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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宗旨 
 

本校奉行香港路德會辦學的宗旨，以基督化教育精神，用愛心與 

同工溝通、以愛心教育學生，同心建立充滿基督的愛的校園，並 

按照聖經真理立場提供全人教育，培養學生在靈、德、智、體、群、

美六育的均衡發展，以期他們成為榮神愛人的社會棟樑。 

靈育：幫助學生認識上帝和福音真理，並引領他們接受耶穌基督

為救主，從而為鹽為光，事奉教會和服務社會。 

德育：幫助學生建立良好的品格，培養他們自尊、自重、自律、

自愛的精神，並負起對家庭、社會、國家和世界的責任。 

智育：教導學生各種生活所需的基本知識和技能，培養他們能 

明辨是非和獨立思考，並有解決問題和自學的能力。 

體育：幫助學生認識如何鍛煉強健的體格和健康地生活，並培養 

他們奮發向上、遵守紀律、團結合作及積極參與的團體精神。 

群育：教導學生如何與人和諧相處，學習互相尊重、溝通、體諒

和合作。同時愛國愛港和放眼世界，尊重多元文化。 

美育：幫助學生發展創作及審美能力和培養高尚的情操，並懂得 

欣賞藝術和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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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使命 
 
本著基督愛人的精神，引導學生以「立己立人、日新又新」的

態度，努力求進，服務社群為己任。 

 

 

學校簡介 
 

本校創立於 1971 年 2 月，至今已有 45 年歷史，是一所由政府資助、香港路德

會管理的全日制小學，為兒童提供優質教育服務。 

本校樓高五層，除設有標準課室外、亦有禮堂、籃球場、有蓋操場、圖書館及

多個特別室，包括：音樂室、多媒體教學室、戲劇及舞蹈室、英文室、視覺      

藝術室、多元活動室、遠程教室、聚會室、書香角、會客室、醫療室、加強       

輔導室等。全校課室已裝置電腦、投影器及實物投影機，設備完善。 

 

學校管理 
 

本校自 1998 年根據教育局改革方向，落實推行校本管理，並於 2007 年起設 

法團校董會，組成人士包括辦學團體校董、校長(當然校董)、獨立校董、家長    

校董、教員校董及校友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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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 一 )：【擴闊學生世界視野，建立國際文化校園】 
發展重點： 

 加強兩文三語 

 以閱讀擴闊知識領域 

 加強學習生活中的國際文化元素 

成就 
加強兩文三語 
 

 中文科完成了一至六年級的校本教材編訂工作及優化了各級的寫作課程規劃和教學    

設計，使課程的序列更加清晰，在縱向及橫向方面也有了更完整的規劃。中文科也運用了 

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製作的「促進學習的評估：發展與實施強調互動的『小學生

口語溝通活動、策略、評估量規及評估機制』」教材套，以改進五年級及六年級學生的  

口語溝通表現。本年度普通話科把公開試的考核內容滲入日常教學中，也修訂了校內評估

的準則要求，除使學生更易掌握公開試的考核情況，也同時提升了普通話科的課程及評

估設計水平。 

 普通話科安排學生參加香港中文大學「小學生普通話水平測試」，18位報考學生（五年級

17人，六年級 1人）全部及格，其中 6人獲金獎；10人獲銀獎；2人獲銅獎，成績         理

想。 

 英文科除繼續參加教育局的 PLPR/W 計劃，在小一至小三推行閱讀及寫作計劃，提升學生

的閱讀及寫作能力外，本年度繼續聘請英語教學顧問，協助低年級之英文校本課程發展，  

增強一至三年級英文課程內之閱讀教學，並提升英語教師的專業能力，幫助學生學好英語。 

 學校除有外籍英語教師(NET)任教一至三年級部分英文課外，「香港路德會」亦安排了三位

美國宣教士每週駐校，於四至六年級英文課堂進行協作教學，令全校一至六年級所有班別

均有機會讓外籍教師進行協作教學。此外，本校亦安排美國宣教士於早會時作靈育分享，

小息時在操場之英語角(Fun English Zone)與學生運用英語溝通及在 Happy Wonderland  

說故事，並負責帶領課外活動如 Fun English Club 及西班牙語言課程(Spanish)，大大加強

學校的英語環境及學生運用英語溝通的機會，並提供更多平台為學生作信仰栽培。 

 本年度積極推動中、英、普活動，安排有潛質的學生參與學校朗誦節比賽，成績優異。       

在不同項目中均獲得多個獎項： 

英文獨誦：獲得 2 名亞軍，3 名季軍，另優良獎 53 名、良好獎 11 名 

普通話獨誦：獲得 1 名季軍，另優良獎 33 名、良好獎 6 名 

    粵語獨誦：獲得 1 名亞軍，2 名季軍，另優良獎 27 名、良好獎 19 名 

 本校課後活動除設有西班牙語班，本年度更增設韓語班及日語班，100%西班牙語班及 

韓語班學生表示喜歡課程，92%日語班學生亦表示喜歡課程。 

  

以閱讀擴闊知識領域 

 為鼓勵學生多閱讀圖書，本年度圖書組於課室增加了不同程度之英文圖書，並把部分英文

好書集中存放於圖書館的某一位置，供各級學生借閱，及透過閱讀獎勵計劃鼓勵學生閱讀

不同類型圖書。此外，圖書館又安排親子伴讀工作坊，以提升家長支援子女閱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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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科於各級增加每月閱讀圖書的數量，要求每名學生每星期須閱讀至少一本圖書，並在

課堂上每年作至少一次閱讀分享。 

 英文科除繼續加強師生英文閱讀分享(課堂/展板)及配合英文好書推介，安排學生於早會/

午間小息作閱讀分享外，又於各級推行 Author Study，把圖書教學滲入英文課堂中，大大

提升了學生閱讀興趣，亦營造閱讀英文書籍的風氣，效果良好。各級學生於學期結束時，    

更進行 Author Study 成果分享會，對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甚有幫助。 

 77 % 學生每月閱讀中、英文圖書量比前增加。 

 90% 學生完成閱讀至少 5 本屬好書推介的英文書，比預期更理想。 

 76% 以上學生表示喜歡閱讀英文圖書。 

 85% 以上學生於學期結束前閱讀至少 4 種不同類型的圖書。 

  

加強學習生活中的國際文化元素 

 學校積極發展國際文化校園，於各科課程中滲入國際文化元素，課題如不同國家的節日、          

音樂、藝術及飲食文化等，擴闊學生的國際視野，豐富知識。87%以上學生表示喜歡課程

中的文化部份，認為能幫助他們擴闊視野。 

 另外，與香港國際學校(HKIS)有多項交流項目，包括： 

 4 月 16 日：安排 23 位學生到香港大潭參加 HKIS 的嘉年華活動 (World Fair)，擴闊     

學生視野，及增加學生運用英語溝通的機會。 

 5 月 21 日：HKIS 到校為 20 位小四至小六學生舉辦｢棒球同樂日」(Baseball Fun Day)，

增加同學對不同運動之興趣。 

 9月至6月：舉辦 Fun on Saturday (FOS) Programme，由HKIS的中學生與我校二、三年
級學生大約每月進行一次全英語交流活動，透過唱歌、故事、遊戲，提升學生英文能
力。 

 利用路德會資源，舉辦國際文化日及多元文化活動，包括： 

 學校於 4 月 20 日舉行「國際文化日」(English Fun Day)，各路德會小學均派出其外籍    

英語教師到本校，協助進行攤位活動，教育局 NET Section Mr. JamesVickers 亦到校   

主領 Puppet Show 活動，反應非常理想。是次活動除安排本校學生參加外，當日亦邀

請了區內 8 間幼稚園師生及家長共超過 700 人參加，反應良好。 

 本會兩位駐校宣教士於 7 月 13 至 15 日協助學校舉辦「愛主愛英語課程」，對象是本校     

學生及幼稚園學生。 

 本校與澳洲路德會聖彼得書院（St. Peters Lutheran College）於五年級進行網絡課堂交流      

(Skype session)，透過視像對話，讓兩地學生向對方介紹自己的學校、彼此的校園生活、
課外活動及兩地的節日文化，再比較香港與澳洲兩地在學習生活文化方面的異同，擴展  

國際文化視野。另外，本校亦安排了34位六年級學生於上學期與該校學生以電郵方式    

交流。此外，該校小學部校長Ms Debbie 於6月29日探訪本校及欣賞英文科的學習成果   

分享會，並與本校訂定來年計劃，作兩校之持續學習交流。 

 本校於 5 月 11 日至 14 日安排 36 位五、六年級學生到台北進行四天境外學習活動，讓     

學生親身體驗不同地方文化，豐富學習經歷。 

 邀請美國青年樂隊及活力歌舞團於 6 月 27 日到校表演及作福音訊息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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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加強兩文三語 

 中文科五、六年級之科任均認為『小學生口語溝通活動、策略、評估量規及評估機制』     

教材套中的單元活動能讓學生更易掌握説話技巧，五年級學生的表現不錯，但六年級學生

的表現仍有進步的空間，故來年會於一些較難掌握之單元，如「口頭報告」及「小組討論」 ，

提前讓學生在五年級時使用教材套，以提升學生的表現。此外，來年會與香港教育大學   

協作，於五年級進行小說教學，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 

 英文科與圖書館於今年的協作良好，提供合適的書籍讓學生閱讀，在圖書館的協助下，

Author Study 計劃順利推行，且見成效。來年會於課程中融入 Author Study，並在學期中 

進行。此外，亦會聘請英語教學顧問協助四、五年級設計英文單元課(English Module)，以

提升學生的寫作能力，並將 Language Arts 滲入課程中。 

 來年中、英文科會與圖書館緊密合作，繼續舉辦書展，向學生推介優質書籍，讓學生的    

閱讀興趣及能力更進一步提升。 

 為增加學生學習外語的機會，來年於課外活動會繼續提供外語學習，包括法文和西班牙語。 

 

以閱讀擴闊知識領域 

 檢視本年度學生每月閱讀中、英文圖書量後，發現學生的閱讀量比前增加，而且閱讀書籍

的類型也較去年廣，85%學生能閱讀至少 4 種不同類型的圖書，可見學生對閱讀有濃厚的

興趣。建議來年可修訂「閱出彩虹」計劃，將閱讀類別數量增加，並加強分享非故事性的

圖書。 

 為提升學生自主學習，未來可於圖書課教導小四至小六學生使用「香港公共圖書館」流動

應用程式，以提升他們搜尋資訊方法的能力。 

 在英文閱讀方面，本年度透過閱讀分享及英文好書推介，學生對閱讀英文書籍的興趣大大

提升，90%學生能挑選至少 5 本屬好書推介的英文書作閱讀。加上本年度各級推行 Author 

Study，把圖書教學滲入英文課堂中，大大增加了學生的閱讀興趣，亦營造閱讀英文書籍

的風氣，效果良好。 

 為提升家長支援學生閱讀，學校安排家長教育課程，分享選書、閱讀延伸等策略。另外，

學校亦善用家長資源，增設家長伴讀義工，協助能力稍遜學生增強閱讀能力。 

 

加強學習生活中的國際文化元素 

 學校近年積極發展國際文化校園，於各科課程中滲入國際文化元素。從學生問卷中顯示，

87%以上學生表示喜歡課程中的國際文化部份，認為能幫助他們擴闊視野。此外，學校又

善用辦學團體提供之資源，安排三位美國外籍宣教士每週駐校，在英文課進行協作教學，

並舉辦國際文化日及多元文化活動。本校又與香港國際學校(HKIS)及澳洲路德會聖彼得書

院(St. Peters Lutheran College）建立長期合作夥伴關係，進行多項交流項目。學校會把握

現有之基礎及優勢，繼續加強與外校之學習交流，發展國際文化校園，提升學校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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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 二 )：【加強課堂效能，提升學生成績】 

發展重點： 

 提升學生自主學習及共通能力 

 提升課堂效能及學生成績 

 加強教師培訓 
 

成就 
提升學生自主學習及共通能力 

  聖經、中文、常識、音樂及視藝均進行專題研習，以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常識科與香港數理學會進行協作，試行電子學習，除讓學生嘗試不同的學習模式外，也讓其

他科目的教師觀摩，對學校推動電子學習有幫助。 

  教學過程中加強推行自主學習的教學模式，如：推動學生作課前預習、加強運用學習工具 

或於教學過程及課業中提供選擇。 

  就教師對學生自學能力的觀感，收回有效問卷27份〈不計新老師〉。當中92.6%教師認同學生

的自學能力比去年有進步。 
 

提升課堂效能及學生成績 

 與教育局及專業人士進行協作計劃，優化共同備課。 
 聘請英語教學顧問，協助英文一至三年級之發展： 

英語教學顧問能有效協助英文科推動閱讀教學，挑選適合程度的書籍以配合     

Author Study 計劃的推行。 

 數學參與教育局的「內地與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 

數學科的內地交流人員除與二、五年級科任教師共同備課外，更對全校數學教師進行觀

課，並給予回饋；此外亦進行了兩次示範課，並為數學科的擬題給予意見。 

 常識科與香港數理學會進行協作： 

常識科與香港數理學會於五年級合作設計「電的探究」教學內容，又與他校進行觀課，

在教與學及教師專業發展上均有得益。 

   推行重點式公開課，使用公開課封面，列明教學試點，並檢視教學新試點的成效。20%科組

非常認同及80%科組認同重點式公開課有助科組的發展。 

   與14-15的總結性評估成績相比較，中文有83%的級別比去年有進步。英、數則有67%的級別

有進步。 

加強教師培訓 

 訂立考績觀課新準則，提升教學質素。要求 90%或以上教師在考績觀課中需取得「良」或    

以上的成績。另 40%科組長、主任或以上職級的教師在第一年內(兩年為限)取得至少一次   

考績觀課「優」等的成績。根據第一年結算統計，已有 42%科主任、主任或以上職級教師      

取得優等成績。其餘全數教師在考績觀課中取得良或以上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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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本年度關注事項，校方及各科組先後舉辦以下的工作坊，並得到同工的認同，認為這些

活動有助學與教： 

 適異性教學工作坊 

 第一次教師發展日：「健康人生‧教學得 FUN」 

 第二次教師發展日： 

 「電子學習分享」 

 「適異性教學工作坊」   

 「支援情緒行為適應困難學生工作坊」 

 第三次教師發展日： 

  優質課堂分享 

  提升教學效能工作坊〈中文、英文、數學〉 

 中文科「適異性教學工作坊」 

 英文科「寫作教學工作坊」 

 數學科「課堂教學中教學方法的滲透」工作坊 

 視藝科「雕刻工作坊」 

 音樂科「高大宜教學法」分享會 

 推行副班主任制，協助新同事做好班級經營及課室管理。在七位新入職本校的教師中，     

71.4%非常認同及 14.2%認同副班主任制有幫助。 

 已按時把公開課出席記錄張貼於教員室白板上，並由科組長及教師發展組組長跟進。100%

教師完成全年最少兩次觀課的要求。 

 上、下學期共推行 21 次公開課，除觀課外，教師亦會出席課後議課會議，藉以加強交流，

完善教學。 

 今年有一位同工參加管理訓練課程。 

 

反思 

提升學生自主學習及共通能力 

 在加強自主學習方面，同工都盡量配合教學內容，加入相關的教學元素，但內容上有時出現   

參差，需科長和級長的協調修訂。 

 

提升課堂效能及學生成績 

 9月7日進行適異性教學工作坊，同時要求在教案上顯示適異性的教學設計。共同備課時，同工

都有積極討論，但設計上暫時主要是分層課業及高層次提問，期望能使設計趨向多元化。 

 擬題水平仍有進步空間，試卷深淺度宜有適當定位，不擬過深或過淺，考核內容亦應涵蓋     

教學內容。 

加強教師培訓 

 今年只有一名同工參加管理訓練課程，來年會加強宣傳，鼓勵更多同工參加合適的進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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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三)：【加強照顧個別差異，全面發展學生潛能】 

 擴展資優教育發展 

 培育領袖人才 

 培養「沙崙人」的素質 

 

成  就 
擴展資優教育發展 

 本年度邀請到資優教育學苑到校舉辦「培養資優生適異性教學」教師工作坊。所有教師   
認同工作坊介紹的課堂教學策略有助照顧個別差異，並表示會嘗試在課堂上運用。 

 能為資優生提供電子增益課程，包括數學科 Planetii 的網上挑戰課程和資優教育學苑網上

資優課程等。大部份同學能善用電子學習擴闊他們的知識領域。其中一位三年級同學更  

完成跨級 Planetii 的網上課程。 

 

培育領袖人才 

 大部份服務生能認真盡責地執行服務崗位，有九成半以上風紀獲得「星級獎勵計劃」的   

紅章，服務表現比去年進步，而且缺勤率少於 5%。 
 全年已召開 10 次校務意見小組會議，學生就各個不同的範疇提出了意見，而負責老師   

會將學生的意見或提議向有關範疇同工反映，以助校政之改善。小組會議能成為學校與  
學生之間溝通的其中一條橋樑。 

 已有22位五、六年級的學生參與領袖訓練課程，並在不同組別中擔任領袖生。有關組別的

老師表示已受訓的領袖生在組織及帶領組員方面都有不錯的表現，並且能顯示領袖生的  

才能。 

 

培養「沙崙人」的素質 

 本年度學生發展方向為「立己 立人 創新」。這三個學生發展方向能配合「立己立人，      

日新又新」之校訓精神。 

 86%教師認同學校透過適應週、早會、成長課、週會、班際活動及設立「沙崙小精兵」       

獎勵計劃能推動學生「立己  立人 創新」的精神。 

  上學期有 36%學生在「沙崙小精兵」獎勵計劃中獲獎，下學期有 42%學生獲獎。透過獎勵
計劃能鼓勵學生做得更好，共同為學校建立良好的校風。 

 85%學生認同學校積極培養他們關心他人的良好品德。 

 84%學生認為學校能提供機會讓他們學習創作的方法及展示具創新的表現。 

  按「立己，立人，創新」為題全年已更新至少 12 節成長課教材，包括：喜樂、和平、    

節制、情緒管理、良好溝通、關心社會、積極學習、培養領袖精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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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思 

深化資優教育 

   各科可於共同備課中繼續加強高階思維及創造力的元素，另外，未來可試為資優學生設立

「師徒制」，為他們提供課堂以外的延伸學習機會。 

   未來可繼續利用電子學習為資優生提供增益課程，擴闊他們的知識領域及提升他們的自學

能力。 

 

培育領袖人才 

 「星級獎勵計劃」能鼓勵服務生更盡責地執行服務崗位，來年可繼續進行。 
   新設的「校務意見小組」，能提供多一個平台加強學校與學生之間的溝通，來年可以擴闊

此小組代表的職能。 

 領袖訓練課程能有效提升學生的領袖才能，來年宜繼續舉辦相關之課程。 

 未來需協調各項服務生的編配機制，避免學生在多個服務組別擔任組長。 

 

                                                                                                            

培養「沙崙人」的素質 

 「立己 立人 創新」這三個學生發展方向能配合「立己立人，日新又新」之校訓精神，     

未來可就此三個範疇作持續性之發展。 

 週會、早會、崇拜活動及班級經營活動能夠配合本年度學生發展重點；有助建立學生品德、

服務精神、積極學習及創新的態度。 

 可完善「沙崙小精兵」獎勵計劃，在高、低年級更具體地訂定不同的培養重點。 

 繼續配合學生發展需要，於成長課滲入相關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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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與教 

【課程特色】 

 本校採用靈活的教學策略，設計有趣及具選擇性的課業，讓學生在輕鬆愉快

的環境下學習。 

 重視語文學習：一至四年級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五、六年級另設普通話

科。英文科重視閱讀教學，並聘請英語教學顧問持續優化校本課程，提升    

學生的閱讀及寫作能力，另在課外活動時段，安排外語學習，包括西班牙文、

日文和韓文。 

 全校推動閱讀，不單為各級訂立每月中英文閱書量，亦要求學生閱讀不同   

類型的圖書，以擴闊知識領域。 

 推行單元課程，按學生需要及課程發展，靈活安排單元課程。現有的單元課程     

包括有：戲劇課（一、二、三年級，以發展學生創意及表達能力） 

        識字課程（一年級） 

        社區服務單元（二、三年級） 

 學校積極發展國際文化校園，安排不同文化的交流活動，擴闊學生國際視野

及學習經歷，為學生提供了接觸不同語言及文化的機會。 

 加強推行自主教學模式，讓學生學會學習，同時加強照顧個別學生的學習需

要。 

 學校採用進展性及總結性評估，運用多元評估方式，並加入平時分以評核   

學生的表現，達致以評估促進學習的目的。 

 各科重視評估後的跟進，不斷提升學生的學業水平。 

 學校有策略地安排不同類別的課後輔導小組，協助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 

 重視與教育局及大專院校的協作，藉以不斷完善課程內容，本年度的中、英、數  

及常識科均與有關院校進行協作計劃，以提升學與教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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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學校設立「學生發展組」，負責統籌、協調及支援「訓輔組」、「SEN組」及

「生命教育組」各個組別的工作，提升學生支援的成效，並設有專業隊伍，

包括輔導主任、社工、駐校心理學家、言語治療服務，給予學生全面的照顧，

並評估及跟進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 

 學校每年舉行四次級統籌會議，由副校長、輔導主任、級訓導及該級的         

班主任老師一起進行會議，商討該級的情況及需要。 

 學校積極發展資優教育，為資優生提供電子增益課程，計有數學科Planetii

的網上挑戰課程和資優教育學苑網上資優課程等。 

 本校著重訓練學生的領袖能力，安排領袖培訓課程，並安排已受訓的學生在

不同組別中擔任領袖生。 

 學生代表在校務意見小組的會議上，也當就不同的範疇提出了意見，以助   

校政之改善。小組會議能成為學校與學生之間溝通的其中一條橋樑。 

 本校重視發展學生服務學習，故在二、三年級常識課程中設「社區服務」     

單元課程，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透過體驗及協作活動來培養與人相處的   

技巧，亦透過參與服務，提高關懷及服務社群的意識。亦推行「一人一職」

計劃及不同類型的服務隊伍，提供不同服務機會。 

 學校另設「愛心大使」、「伴讀大使」、「體育大使」、「福音小天使」等，

鼓勵朋輩支援，建立融和及關愛的校園文化。 

 學校積極推行班級經營，於學期初設「適應週」，讓班內同學共同訂立目標、

班規，又進行合作學習的常規訓練，協助同學建立良好的學習習慣及社交   

技巧，並培養學生對班的歸屬感。此外，透過舉行生日會、聖誕聯歡會、      

戶外學習日等活動，讓師生建立良好、互相信賴的關係。 

 學校重視提升學生的品德情意，透過週會、早會、崇拜活動及班級經營活動，

讓學生更明白本年發展的主題，並透過「沙崙小精兵」獎勵計劃，建立學生

品德、服務精神、積極學習及創新的態度，共同為學校建立良好的校風。 

 按學生發展主題需要，更新成長課教材，包括：喜樂、和平、節制、情緒       

管理、良好溝通、關心社會、積極學習、培養領袖精神等。 

 學校設多元化的週會、午間才藝表演、聖誕滙演、音樂分享晚會等活動，     

提供多個平台讓學生展示才華及學習成果，有效提升學生的自我形象、      

自信心及成就感，並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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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不同需要的學生提供多樣化的支援服務，包括個別/小組輔導或訓練、課程

調適、評估調適、個別學習計劃等：亦為有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不同的

學習課程：創意思考課程、躍動英語班、中文創意寫作班、課業輔導、加強

輔導班、區本及校本學習支援計劃、學習加油站、非華語學生課後中文延展

學習計劃、新移民適應課程、「成長的天空」等，以照顧不同能力及需要的

學生。 

 學校積極發展學生課餘活動，安排多元化的課外活動，涵蓋學術、體育、     

藝術、社會服務、宗教及其他活動等範疇，共超過60項活動，亦設立不同的

制服團隊，促進學生全人發展。另外亦配合學校發展國際文化校園，於課外

活動中加入具國際文化元素的活動，如「Reader’s Theatre」、「I’m a Public 

Speaker」、欖球等活動，並增設日語、西班牙語及韓語課程。 

 為了擴闊學生視野，豐富他們的學習經驗，學校於5月11日至14日安排36位

五、六年級同學到台北及宜蘭進行四天交流活動，認識台北的環保措施、    

藝術文化及生命教育，並安排參觀當地學校，瞭解港台兩地學習生活及教育

文化的異同。其間由於宜蘭發生地震，師生改全程留在台北，繼續進行參觀

交流活動。 

 學校重視家校合作，並推行「卓越家長獎勵計劃」，鼓勵家長積極參與親職

發展活動及支援學校及社區發展之工作，以助子女健康成長。今年獲獎家長

的人數，較去年增加約8%。 

 本校參加香港基督教服務處「關愛校園」計劃，已連續六年獲「關愛校園」      

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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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表現 
 

閱讀習慣 

透過「閱出彩虹」計劃，校方為各級學生設定不同的閱書量，學生可在課室、  

書香角及公共圖書館借閱喜愛的圖書，以完成閱讀獎勵計劃。    

 

全校性閱讀獎勵計劃「閱出彩虹」 

 同學能於每學期閱讀 4 個類型或之上的圖書。 

 同學能完成閱讀指定數量的中文及英文圖書。 

級別 一、二年級 三、四年級 五、六年級 

計劃細則 每人每月最少看 15 本

書，包括中文書 7 本及  

英文書 8 本。 

每人每月最少看 12 本

書，包括中文書 6 本及

英文書 6 本。 

每人每月最少看 8 本

書，包括中文書 4 本

及英文書 4 本。 

 

 

各班的達標百分率 
 

級別 
班別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A 77% 100% 87% 81% 98% 100% 

B 54% 60% 100% 73% 85% 95% 

C 60% 95% 89% 85% 85% 90% 

D 100% 100% 80% 91% --- --- 

E 60% 88% 80% --- --- --- 

平均 

百分率 70% 89% 87% 83% 89% 95% 

整體平均 

百分率 
86% 

 

整體而言，86%學生能完成閱讀獎勵計劃的指定目標，與上年度(87%)相若，     

大部份學生已建立良好的閱讀習慣。同學能於每學期閱讀 4 個類型或以上的    

圖書，亦能於每月閱讀指定數量或以上的中文及英文書籍，成效不俗。但有少   

部分低年級學生仍需老師多加鼓勵，並定時檢查每月的閱書量記錄，以鼓勵他們
閱讀。來年，校方將會增加學生每學期閱讀圖書的類型至 5 個或之上，進一步擴
闊學生的知識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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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體格發展 
 

本校參加由教育局主辦的「小學體適能獎勵計劃」，每年為全校學生進行體適

能訓練、評估及紀錄，藉此改善學生身體的素質。 
 

 
 

 2015-16年度體適能獎勵計劃成績： 
本年度全校獲得獎狀人數是 510 人，佔全部學生的 83%。 

金獎︰116人；銀獎︰214 人；銅獎 180人。 

 

學生在體適能獎勵計劃中獲得獎狀人數百分比較去年增加了約 4%。四個項目獲

取總得分的平均數顯示，三年級 8 歲男、女生的表現相若，9 歲則女生表現較

佳，至於六年級 11歲男生表現較佳，12歲則女生表現較佳。 

 

在四項測試項目中，本年度加強了手握力的訓練，整體學生在手握力方面的  

表現均較去年進步，達標人數約有 46%，較去年增加了約 4.3%。 

 

其餘三項測試項目的表現均和上年度相若，但仍然會在課堂中加強推動學生在

熱身運動時的跑步練習，以保持學生良好的體能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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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年度各級學生體重處於「可接受範圍」統計結果︰ 
 

  
男生體重處於 

可接受範圍百分比 

女生體重處於 

可接受範圍百分比 

男女生處於 

可接受範圍百分比 

一年級 92.5% 90.0% 91.5% 

二年級 89.3% 84.8% 86.9% 

三年級 88.1% 84.2% 86.3% 

四年級 82.3% 86.8% 84.0% 

五年級 72.1% 84.8% 77.6% 

六年級 84.1% 88.2% 85.9% 

全校 85.5% 86.3% 85.9% 

 

 

本年度本校學童體重超標的情況較去年稍高，男女生體重處於「可接受範圍」的
學生人數較去年稍微減少了約 1%。其中以五年級男生超標的情況較多。體育教師
將於平日安排增加學生活動量的機會，並透過獎勵計劃，提高學生參與體育鍛煉
的機會，以改善學生體重超標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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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 

 本校於每班推行「一人一職」計劃，以鼓勵學生參與不同的服務及培養他們

的責任感。 

 四至六年級戶外學習日暨清潔郊野公園於 2015 年 11 月 12 日(四)假元朗大棠

郊野公園舉行，學生於清潔郊野公園方面表現積極。 

 為推動四至六年級學生參與公益活動，本校設「公益少年團」： 

 6C 羅玉華獲選為「2016 公益少年團傑出團員韓國交流團」油尖旺區   

代表。 

 於 2 月 5 日舉行「環保為公益」課室清潔比賽，共籌得款項$15,437，

本校獲得「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籌款金獎。 

 本年度有 115 位同學獲得基本級獎章，34 位同學獲得初級獎章，1 位   

同學獲得中級獎章。 

 「少年警訊」： 

 本校獲邀請參與由旺角警區與油尖旺撲滅罪行委員會合辦，以宣傳滅罪

訊息為主的「訊達計劃」，並且在校內提名了 33 名四至五年級的少年  

警訊會員，成為旺角警區訊達計劃的滅罪宣傳大使。少年警訊「訊達大

使」簡介會已於 11 月 19 日舉行，目的是向滅罪宣傳大使簡介此計劃，

而委任儀式已於 11 月 30 日在校內早會時段進行。 

 6B 梁文臻獲頒本年度旺角區少年警訊「最佳會員」，並於 2 月 26 日    

出席頒獎典禮。 

 少年警訊贊助本校 40 名學生於 7 月 6 日(三)到預防犯罪教育中心    

(青衛谷)參觀，透過中心內的體驗活動、互動劇場及遊戲，提升學生   

自我價值觀及拒絕罪惡引誘的能力。 

 有 5 位同學獲選為 2016 至「讚」少訊，並獲頒贈 1000 元書劵。 

 家教會響應「地中海貧血兒童基金」於 11 月 21 日(星期六)舉辦之九龍區賣旗

活動，本校共有 113 個家庭參與。是項活動能讓學生承擔社會責任，體驗 

服務社群的精神。 

 常識科推行「社區服務」學習單元，分別於下學期安排二、三年級全級同學

探訪路德會石硤尾失明者中心及維港灣長者會所，讓學生學習關心有需要的

人，並樂意主動去關懷別人。 

 本校推行「愛心大使」計劃，安排高年級學生透過關愛活動支援一年級的   

同學。此外，又設「伴讀大使」，為有言語障礙學生、非華語學生及有需要

的一年級學生進行中文、英文、普通話伴讀，效果良好。不少大使都與    

低年級同學建立良好關係，並主動關心和協助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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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年度學校設有四隊制服團隊，現簡報如下： 

童軍(九龍第 251 旅)   

本年度學校童軍人數：42 人 

活動： 

 童軍成員協助童軍旅銷售獎券，拓展童軍運動。 

 本旅團於 2015 年 12 月 27 日至 28 日舉行「周年旅慶露營」訓練活動，

地點是南山營地，通過野外活動，鍛煉成員的領導才能和體驗羣體生活。 

 旺角區童軍丙申年新春團拜已於 2016 年 2 月 28 日(星期日)圓滿結束，   

是次區會團拜活動於本校舉行，有 24 位童軍參與活動。 

 有 3 位成員成功考獲觀察章。 

 有 8 位成員於 2016 年 3 月 16 日(星期日)參加了第 12 屆大角咀廟會人群

控制的社區服務。 

 

交通安全隊 (九龍第 49 隊 KW-49)  

本年度交通安全隊人數：19 人 

活動： 

 交通安全隊獎券籌款活動已於 2016 年 1 月 7 日完成，由本隊隊員協助

銷售，售出獎券共得 1000 元，香港交通安全會將會將銷售獎券收益    

總額 50% 款項($500)，撥予本校作為交通安全隊內部活動及購置配備之

用。 

 有 14 名隊員於 11 月 15 日合格通過第十三期衞生大使專章考核。 

 有 15 名隊員於 1 月 22 日合格通過第十期道路語言專章考核。 

 6B伍家儀及 6C文德嵐獲得香港交通安全隊頒發之服務嘉許狀及獎學金

500 元。 

紅十字少年團 (第 JU63 團)   

本年度紅十字會少年團人數：71 人 

活動： 

 本年度繼續參與「校園健康大使計劃」，訓練會員對健康概念的理解，
並透過朋輩教育形式於學校推廣「校健服務」，藉此增加同學們對健康
生活知識的理解和掌握，提升參加者的健康意識。 

 本團獲邀出席於 2015 年 10 月 17 日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之制服團體日
2015，並代表香港紅十字會向公眾人士表演手語歌，當日本團派出 23

名會員表演，另有 6 名會員在家長陪同下出席是次活動。 

 本團獲邀出席於 2015 年 11 月 20 日舉行之香港紅十字會周年大會 2015，
並成為首次在紅十字會周年大會中，聯同青年團會員領唱紅十字會會歌
之少年團。 

 本團有 10 名會員在家長陪同下，以親子形式於 2015 年 11 月 29 日，    

參加了「世界愛滋病 2015 暨服務日」活動，目的為加深對愛滋病的     

認識及關懷愛滋病患者。 

 2015 年 12 月 13 日共有 7 名會員與家長，以親子形式參加「七項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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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技日」活動，讓會員透過七項與紅十字會相關的主題競技賽及攤位   

遊戲，認識更多紅十字會知識。 

 於 2015 年 12 月 16 日遞交了 7 份標誌設計比賽的作品，這項設計比賽
目的是慶祝香港紅十字會青少年 60 周年，獲選的作品將用作宣傳活動
之用。 

 獲邀出席於 2015 年 12 月 19 日，在何文田黃祖棠護理安老院進行的探
訪活動中，為長者表演手語歌及與長者們交談，當日有 15 名會員參與
表演，並有 4 名會員的家長協助帶領工作。 

 校園健康大使於 2016 年 1 月 9 日家長日在舞蹈室設置「健康檢查站」，
為 91 名到場家長提供量血壓及磅重服務，提高家長們對健康生活的   

關注。  

 獲西九龍總部邀請，於 2016 年 1 月 10 日派出一名會員，代表西九龍    

總部出席香港紅十字會 60 周年慶祝活動啟動典禮，本團派出總隊長   

6A 陳美琪出席。 

 於 3 月 5 日帶領 46 名會員出席銘基書院 YU126 的宣誓典禮。 

 於 3 月 18 日遞交了 56 份「國際友誼卡填色比賽」的作品，6A 勞鈅恬
及 6A 劉婉瑩獲得優異獎。 

 於 3 月 26 日帶領 13 名會員出席西九龍區總部「少年團急救比賽」。 

 於 5 月 7 日帶領 51 名會員參觀紅十字會人道展館活動及出席急救      

工作坊。 

 於 5 月 14 日帶領 4 名會員出席全港「少年團急救比賽」。 

 於 5 月初提名 6A 陳美琪、6A 勞鈅恬及 6C 羅玉華參加傑出紅十字會員
選舉，以上 3 名會員均成功獲選為西九龍總部傑出紅十字會員，其中    

陳美琪及羅玉華更獲選為全港傑出紅十字會員。 

 於 6 月 25 日舉行「宣誓典禮」，由香港紅十字會醫務總主任潘德鄰醫生
擔任主禮嘉賓，有 17 名會員宣誓，有 12 名會員晉升日內瓦章及有 21

名會員晉升亨利杜南章。 

 於 7 月 9 日家長日，在二樓舞蹈室設置健康檢查站為家長量血壓。 

 於 7 月 10 日出席紅十字少年團聯合宣誓暨頒獎典禮 2015-2016 。 

基督少年軍 (第 125 隊)  
本年度基督少年軍人數：23 人 

活動： 

 各隊員於星期五午膳時段，輪流到一年級各班協助學生背金句。由 3 月份
起，隊員更與學生分享聖經故事。 

 各隊員由 12 月至 4 月參加由香港讀經會主辦、總部支持的「15-16 Sun Pilot 

讀經運動」，有 17 位隊員完成「馬太福音、士師記和哥林多前書」的閱讀
計劃，獲得金獎，另有 6 位隊員「馬太福音」的閱讀計劃，獲得銀獎。 

 分隊與堂會混凝土牧區合辦「戶外活動日」。活動於 4 月 2 日舉行， 共有
27 人一同到啟德郵輪碼頭公園，欣賞風光和玩集體遊戲。 

 各隊員已於 2 月至 4 月份參加「健康四格漫畫創作大賽 2015/16」，鼓勵     

青少年採取健康正面的生活態度。主辦單位為分隊安排了漫畫創作工作
坊，由專業漫畫設計師指導學生漫畫創作技巧，並加深對網絡遊戲和相關
法例的認識，推廣青少年健康上網的習慣。 

 各隊員已於 5 月份完成考章，全部 23 名隊員成功考獲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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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習活動 

 學校積極推動全方位學習活動。全年之活動項目如下： 

科/組項目 活  動  名  稱 舉行日期 

中文/普通話 

第二十屆全港中小學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10-11/2015 

2015正字大行動 10-11/2015 

第六十七屆校際朗誦節(粵語) 11-12/2015 

中普活動周 18/2-25/2/2016 

「身心健康.孝順父母」全港硬筆書法比賽 1-3/2016 

九龍青年商會第九屆硬筆書法比賽 6-7/2016 

普通話大使計劃 9/2015-6/2016 

普通話點唱 9/2015-6/2016 

午間播放普通話影片 9/2015-6/2016 

午間故事分享 9/2015-6/2016 

普通話自學獎勵計劃 9/2015-6/2016 

英文 

English Speech Festival 10-12/2015 

Writing Couplets in English and playing English games 

on the Chinese Culture Day 
5-2-2016 

Cross-curricular Activity Week 18/4-22/4/2016 

Fun games in the English Room at lunchtime  9/2015-7/2016 

Story telling in the morning & lunchtime recess in the 

Happy Wonderland 
9/2015-7/2016 

English film shows during lunchtime 9/2015-7/2016 

Buddies in English and Educare(BEE) programme 12/2015-5/2016 

Fun on Saturaday(FOS) programme 10/2015-4/2016 

 

數學 

 

數常活動日 6/7/2016,7/7/2016 

趣味玩數學 9/2015-7/2016 

數學大使計劃 9/2015-7/2016 

奧林匹克數學訓練 9/2015-7/2016 

珠心算 9/2015-7/2016 

 

 

 

常識 

 

 

 

 

 

玩具角(小息時閞放) 9/2015-7/2016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10/2015 

參觀禁毒處藥物資訊天地 10/2015 
戶外學習日活動 
小一：照顧自己:記錄活動情況 
小二：照顧自己:觀察動植物 
小三: 觀察植物:觀察自然環境 
戶外學習日活動 
小四:觀察植物及自然環境 

11/2015 

一人一花種植活動 3-5/2016 

服務學習-探訪香港亞洲歸主協會維港灣長者會所 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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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項目 活  動  名  稱 舉行日期 

 

 

 

常識 

 

探訪香港路德會失明者中心 4/2016 

數常活動日-科學探究活動 7/2016 

福音午間活動 9/2015-7/2016 

福音小天使 9/2015-7/2016 

跨學科活動週 
-早會分享 
-沙崙巨星 
-感恩樹 
 

18/4-22/4/2016 

視覺藝術 

戶外寫生 11/2015 

道路安全學藝比賽—小學交通安全繪畫比賽 16/11/2015 

「我」的理想家園繪畫比賽 30/11/2015 

午間藝趣坊 3/2/2016 

第九屆品德教育漫畫創作比賽 29/2/2016 

立體蛋糕創作比賽 3/2016 

午間藝趣坊 21/6/2016 

各級學生作品展 24-28/6/2016 

《查篤撐兒童粵劇工作坊——小不點學粵劇》 24/6/2016 

「樓宇安全靠大家」漫畫創作比賽 2016 30/6/2016 

「潔淨校園」填色比賽 6/7/2016 

2016/17年度全港校際尊重版權創作比賽 

「高小組——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7/2016 

參觀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四至五年級) 5/7/2016 

電腦 
小息開放電腦室 9/2015-7/2016 

各級校內電腦科比賽 9/2015-7/2016 

 

 

 

音樂 

 

 

 

 

 

 

音樂 

午間才藝表演 9/2015-7/2016 

聖誕匯演 21/12/2015 

沙崙巨聲歌唱比賽 19/4/2016 

小提琴班 
中提琴班 
大提琴班 
低音大提琴班 
敲擊樂班 
古箏班 
弦樂團 

10/2015-7/2016 

聲樂班 10/2015-7/2016 

讚美敬拜樂隊班 10/2015-7/2016 

音樂大使計劃 10/2015-7/2016 

音樂獎勵計劃 10/2015-7/2016 

沙崙音樂演奏分享晚會 24/6/2016 

體育 沙崙運動會 25/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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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項目 活  動  名  稱 舉行日期 

體適能獎勵計劃 9/2015-6/2016 

沙崙體育日 28/6/2016 

空手道班 
跆拳道班 
花式跳繩班 
籃球班 
足球班 
乒乓球班 
中國舞 

10/2015-7/2016 

圖書 「閱出彩虹」閱讀獎勵計劃 10/2015-7/2016 

其他 

中秋提燈晚會 24/9/2015 

聖誕匯演晚會 21/12/2015 

中國文化活動日及「環保為公益」課室清潔籌款 

活動 
5/2/2016 

新春親子旅行 27/2/2016 

跨學科活動週(英聖音) 18/4-22/4/2016 

國際文化日 20/4/2016 

境外交流 11-14/5/2016 

教育營(六年級) 27-29/1/2016 

45週年校慶暨綜藝表演 2/7/1016 

參觀嘉道理農場(一至三年級) 4/7/1016 

參觀五藝六常嘉年華(四年級) 8/7/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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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活動比賽表現 

本校學生積極參加各類校外比賽，表現優異，獲獎紀錄如下： 
 

第六十七屆香港校際朗誦節獲獎名單(粵語) 

比賽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粵語獨誦 

亞軍 3D馮樂天 

季軍 5A陳婉琪 5B楊凱慧 

優良 

1A梁珈炘 1B比利戴安娜 1B林艷珊 1C黃穎彤  

1D鄧芷喬 1D葉煒昌 1E院嘉儀 1E陳柏豪 

2A符嘉全 2B潘孝軒 2C林學意 2E傅斯俞 

2E趙蕙妍 3A羅嘉欣 3A余嘉儀 3A胡羽甄 

3B周健睿 3D郭家業 4A郭美恩 4B容樂晴 

4C周展光 4C何彥明 5A張志珊 6B袁健文   

6B趙國炫 6B陳頌賢 6C羅玉華 

良好 

1D羅曦祈 1D黃濬祈 1E蔡凭承 2C蔡旻陞 2D林卓恆 

2E 陳衡孜 3A黃敏怡 3B雲美恩 3E郭穗文 4B胡嘉鵬   

4B李忠倫 4D 彭宇航 5A韓敏兒 5B陳希雯 5B謝霆軒   

5C陳盈兒 5C湯傲穎  5C張婉芬 6C文德嵐 

第六十七屆香港校際朗誦節獲獎名單(普通話) 

比賽名稱 獎 項 學生姓名 

普通話獨誦 

季軍 5B吳健鵬   

優良 

1A王宇琨 1E郭文翔 1E伍浩林 1E布頌恩  1E伍悅怡 

1E譚鈞寶 1E林紫祺 1E陳俊妤 2D何祈恩 2D梁芷瑩 

2D盧奕恆 3B關燕瑩 3B劉嘉燁  3B葉虹美  3D李佳憲 

3E甄嘉彤 3E 郭穗文 4A吳惠美 4C葉朗  4C 鄧宇謙 

4C樊元傑 4C沈竣耀  4D王妍翰  5A 柯崇元 5B楊彗楚  

5C譚心如 5C曾子璐 6A司徒淑瑜  6A勞鈅恬 6A陳美琪  

6B李曉昕  6B梁文臻 6C韓雪梅 

良好 
2B鄭卓希  2B謝淯榮  5A李光榮   3B馮嘉盈 

3E林荔  3B馬穎琳 

 

第二十屆全港中小學中文硬筆書法比賽－校內賽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初級組 1D 葉煒昌 2E趙蕙妍 2A 許曦文 

中級組 4B 容樂晴 3C楊焯熹 4A 吳惠美 

高級組 6A 勞鈅恬 5C曾子璐 6A 陳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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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路德會朱保慈博士文字創作獎學金 
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作品題目 

小學組(中文組)  得獎作品 (獲獎學金) 6B 劉 欣 頌主恩 

 

九龍青年商會十八區硬筆書法比賽(油尖旺區)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異 

初級組 3C楊焯熹 
3E 湯梓晴 

4B 李婉晴 

2D蘇朗 

3E曾婉婷 4B容樂晴 

2C何柳儀 2E 田澄希

3A李濼兒 3D邱韻熹   

3A胡羽甄  3C冼泳彤 

高級組 6A勞鈅恬 / 6A陳美琪 6C霍灝明 

5A潘嘉怡 6A劉婉瑩  

6B劉欣 6B湯德穎  

6C鄧錦蘅 

「身心健康、孝順父母」全港硬筆書法比賽 

獎項 學生姓名 

優異 2A 陳晏而 

入圍 6A勞鈅恬 

 

漢字新潮-2015正字大行動饒宗頤文化館盃 

主辦機構 獎項 學生姓名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和饒宗頤文化館合辨 
最佳表現獎 

4A黄子雷 

5A吳欣樺 

 

香港中文大學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 小學生普通話水平測試 

獎項 學生姓名 

金章級 6A勞鈅恬  

銀章級 6A 李光榮 6B朱蕊芳 6B李曉昕 6B梁文臻 6B劉欣 6C韓雪梅   

銅章級 6A文龍飛 6B鍾洛妍  6C陳利利 

 

第九屆濕地劇場-講故事比賽 

主辦機構 獎項 學生姓名 

漁農自然護署、 

濕地公園及幼聯 

小學組亞軍 及 

最具創意故事獎 
4B龍嘉謙 4D 鄭群炫 4D 彭宇航 

 

第六十七屆香港校際朗誦節獲獎名單(英文) 

比賽名稱 獎 項 學生姓名 

英文獨朗 

 

亞軍 2B KASHMALA SAJID 2B文華逸 

季軍 6A伍家欣 6B趙國炫 6C鄧錦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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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 

1C黃穎彤 1C陳裕文 1C蘇焯朗 1D黃穎潼 1D鄧芷喬 

1E蔡凭承 1E陳柏豪 2A林瑞軒 2A黄蘊芝 2B鄭卓希 

2C蔡旻陞 2C林學意 2C Salonga Samuel 2C 陸婷茵 

2D何柳儀 2C鍾愛琳 2D李樂瑤 2E陳恩穎 2E尹芷澄  

3A布迦南  3A何咏思  3B楊焯熹 3B楊志榮 3B劉嘉燁   

3C 潘漪婷  3D王子心 3E湯梓晴 3E陳蓉蓉 3E Afzal Halima  

4B鄺翠珍 4B李婉晴 4B黎靖欣 4C莫穎濤 

4D尹智行 4D王妍翰 5A陳婉琪 5A張志珊  

5A Rubana Qadeer  5B 楊彗楚  5B 胡元壕 5B 裘俊傑 

5B 鄧錦全 5B 吳驊晉 5C 曾子璐 6A 陳美琪 6A 傅建安 

6B 伍家儀  6B 梁文臻 6B李曉昕 6C 陳利利 6C 韓雪梅 

6C 文德嵐 6C 霍灝明 

良好 

1E 馮珀途 2B 鄭盈曦 2B 潘孝軒 2C Polo Schantz Nouelaine 

Loide Paterno  3A 張凱瑩 4A 吳惠美 

4D 鄭群炫 5C Ammara Afzal  6B 陳頌賢  6B 袁健文 

6B 余健誠  

 

第二十屆全港中小學英文硬筆書法比賽－校內賽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初級組 2E 趙蕙妍 2D梁芷瑩 1C黃穎彤 

中級組 3C 楊焯熹 3E陳蓉蓉 4C何彥明 

高級組 6B劉欣 6A勞鈅恬 5A張志珊 

 

香港路德會朱保慈博士文字創作獎學金 
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作品題目 

小學組(英文組)  推薦作品 (獲獎狀) 6C 霍灝明 Thank you, Jesus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5 

主辦機構 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香港奧林匹克協會 

四年級組 
三等獎 4B 李忠倫 4B 李婉晴 

 4B 岑卓翹 4C 譚瑋進  

五年級組 
二等獎 5A 王其耀  5B 吳健鵬 5C 曾子璐 

三等獎 5A 陳婉琪 5C 劉俊唯 

六年級組 

一等獎 6A 彭顯坤 

二等獎 6B 趙國炫 6C 黃佳軒 

三等獎 6A 勞鈅恬 6B 劉樂童 6C 羅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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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 HKMO OPEN) 

暨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初賽(香港賽區) 

主辦機構 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香港奧林匹克協會 

四年級組 銅獎 4B 李忠倫 4B 岑卓翹 4B 容樂晴  

五年級組 

銀獎  5C 劉俊唯 5C 林俏賢 5C 曾子璐 

銅獎 
5A 李偉琪 5A 王其耀 5A 陳婉琪 

5C 李惠珊 5C 何晓君 

六年級組 銅獎 6A 彭顯坤 6C 黃佳軒 

 

全港小學數學比賽(油尖旺區) 

主辦機構 獎項 學生姓名 

香港理工大學 優良獎狀 
5A李偉琪 5C李惠珊 5C何晓君 6A 游碧兒 

 6B陳健瑋 6B袁健文 6B劉欣 6B余健誠 6C陳建之 

 

香港天主教區學校聯會-第二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四年級個人賽 優異獎 4C譚瑋進 

五年級個人賽 
銅獎 5C曾子璐 

優異獎 5C 劉俊唯 

 

創意動力教學協會智能機械由我創 2015 

獎項 學生姓名 

二等獎 5A王其耀 5B鄧錦全 6A黃宏大 5C劉俊唯 

 

第一屆 STEM創意解難挑戰賽 

項目 獎項 學生姓名 

電子工程師解難賽 二等獎 
4C莫穎濤 4D劉慶豐 4D尹智行  

5B劉慶森 5C吳旭銘 

創新未來設計師 二等獎 
4C莫穎濤 4D劉慶豐 4D尹智行 

5B劉慶森 5C吳旭銘 

 

小小發明家-科學創意比賽 

獎項 學生姓名  

優異獎 6A陳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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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百搭創新科學與環境探究 

獎 項  學生姓名 

嘉許獎 6A 陳美琪 5B 楊凱慧 5C 曾子璐 5C 林俏賢 

 

「無毒油尖旺大聯盟-2016 年高小學生書面常識問答比賽」 
獎項  學生姓名  

冠軍 6A 劉婉瑩 

亞軍 6C 羅玉華 

季軍 6C 霍灝明 

 

漢語聖經協會—第二十二屆聖經朗誦節(粵語) 

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小一、小二 

集誦 
冠軍 

2A陳馨曈 2A符嘉全 2A高德洱 2A林嘉慧 2A LAM SETH  

2A林子謙 2A劉韻澄 2A陸珮嘉 2A吳俊易 2B陳穎思 2B朱倩儀 

2B高思敏 2B郭勇言 2B林淳哲 2B劉奕廷 2B盧學縕 2B潘孝軒  

2B曾梓晴 2C陳俊浩 2C鍾愛琳 2C何柳儀 2C林映彤 2C魏子粵  

2C戴鈺淇 2C吳定一 2C姚思韻 2C蔡旻陞 2D馮家琪 2D黎曉瑩 

2D林卓恆 2D羅鎂儀 2D李浚鏗 2D梁天恩 2D李樂瑤 2D麥樂詩 

2D蘇  朗 2D曾  琳 2E陳梓穎 2E黎宇翀 2E梁家僖 2E麥卓毅  

2E伍嘉伶 2E蔡穎彤 2E尹芷澄 2E黃紫彤 2E趙蕙妍 

獨誦小五組 亞軍 5A陳婉琪 

獨誦小六組 
亞軍 6B趙國炫  

優異獎 6B伍家儀 6B李曉欣 6B湯德穎  

 

第二十七屆陸運會「共融盃」4X100米接力邀請賽 

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田徑男、女子甲組 季軍 6B湛文杰 6C鄧錦蘅 6C張雅媛 

 

2015-16九西區運動會田徑比賽 

項目 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跳遠 男子甲組 亞軍 6B 談振滔 

擲壘球 女子乙組 第六名 5B 鍾彩雲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5 

主辦機構 學生姓名 

屈臣氏集團 6C張雅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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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僑小學「閩僑盃」4X100米接力邀請賽 
 

 

 

奔‧FUN競技在旺角—波波足球邀請賽 

主辦機構 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旺角區少年警訊 青少年組 季軍 

5A李偉琪 5A王其耀 5B鄧錦全 

6C鄧錦蘅 5B劉婉歆 6A劉婉瑩  

6A林瑩瑛 6B劉欣 6B趙國炫 6B梁文臻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項目 獎項 學生姓名 

教堂音樂─中文歌曲 優良 

聲樂獨唱─中文歌曲─男童聲或女童聲 
亞軍 5B吳健鵬 

良好 4A郭美恩  6C陳利利 

聲樂獨唱─中文歌曲─女聲(13歲或以下) 優良 4D王妍翰 
聲樂獨唱─中文歌曲─男童聲或女童聲 
(10 歲或以下) 優良 3A羅嘉欣 2B文華逸 

聲樂獨唱─外文歌曲─男童聲或女童聲 
(7 至 8歲) 

優良 2A呂安翹 2A李思睿 2E王希愉  

良好 2B文華逸 

鋼琴獨奏(三級) 
優良 2A李思睿 6B李曉昕 

良好 4D王妍翰 

鋼琴獨奏(二級) 優良 2B陳佩嘉 

鋼琴獨奏(一級) 良好 1A羊葆悅 2A陳晏而3B馬穎琳  

小提琴獨奏三級 良好 5B胡元壕 6C韓雪梅 

小提琴獨奏二級 
優良 2B文華逸 

良好 6A司徒淑如 

小提琴獨奏一級 良好 3E甄嘉彤 

高音直笛獨奏─13歲或以下 
優良 6B趙國炫 

良好 6B李曉昕 6B伍家儀 6B余健誠 

聯校音樂大賽2016 
項目 獎項 

小學合奏 - 敲擊樂組 銀獎 

小學合奏 - 弦樂組 銅獎 

 

「2016 好聲音@油尖旺」歌唱比賽 

獎 項  學生姓名 

小學組-最佳演繹獎 6B李曉昕  6B朱蕊芳 6B趙國炫 6B余健誠 

 

獎項  學生姓名 

殿軍 5A談振洋   5B謝霆軒 5A何嘉聰   5B 王梵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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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2屆學校舞蹈節─中國舞 

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高級組 

 
甲級獎 

4A鄺翠珍 4A吳惠美 4A岑溫婷 4B何嘉儀  

4C劉曉莉 4C 黃巧儀 4C邢麗珍 5A陳均頤 

5A陳婉琪 5A羅雅琳 5B梁詩蔚 5B陳祉妤 

5C張婉芬 5C林俏賢 6B李曉昕 6C何詠詩 

初級組 

 
優等獎 

2B文華逸 2B鄭盈曦 2D何靜盈 2E傅斯俞  

3B歐婕妤 3D張雨欣 3A李濼兒 3E甄嘉彤 

3C陳婷婷 3A張凱瑩 3B馮嘉盈 3A何咏思 

3B關燕瑩 3C李君盈 3B雲美恩 3A余嘉儀 

3A方  程 3E曾婉婷 3B馬穎琳 3E陳蓉蓉 

3B郭展晴 3E湯梓晴 3D王子心 3A胡羽甄 

高級組 三人舞 甲級獎 4A吳惠美 5C林俏賢 6B李曉昕 

初級組 三人舞 甲級獎 3A方程 3B馬穎琳 3C陳婷婷 

香港學校戲劇節 
團體獎項 

「傑出整體演出獎」、「傑出合作獎」 路德會沙崙學校 

個人獎項 

「傑出演員獎」 6B余健誠 6B趙國炫 

 

第八屆校園藝術大使 
學生姓名 

6A劉婉瑩  6B 鍾洛妍 

 

2015-2016 年度油尖旺區傑出學生選舉 

主辦機構 獎項 學生姓名 

油尖旺區校長會 ｢傑出學生 - 金獎」 6A 陳美琪 

 

「油尖旺區學生獎勵計劃」 

主辦機構 獎項 學生姓名 

旺角街坊會 

優異獎 6A 勞鈅恬 6A 陳美琪 6B 李曉昕 

嘉許獎 5A 陳婉琪 6A 劉婉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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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新來港學童獎勵計劃」 

主辦機構 獎項 學生姓名 

宏施慈善基金 

傑出學業獎 4B容樂晴 

學業進步獎 4C邢麗珍 

 

「優秀學生獎學金」 

主辦機構 獎項 學生姓名 

樂活駅 

優秀學生獎 5C曾子璐 

傑出學生獎 6A陳美琪 6B劉欣 6C羅玉華 

 

 

2015年度飛躍表現學生獎 

主辦機構 學生姓名 

聖雅各福群會 
6A陳銘恩 6A勞鈅恬 6B梁文溱 6B李曉昕   

6C曾鈞浩 

  

西九攜手滅罪天才無國界 

獎項 學生姓名 

良好表現獎 

5A ALI RUBANA QADEER  5A陳均頤 5A陳婉琪 5A黃慧儀 

5B MUHAMMAD BILAL 5C AMMARA AFZAL 5C ZEESHAN  

6A陳慧恩 6B李曉昕 

 
旺角區少年警訊 

獎項 學生姓名  

最佳會員 6B梁文臻 

「讚」少訊 5A陳婉琪  5A王其耀  5B劉婉歆 

5B鄧錦全    5C AMMARA AFZAL 

 

公益少年團 
獎 項  學生姓名 

「2016年 公益少年團傑出團員韓國交流團」  

油尖旺代表傑出團員 
6C 羅玉華 

中級章 6C 羅玉華 

香港紅十字會少年團 JU63「友誼咭填色比賽 2016」 

獎項 得獎隊伍/ 學生姓名 

最積極參與團隊獎 路德會沙崙學校 

優異獎 6A 劉婉瑩  6A 勞鈅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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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紅十字少年會員2015-2016」選舉 

獎 項  學生姓名 

傑出紅十字少年會員 (西九龍總部) 6A 陳美琪   6A 勞鈅恬   6C 羅玉華 

傑出紅十字少年會員 (全港) 6A 陳美琪   6C 羅玉華 

 

「八達通育苗展才計劃」2015-2016 

獎 項  學生姓名 

「智叻理財家」理財遊戲 
傑出表現大獎 

1A 李穎嫻 

 

學生升中派位情況 
本校獲派首三個志願的學生有 92.3%，並被區內家長譽為受歡迎、校風淳樸、  

師生關係良好的小學之一。 

升中派位摘要： 

 華仁書院（九龍） 

 聖芳濟書院 

 真光女書院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 

 循道中學 

 聖羅撒書院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中學 

 世界龍岡學校劉皇發中學 

 賽馬會官立中學 

 梁文燕紀念中學（沙田） 

 五邑司徒浩中學 

 德貞女子中學 

 

 

 瑪利諾中學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匯基書院（東九龍） 

 德雅中學 

 路德會呂祥光書院 

 鄧鏡波學校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文理書院(九龍) 

 路德會協同中學 

 天主教伍華中學 

 香島中學 

 李求恩紀念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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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 

 
2015-2016年度本校的財政狀況如下︰ 

 

 收入（$） 支出（$） 

承上結餘（政府資助及學校津貼） 1,924,996.96 

I. 政府資助   

 A. 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1. 基本指標津貼   

   a. 基本指標 1,209,800.80 965,530.97 

                                    小結︰ 1,209,800.80 965,530.97 

  2. 學校特定津貼   

   a. 新來港學童支援津貼    31,935.00 57,507.80 

   b. 行政津貼/修訂行政津貼 1,503,244.00 1,240,884.91 

   c.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398,211.00    381,572.68 

   d. 消減噪音津貼   167,498.00    167,498.00 

   e.. 學校發展津貼   702,146.00    378,646.10 

   f. 言語治療津貼   150,240.00    134,676.40 

   g. 成長的天空計劃津貼   107,559.00     97,000.00 

   h. 加強學生輔導津貼    133,424.00    257,053.90 

   i.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津貼    97,848.00     92,500.00 

                                    小結︰ 3,292,105.00  2,807,339.79 

II. 學校經費   

 (1) 捐款 446,230.00   
【註】

230,356.20 

 (2) 具特定用途的收費   187,200.00    194,633.60 

 (3) 其他   834,308.60     1,029,553.77 

                                    小結︰ 1,467,738.60   1,454,543.57 

2015/16 年度結餘 742,230.07 

2015/16 年度終結總盈餘 2,667,227.03 

 

【註】： 捐款用途 

  福音性活動     $   2,620.40 

  增聘清潔工     $ 176,634.00 

  學生發展獎勵計劃   $   2,096.80 

  資優發展     $   4,725.00 

  獎助學金     $  31,250.00 

  校慶活動     $  13,030.00 

         $ 230,35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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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與跟進 

 
在【擴闊學生世界視野，建立國際文化校園】方面，我們重視語文學習。

本年度中文科已完善一至六年級讀文及寫作課程規劃和教學設計，並規劃六年

級校本讀文和寫作課程，以提升學生的閱讀及寫作能力。此外，亦完成一至六年

級的校本教材編訂的工作。來年可加入電子學習元素，進一步提升學生自主學習

的能力。 

 

     在普通話課程方面，本年度已優化五年級普通話課程及設計六年級普通話

新課程，加強語音訓練及提供機會讓學生參加香港中文大學「小學生普通話水平

測試」。18 位報考學生（五年級 17 人，六年級 1 人）全部取得及格成績，其中

6 人得金獎；10 人得銀獎；2 人得銅獎，表現理想。 

 

在英文科方面，本年度學校除繼續參與教育局的 PLPR/W 計劃，在小一至

小三推行閱讀及寫作計劃，提升學生的閱讀及寫作能力外，亦聘請英語教學 

顧問，協助低年級之英文校本課程發展，增強一至三年級英文課程內之閱讀 

教學，並提升英語教師的專業能力，幫助學生學好英語。來年我們會繼續聘請

英語教學顧問協助四、五年級設計單元課程(English Module)，以提升學生的寫

作能力，並於一至六年級課程中融入 Author Study，及滲入 Language Arts，以提

升學生英語能力。 

 

    此外，本年度學校提供不少外語班，包括西班牙語班，韓語班及日語班，  

參與的學生反應熱烈，並在 11 月 27 日家長福音晚會上展現學習成果，深受讚賞。

我們會繼續利用不同資源，為學生提供學習外語的機會。 
  

    在以閱讀擴闊知識領域方面，為鼓勵學生多閱讀英文圖書，本年度學校於  

課室增加不同程度之英文圖書，並購備更多英文好書存放於圖書館供各級學生 

借閱，又透過「閱出彩虹」獎勵計劃，鼓勵學生閱讀不同類型圖書。來年將修訂

閱讀計劃，將閱讀類別數量增加，進一步擴闊學生的知識領域。此外，英文科    

本年度加強了師生英文閱讀分享，又配合英文好書推介，安排學生作閱讀分享，

再於各級推行 Author Study，把圖書教學滲入英文課堂中，大大提升學生閱讀   

興趣，建立閱讀英文書籍的風氣，效果良好。各級學生於學期結束時，更進行

Author Study 成果分享會，對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甚有幫助。為提升家長支援學

生閱讀，來年學校將安排家長教育課程，分享選書、閱讀延伸等策略，並善用    

家長資源，增設家長伴讀義工。 

 

    在加強學習生活中的國際文化元素方面，學校積極發展國際文化校園，除  

優化各科課程之國際文化元素外，又與香港國際學校(HKIS)有多項交流項目，除

促進兩校交流及增加學生運用英語溝通的機會外，更有效為學生營造了接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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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及文化的機會。此外，學校又善用辦學團體提供之資源，安排三位美國外籍

宣教士每週駐校在英文課進行協作教學，並舉辦國際文化日及多元文化活動。  

本校又與澳洲路德會聖彼得書院（St. Peters Lutheran College）建立長期合作夥伴

關係，進行多項交流項目。學校會把握現有之基礎及優勢，繼續加強與外校之   

學習交流，發展國際文化校園，提升學校形象。。 

 

此外，我們又安排境外(台北)交流活動，讓學生體會不同地方文化，豐富

學習經歷。期望未來能安排更多學生前往海外國家進行交流活動，給予學生  

另一種體驗。 

 

在【加強課堂效能，提升學生成績】方面，各科已加強推行自主學習的教學

模式，例如：推動學生作課前預習、加強運用學習工具、於教學過程及課業中

提供選擇。多個科目，如：聖經、中文、常識音樂及視藝均進行專題研習，   

透過這些專題研習，進一步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此外，常識又與香港  

數理學會協作，於五年級加強科學探究學習及試行電子學習，得到良好的   

成效，大部分教師均認同學生的自學能力比去年有進步。 

 

  除常識科與香港數理學會合作外，英文科繼續聘請英語教學顧問，協助英

文  一至三年級之發展，而數學參與教育局的「內地與港教師交流及作計劃」，

這些協作計劃除提升教學質素外，亦是非常好的教師培訓方式，參與教師均認

同  協作計劃的成效，贊同對其教學工作有幫助，此外，英數兩科均就協作計

劃的內容進行校內分享會，把成果與其他同工分享。 

 

  而教師發展組亦就關注事項安排相關的工作坊或活動，包括：電子學習  

分享、適異性教學工作坊、優質課堂分享、提升教學效能工作坊，均得到全部  

同工的認同，認同對其教學有幫助。不過適異性教學策略之運用在落實推行

時，仍有進步空間，設計暫時主要是分層課業及加入高層次提問，期望設計更能

趨向多元化。 

 

本年度教師發展組試行重點式公開課，檢視教學新試點的成效，得到良好

的反應，所有科組長均認為這有助科組的發展。 

 

    各科每年均推行公開課，去年全部教師均達到全年觀課兩次的要求，反映  

同工都已習慣這種教學交流的方式；而同工亦能透過互相觀摩，不斷完善教學。 

 

    此外，各科亦按發展需要進行科本培訓工作坊，如：中文科「適異性教學工

作坊」、英文科「寫作教學工作坊」、數學科「課堂教學中教學方法的滲透工作

坊」、視藝科「雕刻工作坊」及音樂科「高大宜教學法」分享會，這些分享都對

提升教學質素有正面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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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本年度推行新的考績觀課準則，計劃為期兩年，已有42%科主任、    

主任或以上職級教師取得優等成績〈比預期目標40%為高〉，其餘全數教師在    

考績觀課中取得良或以上成績。 

 
總括而言，各科教師均勇於嘗試新的教學法，提升教學效能，在教師的努力

下，與2014-15的總結性評估成績相比，中英數三科的成績都進步了。 

 
在【加強照顧個別差異，全面發展學生潛能】方面，校方於本年度為深化     

資優教育，為教師舉辦「培養資優生適異性教學」工作坊，讓教師掌握相關的教

學策略，並且在課堂上運用。期望來年各科於共同備課中繼續加強高階思維及  

創造力的元素。另外，校方亦為資優生提供電子增益課程，以擴闊他們的知識   

領域。來年校方會嘗試設立「師徒制」，為資優生提供多一種延伸學習的機會。 

 

在培育領袖人才方面，學校安排曾參與領袖訓練課程的學生在不同組別中  

擔任領袖生或服務生。來年會安排更多服務組別的學生參加領袖訓練課程。而  

本年度新設校務意見小組，讓學生代表能就校務不同的範疇提出意見，而負責  

老師會向所屬範疇同工反映學生的意見或提議，希望藉這小組能將學生意見融入

校政改善過程中，並培育未來領袖。來年計劃加強此小組代表的職能，讓這小組

亦能成為學校與學生之間的溝通橋樑。 

 

在培養「沙崙人」的素質方面，全年以「立己、立人及創新」為學生發展       

主題，透過週會、早會、崇拜活動及班級經營活動讓學生更明白本年度發展的   

主題，並透過「沙崙小精兵」獎勵計劃，建立學生品德、服務精神、積極學習及

創新的態度，共同為學校建立良好的校風。來年繼續完善「沙崙小精兵」獎勵    

計劃，在高、低年級更具體地訂定不同的培養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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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學校發展津貼」工作報告 

發展重點 成效 反思 跟進工作 

 照顧學生不同的

需要 

(拔尖) 

-奧林匹克數學培訓 

-參與校際各項數學  

比賽 

 奧數課程能加強訓練在數學方面有潛能的同學，有效

提高其數學水平及發展高階思維能力。 

 推薦奧數隊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各項校際數學比賽以  

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及發展學生於數學方面的潛能，  

學生在各項比賽中獲得良好成績。 

1.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一等獎﹕2名   二等獎﹕6名   三等獎﹕9名 

2.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晉級賽 

一等獎﹕1名   二等獎﹕3名   三等獎﹕2名     

3.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總決賽 

一等獎及華夏之星﹕1名    二等獎﹕1名 

三等獎﹕2名 

4. 第二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銅獎﹕1名    優異獎﹕2名 

5. 第十一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優良﹕9名 

6. 2016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銀獎﹕3名    銅獎﹕11名 

7. 2016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 

銀獎﹕1名    銅獎﹕2名 

 

 

 同學認同課堂能有效

提升他們的解難及   

推理能力。 

 100%奧數隊的同學曾

參與不同的數學比

賽，87%同學曾獲獎

項，比上年 73%有進

步，比賽亦有助提升學

生的自信心及發展學

生於數學方面的潛能。 

 導師用心教學，大部分

同學投入學習，表現積

極。 

 

 下年度繼續舉辦奧林

匹克數學培訓課程。 

 繼續推薦成績優異及

數學較好的同學參加

奧數培訓班及參加不

同的數學比賽。 

 定時檢視導師及學生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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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重點 成效 反思 跟進工作 

 照顧學生不同的

需要 

— 家長專線 

  2015-2016服務情況： 

1. 接收最新服務短訊：72人次 

2. 接收 WhatsApp 短訊：72人次 

3. 主動關心電話：33人次 

4. 到校服務： 

 服務介紹講座出席人數：86人 

 於 18/5/2016舉辦「培養未來領袖才」家長講座： 

報名參加講座人數：93人，出席率 66% 

 

   到校講座成效 

透過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大部份家長對此服務有正面   

回應；超過 90%家長對講座的反應積極正面，認為能幫助

他們培養子女的才能，舒緩管教的壓力。 

 家長專線能協助老師

處 理 學 生 的 家 庭    

問題、減少教師的工作

量及舒緩教師的工作

壓力。 

 家 長 專 線 能 為 家 長  

提供免費輔導服務， 

疏導情緒，解答管教 

子女的問題，並為家長

在身、心、靈方面提供

全力支援。 

 到校講座/活動服務的

質素不錯，來年可更多

利用，協助推行家長 

教育，間接加強對學生

的支援。 

 

 

 

 

 照顧學生不同的

需要(拔尖) 

 

—訓練學生參加校際

戲劇節及作演出 

 專業的導師以靈活及具創意的戲劇教學法訓練學生，

發掘學生潛能。 

 學生對演繹角色以及整個舞台營運有更深的認識。 

 導師能有效地提升學生編寫劇本和後台管理技巧。 

 於校際戲劇節中取得： 

傑出演員獎 x2 

傑出合作獎 

傑出整體演出獎 

 

 戲劇節評判對本校學

生能高度參與劇本創

作表示欣賞。 

 本年度在各級學生中

安排級長維持秩序，學

生在使用學校場地  

方面秩序有所改善。 

 建議來年繼續聘請  

戲劇導師，並讓原有 

學生繼續參加戲劇組。 

 繼續於 16-17年度以

「學校發展津貼」外聘

導師為學生提供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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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顧學生不同的

需要(拔尖) 

—訓練學生演出英語

音樂劇 

 與中英劇團合作為英語音樂劇演出訓練學生，專業的

導師以靈活及具創意的戲劇教學法訓練學生，發掘  

學生潛能。 

 導師以英語為主要教學語言;學生透過使用英語演繹

角色，有效提升學生的英語水平。 

 學生在揉合歌唱、舞蹈及演戲的音樂劇課程中對不同

表演藝術有更深的認識。 

 成功安排學生在畢業禮上作出演出，以展示學習成果。 

 

 音樂劇的練習和演出

較 一 般 戲 劇 演 出 為  

複雜，而中英劇團能為

學校在這方面提供最

佳的支援。 

 須 預 留 資 金 作 搬 運  

場景的費用。 

 建議來年能繼續安排

劇團協助培訓學生，並

讓原有學生繼續參加

英語音樂劇的訓練及

演出。 

 

 提高學生的語文

能力 

—安排外籍宣教師 

協助英文教學 

 透過與外籍宣教師協作教學，學生的學習興趣提升。 

 透過早上及小息的活動，學生有更多機會運用英語，

故大部份學生在英語會話及聆聽方面都有進步。 

 能營造更強的國際文化校園形象。 

 能提供更多的英語課外活動供學生選擇，而學生的  

出席率達 85%。 

 學生能有更多機會接觸外籍人士及運用英語溝通。 

 學 生 在 Happy 

Wonderland 學 生 作  

閱讀分享時，可安排 

外 籍 宣 教 師 參 與 及  

作支援。 

 外籍宣教師的早會及

課堂分享能令學生有

更多機會接觸外國文

化、學習英語及福音 

信息。 

 外 籍 宣 教 師 提 供 的

English Enrichment 

Class 能幫助英文能力

較強的學生，唯在課程

設計方面有待加強。 

 邀請外籍宣教師協助

在 Happy Wonderland

支援學生作閱讀分享。 

 改 善 English 

Enrichment class 的

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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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顧學生不同的

需要 

—駐校社工服務 

 小組訓練及策劃活動成效顯著，超過 90%教師滿意   

社工提供領袖訓練小組的成效，而且表示駐校社工  

服務能舒緩處理學生問題的壓力 

 親職講座問卷顯示超過 90%家長表示服務有助改善  

他們與子女的溝通技巧，令自己更有效管教子女。 

 駐校社工服務能為有

需要的學生提供適切

的輔導及小組訓練， 

減輕教師處理學生的

情緒、行為或學習困難

等問題時的壓力，同時

透過親職教育及個案

處理，加強對家長的支

援。 

 繼續申請駐校社工  

服務。 

 聘用一名英語教

學 顧問，發展  

英文課程。 

 透過共同備課，優化一至三年級英文課程。 

 成功於低年級英文課程滲入閱讀及寫作元素，令學生

的閱讀及寫作能力提升。 

 在小一至小六融入 Author Study, 並在學期末進行  

學習成果展示及分享。 

 70%學生表示喜歡閱讀英文圖書。 

 學生英文成績整體比以前提升。 

 優化英文教學，於課程

中加強閱讀及寫作元

素。 

 共同備課能有助提升

教師教學技能。 

 在推動英文閱讀方面:

推薦與課文主題相關

的英文圖書，擴闊學生

閱讀面。 

 未來繼續優化四、五 

年級課程，並加強閱讀

及寫作元素。 

 提早進行共同備課，有

助預備各項教學資源。 

 於各級向學生推介與

單元課題相關的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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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會沙崙學校 

2015-2016 學校發展津貼實際支出 
 

 

 計劃名稱 預算支出 實際支出 差異 

1. 奧林匹克數學訓練 $21,000.00 $20,800.00 $200.00 

2. 家長專線 $10,000.00 $10,000.00 $0.00 

3. 戲劇訓練 $33,000.00 $33,900.00 ($900.00) 

4. 英語音樂劇 $65,000.00 $52,700.00 $12,300.00 

5. 國際文化校園計劃 $50,000.00 $40,000.00 $10,000.00 

6. 駐校社工 $100,000.00 $68,346.10 $31,653.90 

7. 優化校本英語課程計劃 $153,000.00 $152,900.00 $100.00 

                          總額 :                                              $432,000.00 $378,646.10 $53,353.90 

 

 

1. 2015-2016 年度可供使用款項 

                    2014-2015 年餘款            $220,676.64 

加     2015-2016 年度津貼               $702,146.00 

減     2015-2016 年實際支出         ($378,646.10) 

                 2015-2016 年度盈餘        $544,176.54 

 

2. 本年度盈餘︰ $544,17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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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學年校本學習支援計劃- 活動報告表 
學校名稱 : 路德會沙崙學校 

計劃統籌人姓名 : 葉燕群主任 聯絡電話 : 23920221 

 

A. 本計劃受惠學生人數(人頭)共 283 名(包括 A. 領取綜援人數：56 名，B. 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人數：146 名及 C. 學校使用酌情權的清貧學生人數：81 名) 

B. 計劃的各項活動資料 

*活動名稱/類別 
參加合資格學生人數# 

平均出席率 
活動舉辦時期 

/日期 

實際開支 

($) 

評估方法 

(例如:測驗、 

問卷等) 

合辦機構/ 

服務供應機構名稱 

(如適用) 

備註(例如:學生的學習及情意成果) 

A B C 

躍動英語班 15 50 26 94.2% 
2015年 9 月 

至 2016年 5 月 
$108,000 

1. 學生出席率 

2. 學生問卷 

3. 成績統計 

4. 導師觀察 

Headstart Group 

Limited 

 學生的學習動機加强和更有自信運用英語。 

 參與學生對課堂的評價均為正面。 

 所有參與學生在下學期總結性評估的英文

科成績均合格，而當中 53.3%學生較上學期

進步。 

中文創意寫作課程 6 19 12 96.4% 
2015年 10月 

至 2016年 1 月 
$15,120 

1. 學生出席率 

2. 學生問卷 

3. 成績統計 

4. 導師觀察 

伴您同行計劃教育

服務機構 

 提升了學生的中文寫作能力和創意。 

 參與學生對課堂的評價均為正面。 

漢語拼音班 9 11 3 97.2% 
2015年 10月 

至 2016年 5 月 
$11,760 

1. 學生出席率 

2. 學生問卷 

3. 成績統計 

4. 導師觀察 

伴您同行計劃教育

服務機構 

 學生能掌握普通話拼音、基本規律及語音知

識，並提升其普通話聆聽及對答能力。 

 參與學生對課堂的評價均為正面。 

英文 Phonics 6 10 5 95.7% 
2016年 3 月 

至 2016年 5 月 
$14,400 

1. 學生出席率 

2. 學生問卷 

3. 成績統計 

4. 導師觀察 

伴您同行計劃教育

服務機構 

 提高學生在拼寫和拼讀英語方面的能力 

 參與學生對課堂的評價均為正面。 

小記者課程 4 6 0 90% 
2016年 3 月 

至 2016年 5 月 
$4,200 

1. 學生出席率 

2. 學生問卷 

3. 導師觀察 

伴您同行計劃教育

服務機構 

 課程以提升學生的思考、觀察及分析能力，

並幫助學生掌握採訪技巧，及提升其收集及

整理資料的能力為目的。 

 參與學生積極參與活動及對課堂的評價均

為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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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 IQ數學及智力思維

訓練 
3 11 8 97.3% 

2016年 3 月 

至 2016年 5 月 
$8,400 

1. 學生出席率 

2. 學生問卷 

3. 成績統計 

4. 導師觀察 

伴您同行計劃教育

服務機構 

 課程透過不同的數學 IQ題及解難遊戲，提

高學生的思考能力、速算能力、邏輯推理及

綜合分析能力。 

 參與學生積極參與活動及對課堂的評價均

為正面。 

暑期加油站 9 14 6 90% 2016年 7 月 $30,240 
1. 學生出席率 

2. 導師觀察 

伴您同行計劃教育

服務機構 

 此活動鞏固了學生的學習基礎 

 參與學生對課堂的評價均為正面。 

黑暗中對話 5 12 6 100% 2015年 11月 19 日 $1,610 
1. 學生出席率 

2. 領隊老師觀察 
-- 

 此活動擴闊學生在課堂以外的學習經驗。 

 所有學生均享受參與活動的樂趣。 

迪士尼奇妙學習之旅 13 34 9 100% 2016年 4月 15日 $19,464 
1. 學生出席率 

2. 領隊老師觀察 
-- 

Pizza Hut兒童開心之旅 13 27 0 100% 2016年 1月 12日 $3,810 
1. 學生出席率 

2. 領隊老師觀察 
-- 

稻香飲食文化導賞團 11 32 12 100% 2016年 6月 16日 $950 
1. 學生出席率 

2. 領隊老師觀察 
-- 

海洋公園探索之旅 7 33 14 100% 2016年 6月 29日 $8,472 
1. 學生出席率 

2. 領隊老師觀察 
-- 

物資(圖書$1062.1、圖章印$125、膠箱$156) $1,343.1    

活動項目總數：   12       
      

@
學生人次 101 259 101  

總開支 $227,769.1 
**總學生人次 461 

備註:*活動名稱/類別如下：功課輔導、學習技巧訓練、語文訓練、參觀/戶外活動、文化藝術、體育活動、自信心訓練、義工服務、歷奇活動、領袖訓練及社交/溝通技巧訓練 

@學生人次：上列參加各項活動的受惠學生人數的總和 

**總學生人次：指學生人次(A) + (B) + (C) 的總和 

# 合資格學生: 指(A)領取綜援/(B)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及(C)學校使用酌情權的清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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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學年為學校取錄新來港學童而提供的校本支援計劃報告 

 活動範疇 簡述課程 / 活動 / 項目的內容 開支款項 

語文學習 

1. 新來港學童適應小組 

(24/8 -28/8) 

 為協助新來港學童盡快適應學校課程，在  

暑假期間安排適應小組，提升他們以廣州話

作溝通的能力及以繁體字作書寫練習。 

教材                   $270 

2. 英文輔導小組(上學期) 

共開三組(EB1-2/E4/E5)  

 

3. 英文專科課程 

(全年)(外聘導師) 

 

4. 中文繁體字及粵音訓練 

(全年) (外聘導師) 

 

5. 暑期學習加油站(外聘導師) 

(12/7 – 22/7 & 

22/8 – 30/8) 

 透過多元化及互動的英語遊戲及活動，提升

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及運用英語的能力和  

自信心。 

 運用有趣的教學方法，教授學生英語拼音  

技巧，以增强學生在拼寫和拼讀英語方面的

能力，並引導學生掌握英文字彙的串、讀、

解技巧，提升閱讀及默寫能力。 

 透過閱讀不同類型的中英文圖書及雜誌，  

教導學生閱讀技巧，培養學生的閱讀習慣和

提升他們的閱讀興趣。 

 教導學生運用字典作學習工具。 

英文輔導小組          $540 

英文專科課程          $32,760 

中文繁體字及粵音訓練  $20,400 

暑期學習加油站        $28,000 

中英文圖書             $3,412.8 

文具                    $125 

培養個人發

展及社會 

適應 

1. 參觀大角咀圖書館及申領公共 

圖書館圖書証  9/9 

2. 稻香飲食文化導賞團 16/6 

 擴闊學生在課堂以外的學習經驗，並增強 

學生對社會的認識和歸屬感。 
------- 

15-16新來港校本支援計劃開支總額： $85,507.8 

14-15新來港校本支援計劃津貼結餘： 

14-15新來港校本支援計劃津貼調整： 

15-16新來港校本支援計劃津貼總額： 

$72,744.76 

($10,221.00) 

$42,156.00 

15-16校本支援計劃津貼結餘： $19,17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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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華語學生課後中文延展學習計劃(2015-2016)工作報告 

目標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 跟進工作 

1. 支援非華

語家長，

以適應子

女在本港

的教育 

 為非華語家長定期安排工

作坊，以協助他們解決子

女在學校遇到的問題 

 

 

 

 

 

 教學助理協助老師與非華

語家長溝通 

 為非華語家長預備英文校

曆表、上課時間表、假期

表及考試時間表 

 已為非華語家長於暑假安排

工作坊，分享網上的學習資

源，以協助他們支援自己的子

女。 

 於上學第一天為非華語家長

定期安排工作坊，以協助他們

理解學校所派的通告，並協助

解決子女在學校遇到的問題。 

 教學助理在需要時會協助老

師與非華語家長溝通。 

 能協助部分非華語學生及家

長更明白學校的資訊。 

 能令非華語家長更認識學

校，亦減輕了班主任的負

擔。 

 能令非華語家長認識網上

學習資源，讓他們可更有

效協助子女。 

 

 

 

 

 英文校曆表、上課時間

表、假期表及考試時間表

能協助部份運用英語的非

華語家長，但部份家長是

不懂英語及粵語的，仍需

個別跟進。 

 建議來年繼續進行。 

 

 

 

 

 

 

 

 

 

 繼續安排教學助理協助老師與

非華語家長溝通。 

2. 為教師騰

出空間，

為非華語

學生開設

中文加輔

班 

 聘請合約教師，以分擔中

文教師的教節，並騰出空

間為二、三及四年級非華

語及有需要的學生開設課

內中文加輔班，運用廣州

話教中文，並為學生制定

學習目標及進行課程調適 

 本學年為二至四年級安排  

中文加輔班，讓中文能力稍遜

學生可以用廣州話上課，另每

週有一節回原班用普通話上

課，令加輔班學生及原班上課

學生同樣有所裨益。 

 加輔班老師定期填寫學生個

 對能力稍遜或非華語的學

生來說，用廣州話上中文

課確實令他們更容易理解

課堂內容。 

 

 

 

 學生個別紀綠能有助老師

 建議來年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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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 跟進工作 

 別學習紀錄。 

 已安排三次中文加輔班老師

交流，以分享成功提升學生成

績的方法。 

 77.7％的中文加輔班學生的

成績比去年的總結性評估有

進步。(二年級 66%；三年級 

92%；四年級 75%) 

了解學生的學業進展，以

便來年老師繼續跟進 

 老師均認為分享能助更有

效教導學生 

 

3. 增加非華

語學生學

習中文的

興趣及時

間 

 於校內設立遊戲天地，為

部分有適應困難的非華語

學生安排小伙伴，以陪伴

他們在小息時於遊戲天地

玩遊戲，從中增加他們說

廣州話的機會。 

 

 

 全部(9個小一非華語學生)

曾參與遊戲天地的非華語學

生認為遊戲天地能增加他們

運用廣州話的機會。 

 揀選三年級非華語學生作遊

戲大使，他們大部份能說流利

廣州話，藉以增加小一非華語

學生及伴讀大使學生的廣州

話說話能力。 

 揀選三年級非華語學生作
遊戲大使能增加非華語學
生的自信心及責任感，也
增加他們運用廣州話的 

機會。 

 來年繼續進行。 

 

4. 善用評估

工具及教

材 

 採用專為非華語學生發展

的「中國語文校內評估工

具」，為非華語學生訂定具

體的學習目標和教學策

略，幫助他們循序漸進，

達到預期的學習目標 

 

 

 

 

 

 於上學期初，已按學生能力運

用「中國語文校內評估工具」

評估小二至小六學生，42%學

生於閱讀範疇取得及格；

33.3%學生的寫作範疇取得

及格。 

 

 

 

 「中國語文校內評估工

具」只提供三個程度的試

卷，包括「初入學」、「初

小」及「高小」，因此小一

至小三所做的試卷是一樣

的，部份試卷內容是學生

還沒有學習的，未能真正

顯示學生的程度。 

 

 每年學期初運用「中國語文校

內評估工具」評估學生，並以

去年的的成績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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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 跟進工作 
 

 

 

 

 

 

 

 採用教育局提供的非華語

學童教材，讓學生在課後

有條理地學習中文或進行

自學 

 

 有 68％的非華語學生的下學

期中文總結性評估成績比上

學期的進步，及格率達 54%。 

 

 於暑假採用教育局提供的非

華語學童教材，讓學生有在課

後有條理地學習中文或進行

自學 

 

 採用「中國語文校內評估

工具」之餘，亦以校內成

績作比較，能更有效得知

學生的進步。 

 所採用的非華語學童教材

由教育局提供，令學生學

習中文能更有系統 

 

 

 來年繼續進行。 

5.為非華語學

生提供不同

模式的中文

延展學習，

以鞏固非華

語學生在中

文課堂的學

習，以促進

他們融入社

會。 

 

 將非華語學生按能力分

組，為他們於放學後及星

期六開辦課後抽離中文學

習小組 

 修訂非華語中文班的教學

內容及工作紙 

 推行伴讀計劃，以增加非

華語學生閱讀圖書及說話

的機會，並讓能力高的非

華語學生作伴讀大使，以

提高他們的自信心 

 教學助理於中文課時協助

原任中文老師教授非華語

學生寫作或其他中文活動 

 由教學助理於小息及放學

指導非華語學生完成中文

功課。 

 

 已為非華語學生按能力安排

四班非華語中文班，以教授學

生中文知識及功課輔導。 

 

 部分非華語班運用單元形式

學習，令學習更有系統及趣

味。 

 

 全校有 87.5%非華語學生參

與課後中文班。此外，亦已為

低年級非華語學生安排每周

一次的伴讀時間。 

 

 教學助理已於中文作文課時

入班及小息時為非華語的學

生作出支援。 

 按能力分班能令教學更有

成效。 

 

 

 課程形式改變有助學生提

升對中文的興趣。 

 

 參與伴讀的學生能增加閱

讀中文及說中文的機會，

對他們學習中文很有幫

助。 

 

 中文老師認為教學助理於

中文作文課時入班為非華

語作出支援，不但能協助

 來年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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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 跟進工作 
 為非華語學生安排參觀活

動，以增加他們對中國文

化的認識。 

 與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開辦

的「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

支援中心」合作，提供課

餘中文輔導班(Student 

Support Programme，簡稱

SSP)給非華語學生參加。 

 

 

 暑假時，為剛入讀小一或

還未適應中文課堂的非華

語學生提供暑期中文班，

讓他們更容易融入中文課

堂中。 

 

 

 

 

 於考試後為非華語學生安排

到香港大學參觀，以擴闊的學

生眼界。 

 有 14 位非華語學生參加 SSP

課程，他們均認為課程對學習

中文有幫助。 

 

 已於暑假期間為本校準小一

及升小四非華語學生開辦銜

接課程及中文課程，協助他們

學習中文。 

非華語學生，也讓其他學

生有所裨益。 

 

 學生對參觀香港大學很有

興趣，能擴闊他們的眼界。 

 課程的導師帶領的活動能

提升學生的興趣，但未能

控制課堂秩序 

 

 暑期銜接課程有助小一非

華語學生更容易融入中文

課堂中。 

 部份高年級非華語學生的

中文水平仍未達標 

 

 

 

 與「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支援

中心」聯絡，安排具教學經驗

的導師。 

 來年繼續進行。 

 

 

 建議來年除了開辦銜接課程

外，也開辦不同程度的中文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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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年度 

「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資助匯報 

 

本校於 2015-16 年度獲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撥款 105,030元，並已全數資助本校

學生作全方位活動，詳情如下： 

 

 活動名稱 支出 受助學生人次 

1. 四年級歷史博物館交通費 $881.00 57 

2. 一至三年級戶外學習日交通費 $4,650.00 184 

3. 四至六年級戶外學習日交通費 $3,123.00 140 

4. 三年級探訪長者中心交通費 $494.00 39 

5. 二年級探訪失明者中心交通費 $1,020.00 58 

6. 六年級教育營營費 $3,850.00 41 

7. 運動會交通費 $6,919.00 323 

8. 台北交流團團費 $15,500.00 18 

9. 中國舞班導師費 $16,450.00 30 

10. 花式跳繩班導師費 $5,200.00 16 

11. 空手道班導師費 $2,800.00 9 

12. 珠心算班導師費 $9,280.00 32 

13. 古箏班導師費 $4,560.00 7 

14. Lego機械人創作班導師費 $5,100.00 8 

15. 乒乓球班導師費 $1,215.00 9 

16. 跆拳道班導師費 $3,400.00 13 

17. 聲樂班導師費 $980.00 4 

18. 敲擊樂班導師費 $1,000.00 1 

19. 弦樂班導師費 $5,420.00 20 

20 大、中、小提琴班導師費 $9,500.00 14 

21 水墨畫班導師費 $3,570.00 12 

22 九西運動會交通費 $118.00 7 

 總數 $105,030.00 10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