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田灣 
始南小學

周年報告

學校簡介

本校是一所由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委員會主辦，及由政府資助之全日制男
女小學，原為聖公會始南小學上午校，自1957年創校於黃竹坑新圍村，至今已
超過60年。始南小學於1964年遷往田灣（舊田灣邨），復於1982年遷至置富
花園，並於1999年度遷至重建後田灣邨，成為一所全日制小學。

學校願景

秉承基督關愛精神，本著「非以役人、乃役
於人」的理念，致力推動全人教育

學校設施

本校為一所千禧校舍，共有30個課室，2
個有蓋操場、校園電視台、多媒體語言學
習室、電腦室、全天候型圖書館、學生活動
中心、多用途室、禮堂、家長資源中心、常
識室、音樂室、視藝室、閱讀室、會議室、
英語學習中心、數學活動室及靈修室各
一。校園內更建有綠化天台、種植角、魚
池及龜池。

學校管理

本校於1998-99年度開始實行校本管理，並於2014年成立「法團校董會」，成
員包括校監、校長、來自聖公宗（辦學團體)代表及其他持分者，有關架構如下：

年度 辦學團體代表 校長 家長代表 教師代表 校友代表 獨立人士

19-20 8 1 2 2 1 1

學校實際上課日數：190日

各主要學習領域的課時
小一至小六 
學校時間表中各學習領域課時 
的平均百分比

地址：香港香港仔田灣新街5號 
電話：2550 8326    
傳真：2551 8258 
網址：http://www.tcn.edu.hk 
電郵：skhtwcn_mail@yahoo.com.hk

中國語文教育 
29%

英國語文教育 
21%數學教育

16%

小學常識科
13%

藝術教育
13%

體育  
8%

我們的學校

編輯委員會  
顧問 : 郭妙嫻校長 • 馮玉榮副校長         
總編輯 :黎銘賢老師 • 丁銘銘老師      

（因應 2019冠狀病毒病，教育局宣佈暫停面授課堂，學校將有關上課日改作遙
距學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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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組織

學生人數

級別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總數

男生人數 85 75 76 74 86 89 485

女生人數 71 71 74 66 61 65 408

學生總數 156 146 150 140 147 154 893

班別數目

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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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5 5 5 1 31

教師資歷

本校共有教師64名（編制以內有57名，編制以外有7名），包括
校長、副校長、主任、學生輔導主任。

教師獲得的最高學歷

持有碩士或以上學歷的教師人數 23

持有學士學位的教師人數 40

持有本地專上非學位學歷的教師人數 1

教師的專業資格

已接受專業訓練的教師人數 60

已接受特殊教育培訓的教師人數 18

三個核心科目的專科教師

中文科專科教師數目 19

英文科專科教師數目 21

數學科專科教師數目 18

達到語文能力要求的教師

達到英語語文能力要求的教師數目 22

達到普通話語文能力要求的教師數目 16

學生出席率

級別 百分比 (%)

小一 98.12

小二 97.89

小三 98.20

小四 98.53

小五 98.55

小六 98.69

我們的學生

我們的教師

校長參與持續專業發展的時數（小時） 
（包括有系統的學習、實踐學習、為教育界及社會服務）

47.5

教師參與持續專業發展的平均時數（小時） 31.3 

教師的專業發展

教師教學經驗

年資 佔全校教師人數

具有0至4年教學經驗 10

具有5至9年教學經驗 11

有超過10年教學經驗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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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0至4年 
教學經驗15.6%

具有5至9年 
教學經驗17.2%

有超過10年 
教學經驗67.2%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 
深化全校式自主學習 

成就

• 本年度是學校推行「優化學與教，提升學生的學習表現」的
第二個年頭，焦點仍在延續學生自主學習。

• 由於學校去年已為自主學習營造了良好氛圍，無論老師或
學生對自主學習的認知皆有所提升，本年的重點在於教師
角色的轉變；教師成為協作者，提供有效及持續的回饋和
解難方法，引導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不斷嘗試、摸索和探究、
達致學習目標、或促進改善學習。

• 教師主要引導學生利用資優圖像(15式)、閱讀策略、匯報
技巧、電子學習、提問反思等方法去進行學習。

• 老師就學生不同學習需要，設計、調適及優化教材（包括停
課期間網上教材），而60%教師同意有關優化教材工作上，
提供有效及持續的回饋和解難方法，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
力；其餘的教師認為成效未見顯著，在評估及回饋工作上可
再作改善。

• 但因疫情停課關係，影響並改變恆常的教學運作及學習模
式。學生透過電子學習工具，全方位進行網上學習。教學方
面，網上評估及回饋成為師生溝通互動的主要途徑，例如，
透過表單成績作為學習評估數據，教師從而掌握學習表現
的強弱，引導學生自我學習；學生亦以檢視成績及回饋建
議，重温學習內容；形式上無疑能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習慣，

運作上亦促進學生學會自我監察及檢視個人學習表現。

• 根據持分者問卷調查，學生在以下各項的分數皆比往年高，
可見學生自主學習的意識有所提高，包括：

	 - 我能自動自覺地學習
	 - 我對學習有自信
	 - 我懂得訂立自己的學習目標
	 - 我懂得運用學習方法，如作課前預習、運用概念圖、工具 

 書及網上資源等

反思

• 然而，網上教學存有一定限制，部分課程重點及學習技能，
未能完善執行及發揮。學生或欠缺實踐策略和技巧方面的
經歷，在說話訓練、討論思考、展示及學習支援等方面都有
所限制。因此，來年將探討如何在電子學習／網上學習增加
有關方面的有效性。

• 另一方面，由於疫情關係，實體課堂暫停了五個多月，部分
自主學習策略將延續至下學年繼續跟進。

• 邁向第三年發展深化全校式自主學習，各科需要加強教師
掌握教學過程，目標與評估互相之間的關係；此外多運用多
元評估策略及方法，適時適切回饋學生表現，以促進學生
學習，及推動教師實踐學-教-評的循環及效能。

關注事項： 
延續關愛文化，建構正向校園文化－「身心正向，愉快成長」

成就

• 本年度以「正向」作學生學習生活主題的第二年，仍以推行
「正向關係」及「身心健康」作重點，透過科組活動、班級
經營、計劃及成長課等，配合「正向田始人」獎勵計劃，讓
學生實踐正向生活。同時各科組都制訂不同策略、活動，培
養學生正面思維，同時學會感恩，加強學生對學校的歸屬
感。活動包括設置感恩閣、「生日CASUAL WEAR」、「一人
一崗」、「TCN’S GOT CHALLENGES」等。

• 根據問卷調查，91%學生認同透過科組活動、班級經營計
劃、成長課等活動，再配合「正向田始人」獎勵計劃，讓自
己實踐正向生活。82.8%教師同意各科組活動能幫助學生
建立正面學習態度，豐富個人及群體學習經歷。

• 設置「感恩閣」，由每班班主任輪流帶領學生張貼，分享感
恩事情，加強學生的責任心及對學校的歸屬感。

• 本年度推出新班本「班級經營計劃」，當中包括不同的校本
恆常和班本活動，都圍繞著不同的正向元素。老師根據班

本學生的特質自訂不同目標，建立師生關係及加強學生的
歸屬感。

• 與視藝科合作，進行「正向瓷磚畫」創作、「田始小子」設計
等活動，營造正向校園氣氛，傳遞正能量。

• 96.6%老師認為透過環繞正向教師團隊活動，能為教師生
活注入正向元素，營造正向團隊。

• 於教師發展日中，聯同童喜動計劃舉行分組教師體育活

教師參與「童喜動計劃」，舒展身心，提升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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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與教

動，絕大部分老師認同活動能提昇正向情緒發，及讓同工
互相溝通及關注健康，配合正向身心及情緒主題。

• 98.3%老師認為透過正向教師工作坊，能有助認識正向教
育的理念。工作坊及校本分享能教導老師一些正向溝通技
巧，有助與學生溝通。

• 98.7%老師認為自己於本年與學生溝通時比以往更多提
醒自己保持正向態度。其中全體老師均有用性格強項去讚
揚學生的好行為。反映正向語言已於老師間擴展至學生層
面，正向文化漸漸滲入班級之中，也代表老師更接納當中理
念及實踐於日常學校生活之中。

另外，於停課期間教師一起籌組「疫境齊心 正向同行」短片，
讓同工在留家抗疫期間有機會實踐團隊合作，加強教師間和
學生在停課期間的聯繫。

- 根據持分者問卷調查，學生在以下各項的分數皆比往年高，
可見學生在正向生活的意識有所提高，包括：

- 老師能幫助我們解決成長上所遇到的問題，如身心發展、
交友及學業方面等

- 學校積極教導我們如何與人相處

關注事項一：
深化全校式自主學習    

•	中文科：

 校本說話課程：
 由一、二年級開展校本說話課程，來年將推展至三、四年

級，五、六年級則於後年推行。以不同的學習策略，例如：觀
察、想像、「四何法」、排序等，設計及建構校本說話課程，
豐富學生說話內容、提升學生說話能力、培養學生說話的
正確態度。

•	英文科：

 1. Mini-project for promoting Speaking (P.1-6): 
With the foci on Content preparation, Reporting 
and Presentation Skills, Teachers design mini- 
multimodal projects on SPEAKING with the 
emphasis on Self, Peer, Parents / Teacher 
Assessment & feedback)

 2. Explicitly teach students skills (Key Reading Skills, 
Self-directed Learning Skills) that can improve 
their meta- cognition, with the emphasis on 'think- 
aloud', note-taking, 15 HOT visual organizers (in 
Module Booklets), good observation, making 
connections with given clues, commenting with 
descriptors and alike. 

	 •數學科：

 1. 以「數」範疇的應用題作媒介，學生找關鍵詞作資料「篩
選」，然後以實物操作 ／繪圖 ／數線 ／列表等數學常用
的解難工具「組織」題目的數理關係，着學生列式解難。

 2. 以「度量」或「圖形與空間」的課題作媒介，以「動手做」
的形式，讓學生用實作活動以探究數學概念，從而思考
及理解深層的數理邏輯，建構數學知識。

 3. 學生作匯報，透過自評、互評、老師評，發現自己的成功
之處和不足之處，從而找出可行方案，提升自己的表現。

	 •常識科：

 1. 恆常單元預習，透過自習簿及電子學習平台，提供資料或
有用的網址，學生進行資料蒐集。

- 學校積極培養我們的良好品德

反思

• 本年度校園充滿正能量，尤其在疫情期間，各守其份，教師
及學生實踐正向生活，活出健康，強化了「正向田始人」的
特點。

• 來年可加強老師對性格強項的認識及應用，並進一步鼓勵
同學予以實踐，內化他們的價值觀。

• 在教師專業發展上，老師除了認識正向教育的理念外，更希
望得到一些具體執行的方法。另一方面，對新老師的支援也
可加強。

總括而言，在疫情的陰霾下本年度的關注事項在上學期大都能
依進度進行，在「深化自主學習」上，無論教師或學生在認知
上有一定的提升。但因疫情關係，經過五個多月的「停課不停
學」，成效有一定的影響。來年度，教師仍是學生學習上的引導
者，期望學生在自主學習上的角色會變得更主動積極。另一方
面，繼續鼓勵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實踐「正向生活」元素，使他
們健康愉快地成長。  

「動手做」學習度量及圖形
與空間的課題

學生在學習平台上分享作文，
促進學生互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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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吉祥物設計比賽--希望.

關注事項二： 
延續關愛文化，共建正向校園 - 

「身心正向 愉快成長」

首要價值觀	–責任		

•	中文科：

 一至六年級作文比賽-題目以關愛校園、家人、朋友、社會、
世界，培養學生關愛精神。

•	英文科：

 Teachers-Teachers and Students-Students collaborate 
and support each other with substantial support and 
positive feedback in accomplishing the group work / 
tasks.

•	常識科：

 各級課堂活動中，學生主動參與及享受學習過程，積極主
動探究，透過互評活動，建立學生的正向學習態度。

•	電腦科：

 資訊素養的探究：

 低年級 - 提升學生對媒體素養水平思維和價值判斷等認識。

 高年級 - 觀看「Be NetWise」短片，搜集有關資料，進行課
堂互評、分享及反思。

•	普通話科：

 各級安排有關責任的課題，培養學生做一個負責任的孩子。

配合課程改革之四大關鍵 

項目發展的重點課程簡介

一.  從閱讀中學習

•	中文科：

 與圖書組合作進行人物傳記單元教學（四年級），推介不同
種類的人物傳記書目，供學生延伸閱讀。學生從閱讀書目中
篩選一位人物，搜集相關資料，完成篇章寫作及錄製「偉人
介紹」短片。

•	英文科：

 Online books are paired with teaching units so as to 
broaden and deepen students’learning, thus making 
reading a meaningful and necessary tool for facilitating 
self-directed learning. By doing so, students’interest 
in reading is sustained, and their writing abilities are 
empowered via the alignment of objectives in reading 
and writing.

•	圖書：

 1. 主題學習支援 - 四年級中文科 - 傳記人物、六年級常識
科 – 動植物

 2. 中文科經典名著必讀計劃、「愛說故事的小雞」、四年級
「偉人介紹」

 3. 數學科、常識科各級閱讀計劃

 4. English Campus TV – Book Recommendation, P3 
Bookmark Exchange Project

 2. 三至六年級學生學習書寫筆記，利用資優圖像組織資料、
歸納總結。

	 •電腦科：

 1. 科本課業工作紙（小一 至小三）或專題研習，完成網上
自主學習功課，鞏固及延伸知識； 

 2. 科本課業（小四至小六），學習計算思維及編程的過程（如
Micro:bit、Scratch及 App Inventor），誘發學生自主學
習技巧。

•	普通話科：

 學生利用電子工具／平台進行自主學習，（如使用平板電腦
運用程式進行普通話益智遊戲、觀看普通話教學短片等），
提升學習動機，凝聚學習普通話氛圍，加強學習果效。

•	音樂科：

 1. 恆常課堂中應用電子學習平台及工具，例如 iPad應用程
式GarageBand，進行音樂活動。

 2. 欣 賞 與 科 學 生 活 有 關 的 主 題 音 樂，透 過G o o g l e 
Classroom進行音樂分享及互評。

•	視藝科：

 透過運用 Google Classroom 分享及匯報課前預習資料。

•	體育科：

 高年級學生自行計算Body Mass Index（BMI），自我檢視
BMI指數，自訂策略及目標，保持或關注改善健康狀況。

•	音樂科：

 1. 定《好心情》為2019年度訓輔主題曲，分享歌曲內容訊息。

 2. 介紹與正向態度有關的音樂家及音樂欣賞。 

•	視藝科：

 級際正向吉祥物設計比賽 - 
配合佈置正向校園，圍繞正
向教育中的其中八種性格強
項，設計「正向田始人」。

•	體育科：

 播放校隊練習情況及隊員
訪問，深入了解校隊的運作
及運動員應有的態度，建立
正面的價值觀。

•	宗教教育科：

 找出聖經人物的正向生活態度，學習實踐在生活中。

•	圖書：

 1. 「正向關係及身心健康」專題書架。

 2. 故事爸媽挑選正向主題圖書，學生透過閱讀建立正向價
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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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題研習

•	STEM科技課：

 在常識課程中選取科學單元，利用Micro:bit等工具，配合
電腦科編程概念，推行四、五年級校本科技課課程，學生融
合知識、技能和態度，提升學生的創意及綜合解難能力。

 1. 五年級「光與聲音的探究」、「電的探究」。

 2. 四丶五年級學生透過科技課了解科學及科技發展對人類
社會和環境可能產生的影響，培養保護環境的責任感。
例如：環保智能產品、濕地公園、海下灣戶外學習。

•	常識科：

源等方式，提升拼寫能力和語音知識。

 2. 發佈假期電子功課，學生觀看普通話短片後回答問
題；學生朗讀課文後拍攝短片，上傳教學平台Google 
Classroom進行自評和互評，鼓勵學生自主學習。 

•	音樂科：

 課堂中應用電子學習平台及工具，進行音樂活動。 

•	圖書：

 1. 校內電子 ／AR圖書、兒童文化館學習平台、Fun Park(瀏
覽及運用網上、多媒體資源)。

 2. 公共圖書館多媒體資訊系統（瀏覽及運用網上、多媒體
資源）。

四. 多元化學習活動

•	中文科：

 學科全校性活動 -「中秋猜燈謎」。 

•	英文科：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running the 
English Café

同學們在科技課堂上進行
「光與聲音的探究」

 Language-rich 
Environment - English 
Days and English Café, 
English Week, Campus 
TV (English Channel 
– Smarties Land), 
Interview workshop with 
NET, Library lessons 
with NET, English 
Ambassadors, English 
Odyssey (for High-
flyers), ECA-English 
Drama

 1. 專題研習能力小冊子
（P.1-3），透過資料搜

集、訪問、觀察及運
用思維圖像等基本
技巧，訓練學生自主
學習的能力。 

 2. 一 至 五 年 級 推 行
STEM科技研習，通
過探究活動，發展學
生資料篩選、組織及
匯報的技能，以動手
做方法，提升學生的
解難能力。

三. 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

1. 為學生開設 E-Class、Google Classroom等網上學習平
台戶口，提供足夠資源進行電子學習，透過平板電腦、電子
平台及工具，融入課堂教學，提升互動效能，照顧學習多樣
性。 

2. 在停課期間以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發揮有效的作用，老
師自行製作教學短片、設置Google Form，透過Google 
Classroom連繫師生與生生間的互動。實時網上課堂讓
師生透過電腦屏幕進行教學，彌補教學短片欠缺互動的限
制。

•	中文科：

 1. 「每日一篇」學習平台 
 2. 長假期網上自學詩歌

•	英文科：

 1. STEM: Microbit lessons with NET 
 2. STEM: Codigo

•	數學科：

 1. 現代數學網內提供電子學習資源及練習，鞏固學生學習。

 2. Google Classroom，Google Form及不同的電子工具，
進行預習、教學、評估、延伸及回饋。

•	普通話科：

 1. 學生以查閱工具書、閱讀材料、瀏覽網上普通話自學資

•	數學科：

 速算小冊子、數學遊戲「合24比賽」及「Rummikub比
賽」、STEM活動–結合數學概念及科學原理，探究日常生
活的科學及數學知識，提升學生對科學及數學知識的應用
層面、解難課程、數學室小息活動、數學小天使、一年級適
應課程。  

•	常識科：

 LEAP生活教育、時事剪報（P.4-6）、自習簿（P.3-6），包括
預習、延伸、課外閱讀、實驗記錄、寫筆記、思維圖像等，讓
學生找出自己的學習及溫習方法。

•	普通話科：

 1. 日常教學中以朗讀、二人對話、自我介紹、角色扮演、匯
報等活動，給予學生聽說普通話的機會。

 2. 校際朗誦節普通話朗誦比賽，增強說普通話的能力。

•	音樂科：

 1. 推行海外交流計劃，為學生發掘更多音樂學習的機會。
惟本年度因疫情影響而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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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讓學生在真實情境中接觸音樂和擴闊視野，學生參加不
同的校外比賽、表演、參觀活動。

•	圖書：

 1. 參與社區閱讀活動，善用社區提供的資源，包括公共圖
書館的閱讀計劃、比賽、家庭讀書會、香港教育城的閱讀
計劃、「東亞銀行親子閱讀計劃」等。

 2. 參 與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A s s o c i a t i o n o f S c h o o l 
Librarianship，學生以書簽作海外交流，認識不同國家
的文化，提高閱讀興趣。

•	課程統整：

 1. 為小一及小二規劃主題式統整課程

	 	 -	小一：「認識我們田灣始南」、「遊公園」
	 	 - 小二：「為我們服務的人」

 2. 透過跨科協作（統一主題教學)、運用電子工具、戶外學習、
訪談、匯報及家長參與等，學習內容聯繫日常生活，擴闊
學習經歷，培養學生掌握基本能力（協作、溝通等)，促進
幼小銜接學習。

五.其他科本重點發展

•	中文科：

 1. 重整校本寫作能力架構

  2019年度先由一、二年級建立良好的寫作習慣，然後三
至六年級開展教授循序漸進的寫作的技巧、培養學生正
確的寫作態度，深化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2. 運用不同的學習技能或策略，例如：觀察、「四何法」、「六
何法」等，建立校本寫作架構，豐富學生寫作內容、提升
學生寫作能力、培養學生寫作的正確態度。

 3. 加入多方評估項目，例如：自評、互評、家長評等多元評
估來加強學生的自學精神，透過針對具體評估準則來提
升寫作的要求和能力。

•	英文科：

 1 Re a d in g P r o g r a m m e i n P.1-3 ( PEEG S) – Fu n 
Reading Programme: 

 1.1 Enhance students' motivation, confidence and 
skills in reading. 

 1.2 Maximise students' exposure to a variety of 
texts. 

 1.3 Develop students' generic skills, particularly 
collaboration and creativity. 

 2 School-based Reading to Writing Booklets: 

 2.1 The Module Booklets (MB) was revised in a 
way that students are well-prepared before 
they do the writing tasks. It emphasizes 
the integrative use of language, vocabulary 
and grammar focus in more authentic and 
meaningful contexts. 

 2.2 Different graphic organizers are used to 
stimulate students’high order thinking and 
brainstorm their ideas. The exercises provide 
relevant as a guidance to help students 
proceed from reading to writing. 

 3 Levelling in P.1:

 3.1 The scheme is carried out by the NETs yearly 
for P. 1 newcomers.

 3.2 Through reading activities, common issues 
of students’experience such as phonemic 
awareness, decoding, comprehension and 
fluency can be identified.

•	數學科：

 1. 自主學習元素的持續滲入，例如定目標、做預習、寫筆
記、重反思、課後延伸等。

 2. 自主學習的策略與應用，學會掌握或尋找方法學習：
以「數」範疇的應用題作媒介，以實物操作 ／繪圖 ／
數線 ／列表等數學常用的解難工具組織題目的數理關
係。

 3. 利用「數學解難」及校本工作紙的挑戰題訓練學生對
非常規題目的解難技巧及提升學生思維與解難的能力
和信心。

 4. 數學科抽離式資優課程，為數學資優生提供課程以外的
培訓。

•	電腦科：

 1. 協助推展校內STEM課程發展，低年級引入編程課程（例
如:MBot，ScratchJr)、實用性文書處理（Google文書
處理套件）及電子學習工具（例如：Google Classroom）
等，建立同學自學習慣、邏輯運算思維及裝備好基礎電
腦技能。 

 2. 培養學生正確的資訊素養，迎接資訊泛濫年代的挑戰及
機遇，達致終生學習為目標。

•	音樂科：	

 1. 透過工作紙音樂欣賞，引導學生討論和評賞與科學生活
有關的主題音樂，以拓寬他們的藝術視野及創意。 

 2. 課堂以外設有不同的課外活動。透過有系統的訓練和比
賽經驗，鍛練學生面對逆境及堅毅精神，培養協作及溝
通能力。

 3. 校隊運作系統化，提升同學對音樂活動歸屬感和訓練學
生領導及組織能力。校隊如歌詠團及手鈴隊學生能善用
網上資源，於訓練時間外探究樂 譜，培養正面的自學態
度。

•	視藝科：

 持續運用多元化的課堂活動設計，例如分組活動、高階思
維提問，學生互評及自評作品、分享學習歷程及生活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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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全校參與」模式 
融合教育的政策、資源及支援模式

我們對學生的成長支援
在「關愛校園」的基石上推動「正向校園文化」是本校三年發
展計劃的重點。我們繼續秉承聖公會小學的校訓「非以役人，
乃役於人」的精神，延續關愛文化。

我們希望同學在建立正向預期的想法和態度下，能發掘個人長
處和潛能。同時培育同學的自律、自愛、自重，處事有責任感和
公德心，建立校園良好氛圍。讓學生在一個以愛連結的校園學
習成長。

校方透過不同的正向活動幫助學生認識正向元素的「正向情
緒」及「積極投入」。當中「成長足印小冊子」，讓同學在健康、
愛心、自律、成就、勤學及投入六大範疇上得以發展成長；我們
又設置「感恩閣」，讓學生體會感恩與幸福的雙向關係──感
恩的人會更幸福，幸福的人會更感恩；另外還有「生日Casual 
Wear」、「TCN's got Challenges」等等，讓學生在實踐正向生
活下，愛惜人，敬畏神。

本年度我們強調「責任感」。我們重視同學品格和生活技能的
培養，以滲透方式於不同課程中，將「責任感」的價值觀和自
主自學的技能教導同學；並且特意為全體同學安排「輔導成長
課」及「德育及公民教育課」，除了原有的正向教育課題（訂立
目標、樂觀感、解難技巧)、正向靜觀的練習外，還特意於各級
加入相關的情緒教育課，藉此強化同學的「正向情緒」，務求同
學在品格、思維、知識及技能各方面得以正面發展。同學亦有
機會參與演出心理劇場，透過參與式的經歷，學習如何面對生
命中不遂順的日子，如人際間的衝突，如何合宜處理，學習改寫

不幸故事的結局；
又藉著「家校貧富
工作坊」等大型活
動，加強同學認識
生命視野的闊度，
從而珍惜今天所擁
有，訂定志向目標，
助人濟世，實踐使
命人生。

我們重視與家長間的合作，除鼓勵家長參與學校義務工作外，
還邀請家長出席每月的不同講座、工作坊，親子活動，目的在
於豐富家長的管教裝備，當然，以正向心理為基礎的家長講座
更是不可缺少的。我們期望家校能緊密合作，鞏固同學的正面
積極的態度，希望能同心協力為孩子建立正向的成長型思維。

我們設有青苗培育計劃，配合不同的小組和工作坊，引入社區
不同資源，支援同學在課後活動中，學習面向不斷多變的社會。
我們也為有需要的同學提供適切的課程及服務，如輔導教學、
加強輔導教學、小天使計劃等，並外購多項專業服務，如言語
治療服務、校本教育心理服務等。

還有，「成長的天空計劃」、「資優領袖訓練計劃」、賣旗活動、
探訪長者、主持攤位遊戲等服務，更讓同學體會主耶穌基督的
愛，不只是領受，還有承擔上帝給予的責任。期盼種種學習經
歷能讓同學愉快積極地健康成長，邁向豐盛人生。

政策

• 本校致力建立共融文化，以全校參與模式支援有特殊教育需
要的學生；透過資源調配，為學生提供適切和多元代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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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相關家長了解有關支援學生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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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校發展津貼

• 學習支援津貼及

•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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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成立學生支援組，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作統籌，成員包
括教育心理學家、言語治療師、社工、輔導主任、特殊教育
支援老師、學生輔導員和各學科教師等；

• 增聘3名學生輔導員與全校教師以「全校參與」模式照顧個
別差異；

• 安排抽離班，為學業成績稍遜的學生提供小二中英文、小三
中英文的加強輔導教學；

• 購買「言語治療服務」，為有言語障礙的學生提供小組／個
別言語治療；

• 向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家課和測考調適，又透過課堂觀察，
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果；

• 設立「小天使」計劃，為學業成績稍遜的初小學生提供支援；

• 提供家長教育，包括講座及工作坊，讓家長了解有特殊教育
需要學生的學習的措施；

• 邀請教育心理學家、言語治療師、社工，為教師提供培訓，
包括以「全校參與」模式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等。

TCN's got Challenges

8



A 本學年獲發撥款 $ 54,250

B 本學年總開支 $ 54,250

C 須退還教育局餘款 
(A - B） $ 0

財務概況

學生活動 
支援津貼運用報告 

2019-2020學年

第二十六屆全港公開學界龍獅藝錦標賽-小學獅藝亞軍

財務報告

A.政府帳
收入 支出 結存

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甲）特殊範疇

修訂行政津貼 1,720,680.00 1,406,165.89 314,514.11
空調設備津貼 474,864.00 371,101.00 103,763.00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439,529.00 400,516.00 39,013.00
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349,752.00 315,900.00 33,852.00
學校發展津貼 774,983.00 766,880.00 8,103.00
成長的天空津貼 126,756.00 125,965.00 791.00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157,510.00 181,300.00 (23,790.00)
風災特別津貼 50,000.00 45,600.00 4,400.00

小計 : 480,646.11

（乙）非特殊範疇 1,462,697.69 1,660,649.50 (197,951.81)
非特殊範疇 - 其他 12,027.71 7,480.00 4,547.71

 合計 : 287,242.01

上年度結餘： 2,104,528.82
本年度結餘： 2,391,770.83

B.學校帳

收入 支出 結存

學校普通經費 486,244.37 388,414.68 97,829.69
 合計 : 97,829.69

 上年度結餘 : 661,142.08
 本年度結餘 : 758,971.77

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
田徑比賽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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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表現

項目 參加人數

校際體育項目 58

學校朗誦節 148

聖經朗誦節 20

小童軍 46

幼童軍 44

小女童軍 23

公益少年團 30

獅藝隊 32

活動名稱 參加人數

派發福音單張 14

長幼跨代社區學習計劃 –  
跨代藝術2020 13

六年級服務學習 
「知心甜孫活動」 143

兔唇裂顎協會 –  
港島區賣旗日 36

六年級成長的天空計劃： 
社區服務 24

五年級成長的天空計劃： 
校內服務 21

四年級成長的天空計劃： 
愛心之旅(長者探訪) 22

學生參與校際項目及 
制服團隊的情況（2019 - 2020）

2019-2020本校學生參與 
社會服務／社區活動情況

2019-2020學生得獎紀錄
項目 主辦機構 得獎學生 獎項

港島南區幼童軍
支部比賽2019（城市定向）

香港童軍總會
港島南區

204旅 
幼童軍 冠軍

香港數學
及奧數公開賽

香港兒童
數學協會 6B林宇傑 小六組冠軍

香港4D Frame
數理科學創意比賽

（初小組）
香港青年協會 3B 黃梓鳴

3E 郭庭希

最佳4D 
Frame

模型設計獎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50M

香港學界體育 
聯會

港島西區小學 
分會

6C麥頌恆 季軍
港島西區小學

校際游泳比賽100M 
第十屆

亞洲跳繩錦標賽 - 熱身賽
（男子組11歲組 

30秒提膝跳） 中國香港跳繩 
總會 6C陳衍澍

殿軍

第十屆
亞洲跳繩錦標賽 - 熱身賽

 （男子組11歲組 
30秒跨下二式跳）

季軍

第十屆
亞洲跳繩錦標賽 - 熱身賽

 （女子組7歲組 
30秒側擺交叉跳）

中國香港跳繩 
總會 2A 鄉芷晴 冠軍

第十屆
亞洲跳繩錦標賽 - 熱身賽

 （女子組7歲組 
30秒交叉開跳）

第十屆
亞洲跳繩錦標賽 - 熱身賽

 （女子組7歲組30秒二重跳）

2019亞洲學生 
音樂朗誦比賽

（粵語詩歌散文） 亞洲學生音樂
朗誦協會 6D吳穎哲

亞軍

2019亞洲學生 
音樂朗誦比賽

（粵語古典詩詞）
冠軍

南區優秀青年嘉許禮 南區青年
活動委員會

5D 鍾羽蕎
6B 秦宇灝
6D 陳嘉富
5B 李樂哲

高小組
優秀少年

第十屆
亞洲跳繩錦標賽 - 熱身賽

 （女子組8歲組30秒 
親子朋友跳）

中國香港跳繩 
總會 3A何一心 冠軍

兒童及青少年
閱讀獎勵計劃 香港公共圖書館 最積極推動

閱讀學校

數學智能之
全港數學挑戰賽2019

香港多元智能
教育協會 5B 王楚軒 小五組冠軍

第二十三屆南區少年
兒童歌唱大賽 -  

小學合唱組
南區文藝協進會 歌詠團代表 冠軍

第二十三屆南區少年
兒童歌唱大賽 -  

初級獨唱組
南區文藝協進會

6D黃浩翹 亞軍

6C張芷昕 季軍

世界數學及解難評估
（2019年秋季）

（數學科和解難分析科）

世界數學
及解難評估

4B 陳霆鏗
4D 馬正瑜
5B 馮柏童
5B 王楚軒
5D 李論

6A 梁家銘
6B 周依彤
6B 黎展迅
6B 李鍵希
6B 余澤軒

優秀

四年級成長的天空計劃：愛心之旅(長者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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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主辦機構 得獎學生 獎項

世界數學及解難評估
（2019年秋季） 

（數學科）

世界數學
及解難評估

4B 區學銘
4D 余嘉恒
5B 鄺銘然
5D 陳東池
5D 黃棹謙
6B 黃柏豪
6B 梁卓峰
6B 杜銘謙
6B 黃逸熙

優秀

世界數學及解難評估
（2019年秋季）
（解難分析科）

世界數學
及解難評估

5B 劉進溢
5D 魏浩怡
6B 趙子朗
6B 鄒芓妍
6B 林宇傑
6B 劉培熙
6B 馬俊濠
6D 謝碧熒

優秀

聖公會小學第二十三屆
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數學競賽隊際）

聖公宗（香港） 
小學監理委員會

5B 黃裕聰
6B 陳凱鋒
6B 林宇傑
6B 李棨濠
6B 余澤軒
6D 張家穎

優異

「華夏盃」
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2020
（香港賽區）初賽

華夏盃組委會

1B 曾子軒
2A 陳亭之
2A 張海進
2A 何一正
3A 莫傲言
3A 譚兆衡
3A 謝健舜
3A 黃天予
4B 區學銘
4B 陳霆鏗
4B 林意臻
4D 馬正瑜
5B 張晧鋒
5B 劉進溢
5B 黃裕聰
5D 李論

5D 余嘉晞
6B 陳凱鋒
6B 林宇傑
6B 黃逸熙
6B 余澤軒
6D 陳嘉富
6D 張家穎

一等獎

2019南方杯
國際數學競賽（初賽）

香港當代
奧林匹克學會

6B林宇傑

金獎

WMI世界數學邀請賽2020 第一教育集團 金獎

2020環亞太杯
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

香港資優教育
學會 一等獎

2019香港學界數學
及奧數精英賽（數學組） 香港兒童數學

協會

亞軍

2019香港學界數學
及奧數精英賽（奧數組） 季軍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
競賽預選賽2020（香港賽區） 奧冠教育中心 一等獎

聖公會小學
第二十三屆 

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數學競賽個人獎

聖公宗（香港）
小學監理委員會

5B黃裕聰 金獎

6B陳凱鋒 金獎

6D張家穎 金獎

2020數學大王
國際邀請初賽

香港資優教育
中心

香港資優教育
學會

6B林宇傑 一等獎

第71屆香港
學校朗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香港學校音樂
及朗誦協會 4A姚鎰朗 季軍

第71屆香港學校
朗誦節（詩詞獨誦）

香港學校音樂
及朗誦協會 5B郭浠澄 亞軍

第71屆香港學校
朗誦節 （詩詞獨誦）

香港學校音樂
及朗誦協會 5D李論 亞軍

第7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香港學校音樂
及朗誦協會 6B林悅施 亞軍

項目 主辦機構 得獎學生 獎項

第7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香港學校音樂
及朗誦協會 6B梁日歌 亞軍

第71屆香港學校
朗誦節（詩詞獨誦）

香港學校音樂
及朗誦協會 6B黃杜艷 季軍

第71屆香港學校
朗誦節（散文獨誦） 香港學校音樂

及朗誦協會 6D吳穎哲
冠軍

第71屆香港學校
朗誦節（二人朗誦） 亞軍

第71屆香港學校
朗誦節（普通話集誦）

香港學校音樂
及朗誦協會

普通話集 
誦隊 季軍

2019-2020年度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團體） 香港學界體育
聯會

田徑隊 冠軍

2019-2020年度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100米）
5B李樂哲 冠軍

2019-2020年度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跳遠）

香港學界體育
聯會

5B麥瑋洛 冠軍

2019-2020年度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擲球）
5D李論 亞軍

2019-2020年度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4x100米接力）

田徑隊 亞軍

2019-2020年度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擲球）
6C毛旭文 殿軍

2019-2020年度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乙組200米）
5B周天愍 殿軍

第二十六屆
全港公開學界龍獅藝錦標賽

香港中國
國術龍獅總會 獅藝隊

小學獅藝自
選陣式

器材組 -冠軍

小學獅藝
地青規定組 -

亞軍

2019年四海同心盃
香港傳統獅藝青少年分齡賽

香港龍獅麒麟貔
貅體育總會 獅藝隊 冠軍

2019南區
<勇闖高峰>

學生領袖培育計劃

南區學校聯會
南區青年團

5B李樂哲
學生領袖

潛質學生領
袖金獎

5D鄒子誠 學生領袖

6B甄詠芯
學生領袖

潛質學生領
袖銀獎

6D林浩峰
學生領袖

潛質學生領
袖銀獎

•因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下學期大部分比賽取消。
•上列成績只是本校學生在二零一九年度取得之部分獎項紀錄。

聖公會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11



回饋與跟進
下年度之關注事項如下：（按優先次序排列）

1. 深化全校式自主學習

2. 建構正向校園文化 – 營造正向校園氛圍 
首要價值觀－承擔

下年度其他重點課程發展項目：

1. 電子學習及遙距學習的規劃

2. STEM及CODING的推展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亞軍

第一組別學生升讀英文中學百分比：100%

2019-2020年度 
畢業生升中概略

（截至2019年7月24日）

中學名稱 人數

拔萃男書院 1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1

瑪利曼中學 1

聖保祿學校 1

聖士提反書院 1

大光德萃書院 1

聖馬可中學 1

港島民生書院 1

沙田官立中學 1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1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 
王錦輝中小學

1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21

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 13

香港真光書院 12

金文泰中學 1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1

中學名稱 人數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21

嘉諾撒聖心書院 8

中華基金中學 7

香港華仁書院 5

聖嘉勒女書院 5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5

香港真光中學 4

港大同學會書院 4

皇仁書院 3

英華女學校 2

英皇書院 2

聖保祿中學 2

聖若瑟書院 2

聖類斯中學 2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2

漢華中學 2

聖保羅男女中學 1

本校畢業生升讀中學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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