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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上午校 2009-2010 周年報告書 
          我們的學校 

            學校辦學宗旨                                

1. 以學生為本，提供多元化的課程，讓每個學生在德、智、體、群、美、靈六方面都有全面

發展機會。 

2. 培養學生具有思考、探索、創新和應變的能力。 

3. 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使學生樂於學習，奠定終生學習的基礎。 

4. 因材施教，照顧學生個別差異，進而發掘學生的潛能內蘊。 

5. 透過訓輔工作，使學生養成自愛、自治、自律的精神。 

6. 帶領學生認識基督，發揮愛神、愛人、愛國的精神，邁向真、善、美的人生。 

  學校簡介 
1911 年，美國傳教士碧盧夫人於廣州創辦慈愛幼稚園師範學校，後有多個教會加入，

合力擴充，以「協和」為校名。1948 年設校於香港，1969 年轉為津貼小學，直屬中華基督

教會香港區會。 

本校設備頗為完善，有課室 31 間、音樂室 3 間、特別用途室 3 間、英語閱讀室 2 間、

學生活動中心 1 座，內設中央圖書館、多媒體教學室、舞蹈室及會議室，並設有 3 個禮堂，

大小籃球場各 1 個、遊戲場和校園電視台等。 

本校秉承區會以結合「傳道服務」的精神為宗旨，使學生在本校老師悉心培育下，身、

心、靈三方面都得到均衡發展。 

學校管理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教育事工部（校董會）為配合教育局於二零零零年在全港所有 

   學校實施「學校管理新措施」，已於本會各直屬中、小學成立「學校管理委員會」或「法團 

   校董會」。委員會隸屬區會教育事工部，執行區會教育事工部決策，在學校管理層面處理所 

   屬學校有關事宜。根據「學校管理委員會」章程，委員會每年至少開會兩次，由校監、註冊 

   校董、所屬學校校長及區會有關人士三位，並由教師互選主任一位、教師代表兩位、家教會 

   及校友會派代表各一位組成。 

   本校之學校管理委員會已於一九九九年成立，各持分者在委員所佔席位數目如下： 

協和小學上午校學校管理委員會組合   

組合 辦學團體 校長 教師 家長 校友 獨立人士 

人數 2 1 3 1 1 3 

我們的學生 

班級組職 

級別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總數 

班數 5 4 5 5 5 5 29 

學生總數 148 115 149 163 162 163 900 

學生出席率 
過去三年學生出席率 

年級 2007/2008 2008/2009 2009/2010 

一年級 99.43% 98.33% 99.35% 

二年級 99.46% 98.58% 99.50% 

三年級 99.58% 98.69% 99.38% 

四年級 99.57% 98.79% 99.50% 

五年級 99.61% 98.81% 99.50% 

六年級 99.68% 98.83% 99.26%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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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教師 

教職員離職率   

年度 07/08 08/09 09/10 

百分率 8.2% 4.1% 4.3% 

教師資歷 

過去三年教師持有最高學歷的百分率 學歷               年度 07/08 08/09 09/10 

學士學位或以上 6.3% 15.6% 21.7% 

學士學位 83.3% 88.9% 89.1% 

大專(非學位) 100% 100% 100% 

教師教學年資 年資               年度 07/08 08/09 09/10 

0-5 年 8.5% 8.9% 8.9% 

6-10 年 29.8% 20% 24.4% 

11 年以上 61.7% 71.1% 66.7% 

本年度校本教師專業發展 
日期 題目 活動參與者 時數 

全年 校本支援計劃(四年級數學) 四年級數學老師 每週 1.5 

全年 語常委普教中計劃 計劃小組成員 每月 1.5 

27-8-09 數學解題王 數學科老師 1.5 

28-8-09 四種思維策略工作坊 全體老師 1.5 

2-10-09 學校發展新方向 全體老師 3 

2-10-09 挪亞方舟參觀活動 全體老師 3 

16-10-09 科研日工作坊 全體老師 1.5 

4/11/09 立體咭製作 視藝科老師 1.5 

16/11/09 說話教學 中文科老師 1.5 

11-12-09 「圖形與空間」知識教法的板書設計 數學科老師 1.5 

21-1-10 Drama Teaching in the Classroom 英文科老師 1.5 

15-3-2010 Creative Teaching Strategy in English 英文科老師 1.5 

15-4-2010 音樂指揮工作坊 音樂科老師 1.5 

26-4-2010 如何在課堂支援 ADHD學生 全體老師 1.5 

30-4-2010 深化「合作學習」 全體老師 3 

我們的學與教 

為全校或全級學生安排學習活動的日數 級別                    年份 07/08 08/09 09/10 

小一至小三 13 12 11 

小四至小六 22 24 20 

       
       不同類別的課外活動數目 年度         項目 學術 體育 藝術 興趣 社會服務 

09/10 8 12 3 23 6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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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特色 
學校的課程架構清晰，涵蓋各學習領域，並有系統地聯繫相關的學習經歷，融入德育及公民教

育的元素；且著重共通能力、態度和正確價值觀的培養，讓學生有全面及均衡的發展。學校又

根據學生的程度、興趣及需要，配合課程改革的目標，制訂校本課程發展計劃，為學生終身學

習奠定基礎。本年度老師透過共同備課及課業設計、審查和討論，聚焦發展學生的自學及思維

能力。 

1. 中文科 

四至六年級學生運用「我知、我想、我學到」的思維學習方法進行自學，學生運用網上平台 

「中文百達通網上自學計劃」進行自學成績不錯，自學培養漸見成效。本年度在聆聽項目加

入平時分(佔總分百份之二十)，以進展性評估監察學生的聆聽能力。六年級加入小組討論句

型訓練，雖然仍有小部分同學的說話組織能力有待改善，但大部分同學於小組討論的表現有

明顯進步。老師編寫實用文學習冊，將實用文的形式歸類，各級有不同的學習及溫習重點。

本年度成立資優寫作班-「協和小作家」，部份組員在寫作方面有突出的表現。學校致力推行

用普通話教中文，本年度「普教中」已推行至五年級，普遍學生都能適應課堂語言的轉變。 

2. 英文科 

致力推行語境教學，透過多元化的英語學習活動，例如：Fun Pronunciation Campaign、 

English Fun weeks、 English Field Trip、Overseas study tour-Singapore及英文戲劇 

等，增加同學使用英語的機會。本校除有教育局提供的英語外籍教師外，還增聘外籍教師， 

與英文科教師進行協作教學，讓學生在豐富的語言環境下自然地學習。全校同學參加英語網 

上閱讀計劃(8 Octopus)並獲得油尖旺區傑出學校榮譽獎。 

3. 數學科 

   致力培養學生邏輯思維和解難的能力，在課業、學習活動及評估滲入思考題及挑戰題。舉辦 

  「數學挑戰站」活動，發展學生的自我主導學習能力，同學的參與率達98.48%，答對率達89%。 

   為增加同學的學習信心和運算能力，老師推薦同學參加多項校外比賽，如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校際盃珠心算比賽、十八區(油尖旺區)小學數學比賽、小學精英選拔賽等，各項比賽均 

   取得理想的成績。 

4. 常識科 
   致力提升學生的共通能力、對事物的好奇心及興趣，老師根據各級自學策略，有條理地編訂 

   學習資料冊內容，以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為使學生自發性地關心和認識周遭發生的事情，  

   課室設置「通識小天地」板，學生自行做時事剪報及定時匯報。為培養同學的探究精神，各  

   級推行科技探究活動，讓同學親身體驗、觀察，及運用合作學習完成實驗。學校以「認識深 

   水埗」為主題，不同級別訂立子題進行社區探究和研習，分組完成專題報告以增強學生的多 

   元能力如溝通、協作、解難及批判性思考能力等。 

5. 普通話科 
為營造普通話語言環境，學校推行不少活動，如用普通話進行早會，舉辦普通話週、普通話 

活動日、興趣班、普通話故事園地及設立普通話大使等；又舉辦普通話朗誦坊及普通話司儀 

尖子班，提供不同途徑給同學學習及參與比賽。此外，為鞏固普通話能力較弱的學生對語音 

的認識，利用周會時段為該些同學開設「普通話拼音鞏固班」，又將「校本拼音課程」上載 

校網供學生自學，以增強學生的拼音能力。 

6. 音樂科 

本年度為一年級同學開辦不同的樂器班，如：音樂啟蒙班、中提琴班、大提琴班、手鈴班、

敲擊樂班、非洲鼓班、中國鼓班及丙組詩班。為一至五年級設計了一套樂理工作紙，以鞏固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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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音樂基礎及增加對樂理的認識。本年度參與 133項音樂節比賽項目，其中敲擊樂團及

乙組詩班勇奪冠軍，而甲詩及其他笛隊均獲得優異成績。下學期遷新校後計劃每年以晚會形

式舉行音樂成果分享會，邀請家長到校欣賞學生的學習成果，增加同學學習樂器的興趣。 

7. 視藝科 

   一至六年級以「創意齊發揮」為主題式學習，讓學生從多方面發揮創造力。如：一年級以分 

   組合作形式把圖畫拼貼成一張大畫，展示「嶺南之風」的特色；二年級學生先個別做派對糕 

   點，再分組合作拼砌成一盒糕點禮品，各級的作品效果理想，能充分發揮學生的創意及協作 

   能力。學生亦透過欣賞同儕的作品分享個人感受，從而培養其審美和評賞能力。 

8. 體育科 

   修訂一至六年級歷程檔案，令其內容更精簡，學生使用更方便，而檔案內詳列考試評分標準， 

   讓學生更明瞭考試要求，為達標準而積極練習。為迎接東亞運動會，學校進行各項宣傳工作， 

   使同學對東亞運動會有一定認識，亦透過 WEBQUEST，促使學生對進一步認識本港的運動員， 

   從而更投入觀賞東亞賽事。透過校外比賽及持續運動獎勵計劃（sportACT 獎勵計劃、體適 

   能獎勵計劃），大部分學生均能養成持之以恆的運動習慣。 

9. 資訊科技科 

   為加強同學的自學能力，學校提供不同的教育網上平台，內容設有中、英、數、常各科多種 

   有趣的練習，據統計有 95% 學生能利用提供的網上平台進行自學。本年度利用筆試及實習 

   形式評估學生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大部分學生表現理想。 

10. 宗教科 

  透過早禱、周會協助學生認識及效法基督，並能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基督精神。鼓勵學生上網 

  搜尋聖經人物及閱讀聖經故事。計劃下學年於星期日可開辦「Avana」聖經課程，讓低年級同 

  學和家長一同參加崇拜。 

11. 圖書推廣活動 

    學校積極推廣閱讀，設立中、英文閱讀課，鼓勵學生分享閱讀經驗；並透過校內閱讀計劃、 

    親子伴讀計劃等，以及善用校內及校外的資源推行多樣化的推廣活動，如「Uncle、Auntie」 

    說故事、好書介紹、閱讀日等；又為學生訂閱報章及雜誌、閱讀推廣活動及推介不同的閱平 

    台﹝如星級閱讀獎勵計劃及暑期閱讀約章等﹞，提高學生的閱讀興趣，以及擴闊他們的知識 

    領域。 

12. 德育及公民教育 

    本年度以堅毅為主題，設計不同的活動，例如：「我的承諾」運動、「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配合早會時事分享、早會德育主題，培養同學的堅毅精神，同時自我反思，達至互相關懷， 

互相欣賞。透過「同根同心」及「廈門之旅」交流活動，讓學生加深了解中國現今的經濟發 

展情況、了解國家在教育發展的改變及當地保育歷史遺產的概況和體驗國家對保護自然環境 

帶來的好處，從而培養學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又透過不同主題的環保及健康講座，增強學 

生的環保意識，而且更能關注健康飲食的重要。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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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各科組的活動 

活動名稱 年級 日期 

協和動藝繽紛 Show 一至三年級 19/9/2009 

西遊絲路-音樂欣賞會 二至五年級 28/9/2009 

「星加坡之旅」跨境交流學習 六年級 29/9/2009-3/10/2009 

生活教育計劃 一至六年級 15/10/2009-6/11/2009 

學校文化日-中樂合奏欣賞 二至五年級 19/10/2009 

九西水運會 四至六年級 31/10/2009 

「同根同心」深  之旅 五至六年級 5/11/2009-6/11/2009 

科學科技探究日 一至六年級 7/11/2009、24/6/2010 

常識參觀-嘉道理農場 二年級 13/11/2009 

常識參觀-香港科學館 三年級 18/11/2009 

常識參觀-香港科學館 五年級 25/11/2009 

區會直屬小學聯校運動會 四至六年級 27/11/2009 

文化大使昂坪 360大澳遊 一至六年級文化大使 5/12/2009 

常識參觀-香港動植物公園 六年級 10/12/2009 

常識參觀-嶺南之風 一年級 14//12/2009 

主題研習活動日 一至六年級 14//12/2009-15/12/2009 

九西陸運會 四至六年級 17/12/2009 

旅行日 一至六年級 17/12/2009、18/12/2009 

奧海城報佳音 詩班員 21/12/2009 

又一城報佳音 詩班員 22/12/2009 

男女童軍度假營 四至六年級 29/1/2010-30/1/2010 

協和陸運會 四至六年級 23/1/2010 

英文活動雙週 一至六年級 25/1/2010-5/2/2010 

賣物籌款嘉年華及賀年活動 一至六年級 6/2/2010 

教育營 四年級 8/3/2010-10/3/2010 

護苗教育車 二及五年級 8/3/2010-12/3/2010 

糾察旅行   四至六年級 27/3/2010 

「福建之旅 」跨境交流學習 五年級 28/3/2010-1/4/2010 

世界圖書日 一至五年級 5/4/2010 

畢業生福音營 六年級 22/4/2010-24/4/2010 

水果日 一至六年級 28/4/2010 

區會直屬小學聯校水運會 四至六年級 30/4/2010 

普通話週及普通話活動日 全校 3/5/2010-7/5/2010、28/6/2010 

常識參觀-尖沙嘴歷史博物館 四年級 12/5/2010 

糾察選舉 一至六年級 24/5/2010 

「拆解大戲密碼」粵劇工作坊 四至六年級 21/6/2010 

文化大使–中山珠海親子學習團 一至六年級文化大使 21/6/2010-23/6/2010 

師生同樂日 六年級 23/6/2010 

畢業感恩崇拜暨校友迎新日 六年級 27/6/2010 

協和水運會 四至六年級 30/6/2010 

數學活動日 一至六年級 8/7/2010 

宗教活動日 一至五年級 12/7/2010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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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長及支援 

整體服務策劃 

學校採用「全校參與」輔助學生的模式，有系統地為學生安排全面的服務和活動。而不同

的科組，如訓輔組、課外活動組、學習支援組等配合學校目標、學生的需要及對學生的期望，

就如何輔助學生成長，抱有共同的信念，並訂定明確目標。 

 

校本輔導計劃校本輔導計劃校本輔導計劃校本輔導計劃    

    本年度的校本輔導活動以培養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勇於面對挑戰為主題，發展性活動有「說

話有禮」、「一人一職」、「如何面對困難」攤位遊戲及講座、共融體驗活動、探訪長者、領袖培

訓、交齊功課及班本獎勵計劃等；預防性的講座如「濫用藥物」、「店鋪盜竊」等，讓同學反思

自己的行為及態度，幫助同學的身心發展。 

    部份同學在成長上遇到個別的困難，包括情緒、學業、社交及家庭等問題，會轉介輔導組

進行諮商或輔導，並透過個案會議，教師與家長合作，按學生需要編定輔導計劃，共同協助學

生改善問題。 

學生成長課程學生成長課程學生成長課程學生成長課程    

    本年度各級最少安排 12 課節的成長課，內容除涵蓋個人生活與健康、家庭、學校及社會，

透過生活化的課堂活動，增進同學的知識和經驗，以確立正面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外，還配合學

校訓輔主題「培養堅毅及專重他人的態度」加入接納及欣賞他人的元素，各級並備有一套完整

的成長課程。 

    小四至小六「成長的天空」計劃讓參加同學透過活動，學習與人合作、控制情緒、培養積

極面對挑戰的精神。 

學習支援學習支援學習支援學習支援    

    為支援具特殊學習需要的同學，學校以「新資助模式」聘請了一位合約老師、一位社工，

進行課堂內外的支援，包括課前、課後小組輔導、課業、默書、測考及功課調適、抽離課室支

援；聘請越己堂及中華基督教會教育服務部專業導師到校為有讀寫障礙、情緒問題的學生提供

技巧訓練；邁步兒童發展中心及東華三院賽馬會大角嘴綜合服務中心訓練同學的記憶力及專注

力，協助同學改善課堂秩序，自我管理技巧，並提升他們自我認識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學校亦申請加強言語治療津貼，聘請社區言語治療中心到校為同學進行識別，提供個別及

小組治療，並舉辦「詞彙發展」、「聲線護理」學生講座及攤位遊戲，教授三、六年級同學看圖

說故事及小組說話技巧，並與家長、老師進行個案諮商會議。 

    本年度學校參與校本教育心理服務，當中設有教育心理學家駐校服務，能適時為老師、家

長及學生作出專業的諮商及建議；又訓練義工家長，於學生休息時到課室為有需要的同學進行

默寫訓練。 

小一支援小一支援小一支援小一支援    

    舉辦小一家長講座，讓家長了解小一學生在校的生活情況，舉辦暑期「小一適應班」及開

學初的小一適應活動，並由高年級同學擔任「關懷大使」，協助一年級同學適應小學生活。 

升中支援升中支援升中支援升中支援    

1. 提高家長了解升中派位機制及選校辦法 

-於五年級及六年級分別舉行升中講座及選校講座，通告家長有關「跨網派位」、「自行分配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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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位」申請辦法，講解「統一派位」制度。於家長日提供選校諮詢，並邀請中學校長到校  

 與家長、學生講解升中準備。 

   -將收到的中學資料及申請單張上載學校網頁，安排家長、同學參觀區內中學，增加他們對 

    本區中學的認識。又在選校時與家長分析學生的能力，提供適合其子女報讀的學校名單。 
2. 提高學生面試技巧 

鼓勵同學自行投考中學，舉辦升中模擬面試，邀請家長擔任導師，英文及普通話科設說話訓 

練，加強同學的面試能力。 

3. 協助學生適應中學生活 

舉辦升中適應講座、中一入學前學科測驗答題訓練及參加中學舉辦的英語日營等，讓同學了 

解中學生活及為課程銜接做好準備。 

 

  其他支援其他支援其他支援其他支援    

                        為了建立同學的信仰生活，學校鼓勵同學參加宗教活動，老師於教育主日及畢業主日帶領

五、六年級同學參與崇拜。學校設有學生團契，每年舉辦六年級畢業營，望覺堂教牧同工隨團

支援，帶領同學認識團契生活，認識福音。 

      為輔助家長教育子女，校方舉辦多項家長工作坊及講座，例如「作孩子的情緒教練」、「升中

子女心路歷程」等，家校攜手，使學生得到適切支援，令學習更有效。 

  預防性預防性預防性預防性、、、、發展性及增益性活動一覽發展性及增益性活動一覽發展性及增益性活動一覽發展性及增益性活動一覽    

類別 項目 日期 級別 

成長課 個人發展 

群性發展 

學業 

生活計劃 

全年共 12節 一至六年級 

訓育活動 主題： 

  自信自學知識高 

  愛問愛做能力好 

-「一人ㄧ職」摘星獎勵計劃 

- 課室及校園清潔計劃 

� 班際清潔比賽 

� 校園清潔大使 

� 課室清潔大使 

- 欣賞及尊重他人 

� 「說話有禮」活動 

� 禮貌大使選舉 

- 領袖培訓 

� 糾察崗位實習 

� 糾察領袖訓練日營 

� 糾察領袖訓練營 

� 傑出糾察選舉 

 

 

 

全年 

 

10/2009 

至 

3/2010 

 

11/2009 

 

 

8/2008 

10/2/2010 

14/5/2010及 15/5/2010 

24/5/2010 

1/2009 

 

 

一至六年級 

 

 

 

 

 

四至六年級 

言語治療 全年 一至六年級 

資優小組 全年 四、五年級 

講座及小組

活動 

「成長的天空」計劃 全年 四至六年級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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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項目 日期 級別 

課前、課後小組輔導 全年 二至六年級 

遊戲大使訓練 全年 一至六年級 

一年級及插班生適應活動 4/9/2009 及 18/11/2009 一年級及插班生 

生活教育活動計劃 5/10/2009 及 6/10/2009 一至六年級 

禁毒講座 10/10/2009 四、五年級 

性教育講座 21/11/2009 五、六年級 

升中面試技巧及升中適應講座 17/12/2009 及 21/4/2010 六年級 

青春期講座 21/1/2010 五、六年級 

護苗教育車 8/3/2010-12/3/2010 二至五年級 

店鋪盜竊講座 29/4/2010 四年級 

講座及小組

活動 

「逆境多面觀」講座 22/6/2010 一至六年級 

英文閱讀小組 29/10/2009、12/11/2009

及 23/11/2009 

三年級 

詞彙大搜查 21/1/2010-5/2/2010 一至六年級 

英文認字技巧小組 20/5/2010、25/5/2010及

15/6/2010 

一年級 

專注力訓練小組 12 小時 二、三年級 

專注力及記憶力訓練 15小時 四、五年級 

多感官語文學習 15小時 五、六年級 

中文讀寫訓練高組及低組  18 小時 二至六年級 

英文讀寫訓練 18 小時 五、六年級 

情緒及社交訓練高組及低組 12 小時 二至六年級 

音樂治療 15小時 五、六年級 

專注力訓練低組 6 小時 二、三年級 

學習小組 

讀寫及伴讀計劃 3月-5 月 三年級 

 

家庭與學校聯繫家庭與學校聯繫家庭與學校聯繫家庭與學校聯繫    

項目 日期 級別 

小一新生家長會 4/7/2009、10/10/2009 一年級家長 

二年級「普教中」家長會 4/7/2009 及 10/10/2010 二年級「普教中班」家長 

五年及家長會 10/10/2009 五年級學生及家長 

教學觀摩 21/11/2009 二年級家長 

六年及升中及選校家長會 4/12/2009、21/4/2010及

28/4/2010 

六年級學生及家長 

教學觀摩 5/12/2009 三年級家長 

家長日 3/12/2009 

10/2/1010 

六年級學生及家長 

一至五年級學生及家長 

親子活動日 19/12/2009 二、三年級學生及家長 

家長義工聯誼活動 27/3/2010 義工及家長及學生 

家教會親子旅行 27/2/2010 全校學生及家長 

六年級畢業禮 3/7/2010 六年級學生及家長 

    P.8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上午校 2009-2010 周年報告書 
家長教育家長教育家長教育家長教育    

項目 日期 

家長圖書借閱 全年 

「作孩子的情緒教練」講座 7/11/2009 

讀寫及伴讀計劃家長義工工作坊 9/2/2010、30/3/2010及 20/4/2010 

美容護膚 DIY家長班及香草護理用品 11/3/2010及 18/3/2010 

家長義工訓練課程-愛你的鄰舍 20/4/2010、27/4/2010、4/5/2010、 

11/5/2010及 29/5/2010 

家長課程 7/6/2010、15/6/2010及 29/6/2010 

「升中子女心路歷程」講座 24/6/2010 

 

學生表現 
學業表現 

本校學生學業表現優良，在升中派位中，大部份學生都能派往第一志願，其中 86 人(約 53.4%)

獲派入英語授課中學。 

                     2009-2010年度學生升讀中學概況        詳情見學校網頁                                                            

校  名                       人數 校  名                        人數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13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               12 

真光女書院                         9 

華仁書院(九龍)                     9 

聖方濟書院                         5 

伊利沙伯中學                       4 

循道中學                           2 

賽馬會體藝中學                     4 

保祿六世書院                       2 

陳瑞祺(喇沙)書院                   2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3 

基督教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2 

皇仁書院                           1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1 

華英中學                           1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1 

德望中學                           1 

聖類斯中學                           1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1 

嘉諾撒聖家書院                       1 

聖母玫瑰書院                         1 

香港神托會培基書院                   1 

沙田崇真中學                         1 

德信中學                             1 

東華三院陳兆民中學                   1 

迦密中學                             1 

香港浸會中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學       1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迦南書院         1 

林大輝中學                           1 

播道書院                             1 

官立嘉道理爵士中學(西九龍)           1 

匯基書院(東九龍)                     1 

香港培正中學                         1 

香港培道中學                         3 

學生參加校際活動獲得的獎項 

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獎品詳情 
中文 第六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冠軍 2 名 

季軍 3 名 
優良 8 名 
良好 1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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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獎品詳情 

第六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 冠軍 1 名 
亞軍 1 名 
季軍 4 名 
優良 40名 
良好 10名 

中年級集誦優良獎 
2010全港幼稚園生、小學生來說普通話比賽 總亞軍 1 名 

國際音樂藝術大賽 - 普通話總決賽 金獎 1 名 

第四屆第四輪香港區普通話朗誦初賽 金獎 1 名 

2010第十二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優異星獎 2 名 
優異 7名 
良好 2 名 

2010年全港小學生徵文比賽-小四中文組 優異獎 1 名 

中文 

第十四屆全港中小學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亞軍 1 名 

香港學校戲劇節(英文組) 傑出整體演出獎 
傑出導演獎 
傑出舞台效果獎 

結出劇本獎 
傑出女演員獎 

第二屆全港英語正讀運動 九西區傑出學校榮譽獎 
優異獎 1 名 

英文每日一篇 油尖旺區傑出學校榮譽獎 

英文 

香港學校朗誦節 冠軍 1 名 
亞軍 1 名 
季軍 5名 
優良 62 名 
良好 5名 

2010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一等獎 2 名 
二等獎 15名 
三等獎 24 名 

2010華夏盃全國奧數之星決賽 二等獎 2 名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 HkmoOpen 金獎 1 名 
銀獎 1 名 
銅獎 1 名 

2009 香港校際盃珠心算比賽初級組 亞軍 1 名 

全港十八區(油尖旺區)小學數學比賽 優異獎 6 名 

第十七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銅獎 2 名 

數學 

2010年度香港小學精英選拔賽 
 

計算競賽二等獎 2 名 
計算競賽三等獎 2 名 
數學競賽三等獎 4 名 
總成績二等獎 2 名 
總成績三等獎 3 名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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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獎品詳情 

家庭決策漫畫結局創作比賽 冠軍 1 名 

第二屆兩岸四地中國青少年兒童書畫大賽 -  獎狀 1 名 

第九屆“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
大賽 

美術優秀獎 1 名 

全港小學生「職安全心愛」心意卡設計比賽 最踴躍參與學校大獎 

2010年油尖旺區青少年暑期創作比賽 冠軍 1 名 
亞軍 1 名 
優異獎 3 名 

2009 年油尖旺區青少年暑期活動填色創作比賽 
(中級組 P3-P4) 

季軍 1 名 

全港幼稚園生及小學生 - 畫出未來的我‧親子
繪畫大賽 

亞軍 1 名 
優異獎 122 名 
最踴躍參與學校獎 

東亞運動會襟章設計比賽 - 公開組 季軍 1 名 

品德教育漫畫創作比賽 (小學組) 優異獎 1 名 

「網絡零欺凌」填色比賽 冠軍 1 名 
季軍 1 名 

盧峰 2009初級組戶外寫生大賽  亞軍 1 名 

第二屆中日韓(國際)青少年兒童書畫交流大賽 銅獎 1 名 

聖誕添色彩填色比賽 - 幼兒組 嘉許獎 1 名 

青少年抗毒繪畫比賽 
 

冠軍 1 名 
亞軍 1 名 
季軍 1 名 
優異 2 名 

親親媽咪填色比賽 - 幼兒組 冠軍 1 名 

校際滅罪環保袋設計比賽 優異獎 2 名 

「童‧繪活力社區」全港小學生天使傳情心意
卡設計比賽 - 高級組 

優異獎 1 名 

第二屆環保海報設計比賽高級組 第一名 

2009 年關注鯊魚國際兒童藝術比賽  冠軍 1 名 

「珍惜生命、遠離毒害、愛護環境、共創未來」
文件夾封面設計比賽 

優異獎 2 名 

信心存摺繪畫比賽 一等獎 1 名 
二等獎 1 名 

視覺 
藝術 

「智多多 香港是我家」親子填色比賽 優異獎 4 名 

音樂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乙組詩班冠軍 
敲擊節奏樂冠軍 
甲組詩班季軍 
中音木笛獨奏 - (13歲或以下) 
高音木笛獨奏 - (13歲或以下) 

 
冠軍 
冠軍 
季軍 
冠軍 1 名 

亞軍 2 名、季軍 2 名、優良 9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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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獎品詳情 

單簧管獨奏 小學 (初級組) 
吹管樂小組 
鋼琴獨奏一級 
鋼琴獨奏二級 
鋼琴獨奏三級 
鋼琴獨奏四級 
鋼琴獨奏五級 
鋼琴獨奏六級 
鋼琴獨奏七級 
鋼琴獨奏八級 
小提琴獨奏一級 
小提琴獨奏二級 
小提琴獨奏三級 
小提琴獨奏五級 
中提琴獨奏 
大提琴獨奏 (初級組) 
中文歌曲-小學女童聲(13歲或以下) 
粵曲對唱 - 小學初級組 
木笛二重奏 - 小學組 (11歲或以下) 
圓號獨奏 -小學初級組 
口風琴合奏 

季軍 1 名、優良 1 名 
優良 1 名 

季軍 1 名、優異 6 名、良好 7名 
優良 13 名、良好 5名 

冠軍 1 名、優良 14 名、良好 5名 
優良 4 名、良好 4 名 
優良 2 名、良好 2 名 
季軍 1 名、良好 1 名 

良好 3 名 
優良 1 名 
優良 1 名 
優良 5名 
良好 2 名 
優良 1 名 

優良 2 名、良好 1 名 
優良 1 名、良好 1 名 
優良 4 名、良好 3 名 

優良 1 名 
優良 4 名 
優良 1 名 
良好 

音樂 

2009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管樂組高團銀獎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九龍西區田徑比賽 
 

女甲六十公尺冠軍 
男甲一百公尺亞軍 
男乙一百公尺亞軍 
男乙跳高季軍 
女甲跳高殿軍 
女甲推鉛球殿軍 

體育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陸運會 男甲全場團體亞軍 
男乙全場團體亞軍 
女甲全場團體亞軍 
女乙全場團體殿軍 
女丙全場團體殿軍 
男甲 4X100接力冠軍 
男甲一百公尺亞軍 

男乙 4X100 公尺接力亞軍 
男乙一百公尺亞軍 
男乙六十公尺亞軍 
男甲  壘球亞軍 
男丙跳遠亞軍 
男丙六十公尺殿軍 
女甲 4X100接力亞軍 
女甲六十公尺冠軍 
女乙 4X100接力亞軍 
女乙六十公尺冠軍 
女乙跳高季軍 
女乙  壘球殿軍 
女丙 4X100接力殿軍 
女丙六十公尺殿軍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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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獎品詳情 

九龍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甲六十公尺冠軍 
第十二屆全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 女甲六十公尺季軍 
2009 國慶杯少年田徑錦標賽 第二名及第三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九龍西區校際游泳比賽 
 

全場銀獎 
男子甲組季軍 

男甲五十公尺自由泳冠軍 
男甲五十公尺背泳亞軍 
女乙五十公尺蝶泳冠軍 
女乙五十公尺自由泳亞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全港區校際游泳比賽 
 

女乙二百公尺自由泳接力季軍 
男甲 4X50 公尺自由泳接力季軍 

港九地域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女乙 4X50 公尺自由泳接力季軍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男高 4X50 公尺接力冠軍 

男高五十公尺背泳冠軍 
男高五十公尺蝶泳亞軍 
男高一百公尺自由泳季軍 
男高一百公尺胸泳季軍 
女高五十公尺背泳季軍 
女高五十公尺蝶泳殿軍 
女初五十公尺自由泳亞軍 
女初五十公尺背泳季軍 

香港公開水域渡海泳比賽   第八名 
香港公開游泳比賽 第六名 
第十屆 Summer 盃游泳錦標賽 - 50米親子項目 季軍 
九龍西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男乙殿軍 4 名 

男乙優秀運動員 1 名 
女乙優異獎 3 名 

南區乒乓球分齡比賽暨長幼乒乓球比賽 A組 亞軍 
西貢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 男子青少年 K組 冠軍 
恒生新一代乒乓球大比併七歲組 冠軍 
香港乒乓球論壇比賽兒童組 (10歲以下) 優異獎 
「同樂童競迎東亞」競技比賽 季軍 
2009 香港校際柔道錦標賽 - 男子初級組 30KG 冠軍 
第四十一屆香港柔道邀請錦標大賽 - 男童組
36公斤 

季軍 

2009 now TV 青少年足球推廣第三階段分區錦標
賽新界南-E 組 

亞軍 

2010年度香港九西區足球比賽 八強 

體育 

跆拳道錦標賽 
男子小學初級帶 5至 6 年級 - 正拳操演賽 
男子小學初級帶 3 年級 - 速度賽 
男子小學初級帶 5至 6 年級- 速度賽 
男子小學初級帶 4 年級 - 正拳操演賽 
男子小學高級帶 6 年級 - 套拳賽 
女子小學高級帶 - 套拳賽 
女子小學高級帶 - 速度賽 
女子小學初級帶 3 至 4 年級 - 速度賽 
女子小學初級帶 2 年級 - 正拳操演賽 
女子小學初級帶 2 年級 - 正拳操演賽 

亞軍 
冠軍 1 名 
冠軍 1 名 
亞軍 1 名 
亞軍 1 名 
亞軍 1 名 
亞軍 

亞軍 1 名、季軍 1 名 
亞軍 1 名、季軍 1 名 

亞軍 1 名 
冠軍 1 名、亞軍 2 名、季軍 1 名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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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獎品詳情 

第十一屆聯校跆拳道錦標賽 亞軍 
文武全才青苗培訓及獎學金計劃 冠軍 
香港功夫節 - 2009武林英雄大會 
香港功夫節 - 2009武林英雄大會 - 攔馬訣 

金獎 
金獎 

2010年全港技巧體操分齡比賽 季軍 
香港青少年柔道錦標賽 - 10-12歲男B組- 32kg 亞軍 
2010年全港技巧體操分齡比賽 第三名 
香港學校舞蹈節(西方舞高級組) 甲級獎級及編舞者獎 
香港學校舞蹈節(東方舞高組) 甲級獎 
香港學校舞蹈節(東方舞低組) 甲級獎 
香港學校舞蹈節(現代舞高年級組) 甲級獎 
第六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 小學女子
組 10歲或以上 -孤步舞新人賽 

冠軍 1 名 
亞軍 1 名 

第六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 小學男女
混合組 10歲或以上 -狐步舞新人賽 

亞軍 2 名 

第六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 小學女子
組 10歲或以上 - 維也納華爾茲新人賽 

亞軍 2 名 

第一屆荃灣區舞蹈錦標賽 - 女子拉丁舞 銀獎 
第一屆荃灣區舞蹈錦標賽 - Evening Three 
Step及 Barn Dance 

銀獎 2 名 
銅獎 1 名 

第一屆荃灣區舞蹈錦標賽 - 女子拉丁舞 銀獎 
第六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 小學女子
組 10歲或以上 -華爾茲新秀賽 

亞軍 2 名 

第六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 小學女子
組 10歲或以上 - 探戈新秀賽 

亞軍 2 名 

第一屆荃灣區舞蹈錦標賽 - 女子專項鬥牛 9至
10歲組 

銀獎 

第六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 小學女子
組 10歲或以上 -快步舞新人賽 

亞軍 2 名 

體育 

第六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 小學女子
組 11歲 -鬥牛舞新秀賽 

亞軍 2 名 

圖書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致故事人物的信 優異獎 
第十六屆聖經朗誦節 總冠軍 1 名 

冠軍 2 名 
亞軍 5名 
季軍 5名 
優異 5名 
嘉許獎 123 名 

宗教 

第 61屆學校朗誦節(聖經) 
 

冠軍 1 名 
亞軍 1 名 
季軍 6 名 
優異 4 名 
優良 31 名 
良好 21 名 

第十屆《基本法》網上問答比賽  優良獎 
學校優秀表現獎 

第十三屆「常識百搭」比賽 嘉許獎 

常識 

世界衛生日 2010 網上問答比賽初級組 全港冠軍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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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獎品詳情 
電腦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金章 4 名 

油尖旺區校長會「傑出學生獎」 1 名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小學模範生獎 5名 
屈臣氏傑出運動員獎 1 名 
公益少年團「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籌款 金獎 

獎勵 
計劃 

公益少年團「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 金獎 

課外活動的參與 

    本校推行「一生一體藝」政策，鼓勵每位學生發展體育及藝術才能，以平衡學科及術科的

學習，使身心有均衡的發展。為落實「一生一體藝」政策，學校除鼓勵學生自行於校外參與體

藝活動外，本校也積極安排不同的課餘聯課活動及校隊讓學生參加。 

    本年度開辦的聯課及長期性活動 

語文智慧 中文寫作  普通話朗誦  普通話拼音  普通話司儀  英語寫作  英語話劇  

英語暢遊  讀書會 

數理邏輯 數學 Smart Kids  電腦小尖兵  電視台小尖兵  LEGO 科學探索   

LEGO電腦機械模型 

視覺空間 創意現代水墨畫  雕塑創作  璧畫創作   

音樂節奏 敲擊樂  弦樂  管樂  中樂  口琴  口風琴  直笛  詩班  芭蕾舞  東方舞  

現代舞   

肢體動覺 劍擊  跆拳  國術  足毽  泳隊  籃球  足球  排球  羽毛球  乒乓球   

小型網球  花式跳繩 

科學自然 通識問答  科學探究   

社會服務 公益少年團  少年警訊  小女童軍  幼童軍  升旗隊   

其他 校園小記者  資優培訓  學生團契 

   此外，學校亦舉辦全校性的高低年級旅行、四年級戶外教育營、五年級國內交流、六年級跨

境學習及戶外畢業營、各類型的教育性講座及文化推廣活動等。 

主要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一關注事項一關注事項一關注事項一：：：：透過學習活動透過學習活動透過學習活動透過學習活動，，，，培養學生的自學文化培養學生的自學文化培養學生的自學文化培養學生的自學文化    

1. 各科組設計學習活動，提升學生的各種自學能力。 

A.學生能認識及運用各種自學技能 

成就 

☆ 各科組所設立的網上平台，如「中文百達通網上自學計劃」、英文科的「8 Octopus」、

數學科的「Smart123」、「數學網上平台」及「常識 Ready Go」等，平均達 86%學生參與，

成效顯著，提升學生網上學習的技能。 

☆ 學校已建立穩健的閱讀自學習慣及興趣。「親子伴讀獎勵計劃」（一、二年級）、「勇闖太

陽」閱讀獎勵計劃(三、四年級) 、「星際之旅」閱讀獎勵計劃(五、六年級) ，學生閱

讀量較預期為高，成效令人滿意。周二的早讀時段、聯合早會閱讀分享、「4‧23 世界

閱讀日」、班際借書比賽、讀者借閱排行榜、為學生訂閱報章及雜誌、閱讀推廣活動及

推介不同的閱讀平台﹝如星級閱讀獎勵計劃及暑期閱讀約章等﹞，以鼓勵學生多閱讀課

外讀物。 

☆ 常識科設置「通識小天地」板，學生自行選擇新聞事件，做時事剪報及定時進行課堂分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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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活動能令學生自發性地關心和認識社會發生的事情。 

反思 

☆ 網上平台成為科組恆常推動工作，仍須檢視網站的質素，持續優化學習的內容。 

☆ 鑑於有部分學生因環境因素及個人理由，在自學的態度上仍有進步的空間，建議教師多

提示學生自動自覺的意義，並設立不同獎項，誘發學習動機，鼓勵學生參與，改變學習

行為。 

☆ 課程發展組建議可利用恆常的網上自學，將策略推進一步，逐漸鞏固學生的積極自學態

度。例如：學生選出佳作，自製成字詞卡；或出版詩集，鼓勵學生自動自覺朗誦；自動

摘錄學習筆記等。 

B.學生能運用四種思維方法提升解難能力 

成就 

☆ 中文科除了在課堂教授思維策略外，更配合課本的學習，設計了全學年 8 次的自學工作

紙，評估學生的學習表現。據統計超過 80%的四至六年級學生均能運用「我知、我想、

我學到」的思維學習方法進行自學，達到預期的目標。 

☆ 已在全日制(一、二年級)課堂設立「通識」課及透過全方位學習的機會，訂立階段性教

授四種思維(六何法、KWL策略、腦圖及六色思維)學習方法，提升各級學生的研習能力，

讓學生能運用四種思維方法提升專題研習的能力。 

☆ 常識科超過 80%的一至三年級學生能透過學習資料冊，運用「六何法」了解剪報的內容

及進行反思。超過 80%的四至六年級學生能運用「KWL」自學策略主動搜集資料，增加

學習興趣，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 

    反思 

☆ 低年級對「六何法」的自學策略及高年級對「KWL」的擬題技巧仍需加強。 

2. 透過教學備課，提升教學效能。 

A. 訂立教師專業進修「照顧學習差異學生」的時序 

  成就 

☆ 教師已透過各項教師專業進修，發展個人的專業技能，提升學教成效。全校教師平均全

年進修時數為 80小時，超過預期的 50小時。各科組籌辦的專業發展日共有 15次，每

次平均 2 小時。 

☆ 老師進修與學生支援課程的記錄： 

       修畢30小時基礎課程有5位 

       修畢 90小時高級課程有 3 位   

       修畢 60小時專題課程有 3 位 

   修畢 30小時「喜悅讀寫」共有 17位 

反思 

☆ 雖然超過60%老師認同學校的專業交流風氣已形成，學校可繼續在已有的共同備課文化

的基礎上，透過「共同備課─觀課─評課」的運作來鞏固教師的專業發展。鑑於備課觀

課活動的目的是提升教師們的專業知識及技能，課展組建議同儕觀課應與學校考績制度

分別出來，讓教師建立「諍友」伙伴，互相學習，共同成長。 

B.統整各項資源，提升教師的教學效能。 

  成就 ☆ 本學年獲教育局校本專業支援組「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特派一位國內老師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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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校推展四年級數學科課程。計劃的課題爲“提升學生數學思維能力”，主要是透過集 

   體備課、觀課議課、專題交流和分享等活動增進老師對課程的統整及施教的能力。數學 

   科支援老師夏忠學老師逢星期二及星期五到校，參與老師的備課會，除了共同研習學生 

   的學習難點，更提供了不少教學法，亦協助老師舉辦專業發展。參與計劃的老師皆同意 

   此計劃能提升他們的教學信心及學科知識，從而增強教學效能。 
☆ 本年度是學校參加語常委普教中計劃進行的第二年，借調老師到校與普教中核心老師開

會，並協助推動二年級的聽說教學，優化二年級的聽說教學資源，讓本校老師作為來年

的參考，並能增加老師的教學效能。普教中計劃開放 20節課堂給友校同工觀課及說課，

據教師評估表，他校老師非常欣賞本校學生在課堂用普通話演說的表現。 

☆ 學校已建立常規性的備課會，訂定時間、地點、目標，讓教師恆常商討課程內容。從教

師對學校意見問卷所得數據，有 73.9%老師認同學校利用觀課考績能有助老師的專業成

長，有 63.1%老師認同學校的專業交流風氣已形成。從與教師考績面談中，大部分教師

認同集體備課能增進個人對科本教學認知，從而提升教學效能。 

☆ 各科組經常鼓勵外出進修的同事於科會會議中分享學習成果，最新的教學資訊，互相交

流，對教學有所增益。 

   反思 

☆ 有 65.2%老師認同學校舉辦的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對工作很有幫助，數據尚有改善需要，       

校方仍須擴大諮詢，有系統地規劃老師各項培訓活動，以配合老師和學校發展的需要。 

 

學生支援計劃檢討 

   本校於09-10年度獲教育局批出新資助模式款項$600,000，學校因應所獲的撥款，為有特殊

學習需要，以及其他在學習和專注力方面需要特別照顧的學生，提供學習支援服務。 

   本年度有三所機構成功投標接辦各項輔助服務。其一是「香港社區言語治療中心」，主要提

供言語方面的服務，上述機構定期派出言語治療師到校，協助有需要的同學提升說話技巧。另

一機構為「越己堂」，它的服務範圍較廣，機構定期派出教育心理學家、音樂治療師到校，為有

需要的同學開辦不同的學習小組。本校亦利用撥款聘用「邁步兒童發展中心」的導師訓練專注

力不足及記憶力較弱之學生。學校繼續參加「成長的天空」計劃及「區本課後學習支援」，務求

全面幫助同學克服學習及成長上的困難，各項支援工作檢討如下： 

 

項目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 

及早識別及早識別及早識別及早識別    

-成立學習支援小組，有系統地執

行各項支援工作。 

 

-加強及早識別及支援小一有學習 

 困難的學生 

-於12月為懷疑有學 

 習問題的小一學生 

 填寫「及早識別測 

 量表」標準版，並 

 把測量結果交駐校 

 教育心理學家做進 

 一步評估及跟進 

-學生經評估後，除 

 了老師作學習支援 

 外，小組亦要加強 

 與家長的聯繫，為 

 家長提供支援 SEN 

 學生的方法。 

1.為有特殊 

  教育需要 

  的學生安 

  排適切的 

  支援 

 

 

學習支援學習支援學習支援學習支援    

 -就學生的學習差異，進行家課、 

 默寫、測驗及考試時間和評分調 

 適。 

    

-本校已因應學生的 

 能力及特殊教育需 

 要，進行課程及評 

 估調適，讓學生享 

 有平等的學習機會 

-老師在設計功課時 

 再可多考慮照顧個 

 別差異，讓 SEN學 

 生能順利完成工 

 作。 

    P.17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上午校 2009-2010 周年報告書  
項目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 

 -課堂活動多元化，以配合學生的 

 各種興趣，使不同能力的學生也 

 能參與課堂學習。 

-為有讀寫困難的同學購買專業服 

 務 

  A.「閃星星」讀寫改善小組 

  B.「讀寫多樂趣」中文高、低組 

 C.「讀寫多樂趣」英文組 

 D. 多感官語文學習 

-增聘一位社工，協助購買服務事 

 宜及監察購買服務的成效，兩位 

 社工合力輔導學生，更全面照顧 

 學生的身心成長。 

-聘請教學助理，支援課後英文輔 

 導。-聘請文書助理，支援老師製 

 作輔導工作紙及文書工作。 

-舉辦教師講座，加強教師對照顧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的認識。 

-校本心理教育服務 

 在學校系統、教師支援及學生支 

 援三個層面上透過駐校教育心理 

 學家的服務，促進本校在照顧不 

 同學習需要學生的發展，提升學 

 生的學習信心。 

 

 

-部分 SEN的同學經 

 調適後能交齊功課 

 默書經調適後都能 

 取得合格的成績 

-導師表示同學參與 

 活動的表現良好。 

 各項活動完結時均 

 設問卷，從學生問 

 卷顯示，大部分受 

 訓的同學認為活動 

 能建立自信及提升 

他們對該科的學習 

 能力。 

-學校遵照教育局的 

 學生支援政策，妥 

 善地運用撥款，增 

 聘教職員，發揮「全 

 校參與」的精神， 

 有效地照顧學習差 

 異及學生的特殊教 

 育需要。 

-老師特殊教育進修 

 情況：修畢 30小時 

 基礎課程 5人、修 

 畢 90小時高級課程 

 3 人、修畢 60小時 

 專題課程 3 人、修 

 畢「香港中文大學 

 教育心理學系」30 

 小時「喜悅寫意」 

 支援讀寫困難學生 

 17人。 

-雖然大部份抽離、 

 加時的 SEN學生的 

 成績未能有大進 

 步，但監堂老師表 

 示同學都能認真作 

 答，家長亦表示抽 

 離、加時能增強學 

 生作答的信心。 

-本校大部分 SEN學 

 生為讀寫障礙，下 

 學年可增加購買讀 

 障支援的小組，讓 

 有需要的學生都能 

 得到合適的訓練。 

-結合上學期餘款， 

 增聘一位支援老師 

 於正規課堂時入班 

 協作。 

-鼓勵更多教師參加 

 有關的培訓課程 

 

2.個人成長 

 

 

 

 

 

-開辦不同類別的小組 

 A.情緒及社交管理 

 B.記憶力及專注力訓練高、低組 

 C.樂趣與我 (情意及表達) 

 D.專注力及記憶力訓練 

 E.Smart Kids 計劃(突破學習障 

   礙) 

-開辦家長課程，加強家長對學校 

 支援計劃的認識和參與。 

-大部分學生參加課 

 後支援津助開辦的 

 組別表現理想，課 

 堂投入，從學生問 

 卷調查得悉學生對 

 參與活動有興趣。 

 下學年將繼續聘請 

 有關機構或導師開 

 辦有關訓練。 

 -家長出席率偏低， 

  部分家長亦表示沒 

  有時間與學生進行 

  家居訓練。學校在 

  資源分配時需考慮 

  如何給予該等學生 

 更多的支援。  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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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 

3.言語治療 

 

 

-學生層面 

 識別有言語障礙的學生及提供個 

 人/小組治療服務 

-家長層面 

 歡迎家長陪同學生出席治療，讓 

 家長明白治療方法，在家協助子 

 女進行言語練習。 

-教師層面 

 個案會談及入班支援，訓練同學 

 說話技巧。 

-學校層面 

 提供資源，訓練十多位「言語助 

 理」，以一對一方式協助低年級 

 語障學生進行詞彙練習。舉辦聲 

 線護理週提升學生聲線護理的意 

 識及在日常生活中正確使用聲線 

 方法。 

-治療成效顯著，大 

 部份學生接受治療 

 後，構音及言語表 

 達的問題均有改善 

-兩位治療師定期到 

 校，分別跟進不同 

 學生的治療進展。 

-學期初有45位同學 

 經評估需接受言語  

 治療，7 月總評估時 

 有6位同學已達標， 

 下學年不用入組治 

 療。 

-透過全校活動，促 

 進家長及全體師生 

    對言語障礙的認識 

     

-因時間未能安排老 

 師出席，觀察學生 

 接受治療的情況。 

-學校層面的活動以 

 同一主題聯繫，能 

 增加活動成效。 

  

4.成長的 

  天空 

 

-四年級組活動 

 A.迎新活動 

 B.啟動活動 

 C.輔導活動 

 D.各類營會 

 E.愛心服務 

 F.優質家長工作坊 

 G.教師工作坊 

 H.家長教師分享會暨結業禮 

-五、六年級組活動 

 A.強化活動(戶內及戶外) 

 B.組員個別面談 

-透過小組活動，成 

 功塑造「面對逆 

 境，友伴同行」氣 

 氛。 

-超過80%參加同學  

 表示活動能幫助他 

 們學習與人合作、 

 學到控制自己的情 

 緒、懂得按既定的 

 目標辦事及懂得使 

 用學到的方法解決 

 問題。 

-部份「成天」的組 

 員因已繳費參加其 

 他聯課活動，以致 

 未能出席所有活 

 動，下學年更要盡 

 早發放「成長的天 

 空」學生名單及活 

 動日期，以便家長 

 為學生安排時間。 

  

5.校本課後 

  及區本學 

  習及支援 

  計劃 

 

 

 

 

 

 

-利用課後學習及支援津貼開辦或

資助學生參加不同體藝訓練組別 

 A.語文治能-普通話朗誦興趣班  

   及創意中文寫作 

 B.動覺智能-跆拳道、國術、劍 

   擊、球類班、芭蕾舞、東方 

   舞、現代舞班及花式跳繩 

 C.音樂治能-西樂樂器班 

 D.電腦程式應用 

 

-學生投入學習，上 

 課表現理想。從問 

 卷調查評估得悉學 

 生對參與的活動有 

 興趣。 

-讓經濟有困難的同 

 學有機會參加課餘 

 活動，豐富學習生 

 活。 

-由於星期六上課容 

 易與學校的其他活 

 動及校外的比賽時 

 間相同，部分學生 

 未能出席所有的課 

 堂。 

學校會繼續關注學生的身心成長，積極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支援和活動，讓不同能力的學

生在學業和學業以外皆能發揮所長，盡顯潛能。 P.19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上午校 2009-2010 周年報告書 
回饋與跟進 

    本校秉承中華基督教會的信仰辦學，致力培育具備基督化人格、學識全面、慎思明辨、關

心社會、樂於奉獻和服務的學生。上述報告記錄了教師、職工、家長和同學在過去一年的努力，

踏進新的學年，學校將遷入深水埗區轉全日制上課，我校將迎接挑戰，繼往開來，致力為中學

輸送優秀人材。 

   為進一步優化學生的學習，提生學生的學習效能仍是來年發展計劃的主要關注事項。未來將

繼續深化同學的自學能力，老師透過同儕互助的觀課文化，提升教學專業水平及發展教師團隊

精神。 

 

學校來年(2010-2011)校務計劃的關注事項： 

1. 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及積極的學習態度。 

2. 優化課堂教學，照顧學習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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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上午校 
2009 至 2010 年度財政收支報告 收入 支出 結存/(結欠) 項      目 

$ $ $              

(Ｉ)政府津貼          A.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i)一般範疇           ‧修訂行政津貼    1,058,556.00        - 職工薪金     835,218.40      - 保安服務     37,016.13      - 園藝及清潔服務    38,140.00 148,181.47   ‧學校及班級津貼   326,538.72 488,383.90 -161,845.18   ‧學校課程發展津貼   41,832.00 41,500.20 331.80   ‧普通話教學津貼   1,275.00   1,275.00   ‧校本管理補充津貼   148,389.00        - 教師專業發展及學術交流活動  21,944.70      - 講員酬金/車馬費    2,769.10      - 學生獎品     29,672.30      - 校訊印刷     44,990.80      - 專業責任保險    13,002.86 36,009.24   ‧培訓津貼    6,713.00 3,050.00 3,663.00   ‧增補津貼    5,684.00 5,352.00 332.00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210,474.00        - 電腦消耗性物品    54,812.50      - 資訊科技教育    29,010.00      - 技術支援服務    127,748.00      - 電腦設備保養費    35,258.66 -36,355.16   ‧德育及公民教育津貼   12,348.00 2,506.50 9,841.50      
小結 1,811,809.72 1,810,376.05 1,433.67                  (ii)特別範疇           ‧學校發展津貼    560,941.00        - 教學支援員工薪金及強積金   523,736.77      - 外籍英語教師薪金    4,935.48      - 境外學術交流    7,350.00      - 興趣班導師費    7,702.80      - 聯課活動     24,782.00 -7,566.05   ‧校本訓輔津貼    5,866.00 5,994.00 -128.00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6,630.00 483.60 6,146.40   ‧英文廣泛閱讀計劃   6,630.00   6,630.00   ‧全方位學生輔導津貼   454,285.00 387,653.40 66,631.60   ‧成長的天空計劃津貼   85,928.00 78,000.00 7,928.00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102,000.00 100,310.00 1,690.00      
小結 1,222,280.00 1,140,948.05 81,331.95               B. 營辦津貼以外的其他津貼          ‧綜合家具及設備津貼   148,610.00 88,138.05 60,471.95   ‧新資助模式學習支援津貼   600,000.00 547,048.50 52,951.50   ‧增補基金津貼    18,662.00 18,662.00 0.00   ‧一筆過預防人類豬流感特別津貼 3,000.00 3,000.00 0.00   ‧課後學習支援津貼   16,600.00 17,834.00 -1,234.00   ‧赤子心 中國情資助計劃   36,800.00 36,800.00 0.00   

‧家校合作活動及家教會經常費用津貼 9,325.00 9,325.00 0.00   ‧一筆過資訊科技特別津貼    16,150.00 -16,150.00   ‧網上校管系統升級津貼    49,039.40 -49,039.40   ‧代課教師津貼    66,013.00 104,834.00 -38,821.00      
小結 899,010.00 890,830.95 8,179.05               

(Ⅱ)學校津貼         

 A. 普通經費    848,703.30 1,179,633.28 -330,929.98  B. 籌款活動    865,423.80 27,298.60 838,125.20  C. 普教中代課教師津貼   315,840.00 278,763.00 37,077.00  D. 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   12,740.00 12,305.00 435.00  E. 校際戲劇節津貼    2,050.00 939.90 1,110.10  F. 課室空調設備及電費   180,400.00 179,815.50 584.50  G. 區會資助專款帳    18,561.07 12,978.00 5,583.07      
小結 2,243,718.17 1,691,733.28 551,984.89   政府經費 90,944.67 本年度結存/(結欠)   學校經費 551,984.89 

642,929.56   政府經費 978,808.72 承上年度結存/(結欠)       [根據核數報告調整]   學校經費 2,443,126.44 
3,421,935.16   政府經費 1,069,753.39 轉下年度結存/(結欠)   學校經費 2,995,111.33 
4,064,864.72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上午校 

2009-2010 年度 校本課後學習支援及賽馬會全方位學習計劃活動 

獲資助活動資料 

負責主任﹕黃雪鄉主任、陳嘉儀主任 

智能發展智能發展智能發展智能發展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活動目標活動目標活動目標活動目標    
成功準則成功準則成功準則成功準則////    

學習成果學習成果學習成果學習成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活動舉辦期活動舉辦期活動舉辦期活動舉辦期

間間間間////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預計受預計受預計受預計受

惠學生惠學生惠學生惠學生

人次人次人次人次    

預計開支預計開支預計開支預計開支    
合辦機購合辦機購合辦機購合辦機購////服務供服務供服務供服務供應機構名稱應機構名稱應機構名稱應機構名稱     資助來源資助來源資助來源資助來源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語文智能 英文話劇 

普通話朗

誦興趣班 

- 培養學生運用

語文的能力 

- 增強學生表達

情意的自信心 

受資助的學生能掌

握活動的基本技巧 

- 觀察學生學習情況 

- 欣賞學生演出 

- 從問卷調查評估學生對

參與活動的興趣 

09 年 10 月至

10 年 6 月 

6 人 $600X6 

=$3,600 （每人全年約$600、每期每人約$300） 
外聘導師 Tong’s Trinity Workshop 香港普通話語言中心 

賽馬會
全方位 

本年度沒有
學生申請 

空間智能 立體製作

班 

- 提升學生對立

體創作的認識 

受資助的學生能創

作立體雕塑 

- 檢視學生作品 

- 從問卷調查評估學生對

參與活動的興趣 

09 年 10 月至

10 年 6 月 

2 人 $600X2 

=$1,200 （每人全年約$600、每期每人約$300） 

香港教學資源中心 賽馬會
全方位 本年度沒有

學生申請 

肢體- 

動覺智能 

跆拳道 

國術 

劍擊 

球類班 

芭蕾舞 

東方舞 

現代舞班 

 

- 培養同學對肢

體協調活動

的能力 

- 建立團體精神 

- 增強學生運用

肢體表達情意

的能力 

受資助的學生能掌

握活動的基本技巧

並建立團隊精神 

- 觀察學生學習情況 

- 檢視學生比賽成績 

- 欣賞學生演出 

- 從問卷調查評估學生對

參與活動的興趣 

09 年 10 月至

10 年 6 月 

12 人 

現=1 人 

$600X12 

=$7,200  （每人全年約$600、每期每人約$300） 

捷擊跆拳道館 

中國香港傳統

武術龍獅協會 

香港劍擊總會 

外聘導師 

賽馬會

全方位 

球類及舞蹈項目均有學生受惠，學生能掌握活動的基本技巧並已建立團隊精神；學生均有代表學校參加校際比賽，獲得滿意成績。 

 



  

 

 

 

智能發展智能發展智能發展智能發展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活動目標活動目標活動目標活動目標    
成功準則成功準則成功準則成功準則////學習成學習成學習成學習成

果果果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活動舉辦期活動舉辦期活動舉辦期活動舉辦期

間間間間////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預計受預計受預計受預計受

惠學生惠學生惠學生惠學生

人次人次人次人次    

預計開支預計開支預計開支預計開支    
合辦機購合辦機購合辦機購合辦機購////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供應機構名稱供應機構名稱供應機構名稱供應機構名稱    
資助來源資助來源資助來源資助來源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音樂智能 西樂樂器

班 

- 提高同學對音

樂的興趣及演

奏能力 

受資助的學生能彈

奏兩首作品 

- 觀察學生學習情況 

- 欣賞學生演奏 

- 從問卷調查評估學生對

參與活動的興趣 

09 年 10 月至

10 年 6 月 

9 人 

管樂=11

人 

其他西

樂=7 人 

中樂=1

人 

$550X9 人

X3 期 

=$14,800 （每人全年約$1650、每期每人約$550） 

外聘導師 

 

校本課後

學習支援 

學生演奏出色及已對有關樂器培養了興趣。部份學生曾參與比賽及表演。 

電腦程式

應用智能 

電腦班 - 培養同學對電

腦的興趣 

- 提升同學應用

資訊科技能力 

受資助的學生能對

電腦建立基本認識 

- 觀察學生學習情況 

- 從問卷調查評估學生對

參與活動的興趣 

09 年 10 月至

10 年 6 月 

2 人 $600X2 

=$1,200 （每人全年約$600、每期每人約$300） 

The Mongoos 

Ltd. 

卓越策劃 

校本課後

學習支援 

本 年 度

沒 有 學

生申請 

其他 資助升旗

隊隊員訂

購制服 

建建立團隊精神及

歸屬感 

受資助的隊員完成

升旗總會定下之課

程，及作定期服務 

- 觀察學生學習情況 

- 欣賞學生在升旗禮中的

表現 

09 年 10 月至

10 年 6 月 

5 人 $300X5 

=$1,500 

實際支出

889 

香港升旗隊總

會 

 

校本課後

學習支援 

學 生 已

完 成 課

程 及 定

期 執 行

升 旗 服

務 

    12121212 人人人人$12,000$12,000$12,000$12,000賽馬會全方位           16161616 人人人人    $17,500$17,500$17,500$17,500校本課後學習支援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上午校 

2009-2010 年度 區本課後學習支援學習計劃活動 

獲資助活動資料 

智能發展智能發展智能發展智能發展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活動目標活動目標活動目標活動目標    
成功準則成功準則成功準則成功準則////學習成學習成學習成學習成

果果果果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活動舉辦期活動舉辦期活動舉辦期活動舉辦期

間間間間////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預計受預計受預計受預計受

惠學生惠學生惠學生惠學生

人次人次人次人次    

預計開支預計開支預計開支預計開支    
合辦機購合辦機購合辦機購合辦機購////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供應機構名稱供應機構名稱供應機構名稱供應機構名稱    
資助來源資助來源資助來源資助來源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肢體- 

動覺智能 

花式跳繩 

 

- 培養同學對肢

體協調活動

的能力 

- 建立團體精神 

 

受資助的學生能掌

握活動的基本技巧

並建立團隊精神 

- 觀察學生學習情況 

- 欣賞學生的表現 

- 從問卷調查評估學生對

參與活動的興趣 

09 年 10 月至

10 年 6 月 

14 人 / 香港遊樂場協

會 

區本課後

學習支援 

學生積極

參 予 活

動，亦提

升跳繩的

技巧。 

語文智能 創意中文

寫作 

- 培養學生運用

語文的能力 

- 增強學生表達

情意的自信心 

受資助的學生能掌

握語文寫作活動的

基本技巧 

- 觀察學生學習情況 

- 欣賞學生演出 

- 從問卷調查評估學生對

參與活動的興趣 

09 年 10 月至

10 年 6 月 

24 人 / 香港遊樂場協

會 區本課後

學習支援 

學生都對中文創意寫作產生興趣，但由於星期 六上課容易與學校的其他活動及校外的比賽時間相同，引致學生未能出席所有 的 課堂。 

38 人   $20,400 



  

 

協和小學上午校 

學校表現評量數據 2009-2010 1 - 教師數據  數目 核准教學人員編制名額(包括教師及校長) 44 中文科教師數目 23 英文科教師數目，外籍英語教師除外 17 數學科教師數目 20 外籍英語教師數目 2 普通話科教師數目 13  2 - 教師問卷調查的平均得分 副量表項目 本校平均數 參考平均數 我對學校管理的觀感 3.8 3.92 我對校長專業領導的觀感 3.9 3.92 我對副校長專業領導的觀感 3.7 3.83 我對中層管理人員專業領導的觀感 4.0 3.99 我對教師專業發展的觀感 3.6 3.73 我對學校課程和評估的觀感 3.9 3.89 我對教學的觀感 4.2 4.15 我對學生學習的觀感 3.8 3.66 我對學生成長支援的觀感 4.1 4.06 我對學校氣氛的觀感 3.8 4.01  3 - 學生問卷調查的平均得分 副量表項目 本校平均數 參考平均數 我對教學的觀感 4.2 4.00 我對學生學習的觀感 4.0 3.83 我對學生成長支援的觀感 4.3 4.04 我對學校氣氛的觀感 4.3 4.07  4- 家長問卷調查的平均得分 副量表項目 本校平均數 參考平均數 我對學生學習的觀感 3.60 3.42 我對學生成長支援的觀感 3.90 3.86 我對學校氣氛的觀感 4.10 4.05 我對家校合作的觀感 3.90 3.76  KPM04 學校實際上課日數      整學年正常課堂上課的日數 年級 本校日數 參考平均數 小ㄧ 193 184.46 小二 211 199.00 小三 211 199.00 小四 210 199.33 小五 210 199.33 小六 210 199.33 



  

  KPM05  學校時間表中各個學習領域課時的平均百分比 小ㄧ至小三 學習領域 本校平均數 參考平均數 中國語文教育 22.5 24.43 英國語文教育 22.5 21.08 數學教育 15 16.17 小學常識科 12.5 12.06 藝術教育 10 9.36 體育 5 4.90  小四至小六 學習領域 本校平均數 參考平均數 中國語文教育 22.5 23.75 英國語文教育 22.5 21.18 數學教育 15 16.45 小學常識科 12.5 12.41 藝術教育 10 9.42 體育 5 4.89  KPM13  學生對學校態度的平均得分 副量表項目 平均得分 全港常模 整體滿足感 2.98 2.73 負面情感 1.63 1.66 師生關係 3.26 3.02 社群關係 3.07 2.77 成就感 3.04 2.67 機會 3.26 3.03 經歷 3.12 2.69 對學校的態度 3.16 2.91  KPM18  學生參與下列校際活動的學生百分比 (以整學年計)         香港學校音樂節、香港學校朗誦節、香港學校戲劇節，以及由學界體育聯會/          香港弱智人士體育協會舉辦的校際或埠際運動項目(以 08-09 學年計算)  百份比 參考平均數 小ㄧ至小三 38.9 27.68 小四至小六 51.1 46.44  KPM19  學生參與制服團隊和社區服務團隊的學生百分比 (以整學年計)  百份比 參考平均數 小ㄧ至小三 15 7.28 小四至小六 100 39.45  KPM20 學生出席率 (以 2009-2010 整學年計) 年級 出席率 參考平均數 小ㄧ 99.27% 98.33 小二 99.54% 98.58 小三 99.42% 98.69 



  

小四 99.43% 98.79 小五 99.52% 98.81 小六 99.32% 98.83   KPM21  學生的體格發展  各級別男、女學生的體重處於可接受重量範圍內的百分比 男生 百份比 參考平均數 小一 84.93 83.03 小二 80.49 80.57 小三 80.52 75.78 小四 68.67 72.44 小五 75.00 70.16 小六 75.58 73.45  女生 百分比 參考平均數 小一 82.14 86.40 小二 84.19 84.13 小三 80.52 82.24 小四 85.19 81.27 小五 77.00 81.33 小六 80.57 80.92          參考數據是教育局於二零零九年一月至三月期間，從189所小學提供的數據，經整理和驗證後編製而成。有關上述學校的背景資料，請參看教育局「學校表現評量參考數據報告」二零零九 七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