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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辦學宗旨 

 

東華三院辦學宗旨  

本校秉承東華三院一貫的辦學精神，為社會作育英才，使學生成長後能盡

展所長，回饋社會。本校致力為學生進行「全人教育」，提供優良的學習

環境，使能發揮個人的潛能，日後成為具備知識技能、有獨立思考能力、

勇於承擔責任和關注社會事務的良好公民，亦積極培育學生建立正確的價

值觀和積極的人生觀，並以校訓「勤儉忠信」為進德修業的依歸，勉勵他

們拓展豐盛而有意義的人生。  

 

本校辦學宗旨  

本校為東華三院屬下一間政府資助小學，秉承院方的辦學宗旨，致力為新

界北區兒童提供高質素、全面而均衡的基礎教育。   

本校極重視教師的專業發展及團結精神，並通過與家長及社區的緊密聯

繫，為學生創造一個完善的學習環境。  

本校期望學生能透過學業與活動並重的學校生活，為接受中學教育及個人

成長奠下穩固基礎，養成良好的品格，貫徹校訓「勤、儉、忠、信」的精

神，發揚本區淳樸的傳統，成為社會的好公民。   

 

校訓 : 勤儉忠信  

勤：不倦不厭  全力以赴  儉：莫濫莫奢  恰如其份  

忠：無怨無私  誠心盡力  信：休詐休疑  擇善固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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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我們的學校 

1. 學校簡介  

學校歷史  

本校原座落粉嶺與上水交界之石湖墟第七區，於一九八八年九月一日正式

開課。初期命名為「東華三院新界第六小學」及後於一九九零年二月二十

一日正式命名為「東華三院港九電器商聯會小學」。東華三院港九電器商

聯會小學下午校於二零零八年九月獲教育局正式批准，於二零零九年九月

遷至上水彩園邨作為學校的新校校舍，轉以全日制上課。  本校獲當時東

華三院主席馬清鏗先生的安排，獲「錦燦有限公司」慷慨捐贈港幣 450

萬，當中 400 萬元用作補助學校裝修及購置傢具儀器，其餘 50 萬元則用

作成立「馬錦燦紀念獎學金」。為了感謝捐款人，在教育局及東華三院董

事局的同意下，本校命名為「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繼續由東華三

院管理。   

校舍設備  

本校是一所政府資助小學。樓高七層，內有標準課室二十四間，學校設施

齊備，除 24 個課室外，並設有多個特別室讓學生進行不同的活動和學習，

包括︰圖書館、電腦室、活動室兩間、音樂室、視覺藝術室、腦力坊、ABC 

Carnival，並設可容納五百學生之大禮堂，全部課室及禮堂設有冷氣設

備。此外，本校亦設有籃球場、雨天操場、花圃等以供學生休憩及進行各

類活動。  

本校致力於資訊科技的發展及推動，除一切基本設施外，更獲得東華三院

董事局贊助，設備更見完善，現時所有課室及特別室皆設置：銀幕、可上

網電腦、擴音機、投影機、錄影機、錄音機、影碟機等，而全校有可上網

電腦逾百部。電腦室的電腦亦可供學生於上課時一人一機使用。  

2.學校管理  

本校於 2009 年 8 月 4 日成立法團校董會，全面落實校本管理。法團校董

會成員包括辦學團體代表、校長、教師、家長及獨立人士。法團校董會每

年召開三次會議，共同釐訂學校的發展項目，審批財政預算、人事安排及

檢討工作成效，透過各主要持份者參與決策，提高學校管理的透明度及問

責性，以促進學校的持續發展。  

 

法團校董會成員組合  

校董類別及數目  

辦學團

體校董  

替代辦學

團體校董  

校長   

校董  

教員   

校董  

替代教

員校董  

家長   

校董  

替代家

長校董  

校友   

校董  

獨立   

校董  

6 1 1 1 1 1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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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資料   

班級組織  

班別數目  

級别  一年

級  

二年

級  

三年

級  

四年

級  

五年

級  

六年

級  

小學加強輔

導教學計劃  

總數  

班數  5 4 4 4 4 2 1 23+1 

 

學生人數  

級别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總數  

男生人數  57 51 63 57 63 34 325 

女生人數  68 53 51 61 57 30 320 

學生總數  125 104 114 118 120 64 645 

 

 

4. 教師資料  

教師數目 (包括核准編制內及編制外的教師 ) 

職位  校長  本地教師  學生輔導員  外籍英語教師  總人數  

人數  1 41 1 1 44 

 

教師資歷  

教師獲得的最高學歷  

 碩士學位或

以上  

學士學位  專上非學位  中六 /七  中五或以下  

百分比 (%) 13 位 (30%) 29 位 (66%) 2 位 (4%) 0 0 

 

已接受專業訓練的教師  

百分比 (%) 98% 

 

已接受專業訓練的教師  

 中文科教師  英文科教師  數學科教師  

百分比 (%) 100% 93% 100% 

 

教學經驗  

教師教學年資  

 0-2 年  3-5 年  6-10 年  超過 10 年  

百分比 (%) 0 18 9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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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發展  

本年度有關教師培訓的工作依計劃進行，詳情如下：  

  

1. 提升教師運用「合作學習法」的技巧  

經過過去兩年的學習，本校大部份老師運用「合作學習法」有了更多

的經驗，本年度的專業發展重點在於透過老師之間的分享，進一步提

升全體老師的教學成效，課程組安排了兩次校內老師間的合作學習交

流會，透過觀課、錄影課堂、分析課堂、教師分享及討論，讓老師們

能更深入地掌握合作學習法的運用技巧。此外，更於 2011年 3月 25日邀

請了聖公會偉倫小學、聖公會基恩小學及世界龍岡學校黃耀南小學的

老師約 100位老師到本校觀課，深入探討合作學習法在英文及數學課堂

上運用的技巧及成效。參與的老師俱認為交流會加深了他們對合作學

習法的認識。  

本年度，中、英、數、常、視藝科繼續進行備課會，讓老師經常一同

設計合作學習法的課堂，並檢討教學成效。另方面，課程組除按以往

的做法，進行科主任、課程主任的觀課活動，更安排全體老師進行同

儕觀課，老師們透過備課、觀課及課後討論，加強及改善了合作學習

法的運用技巧。  

 

2. 提升教師「照顧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的技巧  

本校老師積極參與如何照顧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的課程，由 2007年

至 2010四年間，本校已有多位老師參加由教育局或其他機構舉辦的基

礎、專題及高級課程，本年度，再有一位老師參加特殊學習困難 --小

學中文科專題課程；一位老師參加「照顧不同學習需要」高級課程。

來年，本校將繼續鼓勵老師參加這類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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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重點發展項目一：營造互愛關懷氣氛及提供適切的學習支援  

成就  

於校內營內互愛關懷的氣氛  

於上學期初舉行關愛承諾日，由校長帶領全校師生簽署作出承諾，大家

轉贈關愛貼紙，以示對身邊各人的關愛，讓學生透過活動認識關愛的意

義。此外，老師定期進行分級會，整學年設計不少於四次的關愛活動，

包括生日會、節日慶祝、課室佈置等等，整體成效不錯。每班於整學年

亦持續心聲分享環節，包括願望樹、給同學的信、「靜靜雞、同你傾」等

等。根據老師問卷調查結果， 100%老師對所進行的關愛活動都有正面的

評價；85%的老師認為心聲分享活動能提升校內互愛關懷的氣氛。就老師

觀察所得，大家都認為實行了各項關愛活動後，學生關係較以往融洽，

而彼此的包容性亦較高，例如：在小息時，學生於課室多進行棋類遊戲，

大大減少了課室內可能出現的行為問題。     

全校參與，推行班級經營  

本年度，為了增加對學生的關顧，特別安排各非班主任老師分組加入各

級組，參與分級會，支援級組活動的推行，包括公訓、關愛日、心聲分

享等等。根據老師問卷調查結果， 79%老師認同此項安排的成效。  

營造同學間的關愛文化  

本年度，視藝科透過集體創作，營造同學間的關愛文化。四至六年級同

學於課堂中設計錯視作品，並於期試後活動時將佳作放置於二及四樓走

廊，安排一至三年級同學欣賞及拍照，相片已於家長日當天作展覽。據

老師觀察，活動當天低年級的學生表現得非常投入，在高年級同學的協

助下於每個作品前擺出不同的姿勢拍照。於科務會議中，所有老師都贊

同這活動己達到預期的成效。  

電腦科在課堂內推行小老師計劃，以強帶弱方式進行，使課堂更有效率，

老師及學生都喜歡這個安排，來年度會繼續進行。  

反思  

1.  於評估各項活動的成效時，只從老師方面收集意見，未能反映學生的

看法，故來年度會加入學生問卷，以加強評估的效度。由於高年級學

生於心聲分享環節反應一般，故於來年度推行時，會考慮改變形式。  

2. 為了進一步發展全校參與推行班級經營，加強非班任老師對班主任的支

援，來年度會推行配屬計劃，每班提名一至兩名有需要的學生，由非班

主任老師於日常加以輔導，以提升這些學生的學習動機及改善其學習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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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發展項目二：積極推行合作學習，提升學生的表達能力，並發展其高階思維 

成就  

(一 )  合作學習法的實施  

合作學習的教師培訓與交流成效   

累積了上年度的經驗，本年度我校全體教師對合作學習都有了一定程度

的認識，而且課程組設計了一本名為「合作學習教師指引」的小冊子，

讓教師有所依從，於班級經營的注意事項及課程要求的各方面都有提供

有關的指引，而經日常的觀察，無論是課室的佈置或課堂常規，以至活

動的設計，均能體現合作學習的精神。  

本學年，課程組進行了一次有關合作學習的教師分享會，期間分享老師

就英、數兩科以合作學習為主要學習模式的課堂作深入淺出的講解及檢

討，各老師亦就該等課堂互相交流了意見和心得，是項安排很有成效。  

根據成功準則，全體老師出席了有關合作學習的培訓活動，超出了成功

準則的 95%。此外，根據問卷調查所得， 95%的教師每星期最少運用一

次合作學習法於課堂教學上；也有約 95%的教師認為自己能善用合作學

習法，以促進學生的學習成效。於照顧學習差異上，約有 90%的教師認

為自己能善用合作學習法，以照顧個別差異，超出了成功準則所訂的

80%，證明成效是顯著的。  

合作學習備課會的安排成效   

本年度的備課仍以「合作學習」為重點，而且要求著重照顧學生的個別

差異。於備課會中，中、英、數、常四科均以合作學習模式設計課堂，

並擬定相關的工作紙，同級同科按商議好的設計進行教學，部分教師更

進行同儕觀課，進一步瞭解教學設計的成效，然後作出檢討。  

全年中、英、數三科各級均舉行了最少三次有關合作學習的備課會，而

常識科全年共進行了兩次，根據成功準則，每學期每級舉行不少於 4 次

的有關合作學習的備課會的指標是達到的，而且是超標的。  

另一方面，根據課程主任觀課所得，全體老師均能以合作學習模式設計

課堂，運用的技巧更明顯地有進步。  

合作學習於各科的發展成效   

本學年部分科目以合作學習為其中一個發展重點，而中、英、數、常、

普共五科已在分科計劃中加入此項重點。  

中文科  全學年於讀文課內加入了三次合作學習活動，活動成效理想，

能力好的學生均樂意指導能力較弱的學生，並能積極參與有關的活動，

而老師共同設計的學習活動也能切合學生的學習需要，能有助提升其學

習能力及興趣。此外，三至六年級設計了一次合作學習創意寫作活動─

《童話大翻新》，並揀選了一些佳作以話劇形式演繹出來，提升了學生的

寫作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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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  (續 ) 

英文科  各級皆進行了備課會，商議有關合作學習的教學重點，設計對應

的學習活動，並攝錄了精彩的教學片段作交流及分享。此外，各英文科老

師均表示樂於及常有將合作學習法運用於日常的教學上。  

數學科  重點在於透過合作學習發展學生的解難能力，該科設計了不同的

學習活動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成效顯著。  

常識科  各級皆進行了共同備課，全年更挑選了部分課題用以設計有關合

作學習的課堂活動，有助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普通話科  在課堂內加入合作學習活動，讓每個學生都能參與，低年級以

故事話劇為主，高年級以討論、匯報或角色扮演為主，學生的表現令人滿

意。  

推行合作學習法的整體成效  

根據問卷調查所得，95%教師同意進行備課會能集中研究進行合作學習的

技巧，並於課堂設計上有照顧個別差異； 95%老師同意「合作學習教師指

引」有助合作學習訂立常規，加強指引； 90%教師同意推行「校本合作學

習獎勵計劃」，能定期獎勵每班表現良好、積極投入、合作性強的組別。

以上各項均超出了成功準則所訂的 80%。  

總括來說，合作學習已於本校全面而積極地推行，而且漸趨成熟，也見成

效，能加強師生與生生的互動，也能產生學生之間以強帶弱的成效，有利

不同能力學生的學習。為了深化有關教學法，下學年會繼續以「合作學習」

為校本課程發展的其中一項重點。  

 

(二 ) 表達能力的提升  

表達能力於校內、外活動的培訓  

本學年，學校繼續以培訓學生的表達能力為發展重點之一，希望透過不同

的校外、校內活動以提升學生的表達能力。首先，利用「午間廣播」活動

訓練了一批「小 DJ」，也於校內的大型活動中訓練了一批小司儀。此外，

於綜合課內特意安排有關表達能力的訓練，例如：訪問技巧訓練、講故事

技巧訓練、校外的義工服務訓練 (提升與長者的溝通技巧 )、好學生選舉 (參

選者的口才訓練 )等。於課程綜合週方面，提供了不少匯報與展示機會，以

訓練學生的表達能力。  

另一方面，校外活動上極力鼓勵學生參加朗誦比賽，本學年共有 68 人次

參加獨誦比賽，還加上兩隊的集誦隊；成績方面，獨誦得到一項冠軍、五

項亞軍和五項季軍的佳績，集誦方面，則獲得到兩項亞軍，成績理想。  

 



 

  

   

8 

成就  (續 ) 

表達能力於各科的發展  

中文科    中文科老師在課堂首五分鐘輪流進行「自由講場」或「朗讀」

活動，老師表示這些活動有助提升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及培養專注聆聽的

態度。此外，每級選出十名學生擔任中文活動大使，訓練他們擔任午間小

DJ 外，並指導他們按不同的廣播主題擬定講稿；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100%

的小 DJ 認為這個活動有趣、具吸引力， 75%的小 DJ 認為這個活動能提升

他們的口語表達能力，88%的小 DJ 認為廣播能為他們帶來成功感，成效令

人滿意。  

英文科    該科除了重新編定一本朗讀小冊子外，還於每星期五的「英語

日」中鼓勵學生多以英語溝通和表達，又訓練了一批常以英語向全體同學

宣佈的英語大使及小 DJ，大大提升了他們以英語表達的機會。  

常識科    該科於四至六年級在課堂上進行了「一分鐘時事雜誌」的活動，

讓學生向同學介紹熱門的時事話題，情況理想，學生皆表示興趣。  

普通話科  該科在低年級進行了話劇活動，高年級進行了討論、匯報或角

色扮演等活動，以訓練學生的普通話口語表達能力，而成效是顯著的。  

根據成功準則，每級不少於兩節的綜合課以表達能力為重點，而實際上大

大超出了此目標，甚至有些級別的有八節的綜合課是以表達能力為主題

的。至於課程綜合週方面，也有不少活動是訓練學生的表達能力，超出了

成功準則的兩個活動。此外，根據問卷調查所得，約 80%的教師是認同午

間廣播活動能訓練一批有良好表達能力的學生，達到了成功準則的指標。  

總括而言，在各老師的努力下，整體學生的表現在進步中，而他們的口語

表達能力與信心均有所提升。惟鑑於表達能力對學習的重要和學生表現仍

有進步空間，來年學校會繼續以此為課程發展的其中一個主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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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  (續 ) 

(三 )高階思維的培訓  

高階思維的培訓成效  

本年度，學校開設的綜合課，能有效地訓練學生的高階思維能力，透過金

錢管理、專題研習、好學生選舉、義工服務、「愛心大放送」等活動，提

升了學生的分析、綜合、組織、批判性思維、領導等能力。  

在課程綜合週內，本校也刻意安排活動以提升學生的高階思維能力，例如

讓他們設計並製作交通工具及理想家園，擔任時裝設計師等等，都充分發

揮了他們的創造與批判性思維能力，學生既享受當中的過程，又能從中提

升高階思維能力。  

高階思維於各科的發展  

中文科方面，四至六年級的學生曾利用不少於五個課題設計高層次思考題

目，透過小組討論後，再自行記錄討論結果，從而提升高階思維能力，各

級的成效也不俗。此外，四至六年級的學生更利用不少於六個課題進行預

習，從而提升自學及思維能力。  

數學科方面，專科專教組全學年為一至六年級各級製作了四個解難練習，

以提升學生的高思維能力，亦為一至四年級學生製作了名為「數學生活手

記」的習作，使他們既能將數學融入生活中，又加強了訓練他們的觀察力、

分析力及創造能力。  

常識科方面，重點在於培訓學生的科學探究能力，學期中曾設立「探知

館」，為一至六年級學生安排科學實驗活動，後期更加入益智玩具，超過

80%以上同學均有參與過有關活動，而且一批常識小先鋒接受了有關科技

探究的培訓，一直協助推行科技探究活動及到「探知館」當值。成效方面，

除了提升了學生對科學的興趣，還令他們的判斷和探究能力有所增長。  

視覺藝術科方面，該科透過單元式的創作歷程，提升學生的協作及評賞能

力，以發展其高階思維。三至六年級的學生以單元方式進行創作，並將創

作的歷程記錄於「創作歷程冊」內，並不時與同學交換「歷程冊」以觀摩

同學的創作歷程及作意見交流。經老師的觀察，此做法能擴闊學生的藝術

視野，亦能提升他們的創作及批判性思維能力。  

根據成功準則，平均約 81%的教師認同「綜合課」與「課程綜合週」的活

動有助於訓練學生的高階思維，超出目標所訂的 75%。此外，平均來說，

約有 85%的有關科任老師認為課堂內外有足夠機會提升學生的高階思維能

力，而他們均認同學生的高階思維能力已有所提升，超出目標所訂的 75%。 

總括來說，雖然高階思維能力的培養在本學年尚在起步階段，但已見成

效，希望下學年能重新從教師培訓入手，逐步推展此發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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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在推行「學與教」的關注項目中，下列各點有待深化及作出改善：  

合作學習方面：根據本年度工作計劃成功準則的要求，全學年必須舉辦不

少於 4次的教學分享會，但實際上只舉行了 1次，未能達到預期目標，原因

是上學期專注於校外評核的工作，下學期亦因種種原因，只舉辦了 1次以

合作學習為主題的分享會。我們肯定分享會的成效，而外評報告更指出：

「部分教師對合作學習的理解未算足夠，以致課堂成效參差。學校尚須有

系統地總結推行合作學習的經驗……」因此，我們將於下學年增加分享會

的次數，並考慮拍攝優質課堂，加強備課與同儕觀課的聯繫，讓教師間對

合作學習技巧的掌握更透徹，也能參考多一些成功的經驗。  

有關「校本合作學習獎勵計劃」方面，教師雖認同此計劃有助提升小組間

的合作性，而且容易實施，但有教師指出班中部分組別的動力不足，所以

於下學年實行此計劃時需於細則上安排得更為妥善，希望成效會更顯著。 

在照顧個別差異方面，雖然從觀課所見，大部分教師於課堂活動中已為能

力稍遜的學生加入學習錦囊及運用不同程度的工作紙等，但根據問卷調查

所得，只有約 56%的教師同意自己能善用合作學習法以照顧個別差異，故

來年仍然要以此為備課與觀課的重點，希望成效能不斷提升。  

表達能力方面：根據問卷調查所得，只有約 67%的教師同意已將「表達能

力」列入為綜合課的學習重點，證明他們認為訓練仍不足。其實除了綜合

課，還有其他活動可提升學生的表達能力，來年會續辦朗讀比賽、故事演

繹比賽，而且會積極培訓一批校園大使，提升他們的溝通及應對能力。  

有關此發展重點於各科的配合上雖然已見成效，但根據部分科任老師的意

見，於課堂內外仍未有足夠機會提升學生的表達能力，因此，來年度，我

們仍以此為發展重點，並會制訂一套表達能力的指標，務求能更有系統地

訓練學生相關的能力。  

高階思維方面：由於此能力的培養，本學年尚在起步階段，只有約 72%的

教師同意已將「高階思維」列為綜合課的其中一項訓練重點，而且各科任

老師均不大認同於課堂內外有足夠機會提升學生的高階思維，故來年仍須

加強此項的培訓。我們希望先從教師培訓入手，讓教師掌握一定的培訓技

巧後才逐步推展此發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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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發展項目三：加強家校合作，並建立健康愉快的學習環境  

成就  

提升家長對個人及子女健康的關注，將正確的健康訊息推廣至每一個家庭  

學校已按照計劃，為家長舉辦不少於兩次健康講座，講題為「你有管教壓

力嗎 ?齊來減壓鬆一鬆」及「健康飲食如何會令子女更聰明  」。兩次講座

的出席人數共有 200人，透過講座有助提高家長對健康飲食及健康生活的

認識，鼓勵家長在家中配合學校，為子女實踐健康生活的習慣。在講座中，

家長表現積極，並主動發問，所以，在來年會繼續提供有關健康講座的機

會讓家長參加。  

提升教師對推動健康學校的專業知識  學校已按照計劃，為老師舉辦一次

健康講座，曾邀請著名註冊營養師陳國賓先生，在本校的專業發展日主講

有關健康飲食的知識。老師對講座中的內容都深感興趣並積極提問，學會

了很多有關健康飲食的知識，希望在來年也可以邀請嘉賓來主講其他有關

健康生活的課題。  

善用社區資源，參與社區活動  本年度，學校參加了「健康飲食在校園─

至營學校計劃」，由健康學校委員會委員負責每月檢視午膳供應商的餐

單，並將餐單交衞生署，以確保學生的午餐附合健康飲食的原則。  

培訓健體大使，協助宣傳健康訊息  本年度，每位體育老師於課堂選出五

名健體大使，加以培訓，並由健體大使於早會時段帶領同學進行健體操。

經各老師觀察，大部分學生均能學會健體操，惟因場地的問題，未能達到

每周都進行早操的目的。  

善用社區資源，提升家長對子女健康的關注  學校力求善用社區資源，本

年度，安排與泳會合作在體育課中加入游泳課。在游泳課中，參與的同學

表現積極，秩序良好，在過程中能提昇自我管理的能力。另外，在學期初，

體育組向同學介紹健康體適能計劃會加入考試的範圍，並設計了健康體適

能紀錄表及問卷向家長作調查。全校同學也參與過至少一次的體適能測

試，並記在健康體適能紀錄表中，藉此計劃，家長就能更清楚其子女的身

體狀況。  

綜合老師的觀察及家長問卷的調查，有 90%以上的家長都認為健康體適能

計劃有助他們更清楚其子女的身體狀況，而同學也能知道自己的長處是在

那一個範疇。來年度，有關計劃將繼續開展。  

加強家校溝通網絡，提供更多機會讓家長參與學校事務，使成為學校發展夥伴 

家長網絡的建立   組織家長網絡的目是建立家長間之溝通及聯繫，讓他

們可彼此支持、互通學校資訊和交流教養子女的經驗。於上學期九月中，

學校先於一年級組織小一班本家長網絡，參加人數有 60 人，約佔一年級

的 50%，這遠超計劃內 30%參加者的成功準則。有家長和老師反映會利用

我們為每班參與家長製作的通訊咭內的資料互相聯絡。二至六年級的家長

網絡也於上學期十月份組織起來，參與人數共 117 人，約佔二至六年級的

21%，雖然未達計劃內 30%參加者的成功準則，但以首年試行的工作來看，

這已是不錯的成就。如以一至六年級的總參加人數 177 人統計，約有 27.4%

參加者，這也得接近 30%參加者的成功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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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家長義工隊 ,提供培訓課程及服務機會，並建立有系統的家長義工紀錄  

於上學期十月初，學校成功組織了一支共 68 人 (21 人屬非恆常活動義工 )

的家長義工隊，目的是為了發揮家校合作精神、強化教育效能、支援教師

教學、建立家長間之溝通及聯繫及發揮家長潛能。他們在開展服務前，負

責老師與學生輔導主任和家教會主席為他們安排了培訓課程，參加人數有

33 人，佔恆常活動義工參加者的 67%，接近計劃的成功準則 70%。培訓內

容是先讓他們了解義務工作的意義、學校義務工作如何幫助子女成長、進

行學校義務工作的注意事項及各工作的內容，他們的工作可分為常規支援

隊、午膳服務隊、閱讀服務隊、總務支援隊及活動支援隊。  

當中的常規支援隊每天都到校為學生量度體溫，以預防疾病傳播或間中為

學生量度書包重量，提醒學生要養成收拾書包的習慣，大部份的老師認同

家長義工能有效地分擔了他們的值日工作。午膳服務隊的家長義工主要協

助一年級學生進行午膳，輔助班主任照顧學生。閱讀服務隊的家長先參加

由圖書館老師主持的說故事培訓，然後於午息向一年級學生說故事，大部

份的學生都能投入活動，家長義工們都很受小朋友的歡迎。總務支援隊的

工作主要是協助一年級英文課程製作教具。  

學校亦建立了有系統的家長義工紀錄，總結全年的工作，家長義工的總服

務時數約有 400 人次及 642 小時，遠超計劃一百人次的成功準則，成效理

想。  

 

反思  

礙於進行健體操的時間及場地限制，本年度的健體操未能如期開展，現建

議來年加入健眼操，增加同學進行健康活動的機會。在體育科會議中，亦

已通過把健體操列入考試項目之一。本組來年會安排體育遊戲讓同學參

加，讓同學養成每天做運動的習慣。另外，因為進行游泳課的成本高，以

及每班也有數位同學不參加的關係，未達預期的效果，故來年會暫停辦游

泳課。  

為了進一步發展家長網絡，學校於來年計劃：於通告內可詳述如何利用家

長網絡的具體建議，例如：可互相了解學校的測考要求。除了安排班內家

長的通訊網絡，學校可把一年級家長與高年級家長連繫，讓高年級家長協

助一年級家長適應學校的生活或分享經驗。除了上學期初發通告外，學校

可於下學期初再邀請家長加入家長網絡，提升參加者的人數。  

學校更會加強運用家長網絡作為家校間之溝通及聯繫，鼓勵老師利用網絡

發放訊息或收集意見。除了統計參加者人數外，學校會收集家長意見以檢

討成效。為了提供更多機會讓家長參與學校事務，除了已發展的工作，學

校於來年計劃安排家長於興趣小組時段帶領活動，對象可以是低年級的學

生，並以簡單的活動為主，如健康小食製作，目的是減輕其他老師的小組

人數，讓老師有更多時間照顧個別學生。此外，計劃更可安排家長製作遊

戲攤位於午息推行，讓學生可於遊戲中學習。學校更會聯絡社區機構，為

家長提供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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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們的學與教  

課程  

這一年來，學校致力提升學生表達能力之餘，還著重他們於課堂上的互動

學習及照顧個別差異，所以積極推動「合作學習」，中、英、數、常同科

同級老師於備課會中一起設計課堂活動及有關的工作紙，也得到其他不同

科目的配合。我們並關注學生多元能力的發展，曾運用不同的策略及舉辦

不同的學習活動。 2010/11 課程發展重點如下：  

合作學習  

各科均全力推行「合作學習」，並強調照顧個別差異；同科同級老師於備

課會中一起設計課堂活動及有關的工作紙，也以此為觀課的重點，並推行

「校本合作學習獎勵計劃」，定期獎勵每班表現良好、積極投入、合作性

強的組別。  

綜合課  

為了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 (集中發展表達、創意、解難及研習能力 )和透過

多元化的學習活動，促進各學科的聯繫，本年度繼續推行綜合課。綜合課

的教學內容多元化、切合生活經驗和富趣味性，從而提高學生的學習興

趣，課堂上的活動並提供了學生思考和探究的機會。本年度致力以主題活

動模式培訓學生的多元能力，內容包括訪問、專題研習、理財觀念、故事

分享、服務學習等；主題包括「關心我們身邊的人」、「愛心故事齊分享」、

「關心我們的學校」、「金錢的管理」、「關心同學 /我們將來的學習生活」、

「健康的生活」、「傑出學生選舉」、「愛我們的地球」、「愛心大放送―義工

探訪」等。  

「以普通話教中文」計劃  

從 08-09 年度開始，我校由二年級起，每級一班，以普通話教授中文，本

年度計劃已推展至四年級。為了提升「普教中」的教學成效，各任教「普

教中」班別的老師緊密聯繫，合力提升以普通話教中文的成效，曾舉辦了

不少的活動，如「普普樂」活動和普通話劇場等，成效得到各方的認同。 

課程綜合週 (「愛家．愛香港」 ) 

於本年度的上學期舉辦「課程綜合週」，以「香港」為主題，藉以提高學

生對本土文化的認識及興趣，並增強他們對所屬社會環境的歸屬感，培養

學生愛港之情。另一方面，透過綜合週內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培養學生的

多元能力 (包括表達能力、溝通能力、創造力、批判性思考能力 )，而我校

尤重表達能力及高階思維。此活動為學生提供了全方位學習的經歷，並以

主題為重心，貫穿各學習範疇，達到「知識互通，能力互用」的目的。活

動形式包括參觀、唱遊、遊戲、手工製作、服裝設計、製作特色小吃和試

食等，非常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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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成績策略  

我們除了重視學生的多元能力及德育發展外，也很注重他們的成績。一向

以來，我校學生無論是學科測驗或全港性系統評估的成績也超越全港水

平。為了保持及提升我校學生的學業成績，我們運用了下列的措施：  

1.  每次測考後，進行成績追踪，舉行大小的檢討會議，就各級各科成績

作出分析，然後進行跟進。  

2.  致力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訓練他們的表達技巧和閱讀策略。  

3.  改善教學技巧，增加課堂活動，強調「師生互動」及「生生互動」，藉

此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以提升他們的學業成績。  

4.  專為精英班的學生設計教材及較高層次的練習，以求更進一步提升他

們的學習能力；也為能力較遜的學生調校各項課業難度，從而提升其

自信及學習動機。  

5.  於課前及課後，舉辦不同的輔導班，輔導能力較弱的學生，尤其著重

改善他們的英語能力，希望他們能有所進步。  

經過一番的努力後，學生的成績已漸見進步。  

各分科校本課程的發展  

中文科  為四至六年級學生設計一些高層次的思考題目，提升他們的高階

思維能力，並要求四至六年級的學生以預習的形式自習課文內容，從而提

升他們的自學及思維能力。此外，於五、六年級進行了家長評寫作的活動，

並於四至六年級進行學生互評文章活動，藉此推展多元評核模式及互相切

磋寫作技巧，互相學習，以提升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另一方面，課堂

上更運用「自由講場」及背誦詩歌等活動，以提升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

並進行「文學常識題」活動，以提升學生對我國傳統文學的認識。  

英文科  本年度參加了由教育局舉辦的「小學英文閱讀計劃（PLPRW）」，於小

一實施讀寫結合的課程，增加學生的閱讀量，讓他們在寫作課中鞏固及建

構從閱讀課所學到的知識，並運用完整的句子寫作，令學生更有效地學習

更多的英文句式及字彙。此外，更得到了教育局課程發展處的協助，於小

五進行閱讀與寫作能力結合的教學設計，著重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另一

方面，重新編定有關的小冊子，以訓練學生朗讀能力及讓學生掌握高頻次

使用率的字詞；外籍英語老師並將小冊子內容錄音，再上載學校的內聯

網 ， 供 學 生 參 考 。 另 一 大 型 的 活 動 是 推 行 ‘ English Mileage Reward 

Scheme’及逢星期五舉行「英語日」，鼓勵學生多運用英語和多參與英文

活動，從而加強他們運用英語的信心，還致力推行英語話劇活動，藉此增

強學生的英語能力及運用英語的信心。  

數學科   本年度於二年級進行速算訓練，並舉辦聯課活動，於每月最後

一個星期二舉行全級速算比賽，以提高他們學習數學的興趣及積極性。此

外，於一至四年級推行「數學生活化」計劃，在課程中加入「生活化」元

素，而專科教學組更為一至四年級學生製作了名為「數學生活手記」的習

作，使他們能將數學融入生活中，並加以應用，以提升他們學習本科的興

趣與能力。另一方面，為二、三年級學生舉辦「背乘數表比賽」，也為四

至六年級舉辦「數學遊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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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   常識科要求四至六年級學生分組輪流主持「一分鐘時事雜誌」，

除了提高學生表達能力外，亦為他們提供時事資訊。此外，五、六年級每

班學生輪流製作「時事新聞角」展板，以提升他們的時事觸覺。其次，增

設「健康資訊生活站」，以不同形式向學生提供健康資訊，加強學生的健

康知識，協助他們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並於五年級以「健康的生活」為

主題進行專題研習及聯課活動，以加深他們對此課題的認識及掌握研習能

力。另一方面，於校內增設「探知館」，為一至五年級學生安排科學實驗。 

視覺藝術科  本年度透過單元式的創作歷程，提升學生的協作及評賞能

力，並發展其高階思維；於四、五年級的課程內加入社區文化，讓學生將

社區傳統文化融入創作中，以擴闊學生的接觸面，並提升他們學習本科的

興趣。另一方面，學生於復活節期間與老師合作粉飾本校的「家長教師會

中心」，在其外牆畫上壁畫，除了可美化校園外，更提供機會讓學生參與

藝術活動和增加他們協作的機會。  

音樂科   本年度舉辦「午間音樂會」，除了提供一個機會讓學生發揮其音

樂天分外，亦提供了一個平台給他們交流音樂的心得，提升他們欣賞音樂

的能力。此外，致力培訓音樂大使，推廣音樂活動，讓學生瞭解音樂的功

能，並定期宣傳及設計音樂綜藝活動之主題內容。  

體育科   本年度致力培訓健體大使，協助宣傳健康訊息，由健體大使帶

領同學進行健體操，把健體操列入體育科考試的必考項目。此外，善用社

區資源，於學期初向同學介紹由香港體適能總會主辦的體適能計劃，以提

升家長對子女健康的關注。  

普通話科  普通話科舉辦名為「普普樂劇場」和「普通話翹口令擂台」的

活動，還有小司儀訓練、有獎問答遊戲等，提升了學生運用普通話溝通的

能力。此外，在課堂內加入合作學習活動，讓每個學生參與有關小組活動：

低年級以故事話劇為主，高年級以討論或匯報及角色扮演為主，並於五、

六年級進行互評。該科更透過活動，例如問答遊戲，強化學生的語音知識。 

電腦科   在學校推行學習支援計劃，成立 IT 領袖生隊伍，於午間小息

開放時段協助管理電腦室， IT 領袖生更可以指導能力較弱的學生，並協

助老師處理課室內之 IT 教具，以培養學生合作關愛的精神。此外，訂定

使用電腦室守則，編排學生在電腦室的座位時採用「強弱中中」的方式，

以便教師指導能力較強的學生作為小老師，再教導其他能力較弱的學生。 

閱讀中學習  

本年度，圖書組舉辦了家長閱讀工作坊，邀請家長成為伴讀大使，於午膳

小息時為小一生伴讀，以提升他們的閱讀興趣。其次，為響應「世界閱讀

日」，圖書組舉辦「閱讀嘉年華」活動，活動類型包括故事人物扮演、童

話故事話劇比賽、書展、作家講座等。為增強學生的寫作能力，圖書組推

薦多個與閱讀有關的寫作比賽，讓學生參加，包括「書香滿北區」閱讀報

告創作比賽、「世界閱讀日寫作比賽」、「童話故事大翻新」、「第八屆書叢

榜」寫作比賽、「請欣賞我」全港小學生徵文比賽、「新雅閱讀報告寫作比

賽」及「全港校園寫作繪畫的天空創作比賽」等。此外，為擴闊學生的閱

讀面，圖書組舉辦多個主題書展，邀請「我的家在紫禁城」外展教育計劃

的負責機構來校為四年級的學生進行有關主題書籍的深化閱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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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教育  

校本資優課程  

本校於三至五年級精英班的中文、英文及數學科滲入資優元素─創造力、

高層次思維、個人及社化能力，透過多元化的活動和訓練，進一步提升學

生的學科成績。此外，三級學生和領袖培訓班的學員更一起合作，共同籌

備大型的攤位遊戲，遊戲內容以健康生活及環保為主題，由領袖培訓班學

員負責設計攤位遊戲，其餘三級學生負責設計道具、佈置場地及帶領遊

戲。活動順利完成，學生能發揮守望相助、協力解決問題的精神，亦能發

揮他們的創意及提升他們的組織及溝通能力。  

抽離式課程  

資優組安排四至六年級學生參加「領袖培訓班」、三至六年級學生參加「口

才訓練班」及五至六年級學生參加「說話技巧班」。此外，更與其他科組

合作，與英文科合辦一至六年級的「劍橋英語課程」及與常識科合辦三至

五年級的「小小科學家」活動，盡力照顧資優生的不同學習需要。「領袖

培訓班」中，主要提升學生的領導才能和技巧，加強他們擔任領袖的信心

和責任，使他們在學校能有效地發揮學生領袖的角色，盡展所長。「口才

訓練班」中，訓練學生運用兩文三語的能力，提升他們於公眾演說的自信

心，能於校內擔任小 DJ 的職務。「說話技巧班」中，讓學生更掌握一般面

試的形式及技巧，增加他們練習機會，幫助他們於各項面試中能發揮最佳

的表現。另外，「劍橋英語課程」及「小小科學家」更希望提升學生的學

科知識，讓他們的獨特潛能得以提升及發揮。  

本年度，學校繼續安排一位特優智能的三年級學生參與加速課程學習，跳

讀四年級的英文課程，協助發揮他的英語天賦。  

安排多元化的活動及比賽  

本年度學校提供多元化機會，讓不同潛能的學生參與不同類型的活動及比

賽。校外活動包括「教育局資優教育組增益試驗課程」及「數學資優訓練

課程」。我們更安排學生參加多項傑出學生選舉，以提供學生展示才能、

提升自信的機會。本年度，學生在多項比賽中皆獲取佳績，包括：「北區

優秀學生選舉 10-11」優異獎及多元智能團隊獎、「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優勝者、「美國史丹福大學資優生選拔大賽」多個優異成績、「中英文現場

作文比賽」優異獎及「小六學術精英大挑戰賽」多個金、銀、銅獎等等。 

人才庫的建立  

為了有系統地培育本校多方面潛能的學生，學校特建立「資優人才庫」，

我們先按學生學業成績及課堂表現，由班主任及科任老師甄選，訂出獲選

學生名單，成立了人才庫，並上載於內聯網內供老師參考，希望讓更多資

優學生得到照顧及獲得發揮的機會，盡展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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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政策  

本校重視培育每一個學生健康成長，並訂定下列政策，以全面提供服務： 

1.  發展團隊模式的支援計劃，提高全校教職員對需要支援學生的認識及

改善教學策略。  

2.  透過全校參與模式，為有不同特殊需的學生提供更有效及更適切的學

習支援。  

3.  配合學生的需要，運用不同的策略，照顧學生的不同需要。  

 

資源  

為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及成績稍遜的學生，本校獲教育局及東華三院增撥

下列資源，以進行相關工作：  

1.  學校發展津貼  /學習支援津貼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新來港學童支

援津貼  

2. 賽馬會學校支援津貼  /東華三院清貧學生津貼  /校董會通過調撥的

支援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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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支援措施：  

1.  成立學生支援組，成員包括課程發展主任、學生輔導主任、副校長及

有關教師等，由助理學位教師統籌。  

2.  增聘 2 名教師及 1 位教師助理與全校教師以「全校參與」模式照顧個

別差異；  

3.  增聘駐校言語治療師為有言語障礙的學生提供小組 /個別言語治療 / 

訓練；  

4.  向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家課、教學及測考調適；  

5.  設立「大哥哥、大姐姐」計劃，為初小學生提供幫助；  

6.  提供家長教育，包括講座及工作坊，讓家長了解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的學習特性，從而配合學校的措施；及  

7.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外購「讀寫訓練」及「社交技巧訓練」服務。 

8.  除三年級及六年級開設中、英、數全班輔導外，也於四至六年級開設

中、英、數共八組的小組輔導 (增益 )。  

9.  於二至五年級中、英文科開設加強教學輔導小組六組，每組十二名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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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運用教育局提供的校本課後支援服務及東華三院清貧學生津貼，以照

顧低收入家庭的學生。過去一年學校運用校本的資源向每位清貧學生

派發六百元的學劵，另外，本校運用東華三院清貧學生津貼向合資格

的清貧學生派發四百元的學劵，讓學生能彈性地利用資源參加課外活

動，以提升他們的學習效能和擴闊生活經驗。  

11.  學校鼓勵學生參加區本活動，功課輔導班、自信心小組及兩次戶外的

歷奇活動，課程以解決功課上的疑難，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增強他

們的自信心及自尊感為主要目的，同學都積極參與區本活動，認為課

程能幫助他們解決功課上的難題，戶外活動亦能提升與同學間的協作

能力。  

12.  為協助新來港學童適應本港的課程，本校獲教育局撥款開辦英文功課

輔導班，以鞏固同學的英文基礎及解決英文科功課上的疑難。  

 

(七 ) 學生表現   

學業成績  

本校小六派位成績優良，獲派首三志願中學的學生超過 85%。學校設有不

同獎學金，如：梁勁謀獎學金、關超然太平紳士學業進步獎等，以鼓勵成

績優異或有顯著進步的學生。此外，學校亦設有馬錦燦紀念獎學金，以鼓

勵在學業及學藝活動活動方面有出色表現的學生。  

校外活動成績  

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詳情 

體育 東華三院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男甲 50 米  蝶泳季軍 

男乙 50 米  背泳季軍 

女甲 100 米 蛙泳冠軍 

女甲 50 米  蛙泳冠軍 

女丙 50 米  蛙泳亞軍 

女丙 4x50 米 接力季軍 

女乙 4x50 米 接力季軍 

東華三院小學聯校運動會 女子甲組   60 米殿軍 

女子甲組  100 米冠軍 

女子乙組  100 米亞軍 

女子丙組   60 米殿軍 

女子乙組   60 米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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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詳情 

體育  北區校際游泳比賽  女甲 50 米  蛙泳亞軍  

女甲 100 米  蛙泳亞軍  

全港學校高爾夫球比賽 11-12 歲組  亞軍  

清水灣執行 2010 年第九屆青少年公開賽  第一名  

中銀香港第五十四屆體育節學界高爾夫

球練習場比賽 (三月 )  

第二名  

第二屆青少年高爾夫球省港盃     第二名  

香港國際武術節  男子 M3 傳統南拳冠軍  

男子 M3 洪拳季軍  

深港創意無限環保聖誕卡大賽  

(小學初級組 )  

季軍一名  

優異獎四名  

視藝  深港創意無限環保聖誕卡大賽  

(小學高級組 )  

亞軍兩名   季軍一名  

優異獎兩名  

賀年咭設計比賽  冠軍一名  亞軍一名   

優異獎三名  

數學  美國史丹福大學資優生選拔大賽 2011 數學科優異成績四名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 2011(香港賽區 )  

二等獎七名      

三等獎十四名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數學科優異獎六名  

數學科良好獎十二名  

數學科特級優異獎六名  

全港十八區小學數學比賽 (北區 )  北區全場殿軍  

普通

話  
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星級優異獎五名  

優異獎一名   良好獎二名  

第六屆全港幼稚園及小學普通話比賽  小三組二等獎五名  

2010-11 全港青年普通話朗誦比賽  

(公民教育 )  
優異獎一名  

音樂  第 63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  初級組合唱團比賽冠軍  

木笛獨奏 11 歲以或以下  

冠軍 (柏斯琴行盃 ) 1 人  

亞軍 3 人  季軍 1 人  

木笛獨奏 9 歲或以下  

冠軍 (柏斯琴行盃 ) 1 人  

季軍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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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 /組織名稱  獎項詳情  

朗誦  第 62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五年級英詩獨誦冠軍  

五年級英詩獨誦亞軍  

一、二年級英詩獨誦亞軍  

一、二年級中詩獨誦亞軍  

一、二年級中詩獨誦亞軍  

五年級中詩獨誦季軍  

一、二年級英詩獨誦季軍  

五年級英詩獨誦季軍  

粵語集誦亞軍  

普通話集誦季軍  

普通話獨誦亞軍  

普通話獨誦季軍  

普通話獨誦季軍  

舞蹈  第 47 屆香港學校舞蹈節  東方舞小學高年級組  

乙級獎  

其他  東華三院傑出課外活動獎  最佳個人朗誦獎  

最佳樂器個人成績獎  

最佳合唱成績獎  

第二屆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優秀小學生獎  

北區優秀學生選舉  優異獎一名   

多元智能團體獎  

小六學術精英大挑戰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主辦 )  

 

 

 

 

 

 

中文科   金獎四名  

中文科   銀獎二名  

中文科   銅獎一名  

英文科   金獎一名  

英文科   銀獎一名  

英文科   銅獎六名  

數學科   金獎六名  

數學科   銀獎二名  

小學生中英文即場作文比賽  

(由大埔三育中學主辦 )  

中文科  優異獎六名  

中文科  良好獎八名  

英文科  良好獎二名  

香港學校藝術節 (英語話劇 )  最佳男演員一名   

最佳女演員一名   

最佳合作獎  



 

     1 

 (八) 2010/11 學年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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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補充說明 

1.  上表「政府資助」第 1 項的「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是

政府發放予學校用以支付行政及營辦上的各項開支。該津貼差

不多涵蓋了所有政府為資助學校提供的經常津貼項目，但不包

括 薪 金 津 貼 及 以 實 報 實 銷 或 以 發 還 款 項 形 式 發 放 的 津 貼 項

目。學校可自行決定如何運用此項津貼，並在各津貼項目間作

調配。該整筆津貼內的「學校及班級津貼」主要是用於學校的

日常開支，包括電費、水費、煤氣費、電話費、清潔用品、消

耗品、印刷、文具、報章  /  雜誌訂閱費、課外活動及小型修葺

工程等，而「行政津貼」則用於聘請行政人員  /  文員  /  校工

或購買有關服務。  

2. 政府在 2008/09 學年為支援法團校董會工作向學校提供一次過

現金津貼 (款額為 35 萬元，可用至 2011/12 學年 )，供學校聘用

額外人手、僱用專業顧問服務及安排校董培訓等。  

3.  除「政府資助」及「學校經費」外，本校並成功申請額外撥款

在 2010/11 學年推行以下計劃：  

 

 計劃名稱 計劃推行年期 資助金額 

(a)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2010/11 學年 $73,200.00 
 

(b) 學習支援津貼 2010/11 學年 $350,000.00 
 

(c)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2010/11 學年 $101,772.00 
 

 

4. 另東華三院董事局在 2010/11 財政年度向本校撥款$373,500，主要用作進

行學校改善工程、添置新校家具及器材、舉辦學生活動、編印學校通訊

及安排教師培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