月後舉行量詞的攤位遊戲，以鞏固所學。每次攤位遊戲全校約有 30%的同學

參與。 

6.古詩背誦及攤位: 本學年開展半自讀古詩的學習，及古詩攤位活動。一年級全年背誦

5 首古詩，二至六年級各背誦 8 首。上下學期各進行一次的古時背誦或誦讀攤位，每

次攤位遊戲全校約有 25%的同學參與。 

7. 四至六年級進行各級寫作比賽: 校內四至六年級的寫作比賽已在 5-6 月的課間完成，

收到的優良作品近 48 份，每組別設立冠亞季各一名，優異奬三名，共有 20 名同學獲

獎，其餘 28 位同學奬得良好獎，用筆記本及圓珠筆以作鼓勵。 

8.中文閱讀圖書報告：本年度通過圖書推介，要求學生於聖誕節、春節及復活節三個長

假期完成閱讀報告工作紙，約 95%學生能交上有關的閱讀報告，每組繳交 3 份佳作存

檔。 

9.參與校外徵文比賽：挑選了五、六年級的 10 份佳作參與「賽馬會美荷樓香港精神學    

 習計劃徵文比賽」＜給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的信＞或＜家傳之寶＞，其中一位同  

 學獲得優異獎，獲發獎狀及$150 書券，以作鼓勵。 

10.校內硬筆書法比賽：校內的書法比賽已在 2 月的課間完成，全校同學參與，分為初、

中、高三組進行比賽，每組別設立冠亞季各一名，優異奬三名，共有 20 名同學獲獎，

奬筆記本及圓珠筆以作鼓勵。 

11.中普知識問答比賽：中文科與普通話科舉辦的四年級跨學科知識問答比賽，已於 7

月中完成，同學表現積極投入。 

12.古詩配畫:本年度改為使用各級的古詩內容來配畫，學生的選擇多了，也就多了不同

內容的佳作，學生更有興趣畫畫了。 

中文科(反思) 

1.一至二年級加強認讀漢字攤位:非華語生的參與還是不算理想，希望來年度多加宣傳，

鼓勵更多非華語生參加。 

2. 四至六年級進行各級寫作比賽:能激勵學生的參與，但各組繳交的佳作數量沒有規定,



對評審帶來不便，來年度可規定各組繳交 3-5 篇佳作，其餘較好的作品可由科任直接

派發獎品以作鼓勵。  

3.古詩和量詞攤位：雖然全校有 2-3 成學生參與攤位，希望來年度加強宣傳，希望有更

多的同學參加。 

4.參與校外比賽：來年度把常規的校外徵文比賽，如「賽馬會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計劃

徵文比賽」的題目可編入高年級作文進度內，希望有更多的佳作可挑選參賽。 

5. 四年級跨學科中普知識問答比賽：同學表現積極踴躍，來年度可擴展到其他級別。 

 

英文科(成就) 

The programme: 

1. The CECES Integrated English Language Programme (P.1-3) has been running smoothly 

this year. P1-3 CECES workbooks are constantly updated by teachers teaching the same 

level. Each challenging question was indicated by an asterisk and was put at the end of 

relevant worksheet. To attend to the learners’ diversity, students are asked to complete the 

challenging questions in accordance of their own abilities. 

2. The P3 guided reading programme has been extended to the weaker classes this year with 

a whole new set of books purchased. The focus of the programme has shifted from an 

extension course for the stronger class to a remedial session for the weaker classes. 

Through the programme, weaker students can read books that correspond to their reading 

level and can feel the sense of achievement from being able to read a book and answer 

the check questions.   

3. P4 and P5 students enjoyed the project-based learning programme as they learned about 

endangered animals during the first term and sugar during the second term. Students also 

enjoyed the visit to Ocean Park where they attended a workshop on endangered animals. 

During the second term, students baked cup cakes and shared them with their 

schoolmates 

4. An e-learning course, supported by a partner school (BWCSS) was introduced to a P5 

class this year, namely“To facilitate reading non-fiction using e-resources”. Lessons 

were packed with exciting sessions that use applications such as Kahoot, BookFLIX! and 

Nearpod. Students enjoyed the interactive platforms that these applications offer. 

5. All students from P.6 completed their assigned tasks in the process writing project. All P6 

students enjoyed preparing their own yearbooks as records of their own written work. 

6. In order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read more, books were assigned to students during the 

holidays. Student completed a book report each time and were encouraged to share their 

feelings towards the books. Different books were assigned to different classes. Most 

students found the books interesting.   

Activities: 

7. During English Day this year, students attended a talk delivered by some P4 and P5 

students and learnt about the effects of sugar on the human body. Cup cakes baked by the 

P4 and P5 students were also delivered to students. 

8. In collaboration with YY3, the school drama team gave two musical performances in 

December. One was a musical performance of LSY Music Night and another was a 



musical performance of YY3 Music Concert. Also, there was a performance for Mother’s 

Day. 

9. The speech festival competition results were quite encouraging. A good number of 

students received over 80 marks. 

Others: 

10. As there is a gradual emphasis on using e-learning resource during lessons, the 

department has registered English teachers to Epic!, an e-book platform that enable 

teachers to share a vast amount of books with their students. This application was also 

used as a part of the guided-reading programme for students to do self-study. Not only 

has this been a wonderful source of books, the P4 and P5 students also used this platform 

to search for information during their project-based learning lessons.    

11. As it had been a while since CECES provided any training workshops to our teachers,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school year, the department has enrolled those English teachers who 

had not been exposed to CECES training to a few CECES training workshops. About 15 

teachers attended the workshop. 

12. As a part of the e-learning course, BWCSS was invited to offer an e-learning training 

session to all teachers at LSY. During the training session, teachers were not only 

introduced the advantages of using e-learning applications during lesson, but were also 

taught how to use those applications. Despite that some teachers are still not confident to 

conduct a purely e-learning lesson readily, they feel they have become more equipped to 

use different e-learning resources. 

13. In order to keep abreast of the changing learning agenda, the department decided to 

change the existing textbook that P4-P6 students were using. All teachers in the 

department participated in the voting and teachers have chosen 1 out of 6 sets of English 

textbooks for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for P4-P6 students. 

 

英文科(反思) 

1.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holistic e-learning is still at an early stage. Teachers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join a bigger variety of e-learning workshops.  

2. The English Day activity exposed students to the topic “sugar” and they also benefit from 

peer learning. However, more students can be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English Day next 

year.  

3. More and more students are joining Speech Festival and the existing number of teachers 

may not be able to cope with the growing size of participants. Perhaps more teachers 

should be involved with the Speech Festival training next year. 

4. Some parents who decided to have their children join the Speech Festival without 

attending the school training expressed their concerns with the lack of performing 

experience of their children. It is suggested that teachers should allow students to perform 

in front of the class at least once before the competition. 

5. Some students are asked to join various writing competitions. Most students are very 

interested in the beginning but end up not meeting the competition deadline. Perhaps 

encouragement gifts should still be given to students even if they don’t win anything so 

that they feel more encouraged to complete the writing.  



 

數學科(成就)  

*大約 75%的學生在接受數學小天使協助後，數學科的成績較往年有所提升；而根據調

査顯示，超過 80%的數學小天使覺得此計劃既能協助同學，又能增進同學之間的友誼，

頗具意義，故此項計劃，於新的學年將會繼續推行。 

*超過 90%的班別，在過去的學年每個月都有進行各班速算王比賽，各科任老師更將速

算王頭三位的同學姓名張貼在課室壁報板上。另外，透過各班數學科老師的觀察得知，

每星期抽取二至三天(每天約五分鐘)作速算訓練，確能增強學生的計算速度及準確

度。至於午息時進行的數學王國活動，全年合共進行了 7 次主題性的數學遊戲，學生

都踴躍參與。 

*超過 90%的三至六年級學生表示對數學科問答比賽深感興趣及表現投入。級際數學比

賽分兩天進行，第一天是四、五年級比賽(18/6)，而第二天則是三、六年級比賽(19/6)。 

 

數學科(反思)  

*個別數學小天使略欠責任心，故此新學年在挑選小天使時，各級科任老師將會更加 

嚴謹 

*由於級際數學科比賽反應熱烈，深受同學的歡迎,故新的學年將會繼續舉行。 

*本年度,本校亦派遣學生參加奧數比賽,當中有 3 位學生得到三等獎,1 位學生得到二等 

 獎。 

 

常識科(成就) 

*教育性參觀方面 : 接近 90%學生在參觀後作口頭報告/工作紙/工作報告接近 100%學生

出席參觀活動。透過口頭滙報、工作紙等強化學生學習到的知識。透過學生參觀當日

的投入情況，了解學生對周遭事物留意的程度。 

*專題研習方面 : 接近 90%學生能按製作專題的流程，完成完整的專題研習。透過個

人、同儕及老師評估了解學生表現有進步，透過上課時匯報過程及進展，學生的專題

研習知識與技能得以強化。透過研習成果，顯示學生已學習的知識有進步。而學生在

專題研習方面的技巧亦日趨成熟。 

*科技日方面 : 約 90%學生按科技探究的步驟方法完成活動/實驗。全校同學均投入參與

不同科技探究活動，效果理想，並豐富其科技方面的知識。 

*小小科學家計劃 : 五、六年級參與西貢崇真中學舉辦之小小科學家計劃。參加人數近

100%，效果令人滿意。 

*STEM 計劃之推行: 能增加學習之興趣及互動，效果良好，亦令學生有深刻的體驗，來   

 年繼續推行。 

 

常識科(反思) 

*學生對外出參觀非常有興趣及投入，各項參觀活動亦對學生在了解有關常識科課題方

面有很大的幫助，而參與同學積極投入，各項活動均順利完成。故來年繼續進行各種

不同的外出參觀活動，並深化其參觀活動的內容。惟人數眾多的級別可考慮分兩次出

發或將組別細分。 

*專題研習方面，部分學生能力較弱，他們對進行專題研習的興趣不大。科組可針對該

類學生設計有關專題研習活動，讓學生明白專題研習的內容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技能，而且充滿樂趣。 

*在科技日的各項活動中，學生反應非常投入，今年由於各班在教節內進行活動，而各

級表示活動進行時間不足，至少兩節或以上進行，故建議提供每星期有兩節連堂為佳。 

*在小小科學家計劃中，有少部分同學對實驗的過程欠了解，來年會在參與前作重點講

述。 

*STEM 計劃中，學生反應佳，來年繼續進行及深化。因各級表示活動進行時間不足，

至少兩節或以上進行，故建議校方能提供每星期有兩節連堂為佳。 

 

體育科(成就) 

1.為培養學生協作及自管能力，發展潛能、增強信心。本科組分別推出了多項課後活動

給不同學習能力及興趣的學生參加。此舉深受家長及學生的歡迎、因可以充分利用課餘

時間來學習。本校舉辦活動計有: 「校運會」、體適能評估活動、運動日誌、「班際閃避

球比賽」、「小小運動會」及各項體育訓練班，參與同學積極投入，各項活動均順利完成。 

2.本校每年亦有參與西貢區體育賽事，有「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西貢區小學校

際足球比賽」及「西貢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另外本校會亦推薦個別有潛質的學生參

與區內各項體育活動的選拔賽，讓學生盡展所長。 

體育科(反思) 

今年比往年有更多學生參與區內的游泳比賽，學生在賽前參與泳術改良班，故此參賽學

生在校外比賽成績正提升中。今後會繼續安排賽前集訓班，期望日後有更好成績。 

 

音樂科(成就) 

1. 本年有七位學生參加東九龍 HAPPY TEENS 歌唱比賽獲得兩個優異獎。 

2. 合唱團為聖誕音樂會，頌親恩及畢業典禮作表演。 

3. 長笛及琵琶班共訓練４位學生連同兩位敲擊樂學生參加畢業禮表演。 

4. ６Ａ及Ｂ班全體同學演唱畢業之後作典禮完結。 

音樂科(反思) 
1) 本區家庭較少讓孩子學樂器，故在推動學習樂器和校際音樂節方面有困難。家庭

都為孩子選擇較便宜的小提琴，鋼琴及其他管樂則不考慮，故參加校際音樂節的

人數較少。 

2) 來年可擴闊合唱團的校內表演項目，進一步培養學生的音樂感，增強學生的自信

心。 

 

視藝科(成就) 

1. 視藝科全年均進行跨科及校內活動：「運動會場刊封面」設計比賽(體育科合作) ﹑

詩情畫意 (中文科合作) ﹑「閱讀歷程檔案」封面設計比賽及課外圖書閱讀(圖書館

科合作）﹑梵高專題研習及畢業場刊設計。 

2. 視藝科亦參加校外比賽：「環保健康將軍澳」親子填色及四格漫畫比賽，「停止餵飼

顯愛心」填色比賽以宣揚環保及愛護動物的意識。 

3. 另外，視藝科會挑選表現優秀的同學參觀西九龍文化 M+展亭。 

4. 視藝科引入 STEM 課題：P4 3D PEN 進行匙牌設計，P5-P6 則應用 TINKERCAD 軟件

進行 3D 設計 EMOJI 和水杯。 

 



5. 於學期末段，學校視覺藝室會舉行視藝科小型學生作品展覽供全校同學欣賞。 

視藝科(反思) 

本校跟隨香港教育科技熱潮，在視藝課程引入 STEM 元素，如 P4 的 3D PEN 和 P5-P6

的 3D 設計，同學於參與設計活動時都分外投入和雀躍，惟因學生的 3D 設計基礎知識

有限，故老師照顧學生差異有一定難度，故建議有電腦知識的教學助理協助課堂進行會

令運作更理想。另外，為增潤同學於 3D 設計的知識，於課後亦設有 3D 設計活動予有

興趣的同學參加。                                  

 

普通話科(成就) 

1． 在本年度上學期，共有 7 位學生參加了普通話朗誦比賽，並全部獲得優良成績。 

2． 在 2017 年 9 月，P5-6 的普通話課程中加入了普通話拼音的溫習及小測，70%學

生得到合格的成績。 

3． 在本年度中，新增的 P3-4 聲韻母認讀後測活動於全年進行，並已完成。其中 85%

的學生內能全部掌握所測試的內容。 

4． 普通話日活動在當日的小息和大息期間進行，深受同學們的歡迎。 

5． 本年度的普通話大使參與了普通話攤位遊戲和普通話日等活動。 

6． 今年共舉行了 5 次普通話攤位活動，大部分學生有興趣參與其中。 

(反思) 

在本年度中，學校為學生提供了多元化的活動。朗誦比賽訓練、普通話大使培養計畫等

能使較有能力的學生有更多的發揮空間，而普通話日則志在提高所有學生對普通話學習

的興趣。另外，為照顧學習差異，非本地生較多的班級不用進行 P5-P6 的普通話拼音溫

習及小測，可利用時間多做認字的練習。 

 

電腦科(成就) 

1.電腦科任於課節中滲透電腦素養元素，例如尊重知識版權，認識網上的欺騙行為， 

 防止網上欺凌等，透過老師的介紹，學生對種種網上的安全有更深入的認識。 

2.學校透過不同的網上學習平台，例如：中文八寶箱、英文八寶箱、常識八寶箱、 

  香港教育城，數學學習平台等， 讓學生善用網上的免費資源學習，提升學習興趣。 

3. 科組亦透過跨科協作，讓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完成各科的研習工作。 

4. 本學年推行校本電腦課程，提供中英文版學習內容，讓非華語學生更容易掌握課程

內容。 

電腦科(反思) 

1.本年度校方獲撥款更換電腦室的電腦設備，讓學生在更完善的學習環境下學習，此外 

電腦室的設備亦可配合學校推行 STEM 教學，配合新課程的推行。 

2. 本學年電腦科推行校本課程，提供中英文版學習內容，讓非華語學生更容易掌握課

程內容。科組亦會按學生的學習需要，適時調節課程內容。 

 

 

輔導教學(成就)  

被選中接受數學輔導教學的學生，於接受全年的輔導後，有大約 75%的學生於數學 

科的成績有所提升。 



輔導教學(反思) 

輔導教學的確能對一些數學根基稍遜的學生補底,從而提升他們的學習成績。 

 

圖書課(成就) 

 1.閲讀課 

   本校逢星期二至四於上午班主任課中有 10 至 15 分鐘作閲讀課，讓學生及老師一同 

   享受閲讀的時間。 

 2.圖書課 

   本校每周有 1 節圖書課，本學年由圖書館主任編寫「校本圖書課程」，讓學生學習有 

關閲讀和圖書的知識更有趣味和自主。 

 3.圖書館借閲量 

   圖書館主任會定期檢示每班的借閲圖書情況，加以跟進！讓每個學生都能借閲圖書。 

 4.閲讀計劃 

  為加強培養學生的閲讀習慣，本年度仍繼續「我的閲讀歷程檔案」計劃，讓學生增加

閲讀的習慣。 

 5.圖書館活動/比賽 

  本年度圖書館與推動閲讀小組合作舉辦「閲讀主題月」活動。是次活動分六個部  

  分︰1)認識中外故事人物；2)故事人物圖書分享；3)我是誰﹖；4)「423 世界閲讀  

  日」︰(a)認識世界閲讀日； (b) 故事人物走天橋；(c)書籍展覽；(d)閲讀遊踨(五、六 

年級)。學生透過以上四個部分的活動，學生能從多方面認識有關圖書的知識，學習

選擇自己喜愛的圖書和參觀書展的禮儀等，從而擴闊視野，對自己閲讀的興趣和閲

讀的習慣有更深的了解。 

  

圖書課(反思) 

1.閲讀課 

   本校逢星期二至四於上午班主任課中有 10 至 15 分鐘作閲讀課，讓學生及老師一同 

   享受閲讀的時間，本年度能順利進行。新學年會繼續鼓勵學生自攜圖書，減少要派

課室圖書和收集的時間，希望讓學生有更多的閲讀時間。 

2.圖書課 

   本校每周有 1 節圖書課，讓學生學習有關閲讀和圖書的知識。本學年本校使用「校

本圖書課程」，學生更有趣味和自主地學習有關閲讀和圖書的知識。 

3.圖書館借閲量 

   圖書館主任會定期檢示每班的借閲圖書情況，加以跟進！讓每個學生都能借閲圖  

   書。新學年希望能與不同科目進行閲讀活動，讓學生到圖書館借閲圖書。 

4.閲讀計劃 

  為繼續培養學生的閲讀習慣，本年度會繼續「我的閲讀歷程檔案」計劃，讓學生保持 

  閲讀的習慣。本年度獲得「李少欽閲讀博士」獎勵的同學有 48 名，他們均在閲讀數

量及閲讀報告上取得理想成績。 

5.圖書館活動/比賽 

  本年度圖書館與推動閲讀小組合作舉辦「閲讀主題月」活動。是次活動分六個部  

  分︰1)認識中外故事人物；2)故事人物圖書分享；3)我是誰﹖；4)「423 世界閲讀  

  日」︰(a)認識世界閲讀日； (b) 故事人物走天橋；(c)書籍展覽；(d)閲讀遊踨(五、六 

年級)。學生透過以上四個部分的活動，學生能從多方面認識有關圖書的知識，學習



選擇自己喜愛的圖書和參觀書展的禮儀等，從而擴闊視野，對自己閲讀的興趣和閲

讀的習慣有更深的了解。是次活動每個師生都能參與，有 95%的學生能交回閲讀遊

踪的活動卡，老師也讚賞活動多元化，故新學年會嘗試「閲讀主題周」。 

 

教務組(成就)  

*校本及區本學生課後學習支援 – 以低收入家庭學生為對象提供課後功課輔導及 

課後活動。 

*學生參與海外學習旅程。 

*少欽弦樂團及英語話劇團籌備聖誕音樂會，為樂團籌款租用表演音響及服飾。 

 

教務組(反思)  

*為有需要家庭的子女在學習上得到照顧。來年應會繼續。 

*學生到境外旅行，讓他們有機會認識不同地方的歷史及文化。同時，讓學生有幾天過 

 一下自律生活，並學習照顧自己及與同學相處。透過活動讓同學與同級及其他級別的 

 同學建立很好的關係，亦令同發揮互相幫助精神。 

*音樂晚會共籌得萬多元，及共有二百多位觀眾，透過籌款，一方面可減低樂團及話劇 

 團在表演方面的支出，使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同學都有機會參加。 

*英語話劇團以學生在演藝方面有才能者加以培訓，以發掘這方面資優的學生。 

*音樂劇能提昇學生在舞台表演，歌唱及跳舞等多方面的才能。 

 

 

課程發展(成就) 

*非華語學生課後支援課程，課程涵蓋一至六年級，內容包括字詞認讀、圖書閱讀、寫

作、綜合理解能力訓練等。非華語學生透過有系統的學習階梯，增加學習中文的機會。 

*透過中國語文校內評估工具為一、二年級非華語學生進行中文能力評估，利用有關評

估數據進一步掌握非華語學生的學習需要，以支援學與教，並規劃中國語文科教師的

專業發展。此外，一、二年級科任利用中國語文語言學習架構進行共同備課，讓科任

更理解非華語學生需要，提升學生的學習效果。 

*透過網上學習平台讓非華語學生在家聆聽中文科課文，鞏固課堂所學的字詞句語。 

*小一至小三推行幼聯英語課程，課堂學習以分享閱讀、認字練習、遊戲活動，給予學

生不同機會練習英語，提升英語聆聽、會話、閱讀和寫作的能力。三年級部分班級小

學識字計劃計劃，大部分學生享受課堂活動，提升字詞的識別能力，提升學生的閱讀

速率。 

*四、五年級推行專題研習為本的方法，教授自然科學等主題，透過科學實驗學習英語。 

本校一向鼓勵老師進修以配合學校發展需要，科任可按本科的需要及興趣，參加教育

局主辦的進修課程及校外機構的專業講座，此外，學校透過每年舉行的教師發展日，

讓全體老師探討學校的關注項目及專業知識。 

 

專業發展學校計劃 

*本年度參與教育局舉辦「專業發展學校計劃」，本校獲得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

的協助，發展主題為「電子閱讀在英文課堂教授非故事類的文體」。該計劃在四年級英

文課堂推動電子閱讀，同學們對電子學習都深感興趣，電子學習有助提升他們學習英



文的動機。此外，透過與夥伴學校教師間的共同備課、集體觀課、教學經驗分享、教

學資源共享以及聯校教師專業發展等互動活動，提升老師使用電子學習的信心，優化

課堂的教學效能，同時促進校內外的協作交流文化。 

 

課程發展(反思) 

本年度參與教育局舉辦「專業發展學校計劃」，發展主題為「電子閱讀在英文課堂教授

非故事類的文體」。這次交流活動讓我們了解到電子教學讓學習帶來不同機遇，電子學

習能配合個別學生的學習需要，因材施教，此外，電子學習環境中的學習資源及學習溝

通模式多樣靈活，可填補傳統教育的不足。學校會進一步探討如何在課堂中通過電子學

習環境有效實踐有效的教學。 

 

總務組(成就)  

*總務組制訂了各科考試讀卷指引，根據學生的需要訂明了各級和各科(中、英、數、常、 

 普、體)不同形式的讀卷安排及需讀卷的內容。在本年四次考試中，學生都能從讀卷安 

 排中受惠。例如︰我校的非華語學生在面對中文考試方面遇上的困難較本地學生大， 

 為了幫助他們更有信心地應試，監考老師會讀出三、四年級的寫作卷中實用文和作文 

 寫作要求,使他們基本上明白需要寫上甚麼內容。根據老師反映個別非華語學生能在寫 

 作部分取得不錯的成績。另外，根據教育心理學家給予的意見，在本學年四次考試中 

 為個別讀寫嚴重缺損的學生提供個別讀卷服務，根據老師反映學生受惠於個別讀卷服 

 務，學生的成績較以往有進步。 

 

總務組(反思)  

*各級和各科不同形式的讀卷安排能幫助學生更有信心地面對考試，所以來年會繼續推 

行。 

 

學生事務組 

資優教育(成就)  

 
A)  教師專業培訓：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臨床心理學家陳美君小姐和課程發展主任吳啟賢先生於 2018 年  

3 月 15 日為我校提供 3 小時的教師培訓工作坊，主題為：「資優生的情意發展」。 

 

B) 校外培訓 

到目前為止，我校共提名了 6 位同學接受香港資優學苑的培訓。 

中文科：6A 楊曉晴﹑6B 俞駿悅 

英文科：5A 胡智美﹑6B Kimiko Gabutina  

數學科：5A 陳智杰﹑5B 龍紀恩 

 

 他們參加了迎新講座, 了解香港資優學苑組織可以為他們提供的培訓課程。 

 

    今年香港資優學苑採用新的提名制度，於每年 6 月邀請初步提名，學生需完成網 

    上課程，及格後才被考慮。今年 6 月，初步提名了 5C 陳榮俊(中文科) 。 

 



C) 校內培訓 (校本資優課程)  

1. 領袖培訓課程 (由梁銘賢老師負責) 

    我校與西貢區社區中心和匯知中學合辦領袖培訓課程，為 10 名被推薦的小四 

    至小五學生提供領袖培訓課程。這個課程為整年活動, 內容包括：理論、體驗 

    義務工作、獨木舟挑戰日、野外挑戰日、歷奇訓練日營、籌備攤位、訓練小一 

    同學的自我管理能力等。在活動中, 成員可以實踐領袖知識和技巧。 

 

2. 奧數課程 (由區藹璿老師和韓淑華老師負責)  

本年度挑選了在數學方面有傑出表現的 10 名小四至小五學生接受奧數培訓。 

學生在校外比賽，有卓越的成績。在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舉行的「華夏盃®」

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初賽中，5A 周亦朗獲得二等獎﹑4B 張浩峰﹑5A 

陳智杰和 5C 陳榮俊獲得三等獎。 

 

在「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晉級賽中，5A 周亦朗﹑4B 張浩峰﹑ 

5A 陳智杰和 5C 陳榮俊獲得三等獎。 

 

在「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全國總決賽中，5A 陳智杰獲得三 

等獎。 

 

       上述獲獎的學生都獲得李鏡清課外活動獎學金。 

 

3. 英語話劇組 (由 Mr Hill，陳副校和梁銘賢老師負責) 

老師帶領英語話劇組學生於 2017 年 10 月 13 日觀魔話劇‘The Scarlet 

Pimpernel’(紅花俠)。 

     

    英語話劇組與圓玄學院第三中學合作策劃音樂劇 ‘Xmas Box’，於 12 月 13 

    日在圓玄學院第三中學音樂會中演出，也於 12 月 15 日在我校籌款音樂晚會中 

    演出。觀眾反應非常好。此外，於 5 月 11 日，英語話劇組也在我校慶祝母親節 

    活動中演出。 

 

老師也鼓勵學生參與校外機構的演出機會，其中 4C Meleah 和 4B Jeorge 參加 

「Shakespeare for ALL」機構的小演員試鏡。 

 

4. 普通話校外比賽 

本年度挑選了普通話有卓越成績的 5C 學生許惠妍和劉昱彤，安排他們參加了由香

港中文大學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舉辦的小學生普通話水平測試。兩位同學

都獲得銀章獎，成績令人鼓舞。 

 

5. 支持學生支援組 

通過小一及早識別計劃，本年度有 10 名小一學生被識別為缺乏自我管理能力。老

師安排了領袖培訓課程的成員抽出時間訓練這群小一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http://takarazukarevue.tw/revue/2017/scarletpimpernel/index_takarazuka.html


 

6. 人才庫 

5 月份梁銘賢老師和教師助理伍仙如小姐參加了資優教育組舉辦的人才庫工作坊。

在暑假期間，教師助理將協助建立人才庫，有系統地記錄不同學科方面曾獲獎或有

卓越成績的資優生，以方便老師將來挑選學生作各項的表演。 

 

資優教育組(反思)  

 

1. 教師專業培訓 

      同工反映他們有興趣的範疇：包括對資優生的不同培訓﹑教學技巧和個案分享 

      (資優生面對的困難及解決方法)。未來的教師培訓工作坊將針對上述範疇。 

 

2. 校外培訓 

      被提名的同學成為香港資優學苑的會員後，他們在中學階段仍可參加香港資優學 

      苑的培訓。這有助於他們未來的發展。此外，能夠被提名，學生將來在接受中學 

      面試時，可以獲得優勢。 

 

3. 領袖培訓課程 

       80%的成員能把領袖知識和技巧學以致用，也認同自己的領袖才能有所增長。 

       70%的成員覺得有機會展現才華，肯定自我。有 50%的成員表示明年繼續參與。 

 

       由於領袖培訓課程內容非常豐富，所以只能安排兩次訓練小一同學的機會。 

       來年會在這方面增加次數。 

 

學生支援組(成就):   

  

1)加強輔導教學 

加輔班教師能透過教學調適及多感官課堂活動, 為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提供抽離學習, 

以照顧個別差異及提昇教學及學習效能。 

 

2)課後學習支援計劃 

學生能投入參與社交訓練及各項學習技巧訓練小組 (社交小組、讀寫小組、字詞小組

及專注力小組) , 並在社交溝通能力、學習技巧能力和專注力方面有所提昇。 

 

3)校本言語治療服務 

本年度向香港言語及吞嚥治療中心, 購買了全年 29 次, 合共 193 小時之服務,  為有言

語障礙之學生安排了校本言語治療訓練(個人或小組訓練), 加強學生之語言能力。此

外，亦為本校提供了家長工作坊、學生講座、學生攤位活動和教師通訊，大都順利進

行，如期完成。(見附件) 

 

4)小一及早識別計劃 

教師透過填寫量表，識別出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生，與教育局之校本人理學家一 



同開諮商會議以討論及檢視學生學習情況，並作跟進。 

 

5)LAMK 卷 
教師在 6 月中，如期安排有特殊學習需要或成績稍遜之學生完成 LAMK 卷，並交由

學生支援組安排批改，並把數據作一統計。 

 

6)評估調適 

本年度已為有特殊學習需要之二至六年級學生提供了抽離及加時之評估調適。 

 

學生支援組(反思) :  

 

1) 加強輔導教學的各項工作都能順利進行及如期完成。來年度會如常繼續進行。 

 

2) 來年度之各項課後學習支援計劃小組仍然可由本校老師負責或外購課程，向有特

殊學習需要之學生提供服務。 

 

3) 香港言語及吞嚥治療中心的高姑娘，能因應本校之需要，提供了合適之校本言語

治療的活動、講座和訓練。 

 

4) 來年度仍會透過填寫小一及早識別計劃量表，識別出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生，並

作跟進及支援。 

 

5) 經開會檢討，來年度仍會如常繼續安排及分配老師人手，向有特殊學習需要或成

績稍遜之學生作一抽離，以完成 LAMK 卷。 

 

6) 來年度會如常為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生提供抽離及加時之評估調適。 

 

「加強執行能力計劃」(成就) 

   為強化 ADHD 學生的良好行為和學習成效，推動教師試用由教育署提供的「提 

升執行計巧（課室支援）」教材套，幫助學生投入及專心課堂學習。 

已完成事項如下： 

   A．28/9/2017 有關老師們完成評估該班 ADHD 學生上課行為情況。 

   B．11/10/2017 為有關老師們進行「提升執行計巧（課室支援）」教材套使用簡介。 

   C．16/10/2017- 5/1/2018 教師使用教材套支援課室管理及學生。 

   D．5/1/2018 教師完成支援成效表。 

   E．29/6/2018 總結該教材套成效。 

 

「加強執行能力計劃」(反思) 

－有老師表示此課室支援模式可時刻提醒學生注意上課的表現，並表示會繼續使用。               

－ 有老師表示提示卡功能周全，如功課檢示清單、課堂常規表及執拾書包清單詳細 



   清晰，給予學生很大幫助，如能放大貼在當眼處更理想。 

－有老師表示提示卡可減少老師使用語言重覆提示，只要展示提示卡，專注力不足的   

  學生會即時警覺。但初期需時講解和練習。               

－ 有老師試用教材套用於有情緒問題學生身上，表示效果一般。 

 

總括來說，本年度大部份使用「加強執行能力計劃」教材套的班級成效正面，故鼓勵教

師仍可按各班及各 ADHD 學生情況及需要，彈性使用不同課室支援策略。另由於教材

套較適合低小學生，故來年度繼續使用此教材套協助低小 ADHD 學生。 

 

公民教育組(成就) 

1. 升旗禮 

   於 2017 年 9 月 29 日於陳福榮廣場順利舉行，全校師生及職工參與。 

 

2. 慈善花卉義賣 

本年度於 2 月農曆新年時為香港公益金籌款。 

 

3. 立法會參觀活動 

六年級兩班隨常識科老師於 2018 年 5 月 25 日上午參觀香港立法會大樓。 

 

   4 . 參觀公民教育資源中心 

      2018 年 7 月 5 日上午二年級 3 班參觀公民教育資源中心。 

 

5.其他德育及公民教育活動 

公益少年團@綠色先鋒於上學期 12 月 15 日參觀「綠田園之生態遊」，團員學習有

機耕種的知識；團員學習界水仙球為公益金籌款；團員於下學期 2018 年 2 月 2 日

參加「濕地公園遊蹤」，為公益金籌得$1475；2018 年 7 月 12 日團員參加「海洋公

園學習之旅」，學習環保知識。 

 

公民教育組(反思) 

 1. 升旗禮 

    每年學校會於 9 月 29 日舉行升旗禮，讓全校師生及職工參與。升旗禮能讓我們   

    提高國民身分認同，也能讓外籍學生體驗升旗禮的意義。 

 

 2. 慈善花卉義賣 

   是次籌款活動能讓學生參與種水仙球活動，但因教育局宣佈停課，故團員未能參

與義賣工作。 

 

 3. 立法會參觀活動 

   參觀香港立法會大樓能讓學生對香港特區政府的架構和一般立法會的行常工作  

   更了解，增加他們的認識。 

 

4. 參觀公民教育資源中心 

   是次參觀活動讓學生對個人的成長有進一步的認識。透過分組活動，明白要彼此  



      尊重；藉着導賞員的講解和引導，讓學生更了解自己的權利和義務。 

 

5.其他德育及公民教育活動 

  公益少年團@綠色先鋒於上學期 12 月 15 日參觀「綠田園之生態遊」，團員學習

有機耕種的知識；團員學習界水仙球為公益金籌款；團員於下學期 2018 年 2 月

2 日參加「濕地公園遊蹤」，為公益金籌得$1475；2018 年 7 月 12 日團員參加「海

洋公園學習之旅」，學習環保知識。各團員於本學年積極參與不同的活動，六年

級有 5 位成員獲得基本級(粉黃色徽章)。 

 

內地姊妹交流計劃 （成就） 

   一）高小學生考察學習交流活動 

       全年活動均能按時間表，順利完成。 

       11-28/10 宣傳活動及招收參加者成為組員 

8-22/11  工作坊（一）簡介交流活動內容＋自我介紹訓練 

                 工作坊（二）致筆友書信及聖誕卡寫作訓練 

                 工作坊（三）訪問筆友技巧＋禮儀訓練 

24/11  寄出致筆友的第一封信 

4/12   家長簡介會＋出發前備忘會 

13-15/12 懷集學習體驗之旅(三天兩夜），活動大致暢順。 

A．參觀四會陳村造紙及懷集縣「世外桃園」 

B．「梁村中心小學」學習體驗日 

1．體驗友校升旗儀式＋參與大課間活動 （天雨取消） 

2．結對學生分組隨班就讀 

3．結對學生參觀校園＋進行筆友交流活動  

4．結對學生齊參與書法課 

5．分組家訪筆友活動 

6. 中港足球友誼賽 

                  C．1. 到果園採摘柑桔活動  

                     2. 探訪文星福利院學生 

17/1-7/2   工作坊（四）懷集之旅後記寫作訓練 

         工作坊（五）懷集之旅口頭匯報訓練 

         工作坊 （六）致筆友小油畫及新年賀卡製作 

12/2    寄出學生 DIY 油畫及新年賀卡 (惜被海關扣查退還本校) 

5/5/2018 懷集之旅分享會＋頒獎禮 



  24/6+6/7/2018 成果展示＋放置姊妹學校活動展版 

 

二) 本校教師與內地友校交流活動 

原訂安排本校老師到內地姊妹學校進行交流活動，已改為邀請姊妹學校師生

訪港交流。「姊妹學校訪港交流」於13-15/6/2018舉行，各項活動安排大致順

利完成。 

A) 齊來認識我們的地質公園 

活動因天雨關係臨時取消，並以參觀校園及筆友茶會小聚代替。 

B) 齊來愛護我們的地球 

參觀海洋公園及環保教育工作坊( 鯊魚 / 熱帶雨林) 。鯊魚工作坊因館內有

臨時維修工作進行而取消，改往熊貓館進行工作坊。園內活動深受友校師生

歡迎，各項遊覽活動均順利進行。 

C) 齊來認識我們的學校 

歡迎禮、醒獅表演、筆友互相致送紀念品、參與英語專題匯報和隨班就讀「同

做蛋糕」英語活動均能按安排順利進行。動手做蛋糕環節特別受姊妹學校師

生歡迎，外籍英語老師與內地教師交流「活動教學」心得。 

 

內地姊妹學校計劃 （反思） 

 

 (一) 高小學生考察學習交流活動： 

 2017年12月13-15日，本校在徐主任帶領下，五位老師及二十四位高年級同學一

同到內地廣東省懷集縣進行參觀、考察、探訪及學習等活動。 

 

 透過體驗學習活動，讓學生了解兩地不同的學習文化。透過參觀及探訪活動，

擴闊學生視野，認識中國文化，增廣見聞。此外，校方更安排學生配對內地姊

妹學校學生成為筆友，讓學生們互相認識，延續交流，促進友誼。 

 

＊＊安排學生探訪姊妹學校及參與交流活動，學生能初步認識兩地學校情 

況的異同。由於天氣關係，我校學生是次未能體驗到友校升旗時的莊嚴、大會 

早操場面的震憾和當地學生們邊唸三字經邊做早操的認真。幸學生在隨班就讀 

、足球比賽、學習用大毛筆寫書法等活動中能體會友校學習文化、當地學生上 

課的學習態度、我國文化的承存等，都讓我校學生大開眼界。他們在交流及參 

觀活動時的表現積極，甚為投入。來年可延續及深化這活動。 

 

＊＊探訪學校期間，配對學生成為筆友，保持聯繫，增進彼此友誼。學生於交   

流活動中，能提升與人溝通的能力及自我表達能力。回港後亦能以文字及    

口頭匯報，展示與配對筆友的交流狀況及交流的感想。各小組老師在有關的工作 

坊所給與的指導，確實幫助同學個人成長、建立自信及自理能力。來年亦會繼 

續安排小組老師指導學生。 



 

＊＊家訪筆友和探訪留守兒童中心活動，學生表現好奇，他們能認識到國內人  

民生活情況的點滴，並明白幸福並不是必然的，懂得感恩，特別在飯前唸《感 

恩歌》那一幕，學生感受良多。來年度值得繼續深化此活動。 

 

＊＊安排交流團參觀當地名勝古蹟，學生對認識地道文化及造紙技術，甚感興 

趣。 來年亦會繼續安排這些能讓他們擴闊眼界、增廣見聞的參觀活動。 

 

(二) 本校教師與內地友校交流活動： 

    是次三天訪港活動分別有不同的活動專題進行，除第一天因天雨關係活動受影 

    響作出調整外，其他兩天的主題活動均順利完成。兩地師生在環保工作坊表現投 

    入，園內各項遊覽活動均深受友校師生歡迎，來年度可繼續推行此類活動。 

 

    校內活動安排大致順暢，令姊妹學校師生有最深印象的是參加了一節隨班就讀 

   「同做蛋糕」英語活動，他們一同上課，既能學英語，又能動手做蛋糕。師生      

    都感悟到我校「寓做於學、寓教於樂、輕鬆活潑」的教學方式。來年可繼續邀請 

    姊妹學校師生訪港與本校師生進行不同形式交流活動，交換教學及學習經驗，並 

    達到延續交流，促進友誼效果。 

  

 此外，於家長日及畢業禮展示學生成果及相片展板，能加強國民教育。來年可繼 

 續使用這時段展示學生學習成果，讓更多學生、家長及公眾人士關注和了解該活 

 動的目的及內容。 

 

 

活動組(成就) 

1. 秋季旅行 

本校大部分學生都参與活動，師生同樂，氣氛融洽，在課餘時拉近彼此關係。 

 

2. 聖誕表演活動及聯歡會 

老師介紹節日來源及教授學生節日的中英專有名詞，同學亦會參與表演 , 節目有 

音樂表演及話劇。表演完畢後，各班會舉行聯歡會歡度佳節。 

 

3. 農曆新年活動暨中華才藝表演 

各班均有精彩演出，家長亦積極參與活動，部分家長義工更擔當年宵攤位工作員，

攤位有花卉義賣、售賣新年食品、遊戲、揮春……而本地及外籍學生均會出場表演

富有中國文化的活動，例如朗誦、舞獅 、雜耍…… 

 

4. 頌親恩 

   活動以音樂節目為主，有非洲鼓、樂團及合唱團表演，最後由學生向家長獻上自製 



   的｢手巾花｣，不少家長都能抽空出席此項親子活動，加深彼此關係。 

 

活動組(反思) 

本校舉辦活動繁多，由於部分學生來自不同國家，文化有別，各人接受程度均有不同， 

未必能照顧所有學生喜好。在設計及組織活動上，本校會嘗試更多元化及不同形式的活 

動，務求不同國籍學生都能踴躍參與。 

 

家長教師會(成就) 

1. 第十九屆會員大會 (4/11) 

    第十九屆會員大會已於 4/11(五)2:00-3:00pm 於本校 N204 室順利舉行。當天有 11 

    位普通會員及 40 位當然會員出席。當天之會議紀錄已於 11/11 派發予所有會員。 

 

2. 親子同樂日 (16/3) 

    是次活動是與西貢社區中心合辦，共設參加者十分踴躍，参加人次非常多。財政方 

    面︰家校事宜合作委員會撥款$5000，支出$5000，收支平衡。 

 

3. 聖誕佈置(12/1/2017)及聖誕手工藝活動(5/12-8/12/2017) 

    利用同學完成的聖誕天使作品裝飾聖誕樹，使聖誕樹更好看。感謝家長義工的努 

    力，使活動一切順利，學校充滿聖誕氣氛。   

   聖誕手工藝活動於 5/12(二) - 8/12 (五)舉行，當天學生踴躍參加，是次活動同學學習 

   製作聖誕天使，學生踴躍參加這幾天的活動，作品作為佈置聖誕樹的裝飾，非常美 

   觀。參加家長義工亦十分踴躍。 

 

4.  聖誕自助義賣籌款活動(4/12-15/12) 

   本會首年安排於 4/12-15/12 進行自助義賣籌款活動，籌得款項$70。 

 

5.   9/4「親子體驗日」事宜 

    親子體驗日已於 4 月 9 日舉行，有 120 人參加。目的地是錦田鄉村俱樂部。 (家校 

    合作事宜委員會資助$5000 及本會已贊助$820)。         

 

6.  農曆年校園佈置(2/2/2018)及家長手工藝活動(23/1-26/1/2018) 

    是次手工藝活動主題是桃花暉春吊飾。參加校園佈置活動家長義工亦踴躍及投入， 

    低年級學生參與較踴躍。  

 

7.  農曆新年校本活動事宜 12/2(一) 

    由於流感關係，教育局宣佈所有小學提早放農曆新年假期，是次活動因而取消。 

 

8. 「激發自主學習的魔法」10/11/2017 (三) 及「同理同心文化共融」家長講座  

     6/6/2018(三) 

    前者共 38 人報名，主題有關好奇心及創造力，惜時間不足，未能提供互動工作坊。 

    後者講座共 14 人報名，實際參與人數為 11 人。幹事認為後者講座較難以講座形式  

    深入探討論。鄭佩珊姑娘亦幫忙收集了兩講座之家長問卷，各項評估項目均達滿意 

    或以上評分。 



     

9. 母親節家長手工藝活動(2/5-4/5 及 7/5) 

    五月份之母親節家長手工藝活動於上述日期午息時段於視藝室舉行。家長義工教授 

    學生摺叠母親節毛巾 cupcakes，並於頌親恩活動當天派發給同學，而同學直接轉贈 

    給母親，活動當天洋溢着温馨快樂的氣氛。 

 

10. 父親節家長手工藝(11/6-14/6) 

    由於學校需進行全港系統評估及基本能力評估，故是次活動取消。 

 

11. 「第二十四屆家長也敬師」運動 (17/5-31/5) 

    是次活動已於 17/5/2018-31/5/2018 舉行，每學生獲發心意卡一張，學生填寫心意卡  

    後，親手送給老師。是日下午，家教會亦於 3/7 下午預備了豐富的午餐與老師及所 

    有家長義工一起聯誼。當天老師們及家長幹事一起拍照留念。 



家長教師會(反思) 

1. 活動成功及順利。 

2. 活動成功及順利。 

3. 家長熱心投入佈置，活動順利。是次活動同學學習製作天使，同學能在預定時間 

    內完成作品;作品作為佈置聖誕樹的裝飾，非常美觀。早會時段先由李群如老師宣  

    佈，並在中午時段再由書記作宣佈的安排有助提醒學生參與活動。 

4. 是次自助聖誕義賣籌款活動能提升學生自行參與興趣及自理能力。 

5. 活動頗成功，參加者反應熱烈。大部分家長對是次旅行安排尚算滿意，惜場地設  

    施不足，較適合低年級同學遊玩。 

6. 農曆新年佈置及家長手工藝活動十分成功。學生們於四天積極參與手工藝掛飾製 

    作。這幾天參加活動的學生及家長義工也十分踴躍。     

7.   活動因流感肆虐停課而取消。 

8.   活動尚算成功。講座(一)內容充實，講者亦提供具體的例子作指引，講座內容達到 

    預期效果。講座(二)主題較難深入探討，又因天雨關係，是次活動出席人數不多。 

9.   活動十分成功，大部分同學們能自行摺製精美的「毛巾 cupcake」。作品亦加上學     

    生名字，方便派發。並於頌親恩活動當天早會時段派發給學生帶回家送給母親， 

    活動當天洋溢着温馨快樂的氣氛。 

10. 由於學校需進行全港系統評估及基本能力評估，故是次活動取消。 

11. 活動十分成功。活動能增添本校學生及家長尊師重道之氣氛。在通告內顯示老名，  

    使家長和學生們更清晰老師的姓名。本會亦於 3/7(一)預備了豐富的午餐與老師及   

    所有家長義工一起聯誼，使歡樂氣氛更濃。 

 

3) 加強常規訓練、提升學生自我管理能力 

訓導組(成就) 

訓導組 

1. 學生自律 

A 在校服整潔方面，學校要求學生穿著整齊的校服或運動服上課，絶大部分的同學

都能做到，遇有特別情況(例如學生因白色球鞋於雨天弄濕，會穿其他顏色的鞋上學)

學校會彈性處理。 

B 在抄齊手冊方面，1-2 年級的班別，老師會每天檢查學生的手冊， 3-6 年級的班別，

老師要求同學每天互相檢查手冊，確保學生抄齊手冊。 



C 準時上課方面，仍然有學生因為遲到而被記缺點，但整體遲到的學生人數/次數較

以往少。 

D 排隊方面，上學期對新一年級集中進行了排隊秩序訓練，由於地方所限，今年只

有一至四年級排隊上課室，五至六年的學生則由風紀帶上課室。一至四年級的學生

在排隊方面表現較好，五至六年級的學生則需要改善。 

 

2. 有效的班級管理 

A 各班的班主任老師透過陽光電話等有效的方法，與家長保持良好的溝通，對學生

的成長有很大的幫助。 

B 各班均設有自己班的主題及「一生一職」，一方面加強學生對班級的歸屬感，另一

方面讓學生發揮自己的潛能。 

 

3. 小組訓練計劃 

A 風紀小組訓練 

風紀是學校的領袖生，幫助學校管理學生的秩序。風紀生透過領袖訓練，對平時的

值日工作幫助非常大，不但能提升風紀生面對困難的解難能力，也提了升風紀生的

自信心。風紀小組訓練主要在星期四 2:30 分至 3:30 分進行，每月進行 2 次的小組訓

練，全部風紀均能參與，減少以往因為風紀訓練與其他訓練重疊，令部分風紀未能

參與小組訓練的情況。風紀訓練主要分兩段時段進行，九月初是舊風紀的訓練，主

要是重温風紀值日技巧及注意事項。十月開始，風紀小組主要是給新風紀的訓練，

訓練學生如何執行風紀的工作及解難的能力。下學期的訓練主要是訓練新舊風紀的

合作，提升風紀執行工作的能力。整個風紀訓練計劃共有 3 次的戶外活動，透過活

動整合全部風紀，訓練大家的合作及溝通能力。全部風紀都表示接受訓練後讓自己

更有信心執行風紀的工作。 

 

B 飛鷹少年訓練計劃活動主要包括：1.訓練小組  2.宿營活動  3.戶外遊踪，活動深

受學生的歡迎。今年共有 16 位同學參加飛鷹小組的訓練，參加者部份是缺乏社交能

力、情緒控制弱的學生。小組訓練活動以小組訓練加上歷奇訓練活動為主，分上、

下學期進行，次數較以往集中在下學期進行的次數為多。經過約 6 個月的訓練，大

部份學生的社交技巧、解難能力及自信心皆有所提昇，部份學生的行為問題更有明

顯改善。整體而言，參與的學生在行為、與人相處或信心表現自己方面都有明顯的

進步。 

 

4.  午休活動能為學生帶來放鬆心情的作用，學生對午休活動投入程度很高，特別是籃 

   球活動，透過活動，培養學生之間互相尊重及合作的精神。學生也能遵守午休活動 

   的規則。透過各類講座活動、早會及週會，讓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 

 

訓導組 

反思： 

1. 上課準時方面，個別學生的表現仍不足，大部分是因為家長未能配合而遲到，希望

下學年透過班主任多與家長溝通，了解學生遲到的原因，探討改善的方法。 



2. 今年只有一至四年級學生需要排隊，五至六年級學生則由風紀帶上樓層，老師在課

室門口接學生。故一至四年級學生的秩序表現較好，五至六年級的學生則需要加強

訓練。 

3. 有關課室清潔活動則未有進行，需要改善。 

4. 「飛鷹少年計劃」和「風紀小組」訓練時間提前在下午 2:30-3:30 進行，學生的參 

     與率高，下學年仍會以這段時間為主。 

 

成長的天空: 

 

成長的天空(成就): 

1. 「成長的天空」計劃輔助課程 

• 今年的小四及小五ＵＡＰ小先鋒輔助課程已順利結束。本年度識別問卷主要針對本

地學生，同時邀請所有三年級的中、英、數科任老師推薦有較大成長需要的學生入

組。其中小四被識別為正向的學生人數為 10 人，最終參加人數為 17 人（包括八名

推薦學員），完成人數亦為 17 人。小五輔助課程參加人數為 15 人（其中有一名學員

退出），完成人數亦為 15 人。 

• 今年舉行的輔助課程活動包括：迎新及啟動禮、挑戰日營、愛心之旅、再戰營會、

親子日營、優質教師工作坊、暑期加強計劃及結業禮。 

• 小四輔助小組課節安排在週四課後活動舉行，學生對活動反映積極正面，出席率理

想，平均出席率達 91%，而家長的活動平均出席率為 67%。小五輔助小組課節安排

在週五多元智能活動時段進行，大部分學生對 UAP 活動認同感高，表現積極投入，

出席率達 90%。 

• 除輔助課程活動外，應教育局邀請，小五 UAP 成員參加「成長先鋒」獎勵計劃，參

與社區和學校的義工服務，擔當「抗逆大使」，傳遞正面資訊，宣傳抗逆文化。 

• 本年度的活動報告已遞交教育局，其中按問卷統計，小四所有學員均表示於參加輔

助課程後更能控制自己情緒，逾 90%學員表示自己更能接受別人的意見，學會解決

問題的不同方法及變得更有目標。小五所有學員均表示於參加輔助課程後自己變得

更能接受別人的意見及學會解決問題；亦有逾 80%學員表示更能控制自己的情緒及

變得更有目標。 

 

2. 「成長的天空」計劃發展課程 

• 教學及支援： 

• 各班進度理想，每節教學時間充足，班主任亦對教材感到滿意。部分班主任反映因

發展課程於下午 2：30-3：15 進行，與部分同學課後活動時間相同，因此少數同學

未能出席發展課程。另外，由於課程設計主要針對本地學生，教導 NCS 時老師需於

課上提供較大的支援。 

• 班主任亦表示通過每節課完結後填寫的成長小記看見學生的成長，特別是部分平日

較被動的學生，亦會於成長小記與班主任分享自己的感受。 

• UAP 組員的情況： 

班主任反映學生於參加 UAP 小先鋒後，行為問題有改善，家長亦表示，學生變得更

自信及主動。 

成長的天空(反思): 

1. 「成長的天空」計劃輔助課程 



• 輔助課程進行順利，小四及小五 UAP 學員於活動期間表現積極主動，行為問題有所

改善。惟部分班主任反映，本年度活動完結後，部分家庭支援薄弱的小四學員表現

有所回落。因此，本校和社區中心同事協商於暑假期間舉行「成長的天空暑期加強

計劃」，為 UAP 學員在暑假期間提供更多活動機會。 

• 本年度小四 UAP 學員因家庭支援較薄弱，家長工作坊及親子日營參與度未如理想，

來年度考慮改變活動形式，鼓勵家長參加，提供更多親子互動機會，讓家長瞭解如

何支援學員，更好協助學生成長。 

2. 「成長的天空」計劃發展課程 

• 班主任表示雖課堂時間充足，時段安排卻未如理想。由於現時發展課程設於功課輔

導時段，而部分學生需於該時段參加課後活動，因此未能參與發展課程。 

• 部分班主任反映，發展課程教授的內容與常識科「成長列車」部分課節相同，有經

商討，已整合重複內容的課節。來年度四至六年級班主任教授相關課節時，可因應

各班需求，選取合適的教材及教學流程。此外，為方便老師教授已整合的課節，明

年的四至六年級班主任需任教該班常識科。 

 

3)學與教 

課程策劃與組織 

為提升同學的學習能力，學校將持續優化校本課程，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機會給同

學，製造豐富的學習經歷。 

 

校本課程發展重點 

中文科：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課程 /普通話教中文課程 

英文科：小一至小三幼聯英語課程 

小四至小六主題學習課程 

數學科：英語教授數學課程 

 

A 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課程 

本校自 2007 年開始，小一開始招收非華語學童，為針對非華語學童的學習需要，

本校今年除透過正規中文課程外，亦利用抽離式校本課程，以照顧非華語學童的中文學

習需要。我們希望透過計劃提昇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有助他們學習數學、常識等科目，

並能協助非華語生更容易適應香港的生活。 

 

策略 

1) 利用經常津貼聘請中文科老師支援非華語學習中文，按學生能力分組上課。 

2) 成立專責小組，定期檢視進展。 

3) 在非華語生入讀小一時進行初步評估，檢視其學習情況。 

4) 非華語學童除在大班進行正規課堂訓練，校方還提供每星期二節課後抽離課程    

   程。內容︰一年級識字教學、二年級圖書教學、三年級寫作教學、四至六年級綜合

能力教學。 

5) 以中文科為本位的跨學科學習活動。 

 



B 普通話教中文課程 

 本校自 2007 年開始，在一年級部份班別推行用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現已擴展至

六年級。本校期望透過普通話教中文，在課堂上增加學生使用普通話的機會，讓學生使

用普通話學習時更具自信。 

 

C 幼聯小學英語課程 

 

 本校一至三年級推行幼聯小學英語課程，透過該課程，學生透過大量的故事閱讀、

遊戲、戲劇、小組活動，已提昇學生對學習英語的興趣。縱觀上述課程發展重點都能達

到預期的成效，上述的工作不但能針對本區學生的學習上的需要，亦能加強學生在技能

和態度上的培育，增加學生對學校及社區的歸屬感。 

 

D 電子學習劃 

為配合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學校獲撥款進行無線網絡基礎設施。有關工程經已完

成，全校課室及特別室已連接互聯網以配合師生於課堂中使用電子學習。與此同時，學

校已購置多部平版電腦及其支援設備供師生使用，本學年各科應用平板電腦推行電子學

習，使課堂更為互動，提升學習興趣，培養學習精神。 

 

4)學生成長的支援                      

就以下項目，本校提供相關支持措施︰ 

1. 透過「小學加強輔導教學」計劃，安排需要輔導的學生在原班抽離，以小組形式進

行小組教學及支援。 

2. 為有讀寫障礙或中文讀寫能力較差的學生提供課後支援訓練小組。 

3. 為有情緒或社交上有特殊教學需要的學生提供課後社交訓練小組及支援。 

4. 為有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的學生提供課後專注力訓練小組及支援。 

5. 為有言語障礙的學生提供個別、小組治療服務及協作教學。 

6. 為低收入家庭的學生提供支援，以增加自信心及學習的機會。 

7. 協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適應融合教育之一般學校生活。 

8. 協助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 

9. 增加教師對不同學習需要學生的認識，促進「融合教育」、「全校參與」的實踐。 

 

成就: 

1. 本校老師認同並推行「全校參與」的融合教育模式政策、資源及支援措施照顧有特

殊學習需要的學生。(見附件) 

2. 本年度學校以招標方式選用了香港言語及吞嚥治療中心為有言語障礙的學生作出

支援，合作推行「校本言語治療計劃服務」。 

3. 根據成績統計，部分參與輔導教學及加強輔導教學的學生成績有所改善。本年度有

20 位加輔組學生，他們以抽離形式上課，科目為英文科為主。 

4. 根據老師觀察，大部分參加課後功課輔導班的學生能在學校完成所有功課。 

5. 在 8 月，為小一新生進行「小一適應課程」，幫助學生及早適應小學生活，家長都

樂意安排學生參加，並認為此課程對學生很有幫助。  

6. 12 月內已安排小一班主任及科任老師為小一學生填寫「小一及早識別」量表，識別



有學習困難的學生，再由教育局校本心理學家到校與班主任及科任老師進行諮商會

議檢視學生學習情況，並作跟進。 

 

7. 學校與西貢社區中心合作，為小一至小三有情緒社交上有特殊學需要之學生提供

「社交溝通無障礙｣---社交能力提昇小組支援課程，課程分上下學期，共兩小組，

安排組內有 6 位學生參與。訓練包括遊戲、活動訓練及藝術治療。大部分學生在情

緒、社交溝通技巧及自信心方面都有些微進步。 

 

8. 學校亦安排本校老師及外購服務機構導師為小三至小五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生，提

供上下學期各一組的讀寫課後支援課程，每組約 6 至 8 人進行。課程包括口語能力、

語素意識、字形結構、書寫、認字方法、簡單語法知識、閱讀理解策略、及簡單寫

作各個範疇。老師經過整合課程，安排了合適之活動及訓練。大部分學生在讀寫技

巧及自信心方面都有些微進步。 

 

9. 學校與社工合作為小二至小六有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之學生提供「專心多一點｣

---專注力提昇支援課程。訓練課程包括遊戲及活動訓練。大部分學生在專注方面都

有些微進步。 

 

反思: 

1.  本校仍然繼續推行「全校參與」的融合教育模式政策、資源及支援措施以照顧有 

    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 

 

2.  本校仍然繼續為有讀寫障礙或成績稍遜的學生提供加強輔導班教學。 

 

3.  課後支援小組課程能於課外時間額外提供支援及技巧訓練，因此仍建議下一學年繼 

    續舉辦以上各項支援小組以配合校本之需要。 

 

4.  本校仍然繼續為有言語障礙的學生提供校本言語治療服務。 

 

5)回饋與跟進 

1) 本年度持續以課室小組互動學習為課程發展重點，透過增聘老師進行分組教學，共

同備課、同儕觀課，提升教師對小組學習的認識，並強調提問技巧在課堂教學上的

重要性。而考績方面，則重視以學生的角色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效。 

 

2) 來年度期望學生能透過各科組的學習活動，培養學生 STEM 能力的發展。此外，鼓

勵學生多閱讀，透過獎勵計劃，培養學生閱讀不同類型的書籍，並透過網上學習平

台，促進學生自學的能力。 

 

3) 為提昇學生的學業水平，必須有策略地就著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適切的照顧。

來年度會加強照顧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的發展及需要，以提高學習效能。 



 

6)附件 

支援非華語學童學習中文計劃 

目的︰提昇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有助他們學習數學、常識等科目，並能協助非華語生

更容易適應香港的生活。 

模式︰全校全方位參與模式 

 

策略 

1) 在非華語生入讀小一時進行初步評估，檢視其學習情況。 

2) 非華語學童在大班進行正規課堂訓練，並以抽離式作小組訓練。課後抽離中文學習

小組學習時間︰下午 3︰30----4︰30 

內容︰由一年級識字做起，至二年級進行大量閱讀，三年級進行寫作訓練。 

策略︰一)創設情境，提供完整語段  二)圖片輔助   三)轉化學習材料 

組別︰分三組進行，一年級一組、二年級一組、三年級或以上合為一組。 

3) 大哥哥大姐姐伴讀計劃︰星期二、四早上 8︰15—8︰35 由高年級同學為低年級非華

語學生進行伴讀計劃。    

4) 購買視聽教材支援非華語學童學習中文。 

5) 聘請多位中文科老師支援非華語生學習中文。把每班人數拆細分組上課，如 2 班 3

組、3 班 4 組等。 

6) 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促進學生融入社會。 

 

推行「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的政策、資源及支援措施周年匯報 

( 2017 / 2018 學年) 

I.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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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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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學加強輔導教學計劃；及 

-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III.支援

措拖及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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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老師作統籌，成員包括校長、副校長、加強輔導班

教師及駐校社工等等，而各班主任及科任老師亦配合推行各項有關措施。 

- 安排抽離之加強輔導班，為學業成績稍遜的學生提供小二英文、小三英文

及小六英文的加強輔導班教學； 

-  向香港言語及吞嚥治療中心購買「言語治療服務」，為有言語障礙的學生

提供每個月約兩至三次的小組/個別言語治療/訓練； 

-  在班主任老師協助下，安排一星期有四天，為有需要的學生在導修課時提



供功課上的輔導；  

_  在課後安排支援小組，以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  向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課堂學習、家課和測考調適，又透過課堂老師觀察，

及記錄學生的學業成績，在適當的時候，與家長聯絡及溝通； 

-  安排「資優教育 : 領袖培訓課程」計劃中入選學生，在下學期為小一及

早識別有學習困難之學生提供自理及功課上的協助； 

_  提供家長教育或交流機會，包括言語治療講座/工作坊及小組分享會，讓

家長了解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習需要、特性和支援方法；及 

_ 邀請校本教育心理學家，為教師提供「精神病患新增類別」的培訓講座，

以便向教師介紹，並協助了解相關病患之學生的特質及合適的教學方法和

策略等。 

 

校本言語治療服務周年報告 

本校於二零一七 至 一八學年，運用「加強言語治療津貼」外購言語治療服務，由香港

言語及吞嚥治療中心提供服務。言語治療師約每周訪校一天，於本學年駐校共 193 小

時。言語治療師按照學年初擬訂的「校本言語治療服務計劃」，在預防、治療和提升的

三個範疇，分別為學生、教師、家長和學校提供支援。  

  

(一)成效檢討 

甲． 預防方面  

1.  轉介機制  

在本學年，學校仍沿用上學年的轉介機制，於二零一七年九月及十二月向教師派發「語

言問題識別問卷」，以便他們及早轉介懷疑語障學生接受言語治療師評估。在本學年，

教師共轉介了 5 個新個案，當中全部(5/5, 100%)診斷為語障學生。另外，有 8 名學生由

醫院、學前機構或衞生署轉介，當中 7 人(7/8, 88%)診斷為語障學生。 

 

乙.  治療方面  

言語治療師在本學年評估了共 34 名學生，當中 33 人被評定為語障學生。其後一名學

生家長不同意接受服務，因此餘下 32 名語障學生。言語治療師在二零一七年九月至二

零一八年七月期間為 32 名語障學生(32/32, 100%)提供治療。  

學生的語障問題分析如下： 

1. 個別及小組治療 

本學年開辦的小組治療，包括構音小組、提升詞彙及句式小組、工作記憶力小組、社交

小組、敘事小組，以及聲線護理小組。不同程度的語障學生所接受的節數大約如下: 

 個別或小組治療節數 平均每節分鐘約 

輕度個案 全年接受 4-13 節 20-35 分鐘 

中度個案 全年接受 14-17 節 

*一名下學期 4 月轉介的個案接受了 7 節訓練 

25-35 分鐘 

嚴重個案 全年接受 18-19 節 

*一名下學期轉介的個案接受了 12 節訓練 

30-35 分鐘 



 

每節治療課平均需時 

個別 小組 

25-35 分鐘 30-35 分鐘 

 

經過治療後，學生的語障問題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有 4 名學生在個別語障範疇中程度有

改善，佔整體治療人數 13% (4/32)。其中 2 名學生的語言能力提升至同齡學生的水平。

另外，在屬於中度溝通障礙及嚴重溝通障礙的學生中，各有 1 名學生的語言能力分別提

升至輕度及中度溝通障礙。現在有 30 位學生需繼續接受治療，扣除剩餘 2 位小六升中

的語障學生，二零一八年九月將有 28 位學生需繼續接受治療。 

在個人治療目標方面，全部學生均有不同程度進步。有關詳情載於個別學生的治療進度

報告內。  

治療前後學生語障類別及程度分佈 

  
語障程度 語言 發音 聲線 流暢 

治療前 

輕度 21 16 17 0 2 

中度 7 6 1 0 0 

嚴重 4 4 0 0 0 

正常 1 7 15 33 31 

17-18 需治療人數 32 26 18 0 2 

治療後 

輕度 20 14 16 0 2 

中度 7 7 1 0 0 

嚴重 3 3 0 0 0 

正常 3 9 16 33 31 

18-19 需治療人數 

30 24 17 0 2 (包括六年級升中學生) 



 

17-18 年度治療後學生語障問題年級分佈 

17-18 年級 18-19 年級 語障人數 語言 發音 聲線 口吃 

1 2 8 5 5 0 0 

2 3 7 7 2 0 1 

3 4 9 7 5 0 1 

4 5 3 4 3 0 0 

5 6 1 1 0 0 0 

6 升中 2 0 2 0 0 

總人數 30 24 17 0 2 

扣除升中學生 28 24 15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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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長及老師諮詢 

言語治療師邀請語障學生的班主任於課後出席諮詢會議，讓老師了解學生的語障問題和

支援方法。有 26 名語障學生之中文科教師(26/32, 81%)曾最少出席一次諮詢會議，與治

療師商討學生在班中的表現及支援方法。 

家長諮詢方面，治療師曾透過觀課、面談或電話諮詢，接觸 28 位(28/32, 88%)語障學生

之家長，當中有 8 位(8/32, 25%)名語障學生之家長曾出席言語治療課節。治療師亦於家

長日(2017 年 11 月 26 日)邀請 15 名語障學生之家長面談，即時示範治療技巧，確保他

們了解學生的語障問題和支援方法。 

 



3. 教師通訊 

為加強老師對全校語障生的認識，治療師於下學期完成所有新轉介評估後，向所有老師

派發「老師通訊」，告知老師本年度的語障學生概況及分佈，並分享個案的注意事項及

協助技巧，讓所有老師都清楚學生最新的溝通情況。 

 

丙.  提升方面  

1. 家長講座 

治療師於 2017 年 12 月 1 日舉行「善用網上資源工作坊」，在講座中向初小的家長分享

網上資源及教材，以協助家長在家中改善及提升學生的語言技巧。當日有 7 位家長出席

工作坊，所有家長(7/7, 100%) 認同講座能提升他們對網上語言教材的認識，並有助他

們於家中使用教材來提升子女語言能力。 

 

2. 學生講座 

治療師於 2018 年 3 月 2 日為小一至小三學生舉行學生講座，提升全校同學對聲線護理

的意識。所有低年級隨堂老師(9/9, 100%)認同講座有助學生認識人體發聲的來源和提升

保護聲線的意識。 

 

3. 護聲攤位遊戲 

學生講座後，治療師於 2018 年 3 月 9 的午休時間設立攤位遊戲，讓小一至小三學生參

加。治療師先於 2018 年 3 月 2 日培訓 5 位高年級學生作為攤位助手，協助學生鞏固所

學的護聲知識。學生反應踴躍，合共 32 人參加攤位活動。為攤位站崗的高年級學生認

為活動有助提升低年級同學的護聲意識。 

 

(二)  資源運用  

本校於二零一七至一八學年獲撥款 117,570 元，並向香港言語及吞嚥治療中心外購言語

治療服務。言語治療師約約每周駐校一天，服務總支出共 106,150 元。 

 

二零一七至一八學年「加強言語治療津貼」收支表 

項目 收入 支出 

上年度結餘 $7,587.  

二零一七至一八學年「加強言語治療津貼」撥款 $117,570.  

外購言語治療服務  $106,150. 

購買言語治療訓練物資  $0. 

合計 $125,157. $106,150. 

結餘 =  $19,007. 



(三)  果效檢討 

 預

防 

治

療 

提

升 
期望果效 

達標

準則 

完成

度 

學

生

層

面 

✓   被轉介的學生會安排接受評估 100% 100% 

 ✓ ✓ 被診斷有言語障礙的學生會安排個別、小組或入班

的治療服務 
100% 100% 

 ✓  接受治療的學生在語言溝通方面有改善(觀察) 80% 100% 

老

師

層

面 

✓ ✓  教職員知悉如何透過有關機制轉介懷疑語障學生

(治療師觀察) 
100% 100% 

 ✓ ✓ 教師在諮詢環節的出席率(治療師觀察) 70% 81% 

 ✓ ✓ 教師認為個案諮詢有助了解如何為班中的語障學

生協助(問卷) 
80% 100% 

家

長

層

面 

 ✓  透過與言語治療師面談或電話諮詢，為家長提供諮

詢及跟進治療進度 
100% 88% 

 ✓ ✓ 家長在言語訓練課節的出席率(治療師觀察) 40% 25% 

✓  ✓ 家長認為家長工作坊能令他們了解如何運用網上

言語資源提升子女的溝通技巧 (問卷) 
70% 100% 

學

校

層

面 

✓  ✓ 
老師認為學生能透過護聲講座及攤位活動提升對

聲線護理的認識(問卷) 
70% 100% 

✓  ✓ 學生能透過參與攤位活動提升聲線護理的認識(治

療師觀察) 
70% 100% 

 



(四)  來年展望  

在新的學年，本校計劃延續二零一七至一八學年在預防、治療和提升這三個範疇的校本

言語治療服務，並會考慮加入下列項目：  

1. 本年度老師諮詢的出席率較往年高，治療師亦向所有老師派發了老師通訊，有效增

強溝通。下年度建議繼續加強治療師與老師接觸，安排個案會議，讓老師更全面地

了解語障學生各方面的表現，並運用有關技巧於班上支援學生； 

2. 繼續進行家長講座或工作坊，加強家長對語言及發音方面的知識，有助他們在家中

協助學生提升語言能力﹔ 

3. 為加強對家長的支援，可繼續鼓勵家長觀課，也可考慮撰寫家長通訊，介紹言語治

療、不同類型的語障及提升方法，以接觸更多家長； 

4. 由於攤位遊戲反應熱烈，下年度可以繼續進行，讓更多學生有親身應用技巧的機會。 

 

 

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 

評估報告書 
 

前言： 

本校在學年初撰寫好一份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計劃書，為全年訂立計劃目標、表現指

標、實施策略及重點工作。本校在這學年間，積極推行計劃書的工作內容，透過以往累

積的經驗及不斷的發展，部份工作已初見成效。以下將會就二零一七至二零一八年度全

方位學生輔導服務計劃書的內容，評估今年服務的成效及提供建議。 

 

I.) 目標 

1.1 學校著重對學生的品德教育，透過校本德育輔導活動，這學年主要以「包容」、

「盡責」及「尊重」為主題，培養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實踐良好品德。 

1.2 配合學生的成長及發展需要，在校內推行不同的預防及發展性活動、小組，幫

助學生發展潛能，並掌握適當的知識與技巧，以應付成長的挑戰。 

1.3 持續照顧有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按照他們的學習及發展需要，提供適當的支

援及訓練，幫助他們提昇學習效能。 

1.4 透過不同形式的家長活動及講座，推動家長積極關注子女的學習及成長需要，

學習正確的親子管教與溝通技巧。 

1.5 為教師安排適當的輔導培訓，以配合學校及學生的發展需要，提昇輔導及支援

效能。 

 

II.) 推行策略 

2.1 校本輔導活動 

今個學年本校繼續以多元化的形式，推行不同種類的校本輔導活動，期望配合

學生在不同階段的發展需要，提供相關的輔導活動，幫助學生掌握相應的知識、

態度及技巧，讓他們發揮個人潛能，積極面對及克服在成長中的各項挑戰。 



 

在德育及公民教育方面，本校繼續透過校本輔德育輔導計劃，培養學生良好的

個人品德。在這學年，本校特別以「包容」、「盡責」及「尊重」為主題，希望

培養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實踐良好品德。透過定期的週會、早會及特別設計的主

題活動，推動學生在生活中積極實踐今年的德育主題。 

 

本校在今個學年繼續與西貢區社區中心合作，申請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的

「區本計劃」，為本校為數不少的低收入家庭學生，提供較全面及補助式的學習

支援及個人成長活動，幫助他們愉快成長。 

 

2.2 家長工作 

 

學生輔導人員主要透過日常的家長面談及諮詢工作，教導家長親子溝通及管教

技巧。部份家長亦會主動聯絡學生輔導人員尋求協助，主要關於親子管教及學

生學習情況的問題。學生輔導人員亦會透過校內的展板，張貼一些動人的文章

或精要語句，傳遞一些促進親子溝通、管教之道的訊息。 

 

另外，學生輔導人員亦定期出席家長教師會的會議及活動，亦會協助家長教師

會統籌活動，從而協助推行有關家長教育的工作。 

 

學生輔導人員亦有協助舉辦家長講座，家長講座的主題主要配合整體家長的需

要，並在學生考試最後一天(放學前)舉行家長講座，希望能吸引更多家長出席

參加，盡力推行家長教育工作。雖然家長講座的參與人數不太多，但參與講座

的家長在過程中十分投入和主動，以小組分享和工作坊的形式進行，家長更能

明白及了解主題。 

 

2.3 學生輔導工作 

本校採取訓輔合一的輔導策略，設有訓育及輔導組，主要負責訓育、統籌諮詢

及輔導工作。主責老師為訓導主任，結合訓育及輔導角色於一身。 

 

訓導主任會與學生輔導人員保持緊密聯繫，當班主任或科任老師發現懷疑有需

要輔導的學生，會先作出初步處理及跟進，如發現學生問題持續或惡化，便會

尋求訓導主任的意見，視乎需要，決定是否轉介至學生輔導人員跟進及輔導。 

 

學生輔導人員會透過面談，包括約見學生、家長及老師，因應個別個案的需要，

作出家訪、個案會議或小組輔導跟進。如有需要，學生輔導人員亦會轉介學生

得到合適的專業服務，如教育局的教育心理學家、社會福利署的家庭輔導服務、

群育學校、特殊學校等。目標為協助學生處理及改善個人、學業、行為及情緒

方面的問題。 

 

 



就著個別個案發展的需要，訓育及輔導組會因應情況，召開特別個案會議，與

學生輔導人員共同商討一些特別的輔導策略，並透過教師會議向教師簡報個案

的進展，及建議教師可以配合執行的輔導策略。 

 

2.4 支援工作 

在日常的學生輔導工作中，學生輔導人員主要支援教師處理學生的學習、情緒

或行為問題，特別是一些經常在課堂出現情緒及行為失控的學生，教師可隨時

作出直接諮詢或尋求即時支援，以協助處理有關學生的問題，減少不必要的課

堂滋擾。 

 

本校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類別，主要集中在讀寫障礙及言語障礙為主，學生

輔導人員與學生支援主任，透過教育局及有限的學校資源，為這些學生提供不

同層面的支援服務，包括小一及早識別與轉介評估、家課及測考評估調適、加

強輔導教學計劃、課後功課輔導、讀寫訓練小組、社交溝通小組、專注力提升

小組、資優訓練及校本言語治療服務計劃。 

 

本校又積極運用社區資源，使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的工作更全面及多元化，這

學年曾合作過的機構包括西貢區社區中心、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循道衛理楊

震社會服務處、聾耳、和諧之家等，全年籌辦了不同的學生小組、講座、活動、

教育性講座、家長講座。 

 

III.) 個人成長教育 

推行概況及檢討 

- 2017 至 18 學年的個人成長教育，在全校小一至小六各級推行，共 18 班。

主要按教統局的課程建議，學習範疇集中在「個人發展、群性發展、學業、事

業」四方面，每個學習範疇均有三個學習重點，全年課程共十二節。本年度的

成長課，在常識課中推行，學生輔導人員亦會按個別班別的需要，與老師共同

合作帶領成長課。教師可按各班的特別需要調節教案內容，每兩至三星期上一

節成長課，並在授課前及授課後，與有關級別的老師分享及交流授課心得。 

- 整體來說，大部份學生都對參與成長課很感興趣，特別是對一些與他們有

切身關係的課題，學生的參與反應會更加熱烈及投入。普遍來說，低年級學生

參與成長課的表現，會較高年級學生投入，而學生也特別喜歡以遊戲形式進行

課堂。學生整體也樂意參與成長課，並能對課堂的內容作出正面的回應；但由

於非華語學生未必能以中文完全理解某些專有的德育名詞 ，老師會盡量把重

點詞語及內容翻譯，吸引他們學習興趣。  

- 另外，部份老師認為「新編成長列車」教材的內容豐富，內容顯淺易明，

能吸引學生閱讀，亦切合本校學生的需要。「新編成長列車」亦設有教學網站，

支援老師的教學，配套尚算充足。老師亦表示有時時間緊拙，未有足夠時間教

授。 

 

http://www.google.com.hk/url?sa=t&rct=j&q=%E5%AE%B6%E8%A8%88%E6%9C%83&source=web&cd=1&cad=rja&ved=0CD8QFjAA&url=http%3A%2F%2Fwww.famplan.org.hk%2Ffpahk%2Fzh%2F&ei=MAobUvTzCYfeigfFs4DYBA&usg=AFQjCNGP9L60j23lry_iVAtNMgj8pbkS1Q&bvm=bv.51156542,d.aGc


IV.) 校本輔導活動  

4.1 「2017-2018 校本德育輔導活動」 

 活動推行日期：  

推行時段 活動日期 週會主題 延伸主題活動 

2017 年 

10 至 11 月 

13/10/2017 及

17/11/2017 

「包容」 1. 你我大不同，一齊樂融融 

-拼圖塊創造比賽 

2017 年 12 月 

至 2018 年 3 月 

8/12/2017 及

26/1/2018 及  

2/3/2018 

「盡責」 \1. 你我有責輯影及繪畫比賽 

 

2018 年 4 月 

至 2017 年 7 月 

 

20/4/2018 及

18/5/2018 及 

9/7/2018 

「歸尊重」 1. 你我齊尊重填色及繪畫比

賽 

 

 

 對象及參加人數：全校學生 

 活動概況及檢討： 

 

- 活動結合德育及公民教育，以不同的獎勵計劃或全校參與的比賽/活動，透

過週會活動，推動學生在學校及生活上積極實踐良好的品德。 

- 這個學年共有三個德育主題，分別是「包容」、「盡責」及「尊重」，這些主

題都是按學生的德育需要及學校的發展而設定的，希望學生能在這學年，

分階段實踐有關德育主題。 

- 為了協助學生抗逆的重要性，在週會及班主任課會安排不同的活動 E.G.主

題短片、比賽等，讓學生進一步透過實踐及明白樂觀、解難、歸屬感對個人成

長的重要性。過程中，各同學積極踴躍參與不同活動，還會表達不同的期望。 

 

4.2 「2017-18 校園風紀訓練計劃」 

- 訓練推行日期：2017 年 9 月 – 2018 年 4 月 

時間表： 

- 上學期 : 

日期 時間 內容 

21 / 9 / 2017 (四) 14:30 -15:30 “舊”風紀訓練 

28 / 9 / 2017 (四) 14:30 -15:30 “舊”風紀訓練 

12/10 / 2017 (四) 14:30 -15:30 “新”風紀訓練 

19/10 / 2017 (四) 14:30 -15:30 “新”風紀訓練 

26/10 / 2017 (四) 14:30 -15:30 “新”風紀訓練 

9 / 11 / 2017 (四) 14:30 -15:30 “新”風紀訓練 

16/11 / 2017 (四) 14:30 -15:30 風紀訓練 (宣誓) 

17/11 / 2017 (五) 14:30 -15:30 “新”風紀  (宣誓) 

23/11 / 2017 (四) 14:30 -15:30 “新”風紀訓練 



30/11 / 2017 (四) 14:30 -15:30 “新”風紀訓練 

7 / 12 / 2017 (四) 14:30 -15:30 “舊”風紀訓練 

14/12 / 2017 (四) 14:30 -15:30 風紀訓練 

12 – 13 / 1 / 2018 (五~六) 12/1 14:00 – 13/1 ~13:00 風紀 2 日 1 夜訓練營 

25/ 1 / 2018 (四) 14:30 -15:30 風紀訓練 

27/ 1 / 2018 (六) 8:00 – 16:00 風紀訓練 (賣旗) 

 

下學期 : 

日期 時間 內容 

8 / 3/ 2018 (四) 14:30 -15:30 “舊”風紀訓練 

22/3/ 2018 (四) 14:30 -15:30 “新”風紀訓練 

24/3 / 2018 (六) 9:00 – 17:00 風紀訓練 (war game) 

10/4/ 2018 (二) 14:30 -15:30 “舊”風紀訓練 

12/4/ 2018 (四) 14:30 -15:30 “新”風紀訓練 

14/4 / 2018 (六) 9:00 – 17:00 風紀訓練 

26/4/ 2018 (四) 14:30 -15:30 風紀訓練 

 

- *“風紀訓練” 即代表所有風紀成員均需出席 

 對象及參加人數：小四、小五及小六風紀領袖生(58 人) 

 活動概況及檢討： 

- 校園風紀訓練的目標達成，出席率達致 80%以上，透過定期的集訓，加強

學生對風紀角色及職責的認識，並掌握執行風紀職務時的正確態度及技巧。透

過團隊訓練的活動模式，風紀可以學習與人合作及溝通的技巧，也可以從特別

設計的處境問題中，掌握處理困難的技巧，從而應用在當值時的實際處境上。

最終希望能提昇參與風紀的自信心及領袖才能。 

- 為了加強整隊風紀的團隊士氣，在學期初期，增加六次全隊風紀的訓練，

一方面可以鞏固現任風紀的當值態度及技巧，另一方面也可以令整隊風紀更加

團結合作。 

- 大部份風紀在參與小組及活動訓練時，都表現積極及合作參與，大部份學

生都已掌握執行風紀職務的基本態度及技巧; 但仍然有少數風紀，參與訓練時

稍為被動，需要進一步提升自信心、責任感。學生輔導人員建議表現未如理想

的風紀，來年亦應該再次受訓。 

- 除了小組訓練外，亦有風紀的宿營訓練，過程中，他們十分投入參與，活

動不但增加了團隊的合作精神，同時亦提昇了風紀團隊的士氣和歸屬感。 

- 學生輔導人員建議在下學年，應該繼續為風紀提供這項訓練，並建議活動

可以用簡單英語輔助說明，並集中訓練風紀的責任感和協助提昇學生對風紀團

隊的歸屬感，另外需要進一步提升風紀的紀律性。 

 

 

 



4.3 「2017-18 飛鷹少年訓練計劃」 

 

活動推行日期：10 月 2017 至 5 月 2018 年 

              上學期  面試日   9 月 26 日 2:30 – 3:30 

小組訓練 10 月 10 , 17 , 24 日 , 11 月 7 , 14 , 21 日 

     戶外活動 11 月 5 日 社區參與 

                             12 月 2 – 3 日 宿營(2 日 1 夜) 

* 以自我認識、情緒控制為主 

              下學期 小組訓練 3 月 20 日, 4 月 10, 17, 24 日, 5 月 15, 29 日 

         戶外活動 1 月 14 日 團隊比賽 

    1 月 27 日 服務社區(賣旗) 

    5 月 26 日 離島遠足 (解難任務) 

                   * 以群體生活，社交技巧為主 

對象及參加人數：小四至小六學生，共 16 人 

活動概況及檢討： 

- 活動目標達成，這計劃的主要對象為社交能力欠佳、解難能力較弱的學生。

計劃主要透過一些歷奇為本的輔導活動，幫助提昇參加者的人際溝通相處技巧

及面對逆境的解難能力，從而改善他們的社交技巧及增強自信。 

- 此計劃邀請西貢區社區中心協助合辦，與學校合作舉辦這個活動多年，五、

六年級的學生都對這個活動很有認識感興趣，踴躍報名參加。 

- 參加者整體上都很喜歡這個活動計劃，亦認為這計劃能夠協助他們學會與人

溝通，令他們明白團結合作的重要性，也能幫助他們學會解決困難的態度及技

巧。導師也認為參加者在人際溝通及解難能力方面，都存能提升。由於下年有

四、五年級成長的天空計劃訓練，因此飛鷹少年訓練下年會重點招募六年級的

學生。 

 

4.4 支援特殊學習需學生的服務計劃 

a.「讀寫樂趣多」---讀寫能力提昇小組 

 

 活動推行日期： 2017 年 10 月 至 2018 年 1 月 (共 10 節)  

(小四至小六; 每組 6-8 人) 

  2018 年 1 月 至 2018 年 5 月 (共 12 節)  

(小三至小四; 每組 6-8 人) 

                   

 對象及參加人數：懷疑有學習困難或已評估為讀寫障礙的學生 

   

 活動概況及檢討： 

- 這小組是外購服務，學生輔導人員主要幫忙協調小組在校內推行的事務 



- 這課程邀請了校內有相關特殊教學經驗的老師提供小組訓練，訓練內容主要

包括文字學習、抄寫能力、肌肉訓練、自我形象四個範疇; 希望能幫助學生掌

握正規的學習技巧，以改善有學習障礙學生的學習能力。 

- 課程的訓練形式很有系統，亦會以活動推動學生學習，根據隨堂協助老師的

觀察，學生的語文能力及學習技巧亦有些微進步。建議如常進行讀寫能力提昇

小組，以提高學生的語文能力。 

 

b.「社文溝通無障礙」---提升社交及溝通技能訓練小組 

 活動推行日期：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5 月 (共 22 節)  

(小一至小五; 每組 6-7 人) 

 

   對象及參加人數：懷疑或已評估為有自閉症、社交困難及情緒問題的學生 

 

活動概況及檢討： 

- 這小組與西貢區社區中心合作，學生輔導人員主要幫忙協調小組在校內推行

的事務，並邀請西貢區社區中心合作進行這小組。這個計劃，主要是支援校內

懷疑有自閉症及社交困難的初小及中小學生。教師主要幫忙協調小組在校內推

行的事務。 

- 這課程的內容集中在訓練學生的社交及溝通能力，主要是說話、互動及溝通

的訓練，課程是以活動、遊戲及藝術治療的形式進行，互動的機會很多，學生

積極投入和參與。在這個課程中，負責導師定立規則及用了獎勵的計劃，鼓勵

了學生在活動上遵守規則，也增加了學生對活動的專注。 

 

c.「專心多一點」---專注力提昇小組 

 活動推行日期：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5 月  (共 22 節) 

(小二至小五; 每組 6-7 人) 

 活動概況及檢討： 

- 這小組是由本校學生輔導社工負責推行小組及有關的事務 

- 這課程主耍訓練內容主要希望能幫助學生掌握學校的規則，以改善學生的學

生學習上的專注能力。 

- 課程的訓練形式很有系統，亦會以活動、遊戲及執行功能推動學生學習，根

據社工的觀察，學生的專注力亦有所進步。 

 

d. 「字詞小組」---語文字詞訓練及學習技能提昇小組 

 活動推行日期：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5 月 (共 22 節)  

  (小二至小四; 每組 4-5 人) 

                   

 對象及參加人數：小一及早識別證計劃中懷疑有學習困難的學生(小二跟進) 

   

 活動概況及檢討： 

- 這小組是由教師助理在本校提供訓練小組，課程內容主要是跟據教育局之識



字教材，內容形式包括前後測試、語文字詞學習活動、教學及訓練各個範疇。  

- 根據教師助理的觀察，學生在語文字詞及學習技巧方面亦有些微進步。建議

如常進行字詞小組，以提高學生的語文能力。 

 

4.5 「情緒多面睇」小組 

活動推行日期：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6 月(共 20 節)  

對象及參加人數：小一學生 

 

活動概況及檢討： 

- 目標達成，大部份學生表示滿意，及提升如何抒發情緒的技巧。學生輔導員

也會透過運用不同的美術材料，讓學生發揮藝術潛能，創作屬於自己的藝術

品，並以藝術創作為平台，讓學生抒發內心的感受和情緒。此外，參加者亦可

以一起製作集體作品，從而促進彼此的溝通和合作，讓學生明白互相合作的重

要性。 

 

4.6 學童成長支援計劃 

 活動推行日期：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7 月 

活動名稱 

學習加油站 

小提琴班 

綠色先鋒 

服務對象：本校低收入家庭的學生 (領取綜援或書簿津貼全額的學生優先考慮) 

 

活動概況及檢討： 

- 這個計劃是由教育統籌局資助的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的區本計劃，目

標主要是希望透過這計劃提高本校清貧學生的學習效能和興趣、擴闊他們在課

堂以外的學習經驗，並增強他們的自信心。 

- 計劃內容主要分為功課輔導、文化藝術活動和義工訓練。學生輔導人員主

要幫忙協調推行計劃內的活動，安排合資格及有相關發展需要的學生參與合適

的課程、活動或小組，及協助活動的推行。 

- 整體來說，這個計劃在這學年的推行順利，學生的參與及成長正面，成果

令人滿意。計劃的目標基本都已能夠達到。期望下學年，仍會繼續與社區中心

合作推行這個計劃，幫助本校低收入家庭的學生。 

-  

4.7 和階之家-和情緒教育流動服務 

- 活動日期：2017 年 3 月 6 日和 3 月 7 日(星期一、二) 

- 對象及參加人數：小一至小二學生，約 140 人 

活動概況及檢討： 

- 這次活動主要情緒教育車內的多煤體遊戲、短片及車外展板、手工習作等，

讓同學能在輕鬆環境下，促進正面情緒發展，並進一步識別有家庭暴力學生及



其家庭，作出適切介入。學生十分喜歡該活動，並踴躍回答工作員的問題。 

 

4.8 性教育講座 -「我愛青春期」 

- 活動日期：2018 年 1 月 30 日(星期二) 

- 對象及參加人數：小五及小六男女學生，共約 110 人 

活動概況及檢討： 

- 本年度性教育講座邀請了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的講者負責主講。 

- 講座以「兩性相處」為講題，幫助學生認識在青春期，男女成長的「生理」

及「心理」發展差異，學習兩性相處之道。 

- 踏入青春期的學生，由於「生理」及「心理」的變化，令他們對異性產生

好奇，但基於不全面的認識，學生對於異性相處的態度、「友誼」及「戀愛」

的觀念，可能都會有不當或混淆的認識及表現。透過「兩性相處」這講題，學

生能加深對自己及異性在青春期的成長和變化、了解性別角色的分別等，從中

掌握正確的性觀念及與異性相處之道。學生參與講座時雖然有點害羞及尷尬，

但整體參與是很投入和專注，講解的內容，與男女學生的生理轉變息息相關。 

- 整體而言，是次講座基本目標已達成，也切合學生的實際需要。 

    

V.) 個案工作 

學生輔導人員在全學年共接見 35 位學生及其家長，並以正式個案及非正式個案的

方式跟進。 

5.1 正式個案 

承上年度結餘個案 : 3 個  

本年度新接理個案 : 0 個 

本年度結束個案   : 0 個 

個案轉結下年度   : 3 個  

 

5.2 非正式個案 

全年度共為 30 位學生提供非正式個案的輔導，非正式個案的類型主要是情緒、朋

輩及家庭問題，下年度約需跟進 6 位學生，如果有需要會轉為正式個案長時間跟進。 

 

VI.) 支援服務 

6.1 家長工作 

    「激發自主學習的魔法」- 家長講座 

 活動日期： 2018 年 1 月 10 日 (星期三) 

 對象及參加人數：本校一至六年級家長 , 共 32 人出席  

 活動概況及檢討： 

- 邀請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家庭健康教育及輔導中心負責社工主講，共有

32 位家長出席，大部份家長認為講者的講解都很清晰，透過不同的個案分析，

讓家長更能理解箇中的秘訣。  

http://www.google.com.hk/url?sa=t&rct=j&q=%E5%AE%B6%E8%A8%88%E6%9C%83&source=web&cd=1&cad=rja&ved=0CD8QFjAA&url=http%3A%2F%2Fwww.famplan.org.hk%2Ffpahk%2Fzh%2F&ei=MAobUvTzCYfeigfFs4DYBA&usg=AFQjCNGP9L60j23lry_iVAtNMgj8pbkS1Q&bvm=bv.51156542,d.aGc


 

「同理同心家長講座」- 家長工作坊 

 活動日期： 2018 年 6 月 6 日 (星期三) 

 對象及參加人數：本校一至六年級家長 , 共 10 人出席  

 活動概況及檢討： 

邀請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家庭健康教育及輔導中心負責社工主講，約 10

位家長出席，大部份家長表示講題很吸引，內容亦生動有趣及有關情境處理。 

VII.) 整體建議 

7.1. 由於近年持續出現學童自殺的情況，社會充斥大量負能量，加上問題隱憂

家庭支援較少，加上父母因工作而忽略子女的需要，使孩子迷失，因此學校應

繼續舉辦一些提升抗逆力的活動，讓學生更認識自己，從而學習解難。 

 

7.3. 在這學年舉行了兩個家長專題工作坊，參加的人數雖然不算太多，但出席

率已算不俗。以往在本校推行家長教育工作都不太容易，反應都較為冷淡，出

席率亦不太穩定。建議下學年仍可繼續嘗試配合適合家長參與的時間，盡力在

校內推行家長教育，內容仍然建議以親子管教與溝通的態度及技巧為主，因為

這是雙職父母及社經水平不高的家長，最缺乏的知識及技巧。推行形式可考慮

以較多互動的工作坊，或富趣味性的遊戲小組進行。另外學校比較多外籍學生

及家庭，因此，建議舉辦英語之相關講座，以支援更多外籍家長。 

 

VIII.) 財政 

運用「學生輔導服務津貼」，與西貢區社區中心購買服務，由該機構安排學 

生輔導人員負責提供駐校輔導服務。此外，亦透過與西貢區社區中心合作的課餘

託管計劃，獲得資助，向校外機構購買課後支援的小組服務。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或成績稍遜的學生的政策、資源及措施於學校周年報告匯報   

(附件) 

推行「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的政策、資源及支援措施 

(20   17   / 20   18     學年) 

I.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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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重視家校合作，建立恆常溝通機制，如陽光電話、家長日面談等…，

透過不同渠道，與家長一起商議有關支援學生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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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支援津貼；小學加強輔導教學計劃(重點在

P.2-P.6英文科)；全校參與模式的融合教育計劃；增補基金；及 加強言語治



療津貼。 

III.支援措

拖及資源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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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老師作統籌，主要成員包括: 校本教育心理學家、

加強輔導班教師、駐校社工、課程發展主任、相關主任級老師、各班主任

和各學科科任教師等。 

因應有需要時，會增聘1名教師或1-2名教學助理與全校教師以「全校參

與」模式照顧個別差異； 

安排抽離加強輔導班 / 課後輔導班，為學業成績稍遜的學生提供小二英

文、小五/亦英文之加強輔導班及小三至小四數學之課後輔導教學； 

因應有需要時，會運用增補基金，因應學生的特殊教育需要，為聽障學

生購置無線調頻系统、為肢體傷殘學生添置可調較高低的枱椅、安裝斜道

及為讀寫障礙學生添置讀屏軟件，讓他們更能投入學習； 

向相關專業機構，購買「校本言語治療服務」，為有言語障礙的學生提

供每一個月約一次的小組/個別言語治療/訓練； 

因應有需要時，會安排社工、教師或教學助理，以協作教學模式在課堂

上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在每天的班主任課 / 導修課時，班主任會因應需要而安排，為有需要的

學生提供功課輔導支援； 

向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學習、家課和測考調適，又透過課堂觀察，記錄學

生的學習成果，在適當時候，向家長報告； 

設立「大哥哥、大姐姐、小天使」計劃，為初小 / 能力稍遜之學生提供

合適的幫助； 

在初小階段，設立「朋輩伴讀」計劃，因應情況，協助非華語 / 有讀寫

困難的學生閱讀課外書，以提升他們的閱讀能力； 

因應需求，向家長提供教育機會，包括: 家教會家長講座、言語治療家

長講座、培訓班或家教會工作坊，讓家長了解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不同

學習特性，從而配合學校的措拖；及 

邀請教育局、專業機構、志願機構或地區性機構/團體，為教師提供培訓，

包括以「全校參與」模式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教導SEN學生的策略、

啟發潛能的新教學理念等。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