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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錦泰小學 

二零二零／二零二一年度校務報告 

學校簡介 
本校為保良局屬下小學，原名保良局總理聯誼會第四小學上午校，創校於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九四
年四月，因慈雲山屋邨重建關係，由教育局(前教育署)安排遷址新蒲崗，易名為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上午校。於二零零二年九月本校易名保良局錦泰小學，並遷往慈雲山蒲崗村道學校村全新「千禧校
舍」轉為全日制辦學。本校為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之聯繫小學，創校以來，一直秉承保良局辦學
之宗旨及優良傳統，透過全校教職員的努力及家長的支持去達成目標，追求卓越。 

 

辦學宗旨 

1. 秉承保良局「保赤安良」的宗旨，為莘莘學子提供優良的教育服務。 

2. 開辦各類型非牟利學校，辦學方針和政策以社會利益為最大依歸。 

3. 以「愛、敬、勤、誠」為屬校校訓，為學生提供充實知識、訓練技能及鍛鍊體格的機會，亦著重培
養學生優良的品格，高雅的情操及正確的人生觀，以達致「德、智、體、群、美」五育之均衡發展。 

4. 保良局屬校校董會是沒有政治、宗教背景的辦學團體，在不影響教學秩序及不抵觸法律的大前提
下，各種思想、見解、宗教都可在校內共同存在。 

5. 鼓勵學生關注及參與社會服務，培養對國家和民族的感情和責任感，對事物採取客觀開放的態度。 

學校使命                         學校管理  
「以學生為本，發展全人教育」            法團校董會的成員如下： 

本著「因材施教」的精神，讓學生在充滿愛心與關
懷的環境中愉快地學習，從而建立積極與正確的人
生觀，懂得愛己、愛人、愛校、愛國。 

 

教職員資料  

1.編制 
本校編制內及編制外合共 61 位教師，包括
校長、 2 位副校長、 9 位主任、 1 位圖書館
主任、 1 位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 2 位以
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及 1 位專任普通話
教師。本校亦設有 1 位駐校社工、1 位言語
治療師及 1 位教育心理學家。  
 

2.校長及教師學歷  
本校 100%教師持有專業教師資格，逾 95%
持有學士學位、逾 31%持有碩士學位。所有  
英文科及普通話教師已達到相關語文能力
要求。                                3.教師的教學經驗 
                                       

 

 

 

 

 

    

 

 
 

 1/4/2020 – 31/3/2021  1/4/2021 – 31/3/2022 

總校監 
何超鳳女士 

(保良局主席兼屬校總校監) 
總校監 

林潞先生 

(保良局主席兼屬校總校監) 

校監 龐盧淑燕女士,BBS (辦學團體校董) 校監 
劉陳小寶女士,BBS, JP  

(辦學團體校董) 

校董 陳黎惠蓮女士     (辦學團體校董) 校董 陳黎惠蓮女士   (辦學團體校董) 

 李何芷韻女士     (辦學團體校董)  李何芷韻女士   (辦學團體校董) 

 王倩儀女士,BBS,JP(辦學團體校董)  
王倩儀女士,BBS,JP 

(辦學團體校董) 

秘書 劉志聰先生       (辦學團體校董) 秘書 劉志聰先生     (辦學團體校董) 

司庫 歐華國先生       (辦學團體校董) 司庫 歐華國先生     (辦學團體校董) 

 陳可恩女士   (替代辦學團體校董)  黃慧欣女士     (辦學團體校董) 

 黃慧欣女士   (替代辦學團體校董)  陳可恩女士 (替代辦學團體校董) 

 梁玉燕女士           (教員校董)  朱詠琴女士        (教員校董) 

 朱詠琴女士       (替代教員校董)  梁玉燕女士    (替代教員校董) 

 何駿康先生           (家長校董)  許樂民先生        (家長校董) 

 許樂民先生       (替代家長校董)  何駿康先生    (替代家長校董) 

 溫志標先生           (獨立校董)  溫志標先生        (獨立校董) 

   吳嘉慧校長  (當然校董)註冊中 

0

10

20

30

40

50

60

0-4年(10人) 5-9年(1人) 10年或以上(50人)

2020-2021年度教師的教學經驗



2 

 
4.教師的專業發展 
 

2020-2021年度，本校舉辦及參與了 6次的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包括﹕ 

1. 舉辦由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謝永祥博士主講的「小班教學到校教師發展工作坊」。 

2. 舉辦由郭翰琛先生(香港園藝治療協會註冊園藝治療師)主持的「園藝治療」。 

3. 參與由保良局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數學科)主辦的分享會，主題為網課攻略(二)。 

4. 參與由保良局主辦的小學教育研討會，主題為「精神健康抗『疫‧逆』力」。 

5. 音樂科舉辦的「筆試錄音製作工作坊」。 

6. 電腦科舉辦的「Cool Think@JC 計畫編程工作坊」。 

 

備註﹕受新型冠狀病毒停止面授課堂影響，2020年 9月及 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4 月期間，大部分

校內外交流活動及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活動均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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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主要學習領域的課時 

 

 

 

 

 

 

 

班級編制與學生人數  

級  別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總  數 

班  數 5 5 5 5 5 5 30 

男生人數 86 74 78 87 78 86 489 

女生人數 67 70 81 69 80 77 444 

學生總數 153 144 159 156 158 163 933 

(1) 一年級至三年級隨機分班。 
(2) 在三年級增設一班語文增值班，部分英語能力稍遜的學生在英文課進行抽離小班教學。 
(3) 在四至六年級能力稍遜班設小班；中、英、數三科各由兩位老師分小班教學。 

 

上課日數及出席率  

2020-2021年度上課日數(包括面授課堂及視像課堂)共 190 天。學生出席率為 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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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發展工作計畫檢討 

I.學校發展 
項目 整體檢討 評估、檢討及反思 

1 優化及改善校園設施 1.由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開始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而停止面授課堂

及四月中旬後以半日制形式上課，所以「移動學習教室」、「錦茵

綠悠悠地帶」等相關的校園設施工程均有所延後，故此配合設施

的課程亦未能開展。 

2.學校已盡量在有限的時間及空間下開展相關工程及預備配合設施

施教的教材。期望下學年能在正常的學習環境下繼續推展相關的

工程及課程。 

建議﹕ 

1.下學年善用新的設施及設備，推展相關的課程及活動，讓學生可

以從活動中學習。 

2.因應計畫及課程發展的需要，添購合適的設備配合學校發展。 

 

2 重整各科課程比重、課

時及評估安排 

1.時間表小組會在二零二零年十月回復面授課堂期間曾召開一次會

議，討論新上課時間表的規畫。不過，由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開

始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而停止面授課堂及四月中旬後以半日制形

式上課，學校要優先處理視像課堂學習事宜及復課後各項安排，

故未能再安排時間處理新上課時間表的規畫。 

建議﹕ 

1. 在下學年完成新上課時間表的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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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課程發展 
項目 整體檢討 評估、檢討及反思 

3 持續提升學生運用兩文

三語的能力 

1.中文科、英文科及普通話科透過多元化的語文教材能有效提升學

生對語文的學習興趣及能力。 

2.由於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而停止面授課堂，令部分課程及活動未

能依原定計畫施行，或以視像形式進行，惟以視像形式進行的課

堂或活動，運作上有限制，成效有待提升。 

建議﹕ 

1. 待恢復面授課堂後，宜增加學生以英語、普通話交流的機會，持

續提升學生運用兩文三語的能力，尤其是口語的能力。 

 

4 進一步加強照顧學生多

樣性 

1.新冠病毒疫情持續，學生進行視像課堂，令部分課程及活動均未

能推展。另外，視像課堂亦拉闊了學生的學習差異。 

2.適異性教學能有效照顧不同能力、學習需要的學生。 

3.小班階段性學習評估能反映學習能力稍遜學生的學習情況，幫助

老師適時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通過持續有恆的評估，能幫助學

生培養試前溫習的良好習慣。 

建議︰ 

1.下學年進行集體備課，各科科任老師宜優化課堂設計及適異性教

學，配合小班教學六大原則，以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2.適異性教學能結合「以人為本」的原則，針對學生不同需要，宜

推展至不同科目。 

3.根據教學進度及學生學習需要，持續優化四至六年級小班的階段

性學習評估。 

4.各科組宜繼續聚焦發展中的重點項目。 

5.為照顧學生的多樣性，善用 Google Classroom 學習平台，發展

多元化的課業。 

 

5 發展科學及科技教育 1.新冠病毒疫情影響而停止面授課堂，復課後又不能進行分組活

動，令 STEM教學及活動受到不少影響。 

建議﹕ 

1.需考慮疫情持續影響下要作出應變，下學年繼續推展科學與科技

探究活動，並研究在防疫之下的替代方案。 

2.規畫資訊科技縱向課程，以配合校本 STEM課程的發展，並在四年

級開始分階段推展 CoolThink@JC 計畫至六年級，發展學生運算

思維。 

3.學生資訊素養有不足地方，因此建議下學年加強發展資訊素養課

程。 

4.全體學生及老師已能透過 Google for Education 平台進行學與

教，未來將繼續善用此學習平台，發展多元化的課業及照顧學生

學習需要。 

5.工作坊及教學影片能夠有效提升老師於資訊科技教學的專業發

展，下學年繼續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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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學生發展 
項目 整體檢討 評估、檢討及反思 

6 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

態度與能力 

1.各科組於第一學段(二零二零年九月至十一月)停止面授課堂前已

進行科本的獎勵計畫，部分更是屬自學的紀錄計畫。學生均積極

參與及投入，對學生起積極作用及提升其積極性。 

2.學生參與校內、校外的活動及比賽能讓他們運用所學及擴闊個人

視野。在比賽及活動中，有助提升學生成就感、自信心，亦能培

養學生主動學習的態度與能力。 

3.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部分的活動及比賽未能如常進行。另外， 

學生亦因長期留在家中學習，學習態度較散慢。 

建議﹕ 

1. 持續透過不同的活動及比賽，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態度與能力。 

 

7 提升學生抗逆力 1.活動組、訓輔組、支援組、圖書組及視藝科透過不同的活動提升

學生的抗逆力及培養學生正向的思維。惟因新冠病毒疫情影響，

以致部分活動需要取消。 

2.在疫情影響下，整體學生的社交及面授學習機會減少，未能投入

學校的學習生活，部分學生的學習態度轉趨懶散。 

建議︰ 

1.下學年繼續推行相關的課程及活動，培養學生積極學習及投入學

校生活的正面態度，並提升學生的抗逆力。(效能感、歸屬感、樂

觀感) 

2.持續推行家長教育，教導家長提升子女的抗逆力，幫助家長建立

良好的親子關係，加強家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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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政及科組工作評估 

1. 課程及學科活動 

a.課程發展 

項目 課程計畫名稱 內   容 評估及反思 

1 

 

 

 

 

 

 

 

 

 

 

 

 

 

 

 

 

 

 

 

優質教育基金──

「科、樂、動」計

畫 

 

 

 

 

 

 

 

 

 

 

 

 

 

 

 

 

 

 

1. 優化校園設施，營造一個便  

利學生接觸科學與科技的

學習環境，藉以提升學生對

科學與科技的興趣及好奇

心。 

2. 規畫科學與科技的校本課

程，培養學生正確的科學探

究態度與技能，並為具潛力

的學生提供資優培訓，培養

他們綜合應用科探能力作

為創新解難的工具。 

3. 舉辦多元化科學與科技學

習活動，讓學生動手進行實

作的科學與科技學習，以內

化學生正確的科學探究態

度與技能。 

4. 成立科學與科技教育統籌

小組，透過集體備課、協作

教學、經驗分享及教師培

訓，提升教師的科學與科技

教學效能。 

5. 以家校合作形式舉辦親子

活動或工作坊，推動學生學

習科學與科技。 

1. 原定 2019-2020年度完成的工程，惟因受新冠

病毒疫情影響，已向優質教育基金申請計畫延

期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以便完成相關工程。 

2. 計畫內的建設大部分已完成，尚餘二樓科樂園

地板工程未完成，將於二零二一年十月完成。 

3. 科學科技課程及活動將繼續在常識科課堂內推

展。惟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加上恢復面授課

堂後的防疫措施所限，大部分實體操作活動未

能完成，但相關活動已完成設計，如三年級「冷

和熱」單元為科探主題，課堂要學生運用設計

循環概念進行兩個主題活動──轉動的「雨傘」

和保溫瓶。期望於下學年恢復面授課堂後可以

逐步展開相關活動。 

 

 

2 

 

 

優質教育基金──

「360移動學習教

室」計畫 

All-round 

Maneuverable 

Classroom 

 

1. 改建學校教室，增購資訊科

技設施和設備，為學生提供

「可移動」、自由及靈活的

學習環境。 

2. 參與計畫的老師進行備

課，設計教學活動及計畫，

進行各科及跨科的主題式

教學。 

3. 與校內及校外老師進行觀

課及研討。 

1. 由於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在工程及教學安排

方面均受延誤。此外，部分科目亦因改用其他

出版社教科書而需修訂計畫內的課題。中文

科、英文科、常識科、圖書科及負責專題研習

相關老師已開會商討。期望於下學年能利用虛

擬實境(VR)、擴增實境(AR)等元素融入課堂，

從而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照顧學生的多樣

性。 

2. 負責老師已在本學年按修訂課題搜尋了相關的

網上教材，惟部分課題或需自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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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課程計畫名稱 內   容 評估及反思 

3 

 

 

 

 

 

 

 

賽馬會喜伴同行計

畫──支援自閉症

學生試驗計畫 

 

 

 

 

 

1. 為有自閉症的學生提供小

組訓練及教師培訓。 

2. 為相關的家庭提供諮詢服

務及家長教育。 

3. 為教職員舉辦自閉症工作

坊。 

   

1. 計畫由香港耀能協會與本校協辦，協會導師會

到校為自閉症學生開設四個治療小組，每組四

至六人。A組及 B組支援三至六年級的自閉症

學生，已按計畫完成；C組及 D組亦已在二月

開始以視像課形式進行，為一至四年級有自閉

症學生提供小組訓練。小組運作大致流暢，導

師運用活動及遊戲形式，爲學生提供針對性的

訓練，讓學生能持續改善情緒行為及提升社交

溝通的能力。 

4 食物及衞生局醫療

衞生研究基金──

「運動小跳豆訓練

研究計畫」 

1. 透過系統性帶氧訓練，提升

自閉症學生的運動能力、專

注力、學習及社交能力、減

少進行重複行為。 

2. 培養自閉症學生的良好生

活習慣。 

3. 提升相關家長對培養子女

養成定時做運動的意識。 

1. 本學年原定繼續與香港教育大學協辦「運動小

跳豆」計畫（親子），支援八位二至四年級自閉

症學生，但該計畫的活動必須以面授形式進

行，故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而取消。 

2. 研究人員已分別在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及四月

二十日為曾參加活動的學生進行最後一次評

估。 

5 教育局「學生大使

積極人生」計畫 

1. 協助學生建立積極人生觀，

尊重和愛惜生命。 

2. 強化學生解難的能力，提升

生命力。 

3. 促進朋輩之間的正向互

動，讓「學生大使」成為朋

輩的守護者。 

1. 由於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餘下的校外課程已

由校外專業人員分別在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七

日、十二月十七日及二零二一年一月六日下午

透過視像形式完成，學生都能積極參與。 

2. 疫情期間，訓導主任透過設立網上平台與相關

學員進行溝通。學生能掌握抒發情緒及與人相

處等技巧。 

3. 待疫情緩和，將邀請「和平大使」於學校應用

所學技巧。 

6 

 

 

社聯「讓」基金 

──`Yes,I can!’ 

學習能力提升計畫 

 

 

 

1. 提升學生學習英語的信心。 

2. 培養學生自學能力。 

3. 建立學生的學習興趣。 

4. 加強學生在「聽、說、讀、

寫」四方面的學習。 

 

1. 因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及半日制上課關係，未

能按計畫進行活動。 

2. 本學年外籍老師為學生製作了自學視頻，以便

計畫成員能掌握向一年級生進行 Phonics拼音

故事書的教學技巧。在恢復面授課堂後，老師

已與負責學生一同觀看相關視頻，並進行了為

期一周的課程。 

3. 餘下的四節戲劇課由於已相隔多時，學生難以

重新學習劇本內容，故戲劇公司改為提供戲劇

欣賞活動取代實踐活動。戲劇欣賞活動在學生

恢復面授課堂後已進行，活動令學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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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課程計畫名稱 內   容 評估及反思 

7 語常會「促進小學

英語學習津貼計

劃」(PEEGS) 

 

1. 透過進行課程規劃及推行

新校本課程措施，進一步豐

富學校的英語環境，以促進

英語學與教。 

2. 「小小英語探險家」── 

以體驗學習為主要學習模

式，讓四年級的學生在真實

的情境中，活學活用英語。 

3. 「校本英語說話課程」 

── 加強訓練四年級的學

生以英語推行口頭匯報及

情境對話，以提升學生英語

說話表達能力。 

1. 四年級的科任老師及 PEEGS的計畫老師共同規

畫和設計八個校本英語說話課的學與教教材。 

2. 計畫進一步豐富了英語學習環境，增加了學生

多說英語的機會。老師亦善用多元化資訊科技

教材，設計與學生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學與教

說話活動，令學習富意義和生活化。 

3. 老師通過多媒體資源和課堂演示，教授了「甚

麼是口頭匯報」、「匯報三步曲」及「匯報的元

素」三個部分。課程內容循序漸進，逐步引導

學生認識重點主題詞匯和句式，幫助學生進行

充實的口頭匯報。 

4. 學生進行了「我的喜好」、「我的同學」及「我

最喜歡的食物」三個主題活動。老師透過充足

的回饋讓學生修訂文稿，完善自己的匯報內

容。 

5. 由於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學生到西餐廳點餐

的活動取消了。為了提高學生的參與度，學生

進行角色扮演。學生需要設計自己的菜單，並

就他們自設的內容進行交流。通過是次計畫，

四年級學生說英語的信心和能力均有提升，特

別在流暢度和語調有顯著的進步。 

8 保良局李兆忠優質

教育基金「錦茵綠

悠悠地帶」計畫 

1. 配合常識科各級教學內

容，學生實地進行學習。 

2. 在植物資訊長廊用平板電

腦掃描二維碼(QR Code)認

識不同的植物。 

3. 設計環保壁畫，提醒學生活

出環保生活的重要性。 

1. 全校學生及家長教師會代表參與「熱愛校園‧

熱愛自然」環保馬賽克壁畫工作坊，將於二零

二一年十一月完成「錦茵」小草地的牆壁鋪砌

工程。 

2. 植物資訊長廊兩旁的花槽種植了配合常識課程

的灌木和多肉植物；操場種植八棵喬木；更換

小草地籬笆及種植攀援植物。有關植物的二維

碼已經完成。 

9 

 

 

 

 

 

 

 

 

 

 

 

香港藝術發展局藝

團與學校伙伴計畫

「小小建築師 The 

Smarchitects」 

 

 

 

 

 

 

 

1. 獲香港藝術發展局贊助，與

藝術團體「間築社」配對合

作。 

2. 「間築社」為學校舉辦一系

列與建築相關的藝術活

動，讓學生認識建築設計行

業，並加強對社區的認識和

關懷。 

1. 本學年安排二及三年級的低少菁學生參加，因

此活動內容須作修訂，通過遊戲學習知識。已

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七日至十二月十六日期間以

視像形式及 Google Classroom 進行了八堂課

程。 

2. 課題多為學生較少接觸的建築理論，如建築物

的立面、平面和切面、三角桁架、包豪斯風格

的建築設計等，內容雖深，但能增廣見聞。學

生均有積極參與，努力製作建築模型。 

3. 因疫情停止面授課堂關係，展覽改為網上進

行，並由藝團間築社出版學生作品集，派發予

參與學生及藝發局作留念及記錄之用。 

4. 藝發局發出的「小小建築師」兩期活動的資助

金額(學校資助部分)已用於訂造視藝作品展示

櫃及兩座大型紙櫃。三組櫃將於下學年開始使

用，期望能解決多年來存放視藝科物資空間不

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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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課程計畫名稱 內   容 評估及反思 

10 香港悠揚「藝術．

音樂」校園及社區

拓展計畫 

1. 藝術家到校為學生舉辦視

覺藝術工作坊。 

2. 透過舉辦一系列的藝術創

作活動及音樂交流活動，以

宣揚藝術及音樂。 

3. 十所參與學校於年終舉辦

藝術及音樂交流匯演。 

1. 計畫內的大部分活動於 2019-2020年度完成，

聯校匯演因疫情關係而取消。 

2. 已分別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及十一月

二十九日舉辦兩次藝術家到校工作坊，其中一

次優先讓高少菁校隊成員參與，而另一次則公

開讓四至六年級學生報名參加，反應踴躍。 

3. 是次工作坊的創作媒介為拼貼藝術，主題為「未

來人/未來交通工具/時光旅行」，學生較少接觸

拼貼藝術；由於拼貼藝術不需過於著重繪畫技

巧，能鼓勵學生天馬行空地聯想，學生十分享

受創作過程。 

4. 因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悠揚‧藝術展覽會」

及原定於六月分舉行的聯校藝術音樂交流會取

消。 

11 保良局粵劇發展基

金──「粵劇多面

體-梨園學子成一

才」校園粵劇持續

發展教育計畫 

1. 為學生提供全方位粵劇普

及課程及體驗活動，持續深

化學生對粵劇的認識和拓

闊他們的藝術視野。 

2. 增設鑼鼓訓練班。 

3. 與其他屬校進行交流活

動，建立同儕間互相欣賞及

鼓勵文化，共同分享粵劇箇

中樂趣。 

4. 鼓勵學生將所學回饋社

會，關懷別人，以粵劇聯繫

人與人之間關愛之情。 

參加保良局與香港八和會

館合辦的「小學粵劇培訓

班」。 

1. 本校獲撥款五萬元推行校本粵劇計畫「粵劇多

面體──梨園學子成一才」。資源主要用於聘請

導師為五年級學生進行粵劇體驗課及下學期周

五活動課粵劇培訓。 

2. 已經進行各課程的報價，並已購置鑼鼓樂器。 

3. 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本學年所有粵劇體驗

課、周五活動課、鑼鼓班、粵劇班、粵劇匯演

均取消。計畫將順延一年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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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課程計畫名稱 內   容 評估及反思 

12 Cool Think@JC 賽

馬會運算思維教育

計畫 

 

1. 在線上學習平台取得學與

教的材料。 

2. 關於校本課程開發的電腦

設施和基礎設施。 

3. 有關編程教學的教師專業

培訓。 

4. 專業團隊到校透過備課和

觀課進行交流。 

5. 提供教學助理協助課堂推

行。 

6. 由網絡學校提供親子工作

坊。 

1. 計畫為期三年，賽馬會及教育大學提供資源、

課程及支援人員供校方在四年級至六年級推行

編程教育。訓練學生的運算思維能力及數碼創

意。 

2. 十月已在四年級開始運算思維課程，因受新冠

病毒疫情影響，改為以視像形式進行。 

3. CoolThinkk@ JC團隊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六

日到校進行觀課，授課老師為廖俊承老師及楊

國康老師，課題為「跳舞派對」，主要教授序列、

事件及重複三個運算思維概念。四年級科任老

師以兩套教案教授當天課程，分別為直接按計

畫建議教學流程施教及加入校本教學元素，課

堂後團隊與相關老師進行了課堂討論及反思交

流教學心得。團隊認為授課老師都準備充足，

對掌握運算思維教育的教學已相當流暢，看到

老師對編程技巧亦都十分熟習。在分享部分，

能提升學生運算思維實踐與視野的理解。團隊

建議老師可更具體地說明有關的教學概念及相

關作用。在讓學生分享時，亦可具體說明學生

如何好，在教學時可更強調相關的編程概念如

何與日常生活中聯繫。在學生分享時，亦可為

他們訂立標準。總括而言，教學時應盡量讓學

生明白所學的概念，可運用於甚麼地方，將相

關運算思維概念清楚地向學生說明。 

4. CoolThink@ JC團隊認為本校學生有能力透過

課文內容，自行完成編程(To Code)部分。因

此，建議校方在進行視像課堂時，可多集中與

學生討論相關概念，如何思考(To Think) 及如

何反思(To Reflect)部分。遇到學生有問題

時，再於視像課堂中討論及觀摩別人的優點。 

5. CoolThink@ JC團隊於五月上旬到校探訪及觀

課，計畫的兩位代表到校與吳校長、朱副校長、

李主任及楊老師進行交流，並參與 6A班 App 

Inventor2 試教的觀課，團隊亦於課後與相關

老師作討論與分享。 

6. 四年級學生已於六月完成專題習作，學生利用

Scratch製作一個動畫或賀卡，第三段考後已

完成匯報。 

7. 四年級的學生按計畫要求完成後測，而三年級

學生也進行了前測。 

8. Coolthink@JC賽馬會運算思維教育計畫撥款

用作添置運行 Andriod系統的平板及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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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課程計畫名稱 內   容 評估及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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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足球發展基

金──「GOAL GOAL 

EVERYWHERE」 

 

 

 

 

 

 

 

1. 以 SPARQ Training System 

及 FUSTAL 概念，於訓練中

混合使用，提升隊員的體能

及技術； 

2. 在網上平台向家長推介不

同的球賽、安排家長免費觀

賞本地職業聯賽及國際

賽、鼓勵家長出席隊員訓練

及觀賞校隊比賽； 

3. 於體育課進行「快練足球體

育課」； 

4. 舉行「足球嘉年華」，讓初小

學生更早接觸足球活動； 

5. 舉辦「班際男子足球賽」。 

1. 足球校隊 A隊由二零二零年十月至二零二一年

一月進行了九次視像課堂，每堂一小時，共有

兩位教練、十七位學生。課堂內容包括球賽分

析，球例認識及足球理論。教練把動作示範攝

錄下來，在家長群組發放，讓學生在餘暇觀看

及練習。足球校隊 B隊訓練內容與 A隊相約，

上課時間由二零二零年十一月至二零二一年一

月，進行了七次視像課堂，每堂一小時，由一

位教練訓練五位學生。二零二一年二月至五月

足隊 A隊及 B隊合併上課，共十二節。 

2. 視像課堂進行至二零二一年六月考試前，由於

校方暫未能提供實體足球課，因此派發問卷訪

問家長對視像課堂的意見。結果顯示家長較喜

歡實體課，因此決定暑假不開設視像課堂，而

鼓勵他們報名教育服務中心所開設的足球興趣

班或坊間的實體足球訓練班。 

3. 由於新冠病毒疫情影響計畫的推展，計畫將順

延一年推行。 

14 保良局挑戰．欖．

求計畫 

 

1. 進行欖球示範課，由香港

欖球總會派出教練到校執

教特定級別之體育課堂，

每班三節。 

2. 組織欖球校隊，由香港欖球

總會派出教練到校執教校

隊，培訓有潛質的學生，帶

領學生參與校外活動或比

賽，讓學生發展潛能。 

 

1. 計畫由保良局及香港欖球總會合辦，屬全港首

次進行的「欖球共融」計畫，計畫原定安排本

校欖球校隊參與，因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活

動內容作出相應修改，特意選出 6B班學生參

與，活動與保良局陳麗玲(百周年)學校的學生

一起進行視像課堂，互相交流，共同學習。 

2. 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保良局派工作人員到

校與 6B班的同學進行訪問，並拍攝「LALA 

Dance」跳舞片段。 

3. 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於保良局陳麗玲(百

周年)學校安排「FUN享會」，有多位嘉賓出席。

6B班的學生於本校禮堂以視像形式參與活動，

回顧兩年間進行過的節目。 

15 保良百·錦欖出友

情計畫 

1. 與保良局陳麗玲(百周年)

學校的學生一起進行共融

欖球課訓練，由香港欖球

總會派出教練執教。 

2. 進行欖球同樂日，讓主流

學校學生加深了解特殊學

生的需要，進一步提升團

隊合作的能力。 

3. 進行共融欖球比賽，將兩校

同學組成混合隊，互相對

賽，展現團隊合作的體育精

神。 

1. 「保良百錦欖出友情」視像共融欖球課堂第一

節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五日的體育課內順利完

成，當日兩校學生在禮堂的大熒幕下一同進行

視像欖球課活動，由香港欖球總會教練帶領，

互相交流，共同學習，效果良好。 

2. 原定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四日進行的「視像聖

誕派對」，因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而停止面授課

堂，故取消了當天活動，已於復活節放假前進

行「視像復活節派對」，而第二節課堂則取消。 

3. 恢復面授課堂後，餘下的課堂已於二零二一年

四月二十二日、五月二十七日及六月二十四日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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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課程計畫名稱 內   容 評估及反思 

16 保良局郭羅桂珍美

麗傳承乒乓球發展

基金──快樂乒苗 

 

1. 於二至三年進行「快樂乒

苗」乒乓球課，及早教授正

確的技巧及挑選精英。 

2. 成立高、中、低年級校隊，

逐步篩選，發掘及培育菁

英。 

3. 舉辦及資助學生參與境外

集訓，進一步提升體能及技

術，擴闊眼界。表現優秀者

更獲額外資助，參與小組或

專業教練作個人訓練，學習

高習次之技術。 

4. 舉辦不同類型的乒乓球活

動和比賽，讓學生能常接觸

此運動，提升興趣及提拔具

潛質學生。 

1. 因新冠病毒疫情影響，原定於本學年在二、三

年級進行的兩節「快樂乒苗」乒乓球課、小息

乒乓球活動、乒乓球校隊練習、「班際乒乓球比

賽」及「錦泰盃乒乓球比賽」全部取消，計畫

將順延一年推展。 

 

 

b.全方位體驗學習 

項目 課程計畫名稱 內   容 評估及反思 

1 

 

全方位體驗學習日 

 

「全方位體驗學習日」已於二

零二一年七月九日進行，活動

綜合了文化日的表演活動、閱

讀 360活動及 STEAM 學習活動： 

1. 糖畫：校方邀請了糖畫大師

──高曉明先生以視像形

式進行表演，內容包括糖畫

的歷史和發展、即場表演藝

術示範及於活動後製作禮

物予學生。 

2. STEAM 活動： 

一至三年級製作鑽石燈，了

解光的折射原理；四至六年

級製作水母燈，了解廢物利

用及循環再造的重要。 

3. 圖書導讀課： 

透過閱讀《很像海洋的

海》，明白保護海洋生物的

重要，培養學生保育的意識

及同理心。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本年度的全方位體驗學習

日與閱讀 360活動合併，於同一天舉行，活動如

下： 

1. 糖畫示範──主題內容適合學生觀賞，大部分

學生很感興趣，以糖畫作禮物很受歡迎。導師

講解清晰，表演吸引。個別課室因網絡問題，

影響直播效果。建議可由課室老師於適當時間

代導師發問問題。 

2. STEAM 活動──當天由導師到校以視像形式進

行跨級學習活動，以視覺藝術配合光的折射原

理，學生運用本地手作廠的水樽製作鑽石燈及

水母燈。部分班別因網絡問題影響效果，老師

需自行講解。建議可著重進行科學探究元素的

學習活動，啟發學生對科學、科技的興趣和潛

能。 

3. 圖書導讀課──選材理想，內容感人。大部分

學生能理解內容，並表達意見，惟個別學生或

未能深入明白當中的含意，需要老師進一步講

解。 
 

2 

 

教育營 

 

/ 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本學年的四至六年級教育

營取消。 

3 遊學團 / 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本學年的遊學團取消。 

4 特色課程 「小腳板‧中國心」 

及「創‧藝夢飛行」 

1. 「小腳板‧中國心」因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

未能如期進行。 

2. 「創‧藝夢飛行」因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未

能如期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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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課程計畫名稱 內   容 評估及反思 

5 專題研習 1. 一年級 

數學：平面圖形 

2. 二年級 

英文：節日 

3. 三年級 

中文：香港遊蹤 

4. 四年級 

常識：飛躍的紙蜻蜓 

5. 五年級 

中、數、常、電： 

電動爬山車 

6.六年級 

中、數、常、電： 

小小設計師 

1. 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本學年只有一年級、二

年級及三年級分別於數學科、英文科及中文科

課堂內進行專題研習活動。 
2. 配合防疫措施，減少小組及跨班活動，於專題

研習流程中取消了合作學習活動，但學生表現

仍非常積極，投入參與，並能運用所學，完成

創意及解難部分。 
3. 三年級原定「香港遊蹤」的主題活動因受新冠

病毒疫情影響，改為「中國名人介紹」。學生

透過不同媒介搜集資料，進行研習及分享，作

品及成效理想。 
4. 四至六年級原定以科學探究為主題的跨學科專

題學習活動因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及半日制上

課時間所限，未能依計畫進行活動。 

6 

 

 

全方位體驗學習活

動： 

常識科 

 

 

1. 為配合各科教學內容，校

方安排不同年級舉辦外出

參觀活動，並於活動後以

小組討論、專題研習或匯

報形式分享所學作延伸。 

1. 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本學年不少參觀活動取

消，只有五年級參加了由港燈提供的「智惜用

電生活廊」虛擬導賞團。雖然學生未能親身參

觀發電廠，但透過虛擬導賞團，學生能明白發

電的原理、香港發電廠的運作情況，同時也能

觀看「風采發電站」。 

7 文化日 「文化日」已於二零二一年二

月八日進行，讓學生從遊戲及

體驗中學習中華文化： 

1. 全班活動： 

a. 觀看賀年影片 

b. 學生表演 

c. 集體遊戲 

2. 摺紙活動 

3. 主題式大課： 

a. 「牛」冷知識 

b. 漢字發展 

c. 中華文化圖書分享 

 

 

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本學年的「文化日」改以視 

像形式進行。為提升班本的凝聚力，部分活動加入 

班主任參與，摺紙部分更多加一位科任老師一同帶 

領活動。 

當天活動共分為三節進行： 

1. 全班活動： 

賀年片段──師生均有驚喜。學生及家長早前

亦踴躍參與，拍下賀年片段，學生看見自己班

的同學出現在片段中，非常高興。  

學生表演──各班因應班本情況邀請學生作才

藝表演。 

急口令──由本校言語治療師錄製了兩個片

段，透過急口令學習正確發音的方法，學生投

入及感興趣。 

2. 摺紙活動： 

各班分兩組進行，並於 Google Classroom 發放

延伸學習影片。老師表示學生喜歡摺紙活動，

但低年紙的廁紙筒質地太厚，很難剪開，需家

長協助才能完成。而高年級的摺紙活動，「牛身」

的摺法有一定難度，學生和部分老師都感到困

難，建議可先教學生摺「牛頭」，然後再重複觀

看教學片段，在閒餘時間完成。部分老師要求

學生完成作品後，作為家中的新年擺設及拍照

交給老師，效果良好。 

3. 兩級大課： 

由朱副校長及李主任帶領進行跨級大課，為學

生主持「不一樣的牛」、圖書組推介《財神》及

「牛字的由來」主題講解。學生表現專心投入，

互動性強，於投票活動中表現雀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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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內評估 

為配合校本課程的需要及擴闊學生的學習空間，以提高學與教的效能，學校全學年只設三次考

試。2020-2021年度，因應教育局宣佈學校暫停面授課堂，為了鞏固網上學習及協助學生逐步適應

面授課堂，校內評估作以下特別安排： 

第一段考：一至二年級進行「網上進展性評估」，老師以視像形式實時朗讀題目，學生在家中完成評

估；三至六年級考試模式及考核範疇不變。 

第二段考：一至五年級取消中文作文、英文聆聽及說話、音樂、體育及普通話考試，只考核中文(讀

本)、英文(讀本)、數學及常識四卷；六年級(呈分試)考試模式及考核範疇不變。 

第三段考：一至六年級考試模式及考核範疇不變。 

 

    網上學習及課業安排 

本學年暫停面授課堂期間，全校老師以視像形式進行實時網上教學，以支援學生在家中持續學

習。除視像課堂外，老師定時在網上學習平台(Google Classroom)發佈學習材料及課業，鞏固學生

學習。課業方面，除實體課業外，老師提供多元化的網上課業，例如：網上閱讀材料、「翻轉課室」

影片、表單(Google Form)、Kahoot、網上評估系統、視聽及説話訓練和配合課本學習重點而設計的

網上課業等。老師透過學生的視像課堂表現和課業了解學生對學習重點的掌握，再靈活調節網上教

學的進度及深淺程度。 

為鼓勵學生在網上學習期間積極學習及遵守課堂要求，校方增設 Grandmont Zoom 學習獎勵計

畫，獎勵學習態度和表現良好的學生。 

2021年2月，教育局宣布學校可安排特定數目學生回校進行面授課堂。為加強支援六年級學生

預備升中，六年級學生持續回校進行面授課堂；一至五年級學生輪流回校進行面授課堂。為了儘快

讓全校學生回校進行面授課堂，本校全體教職員於3月底前完成 2019冠狀病毒病檢測並取得陰性結

果證明，校方隨即向教育局申請全校學生恢復半日制面授課堂。結果，復活節假期後(4月12日)，全

校學生便恢復面授課堂。老師因應學生第一及第二段考表現，適切地調節面授課堂的教學安排，以

協助學生儘快適應面授課堂及享受校園生活。 

 

學生在中文科、英文科、數學科及常識科四科中的整體表現如下： 

 

中文科： 

    本學年部分時間老師以視像課堂形式進行教學，運用不同的教學策略、善用網上平台，如視像

分組功能、影音功能等以維持學生學習的興趣及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整體來說，學生在本學年的

進展性及總結性評估均表現良好。 

 

在閱讀範疇方面，學生能掌握閱讀策略，低年級的如﹕意群閱讀法、四何法、形旁聲旁等，但

對運用上文下理推斷詞義的策略則有待提升；高年級的如：標示語、引領思維、關鍵詞等。學生都

能理解篇章內容大意，亦能說出文章的主旨，但部分學生卻未能簡明扼要地以自己的文字概括段意。 

 

寫作範疇方面，一、二級都能運用所學詞語寫作完整通順的句子。大部分一、二年級學生都能

按指示寫作四素句和六種基本行為句，惟二年級需加強複句寫作和看圖造句的訓練。三年級的學生

能寫出較完整的文章，而且內容豐富，只是用詞變化不大，感情和深度有待改善。四至六年級學生

能掌握記敘文的結構，分段表現良好。四年級學生能掌握新詩創作的模式，日後可加強創意的訓練。

五年級學生在考試時能以倒敘法寫作，六年級學生會運用四字詞和作心理描述。五、六年級學生對

說明文和議論文的文體結構仍需加強鞏固。整體而言，學生如能靈活運用所學的修辭手法及運用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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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辭彙來寫作，表現會更理想。 

 

在聆聽範疇方面，學生都能掌握話語內容，評估表現理想。說話方面，由於上課形式的轉變，

生生互動和師生互動不及面授課堂，學生的說話技巧和表達能力仍需改善。然而，由於學生有較充

裕的時間作準備，以錄像或錄音形式遞交的說話課業都有出色的表現。 

 

英文科： 

為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老師在視像課堂、面授課堂和營造校園語境方面作悉心設計。為提升

學生的學習動機，老師設計多元化、生活化及具趣味性的教學活動，並積極鼓勵學生回應或提出意

見。大部分學生都對學習有興趣，有良好的學習動機，樂於學習。 

 

網上學習方面，老師利用出版社的網上資源，配合自行設計的教材進行實時教學。為保持學生

對英語學習的興趣和持續學習，老師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加強學生對學習重點的掌握為目標，

製作網上教材。課業方面，除了實體課業外，老師亦安排學生拍攝朗讀和短講的影片，以持續訓練

學生的英語說話能力。學生透過學習平台 Google Classroom 遞交各項課業，老師在網上提供回饋。 

 

評估方面，學生認真對待評估，準備充足，表現良好，即使持續進行網上學習，普遍學生仍能

保持良好的學習態度，並能掌握基本學習內容。綜觀各個評估重點，學生在字詞(Vocabulary)及基

本文法(Grammar)方面表現較佳，可見他們用心温習。然而，因為疫情關係，學生借閱圖書的機會減

少，閱讀量普遍下降。在語文運用(Language Use)及閱讀理解(Reading Comprehension)方面，大部

分學生只能掌握較直接的問題類型，面對一些思考性的題目，表現稍遜。篇章寫作方面，三至六年

級學生大致能掌握故事的結構，能寫出一個完整的故事。部分學生的故事內容較單薄，未能提供豐

富的描述。總結而言，學生的思維能力和寫作能力及創意有待提升。 

  

數學科： 

整體來説，學生於評估的表現良好。視像課堂期間，老師利用電子課本、電子學習工具、簡報、

動畫影片、實物等輔助教學。課業形式有表單、需演算步驟的網上練習、工作紙、畫圖分享、片段

分享、資料搜集、網上評估系統等。各級學生在視像課堂表現認真。 

 

學生在「數」範疇的表現理想。他們能掌握基本運算的法則和技巧，一至三年級運算速度理想，

四至六年級運算速度比以往慢了。隨着恢復面授課堂後，學生演算步驟的表現有進步。學生在應用

題的表現普通，部分學生因粗心大意、不小心審題、沒有留意隱藏或多餘資料和因語文能力影響以

致審題錯誤。 

 

在「圖形與空間」範疇，學生基本能力表現達標。大部分學生能辨認或述説各圖形的特性，能

準確確定方位。運用電子學習工具方面，學生能了解在不同情況下，各種平面及立體圖形的特性。

視像課堂期間，學生欠缺具體操作的活動及練習，在繪圖表現未夠穩固，下學年需加強學生掌握繪

圖的要求。 

 

學生在「度量」範疇的表現理想，大部分學生能解答情境比較熟悉的題目，且能利用直式計算

時段或單位化聚問題。下學年需再加強學生在長度、周界、面積及體積單位的概念認識。 

 

五年級學生在「代數」範疇的表現普通。視像課堂期間，由於學生在演算步驟的練習比以往少，

令小部分學生對演算步驟和格式的掌握未夠穩固。六年級學生表現令人滿意，只有小部分學生對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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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括號或百分數的方程的解題法則未夠穩固。 

 

學生在「數據處理」範疇的表現良好。他們能閱讀和解釋統計圖中的數據或資料，並利用這些

數據和資料解答簡單的問題。 

 

綜觀整體學生表現，大部分學生能掌握熟悉的題型。隨着恢復面授課堂，學生運用數學語言解

答問題的表現漸漸回復應有的水平。對於非常規性的題目，表現雖有進步，但仍有部分學生忽略題

目中要求的條件，以致錯誤理解題意。 

 

常識科： 

停止面授課堂期間，老師善用電子課本、教學簡報、與課題內容相關的網絡影片及自製教學影

片進行視像教學。老師亦提供延伸影片鼓勵學生自學，增進有關知識。老師不時提供問題，鼓勵學

生在播放影片前後思考和作探究討論。此外，老師利用學生家中環境作為學習場景，例如：引導學

生從家中找出不同味道的食物、不同的衣服物料、不同的植物等作分享交流，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

趣和引發學生的探究精神。 

課業方面，各班學生表現大致良好。進行視像課堂期間，除了實體課業外，學生須完成「翻轉

教室」、Google Form、Kahoot等課業，為提高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及對時事新聞的認識，老師亦

利用新聞報導文章，鼓勵學生閱讀和分享感想。總括來說，學生遞交網上課業的情況比上學年有所

改善，大部分學生能參考老師的批改和回饋自行在家中訂正課業。 

 

除了基本課堂學習內容外，學生透過剪報分享、基本法問答比賽、學校升旗禮、「一分鐘激答」

活動等，認識社會和國家，增加對國民身份的認同。 

 

綜合各次評估，學生在「健康與生活」、「人與環境」、「社會與公民」、「國民身份認同與中華文

化」這幾個範疇表現較佳；在「日常生活中的科學與科技」和「了解世界與認識資訊年代」這兩個

範疇表現有待提升。這反映學生對課本的資料性內容處理較佳，但對科學探究及邏輯推理題的表達

及理解，以至生活常識及時事知識仍有待加強。由於停止面授課堂及防疫緣故，學生在課堂上動手

做實驗的機會減少。綜觀各級學生評估表現，學生寫錯別字、錯誤審題和不小心回答問題的情況比

以往多。一年級學生未能掌握答題技巧，特別是在簡答部分，不懂得「要不要」、「是不是」等提問

的作答方法。由於普遍學生在考試時因錯別字、未能運用適當的字詞表達意思和準確地回應問題而

失分，下學年須加強學生對關鍵字詞的掌握。 

3. 學生表現 

學業表現： 

2020-2021 年度中學學位分配成績優異，約 93%的學生獲派第一志願的中學或透過自行分配學位入

學。學生升讀「英語作為主要教學語言」的中學概況如下： 

 

黃大仙區以外： 

香港華仁書院、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英華書院、民生書院、保良局顏寶鈴書院、匯基書院(東

九龍)、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旅港開平商會中學、賽馬會體藝中學、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

中小學、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迦南書院、林大輝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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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仙區：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保良局何蔭棠中學、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德望學校、可立中學（嗇色

園主辦）、德愛中學 

i. 2021 年 6月至 7月，部分學生參加了聖三一英文口試，共有 28位取得優異(Distinction)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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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訊科技教育 

i. 為發展學生運算思維能力，本學年電腦科參與為期三年的「賽馬會運算思維教育計畫」

(CoolThink@JC)，推行編程教育。在四年級推行 Level 1 課程，學生以多個不同主題學習使

用 Scratch進行編程，再利用所學進行專題習作設計，大部分學生都初步掌握編程技巧，然

而學生在運算思維發展上仍有進步空間，下學年學生升讀五年級時，將進行 Level 2 課程，

持續發展學生的運算思維能力。 

就計畫所需，校方已購置四十二台 Android平板電腦及其他設備，包括：手寫板及視像鏡頭。

未來會因應計畫需要而添購合適的設備。 

所有電腦科科任老師已參加由計畫提供的 Level 1 Scratch 培訓，當中有七位科任更參加了

Level 2 App Inventor 培訓。所有老師都已經能夠掌握計畫的教學理念及如何發展學生的運

算思維，協助計畫能順利推展。 

 

ii. 為配合學生能力及校本 STEM 課程發展的需要，已順利地完成電腦科課程修訂，隨著參與「賽

馬會運算思維教育計畫」(CoolThink@JC)，未來會就計算思維訓練課程縱向規畫的需要適時

作出修訂。 

 

iii. 本學年因新冠病毒疫情影響，全學年大部分時間學生都未能回校進行面授課程。學校根據上

學年疫情初期的網上教學經驗，訂定合適的網上教學及學習安排，全校師生均能透過 Google 

for Education平台及 Zoom 視像會議平台進行學與教。 

 

iv. 由於疫情令學生在網上進行學習的機會大增，老師在資訊科技上的協助需求亦相應增加，為

此校方舉辦多場老師培訓工作坊，並為老師及學生製作多段有關 Zoom和 Google Classroom

的教學影片。老師認為教學影片比舉辦工作坊更有效，方便他們重温內容，未來更可發展校

本教學影片庫，推動老師進行網上自主學習。 

 

v. 上學年透過保良局李樹福創意科技發展基金撥款，成立校隊（I.T.Team），為在科技、科學及

資訊科技具有潛力的學生，提供 Dream City 3D Project 增潤課活動，提升他們的想像力、創

造力、邏輯思維能力、分析能力、探究能力及解難能力。本學年繼續進行相關計畫，受訓學生

更協助保良局李樹福創意科技發展基金拍攝成立五周年短片，獲得局方人員的讚賞。透過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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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大部分受訓學生的能力皆有所提升，可惜因疫情影響，未能完成作品展覽日及第三個綜合

課程項目。 

 

總結及反思 

隨著新時代的發展，培養學生的運算思維能力有助學生自主學習及終身學習，透過「賽馬會運

算思維教育計畫」(CoolThink@JC)更進一步了解教學理念及技巧，有助學校規畫校本運算思維緃向

課程。而隨著新冠病毒疫情緩和，雖然可以回復部分面授課堂，但相信需要一段頗長的時間才能回

復疫情前的學習情況，因此，發展面授課堂及網上學習的混合教學模式亦將會是重點發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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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校圖書館 

a. 圖書閱讀獎勵計畫 

2020-2021年度全校獲特別榮譽大獎學生共 106人；獲金獎學生共 69人；獲銀獎學生共 94人及獲

銅獎學生共 178人。得獎人數共 447人，佔全校總人數 46.8%。圖書閱讀獎勵計畫的各班學生得獎

統計如下： 

 

2020-2021年度圖書閱讀獎勵計畫得獎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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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圖書活動 

本學年舉辦了多項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 活動 內容 

圖

書

活

動 

2020 年 11月 

2021年 4月至 6月 

早讀 每天 7時 15分至 7時 35分播放音樂，讓學生試行早讀。小

一至小二學生閱讀自己帶備的圖書，小三至小六學生則可以

選擇借閱課室圖書。學生開始習慣早讀，亦喜歡早讀。 

2020 年 12月至

2021 年 1月 

數理人文閱讀報告

比賽 

推薦個別學生參加數理人文閱讀報告比賽。部分學生主動要

求參賽。 

2021 年 1月 5日 網上劇場《月亮係邊

樹？》 

在 Google Classroom 推介了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的免

費網上劇場《月亮係邊樹？》，供學生及家長觀賞。 

2021 年 3月 27日 地球一小時活動 晚上舉行地球一小時活動，本年的主題是「海洋保育」，鼓

勵學生觀看世界自然基金會的影片。 

2021 年 4月 23日 世界閲讀日送贈圖

書行動 

當天派發海洋公園送贈的圖書《巨人森林之旅》予全校學

生，並開始四月分的早讀。 

2021年 7月至 8月 《畢家滿分的秘密》

續寫講故事比賽 

暑假期間，推動學生參加《畢家滿分的秘密》續寫講故事比

賽，學生需要閱讀有關書籍，然後進行續寫故事。校方收集

學生續寫故事片段共 22份，已轉交有關機構。 

2021 年 7月 9日 《一個像海洋的地

方》活動 

在「全方位學習體驗日」進行。老師與學生共同閱讀繪本《一

個像海洋的地方》。主要傳遞愛護動物的訊息。閱讀後，小

一至小三進行摺紙活動及小四至小六進行漂書活動。 

全學年 圖書推介 老師於早會推介圖書，並上載有關內容於學校網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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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活動 內容 

協 

作 

活 

動 

2020 年 11月至

2021 年 1月 

「閱讀新鮮事」 與中文科合作參加香港公共圖書館「4․23世界閱讀日」創

作比賽，高小組(小四至小六)以「閱讀新鮮事」為主題，透

過寫信給家人、老師或朋友，介紹及分享一本新鮮事物或新

想法的書。 

2020 年 11月至

2021 年 1月 

「我的圖書天地」 與視藝科合作參加香港公共圖書館「4․23世界閱讀日」創

作比賽。初小組(小一至小三)主題：以「我的圖書天地」為

主題，以水彩畫的形式繪畫一個圖書天地。 

2020 年 11月 「Fun To Read」 與英文科合作派發「Fun To Read」閱讀資料給學生。 

2020 年 10月至 

11 月 

紙盒回收計畫 與常識科合作，學生於 10月至 11月期間把處理好的紙包飲

品盒帶回學校回收，加深學生對紙包飲品盒回收的認識及培

養學生正確回收態度。 

2021 年 1月 摺紙自學活動 與數學科合作進行「閱讀 360」的海洋摺紙活動，除了附上

基本摺紙技巧，另提供該年級其他款式的摺紙圖供學生自

學。 

2020 年 12月至

2021 年 3月 

網上圖書分享影片 在停止面授課堂期間，與電腦科合作推行網上圖書分享影

片，學生共交回 806段分享影片。 

2020 年 12月至

2021年 3月 

繪本故事與生命教

學 

與訓輔及學生成長組合作，為一至三年級製作五個閲讀資料 

，內容是繪本故事與生命教學，安排於停止面授課堂期間在

Google Classroom 發放有關簡報和影片，供學生觀看或閲

讀，亦請班主任於班主任節與學生分享。 

2020年 12月 22日 《給親愛的聖誕老

公公》繪本閲讀影片 

與活動組合作舉辦繪本閲讀。由本組製作了《給親愛的聖誕

老公公》繪本閲讀影片，在「聖誕聯歡會」上播放。 

《減廢奇兵》網上直

播教育劇場 

在「聖誕聯歡會」當日，網上直播教育劇場《減廢奇兵》。

學生反應良好。 

2021 年 3月 海洋剪報 與常識科合作推動學生關注海洋生態，著學生進行一次的剪

報。學生都能選取有關海洋的新聞進行評論。 

2021 年 7月 德育文章閱後感 與訓輔及學生成長組合作舉行《德育文章閱後感》活動，學

生需要閱讀有關德育文章，然後拍攝閱後感片段。校方收集

學生段共 23份。 

 

c. 其他事項 

i. 得獎消息 

圖書組與視藝科合作參加「4．23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3E劉睿軒同學以作品「空中圖書天地」

榮獲全港初小組優勝獎，表現出色，是全港二十五名獲獎者之一。 

 

ii. 獲刊登投稿 

本校有 4位學生投稿，並獲出版社刊登至《香港小學生文藝月》。 

 

iii. 圖書館家長義工概況 

本學年，圖書館家長義人數為 38人，安排在 55個工作時段到校服務。 

 

iv. 網頁推介 

2020 年 10月至 2021年 4月期間，於學校網頁上載每月主題圖書推介影片，共七次，每段影片推

介了十本圖書。為鼓勵學生觀看，於停止面授課堂期間，本組每兩星期於 Google Classroom發放

一本圖書推介的影片，供學生於圖書課節觀看，共製作了八段影片，包括：六本中文圖書，兩本

英文圖書，部分學生覺得影片吸引。 

暑假期間，圖書組鼓勵學生進行網上圖書分享，學生共上載約 473段閱讀分享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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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學生支援小組 
I.政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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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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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為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本校獲教育局增撥的額外資源包括︰ 

a. 學習支援津貼用以增聘一名全職教師、一名半職教師及兩名教學助理，以及外購社交訓練

及言語治療服務以照顧約 90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b.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c. 加強支援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教額外撥款；及 

d. 「讓」社會服務基金增撥額外資源發展`Yes, I can!’學習能力提升計畫。 

2. 為支援清貧學生，本校獲教育局及其他機構增撥的額外資源包括︰ 

a.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b. 關愛基金； 

c. 支援有經濟需要學生上網學習補充津貼； 

d.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畫；  

e. 香港一帶一路獅子會「學生有腦捐贈計畫」；及 

f. 保良局何鴻燊博士紀念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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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支援措施︰ 

內容 對象及參與人數 

a. 成立學生支援小組 

由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作統籌，成員包括︰副校

長、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課程發展主任、訓導

主任、特殊教育需要支援老師、兩位老師、駐校社

工及支援教學助理，以全校參與模式與其他科組包

括訓輔及學生成長組、教務及課程組、活動及學生

事務組等協作，共同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 

b. 校本調適課程 

為幫助成績稍遜學生鞏固學科上的基礎知識、建立

正確的學習態度和技巧、增強學習的自信心： 

   i. 「課後輔導班」 

（因新冠病毒疫情關係，課程改以網課形式上

課。） 

「小一及早識別計劃」有顯著學習困難學

生、讀寫障礙學生及 

學業成績稍遜學生，共 15組 

（一年級 16人、二年級 32人、 

三年級 40人、四年級 16人、五年級 16人） 

   ii.「英文增值班」── 

為小三英文能力稍遜或有的讀寫障礙學生提供

英文科小班教學，幫助他們鞏固學習基礎。 

3S班（12人） 

ii.「4E/e、5E/e及 6E/e班」小班 

4E、5E 及 6E 班學生在中文、英文、數學課堂分

為大小兩班上課，因應學生學習程度及需要，給

予更適切及充分的照顧。 

4E班（18人）4e（9人） 

5E班（20人）5e（12人） 

      6E班（20人）6e（10人） 

iii.‘Yes, I can!’學習能力提升計畫 

透過有系統的英語課程、多元化課後學習班和學

習活動等，支援英語成績稍遜及有需要的學生，

提升他們學習英語的信心，培養學習英語的興

趣。 

 

6E班（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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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對象及參與人數 

iv.「加強支援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教」 

由本校資深中文科老師及教學助理配以正規及

抽離式課堂授課，加強對學生的個別教導及支

援，幫助他們循序漸進學好中文，並透過「文化

日」活動，加強非華語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

進一步幫助學生融入學校生活。 

二年級（共 2 人） 

c. 支援服務 

i.經濟支援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一至六年級（共 177人） 

關愛基金 

購買流動電腦裝置 
一至六年級（共 226人） 

支援有經濟需要學生上網學習補充津貼  一至六年級（共 5人） 

「學生有腦捐贈計畫」 六年級 1 人 

保良局何鴻燊博士紀念基金──學生學習支援 六年級 1 人 

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畫 

資助領取家庭綜援及書簿費全額津貼的學生參

與「課後功課輔導班」及課外學習活動，以提升

學生的學習能力及自信。本學年受新冠病毒疫情

影響，學校在 2020年 11 月中開始停止面授課

堂，功課輔導班也停止了。由於學生每天上午均

需參與視像課堂，校方為免學生長時間使用電子

用品影響眼睛健康及未能確保視像功課輔導班

的運作與成效，故要求合辦機構暫停功課輔導

班。 

一至六年級（約共 67人次） 

ii.言語治療 

言語治療師到校為有需要學生進行言語評估及

適切的治療服務（因新冠病毒疫情關係，言語

治療課從2021年 2月開始改以視像形式上課。） 

一至六年級 

曾接受治療的學生共 83人︰ 

輕度個案 66人、中度個案 12人、 

嚴重個案 1人、大致正常 4人。 

言語治療師製作影片「升中面談講座」，六年級

學生在網上觀看，班主任在課堂內跟進，提升

六年級學生的面試應對能力。 

六年級全級學生 

言語治療師製作活動影片，主題為「金牛獻瑞急

口令」，讓全校學生在文化日觀看及進行活動，

提升全校學生的語言能力。 

全校學生 

     中文字快速閱讀小組 二年級學生（共 4人） 

iii. 為提供支援給有需要的學生，駐校社工為各級舉

辦有關小組： 

「喜伴同行」社交訓練小組 

 

 

一至六年級學生（共 23人） 

「運動小跳豆訓練研究計畫」 二至五年級學生（共 15人） 

「蛻變」兒童遊戲治療小組 三至四年級學生（共 10人） 

對「焦」有法親子小組 五至六年級學生（共 5人） 

班本訓練小組──提升團隊精神及情緒管理能力 4E及 6E班全班同學（共 57人） 

iv.  考試調適 一至六年級學生（共 88人） 

 v.  功課調適 一至六年級學生（共 3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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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對象及參與人數 

d. 家長教育 

i. 「及早識別和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計畫」及 

   「新常態的親子相處技巧」家長講座（網上視像） 

  教育心理學家及學校社工為一至二年級學生家長

舉辦講座，幫助家長識別有學習困難的初小學生，

盡早為他們提供適切的輔導，同時，分享輔導學生

學習的方法、策略及在疫情其間家長與子女的相處

技巧。 

一至二年級家長（共 40人） 

ii. 言語治療師製作影片，題目是《如何教孩子做好閱

讀理解》，讓家長在家中觀看，提升家長教導子女

學習的技巧。 

4E、5E及 6E班家長 

e. 提高學生思維能力及發展潛能 

i. 配合各科課程發展重點，舉辦不同小組及隊伍，發

掘學生不同的能力： 

中文科：辯論隊 

 

 

  

五年級（5人） 

數學科：數學校隊 一至六年級 (80 人) 

 視覺藝術科：  

   錦泰視覺藝術少菁校隊（低年級） 

 

二至三年級 (18 人） 

體育科： 

足球隊 

 

二至六年級（22人） 

資優教育學苑 五至六年級 (5 人) 

 

總結及反思︰ 

 

新冠病毒疫情持續，學校由 2020年 12月開始停止面授課堂至 2021年 4月中才恢復半日制上課，

影響部分的課程、活動或工作坊等未能如期舉行，學校在疫情的新常態下仍盡力為學生提供適切的課

程，多元的小組訓練（視像形式），以支援學生的學習及發展。整體而言，上述的課程、活動及訓練能

幫助學生提升學習的效能和態度，豐富學習經驗，家長及學生對此都表示歡迎及支持。展望未來，校

方會累積經驗、不斷探索有效的措施，繼續尋求更多的資源以照顧學生的學習和發展，並會舉辦不同

的活動或講座，加強家長對學生學習多樣性的認識，與家長一起關顧學生的成長，建立關愛共融的校

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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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訓輔及學生支援與成長 

本校實行訓輔合一，配合校本及學生成長需要，為學生提供發展性、預防性和補救性的全方位訓

育及輔導服務，培育學生正面的價值觀與態度、處變能力及服務精神，幫助學生養成堅毅、尊重他人、

國民身份認同、責任感、承擔精神、關愛、誠信、守法及同理心的價值觀及態度。 

校方建構一個健全完善的學生成長發展系統，有策略地引導及支援學生，讓他們在學校健康成長，

校方透過正面鼓勵、訓輔主題活動、支援系統、配合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課程，促進學生全人發展，

讓學生在六年小學生活中培養良好的品德和習慣。 

本校積極培育學生「錦泰正能量」、推動關愛互動及正向的校園文化，讓學生能在愉快的環境下學

習自律、自愛、自治，積極面對逆境和挑戰，發揮「錦泰學生勵志金句」的精神，成為良好的公民。

訓輔組與活動及學生事務組合作，在校園內增設正向思維圖片、金句的設施，透過早會向學生推動正

向教育。   

本校榮獲 2020年度「關愛校園」榮譽，主題為「逆境無懼‧校園顯關愛」，表揚和肯定學校和教

職員在疫情期間的工作，能持續關顧學生、家長和老師在視像教與學及情緒方面的需要，提供適切的

支援。 

 

a. 「自強不息」優良積點獎勵計畫 

   校方推行「自強不息」優良積點獎勵計畫，以激發學生不斷求進增值，培養他們勤奮積極進取的

學習態度。本學年獲得優點的學生共 864人，佔全校總人數約 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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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塑造正向關愛校園文化，提升學生的抗逆力 

 

    本校銳意培養學生的「正能量」及「關愛文化」，以提升學生的抗逆力，通過四大核心範疇：品德

教育、生活教育、健康教育及家長教育，有策略地營造一個關愛互動、和諧有序和正向的校園氣氛。

透過正面的鼓勵，幫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與態度，全方位引導及支援學生，讓他們在學校健康快

樂地成長。 

 

 為進一步建立學生正面的價值觀與態度，本校把英文校名「GRANDMONT」演繹組成九種「錦泰正能

量」，包括給予(Giving)、尊重(Respect)、感激(Appreciation)、友善(Niceness)、夢想(Dream)、激

勵(Motivation)、樂觀(Optimism)、新奇(Newness)和信任(Trust)，各科組配合主題舉行教育活動，

期望學生在生活中汲取和養成正向能量，活出精彩人生，積極面對逆境和挑戰。 

 

 本校亦善用校園空間，為學生提供一個色彩繽紛的校園，令他們的學習生活充滿正能量。在有蓋

操場、樓層走廊、每樓層梯間等設置「錦泰心靈花園」、「錦泰正能量」、正向思想的語句及橫掛學生笑

容展板等，校園洋溢繽紛的色彩及正向氛圍。  

 

 本校繼續參加由「以勒基金」主辦的「Easy Easy好小事活動」，鼓勵一至六年級學生在兩週內把

每天做過的好事情以文字或圖畫記錄在所提供的日記紙內，以行動表達愛與關懷。部分班別在視像課

期間，班主任邀請了學生在班主任課分享，學生態度認真、積極投入。復課後，部分班別在課室展板

張貼學生作品，訓輔組收集佳作上載學校網頁，讓同學互相欣賞和學習。 

 

 本校期望透過多元化策略讓學生在充滿愛心與關懷的環境中愉快地學習，從而建立積極及正面的

人生觀，勇於面對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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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全年訓輔及學生成長活動 

i) 由於新冠病毒疫情影響，部分活動受影響或需要取消。本學年已舉辦的活動如下： 

 

ii) 本學年的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課程內容根據五大範疇──個人成長及品德、家庭關係、社群

關係及尊重、國家及世界，編訂不同學習重點和主題。課程培養學生的思考及批判能力，從而

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及生活態度，擁有良好公民的素質。因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部分課程及講

座活動未能如期完成或舉行。 

 

iii) 除正規課程外，為配合校方學生成長發展系統的全人發展策略，繼續與社區機構合辦一系列專

題活動，培養學生健康生活的習慣、正確的品德行為及價值觀，提升他們生活適應的能力，主

題活動包括： 

 範疇 年級 主題 

健康教育 性教育 六  女生生理周期健康網上講座 

健康使用電子產品 四至六  健康網「樂」網上講座 

生活教育 恢復面授課適應 一至六  「開學錦囊」學生版 

小一適應 一  自我管理、學習、社交 

小六升中 六  升中面試技巧 

小六升中 六 「升中適應」講座 

 

 

 

品德教育 

1. 我的行動承諾日──感恩珍惜  積極樂觀 10. 在疫情停止面授課堂期間，訓輔組每周於學

校網頁上載德育故事及老師德育故事分享 

2. 推行「學生大使積極人生計劃」，成立「和平

大使」團隊。因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課程改

以視像模式進行，分別由校外專業人員及訓育

主任提供調解技巧訓練活動，並加強組員溝通

技巧 

11. 早會分享「錦泰正能量」及「感恩珍惜  積

極樂觀」的訊息 

3. 秩序比賽 12. 四年級領袖圖書課 

4. 班徽、班呼設計活動 13. 「領袖系列」圖書推介 

5. 班級經營──班會組織活動 14. 好學生選舉──禮貌之星 

6. 自由「講」場 15. 「師、生、家長 Milkshake」點唱活動 

7. 「家長也敬師」 
16. 風紀、車長、清潔糾察培訓工作坊 

8. 小一錦泰勵志金句學習活動 17. 與常識科合辦「感恩珍惜  積極樂觀」的

剪報活動 

9. 參與「以勒基金、我熱愛生命活動」主辦的

「Easy Easy 好小事」活動 
 

健康教育 

1. 清潔比賽 4. 早操 

2. 生命教育活動 5. 「留言信箱」活動 

3. 舉辦成長專題講座 6. 印製「健康生活小貼士」輔導通訊 

國民教育 

1. 定期舉行校內升旗禮 2. 舉行「國家憲法日」特別早會及升旗禮，並 

鼓勵學生參加教育局舉辦的網上問答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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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學生發展小組 

   本學年繼續組織學生治療性及預防性小組。成員由老師或社工推薦學生參加，目的是發掘學生的

潛能，提升他們與人合作的能力、服務別人的精神、學習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和專注力。 

組別/對象 人數 內容 

1. 「錦泰小子」社區攝影小組 

(四至六年級) 

15 基本攝影技巧、社區關注 

2. 「錦泰山藝組」山藝訓練小組 

(四至六年級) 

15 山藝知識、與人和大自然相處之道 

3. 「花開錦泰」園藝治療小組 

(四至六年級) 

15 園藝治療、專注力、社交、表達力 

4. 「桌遊身心」網上 board Game 小組 

(A 組及 B組) (六年級) 

20 學習不同 Board Game的玩法，與人相處及

說話的技巧，增強自信心及溝通能力。 

5. 「蛻變 SEN學童及家庭支援計畫」──兒

童遊戲治療小組 (A至 C組) 

(二至四年級) 

14 透過遊戲治療活動，讓學生認識情緒及正確

的表達方法、提升情緒管理能力，並建立正

面思維處理生活及學習的壓力。 

6. 多得「友」你 成長小組(情緒管理訓練小

組)(三至四年級) 

4 透過故事敍述、合作活動及遊戲，讓學生學

習如何表達己見、合適的社交行為、適當地

抒發憤怒情緒及學習協商技巧等。從而提升

個人社交技巧和學習社交禮儀、情緒表達，

促進個人成長。 

7. 「友」我「友」你成長小組(情緒管理訓

練小組 2組)(一至二年級) 

8 透過教學影片、繪本及遊戲活動，讓學生從

過程中學習與人相處的技巧、認識基本情

緒、學習如何適當地抒發情緒及處理朋輩衝

突。從而促進學生社交技巧、情緒表達及個

人成長。 

8. 「平和之境」和諧粉彩學生小組 

(A 組及 B組)(一至六年級) 

13 透過柔和的粉彩藝術，讓學生意識自己的感

覺，發現自己，建立正面態度及加強自信心。 

9. 「S Power──特別學習需要學童及照顧

者同行網絡」──「玩出好情緒」學生魔

術小組(三至六年級) 

10 透過魔術、遊戲等的方式，建立兒童的興趣

和自信心。 

10. 「抗疫。抗逆：網上視像小組輔導計畫」

(A 及 B組)(三至四年級) 

12 朋輩互動、提升能力感，並培養正向思維，

提升樂觀感。 

11. 6E 班試後訓練活動 30 透過遊戲形式的團體活動，提升學生的能力

感、溝通表達及人際相處技巧。 12. 4E班試後訓練活動 28 

 

e. 成長的天空計畫 

本學年繼續成功獲得教育局資助，推行四、五、六年級成長的天空計畫。由「香港基督教女青年
會龍翔綜合社會服務處」承辦服務，活動內容包括： 

學生方面：輔助小組、挑戰日營、宿營、愛心之旅活動、黃金面談、啟動禮及結業嘉許禮 

親子方面：親子活動分享會、親子日營 

 

部分活動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未能如期舉行，包括小四再戰營會、親子日營、結業禮、小五愛心

之旅、親子活動分享會、結業禮、小六戶外訓練、結業禮等。當中部分受影響的活動將會取消，部分

將於下學年補辦。已完成的活動，出席的家長及學生都認真、積極投入，他們認為活動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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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活動及學生事務      

不息自強 

本校以發展全人教育為目標，除重視學業外，對舉辦課外活動也不遺餘力。校方積極爭

取校外資源及增設多項活動獎勵計畫，並鼓勵學生主動參與各類型的比賽，希望藉此培養學生

正向思維、自信心及良好的嗜好，使其身心靈健康成長，終身受用。此外，校方更設有活動資

助計畫，支援學生投入參與活動。 

 

2020-2021 年，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陰霾下，校方無法參與部分實體活動及比賽，然而

在眾多不利的條件下，師生仍自強不息，本校學生在大型比賽場上仍獲得優越的成績。總計

2020-2021 學年本校學生獲得的獎項達一百八十八項。在停止面授課堂的環境下仍能取得如此

成績，實屬難能可貴。 

 

校友方面，在大型比賽場或國際舞台上亦大放異彩。例如:二零零八年畢業校友黃尹雋成

為震撼香港田徑壇的新星，於二零一九年兩個月內一口氣打破三項塵封的香港紀錄後，

2021-2022 年度立即代表香港出席於西安舉行的全國運動會。而一九九六年畢業校友尹鈺斌亦於

2021年 10月出席了國際音樂盛事，於捷克布爾諾舉行的室內管弦樂演奏會中作演奏嘉賓。 

 

以上兩位校友可謂為港人及母校爭光，亦成為「不息自強」而獲得豐碩成果的佐證，更

給予學弟、學妹繼續奮發前進的動力。展望下學年，校方會持續推行多元化的學習活動，讓更

多學子受惠。 

 

1. 2020-2021年度課外活動小組參加人數統計 

組別名稱 參加人數 組別名稱 參加人數 

欖球校隊 36 朗誦 40 

足球校隊 24 英文拼音班(2組) 22 

男子籃球隊 15 英文串字智多 FUN 13 

數學校隊 32 升旗隊  10 

視藝低少菁校隊培訓 18 辯論隊 5 

  總 參 加 人 次 215 

 

錦泰教育服務中心舉辦活動小組 

組別名稱 參加人數 

1.英文(12組) 108 

2.電腦(2組) 21 

3.音樂(27組) 168 

4.體育(12組) 146 

總 參 加 人 次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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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校內活動及校外機構參觀 

 

圖一: 各級參加講座及觀賞表演人次(疫情期間一至三年級暫停校內活動及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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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各級參與大型活動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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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0-2021年度校外活動獲獎紀錄 

規模 主辦機構 比 賽 名 稱/參 加 項 目 成績 

國際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

會、亞洲國際奧林匹克聯

合會 

2021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   

小學六年級 銀獎 

小學五年級 銀獎 

小學四年級 2銅獎 

國際 Italy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Committee 

Italy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2021(HK 

Region)  
  

Junior Primary Trumpet   

Junior Primary Piano 冠軍 

  季軍 

國際 香港青年兒童文藝協會 第一屆亞洲青年鋼琴錦標賽鋼琴獨奏組自選兒童組 亞軍 

第一屆亞洲青年鋼琴錦標賽鋼琴獨奏組自選兒童組 銀獎 

2021 香港學界朗誦大賽初級組 季軍 

國際 IYMC Tokyo International Youth Music Competition 2020 HK 

Region Vocal Junior Group 
亞軍 

Tokyo International Youth Music Competition 2020 HK 

Region Piano Grade 2 

Honourable 

Mentions 

全港 思研動力語言藝術學社 2020 香港閃耀之星朗誦比賽初小組詩詞獨誦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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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 主辦機構 比 賽 名 稱/參 加 項 目 成績 

全港 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

議 

第七屆《基本法》多面體-全港小學生辯論賽初賽 
最佳辯論員 

全港 保良局 第十一屆全港小學校際辯論賽初賽 最佳辯論員 

全港 素質教育發展中心 身心健康 20-21系列全港校際比賽暨粵港澳大灣區學生邀

請賽之硬筆書法比賽初小組 
入圍獎 

全港 中國數學教育研究會、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晉級賽（華南賽區）   

華夏杯組委會、香港數學

奧林匹克協會 

小學四年級 
一等獎 

  小學六年級 二等獎 

  小學五年級 二等獎 

    三等獎 

  小學一年級 三等獎 

全港 香港華羅庚金杯少年數

學邀請賽協會 

善德基金會 2021年香港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邀請賽 

（決賽）小中組 

  

三等獎 

全港 香港教育大學、香港天主

教教區學校聯會中學組 

第七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決賽（網上比賽）   

小五組 優異獎 

小六組 優異獎 

全港 教育局 第六屆《基本法》全港校際問答比賽學生個人組 積極參與獎 

全港 GAPSK 第四十屆 GAPSK全港普通話朗誦比賽   

P1-P2 冠軍 

P5-P6 優異獎 

第四十一屆 GAPSK全港普通話朗誦比賽 P5-6 卓越 

GAPSK 中小學普通話水平考試小學中級組 卓越一級 

  卓越二級 

全港 世界兒童藝術文化協會 第九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2020小童組西畫 金獎 

第十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2021中童組西畫 銀獎 

全港 香港藝術交流協會 「童心·童想」第二屆亞洲青少年兒童繪畫大賽   

11-12歲組 銀獎 

全港 香港藝術文化發展協會 2021 金牛送福-兒童繪畫及填色比賽填色兒童 B組 金獎 

2021 玩轉繽紛復活節兒童繪畫及填色比賽   

填色兒童 B組 銀獎 

2021 普天同慶賀聖誕-兒童繪畫及填色比賽   

填色兒童 B組 銀獎 

2020 全港兒童繪畫創作比賽填色兒童 B組 優異獎 

全港 香港菁英會、新家園協會 「謝謝你幫忙」填色比賽 2020 初小組 亞軍 

全港 Good Morning CLASS J3-12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20-21 J7西洋畫組 銀章 

全港中小學生街道牌設計比賽（灣仔）高小組 優異獎 

全港 明愛胡振中中學 第二屆全港小學填色比賽（真理）初小組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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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 主辦機構 比 賽 名 稱/參 加 項 目 成績 

全港 香港青少年表演藝術交

流發展協會 

  

  

第八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香港區初賽）   

小提琴五級組 冠軍 

鋼琴一級組 亞軍 

鋼琴三級組 金獎 

  鋼琴五級組 冠軍 

  鋼琴專題組 第五名 

  第八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國際總決賽）   

  小提琴五級組 冠軍 

  鋼琴五級組 優異獎 

  第七十三屆香港校際音樂節   

  鋼琴五級組 亞軍 

全港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聯校音樂大賽 2020小學中樂（古箏）獨奏初級組 銀獎 

全港 朗誦及音樂推廣協會 13th HK Students Open Music Competition  

Piano-Grade 2 Concert Group  季軍 

全港 香港乒乓網 香港乒乓網 2020年學界精英 U15團體 亞軍 

地區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公共圖書館 

4.23 世界閲讀日創作比賽初小組 
優勝獎 

地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

會 

第 72屆香港學校朗誦比賽   

一、二年級女子組散文獨誦 亞軍 

五、六年級女子組詩詞獨誦 亞軍 

一、二年級女子組詩詞獨誦 季軍 

三、四年級女子組詩詞獨誦 季軍 

地區 葵涌及青衣區文藝協進

會 

第三屆全港學界中國成語故事演講比賽初小組 
優異獎 

地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

會 

第 72屆香港學校朗誦比賽   

Solo Verse Speaking 1 second 

  1 third 

地區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九龍區小學線上數學迷蹤邀請賽   

團體賽 亞軍 

小六組 一等獎 

  二等獎 

  三等獎 

  優異獎 

地區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協會 數學智能之第四屆全港數學挑戰賽   

小二組 殿軍 

小五組 卓越獎 

地區 香港教育大學 賽馬會運算思維教育 嘉許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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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 主辦機構 比 賽 名 稱/參 加 項 目 成績 

地區 香港教育大學數學與資

訊 

小學數學精英大賽 20-21 
  

科技學系新亞洲名創教

育 

小五組 
優異獎 

  小六組 優異獎 

地區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科技奧運會 2021《小玩意大道理之橫掃千軍》   

設計比賽學生個人組 季軍 

地區 東九龍青年社 認識《基本法》認識社區-網上問答比賽學生個人組 優異獎 

《基本法》親子創意設計比賽學生個人組 優異獎 

地區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慳電慳錢一分鐘」校園有獎問答比賽個人組 積極參與獎 

地區 IPEL 國際普通話水平測 兒童普通話詩詞及散文朗誦評賞進階組 

一等榮譽 試機構 

  

地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72屆香港學校朗誦比賽   

一、二年級男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一、二年級女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地區 環球藝術體育文化協會 國際兒童及青少年普通話朗誦大賽高小組 榮譽獎 

地區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黃大仙動起來居家隨意拍攝比賽小學組 冠軍 

地區 土地教育基金 大嶼生態街坊 Look填色比賽高小組 冠軍 

地區 香港青年協會 中秋節燈籠設計填色比賽   

初小組 冠軍 

高小組 冠軍 

地區 香港傷健協會賽馬會 填色畫家大招募比賽高小組 

冠軍 沙田青少年綜合服務中

心 

地區 油麗之友會 抗疫互助繽紛樂填色比賽高小組 冠軍 

地區 專注貓部屋 小牛過新年填色比賽   

高小組 冠軍 

初小組 冠軍 

地區 香港單親協會 賽馬會開心爸媽新手父母支援計劃   

Halloween開心南瓜填色及創作比賽初小組 冠軍 

    

地區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水

圍 

牛牛賀年伴長者填色比賽高小組 

冠軍 

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地區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小學組 2金 1銅 

地區 南聯教育基金 第十四屆品德教育漫畫創作比賽小學組(小一至三) 亞軍 

地區 LEGO 小小設計師比賽初級組 亞軍 

地區 明愛東頭綜合家庭服務

中心 

家家滿愛睦鄰傳情和諧家庭計劃填色比賽小學組 
亞軍 

地區 小梵高藝術室 第一屆聖誕卡設計比賽 2020 兒童組 亞軍 

地區 香港小童群益會 賀年新春填色比賽初小組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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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 主辦機構 比 賽 名 稱/參 加 項 目 成績 

地區 AIA Star & Moment 2021 我的利是錢分配填色比賽高級組 亞軍 

地區 藝風多媒體創意學苑 香港藝術創意杯 2021   

初小組 亞軍 

高小組 季軍 

香港藝術創意杯 2021兒童歌唱比賽初小組 銀獎 

地區 色彩藝術創作坊 童心抗疫寵愛你 Color.Art 填色比賽   

兒童 A組 亞軍 

兒童 B組 季軍 

地區 香港青年兒童藝術協會 香港兒童填色及繪畫中獎賽 2021   

我愛香港-疫情下為香港加點色彩(填色組)高小組 銀獎 

地區 GNET Star 錶面設計比賽 2020小童組 銀獎 

地區 GNET Star 錶面設計比賽 2020小童組 銀獎 

地區 香港胸肺基金會 唔食煙先至 In四格漫畫大賽小學組 1季 2優異 

地區 香港視網膜病變協會 視覺無障礙 2020   

小學生四格漫畫及心聲語句創作比賽小學組 1季 2優異 

幼兒四格漫畫填色比賽初小組 2優異獎 

地區 GNET,B.Duck,Buffy B.Duck 閒遊世界填色比賽中童組 銅獎 

地區 保良局 玻璃樽再造計劃-吉祥物冠名比賽 殿軍 

優異獎 

地區 香港樂活協會 樂活博覽 2020郊遊樂滿 Fun 填色比賽小學組 3優異獎 

地區 城市女青年商會 童 Fun同享玩具捐贈拍攝比賽小學組 優異獎 

地區 香港兒童慈善基金會 2020 年齊心抗疫填色比賽小學組 2優異獎 

地區 元朗大會堂 聖誕卡設計比賽 2020小學組 傑出 

參賽作品 

地區 屋宇署 樓扭計公仔設計比賽 2020小學組 優異獎 

地區 蘇屋邨居民協會 復活節填色比賽 P4-6高小組 優異獎 

地區 伯特利中學 伯特利中學周年創意填色比賽   

初小組 優異獎 

高小組 優異獎 

地區 賽馬會體藝中學及行政 第八屆全港小學傑出視覺藝術學生選舉暨展覽 

優良獎狀 長官卓越教學獎教師協

會 

地區 發展局保育歷史建築基

金資助及香港測量師學

會 

HKIS “Maintenance and Appreciation of Heritage 

Buildings” Project 學校參與獎 

地區 星島雜誌集團 第七屆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2020 年度西洋畫   

第六組 參與嘉許狀 

第七組 參與嘉許狀 

地區 鄰舍輔導會黃大仙 黃大仙友愛共融計劃-關心殘疾人士漫畫填色比賽   

康盛支援中心 小學組 1冠 1亞 

    1優異 

地區 鳳凰薈 我的暑假生活填色比賽小學組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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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 主辦機構 比 賽 名 稱/參 加 項 目 成績 

地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

會 

香港學校音樂節   

小提琴獨奏五級 冠軍 

小提琴獨奏四級 冠軍 

小提琴獨奏三級 季軍 

直笛二重奏（10歲或以下） 亞軍 

中音直笛獨奏（13歲或以下） 亞軍 

高音直笛獨奏（10歲或以下） 季軍 

鋼琴獨奏一級 季軍 

鋼琴獨奏二級 季軍 

鋼琴獨奏三級 季軍 

男或女聲（7-8歲） 季軍 

地區 Hong Kong Music for 

Youth 

The 11th Asia Pacific Outstanding Youth Piano 

Competition  
  

Violin Intermediate Class 冠軍  

Piano Grade 5 Class Merit 

  
 

地區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 第四十屆明日之聲歌唱大賽少年組獨唱 亞軍 

地區 香港公民教育基金會有

限公司 

  

  

  

The 10th Hong Kong Dream Children Music Festival 2020    

Piano Grade 4-5 亞軍  

Western Instrument Age 10-12 亞軍 

Solo Vocal Age 9-10 Merit 

    
 

地區 聚賢坊 Smecta 童心唱跳大賽 最踴躍獎 

地區 柚子乒乓球訓練中心 家中自我訓練獎勵計劃 2020 學生個人組 金獎 

地區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小學籃球技術挑戰賽   

投籃挑戰賽 1金 2銀 

  10銅 

走籃挑戰賽 13金 1銅 

地區 香港乒乓球總會 第七屆少兒乒乓球打吡大賽小學組 季軍 

地區 香港警務處 網《樂》安全比賽 20-21 銀獎 

地區 柏立基爵士信托基金委

員會 

柏立基爵士信托基金傑出學生資助（非學術範疇）20-21

小學組 
傑出學生資助 

地區 東九龍青年社 第十四屆黃大仙區傑出學生選舉小學組 傑出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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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校友會 

本校校友會自二零零八年成立至今已有十三年。校友會每年由主席召開兩次理事會議，商討會務

及籌備活動。另外，舉行兩項大型活動，分別為周年大會暨晚會及校友會三人籃球賽。2020-2021年

度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下，取消了實體周年大會，改以視像形式舉行會議，會員仍踴躍支持，十

分令人鼓舞。此外，理事會也如常運作，並善用資訊科技，繼續商討會務，以便作好準備，迎接新一

年的工作來臨。 

 

轉眼間，校友會已成立十三年，在邢儀倩主席及眾理事努力下，團結校友，加強校友之間的聯繫

及歸屬感。另外，本會服務質素不斷提高，為校友提供良好聯誼活動及比賽，本學年，理事們提出以

下發展方向：組織義工服務，以吸引更多校友參加本會的活動及擴大本會的服務範圍。 

 

校友在社會、國際各範疇上均有卓越成就: 

1.一九九六年畢業校友尹鈺斌，繼 2020-2021年度被瑞典一個音樂協會(The Music Spectra Society)

推選為首位華人主席，尹鈺斌校友在過去十年曾獲多個國際音樂獎項，亦曾擔任澳地利維也納海頓

音樂節結他組別的編曲，及後亦有發行有關唱片。其音樂作品曾於美國、巴西、德國、墨西哥、白

俄羅斯、比利時、捷克、意大利、斯洛文尼亞、瑞典、西班牙、日本、香港等多個國家演奏。現剛

於捷克 Jan Evangelista Purkyně University(揚·埃文格里斯塔·普爾基涅大學)考獲 Sonic Art博

士學位。二零二一年十月更於捷克布爾諾舉行室內管弦樂演奏會(Moravian Autumn)。 

 

2.二零零八年畢業生黃尹雋繼二零一九年短短兩個月內一口氣破了三個塵封的香港紀錄後，二零二一

年代表香港出戰在西安舉行全國運動會，參加一萬米跑及馬拉松跑步比賽，在此期望黃尹雋繼續在

田徑場上大發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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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與家長之聯繫和溝通 

a. 家長教師會全年活動 

本學年因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家長教師會原定的活動部分受到影響或需取消，順利舉行的

活動如下： 

舉行日期 活動名稱 

2020年 8月  教導小一新生使用洗手間 

 10月  家長義工迎新日 

 「關愛共勉  同心抗疫」口罩圖案設計比賽 

 出版會訊 

 冬季校服募集顯關懷 

 11月  「錦泰巨星 2020」才藝比賽 

2021年 2月  新春派利是 

 3月  第十屆家教會會員大會(視像形式) 

 家長校董選舉 

 4月  派發復活蛋 

 將「關愛共勉  同心抗疫」口罩圖案設計比賽得獎作品印製成口罩套，送給

全校師生。 

 5月  家長理事代表參與環保馬賽克壁畫創作工作坊 

 6月  「家長也敬師」致送敬師小禮物 

 7月  畢業典禮場地佈置及致送榮休紀念品 

 小一新生家長會 

 出版會訊 

 8月  小一迎新日，教導小一新生使用洗手間及防疫隔板 

 

b. 家長教育 

為配合學生成長發展系統的家長教育，本校繼續舉辦家長講座及親子活動，讓家長從不同途徑獲

得管教資訊，提升管教能力，加強親子溝通，促進家庭和諧。親子小組讓家長與子女有更理想的親子

關係及相處技巧。 

 

i. 家長教育課程 

年級 主題 

一 如何協助子女適應小一學習生活──家長經驗分享(以聲音導航的簡報形

式及影片形式發佈) 

一 「小一及早識別計劃及家長管教」家長講座 

三至六支援班家長分享會 「如何教孩子做好閱讀理解」(以聲音導航的簡報形式發佈) 

全校 「『學』在停課的日子」家長支援資料分享 

全校 「網絡資訊素養」家長講座 

全校 「關注學生正確使用互聯網及網上社交媒體」資料提供 

全校 「當子女機不離手研討會──網絡行為的機遇和隱憂」 

全校 網上家長教育學堂系列──「家庭養育模式」、「行為治療：增強和懲罰」、

「依附理論」及「薩提亞模式」(以簡報形式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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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家長會及家長日 

1. 小一新生家長會 

2. 一年級課程(中、英、數)家長會(錄像形式) 

3. 一年級適應家長會(視像形式) 

4. 六年級家長會(視像形式) 

5. 一至五年級家長日(視像形式) 

 

iii. 家長工作坊 

年級 主題 

共 10人 「S Power 學童及照顧者同行網絡計畫」──家長互助小組 

共 30人 家長義工培訓 

共 10人 「S Power 學童及照顧者同行網絡計畫」──家長關懷大使活動 

 

iv. 親子活動 

種類 主題 

親子小組 對「焦」有法親子小組 

親子小組 「桌遊身心」Board Game家長小組(A組及 B組)  

 

v. 全學年出版兩期輔導通訊 

月份 主題 

2020年 12月 桌遊身心 

2021年 7月 新常態下的親子關係 

 

vi. 停課支援 

月份 主題 

2021年 4月 「復課錦囊」家長版 

全學年 「錦泰留言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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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錦泰小學 

2020至 2021年度學校接受捐贈項目紀錄冊 
 

編號 捐贈者/機構名稱 捐贈項目的說明及其價值 
捐贈項目是否
由校方向捐贈
者/機構提出 

接受捐贈項目
的日期 

捐贈項目的
用途 

1. 全港社區抗疫連線 1. 口罩 500個，共值$2,000 

2. 消毒搓手液 98支，每支約

$100，共值$9,800 

總值$11,800 

否 6.4.2020 供學生使用 

2.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

會 

1. 口罩 50個，約值$376 

2. 消毒搓手液 1支，約值

$100 

總值$476 

否 7.4.2020 供同工使用 

3. 黃大仙少年警訊 1. 口罩 200個，共值$800 

2. 消毒噴霧 10支，約 100

支，共值$1,000 

3. 1L 酒精搓手液 2支，每

支$200，共值$400 

4. 潔淨免洗噴霧 20支，每

支$30，共值$600 

總值$2,800 

否 17.4.2020 供學生使用 

4. 保良局辦學團體 

唐楚男顧問 

1. 成人口罩 8盒，每盒約值

$180，共值$1,440 

否 12.10.2020 供學校職員

使用 

5. 華潤堂有限公司 1. AQLQ 非接觸式自動感消

毒機 1部，值$400 

2. 500ml 救互 75% 乙醇消毒

2 樽，每樽約值$100，共

值$200 

總值$600 

否 6.5.2020 供學生使用 

6.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 

1. 小童口罩 1005個，每個值

$40，共值$40,200 

2. 大人口罩 163個，每個值

$40，共值$6,520 

總值$46,720 

否 13.5.2020 供學生使用 

7. 保良局 1. 愛的家 V99成人口罩 8

盒，每盒約值$177，共值

$1,416 

否 15.5.2020 供學校職員

使用 

8. 保良局 

中文大學 

1. 0.5L搓手液 1樽，約值$80 否 15.5.2020 供學生使用 

9.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

會協會 

1. 搓手液 330支，共值

$11,550 

否 5.6.2020 供學生及學

校職員使用 

10. 保良局張麥珍耆樂

中心 

1. 100ml珮氏驅蚊爽噴霧

323 支，每支$70，共值

$22,610 

 

否 5.6.2020 供學生及學

校職員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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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捐贈者/機構名稱 捐贈項目的說明及其價值 
捐贈項目是否
由校方向捐贈
者/機構提出 

接受捐贈項目
的日期 

捐贈項目的
用途 

11. 中聯教育科技部 1. 便利妥 3D立體口罩成人 L

碼、成人 M碼及兒童碼各

1 包，每包$88，共值$264 

否 5.6.2020 供學生及學

校職員使用 

12. 保良局 1. 愛的家 S99成人口罩 8

盒，每盒約$180，共值

$1,440 

否 5.6.2020 供學生及學

校職員使用 

13.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 1. 口罩 7500個，每個$3，共

值$22,500 

否 17.6.2020 供學生使用 

14. 屈臣氏集團 1. Nippon Mask 口罩 500個，

每個$3，共值$1,500 

否 18.6.2020 供學生做用 

15. 6A 李奕諾 

6B 李奕熹 

1. Pasion消毒搓手液 56

支，每支$15，共值$840 

2. Purell消毒搓手液 10

支，每支$10，共值$100 

3. Purell消毒搓手液 2支，

每支$70，共值$140 

4. Naisture 消毒搓手液 3

支，每支$45，共值$135 

總值$1,215 

否 18.6.2020 供學生使用 

16. 保良局 1. V99i中童口罩(每盒 30

個)，轉贈 16盒，每盒

$78，共值$1,248 

否 23.7.2020 供學生使用 

17. 保良局 1. 愛的家 V99成人口罩，轉

贈 8盒，每盒$138，共值

$1,104 

否 14.7.2020 供學校職員

使用 

18. 保良局 1. 愛的家 V99成人口罩(每

盒 50個)，轉贈 6盒，每

盒$98，共值$588 

否 14.7.2020 供學校職員

使用 

19. 閱讀點基金會有限

公司 

We Are Children Treasure 

Box 孩子是百寶箱: 

-中文故事 4 套，每套 7 本，

每套$580，共值$2,320 

-英文故事書 1套(每套 7

本)，共值$580 

-電子故事書 10個，每個

$220，共值$2,200 

總值$5,100 

否 8.2020 供學生使用 

20. 顧東華先生 1. 50ml LABO搓手液 125支，

每支約$18，共值$2,250 

否 9.2020 供老師及職

工使用 

21. 李何芷韻女士 1. 愛的家成人口罩 90盒，每

盒約$100，共值$9,000 

否 9.2020 供老師及職

工使用 
22. 2000年畢業生馬寶

倫小姐 

1. 塑膠椅 50張，每張約

$60，共值$3,000 

否 9.2020 供學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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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捐贈者/機構名稱 捐贈項目的說明及其價值 
捐贈項目是否
由校方向捐贈
者/機構提出 

接受捐贈項目
的日期 

捐贈項目的
用途 

23. 沒有註明 1. SDB CLEAN SHOTS 70%獨

立包裝酒精搓手液 14盒

(每盒 250片)，約值

$8,000 

否 29.9.2020 個人衞生 

24. 鄧李壁莛女士 lL威露士酒精搓手液 6支，

共值$960 

否 29.9.2020 個人衞生 

25. 鄧李壁莛女士 100ml珮氏驅蚊爽噴霧 10

支，共值$719 

否 28.9.2020 驅蚊 

26.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第六屆基本法全港校際問答

比賽最積極參與學校獎，書

券 8 張，每張$100，共值$800 

否 7.10.2020 購買圖書供

學生閱讀 

27. 保良局 1. 愛的家 S99成人口罩 13

盒(共 650個)，每個約值

$2.5，共值$1,625 

2. V99 中童口罩 16盒(共

480個)，每個約值$2.5，

共值$1,200 

總值$2,825 

否 14.10.2020 供學生及職

員使用 

28. 沒有註明 1. 愛的家 S99成人口罩 35

盒，約值$1,575 

2. 中童口罩 10盒，共值$780 

總值$2,355 

否 12.10.2020 供學生及職

員使用 

29. 4C 江正程 保為康 DM95成人口罩 11

盒，約值$385 

否 22.10.2020 個人防疫 

30. 楊我賢 積木實驗各 24套，共 96套，

已用超過 15年 

否 23.10.2020 STEM活動讓

學生可在學

校動手作科

學模型，學

習科學原理 

31. 合拍公關公司 <唔食煙先至 In!> 四格漫畫

大賽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3,000 支票 1張 

否 16.11.2020 用於學生學

習上 

32. 威萊集團(威露士) 1. 酒精搓手液 1104支，共

值$5,500 

2. 自動酒精搓手液機連補

充裝 3套，共值$2,100 

3. 全方位保護套裝 1套、冷

氣機清潔消毒劑 1支及殺

菌消毒噴霧 12支，共值

$2,160 

總值$9,760 

否 30.9.2020 個人及環境

衞生 

33. 金輝投資有限公司 <歸真-詠春江志強>1本，價

值$118 

否 25.11.2020 放圖書館供

學生借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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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捐贈者/機構名稱 捐贈項目的說明及其價值 
捐贈項目是否
由校方向捐贈
者/機構提出 

接受捐贈項目
的日期 

捐贈項目
的用途 

34. 沒有註明 1. 愛的家 S99成人口罩 15

盒，共值$675 

2. 愛的家 V95i中童口罩 10

盒，共值$680 

總值$1,355 

否 20.11.2020 個人防疫 

35. 民政事務總署 1. 政府成人口罩 15盒，非

賣品，與巿面同類商品估

算約值$1,200 

否 1.12.2020 個人防疫 

36. E Life Trading 

International Ltd 

1. 50ml KILLBACS Hand 

Sanitizer30支，共值

$360 

否 28.1.2021 個人衞生 

37. 沒有註明 1. 愛的家 S99成人口罩 15

盒，共值$675 

2. 愛的家 V95中童口罩 10

盒，共值$680 

總值$1,355 

否 15.1.2021 個人防疫 

38. 沒有註明 1. 愛的家 S99成人口罩 15

盒，共值$675 

2. 愛的家 V95中童口罩 10

盒，共值$648 

總值$1,323 

否 3.3.2021 個人防疫 

39. 沒有註明 1. 愛的家 V95兒童口罩 8

盒，共值$560 

否 16.3.2021 個人防疫 

40. 港協暨奧夢成真有限

公司 

1. 2018奧運日運動服裝 

- XS 2件 

- S size 15件 

2. 2019奧運日運動服裝 

- 130size 6件 

- XS size 13件 

- S size 3件 

共 39件，運動服裝沒有價值 

否 31.3.2021 供學生使

用 

41. 威萊集團(威露士) 1. CENTRALIN 快人一泡自動

泡沫洗手機套裝 88套，

總值$9,504 

否 30.3.2021 個人衞生 

42. 沒有註明 1. 愛的家 S99成人口罩 36

包，共值$1,944 

2. 愛的家 V95中童口罩 13

盒，共值$1,534 

總值$3,478 

否 15.4.2021 個人防疫 

43.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

院 

保良局何鴻燊社區書

院 

1. 考試枱 180張，每張$108，

總值$19,440 

否 15.9.2020 供學生使用 

44. Miss Mok Ka Po 1. 玩具禮品數量 1箱，總值

$5,000 

否 30.9.2020 作為視藝

科比賽獎

項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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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20至 2021年度財政報告 

 

項目名稱 全年總收入 全年總支出 結餘/盈餘 

(1)政府經費    

擴大的營辦津貼 $1,846,275.27 $1,629,092.19 $217,183.08 

行政津貼 $2,446,297.52 $2,216,201.80 $230,095.72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555,140.00 $298,917.82 $256,222.18 

學校發展津貼 $791,441.00 $628,518.93 $162,922.07 

成長的天空(小學)計劃 $223,051.75 $61,500.00 $161,551.75 

總計 $5,862,205.54 $4,834,230.74 $1,027,974.80 

    

不會納入「擴大的營辦津貼」的津貼    

教員薪金津貼、公積金及差响津貼等 $35,165,127.15 $35,165,127.15 $0.00 

教員公積金 $1,982,873.21 $1,982,873.21 $0.00 

差餉津貼 $652,012.00 $652,012.00 $0.00 

總計 $37,800,012.36 $37,800,012.36 $0.00 

    

(2)其他    

學校經費    

學生特定用途費 $191,400.00 $167,890.00 $23,510.00 

普通經費收支帳 $220,223.10 $609,104.84 -$388,881.74 

總計 $411,623.10 $776,994.84 -$365,371.74 

 

備註: 普通經費之支出$388,881.74，是運用往年盈餘，實際累積盈餘是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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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21至 2022年度學校發展關注項目 

 

1. 學校發展 

1.1 強化教師專業發展 

2. 課程發展 

2.1 持續提升學生運用兩文三語的能力 

2.2 持續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2.3 持續發展校本科學及科技課程 

3. 學生發展 

3.1 持續提升學生的抗逆力 

3.2 持續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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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添喜慶，校監和校董巡校 

 

        
法團校董會校監及校董巡校，校長及老師向龐校監講解學校各項新設施 

 

       
校監劉陳小寶太平紳士到校為畢業禮作主禮嘉賓 

 

     
班主任向劉陳小寶校監展示畢業生時間囊的珍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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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陳小寶校監主禮，為新一屆畢業生時間廊 

作啟用儀式，場面熱鬧 

 

 
畢業生代表致辭，感恩母校栽培 

 
畢業禮後，校長、老師與學生及家長在大型展板

前拍照留念 

 

 
畢業生化身小粉絲， 

向老師索簽名留念 

      
願畢業生前程錦繡，升中後繼續朝夢想進發 

 

        
羅湖區粵港澳姊妹學校締結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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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姊妹學校深圳市羅湖區靖軒小學 

作第一次視像交流 

 
老師於「教師專業發展日」學習園藝治療 

 

 
為提升教學效能，老師進行「小班教學工作坊」 

 
保良局英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研討會， 

保良局屬下小學英文科老師進行教學分享 
 

定期於早會舉行升旗禮 

 
遲來的結業頒獎禮，由校長親自頒發學業獎  

五年級線上家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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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揚中國文化，同學體驗傳統少林武術 

 
傳承「非遺」文化日， 

聘請導師示範做糖畫 

      
「全方位體驗學習日」STEAM 工作坊 

 
家教會為感謝老師的付出， 

在「敬師日」向全校教師致送敬師小禮物 

 
「錦泰巨星才藝比賽」獲獎同學 

 
「禮貌之星」獲獎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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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英文科「小小英語探險家」口語課活動 

 

   
植物資訊長廊，校園到處充滿生氣 

 
「一人一花計畫」──老師派發花苗予同學 

   
電腦科 Cool Think@JC 計畫──學生利用電子工具學習編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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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茵小草地」的馬賽克壁畫工作坊 

 

  
 

  
一年級視像課藝術齊共賞 

 

   
三年級視像課藝術齊共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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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做運動身體好，同學進行各類型體育活動 

 

 
本校乒乓球手羅靖禧來個反手擰拉， 

立刻秒殺對手得分 

 

 
頒發小學籃球技術挑戰賽獎項 

  

  
保良局百．錦欖出友情欖球共融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