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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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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沙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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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 5 5 29 

學生總數 153 144 115 151 157 159 879 

學生出席率 
過去三年學生出席率 

年級 2008/2009 2009/2010 2010/2011 

一年級 98.33% 99.35% 99.28% 

二年級 98.58% 99.50% 99.36% 

三年級 98.69% 99.38% 99.53% 

四年級 98.79% 99.50% 99.53% 

五年級 98.81% 99.50% 99.53% 

六年級 98.83% 99.26% 9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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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教師 

教職員離職率   

年度 08/09 09/10 10/11 

百分率 4.1% 4.3% 2.1% 

教師資歷 

過去三年教師持有最高學歷的百分率 

學歷               年度 08/09 09/10 10/11 

學士學位或以上 15.6% 21.7% 23.0% 

學士學位 88.9% 89.1% 91.5% 

大專(非學位) 100% 100% 100% 

教師教學年資 

年資               年度 08/09 09/10 10/11 

0-5 年 8.9% 8.9% 4.3% 

6-10 年 20% 24.4% 14.9% 

11 年以上 71.1% 66.7% 80.8% 

本年度校本教師專業發展 
日期 題目 活動參與者 時數 

全年 語常委普教中計劃 4 位普教中老師   12 

20-8-2010 e-Dictation Platform Workshop 英文科老師 1.5 

24-8-2010 「班級經營」 全體老師 3 

6-9-2010 如何觀課、評課 全體老師 2 

15-10-2010 中文科學生 PS1 應詴訓練 中文科老師 3 

12-11-2010 常識專題研習技巧訓練 全體老師 2 

3-1-2011 歷奇活動(團隊精神)及教師退修會 全體老師 6 

25-1-2011 
New textbooks presentation by 3 publishers 

英文科老師 1.5 

31-1-2011 區會教師專業發展日 全體老師 6 

17-2-2011 識別資優學生 全體老師 2 

21-3-2011 教師退修會 全體老師 1 

23-5-2011 教師退修會 全體老師 1 

22-6-2011 教師專業發展日-學校自評 各科組正、副召集人 3 

                                                             合共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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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9 09/10 10/11 

小一至小三 12 11 16 

小四至小六 24 2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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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 7 13 24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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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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級利用自學本及網上的資源進行自學，效果良好，學生提升了自學能力，亦培養了積極的 

   學習態度。教師透過共同備課，商討能照顧學習差異的課堂設計，提升教學效能，讓學生學  

   得更有成效。優化課堂教學後，拉近了各班學生的能力差異，逐步增強他們學習語文的信心 

   和能力。為了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科組亦推動了「小作家園地」、「愛讀不愛毒」計劃，鼓 

   勵學生多讀、多寫，更藉着資優寫作班—「協和小作家」培訓在寫作方面有突出表現的同學。  

   為期三年的語常會普教中計劃結束。本學年二至六年級其中兩班用普通話教中文，普教中核 

   心老師與教育局派出的本地支援教師交流及協作推行普教中計畫，重點調適小二聽說訓練 

   課程及支援被觀課的老師。過去兩年開放課堂給友校同工觀課的次數為 40 次，所涉及的班 

   級由三至六年級，友校同工觀課後的評價很高，對學生的表現讚賞不已。遷往新的社區，普 

   教中的學習課程會順應家長的訴求，從小一開始推行五班普教中至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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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致力培養學生的邏輯思維、分析能力和解難的能力，在課業及學習活動中滲入不同類型 

   的思考題。為發展學生的自我主導學習能力，本科舉辦「數學挑戰站」活動，同學整體參與 

   率達98.64%，答對率達71.47%，其中17班在全年每期參與率更達100%。本科亦製作校本「口 

   算、心算、速算」訓練冊以增加同學的學習信心和速算能力。為了提供適當增潤課程與數學 

   資優生，發展他們的潛能，本校加入優質教育基金資優教育學校網絡及舉辦抽離式奧數培訓 

   班，更推薦同學參加多項校外比賽及測詴，如「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華夏盃」奧數之星創新思維決賽、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十八區(深水埗區)小學數 

   學比賽、世界數學測詴日等，各項目均取得理想的成績，二年級同學更在「華夏盃」全國中 

   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1（香港賽區）獲得團體殿軍。 

4. 常識科 

   著重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透過各級不同的自學策略，老師精心編訂學習資料冊內容，設計 

   多元化的習作，以增加學生對事物的好奇心及興趣。為培養同學的探究精神，特別舉辦「科 

   學探究日」和「科技日」，透過科技探究活動，讓同學親身嘗詴、體驗、觀察及運用合作學 

   習完成實驗。此外，為使學生關心時事及認識周遭發生的事情，除設置「校園時事板」及「課 

   室通識小天地」，鼓勵同學就著一些熱門新聞發表意見外， 更定時安排同學在早會及課堂上 

   進行時事分享，訓練其滙報能力。由於遷校在即，各級別以「認識深水埗」為主題，進行專 

   題研習，藉此加深對社區的認識，並增強學生的多元能力如溝通、協作、解難及批判能力等。 

5. 普通話科 

為營造普通話語言環境，學校推行不少活動，如以普通話進行早會，舉辦普通話週、興趣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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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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推行普通話獎勵計劃，以加強學生學習普通話的積極性及自學能 

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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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共參加 142 項音樂節比賽項目，獲得冠軍 4 名、亞軍 7 名、季軍 6 名、優異 68 名、 

   良好 37 名，成績理想。而弦樂團更於香港青年音樂匯演中勇奪銀獎。本年度成功組織中樂 

   團，樂團並參與校內外不同表演。此外，各樂團、詵班共參與校內外表演十多次，包括奧海 

   城的報佳音活動、於新校舉行的「才藝薈萃迎新校」晚會等，家長及坊眾均非常欣賞學生的 

   學習成果，反應良好。 

7. 視藝科 

   本學年以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為主，因此安排一至六年級學生進行「認識中外藝術家」計劃。 

   學生需要從各種途徑搜集指定藝術家的相關資料，然後完成一份專題習作。專題習作的其中 

   一部份是要求學生參考該藝術家的畫風，自行創作，讓他們發揮創意。此外，四至六年級 

   學生需要參與「我的創作天地」自學計劃，按時搜集指定題目的資料，從而培養自學能力。 

8. 體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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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配合廣州亞洲運動會，本科在各級理論課程均加入有關亞 

   運會及其重點比賽項目的運動常識，此課程內容能增加學生對亞運會的認識，亦能提高學生 

   觀看亞運會的興趣。 

9. 資訊科技科 

   本年度要求三至六年級同學利用網上學習資源，學習中文輸入法，包括拼音、速成及九方， 

   下學年老師將集中訓練同學使用速成輸入法。本組協助各科統整網上學習平台，為學生提供 

   免費學習資源。為增加同學的學習互動，本組編寫計劃書向教育局申請撥款一百萬，於未來 

   三年推行「電子學習詴驗計劃」，主要以小一的普教中和小四的常識科作詴點，推行平板電 

   腦學習。其他級別和科目亦會逐漸推行，為學生提供不同的學習經驗。 

10. 宗教科 

  透過早禱、周會及聖經課，學生除了對基督教信仰有更深入的認識外，對上網搜尋聖經人物 

  及閱讀聖經故事也感興趣；藉著學生團契、福音營及節期活動等，學生能學習分享，並從生 

  活中實踐基督真理。另透過聖誕報佳音和家長小組活動，家長的福音工作進展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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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透過校內閱讀獎勵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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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故事園地、好 

書介紹、閱讀日、作家講座﹝君比及孫慧玲﹞及區會校長會舉辦的「愛讀不愛毒」計劃等； 

又為學生訂閱報章雜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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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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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加強培養學生的責任感，本年度舉辦了『好孩子盡責任』計劃(內容有學習篇、學校篇、 

家居篇三個項目)，大部分同學能完成計劃的內容。其中，學習篇能讓學生檢視自理能力；學 

校篇能建立愛護校園及珍惜用品的公德精神；家居篇能加強學生與家人的關係。整體來說， 

透過伙伴互評、家長評估和老師評估，學生能彼此欣賞、互相提點及建立關愛精神；而且學 

生亦能學習反思，自我反省及懂得訂立自己的學習目標，從而培養學生的責任感。其他活動， 

例如：「我的承諾」運動、早會時事分享、早會德育主題，學生能更了解社會的發展，藉此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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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生對社會的承擔精神。另外，透過「百年尋根之旅---武漢之旅」的交流活動，學生能藉 

此加深了解中國現今發展的情況、國家在教育發展的改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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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透過不同主題的 

環保及健康講座，學生能提升環保意識，而且更能關注健康飲食的重要性。 

  配合各科組的活動 
 

活動名稱 年級 日期 

敬師日            一至六年級 10/9/2010 

協和動藝繽紛 Show 一至四年級 18/9/2010 

教育主日 五年級 19/9/2010 

辛亥革命邁向 100 周年講座 三至六年級 7/10/2010 

九西水運會 四至六年級 30/10/2010 

常識參觀-市區更新探知館 五年級 16/11/2010-17/11/1010 

常識參觀-香港科學館 三年級 17/11/2010 

智慧的長河—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 四至六年級 17/11/2010 

科學科技探究日 一、二及三至六年級 18/11/2010、20/11/2010 

區會直屬小學聯校運動會 四至六年級 19/11/2010 

常識參觀-嶺南之風 一年級 24/11/2010 

常識參觀-荔枝角的設施 二年級 24/11/2010 

跨學科主題研習-認識深水埗 三至六年級 24/11/2010-26/11/2010 

常識參觀-香港動植物公園 六年級 10/12/2010 

男女童軍度假營 四至六年級 10/12/2010-11/12/2010 

九西陸運會 四至六年級 16/12/2010 

旅行日 一至三及四至六年級 16/12/2010、20/12/2010 

奧海城-聖誕佳音頌主恩 
詵班、笛隊及 

管弦樂團 
21/12/2010 

慶祝聖誕 一至六年級 21/12/2010 

始創中心-聖誕妙韻樂飄揚 現代舞組及直笛隊 25/12/2010 

「歡騰賀百年」陸運會 三至六年級 29/1/2011 

協和百年港校遊 一至六年級 20/2/2011 

教育營 四年級 23/2/2011-25/2/2011 

「中華民族復興之路」講座 五年級 25/2/2011 

駐校藝術家活動-情繫社區 創意薈萃 一至六年級 25/2/2011-28/2/2011 

常識參觀-香港科學館 四年級 2/3/2011 

英文戶外訪問 五年級 3/3/2011-4/3/2011 

區會直屬小學聯校水運會 四至六年級 9/3/2011 

大澳學習活動-《童話綠家園》 四年級 12/3/2011 

英語日營 四年級 17/3/2011 

畢業生福音營 六年級 23/3/2011-25/3/2011 

糾察旅行   四至六年級糾察 9/4/2011 

水果日 一至六年級 14/4/2011 

辛亥革命百周年展覽 五年級 14/4/2011、18/4/2011 

中樂欣賞會 三至六年級 16/4/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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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各科組的活動 
 

活動名稱 年級 日期 

「武漢之旅 」跨境交流學習 五年級 16/4/2011-20/4/2011 

生活教育活動計劃 三至六年級 

二年級 

3/5/2011-9/5/2011 

4/7/2011-5/7/2011 

資優教育學校網絡交流活動(數學) 六年級 7/5/2011 

普通話週 一至六年級 16/5/2011-20/5/2011 

直笛創意音樂工作坊 六年級 26/5/2011 

英文雙週 三至六年級 20/6/2011 

「百年同心」水運會 一至六年級 24/6/2011 

感恩崇拜暨校友迎新日 六年級 26/6/2011 

畢業旅行 六年級 27/6/2011 

師生同樂日 六年級 4/7/2011 

閱讀活動日 一至五年級 4/7/2011 

 

配合遷校的活動 
 

活動名稱 年級 日期 

校園留倩影、繪畫贈友鄰 一至六年級 15/6/2011 

告別長老堂講座 三至六年級 4/6/2011 

協和惜別會 上、下午校全體教師 9/6/2011 

告別校舍聯歡會、課室清潔大行動 一、二、四及五年級 17/6/2011 

協和心連心 祝願共創新 一至六年級 21/6/2011、23/6/2011 

學校是我家 齊來清潔它 一至六年級 23/6/2011 

「迎新校」親子口號創作 一至六年級 28/6/2011 

攤位遊戲 - 自學齊參與 齊來迎新校 一至六年級 29/6/2011 

「才藝薈萃迎新校」文藝表演 一至六年級 30/6/2011 

「告別太子道校園」晚宴 六年級及校友 9/7/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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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長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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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的校本輔導活動以培養學生的積極學習態度及提升責任感、勇於面對挑戰為主題，
發展性活動有「一人一職表揚計畫」、「糾察考勤升級計劃」、「領袖培訓計畫」等，又輔以攤位
遊戲及講座、共融體驗活動、交齊功課及班本獎勵計劃等。預防性的活動如「禁毒講座」、「關
心社區」等講座，讓同學反思自己的行為及態度，幫助同學的身心發展。於班內推行班級經營，
營造良好班風，加強學生的品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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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各級最少安排 13 節的成長課，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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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與五年級常
識合辦一節理財課程；六年級情緒課程與常識合併教授；亦有兩節與圖書科合作『愛讀不愛毒』
周會講座。又為配合學校關注事項及搬新校，以「自學齊參與  齊來迎新校」攤位遊戲為題，
共安排 5 個攤位，由本校家長義工負責設計及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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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共有 19 位同學識別為正向學生，另有 1 位分別由老師、社工推薦入

組，參與人數共 20 人，學生出席各項活動率達 94.7%。而五、六年級分別有 18 和 13 位同學參
與跟進服務，活動出席率高達 97%。 

參加同學的問卷結果： 

 

    本年度舉辦多個小組、工作坊、講座及生活營，例如：「自我保護及青春期」講座、「升中
適應」、「記憶特攻隊」、「情緒 CEO」等，加強學生在情緒管理、溝通合作和個人成長適應方面
的能力。區會社會服務部安排兩位實習社工為二年級學生提供兩個提升學習動機小組及一個情

緒管理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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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請了兩位合約老師、一位社工、
兩位半職教學助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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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請循道衛理揚震社會服務中心及協康會專業導師到校為有讀寫障礙、 

專注力問題的學生提供技巧訓練；越己堂及東華三院賽馬會大角嘴綜合服務中心訓練同學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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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活動能幫助他們學習與人合作 100% 93% 100% 

活動能幫助他們學到控制自己的情緒 100% 100% 100% 

活動後，更懂得按既定的目標辦事 100% 94% 92% 

更懂得使用所學到的方法解決問題 100% 100%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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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及情緒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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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與群芳啟智學校合作為有不同學習需要的二年級學生提供了「開發智能小天地」及
「識字特工隊」訓練課程，提升他們學習語文的技巧及減少對學習的挫敗感。 

    學校亦申請加強言語治療津貼，聘請社區言語治療中心言語治療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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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進行協課教
學，與中文科任商議教授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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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學校繼續參與校本教育心理服務，透過駐校教育心理學家為有需要的同學進行及早
識別及訂立支援方法，與學生支援小組會議，擬定個別調適安排及檢討跟進。 

公民及國民教育 

    舉辦「最佳糾察選舉」培養學生的公民意識及實踐參與選舉的權利與義務，校內透過升旗
禮提高學生的國民意識，參與「赤子情 中國心」計畫，讓學生認識祖國的歷史及發展。 

小一支援 

    舉辦暑期「小一適應班」及開學初的小一適應活動，讓小一同學盡快融入小學生活；舉行
小一家長講座，讓家長了解小一學生在校的生活情況，又特別為小一家長舉行兩節「親子及管
教子女」講座，提供平台予家長分享管教子女及支援子女學習的心得；挑選二年級同學擔任「遊
戲大使」，協助一年級同學適應小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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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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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參加區內中學巡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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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適合其子女報讀的學校名 

    單。 

2. 提高學生面詴技巧 

鼓勵同學自行投考中學，舉辦升中模擬面詴，邀請家長擔任導師，並在英文及普通話課設說
話訓練，加強同學的面詴能力。 

3. 協助學生適應中學生活及課程銜接 

舉辦升中適應講座，外聘導師於星期六早上訓練同學「中一入學前學科測驗」的答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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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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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恆常的聚會，使學生一起學習神的話語。
每年舉辦六年級福音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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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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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防性、發展性及增益性活動一覽 
 

類別 項目 日期 級別 

個案輔導 全年個案數目 29 個 全年 一至六年級 

成長課 個人發展 

群性發展 

學業計劃 

生活計劃 

全年共 13 節 一至六年級 

訓輔活動 

 

主題：友愛自律伴成長 

      盡責好學品格揚 

-「一人ㄧ職」活動 

- 獎勵計劃 

 交齊功課 

 愛護公物由我做起 

 好孩子獎章 

 協和優良乘客 

 班際清潔比賽 

 班本輔導獎勵計劃 

- 領袖培訓 

 糾察崗位實習 

 糾察歷奇訓練 

 糾察訓練日營 

 糾察領袖訓練營 

 傑出糾察選舉 

 

 

全年 

 

10/2010 及 3/2011 

11/2010 

全年 

1/2011 

全年 

全年 

 

28/8/2010 

31/1/2011 

1/2/2011 

13-14/5/2011 

25/5/2011 

 

 

一至六年級 

一至六年級 

 

 

 

 

 

 

四至六年級 

 

 

 

 

德育及 

公民教育活動 

 

- 「好孩子盡責任」德育活動 

 學習篇 

 學校篇 

 家庭篇 

 

 

9-10/2010 

1-18/12/2010 

2-16/4/2011 

一至六年級 

 

「預防性、發展

性及增益性」 

活動 

言語治療-小組及個人 

詞彙大搜查 

攤位遊戲-詞彙大搜查 

全年到校 22 次 

6/11/2010 

1/2011-2/2011 

一至六年級 

四至六年級 

三至六年級 

「成長的天空」計劃 全年 四至六年級 

遊戲大使訓練 全年 一至六年級 

普教中暑期預備班 23-25/8/2010 二年級普教中班 

一年級適應課程 25-26/8/2010 一年級 

一年級適應活動 3/9/2010 一年級 

生活教育活動計劃 
18/10/2010、 

3-9/5/2011 
一至六年級 

插班生適應活動 11-18/11/2010 二至五年級新生 

學校互動教育(無煙)劇場 23/11/2010 三、四年級 

學生歷奇訓練日 

(高空繩網歷奇訓練) 

27/11/2010、 

8/1/2011 及 31/3/2011 
四至六年級 

護苗教育車 
29-30/11/2010、

6-8/7/2011 
一、二年級 

禁毒講座 10/3/2011 四至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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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項目 日期 級別 

「預防性、發展
性及增益性」 

活動 

生命有價及關心社區講座 2/6/2011 一、二年級 

青春期講座 13/4/2011、27/5/2011 五年級 

「自學齊參與  齊來迎新校」 

 攤位遊戲 
29/6/2011 一至六年級 

「愛讀不愛毒」禁毒講座 4/7/2011 五、六年級 

記憶特攻隊  10 節 四至六年級 

英文樂趣多(高、低組) 10 節 五、六年級 

中文識字特攻隊 10 節 三、四年級 

情緒社交(中年級)小組 10 節 三、四年級 

情緒 CEO 8 節 五、六年級 

天國小精兵 6 節 一、二年級 

學習繽紛「FUN」學習小組 6 節 二年級 

「戲」羊羊 學習小組 6 節 二年級 

EQ 步步通 5 節  二年級 

提升學習動機小組 2 節 二年級 

情緒管理小組 2 節 二年級 

 

家庭與學校聯繫 
 

項目 日期 級別 

小一新生家長會 

小一家長座談會 

3/7/2010 

18/9/2010 
一年級家長 

升中講座 2/10/2010 五年級學生及家長 

家長與校長小聚 6/10/2010 一、二年級家長 

「普教中」家長會 29/10/2010、9/7/2011 
二年級 

「普教中班」家長 

升中座談會 6/11/2010 六年級學生及家長 

家長觀課日 6/11/2010 三年級家長 

家長模擬面詴分享會 19/11/2010 家長義工 

家教會會員大會 20/11/2010 一至六年級家長 

中學巡禮 4/12/2010 六年級學生及家長 

家長日 
4/12/2010 

5/3/2011 

六年級學生及家長 

三至五年級學生及家長 

『3-3-4』下的學生學習模式 18/12/2010 五、六年級學生及家長 

親子活動日 29/1/2011 一、二年級學生及家長 

家長與班主任座談會 25/2/2011 一、二年級家長 

家教會親子旅行    26/3/2011 家教會會員及親屬 

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簡介會 2/4/2011 六年級學生及家長 

升中選校家長會 19/4/2011 六年級家長 

互愛賣旗活動 25/6/2011 學生及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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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與學校聯繫 
 

項目 日期 級別 

復和賣旗活動 7/5/2011 學生及家長 

六年級畢業禮 2/7/2011 六年級學生及家長 

 
家長教育課程、講座及活動 
 

項目 日期 

家長圖書車 逢星期二、五 

家長工作坊 – 提升子女的學習能力 4 節 

親子及管教子女講座 2 節 

協助有讀寫障礙學生的家長工作坊 
28/10/2010、4/11/2010、18/11/2010、25/11/2010 

插花基礎班 2/11/2010、10/11/2010   

預防及處理手足口病和流感講座 3/11/2010、12/11/2010 

親子減壓 我有妙法 20/11/2010 

美食 DIY 15/12/2010、17/12/2010 

手指編織班 11/1/2011、18/1/2011 

快樂學數學聯校家長工作坊 15/1/2011 

花束、襟花 DIY    15/1/2011、19/2/2011 

優質家長課程  15/1/2011-3/6/2011 (6 節)    

剪髮基礎班 23/2/2011、26/2/2011、2/3/2011、9/3/2011 

提升孩子的專注力 19/3/2011 

家長義工訓練課程 1 25/3/2011、8/4/2011 

培育孩子成為資優兒童系列講座 8/4/2011 - 9/4/2011 

家長如何提昇學生的學習動機 12/4/2011 

親子義工探訪日 16/4/2011 

開心親子關懷隱蔽長者講座 21/5/2011 

親子探訪 – 社區隱蔽長者 4/6/2011 

家長義工訓練課程 2 8/6/2011、15/6/2011、29/6/2011、6/7/2011 

升中子女心路歷程 17/6/2011 

藝術經歷文化遊-親子西班牙兒童劇 22/6/2011、24/6/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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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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52%獲派入全英 

語授課中學。 

                   2010-2011 年度學生升中派位概況          詳見學校網頁                                                          

校  名 人數 校  名 人數 

真光女書院 14 庇理繫士女子中學 1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 14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1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5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1 

聖方濟書院 5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1 

華仁書院(九龍) 4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1 

伊利沙伯中學 4 長沙灣天主教中學 1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2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1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迦南書院 4 保良局繫氏基金中學 1 

賽馬會體藝中學 2 匯基書院(東九龍) 1 

聖母玫瑰書院 2 香港培道中學 1 

迦密中學 2 繫定邦中學 1 

循道中學 2 林大輝中學 1 

德雅中學 2 民生書院 1 

基督教崇真中學 1 華英中學 1 

觀塘官立中學 1 福建中學 1 

英華女學校 1 匯知中學 1 

沙田蘇淅中學 1 英華書院 1 

 

學生參加 2010-2011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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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季軍 1 名 

優良 29 名 

良好 14 名 

慶祝兒童節全港公開兒童詵畫創作比賽 優異 1 名 

我愛中華 – 說故事錄像比賽 
季軍 1 名 

優異 1 名 

第四屆全港小學生徵文比賽 優異 1 名 

正字大行動 
最佳表現獎 3 名 

嘉許狀 152 名 

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 - 標語創作比賽  優異 1 名 

普通話 香港啟研文學研習會 - 中小幼學生才藝大獎賽 普通話故事組冠軍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 

亞軍 3 名 

季軍 5 名 

優良 54 名 

良好 12 名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集誦 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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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獎品詳情 

普通話 港澳地區中小學普通話朗誦比賽 卓越獎 

香港中華文化藝術節組委會  

國際音樂藝術大賽 - 普通話朗誦 

銅獎 1 名 

優異 1 名 

普通話教師學會 - 第十一屆全港學界普通話傳藝比賽
(初小唐詵組) 

優良 1 名 

英文  

 

香港學校戲劇節(英文組) 

評判推介演出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劇本獎 

傑出男演員獎 2 名 

傑出女演員獎 

小學英語發展中心 - 第三屆全港英語正讀運動 優異 34 名 

英文百寶箱(油尖旺區) 學校總冠軍 

英語發展中心 - 英語聽說王比賽 冠軍 

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  

第二屆幼聯兒童英詵朗誦比賽 

季軍 1 名 

優秀 2 名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第十五屆全港中小學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優良 1 名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冠軍 2 名 

亞軍 5 名 

季軍 4 名 

優良 62 名 

良好 20 名 

朗誦及音樂推廣協會  

第四屆全港學生公開朗誦比賽(英文兒歌獨誦) 
優良 1 名 

數學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1 

（香港賽區） 

 

特等獎 1 名 

一等獎 4 名 

二等獎 16 名 

三等獎 22 名 

第十八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銀獎 2 名 

銅獎 2 名 

華夏奧數之星教育研究學會  

「華夏盃」奧數之星創新思維決賽 
三等獎 3 名 

2011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 HKMO Open》 

(香港賽區) 

金獎 4 名 

銀獎 3 名 

銅獎 6 名 

視覺 

藝術 

油尖旺區校長會 - 青少年抗毒繪畫比賽小學組 季軍 1 名 

油尖旺民政事務處 - 油尖旺區青少年暑期活動 繪畫創
作比賽 

亞軍 1 名 

優異 1 名 

第 9 屆菲律賓、中國、日本國際兒童書畫大賽  三等獎 1 名 

香港藝術發展局 - 第 2 屆校園藝術大使 嘉許狀 1 名 

香港房屋協會 - 樂年花園禁毒宣傳填色比賽 亞軍 1 名 

香港藝術菁英繪畫大賽兒童西畫組 季軍 1 名 

中國青少年研究會  

第十屆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二等獎 2 名 

三等獎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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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獎品詳情 

視覺 

藝術 

區會小學聯校視覺藝術創作比賽 - 共賀廣州亞運 

(高級組) 

亞軍 1 名 

優異 1 名 

「珍、愛、家」左鄰右里社區關愛長者詴驗計劃壁畫 

創作比賽 
亞軍 1 名 

長者及康復服務工作小組 

「我愛社區無障礙 - 深水埗」填色及繪畫比賽 
優異 5 名 

路德會包美達社區中心 

「健康人生」計劃小學生填色比賽 

亞軍 1 名 

季軍 1 名 

香港遊樂場協會旺角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夏日創意填色比賽 - 高級組 
優異 1 名 

禮賢會彩雲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關愛填色大比拼 - 初級組 
優異 1 名 

 

香港保護兒童會 - 「愛‧遊戲」填色創作比賽 

高級組亞軍 1 名 

高級組優異 1 名 

初級組優異 1 名 

華廈語言藝術研究學會 - 第二屆粵港澳朗誦文學藝術人
才大賽 - 高小組繪畫 

優異 1 名 

油尖旺區議會 - 油尖旺暑期填色創作比賽 優異 1 名 

音樂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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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樂獨唱-外文歌曲-男童聲或女童聲 

鋼琴獨奏七級 

中音木笛獨奏(13 歲或以下) 

高音木笛獨奏(9 歲或以下) 

高音木笛獨奏(11 歲或以下) 

高音木笛獨奏(13 歲或以下) 

大提琴獨奏初級組 

圓號獨奏初級組 

木琴獨奏 

小提琴獨奏二級 

小提琴獨奏三級 

小提琴獨奏五級 

小提琴獨奏七級 

 

第二名 優良 6 名 

優良 10 名 

第一名 第二名 優良 2 名 

第二名 優良 12 名 

優良 1 名 

第一名 優良 2 名 

優良 6 名 

優良 2 名 

第一名 

第三名 優良 5 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優良 6 名 

優良 5 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優良 1 名 

優良 2 名 

優良 1 名 

優良 1 名 

優良 1 名 

第三名 

中提琴獨奏 

木笛二重奏(11 歲或以下) 

木笛二重奏(13 歲或以下)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 

吹管樂小組 

第三名、優良 3 名 

第二名 

第一名及第二名 

甲詵第三名、乙詵優良 

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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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獎品詳情 

音樂 節奏樂隊 

長笛獨奏 

優良 

優良 2 名 

體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九龍西區田徑比賽 

 

男甲團體殿軍 

男甲 100 米亞軍 

男甲跳高季軍 

男乙團體季軍 

男乙 4x100 米接力季軍 

男乙跳高季軍 

女甲團體殿軍 

女甲 100 米亞軍 

女甲推鉛球亞軍 

女甲跳高季軍 

女乙跳遠亞軍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 直屬小學聯合陸運會 

女丙總亞軍 

女丙擲木球冠軍 

女丙 4x100 米接力亞軍 

     女丙 100 米季軍      

女乙跳遠冠軍 

女乙 60 米殿軍 

女甲 60 米冠軍 

女甲擲壘球殿軍 

男丙擲木球殿軍 

男乙全場總殿軍 

男乙跳高亞軍 

男乙 60 米季軍 

男甲全場總亞軍 

男甲 4x100 米亞軍 

男甲跳遠亞軍 

男甲 100 米季軍 

公民體育會 - 暑期青少年田徑訓練班 
女丙 60 米冠軍 

女丙跳遠冠軍 

蔡功譜中學 4X100 米接力賽 女甲殿軍 

五邑工商總會學校 - 合作競技邀請賽 合作無間獎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 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男乙團體季軍 

男乙 50 米自由泳亞軍 

男乙 4x50 自由泳接力季軍 

男甲團體亞軍 

男甲 100 米胸泳冠軍 

男甲 100 米自由泳亞軍 

 男甲 50 米蝶泳亞軍 

男甲 4x50 自由泳接力季軍 

男甲 50 米蝶泳殿軍 

男甲 50 米背泳殿軍 

女甲團體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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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獎品詳情 

體育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 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女甲 50 米蝶泳冠軍 

女甲 100 米胸泳冠軍 

女甲 50 米背泳亞軍 

女甲 4x50 米自由泳接力季軍 

女甲 100 米自由泳殿軍 

2010 深圳滑水邀請賽個人自由滑花式 5 級 第一名 

YMCA2010 青年會兒童及少年水運會 50 米蛙泳季軍 

新界區體育協會 女甲 50 米背泳亞軍 

女甲 50 米蝶泳亞軍 

 

葵青區游泳比賽 - 女子青年組 

50 米背泳亞軍 

50 米胸泳亞軍 

50 米蝶泳亞軍 

 

區際游泳賽 

 

女乙 50 米背泳冠軍 

女乙 4X50 米四式接力冠軍 

女乙 50 米蝶泳季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九龍西區校際游泳比賽 

 

女女 50 米背泳冠軍 

女女 50 米蝶泳冠軍 

女乙 4x50 米四式接力接力冠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離島區水運會女子青年組 50 米背泳亞軍 

 

DS 動力皇游泳賽 

  

50 米捷泳季軍 

4 X 50 米捷泳接力季軍 

25 米背泳亞軍 

Ice Skating Institute Asia 5 級 

Hong Kong Skating Union  花樣溜冰第 4 名 

隊列滑水第 1 名 

 

 

Skate Asia 2010 World Ice Arena HangZhou China 

跳躍和旅轉雙人組中級第 1 名 

花式個人滑 5 級第 2 名 

5 級創意溜冰第 3 名 

指定動作 5 級溜冰第 3 名 

步法 5 級溜冰第 4 名 

2010 香港滾軸運動總會-圖形滾軸溜冰公開賽 優異 

 

體育先鋒體操比賽暨邀請賽 2010 女子組  

 

個人全能體操第 2 名 

平衡木第 3 名 

自由體操優異獎 

聽濤雅苑乒乓球大賽 2010 - 男子兒童組 季軍 

恒生乒乓球學院章別考詴  金章 

葵青區男子青少年乒乓球比賽 季軍 

香港跆拳道勵誠會-聯校跆拳道公開大賽男子 亞軍 

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 - 女子兒童色帶組 冠軍 

深水 棒球會-社區體朔會棒球邀請賽 冠軍 

香港跆拳道國藝會 - 跆拳道邀請賽(套拳組) 
冠軍 1 名 

優異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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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獎品詳情 

體育 第十二屆深圳市傳統武術比賽  自選拳二等獎 

集體器械一等獎 

第十二屆聯校跆拳道錦標賽 

男子小學初級帶 3 年級組- 正拳賽 

男子小學高級帶 4 年級組 - 速度賽 

男子小學高級帶 4 年級組 - 套拳賽 

男子小學初級帶 5 年級組 - 速度賽 

男子小學高級帶 5 年級組 - 套拳賽 

男子小學高級帶 5 年級組 - 蠅量級 

 

亞軍 

冠軍 

冠軍 

冠軍、亞軍 

亞軍 

季軍 

男子小學初級帶 6 年級組 - 速度賽 

男子小學初級帶 6 年級組 - 正拳賽 

女子小學初級帶 3-4 年級組 - 速度賽 

女子小學初級帶 3-4 年級組 - 正拳賽 

女子小學高級帶 2-4 年級組 - 套拳賽 

女子小學高級帶 2-4 年級組 - 正拳賽 

女子小學初級帶 5-6 年級組 - 速度賽 

女子小學初級帶 5-6 年級組 - 正拳賽 

冠軍 

亞軍、季軍 

冠軍、季軍 

季軍 

季軍 

冠軍 

亞軍 

冠軍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新界會所 

第九屆籃球章級訓練計劃學員晚會 
進步球員獎 

公民體育會 - 暑期青少年田徑訓練班 
女丙 60 米冠軍 

女丙跳遠冠軍 

沙田節武術精英錦標賽 男子劍術組第 2 名 

集體混合器械組第 1 名 

舞蹈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油尖旺區節 2010 香港體育舞蹈公
開賽女子組 10-11 歲 

 

 

 

華爾茲第 1、3 名   

探戈第 1、3 名 

狐步舞第 1、2 名 

快步舞第 1 名 

維也納華爾茲第 1 名 

維也鬥牛舞第 3 名 

維也倫巴舞第 4 名 

維也森巴舞第 4 名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2010 香港體育舞蹈十項全能公開
賽女子組 11 歲以下 

 

探戈第 1、3 名 

快步舞第 1、2 名 

狐步舞第 1、2 名  

鬥牛舞第 1、2 名 

維也納華爾茲第 1、2 名 

華爾茲第 1、3 名 

倫巴舞第 2 名查查查第 3 名 

牛仔舞第 3 名 

森巴舞第 3 名 

 

第二屆荃灣區舞蹈錦標賽 

華爾茲金獎 

拉丁舞五項全能金獎 

探戈金獎 

拉丁舞五項全能第 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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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獎品詳情 

舞蹈 第二屆荃灣區舞蹈錦標賽 華爾茲第 2 名 

 

 

2010 年黃大以文娛盃國際標準舞及拉丁舞公開賽 

 

 

鬥牛舞第 3 名 

倫巴舞第 3 名 

華爾茲優異 

探戈優異 

狐步舞優異 

 

 

 

中銀香港第 53 屆體育節-九龍城體育舞蹈公開賽 

女子組 

 

 

 

鬥牛舞新人賽第 1 名 

快步舞新人賽第 1 名 

森巴舞新人賽第 1 名 

探戈新人賽第 1 名第 1 名 

維也納華爾茲新人賽第 1 名 

狐步舞心人賽第 1 名 

華爾茲第 1 名 

牛仔五新人賽第 4 名 

倫巴舞新人賽第 4 名 

 

 

 

第七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狐步第 1 名 

快步第 1 名 

鬥牛一等獎 

倫巴舞二等獎 

森巴舞三等獎 

查查查三等獎 

牛仔舞三等獎 

 

第七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華爾茲第 1 名 

探戈第 1 名 

維也納華爾茲第 1 名 

 

 

第 53 屆體育節-2010 荃灣體育舞蹈公開賽女子組 

 

 

快步舞新秀賽第 1 名 

維也納華爾茲新秀賽第 1 名 

華爾茲新秀賽第 1 名 

查查查第 1 名 

牛仔舞新秀賽第 3 名 

 

 

 

18 區體育舞蹈聯會 

 

 

 

拉丁舞 Lady Jive 冠軍 

拉丁獨舞 Solo Rumba 冠軍 

拉丁舞 Rumba 亞軍 

拉丁舞 Lady Rumba 亞軍 

拉丁舞 Solo Jive 亞軍 

拉丁舞 Lady Cha Cha 季軍 

拉丁舞 Solo Cha Cha 優異 

 

香港舞蹈教育學院-全港兒童及青少年明日之星 

選拔賽 

  

拉丁組合 Jive 亞軍 

拉丁組合 Rumba 亞軍 

組合 Cha Cha 優異 

組合 Cha Cha 優異 

 

亞洲舞蹈聯盟 - 18 區公開舞蹈比賽 

拉丁組合 Cha Cha 冠軍 

拉丁獨舞 Rumba 亞軍 

拉丁組合 Jive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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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獎品詳情 

舞蹈  

 

亞洲舞蹈聯盟 - 18 區公開舞蹈比賽 

拉丁獨舞 Rumba 亞軍 

拉丁組合 Jive 季軍 

拉丁獨舞 Jive 季軍 

拉丁獨舞 Cha Cha/shamba 及組
合 Rumba 優異獎 

 

 

 

 

第 7 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暨香港排名賽  

 

維也納華爾茲第 1 名 

快步舞第 1 名 

狐步舞第 1 名 

探戈第 1 名 

華爾茲第 1 名 

鬥牛舞一等獎 

倫巴舞二等獎 

牛仔舞三等獎 

查查查三等獎 

森巴舞三等獎 

香港標準舞總會有限公司 - 第十一屆全港校際標準
舞及拉丁舞大賽-喳喳喳舞組 

乙等獎 

第 47 屆學校舞蹈節 - 西方舞高級組 

(意大利三人舞) 
甲級獎 

第 47 屆學校舞蹈節 - 現代舞高年級組群舞 
甲級獎 

編舞獎 

第 47 屆學校舞蹈節 - 現代舞高年級組(三人舞) 甲級獎 

第 47 屆學校舞蹈節 - 中國舞高組 甲級獎 

第 47 屆學校舞蹈節 – 中國舞(低組) 甲級獎 

圖書 致故事人物的心意卡設計比賽 優異 1 名 

宗教  

 

漢語聖經協會 - 第十七屆聖經朗誦節 

冠軍 2 名 

亞軍 6 名 

季軍 3 名 

優異 13 名 

嘉許狀 133 名 

 

 

第 62 屆學校朗誦節(聖經) 

 

冠軍 1 名 

亞軍 1 名 

優異 5 名 

榮譽優異 1 名 

優良 39 名 

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 - "八福"金句比賽 季軍 

公民 

教育 
衛生署 - 開心果 100 日挑戰賽傑出個人獎(初小) 

冠軍 1 名 

優異 1 名 

科學 全港小學機械人交流競賽 - 高小組 亞軍 

獎勵 

計劃 

油尖旺區校長會傑出學生 1 名 

油尖旺學生獎勵計劃 
優異獎 1 名 

嘉許獎 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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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獎品詳情 

獎勵 

計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小學模範學生 3 名 

香島教育機構 - 第二屆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傑出小學生獎 6 名 

最優秀學生獎 

 

九龍西潮人聯會獎學金 

最佳學業進步獎 1 名 

最佳操行進步獎 1 名 

奮發圖強獎學金 1 名 

第二屆優秀小學生獎 1 名 

 
課外活動的參與 

    本校為同學提供著重不同智能的長周活動共四十多項，活動以循環組的形式進行，透過有
系統的學習經驗，讓每一位同學得到全面發展。學校亦推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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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開辦的多元智能活動、校隊及興趣班 

語文智慧 英語拾趣  英文寫作  英語拼音  英語話劇  趣味普通話  普通話小司儀   

普通話朗誦坊  協和小作家  小記者培訓 

數理邏輯 奧數  智力激鬥  智力趣問  神奇計算機  電腦小尖兵  電視台小尖兵  

電腦機械模型   

視覺空間 創意小天地  水墨畫  素描  砌圖樂  多元視覺藝術訓練  創意攝影藝術 

摺紙樂 

音樂節奏 手鈴  詵班  弦樂  敲擊樂  管樂  直笛  口琴  口風琴  中樂  小提琴 

中提琴  大提琴  樂團訓練 

肢體動覺 花式跳繩  劍擊  足毽  田徑  排球  足球  羽毛球  籃球  乒乓球  國術 

跆拳  芭蕾舞  中國舞  現代舞  藝術體操   

科學觀察 環保綠化  通識問答及解難  小小科學家   

人際關係 集體遊戲  美味廚司  益智玩具大比拼 

社會服務 升旗隊  幼童軍  小女童軍  少年警訊  公益少年團   

其他 棋藝  團契  寵物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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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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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一：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及積極的學習態度 

成就 

    在不同學習範疇，老師嘗詴運用不同的教學策略及活動，推動學生自學的積極性，培養他
們的良好學習態度。根據各科各種評估統計，見到成效顯著。 

    圖書科「親子伴讀獎勵計劃」及「星際之旅閱讀獎勵計劃」各階段得獎人數均較預期為高，
顯示學生閱讀態度積極性；中、英文科皆利用自學本學習能提升他們的自學能力，分別有超過
90%及 70%的學生同意透過詞彙積累、預習、查字典、尋找關鍵句及摘錄重點等方法能令他們
更主動學習。  

     數學科利用「數學挑戰站」活動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及積極的學習態度。學生在「數學挑
戰站」參與比率達 99%，而答對比率有 71%，對活動甚感興趣，成效不錯。常識科更有條理地
編訂各級學習資料冊內容，一至三年級學生能運用「六何法」分析剪報的內容及進行反思；而

四至六年級學生能運用「KWL」及「六色思維」自學策略主動搜集資料，大部分內容豐富，顯
示學生的自學能力有所提升。 

反思/建議 

少部份特別是學習能力稍遜及缺乏家庭支援的學生，他們自學的動機及態度仍有改善空間， 

必頇要師長多加指導及鼓勵。培養自學的能力是一項必頇而長期的工作，不可能一年半載便達 

成，建議仍以此為學與教的目標，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使其終身受用。 

 

關注事項二：優化課堂教學，照顧學習差異 

成就 

  各科組老師積極參與備課，超過校方擬定的次數。他們熱心地商討教學及課堂活動，設計 

   適合學生程度的課業，交流照顧學生學習差異的教學心得。87%的中文科老師認為共同備課能
提升教學的效能，其他科任老師都認同有效能。老師亦能按學生不同能力來設計課業或選擇補
充練習，照顧不同程度學生的差異，最後學生均能按其能力完成課業，表現理想。 

    透過同儕觀課，把共同備課的構思落實在課堂上，老師更在觀課後互相交流意見及教學心 

得，提高教學效能及質素，優化課堂教學。蔡校長觀課後，對大部分老師的教學表現均感滿意。 

 

反思/建議 

    優化課堂教學的校本策略除了推動科組按科本需要舉辦教師專業發展日外，更鼓勵教師參 

與校外工作坊或課程。校內舉辦了教師專業發展講座 11 次，共 34 小時。46 位老師參與校外的 

教師專業發展時數共 2488 小時，平均值為 54 小時，僅能些微超出指標；超出 50 小時進修時數 

的有 18 位，佔全數 39%。老師參與教師專業發展未如理想，大部分原因是遷校在即，下學期

不 

鼓勵老師出外參與非必要的課程或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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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支援計劃檢討 

    本校於2010-11年度獲教育局批出學習支援津貼款項$66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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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有四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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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語治療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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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機構越
己堂為有需要的同學開辦情緒管理訓練課程，循道衛理揚震社會服務中心提供記憶力及讀寫訓
練，協康會為低年級同學開辦中文識字訓練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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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為有特殊 

  教育需要 

  的學生安 

  排適切的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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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支援 

 -就學生的學習差異，進行功課、 

 默寫、測驗及考詴時間和評分調 

 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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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識字特攻隊」讀寫改善 

     小組 

  B.「讀寫多樂趣」英文高、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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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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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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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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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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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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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 

 
-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服務 

  

 

 

-為校本輔導及學生 

 情意問卷結果提供 

 建議 

-評估學生的學習困 

 難及提供輔助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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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及情緒管理高、低組 

 B.記憶力及專注力訓練高、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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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師開辦有關訓練 

 

- 部分家長忘記出席 

  講座，下年度可考 

  慮以刊物形式將資 

  料補發給缺席講座 

  的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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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家長日個別 

 面談，匯報學生的治療進度。 

-教師層面 

 個案會談及入班示範，訓練同學 

 說話技巧。 

-學校層面 

 舉行主題講座及攤位遊戲，增加 

 同學對語音及聲線護理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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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位同學 

 經評估需接受言語  

 治療，26 人需要一 

 般密度訓練，13 人 

 只需間中訓練，7 

 月總評估時有 5 位 

 同學已達標，下學 

 年不用入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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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節小組活動 

 B.挑戰日營及親子日營 

 C.3 節愛心之旅 

 D.兩日一夜再戰營會 

 E.家長工作坊 

 F.家長教師分享會暨結業禮 

-五、六年級組活動 

 A.6 節小組活動及 2-3 次重聚活 

   動 

 B.日營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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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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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因已繬費參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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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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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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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智能-創意中文寫作 

 B.動覺智能-跆拳道、國術、球類 

   體操、舞蹈及花式跳繩 

 C.音樂智能-中樂集西樂樂器班 

 D.人際紀律智能-升旗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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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撥款仍有餘 

 額，多鼓勵清貧學 

 生申請資助，參加 

 體藝活動，發展潛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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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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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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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仍是來年發展計劃的主要關注事項。下學年
將繼續深化同學的自學能力及積極的學習態度，亦會加強同學的品德培育。 

 

學校來年(2011-2012)校務計劃的關注事項： 

1. 學生透過學習活動，增強自學能力及提升自學積極性 

2. 加強品德教育，培育學生正面價值觀及做人做事的積極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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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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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8,238.00

- 職工薪金 838,965.82

- 保安服務 59,800.00

- 園藝及清潔服務 41,025.00 148,447.18

‧學校及班級津貼 330,773.05 512,925.36 (182,152.31)

‧學校課程發展津貼 43,008.00 42,324.50 683.50

‧普通話教學津貼 1,311.00 0.00 1,311.00

‧校本管理補充津貼 152,544.00

- 教師專業發展及學術交流活動 37,330.10

- 講員酬金/車馬費 509.00

- 學生獎品 26,947.40

- 校訊印刷 21,319.00

- 專業責任保險 13,003.13 53,435.37

‧培訓津貼 6,901.00 0.00 6,901.00

‧增補津貼 5,852.00 722.00 5,130.00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327,042.00

- 電腦消耗性物品 48,978.90

- 資訊科技教育 39,996.07

- 技術支援服務 129,652.87

- 電腦設備保養費 2,884.00 105,530.16

‧德育及公民教育津貼 12,684.00 11,925.50 758.50

小結 1,968,353.05 1,828,308.65 140,044.40

   (ii)特別範疇
‧學校發展津貼 576,646.00

- 教學支援員工薪金及強積金 644,588.99

- 臨時教師薪金 77,000.00

- 導師費 26,010.00 (170,952.99)

‧校本訓輔津貼 6,030.00 5,445.00 585.00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0.00 0.00 0.00

‧英文廣泛閱讀計劃 0.00 2,350.60 (2,350.60)

‧全方位學生輔導津貼 467,005.00 410,678.50 56,326.50

‧成長的天空計劃津貼 88,334.00 82,000.00 6,334.00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117,192.00 100,310.00 16,882.00

小結 1,255,207.00 1,348,383.09 (93,176.09)

B. 營辦津貼以外的其他津貼

‧綜合家具及設備津貼 163,634.00 232,715.34 (69,081.34)

‧新資助模式學習支援津貼 660,000.00 603,836.13 56,163.87

‧一筆過電子學習津貼 58,940.00 0.00 58,940.00

‧電子學習試驗計劃津貼 1,049,660.00 0.00 1,049,660.00

‧課後學習支援津貼 60,000.00 55,508.00 4,492.00

‧赤子情 中國心資助計劃 36,800.00 36,800.00 0.00

‧家校合作活動及家教會經常費用津貼 14,224.00 14,224.00 0.00

‧一筆過資訊科技特別津貼 0.00 42,570.50 (42,570.50)

‧網上校管系統升級津貼 0.00 5,600.00 (5,600.00)

‧代課教師津貼 108,324.00 45,304.00 63,020.00

小結 2,151,582.00 1,036,557.97 1,115,024.03

(Ⅱ)學校津貼
 A. 普通經費 6,349,616.79 5,495,365.33 854,251.46

B. 籌款活動 380,581.60 2,266,889.52 (1,886,307.92)

C. 普教中代課教師津貼 317,520.00 296,505.00 21,015.00

D. 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 25,680.00 3,160.00 22,520.00

E. 校際戲劇節津貼 4,800.00 2,970.90 1,829.10

F. 課室空調設備及電費 191,900.00 162,045.00 29,855.00

G. 區會資助專款 20,868.19 19,540.00 1,328.19

小結 7,290,966.58 8,246,475.75 (955,509.17)

政府經費 1,161,892.34

學校經費 (955,509.17)

政府經費 1,072,776.79

學校經費 2,988,665.93

政府經費 2,234,669.13

學校經費 2,033,156.76

本年度結存/(結欠)

承上年度結存/(結欠)

[根據核數報告調整]

轉下年度結存/(結欠)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2010至2011年度財政報告

206,383.17

4,061,442.72

4,267,825.89

項      目 收入 支出 結存/(結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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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和小學(長沙灣) 

             學校表現評量數據收集 2010-2011      附件 1 
1 - 教師數據 

 數目 

核准教學人員編制名額(包括教師及校長) 45 

中文科教師數目 23 

英文科教師數目 16 

數學科教師數目 19 

外籍英語教師數目 2 

普通話科教師數目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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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3.9 

我對校長專業領導的觀感 3.9 3.9 

我對副校長專業領導的觀感 3.7 3.7 

我對中層管理人員專業領導的觀感 4.0 4.0 

我對教師專業發展的觀感 3.6 3.8 

我對學校課程和評估的觀感 3.8 3.9 

我對教學的觀感 4.1 4.1 

我對學生學習的觀感 3.8 3.6 

我對學生成長支援的觀感 4.1 4.0 

我對學校氣氛的觀感 4.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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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4.0 

我對學生學習的觀感 3.9 3.8 

我對學生成長支援的觀感 4.1 4.0 

我對學校氣氛的觀感 4.2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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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3.4 

我對學生成長支援的觀感 3.9 3.9 

我對學校氣氛的觀感 4.1 4.0 

我對家校合作的觀感 3.9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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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 由於參考平均數以全日制上

課統計，本校三年級仍是半 

   日制，因此未能加入統計 
小二 190 

小三 210 

小四 210 199.3 

小五 210 199.3 

小六 210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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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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百分比 建議百分比 

中國語文教育 22.5 25%-30% 

英國語文教育 22.5 17%-21% 

數學教育 15.0 12%-15% 

小學常識科 12.5 12%-15% 

藝術教育 10.0 10%-15% 

體育 5.0 5%-8% 

 

小四至小六 

學習領域 本校百分比 建議百分比 

中國語文教育 22.5 25%-30% 

英國語文教育 22.5 17%-21% 

數學教育 15.0 12%-15% 

小學常識科 12.5 12%-15% 

藝術教育 10.0 10%-15% 

體育 5.0 5%-8% 

 

KPM13  學生對學校態度的平均得分 

副量表項目 本校平均數 全港常模平均數 

整體滿足感 3.0 2.9 

負面情感 1.7 1.7 

師生關係 3.1 3.2 

社群關係 3.0 2.9 

成就感 2.9 2.8 

機會 3.2 3.2 

經歷 2.9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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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百分比 參考平均數 

小ㄧ至小三 38.0 41.9 

小四至小六 52.2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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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百分比 參考平均數 

小ㄧ至小三 1.7 16.6 

小四至小六 35.0 41.5 

 

KPM20 學生出席率 (以 2010-2011 整學年計) 

年級 本校百分比 參考平均數 

小ㄧ 99.3 97.6 

小二 99.4 97.8 

小三 99.5 98.0 

小四 99.5 98.1 

小五 99.5 98.1 

小六 99.5 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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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21  學生的體格發展  

處於可接受體重範圍的學生百分比 

年級 學校數據 衛生署健康服務的數據 

男生 處於可接受體重範圍 

的學生百分比 

處於可接受體重範圍 

的學生百分比 

小一 90.7 81.9 

小二 78.1 76.6 

小三 82.0 71.4 

小四 67.5 68.6 

小五 74.0 67.3 

小六 72.2 69.8 

  

女生 處於可接受體重範圍 

的學生百分比 

處於可接受體重範圍 

的學生百分比 

小一 92.4 84.5 

小二 88.9 81.1 

小三 83.6 80.4 

小四 74.0 80.4 

小五 73.8 81.1 

小六 85.0 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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