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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錦泰小學 

二零二一／二零二二年度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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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位教師，包
括校長、 2 位副校長、 9 位主任 (包括 1
位課程統籌主任及 1 位特殊教育需要統
籌主任 )、 1 位圖書館主任、2 位以英語
為母語的英語教師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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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持有學

士學位、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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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021 – 31/3/2022  1/4/2022 – 31/3/2023 

總校監 
林潞先生 

(保良局主席兼屬校總校監) 
總校監 

陳正欣博士,MH 

(保良局主席兼屬校總校監) 

校監 
劉陳小寶女士,BBS,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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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慧欣女士       (辦學團體校董)  黃慧欣女士     (辦學團體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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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詠琴女士           (教員校董)  朱詠琴女士         (教員校董) 

 梁玉燕女士       (替代教員校董)  梁玉燕女士     (替代教員校董) 

 許樂民先生           (家長校董)  許樂民先生         (家長校董) 

 何駿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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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銘健先生         (獨立校董) 

 吳嘉慧校長           (當然校董)  吳嘉慧校長         (當然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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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師專業發展  

2021-2022年度，本校配合校本發展及教師專業發展需要，舉辦了多元化的教師專業發展活動，部

分活動安排全體教師參與，部分活動安排指定行政/科組的教師參與，包括﹕ 

1. 由香港調解仲裁中心主席蘇文傑律師到校主講的「國安法」、「國旗法」及「國歌

法」法律講座 

全體教師 

2. 由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何榮耀先生到校主持的賽馬會「顫動人心」社區計畫─公

眾急救教育講座 

全體教師 

3. 由保良局教育心理學家到校主講的「正向情緒」老師工作坊 全體教師 

4. 由教育局舉辦的「國家安全教育到校教師工作坊」 全體教師 

5. 資訊科技組舉辦的「體驗 360 影片及虛擬實境技術工作坊」 全體教師 

6. 由校本教育心理學家主講的「及早識別及支援有自殺風險的學生」研討會 全體教師 

7. 由校本教育心理學家主講的「正面迎復課‧關愛在校園」教師工作坊 全體教師 

8. 由教育局/外間機構舉辦的「運用調解技巧解決衝突工作坊」、「預防及妥善處理學

校投訴工作坊」、「調解技巧工作坊」、「有關平等機會法例的關注」、「回覆投訴/查

詢的撰寫技巧工作坊」及「正面處理衝突教師工作坊」 

部分中層教師 

9. 由北山堂基金與澳洲 Geelong Grammar School舉辦的「探索正向教育」專業培訓

課程 

部分中層教師 

10.由保良局主辦的聯校「國家安全教育」講座 國家安全教

育小組教師 

11.由教育局舉辦的「善用有效策略優化小班學與教 15小時工作坊」 部分教師 

12.由教育局舉辦的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基礎課程」及「專題課程」 部分教師 

13.由教育局舉辦的《憲法》和《基本法》小學教師增益網上課程 部分教師 

14.活動組舉辦的「升旗訓練工作坊」 部分教師 

15.中文科、英文科、數學科及常識科舉辦的「小班教學分享及交流會」 各科教師 

16.參與由保良局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中文科、英文科、數學科及 STEM)主辦的分享會 各科教師 

17.數學科舉辦的「數學科數概工具教師工作坊」 數學科教師 

18.電腦科舉辦的「人工智能及無人機課程簡介」 電腦科教師 

19.視藝科舉辦的「Procreate電繪工作坊」 視藝科教師 

 

備註﹕受新型冠狀病毒停止面授課堂影響及提早放取特別假期，2022年 1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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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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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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80 67 72 82 73 440 

女生人數 62 66 67 76 68 75 414 

學生總數 128 146 134 148 150 148 854 

(1) 一年級至三年級隨機分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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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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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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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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化教師專業發展 1.因為新冠病毒疫情影響，2021-2022年度全學年以半日制形式上

課，二零二二年一月開始以視像形式進行網上教學，直至四月復

活節假後才恢復面授課堂。老師已恆常在課餘按學校及科本發展

的需要及興趣，報讀不同的培訓課程；學校亦安排代課老師，讓

老師可以出外進行五星期的進修課程。在疫情下，老師不斷持續

進修，不斷在專業的道路上前行。此外，老師無論在網上教學及

面授課堂中，均運用不同的教學策略及電子學習工具，以照顧學

生學習的多樣性。 

 

建議： 

1.配合學校發展，持續加強老師專業培訓，例如：小班教學、國安

教育、照顧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課程。 

2.持續推薦老師參加不同的課程、工作坊，持續學習不同的策略，

以提升老師在課堂上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的技巧。 

3.學校安排不同的工作坊，如電子學習工具，以提升老師在課堂上

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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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課程發展 
項目 整體檢討 評估、檢討及反思 

2 持續提升學生運用兩

文三語的能力 

1.中文科針對學生學習需要的多感觀教材，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

能力及提升他們對語文學習的興趣。此外，二年級循序漸進式的

寫作課程及五、六年級以讀帶寫的寫作課程均有效提升學生的寫

作能力。 

2.英文科的「小小英語探險家」及「協作教學説話課程」能讓學生 

學會更多的英語説話技巧，並提供實踐的機會。 

 

建議﹕ 

1.圖書組、學生支援組、中文科、英文科、普通話科持續用不同的

學習策略、工具(如電子學習)及活動，持續提升學生運用兩文三

語的能力。 

2.圖書組重新檢視及修訂一、二年級繪本課程及開展三年級繪本課 

，從橫向和縱向設計及修訂繪本教學的內容。 

3.中文科持續優化二年級寫作課程及五、六年級以讀帶寫的寫作課

程。 

4.英文科持續優化「課文生字表」，並製作錄音及把錄音上載

Google Classroom供學生使用。 

5.英文科持續推展及優化「小小英語探險家」及「協作教學説話課

程」，提升學生聽説英語的能力。 

6.普通話科落實開展普通話情境教學，提升學生聽説普通話的能力 

。 

3 持續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1.透過課堂研習，與科任老師一起探討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的教學

策略，能幫助老師提升專業發展。 

2.與外間機構協作，讓學校及老師能更全面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學生。 

3.運用適異性教學，讓學校及老師能更全面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 

。 

 

建議︰ 

1.如新冠病毒疫情持續，下學年的抽離式資優課程會以實體或視像

的模式進行。 

2.小班持續進行課堂研習，優化「課堂研習觀察表」，以提升老師

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的能力。 

3.結合小班教學的原則及策略、適異性教學策略，提升小班教學的

效能。 

4.宜多使用電子學習平台，進行課前、課間或課後的增潤學習或分

享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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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整體檢討 評估、檢討及反思 

4 持續發展校本科學及

科技課程 

1.周五活動課中的 STEM 課程具吸引力，學生亦投入課堂，然而在

選擇培訓機構及導師時需更加審慎。 

2.與外間機構合作，於五、六年級舉辦 LEGO Education SPIKE 

Prime Fun Day活動效果良好；四年級學生在課室內進行的「紙

蜻蜓」專題研習，效果亦非常理想。 

 

建議:  

1.已成功申請政府資科辦「奇趣 IT識多啲」計畫，下學年將在四

年級加入無人機編程課程及五年級加入「AI人工智能」抽離式

課程，以加強學生對有關資訊科技的 STEM活動的興趣。 

2.下學年將在四年級至六年級推展 CoolThink@JC 計畫，發展學生

運算思維能力。而一至三年級則會透過其他工具如 Scratch、

Hour of Code及筆插電課程，以發展學生運算思維能力。 

3.為加強學生媒體和資訊素養，本學年已申請有關計畫，期望下學

年可以引入校外資源，以培養學生有效、合法及合乎道德地使用

資訊及資訊科技的態度和能力。 

4.下學年邀請升讀五年級至六年級的 STEM Team學生及在升讀四年

級的學生中進行選拔，讓他們繼續參與 STEM Team 訓練，延續本

學年所規畫的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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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學生發展 

項目 整體檢討 評估、檢討及反思 

5 持續提升學生的抗逆

力 

1.由於新冠病毒疫情影響，學校只能以視像形式進行網上教學或以

半日制形式上實體課，以致影響部分活動的進行及成效。 

2.透過多元化的活動及計畫，能有效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學習動機

及態度、共通能力及抗逆力。 

 

建議： 

1.學生大致積極參與各科組的活動，抗逆能力有所提升，惟在新冠

病毒疫情影響下，仍需要持續提升學生的抗逆力。下學年本校將

參與「正向教育」計畫，在學生、家長、老師、校工各持分者層

面推動「正向教育」，繼續提升學生的抗疫力。 

2.下學年繼續優化相關課程及活動，培養學生積極學習及投入學校

生活的正面態度，提升學生的抗逆力。 

3.持續推行家長教育，教導家長培養子女積極學習的策略和方法，

幫助家長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加強家校合作。 

 

6 持續培養學生主動學

習的態度 
1.因新冠病毒疫情關係，暫停了數個月面授課堂，難以推動學生主

動參與學習活動，但利用網上學習平台，能夠讓學生以多元化模

式分享學習過程，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主動分享學習成果。 

2.各科組透過姊姊學校交流活動、教育營、比賽……能持續培養學

生主動學習的態度。 

 

建議: 

1.下學年繼續優化相關的活動，以持續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態度。 

2.持續推動學生使用不同的學習平台、工具……鼓勵學生主動分享

學習成果。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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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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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改建圖書館及音樂室，並已增購資訊科技設

施和設備，如電子黑板及可移動桌椅等。

「360移動學習教室」正式於二零二二年五月

開始使用，能為學生創建一個「可移動」、自

由及靈活的學習環境，豐富學生的學習體驗。 

2. 中文科、英文科、常識科、普通話科及跨學科

專題研習及 STEM活動已完成設計教學活動及

編寫教學計畫，然後進行共同備課，再由老師

施教、觀課及評課。學生於新環境學習投入專

注，表現雀躍，能提升他們的學習興趣及共通

能力；惟因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復課後課時

有限，部分科組配合圖書課的學習，未能完

成，而中文科四年級的第二層資優小組及校園

電視台廣播及實時學習活動，均未能進行。校

方將會在下學年開展。 

3. 各科已整理相關教學資源，下學年將繼續推展

校本課程；因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已盡量安

排小班教學分享會及交流會、體驗 360影片及

虛擬實境技術工作坊予本校教師，並鼓勵教師

多參加教育局舉辦的線上工作坊。參與的教師

表示以上各項培訓及分享均能提升他們對電子

教學的掌握及教學效能。 

2 醫教社同心協作計

畫 

醫院管理局的專責護士與精神

科團隊將與學校合作，在學校

進行年度問卷篩查及個案諮

詢，及早識別並協助受焦慮、抑

鬱情緒困擾的兒童及青少年，

為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提供

支援服務。 

1. 團隊於二零二一年十月初向四年級全級學生進

行年度篩查，及早識別受焦慮及抑鬱情緒困擾

的學生。 

2. 團隊全學年訪校共九次，共十五位學生接受支

援，其中四位學生由團隊的臨床心理學家支

援；另外六位由團隊護士支援；最後五位情況

較輕微的學生由本校社工於二零二二年六至八

月期間提供「焦慮情緒管理小組」訓練。 

3. 受助學生中，其中兩名低年級學生的情況已有

明顯進步，無需再跟進；另外有兩位高年級學

生因抗拒接受服務而安排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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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課程計畫名稱 內   容 評估及反思 

3 「全校參與分層支

援有自閉症的學

生」計畫 

1. 跨專業到校支援(AIM 

Project) 

由教育局教育心理學家帶領

的專業團隊到訪學校，協助

學校設計校本的三層個別學

習計畫，按參與學生的個別

學習計畫舉行會議，並給予

專業意見。他們提供及協助

學校發展相關訓練資源，協

力優化在「三層支援模式」

下照顧有自閉症學生的各種

策略及安排，促進他們有效

學習，發展潛能。 

 

2. 學校與非政府機構協作 

香港耀能協會為學校提供

兩組「學生訓練活動」，支援

及協助學校為自閉症學生

安排額外社會適應技巧小

組訓練，以提升其社交認

知、人際溝通、情緒管理和

學習等技巧，幫助他們在學

習和社交適應上更順利地

融入學校、家庭及社區的生

活。 

1. 本學年共四位有嚴重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參

與此計畫。教育局教育心理學家曾兩次到校與

本校 AIM專責學校發展主任為學生進行觀課、

檢視學校準備工作、人手及支援規畫；同時，

與支援組負責 AIM教師進行會議，協助老師為

參與學生訂定合適個別學習計畫目標、規畫第

二及第三層訓練內容及發展相關訓練資源，並

進行觀課。以上支援均能有效幫助老師回應學

生學習、情緒及行為的需要。本校支援組負責

AIM Project老師分別參加了兩次教育局主辦

的工作坊，第一次工作坊內容為盡快掌握計畫

要旨和及早策畫支援工作；第二次工作坊內容

為個別學習計畫的第三層支援的設計及策略。

出席老師表示內容實用。 

2. 教育局安排香港耀能協會為本校四至六年級

有自閉症的學生舉行社交適應技巧小組訓練。

小組運作大致流暢，導師運用活動及遊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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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政公署

「iJunior」小學 

德育計畫 

1. 招 募 高 小 學 生 成 為

iJunior 領袖，接受簡單的

培訓，學習帶領活動技巧，

協助老師於校內籌辦德育

活動。本學年以「自律守

規」為主題，培育學生的正

面價值觀。 

1. 於學期初挑選十位五年級學生成為 iJunior

領袖生，並舉辦培訓工作坊，以向 iJunior領

袖生介紹計畫目的及講解帶領活動技巧。 

2. iJunior 領袖生曾協助老師舉辦「共種承諾

樹」活動，鼓勵二至六年級學生訂立目標，付

諸實行，承諾做個自律守規的人；另外，曾於

二零二二年六月六日至十四日於小息時段，協

助老師帶領急口令活動，以推廣正面價值觀。

iJunior領袖生帶領活動時，態度認真，積極

投入；參與活動的學生積極主動。 

3. 因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計畫其餘活動未能進

行，訓輔組安排 iJunior 領袖生參加廉政公署

網頁上的活動和遊戲，讓學生學習自律守規的

精神、探索香港特色地點和認識反貪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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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課程計畫名稱 內   容 評估及反思 

5 香港藝術發展局藝

團與學校伙伴計畫 

1. 「童真小想─從幻想學

習」小一適應課程 

以不同戲劇遊戲，開啟小

一新生的五感觸角、言語

表意及身體表達，訓練小

一新生紀律、溝通及合作

精神。 

 

2. 「童真小繪─心情繪畫」

小二及小三心情繪畫課 

於二、三年級視藝課內加

插「心情繪畫課」，引導學

生以乾粉彩、水彩、勾線

筆等繪畫不同的心情繪

畫，以助學生認識及表達

不同的情緒。 

1. 劇團「童真小盒」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三十日及九月

三日為本校一年級學生完成了六小時的「童真小

想─從幻想學習」小一適應課程。課程以戲劇遊戲

及演出為主，讓學生從中學習紀律、溝通及合作精

神。大部分學生投入其中。班主任從中也能於學期

初在短時間內觀察到個別學生的特性，給予適當

的支援。 

2. 劇團於第十四及十五周為二、三年級舉辦四節的

「童真小繪─心情繪畫和諧粉彩課」。課程以《天

空》為主題，學生共創作了三幅作品，從中學習

了磨粉、捽粉等基礎技巧。和諧粉彩容易掌握，

大部分學生投入課堂中，連一些不善於藝術創作

的學生也很有成功感，他們都享受其中。大部分

二、三年級學生能認識及表達情緒；同時亦體驗

到創作能放鬆身心靈的好處。 

3. 二零二二年七月初已向全校師生派發《童真小繪

優秀作品集》。老師們都十分欣賞學生們的作品。

學生們對於自己的作品能刊登於作品集中，也感

到十分驚喜和自豪。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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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三年級的學生在

真實的情境中，活學活用

英語。 

3. 「校本英語説話課程」─

─透過遊戲及活動，發展

學生的說話技巧。 

4. 持續優化四年級的校本

課程。 

1. 本學年為計畫第二年推行，並於三及四年級推

行。 

2. 語常會職員曾到 4B 的英文說話課進行觀課及檢

閱計畫文件。語常會職員的回饋非常正面，讚賞

學生能掌握語調的運用；語常會職員建議應善用

網上學習平台，把每課重點生字的教學連同錄音

聲帶上載至 Google Classroom 讓學生學習。 

3. 三年級科任老師及 PEEGS的計畫老師以「食譜」、

「購物」及「我最喜愛的商場」作為主題，共同

設計了校本英語說話課的學與教教材共十二課，

讓學生能在真實的環境中應用英語。 

4. 四年級科任老師及PEEGS的計畫老師共同修訂及

優化了上學年設計的六個校本英語說話課的學

與教教材，於教材中加入了相關筆記、例子及詞

庫。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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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計畫能促

進教師的互動交流和共享教學資源，能有效提升

老師專業發展。 

6. 計畫同時為英文科課程發展帶來新思維，如在日

後會嘗試將英文核心課程與低年級英文閱讀及

寫作課(PLP-R/W)結合，並會嘗試在英文課程中

加入建設英文真實語境、體驗式學習及 STEM 元

素，以加強學與教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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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課程計畫名稱 內   容 評估及反思 

7 Cool Think@JC 賽

馬會運算思維教育

計畫 

1. 優化電腦科縱向課程，在

四、五年級電腦科推行編

程教學，發展學生運算思

維能力。 

2. 透過參加校外機構比賽，

提升學生在運算思維的能

力及實踐所學，啟發學生

對 STEM 的興趣。 

3. 加強有關編程教學的教師

專業培訓。 

 

1. 計畫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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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訓練學生的運算思維能力及數碼創意。

計畫為期三年，本學年為推行計畫的第二年。 

2. 四年級學生學習 Scratch。課堂由以往隔週兩

節連堂改為每週一節，加上受新冠病毒疫情影

響，部分時間以視像形式上課，教學時間比較

緊迫，因此要刪減部分不能在視像課教授的課

題，待恢復面授課時作出課程的修訂及調適，

整體上學生仍能掌握。由於本學年計畫並未有

提供支援人員到校支援，因此學校需調配資

源，安排教學助理協助課堂進行。五年級則於

本學年開展 App Inventor，訓練學生的運算

思維能力及數碼創意。課程以隔週兩節連堂形

式推行。因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已刪減部分

不能在視像課教授的課題，並於恢復面授課時

作出課程的修訂及調適。整體而言，大部分學

生已懂得使用 Scratch或 App Inventor進行

編程，亦掌握運算思維概念及實踐所學，然而

學生在運算思維視野發展上仍有進步空間。 

3. 本學年三位電腦科老師獲 CoolThink@JC 計畫

CoolThink教師奬。三位學生獲 CoolThink@JC

計畫 CoolThink小達人奬。另外，有兩隊學生

成功入圍「全港小學生運算思維比賽」，成績

優異，其中一隊隊伍更獲「最佳學科應用奬」。

三位電腦科老師於「結合運算思維的教學單元

設計比賽」憑作品「好玩角」獲優異奬，並獲

奬金港幣五萬元作境外交流之用。 

4. 本學年已有兩位老師參加了 CoolThink@JC 計

畫第三及第四階段課程，將於下學年與任教老

師進行集體備課。 

5. 本學年持續進行 CoolThink@JC 課程的集體備

課，科任老師表示彼此間建立了學習圈，更能

掌握教授運算思維的技巧，並增強教學的信

心。 

6. 下學年為計畫推行的第三年，將於六年級推展

App Inventor，除了進一步教授學生運算思維

力及數碼創意外，亦會加入雲端運算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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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課程計畫名稱 內   容 評估及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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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學生在植物資訊長廊用

平板電腦掃瞄二維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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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善用「錦茵綠悠悠地帶」計畫設置的校園植

物及設施，配合各級課程進行環境教育。 

2. 因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部分班別未能到植物

資訊長廊參觀；而部分已參觀的班級，學生們

都感到十分雀躍。 

3. 一年級於二零二二年八月四日參觀了植物資

訊長廊。學生使用平板電腦閱讀相關植物的資

訊，學生投入參與。有老師表示部分二維碼的

名牌較隱蔽，學生較難掃瞄，常識科主席將會

跟進。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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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已於二

零二一年十一月完成「錦茵」小草地的壁畫鋪

砌工程。惟因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未能有太

多學生能到場使用和欣賞壁畫。 

9 「錦繡人生，康泰

成長」學生訓練計

畫 

1. 透過攝影、山藝及園藝治

療活動，讓學生發揮才能

及發展潛能，培養有益身

心的興趣。 

2. 在活動的過程中，透過課

堂講解、校外實習、社區主

題思考、社區交流及分享

體驗，加強學生對社區的

歸屬感和責任感。 

3. 學生能彼此及與社區人士

作交流，促進人際關係。 

4. 利用園藝治療交流活動，

讓學生及家長表達情緒，

抒緩壓力。 

1. 因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未能安排學生外出，

故「錦泰小子」社區攝影隊及「錦泰山藝組」

山藝訓練小組活動暫時取消。 

2. 因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花開錦泰」園藝治

療改以視像形式上課，共進行了五節課堂。學

生學習不同的園藝處方，他們的身心健康及觀

察力都得以提升。同時，學生對園藝活動甚感

興趣，在設計自己作品時，表現投入，責任感

也有提升。學生定時為植物拍照作紀錄，並進

行網上交流，表現積極。課程完成後，學生在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六日於小息時段在教員室

外主持工作坊，教導老師種植不同園藝作品及

保養方法。此服務學習效果理想，不單讓學生

有實踐所學的機會；同時，亦能增加學生自信

心、溝通能力及歸屬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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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於二零二二年一月至三月為十五位學生進

行視像培訓，並於網上設立平台，以助學生溝

通。 

2. 參與的學生表現積極，學習了如何合宜地抒發

情緒和與人相處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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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課程計畫名稱 內   容 評估及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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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八和粵劇學院合辦保良 

局屬下小學粵劇藝術課程。 

2. 持續舉辦粵劇體驗工作坊

及普及課，讓學生在唱唸

和基本功的水平得以持續

提升。 

3. 為學生提供各類型課餘欣

賞及接觸粵劇的機會。 

4. 籌辦鑼鼓班，讓學生在不

同的層面認識粵劇，並提

升節奏感。 

5. 於學期終舉辦「粵劇匯演」 

，讓學生分享學習成果。 

6. 於 Google Classroom發放 

粵劇材料，加深學生對粵

劇的認識。 

1. 因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粵劇藝術課程及鑼鼓

班延至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日完成。學生於粵

劇藝術課程學習演科及唱科的知識，他們的唱

唸和基本功都得以提升；另外，學生於鑼鼓班

學習演奏鑼鼓的技巧及丁、板等節奏，他們都

能在不同的層面去認識粵劇，擴闊了眼界。粵

劇匯演將改於下學年，約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

舉行。 

2. 已於三年級舉辦粵劇體驗工作坊。學生表現投

入，對粵劇的認識和興趣都得以提升。 

3. 因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未能安排學生外出觀

賞粵劇，改以向學生派發門票及於 Google 

Classroom發佈粵劇片段及資訊，以加強學生

接觸及認識粵劇的機會。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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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順利完成兩次欖球示範課。第一次於二零二

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十二月三日期間為四至

六年級學生舉辦每班三節的欖球課；第二次於

二零二二年六月八日至十四日期間為四至五年

級學生舉辦每班兩節的欖球課。兩次示範課均

由香港欖球總會教練與科任老師協作，教練教

學良好，學生表現投入。 

2. 透過香港欖球總會「All About Rugby 

Programme-Rugby Spirit Program」計畫，成

功組織欖球校隊，隊員為四至六年級有潛質學

生共二十五人，培訓共十二節，內容除了教授

欖球知識外，也加入特定內容，以培養學生合

羣和體育精神。校隊學生積極投入，教練教學

認真。計畫於下學年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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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課程計畫名稱 內   容 評估及反思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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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利與保良局陳麗玲（百周年）學校進行八次

共融欖球課。兩校學生先進行配對，成為

Buddy。再由香港欖球總會教練帶領兩校學生

於學校有蓋操場進行視像課。兩校學生打破地

域界限，積極參與，不分你我，互相交流，共

同學習，效果良好。期間，更曾舉辦視像聖誕

派對，除了進行欖球活動外，也進行視像對話

及大抽奬等，氣氛熱鬧，兩校學生均享受其

中。 

2. 第八節共融欖球課改為於京士柏欖球場舉行

「保良百．錦欖出友情共融欖球 Fun享會」，

兩校配對的 Buddy終能親身見面，踴躍交流。 

3. 因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共融欖球比賽未能舉

行。 

4. 透過與特殊學生相處，本校學生增加了對特殊

學生的理解，明白他們的需要。 

14 保良局足球發展基

金──「GOAL 

GOAL 

EVERYWHERE」 

1. 於校隊訓練中混合使用

SPARQ Training System 

及 FUSTAL 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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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體育課隨堂進行「快樂

足球體育課」。 

4. 舉行「足球嘉年華」，誏初

小學生更早接觸足球運

動。 

5. 舉辦「班際男子足球賽」。 

1. 校隊實體課於星期六進行，後因受新冠病毒疫

情影響，於二零二二年二月開始改為視像形式

進行，共開設兩班，一班供對足球感興趣的學

生參與，另一班供校隊成員參與。訓練混合使

用 SPARQ Training System 及 FUSTAL概念，

隊員的體能及技術得以提升。 

2. 已於 Google Classroom 上載足球比賽影片，

供學生及家長觀賞。 

3. 因保良局的撥款未能涵蓋「快樂足球體育課」 

，故此項目未能進行。 

4. 已於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五至二十七日舉行小

一「足球嘉年華」取代原定的「班際男子足球

賽」。每日以不同的技術作主題，分別有「飛

碟小神偷」、「小小神射手」及「人肉吸塵機」 

，每班派出指定數量學生參賽及打氣。因受新

冠病毒疫情影響，全級學生未能實時到禮堂出

席活動，故預先錄影，並於二零二二年八月三

日全校播放精華片段。全體一年級學生積極參

與「足球嘉年華」活動，樂在其中。活動能有

效讓初小學生接觸足球運動，提升其對足球運

動的興趣。 

 

 

 

 

 

 

 

 

 

 

 

 



15 

項目 課程計畫名稱 內   容 評估及反思 

15 保良局郭羅桂珍美

麗傳承乒乓球發展

基金──「章別菁

英」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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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進行恆生乒乓球學院

公開章別試訓練課程。 

3. 安排進行恆生乒乓球學院

公開章別試考試；低年級

校隊目標考獲銅章，中/高

年級校隊目標考獲銀/金

章。 

4. 進行個人拔尖培訓，推選

學生參與校外機構訓練，

透過青苗訓練，邁向成為

精英乒乓球員。 

5. 以分層選拔和有系統訓

練，按年齡、技術、章別把

校隊分成高、中、低年級三

組校隊，每年進行篩選，發

掘及培育菁英。 

6. 加入發球機器或強化多球

訓練，提升技術水平。 

1. 二、三年級「快樂乒苗」乒乓球課已於二零二

二年六月十五至二十二日期間隨體育課內完

成。因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課時縮短為兩節

及刪去教授「反手推擋」技巧。 

2. 已於本學年逢星期六進行恆生乒乓球學院公

開章別試訓練課程。因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

訓練節數減少。同時，因本學年暑假延期，故

暑假訓練取消。 

3. 於本學年八月底前，合共有七名學生參加恆生

乒乓球學院公開章別試考試，並考獲 1白金 2

銀 4銅章。 

4. 學生表現卓越，於 2021-2022全港界精英乒乓

球賽榮獲全港小學單打季軍，並入選香港青少

年隊。另一學生同樣表現出色，入選香港乒乓

球總會的青苗乒乓球培訓。 

5. 校隊按技術或年級分成 A、C 兩隊，作男、女

子校隊聯合訓練。訓練加入恆生乒乓球學院公

開章別試內容。 A 隊為五、六年級實力較強

的比賽隊，共十八人；C 隊為二至四年級的隊

員，以低球桌作訓練，共十二人。因受新冠病

毒疫情影響在校練習時數及人數，故取消 B隊

訓練。 

6. 已加入發球機器或強化多球訓練，惟因受新冠

病毒疫情影響，訓練時間減少，技術提升效果

一般。 

7. 計畫整體能有效讓初小學生體驗乒乓球運動，

及早選拔有潛能學生，並讓他們接受有系統培

訓，發揮學生天賦才能。 

16 保良局「小學正向

教育發展計畫」 

1. 透過全校參與模式，在保

良局教育心理學家及顧問

團隊的支援下，有系統地

推展正向教育課程，讓學

生、家長及全體教職員認

識正向心理理論，並配合

校本正向教育元素「錦泰

正能量」，在日常生活中應

用及實踐，從而提升整個

學校社群的幸福感和抗逆

力。 

1. 本學年為計畫籌備年，各籌備工作已順利開

展，包括成立工作小組，並於二零二一年九月

到保良局面談及出席交流會議；於九、十月向

小四至小六學生、家長及老師進行問卷調查；

顧問團隊於十二月到訪本校面談，講解計畫詳

情，再於二零二二年一月向本校各組別同事會

面及於三月進行會議，以確定以「正向健康」

及「正向情緒」為下學年首年推展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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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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二二年八月四至五日進行。

以「STEM科學科技×生活常識」

及「閱讀 360」為主題，為一

至五年級學生舉辦STEAM工作

坊、繪本導讀課及動物講座等

活動。 

 

「STEM科學科技×生活常識」

中的 STEAM 活動: 

一年級：磁力推動小飛機  

二年級：電動小風扇 

三年級：投石機 

四年級：紙蜻蜓 

五年級：LEGO Education 

SPIKE 

 

 

 

 

 

 

 

 

 

 

 

 

「STEM科學科技×生活常識」

中的生活常識活動: 

一年級：魔法幻影、「童」遊

植物資訊長廊、郊野公園小學

訪校活動； 

二年級：生活自理小貼士、郊

野公園小學訪校活動 

三年級：創意課程 

二、三年級：獅子會自然教育

中心線上遊 

一至三年級：語文音樂劇 

四、五年級：「我的鄰居是動

物」──動物講座、武術示範 

 

1. 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本學年的全方位體驗學習

日與閱讀 360活動合併，於兩天內舉行，活動如

下： 

 

「STEM 科學科技×生活常識」中的 STEAM活動: 

一至三年級 STEAM活動，大部分學生感興趣。隨堂

老師利用教學影片向學生教授製作方法，效果理

想。惟所購買的教材組件，部分質素參差，低年級

同學較難組裝；部分則有安全問題。 

 

四年級利用「全方位體驗學習日」進行「紙蜻蜓」

專題研習課。由班主任及常識科科任老師帶領。學

生表現良好。學生更能善用 iPad 內的 Keynotes作

簡單匯報。最後，每組派一位組員作代表到二樓放

紙蜻蜓，其他組員則在地下操場一同見證，分享成

果。老師表示學生喜歡是次體驗活動，並指出活動

能有助提升學生專題研習的技能。 

 

五年級利用「全方位體驗學習日」進行「LEGO 

Education SPIKE」專題研習課。由校外導師帶領，

學生學習利用 LEGO 積木砌出機械人，並為機械人

編寫不同動作效果的程式。之後，學生應用所學，

挑戰難度，砌出新的機械跳蟲，並為跳蟲編寫適合

的程式，完成爬行賽道。最後，每組派出一位代表

作賽，跳蟲能最快及能成功到達終點者為勝。學生

表現積極投入。活動有效提升學生解難能力及團隊

合作精神。 

 

「STEM 科學科技×生活常識」中的生活常識活動: 

魔法幻影：一年級學生能透過活動，掌握視覺暫留

的原理，活動效果理想。 

 

「童」遊植物資訊長廊：一年級學生表現投入，能與

組員分工合作，實地觀察及認識學校植物資訊長廊

中的不同植物，並能掌握掃瞄二維碼的技能。活動

時，因部分植物已過其最佳觀賞期，建議能調動活

動時間以配合。另外，也建議多增加人手以協助學

生處理使用平板電腦時的技術問題。 

 

郊野公園小學訪校活動：活動分兩場舉行，第一場

攤位於有蓋操場舉行，講解較多，令環境變得嘈雜，

效果不理想；第二場改於課室進行，效果理想，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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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課程計畫名稱 內   容 評估及反思 

 

 

 

 

 

 

 

 

 

 

 

 

 

 

 

 

 

 

 

 

 

 

 

 

「閱讀 360」: 

四、五年級：繪本導讀課及動

物講座 

間有限，講解較急。 

 

生活自理小貼士：大部分學生表現良好，均能學會

摺好衣服或綁鞋帶。部分成功的學生更能充當小老

師去幫助其他同學。 

 

創意課程：活動能提升學生的觀察力、流暢力及敏

覺力。學生表現投入，效果理想。 

 

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線上遊：首次嘗試以視像形式

進行參觀活動，惟效果不大理想。因彼方的網絡接

收訊號問題，影響學生順暢聆聽導賞員的講解。 

 

語文音樂劇：現場效果及氣氛非常好，能帶出語文

寫作的關係，惟學校網絡問題影響在課室觀賞直播

的效果。 

 

「我的鄰居是動物」──動物講座：到校的動物能

吸引學生的專注力，同時又能喚起學生的同理心，

明白與動物和諧相處的重要性。 

 

武術示範：武術師傅講解清晰，表演精彩，學生專心

聽講，並樂於嘗試。 

 

閱讀 360: 

以動物作為主題，介紹各式為人們服務的工作犬，

並閱讀繪本《服務犬多多和患有腦癎症的小主人》，

之後再觀賞有關導盲犬的微電影。繪本故事感人，

微電影拍攝手法很貼近日常生活，學生甚有共鳴和

體會。片中適當地加入反思問題，不但讓學生明白

導盲犬的工作和訓練，也叫學生反思對待傷健人士，

甚至是與人相處時應有的態度。 

 

整體而言，「全方位體驗學習日」能豐富學生的學習

經歷，學生既能在科學探究上增長知識，也能在各

生活常識上增廣見聞。 

2 

 

教育營 四、五年級生活教育營：取

消。 

 

六年級畢業教育營：於二零二

二年五月三十至三十一日，移

師到本校舉行。 

 

1. 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本學年未能舉辦四至五年

教育營。 

2. 六年級教育營改為由長洲明暉營及保良局北潭涌

渡假營的營地導師到校帶領活動。透過各種集體

遊戲及歷奇活動，學生能走出舒適區，挑戰自

己，並享受其中。活動能提升學生領導能力、共

通能力及自主學習能力。同時，學生們又能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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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課程計畫名稱 內   容 評估及反思 

透過團體活動及歷奇體驗活

動，培養學生的領導才能及團

隊精神；增進師生間之感情，

讓學生反思六年小學生活，並

計畫未來。 

紀律，加強團隊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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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創‧藝夢飛行」第一期

體驗課如期舉行。惟因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於

四月復課後才能舉行第二期專修課。及後為配合

防疫措施，成果匯演改以預先錄影，再播放給全

校學生欣賞。 

2. 演出學生積極投入，收看表演的學生也甚感興

趣。 

5 專題研習 1. 一年級 

數學：平面圖形 

2. 三年級 

中文：香港遊蹤 

3. 四年級 

常識：飛躍的紙蜻蜓 

4. 五年級 

中、數、常、電：LEGO 

Education SPIKE  

6.六年級 

中、數、常、電：LEGO 

Education SPIKE 

 

1. 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二年級英文科以「節日」

為主題的專題研習活動未能進行。 

2. 一年級及三年級分別於數學科及中文科課堂內

進行專題研習活動。 

3. 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四、五年級的專題活動改

於「全方位體驗學習日」舉行。評估及反思詳情

見項目 1。 

4. 六年級專題研習於二零二二年七月十五日舉行。

課題與五年級相同，由校外導師帶領，採用螺旋

式建構教學，讓學生逐步學習不同編程原理，最

後才讓學生應用先前所學，探究如何砌出爬得最

快及到達特定目標路程的機械跳蟲。協辦機構安

排妥善，能提供操作指引予學生參考，內容清晰

易明，分段合理。另外，協辦機構能提供足夠人

手去支援各班學生的提問，支援的導師積極主

動。學生學習投入，於比賽時，更見各班學生上

下一心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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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課程計畫名稱 內   容 評估及反思 

6 文化日 「文化日」已於二零二二年

一月二十八日舉行，讓學生

從遊戲及體驗中學習中華文

化： 

1. 班本活動： 

a. 播放賀年片段 

b. 學生表演 

c. 集體遊戲 

d. 虎年手工製作 

 

 

 

 

 

 

 

 

2. 主題式全級大課： 

a.「虎」知識大放送 

b.中國傳統技藝表演 

 

 

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本學年的「文化日」改以視 

像形式進行。 

 

當天活動共分為三節進行： 

1. 班本活動： 

賀年片段：「成長的天空」的學生用心參與演出

及製作。 

學生表演：各班因應班本情況邀請學生作才藝

表演。 

配詞及接龍遊戲：由本校言語治療師錄製了片

段，介紹一字多配的方法及接龍遊戲，學生投

入及感興趣。 

虎年手工製作：各班分兩組進行，並於

Google Classroom發放延伸學習影片。不論

高低年級的學生均能按步驟及老師的指導下，

製作自己的小老虎。 

 

2. 主題式全級大課： 

「虎」知識大放送：由本校主任帶領進行跨

級大課，為學生介紹各項虎相關的知識，包

括：虎字的由來及吉祥物、白虎、「動物教

室:老虎《國家地理》雜誌」及聽故事學中

文。學生表現專心投入，互動性強，於學生

問答環節中表現雀躍。 

中國傳統技藝表演：邀請雜耍運動員到校表

演中國傳統技藝，利用視像進行直播。學生

對扯鈴尤有興趣，不時在留言欄表示驚喜。

至於轉碟雜技，因鏡頭未能近距離拍攝，畫

面變化不大，故表演後段學生興趣已大減。 

 

整體而言，學生均能於視像課中感受農曆新

年愉快的氣氛，同時也能認識中國傳統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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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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年度，因應教育局宣佈學校暫停面授課堂(1月及 2月)和特別假期(3 月至 4月)安

排，為了鞏固網上學習及協助學生逐步適應面授課堂，本校第二及第三段考延期，校內評估作出以

下特別安排： 

第一段考：一至六年級考試模式及考核範疇不變。 

第二段考：延期至 5月進行。一至六年級取消中文作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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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段考：延期至 7月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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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至 3月初暫停面授課堂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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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和説話訓練及配合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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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深淺程度。為鼓勵學生在網上學習期間積極學習和遵守課堂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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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活節假期後，全校學生於 4月 19日開始恢復面授課堂。在半日制上課安排下，為了增加學生

的學習經歷，校方調整了半天上課時間表，涵蓋圖書課、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課、周五活動課、增

潤課、輔導課及專題講座等。老師更因應學生的學習需要和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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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享受校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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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無論是面授課堂，還是視像課堂，老師都能運用不同的教學策略、善用網上平台，以提

升學生的語文能力。除了在課堂上增進學生的語文知識外，在課後也提供不少活動和比賽，讓學生

發揮潛能，培養學生主動的學習態度。總括而言，學生在聽、説、讀、寫各個範疇都表現良好，學

習態度令人滿意。 

 

    在閱讀範疇方面，低年級學生能掌握閱讀策略，亦能理解閱讀的篇章大意，字詞理解能力按年

級遞增，惟對理解文章的深層意義有待提升。高年級學生能掌握文章的深層意思，閱讀範疇較廣，

對基本的閱讀策略已能掌握，惟歸納段意和主旨的能力有待改善。 

 

    在寫作範疇方面，一年級大部分學生能寫作四素句和六種基本行為句，二、三年級學生懂得分

段寫作，而三年級部分學生的寫作內容豐富，而且善用所學的寫作技巧，惟部分學生未能靈活運用

所學詞語寫作。高年級寫作記敘文時，大部分學生能掌握文章結構，分段表現大致良好，部分學生

行文流暢，能運用優美詞句或修辭，但部分學生審題能力稍遜，感想較少變化。整體而言，受疫情

影響，學生生活經驗少，故此大部分學生的創意能力稍遜，選取題材有限，這方面的能力有待提

升。 

 



21 

    在説話及聆聽範疇方面，各級學生都喜歡表達意見，分享切身生活經驗，但部分學生朗讀的流

暢度稍遜，亦未能以完整句子回答問題。而聆聽時，學生都表現專注，能理解話語內容，於日常課

堂評估表現理想。 

 

英文科： 

為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老師在日常教學(包括視像課期間)和校園語境活動作悉心安排和設

計。老師的教學設計多元化、生活化及具趣味性，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老師在課堂上積極鼓勵

學生以英語作回應或提出意見，根據觀察，大部分學生對英語學習有興趣，亦有良好的學習動機，

樂於學習。此外，老師在面授課期間亦積極使用 Google Classroom 電子平台與學生分享有用的網上

學習教材，或安排多樣化的線上課業，補足半天上課的限制，並讓學生的學習進一步拓展，邁向混

合模式的學習。 

 

暫停面授課期間，老師善用出版社的網上資源，配合自行設計的教材，每天進行網上教學，並

讓學生利用 Google Classroom 平台，以拍照或錄影形式完成課業並在網上平台遞交，讓老師能迅速

批改和提供及時的回饋。在視像課期間，老師在設計課堂時仍著重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學生對學

習目標能否掌握。因暫停面授課而需持續進行視像課，普遍老師在應用資訊科技於教學方面的能力

大為提升，更能善用吸引學生的網上資源，配合適切的課堂設計，讓學生即使隔着電腦熒幕，仍能

保持對英語學習的興趣及持續積極學習英語。 

 

評估方面，學生認真對待評估，準備充足，家長亦積極協助子女準備評估。學生表現良好，即

使經歷網課，學生亦能保持良好學習態度，掌握基本學習內容。綜觀三次評估的重點，低年級學生

在字詞(Vocabulary)和基本文法(Grammar)方面表現較佳。本學年因暫停面授課堂接近兩個月和度過

特別假期後，普遍學生在第二次評估的表現略受影響，面對語文運用(Language Use)和閱讀理解

(Reading Comprehension)部分，較多的學生只能掌握直接的問題類型，面對一些思考性的題目時表

現稍遜。可幸，當學生回復穩定的面授課堂後，表現有所回升。 

 

至於三年級至六年級的寫作方面，學生大致能掌握故事的結構，能寫出一個完整的故事，惟學

生撰寫的故事內容較單薄，部分學生串字及文法較弱，亦未能提供豐富的描述。因此，恢復面授課

堂後，老師特別加強訓練學生的寫作能力，大部分學生的寫作能力有所改善，特別是六年級學生，

在第三段考，全級學生均能寫出完整的文章，而當中能力較高的學生，更能寫出內容豐富、有趣及

文句多樣化的故事。 

 

數學科： 

學生主動投入課堂，積極參與討論；喜歡面對具挑戰性的問題，並嘗試用不同的方法解題；對

於運用電子工具在課堂上學習感興趣，但學生較容易忘記已有知識。此外，部分級別的學生個別學

習差異較大，老師須與學生重溫已有知識。因為暫停面授課，所以學生運用數學語言解答問題的機

會相對減少了，學生數學語言的表達較以往遜色，仍需加強。然而，視像課期間，學生的上課表現

比上學年有進步，恢復面授課後，因防疫關係而令學生較少機會進行分組協作。 

學生在「數」範疇的表現令人滿意。他們能掌握基本的運算法則和技巧，除四年級運算速度比

以往慢，其餘年級學生的運算速度理想，但仍需加強學生四則運算的法則和演算步驟的訓練。學生

在應用題方面表現普通，部分學生因計算時粗心大意及受語文能力影響以致審題出錯，尤其在計算

「除法」應用題，處理餘數時表現稍遜；學生須加強練習「…比…多」、「…比…少」、倍的應用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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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級學生在「度量」範疇中表現理想。學生能利用直式計算時段或單位化聚問題。因暫停面

授課關係，學生欠缺具體操作的活動和練習，令部分學生未能掌握硬幣的兌換。學生面對情境較複

雜且有單位化聚的題目時，較易出錯，以及需要較長時間理解。 

 

在「圖形與空間」範疇中，學生的表現令人滿意。學生初步掌握平面圖形的從屬關係的概念，

低年級學生在「方向」單元的表現有進步。運用電子學習工具有助學生理解各種平面和立體圖形的

特性。因暫停面授課關係，學生欠缺具體操作的活動和練習，整體學生繪圖表現仍未穩固，下學年

需加強學生認識繪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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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能利用這

些數據或資料解答簡單的問題。個別學生沒有留意一格或一個圖代表的數量和繪畫統計圖時較馬

虎。 

 

在「代數」範疇方面，五、六年級學生表現令人滿意，但少部分學生對方程式的演算步驟和格

式仍未純熟，尤其對於帶有括號或百分數的方程解題法則的掌握仍需加強鞏固。 

 

綜觀整體學生表現，學生在評估和課堂學習方面表現令人滿意。大部分學生的數學基礎穩固，

能掌握熟悉的題型，但仍需加強利用思考工具來解題，例如：「數線」、「圈出重點字眼」、「認識隱藏

資料」等。 

 

常識科： 

在視像課期間，學生未能動手做實驗，因此老師善用影片輔助教學，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並

在播放影片前後提供思考問題作探究討論。另外，老師亦善用學生在家中的環境作為輔助學習工

具，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例如：著學生在家中找出不同味道的食物、不同物料的衣服、與同學和

老師分享家中不同的植物和動物等，藉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引發學生的探究精神。 

 

在面授課期間，老師在做足防疫措施的情況下，讓學生以小組形式進行實驗或學習活動，例

如：二年級「麪包實驗」、三年級「會轉動的傘子」、四年級「水的壓力」、五年級「月相探究活

動」、六年級「利用 Gigo智能積木學習槓桿原理」等，從中培養學生的探究能力。老師亦帶領學生

到本校植物資訊長廊「錦茵綠悠悠地帶」觀看和觸摸不同的植物，提升學生的觀察力。此外，老師

亦在不同級別的教學內容加入科技學習的元素，例如：在教授四年級地球和肺部的構造等課題時，

運用了 AR教學，藉此培養學生的自學和探究能力。 

 

視像課期間，老師安排學生完成多元化的課業，例如：「翻轉教室」、Google Form、閱讀

LEAP E-book、參加不同主題的網上問答比賽等。大部分學生能依時完成功課，表現大致良好，學

生亦能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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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透過時事工作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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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學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另外，學生亦有參加「一人一花」種

植活動，大部分學生喜愛種植活動，從學生完成種植工作紙的表現，可見學生能透過活動學習到正

面的生命教育訊息。 

 

綜合三次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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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兩個範疇的表現有待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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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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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較普遍的。有見及此，下學年繼續加強學生對關鍵字詞

的掌握，例如會提供詞語工作紙鞏固學生學習，工作紙上更設有「自學詞語」一欄，讓學生自由

選取詞語作練習。另外，針對部分學生的生活經驗略為貧乏及時事知識的掌握較薄弱的問題，各

級學生全學年會完成五次時事工作紙，以提升學生的時事觸覺和透過高思維的問題來訓練學生的

反思能力。最後，由於學生在常識科評估時經常因審題錯誤而失分，老師會在課堂教學加強訓練

學生審題的技巧，以提高學生的審題能力。 

3. 學生表現 

i. 學業表現： 

2021-2022年度中學學位分配成績優異，約 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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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沙書院、拔萃男書院、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英華書院、聖保羅書院、聖保羅男女中學、 

聖若瑟書院、伊利沙伯中學、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藍田聖保祿中學、保良局顏寶鈴書院、保良局

羅氏基金中學、滙基書院（東九龍）、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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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愛中學 

 

ii. 2022年 8月，有 50位學生參加了聖三一英文口試，其中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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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電腦科繼續推動為期三年的「賽馬會運算思維教育計畫」

(CoolThink@JC)，推行編程教育。在四年級和五年級分別推行 Level 1和 Level 2 課程，學

生以多個不同主題學習使用 Scratch和 App Inventor 進行編程，再利用所學進行專題習作設

計，大部分學生已掌握運算思維概念和編程技巧，部分學生更學以致用，發揮數碼創意，參

加全港小學生運算思維比賽，並取得理想成績，其中一隊更獲得該賽事的「最佳學科應用

獎」。 

所有電腦科科任老師已參加由計畫提供的 Level 1教師培訓，有 7位科任老師參加了 Level 

2 App Inventor 培訓，2位電腦科科主席更參加了 Level 3 和 Level 4 有關 STEM 的教師培

訓。所有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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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令計畫能順利

推展。 

 

ii. 為配合學校推行科學與科技課程，校方已申請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推動的「奇趣 IT識多

啲」計畫，進行無人機課程及人工智能編程課程，啟發學生創意思維及多方向邏輯思維，並

提升他們的分析能力及解難能力。 

 

iii. 為配合學校推行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校方已申請優質教育基金推動的「我的行動

承諾」加強版，主題為媒體和資訊素養教育，以培育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人生態度。 

 

iv. 本學年仍然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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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隨著自主學習和網上學習的需求增加，校方積極發展混合教學模式。除了面授課堂之外，校

方亦善用 Google Classroom 網上教學平台，為所有班別建立網上課程，讓師生可有效地進行

網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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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透過「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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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思維縱向及橫向課程。而隨著混合教學模式的推行，師生將會善用電子學習工具及網上學習資

源，使學習變得更有成效。因此，發展電子學習的學與教將會是未來重點發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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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校圖書館 

A. 圖書閱讀獎勵計畫 

2021-2022年度全校獲特別榮譽大獎學生共 28人；獲金獎學生共 15人；獲銀獎學生共 89人及獲銅

獎學生共 171人。得獎人數共 303 人，佔全校總學生人數 36%。圖書閱讀獎勵計畫的各班學生得獎

統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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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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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9月 運動項目齊齊數 圖書館設計新壁報，隱藏了不同的運動用品，讓學生觀察及進

行競猜遊戲，吸引學生進入圖書館。 

2021年 10月至 

2022年 6月 

早讀 每天上午 7 時 15 分至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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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可以借閱課室圖書。學生開始習慣早讀，亦喜歡早讀。 

2021 年 10月 小六 VR眼鏡製作工

作坊 

教授學生自行製作紙製的 VR眼鏡。 

2022 年 6月 小五 VR 眼鏡製作工

作坊 

教授學生自行製作紙製的 VR眼鏡。 

2022年 8月 「我的鄰居是動

物」講座 

由非牟利獸醫服務協會提供「我的鄰居是動物」講座，學生

有機會親近動物，並能認識流浪動物的身世，學習到要飼養

動物就要做個有責任感的主人。 

跨

科

協 

作 

活 

動 

2021年 9月 運動員分享及示範 與體育科合作，邀請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講

座運動員分享及示範——空手道。 

2021 年 9月至 

12月 

寫出我喜愛 與中文科協辦「寫出我喜愛活動」，在中文課堂上，老師讓

學生先完成腦圖，圖書組則鼓勵學生按腦圖內容進行寫作，

佳作已張貼於圖書館內。 

九至十月：我最喜歡的運動 

十一至十二月：我最喜歡的運動員 

2021年 9月至 

2022年 8月 

紙盒回收計畫 與常識科合作，鼓勵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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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至 

2022年 6月 

香港奧運運動員的勵

志金句 

與訓育組合作，將貼香港奧運運動員的勵志金句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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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活動 內容 

跨

科

協 

作 

活 

動 

2021年 10月至

2022年 6月 

常圖閲讀課 與常識科合作，配合常識課題選取圖書，並製作簡報，於圖

書課上與學生一同閲讀。 

2021 年 11月 「盒子物語」劏房

VR及 AR 實境體驗 

與視藝科合作，於小息時間讓學生利用平板電腦，體驗劏房

環境。  

2021年 11月至 

12月 

展板 與體育科合作，向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借展

板，內容為奧林匹克精神（十一月）及運動員的故事（十二

月）。 

2021年 11月至 

2022年 1月 

1分鐘激答 與常識科合辦「1分鐘激答」，以「奧運會」為題目內容，

讓學生進行個人問答比賽。 

2021年 11月至

2022年 1月 

「啟迪心靈的繪本

閱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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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迪心靈的繪本閱讀」為

主題，透過寫信給家人、老師或朋友，介紹及分享一本近六

十年出版讓你心靈得以啟迪更新的繪本。 

2021年 11月至

2022年 1月 

「書香滿溢‧ 

  喜閱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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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愛的 

________ 圖書館，周年紀念快樂！」為主題，以蠟筆繪畫

一張單面賀卡封面，送給你最喜愛的公共圖書館。 

2021年 11月至

2022年 6月 

「Fun To Read」 與英文科合作，派發「Fun To Read」資料給學生閱讀。 

2021年 12月至

2022年 3月 

繪本故事與生命教

學 

與訓輔組合作，為一至三年級選取繪本故事，供學生觀看或

閲讀，亦請班主任於班主任節與學生分享。 

2021年 12月至

2022年 3月 

普圖閲讀課 與普通話科合作，配合普通話課題選取圖書，並製作簡報，

普通話老師於圖書課上與學生一同閲讀。 

2022年 4月至 

2022年 6月 

國旗海報 與常識科合作，配合奧運會，於各樓層展示各國國旗的海

報，貼，讓學生自學。 

2022 年 6月 360照片拍攝班 與電腦科合作，教授學生拍攝 360照片的技巧。 

 

C. 其他事項 

i. 獲刊登投稿 

本校有 4位學生投稿，並分別獲出版社《香港小學生文藝月》及《樂峰報》刊登他們的作品。 

 

ii. 圖書館家長義工概況 

本學年，圖書館家長義人數為 25人，安排在 31個工作時段到校服務。 

 

iii. 網頁推介 

2021年 10月至 2022年 7月期間，圖書組於學校網頁上載老師推介圖書資料共三次，每月主題

圖書推介影片共五次，每段影片內共推介了十本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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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學生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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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支援津貼共$1,429,152，用以增聘一名全職教師、一名半職教師和兩名教學助理， 

及外購訓練小組以照顧 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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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款； 

d.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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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簿津貼； 

b. 在校免費午膳計畫； 

c.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d. 優質教育基金電子學習撥款計畫‧流動電腦裝置及上網支援； 

e.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畫； 

f. 勵學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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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輔及學生成長組、教務及課程組、活動及學生

事務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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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9日後改在第七節進行。） 

「小一及早識別計畫」顯著學習困難學生、讀

寫障礙學生及學業成績稍遜學生， 

共 12組 

（一年級 32人、二年級 32 人、三年級 32人） 

ii.「4E/e、5E/e及 6E/e班」小班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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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更適切的照顧。 

4E班（18人）4e（11人） 

5E班（18人）5e（ 9人） 

6E班（18人）6e（12人） 

i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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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級學生（1人） 

三年級學生（共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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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對象及參與人數 

C. 支援服務 

i.經濟支援 

 書簿津貼 一至六年級學生（共 245人） 

      在校免費午膳計畫 一至六年級學生（共 137人）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一至六年級學生（共 168人） 

 優質教育基金電子學習撥款計畫‧流動電腦 

   裝置及上網支援； 
一至六年級學生（共 29人） 

 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畫 一至六年級學生（共 48人） 

 勵學獎助學金 一至六年級學生（共 2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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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至六年級 

曾接受治療的學生共 82人︰ 

輕度個案 67人、中度個案 10人、 

大致正常 5人。 

 言語治療師為六年級學生舉辦「升中面試說話技

巧」講座，提升六年級學生應對面試的技巧，認識

面試的過程。 

六年級全級學生 

 言語治療師設計配合「文化日」的語音知識活動，

並製作聲音導航的簡報，讓學生在「文化日」進行

學習活動，以提升全校學生的語言能力。 

全校學生 

 iii. 醫教社同心協作計畫 

醫院管理局的專責護士與精神科團隊到學校為有精

神健康需要的學生提供支援服務。團隊會在學校進

行年度問卷篩查，及早識別並協助受焦慮、抑鬱情

緒困擾的兒童及青少年，為他們提供適切的支援服

務，包括︰教育講座、小組活動、評估工作及個案

諮詢等，以促進學生的個人成長及心靈健康。 

一至六年級 

曾接受服務的學生共 16人 

 iv. 「全校參與分層支援有自閉症的學生」計畫 

 跨專業到校支援 

教育局教育心理學家與專責教育主任到校為學校提

供專業意見及支援；協助學校人員設計學生的個別

學習計畫及訓練課節內容，協力優化在「三層支援

模式」下照顧有自閉症的學生的各種策略及安排，

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三至五年級 

接受支援的學生共 4人 

 學校與非政府機構協作 

教育局安排香港耀能協會為學校提供兩組「學生訓

練活動」，協助提升自閉症學生的社交適應技巧，

提升學生的社交溝通能力，融入校園生活。 

四至六年級 

接受支援的學生共 15人 

v. 為提供支援給有需要的學生，學生支援組為各級舉辦

有關小組： 

「星耀」社交小組 

 

 

一至五年級學生（共 12人） 

      中文書寫訓練小組 一至二年級學生（共 12人） 

vi. 為提供支援給有需要的學生，學生支援組為各級舉

辦有關小組： 

 兒童遊戲治療個案輔導服務 

 

 

二至五年級學生（共 3人） 

「蛻變」兒童遊戲治療小組 二至三年級學生（共 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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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至六年級學生(共 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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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對象及參與人數 

 「S Power──特別學習需要學童及照顧者同行 

  網絡」──「玩出好情緒」學生和諧粉彩小組 三至六年級學生(共 10人) 

 班本訓練小組──提升團隊精神及情緒管理能力 5E及 6E班全班學生（共 57人） 

vii.  考試調適 一至六年級學生（共 86人） 

viii. 功課調適 一至六年級學生（共 37人） 

D. 家長教育 

i. 小班支援教學家長會 

  每學年 9 月舉辦，讓家長了解小班支援教學的上課模

式及教學調適安排。 

4E班家長共 21人 

ii.「小一新個案家長工作坊—言語治療在家中」家長講

座 

為一年級有語障學生的家長舉辦，增加家長對提升學

生溝通能力及技巧的認識。 

一年級家長共 8人 

iii.「S Power 學童及照顧者同行網絡計畫」— 

      家長互助小組及家長關懷大使活動 
一至六年級家長兩組，共 20人 

E. 提高學生思維能力及發展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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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中文科   辯論隊 六年級學生（7人） 

  ii. 數學科   數學校隊 四至六年級學生(48人) 

  iii.視覺藝術科   錦泰視覺藝術少菁校隊 

  （高年級） 

 

四至六年級學生(21人） 

  iv. 體育科   足球校隊  

     女子隊 三至五年級學生（8人） 

     男子隊 一至六年級學生（45人） 

   田徑隊 

    男跑 二至六年級學生(40人) 

     女跑 二至六年級學生(31人) 

   乒乓球校隊 一至六年級學生(28人) 

   欖球校隊 四至六年級學生(25人) 

  v. 音樂科   iPad 校隊 四至六年級學生(20人) 

   弦樂校隊 四至六年級學生(36人) 

   粵劇校隊 二至六年級學生(16人) 

   鑼鼓校隊 三至六年級學生(9人) 

  vi.電腦科   IT校隊 四至六年級學生(16人) 

 vii.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語文及人文學科 六年級學生(15人) 

   數學及科學 六年級學生(11人) 

 

總結及反思︰ 

學校在半日制上課及混合模式學習的新常態下仍盡力為學生提供適切的課程及多元的小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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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輔及學生成長與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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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樂觀態度、抗逆能力及服務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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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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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配合德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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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校方參與保良局「小學正向教育發展計畫」，並積極培育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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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校方參與廉正公署主辦的

「i Junior 小學德育計畫」，訓練 8位高小學生成為 i Junior 領袖帶領活動，並向校內不同年級的

同學推廣正面價值觀。受疫情影響，部分活動未能在校內進行，訓輔組將活動資料上載學校網頁，

鼓勵學生登入連結參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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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7人，佔全校總人數約 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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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推展正向教育，提升學生的抗逆力 

 

 「學生發展：持續提升學生抗逆力」為本校三年發展計畫的關注項目之一，為配合此關注項

目，校方成功申請參與保良局「小學正向教育發展計畫」。校方已於 2021-2022學年開展籌備工作，

並於 2022-2023年度及 2023-2024 年度分階段推展相關計畫。 

 

 本學年，校方在教育心理學家及顧問團隊的支援下，決定以「正向健康」及「正向情緒」為第

一階段的主題，並於 2022-2023 年度有系統地為全校學生推展正向教育常規課程，並為全體教師及

職員進行正向教育培訓，期望全體教職員能認識正向心理學理論，從而提升整個學校社群的幸福感

和抗逆力。家長的支持是發展正向教育重要的基石，顧問團隊亦會安排工作坊及講座予家長，共同

為學生的正向發展努力。 

 

 為了進一步建立學生正面的價值觀與態度，本校適時於各級推動不同的正向教育活動，讓同學

分享自己的歡樂，共同營造校園正向氣氛。  

 

 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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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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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操場設置「錦泰心靈花園」、一年級樓層設置「學生笑臉壁報板」、各樓層梯間張貼「正能量語

句」及「正向思想語句」等，校園洋溢繽紛的色彩及正向氛圍。  

 

 本校期望透過多元化策略及不同的環境佈置，讓學生在充滿正向氣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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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升自己的幸福感和抗逆力。 

 



32 

C.全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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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加入守法、同理心、勤勞等價值

觀及態度，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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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以視像形式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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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緒及靜觀教育 五至六 「P.6 升中路上」及「P.5漸漸長大的我」表達

藝術治療活動 

性教育 六 女生生理周期健康網上講座 

傳媒性意識講座 

生活教育 恢復面授課適應 一至六 「開學錦囊」學生版(9月) 

 學生復課小貼士(4月) 

共融藝術理念 一至六 《不可思議的朋友》音樂動畫觀賞活動 

品德教育 

我的行動承諾日──感恩珍惜  積極樂觀 「共種承諾樹」活動 

推行「學生大使-積極人生計畫」，成立「和平大

使」團隊。因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課程以視像

模式進行，分別由校外專業人員及訓育主任提供

訓練活動。 

「感恩珍惜 – 全賴有您」心意卡設計比賽 

秩序比賽 「自律守規」急口令活動 

班徽、班呼設計活動 四年級領袖圖書課 

班級經營—班會組織活動 「領袖系列」圖書推介 

自由「講」場(1)—「五十週年校慶」 好學生選舉──積極樂觀之星 

自由「講」場(2)—「積極樂觀 快樂由你送」 「師、生、家長 Milkshake」點唱活動 

「家長也敬師」 風紀、車長、清潔糾察培訓工作坊 

小一錦泰勵志金句學習活動 早會分享「錦泰正能量」及「感恩珍惜  積極 

樂觀」的訊息 

與常識科合辦「感恩珍惜  積極樂觀」的剪報活

動 
 

健康教育 

清潔比賽 舉辦成長專題講座 

生命教育活動 

與視藝科合辦五、六年級「表達藝術體驗活 

動」，透過活動促進學生身心靈健康和個人成 

長。 

國民教育 

定期舉行校內升旗禮 在 2022 年 6月 30日舉行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成 

立 25 周年主題早會，向師生講解有關意義，並 

透過學校網頁向師生和家長分享「香港特區成 

立 25 周年專題網站」，鼓勵學生在 7月 1日假 

期和家長一起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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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疇 年級 主題 

 小一適應 一 自我管理、學習、社交 

朋輩相處 二 朋輩的影響講座 

樂觀與感恩 二至三 「快樂正能量」講座 

提升抗逆力 四至五 「抗逆先鋒」講座 

理財概念 五 理財講座 

自律行為 五至六 店舖盜竊講座 

毒品 六 朋輩影響與毒品講座 

小六升中 六 升中面試技巧 

小六升中 六 「升中適應」講座 

 

D.學生成長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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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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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蛻變 SEN學童及家庭支援計畫」──兒童

遊戲治療小組 (二至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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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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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Power──特別學習需要學童及照顧者同

行網絡」──「玩出好情緒」學生和諧粉彩

小組(三至六年級) 

10 透過體驗和諧粉彩及創作，建立兒童的興趣

和自信心。 

「舞動人生」學生訓練計畫(五至六年級) 11 讓學生以街舞練習及編排活動，訓練專注

力、節奏感和平衡力，同時提升他們對舞蹈

的興趣。 

「靜中找我」靜觀練習及多元藝術活動(四至

五年級) 

10 透過體驗各種表達藝術及簡易靜觀練習，讓

學生意識自己的感覺，發現自己，從而接納

自己的不完美。同時在大自然中放慢腳步，

學習以不同渠道抒緩壓力及表達自己。 

「生命遊蹤」大自然探索小組(四至六年級) 10 學習利用五感提升對大自然環境的覺察和感

受，從而珍惜生命及保護環境。 

尋找友情的足跡(4E班試後訓練活動) 26 透過合作活動，學習品格強項中的「社交智

慧」及「寬宏」，增進社交上的信心。 

5E班團隊訓練活動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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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班試後身心訓練活動 27 透過新興運動，建立學生正面態度、加強自

信心及溝通能力。 

6E班試後身心訓練活動 30 透過新興運動，建立學生正面態度、加強自

信心及溝通能力。 

「情緒小精兵」A組及 B組(二至六年級) 12 讓學生認識情緒，提升對情緒的覺察及情緒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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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對象 人數 內容 

「Chill 級情報員」小組(一至二年級) 7 讓學生認識情緒，成員在小組中學習 ABC

行為分析法，以多角度思考協助情緒調

適，並學習及練習放鬆方法。 

「Chill 級英雄聯盟」小組(四至五年級) 6 讓學生提升抗逆力及認識壓力，成員能建

立個人的能力感，並能利用個人特色和資

源，合作採取多樣化的行動，以完成任

務，解決困難。 

「動物森『友』會」社交小組 A至 D組(一至

二年級) 

24 讓學生參與不同的活動和遊戲，並根據不

同的指示完成任務，從中學習溝通技巧，

同時提升表達及理解別人想法的能力，促

進和豐富他們的社交技能。 

「奪寶奇兵」A組至 D組(一至五年級) 24 提升及訓練執行功能，以協助成員有效處

理個人日常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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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禮、結業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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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戶外訓練等。

當中部分活動受疫情影響而取消，部分活動已改為視像形式進行。至於已完成的活動如：四年級輔

助小組、五及六年級強化小組、挑戰日營、親子活動分享會、愛心之旅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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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道酬勤．收穫滿滿 

本校以發展學生全人教育為目標，除重視學業外，在課外活動方面的推廣也不遺餘力。校方靈

活調動及積極爭取校外資源及設立多個活動獎勵計畫，並且鼓勵學生主動參與各類型的比賽，藉此培

養學生主動性及正向思維，同時建立良好的嗜好，使其身、心、靈健康成長。此外，校方更設有資助

計畫支援學生參與活動。 

 

2021-2022年，師生仍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陰霾下學習成長，他們縱然無法參與部分實體活動

及比賽，但師生們仍自強不息，本校學生在大型學界比賽場上，仍獲得優異的成績，可謂天道酬勤。

總計 2021-2022學年本校學生獲得的獎項達一百八十八項之數，在停止面授課堂的環境下仍能取得如

此成績，實屬難得。期望本學年，校方會持續推行多元化的學習活動，讓更多學生獲益。 
 

1. 2021-2022年度課外活動小組 

組別名稱 參加人次 組別名稱 參加人次 

男子籃球隊 34 朗誦 145 

足球校隊 56 田徑 69 

欖球校隊 30 乒乓球 30 

女子籃球隊 41 升旗隊  18 

音樂興趣班 35 辯論隊 10 

數學校隊 48 高年級視藝少菁隊 25 

iPad 樂隊 20 IT校隊(IOT 物鹽聯網應用) 16 

弦樂隊 36 校園電視台小記者培訓 16 

鑼鼓 9 Cool Think 全港小學生運算思維比賽校隊 12 

粵劇 16 英語活動(20 組) 196 

 總 參 加 人 次 862 

錦泰教育服務中心舉辦活動小組 

組別名稱 參加人次 

1.英文 196 

2.音樂 182 

3.體育 515 

總 參 加 人 次 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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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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四至六年級沒有安排參加講座及觀賞表演) 

 

 

圖二: 各級參與大型活動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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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1-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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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兒童藝術文化協會 第十一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2022 

中童組西畫 

 

1 金獎 1銀獎 

國際 香港藝術交流協會 

 

童心童想第三屆亞洲青少年兒童繪畫大賽 2022 

9-10歲組別 

11-12歲組別 

 

金獎 

金獎 

全港 保良局 第十二屆全港小學校際辯論賽初賽 最佳辯論員 

全港 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 第八屆基本法多面體——全港小學生辯論賽 

總決賽 

準決賽 

第二回複賽 

第一回複賽 

初賽 

 

殿軍 

最佳辯論員 

最佳辯論員 

最佳辯論員 

最佳辯論員 

全港 匯泉國際有限公司 道地 2021年全港小學生創意徵文比賽高小組 冠軍 

全港 國際普通話水平測試機構 2021年度 IPEL盃朗誦比賽 P1組 普通話新詩 金獎 

全港 中華語言藝術研究中心 

 

第十三屆【中華挑戰盃】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

賽普通話新詩組（初小組） 

 

亞軍 

全港 香港兒童表演藝術交流協會 狀元盃第十一屆全港兒童普通話/粵語朗誦比

賽 

P.1-P.2 

 

季軍 

全港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香港學校朗誦節 

一、二年級男子組詩詞獨誦 

一、二年級女子組詩詞獨誦 

五、六年級男子組詩詞獨誦 

五、六年級女子組詩詞獨誦 

 

亞軍 

亞軍 

季軍 

1 冠軍 1亞軍 1季

軍 

香港學校朗誦節 

一、二年級英詩獨誦 

三年級英詩獨誦 

四年級英詩獨誦 

五年級英詩獨誦 

六年級英詩獨誦 

五、六年級女子組詩詞獨誦 

 

1 冠軍 2季軍 

亞軍 

亞軍 

季軍 

1 冠軍 1亞軍 1季

軍亞軍 

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獨奏一級 

聲樂獨唱-外文歌曲  

箏獨奏中級組 

 

1 冠軍 1亞軍 

2 亞軍 

亞軍 

全港 

 

創意藝術發展協會 2022菁藝盃音樂比賽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小提琴考試八級組 

冠軍 

亞軍 

全港 GAPSK中小學幼稚園普通話

水平考試考試委員會 

小學小提琴 P5-P6組 

GAPSK中小學幼稚園普通話水平考試 

學生個人組 

2 優良一級 

2 優良二級 

卓越二級 

熟練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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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參加項目 成績 

全港 教育局及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第十六屆香港小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小學組 銀獎 

全港 中國數學教育研究會、 

華夏杯組委會、香港數學奧

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22 

（華南賽區）晉級賽 

小學六年級 

小學五年級 

小學四年級 

小學三年級 

 

 

二、三等獎 

一、二、三等獎 

二、三等獎 

一、二等獎 

全港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亞

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聯合會 

 

2022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 

小學六年級組 

小學五年級組 

小學四年級組 

小學三年級組 

 

1銀獎 1銅獎 

1金獎 1銀獎 

1銀獎 1銅獎 

銀獎 

全港 香港教育大學 及 香港天主

教教區學校聯會(中學組) 

第八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決賽 

小六組個人賽 

小五組個人賽 

 

1銀獎 1優異 

1金獎 1銅獎 

全港 中山大學法律系香港同學會 玩住認識《基本法》系列活動 

徵集三分鐘短片小學組 

認識《基本法》標語創作比賽小學組 

 

季軍 

優異獎 

全港 CoolThink@JC 全港小學生運算思維比賽 2022App Inventor 最佳學科應用獎 

全港 小紅熊藝術交流中心 童寵愛全港兒童繪畫創作比賽 2021少年組 銀獎 

全港 金紫荊藝術研究院 

 

首屆金紫荊盃全港兒童繪畫大賽 

低級組 

高級組 

 

特等獎、三等獎 

優異獎 

全港 香港乒乓球總會 

 

2022全港公開青少年乒乓球單項錦標賽 

U13男子全港賽 

2022全港公開乒乓球單項錦標賽 

男子丁組 

第二屆乒乓球同樂賽女子少年組單打 

2022恆生學界盃乒乓球賽小學男子單打 

 

亞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全港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2021第六屆全港青少年進步奬學生個人組 進步嘉許獎 

全港 香港創新教育慈善基金 2022全港小學逆境自強奬勵計劃學生個人組 悅讀抗逆獎 

全港 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 「逆境．夢飛行」全港中小學演講比賽小學組 1亞軍 3優良 

全港 教育大學 

 

CoolThink@JC 賽馬會運算思維教育嘉許計畫 

學生組 

 

CoolThink小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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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參加項目 成績 

地區 香港青年創藝協會 金虎送福 2022全港兒童填色比賽 

少兒組 

少年組 

 

金獎 

亞軍 

地區 香港青年兒童藝術協會 

 

為奧運喝彩香港兒童填色及繪畫大獎賽 2021 

高小組 

 

金獎 

地區 Little Light Art Project 創意環保小靈精太陽能車比賽小學組 1金獎 1銀獎 1銅

獎 

優異獎 

地區 My Brilliant Kids Culture 

& Art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夢想起航兒童創作大賽 2021兒童 B組 銀獎 

 

地區 香港藝術交化發展協會 

 

2021揹鬼萬聖節-兒童繪畫及填色比賽 

兒童 B組 

2021團團圓圓中秋節-兒童繪畫及填色比賽 

兒童 B組 

 

銀獎 

 

優異獎 

地區 GENT STAR 第十屆 I Love Summer兒童創作大賽 2021 

環保袋設計中童組 

 

亞軍 

地區 亞美斯藝術交流 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 2022兒童高級組 銅獎 

地區 CBN Hong Kong  2022賣旗日旗紙設計比賽兒童組 優異獎 

地區 城市青年商會 

 

兒童飛龍大使 2022選舉暨第 34屆亞太兒童 

交流大會(香港區選拔)小學組 

 

兒童飛龍大使 

地區 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委員會 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傑出學生資助 

(非學術疇)21-22小學組 

 

傑出學生資助 

地區 劍舍 香港劍撃分齡挑戰賽 2022男子花劍 2015 季軍 

地區 香港天籟敦煌樂團 

 

敦煌 X觀塘-舊城新區的古今對話 敦煌創意藝術

比賽組別一 

 

冠軍 

地區 聖文德堂德文青少年綜合服

務中心 

2022賣旗日旗紙設計比賽 

2022齊齊畫填色及繪畫比賽初級組 

冠軍 

亞軍 

地區 EZ Promo Ltd 聖誕節 T-Shirt 圖案設計比賽小學組 金獎 

地區 東華三院 

 

2020/21年度黃大仙區聯校填色比賽活動 SEN兒

童長處展無限初級組 

 

優異獎 

地區 香港南區婦女會 不一樣的微笑填色創作及攝影比賽小學組 優異獎 

地區 專注貓部屋 與角落生物. 遊世界 繪畫及徵文比賽初小組 優異獎 

地區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數學系  

 

第十五屆黃大仙區小學數學比賽(21-22)小學組 全場亞軍 

數學急轉彎季軍 

地區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王仲銘

中學合辦 

 

黃大仙小學籃球邀請賽男子組 亞軍、季軍、 

賽事得分王、 

賽事三分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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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參加項目 成績 

地區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龍北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女子甲組 

男子甲組  

男子乙組 

 

季軍、傑出運動員 

冠軍、傑出運動員 

殿軍、傑出運動員 

地區 中華基遙督教會桂華山中學 45周年校慶「華山盃」小學 3ON3籃球邀請賽 

男子組 

 

2冠軍 

地區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科技奧運會《奪寶奇兵回力罐設計比賽 2022》 

 

冠軍 

二等獎 

地區 東九龍青年社 第十五屆黃大仙區傑出學生選舉 傑出學生 

優秀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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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校友會 
 

本校校友會成立至今已度過十四個寒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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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至二零二

二兩個年度均由於新冠病毒疫情影響下，取消了實體周年大會暨聚餐晚會，改以視像形式舉行會議，

不過會員仍踴躍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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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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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年將舉行校友校董選舉，希望校友支

持投入參與活動，支持母校校友會的發展。 

 

 校友在大型比賽場或國際舞台上亦大放異彩。一九九六年畢業校友尹鈺斌於二零二一年十月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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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三年畢業校友蔡德勵榮獲第三屆澳港大灣區企業家聯盟舉辦的傑出青年企業家獎，並由行

政長官頒發有關獎項。 

 

二零零四年畢業校友陳樂怡參加澳洲 Powerlifting Nationals and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Open 舉重比賽榮獲澳洲全國女子組六十公斤級臥推舉（Bench Press）冠軍，同時打破全國女子六十

公斤組紀錄。此外，陳樂怡在臥推舉、深蹲及硬舉平均三項舉重項目中皆獲得最佳成績。 

 

二零零八年畢業校友黃尹雋成為震撼香港田徑壇的新星。二零零九年十月在香港十公里挑戰賽打

破男子十公里香港紀錄，十一月再打破五千米塵封四十一年之久的香港紀錄，隨後十二月在日本防府

市半馬拉松比賽中跑出兩小時二十分五十八秒，打破香港馬拉松紀錄。 

 

二零二零年十月，黃尹雋出戰世界半馬拉松錦標賽，再次刷新個人最佳時間。二零二二年六月，

黃尹雋在美國「Rock『n』 Roll」半馬拉松聖地牙哥分站刷新半馬香港紀錄，七月再在澳洲黃金海岸

馬拉松打破十公里港績，他是多項長跑香港紀錄的保持者。 

 

以上四位校友是港人及母校之光，足見持續努力不懈是成功的不二法門，同時也成為學弟、學妹

的學習榜樣，奮發前進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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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與家長之聯繫和溝通 

A. 家長教師會全學年活動 

本學年在新冠病毒疫情影響下，家長教師會仍繼續積極推展會務，並配合學校發展，協助及舉

辦多元化的活動。 

舉行日期 活動名稱 

2021年 8月  教導小一新生使用洗手間 

9月  家長義工迎新日 

10月  出版會訊 

 20-21 年度學生活動參與獎勵計畫 

11月  第十一屆當選家長理事培訓暨職務互選日 

 參加香港公共圖書館主辦「金句插畫創作比賽」 

 「創校五十周年校慶親子擺設」設計比賽 

 五十周年校慶「錦泰巨星 2021」親子才藝比賽 

12月  2021 年會員大會暨第十一屆理事就職典禮 

 聖誕嘉年華及攤位遊戲 

2022 年 1月  正向家長運動「童真同心照未來」家長教育短片創作比賽 

4月  派發復活蛋 

6月  參加由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主辦「家校同心抗「疫」境  正向溝

通見真情」填色比賽及四格漫畫比賽 

7月  「家長也敬師」致送敬師小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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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2 年暑假樂繽紛網絡貼文招募(初賽) 

 保良局賣旗日 

 參加由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主辦「關懷學生精神及心理健康」網

上家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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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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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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 「教大賽馬會升小銜接計畫」網上講座 

一至六 「如何教孩子做好閱讀理解」 

「S Power 學童及照顧者同行網絡計畫」—家長互助小組 

「S Power 學童及照顧者同行網絡計畫」—家長關懷大使活動 

 「幫助兒童少年提升 EQ的方法」網上講座 

 「親子之道 - 情緒影響我們的行為、思考和學習」網上講座 

 「Take Care Annie 愛家庭計畫」「家家喜傷逢」網上講座 

 「在疫情下如何應對孩子的抑鬱及焦慮情緒」網上講座 

 「連家校共齊心」關於焦慮網上講座 

 「『家』多一點守護」網上工作坊 

 「『什麼是 ADHD(專注力缺陷及或過度活躍症)? 』－－如何診斷孩

子有沒有 ADHD」網上講座 

 「瞭解抑鬱及焦慮孩子的內心世界」網上講座 

  

「協助子女合宜使用電子產品」家長支援資料分享(社工拍攝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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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級新生適應家長會 

4. 五年級家長會 

4. 六年級家長會 

5. 一至六年級家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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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 27人 家教會理事培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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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親子活動 

種類 主題 

親子小組 四年級成長的天空親子活動分享會 

親子小組 五年級成長的天空親子活動分享會 

親子小組 六年級成長的天空親子活動分享會 

 

v. 全學年出版兩期輔導通訊 

月份 主題 

2022年 1月 「協助子女合宜使用電子產品」家長支援資料分享(社工拍攝影片) 

2022年 2月 疫情下子女的網上生活 

 

vi. 停課支援 

月份 主題 

2021年 9月 「開學錦囊」 

2022年 3月 特別假期資料分享 

全學年 「錦泰留言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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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21至 2022年度學校接受捐贈項目紀錄 

編號 捐贈者/ 
機構名稱 捐贈項目的説明及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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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註明 1. 愛的家成人口罩 830

個，約值$1,700 

2. 愛的家中童口罩 650

個，約值$1,300 

總值$3,000 

否 23.6.2021 個人防疫 

2. 沒有註明 1. 愛的家成人口罩 900

個，約值$1,944 

2. 愛的家中童口罩 650

個，約值$1,534 

總值$3,478 

否 30.8.2021 個人防疫 

3. 閱讀點基金會

有限公司 

"We Are Children 

Treasure Box 孩子是百

寶箱"系列： 

- 中文故事書 2套(一套

7本，合共 14本)，每

套值$580，共值$1,160 

- 英文故事書 2套(一套

7本，合共 14本)，每

套值$580，共值$1,160 

總值$2,320 

 否 8.10.2021 供學生閱讀 

4. 全國政協委員 

蔡女士 

賽馬會音樂能量計劃《全

為愛音樂會》門票 

18張，總值$6,840 

否 4.11.2021 文娛 

5. 沒有註明 1. 愛的家成人口罩 900

個，約值$1,944 

2. 愛的家中童口罩 650

個，約值$1,534  

否 11.11.2021 個人防疫 

6. 蔡德勵先生 1. 捐款$50,000 

2. 捐款$3,696 

否 16.11.2022 1.$50,000獎勵及

資助學生學習及

購買圖書 

2.籃球校隊捐款

$3,696，購買球

隊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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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捐贈者/ 
機構名稱 捐贈項目的説明及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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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無名氏 捐款$100,000 否 9.11.2022 1. $50,000延續勵

學助學金 

2. $50,000獎勵或

資助學生學習

及學校購置有

利於學生學習

設施與設備之

用 

8. 蔡繼有學校 

學生家長 

新型冠狀病毒快速檢測劑

20個，總值約$620 

否 24.2.2022 新型冠狀病毒快

速檢測 

9. ABC Pathway 1. ABC Pathway 口罩(每盒

50 片) 2盒，約值$100 

2. ABC Pathway 口罩(每盒

30 片)3盒，約值$90 

總值$190 

否 21.3.2022 個人防疫 

10. 沒有註明 愛的家成人口罩 1,300

個，約值$2,600 

愛的家中童口罩 900個，

約值$1,800 

總值$4,400 

否 29.3.2022 個人防疫 

11. 威萊集團(威

露士) 

酒精搓手液(500ML)50枝，

約值$3,000 

否 14.4.2022 學生防疫 

12. 中聯教育科

技部 

新型冠狀病毒快速檢測劑

130個，約值$2,080 

否 14.4.2022 新型冠狀病毒快

速檢測 

13. 香港電腦教

育學會 

FLUORECARE COVID-19新型

冠狀病毒抗原檢測劑 50

個，約值$500 

否 19.4.2022 新型冠狀病毒快

速檢測 

14. 陳細潔主席 

 

1. KF94 口罩 150個，約值

$750 

2. 蓮花清瘟膠囊 14盒，約

值$672 

3. BIOWIN COVID-19新型

冠狀病毒抗原檢測劑 11

個，約值$220 

總值$1,642 

否 29.4.2022 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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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捐贈者/ 
機構名稱 捐贈項目的説明及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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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995年畢業

校友周政賢 

新型冠狀病毒抗原檢測劑 80

個： 

- AESKURAPID SARS-COV2 

16盒 

- FLUORECARE COVID-19 10

盒 

- AICHECK 10盒 

- RAPID COVID-19 ANTIGEN 

TEST 14盒 

- 2019-NCOV ANTIGEN TEST 

5盒 

- SARS-COV2 ANTIGEN 

RAPID TEST 15盒 

- GLINE-2019 NCOV AG 5

盒 

- WONDFO INFORMATION 

2019 NCOV ANTIGEN TEST 

5盒 

總值約$1,600 

否 25.4.2022 新型冠狀病毒 

快速檢測 

16. 津貼小學議

會 

YHLO 新型冠狀病毒(2019-

nCoV)抗原檢測試劑盒(膠體

金法)100 套，每套約值

$10，總值$1,000 

否 28.4.2022 供學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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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21至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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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4,307.24  $1,559,493.40 ($305,186.16) 

行政津貼  $2,805,776.79  $2,423,678.88 $382,097.91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531,837.00  $371,473.96 $160,363.04 

學校發展津貼  $785,878.00  $412,885.40 $372,992.60 

成長的天空(小學)計劃  $107,517.00  $35,839.00 $71,678.00 

總計  $5,485,316.03  $4,803,370.64 $681,94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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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47,076.40 $39,947,076.40 $0.00 

教員公積金  $2,053,970.31 $2,053,970.31 $0.00 

差餉津貼  $463,512.00 $463,512.00 $0.00 

總計 $42,464,558.71 $42,464,558.71 $0.00 

        

(2)其他       

學校經費       

學生特定用途費  $302,000.00   $271,533.20  $30,466.80 

普通經費收支帳  $421,364.20   $419,513.71  $1,850.49 

總計  $723,364.20   $691,046.91  $32,317.29 

        

備註:政府賬之支出運用往年盈餘，實際累積盈餘是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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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22至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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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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畢業典禮，校監劉陳小寶主禮，珍藏物品於

畢業生時間囊內，並相約十年後回母校開啟。 

 

六年級畢業頒獎典禮，學生慶祝畢

業，投擲紙飛機喻意一飛沖天。 

 

六年級畢業禮後，學生自由合照。 

 

六年級畢業日營──進行集體遊戲，學習群體生活 

 
六年級畢業日營──學生在台上向老師發

表感言，感謝老師循循善誘。 

 
六年級畢業日營──芬蘭木棋（Mok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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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畢業日營──遊繩，懸垂下降挑戰自我，走出舒適區。 

 

第六屆校友會就職典禮 

 
「文化日」師生開心合照 

  

「保良百．錦欖出友情計畫共融課」線上聖誕大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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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嘉年華，學生們喜洋洋一起慶祝。 

 
每周一次升旗儀式 

 

i-Junior 德育計畫，學生把承諾掛在承諾樹上。 

 

保良局 One23舞團共融活動，大家一齊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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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隊學生喜獲全港殿軍殊榮  

全港小學生運算思維比賽總決賽， 

學生獲最佳學科應用獎後大合照。 

 
黃大仙區小學三人籃球比賽邀請賽， 

學生獲多個獎項。 

 

 

 
乒乓球校隊大豐收，三個組別均在九北區乒乓球比

賽中獲卓越成績。 

 

小腳板．中國心──粵劇體驗活動 

 

小腳板．中國心──書法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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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腳板．中國心 ──學生學習少林武術基本功 

 

小腳板．中國心──紮作體驗活動 
 

創藝．夢飛行──形象設計 

 

創藝．夢飛行──默劇 

 
創藝．夢飛行──創作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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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 PEEGS 課程—環遊世界 

 
外籍老師在萬聖節化身哈利波特，與學生一起上課。 

 

外籍老師在英語課教授學生做「熱狗」 

 

學生投入課堂活動，作角色扮演。 

 

齊來欣賞「錦茵小草地」的環保馬賽克璧畫 

 

「一人一花」種植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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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創意小靈精── 

學生製作太陽能車  

LEGO Fun Day──學生投入參與活動 

 

「無憂 PANDA」 活動， 

學生展示作品及向同學講解。 

 
心情繪畫課──學生展示作品 

 

「表達藝術」體驗活動 

 

小一足球嘉年華—齊來做足球小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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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乒乓球體驗課，學生學習正手擊球。  

五年級欖球體驗課，學生投入練習。 

 

六年級「成長的天空」畢業典禮 

 

「雪合戰」──學生合作攻破陣地。 

 

四年級小班參觀「挪亞方舟生命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