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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校 

 
辦學宗旨 

 

以十字架上的基督為典範，以會祖瑪大肋納、嘉諾撒的心靈陶育為依歸，實踐

全人教育，培育學生熱愛生命、積極學習、關懷弱小及服務社群。 

 

使命 

 

以愛育人 

 

教育理念 

 

在良好的學習氣氛下成長，人會不斷向上求進。 

在愛與關懷的環境中成長，人會生活得更積極。 

 

校訓 

 

仁愛、正義、謙誠 

 
  



學校簡介 

 
 本校為嘉諾撒仁愛女修會開辦的天主教男女津貼小學，創辦於1968年，

位於黃大仙親仁街。多年來培育不少人才，校風嚴謹，為家長所稱道。2001年

申請編配新校舍，並於2003年11月正式遷入彩頤里新校舍，轉為全日制小學。2

008/09學年，一至六年級共有36班。 

 新校舍位於新蒲崗彩頤里9號，為四合院式校舍，樓高4層，分為4座大樓，

分別為行政樓、仁愛樓、正義樓及謙誠樓。位於正義及謙誠樓2至3樓的課室合

共有36個，頂層有別具特色的天台花園；仁愛樓設有禮堂及樓座，頂層有露天

網球場；行政樓為行政及學習中心，2樓包括校務處、校監室、校長室、教員

室、會議室、醫療室及祈禱室等，3樓有兩個電腦室、3個多用途室及專供家長

教師會委員開會及使用的家長資源室，4樓設有中央圖書館、語言室、常識室、

音樂室及視覺藝術室。 

 校舍地方寬敞，設施齊備，地下有兩個露天籃球場、3個有蓋操場、3個

學生活動室，有利學生進行學習及體育訓練；校舍內設有蓋校車停泊處，學生

上落安全。除天台花園外，校舍四周廣植各類花木，既能綠化環境，亦能配合

教學。學生能在優美的環境中學習及休憩。 

 
學校管理 

  

本校於1997年推行校本管理。校董會下設4個行政組別，跟進全部校務工

作。 

 

法團校董會的成員 

 

 辦學團體校董7人(包括校監)，校長校董1人、獨立校董 1人，教師校董及

替代教師校董各1人、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各1人，以及校友校董1人，共14

人。 

  



學校行政架構  

 
 
 

 

 

 

 

 

  

 

 

 

 

 

 

 

 

 

 

 

 

 

 

 

 

 

 

 

 

 

 

 

 

 

 

 

 

 

 

  

  



 

我們的學生 

班級組織 (以下數據均截至各學年考試最後一天) 

 

組別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總數 

班數 6 6 6 6 6 6 36班 

男生人數 78 70 80 80 78 67 453人 

女生人數 73 74 77 72 69 77 442人 

學生總數 151 144 157 152 147 144 895人 

 
 
學生實際上課日數    

 

學年 上課日數 

19/20 *面授上課：116 + 網上授課： 44 合共：160 

20/21 *面授上課：103 + 網上授課：  87  合共：190 

21/22 

四至六年級：*面授上課：161 + 網上授課： 2

6  

一至三年級：*面授上課：154 + 網上授課： 3

3 

合共：187 

   

 * 由於2019新冠狀病毒病，教育局宣佈停課，學校維持繼續學習，「停課不停學」， 
安排學生在家利用網上視像課堂或其他自學材料學習。 

 

 

 

 

 

 

 
 

  



學生出席率 

學年 出席率 

19/20 94.58% 

20/21 99.87% 

21/22 99.80% 
 
 
 

 
 
 
 
 
 
 
 
 
 
 
 
 
 
學生退學情況 

學年 退學情況 

19/20 1.77% 

20/21 4.2% 

21/22 2.9% 
 

 

 



各主要學習領域授課時間分佈 

 

學年 中國語文

教育 

英國語文

教育 
數學教育 

小學 

常識科 

藝術 

教育 
體育 其他 

19/20 25% 22% 18% 10% 10% 5% 10% 

20/21 25% 22% 18% 10% 10% 5% 10% 

21/22 25% 22% 18% 10% 10% 5% 10% 
 
 

 



 我們的教師 

教師數目 

學年 教師數目 

19/20 67人 

20/21 70人 

21/22 68人 

 

 
 
 
教師持有之最高學歷 

 

學年 碩士學位及 

正在攻讀碩士 

學士學位及 

正在攻讀學士 

大專 

(非學位) 

19/20 24.2% 74.2% 1.5% 

20/21 24.2% 74.2% 1.5% 

21/22 28.6% 70% 1.4% 

 

 
 

  



教師專業資歷 

 

學年 專業資歷 已接受本

科訓練 

(中文) 

已接受本

科訓練 

(英文) 

已接受本

科訓練 

(數學) 

達到語文

能力要求

的英文科

教師 

達到語文

能力要求

的普通話

科教師 

19/2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20/21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21/22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教學經驗 

 

 年資 

學年 0-5年 6-10年 11-15年 15年以上 

19/20 36.4% 7.6% 12.1% 43.9% 

20/21 36.4% 7.6% 12.1% 43.9% 

21/22 25.7% 17.2% 10% 47.1% 
 

 

 
 
教師離職率 

 學年 離職率 

19/20 7.46% 

20/21 8.75% 

21/22 11.8% 

 
  



教師及校長參加專業發展活動平均時數 

 

學年 每位教師 校長 

19/20 45 77 

20/21 61 130 

21/22 70 82 

 
 

 
  



學生表現 

 
學生閱讀習慣 

 
學生在學校/供圖書館借用閱讀物品的百分率    

年級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每星期一次或

以上 
51.68% 56.83% 62.58% 39.04% 35.92% 15.56% 

每兩星期一次 15.44% 10.07% 8.39% 19.18% 16.20% 10.37% 

每月一次 14.09% 10.07% 9.03% 12.33% 13.38% 12.59% 

少於每月一次 8.72% 17.27% 4.52% 16.44% 16.90% 28.15% 

從不 10.07% 5.76% 15.48% 13.01% 17.61% 33.33% 

       

  
2019/2020 2020/2021 2021/2022 

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六 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六 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六 

每星期一次或

以上 
30.68% 45.51% 30.48% 29.11% 57.11% 56.83% 

每兩星期一次 14.49% 17.95% 21.49% 22.15% 11.29% 10.07% 

每日一次 20.53% 10.90% 13.60% 13.92% 11.06% 10.07% 

少於每月一次 10.39% 14.74% 17.11% 18.35% 9.93% 17.27% 

從不 10.39% 10.90% 17.32% 16.46% 10.61% 5.76% 

       

每星期用於閱讀書籍、報章和電子資訊的平均時數   

  
2019/2020 2020/2021 2021/2022 

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六 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六 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六 

英文閱讀物品 7.1小時 4.3小時 10.6小時 5小時 10.3小時 6小時 

中文閱讀物品 7.6小時 6.8小時 8.9小時 7.3小時 10.6小時 12.4小時 

 

  



學生體質指標 

P.1 A B C D E F 全級總數 全級平均指數 

男孩 16 15 10 10 13 14 78 82% 

女孩 11 14 9 10 15 13 72 93% 

         

P.2 A B C D E F 全級總數 全級平均指數 

男孩 11 9 13 10 14 12 69 81% 

女孩 14 18 9 10 12 11 74 82% 

         

P.3 A B C D E F 全級總數 全級平均指數 

男孩 12 15 15 15 12 12 81 70% 

女孩 17 14 6 6 17 17 77 92% 

         

P.4 A B C D E F 全級總數 全級平均指數 

男孩 13 16 15 15 12 10 81 65% 

女孩 3 3 4 10 4 4 74 81% 

         

P.5 A B C D E F 全級總數 全級平均指數 

男孩 14 16 14 12 12 12 80 78% 

女孩 13 12 9 9 12 14 69 90% 

         

P.6 A B C D E F 全級總數 全級平均指數 

男孩 12 10 13 12 10 10 67 73% 

女孩 5 5 15 17 18 17 77 91% 

 

 

 

 



學生參與校際項目情況 

學年 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六 

19/20 22.9% 82.2% 

20/21 10% 15.2% 

21/22 23.7% 41.2% 

 

 
 

學生參與制服團隊/社會服務情況 

學年 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六 

19/20 0% 17.3% 

20/21 0% 12.3% 

21/22 0% 7.5% 
 

 

  



聯課活動及制服團隊的學生參與率(包括所有級別及學生人次) 

 學年 

項目 19/20 20/21 21/22 

校際體育項目 27.8% 0% 7.1% 

校際音樂節 12.3% 7.2% 9.8% 

校際朗誦節 16.3% 9.7% 15.5% 

校際舞蹈節 2.4% 0% 2.2% 

童軍+小女童軍 4.8% 5.2% 0% 

香港紅十字會 2.2% 2.6% 0% 

公益少年團 1.7% 2.4% 0% 

全方位 100% 100% 100% 

 

 
 

 
 
 



 
學生參與的社會服務 

學年 項目 性質 參加人數 

19/20 1.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六) 愛心之旅 

2.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五) 愛心之旅 

3. 明愛慈善獎券 

探訪 

探訪 

捐款 

9 

11 

954 

20/21 1.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四) 愛心之旅 

2. 明愛慈善獎券 

探訪 

捐款 

11 

967 

21/22 4.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四) 愛心之旅-網上探訪長者 

5.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六) 愛心之旅-清潔樹木研習徑 

6. 明愛慈善獎券 

探訪 

探訪 

捐款 

10 

11 

972  

($51200) 

 

 

 

 

 

 

 

 

 

 

 

 

 

 



 

2021/22年度校外比賽獲獎情況(區際/全港性比賽) 

 

科目/ 

組別 
比賽名稱 獎項 得獎者 

中文 

2021年文化盃（小學組）辯論比賽 
團隊殿軍、 

最佳辯論員 

成員：七名五至六年級學生 

兩名(五、六年級學生)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詩(詩詞)獨誦 探本溯源盾 一名一年級學生 

中詩(詩詞)獨誦 冠、亞、季軍 八名(一、三、五、六年級學生) 

中詩(散文)獨誦 季軍 一名二年級學生 

小嘴巴說大道理普通話電台四大名著 

廣播劇比賽 
初小組 季軍 成員：四名三、四年級學生 

「尊師重道」第二屆粵港澳大灣區生命 

教育徵文比賽 
高小組 優秀作品獎 一名六年級學生 

金筆獎2021全港中小學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小五、小六組 銀獎 一名(六年級學生) 

英文 

73n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Champion 

Solo Verse Speaking 2nd runner-up 

P.3 Student 

P.2 Student、P.4 Student、P.5 Student、P.

6 Student 

2021 Art Competition (Poster Design) Award P.5 Student 

Guangdong-HK-Macao Greater Bay Area Gifted 

Creative Writing (Episode on Pandemic) Cup for 

Year of the Tiger 

Gold Award 

Bronze Award 

P.5 Student 

P.3 Student、3 P.5 Students 

數學 

第八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比賽 

個人賽銀獎 兩名(五、六年級學生) 

個人賽銅獎 三名(五、六年級學生) 

個人賽優異獎 一名(六年級學生)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2 

(華南賽區)晉級賽2022 

一等獎 一名(五年級學生) 

二等獎 十名(三至六年級學生) 

三等獎 十六名(一、四至六年級學生) 

常識 全港青年STEAM比賽（由AI到SI） 

設計獎亞軍 

 
成品獎季軍 

 

成員：五名(四至五年級學生) 

視藝 

國際及本地學生郵寄藝術作品展 一等獎 一名(二年級學生) 

Petit Arts Festival 2021繪畫創作比賽 亞軍 一名(二年級學生) 

我的祖國 — 書畫比賽 優異獎 一名(二年級學生) 

「童心‧童想」第三屆亞洲青少年兒童繪

畫大賽2022 
銅獎 兩名(四、五年級學生) 

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 嘉許狀 一名(六年級學生)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2021/22 

初小組 鑽石章 

高小組 鑽石章 

傑出作品獎 

校本獎勵 

一名(三年級學生) 

一名(五年級學生) 

一名(五年級學生)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科目/ 

組別 
比賽名稱 獎項 得獎者 

音樂 第七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2022) 

箏獨奏   季軍 一名(五年級學生) 

高音直笛獨奏 季軍 一名(三年級學生) 

鋼琴獨奏 銀奬 
二十一名(一至六年級學生) 

高音直笛獨奏 銀奬 五名(三至五年級學生) 

小提琴獨奏 銀奬 三名(三、四年級學生) 

長笛獨奏 銀奬 三名(二、四、六年級學生) 

單簧管獨奏 銀奬 一名(五年級學生) 

箏獨奏 銀奬 一名(五年級學生) 

鋼琴獨奏 銅奬 四名(一、二、五、六年級學生) 

高音直笛獨奏 銅奬 
十九名(三至六年級學生) 

小提琴獨奏 銅奬 三名(四至五年級學生) 

木琴獨奏 銅奬 一名(二年級學生) 

聲樂獨唱 銅奬 兩名(三、五年級學生) 

體育 

九龍北區羽毛球比賽 

殿軍 

優異 

傑出運動員 

五名(四及六年級學生) 

五名(五至六年級學生) 

一名(四年級學生) 

九龍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60米 - 第八名 

男子丙組60米 - 第七名 

女子甲組60米 - 第五名 

女子甲組100米 - 第五名 

女子甲組200米 - 第八名 

男子甲組跳遠 - 第六名 

男子乙組跳遠 - 第七名 

女子甲組跳遠 - 第八名 

六年級學生 

四年級學生 

六年級學生 

六年級學生 

六年級學生 

六年級學生 

五年級學生 

六年級學生 

資訊 

科技 

2021-2022 US OPEN VEXIQ 

機械人香港賽區資格賽 - 港少盃 
專業評審獎 成員：三名(五至六年級學生) 

創意編程設計大賽2021/22 

金獎 

小學組最佳作品獎 

最佳表達大獎 

成員：三名(六年級學生) 

小學聯校人工智能技能及素養與社會智慧應用

協作計劃 
優異表現獎 成員：五名(五年級學生) 

校風 

及 

學生 

支援組 

黃大仙文志獎學金 最顯著進步獎 六年級學生 

2021-2022「看動畫、答問題」比賽 初小組 冠軍 一年級學生 

第十五屆黃大仙區傑出學生舉 
傑出學生 

優秀學生 

五年級學生 

六年級學生 

學生 

多元 

發展組 

第十四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校園藝術大使 兩名(五年級學生) 

香港男子青少年跆拳道比賽2021 男童色帶B組沉量級 - 季軍 五年級學生 

香港小學跆拳道隊際賽2021 男童色帶A組沉量級 - 冠軍 五年級學生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2021-2022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六年級學生 

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傑出學生資助(非學術範

疇) 
傑出學生資助(非學術範疇) 三名(一、五、六年級學生) 



香港課外活動優秀學生表揚計劃 香港課外活動優秀學生 五年級學生 

中學學位分配情況 

20/22年度中學學位分配理想，獲派以英文為主要教學語言的中學生約佔六年

級學生的55.56%。獲派以英文為主要教學語言的中學統計見下表： 

 

中學名稱 總人數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43 

德愛中學 

可立中學(嗇色園主辦)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25 

喇沙書院 

嘉諾撒聖家書院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賽馬會體藝中學 

迦密中學 

順利天主教中學 

天主教郭得勝中學 

民生書院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華仁書院(九龍) 

聖傑靈女子中學 

聖言中學 

陳瑞祺(喇沙)書院 

聖保羅男女中學(直資) 

12 

德望中學(直資)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直資)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直資) 

協恩中學(直資) 

匯基書院(東九龍)(直資)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迦南書院(直資) 

基督教崇真中學(直資) 

      

 
 
 



 
 
獲派首三志願百分率如下﹕ 

志願 百分率 

第一志願 91% 

第二志願 2.8% 

第三志願 2.1% 

其他 4.2% 

 

 
 

  



21/22年度關注事項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一)：擴闊學習時空，推展電子學習，促進學生自學及讓教師 

                                 利用多元評估，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1.1. 成就 

1.1.1. 教師培訓 

1.1.1.1. 於2021年9月27日本校舉行電子學習教師培訓，邀請了香港中

文大學（中大）課程與教學學系的名譽專業顧問施敏文博士(英

文科)、宣道會陳元喜小學創科及資優教育主任甘浩然主任(數

學科)及本校吳懷燕副校長(中文科)就翻轉教室、電子學習平台

等作介紹及課題使用經驗分享。老師們在電子學習工作坊內亦

親身體驗如何應用Apps及電子學習平台等，獲益良多，為本

年度電子學習圈的推行汲取相關知識。 

1.1.1.2. 問卷調查顯示，98%教師認同及掌握電子學習理念；93 %教師

亦認同能掌握自學策略。 

1.1.1.3. 於9月進行的中英數分科電子學習培訓，透過分享者的科本示

例、教師們實踐設計及分享者的專業意見，95%教師從中明白

及體會到如何在課堂中實踐電子學習策略，並更具有信心進

行。 

1.1.2. 三階段逐漸推行 

1.1.2.1. 設立電子學習小組(成員包括課程發展主任、資訊科技統籌老師

及負責電子學習的科主席)於第一學期於三至六年級的中文、英

文及數學三科試行翻轉教室。小組成員透過共同備課、研討、

實踐、觀課、評課等不同的形式，研習具校本效能的電子學習

學與教策略，歸納出小點子與老師們作經驗的交流，從而提升

教師們的教學效能。 

1.1.2.2. 第二及第三學期繼續於三至六年級進行中文、英文及數學的翻

轉教室課堂設計，電子學習小組老師與科任老師共同選取合適



的教學活動，進行電子教學的設計。從觀課及評課中，老師們

認同電子學習工具增加了學生和老師之間的互動方式，讓教師

可以通過有趣且略帶競爭性的問答環節或即時投票、作答等活

動，增加師生或生生之間的互動。 

1.1.2.3. 各科任老師歸納經驗在學科會議、教學觀摩活動中，向校內外

老師進行分享。 

1.1.3. 促進學生有效學習，展示學教成果 

1.1.3.1. 本年4月進行了教學觀摩活動，以電子學習為主題。除了當天

的實時線上分享會外，其後亦可以透過專屬的Google site，了

解我校的發展策略及方向。同時中文科、英文科及數學科亦把

教學示例在網上分享，以促進協作及專業交流，提升教育素

質。 

1.1.3.2. 除在課室、校園外，學生們的學科作品可以透過校本網頁作展

示，同時體育、藝術的成果亦可以在特設的Google site上展

示。學生們互相欣賞、學習，亦能全方位提升學生的自信及動

習動機。 

1.1.4. 利用電子工具的優勢，提升評估素養 

1.1.4.1. 運用不同的應用程式、網上學習平台如Google Form、Padle

t、Quizizz及Google Classroom等進行多元評估，電子工具

有先進的數據系統，老師用以檢討學生的進度和表現。教師能

了解學生需要，從而分配或調查適當的教學策略以幫助學生改

善教學效能。 

1.1.4.2. 各段考後，各級各科科任以實證為本的方法檢視學生的弱項。

老師們在弱項中找出不同表現的作答方式，加以研討學生作答

失誤之處，從而制定跟進的方法。中、英文科主要分析學生在

閱讀部份的強弱項，透過加強閱讀策略培訓，提升學生閱讀理

解能力。數學科主要在數、代數、圖形與空間、度量及數據處



理等各範疇進行分析及建議。常識科主要分析學生在思維技巧

應用的情況，透過學生作答事例作出檢視，調節教學策略及課

程內容。 

1.1.4.3. 學與教組利用評估數據分析級本、科本學生的強弱班別或級

別，科主席們以宏觀方式檢視課程規劃的縱橫向發展。 

 

1.1.5. 反思及建議 

1.1.5.1. 基於今年試行翻轉教室課堂設計之經驗，來年可選定「年級/

科目/教學單元」以深化電子學習的教學設計 。 

1.1.5.2. 以中文、英文及數學科為發展重點，提升學生的科本知識，同

時利用電子學習的優勢，加強學生在學時的時間進行自主學習

活動。 

1.1.5.3. 學科假期學習課業以「自主學習階段」設計，讓學生自主好

學，以多元化形式匯報學習成果，向不同持分者(學生及家長)

分享，加強表達能力。 

1.1.5.4. 各科定期進行多元化的評估，有利教師掌握學生的學習進度，

適時調節課程及教學進度，優化教學，促進學生的學習。建議

下年度設計及優化校本評估工作，評估學生自學及教師多元評

估的情況。 

1.1.5.5. 資訊科技互動學習軟件能加強師生互動，讓學生能在學習過程

中獲得即時的回饋，從而反思並建構個人知識，來年將繼續發

展及加強各科的多元化評估安排。 

1.1.5.6. 建議定期舉行教師工作坊，重溫及學習新的電子工具，以優化

教學設計及策略，並加入自主學習策略的推行，進行共同備

課、觀課及評課，以提升教學專業發展。 



1.1.5.7. 持續舉行教學觀摩，提升教師專業效能，透過共同研習學教策

略，彼此支援，互相學習、交流經驗，逐步建立學習社群的氛

圍。 

 

2. 關注事項(二)： 進一步提升學生的「嘉諾撒素質」，成為凡事「感恩」、 

                            勇於「承擔」、懂得「尊重」的社會公民。 

2.1. 成就 

2.1.1. 於校本德育課程加入靈性培育及國家安全教育元素 

2.1.1.1. 校本課程包括: The  Leader in me、善意溝通、國家安全教育

及和諧校園。在這四個課程中都加入宗教元素，如聖言金句、

聖經故事，讓整個德育課程滲透着宗教氣氛，學生感受到天主

的臨在。塑造一個具本校特色的德育課程。  

98%老師認為優化校本德育課程，能加強靈性培育(建立靈性

培育資源庫、於德公課堂上加入聖言金句)。 

2.1.1.2. 於德公課節內，增加三節獨立的國家安全教育，透過影片、有

趣的繞口令、老師親身用方言自我介紹等，加強學生對中國文

化、歷史、地理的認識，培育對國家的歸屬感及身份認同。 

平均91%學生及97%老師同意德公課加入國安教育課程，有助

培育學生對國家的欣賞和尊重，加強國民身分認同，及對祖國

的認識及欣賞。 

2.1.1.3. 在APASO問卷中，本校學生平均表現比全港為高。其中90%

學生同意「中國國旗對我來說是重要的」及「中國國歌對我來

說是重要的」唯表現最弱的是「為了保障中國的就業情況，我

們應該購買中國製造的產品」，及「即使人民認為國家所做的

不對，他們也應該支持國家」這兩項。 

 

2.1.2. 反思及建議 



2.1.2.1. 於德公課加入聖言金句、聖經故事，讓整個德育課程滲透着宗

教氣氛，學生感受到天主的臨在，不但加強全校的宗教氛圍，

而且塑造一個具本校特色的德育課程。 

2.1.2.2. 透過短片、講解、活動，學生認識參與升國旗時的的態度及禮

貌。以及懷着感恩自己可生活在沒有戰亂、豐衣足食、科技發

達的地方，並透過繞口令活動， 在加深對國家認識、培育對國

家情懷的同時，加入了天主的話語，所有人都是天父的兒女，

所以應愛人如己，藉以培育天主教價值。 

2.1.2.3. 建議加入課題，讓學生了解及認識中國的強項，以加強學生對

國家的身份認同， 以及提升學生對國家的歸屬感 

2.2. 成就： 

2.2.1. 以「感恩」為主題，透過校本活動塑造嘉諾撒人素質，培育學生成為

懂得「欣賞萬物、互助合作、知足、惜福」的嘉諾撒好學生。 

2.2.2. 推行校本輔導活動 

2.2.2.1. 透過訓輔體驗活動，讓學生透過服務，實踐「嘉諾撒素質」之

價值。因應各級學生能力及性向，設計合適的體驗活動，使學

生能從實踐中經歷，以強化價值的發展。 

2.2.2.2. 平均90%學生同意透過校本輔導活動及德育課程學會感恩。97

%老師認為德公課加入感恩教育課程有助培育學生懂得感恩。 

2.2.2.3. 低年級學生在停課時間利用老師提供的範本寫上心意，並自製

精美的心意卡。他們的作品在八月初，透過郵遞的方式，寄到

52間幼稚園。學生製作過程分享對幼稚園老師的深刻印象，共

在感恩卡上以不同方式表達謝意。 

2.2.2.4. 中年級學生向學校裏最想感謝的人送上感謝卡，學生可以跨班

送上感謝卡。學生再透過三星期的實踐清潔課室的活動，為自

己的課室負責任，體驗工友的辛勞並為工友送上感謝卡, 從而

讓學生對幫助自己的人表達感恩之情。學生在活動中需要多留



意及察覺到身邊讓他們欣賞的人或事，反思想感謝的人對學生

的意義和價值。學生已親自送上感謝卡給想感謝的人，學生能

從活動中以實際行動來表達感恩及欣賞之情，表現十分投入。 

2.2.2.5. 高年級學生進行「秘密天使」體驗活動，感恩同學三年來的相

伴，讓學生反思三年的疫情下，彼此守護，加強情誼。學生能

從活動中，對同學盡顯關心及給予幫助，表現投入認真。 

2.2.2.6. 透過一系列校本「愈感恩、愈寬恕、愈快樂」輔導計劃，學生

積極參與，從個人、家庭、靈性方面均有提升。學生在APAS

O中「人際關係」中，整體平均值比全港高0.36，當中超過98

%同學同意「我覺得對每個人都一樣友善是重要的。」在APA

SO中「價值觀」操行部分「我覺得原諒那些對自己不好的人

是重要的。」比全港平均值略高0.07，但只有接近80%學生同

意此項。 

2.2.3. 班級經營  

2.2.3.1. 平均91%學生及100%老師認為班級經營活動能有助建立班風

及讓學生心存感恩。 

2.2.3.2. 「班本海報設計」活動，各班以感恩為主題，並貼有學生的笑

臉相片， 設計具有班本特色的班海報。P4-P6以比賽形式進

行，締造機會，讓學生根據主題，自行設計及分工，製作具班

特色的班海報。比賽由級總一同評分，選出了冠亞季及優異

獎，也於早會時遊請了校長頒獎。得獎班別的班海報已上載於

學校網頁上。 

2.2.3.3. 活動於十二上旬進行「齊賀聖誕，裝飾「嘉」園」， 以「歡

欣！感恩！慶祝耶穌降生」為主題，老師和學生一同為課室內

外進行裝飾，讓校園增添聖誕氣氛，感受耶穌降生，普天同慶

的氣氛，藉以建立班風，增強歸屬感。 

2.2.3.4. 農曆新年假內進行「嘉」「家」大掃除活動，學生在家中進行

大掃除，藉以減輕家 人的辛勞，以行動去感謝他們平日悉心的



照顧，體現「主愛童行、惜福頌恩」 的精神。學生把在家大掃

除的情況的照片或影片大掃除時的情況上傳在在google classr

oom 班主任課，學生於德公課內分享大掃的照片、影片及感

受。 

2.2.3.5. 為配合本學年的學習主題「主愛同行‧惜福頌恩」，校風組印製

了具本校特色的孝親報恩感恩卡，讓同學在感恩卡上寫上深情

語句，送給爸爸、媽媽、老師和同學，以表達感謝；此外，也

舉辦了「一朵花獻媽媽」及「爸爸，我掛住你」的活動，高年

級的哥哥姐姐教一、二年級的同學摺紙花及摺襯衣，讓他們在

母親節及父親節送給爸爸媽媽，以表達對父母感激的心，實踐

十誡中的第四誡—孝敬父母。 

約92%學生及98%老師同意孝親報恩活動能深化及實踐十誡中

的第四誡—孝敬父母。 

高年級的哥哥姐姐教一、二年級的同學摺紙花及摺襯衣，讓他

們在母親節及父親節送給爸爸媽媽，以表達對父母感激的心，

這不但能讓高年級的學兄學姊能服務幼少，也能讓低年級同學

感受到關懷，體現主愛同行，惜福頌恩的精神。 

2.2.4. 校園氛圍 

2.2.4.1. 早會時段除固定的負責老師外，安排了16位老師(副校長、主

任、級總、宗教核心)在早會中分享感恩主題，帶出感恩的訊

息。平均88%學生及100%老師同意，老師於早會以聖經/聖人

小故事或生活分享，帶出感恩的訊息，有助學生實踐感恩。 

2.2.4.2. 全「嘉」紛FUN開PARTY當天，其中一節活動-製作聖誕感恩

寶盒，學生完成了精美的寶盒後帶回家，將感恩的心意及歡樂

分享給家人。老師在會議中表示，學生對寶盒製作很感興趣，

寶盒製作精美，已於聖誕假期中親手把寶盒送給家人， 也拍下

影片及相片放在google classroom 內，學生於德公課內分享

作品及感受。 



2.2.4.3. 學生對「愛心點播站」活動反應湧躍，我們共收到了二百多張

點唱紙。隨了學生點唱，多謝老師和同學外，亦有老師、學校

職工的點唱，祝願畢業生有美好的前程及學校各身體健康。平

均83%學生及95%老師同意「愛心點播站」有助學生以點播的

方式去表達感恩。 

2.2.5. 個人獎勵計劃--I CAN 

2.2.5.1. 平均92%學生及98%老師認為 「I CAN 獎勵計劃」加入了實踐

欣賞他人、幫助別人的感恩好行為、背頌聖經金句等，有助學

生實踐感恩。這計劃能肯定及表揚同學在學業、品行方面的良

好表現，成為嘉諾撒的優秀學生。 

2.2.6. 反思及建議 

2.2.6.1.  學生樂於參與活動，建議收集學生作品後，以不同形式作展

示，多作分享，以建立正面的氛圍。 

2.2.6.2. 培育工作有賴全體教師共同參與，可以安排不同老師參與早會

分享，百花齊放。「愛心點播站」建議繼續舉行，來年全校教

職工可一起參與，共同發送感恩訊息。 

2.2.6.3. 不同的活動能讓學生實踐感恩行動，增強歸屬感。唯可用環保

物料及活動完結後，請學生清潔課室，強化對地球的感恩，珍

惜資源。 

2.2.6.4. 建議透過聖經故事、名人寬恕的美談，與學生討論「寬恕」對

他人、對自己，甚至對群體的好處，鼓勵學生實踐。 

 

2.3. 成就 

2.3.1. 「和諧校園—尊重友愛，拒絕欺凌」運動  

2.3.1.1. 9月開學伊始，啟動一連3星期「和諧校園月」行動日，以唱

(主題曲《Voice out說出來 )和跳形式，開展本學年預防校園

欺凌的序幕。 

2.3.1.2. 9月份各班拍攝班照，各班可到校園各處，尋找美景拍攝全班



照，大家一起經營友好的朋輩氣氛。 

2.3.1.3. 和諧校園課程：各級安排3堂各一小時的專題課程(全年)，以尊

重、和諧和友愛為主題，設計課程並於德公課推行。高年級(P.

5-6)舉行一次「預防網絡欺凌」講座(7月)，由警民關係處警長

到校主講。 

2.3.1.4. 風紀設計「快樂無憂猜皇帝」活動(10-11月)，於小息時與全

校同學同歡，並送出禮物給優勝者。風紀隊聯合圖書組，協助

同學製作端午節小手工，製作端午接疊小冊子。 

2.3.1.5. 平均94%學生及100%老師同意於德公課加入和諧校園課程，

有助提升學生和同學相處時更懂得尊重友愛。 

2.3.2. 反思及建議 

2.3.2.1. 從APASO數據中顯示，各級同學在尊重友輩方面有着顯著的

進步，數據正面，比較全港的平均值為佳，成效令人鼓舞。由

領袖生負責設計及執行遊戲活動，讓大哥哥大姐姐與各級同學

一起遊戲，中低年級尤其高興，校園氣氛融洽。建議增加活動

的次數至全年2-3次，讓和諧校園的氛圍得以持續。 

2.4. 成就 

2.4.1. 家長教育及親子活動，家長和學生皆珍愛家人 

2.4.1.1. 家長教育及親子活動-舉行了樂同行家長天地3節講座(ZOOM)

及1節親子活動，包括：生活中的正念(愛己)、正向教養方程式

(愛子)、疫情下如何培養自主學習的孩子(愛子)、竹節雨聲棒DI

Y + 音樂軟件學習( iPad GarageBand）及流體模型熊DIY(愛

家) 

2.4.2. 賽馬會『心繫家庭』家長教育計劃 

2.4.2.1. 「生命之旅」親職課程內容是分享在職父母在教導子女的方

法；亦透過心思培育課程為家長提供實踐的例子；最後有3節

父母個人成長工作坊。平均20位家長參加計劃第二階段，最後

共4位家長完成22小時課程，獲頒發證書。於25/6/2022參加

成果分享會及陳廷三博士主持的講座「在困難的日子與子女同

在」。 

2.4.2.2.  平均91%學生及97%老師同意舉行家長教育及親子活動(樂同



行家長天地、賽馬會心繫家庭家長教育計劃)，有助家長和我珍

愛家人，改善親子關係。 

2.4.3. 反思及建議 

2.4.3.1. 樂同行講座雖改為網上進行，家長都能透過體驗活動學習減壓

的方法---五感、靜觀，並以正向思考面對逆境(疫情)，整體對

講座感到滿意。家長亦掌握與子女的情緒互動，何謂正向教

養，如何培養正向教養的態度和實踐正向教養的技巧。家長認

識疫情下學習的優與憂，學習培養自主學習的孩子的方法。親

子活動能以實體形式進行，家長和子女共同製作竹節雨聲棒及

流體模型熊，增進彼此間之溝通，並樂在其中。建議下年度繼

續舉行。 

2.4.3.2. 『心繫家庭』家長教育計劃於2020至2022年推行，共兩個階

段。PTA家長委員在校外完成了第一階段計劃後，在校協助推

行第二階段。參與家長同意計劃讓他們了解為人父母的意義，

重拾親職的情懷和動力；透過回望人生故事，重拾生命的意義

和優先次序；認識子女成長的契機，探討培育的方向和實踐。 

 

 

3. 關注事項(三)：教師間共建有效的協作架構、學習系統及共賞文化，推動學

校邁向高展示、高成效的學習型組織。 

3.1. 成就 

3.1.1. 建立學習社群，促進教師專業成長，推動學習型組織文化 

3.1.1.1. 成立專責小組，推動各科課程發展，建立教師協作架構及學習

系統，問卷數據顯示，88%教師認同校本電子學習專責小組

(副校長(課程)、課程發展主任、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科電

子學習副科主任)之成立，能有助推行電子學習，加強教師運用

電子學習之信心，提升教學素質和達致持續專業學習。 

3.1.1.2. 在21-22學年，電子學習專責小組定期舉行會議，就各科各級

之電子學習進行備課進行討論及觀課和評課進行交流 



3.1.1.3. 為配合電子學習發展，學校計劃改善課室的裝置，並於2021年

12月開始，為兩間課室配置流動電子顯示屏幕，旨在讓電子教

學的推展更順暢，加強課堂互動。 

3.1.2. 反思及建議 

3.1.2.1.1. 建議加強各課程發展項目的專責小組分工，如電子學習、

翻轉教室、自主學習及評估素養等範疇，成立專門小組，

加強跟進及監察。各專責小組定時作出滙報工作進程及階

段性成效，定期（中期及最後）進行校內教學設計分享(同

儕觀享課、教學觀摩)，以提升教師的專業成長。 

3.1.3. 成就 

3.1.3.1. 建立教師的共享電子平台，展示學教成果 

3.1.3.1.1. 問卷調查顯示，98%教師認同透過觀摩、分享、協作、研

究及討論等過程，能促進教師專業發展，不斷自我完善。 

3.1.3.1.2. 參照2020/21年度學校開放日中的教學交流及觀摩，已建立

校內教師共同建設的分享平台 (Google Site)。各科組定期於

分科會議內進行校內電子教學設計分享。 

3.1.3.2. 校外課程發展支援計劃的成果 

3.1.3.2.1. 中文科參加由教育局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舉辦的校本支援

計劃於一年級及三年級均完成十個校本寫作單元設計。參

與老師透過校內分享會總結課程設計的心得及教學成效，

將會持續推行校本寫作課程的發展。 

3.1.3.2.2. 數學科參加由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

中心及教育局主辦的「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支

援計劃(2021/2022)完成四年級「周界」的單元教學設

計。參與計劃的老師於群組分享會及總結分享會中向同工

分享了教材設計及得着，對於在教學中如何有機地給合自

主學習更具信心。 



3.1.3.3. 舉辦教學觀摩及研討會 

3.1.3.3.1. 學校於2022年6月2日（四）下午舉辦2022 開放日 - 教學

觀摩（網上分享會），主題為「展現 學習 在眼前」，內

容包括: 

3.1.3.3.1.1. 面對疫情下課堂學習時間縮短的危機，教師團隊如

何堅持有意義的學生學習 

3.1.3.3.1.2. 中文科：開啟電子之門 - 閱讀及寫作的奇妙之旅 

3.1.3.3.1.3. 英文科：Reading is FUNtastic - the History and it

s Values 

3.1.3.3.1.4. 數學科：促進自主學習氛圍與策略 

3.1.3.3.1.5. 學校推展電子學習及自主學習的體會 

3.1.3.3.1.6. 超過132個單位報名出席，問卷回應正面，透過學生

成果展示，更明白及理解本校電子學習在教學上的

應用及英文科促進閱讀的方法 

3.1.3.4. 反思及建議 

3.1.4. 來年建議專責小組須進一步籌劃建立教師的共享電子平台  

3.1.4.1. 分享平台可連結香港大學CITE的iLap 平台 (Moodle-based)及

Learning Design Studio，讓教師定期進行校內教學設計分

享，展示學教成果。 

3.1.4.2. 校外支援計劃有助教師共建有效的協作架構、學習系統及共賞

文化，建議來年可以繼續主題式的備課方案，延續教師的協作

架構、學習系統及共賞文化，深化現有的教學內容。 

3.1.4.3. 老師在教學設計上善用課前預習及課後延伸，提升學生學習動

機，並利用小班既優勢，在課堂上加入更多探究和討論的機

會，透過提問引導學生思考，協助學生疏理難點。 



3.1.4.4. 此計劃致力推動老師善用小班環境及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配合本校發展方向，因此，已申請來年繼續參加，以推展至其

他年級。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學生身心靈的培育 

本校著重學生的全人發展，透過不同的學習經歷，啟發學生的潛能，致力培養

學生正面價值觀，塑造具「嘉諾撒素質」的學生。學校以學生品德培育為首要

工作， 成立了核心價值課程小組，重整德育及跨學科課程，以天主教五大核心

價值和校訓為基礎，營造關愛和諧校園。  

學校每年致力推廣健康校園生活文化，透過各級週會進行飲食健康教育，個人

健康教育，精神健康教育、禁毒無煙教育、生命教育等，積極培養學生健康的

生活模式。  

學校著重心靈陶育，以「嘉諾撒人素質」為核心，培育學生的良好品德和靈性。

屬會安排新老師參與天主教教師日。公教教職員及學生參加由夏志誠輔理主教

主持的教育日前彌撒。學校籌劃各項宗教活動（包括開學祈禱會、聖誕慶祝會、

會祖瞻禮、學生共議『童』行網上靈修聚會），讓師生一同體會會祖精神。學

校設「嘉諾撒會祖精神」主題課程，讓學生認識及實踐會祖仁愛謙誠的精神；

並透過宗教課、早會分享、小息主題曲、聖母月及玫瑰月活動、社際聖人、壁

畫聖經故事等氛圍，培育嘉諾撒人素質。 

本年度學校以「主愛『童』行，惜福頌恩」為主題，推行以感恩為題的校本輔

導活動，包括：感恩有你(幼稚園老師)、感恩的心(感謝同學、學校各員工)、

愛「嘉」清潔大行動(工友)、美饌佳餚謝親恩(家人)、秘密天使(同學)；師生

共同創作校本主題曲-感恩頌．主恩；學生參與感恩海報設計比賽、聖誕感恩

寶盒製作、「嘉」「家」好孩子-我做得到「做家務實踐活動」、「五月濃情．

感恩母親-一朵花獻媽媽」、「六月濃情．感恩父親-爸爸．掛住你」等。同

學從各項活動中向不同對象表達感恩，學習做一個愛主、愛己、愛人的嘉諾撒

好學生。 

於德育及公民教育課中， The  Leader  In  Me 已課程推展至一至六年級，

培養學生七個良好習慣，發展自我領導能力。學校透過尋根之旅課程，培育學

生對國家的情懷，讓學生學習為安穩的生活常存知足感恩的心。學校推行「和

諧校園---尊重友愛 」運動暨Voice Out 「9.17 全校舞動唱出來」、和諧

校園課程、善意溝通社交情緒教育課程，培育學生以同理心明白他人的感受和

需要，從而化解衝突，締造和諧校園。  



此外，學校亦透過不同義工服務體驗，培養學生服務他人的態度。除班內設一

人一職外，透過風紀、學生大使、社長、The Light House Team、升旗隊

等領袖培訓，協助他們建立自信及成就感。學校亦培訓「愛心小老師」，透過

「M(Mentor) & M(Me)守護小一行動」，協助一年級學弟學妹適應小學的新

生活。 

  

學校推行「以人為本」的全方位訓育及輔導工作，透過發展性、預防性及補救

性活動，協助學生成長。學校於每個年級設有級總負責老師，級總老師與班主

任、學生輔導主任、學生輔導員合作，為學生提供適切的支援及輔導。 學校期

望每位學生遵從「愛『嘉』約章」，並以輔導跟進及支援學生為最重要工作。 

本年度推行「ICAN 獎勵計劃」、「嘉」有好學生班本獎勵計劃，鼓勵學生在

學業、品行、與人相處及感恩等表現有優良表現，並加以肯定。同時，學校繼

續參加「積極人生—學生大使計劃」，透過培訓及體驗活動，讓學生成為愛己

及人的「學生大使」，推展以「積極人生」 為題的活動。 

 本年度學校舉行醫教社同心協作計劃教師培訓，由精神科護士及臨床心理學家

與老師分享如何協助患有發展性障礙的學生。學校透過成長的天空教師培訓，

讓老師認識欺凌及應對方法，引導學生修正行為；並透過DRAW ALL YOU CA

N工作坊，讓老師體驗及學習運用大集繪活動，幫助學生表達自己，建立團隊

合作精神。 

學校一向重視家校合作，積極推行家長教育活動。本年度學校舉辦第八屆「樂

同行家長天地」小組活動，以「同行樂聚嘉諾撒，育苗力量齊激發」為目標，

包括：生活中的正念、正向教養方程式、疫情下如何培養自主學習的孩子共3

場網上講座，竹節雨聲棒DIY 、 音樂軟件學習( iPad GarageBand）及流體

模型熊DIY1節親子活動；從而協助家長舒緩身心壓力，增強親職管教的信心。

學校參加了『心繫家庭』家長教育計劃，於2020至2022年推行；PTA家長委

員在校外完成第一階段計劃後，協助在校內推行第二階段活動。家長認為計劃

讓他們了解為人父母的意義，重拾親職的情懷和動力；透過回望人生故事，重

拾生命的意義和優先次序；認識子女成長的契機，探討培育的方向和實踐。此

外，學校參加了「晴常在 - 從心開始」社區計劃---身心靈家長工作坊及身

心靈學生小組，讓家長和學生對身心靈全人健康有新認識，提高了對身體、情

緒覺察的意識。 

本年度學校繼續為小一家長舉行家長學堂，協助家長了解子女的適應需要。學

校除替六年級學生安排升中模擬面試外，亦舉行家長會， 讓家長掌握更多資訊



及技巧，協助子女選校升中。最後學校透過分級家長會、家長日等，加強與家

長的溝通，幫助他們掌握子女 的成長和發展需要。 

因應疫情學校曾將面授課堂改為網上教學，老師和學生輔導員透過製作抗「逆」

「嘉」友站 - 守護身心篇、德育網上自學教材、復課小秘笈、敢講樂園活動，

向學生和家長發放正能量。為學生和家長於四月復課作好準備，輔導員於提早

放暑假期間為五年級及六年級同學舉行「童」你鬆一ZONE成長小組，關顧學

生的心理健康和分享減壓方法。學校亦參加了賽馬會「家。添晴」家長支援計

劃，舉辦「天天添晴」舒緩情緒基本技巧及「晴心說話」親子溝通家長情緒管

理講座，支援一至三年級家長。學校亦安排老師參加由天主教教區舉辦的「常

懷信心．重拾希望」研討會，了解個人和學生的身心需要。學校期望和家庭同

心積極抗疫，戰勝逆境，讓孩子們在小學階段得以健康、快樂成長。 

 融合教育 

政策 

● 本校致力建立關愛共融文化，以「全校參與」模式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學生。透過彈性的資源調配、課程調適及教學策略，為學生提供適切的支

援服務，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及協助他們融入校園生活；及 

● 學校定期檢視目標及成效，透過不同途徑，與家長共同商議有關支援學生

的策略。 

● 加強教師專業培訓，讓教師參與課程設計及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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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加強言語治療津貼及 

● 學生輔導額外津貼 

支援措拖及資源運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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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成立學生支援小組，由特殊教育統籌主任統籌，成員包括副校長、課程統

籌主任、學生輔導主任、學生學習支援老師、輔導員、教學助理； 

● 學生支援小組定期舉行小組會議，計劃及檢討政策；並舉行教師諮商會議，



商討支援策略； 

● 靈活調配教師人手，增聘教師一名、教學助理兩名、輔導員兩名，與全校

教師以「全校參與」模式照顧學生個別學習差異； 

● 聘任一位言語治療師，為有言語障礙的學生提供個別或小組訓練； 

● 及早識別有學習困難學生，並提供適切的輔導和支援； 

● 於各主要學科(中英數常)中發展適異課程的設計，以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

性;  

● 優化分層課業設計，因應學生的需要提供學習、功課、評估及課程調適； 

● 設立學科輔導教學小組，由校內教師為二至六年級成績稍遜的學生於早上

進行中英數補底教學； 

● 參加「全校參與分層支援有自閉症的學生計劃」及賽馬會「喜伴同行計

劃」，支援各級患有社交溝通障礙的學生； 

● 參加「醫教社同心協作計劃」，為情緒有困擾或行為有問題的學生及其家

庭提供專業的支援服務； 

● 購買讀寫訓練練小組，為中、低年級學生提升認讀及閱讀理解能力； 

● 購買專注力訓練小組，幫助學生提升執行功能及學習動機； 

● 購買情緒及社交訓練服務，為有焦慮、抑鬱情緒及較其他嚴重情緒問題的

同學提供輔導； 

● 購買職業治療到校服務，為小手肌能力弱的學生提供個人或小組訓練，提

升其執筆書寫或手眼協調等功能； 

● 購買功課輔導小組，為同時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進行功課及學習技巧輔導，

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 

● 校本教育心理學家及外購服務導師為教師提供培訓及諮商服務，包括：及

早識別有學習困難的學生、輔導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策略等； 

● 校本教育心理學家、言語治療師及外購服務導師為家長提供教育及諮商服

務，讓家長了解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習特性，並向家長提供家居訓練

支援計畫，從而配合學校的措施； 

● 透過核心價值課程、德育及公民教育課、校本輔導及班級經營活動、高年



級同學擔任愛心小老師為低年級同學服務等，營造共融文化。 

 

 

  



財務報告 

津貼名稱 

2020-2021 2021-2022 2021-2022 2021-2022 2022年8月31日 2022年8月31日 

總盈餘 全年政府 其他收入 可動用資金 實際支出 總盈餘 

 核准預算     

(元) (元) (元) (元) (元)  

政府經費-擴大營辧津貼 
3,099,150.37          3,099,150.37 

A) 基線指標 Baseline Referen

ce 

  1,824,132.64  2,137.26 1,826,269.90  1,934,532.30   (108,262.40) 

- 學校及班級津貼 
         887,662.05    

- 綜合家具及設備 
         444,952.89   

- 升降機維修及保養 
         188,268.00   

- 供增聘文書助理的行政津貼 
         208,719.00   

- 增補津貼 
         1,100.00   

- 培訓津貼 
         30,890.00   

- 學校課程發展津貼 
         94,254.91   

- 德育及公民教育津貼 
         48,929.80    

- 校本輔導及訓育計劃 
         29,755.65    

 
            

小計(A) 3,099,150.37 1,824,132.64  2,137.26 1,826,269.90  3,869,064.60   2,990,887.97  

B) 學校特別津貼 
            

- 修訂行政津貼 
  2,093,760.00  265,839.32 2,359,599.32  1,958,034.52   401,564.80  

- 綜合資訊科技津貼 
   591,498.00    591,498.00  478,437.28  113,060.72 

- 空調設備津貼 
   610,705.94    610,705.94  509,374.00  101,331.94 

- 學校發展津貼(CEG)    785,878.00    785,878.00  766,736.75  19,141.25 



- 學生輔導服務津貼(額外津貼)    466,675.00    466,675.00  494,120.40  (27,445.40) 

- 成長的天空 
   143,356.00    143,356.00  158,455.20  (15,099.20) 

- 校本言語治療經常津貼 
   8,112.00    8,112.00  6,164.47  1,947.53 

- 校本管理額外津貼 
   50,702.00    50,702.00  10,250.00  40,452.00 

小計(B)   4,750,686.94  265,839.32 5,016,526.26  4,381,572.62   634,953.64  

C) 其他範疇 (Outside EOEBG) 
            

- 家校合作津貼  -    25,380.00    25,380.00  25,780.00  (400.00) 

-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102,600.00  97,200.00    199,800.00  57,704.00  142,096.00 

-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TRG)  723,163.58  231,150.00    954,313.58  109,020.00  845,293.58 

- 整合代課教師(現金)津貼 1,152,418.36 1,904,397.19  26,050.00 3,082,865.55  2,301,167.60  781,697.95 

- 資訊科技人員支援津貼  172,377.00  321,796.00    494,173.00  387,330.00  106,843.00 

- 姊妹學校計劃  156,035.00  157,127.00    313,162.00  112,800.00  200,362.00 

- 推廣閱讀津貼  -    41,900.00    41,900.00  41,918.74  (18.74) 

- 學校行政主任津貼  253,220.32      253,220.32  -    253,220.32 

- 學習支援津貼  122,343.86 1,241,478.00   1,363,821.86  1,878,192.23  (514,370.37) 

- 全方位學習津貼  1,057,350.00  1,064,743.00    2,122,093.00  492,722.68  1,629,370.32 

-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44,450.00    44,450.00  44,450.00  -   

- 言語治療設置津貼  4,699.34      4,699.34  -    4,699.34 

- 一筆過特別支援津貼 
   37,500.00    37,500.00  45,923.00  (8,423.00) 

- 關愛基金午膳津貼  -    406,300.00    406,300.00  238,788.00  167,512.00 

- 小學英語學習津貼  270,236.00      270,236.00  -    270,236.00 

 
       -       

小計(C) 4,014,443.46 5,573,421.19  26,050.00 9,613,914.65  5,735,796.25  3,878,118.40 

學校經費 
            



(D)特定用途收費 
 559,969.48  88,700.00  -    648,669.48  8,706.30  639,963.18 

(E)學生活動 
1,262,225.64 1,685,204.65  -   2,947,430.29  1,532,834.55   1,467,605.74 

(F)家長教師會發展基金 
 200,000.00  -    -    200,000.00  -    200,000.00 

小計(D) 2,022,195.12 1,773,904.65  -   3,796,099.77  1,541,540.85   2,307,568.92 

 

  



2022/23年度「學校週年計劃」發展重點 

關注事項(一)：擴闊學習時空，透過電子學習工具推動翻轉教室 (flipped c

lassroom)，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 策略：以中文、英文及數學科為發展重點，提升學生的科本知識，同時 

                     加強自主學習能力，讓學生自主好學，善於表達。 

○     以「自主學習階段」設計學科假期學習課業 

○ 以多元化形式匯報學習成果 

○ 進行不同持分者(學生及家長)的評估 

● 聚焦深化電子學習的發展，推展翻轉教室，擴闊學習時空，加強學生自

主學習能力，提升學習效能 

○ 善用電子學習工具進行預習，以掌握基礎知識 

○ 利用電子學習工具，展示學生的作品，以提升課堂的互動／高層次

的生生、師生討論 

● 四年級兩班進行互動屏幕的課堂研究 

○ 高展示學生作品，以提升課堂內生生／師生的互動 

● 教師培訓 

○ 科本 

○ 新入職 

● 深化STEM教育校本課程，讓學生將學習融入生活，透過協作解難，分享

成果，培養企業家精神  

○ 「小小科藝創建師」網絡計劃 (2022/23)  

○ 數學科STEM專題研習 

○ 資訊科技科四至六年級課程 

○ 三級專題研習 

● 各科利用網上學習平台，進行多元評估，並善用評估數據，改善教學策

略 

 



關注事項(二)： 照顧學生的福祉 (身心社靈-幸福感)，著重他們的全面發展

需要，透過不同的學習體驗/經歷，培養學生成為凡事「感

恩」及勇於「承擔」的「嘉諾撒好學生」。 

● 策略：各科在設計課業及活動時，配合「感恩、尊重、承擔」等主題， 

                     讓學生作不同學習體驗 

 

 

關注事項(三)： 讓教師的學習成為可視的思考過程 (making learning visi

ble)，提供機會讓教師展示學習設計的成果，提升學生的

學習成效。 

● 策略：展現教師學習的過程及成果，推動師生共賞文化 

○ 定期進行校內教學設計分享(同儕觀課) 

○ 參與校外課程發展支援計劃 

○ 舉辦教學觀摩及研討會 



姊妹學校交流報告書 

2021 /22學年 

 

學校名稱：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學校類別： 
*小學 / *中學 / *特殊學校  

(*請刪去不適用者) 
負責老師： 姚慧芬主任、黃秋霞老師 

 

本學年已與以下內地姊妹學校進行交流活動： 

1. 北京市海淀区永泰小學 

 

本校曾舉辦的姊妹學校活動所涵蓋層面及有關資料如下：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填上 號(可選多項)及/或在「其他」欄填寫有關資料)  
 

甲. 管理層面（*已舉辦 / *未有舉辦）(*請刪去不適用者) 

交流項目 預期目標 

編

號 
🗹 描述 

編

號 
🗹 描述 

A1 □ 探訪/考察 B1 □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A2 □ 校政研討會/學校管理分享 B2 □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A3 🗹 會議/視像會議 B3 □ 
交流良好管理經驗和心得/提升學校行

政及管理的能力 

A4 □ 
與姊妹學校進行簽約儀式/商討交流

計劃 
B4 □ 擴闊學校網絡 

A5 □ 其他(請註明) : B5 □ 擴闊視野 

   B6 🗹 建立友誼/聯繫 

   B7 🗹 訂定交流細節/ 活動詳情 

   B8 □ 其他(請註明) : 

 

管理層面  

達至預期目標程度 
C1 🗹 完全達到 C2 □ 大致達到 C3 □一般達到 C4 □ 未能達到 

  



乙. 教師層面（*已舉辦 / *未有舉辦）(*請刪去不適用者) 

交流項目 預期目標 

編

號 
🗹 描述 

編

號 
🗹 描述 

D1 □ 探訪/考察 E1 □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D2 □ 觀課/評課 E2 □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D3 □ 示範課/同題異構 E3 □ 建立學習社群/推行教研 

D4 □ 遠程教室/視像交流/電子教學交流 E4 □ 促進專業發展 

D5 □ 專題研討/工作坊/座談會 E5 □ 提升教學成效 

D6 □ 專業發展日 E6 □ 擴闊視野 

D7 □ 其他(請註明) : E7 □ 建立友誼/聯繫 

   E8 □ 其他(請註明) : 

 

教師層面  

達至預期目標程度 
F1  □ 完全達到 F2 □大致達到 F3 □一般達到 F4  □ 未能達到 

 

 

丙. 學生層面（*已舉辦 *未有舉辦）(*請刪去不適用者) 

交流項目 預期目標 

編

號 
🗹 描述 

編

號 
🗹 描述 

G1 □ 探訪/考察 H1 □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G2 □ 課堂體驗 H2 □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G3 □ 生活體驗 H3 🗹 擴闊視野 

G4 □ 專題研習 H4 □ 建立友誼 

G5 🗹 遠程教室/視像交流/電子學習交流 H5 🗹 促進文化交流 

G6 🗹 文化體藝交流 H6 🗹 增強語言/表達/溝通能力 

G7 □ 書信交流 H7 □ 提升自理能力/促進個人成長 

G8 □ 其他(請註明) : H8 🗹 豐富學習經歷 

   H9 □ 其他(請註明) : 

 

學生層面  

達至預期目標程度 
I1 🗹 完全達到 I2 □ 大致達到 I3 □ 一般達到 I4  □未能達到 

 

  



丁. 家長層面（*已舉辦 / *未有舉辦）(*請刪去不適用者) 

 (註 :學校不可使用姊妹學校計劃津貼支付家長在交流活動的開支) 

交流項目 預期目標 

編

號 
🗹 描述 

編

號 
🗹 描述 

J1 □ 參觀學校 K1 □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J2 □ 家長座談會 K2 □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J3 □ 分享心得 K3 □ 擴闊視野 

J4 □ 其他(請註明) : K4 □ 加強家校合作 

   K5 □ 加強家長教育 

   K6 □ 交流良好家校合作經驗和心得 

   K7 □ 其他(請註明) : 

 

家長層面  

達至預期目標程

度 

L1 □ 完全達到 L2 □ 大致達到 L3 □ 一般達到 L4  □ 未能達到 

 

監察/評估方法如下： 

編

號 

🗹 
監察/評估方法 

M1 🗹 討論 

M2 □ 分享 

M3 □ 問卷調查 

M4 □ 面談/訪問 

M5 □ 會議 

M6 🗹 觀察 

M7 □ 報告 

M8 □ 其他(請註明) : 

 

全年財政報告： 

編

號 

🗹 
交流項目 支出金額 

N1 □ 到訪內地姊妹學校作交流的費用 HK$ 

N2 □ 在香港合辦姊妹學校交流活動的費用 HK$ 

N3 □ 姊妹學校活動行政助理的薪金 (註:不可超過學年津貼額的20%) HK$ 

N4 🗹 視像交流設備及其他電腦設備的費用 HK$112,800 



N5 □ 交流物資費用 HK$ 

N6 □ 
在香港進行交流活動時的茶點開支(註:不可超過學年津貼額的2

%) 

HK$ 

N7 □ 老師的一次入出境簽證的費用(註:不可超過學年津貼額的1%) HK$ 

N8 □ 其他(請註明) : HK$ 

N9 🗹 學年總開支 HK$112,800 

N10 □ 沒有任何開支 不適用 

反思及跟進：  

 
 
 
 
 
 
 

編

號 

🗹 
內容 

 

 

 

 

O1 

 

 

 

 

 

🗹 
 

有關交流活動的層面 [如適用，請註明]  

        鑒於疫情的限制，兩地師生未能進行實體交流。 

  為打破侷限，兩地老師繼續透過網絡交流溝通，並安排兩地學生透過不同的活

動交流學習歷程。 

  香港學校在農曆新年前夕舉辦中華文化日活動，邀請姊妹學校學生透過表演片

段為香港學生送上新年祝福。在中華文化日的開幕禮中，姊妹學校合唱團為香港學

校演唱《我的梅花鹿》。另外，也藉著冬季奧運會在北京舉行，姊妹學校的舞蹈

團，為香港學生帶來冬奧舞蹈獻禮《冬季狂想曲》的精彩表演。讓兩地師生共同感

受節日的歡樂氣氛，同時也一起見證北京冬季奧運會的盛況。 

  此外，香港學生在參加校際朗誦節期間，亦得到姊妹學校老師的指導，進一步

提升普通話朗誦的技巧，增強學生參賽的信心。                                             

O2 🗹 

有關交流活動的形式/內容 [如適用，請註明]  

        學校透過不同的形式增加兩地師生交流的機會，共建姊妹學校的情誼，同時

亦透過交流活動拓闊學生的視野。                     

    
                                                 

O3 □ 
有關交流活動的時間安排 [如適用，請註明]  

      
                                              



O4 □ 
有關交流活動的津貼安排 [如適用，請註明]  

      
                                               

O5 □ 
有關承辦機構的組織安排[如適用，請註明]  

    
                                                 

O6 □ 
其他(請註明) : 

 

 

 

交流參與人次： 

編

號 

🗹 
層面 交流參與人次 

P1 □ 本校學生在香港與姊妹學校交流的人次 ______人次 

P2 □ 本校學生到訪內地與姊妹學校交流的人次 ______人次 

P3 🗹 本校學生參與交流的總人次 __900__總人次 

P4 □ 本校教師參與交流的總人次 ___    __總人次 

P5 🗹 本校學校管理人員參與交流的總人次 ___10__總人次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