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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辦學宗旨辦學宗旨辦學宗旨辦學宗旨  

本校為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主辦的資助小學，以「因信稱義，學智知仁」為校訓。

辦學宗旨如下：  

1.1 向學生傳福音，使他們能接受基督的救恩及接受基督成為他個人生命的

主。  

1.2 推行全人教育，讓學生在「德、智、體、群、美」五育都能獲得均衡的

發展。  

 

2. 我們的學校我們的學校我們的學校我們的學校 

學校簡介： 

柴灣信愛學校於 1961 年秋季由吳冠勛牧師  ( Rev. Arthur S. Olson ) 創

辦。初期校址位於柴灣西邨第 23 座地下（即現今柴灣環翠邨盛翠樓）。現校

舍建於 1977 年，位於柴灣漁灣邨，1996 年夏季開展改善工程計劃，於原有校

舍加建新翼，並於 1997 年 10 月竣工。  

本校設有標準課室 24 間，全部均有空調設備。其他設施包括有空調禮堂、

有蓋操場、籃球場、家長聚會室、輔導室、英語室、視藝室、校牧室、活動

室（舞蹈室）、音樂室、校園電視室、中央圖書館，而教員休息室及電腦室各

有兩間。全部課室備有多媒體電腦、液晶體投影機、實物投影機、銀幕及 VCD

機，輔助教師教學。此外，每個課室均設有課室圖書供學生借閱，並設置學

生儲物櫃供學生使用。  

為配合法團校董會的成立，需要在學校名稱之前加上辦學團體名稱，2010

年 5 月得到教育局批准，2010 年 9 月起由「柴灣信愛學校」改名為「基督教香港信

義會信愛學校」(ELCHK Faith Love Lutheran School) 

有關本校其他資料，請瀏覽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愛學校網站：http://www.cwflls.edu.hk/

或參閱教育城網站學校概覽：http://chsc.edb.hkedcity.net/pri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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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管理： 

 

法團校董會架構  

辦學團體校董 教員校董 家長校董 校友校董 獨立校董 校長 

7 1 1 1 1 1 

1 名替代校董 1 名替代校董 1 名替代校董    

 

學校實際上課日數：全學年合共 191日。 

 

各主要學習領域的課時： 

小一至小三主要學習領域的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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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團隊： 

 

教師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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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重點發展重點發展重點發展重點發展項 目 一項 目 一項 目 一項 目 一 ：：：： 優 化 教 學 策 略 ， 提 升 學 與 教 成 效  

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 教師能掌握多元化的教學策略，幫助學生學習： 

上年度本校申請了優質教育基金，與 E-class 合作，於本年度開始推行電子教學。

為了加強教師對電子教學的認識，本年度共舉辦了三次電子教學教師工作坊，全

體教師認為能提升對電子教學的認識；此外，核心小組成員於上學期作為先導者，

設計課堂教學，並進行施教，於科會上分享經驗。下學期，每位教師均各自設計

一節電子教學課堂，進行施教。 

為了加強教師教導語障兼自閉症學生的說話能力，本年度舉行了「言語治療教師

工作坊」，全體教師均認同工作坊內容能提升其教導語障兼自閉症學生的說話能

力。 

本校英文科與教育局 Net Section合作，為英文科老師安排校本專業發展工作坊，

全體參與教師認為工作坊效果理想，對教學有實質幫助。計劃來年從小一開始推

行 「PLP-RW」計劃，綜合閱讀和寫作教學。 

為了加強教師的交流文化，因此進行了不同的訪校活動或校外分享會議，藉以提

高教師的專業水平。 

四、五年級常識科參與了教育局校本課程支援計劃，教育局高級課程發展主任吳

木嘉先生隔週一次與五年級科任進行共同課備，每月一次與四年級科任進行共同

課備，參與計劃老師均認為此計劃能加強探究教學策略，提升教學效能。吳木嘉

先生還協助常識科發展，於 12月舉辦了科技日教師工作坊，所有教師均認為工作

坊實用，能提升教師專業。 

二年級常識科參加了「教育局小班教學(借調老師)學校支援夥伴」計劃，計劃內

容包括參與小班教學策略工作坊、與借調老師進行共同課備，與另外兩間參與計

劃的友校輪流進行課堂觀摩和評課、教學分享交流。參與計劃的老師認為計劃能

強化教師小班教學技巧。 

五、六年級數學科參加了香港教育學院「教師與同學回饋對小學生自我主導學習

和數學成績的影響 SDL」計劃，並於一月及四月進行了教師校外分享，大部份教師

認為參加 SDL能幫助教師提供更有效的回饋，以提升學生自我主導學習的能力。 

本年度中文科於小二推行以普通話教中國語文計劃，八成半學生同意以｢普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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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文課並不困難，九成家長及教師同意｢普教中｣有助提升學生的中文水平。 

♦ 教師能因應不同能力學生的學習需要設計教學內容，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數學科於三年級及六年級設計基本能力小測試，科任於教授該單元後利用小測試

檢視學生的基本能力，來年會繼續發展其他級別。 

全校教師已完成全年十次共同備課，透過共同備課設計能照顧個別差異的單元教

案。同儕觀課使教師對設計照顧個別差異的單元教案有互相觀摩和學習的機會，

全體教師已完成全年最少一次同儕觀課及完成各個單元教案設計。 

推行「加强輔導教學」計劃，六成半學生之成績於學期結束時有進步，八成學生

之學習態度於學期結束時有進步。九成老師認為設立「加油站」能讓他們有空間

與學習有困難的同學進行檢討及改善。推行「課後輔導小組」計劃，七成半學生

之成績於學期結束時有進步，九成學生之學習態度於學期結束時有進步。 

♦ 學生掌握不同的學習技巧，能更有自信地學習：  

經問卷調查，全體教師表示能按訂立的學習技巧，配合教學內容進行教學。本學

年教師向學生分享了四次勵志故事，勵志故事能提升學生的堅毅精神，同時亦配

合自主學習，建議來年配合早會進行。全學年教師向學生分享了四次學習經驗，

讓學生能就分享內容，掌握不同的學習技巧。學生功課分享交流已於 2013年 2月

舉行，讓學生互相觀摩，以其他同學作為學習的對象。 

    推行「讀寫訓練小組」，全體家長認同子女接受讀寫訓練後能提升讀寫興趣。外籍 

英語老師與本校教師協作，教授小一至小六「RWI英語拼音課程」，進展暢順。舉

辦「喜迎新春同樂日」及「English Fun Day」，分別有九成及七成半學生同意活

動能提升他們對中文、英文及普通話學習的興趣。舉辦科技日，全體教師認為科

技日讓學生掌握探究學習的技巧去解決問題，九成學生均認為科技日能提高他們

對常識科的興趣和探究精神。 

♦ 學生掌握不同的自主學習技巧，提升自主學習能力： 

推行「我的個人目標」計劃，上、下學期各一次，讓學生為自己訂出目標去實踐， 

目標可以是學業、行為或其他想改善的範疇，為簡化收發工作，「我的個人目標」

將列入學生手冊，建議來年繼續推行。 

學生按自己需要訂立溫習計劃與同學分享，上、下學期測考前共四次，大部份學

生已能掌握，並能實踐其訂立的溫習計劃，惟低年級學生仍需老師多作引導。 

本年度，學生建立查英文字典的習慣，藉以幫助學生累積有用的詞彙，提升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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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 學生的中文、英文和數學成績有所進步： 

每次測考後，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科老師會利用成績分析圖表，找出學生的

強弱項，從而設計跟進課業及運用其他教學策略，進行補底工作。 

中文科發展校本課程「弟子規」及中、英文科建立「學生字詞庫」，以增加學生

對古典文學的認識及提高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四年級及六年級英文科已於上學期把「Get writing」元素滲入「Process writing」 

內，全體教師認為新的策略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寫作能力。數學科已於上、下學期

各進行十次速算訓練，並於前後測中比較學生的進步，七成學生的後測成績比前

測有進步。數學科並於下學期考試後進行增潤課，讓學生溫故知新，鞏固所學。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     

♦ 教師能掌握多元化的教學策略，幫助學生學習： 

    二年級常識科任參與小班圈計劃，全年活動有主題學習、共同備課、同儕觀課和

評課，參與計劃老師均認為能提升教師專業，對小班教學策略有更深入認識。此

外，「言語治療教師工作坊」、教育局「校本支援計劃」仍會繼續推行。來年是新

三年計劃的開始，經檢討後，會按年度，先後以匯報技巧、優質回饋和有意義的

延伸為重點，透過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和共同備課等，讓教師能掌握教學策略，希

望透過多元化的教師培訓，令教師掌握更多的教學策略，回應學生學習。 

♦ 教師能因應不同能力學生的學習需要設計教學內容，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本年度，學校成功得到優質教育基金撥款發展「電子學習計劃」，教師發展的方向

亦趨向電子化，推行效果理想，且運作暢順，全體老師已能利用 E-class 學習平

台設計互動課堂，並已進行試教。校內老師均認為「電子學習計劃」能提升教師

專業，對電子互動課堂有更多的掌握。教師透過共同備課設計能照顧個別差異的

單元教案，並在不同階段進行了同儕觀課和評課。此外，試後增潤課、數學科基

本能力小測試、「加强輔導教學」計劃、「加油站」、「課後輔導小組」計劃等，因

應不同能力學生的學習需要，進行補底拔尖，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 學生掌握不同的學習技巧，能更有自信地學習： 

本學年教師向學生分享了四次勵志故事，讓學生能從故事內容學會堅毅，提升學

習的自信。分享過程中，學生表現投入，且產生共鳴，建議來年配合早會進行，

並鼓勵各位老師能就重點多作分享，以增加分享機會及更多樣化。本學年，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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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學生分享了「如何提升專注力？」、「如何提升記憶？」、「如何提升讀寫能力？」

和「適當分配溫習時間」四次學習經驗，建議來年由各科主任安排學生就本科進

行學習經驗分享，每學科最少一次，讓學生透過分享者的學習經驗作為借鏡，建

立學習的信心。學生功課分享交流已於 2013年 2月舉行，為更有效配合學生能自

信地學習，建議各科任於課室恆常地展示學生佳作，並多作表揚。此外，學科的

學習日，能讓學生掌握探究學習技巧去解決問題。學生亦認為學科學習日能提高

他們對本科學習的興趣和動機。 

♦ 學生掌握不同的自主學習技巧，提升自主學習能力： 

學生自主學習經驗分享將會繼續推行，學生按自己需要訂立溫習計劃與同學分

享，少部份學生仍需教師個別引導；推行「我的個人目標」計劃，讓學生為自己

訂出目標去實踐，為使學生可隨時參考及簡化收發工作，「我的個人目標」將列入

學生手冊。來年定期舉行跨科專題研習及境外學習交流，讓學生掌握不同的自主

學習技巧，提升自主學習能力。 

♦ 學生的中文、英文和數學成績有所進步： 

本年度，課程發展組與學務組合作編印考測後的分析圖作為試後檢討的參考資

料，並於全體會議上解釋如何有效運用相關圖表，故九成多教師都認為分析圖能

協助他們有效分析學生的學習狀況。 

 

重點發展重點發展重點發展重點發展項 目項 目項 目項 目 二二二二 ：：：： 加 強 科 組 的 統 籌 及 監 察 ， 有 效 檢 視 及 支 援 科 組 發 展  

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  副校長及課程發展組帶領科/組發展共同的信念及願景 

副校長於學期初檢視各科組計劃，並作出修訂。二月五日及六月二十八日，副校

長召開科組長檢討交流會議。會議上，各科組長匯報實踐本校共同核心價值、使

命及願景之施行情況，並作跟進。 

 

♦ 副校長及課程發展組具備相關領導知識和技巧，統籌、協調、支援和監察各科/組 

校長、副校長、活動主任及訓導主任參加了由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主辦的學校中層

人員領導培訓，五次培訓活動包括講座、訪校及分享會，透過培訓提升中層人員

的領導能力，各中層人員都感到該次培訓具成效。 

副校長及科組長於參加不同的培訓後，分別在校務會議、科組會議等進行多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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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分享內容包括學校處理投訴新指引、預防及化解學校投訴機制、健康校園

計劃、利用平板電腦進行教學、圖書教學等。 

♦ 副校長及課程發展組協助科主任有效地規劃、帶領及檢視科務工作，以推動科務

發展 

本年度，副校長在上、下學期分別召開了分享交流會議(中、英、數、常)，使各級

教學發展能得到適切關注及調整。會議上，教師將出外進修的內容與全體科任老

師分享，提升每位教師的教學專業發展。有八成以上教師認同副校長定期召開之

分享交流會議對該科的發展有幫助。 

七月四日，全體教師分為九組檢核每科組的報告書，順利完成。 

♦  完善考績制度，促進教師的專業成長 

經過校務會議及校務委員會會議商議後，決定本年度不需修訂教師考績內容及全

體老師互相評估內容。因為教師考績能提供自評和互評的機會，考績的結果令人

信服。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  

♦  副校長及課程發展組帶領科/組發展共同的信念及願景： 

經過三年的發展，副校長及課程發展組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協力建立學校的共

同信念和願境，而所訂立的信念和願境都是全體教師共同討論而得出，具認受性。

但由於每項內容的字數過多，不易記憶，所以本年度撮成簡短易記的內容，讓每

位教師都能時常記在腦中，並以行動實踐出來。 

♦  副校長及課程發展組具備相關領導知識和技巧，統籌、協調、支援和監察各科/組： 

副校長及課程發展主任是學校領導層，除舉行不同的校內分享會，將自己的領導

知識和技巧與教師分享外，亦要全面推行教師發展，讓每位教師都有機會出外進

修，並且將進修的內容回校與全體教師分享。 

♦  副校長及課程發展組協助科主任有效地規劃、帶領及檢視科務工作，以推動科務

發展： 

副校長及課程發展組除了舉行分享交流會議(中、英、數、常)，與科主任協力規劃

科務工作外，副校長及課程發展主任出席科務會議亦能了解各科的發展，並能與

科主任一起討論科務工作，帶領學校發展。 

    

♦  完善考績制度，促進教師的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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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考績制度能兼顧不同層面的教師能力，但每部份考績都用上很多的人力和時

間，建議來年作出簡化，但仍要保持其全面性。 

 

重點發展項目三重點發展項目三重點發展項目三重點發展項目三：：：：深 化 學 生 正 面 價 值 觀 ， 建 立 健 康 校 園  

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 學生在尊重生命、關愛別人、珍惜事物的正面價值觀有所提升： 

「生命教育講座—珍惜食物」在六月二十四日進行。學生能透過講座認識全球飢

餓問題，藉此明白珍惜食物的重要。 

長周活動在九月二十八日開始，一、二年級循環活動，三至六年級學生可選擇自

己喜歡的課外活動參與，上、下學期共有十六次活動，有九成以上學生認為長周

課外活動有趣及喜歡參與。 

在課外活動節培訓「健康軍團」，讓健康大使能推廣健康活動。 

高年級愛心大使分別在指定的時段內協助低年級的學生，為他們檢查手冊、指導

家課及關懷學習；愛心大使定期向有關老師匯報，效果明顯。 

從九月開始進行不同的活動，包括四年級的「親子黃昏營」及「抗逆日營」；五、

六級的「挑戰日營」及「抗逆先鋒隊訴心聲」，學生積極投入，增強自信。 

「如果可以…」心意咭設計比賽已於三月舉行，學生能從活動中享受閱讀與繪畫

創作的樂趣。 

「暖暖友情，你想的是…」中文寫作比賽已於四月舉行，學生能從活動中刺激思

考，增進寫作能力。 

＜Facing Crossroad＞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已於二月舉行，學生能從活

動中刺激思考，增進寫作能力。 

♦ 建立學生身心健康的生活模式： 

宗教事務組根據學生填寫「早禱會回應表」，反映他們能夠透過早禱會明白如何

培養良好的品格及建立健康的生活。 

訓輔組透過問卷調查，有八成半學生認為「清蔥綠葉行動 - 作息好，身體好，成

績好」講座能讓他們明白充足睡眠對身體很重要。 

訓輔組全年進行整潔生選舉及不定期的校服、儀容檢查，效果理想。 

訓輔組與家教會於四月份舉行「健康水果我最 Like」活動，由健康軍團於各班進

行宣傳及協助。全體學生積極參與，效果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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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組已於一月舉行體適能測試。Sport Act在下學期第七周至十四周進行運動推

展，效果理想。 

♦ 提升學生的自我形象，讓學生獲得成就感，建立正面積極的價值觀： 

訓輔組於三月份舉行全校一人一票優秀風紀選舉活動，讓學生在一個公平、公正

的環境下，投選出最優秀風紀，此活動能提升風紀的形象，效果理想。 

訓輔組於全學年舉行品德龍虎榜活動，每次有不同的主題，能加強學生積極、進

取及有責任感的精神。 

訓輔組於全學年為四至六的學生進行「成長的天空」活動，能夠提升抗逆能力。 

圖書組已於六月份舉行「友情魔力棒」話劇比賽，活動能啟發學生心靈，明白友

情的真諦。 

圖書組已於全學年舉行「我的成就存摺」計劃，活動能提升學生學習及服務的主

動及積極性。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  

♦ 學生在尊重生命、關愛別人、珍惜事物的正面價值觀有所提升： 

YMCA的專業社工協助帶領一、二年級學生活動，主要是學習人際關係及加強溝通

能力，成效顯著，但與本校推行的成長課內容重疊，下學年會暫停此項活動安排。 

♦ 建立學生身心健康的生活模式： 

透過每天早禱會的訊息，能常常提醒學生身心健康的生活模式及德育的培養。 

優質教育基金健康校園網絡計劃基線需求評估報告指出學生一般都認為老師經常

讚賞他們(以 6分為「非常同意」之量表中，平均獲得 4分以上)。報告中亦指出

學生如能參與制定獎罰制度，可以提高懲罰的認受性。 

♦ 提升學生的自我形象，讓學生獲得成就感，建立正面積極的價值觀：  

學生對品德龍虎榜非常重視，希望自己的相片有機會登在龍虎榜上。 

 

4. 我們的學與教我們的學與教我們的學與教我們的學與教 

本年度學校主要向三個方向發展本年度學校主要向三個方向發展本年度學校主要向三個方向發展本年度學校主要向三個方向發展：：：：    

電子學習校園電子學習校園電子學習校園電子學習校園： 

本年度利用優質教育基金撥款購買三十部平板電腦發展電子學習，先從教師培訓開始，透

過多次工作坊，令教師掌握使用平板電腦的技巧，並將平板電腦應用在課堂中，每位教師

都積極學習，努力嘗試，並同儕在課堂進行協作教學，優化全方位學習。 

健康校園健康校園健康校園健康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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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培養學生正確健康的人生觀，本年度學校制定校本健康政策，讓各持分者實踐健康生

活，創建健康校園。其中舉辦多個不同主題的講座，例如為學生舉辦的「童得飽足」講座，

為家長舉辦的「如何預防子女網上沉溺」講座，為全校教師及職工舉辦的「保背之道」講

座等，全校致力使信愛學校成為一所健康校園。    

關愛校園關愛校園關愛校園關愛校園：：：：    

本校榮獲「關愛校園」榮譽，將愛的訊息從學校傳至家庭、社區，服務社群。透過家長晚

會、家長日和升中家長座談會，提高學校與家長的溝通。本年度學校參加了獅球愛心大使

計劃、協康會賣旗日、勵志會陳鄭潔雲幼稚園開放日、閱讀嘉年華、香港交通安全隊杏花

村售賣獎券、道路安全之反 3D 駕駛同樂日、探訪「東華三院呂氏兄弟安老院」及慶賀長

者生辰、訪問立法會議員鍾樹根太平紳士及東區區議會李鎮強議員、環翠幼稚園校長師生

及家長訪校、信義會第十六屆聯校視藝展等將關愛文化推展至社區，服務社群。 

關鍵項目關鍵項目關鍵項目關鍵項目：：：：    

閱讀：以主題閱讀學習；透過「午讀課」及「閱讀小偵探」建立閱讀習慣。    

專題研習：低年級跨科作專題研習，中高年級作探究及實作式專題研習。    

國民身份認同：透過閱覽時事、參觀、慶祝節日、作境內外交流等活動認識國家，加強國

民身份認同。 

資訊科技教育：利用優質教育基金撥款，透過平板電腦進行互動學習。 

 

5.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推行「全校參與」模式融合教育的政策、資源及支援措施 

 

  

I.政策 ‧ 本校致力建立共融文化，以「全校參與」模式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透過資源調配，為學生提供適切和多元化的支援服務，以提升學生 

的學習效能及協助他們融入校園生活；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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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及成績稍遜的學生，本校獲教育局增撥的額外資源包括 

‧ 學校發展津貼；  

‧ 學習支援津貼； 

‧ 小學加強輔導教學計劃； 

‧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及 

‧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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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支援措施 

    及資源運 

    用方式 

本校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及成積稍遜的學生提供下列支援措施 

‧ 成立學生支援組，組長作統籌，成員包括校長、副校長、主任及有關組員； 

‧ 安排抽離和課後輔導班，為學業成績稍遜的學生提供小四、小六中文科，小

四、小五、小六英文及小六數學的加強輔導教學； 

‧ 購買「言語治療服務」，為有言語障礙的學生提供平均每週一次的小組、個

別言語治療訓練； 

‧ 向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學習、家課和測考調適； 

‧ 設立「大哥哥、大姐姐、小老師」計劃，為初小學生提供幫助； 

‧ 設立「讀寫訓練小組」，協助有讀寫困難的學生學習詞彙，以提升他們的閱

讀興趣； 

‧ 提供家長教育，包括講座及工作坊，讓家長了解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習

特性。 

 

 

6. 學生表現學生表現學生表現學生表現 

2012-13 年度學生成就 

項目 學生成就 

語文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獨誦亞軍 1 名、季軍 2 名、優良獎 25 名、良

好獎 13 名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語獨誦優良獎 29 名、良好獎 11 名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獨誦季軍 1 名、優良獎 10 名、良好獎 3 名 

第二十四屆閱讀嘉年華「閱」聞「閱」趣寫作比賽高小組 

冠軍 1 名、亞軍 1 名、優異獎 1 名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2/13 英語話劇傑出演員獎 2 名、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

合作獎 

「第十七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中文初級組決賽 

數學 

2013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金獎 1 名、銀獎 7 名、銅獎 33 名 

全港十八區小學數學比賽(東區)優異獎 12 名 

2013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晋級賽銀獎 2 名、銅獎 6 名 

2013 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總成績三等獎 

音樂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音樂節二胡中級組亞軍 1 名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古箏獨奏初級組優良獎 1 名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小提琴 5級優良獎 1 名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中國作曲家)優良獎 1 名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 1級良好獎 1 名、2級優良獎 1 名、5級優良

獎 1 名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牧童笛二重奏 

亞軍 2組、季軍 1組、優良獎 2組、良好獎 5組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牧童笛獨奏優良獎 15 名、良好獎 9 名 

視覺藝術 
二零一二年中秋綵燈設計比賽小學組優異獎 1 名 

永恆教育基金設計比賽突出表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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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 

第二十四屆閱讀嘉年華小學組攤位設計之最佳攤位遊戲設計大獎 

第二十四屆閱讀嘉年華攝影比賽優異獎 

第二十四屆閱讀嘉年華故事劇場比賽亞軍、優異獎 

第二十四屆閱讀嘉年華“We Read Rap Rap”比賽季軍 

體育活動 

2012-2013 年度港島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特別組 100米冠軍、男子甲組跳遠冠軍、男子甲組擲壘球季軍、 

男子甲組推鉛球殿軍、男子甲組 4 X 100M 接力賽季軍、男子甲組團體亞軍 

《葵信盃》男子 4 X 100M 接力邀請賽冠軍 

聖保祿天主教小學女子 4 X 100M 接力邀請賽季軍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男子 4 X 100M 接力邀請賽殿軍 

服務與交

流 

交通安全隊分區步操比賽冠軍(A隊)、季軍(B隊) 

交通安全隊總監嘉許獎狀及嘉許笛繩 

交通安全隊周年大會操優異獎 

交通安全隊籌款亞軍 

交通安全隊道路安全壁報比賽冠軍(B隊)、季軍(A隊) 

交通安全隊最傑出隊員 1 名、傑出隊員 3 名 

交通安全隊獎學金 2 名 

交通安全隊傑出學校獎 

2012 關愛校園獎 

傑出青年協會 2013「明日領袖獎」 

「2012 第四屆優秀小學生奬勵計劃」優秀學生 

香港創意思維活動競賽 2013 

其他 世界環境 2013「電腦桌布設計比賽」傑出獎 

 

7. 財務報告財務報告財務報告財務報告 

「擴大營辦津貼」財政報告          
(1/9/2012-31/8/2013) 

項  目 上年度結餘 (元) 2012-13 學年 津貼/收入 (元) 預算支出 (元) 實際支出 (元) 結餘 (元) 
 156,892.07＊     非特定津貼:  582,394.55    其他收入：  24,646.10    校工工傷薪金補償：  32,268.00    

(一)   慶祝及招待   4,000.00 2,808.10  

(二)   花圈、花籃   2,000.00 1,537.00  

(三)   電話費、傳真費   7,500.00 9,560.00  

(四)   維修、保養   40,000.00 60,833.40  

(五)   交通   10,000.00 5,772.40  

(六)   什用   20,000.00 18,305.10  

(七)   電費、水費   290,000.00 257,223.50  

(八)   清潔費   30,000.00 9,928.80  

(九)   獎品   20,000.00 10,365.60  

(十)   圖書   8,000.00 7,088.76  

(十一) 體育用品   2,500.00 700.00  

(十二) 課外活動   45,000.00 70,940.00  

(十三) 印刷、文具   95,000.00 86,0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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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廣告   2,000.00 1,152.00  

(十五) 校訊   20,000.00 26,000.00  

(十六) 參考書   4,500.00 190.00  

(十七) 醫葯   2,000.00 1,202.50  

(十八) 教師培訓   14,000.00 12,300.00  (十九) 傢俬及設備   40,000.00 70,884.00  (二十) 升降機保養費   65,000.00 64,540.00  小計(A) 156,892.07 639,308.65 721,500.00 717,342.62 78,858.10 

      特定津貼:      

(一) 修訂行政津貼  700,980.00 695,000.00 683,606.67 17,373.33 

(二) 消減噪音津貼  154,299.00 150,000.00 127,162.00 27,137.00 

(三)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291,795.00 281,780.00 253,200.00 38,595.00 

(四) 新來港學童支援計劃  77,845.00 77,845.00 51,782.00 26,063.00 

(五) 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375,702.00 302,400.00 302,400.00 73,302.00 

(六) 學校發展津貼  331,818.00 367,872.00 324,632.60 7,185.40 

(七) 成長的天空計劃  96,734.00 96,734.00 95,821.00 913.00 

(八)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87,828.00 87,828.00 85,640.00 2,188.00 小計(B) 0.00 2,117,001.00 2,059,459.00 1,924,244.27 192,756.73 

      其他：      

(一) 課後計劃 35,040.00 84,800.00 119,840.00 80,580.00 39,260.00 

(二) 電子學習資源(2010-2013) 24,910.00 0.00 24,910.00 24,600.00 310.00 ＃ 

(三) 全方位學習基金 0.00 36,160.00 36,160.00 29,970.50 6,189.50＃ 

(四) 德育及國民教育津貼(2012-15) 0.00 530,000.00 252,000.00 252,000.00 278,000.00 

(五) 法董會現金津貼(2009-2013) 14,055.61 0.00 14,055.61 14,055.20 0.41 ＃ 

(六) 午膳津貼 0.00 366,163.00 366,163.00 334,169.00 31,994.00 ＃ 

(七) 健康校園 0.00 6,000.00 6,000.00 6,022.90 (22.90) 

(八) 綠油園地 0.00 18,000.00 18,000.00 0.00 18,000.00 

(九) 先導計劃 0.00 198,337.00 198,337.00 63,307.00 135,030.00 

(十) WebSAMS 路由器 0.00 8,850.00 8,850.00 8,420.00 430.00 ＃ 

(十一) 家校合作經常費 4,236.20 4,626.00 8,862.20 3,752.80 5,109.40 

(十二) 家校合作活動費 0.00 10,000.00 10,000.00 9,662.00 338.00 ＃ 

(十三)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 40,177.00 60,032.50 30,000.00 20,454.00 79,755.50 小計(C) 118,418.81 1,322,968.50 1,093,177.81 846,993.40 555,132.00 

           總計(A)＋(B)＋(C) 275,310.88 4,079,278.15 3,874,136.81 3,488,580.29 826,746.83 ＊ 根據 2011-12 會計年報調整。      ＃  退還 EDB 合共＄39,26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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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年度「各科組」財政報告 
(1/9/2012-31/8/2013) 

 

 預算$ 支出$ 結餘$ 
 
非特定津貼： 

其中用於各科組工作計劃撥款 
 

1.  宗教事務組 1,250.00 1,040.00 210.00 

2.  家校合作組 5,600.00 558.40 5,041.60 

3.  活動組 9,500.00 7,755.90 1,744.10 

4.  總務組 4,000.00 1,256.40 2,743.60 

5.  圖書組 23,700.0

0 
17,407.26 6,292.74 

6.  學習支援組 600.00 209.80 390.20 

7.  學務及推廣組 6,000.00 6,668.70 (668.70) 

8.  課程發展組 4,600.00 2,631.40 1,968.60 

9.  訓導組 6,200.00 3,090.50 3,109.50 

10.  中文科 370.00 130.00 240.00 

11.  英文科 3,400.00 3,233.50 166.50 

12.  數學科 4,500.00 5,922.50 (1,422.50) 

13.  常識科 1,900.00 1,684.70 215.30 

14.  視藝科 1,700.00 1,844.40 (144.40) 

15.  體育科 9,750.00 9,348.80 401.20 

16.  普通話科 100.00 100.00 0.00 

17.  聖經科 300.00 0.00 300.00 

18.  音樂科    200.00 130.00 70.00 

總 計:  83,670.00 63,012.26 20,65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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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學校發展津貼」財政報告 
(1/9/2012-31/8/2013) 

 

項  目 預算 支出 

 

1. 聘請「事務助理 (一)」 

 

123,480.00 

 

 

123,480.00 

2. 聘請「事務助理 (二)」 119,070.00 98,952.50 

3. 英語教師  88,900.00 85,925.00 

4. 趣味性數學奧林匹克訓練班 11,250.00 11,250.00 

5. 管弦樂團資助計劃 20,000.00 0.00 

6. 資助本校基督少年軍計劃 2,250.00 2,103.10 

7. 户外學習 2,922.00 2,922.00 

合共 367,872.00 324,632.60  
    

    

    

    

2012201220122012----2013201320132013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傢具及設備傢具及設備傢具及設備傢具及設備」」」」財政報告財政報告財政報告財政報告    

(1/9/2012(1/9/2012(1/9/2012(1/9/2012----31/8/2013)31/8/2013)31/8/2013)31/8/2013)    

 

 項目說明 放置地點 
預算

數量 

巳完成更換

數量 
預算($) 支出($) 

1 冷氣機 更換(教員一室 2 部、Rm.304、501) 4 4 20,000.00 20,310.00 

2 壁佈板 1 樓走廊 12 12 20,000.00 10,204.00 

3 電熱水罉 地下 0 1 0.00 1,780.00 

4 枱及柜 英語室 0 11 0.00 24,910.00 

5 速印機 油印室 0 1 0.00 13,680.00 

   合計 40,000.00 70,8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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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回饋與跟進回饋與跟進回饋與跟進回饋與跟進 

根據以上各重點發展項目的成就與反思，2013 至 2015三個關注事項如下： 

1. 優化學與教，提升教學成效 

2. 增添文學修養，發揮體藝所長 

3. 實踐健康生活，共創健康校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