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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校 

 

辦學宗旨 

本校秉承天主教教育的目標與方向，培育學生，使他們： 

1 充滿愛心、關心別人、關心社會； 

2 在心智和精神上做好準備，迎接生活上和工作上的挑戰，貢獻社會； 

3 認識上主，瞭解基督徒的價值觀，並且身體力行； 

4 接受全人教育，包括靈、德、智、體、群、美六育各方面。 

 

學校簡介 

長洲聖心學校是天主教香港教區轄下的資助小學，創建於 1953 年，至今已有六十

八年歷史。本校於 2006年 9月由半日制轉為全日制小學。 

校舍座落東灣教堂路，面朝東灣，視野廣闊，毗連花地瑪聖母堂，最初只得課室

四間，至 1964 年興建現有校舍，後於 1998 年擴建一層，現校舍樓高四層，共有十二

個課室和多個特別室，包括音樂室、電腦室、學生輔導室、英語學習室和圖書館等。

每間課室均設有完善的影音系統、電腦教學器材(及平板電腦――IPAD)和互動輕觸控

教學顯示屏，有助推動電子教學和提升學與教效能。 

本校辦學方針，著重培育學生的全人發展，貫徹天主教辦學的五大核心價值。邁

入新世紀，本校與時並進，積極推動以學生為本的多元學習活動。本校於二零一五年

成立法團校董會，近年致力推動 STEM教育，發揮創意潛能，以裝備學生應對社會及全

球的轉變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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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生 

 

班級組織 

學校班級及人數統計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總數 

班數 2 2  2 2 1 2 11 

男生 19 23 27 28 12 23 132 

女生 25 28 25 11 11 18 118 

總人數 54 51 42 39 23 41 250 

 

性別 
公教生 

領取書簿津貼 
參加牙齒保健 參加健康檢查 

男 女 全 半 

132 118 8 66 65 249 248 

52.8% 47.2% 3.2% 26.4% 26% 99.6% 99.2% 

 

學生出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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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教師 

 

教學經驗 

本校共有 42 名教職人員，包括編制內的校長、老師及外籍英語老師 23 人、合約教師

2 人、合約支援教師 2 人、學生輔導員 1 人、牧民助理 1 人、資訊科技技術員 2人、

行政主任 1人、書記 2 人、教學助理 2人、文書助理 1 人、全職校務助理 4 人及合約

校務助理 1人。 

 

教師專業發展 

本年度本校教師參加不同的教師專業發展及進修或培訓課程、工作坊、講座、發報會、

推廣會等，當中包括宗教倫理、STEM 教育、電子學習、編程教育、訓育輔導、學生成

長支援、藝術教育、德育及其他專題講座等，涉及不同層面，簡介如下： 

 

1. 全校參與的教師發展日 

日期 內容 

20/2/2021 

(3小時) 

與聖心幼稚園老師作交流，分享兩校在疫情下於學與教的課程調適，

從而在這新常態下如何做好幼小銜接，讓學生得到適切的照顧。 

4/3 /2021 

(1.5小時) 

宗教靈修活動︰本堂教友作導賞，讓教職員認識花地瑪聖母堂的歷史，

並由主任司鐸馬浩恩神父簡述聖若瑟年的意義。 

9/4/2021 

(2小時) 

靜觀靈修活動︰教師們學習禪繞畫，從而放鬆心情，有助減壓，保持身

心靈健康。 

20/4/2021 

(1.5小時) 
課堂支援及功課調適工作坊，照顧學生不同學習需要。 

10/5/2021 

(3小時) 
檢討本年學教及活動，並計劃下週期的三年計劃。 

 

2. 校本支援計劃 

項目名稱 支援機構 

1.  SBSS校本支援計劃：中國語文科――優化評估策略： 

檢視設計、進行分析、提供回饋與策劃校本課程 
天主教石鐘山小學 

2. 支援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教計劃 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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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短期進修/課程 

日期 項目 

27-30/2020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專業發展課程(第二期) 

3/12/2020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專業網絡活動「校本經驗分享會：

透過分層教學優化課堂教學」 

26-29/1/2021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專業發展課程(第三期) 

4-7/5/2021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專業發展課程(第四期) 

26/5/2021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專業網絡活動 

「研討會：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資源配套策略」 

29/10–20/11/2020 照顧不同學習需要高級課程 

2-4/12/2020 在學校推廣精神及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初級培訓 

2-8 /1/2021 照顧不同學習需要基礎課程 

22-26/3/2021 照顧不同學習需要基礎課程 

24/9/2020至 22/7/2021 新任小學課程統籌主任培訓課程  

 

4. 靈育之培養 

本校為一所天主教學校，著重靈育之培養。宗教科老師出席了「香港天主教教區宗教

教育委員會會議」、參加天主教貞潔生活的教理培育課程和教理班；牧民助理參加牧

民培育課程，以加強校內宗教培育。此外，全學年學校進行不同之宗教禮儀、祈禱會

及靈修活動，以培養學生的靈性發展。 

本堂區為聖心幼稚園和聖心小學開辦慕道班，兩校分別有三名教師參加，六人慕道者

預計於 2023年 4月領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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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一：培養正確價值觀，活出聖心人愛主愛人素質(生命、愛德、真理)   

成就 

 逢星期三設德育及公民教育時段，運用月訓、德公課及成長課環環相扣的模式來

宣揚「生命」、「愛德」和「真理」的意義和關係。全年擬定七個不同主題，緊

扣天主教的核心價值。 

 在月訓、德公課及成長課中，老師透過故事、短片欣賞、生活實例、情境分析、

金句介紹等，把概念深入淺出地向學生介紹，讓學生從不同角度了解「生命、愛

德、真理」核心價值的內容。 

 透過「校園爸媽」此全校參與的平台，推行連串有系統有目標的活動，組成一個

隱性課程，本年度活動包括：「『新生』歡迎你」、「一家慶團圓」、「告別這

年‧告別錯誤」、「捨『畢』得你」，讓學生在愛的氛圍下成長，體驗生命的歷

程。 

 根據老師的觀察及問卷數據，學生在上述活動中表現投入，83%學生認同活動能

提升他們對「生命、愛德、真理」核心價值的理解，98%學生喜歡「校園爸媽」

活動。全校師生已建立了一個關愛的大家庭。 

 舉行不同主題的講座及小組課程，例如：「復活者聯盟」學生講座、「盒作‧絕

膠」教育講座、「勇破大麻城」禁毒話劇等，向學生傳遞正向人生觀。 

 為家長舉辦一系列的講座或小組，包括「爸媽學堂家長身心網上支援小組」、

「疫」境同行家長講座、抗疫‧抗「逆」家長講座、「親子情緒管理」工作坊等，

以全方位配合學校培養學生正確價值觀。 

 在規劃各學科的課程及工作計劃時，均已滲入相關的重點和活動，並設法讓學生

在生活中實踐出來。 

 學生在「聖心人獎勵計劃」中，大部分學生取得不少獎勵卡，實踐出「有愛心、

有禮貌、有信心」的聖心人的素質。 

 在「香港小學情意及社交範疇表現指標」調查報告中，學生在「社群關係」中略

高於常模；在持分者問卷中，「我和同學相處融洽」數據稍微上升，可見同學間

的相處普遍融洽。 

 其他科組方面，各科組大致已完成關注事項一的各項目活動，平均超過 80%的學

生認同已認識及明白到追尋真理的重要性。主要科目之中，以中文科和數學科的

數據較理想。在中文科，96%學生認同《真理書中尋》活動及故事改寫或創作，

能令他們明白說實話的重要性；而數學科亦有約 85%學生認為，透過「數學小偵

探」活動，自己會更留意數學答題上的常犯錯誤，並加以糾正。在宗教培養方面，

老師發現一至六年級學生大多能投入聆聽老師介紹的聖人故事，而大部份學生

同意尋找天主、追求真理是重要的。另外，透過聖人的故事，學生知道堅持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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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正確的事，有時會有所犧牲。最重要的是學生能明白日常生活也要跟從天主的

真理行事。 

 

反思 

 在疫情下，上課時間減少，大部分課堂及活動改以網上形式進行，課堂內外的學

習機會減少，學生也欠缺群體生活，不利於價值觀的灌輸。如「校園爸媽」活動，

改用網上形式進行，未能達致預期效果，建議於放寛社交措施後，增加校園爸媽

相聚的時間，重建密切的關係。 

 本年度「香港小學情意及社交範疇表現指標」調查報告之整體數據與 18-19 年

度比較，全部項目有倒退情況出現，尤其「成就感」及「整體滿足感」。 

 根據持分者問卷學生對學校的意見中，當中只 50%學生同意「同學能自律守規」。

可見學生在致力關愛建立的同時，未能好好兼顧各方面的發展。 

 建議制定下一周期的計劃時，須加強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及九種首要價值觀和

態度的培養，尤其是「守法」及「同理心」。 

 疫情下，各科組雖已完成關注事項一的各項活動，但因課堂時間不足，深度略為

不足，例如：上學期上課時間均以視像授課，課程緊迫，導致中文科「真理書中

尋」和故事改寫活動均只能安排在學期較後時間進行，推行步伐較急促；而英文

科和音樂科誇科合作，以歌唱和填歌詞形式推廣真理，亦因時間不足，老師只能

粗略講解，唱歌的次數亦有限，學生難於深入掌握其具體意義；常識科亦因課時

不足，學生只能夠對實驗作一至兩次的驗證，未能多次反覆驗證實驗的結果，未

能持續培養學生對科學實驗不斷尋真的精神。因此，新一年度的三年計劃，首年

仍應以真理為周年計劃關注事項，加深及鞏固所學。 

 另外，可優化工作紙設計，加強生活化元素，例如：宗教工作紙上較着重重溫聖

人的德行，而缺乏怎樣教學生在生活中實踐。建議在工作紙上具體列出如何在生

活中活出基督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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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深化以學生為本的教學策略，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成就 

 本年以課前預習延伸至課堂活動，提升教學效能為目標。根據學生和老師持分者

問卷的結果，76%學生和 88%教師都認同，本學年老師能提供課前預習，以加強

學生學習效能。 

 語文科方面，各級為配合課堂活動，安排不同形式的預習形式，引起學生對相關

課題的學習興趣。超過 80%的學生認同預習能幫助他們更容易明白語文科上新學

的課題。透過觀察，大多老師都認同寫作前讓學生進行預習，能豐富學生的寫作

內容。 

 數學和常識科一向較著重分組活動，以提升學生興趣和學習效能。因疫情關係，

課堂未能安排分組活動。另外，科組亦認同課前預習延伸至課堂活動能有效提升

學生課堂參與性，讓學生掌握課堂所學。 

 本年加設了術科的共同備課和同儕觀課，推動了術科科任實踐有關預習延伸至            

課堂活動，提升學習效能。 

反思和建議 

 部份科組課前預習內容和課堂活動的聯繫不足，失去課前預習的功能，未能協助

學生更有效掌握課堂內容。 

 科組報告中顯示，本年透過電子學習形式安排的預習活動仍偏少。若明年疫情持

續，應加強電子學習平台角色。來年新教師數目較多，需於學期初再安排電子學

習教師工作坊，以加強教師對電子應用的技巧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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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與教 

課程發展重點 
於 2020-2021 發展周期，學與教之發展重點為「深化以學生為本的教學策略，提升學

生學習效能」，並透過課前預習延伸至課堂活動，從而提升學與教的成效。現學校大部

分教師已掌握了上周期發展的電子教學技能及配合預習的學教模式，來年新發展範疇

會集中於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運用多元化的教學策略針對其個別學習需要，提升

學習成效。 

 

四個關鍵項目 

1. 德育及公民教育 

學校致力推行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努力營造信仰氛圍，以達致培養學生積極及樂

觀面對生命、追求真理、愛主愛人的聖心人。2020-21年度關注的核心價值是： 「生

命」、 「愛德」、 「真理」，本校透過 7 次月訓及德公課程相輔相承的模式來推廣

―「活出真理路」、「以愛發出真理光」、「捍衛真理存愛心」、「善用智慧求真理」、

「堅毅求真說實話」、「生命路上尋真理」、「生命旅程滿希望」。以多角度，從外到

內，漸進地灌輸天主的核心價值給學生。 

 

2. 從閱讀中學習 

學校致力培養學生的閱讀習慣及營造良好的閱讀環境及氛圍。圖書科設有不同的

校內閱讀獎勵計劃及比賽、圖書課、早讀課、老師的閱讀分享等，以及與其他科組

合作推展不同類型的閱讀活動，如：圖書組繼續參與了「2020-2021年度東亞銀行

親子閱讀證書獎勵計劃」、由香港大學舉辦的「閱讀大挑戰」、由香港教育城舉辦的

「閱讀約章」及「十分科學」等網上閱讀平台，及「煤氣烹飪中心 vs 菜姨姨 2021

親子工作坊――閱讀下午茶」等推動親子閱讀的活動。本校嘗試以不同的層面，務

求循序漸進地緊扣同學的學習和閱讀興趣，以回應本年度的關注重點。凡此種種的

活動、計劃或比賽，均有助提高學生之閱讀興趣及培養其良好的閱讀習慣，同時並

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 

 

3. 運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 

疫情持續下，帶來教學新常態，教師以 Zoom 及實體課相互交替進行教學。教師需

學習以 Zoom與學生進行視像課堂，並嘗試在課堂中，以問卷調查加強電子教學的

互動性，並以 Zoom 進行分組討論，讓學生有更多機會與同學交流。部份課業以網

上形式繳交，學生把功課上載至 Google classroom 或 Padlet 等平台。 

 

4. 專題研習 

學校每學年以全校性參與和跨學科主題模式進行全方位學習週，豐富學生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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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加強研習能力的縱向發展，培養學生的多角度思考能力及共通能力。 

本年度因疫情持續，課時所限，加上未能安排學生作外出參觀活動，故專題研習改

以配合天主教學校之核心價值――真理，於校內安排了各級學生以小組形式進行

科探活動。透過科探的尋真精神和簡化版的研習報告，讓學生作多角度思考，培育

共通能力。 

 

本年科探活動如下： 

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主題 
我的家人 

-傳聲筒 

自製玩具 

-製作玩具 

熱的傳遞 

-保溫瓶 

水的探究 

-過濾器 

閉合電路 

-迷你吸塵機 

簡單機械 

-機械手臂 

 

社區資源運用 

學校一直與社區及外間機構保持聯繫，如引入教育局、大專院校、中學、社區組織、

校友等資源，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經歷。2020-21 年度，本校與教育局小學校本課

程發展組合作，邀請了天主教石鐘山小學老師與我校四年級老師共同備課及交流。交

流內容主要集中如何優化評估策略，包括檢視評估設計、進行分析及提供回饋。 

 

上年度學校亦與長沙灣天主教中學合辦「English Buddies 英語大哥哥計劃」，為五年

級學生提供英文會話的機會。五年級學生於 5月中旬起，除兩校考試週外，逢星期三，

共四節，安排以 Zoom 形式與長沙灣天主教中學的學生，圍繞「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的有趣議題作英語對話。 

 

另外，學校亦與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合辦升中講座活動，及邀請少年警訊到校作歷奇

活動和銀樂隊表演。 

 

特色活動/其他課程 

1. 本校第二年參加了語常會英文科的 SCOLAR 活動。因疫情持續，未能安排全體五年

級同學分組遊覽長洲特色景點、拍攝照片或製作影片。本年的活動主要集中在課

室進行，同學被安排在課堂上進行討論、撰寫推介行程，再進行全班匯報，亦製作

小册子推介給遊客作為延伸活動。活動旨在希望透過有趣的英語活動推廣長洲文

化特色。 

 

2. 每年學校均會舉辦「聖心特色境外學習課程」，讓學生在靈性培育、語境學習、科

技科學、生態保育、歷史文化、自理成長、社交技巧及批判性思考八大範疇領域

上，獲得更全面的學習發展及擴闊視野的機會。但因疫情關係，本年度學校停辦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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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姊妹學校計劃：為推動中港兩地學習交流，本校於 2017-2018 年開始參與教育局

「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試辦計劃」，為兩地學校提供一個交流平台。透過

交流與合作，姊妹學校擴大學校網絡，增強了解與溝通，加深認識兩地文化，共同

提升教育素質。目前，本校己與兩間的內地學校締結為姊妹學校，分別為「廣州市

增城區荔城街掛綠小學」及「北京市海澱區萬泉小學」。因疫情關係，本年學校實

地交流停辦一年，改以拍攝兩校宣傳影片形式，作兩地學校文化推廣及交流。 

 

4. 學校亦舉辦常規興趣小組、課後興趣班及訓練課程、校外參觀及境外學習交流                

等，中文科、英文科及數學科每年舉辦主題活動，常識科則舉辦科技及科學探究

活動。 

學校實際上課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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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個學習領域課時 

 

 

 

 

 

 

 

 

 

 

 

 

 

 

學生閱讀習慣 

在推廣閱讀方面，本校於課堂時間內設有「圖書課」及「早讀課」。於早讀時間，全校

閱讀 20 分鐘，以增加學生在校內閱讀的機會。在星期五的閱讀分享會中，由各科組老

師輪流推介以「真理」或其任教主科的相關題目作為主題的優良讀物，從而讓同學認

識學校的關注事項、培養正確的價值觀及其閱讀興趣。 

 

本年度圖書館繼續推行校本親子閱讀計劃，目的為提高學生的閱書量，以及對課外閱

讀的興趣。同時，學校亦鼓勵同學進行網上閱讀和自主學習，因此本年度繼續參加由

香港教育城主辦的「閱讀約章」計劃、「十分科學」計劃，以及由香港大學主辦的「閱

讀大挑戰」計劃。透過不同的閱讀比賽，提高了同學之閱讀興趣及培養他們的閱讀習

慣，同時亦提升他們的閱讀理解和書寫能力。除此之外，本年度圖書館主任更積極鼓

勵學生多參與校外不同的比賽，如「2020-2021年度東亞銀行親子閱讀證書獎勵計劃」、

由香港大學主辦的「閱讀大挑戰」計劃等。學生參與不同類型的閱讀比賽，培養了學

生的閱讀興趣及寫作能力，亦為未來的自主學習，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而於圖書課時，

圖書館主任亦會教授相關的閱讀策略和圖書館技能，使同學進一步掌握分類法，並教

導學生以平板電腦檢索圖書、使用互聯網搜尋資料等技巧，藉此提高同學們在資訊素

養方面的能力。 

 

本學年上學期，圖書組參與了由東亞銀行主辦的「2020-2021 年度-東亞銀行親子閱讀

證書獎勵計劃」，最後共有 56 位同學參加(去年 41 位)，同時獲得獎狀及小禮物的同學

共 43位同學(去年 37位)。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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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普通話 英國語文 數學 科技/科學(常識) 藝術(音樂/視藝) 體育 人文教育(宗教) 人文教育(IT/圖書)

八個學習領域中各科目的課時(小時/星期)

時間(小時)



 14 

我們對學習的支援 
1.政策 

 

 本校致力建立共融文化，以「及早識別」、「及早支援 」、「全校參與」、

「家校合作」和「跨界別協作」五個基本原則推動融合教育。透過資

源調配，為學生提供適切和多元化的支援服務，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

能及協助他們融入校園生活；  

 學校重視家校合作，建立恆常溝通機制，透過不同渠道，與家長一起

商議有關支援學生的策略。 

II.資源  

 

 為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及成績稍遜的學生，本校獲教育局增撥的額外

資源包括：學習支援津貼、加強言語治療津貼、校本教育心理服務、

額外撥款以聘用有時限教學助理、增聘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和特殊

教育需要支援老師職位，統籌融合教育的工作。 

 本校靈活地結合其他資源，包括區本計劃、校本課後學習支援津貼、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支援非華語學生課後中文學習津貼等，有效地支

援有需要的學生。 

III. 

支援措施及

資源運用方

式 

 

本校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及成績稍遜的學生提供以下支援措施：  

 成立學生支援核心小組。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作統籌，成員包括：

校長、學校社工、特殊教育需要支援老師和不同科任教師。 

 運用以上津貼增聘 l 名教師，減輕教師教擔，讓全校教師以「全校參

與」模式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 

 安排教學助理處理支援組內部文書工作，協助統籌安排學生面見教育

心理學家及言語治療師事宜，並於個別課堂進入課室支援個別有特殊

教育需要的學生。 

 定期更新「學生支援紀錄冊」，於學期初召開班會，讓各班科任了解班

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情況，運用不同的策略，包括：課堂學習調

適、功課調適、默書調適、評估調適等在學習上支援學生，並派發學

生的「學習支援概要」予家長，以告知相關支援措施和收集同意書。 

 於學期終結時，記錄各項支援措施於個別「學生年終檢討表」內，並

向相關家長派發問卷，以檢討各項支援措施的成效。 

 於四年級運用「合班分組教學」模式，為學業成績稍遜的學生提供中

文、英文及數學的分組教學；因應學生能力剪裁課程及調適教學方法，

並另擬適合學生能力的評估卷；小組授課時留在原來課室上課，減省

轉換課室的時間，以提升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及學習動機。  

 及早識別和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上學期教師觀察小一學生的

學習及行為表現，繼而為可能有學習困難的學生填寫量表；下學期與

教育心理學家和科任進行諮詢會議，並於來年為個別有顯著學習困難

的學生安排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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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 4 名學生進行「個別學習計劃」，與教育心理學家、學校社工、教學

助理、相關老師及家長召開會議，討論計劃的安排及檢討成效。 

 外購服務包括「音樂治療」、「專注力訓練」和「個別特殊訓練」小組。 

由於疫情關係未能進行「Lego 遊戲治療」和「雜耍訓練」小組。 

 由本校老師舉辦的小組包括「支援有學習困難小一學生」、「小二中文」

和「小三數學」輔導小組。學校社工亦舉辦親子遊戲工作坊、三點三

鬆一鬆網上視像活動等。 

 購買「言語治療服務」，為學生評估及進行言語治療；共有 50個個案，

當中 33 位為輕度語言障礙，17 位為中度語言障礙。言語治療師為每

名接受言語治療的學生撰寫一份報告以記錄學生的問題及治療方法，

按需要會與家長聯絡，亦歡迎家長陪伴子女進行言語治療訓練。 

 與聖雅各福群會、明愛長洲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及和富基金企業合辦

不同的活動，如成長的天空、藝術小組、桌遊大師、免費上門補習服

務計劃、家長工作坊、親子情緒管理工作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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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學校在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的基礎上，配合校訓「信、望、愛」和學生的成長需要，

並透過全校參與模式，培養學生的正面價值觀、良好的品德及全人發展。本校亦為學

生成長支援確立了清晰的目標及組織架構，為不同階段及不同需要的學生提供適切的

支援。 

 全校推行「校園爸媽」活動，共設24個校園家庭，讓學生在愛的氛圍下成長；同時透

過這個平台，推行連串有系統、有目標的活動，組成一個隱性課程。 

 逢星期三設德育及公民教育時段，運用月訓、德公課及成長課環環相扣的模式來宣揚

「生命」、「愛德」和「真理」的意義和關係。 

 本校定期為不同年級的學生，按其成長需要舉辦不同主題的預防及發展性活動或小

組： 

活動名稱 目標或內容 

家校小一銜接學堂 提供支援予小一家長和學生，為他們升小銜接準備。 

「小四至小六成長的天空

計劃」 

全面的個人成長輔助計劃，提升小學生的抗逆力，以

面對成長的挑戰。 

「樂遊網上學習計劃」 包括學生數碼能力工作坊、家長數碼能力工作坊及親

子情緒管理工作坊。 

「藝賞童心藝術小組」 透過藝術創作，培養學生的藝術潛能，提升其自信

心。 

「桌遊大師成長小組」 透過桌遊提升學生的社交及溝通能力。 

「Dream Catcher 追夢

者」課後支援成長計劃 

為疫情期間缺乏家庭和學習支援的基層學生提供課後

支援。 

「三點三．鬆一鬆」 在疫情下，社工定期與學生進行網上聚會，以具趣味

性的活動，提升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亦同時協助學

生輕鬆減壓。 

升中支援活動 包括升中講座、升中面試工作坊、小六惜別活動等。 

 

 善用社區資源，經常與政府、各志願機構及社會團體合作，舉辦不同的活動或講座，

以拓闊學生的視野；同時善用各種津貼及與資助計劃，支援有經濟需要的學生，讓所

有學生有機會參與不同的學習活動。特別在疫情下，為基層家庭引入多個支援計劃，

如「友伴同恆」學童疫後學習支援計劃、「點點心意計劃」、「學習有網」學童上網

計劃、「宏利派發白運動鞋計劃」等。 

 全校推行「聖心人獎勵計劃」，鼓勵學生努力求進、求學尋真，體驗出聖心人愛主愛

人的素質。在處理違規行為時，採取較積極及正面的方法，幫助學生反思己過，並給

予改過的機會。 



 17 

 學校社工定期聯絡個案及諮詢個案學生及家長，以了解他們的近況及情緒需要，適時

為他們提供協助。 

 在家長工作方面，不時透過影片(疫情下使用)、講座及工作坊，以支援家長管教子女。 

 疫情下，大部分活動沒有取消，而改以網上形式進行；及後疫情緩和，部分活動恢復

以實體形式進行。 

 善用數據，評鑑對學生成長支援的效能，回饋下一周年的計劃。 

 

學生表現 

升中派位 

 

皇仁書院 1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1 

高主教書院 1 

聖士提反書院 1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1 

聖羅撒書院 1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1 

中華基金中學 1 

顯理中學 2 

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 1 

慈幼英文學校 1 

培僑中學 1 

寶血女子中學 2 

林大輝中學 1 

德貞女子中學 1 

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中學 4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4 

聖貞德中學 1 

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 1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2 

佛教黃鳳翎中學 1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2 

玫瑰崗中學 1 

長洲官立中學 9 

總數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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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際活動獲得的獎項 

 科目 活動名稱 主辦單位 年級 獎項 獲獎學生 

1.  宗教科 天主教四旬愛心 

【親子填色比賽】2021 

天主教教區 P1-3 初小組季軍 2B 陳詠銅 

宗教教育獎 天主教教區 P6 宗教教育獎 6A 陳盼喬

6B 鄭靜妍 

2.  中文/ 

普通話科 

第72屆朗誦節香港學校 

朗誦節-中文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P1-6 優良獎狀 1B 招德宜   

2B 黎頌昇  

3A 龔凝柔   

3B 陳俊鈺  

3B 潘子杭 

3.  英文科 Gifted Creative Essay 

Composition 

Competition  

(My pandemic summer) 

[中譯:仲夏資優創意徵文

比賽（疫情篇）] 

君培資優教育 P6 銅獎 6B 李凱璐 

第72誦節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P1-6 優良獎狀 1B 陳願 

1B 招德宜 

3B 丘海楠 

4.  數學科 第七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

賽(2020-2021) 

決賽(網上比賽) 

香港教育大學數

學與資訊科技學

系及香港天主教

教 區 學 校 聯 會

(中學組) 合辦 

P5-6 六年級個人賽 

- 優異獎 

(是次比賽不

設冠亞季軍及

金銀銅獎，只

為成績達標同

學 頒 發 優 異

獎) 

6A 葉諾桓 

6B 鄭俊言 

6B 李亦桁 

第六屆小學數學精英大賽

2020/21 

香港教育大學數

學與資訊科技學

系及基督教香港

信義會紅磡信義

學校合辦 

P5-6 個人總成績優

異獎 

(是次比賽不

設冠亞季軍及

一、二、三等

獎) 

5A 鍾雋堯 

5A 梁子唯 

6A 葉諾桓 

6B 鄭靜妍 

6B 鄭俊言 

6B 李亦桁 

第六屆數學比賽 香港天主教教區

學校聯會 

(小學組) 

P4-5 個人賽銅獎 4A 黎宏謙 

4A 岑樂天 

5.  視藝科 離島區禁毒滅罪填色標語

設計比賽 

水警海港警區 P1-6 冠軍 
亞軍 
季軍 

5A 陳嘉瑩 
2B 陳詠銅 
2B 黎頌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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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個人衞生，你我都

得」親子填色創作比賽 

食物環境衞生署 P1-3 冠軍 
 

2B 陳詠銅 

「保持公廁清潔」 

外牆壁畫創作比賽 

食物環境衞生署 P4-6 優異獎 
 

5A 陳嘉瑩 

向老師致敬 2020 –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小四至小六) 

敬師運動委員會 P4-6 優異獎 
 

5A 陳嘉瑩 

包山嘉年華 2021- 

小學組學童繪畫比賽 

康樂及文化事務

署 

P1-6 初小組亞軍 
初小組季軍 
初小組優異 
 
高小組亞軍 
高小組殿軍 
高小組優異 
 

2B 黎頌昇 
2B 陳詠銅 
3B 梁芯悠 
 
6A 陳盼喬 
5A 陳嘉瑩 
4B 楊善恩 

第三屆全港小學填色比賽 明愛胡振中中學 P1-6 冠軍 5A 陳嘉瑩 

6.  圖書科 2020-2021年度 

「東亞銀行親子閱讀證書

獎勵計劃」 

宗教教育中心 P1-6 積極參與獎 1A 鄭心怡 

1A 劉萬豪 

1A 李雨軒 

1A 盧心禧 

1B 陳樂瞳 

1B 趙芯渝 

1B 冼穎姿 

2A 關亦諾 

2A 梁曉桐 

2A 杜芍錂 

2A 楊浩龍 

2B 張鎧彤 

2B 馮逸軒 

2B 羅一嘉 

2B 李祉澄 

2B 梁竣瑋 

2B 梁凱琳 

3A 郭俊希 

3A 梁謍灃 

3A 羅穎悠 

3B 劉靜心 

3B 梁凱晴 

3B 梁芯悠 

3B 梁延謙 

3B 潘子杭 

4A 羅逸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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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梁芷悠 

4B 吳樂橈 

4B 楊善恩 

5A 張凱其 

5A 布嘉琪 

6A 胡明恩 

6A 羅婧蕎 

6A 潘曉琳 

6B 鄭靜妍 

6B 劉萬樂 

6B 梁韻姍 

東亞銀行學生閱讀分享 

比賽 

宗教教育中心 P6 六年級優異獎 6A 胡明恩 

7.  音樂科 73rd Hong Kong School 
Music Festival 2021 
(Graded Piano Solo 
Grade one) 
一級鋼琴獨奏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P3 Silver Award 
銀獎 

3B 梁芯悠 

73rd Hong Kong School 
Music Festival 2021 
(Graded Piano Solo 
Grade one) 
一級鋼琴獨奏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P2 Silver Award 
銀獎 

2B 張鎧彤 

73rd Hong Kong School 
Music Festival 2021 
(Vocal Solo-Foreign 
Language-Boys or Girls 
Treble Voice-Primary 
School-Age 7 to 8) 
男童聲或女童聲 

（7-8歲）（英文）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P2 Silver Award 
銀獎 

2B 張鎧彤 

73
rd
 Hong Kong School 

Music Festival 2021 
(Vocal Solo-Foreign 
Language-Boys or Girls 
Treble Voice-Primary 
School-Age 7 to 8) 
男童聲或女童聲 

（7-8歲）（英文）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P2 Silver Award 
銀獎 

2B 黎頌昇 

8.  體育科 2021台北武土盃線上品勢
公開賽 

臺北市體育總會

跆拳道協會- 

 公認品勢 
-公開組 
-混合(3人) 
-少年組 
-進階第1小組 

6A 葉諾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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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認品勢 
-公開組 
-雙人配對 
-少年組 
-初階第1小組 

6A 葉諾桓 

公認品勢 
-公開組 
-單人 
-少年組 
-男性 
-進階第3小組 

6A 葉諾桓 

公認品勢 
-公開組 
-單人 
-少年組 
-女性 
-初階第2小組 

6B 梁韻姍 

公認品勢 
-公開組 
-雙人配對 
-少年組 
-初階第1小組 

6B 梁韻姍 

公認品勢 
-公開組 
-混合(3人) 
-少年組 
-進階第1小組 

6B 梁韻姍 

屈臣氏集團香港運動員獎
2020-2021 

屈臣氏集團 P6 屈臣氏集團 
香港運動員獎
2020-2021 

6B 黃逸瑤 

9.  其他 2020-2021年度離島區「幼
童軍揮春設計及卡填色 
比賽」 

香港童軍總會 P3-6 高級組冠軍 

高級組季軍 

5A 陳嘉瑩 

4B 楊善恩 

香港科技大學水底機械人
大賽2021 

香港科技大學 P4-5 銀章級 5A 鍾雋堯 
4A 黎宏謙 
4A 鄭頌韋 
4A 岑樂天 

 

 

 

 



 22 

課外活動的參與 

本校的課外活動十分多元化，多方面發展學生的才能。因疫情關係，本年度部份

的課外活動均未能如期進行。 

原先安排每逢週三下午舉行的「興趣小組課」，活動內容包括 STEM LEGO Boost、

mBot機械車、科學實驗、圍棋、口風琴、陶笛、魔術、無火小食等，因疫情關係而未

能舉行。 

而「課後訓練及活動」分為五大範疇：「體育加表演」包括跆拳道及花式跳繩；「藝

術」包括芭蕾舞、中國鼓等；「體育競技」方面包括田徑、足球、網球、籃球等；「學

術」方面包括數學精英隊、機械人戰隊、朗誦等；「社會服務」方面包括基督小先鋒、

幼童軍等，均因需保持社交距離，部分活動只能有限度進行。 

為此，學校特意安排其他形式的課外活動，讓學生的課餘時間得以充實，如舉辦

多場網上 Zoom 講座、Zoom 互動話劇欣賞、環保網上教室、STEM Day 科技日等。評

估後，本校亦與多間機構合作進行試後活動，如紅十字會舉辦的「急救講座」、「社區

防災備災 VR活動」；少年警訊舉辦的歷奇訓練、銀樂隊表演、夏令營等。 

本校學生亦在本年度各校際比賽中屢獲殊榮，如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校際朗誦

節、校際音樂節、全港性視藝比賽、跆拳道線上品勢公開賽等。 

 

體格發展 

本年度因為疫情使部份體育課取消，及後因疫情放緩，本校其後恢復有限度體育

課。另外，同時因學生必須要戴口罩上課，導致不能進行全面的體適能測試。 

此外，本校亦與香港足球總會合辦四人足球體驗班，讓學生能接觸更多元化的體

育項目。本校今年在一至六年級進行身高體重數據收集，得出以下的數據： 

學生的體重處於可接受範圍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百分比 
男 84.2% 81.8% 81.5% 77.8% 70% 72.8% 

女 96% 96.7% 76% 92.3% 86.7% 95.2% 

  

數據分析： 

本年度一至六年級學生的體重可接受範圍屬於合格，而女生情況尤為顯著，一、

二、四、六年級女生體重超過 90%以上學生屬於可接受範圍。而四、五、六年級男生

情況較為不理想，只有大約 70%的同學屬於可接受範圍，尤其個別男生有超重的情

況。可能與疫情有關，令學生做運動的機會大減，平日運動之時間亦不足，希望疫情

減退後，可加強發展學生的體適能，並讓學生多注意均衡飲食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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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2020-2021 年度周年校務報告書 

財務報告 

財政概況(截至 31-08-2021) 

政府津貼帳         

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一般範疇         

  上年度結存 

教育局撥款/本

年度累計收入 實際支出 結餘 

上年度結存 2,466,729.23        

基線指標撥款  566,888.35   

德育及公民教育    3,327.08  

普通話    898.64  

文書助理薪金及強積金供款    0.00  

學校傢俱及設備   114,360.59  

增補津貼   270.00  

校本輔導方式的輔導訓育計劃   11,263.06  

學校課程發展    966.30  

補充津貼    22,821.16  

培訓及發展   2,483.90  

學校及班級津貼    428,750.76  

其他   10,140.95   

小計 (A)： 2,466,729.23 577,029.30 585,141.49 (8,112.19) 

特別範疇         

修訂行政津貼 0.00 693,072.00 695,273.61 (2,201.61)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0.00 409,492.00 335,650.27 73,841.73 

冷氣設備津貼 0.00 230,510.49 150,727.00 79,783.49 

學校發展津貼 0.00 379,223.00 203,859.55 175,363.45 

成長的天空計劃 0.00 135,001.00 134,185.00 816.00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0.00 125,220.00 71,012.50 54,207.50 

校本管理額外津貼 0.00 50,350.00 38,935.00 11,415.00 

小計 (B)： 0.00 2,022,868.49 1,629,642.93 393,225.56 

     
總計 (A)+(B) : 2,466,729.23 2,599,897.79 2,214,784.42 2,851,842.60 

其他津貼         

家校合作計劃津貼 0.00  45,740.00 18,636.64 *27,103.36 

學習支援津貼 41,362.57 495,090.00 524,752.70 11,699.87 

校本課後支援計劃 40,370.45 60,600.00 20,000.00 ** 80,970.45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支援津貼 124,771.90 0.00 10,230.00 114,541.90 

    轉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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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華語學生校本支援津貼 29,840.49 300,000.00 326,624.20 3,216.29 

推動中國歷史及文化 (一筆過津貼) 75,149.76 0.00 75,149.76 0.00 

姊妹學校計劃津貼 115,938.73 156,035.00 5,500.00 ** 266,473.73 

推廣閱讀津貼 4,188.04 20,805.00 21,615.15 3,377.89 

全方位學習津貼 169,107.04 427,975.00 86,476.07 ** 510,605.97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0.00  28,350.00 9,000.00 * 19,350.00 

一筆過特別支援津貼 - 加強校舍清潔 100,000.00 0.00 100,321.01 (321.01) 

在校免費午膳 0.00 249,600.00 0.00 * 249,600.00 

支援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0.00 195,993.00 195,993.00 0.00 

關愛基金: 資助清貧學生購買流動電腦裝置 0.00 373,316.50 373,316.50 0.00 

 

* 餘額需退回給教育局 

** 超過本年度津貼額需退回給教育局 

回饋與跟進 

學校的未來發展 

本校持守著天主教的辦學宗旨，在這個學年，藉著推動天主教教育核心價值，強化學

生對「生命、愛德、真理」的認識，讓學生潛而默化，明白尋真的重要性。在過程中，

培養學生包容和接納別人的心。學校透過月訓、德公課、成長課，課程統整；內容圍

繞「生命、愛德、真理」在各科滲透相關的內容，加上宗教科課程內容及宗教培育活

動讓學生更明白天主教核心價值對人的重要性。透過學生的表現，發現整體學生都能

明白「生命、愛德、真理」等核心價值的意義，並透過「以愛還愛」活動，展現出他

們在愛德、真理上的行為。透過英文科、音樂科、視覺藝術科和資訊科技科等跨科目

合作的「Only You」活動，讓學生透過寫作、歌唱、手工製作和影片剪接等活動，表

達對「生命、愛德、真理」的情感。 

 

在學與教方面，本校的未來發展，將以推動科技教育及以電子輔助教學為主，並照顧

學習的多樣性，優化學生的學習成效。生活就是學習，透過 STEAM 學習課程的訓練，

讓學生在生活上遇到困難時，具備解難能力解決困難。在電子學習方面，明年將運用

由優質教育基金(QEF)資助的觸控互動式電子螢幕屏，配合多樣化的電子教學軟件和教

學技巧，設計課程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促進教師與學生之間雙向溝通和同學之間的

互動協作，鞏固課堂學習。 

 

此外，本校致力提升學生對國家的認同感和歸屬感，透過不同類型的活動，加強我國

文化氛圍，強化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讓學生從日常生活中實踐中華民族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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