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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至二零一三年度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校務報告 

我們的學校 
 

(一) 學校簡介 

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位於新界北區打鼓嶺週田村，成立於一九四九年四月，當時名為

週田學校，屬私立性質，後於一九五六年得當時教育司署明鑒，改為津貼學校，翌年

籌建新校，並易名為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校舍於一九五八年正式落成啟用，最初有

課室四個，校長室、教員室、貯物室各一間及運動場一個。其後因學生人數激增，原

有課室不敷應用，乃擴建兩個課室及一所教員室，及後又建禮堂、菜園地、小食部及

康樂園地。至今，每個課室均設有投影器、電腦、圖書櫃及空調設備；校園花圃內設

有涼亭，供學生閱讀、談天或進食；校園內備有飲水機，為學生提供飲用水。本校校

園廣闊清幽，遍植花草樹木，空氣清新，全無噪音影響學生上課，為專心學習的理想

地方。學校新校舍包括三間帄房及一幢三層高新教學大樓，帄房校舍於2013年8月落

成，新教學大樓預計2014年6月落成。 
 

(二) 辨學宗旨 

本校以「誠、愛、勤、樸」為訓，而施教方針，是要達致德、智、體、群、美五育均

衡發展。注重學生品德培養，愛護環境，學習與人合作、明辨是非、做事認真、承擔

責任；教導學生汲取各科知識，掌握多方面的技能；鍛鍊學生有強健的體魄及增進藝

術修養，更要培養學生自愛自重，終身學習的積極人生觀，使他們將來能發揮所長，

成為一個良好公民，服務人群，回饋社會。 
 
(三) 教育目標 

學校總目標： 

1.為學生提供理想學習環境，營造良好的學習氣氛，使學生能愉快地學習及成長。 

2.注重學生品德培養，發揚校訓「誠、愛、勤、樸」的精神。 

3.建立良好校風，讓家長、教師、學生對學校均有歸屬感。 

4.提供以全人教育為目標的課程，滿足兒童在各階段智力發展及生活經驗的需要。 
 

(四) 學校管理 

本校法團校董會，成員共13人。組合如下： 

 

校董會成員組合 

成員 

年度 
辦學團體 當然校董 獨立校董 教員校董 校友校董 家長校董 

12-13 7 1 2 1 1 1 

成 員 包 括 ：   
校 監 ： 杒思源先生 

校 長 ： 朱國強先生 
辦 學 團 體 校 董 ： 陳素嫻女士、杒樹海先生、杒合全先生、杒建良先生 
  杒詠謙先生、陳敏斯女士、杒錦柱先生(替代校董) 
教 員 校 董 ： 賴長天主任、鄭家寶主任(替代校董) 
家 長 校 董 ： 胡穎潔女士、熊珊女士(替代校董) 
校 友 校 董 ： 李天麗女士 
獨 立 校 董 ： 打鼓嶺鄉事委員會主席(陳崇輝先生)、 

  打鼓嶺鄉事委員會副主席(林金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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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德育及公民教育 

本校一向十分重視培養學生良好的品格，德育及公民教育組與全方位學生輔導組、訓

育組為培養學生良好品德，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而努力。 
 

針對本年度目標：優化品德教育，培養學生正面的人生態度及良好的品格方面，除於

各學科內滲透正面價值觀及態度外，也透過校本生活教育課、班主任課、午間德育故

事及新聞分享、誦讀「弟子規」、校本「精彩人生」學生獎勵計劃等活動多方面加強

培養學生正面價值觀和態度。此外，定期邀請校外機構到校舉行不同主題的德育講座

及工作坊，如「做個盡責的寵物主人」、「優質的人生」、生命教育講座等向學生宣揚

各種正面訊息，鼓勵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各種良好品德。 
 

在加深學生對國家的認識，培養學生對社會的關心方面，本年度繼續舉辦「祖國知識

講你知」活動，透過分享，讓學生對祖國的地理及城市有更深入的認識。本年度更加

入「在國旗下講話」分享活動，透過分享歷史人物故事，希望學生能從不同的歷史人

物身上學習良好的品德和態度。學生亦能透過校內定期舉辦的時事知多少、午間德育

新聞分享、國慶週活動、「國情小博士」問答比賽等增加對國家的認識、對社會的關

心。 
 
(六) 家長及社區聯繫 

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家長教師會於1995年3月12日成立，成為家校合作及溝通的重要

渠道。本年度本會共有124個家庭會員，目的是協助學校提高教育質素及聯繫家長間

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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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於2012年12月20日舉行聖誕聯歡嘉年華，邀請了打鼓嶺明愛帅兒學校師

生及家長一同參與聯歡活動及攤位遊戲，當天約有250位參與者。透過聯校活動，加

強兩校之間的交流和互動，並透過不同的攤位遊戲傳播正面的價值觀。 
 

另外，家長教師會於2013年4月27日舉行親子旅行，地點為遠離繁囂鬧巿的沙頭角有

機農莊。當天，家長及學生都有機會親親大自然，大家都盡興而歸。家長及學生籍此

機會增進親子關係；而家長與教師之間亦加強了溝通。 
 

本校與區內很多不同的機構、團體淵源深厚，關係密切，不同機構、團體均對學校十

分支持，區內打鼓嶺警署多次派員到校主持講座；打鼓嶺鄉事委員會定期邀請校方參

與活動及贈送禮物給學生；文康事工派義工到校舉辦種植活動；新家園協會資助學校

舉辦學習支援的課程；國際社會服務社協助學校跟進跨境學童個案；上水鄉事委員會

借出場地予本校進行小一註冊的工作；各方團體、人士每每慷慨出資贊助本校舉辦活

動，又或給本校捐贈物資…… 點點滴滴，都為學校的發展提供了不少的資源與幫

助。 
 

本校對各社區團體舉辦的活動亦鼎力支持，全年參與了超過14項社區的服務及表演活

動，例如探訪老人院、開設攤位遊戲、在不同的典禮中表演等。 

 

我們的學生 
 

(一) 學生人數及班級結構 

班級數目 

級 別 小 一 小 二 小 三 小 四 小 五 小 六 加強輔導班 

班 數 1 1 1 1 1 1 1 
 

學生人數 

級 別 小 一 小 二 小 三 小 四 小 五 小 六 總 數 

男生人數 16 17 9 9 8 15 74 

女生人數 11 9 13 8 10 13 64 

學生總數 27 26 22 17 18 28 138 
 

(二) 學生出席率 
 

 
 
 
 
 
 
 
 
 
 
 
 
 
 
 
 



5   

(三) 成長支援 

1. 學校透過正規課程、外聘服務及多元化活動，照顧學生不同的成長需要，讓學生

可以健康成長及發展多元潛能，例如本校安排了高小及中小班級歷奇成長計劃、

小六畢業營、境外學習、生活教育課、義工探訪活動、義工表演服務，讓學生可

因應在不同的成長階段而學習相應的成長元素，安排配合學生所需，亦提倡在經

驗中學習。 
 

2. 學校位於禁區及大部份為跨境學童，因此本校亦安排了不同的擴闊眼界的活動，

例如本校安排了海洋公園參觀與學習活動、機場遊覽等等。讓同學多接觸香港不

同的社區，了解不同的文化與特色。同時，學校鼓勵同學參與不同頪型的比賽，

令學生得到不同的經驗與學習，從中增強自信心、責任感及與人合作的能力。 
 

3. 為照顧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可享有同等的教育及參與機會，本校設有免費的週六英

文及興趣班、區本計劃、功課輔導、針對成長階段需要而設立的成長活動及參觀

書展等活動，而且絕大部份活動均為免費，為低收入家庭的學生提供帄等學習的

機會，實踐「一個也不能少」的精神。 
 

4. 學校為小一新生及小六畢業生提供不同成長階段的活動。在小一新生方面，本校

於開課的頭三天安排了小一新生適應課程、家長講座，亦安排大哥哥大姐姐與小

一新生配對等活動，以助學生融入校園生活。而在協助小六畢業生方面，本校安

排了三次中學的參觀體驗活動、面試技巧訓練班與模擬面試與及生涯規劃畢業營

等活動，以助學生了解中學生活，為升中作好準備。 
 

5. 為使學生有全人發展，學校本年度推行了「精彩人生‧學生獎勵計劃」，鼓勵學

生訂立目標及了解不同良好行為與態度的標準，最後予以實踐。學校亦推行不同

的輔導小組、Light up your world 成長課程、愛「fun」享活動、少年警訊、公益

少年團，以促進學生的潛能展現及全人發展。 
 

6. 學校除在上課期間提供不同的成長支援活動外，亦鼓勵同學善用假期參加暑期活

動。本學年校方安排參觀科學館、參觀書展、自給自足日營、少年警滅罪禁毒夏

令營，以豐富同學的經歷及促進他們不同成長階段的成長。 
 

7. 學校老師與社工均定時與家長接觸，學校家長日也讓家長更了解學生在校園的生

活和表現。班主任和社工亦會於非家長日約見家長，透過傾談和建議，協助家長

管教子女，學校同工亦會家訪有需要的家庭，對學童及其家庭作出適切援助。 

 

我們的教師 
 
(一) 教師專業發展 

為配合課程改革，校長及教師均積極進修，除了按個人需要修讀不同的教育文憑、學

位或碩士學位外，更會因應學校及科組的需要，出席教育局或其他教育團體舉辦的研

討會、工作坊或講座，進修後將所學及所得引進學校，使學校與時並進。 
 

學期初，教師會自訂個人進修計劃呈交校長，有需要的話，校長會提供意見或建議，

在學期結束的考績面談中，校 長 會 與 教 師 一 同 檢討計劃的進展情況，再訂下學年安

排。此外，學校會配合關注事項及實際的需要，為教師安排發展日，同時，又會為新

入職教師安排啟導老師，使新老師能盡快適應及投入新的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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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教師專業發展日活動如下： 
 

日 期 講 者 / 機 構 時 數 內 容 

7-9-2012 
潘昭慧老師 3 中國傳統文化--子午流注 

劉有權先生 3 利用歷奇進行解難訓練 

5-4-2013 

香港教育學院 

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 

何漢榮博士 
1.5 生命教育是甚麼?  

教育局 校本支援組 

高級課程主任(中文) 

蔡一聰先生 
2 朗讀教學與讀寫結合？ 

教育局 校本支援組  

高級學校發展主任(數學) 

陳子揚先生 
1.5 

初步認識如何利用 Rasch Models 

分析學生評估表現。 

Get Reading Right 2 Synthetic Phonics 

10-7-2013 
黃梓韻博士 1.5 

從心理學角度 

探討「何謂成長？」及 

「何謂發展？」 

柯先生 2 智慧與思維方法 

 

(二) 教師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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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教與學 
 
(一) 實際上課日數及八個學習課時 

學校實際的上課日數為191天，而八個學習領域課時的帄均百分比為： 

 
 
 
 
 
 
 
 
 
 
 
 
 
 
 
 

 

 

 

 

 

 

 

 

 

 

 

 

 

 

 

 

 

 

(二) 閱讀習慣 

本校一向致力營造校園閱讀氣氛，星期一至五均設有二十分鐘的午讀課，為每位學生

提供一個書袋，書袋包括兩本中文書及兩本英文書(高年級書袋包括兩本中文書及一

本英文書)，供學生閱讀。此外，課室內放有益智的兒童雜誌，讓學生有更多機會閱

讀各類書籍及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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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午讀課期間，師生皆共同閱讀，培養學生自覺的閱讀習慣。圖書館主任亦舉辦「閱

讀樂趣多」校內閱讀獎勵計劃以鼓勵學生多閱讀各類書籍。為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

更舉辦多項閱讀活動，如; 

1. 「好書推介」活動： 

2. 「故事媽媽」活動: 定期安排家長義工到校為一至四年級學生說故事。 

3. 設立「閱讀花園」時段，讓學生於清晨在優美的校園內閱讀，營造閱讀氣氛。 

4. 與各科協作，提昇學生的閱讀興趣：例如與中文科合辦高年級閱讀報告寫作比

賽；與常識科合作，在常識周中進行環保書籍攤位，讓學生從中了解更多課外的

環保知識。 

5. 為進一步擴闊學生的區域(香港)及國際的視野，定期舉辦「時事知多少」活動，

讓學生知道本港及國際間所發生的大事及最新消息。 

6. 在家長日中舉行書展，讓家長及學生能選取合適的優質讀物。 

7. 在各級進行圖書課(午讀課)，按各級程度教導學生如何搜尋、評估、分析、組織

資料和使用資訊科技的知識和技能。 
 

經過一整年的活動及多年的培養，大部份學生已養成閱讀習慣，但仍需跟進以維持全

校的閱讀風氣。來年度圖書館將會添置更多不同種類的書籍及與公共圖書館等外間機

構合作，使學生能享受閱讀的樂趣。 

 

(三) 課程編制 

本校為一所全日制小學，除英文科及小一至小三的中文科外，各級各科皆以粵語授

課。學生每周上課五天，除午讀課及班主任課外，每周上課共三十五節，每節四十分

鐘。各級修讀科目如下： 
 

學習領域 科目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中國語文教育教育 
中文 
普通話 

8 8 8 
7 7 7 

1 1 1 

英國語文教育 英文 9 9 9 9 9 9 

數學教育 數學 5 5 5 5 5 5 

科學教育  

常識  
 

電腦 
 
 

4 4 4 4 4 4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科技教育 1 1 1 1 1 1 
 

藝術教育 
視藝 
音樂 

2 2 2 2 2 2 

1 1 1 1 1 1 

體育教育 體育 2 2 2 2 2 2 

 

其他 

圖書 2

.

5

.

.

5 

2 2 2 2 2 

成長課 1 1 1 1 1 1 

課外活動 1 1 1 1 1 1 

導修課 1 1 1 1 1 1 
 

此外，本校遵照教育局頒佈之最新小學統一課程而編排教學內容，並以學生之實際需

要作適當之配合，如小六電腦科及成長課皆按學校實際需要自編校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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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年級的學生在下學期均需以小組形式進行跨學科專題研習，目的是讓學生更有

系統地發展及應用共通能力和研習能力。老師引導學生進行資料蒐集、問卷設計和數

據分析等學習活動，整體顯現學生所學所知。 
 

本年跨學科專題研習的主題如下：四年級是「我的環保生活」；五年級是「我的學

校」。母題與學生生活體驗有關，子題則交由學生透過小組中的腦震盪及問問題方式

組織起來，讓學生主導學習，老師的角色只是從旁點撥。 
 

在四大關鍵項目方面，本校的課程內(包括非正規課程，如早會)已隨機滲透德育及公

民教育、從閱讀中學習、專題研習及運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 
 

(四) 學與教發展 

1. 校本課程設計 

為配合教育改革的趨勢，學校因應學生的需要，緊扣本年度關注事項，發展校本

課程。項目包括： 

 

科 目 內 容 

中文科 

 在一年級推行識字課程，讓跨境學童在筆順、字型結構及繁、簡

體字上進一步得以鞏固。 

 一至六年級推行校本單元教學，有老師自行編製單元學習冊，旨

在加強學生的思維訓練，提高學生的寫作能力。 

 全校推行古典文學自學計劃。 

英文科 

 一至三年級推行 School Based Reading Program，讓學生更有系統

地掌握閱讀技巧。 

 一至三年級推行 School Based Spelling Program，讓學生更有系統

地掌握拼音技巧。 

 獲得優質教學基金撥款，推行<利用英文拼音教學以提升初小學

生的讀寫能力>計劃，提升學生學習英語的信心及興趣。 

 舉行全校串字比賽，讓學生在愉快的學習氣氛中溫習常用字。本

校聯同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舉行了一天的串字比賽，讓學生在愉

快的氣氛中鞏固學習。 

 與鳳溪廖萬石堂中學舉行聯校活動以增加學生日常運用英語的機

會。 

 一至六年級舉行校本學習活動，讓學生有更多應用英語的機會。 

全年校本活動如下： 

 一至六年級舉行了「嶺英時裝秀」； 

 四年級舉行了「機場英語遊」； 

 五年級舉行了「海洋公園生態學習日」； 

 五年級舉行了「銀礦灣英語歷奇」； 

 六年級舉行了「尖沙嘴遊客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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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由教育局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高級課程主任到校與老師就高年級的

探索式教學進行共同備課(全年共3次)，以優化現有的教學策略。 

音樂科 二至四年級音樂科經過校本剪裁，加入了Ukulele小結他課程。 

電腦科 
六年級電腦科自編校本課程，內容包括：動畫設計、相片處理、網

頁設計、試算表運用、網誌製作、及圖龜的程式運用。 

成長課 社工及教師協作編寫成長課教材，取材自學生所需及社會現象等。 

 

2. 跨學科協作 

除跨學科專題研習，其他科組則按需要進行其他的協作活動，使能資源共享。 
 

項目 合辦科目 年級 月份 活動名稱 

1 中文 普通話 一至六 3月 中國文化日 

2 中文 普通話 一至三 3月 普通話講故事比賽 

3 電腦 普通話 四至六 4月 漢語拼音打字比賽 

4 中文 視藝 一至六 4月 感恩卡設計比賽 

5 圖書 常識 一至六 5月 常識週--書展攤位 

6 中文 圖書 四至六 5月 閲讀報告比賽 

 

3. 考估政策 

學校全年進行評估改革，一至四年級每學期進行兩次評估及一次期考;五、六年

級則每學期進行一次段考及一次期考。 

常識科考試分數中的21%是專題研習(包括四、五年級的跨學科專題研習)及日常

表現。 
 

4. 兩文三語的訓練 

本學年於逢星期二加設了英語早會，讓學生有機會當小主持，也讓全校學生有聽

英語宣布的機會，豐富學生的英文語境。 

一至三年級推行普通話教中文，並把兩科結合，在中文課上添加拼音教學及在默

寫中進行有關的評估，目地是促進學生的學習，可以提高學生的應用普通話能

力。為照顧非普通話母語的學生，本校普通話科設立普通話大使以作支援。以上

的措施都有利學生在校內運用普通話及英語和其他同學溝通，藉此提高學生運用

兩文三語的機會，引發學生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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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聯課活動 

學校積極推動聯課活動，鼓勵學生善用餘暇，並藉此發掘學生潛能，提升學生自

信心。本年度的聯課活動小組包括書法班、流行音樂班、球類訓練班、語文能力

提升班、趣味數學班、花式跳繩、魔術及扭扭球班、舞蹈隊、少年警訊、義工
組、公益少年團等。除此以外，學校為拓寬學生視野，除安排學生參加不同的比

賽及參觀活動外，亦積極推動學生服務精神，參與社區服務，如社區表演、探訪

獨居老人等，讓學生能得到全人發展的機會。 

 

(六) 與外間機構的協作 

1. 中文科 

1.1 參加了教育局的校本支援計劃，為期三年(2012-2015)，以優化及發展中文

 科的校本課程(重點發展寫作教學)。本學年現由五、六年級的說明文寫作作

 起步點。 

1.2 初小則參加了教育局的「初小中文分層支援教學模式計劃」，利用「喜閱寫

 意」的教材，優化校本的識字教學。 

2. 英文科： 

2.1 獲得優質教學基金撥款，推行<利用英文拼音教學以提升初小學生的讀寫能力>

 計劃，提升學生學習英語的信心及興趣。 

2.2 參加了“School Development & Networking Project for Primary Schools in North 

 District”，讓全體英文科任於區内的帅稚園及中、小學進行交流，進行共備、

 觀課、協作教學及評課，從而提升老師的教學成效。 

3. 常識科 

Widex Technology Development.Ltd 進行「清涼天面減少碳排放量」工程，此計劃

由環保署撥款。 

 

(七) 帅小銜接 

為使一年級的學生在帅小適應上能更順暢，並有鑒於當中跨境學童較多，因此本

校設計了校本帅小銜接課程，讓家長及學生有較好的適應。 

1.内地帅小銜接英語班 

於 3 月至 6 月期間為已被取錄的準一年級生(主要對象是沒有接受過正統英語教

育的國内學生)開設英語基礎課程，讓學生 9 月份入學時有一定的英語基礎。 
 

2.小一適應課程 

在 8 月下旬安排帅小銜接課程，要求所有一年級學生必頇出席，目的是讓學生對

小學校園、上課時間、上課形式及學校規則有初步的準備。 
 

3.校內課程調節 

在 9 月份至 12 月份皆為學生的適應期，中文及英文科皆設有校本課程，中文科

從筆畫、筆順及字形結構切入，配合田字格書寫，利用兒歌讓學生從繁體字的識

字學起，先學好基礎在進入課本；英文則利用兒歌，讓學生從字母學起／重溫已

有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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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照顧學生個別差異 

在照顧學生個別差異方面，本校開設有英文共兩組加強輔導班，以支援學生的學

習需要，讓能力稍遜的學生學習能力有所提升；而在課後開設英及數三科的輔導

課，讓學生鞏固所學，以加強學生的自信心；為有溝通障礙的同學安排到校的言

語治療服務，作適當評估及訓練；對行為有所偏差的同學，由訓輔組及學校社工

為他們提供適當的援助，如不同的獎勵計劃、個別面談等，協助他們掌握課堂常

規，以利課堂學習。對於新來港學童，學校會為他們安排週五新來港適應課程

班，讓他們盡快適應本地課程。為協助學生完成家課，學校在每天課後並開設功

課輔導課，由教師指導學生完成每天家課，使能鞏固所學，以利進一步學習。 

有鑒於本年的一年級學生有不同的學習需要，因此安排課校本小一分班。每星期

的中、英、數均安排兩節課堂分班教授，旨在為有需要的學生進行知識鞏固。 

 
學生表現  
 

(一) 學業表現 

1.改變評估及考試政策，以評考促進學生學習，學生校內成績繼續提升。 

2.本年度逾七成小六畢業生獲派首三志願，升讀的中學包括聖公會陳融中學、東華

三院李嘉誠中學、鳳溪廖萬石堂中學及粉嶺救恩書院等。 
 

(二) 其他表現 

學校除了提升學生學科知識，還會積極發展他們的體藝項目，在體育方面，本校的

足球、排球、田徑校隊及武術隊積極參與本區及全港比賽，並取得優良的成績。在

音樂藝術方面，本校派出學生參加香港學校朗誦節及音樂節，以及多個歌唱比賽，

屢獲殊榮。另外，在園藝種植方面，本校致力推動綠化校園，並在多個大型比賽中

獲獎。以下是全年校外獎項的總表： 

 

項目 日期 主辦機構 比賽項目 獎項 

01 11-11-2012 
新家園社會服

務中心 

新家園跨境家庭兒童

全人發展獎學金 

1.優秀品德獎學金：伍文希 

2.傑出領袖獎學金：鍾凱琳 

3.卓越才藝獎學金：韋諺 

4.優異學業獎學金：黃樂賢 

5.優越體育獎學金：陳子健 

獲獎學金$2000 

02 20-11-2012 
香港學校音樂

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

朗誦節 

英文朗誦比賽 

1.冠軍：杒倬建 

2.亞軍：吳君雄 

3.亞軍：陳嘉慧 

4.季軍：吳文妍 

5.季軍：關詠詩 

03 08-12-2012 香島教育機構 
2012 第四屆優秀小學

生獎勵計劃 
優秀小學生獎：陳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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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09-12-2012 
中國香港健身

氣功總會 

2012 全港公開健身氣

功大賽暨兩岸四地健

身氣功邀請賽 

1.A 組八段錦亞軍 

2.B 組八段錦亞軍 

05 12-11-2012 

香港學界體育

聯會北區小學

分會 

北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1.男子特組推鉛球銀牌 

2.教師 4x100 接力第 4 名 

06 01-12-2012 上水喇沙中學 小學草地足球挑戰賽 
男子組冠軍 

女子組季軍 

07 12-12-2012 萬鈞教育機構 
第十二屆全港小學英

文民歌組合歌唱比賽 
優異獎 

08 19-12-2012 資優教育基金 
「閃耀之星」才華拓

展獎學金 

音樂、話劇才華組別獎學金：曾家威 

獲獎學金$5000 

09 05-01-2013 
明愛粉嶺陳震

夏中學 

「童頌師恩耀銀禧」

第三屆北區小學音樂

比賽 

多人組合組別：亞軍 

10 19-01-2013 
深圳音樂家協

會 
2013 年深圳巿海倫杯

青少年聲樂器大賽 
鋼琴兒童 A 組：銅奬 

11 26-01-2013 

北區公民教育

委員會 

廉政公署新界

東辦事處 

「誠信跨世代」北區

倡廉活動「傳誠漫畫

對白創作比賽」 

優異獎 

12 01-02-2013 

石獅巿東南文

化藝術中心 

菲律賓亞洲文

化交流協會 

日本 TSK 國際

學院 

第十四屆中國-菲律

賓-日本國際書畫大

賽 

西畫二等獎 

13 04-03-2013 
香港學校音樂

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

音樂節 

鋼琴獨奏(一級)：優良獎 

牧童笛小組合奏：良好獎 

14 06-03-2013 

上海巿歸國華

僑聯合會 

上海巿對外文

化交流協會 

上海巿藝術教

育委員會 

上海書畫出版

社 

第 12 屆海內外中國書

畫大賽暨精品展 
繪畫作品：銀獎 

15 09-03-2013 

北區青年協會 

北區中學校長

會 

北區小學校長

會 

2012-2013 年度北區

優秀學生選舉 
多元智能團隊獎(小學組初小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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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4-03-2013 
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 
2013 年香港花卉展覽

學校組比賽 

第十一組第八十九(ii)以人掌類植

物：亞軍 

第十一組第八十九(v)肉質植物：

亞軍 

第十一組第八十九(iii)蕨類植物

(芒)：季軍  

17 22-04-2013 Green Monday 
4.22 全城無綠不歡學

校獎勵計劃 
金獎 

18 25-05-2013 
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 
2012/2013 年綠化校

園工程獎 
大園圃種植─小學組亞軍 

19 27-06-2013 屈臣氏集團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

運動員獎 2013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2-2013 

20 02-07-2013 
名創教育‧新

亞洲出版社 

「全港小學中文寫作

比賽」 
高小組：優異獎 

 

另外，本校亦鼓勵學生出席表演節目及提供義工服務，學生對於社會服務的參與亦

不遺餘力，本年度的表演服務項目包括： 
 

項目 日 期 機 構 活 動 表演/服務 
負責/帶隊 

老師 

1 20-10-2012 北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北區青年節 武術 溫伍禾老師 

2 08-12-2012 北區公民教育委員會 北區公民日 武術 溫伍禾老師 

3 04-11-2012 遠東環保 
沙打區環保嘉年華暨

美化環境曰 2012 
民歌 朱國強校長 

4 11-11-2012 粉嶺消防局 
粉嶺消防局暨粉嶺救

護站開放日 
武術 温伍禾老師 

5 16-12-2012 新家園協會 

「愛社區‧愛生活@

『新東』聖誕繽紛嘉

年華」 

民歌 朱國強校長 

6 08-12-2012 粉嶺明愛陳震夏中學 共融活動 民歌 家長義工 

7 20-10-2012 
新鴻基地產代理有限公

司(上水廣場) 
嶺英聖誕頌樂韻 

民歌 

合唱團 

親子合唱 

張紅娟主任 

戴綺華老師 

8 21-12-2012 香港中華厰商聯合會 第 47 屆工展會 

民歌 

武術 
UKULELE 
家長表演 

朱國強校長 

9 23-12-2012 北區民藝協進會 北區民藝節 民歌 朱國強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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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6-01-2013 北區防火委員會 北區防火安全活動日 民歌 溫伍禾老師 

11 23-02-2013 新春同樂日(2013) 打鼓嶺鄉事委員會 攤位遊戲 
温伍禾老師 

潘盛樑先生 

12 09-03-2013 新界上水區鄉事委員會 
上水區癸巳年新春同

樂日嘉年華 
舞蹈 家長義工 

13 09-03-2013 新界上水區鄉事委員會 
上水區癸巳年新春同

樂日嘉年華 
攤位遊戲 温伍禾老師 

14 31-03-2013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 
獅子行 2013 

民歌 

武術 

朱國強校長 

戴綺華老師 

 

(三) 課外活動的參與 

本校本年度開設了15項課外活動及7項多元化的體藝活動供同學參加，包括奧數、

足球、Ukulele小結他班、舞蹈班、園藝、棋藝、武術隊、民歌隊、節奏樂班、話劇

組、園藝班、棋藝、乒乓球、花式跳繩基礎及進階班、書法班、陶藝班、科學實驗

班，小主持訓練班，創意手工班，非洲鼓班，魔術班等，發掘學生潛能，提升學生

自信心。學校於星期五下午安排課外活動課，又於星期六開設英文補習班及多元化

活動課，讓學生能善用課餘時間，培養學生終身學習的興趣，促進學生的個人和社

交發展。此外，學校亦適當安排其他的日營、參觀、旅行及講座等，讓學生進行全

方位學習，使同學能獲得全面的發展。 

 
(四) 學生的體格發展 

學校活動空間充足，學生大都喜愛體育活動。本年度體育組除發展田徑、乒乓球、

足球、籃球、排球外，更在課堂內滲入武術課程，令更多學生有機會參與不同種類

的體育訓練。本學年，本校獲得多項校外比賽獎項。體育運動是我們長遠關注項

目，目標是達至全人運動讓同學從小培養做運動習慣。 
 

本校體高合格比率如下： 

年 級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帄 均 

男 生 88 88 100 89 100 93 93 

女 生 100 100 100 88 90 92 95 

帄 均 94 94 100 88.5 95 92.5 94 
 

本校整體體高合格比率達94%，遠超全港帄均水帄，證明本校學生體格發展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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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注事項(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一)：提升學生學習英文的興趣及能力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and their English ability.) 
 

成 就 

 Increase English teaching resources (增加英文科的教學資源) 

 We have successfully applied for funding from QEF to introduce Synthetic Phonics 

in KS1 to promote phonemic awareness and blending skills. As a result, we were 

able to employ an extra full-time teacher, Ms Lui. Teaching resources on Synthetic 

Phonics (e.g. storybooks, magnetic letters, teacher resource manual, etc.)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quizzes, students showed obvious improvements in their abilities 

to master phonics skills throughout the year. By the end of the academic year, both 

P.1 and P.2 classes have reached higher than 75% accuracy on sounding out the 

letter sounds in the 3
rd

 quiz. Also, the P.2 students are able to address the different 

vowel sounds, as well as consonant blends, digraphs, and rhymes (for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the QEF report). Report by the Advisory Teacher from Net Section 

shows that our P.2 students made great improvement in recognizing the sight 

words. They can read a lot of sight words. For details. 

 Curriculum: Funds have been provided by the school to organize various extra 

English classes such as Friday ECA classes, Sat Fun English Classes, English 

classes for newly admitted students. 

 To optimize the school‟s available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resources(優化校園內

的英語教學配套) 

 A print rich environment with signs, labels, word walls and other materials have been 

created (e.g. Fashion show clothes related vocabulary, proverbs/ idioms, English 

version of „Di Zi Gui‟). 

 English vocabulary related to Maths and General Studies were taught in Maths and 

General Studies lessons. 100% of the students learnt at least 10 English vocabulary 

about English related to Maths. Maths worksheets in English were set to P.6 

students after final exam. Students were interested in doing Maths worksheets in 

English. 

 4 English songs were taught in Music lessons. 

 English word cards were made in I.T. lessons. 

 More English books were bought and have been put in the library.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read English books in the Reading lessons on Tue and Thurs after 

lunch. 

 English storybooks sharing were conducted in the morning assembly. English 

websites were introduced in the morning assembly.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 were conducted on every Tuesday. Students learnt a 

variety of English related to festival, culture, language arts, song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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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optimize our school-based English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and learning strategies 

(發展及優化校本課程及教學策略) 

 School based Synthetic Phonics workshops have been organized for teachers ( e.g. 

Phonics Workshop by Get Reading Right, professional sharing sessions among 

teachers). 

 The English panel joined the North District Networking Project. Teachers 

participated in 14 meetings and have acquired new insights in applying 

cooperative learning strategies in the teaching of the four skills and assessments 

methods. 

 Co-plan and co-teach sessions between the NET and our teaching staff have been 

conducted through the year on a regular basis. Themes shared included using mind 

maps, process writing, reading skills, cooperative learning strategies, introducing 

writing journals and assessment methods (for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English 

Department co-plan records). 

 A preliminary action research on learning vocabulary using mind-maps has been 

conducted by Ms Lui with encouraging results. Students were able to recall new 

vocabulary in a more effective manner.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and motivation in learning English (提升學生學習英文的

學習動機) 

 Different activities have been organized to arouse students‟ motivation in using 

Englis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71% of the participants won 1
st
, 2

nd
 or 3

rd
 place. 86% of the participants 

received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or “merit”. 

 English Day-Ling Ying Fashion Show 

All teachers agreed that students have shown big improvement in the 

show when compared with last year. They were able to create their 

dancing steps and they could apply a wider range of vocabulary. More 

than 70% of the students enjoyed the show. Students thought that they 

have learnt the relevant vocabulary and are confident in speaking on 

stage. 

 Spelling Bee Competitions 

Students enjoyed both the competitions held by our teachers and the 

competition held by Caritas Fanling Chan Chun Ha Secondary School. 

Most of them were able to win a prize in the competitions. 

 English Ambassadors 

Weather forecasts have been conducted by English Ambassadors during 

the English morning assemblies. Both live forecasts and video-taped 

forecasts have been used. The Ambassadors also helped with the 

presentations of „Di Zi Gui‟ and morning assemblies. Their performance 

was praised by teachers and visitors. 

 Interactive English Programme run by Fung Kai Liu Man Shek Tong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from KS2 have participated actively in the programme and have 

improved their spoken English through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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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ings 

Various trips have been organized to allow students to make authentic use 

of English, e.g. Interview trip in Tsim Sha Tsui (P6), Adventure Trip on 

Lantau Island (P.5, with Sowers Exchange), Environmental Programme in 

Ocean Park (P.5), Visit to the HK International Airport (P.4). Students 

have enjoyed the trips and have made good use of the opportunities to use 

English. 

 Sat Fun English Classes 

Two classes utilizing synthetic phonics have been conducted. Students 

were able to enhance their phonics skills. They were able to sound out 

unfamiliar words. 

 

 Task-based learning 

Task-based learning was introduced in all levels. Specific tasks have been 

designed for each level. 

 

 Catering for learner diversities (照顧學生學習差異) 

 Intervention Programme 

a. Orientation programme for new P.1 students will be organized. According 

to past experience, the programme can help students to fit in the English 

lessons. 

b. Remedial classes for P.1-P.3 conducted. Due to the small class size, 

teachers were able to provide tailor-made plans to help students. As a 

result,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could finish their work with more 

confidence. 

c. Remedial classes for P.1 students have been organized in Shenzhen in Term 

2 to cater for students who need extra help with English. Students enjoyed 

the classes and positive feedbacks have been provided by parents. 

IRTP classes have been held in P.5 and P.6 for students who have exhibited 

difficulties in learning English. In general, students felt more confident in 

learning English in these classes.  

d. Adoption of graded worksheets 

Graded worksheets for all levels have been designed to cater for learners‟ 

differences. 

 

 Cooperative learning strategies have been adopted in daily teaching, (e.g. in group 

discussions, reading and writing sessions. 

 Develop students‟ self-learning habits 

Self-learning materials have been designed to allow students to develop their self-

learning habits (e.g. English versions of „Di Zi Gui‟ have been posted around the 

campus, weekly spelling lists taken from Dolch Sight Word List, Word Banks). 

 

反 思 

Generally speaking, the overall objectives for the current school year have been achieved. 

This can be shown in the reflection of annual plan in different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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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全面優化德育及生命教育，培養學生正面的人生態度及良好的品德。 
 

成 就 

 申請優質教育基金「愛與生命教育計劃」，預備 2013/14 學年建立校本生命教育

課程，結合現時成長課的校本課程，加入生命教育元素，編訂小一至小六本校的

課程架構，當中包括統整非常規課程。 

 為使老師對「生命教育」有進一步的認識，本學年舉行了兩次「生命教育」為題

的教師教師發展日，當中更邀請了香港教育學院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何漢榮

博士及鮑思高歷奇訓練營負責人黃博士到校分享推行「生命教育」的經驗。 

此外，本校申請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訓練補助金，計劃 2013/14 學年讓全校同工

到到臺灣觀摩當地的生命教育推行情況。 

 中文組及英文組合作在早會教授「弟子規」，培養學生正面的人生態度及良好的品

德。根據統計，84%學生認為自己透過學習「弟子規」，在品德素養方面有所增

強。 

 本校為家長舉辦「開心學堂」課程，提升親職教育及家校合作的效能，，課程全

期共 10 次，當中 3 次在深圳舉行，7 次在香港舉行，部份內容滲入「正面文化」

及「生命教育」元素,旨在促進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本校舉辦「精彩人生」學生獎勵計劃，藉此強化同學成功的經驗、培養學生的正

面思維及不斷自我實踐，從中更了解個人潛能與限制，促進學生對自我作出正面

的評價。鼓勵學生在目標設定與實踐、學業、品德、智能、服務及課外活動方面

均衡發展。 

 學校安排不同的團隊活動，如環保大使、風紀隊、儀容大使等協助同學，樹立學

生正確、健康的生活習慣，在守規及待人有禮方面特別明顯。學校為了使學生有

正確的價值觀，又安排了班主任課、午讀課新聞或德育故事分享、陽光 TEEN 使

計劃、針對性的輔導活動、成長小組、CYC、JPC、探訪長者中心、感恩卡設計

及書寫活動、Light up your world 課程、校本生活教育課、愛「fun」享、外間機

構到校的主題講座、工作坊及話劇等的正規及隱蔽課程。 

反 思 

 「開心學堂」反應良好，參與家長比去年增長一倍。導師主要以管教子女為切入

點，上學期內容以中華傳統品德及家教為主,涉及生命教育。明年可考慮數節課讓

家長對生命教育有更深的瞭解，或如何在家中進行生命教育。 

 「精彩人生」獎勵計劃已舉行數年，可考慮在内容中加入「生命教育」元素，並

簡化運作模式，讓「精彩人生」變成學生生活的一部分。 

 建立校本「生命教育」架構時，可加入正面價值及 NLP 元素，讓學生認識生命、

探索生命、理解生命、反思生命。 

 在各科組舉行的活動及課堂中學生，滲入生命教育，利用「引導/引入--實踐/應

用--反思」的程序，讓學生體會「生命教育」。 

 本學年是三年計劃的第一年，老師對「生命教育」的認識也有限，因此在教師發

展日舉行生命教育的講座，目的是讓老師有足夠的輸入，為未來的校本課程編寫

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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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與跟進：外評回饋及跟進 
 
就 2010-2011 外評報告中對教與學範疇的意見，先歸納 10 點重點，並訂定改善方法，

現就有關方法進行成就檢討及反思。 
 

 改善重點及方法 成就 反思 

1.  改善閱讀風氣 

 圖書組安排每位老師負責一

次好書推介，一方面起來以

身作則之效，另一方面提高

學生閲讀興趣； 

 圖書組及中文科在下學期為

四、五、六年級舉行閱讀報

告寫作比賽，以提升學生閱

讀的興趣，增加學生在閱讀

上的交流； 

 中文科於五、六年級引入｢

板書｣及｢故事圖式｣教學

法，以提升學生閲讀時對故

事的理解； 

 英文科與資訊科技組合作，

於初小推展 ebook reading，

以提升學生閲讀英文讀物的

興趣； 

 常識科在環保週設書展攤

位，推介有關科學及科技的

圖書。 

 根據圖書館的借書記

錄，本學年的借書達

1547 本，從量的記

錄可反映學生的閲讀

興趣有所提升； 

 閱讀報告寫作增加了

學生與同學分享閲讀

心得的機會，唯首屆

舉行之緣故，學生作

品水帄有待提到。 

 利用 mini-ipad閲

讀，讓學生能同時從

聽覺及視覺輸入，提

升學生對英文故事的

興趣。 

 環保週的書展攤位學

生反應踴躍。 

本學年從閲讀“量”

上有所提升；學生閲

讀的質素將是學年需

進一步跟進的事宜。

從讀書報告入手，讓

學生有分享的動機，

理應提高學生閲讀的

“質”和“量”。 

除文章式的閲讀報告

外，可引入不同形式

的閲讀報告，以提升

學生的興趣。 

另外，建議舉辦讀書

會，讓學生能更有方

向及動力地進行閲

讀。 

可善用家長義工，增

加故事媽媽講故事的

次數，甚至舉行親子

閲讀計劃，從小建立

學生的閲讀習慣。 

2.  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 

 中文科由一年級起培養學生

抄寫筆記的習慣；五、六年

級發展學生預習及做筆記的

習慣(由｢校本支援計劃｣組

支援 ) 

 數學科培養學生預習的習

慣，並在早會中向全校學生

推介自學網站； 

 英文科在各教室添購字典，

並讓學生利用 sight word 

list及 Word Bank進行互

相考察，監察自學。 

 常識科訓練學生進行資料收

集。 

 據老師觀察，一、五

及六年級的學生皆漸

漸建立課堂上寫筆記

的習慣。 

 數學科培養學生預習

的習慣，並在早會中

向全校學生推介自學

網站； 

 據老師觀察，學生利

用英文字典的頻率較

以往高，sight word 

能提高學生對新字朗

讀的信心，對自學大

有幫助；惜學生未能

善用 Word Bank進

建議各級可開設中文

科的“自習本”，讓

學生養成記筆記的習

慣，同時設定備課指

引，讓學生有方向/有

系統地進行自習。 

建議“板書”教學法

可與明年推至一年級

及四年級，以加速課

堂效率。 

英文字典明顯能幫助

學生自學，建議明年

科任老師繼續鼓勵學

生多運用字典，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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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自學。 

 在專題研習中學生在

老師的指導下，能有

效進行資料搜集，高

年級學生更能設計文

件，收集第一手資料

及進行分析。 

議老師引導學生多用

work bank。 

常識科在資料收集上

已有一定成效，應保

持。 

3.  照顧學生學習需要 

 中文：一、二年級設計校本

分層工作紙。 

 數學：在過去三年的校本支

援中開發了校本工作紙，將

在一、二年級把有關工作紙

改良為分層工作紙；另外，

各級會在完成單元後進行小

測，如學生未能達標，老師

將加以輔導； 

 英文：五、六年級按學生能

力分班，進度及課業皆有不

同，以照顧學生的需要； 

 各科設分層工作紙，

讓不同學習能力的學

生得到最適切的照

顧，以保持其學習動

機。 

 在英文方面，安排不

同的活動式學習，包

括出外參觀，或友校

支援，如到校舉行活

動。 

在行政層面，本校在

照顧個別需要上已有

一定成效。建議在課

堂活動，功課調適及

考評安排上能夠進一

步的照顧不同學生的

學習需要。 

4.  部分共同備課流於教學進度及

事務安排 

外評組建議就教學策略及學生

學習成效作深入討論，有關資

訊已下達中、英、數、常四科

的科主任，課程主任將定時參

於各科的共同備課及察看有關

紀錄。 

根據課程主任觀察，本

學年各科的共備内容以

課堂的教學重點及相應

的教學策略爲主。 

 

5.  提問層次有待提升，建議推動

老師在課堂中多用追問、轉

問、反問促進課堂互動；老師

可運用｢三種層次問題｣提問，

及運用｢說明｣、｢暗示線索｣和

｢輪流答｣等追問技巧，誘發學

生對學習的深入思考，發展他

們的高階思維。 

中文：五、六年級參加了教育局校本

支援服務，高級課程主任定時

到校與五、六年級的科任老師

進行共同備課，當中將在提問

技巧方面多加功夫。 

根據考績觀課，老師在

提問的層次和功能上尚

有提升的空間。 

英文科任參加了北區的

網絡計劃，在與曾梅千

禧老師共備及觀課後吸

取了多樣的教學法，並

在校內試行，成效理

想。 

2013/2014 學年上學期

建議各科就提問層次

進行一次課堂研究/重

點觀課。 

6.  學校宜就學生 TSA 強弱表現

作較深入分析，加強運用評估

資料，針對學生的弱項，提出

具體的改善建議及制訂跟進工

本年中文及英文科的

TSA2012 數據分析得教

育局校本支援組的幫

助，分析報告比較 2010

單進行 TSA 的數據分

析，得益的學生人數

有限，建議 2013-2014

學年善用考試卷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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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以回饋課程設計和調適教

學策略。 

經同工檢討後，數學科在這方

面已有良好的發展；中文及英

文將在 2012-2013 學年尋求教

育局高級課程主任的協助，就

這兩科的學生 TSA 強弱表現深

入分析。 

英文科將發展校本閱讀課程，

從文體入手，教導學生的閱讀

策略；中文科則在校本支援組

會為中文組進行專業發展，｢

從全港系統性評估的成績反思

閱讀策略教學｣，並在五、六

年級｢板書｣及｢故事圖式｣分析

課文，也會在第一學習階段加

入字詞語素的教學，以強化學

生在詞語應用方面的不足及

在。 

年及 2011 年的分析更

好，並就有關重點進行

建議，行對比之前更能

在教學過程中落實。 

表的資料，進行學生

表現分析，並設定試

後檢討會議，商談改

善學生學習的具體課

堂做法。 

7.  合作學習分組活動應有協助交

流的元素，任務應有一定的難

度，讓學生有互動的必要，分

組活動應讓學生有探索互動及

匯報的機會。 

中文：將在各級校本單

元的共同備課中，就有

關的課堂設計加以討

論，並在課堂應用後反

思。 

英文：已在本年的工作

計畫中訂定本項為發展

項目(詳見週年計劃)，

並參加了“School 

Development & 

Networking Project for 

Primary Schools in North 

District”，定期到友校

進行合作學習的觀課及

協作教學。 

在這方面尚有改善空

間，建議進行重點觀

課。 

8.  課堂教學後，宜適當地作總

結，安排課業或延伸學習及鞏

固；老師應向學生的回報予以

具體的回饋。 

根據觀課所得，部分老

師的課堂欠總結，給學

生的回饋尚有改善空

間。 

建議發展學校的觀課

文化，讓同工間互相

觀摩學習。 

9.  發展學生的研習能力、共通能

力、探索學習。 

常識：主要發展各級的研習能

力，由科主任在共同備課中與

科任詳細討論。 

數學：2011-2012 學年在教育

在專題研習中，老師引

導下，學生能展示出研

習能力、共通能力及探

索能力。 

學生對探索學習的課題

學生自學動機尚有改

善空間，亦未能把已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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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校本支援服務的支援下，

發展了五年科的探索學習，有

關課題將會原用，並再作檢

討；得李潤強先生的協助，將

在本年繼續在五年級發展一至

兩個探索學習的課題。 

深感興趣，投入課堂。 

10.  英語表達多欠信心，基礎參

差。 

有鑒於學生語境不足，

2012-2015 的三個學

年，將以｢1.提升學生

學習英文的興趣及能

力。｣為首項關注事

項。 

2013 年 3 月至 6 月在深

圳舉行了內地英語銜接

課程，為 2013 年將入

讀本校的學生進行基礎

英語教學。 

據老師觀察，學生對

英文比從前感興趣，

也勇於用英文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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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學校週年財務報告 

  
上年度結轉 收入$ 支出$ 結餘 

  
承上結餘(政府資助及學校津

貼) 
201,489.42 

   

一.  政府資助 
    

 
1.為特定學校而設 

    

 
修訂行政津貼 

 

280392.00  280392.00 0.00  

 
綜合資訊科技 

 

291795.00  246381.60 45413.40  

 
新來港校本支援計劃 

 

63067.00  9000.00 54067.00  

 
學生輔導服務 

 

285702.00  222873.80 62828.20  

 
學校發展津貼 

 

181992.00  176400.00 5592.00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57426.00  49920.00 7506.00  

 
小計 

 

1,160,374.00 984,967.40 175,406.60 

      

 
2.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336,233.54 

  

 
德育及公民教育 

  
514.40  

 

 
普通話 

  
0.00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0.00  

 

 
綜合傢具及設備津貼 

  
12560.00  

 

 
英文廣泛閱讀計劃 

  
0.00  

 

 
增補津貼 

  
0.00  

 

 
供推行學校本位輔導及訓育計劃經

費   
682.00  

 

 
學校及班級津貼 

  
221003.28  

 

 
學校課程發展津貼 

  
12975.40  

 

 
補充津貼 

  
180.64  

 

 
培訓津貼 

  
3000.00  

 

 
新校舍水電按金     76190.00    

 
小計 

 
336,233.54 327,105.72 9,127.82 

 
 至 31/8/2013盈餘 201,489.42 1,496,607.54 1,312,073.12 386,023.84 

   
  

  
二. 非營辦津貼 

    

 
校本課後學習支援津貼 2,700.00 37,200.00 30,800.00 9,100.00 

 
小學學習支援津貼 0.00 120,000.00 99,513.71 20,486.29 

 
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 0.00 14,600.00 14,600.00 0.00 

 
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撥款 0.00 24,626.00 24,626.00 0.00 

 
電子學習資源一筆過撥款 16,980.00 0.00 16,935.60 44.40 

 
法團校董會啟動費 21,100.00 0.00 21,099.96 0.04 

 
德育及國民教育課津貼 0.00 530,000.00 175,214.52 354,785.48 

 
小計 40,780.00 726,426.00 382,789.79 384,416.21 

 
31/8/2013盈餘       770,4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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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校津貼(一般津貼) 

    

 
1. 普通經費 273,596.84 499,755.56 673,179.75 100,172.65 

 
2.捐款 86,865.92 405,471.00 327,350.46 164,986.46 

 
3.QEF(聘請英文老師 1名) 16,595.00 299,300.00 308,246.60 7,648.40 

 
小計 377,057.76 1,204,526.56 1,308,776.81 272,807.51 

 
31/8/2013盈餘       1,043,247.56 

 
 



  

附 件 
 

運用「學校發展津貼」報告二零一二至二零一三年度 
 

目標 推行時間 負責人 參與人數 活動內容 評估方法 成效 建議 / 跟進 

減輕教師的工作

量 

 
 
 
 
 
 

全年 

 
 
 
 
 
 

校長 

 
 
 
 
 
 

全校教師 

1. 聘請一名教學助理，工作範疇如下： 

   ˙進入課室代課 

  ˙教授新來港學童適應課程、課外活動 

  ˙校董會行政工作 

  ˙協助學生午膳事宜 

  ˙協助教師製作教具、教材及輔導材料 

  ˙帶領學生過關、照顧學生、外勤 

  ˙協助書記處理辦公室及文書工作 

  ˙由校長安排的其他工作 

2. 聘請一名半職合約教師，工作範疇如下： 

  ˙中文、普通話及體育科教學工作 

  ˙功課輔導班導師／興趣班導師 

  ˙活動帶隊工作 

  ˙帶領學生過關 

  ˙由校長安排的其他工作 

校務會議

檢討 
 

 
 

全 體 教 師 
同 意 聘 請一
名教學助理及一
名半職合約教師
有 助  減  輕  教 
師 工 作 量。 
 
 

本津貼達到

預期目標，

建議明年繼

續聘請教學

助理及合約

教師 

 

所用學校發展津貼： 合共： 181,992.00 

 基本學校發展津貼帳:       

 項目 收入 支出 結餘 

 本年度(12-13)教育局撥款 $181,992.00     

 聘請教師一人   $88,200.00   

 聘請教學助理一人  $88,200.00  

 承上年度(11-12)結餘 $0     

 本年度(12-13)結餘 $181,992.00 $176,400.00 $559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