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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們的抱負 

1.1  辦學宗旨 

本校以「勤儉樂勇」為校訓，本着有教無類的精神，為學生提供優質卓越而均衡的教育服

務。我們為學生提供終身學習所需的重要經驗，培養他們成為具備「德、智、體、群、美」全

面而具獨立思考的良好公民。 

1.2  校訓 

勤儉樂勇—勤於學習  儉樸無華  樂於生活  勇敢面對 

 

【二】 我們的學校 

2.1 學校簡介 

 背景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是一所直接隸屬於教育局的政府小學，創辦於一九四九年九月，原名香

港軒鯉詩道官立漢文小學。由於學生人數日漸增多，校舍不敷應用，遂分為上、下午部上課，

並於一九六二年七月擴建，一九六三年十月新校舍落成啟用。一九九七年五月開始進行校舍改

善工程，在操場之部份位置加建上蓋，一九九八年夏新翼落成，不但擴充了使用的空間，改善

設施，讓學生在更佳的環境中學習，二零零六年八月，學校將地下儲物室改為辦公室，期望為

家長及公眾人士提供更快捷和適切的服務。二零一五年九月正式改為全日制辦學，下午校遷往

銅鑼灣東院道 3 號，校名改為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設施 

本校校舍由三座建築物組成，設有三十間課室，另有校園電視台、籃球場、音樂室、視覺

藝術室、電腦室、學生活動室、學生輔導室、輔導教學室、醫療室、英語活動室、圖書館、禮

堂等。學校安裝了電梯供傷殘人士使用。學校設有暢通易達升降機及暢通易達洗手間供有需要

的學生使用。 

2.2  學校管理 

 本校於一九九六年開始推行校本管理。 

 學校管理委員會由 11 位人士組成，包括教育局代表教育局副秘書長何麗嫦女士，本校校長

勞佩珊女士，教師代表羅靜儀副校長、梁愛微主任，家長代表方思凱先生、何雅莉女士，

獨立成員鄭良仁先生、葉偉翔先生、李復瀚先生及舊生會代表鍾國懷先生、莫躍孺先生。 

 各持分者在學校管理委員會內所佔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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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管理委員會架構 

成員 教育局代表 校長 教師 家長 獨立成員 舊生會代表 

2020/21 1 1 2 2 3 2 

2.3 學校員工編制 

校長 1 人 

副校長 3 人 

主任 9 人 

教師 44 人 

駐校社工 1 人 

駐校言語治療師 1 人 

駐校心理學家 1 人 

 

輔導助理 1 人 

教學助理 4 人 

電腦技術員 1 人 

資訊科技技術支援人員 1 人 

 

助理文書主任 1 人 

文書助理 2 人 

學校行政事務主任 1 人 

文員 5 人 

會計文員 1 人 

雜工 7 人 

二級工人 1 人 

外判清潔工人 6 人 

2.4  聯繫中學 

皇仁書院、庇理羅士女子中學、金文泰中學、何東中學、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三】 我們的學生 

 

3.1 班級組織 

 

本校班別數目 

級別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總數 

2020/21 5 5 5 5 5 5 30 

 

3.2 學生人數 

2020/21 年度學生人數 

級別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總數 

男生人數 79 80 87 83 92 71 492 

女生人數 49 50 41 46 32 48 266 

學生人數 128 130 128 129 124 119 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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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們的教師 

4.1 教師資料 

 教師數目(包括核准編制內及編制外的教師) 

2020/21 教學人員 校長 本地教師 外籍英語教師 總人數 

數目 1 54 2 57 

 

 教師資歷 

過去三年教師獲得的最高學歷 

 碩士學位或以上 學士學位 

百分比 32% 98% 

 

已接受專業訓練的教師 

 已接受專業訓練的教師 

百分比 100% 

 

已接受專科訓練的教師 

 
中文科 

教師 

英文科 

教師 

數學科 

教師 

達到語文能力要求

的英文科教師 

達到語文能力要求

的普通話教師 

百分比 100% 100% 64% 100% 100% 

 

 教學經驗 

 

 0 至 4 年 5 至 9 年 10 年或以上 

百分比 14% 1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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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教師專業發展 

 為提升教學成效及教師的專業能力，本校教師在校內定期進行教研及觀課，透過共同籌劃

與交流教學心得，發展有效的教學方法，藉以提升教學的素質。 

 校方鼓勵教師積極參加校外與教學工作相關的講座、工作坊或進修課程，從而豐富教師的

專業知識及了解教育發展的新趨勢，而校方亦會安排老師於進修後進行校內的分享活動，

提升專業能力。 

 本校設有審閱測考卷小組，成員包括校長、副校長、測考組組長、科主任及各科科任老師。

在測考前約三星期小組成員會與科任老師進行分級分科討論會議。同事細心審閱試卷後，

會在閱卷會議上積極提出個人的觀點及意見，令試卷內容更完善地修訂，能達致提升各科

任老師的專業能力。 

 校長和三位副校長參加了由官立小學校長協會與官立小學副校長協辦的第九屆聯合教育

會議，藉以提升領導技巧、增強處理學校行政工作的能力、擴闊視野，使學校運作效能有

整體的提升。 

 校長、一位副校長和兩位主任參加了由教育局舉辦的小學學校領導人員工作坊，藉以認識

香港小學課程的發展最新方向，增強規劃學校課程及推行價值觀的能力，擴闊視野，帶領

學校持續發展及優化課程。 

 

 本學年舉辦了三次教師專業發展日，內容如下： 

 

日期 主題 主辦單位 

6/1/2021 
官立小學聯校教師發展日 

「建構正向人生、提升品德情意」 
教育局 

28/4/2021 規劃學校未來的發展方向 本校 

7/7/2021 
停課不停學：在教學新常態下發展

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香港教育大學卓越教學 

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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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本校安排了下列各個機構或講者到校提供講座或工作坊： 

 

日期 主題 
講者/ 

舉辦機構 

21/08/2020 

26/08/2020 

28/08/2020 

14/10/2020 

「Microsoft Teams  

教學功能」工作坊 
本校 

31/08/2020 
「Microsoft Teams 教學 Online 

Support」工作坊 

資訊科技教育

卓越中心計劃 

8/9/2020 

30/9/2020 

Introduc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DTS 

Programme 

EDB (NET 

Section) 

12/10/2020 中文寫作評改初探 
現代教育 

研究社 

19/01/2021 網上護聲小貼士 本校 

21/01/2021 

4/3/2021 

14/4/2021 

「中一入學前學科測驗」 

中、英、數學科教師工作坊 

樂思教育 

出版社 

3/3/2021 Digital Learning Workshop NET Section 

21/4/2021 

22/4/2021 

30/4/2021 

「電子教學教師培訓」 

中、英、數學科工作坊 

資訊科技教育

卓越中心計劃 

13/5/2021 校園危機處理 
教育局 

教育心理學家 

27/5/2021 校園法律講座 
香港調解 

仲裁中心 

31/5/2021 電子教學音樂科工作坊 牛津出版社 

22/6/2021 
「如何使用學生適性化學習資源以提

升評估素養」數學科工作坊 
本校 

23/6/2021 Growth Mindset Workshop NET Section 

 

 

本學年全校 54 位老師的專業發展時數達 2808.85 小時，平均每位老師專業進修 5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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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關注事項(成就與反思) 

項目一：培養一個有素質的「軒銅人」─ 勤儉樂勇 自律明禮 

成就 

1. 規劃課程藍圖，檢視「軒銅人」 — 勤儉樂勇 自律明禮的素質 

成功準則： 

 超過 75%課程單元中有滲入「軒銅人」素質的核心價值。 

 超過85%學生認為教學活動能夠滲入「軒銅人」素質的核心價值。 

 評估方法： 

 檢視課程 

 觀察 

 統計 

1.1 德民課課程中規劃「軒銅人」素質的核心價值 

 

 本學年為本校第三年持續培養學生的「軒銅人」素質，本年度各級德民課內容以「軒銅

人」素質作主軸。根據全學年德民課內容，均能夠滲入「軒銅人」素質：勤、儉、樂、

勇、自律、明禮， 100%滲入「軒銅人」核心價值。 

 全學年共進行了 10 次德民課，因應半日制上課調整內容，讓師生進行互動。在疫情影

響停止面授課期間，德民課課程仍以網上教學形式進行，講座亦安排講者到校以混合模

式(部分班別到禮堂進行，其他於課室收看直播)避免人群聚集，全部順利完成。 

 

「軒銅人」核心價值，詳見下表： 

級別 課程內容 

軒銅人素質 

勤 儉 樂 勇 
自

律 

明

禮 

1-6 
軒銅人停課不停學‧ 

積極在家，開學抗疫 
      

1-6 
軒銅人出席學校升國旗典禮的 

素質 
      

1-6 軒銅人正面積極迎復課       

1 自己書包自己執       

2 做好功課       

3 拜拜臭脾氣       

4、6 遵「手」檢疫令       

4-6 清潔活動       

1 積極樂觀 自律守規       

2-4 積極樂觀 自理自律       

5-6 資訊素養講座       

1-2 健康飲食講座       

1-6 珍惜食物       

5 聽故事學理財講座       

6 積極樂觀服務大家       

1-6 感恩紀錄冊       

3-4 反吸煙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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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科在課程單元中顯示「軒銅人」素質的核心價值 

 

 中、英、數及常識科的教學單元均能設計及加入「軒銅人」素質教學活動。根據各科老

師審視各科教學活動中，能夠設計適當的教學內容加強學生「軒銅人」素質的訓練，透

過觀察學生課業，超過 98%學生的課業已顯示「軒銅人」素質的核心價值。

提高學生對正面價值觀和態度的認識，促進全人發展。 

 

 中文科 100%課程單元中滲入「軒銅人」素質的核心價值，並設計了兩個單元教學活動，

分別是「勤儉明禮•感恩珍惜  自律自學•創新思路」寫作比賽及單元教學設計，以加強

培養學生的「軒銅人」素質。通過檢視寫作比賽作品，100%老師認同活動能提升學生自

主學習的能力，自發搜集和閱讀與主題有關的資料，激發創作靈感。100%老師認同學生

的作品用詞豐富，圖畫精美、富創意（小一至小二）。85%老師認同學生的作品用詞精確，

見解獨特，內容具感染力（小三至小六）。100%老師認同學生的作品能表達有關信息。

單元教學設計以初小中文科聽說教學活動和高小讀寫教學活動為主。透過觀課、問卷調

查和檢視學生作品，95.7%老師認同從單元整合中，學生能內化其「軒銅人」的核心價

值。100%老師認同單元教學設計能幫助他們建立學習型社羣，掌握教學設計的理念和方

法。 
 

 英文科 75%課程單元中滲入「軒銅人」素質的核心價值，安排 P.2 及 P.3 科任老師設計

具「軒銅人」素質的單元教材套，並於課堂上實踐。P.2 以 “GoodBoys and Girls”為單元

主題，以課堂所學的形容詞簡單向同學介紹自己，在寫作過程中作自我反思，檢視自己

是否已擁有「軒銅人」素質，然後向同學匯報，最後同學間進行互評並選出班中的 “Good 

Boys and Girls”。通過課堂觀察及檢視學生課業，大部份學生能展現「勤學」、「有禮」及

「關愛」之「軒銅人」素質，亦懂得如何表現自己的優點。P.3 以 “My friends”作為單元

主題，反思自己與人相處及待人接物的正確態度，並設計一份交友錦囊，以教導朋輩成

為一個懂得為人設想的朋友。通過課堂觀察及檢視學生課業，學生表現投入積極，亦能

從中反思自己與人相處的態度及技巧，反映出「尊重關愛」的軒銅人素質。100%老師認

同以上單元活動能培養學生不同的「軒銅人」素質，並能教導學生更多正面價值觀及態

度。 
 

 數學科超過 50%課程單元中滲入「軒銅人」素質的核心價值，全學期各級亦安排了合適

的「軒銅人」素質單元教學活動，已記錄在教研裏，並於課堂上實踐。學生在不同單元

工作紙中的「自學天地」都能反映出自律自學、積極進取的軒銅人素質。另外，一至三

年級於「數學趣趣尋」學習冊中，以「樂」為主題設計課業，讓學生學習一些有趣的數

學知識：七巧板的由來、九因歌的由來及一筆畫的由來。從檢視學生的學習冊中可見，

學生能主動學習。四至六年級於「數學趣趣尋」學習冊中，以「儉」為主題設計課業，

讓學生學會善用時間及節約金錢的理念。從檢視學生的學習冊中可見，學生能透過活動

學懂節儉的重要及如何實踐節儉的美德。透過課堂觀察及檢視學生課業，100%老師認為

各級單元教學活動能夠培養學生的「責任心」(勤)、「守時」(儉)、「尊重」(樂)及「堅毅」

(勇)等軒銅人素質。 
 

 常識科 100%課程單元已滲入「軒銅人」素質的核心價值，各級利用合適的單元主題進

行「軒銅人」核心價值課程，各級主題如下：一年級(關愛)、二年級(欣賞，包容)、三年

級(環保，地球)、四年級(責任感)、五年級(尊重異性)及六年級(責任感，自律)。根據問

卷調查結果顯示，100%老師認同設計符合「軒銅人素質」的要求；95%老師認同工作紙

的內容對學生學習很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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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鞏固「軒銅人」─勤儉樂勇 自律明禮的品德價值 

成功準則： 

 超過 85% 老師認為學生能建立常規。 

 超過 85%老師認同透過主題價值活動能鞏固學生「軒銅人」素質。  

 超過 85%家長和老師認為學生能做到「軒銅人」素質。 

  超過 85%家長認同講座及工作坊能協助他們建立子女做到「軒銅人」素質。 

 評估方法： 

 觀察 

 教師問卷 

 家長問卷 

2.1 推行班級經營，讓學生建立常規 

 九月初班主任於網上班主任課與學生共同訂立課室常規，主題內容圍繞「勤儉樂勇 自律

明禮」的價值觀，包括「保持課室整潔」、「尊敬師長」、「友愛同學」及各班班本的課室

常規，如「說話有禮，互相幫忙」、「先舉手、後發問」、「上課專心」、「交齊功課」、「主

動收拾垃圾」等，全年推行。 

 本校於 3 月 9 日全校恢復半天面授課堂，為了歡迎學生回校上課、鞏固學生對校園的歸

屬感及與師長友伴的關係，全校以班本形式進行「快樂復課在你手」活動。學生們共同

製作手掌畫並在畫作上簽名。學生及老師們亦會在畫上寫上互相支持及勉勵的說話。 

 本學年於早會期間，透過中央廣播提醒學生要自律明禮，早上遇見師長須說聲「早晨」，

於校內保持洗手間清潔衞生，做好防疫措施。從觀察所見，學生全日均戴上口罩，小息

期間，學生飲食前均會消毒雙手，排隊時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 

 透過中央廣播及通告提醒學生於網課期間必須開啟鏡頭，專心上課及交齊功課，並設立

「學生於網課期間秩序表現記錄表」，如學生能遵守網課秩序規則，便可獲得「盡我所能 

做到最好」獎勵計劃 B2 「」。從「學生於網課期間秩序表現記錄表」的記錄，大部分

學生都能遵守網課秩序規則。 

 透過教師問卷調查，98%的教師認為學生能建立常規，顯示學生已培養了「軒銅人」的

素質——「勤儉樂勇 自律明禮」。 

 校方積極鼓勵學生們參與校外各項與「自律明禮」品德相關的比賽，參與此類比賽有助

向全校同學進一步推廣軒銅人素質，讓學生將維持課室常規的習慣，延伸到日常生活，

加強自律精神。如安排學生由教育局舉辦的「守法及同理心海報設計比賽」，本校學生作

品成功從全港六百多份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2 位同學分別榮獲小學組冠軍及優異獎，

成績斐然。 

2.2 定期推行不同的「主題價值活動」 

 為鞏固學生「軒銅人」──「勤儉樂勇 自律明禮」的品德價值，在學期初，透過敬師活

動，鞏固全校學生「軒銅人」的品德價值。本年度因疫情停止面授課堂，學生把對老師

心意透過照片給心意卡傳送到學校，是次活動共有 280 位學生參與。此外，校方製作了

敬師影片於敬師日當天播放。影片內容充分展現了學生對老師的敬意。 

 德民組透過全學年旗下講話，設定不同主題及金句，由校長擔任主持，透過圖片，喚醒

軒銅人「勤儉樂勇 自律明禮」的品德價值，並以中國國情內容培養學生中國國民身份認

同。全學年進行了八次旗下講話。 

 在「欣賞軒銅人」活動中，一至六年級於上下學期各選出每班兩位自律明禮之星，讚揚

做到「主題價值」的學生，讓學生互相學習，從而鞏固「軒銅人」素質。各班已於學期

期末由老師或學生投票的形式推選出兩位自律明禮之星。每個學期共有 60 位同學獲選，

獲選名單亦上載到校網，以作表揚。 

 各行政組亦有製作影片，包括加強防疫意識、保持儀容整潔等，讓學生明白軒銅人「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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儉樂勇 自律明禮」的素質，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達到鞏固之果效。 

 100%老師認同不同的「主題價值活動」能有效協助學生鞏固「軒銅人」素質，可見活動

成效顯著，學生已建立「軒銅人」的品德價值。 

2.3 跨學科及專題研習活動加入「軒銅人」素質(以常識科「STEM 科技活動樂繽紛」取代) 

 本年度跨學科學習及專題研習計劃原定利用面授課堂形式舉行，但由於本港持續受到新

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校方以「STEM 科技活動樂繽紛」取代。 

 各級「STEM 科技活動樂繽紛」的主題如下： 

年級 活動項目 價值觀 

「軒銅人」素質 

勤 儉 樂 勇 
自

律 

明

禮 

一年級 
魔法幻影- 

籠中鳥 
堅毅、欣賞、責任感       

二年級 自製竹蜻蜓 堅毅、欣賞、責任感       

三年級 迷你吸塵機 堅毅、欣賞、責任感       

四年級 
自製風力 

發電機扇葉 
堅毅、欣賞、責任感、關愛       

五年級 電動爬蟲 堅毅、欣賞、責任感、同理心       

六年級 探究槓桿原理 堅毅、欣賞、責任感、同理心、關愛       

 

 各級「STEM 科技活動樂繽紛」已順利進行。「STEM 科技活動樂繽紛」以個人製作的形

式進行，並從「學習延伸」及「學生反思」兩部分加入價值觀及「軒銅人」素質的培養。

教師從活動過程觀察所得，學生積極投入製作之中，並培養出關愛、尊重、欣賞等「軒

銅人」素質。大部分學生樂於在「作品展示及分享」環節中分享自己的作品，其他學生

亦細心聆聽別人匯報，做到欣賞及讚賞同學作品，表現投入及尊重。 

 一年級「魔法幻影-籠中鳥」及二年級「自製竹蜻蜓」教授學生認識生物科技，學生在製

作動物、昆蟲模型的過程中，引導學生認識動物、昆蟲的身體結構，在延伸部分加入關

愛元素，培養學生愛護地球上各種動物的態度，效果良好。 

 三年級「迷你吸塵機」及四年級「自製風力發電機扇葉」利用真實個案研習的形式，讓

學生預先了解及辨識相關真實世界的問題，建立同理心，並想出解決方法。學生在製作

相關的模型後，在延伸部分加入關愛元素，讓學生思考利用有關的設計去改善獨居長者

的生活質素，並在課堂進行討論及分享。 

 五年級「電動爬蟲」設計活動以 TEAMS 網上課堂形式進行，但學生仍然保持積極投入，

在製作過程中遇到不明白的地方，亦勇於在 TEAMS 上發問。部分學生會積極在網上搜

尋與設計主題有關的資源，並透過 TEAMS 平台與其他同學分享，顯示出極高的責任心；

在設計毛蟲的身體中加入不少創意；學生需要在延伸部分中為利用顏色、保護色、斑紋、

其他特徵為已製作的毛蟲機械人設計毛蟲的身體，避免受到其他動物的侵害，並把設計

感受拍成一分鐘的短片，培養學生關愛、尊重、欣賞等「軒銅人」素質。 

 六年級「探究槓桿原理」利用世界不同的民生問題作為切入點，學生預先在家觀看相關

學習短片，建立同理心，並在學校進行不同的槓桿實驗，學習力臂和重臂的結構，與及

施力的大小與力臂和重臂的長度的關係，實驗過程中，學生需要進行反覆測試，培養「堅

毅」及「從失敗中學習」的態度。其後，學生需要在延伸部分想出解決世界不同的民生

問題的方案，加入關愛元素，讓學生思考利用有關的設計去改善問題，並在課堂進行討

論及分享，在分享環節中，老師引導學生學懂互相欣賞，展現「軒銅人」素質。 

 95%老師認同「STEM 科技活動樂繽紛」的「學習延伸」及「學生反思」兩部分活動能

夠成功地滲入「軒銅人」核心價值，培養學生堅毅、欣賞、責任感、同理心、關愛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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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人」素質。90%老師認為學生樂於在「作品展示及分享」環節中分享自己的作品，其

他學生亦細心聆聽別人匯報，做到欣賞及讚賞同學作品，表現投入及尊重。 

 

2.4  各科策劃活動時，加入培養「軒銅人」素質的正面價值教育，並配合本學年學校的主題

「勤儉明禮‧感恩珍惜 自律自學‧創新思路」 

 本學年，各級的課程規畫中有策略地加入「軒銅人」素質的正向價值教育和態度培養的

學習元素，提供不同的學習經歷及活動機會給學生，超過 90%老師認為學生能培養「軒

銅人」素質。 

 

 中文科設計「勤儉明禮•感恩珍惜  自律自學•創新思路」個人短講（小一至小六）和備

稿演講比賽（小五和小六），培養學生「軒銅人」素質的正面價值觀。透過個人短講和備

稿演講比賽，學生搜集說話材料，運用實物/照片(小一和小二)、演講稿（小三至小五）

和簡報（小六），有條理地表達「軒銅人」應具備的良好素質。同時，其他學生用心聆聽，

就同學的演說作出評價。透過課堂觀察、檢視實物、照片、演講稿或簡報及備稿演講比

賽，100%老師認同活動能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態度；100%老師認同活動有助學生提升

說話技巧；87%老師認同學生的言語內涵豐富，結構完整，用語生動，吐字清晰，態度

自然；70%老師認同學生能用心聆聽，就同學的演說作出評價。備稿演講比賽於試後活

動期間舉行，小五和小六分別有八組和九組參加比賽，較前兩個年度多一倍，反應十分

踴躍。85%中文科老師認同單元教學設計有助內化「軒銅人」的核心價值，可見中文科

老師對「軒銅人」核心價值已充分掌握，並能透過課程研習及討論中實踐，讓教師持續

學習。 

 

 英文科老師為 P.1-P.3 設計了配合校本主題的英語活動，與學生一起閱讀與校本主題「勤

儉明禮•感恩珍惜」有關的圖書，並於閱讀後透過寫作活動，發揮創意精神。P.1 主題為

「愛家」；P.2 主題為「愛友」；P.3 主題為「愛校」，老師從作品中發現學生已掌握「勤儉

明禮」的精神，並可以向其他同學分享「勤儉明禮」的事例。另外，P.4-P.6 以四大「軒

銅人」的核心價值─勤、儉、樂、勇為主題，根據 Know-Want-Learn(KWL)框架讓學生選

擇他們感興趣的事物作深入探究。學生於進行自學前列出對於相關事物的已有知識，然

後再訂立不同的探究方向，令自己對有關主題有更深一層的意思，最後作深入探究，並

記錄在 Know-Want-Learn(KWL)框架內。從老師觀察所得，100%老師認同學生表現投入

積極，充分展現「軒銅人」素質的正面價值教育。 

 

 數學科透過「數學小老師」計劃，提升學生基礎計算的技巧，培養學生「勇」於承擔及

「樂」於幫助別人的軒銅人素質。一、二年級的科任老師安排已配對的學生以小老師身

份為同儕進行口算小測試；三至六年級學生以「數學小老師」身份為同儕擬定題目，然

後互相核對答案，發現三至六年級學生所設計題目都充滿創意。88.5%學生完成「數學

小老師」計劃，勇於以「數學小老師」身份向同學發問。學生可以自主地展現才華。此

外，本學年透過教育局「商校合作計劃」為二、五年級學生舉辦理財教育活動，提升學

生的理財觀念，以培養學生儉樸的素質，展現「軒銅人」素質的正面價值教育。從二年

級學生交回的理財活動工作紙可見學生提升了理財的認識，了解儲蓄的優點。98.3%學

生認為透過活動能提升他們對理財的認識。28 位五年級理財大使均認為自己勇於發問，

成功幫助小二學生掌握理財知識。 

 

 常識科配合校本主題，舉辦了「勤儉明禮•感恩珍惜  自律自學•創新思路」實踐行動記

錄冊。小一至小三通過「做家務」實踐「自律」；小四至小六通過「關心長輩」展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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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88%學生交回實踐行動記錄冊，大部分低年級學生能自律地做家務；高年級學生有

時常關心長輩的孝心，更有同學在記錄冊中分享做家務的趣事。96%教師認同行動紀錄

冊的設計能幫助學生實踐「軒銅人」素質的正面價值。超過97%學生完成兩次「軒銅人

素質」工作紙，100%教師認同工作紙內容能讓學生了解「軒銅人」素質。 

 

 普通話科舉行「分享樂繽紛」活動，科任老師在課堂上教授學生相關詞語，鼓勵小一至

小三學生在普通話課堂時段內分享有關勤儉明禮、感恩珍惜的生活經驗；四至六年級同

學分享自律自學、創新思路的事情，例如分享一次自學創新的經驗。上學期以TEAMS網

上課堂形式進行活動，同學樂於分享，表現自信。 

 

 視藝科設計「親子海報設計比賽」以配合課程目標「勤儉明禮．感恩珍惜 自律自學．創

新思路」。參加學生約佔全校的 72%，從學生作品可見設計能夠配合主題，且水準甚高，

充分展現「軒銅人」感恩、珍惜的良好素質。三年級組冠軍作品已印製在紀念品上，並

已送贈全校學生，其他得獎作品已製作成展板及於學校各處的走廊的壁畫展示，優異作

品也裝裱在校內畫架上，藉此表揚獲獎學生的成果，鼓勵學生繼續積極學習。 

 

 音樂科以教導學生學習《美樂集》內《請謝謝對不起》這首歌曲目，讓學生自律明禮，互

相關懷；鼓勵學生尊敬長輩、守規及愛國的情操。小一至小二舉行「親子再生樂器設計

活動」，透過搜集資料，試驗物料的發聲的自學過程，利用廢物循環再造創作再生樂器。

減少浪費，減低人類對大自然的傷害。從觀察所得，學生表現積極投入，能善用廢物製

作樂器。 

 

 電腦科配合校本主題於小一至小三進行「軒銅精神愛校園」活動。學生及家長根據疫情

期間的經歷(包括自身經歷或自己的見聞)製作有關「勤儉明禮·感恩珍惜」故事的設計作

品；四年級學生利用 micro:bit 編寫一個電子心意燈程式；五年級學生利用 micro:bit 板編

程及製作音樂盒。另外，教師鼓勵四至五年級學生利用已完成的 micro:bit 拍片向他們的

長輩或關心的人送上心意。據統計，70%以上學生均能課堂完成作品，作品充滿創意，

充分展現了「軒銅人」堅毅的精神。 

 

 體育科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活動，即使面對各種挑戰，也樂於嘗試，培養學生「勇敢面對」

的軒銅人素質。此外，各級學生透過「身高體重指標(BMI)」量度身高體重，讓學生了解

自己的身體狀況，為自己訂立合適及改善身體狀況的計劃，培養學生「自律堅毅」的軒

銅人素質。本年度運動會及水運會因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而取消，為了繼續提供

機會讓學生發揮潛能，保持強健體魄，本校在評估疫情風險及足夠的防疫措施下，分別

於 6 月份在體育堂內進行「體能任務大挑戰」班際比賽及於 7 月份舉辦「運動挑戰日」，

讓學生進行運動活動的同時，也領略到遇上挑戰要｢勇敢面對，克服困難，自律堅毅，發

揮團隊精神｣。 

 

 圖書科舉辦「閱樂起動」活動，教師推介品德主題圖書。學生閱讀有關圖書，學習書中

人物良好的德行，培養具備「軒銅人」素質的品德。從問卷結果中，81%學生認同自己

具備「軒銅人」的素質。此外，本科亦舉辦「我是軒銅人」拍攝影片活動，學生拍攝影

片如準時還書等，讓學生實踐「勤儉明禮‧感恩珍惜」的生活經驗，所有參與學生也認同

自己具備「軒銅人」的素質。另外，為促進親子關係、推動家庭閱讀風氣及自學文化，

本校參加香港教育城「e 悅讀學校計劃 」鼓勵學生體驗不同閱讀平台――電子閱讀，根

據有關閱讀數據顯示，70%學生曾進行電子閱讀。電子閱讀能有效地讓家長了解子女閱

讀情況，促進親子閱讀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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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安排家長參與相關主題的講座及工作坊 

 為了培養子女的正向思維，家長教師會邀請來自不同機構的講者及駐校社工周姑娘以網

上形式舉行共八次爸媽加油站，講題包括：「抗逆有法」、「如何有效運用品格強項」、「正

念減壓」、「機不離手需正視」等等。講座的平均出席人數為 79 位家長，總出席人次為

554 人。家長在過程中投入參與及發問，反應不俗。 

 

 從家長問卷調查中顯示，分別有 60.6%及 39.3%家長對於爸媽加油站表示「滿意」或「非

常滿意」。 

 

反思 

1. 規劃課程藍圖，檢視「軒銅人」 — 勤儉樂勇 自律明禮的素質 

1.1 德民課課程中規劃「軒銅人」素質的核心價值 

 本學年，本校在規劃全年德民課程時，雖然受疫情影響而停課，但此期間仍能以網上教

學形式，每次內容均能滲入「軒銅人」素質的核心價值，從問卷調查數據中顯示學生成

功培養「軒銅人」素質，並潛移默化。來年建議在德民課課程中內化「軒銅人」素質的

核心價值，並發展「價值觀教育」，培育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及良好的公民素質。 

 

1.2 各科在課程單元中顯示「軒銅人」素質的核心價值 

 本校老師及學生均認同教學活動能夠充分展現「軒銅人」素質的正面價值教育，建議新

學年各科把「軒銅人」素質內化及恆常化，並以學生「軒銅人」素質的成效，推展「價

值觀教育」活動，特別是發展學生的「同理心」、「守法」及「國民身份認同」，培育學生

正面的價值觀及良好的公民素質。 

 

 中文科「勤儉明禮•感恩珍惜 自律自學•創新思路」寫作比賽中發現小部分的同學礙於能

力稍遜，作品表現一般。科任老師須加以指導，鼓勵同學多閱讀名篇佳作，運用不同的

詞彙和寫作手法，豐富文章內容和表達技巧，建議來年以「尊師重孝」為寫作比賽的主

題，以配合下年度的關注事項：推行價值觀教育，培育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及良好的公民

素質。 

 

 數學科「數學小老師」可以讓學生展現才華，建議來年不限於一個學習單元作自擬題，

亦讓學生在自擬題可以加入插圖，加強傳意能力。另外，建議數學科來年繼績參加學生

理財知識計劃，可嘗試改以桌遊形式協助學生掌握理財知識，並加入學生設計理財方法，

增加學生對理財的認識。 

 

 常識科「行動記錄冊」及「軒銅人素質工作紙」對推展「軒銅人素質」有良好的教學成

效，建議新學年將優化原有設計，並以「公民素質」作為主題，以配合學校發展。 

 

2. 鞏固「軒銅人」─勤儉樂勇 自律明禮的品德價值 

2.1 推行班級經營，讓學生建立常規 

 學生已建立涵蓋了「軒銅人」素質的課室常規，學生亦能於網課期間遵守網課秩序規

則。下學年班主任繼續與學生訂立相關的課室常規、9 月加強紀律訓練及讓學生製作

「敬師承諾書」，以鞏固學生已培養的「軒銅人」素質。 

2.2 定期推行不同的「主題價值活動」 

 「主題價值活動」能鞏固「軒銅人」─勤儉樂勇 自律明禮的品德價值。受疫情影響，學

生難以有時間在校參與拍攝，故學生多自行在家進行個人拍攝。期望全日制上課後多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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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與，如參與校園電視台製作，全面鞏固「軒銅人」素質的品德價值。 

 

2.3  跨學科及專題研習活動加入「軒銅人」素質(以常識科「STEM 科技活動樂繽紛」取代) 

 本學年，常識科設計「STEM 科技活動樂繽紛」活動成功加入「軒銅人」素質，培養學

生關愛、尊重、欣賞等「軒銅人」素質。建議來年設計的各級「STEM 科技活動樂繽紛」

學習冊的「學習延伸」及「學生反思」兩部分加入「同理心」及「國民身份認同」等價

值觀教育部分，培育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及良好的公民素質。 

 

2.4  各科策劃活動時，加入培養「軒銅人」素質的正面價值教育，並配合本學年學校的主題

「勤儉明禮‧感恩珍惜 自律自學‧創新思路」 

 本學年，中、英、數、常、視藝、音、體育、普通話、電腦科及圖書科已在各級的課程

規畫中加入「軒銅人」素質的正向價值教育和態度培養的學習元素，提供不同的學習經

歷及活動機會給學生，展現「軒銅人」素質。疫情關係，部份活動未能有足夠時間在課

堂內進行，影響「軒銅人」素質的培養。建議多利用 TEAMS 學習平台上載有關教學短

片，藉以進一步鞏固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建議新學年各科在策劃學習活動時，內化「軒

銅人」素質，以「同理心」及「國民身份認同」等正面價值觀為主題。 

 

2.5  安排家長參與相關主題的講座及工作坊 

 來年繼續定期舉辦家長講座─「爸媽加油站」，以「守法」及「同理心」等正確價值觀為

講座主題，讓家長掌握如何培養孩子正面觀值觀，建立良好的品德，例如：向家長介紹

調解及道歉的概念，讓家長可以了解如何「守法」及「同理心」的價值觀具體地在生活

中實踐出來。 

 

小總結： 

 

本校以「培養一個有素質的『軒銅人』—— 勤儉樂勇 自律明禮」作為第一個關注事項，

並以「勤儉明禮‧感恩珍惜」作為本年度主題。本學年各級德民課內容以「軒銅人」素質作主

軸，每一次德民課均滲入了「軒銅人」素質：勤、儉、樂、勇、自律、明禮。讓學生潛移默

化，培養「軒銅人」素質。 

 

從教與學層面，中、英、數及常識科老師在每一次教研會議內討論及優化各單元教學的

「軒銅人」核心價值的活動安排，強化「軒銅人」核心價值教學；各科組亦設計不同的學習

活動，培養學生發展為一個有素質的「軒銅人」。「軒銅人」提高學生在德育及公民教育認知

層面的發展，加強學生對正面價值觀和態度的認識，促進全人發展。 

 

從家長層面，透過不同主題的爸媽加油站家長講座有助家長以正向的角度發掘孩子的品

格強項及在家庭中實踐抗逆妙法。當中家長對於與「正向管教」及「限制子女使用電子產品」

相關的主題特別興趣，並有家長表示有興趣了解更多相關知識。 

 

整體而言，本學年不論在正規課程、德民課、STEM 活動及家長教育的規劃、設計及安

排，均成功滲入「軒銅人」素質的培養，進一步內化「軒銅人」素質。我們亦會按計劃在下

學年展開新一個周期的關注事項，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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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二：發展自主學習，提升學生自學能力 

成就 

1. 讓學生認識、掌握及運用不同的自主學習策略，提升學生自學能力 

成功準則： 

 P.4、P.5 及 P.6 中、英、數、常各科完成制定一個單元自主學習策略大綱。 

 透個教研會議，按科主任制定的自主學習策略大綱，設計一個自主學習教學計劃，並在同

儕觀課中實踐。 

 超過 70% P.4-P.6 學生及老師認為 STEM 科技活動能夠提升自學能力。 

 超過 70% P.2-P.6 學生認為運用「運算思維」能發展解決問題的方法。 

 P.1-P.3 完成自學角的設置，中、數及常各科最少提供一項自學教材。 

 成功建立「自主學習資源庫」，收集中、 英、數、常、視、音、電各科最少兩個優秀的自

主學習影片及各類資源。 

 中、 英、數、常、視、音、電各科製作一個自主學習教學影片及加入「自主學習資源庫」。 

 評估方法： 

 檢視教研記錄表 

 檢視科組會議記錄 

 檢視各科各級的校本教材、課業 

 檢視自主學習教學計劃(PM62) 

 課堂觀察 

 檢視學生課業/作品 

 學生問卷 

 教師問卷 

 檢視運算思維課程筆記/課業/學生作品 

 檢視「自主學習資源庫」 

1.1 由課程組成立課程核心小組，統籌發展各科自主學習框架 

 本學年，課程組按上學年的經驗持續優化自主學習策略框架，強化「以學生學習為中心」

的教學理念。自主學習框架由四個階段構成：「預習引入課堂學習延伸學習反思所

學」。 

 

 中、英、數及常識科在四至六年級課程單元內設計自主學習教學計劃，利用預習、筆記、

不同的延伸學習活動，學生反思發展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從檢視學生完成的課業、延伸

活動、家課等亦看出學生已掌握自學能力。 

 

1.2 中、 英、數、常科主任制定合適各科的自主學習策略大綱 

 中文科在寫作教學中引入「翻轉課堂 Flipped classroom」旳理念，預先派發「自主學習工

作紙」讓學生自行預習，並加強筆記的運用及不同的延伸學習活動，鞏固學生所學。四年

級先觀看「刻畫人心」的短片，認識有關人物心理描寫的特點，然後完成自主學習工作紙

─《今天，我學會了一個道理——明禮》的部分。課堂上，學生能夠按不同情境觀察人物

的表情和神態，完成以運用心理描寫手法進行寫作。五年級學生先觀看有關議論文的短

片，學習議論文的論點、論據和結論三要素。學生在課堂時討論《論戲無益》寫作大綱工

作紙及完成筆記的「延伸學習」部分。六年級學生先自行預習五種說明方法︰定義、舉

例、分類、引用及數據方法，學生先完成匯報「運用具體資料說明觀點」，然後運用課本

「小學生齊環保」列出的兩道問題進行訪問，並分享訪問成果。最後，教師帶領同學作分

組討論，完成《小學生齊環保》寫作預習工作紙內容。是項活動已順利完成。在活動過程

中，中文科老師能夠給予學生清晰的指引，學生亦能夠自主閱讀和搜集寫作手法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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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能按照老師的要求作分組匯報，繼而完成寫作。 

 英文科於 P.4-P.6 用「翻轉課堂 Flipped classroom」、筆記及延伸學習等自主學習元素完成

學生自學，發展學生的自學能力。P.4 同學就著 Book 4A Chapter 5 “Old Hong Kong”於課

前自行於網上搜尋由老師提供有關香港景點及電子產品資料，並利用該課學習重點及句

子結構於課堂分享其自學成果。P.5 學生於課堂前利用老師提供的網上英文自學遊戲重溫

該課次之學習重點「現在完成式」(Present Perfect Tense)，為課堂活動作準備。在課堂上，

老師利用動畫主題曲，帶出完成式構成的句子的主題。然後，老師利用嵌入有關「現在完

成式」的問題的短片，加強學生對此文法之運用及認識。最後，學生利用 Padlets 為四格

漫畫創作對白。P.6 學生就著 Book 6A Chapter 5 “Our favourite films”，於課堂前觀看三段

有閼不同類別的電影短片，然後利用該課學習重點及形容詞來評價該電影及分享感想。

學生於各活動中表現主動積極，學習成果亦具創意，100%學生成功完成預習活動及課業，

教學效果理想。 

 

 數學科利用「翻轉課堂 Flipped classroom」旳理念，預先安排學生觀看自學短片，在課堂

時利用不同的電子學習工具強化所學，並加強學生反思的訓練。四年級於教授「八個主要

方向」前，讓學生預先觀看自學短片，認識八個主要方向及完成「摘錄筆記」。在課堂上，

教師引導學生分享課前預習所得，讓學生運用八個主要方向辨別位置。最後，完成鞏固工

作紙，反思所學。五年級於教授「多邊形的面積」時，學生預先在家觀看自學短片，認識

面積的定義及初步瞭解如何計算不同組合的幾何拼砌面積，並需於課堂前完成 Microsoft 

Forms 評估自學所得，參與率達 100%。在課堂上，教師透過圖形分割活動深化教學進一

步加強學生對多邊形面積的計算能力。六年級於教授「截面」時，學生預先在家觀看自學

短片，及完成 Microsoft Forms 預習工作紙評估自學所得，參與率高於 90%。在課堂上，

學生利用動態數學軟體 GEOGEBRA 探究三角柱體、四角柱體及圓柱體的不同截面，完

成 Microsoft Forms 的堂課工作紙，匯報他們的探究結果。最後，完成鞏固工作紙。學生

整體上表現積極，並主動分享學習成果。82.8%四至六年級學生認為運用自主學習的策略，

能協助提升自學能力，可見透過自主學習教學及應用資訊科技進行教學，能騰出更多課

時供學生進行討論活動及更深入探究。 

 

 常識科利用學生自學、組間互學及教師導學的概念進行自主學習。老師預先安排學習短

片及預習工作紙讓學生在家自學，於課堂時利用討論或實驗分享延展所學，最後由老師

作出指導，鞏固所學。六年級以 POE 實驗(P:預測、O:觀察、E:解釋)配合預習網上短片、

預習工作紙和小組討論工作紙教授「力與運動-分辨槓桿種類」。學生預先在家中觀看有關

槓桿原理的預習網上短片，認識槓桿種類。學生在課堂進行槓桿實驗，表現出理解省力槓

桿與費力槓桿的分別。五年級在學習「歷史風雲人物」的秦始皇一課中，學生預先在

TEAMS 中觀看兩段有關秦始皇政策的短片，並完成前測。學生在上課時進行秦始皇政策

利與弊的討論，並在老師指導下完成分析其政策的影響。最後，學生回家完成延伸學習問

卷，學生普遍認為秦始皇的政策屬於是「功大於過」、「過大於功」，顯示學生能夠正確地

分析其政策的影響。四年級進行有關探究「製作風力發電機扇葉」的 STEM 自主學習活

動。學生預先在家中觀看有關風力發電原理的預習網上短片。學生在課堂進行實驗，表現

出理解扇葉大小與發電效能的關係。100%學生完成自主學習單元內的指定課業，並把已

學的知識及技能在課堂中實踐出來，整體表現積極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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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以「STEM FUN DAY 樂繽紛」活動取代 STEM 專題研習，加入翻轉課堂、課後延伸學

習及學習反思三部分，提升自學能力 

 本年度跨學科學習及專題研習計劃原定於 1 月 27 日及 2 月 9 日利用面授課堂形式舉行，

但由於本港持續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全港小學於 12 月開始停止面授課堂，校方

以「STEM FUN DAY 樂繽紛」取代本學年 STEM 專題研習活動。 

 

 「STEM FUN DAY 樂繽紛」活動分為三個部分組成：「理論篇」、「實戰篇」和「比賽篇」，

以個人形式進行。「理論篇」先加入「翻轉課堂」作導學方案，引導學生在活動前做好預

習任務，讓學生帶着「前備知識」進入課堂；「實戰篇」強調培養學生掌握 STEM 科研製

作流程，思考設計步驟，強調同學間的合作性和動手做的重要性，教師檢視學生的設計，

並為學生提供回饋，讓學生檢視其學習進度；「比賽篇」以競賽形式進行，利用隊際比賽

讓學生了解科研作品的成效，並加入「延伸學習」，讓學生親身探索，繼續改良設計，擴

大學生選擇學習內容的自由度，並把感受與同學分享，從而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投入

感。 

 

 六年級 Micro:bit 模型火箭車 FUN DAY 於 3 月 24 日順利完成。校方先在工作坊進行前

加入「翻轉課堂」，把部分學習短片及學生手冊預先放在 TEAMS 平台上，讓學生初步了

解火箭車的製作步驟，讓學生容易掌握導師所講。活動當天先進行「理論篇」，導師向學

生介紹不火箭車各種科學原理。跟著，學生在「實戰篇」中製作火箭車，包括利用模擬風

速軟件 Wind Tunnel Free 設計車身，並親自切割車體的形狀。最後進入「比賽篇」，安排

各六年級班別輪流到禮堂進行比賽。完成比賽後，加入「延伸學習」，改良火箭車的設計

以提升火箭車的速度，並把感受與同學分享。根據問卷調查結果，80%學生能夠利用「翻

轉課堂」，預先了解火箭車的製作步驟，85%學生認為這次火箭車 FUN DAY 令他們認識

力學原理、摩擦力、空氣阻力、火箭車穩定性：對稱、重心等科學理論；89%家長滿意

「STEM FUN DAY 樂繽紛」的安排；85%家長認為子女能透過「翻轉課堂」學習火箭車

科學理論部分；90%家長認為子女能夠主動地完成火箭車模型，學會火箭車的各項原理，

與及這次活動能夠增加子女對製作 STEM 科研作品的興趣及信心。 

 

 五年級 Micro:bit 模型火箭車 FUN DAY 分別於 1 月 29 日完成「理論篇」及 4 月 21 日完

成「實戰篇」及「比賽篇」。校方先把部分學習短片及學生手冊預先放在 TEAMS 平台上

讓學生預習，與及在完成比賽後加入改良火箭車的設計的延伸部分。根據問卷調查結果，

88%學生能夠利用「翻轉課堂」學習火箭車的製作步驟及認識基本力學原理、摩擦力、空

氣阻力和對稱等科學理論；93%家長滿意「STEM FUN DAY 樂繽紛」的安排，94%家長

認為子女能透過「翻轉課堂」學習火箭車科學理論部分，92%家長認為子女能夠主動地完

成火箭車模型和學會火箭車的各項原理，95%家長認為這次活動能夠增加子女對製作

STEM 科研作品的興趣及信心。 

 

 四年級 LEGO®  Education WeDo 2.0 STEM FUN DAY 於 4 月 27 日順利完成。校方先在工

作坊進行前把部分「 WeDo 2.0 基礎編程」的學習短片及學生手冊預先放在 TEAMS 平台

上讓學生預習，讓學生對 WeDo 2.0 基礎編程有初步了解。活動當天先進行「 WeDo 2.0

基礎編程訓練」，學生運用 WeDo 2.0 圖像化編程軟件編寫基本程式，並按照設計圖動手

搭建電風扇，運用編程控制並測試電風扇的效能。隨後進行「 WeDo 2.0 解難競賽」，學

生動手設計車輛和搭建拖斗，編寫及測試程式，最後進行班際比賽，學生在比賽後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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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中按實際的經驗優化拖斗的設計，並進行分享。根據問卷調查結果，88%學生滿意這

次活動安排，87%學生認為自已已學會使用 LEGO®  Education WeDo 2.0 的硬件及編程軟

件的操作，84%學生認為自已能夠利用 LEGO® 硬件 (包括積木、馬達和各種傳感器)來設

計及製作產品，以解決難題；87%學生認為是次活動讓他們體驗工程設計循環的過程，測

試及改良產品，80%學生認為是次活動能增加製作 STEM 科研作品的興趣及信心。 

1.4 推展「運算思維」課程，發展學生邏輯思維與解決問題的方法 

 電腦科製作編程學習短片，讓學生在課前或課後進行自學。四、五及六年級學生透過「運

算思維」課程的知識及技能，完成老師給予的堂課編程任務。每位同學獲派發 micro:bit 電

路板：四年級學生編寫一個電子心意燈的程式；五年級學生編寫製作音樂盒的程式，並利

用完成的 micro:bit 程式拍攝短片向長輩或關心的人送上心意；六年級學生利用 Tello Edu

無人機編程程式；超過 70%學生均能在課堂上完成個人 micro:bit 作品。根據老師的觀察，

三級學生設計的作品均充滿創意，能夠自行完成由老師指派的編程任務，這展示出學生

能做到:自律自學‧創新思路的素質。 

 

 本學年，電腦科設計二、三年級的校本「不插電計算思維訓練課程」。根據學生評估報告

顯示，96.8%學生取得合格的成績，平均分達 81.25 分，可見初小學生已能夠掌握「計算

思維訓練課程」的學習重點。 

 

1.5 優化學習環境，培養學生自學的習慣 

 由於學生的學習課時減少了，因此校方把小一至小三「自學角」安排在學校網頁內設置，

讓學生能夠在家也可以透過自學角進行自學，做到「課時有限，學時無限」的理念，亦藉

以培養學生在家的自學的習慣。除此之外，課程組亦安排各科在禮堂進行專題展板/海報

展覽，讓恢復面授課後學生於小息時段進行自學，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良好態度。 

 

 中文科安排學生在課餘時間在「自學角」瀏覽有關「齊誦古詩文」的活動短片，學習和欣

賞古詩文。小三、小四於「自學角」加設古詩文的增潤學習材料，讓學生於課餘時段自行

閱讀古詩文的增潤學習材料，然後在 Google form 完成選擇題，以鞏固所學。76.2%小一

和小二學生能背誦古詩內容；81.1%小三和小四學生能主動參與「齊誦古詩文•自學一點

通」的自主學習學科活動；81.5%學生能享受閱讀古詩的樂趣。 

 

 數學科安排學生在「自學角」完成「每日十題」鞏固及診斷系統的練習，97.3%小一至小

三學生曾經進行最少一次的自學活動。參與學生的答對率為 84.4%，學生亦善用學生網的

「自學區」、「增值區」及「遊戲區」進行自學。 

 常識科定時在「自學角」內將貼時事新聞，提供不同的自學問題予學生思考，並於課堂上

分享，優化「時事多面睇」活動。85.2%小一至小三學生最少一次閱覽「自學角」內將貼

時事新聞；75.6%學生最少一次時事新聞分享； 82%學生認為他們已培養在「自學角」的

「時事新聞分享」閱讀新聞的習慣。 

1.6 建立「自主學習資源中心」，讓學生學習多元化 

 課程核心小組完成建立「自主學習資源中心」，中、英、數及常識科已把兩個自主學習影

片或教學資源上載至「自主學習資源中心」內；視藝科已把 IMOTION 的教學影片及相關

教學資源上載至「自主學習資源中心」內；圖書組製作《電子書籍閱讀資源》及《校本閱

讀資源》讓學生在家閱讀，促進學生在家自主學習。此外，課程組把部分適合學生使用的

「自主學習資源中心」資源放在「Mircosoft Teams」網上學習平台上，發展共享翻轉教室

學習平台，讓學生在家可以利用提供自主學習影片進行自學。 

 

 音樂科製作有關 Noteflight 自主學習教學短片，並上載到「自主學習資源庫」及 Teams 網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學校報告(20-21)P.18 

 

上學習平台，教師亦預先派發 Noteflight 筆記讓學生先進行自學，然後再在課堂上教授學

生。根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85%學生能積極投入參與課前預習及課堂 Noteflight 電子學

習活動；超過 75%的學生能夠創作一條四個小節的旋律並記錄在電腦內，由此可見，學

生喜歡利用網上學習平台進行多元化的自學活動，音樂科老師亦鼓勵學生於暑假期間繼

續善用 Noteflight 創作及分享音樂。 

 電腦科製作四至五年級的 micro:bit 教學影片，並上載到「自主學習資源庫」及「Mircosoft 

Teams」網上學習平台內。為了減低電腦科在疫症下的影響，科主任為四至五年級學生添

購學具 micro:bit 學習套件，再配合「Mircosoft Teams」網上學習平台的 micro:bit 教學影

片進行編程活動，在家進行編程、測試及實踐，亦增加學生進行自學的機會，成效理想。 

2 提升教師對自主學習的認識及推行策略 

成功準則： 

 全體老師最少一次參加自主學習策略的教師培訓。 

 80%老師認同透過不同的教師培訓或分享有助老師認識有關自主學習的策略及技巧。 

 評估方法： 

 檢視教師培訓記錄 

 教師問卷 

2.1 透過有系統的教師培訓或分享，讓老師認識有關自主學習的策略及技巧  

 各科科主任於科務會議時分享各科運用自主學習策略的課堂設計，與科任老師交流應用

自主學習的心得，並於教研時與同級老師分享使用自主學習策略或工具的教學經驗，促

進教學成效。 

 本校於 7 月 7 日安排香港教育大學卓越教學發展中心導師為本校教師進行自主學習教師

工作坊，主題為：「停課不停學：在教學新常態下發展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讓老師認識

在停課不停學的情況下發展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策略及安排，以及認識有關自主學習內

的筆記設計與面授課堂/網上課堂設計的關係。 

 從問卷調查結果顯示，94%教師滿意這次教師培訓工作坊的內容安排，94%教師認為「自

主學習教學設計的三個取向」環節讓他們進一步認識自主學習。96%教師認同在學校層面

及網上課堂層面推展自主學習的基本理念及方向。98%教師認為「分科小組設計」能夠讓

他們了解網上課堂層面實踐自主學習的方式。96%教師認為學生進行有效益的筆記可以

提升他們的學習成效。98%教師會在課堂上施行自主學習策略，以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90%教師認為是次培訓工作坊對他們的專業發展有很大的幫助。 

3 進行家長教育，讓家長協助子女在家自學 

成功準則： 

 80%家長認同透過有關自主學習的家長工作坊/講座有助家長認識自主學習的重要性，有助

家長協助子女在家自學。 

 評估方法： 

 家長問卷 

3.1 安排最少一次有關自主學習的家長工作坊/講座，為家長提供有關自主學習資訊 

 在小一至小六課程簡介網上家長講座，中、英、數及常識科科主任向家長講述「學習難

點」，讓家長了解各級各科的學習難處，並為家長提供「學習錦囊」，就各項難點提供自學

方法，讓家長了解「如何幫、幫什麼及什麼時候幫」，為學生建構自學策略，促進學生成

為自主學習者，提升學習效能。根據「小一至小六課程簡介網上家長講座」問卷調查結果

顯示，90%家長認為按照「學習錦囊」的內容可以提升子女的學習質素及提供方法提升子

女的自學能力。 

 香港教育大學卓越教學發展中心於 7 月 2 日以網上講座形式，為家長進行本學年自主學

習家長網上講座，主題是「停課不停學：在教學新常態下促進子女成為自主學習者─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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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孩子良好的溫習能」。透過不同的學習事例及生活經驗，讓家長認識自主學習的基本

要點及最新的温習方法。 

 從問卷調查結果顯示，89%家長滿意這次家長網上講座的各項安排， 93%家長認為這次
講座內容能夠讓他們了解自主學習的基本概念。92%家長認為講座內容能夠讓他們反思
子女的温習策略。93%家長認為講座內容令他們初步掌握子女温習的要訣。92%家長認為
講座內容可以幫助他們建立子女更有效的温習策略。 

反思 

1. 讓學生認識、掌握及運用不同的自主學習策略，提升學生自學能力 

1.1 由課程組成立課程核心小組，統籌發展各科自主學習框架 

 課程核心小組成功在中文科、英文科、數學科及常識科建立「自主學習策略框架」，建議

新學年各科把「自主學習策略框架」內化，並加入高階思維策略，發展學生的傳意技巧、

解難能力及創造力。 

 

1.2 中、 英、數、常科主任制定合適各科的自主學習策略大綱 

 各科檢視加入「自主學習策略」的單元教學內容後，發現學生分組匯報的時間略為不足，

建議老師可多給予學生口頭回饋，以改善學生演說的技巧，提升學習效能。 

 

 由於第一年使用 TEAMS 的分組功能進行網上分組，老師和學生尚在未能熟習，個別學

生只書面讀出內容，未能完全達到網上分組的成效，對組間互學及進行延伸學習活動有

一定的影響，建議在教研期間分享有關運用 TEAMS 的分組功能的成功經驗。 

 

 建議各科在線上學習期間多著學生在不同的平台上展示學習成果，例如：利用教學軟件

Classkick、Padlet 同儕互評活動，互相學習。建議下學期一至三年級在堂課教學中多應用

資訊科技工具，例如 GeoGebra、電子書提供的 app 或示範影片協助，以提升教與學效能，

配合課程的縱向發展，提升學生自學能力。 

 

 各科製作的預習影片教學內容十分詳盡，從課堂觀察及學生預習表現所得，學生積極投

入。建議來年加強摘錄筆記的培訓，並在延伸自學部分加入「學生反思」部分 ，以加强

自主學習的成效。 

 

1.3 以「STEM 科技活動樂繽紛」取代 STEM 專題研習，加入翻轉課堂、課後延伸學習及學

習反思三部分，提升自學能力 

 部分「STEM 科技活動樂繽紛」活動以網上課堂形式進行，雖然教師已預先把製作短片上

載至 TEAMS 平台，讓學生可以預先了解製作過程，但部分較複雜的步驟仍然難以在

TEAMS 完整地向學生示範，例如馬達連齒輪組及電池箱的安裝方向，令部分學生未能正

確組裝，建議日後安排科技活動時盡量安排在面授課堂時舉行，讓老師或負責導師可以

直接指導學生，讓學生更容易明白掌握。 

 

 建議來年繼續「STEM 科技活動樂繽紛」加入「翻轉課堂」概念，把有關教學短片或

powerpoint 預先在各級常識科 TEAMS 平台發放，並在教學短片內加入字幕，協助學生進

行自學，減少課堂講授時間。 

 

1.4 推展「運算思維」課程，發展學生邏輯思維與解決問題的方法(P.2-3 不插電編程課程、

P.4：mBot、micro:bit、P.5：scratch、mBot、micro:bit、P.6：Kodu、micro:bit 航拍機編

程課程) 

 因疫情關係，部分編程課程的課時不足，為了解決以上問題，本科在「運算思維」課程重

要部分製作編程學習短片，讓學生可以在課後進行自學。根據任教老師的觀察，四至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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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編程課程展示出學生能做到「自律自學‧創新思路」的素質，建議新學年繼續利用不同

的編程課程發展學生邏輯思維與解決問題的方法。由於小二及小三學生在校本「不插電

計算思維訓練課程」的評估取得良好成績，建議新學年優化小二及小三的校本「不插電計

算思維訓練課程」，並放在電腦科正規課程內完成，以便發展初小學生的邏輯思維與解決

問題的方法。 

1.5 優化學習環境，培養學生自學的習慣 

 在學校網頁增設「自學角」是因為疫情持續關係而重新安排的自學策略，屬於探索階段，

但亦期望在學校網頁增設「自學角」是持續性及進展性的，建議下學期各科多安排學生使

用「自學角」的內容，了解學生使用「自學角」的情況，並按各科的縱向發展或需要而計

劃考慮擴展至不同的級別及科目上。 

 學生對各班自學角新增的「時事多面睇海報」感到很大興趣，建議來年小一至小六各班繼

續將貼「時事多面睇海報」，並按時修訂合適的時事主題，讓學生培養閱讀新聞的習慣，

啟發新聞觸角。 

 

1.6 建立「自主學習資源中心」 

 根據停課期間的網上學習安排的經驗，傳統校園面對面授課的模式改為線上與線下結合

的混合學習模式進行，並發現「網上資源教學」能夠提升學生自學能力。本學年，校方把

合適的「自主學習資源中心」資源同時共享至「Mircosoft Teams」等電子平台上。發展一

套有系統的共享翻轉網上教室學習平台，為學生提供更優質的網上學習資源。 

 

2. 提升教師對自主學習的認識及推行策略 

2.1 透過有系統的教師培訓或分享，讓老師認識有關自主學習的策略及技巧 

 從老師的問卷調查所得，大部分教師認為學生編寫有效益的筆記可以提升他們的學習成

效，與及認同在課堂上學生筆記自主學習策略能提升老師的教學效能，建議新學年各科

的教學策略加入指導摘錄筆記。來年繼續為教師安排一次自主學習工作坊，主題是「自主

學習的留白反思」。 

 建議來年為本校教師安排一次以「發展高階思維策略」為主題的教師工作坊，以配合三年

計劃內關注事項二：通過高階思維策略，發展學生的傳意技巧、解難能力及創造力的發

展。 

 

3. 進行家長教育，讓家長協助子女在家自學 

3.1 安排最少一次有關自主學習的家長工作坊/講座，為家長提供有關自主學習資訊 

 從家長講座問卷調查結果顯示，90%以上家長滿意這次家長網上講座的內容，讓他們進一

步認識自主學習及反思子女的温習策略，建議來年為家長安排以「建立子女温習技巧」的

家長工作坊/講座，進一步協助學生在家培養自學習慣。 

 建議來年為本校家長安排一次以「發展子女的高階思維」為主題的家長講座，以配合三年

計劃內關注事項二：通過高階思維策略，發展學生的傳意技巧、解難能力及創造力的發

展。 

 如來年遇上停課安排，建議自主學習家長工作坊/講座可以改以網上講座形式，利用實時

互動軟件進行，如 Microsoft Teams、Zoom、Google Hangouts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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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總結 

本校繼續以「發展自主學習，提升學生自學能力」作為第二個關注事項，線上與線下結

合的「新常態」學習模式將繼續緊扣著本校的「自主學習策略框架」，協助提升學生課前預習、

上課時、課堂內和課堂後温習的主動性，減低了網課帶給學生的學習動機低的和專注力不足

的學習情況。 

 

本校把「自主學習策略框架」應用在中、英、數及常識科的課程內，並成功在四至六年

級實踐。由於持續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而停課的關係，線上與線下結合的混合學習模

式已成為學習新常態，因此，校方把合適的「自主學習資源中心」資源同時放在「Mircosoft 

Teams」電子學習平台上，此外，校方亦把自學角轉移到學校網頁上繼續進行。下學期全面恢

復面授課堂後，各科繼續利用 Mircosoft Teams 電子學習平台，配合 Padlet、Kahoot、Pear Deck

等電子學習工具進行教學，發展出一套能夠「節省課時，增加學時」的互動教學模式，讓學

生可以更有效地在學校或家中進行學習，培養學生的自學習慣，為本校自主學習的發展奠下

良好的基礎。新學年，這種互動教學模式會配合高階思維能力的發展繼續推行。 

 

此外，本學年從「跨學科及 STEM 專題研習雙週」的基礎上發展「STEM FUN DAY 樂繽

紛」活動，活動設計加入「翻轉課堂」、「課後延伸學習」及「學習反思」三大自主學習元素，

讓學生「自覺、主動、積極地學習」。 

 

為了提升本校自主學習計劃的效度，本學年繼續安排教師或家長進行自主學習的培訓，

培訓內容刻意加入網上學習及面授課堂時自主學習策略的異同比較，讓教師及家長了解在混

合學習的新常態模式下推展自主學習的不同情況，令本校的自主學習得以更有效地發展，進

一步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 

 

整體而言，不論在正規課程及 STEM 活動，本校均成功加入「自主學習策略框架」，進一

步把「自主學習」落入本校課程發展內，我們會把「自主學習」恆常化，並按計劃在下學年

展開新一個周期的關注事項，發展高階思維策略，提升學生的傳意技巧、解難能力及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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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我們的學與教 

6.1 校本課程特色： 

 本校以實踐「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教學理念，建立校本「自主學習策略框架」。自主學習框

架由四個階段構成：「預習引入課堂學習延伸學習反思所學」。首先在合適的學習單元

加入「翻轉課堂」作導學方案，引導學生在活動前做好預習任務，讓學生帶着「前備知識」

進入課堂；學生再在課堂時間完成筆記、實驗、分組討論等不同的學習活動，並由老師為學

生提供回饋，讓學生檢視其學習進度；設計合適的「延伸學習」活動，擴大學生選擇學習內

容的自由度，從而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投入感。利用線上平台為學生提供同儕的學習情況

作參考對照，讓學生從同儕中分享「延伸學習」內容，彼此學習和補足；安排學生進行「學

習反思」，讓學生進行「反饋」，優化自己的學習策略，豐富學習資源和學習成果。 

 本校在不同科目中亦推行不同的教學策略，中文科針對提升學生的創意、寫作能力和精進力，

安排寫作評講，學生互評，同儕欣賞等；透過「齊誦古詩文（小一至小六）˙自學一點通（小

一至小四）」自主學習活動，學生透過自主學習，誦讀淺易的古典文學，享受閱讀優秀文學作

品的樂趣，讓學生領悟中國傳統美德，從而加深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英文科的閱讀策略

運用多種不同類型的圖書及現實生活中常見之文章體裁，在各級引入不同類型的閱讀活動，

例如:小一及小二利用大圖書進行不同閱讀活動(Big Book Reading Activity)及指導性閱讀

(Guided Reading)為主，三至六年級則以分享閱讀(Shared Reading)及獨立閱讀(Independent 

Reading)為主，藉此提升閱讀興趣及技巧。此外，學生從閱讀中學習寫作，透過閱讀學習文

中的詞彙、句式、文章結構及特徵，然後老師與學生一起創作文章(Shared Writing)，最後學

生利用過程導向寫作(Process Writing 的框架，透過寫作前的腦力激蕩（Prewriting）, 寫作中

的初稿撰寫（Drafting）, 寫作後的文稿修訂（Revising, Editing, Evaluating Publishing）等步驟

寫作。數學科透過小型專題研習、實作活動及適時運用電子學習工具，協助學生掌握抽象的

概念，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校本課程： 

本校的課程主要以課程發展議會的「基礎教育課程指引－聚焦‧深化‧持續(小一至小六)」為依

歸，並綵納基礎教育課程指引的建議，以中央課程架構為基礎作為本校的校本調適，推行配

合學校和學生需要的校本課程，靈活運用學與教策略及多元學習評估方式，以促進學生學習。

本年度，在課程組織、教學及活動設計上，培養學生達至以下目標： 

科目 校本課程及活動 目標 

 

 

 

 

 

 

 

 

 

中文 

 

 

 

 

 

教授閱讀策略  

（小一至小六） 

因應不同的閱讀材料，採取適當的閱讀方法教授學生，如精讀、

默讀、朗讀、略讀、瀏覽、主題閱讀法、找出關鍵語句、預測、

六何提問法、聯想、圖像化、推理、找出主旨及重點等閱讀策略，

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 

以普通話教授中文 

（5P、6P） 

實施「以普通話教授中文」，於初小時提早教授漢語拼音，為學生

的普通話建立良好基礎。同時，也為學生提供足夠的普通話語言

環境學習中文，提高學生的普通話聽說能力。 

 

非華語學習中文 

設計「非華語校本中文課程」，根據「校內評估工具」得出的結果，

對應「第二語言架構」，檢視非華語生的中文水平。支援老師會針

對學習難點，訂定目標，與科任老師設計教材，掌握學生的學習

進程。透過抽離式小組教學支援非華語學生在中文學習上的需

要，針對學生個別問題，進行補充、鞏固、提升等的教學。 

本校以課本教材為本，輔以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及香港理工大學

共同編寫的小學非華語學生適用教材，以多圖像、生活化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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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校本課程及活動 目標 

 

 

 

 

 

 

 

 

 

 

 

 

 

 

 

 

 

 

中文 

 

 

 

 

 

 

 

 

 

 

 

 

 

 

 

 

 

 

 

 

 

 

 

 

 

 

 

 

 

 

境，使學生累積足夠的詞彙。另外，配合非華語學生的學習能

力，安排適切的教學策略，並製作語文增潤工作紙，配以教

具，如字卡、動畫等，提升學生在課堂上的學習興趣及聽、

説、讀、寫的能力。 

喜悅寫意：初小中文

分層支援教學模式

（小一） 

小一參加教育局的「喜悅寫意：初小中文分層支援教學模式」計

劃。 

透過整合小一中國語文科校本課程，將「喜閱寫意」的閱讀和寫

作元素，融入課文篇章，彼此契合：一方面教授小一學生學習中

文的基本策略和技巧，建立穩固的語文基礎；另一方面能及早識

別學生的學習困難，並誘發學習能力稍遜的學生的學習動機，以

照顧學習差異和優化課堂教學。 

寫作評講           

（小二至小六） 

設置「寫作評講」課，讓學生透過教師略批、自評、同儕互評及

討論佳句、病句等活動，提升學生修改文章的能力，培養學生寫

作興趣。 

如時間許可，學生也可帶作文回家讓家長參與評估。教師眉批正

稿，檢視學生是否掌握在評講課上的討論成果，最後給予評語，

回饋學生。 

「每日一篇」網上閱

讀計劃 

（小一至小六） 

鼓勵學生每天上網閱讀篇章，幫助學生掌握閱讀策略，從而提升

中文閱讀能力。互動學習的模式也有助培養學生閱讀的興趣及自

學能力。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小一至小六） 

指導學生閱讀課外書籍，引發和培養他們的閱讀興趣，從而提升

閱讀能力；並透過閱讀分享，提升他們的口語表達及組織能力。 

各級必讀書目 
推廣延伸閱讀活動，提供不同的本科必讀書籍，拓闊閱讀空間，

提升學生閱讀能力。 

詞語存摺            

（小一至小六） 

每個學生獲派發一本《詞語存摺》。《存摺》內已預印各種不同類

型的詞語讓學生參考，着他們靈活地運用在課業上。科任老師可

鼓勵學生多看不同類型的課外書，把所學的詞語填寫在存摺內，

積累詞彙。 

齊誦古詩文   

（小一至小六） 

學生於全學年背誦指定古詩，培養學生認識中國文化，欣賞古代

聖賢的智慧，學習先哲的風範，培養良好的美德。 

小一和小四課室設網上「自學角」，着學生於課餘時段自行觀看古

詩文短片，並閱讀該學期的古詩文的增潤學習材料，以便回答自

主學習活動的工作紙。 

學生作品徵集 

徵集恆常寫作中（包括作文、寫作練習）的學生佳作，並上載至

校網，讓其他學生有機會欣賞不同年級同學的作品，藉此提升欣

賞、評價和寫作能力。 

「勤儉明禮‧感恩珍惜  

自律自學‧創新思路」 

寫作比賽 

學生能發揮創意，繼續展現「軒銅人」應具備的良好素質：自律、
明禮 

學生能發揮自主學習的精神，搜集寫作材料，提升寫作能力。 

「勤儉明禮‧感恩珍惜  

自律自學‧創新思路」 

「個人短講」    

（小一至小六）和 

演講比賽 

學生能發揮自主學習的精神，自發地搜集資料，並運手不同的

媒介和工具，以及準確的言辭和適當的語氣，有條理地表達說

話內容。小一和小二同學能運用實物／照片介紹一件物品；小

三和小四同學能運用演講稿，分享一個以自律、明禮或其他德

育主題的名人故事或生活故事；小五和小六同學能運用工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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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小五至小六） 和簡報，有條理地介紹自己的姓名和表達感受。 

香港學校朗誦節 訓練學生參與獨誦比賽，以提升學生的朗誦能力。 

 

 

 

 

 

 

 

 

 

 

 

 

 

 

 

 

 

 

 

 

 

 

 

英文 

 

 

 

 

 

 

 

 

 

 

 

 

 

 

 

 

 

 

 

 

 

 

 

P.1 & P.2 Primary NET 

Scheme: Development 

of Text Sets (DTS) 

Learning English in the NET scheme program at Hennessy Road 

Government School (Causeway Bay) is purposeful and fun. The NET 

scheme aims to develop pupils’ literacy skills (reading, writing and 

phonics) whilst also providing opportunities for oral and listening 

practice as the scheme is an English-only immersion program. The 

LETs and NET work together to provide an environment that is 

engaging and supports building the confidence of our students to take 

risks to communicate in English.  

 

The teachers implement a school-based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that embraces DTS (Development of Text Sets), which opens the door 

for rich multimodal resources that students enjoy out of school into the 

classroom. The themes and concepts of the DTS units are derived from 

the Primary Longman Elect text book topics and draws learning targets 

and objectives from the ELE KLACG's strands of experience, 

knowledge, attitude and values and language skills.  

 

In Primary 1, shared reading is used to introduce students to the 

process of reading. Big books are used so that the whole class can read 

together. Students are exposed to High Frequency Words which 

account for the most part of English vocabulary. Phonics activities 

target the letter sounds of the alphabet and students start learning to 

blend sounds together and sound out simple words. Students practise 

their phonics skills by reading a series of tongue twisters throughout 

the years.  Students are introduced to simple writing tasks. 

 

For Primary 2, students’ reading ability is leveled so that adapted 

storybooks can be given to each student. Guided reading is used in 

class so that students start taking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own reading.  

Phonics focuses on more complex sounds such as clusters, affricates 

and long vowels. Students are introduced to process writing to improve 

their writing skills and write about six different topics throughout the 

year. Values and generic skills are focused upon extensively promoting 

skills such as cooperation, critical thinking, creativity and self-

management. 

P.3-6 Enhancement 

Programme 

A native-speaking teacher is hired to further develop pupils’ oracy 

skills through games and authentic language-rich environment 

established. 

Encourage pupils to communicate and express themselves in English 

fluently and accurately. 

P.1-6 Self-Learning 

Programme 

Pupils do online reading exercises “A Passage a Week” provided by 

Pearson (Longman Elect). 

Enhance learning to read and reading to learn through independent 

reading. 

Pupils record new words learnt from GE/ readers/ storybooks/ 

newspaper etc. on a Self-Study Record Book. Several pieces of writing 

on different topics would also be in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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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P.3-6 Self Reading 

Programme 

Pupils read the class-based storybooks. 

It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self-regulated learning. 

Pupils are encouraged to give an oral book report of their favourite 

book. 

P3-6 School-based 

Process Writing 

Programme 

Process writing is used which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pupils’ 

writing skills through the various steps involved in drafting, revising 

and editing a piece of work. 

P.1-6 English Journal 
Pupils can write on given topics to promote their writing skills and 

creativity. 

P.2-6 Graded 

Worksheets 

Cater for learner differences and cope with pupils’ diversity by 

designing an additional set of grammar worksheets and 

comprehension worksheets. 

P.5-6 English 

Ambassadors Scheme 

(English Story-telling 

Activity & Oral 

Communication) 

English ambassadors are selected from P.5 and P.6 grade levels to tell 

English short stories to P.1-2 pupils in a small group during recess 

time. Students communicate and discuss the books and related topics 

together. 

A harmonious reading environment is created. Pupils are thus 

encouraged to develop their reading habit. English oral interaction is 

also facilitated. 

P.1-6 English Activity 

Motivate pupils’ English learning through activities relating to ‘Be a 

gracious learner, cherish gratefully’ in Key Stage 1 and ‘Be a self-

disciplined learner, think creatively’ in Key Stage 2. Encourage the 

whole-person development of pupils and the enjoyment of learning at 

the new school campus. 

P.1 English Language 

Activities 

Including Tongue Twister Activity, Central Broadcasting Activity, 

One-minute Talk and Language Room Activity. 

Pupils practise their phonetic and listening skills. 

Pupils enjoy various fun and interactive activities in a language-rich 

environment. 

 

 

 

 

 

 

 

 

 

數學 

 

 

 

 

 

 

 

應用題教學(P.1 - 6) 
為培養學生從小開始謹慎審題的態度，在「數」範疇給予學生

題目上有不同難度的應用題練習，以加強學生的審題技巧。 

口算訓練(P.1、P.2) 透過口算訓練，鞏固學生的運算基礎。 

「數學小老師」計劃 

(P.1 - 6) 

提升學生基礎計算的技巧，培養學生勇於承擔及樂於幫助別人的

軒銅人素質。 

數學趣趣尋(P.1 - 6) 

透過提供一些有趣的網上資源、數學故事及數學題目，讓學生體

會數學有趣的地方和了解課本以外的數學知識及培養自學的精

神，讓學生運用數學知識實踐如何關懷別人。 

小型專題研習(P.1 - 6) 
每級安排特定課題以小型專題研習形式進行，讓學生對此課題作

較深入的探討。 

網上自學平台(P.1 - 6) 

為學生安排網上自學平台，培養學生自學的習慣，另外亦為五至

六年級數學能力優越的學生提供一個由教育局及香港資優教育

學苑提供的網上自學課程，藉此讓學生提升學習水平。 

工作紙調適(P.1 - 6) 按各級的學習難點擬定工作紙，當中亦按課題需要加入自學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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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 

和創意或解難的數學題，藉此讓學生接觸多些不同類型的問題，

以啟發學生思考。另一方面，題目亦加入提示以照顧學生在學習

上的差異。 

難點訓練營(P.3) 
在三年級下學期，加入一、二年級的已學單元中的難點作重溫，

從而加強學生掌握解決數學難點的能力。 

數學比賽(P.1 -6) 
在校內舉行數學比賽，讓數學能力較佳的學生有表現自己及獲得

肯定的機會。另一方面，亦可讓學生挑戰自己，以求改進。 

數學思維組(P.5、P.6) 
以課外活動形式，為數學表現優秀的學生提供培訓，提高他們的

數學水平。學校更提供不同機會，讓學生代表參加校外數學比賽。 

趣味數學組(P.1 – 3) 
以課外活動循環組形式，透過數學遊戲或活動，提高學生對數學

的興趣。 

 

 

 

 

 

 

 

 

 

 

 

 

 

 

 

 

常識 

 

 

 

 

 

 

 

 

 

 

 

 

 

科技活動 

五年級在電與生活的單元中，進行了「毛毛蟲車」活動將科技及
自然課題結合。學生運用「閉合電路」的知識組裝毛毛蟲，繼而
參考自然界中的「保護色」概念為毛毛蟲設計獨特的身體。由於
停課關係，活動在網上進行，但無阻學生愛學習、認真探究及勇
於嘗試。 

「常」閱樂 
為配合教育局所提倡<從閱讀中學習>的理念，本科與圖書科合
作，透過鼓勵學生多閱讀來培養學生的閱讀習慣和自學能力。 

P.4-6 

「小小發明家 20-21」 

比賽 

1. 透過培養學生的科學想像力和創新意識，提高他們對科學的
興趣和自身的科技素質。 
2. 引導學生從小學會創造發明，拓展智育，培養在書本之中學
不到的動手動腦能力。 
3. 讓學生在參加科技創新的過程中，學習教學研究的方法。 

第二十三屆「常識 

百搭」(2020-21) 

參與隊伍利用 STEM 方法作出探究，針對主題提出新的構思、改
善方案或建議解決方法。 

小學常識挑戰賽 2020 

加強小學生對通識的認知和思考能力；比賽內容包括：國家發展、
國際視野、個人成長、學術主科、環境保護及未來科學。希望本
校同學在各方面都能發揮所長。 

全港校際尊重版權 

創作比賽 

希望透過填色及設計創作，讓學生發揮及展現對「尊重版權」的
看法和反思。 

年度中國歷史人物 

選舉 2020 

讓學生瞭解到中國歷史人物對國家及社會文化的貢獻，提升其學
習國史的興趣，培養學生對國家民族的認同，及希望引起大家對
社會時事、對國家歷史的更多關注等。 

健康海報設計大賽 

(與視藝科合作參與) 

提高大眾對《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香港法例第 390 章）的
認識，同時藉著健康的創作活動，鼓勵青少年遠離淫褻及不雅物
品與暴力電子遊戲。 

華萃薪傳─全港小學中

國歷史文化常識問答

比賽 

(與中文科合作參與) 

加深學生對歷史文化的認識，提高學習興趣，同時希望透過此比
賽營造學習中國歷史與文化的氛圍。 

 

電腦 

 

 

 

 

校本電腦課程 

(P.1 - 6) 

為切合時代需要，本校為高小學生提供編程課程。除了書商所提
供的《數碼教育新世代》網上學習平台外，本校亦為學生提供其
他網上學習平台如 e-class、小校園等，藉以培養學生自學精神，
更讓學生運用所學的電腦知識及技巧在專題研習等不同的學習
活動上，達致提升學生自學能力及培養其終身學習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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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 

打字比賽(P.1 - 6) 

為培養及提升學生應用資訊科技的能力，本校每年都舉辦打字比
賽，鼓勵學生熟習打字技巧，並為各科應用資訊科技學習及終身
學習打下穩固基礎。 

電腦興趣小組 

在課外活動時段舉辦電腦班，教授學生程式編寫課程，訓練學生
邏輯思維和解決問題的方法等。在集中精神編寫程式的過程中，
也可訓練學生意志和操行。 

普通話 
普通話週(P.1 - 6) 

由高年級同學擔任大使，帶領同學進行普通話活動，藉以提高
學生運用普通話的機會。 

香港學校朗誦節 訓練學生參與獨誦比賽，以提升學生的朗誦能力及自信心。 

音樂 

管弦樂團/木笛團 

本校已於 2021 年開辦了各類樂器班。所學習的樂器包括弦樂、管
樂、敲擊樂及木笛。本年度共開設不同的樂器班，包括管弦樂團
訓練深造班 74 人，管弦樂團訓練進階班 26 人，管弦樂團訓練基
礎班 58 人，木笛進階訓練班 25 人，木笛訓練班 21 人，全校約
204 名學員。當基礎班學員的演奏技巧達至熟練程度時，會由導
師推薦加入本校管弦樂團或木笛團。現時團員每星期排練，過程
中，他們學懂聆聽、嚴守紀律及合作。樂團除了在校內表演外，
還經常獲邀到校外演出。透過演出，團員不但在演奏技巧、自信
心、滿足感及合作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得著，而且豐富學習經
驗，為他們的小學階段帶來美好的體驗。更寶貴的，他們發現了
音樂世界這個寶庫，從中享受它的歡愉及真、善、美。 

香港學校音樂節 訓練學生參加合唱及木笛獨奏比賽，提升學生的合唱及吹奏技
巧，擴闊視野音樂。 

 

視覺 

藝術 

 

 

 

 

 

 

 

視覺藝術 

本科著重發展學生的美感、創意及評賞能力。學生透過和各式各
樣的活動來學習，包括︰互動欣賞和討論不同名家的作品，以豐
富視覺學習的內容；對作品的自評及互評以增加學習興趣、創作
動力及提升評賞能力；積極推動學生參加校內外比賽及出外參觀
展覽，藉此增加其創作信心及擴展藝術視野，讓藝術與生活各方
面結合，提升藝術表現。  

透過課外活動(書法、摺紙和動畫組)，提升學生在視覺藝術的興
趣和能力。 

親子海報設計比賽 
培養「勤儉明禮．感恩珍惜 自律自學．創新思路」的素質，於設計過
程中學生自發搜集設計相關資料，藉此提高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小畫家天地 
通過「小畫家天地」展示學生的優秀作品，肯定學生的創作成果，
讓學生有更多機會觀摩同學的作品。 

體育 

班際比賽 

P.1-6─競技遊戲 

透過班際比賽，使學生在班中團隊建立合作精神，更投入享受校
園生活。 

SportACT 獎勵計劃 

本校以全校參與模式響應此獎勵計劃，旨在鼓勵學生持之以恆地
參與體育活動，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 

 

 

 

圖書科 

 

 

 

 

我的閱讀進程檔案 

與各科緊密聯繫，利用閱讀配合以鞏固各科學習(包括中、英、數、
常、電腦、視藝、體育、音樂、普通話及圖書科)，讓學生可以進
行延伸學習，將閱讀層面從「消閒」走進「學習」。 

「班際閱讀電子圖書

龍虎榜」活動 

透過活動鼓勵學生養成閱讀的習慣，推廣校內閱讀風氣及激勵學
生團隊精神。 

我「閱」、我「感」、 為學生提供一個分享平台，與讀者一起感受書中人物的遭遇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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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科 

 

我「說」、我「聽」 與悲，從而有所感動，再而產生共鳴。 

「開心借閱計劃」 
鼓勵同學善用學校圖書館資源借閱知識性或英文圖書，以配合學
科學習。 

「童作‧夢」 

為同學提供一個創作平台，嘗試當作家的滋味，亦讓他們的作品
到處「漂流」，給不同的讀者欣賞，讓同學們在「自評」、「互評」
及「老師的回饋」中反思，力求進步。 

 

 各科學習活動、聯課活動、學習日及其他活動 

(一) 中文科： 

2020-2021 年度中文科校內活動 

 進行日期/時段 活動名稱 活動對象/獎項 

1. 9/2020—6/2021 
「勤儉明禮•感恩珍惜  自律自學•

創新思路」寫作比賽 

P.1-6 

（各級設冠、亞、季各 1

名） 

2. 10/2020—5/2021 
「勤儉明禮•感恩珍惜  自律自學•

創新思路」個人短講 

P.1-6 

 

3. 5/2021—6/2021 
「勤儉明禮•感恩珍惜  自律自學•

創新思路」備稿演講比賽 

P.5-6 

各級寫作和演講組別各設
冠、亞、季各 1 名和優異
獎 2 名 

4. 9/2020—5/2021 
滲入「軒銅人」核心價值的單元

教學設計活動 
P.1-6 

5. 10/2020—5/2021 齊誦古詩文˙自學一點通 P.1-6 

6. 9/2020—6/2021 中文科主題壁報 P.1-6 

7. 3/2021 中文科專題展覽 P.1-6 

8. 10/2020—6/2021 校內作品徵集 P.1-6 

9. 10/2020—6/2021 「每日一篇」閱讀計劃 P.1-6 

10. 10/2020—6/2021 詞語存摺 P.1-6 

 

2020-2021 年度中文科校外活動 

 進行日期/時段 活動名稱 活動對象/獎項 

1. 9/2020—12/2020 
第 72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詩獨誦） 

P.1-6 

冠軍：3 人 

亞軍：3 人 

季軍：5 人 

優良獎：30 人 

良好獎：28 人 

2. 
10/2020—12/2020 「理想家園」第十四屆徵文比賽 

P.1-6 

成功入圍：1 位 

3. 9/2020—6/2021 

2020—2021 年全國青少年語文知
識大賽「菁英盃」現場作文 

（香港賽區） 

P.3-6 

總決賽一等獎：6 人 

總決賽三等獎：6 人 

4. 11/2020—6/2021 2020／21 明報小作家培訓計劃 
P.3-4 

成功入圍：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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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2/2020—1/2021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 2020/2021 
P.4-6 

各級 1 位代表 

6. 10/2020—2/2021 
「知識˙資優」盃創意徵文比賽
2021 

P.4-6 

銅獎：3 人 

優異獎：2 人 

7. 1/2021—5/2021 
腹有詩書──全港小學校際中國語

文常識問答比賽 

P.4-5(10 人) 

第十七場初賽第二名 

8. 3/2021—6/2021 
華萃薪傳——全港小學中國歷史
文化常識問答比賽 

P.4-6(78 人) 

「十八區卓越表現獎」灣
仔區第二名 

 

(二) 英文科： 

2020-2021 年度英文科校內活動 

 進行日期/時段 活動名稱 活動對象/獎項 

1.  10/2020 – 5/2021 A Passage A Week P.1-6  

2.  9/2020 – 6/2021  Central Broadcasting P.1-3 

3.  9/2020 – 6/2021 One-minute Talk P.4-6 

4.  9/2020 – 6/2021 English Drama P.3-4 

5.  30/10/2020 Halloween Activity P.1-6 

6.  10/2020 – 6/2021 Language Room Activity P.1–2 & English 

Ambassadors 

7.  2/2021 – 3/2021 Cross Curricular Activity P.1-6 

8.  29/3/2021 Book Day – Dress as a book 

character 
P.2 

9.  29/3/2021 Book Day – Down the Runway P.1 

10.  4/2021 English Learning Activity at 

School Hall 
P.2- 6 

 

2020-2021 年度英文科校外活動 

 進行日期/時段 活動名稱 活動對象/獎項 

1. 9/2020 – 12/2020 72nd Hong Kong School English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P.1- 6 
2nd Runner up:3 人 
3rd Runner up:8 人 
Certificate of Merit；65 人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4 人 

2. 30/4/2021 SCHOLAR – Story Monster  P.4 

3. 26/4/2021 SCHOLAR – Language Lab P.2-3 

4. 13/5/2021 English Dun Day – Clementi 

Secondary School 
P.5 

5. 14/6/2021 – 

25/6/2021 

SOW Picture Book Design 

Competition 

P.1- 3 

Commendable Award 

(三) 數學科： 

2020-2021 年度數學科校內活動 

 進行日期/時段 活動名稱 活動對象/獎項 

1. 9/2020-5/2021 口算訓練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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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2021-3/2021 數學小老師 P.1-6 

3 9/2020-5/2021 《數學趣趣尋─軒銅與我》 P.1-6 

4. 10/2020-5/2021 現代小學數學(第二版)學生網 P.1-6 

積極參與獎 

(全年 84 人次) 

最佳表現獎(全年每級 10 位) 

5. 9/2020-5/2021 小型專題研習 P.1-6 

6. 9/2020-5/2021 應用題教學 P.1-6 

7. 10/2020-6/2021 數學自學壁報 P.1-6 

8. 10/2020-6/2021 難點訓練營 P.1-6 

9. 22/2/2021-

12/3/2021 

數學科的專題展覽 P.2-6 

10. 9/6/2021 校內數學比賽 P.1-6 

各級各設冠、亞、季各 1 名 

11. 23-7-2021 「商校合作計劃」理財教育活動 P.2 

P.5(28 位理財大使) 

 

2020-2021 年度數學科校外活動 

 進行日期/時段 活動名稱 活動對象/獎項 

1. 10/2020-5/2021 ZOOM 奧數班 P.3-6(39 人) 

2. 5/12/2021 第七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決賽 P.5-6(37 人)優異奬:25 人 

3. 9/2020-6/2021 教育局數學科網上自學課程 P.5-6(16 人)成功入選 5 人 

4. 10/6/2021-

21/6/2021 

 

全港中小學 SNC 國際數學能力測

試及比賽 

P.1-5 
優異:65 人 
良好:139 人 
基準:147 人 
合格:117 人 

(四) 常識科： 

2020-2021 年度常識科校內活動 

 進行日期/時段 活動名稱 活動對象/獎項 

1. 10/2020-7/2021 STEM 科技活動樂繽紛： 

P.1：魔法幻影-籠中鳥 

P.2：自製竹蜻蜓 

P.3：迷你吸塵機 

P.4：自製風力─發電機扇葉 

P.5：電動爬蟲 

P.6：探究槓桿原理 

P.1-P.6 

2. 27/4/2021 P.4 LEGO®  Education WeDo 2.0 

STEM FUN DAY 

P.4 

3. 29/1/2021 

21/4/2021 

P.5 Micro:bit 模型火箭車 FUN 

DAY 

P.5 

4. 24/3/3021 P.6 Micro:bit 模型火箭車 FUN 

DAY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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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度常識科校外活動 

 進行日期/時段 活動名稱 活動對象/獎項 

1. 10/2020-2/2021 「歷史人物選舉 2020」第一階段 P.1-6 

最踴躍投票獎 

入選「歷史人物選舉

2020」第二階段 

2. 3/2021-6/2021 「歷史人物選舉 2020」第二階段 P.6 嘉許獎 

3. 11/2020-6/2021 「常識百搭」小學 STEM 探究展

覽 

P.6 嘉許獎 

4. 28/2/2021 小學常識挑戰賽 2020 P.4-6 

5. 1/2021-6/2021 全港校際尊重版權創作比賽 P.1-6 

6. 4/2021-7/2021 華萃薪傳─全港小學中國歷史文化

常識問答比賽 

P.4-6 

灣仔區第二名 

7. 4/2021-6/2021 健康海報設計大賽 P.1-6 

8. 3/7/2021 「micro:bit 模型火箭車比賽 

2020-2021」(香港區初賽) 

10 組(P.5-P.6) 

一等獎：2 組 

二等獎：6 組 

6RG5 組及 5SG2 組進入香

港區總決賽 

9. 31/7/2021 「micro:bit 模型火箭車比賽 

2020-2021」(香港區總決賽) 

6RG5 組 

(香港區第 12 名) 

5SG2 組 

(香港區第 13 名) 

 

(五) 視覺藝術科： 

2020-2021 年度視覺藝術科校內活動 

 進行日期/時段 活動名稱 活動對象/獎項 

1. 9/2020-10/2020 親子海報設計比賽 P.1-6 

各級設冠、亞、季各 1

名，優異獎 3 名 

2. 2/2021 春節賀年親子創作比賽 P.1-6 

各級設冠、亞、季各 1

名，優異獎 3 名 

3. 1/3/2021-

12/3/2021 

中文書法課程 P.3 

4. 9/2020-6/2021 小畫家天地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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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度視覺藝術科校外活動 

 進行日期/時段 活動名稱 活動對象/獎項 

1. 3/2021-5/2021 香港品質保證局理想家園：第十

四屆徵文、攝影、微電影、繪畫

及海報設計創作比賽 

P.1-6 

2. 1/2021-4/2021 香港電台：《大自然逐樣講》生

態紀錄電視節目封面設計比賽 

P.1-6 

3. 4/2021-5/2021 「認識憲法、《基本法》——與

法治同行」 善德基金會全港小學

繪畫比賽 2021 

P.1-6 

中小組亞軍 1 名 

初小組優異獎 1 名 

4. 3/2021 國家安全校園壁報設計比賽 P.1-6 

 

(六) 音樂科： 

2020-2021 年度音樂科校內活動 

 進行日期/時段 活動名稱 活動對象/獎項 

1. 9/2020-6/2021 唱頌《請謝謝對不起》 P.1-6 

2. 2/2021-7/2021 親子再生樂器設計活動 P.1-2 

3. 2/2021-7/2021 《作曲好 easy》 P.5-6 

4. 6/2021-7/2021 齊展才華音樂交流會 P.1-6 

 

2020-2021 年度音樂科校外活動 

 進行日期/時段 活動名稱 活動對象/獎項 

1. 5-2-2021 「我係美樂主持」 P.5-6 

2. 2/2021-4/2021 第 73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P.1-6 

冠軍：4 人 

亞軍：6 人 

季軍：3 人 

優良獎：26 人 

良好獎：9 人 

 

(七) 體育科： 

2020-2021 年度體育科校內活動 

 進行日期/時段 活動名稱 活動對象/獎項 

1. 7/6/2021-

18/6/2021 

班際比賽 P.1-P.6 

2. 12/7/2021-

13/7/2021 

運動挑戰日 P.1-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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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普通話科： 

 2020-2021 年度普通話科校內活動 

 進行日期/時段 活動名稱 活動對象/獎項 

1. 9/2020-6/2021 輕鬆自學聲韻調小冊子 

 

P.1-6 

2. 9/2020-6/2021 普通話基礎班、進階班 

 

P.1-6 

3. 9/2020-6/2021 分享樂繽紛活動 

 

P.1-6 

4. 9/2020-1/2021 朗讀國歌活動 P.1-6 

 

2020-2021 年度普通話科校外活動 

 進行日期/時段 活動名稱 活動對象/獎項 

1. 3/2021 2020/21 普通話講故事比賽------成

語故事 

P.3-4(4 位學生) 

優異獎 1 人 

2. 9/2020-1/2021 第 72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 P.1-6 

冠軍： 4 人 

亞軍： 6 人 

季軍： 3 人 

優良： 26 人  

良好： 9 人 

3. 10/5/2021-

28/5/2021 

普通話周 P.1-4 

 

 

(九) 電腦科： 

2020-2021 年度電腦科校內活動 

 進行日期/時段 活動名稱 活動對象/獎項 

1. 1/2021-3/2021 「軒銅精神遍校園」親子海報設

計活動 (低年級課業展覽) 

P.1-3 

2. 2/2021-6/2021 製作電子心意燈 P.4 

3. 2/2021-6/2021 製作 scratch 遊戲 P.5 

4. 2/2021-6/2021 編程控制無人機 P.6 

5. 5/2021 英文打字比賽 P.1-6 

6. 5/2021 中文打字比賽 P.3-6 

 

 

 

 

 

 

 

https://hgp.hkcampus.net/CustomPage/paragraphGroup.aspx?ct=customPage&webPageId=22&pageId=296&cpmId=338
https://hgp.hkcampus.net/CustomPage/paragraphGroup.aspx?ct=customPage&webPageId=22&pageId=296&cpmId=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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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度電腦科校外活動 

 進行日期/時段 活動名稱 活動對象/獎項 

1. 28/9/2020-

15/11/2021 

校際網上知識產權問答比賽 P.4-6 

2. 28/9/2020-

31/11/2020 

微動畫創作比賽 ─成就「我的未

來」教室 

P.1-6 

3. 1/12/2020-

7/12/2020 

2020 國家憲法日網上問答比賽 P.3-6 

4. 18/2/2021 全港澳師生網上打字比賽 P.1-6 

5. 26/3/2021 防疫及護眼知識網上問答大比拼

Best Covid Online Quiz Competition 

P.1-6 

6. 12/4/2021-

19/4/2021 

2021「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網上

問答比賽」 

P.3-6 

 

(十) 圖書科： 

2020-2021 年度圖書科校內活動 

 進行日期/時段 活動名稱 活動對象/獎項 

1. 9/2020-8/2021 香港教育城的「e 悅讀學校計劃」 P.1-6 

2. 9/2020-6/2021 我「閱」、我「感」、我

「說」、我「聽」 

P.1-6 

3. 10/2020-5/2021 「我的閱讀進程檔案」 

閱讀獎勵計劃(閱讀小鐵人) 

P.1-6 

4. 10/2020-6/2021 開心借閱計劃 P.1-6 

5. 10/2020-12/2020 「童作‧夢」 P.1 

6. 15/1/2021 網上學生閱讀講座 P.4-5 

7. 2/2021-5/2021 班際閱讀電子圖書龍虎榜比賽 P.1-6 

8. 3/2021-6/2021 「我是軒銅人」拍攝影片活動 P.1-6 

9. 3/2021-4/2021 「閱樂起動」(介紹品德圖書) P.1-6 

10. 4/2021-5/2021 書籤設計比賽 P.1-6 

 

2020-2021 年度圖書科校外活動 

 進行日期/時段 活動名稱 活動對象/獎項 

1. 11/2020-1/2021 2021 年 4‧23 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

(香港公共圖書館主辦) 

P.1-6 

初小組優勝獎 

2 名 

 

2. 1/2021-3/2021 第十八屆小學生書叢榜比賽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主辦) 

P.1-6 

親子組優異獎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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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課程管理： 

 在課程管理方面，本校透過課程統籌主任領導各科主任，各科主任帶領各級級任老師推行各

科工作計劃，此架構讓教師有所支援，各司其職。校方安排足夠時間給教師分享教學經驗，

各科組不時檢討課程實施的成效並作出跟進。本校設有共同備課(教研)時段，讓教師交流教

學心得及技巧。在進行同儕觀課時，觀課老師能從即時的課堂觀察和課後觀看同儕的教學錄

影片段有所得益，施教者亦可從試教後的討論和同儕觀課記錄中獲得同儕的意見，這有助同

儕之間互相觀摩和學習，改善教學的技巧，促進教與學的效能。學校除了賦予科主任觀課的

職權外，還給予他們查簿、審閱試卷的職權，讓科主任了解本科各級的課程設計及學生表現，

從中檢視整個學科的課程。在課業檢視後，科主任會在科務會議中進行課業檢視分享，讓各

同事更了解校方的要求，從而作出改善，並給予同事正面的回饋，讚賞表現優秀的同事。在

科組活動後，科主任亦有收集教師、學生或家長的意見，令日後活動的推行更完善。本校透

過不同持分者問卷、各科組的工作計劃評估報告和教師任教科目所填寫的年終評估，全面評

估各科課程的政策和活動的施行效果，並以此作為來年工作的定位，有助科務發展。 

6.3 教學策略和技巧： 

 在教學策略和技巧方面，大部份教師均具多於十年的教學經驗，為促進學與教的效能，他們

會積極運用不同的教學策略，例如小組討論、角色扮演、同儕分享等學習活動，讓學生體驗

不同的學習經歷。學校十分重視課堂的提問，老師會按不同的提問層次，讓不同能力同學回

答不同層次的問題。老師在設計活動時會注意照顧個別差異和滲入合作學習元素，學生在進

行分組活動時，能有更多參與的機會，同時亦讓學生在分組合作中學習取長補短，以達致優

差並進的效果，提高學生的高階思維及學習興趣。 

 老師在進行同共備課時，在合適的單元中滲入自主學習策略及合作學習的元素，同時亦加入

了不同的教學策略。在教學過程中着重不同層次的提問，同時亦注意班與班之間的差異，或

因應學生的學習進度調節教學內容和策略，教學效果良好。 

 本校一直致力推行小班教學，為了讓各班有更良好的學習氣氛，老師在課堂間滲入「四高」

元素(即高動機、高參與、高展示和高回饋)。課堂中滲入不同的學習策略，當中包括合作學

習、小組競賽活動和分組活動等，以刺激學生的學習動機，讓學生投入學習，主動參與課堂

活動。另外，老師亦會在課室展示學生良好的課業，把各科活動材料張貼在課室及走廊的壁

報板，為學生營造一個合適的學習環境，讓他們感到成功。課堂中，老師透過觀察和提問了

解學生的學習，並檢視學生的課業，作出適切的回饋。此外，透過加插班級經營策略，營造

一個理想的教與學環境。 

 在學生學習方面，學生在課堂上愛主動發問，喜歡分享己見，積極回答問題，其中尤以低年

級學生為甚。本年度各班仍然採用小組分組競賽方法，讓學生更投入學習。學生普遍積極參

與課堂活動，他們大都熱愛從小組競賽活動中學習。從每學年抽樣檢視的課業中可見，大部

分學生都能認真地完成課業。從學生的筆記、Self Study Record、「數學趣趣尋」學習冊、筆

記工作紙，以及其他自學課業顯示，學生能運用老師提供的學習方法學習，自學能力已日漸

建立。 

 

6.4 多元評估策略 

 學習評估方面，本校評估政策清晰和公開。評估政策分為階段性及總結性。教師會採用不同

形式的評估，如觀察、提問、自評、紙筆測試等。中文科的寫作中引入學生互評及家長評核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學校報告(20-21)P.36 

 

活動，讓學生接受不同的意見，從而修正自己的文章，以達致培養精進力；數學科以「想想

算算活動」讓學生作定期階段性評估，自我檢視學習表現，亦有助教師檢視教學成效；視藝

科有一套持續評估(包括：教師評核，學生自評和互評)的機制；音樂科會從唱歌和樂器考核

學生的音樂知識和技能；體育科除了由老師評估學生的表現外，亦讓學生進行自評及互評。

每學期會進行一次測驗及一次考試作總結性評估，以不加重學生學習壓力為宗旨。還有中、

英文科亦會安排說話和聆聽的評估。評估目的在於引導學生展示其知識、技能和態度方面的

能力，從而修訂教學計劃及調整教學策略，提升學與教的成效。本校有完善的審閱試卷和公

平的評卷制度。在一般測考，本校有一套為有特殊需要的學生提供協助的機制。本校會按科

目發展和需要檢視及修訂評估政策。各科有制定家課種類、頻次、數量、內容和批改的指引。 

 本校有系統地記錄學生學業上的評估資料，檢視學生的學習進度。科任教師亦會在每次測考

之後分析學生的試卷，檢視學生表現，再由科任老師和科主任一起給予改善建議，並作跟進

活動。各科科主任會適時檢視學科發展和教學成效，調適了學科的發展方向，更利用有關資

料作為制定每年學科工作計劃的內容。據問卷顯示，本校教師表示會安排不同的教學方法、

教學時會注意提問技巧、能嘗試利用課室管理策略來控制課室秩序，這反映教師對自己的教

學有高信心，據觀察老師課堂錄影片段，可顯示老師的教學漸見提升，這有助提升教效能。 

 

6.5 STEM 課程 

 配合教育局提倡的四大關注項目，本校於四至六年級推行「STEM FUN DAY」取代因疫情關

係而暫停的 P.4-P.6 STEM 專題研習雙週。「STEM FUN DAY」除了培養學生溝通、協作、解

難、創意、明辨性思考、運算、運用資訊科技、自我管理及研習等九大共通能力外，還加入

STEM 元素，在科學、科技及數學三大範疇上讓學生建立知識基礎，並加入「翻轉課堂 Flipped 

classroom」元素，讓學生按自己的學習情況安排學習，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強化學生綜合

和應用數學科、常識科及普通電腦科的知識與技能的能力，以達致全方位學習。 

 本學年，本校於各級常識科內安排「STEM 科技活動樂繽紛」以優化常識科技日活動。「STEM

科技活動樂繽紛」為校本 STEM 專題學習活動，以 PICKER 的六大元素設計貫徹整個 STEM

學習流程，包括問題解難(Problem solving)、科學探究(Investigation)、團隊協作(Collaboration)、

知識應用(Knowledge)、工程素養(Engineering)及修訂改良(Refinement)。學生先了解科學及科

技在日常生活中的影響；透過探究情境，學生須辨識真實世界的問題，並想出解決方法，強

調學生的解難能力；學生需要應用所學的科學、科技及數學知識，為解難問題奠定基礎；學

生設計及製作作品，並通過分析測試及收集數據來改良作品；完成改良及測試後，學生在課

堂上展示成果。 

 本校參加由皇仁書院舉辦的第五屆「小小發明家」資優創意計劃，主題為「想創校園遊」，是

次比賽透過運用網上平台 ARTSTEP 進行，學生需要學習創作及設計屬於自己學校的網上校

園展覽並設計遊覽路線。皇仁書院於 4 月 24 日進行網上公眾投票及公布各項比賽成績，本

校代表榮獲「最受歡迎展覽廳」大獎及「最佳展覽廳銀獎」兩項大獎。 

 本校參加由尊科數碼教育服務有限公司(Trumptech)主辦的 micro:bit 模型火箭車比賽 2020-

2021，學生需要自行組裝及改良自行設計的火箭車，以達到由於疫情關係，大會安排香港區

初賽賽事於 7 月 3 日以網上直播的方式直擂所有賽事。學生先利用模擬風速軟件 Wind Tunnel 

Free 設計車身，並切割車體的形狀，再按火箭車穩定性、車身對稱及計算車身重心等 STEM

原理設計火箭車，本校參賽的 10 組隊伍在高小組中脫穎而出，2 組榮獲「一等獎」及 6 組獲

得「二等獎」獎項，成績斐然。2 組榮獲「一等獎」的學生於 7 月 31 日代表本校參加「micro:bit 

模型火箭車比賽 2020-2021」總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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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參加由教育局主辦的第二十三屆「常識百搭」小學 STEM 探究比賽，學生代表以「機場

引路行李車」作為本年的探究題目，希望發明一部把遊客帶領到不同的地方及避免人與人的

接觸及防止傳染病的行李機械車，從而讓旅客得到更全面的照顧。本校代表於是次比賽中榮

獲「嘉許獎」。 

6.6 電子學習 

 本學年，本校繼續在電腦科、數學科、常識科、音樂科及視覺藝術科推展電子學習課程。高

年級電腦科繼續發展校本運算思維(Computational Thinking)課程，讓學生進一步正確運用序

列(Sequence)、循環(Loops)、事件(Events)、條件(Conditionals)、運算符號(Operators)等基礎計

算思維概念去創作和表達自己的想法，將編程與現實生活中的問題連繫起來。四至六年級以

Scratch、mBot、micro:bit 及航拍機編程等小學編程教育作為訓練學生運算思維的工具，培養

學生二十一世紀所需要的創造力、協作和解決問題能力，以及使他們具備創新思維與及企業

家精神。 

 音樂科在五、六年級推行 Noteflight 課程，學生能利用 Noteflight 軟件創作樂曲的旋律及節

奏； 懂得儲存及修改自己創作的旋律及節奏；以及利用 Noteflight軟件欣賞其他同學的作品。 

視覺藝術科在三、四年級推行 I Motion(定格動畫)課程，讓學生認識定格動畫的原理及相關

理論，以及運用平板電腦製作定格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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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7.1 學生支援層面 

學習支援津貼 

 本校於本學年推行「學生學習新資助模式」教育，獲教育局撥款$555,510，支援有特殊學習

需要的學生。校方運用此畢撥款從教師及學生兩方面進行支援。 

 校方聘任兩位教學助理進入 4S 及 6S 班提供支援，讓學生專心學習。這種安排令教師在課

堂管理及學生學習方面，相得益彰。此外，兩位教學助理亦會協助小組導師進行小組活動

及在小息時為有需要的學生以遊戲方式進行社交訓練，協助提升學生的社交技巧。 

 校方為提升學生的中文能力，在課後開辦小二及小五中文課後輔導班，每星期上課一次，

由本校任教中文科的老師擔任導師。除了中文輔班外，校方還開設了有小二至小六英文及

小二至小五數學課後輔導班。老師表示同學上課的表現積極，也能完成老師提供的增潤工

作紙，個別同學在網課表現更較面授課積極，自信心提升了。老師反映部份學生仍需要加

強個別輔導。 

 校方提供課後 Zoom 社交技巧班予本校一至六年級患有自閉症的學生參加，其中二年級、

三、四年級及六年級三組參加由教育局主辦、賽馬會協辦之「喜伴同行計劃」，此計劃的目

的是為自閉症學童提供小組訓練，幫助他們改善社交溝通及情緒調節能力；並為老師及家

長提供專業諮詢。計劃小組導師為他們在 Zoom 課堂上進行遊戲，以加強他們的溝通及社

交技巧。另外，六年級的課堂中加入有關升中的社交故事，以協助學生日後升中時將會面

對的轉變。從課堂的觀察所得，學生都能積極投入參與，也表示喜歡課堂的活動。導師表

示大部分同學能於小組期間實踐所學，如在小組中遊戲中能接受輸贏、合宜地分工合作等。

從問卷調查知道，100%學生喜歡參與小組活動、覺得小組活動很有趣及參加小組後，他們

和老師的關係更好。80%學生認為他們會運用小組所學到的技巧應用於日常生活中；並覺

得參加小組後，他們和同學相處更融洽和覺得校園生活更愉快；他們遇到困難時，在學校

能夠得到更多幫助。而在家長諮詢時間時，家長較多問及關於情緒調控及專注力，導師會

透過分享學生於小組中表現和一些管教技巧，讓家長認識到可以如何引導子女在小組以外

的時間，亦能實踐所學。 

 學校為患有專注力不足及過動症學生開辦執行技巧/專注力訓練班(以 Zoom 進行)，目的是

透過一系列結合有關專注力不足之心理、輔導理念的訓練活動增強他們的自我覺察能力，

從而加強他們的學習動機及效率，及加強他們抑制衝動行為及自我管理的能力，以幫助他

們應付和在學習社交上遇到的困難。從問卷調查所得，超過 85%學生喜歡小組的內容、導

師經常鼓勵他們積極和正面地去表達自己的意見及他們能投入課堂活動。大部分學生認為

課堂活動能提升他們的專注力及課堂活動訓練令他們更有自信。 

 為提升一年級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生在中文及英文科的讀寫能力，本校下學期採用外購服

務開辦小一 Zoom 中文及英文讀寫小組，配合學校課程內容，教授學生讀寫技巧。從問卷

調查所得，85%學生認為小組能增加他們對中、英文學習的興趣及信心；學生亦表示導師

關心他們的學習需要。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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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利用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撥款與坊間機構合作舉辦課後學習活動，目的是為一至

六年級家境清貧的學生，提供可持續的課後支援計劃，幫助學生建立自信及與人溝通技巧，

培養他們自律的態度幫助清貧學生全人發展及個人成長。 

 本校與坊間機構合辦興趣班，包括小一及小二英文拼音班(班)，小三及小四趣味英文班(兩

班) ，透過多元有趣的學習活動學習英文詞彙，寓學習於遊戲之中。此外，亦為小五、小

六舉辦 Micro:bit 機械編程班(一班)，給與機會讓學生增加編寫程式的技巧，而且從中了解

計算思維的方式。學生積極參與整個課程，每個興趣班的學生出率均達 90%以上。從問卷

調查所得，85%學生認為自己積極參與整個課程、明白老師所授的內容及課程內容對他們

有幫助；此外，亦有 85%學生認為小組導師師熱心教學及在課堂上樂意指導他們。學生及

家長均希望校方能再舉辦類似課程。 

言語治療支援 

 本校在本學年開始推行「加強校本言語治療服務」。校本言語治療師在本學年期間，80%工

作時間在本校服務，為學生進行言語評估及治療。 

 治療層面方面，本校目前共有 82 位學生正接受個別或小組形式的言語治療服務。同時，校

本言語治療師會透過邀請家長出席觀課、與家長通電及於家長日與家長會面，讓家長了解

學生的治療進度與困難。此外，校本言語治療師會進行入班觀課、個案會議及參與教研會

議，以更加了解學生平日的上課情況，以便建議相關的教學策略建議。 

 預防層面方面，校本言語治療師為家長舉行了兩次網上講座，題目為《故事演說樂繽紛》

及《演講敘事樂無窮》，向家長介紹六何法、故事文法，及透過親子故事及遊戲協助家長及

學生提昇其敍事技巧。有超過 90%或以上家長認為工作坊有助提升其對學生敍事能力的認

識。此外，為協助老師應對網課，校本言語治療師舉辦了一次網上教師工作坊，題目為《網

課護聲小貼士》。所有老師均認為工作坊有助其對聲線護理的認識，預防聲線問題。 

 提升層面方面，校本言語治療師將於下學期為四年級學生進行中文科協作教學，提升學生

的故事描述及口頭報告技巧。老師均認同協作教學內容切合學生的需要，及認為運用敍事

結構框架有助能力稍弱的學生組織口頭報告內容。另外，為提升同學對故事文法的認識及

應用，在下學期四月份舉辦親子說故事比賽(一、二年級) 、四格漫畫故事創作比賽(三、四

年級) 及短篇故事創作比賽 (五、六年級)。 

非華語學生支援 

 本年度本校獲教育局撥款$800,000，支援 12 位非華語學生。校方運用此筆撥款為各級的非

華語學生提供以下額外的中文支援服務，包括聘請兩位中文科合約支援老師專責協助推行

校本改善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教計劃，分別在中文課堂上進行抽離小組教學及融合教學，

並安排一位支援老師於課後為每位非華語學生提供一小時的網上個別支援去跟進有關學

生學習中文正規課程的進度，並輔以中文識字簡報以讓學生更有效學習更多的中文字詞。 

 校方每天課後下午時段安排聖雅各福群會延續教育中心的導師透過 Teams 有系統地教導

同學去學習中文課程以內的知識及提供支援中文功課輔導。從課堂的觀察所得，學生都能

積極投入參與，也表示喜歡課堂的活動。 

 為提升非華語學生對學習中文的興趣，本年度購買了網上中文學習平台《星願思語》及《星

夜重圓》給學生在家中進行自學活動。大部分學生認為透過遊戲去學習中文，能提升他們

的語文能力及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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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解非華語學生的情緒問題及學習需要，支援老師不時致電陽光電話與家長溝通，並透

過 Teams 與個別非華語學生進行課後個人中文輔導，有效地支援非華語學生的家長。 

 本年度校方安排了 2 位非華語學生參加教育局舉辦的 2020/21 非華語學生中文寫作及才藝

比賽(小學)，其中一位同學在說話組別獲得小二級季軍。 

 100%非華語學生對學習中文的興趣提升了，大部份的非華語學生家長學生也認同子女的中

文水平也有持續性的進步，所以校方會安排支援老師在暑假期間預備製作校本非華語學生

中文科工作紙(語音版)。希望透過點讀筆有助學生在新學年在家中自學，亦能減輕家長面

對教導子女中文功課的壓力。 

小小老師計劃 

 本年度有 22 位四年級學生參加小小老師計劃，他們的職責是在上學期到一年級課室關顧

及陪伴一年級學生，教導他們一些自理能力，例如：整理及收拾桌子、寫家課冊等。小

小老師會與一年級學生傾談及分享學習心得，以實踐軒同人素質「自律明禮」及「關

愛」。本年度因疫情減少了面授課時，小小老師更以送贈心意卡作出文字式的關懷。一年

級學生收到時不但感到歡喜，還感受到校園裏充滿了關懷、愛護。作為小小老師的學生

亦十分喜歡參加這個有意義的計劃。 

 

7.2 學生輔導層面 

 為了有系統地推展學校的學生輔導支援工作，本校已成立輔導組以策劃及統籌相關的輔導

支援服務。每班每月約有一至兩節的成長課，課程貫通各種價值教育以幫助學生建立正面

的價值觀和態度。另外，為配合學校的關注事項一「培養一個有素質的軒銅人」，德育及公

民教育組與輔導組本學年繼續為任校學生推行適切的校本活動如「課室常規」和「欣賞軒

銅人」，以加強學生「勤儉樂勇 自律明禮」的良好的品德。 

 為成長需要的小四至小六學生舉辦「成長的天空計劃」，內部包括小組活動、義工服務、訓

練營及親子活動等，以協助同學們訂立個人目標及增加團隊合作的機會，強化學生面對逆

境的能力。 

 為加強小六學生對面試技巧的掌握，本校於 12 月份分別為小六學生舉行了一節「升中面試

技巧講座」及五節「升中模擬面試工作坊」（每班一節）。從問卷調查中顯示，有 85%的學

生十分同意或同意「是次模擬面試工作坊有助我了解升中面試的情況。」有 83%的學生十

分同意或同意「是次模擬面試工作坊能幫助我提升面試技巧。」。 

 此外，為了裝備小六同學面對放榜及升中的挑戰，於 7 月份的放榜日前夕會以網上形式舉

辦一節升中適應工作坊，讓學生可以從中抒壓並互相支持。 

 為了學生全人發展，培養良好的品德，建構正面思維，駐校社工為不同年級的學生舉辦了

不同的活動，包括小一「小息講場」、小一「自理守規冇難度」、小三「至叻精靈新人類」

及小五「正向有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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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學生訓育層面 

 本校校風良好，學生純良受教，對學校有歸屬感。領袖生領導成效良好，校方亦會為他們

提供訓練，培養優良領導風格，並適時作出檢討。學校能與家長緊密聯絡，為同學提供行

為的支援。 

 透過「校本獎勵計劃—盡我所能‧做到最好」，培養學生自律、承擔責任、尊重、有禮和關

愛的精神。校本獎勵計劃共分四大範疇，包括(A 項)禮貌與公德、(B 項)盡責與守規、(C 項)

學習與關愛及(D 項)體藝與服務。學生可透過「校內學科活動」、「校內服務團隊」、「校內

外比賽/活動」、「課堂的表現」、「學業和行為的表現」等，獲取獎勵冊各個範疇的「」。全

學年有 92%學生獲 60 個「」或以上，其中 58.5%獲優點，表示學生於四大範疇內各獲 15

個「」。本年度獲得最多優點的兩位學生獲頒發獎盃，以資鼓勵。 

 鑑於疫情關係，由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2 月，只有部分級別學生可回校上課，其他級

別學生須透過網上授課，為了鼓勵學生於網課期間開啟鏡頭及留心上課，於二月下旬開始

推行「學生於網課期間秩序表現記錄」計劃，以培養學生自律守規的良好態度。從「學生

於網課期間秩序表現記錄表」的記錄，大部分學生都能遵守網課秩序規則。 

 本年度舉辦了秩序比賽，以鼓勵學生培養自律守規的良好態度。此外，每班最守規的兩位

同學，獲頒發「秩序之星」獎項，以表揚他們的良好行為。 

 本年度邀請警民關係組為四至六年級舉行「網絡安全」講座，向學生傳遞資訊保安訊息，

培養良好的資訊素養。 

 

7.4 德育及公民教育 

 本校透過「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課」幫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培養他們積極的態度，

使學生明白自己在學校、家庭、社會和國家所擔當的角色和應履行的責任。本年度德民課

共 10 節，以「軒銅人」素質及「感恩珍惜 • 積極樂觀」為主題，於德民課設計了「自己

書包自己執」、「遵「手」檢疫令」、「拜拜臭脾氣」、「積極樂觀自理自律」等活動，讓學生

學習自律、勤學的重要。「感恩紀錄冊」、「珍惜食物」等學習活動，教導學生懂得感恩自己

擁有，從而學懂珍惜，並有關愛他人之心，明白分享有愛，讓大家以禮相待，樂於生活。

此外，透過「反吸煙講座」、「健康飲食講座」、「聽故事學理財講座」、「資訊素養講座」等

講座及全校清潔活動，加強學生的公民意識和抗逆力，培養學生身心健康發展，讓他們學

習儉樸生活，樂於生活，更能勇敢面對生活。 

 在疫情影響停課期間，德民課課程與成長課以網上教學形式，共製作了兩次教學內容，分

別為：第一次「軒銅人停課不停學‧積極在家，開學抗疫」；第二次「軒銅人正面積極迎復

課」。 

 兩次教學內容除了讓學生增加防疫知識外，還教導他們在疫情期間要多做運動，注意飲食

增強抵抗力，亦要作息定時，發揮軒銅人素質，讓學生在停課期間得到身心靈健康，仍能

在家中繼續培養軒銅人素質。 

 此外，透過每月進行的升旗禮、校長旗下講話及國情海報閱覽活動提升學生對國家的認同、

關心國家最新發展，藉此去培養學生愛國主義的情懷。 

 透過國家憲法日當天進行的活動，讓學生加深認識祖國的《憲法》，從而了解《憲法》對於

維護國家政治體制和國家建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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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成長課課程中，小一至小六每個年級均設有「人與自己」、「人與他人」、「人與環境」及

「人與宇宙」四個範疇，讓學生學習自發及積極面對困難的態度。本校推行學生「一人一

職」服務計劃，各行政組及班主任鼓勵小三至小六學生擔任領袖生、車長、圖書館領袖生、

清潔大使、資訊校園大使、飯長、學科大使、課外活動大使、英語大使、班長、科長、組

長等二十多項職務，有效推動各班學生積極投入服務，培養責任感。 

 本校安排了 30 名環保大使和 30 名清潔大使在校園當值，鼓勵同學愛護環境，珍惜大自然。

透過平日當值訓練和課外活動，成功訓練學生成為有素質的環保小領袖，培養了學生對環

境的責任。 

 本校分別於 11 月及 2 月舉行清潔活動，藉以培養學生保持課室清潔習慣，從觀察所見，

學生主動投入，老師認同清潔活動能夠喚醒同學保持課室清潔的意識。 

 

7.5 不同的服務團隊 

 學校更設立多項服務團隊，如領袖生、校車車長、校車服務生、校服檢查助理、圖書館領

袖生、幼童軍、資訊校園大使、課外活動大使、英語大使、普通話大使、學生環保大使、

清潔大使、午膳大使、公益少年團及少年警訊，這些團隊的成立，均提供機會讓學生學習

盡責，發揮服務他人的精神及發展所長。 

 

領袖生、校車車長、校車服務生 

 本學年共有 114 位四至六年級的學生擔任領袖生，他們主要於小息的時候，協助老師

維持學生秩序。基於防疫安排和保障學生健康為由，本年度領袖生於 2 月下旬開始當

值，他們於自己的班級當值，或於各樓層的梯口當值，避免交叉感染的危機。 

 本學年共有 25 位四至六年級的學生擔任校車車長及校車服務生，主要於放學時候，協

助老師及保母維持車隊秩序，並協助帶領當天不乘搭校車的學生到禮堂近台階位置等

候家長，亦於上、下車時協助保母維持秩序。 

 領袖生、校車車長及校車服務生於 1 月 29 日參加網上培訓日，透過不同的任務，發展

學生 SWIK 的解難技巧(SWIK 的意思是了解自己的「強項（Strengths）」、「弱項

（Weaknesses）」、「須改善的項目（Improve）」、「須保持的項目（Keep）」)，以提升學生

的團隊合作能力和溝通技巧，有助各人在學校執行其職務。 從學生的問卷調查結果，

大部份學生認同是次活動能提升他們的溝通能力、使命感、團隊及關愛他人的精神。 

 此外，領袖生、校車車長及校車服務生亦於 7 月 3 日參加實體培訓日，藉以提升各服

務生同學的團隊合作能力、溝通技巧及領導才能，有助他們在學校執行其職務。從老師

觀察所得，大部份學生都表現興奮及投入；從學生的問卷調查結果，學生都認同是次活

動能提升他們的團隊合作能力、溝通技巧及領導才能。 

 

 

圖書館領袖生 

 本年度有 22 位圖書館領袖生，他們協助書籍排架，維持圖書館的秩序，推廣閱讀活動，

他們準時當值，克盡己責，深受老師及同學的歡迎。本校於 5 月 15 日舉辦了中央圖書

館領袖團隊訓練活動，以培養學生的合作及團結精神。從學生的問卷調查結果，全體學

生都認同是次活動能提升他們服務他人和團隊合作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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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軍 

 本校幼童軍旅團隸屬港島地域第 80 旅。現有 25 位幼童軍，分屬紅、黄、藍、綠四小

隊，由兩位幼童軍領袖負責帶領及統籌各項活動。幼童軍旅團於課外活動時段進行集

隊，並於 4 月 30 日進行宣誓禮。 

 本旅團在 11 月於 Microsoft TEAMS 開設團隊，供團員考取進展性獎章及活動章。透過

考取進展性獎章及活動章，各幼童軍學會了一些技能和知識，如結繩、定向和追蹤符號

等。除了技能各知識外，透過團集隊活動及團體生活，各幼童軍也實踐了「日行一善」

的童軍精神及一些童軍家庭的禮儀和規律。 

 本年度有 3 位幼童軍參加本校升旗隊，在旗下講話時進行升國旗儀式。透過升旗活動，

讓四至六年級幼童軍認識升旗的正確程序，了解升旗的意義，培養學生國民身分認同，

尊重等價值觀及態度。 

 

資訊校園大使 

 本學年有 19 位同學擔任資訊校園大使，負責在電腦室維持秩序，協助同學解決使用電

腦上時遇到的問題。如發現同學不守秩序或瀏覽不良網頁，他們會告知當值老師跟進。

小息後，大使會帶領同學返回課室。由於 11 月中旬，學生以網課形式上課，本組透過

Teams 發放資訊科技的活動訊息、分享資訊科技的熱話及發放局部恢復面授課時的當

值安排。本組會繼續善用在 Teams 設立團隊，團結大使，分享訊息。 

 資訊科技組邀請校外機構於 5 月 8 日為資訊校園大使舉辦 App Inventor 工作坊，提升

大使使用資訊科技的能力。他們都投入學習。從問卷得知，100%的學生表示工作坊能

讓他們學到使用「App Inventor」程式。當中更有 81.0%的學生表示會繼續學習使用「App 

Inventor」。 

 

課外活動大使 

 35 位課外活動大使於星期五課外活動節前協助老師在課室和操場維持秩序。透過為學

生服務，豐富他們的經驗，培養他們的樂於助人及服務他人的精神，並培養學生做事

負責和領導才能。課外活動大使在服務期間積極投入服務，有效維持各班秩序，活動

順利進行。 

 

英語大使 

 12 位五、六年級英語大使於小息時段安排協助外藉老師主持英語室活動，包括與一、

二年級同學一起閱讀英文故事書、朗讀及進行英語活動等，惟因疫情關係，同學之間

需保持社交距離，英語室活動因而取消。此外，英語大使負責 NEWSLETTER 的編輯

和撰文工作，他們認真盡責的表現，獲得老師的讚賞。 

 

普通話大使 

 本學年有22位同學擔任普通話大使，負責設計具趣味性的遊戲，例如聲調配對、拼音

對對碰等，藉以訓練學生聽說普通話的能力，提高學習普通話的興趣。因疫情關係，

活動以展板形式進行，普通話大使設計工作紙供同學作鞏固練習之用。 

 

學生環保大使 

 透過「環保風紀計劃」訓練 30 位四至六年級環保大使，樹立實踐綠色生活的榜樣，

協助學生建立環保習慣。環保大使以「環保風紀計劃」手冊內的環境檢視清單監察同

學的環保行為，以及在校園的環保表現。 

 環保大使於課外活動期間參與一系列各個環境範疇的培訓課程，例如:節約能源、避

免和減少廢物及水質污染等，從而加強環保大使對環境議題的認識，並運用課堂所學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學校報告(20-21)P.44 

 

的知識和技能在校內積極推廣及宣傳環保信息。 

 為了向學生推廣環保信息，環保大使拍攝了環保宣傳短片，學生觀看短片後，填寫

「環保回應卡」，反映成效理想，大大提高學生環保的意識。  

 透過「環保標語設計」活動收集學生佳作，佳作已上載至學校網頁供全校學生欣賞，

有助宣傳及推廣環保訊息。 

 

公益少年團 

 公益少年團共有團員 386 人，熱心參與公益活動，本年度團員參加了環保為公益慈善

花卉種植活動，四至六年級舉行慈善清潔籌款活動，共籌得$22,375，榮獲公益少年團

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環保籌款活動亞軍。此外，團員熱心服務，本年度共有 55 位團員

獲得基本章及 13 位獲得初級章，值得嘉許。 

 

少年警訊 

 少年警訊共有會員 85 人。本年度參加了「少年警訊手機應用程式內容設計比賽」，同

學須提交計劃書，說明設計的主題、功能、操作模式、用戶體驗等內容。透過是次活

動，建立一個與青少年互動的手機應用程式平台，以加強與青少年的溝通，藉此宣揚

少年警訊在社會上的正面形象。 

 此外，有 4 位會員參加「穿越無人機(第一身飛行體驗)課程」，學習無人機飛行知識及

技巧、安全指引及標準、相關香港法例、航空及氣象學等內容，藉此推廣無人機競速

運動。 

 本年度少年警訊參加了「STEM-Up 香港創新科技大賽」。同學須提交專題研習報告、

創意作品、介紹短片，綜合運用 STEM 的知識及技能就比賽主題「智慧城市」進行研

究、實驗或調查，並把過程撰寫成報告，並根據研習報告，創作新產品、技術或實物

模型及拍攝簡單的介紹短片，講解其效能、用途及實際運作。透過是次活動，讓同學

運用 STEM 的知識和技能，攜手就提升城市管理成效，以及改善市民生活素質。 

 

午膳大使 

 為了培養學生服務精神和責任感，加強學生對校園的歸屬感，各班選出三名午膳大

使。半日制實施時，午膳服務生於小息期間提示學生進食或喝水前要清潔或消毒雙

手，不要離開座位，也不可與同學交談，並不可分享食物。進食後，同學清潔或消毒

雙手後必須立即戴上口罩。同學在午膳大使的協助下，小息時，各班秩序井然有條，

學生注意飲食及個人衛生。 

 

陽光笑容大使 

 為提升學生早上、睡前把牙齒刷乾淨的自發性，幫助學生建立規律的飲食習慣， 

及鼓勵同學建立每天使用牙線的習慣，在 P.4 和 P.6 選出 20 名學生作為陽光笑容大使

推廣「陽光笑容滿校園活動」。 

 推行全校性的活動，包括：1.分享有關保護牙齒健康的短片；2.鼓勵 P.1 至 P.3 的同學完

成「陽光笑容滿校園活動」學生手冊，紀錄每天的刷牙及飲食情況；3. 派發護齒貼士

文件夾給 P.4 至 P.6 的學生宣傳保護牙齒的信息。 

 安排陽光笑容大使錄製『世界口腔健康日』「心意鼓勵卡」創作活動宣傳短片，在全校

共收到 136 份作品，佳作錄製成短片做中央視播以宣傳護齒信息。 

 在「陽光笑容滿校園」活動中，P.1-P.3 共有 128 位同學榮獲金獎、36 位同學榮獲銀獎、

24 名同學榮獲銅獎；本校在 100 所參賽學校中榮獲「卓越陽光笑容大獎」，表現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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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校內校外活動 

 本校五育並重，致力提升學生的多元智能，特意為他們安排各項多元化的課外活動及

比賽，範圍廣泛，積極培訓學術及體藝方面的精英，藉以豐富他們的學習經驗，增強

其自信心。雖受疫情影響，本校仍為同學開設課後網上的奧數班、中文話劇班、英語

話劇班、樂器班、木笛隊及管弦樂團，讓同學能善用時間，提升不同多元智能的能力。 

 

星期五課外活動 

 星期五課外活動分為固定組和循環組，讓全校學生在全學年中均可接觸及參與不同類

型的興趣組別，有助啟發他們的潛能。在暫停面授課期間，老師靈活安排，讓同學無

論在網課或面授課皆能享受活動樂趣，並寓學習於活動。在全面恢復面授課後，本校

恢復進行實體課外活動，以培養學生九種共通能力及發展學生多元智能和擴闊生活體

驗，各組別詳情如下： 

德 

至叻精靈新人類 

體 

齊來做運動 
陽光笑容大使 樂趣動動班 
生活教育行動 閃避球 
環保大使 乒乓球 1 
故事爸媽 乒乓球 2 
急救小常識 

群 

幼童軍 

智 

英語行動 普通話大使 
伴讀小組 棋 藝 
數學思維組 桌上遊戲 
英文故事 

美 

中級組合唱團 
拼拼樂 唱遊組 
趣味數學 有機種植組 
語文童樂 小小作曲家 

英語樂多 fun 百變紙藝 
腦筋急轉彎 吃得有營 

圍棋入門小知識 黏土班 
英語電影欣賞 畫畫樂 
語文遊戲 動 畫 
英語繽紛樂 剪紙 
無人機編程   
齊來學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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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教育性參觀活動 

 為配合課程需要，本校原定安排了下學期進行各級教育性參觀活動，惟因疫情影響，

所有已定參觀的機構均通知本校暫未能提供有關參觀活動。因此，校方將各級的教育

性參觀活動改為透過網上進行。分別安排一至六年級學生參加由龍虎山環境教育中心

主辨的「生態通識講座：與城市的野生動物相處」。另外，更為六年級學生安排參加

港燈「智惜用電生活廊」虛擬導賞團。同學們都很投入參與網上講座。從教師的問卷

調查結果，全體教師都認同學生透過參與線上教育性參觀能拓闊學生的學習空間，並

獲得課堂以外的學習經驗。 
 

中文話劇 

 本年度中文話劇組以網上視像形式上課。劇組於 4 月 29 日參加了「2020/2021 香港學

校戲劇節」視像比賽，比賽劇目為「小紅帽與怪灰狼」。這次比賽主要透過朗讀來呈現

一套戲劇，以聲音、姿勢和面部表情來演繹劇本。同學們充分發揮了團體合作的精神，

最後榮獲「傑出合作獎」、「傑出影音效果獎」和「傑出演員獎」，表現不俗。 

 

英文話劇 

  本年度英文話劇組以網上視像形式上課。英文話劇排練劇目─“The Final Trial”，共有 10

位三、四年級的學生參與演出。劇目主題以德、智、體、群、美作中心思想，學生除了

透過活動增強英文會話和表演技巧外，還加深對德育成長的認識。 

 

音樂科活動 

 

 為了提升學生學習演奏樂器的興趣及演奏樂器的能力，本校舉辦管弦樂團訓練班及木
笛團訓練班。九月管弦樂團導師及木笛導師為本校同學舉辦網上音樂會，同學反應熱
烈。 

 本年度管弦樂團訓練班及木笛團訓練班以新常態教學模式(ZOOM 視像形式)進行課
堂，管弦樂團共有 158 人參加，包括：樂器深造班 13 班、進階班 4 班、基礎班 9 

班；管弦樂團(進階)2 組及管弦樂團(深造)4 組；木笛團訓練班共有 35 人參加，包括
2 班進階班及 2 班基礎班。 

 為了延續學生學習音樂的興趣，本校舉辦了暑期管弦樂團訓練班、暑期木笛團訓練班

及暑期音樂大本營(管弦樂團、木笛團及合唱團學生)，共有 150 人參加。暑期音樂大

本營透過不同的活動，讓學生一同體驗美妙的音樂世界。活動內容包括：音樂 game 

game game（用遊戲認識樂理）、數碼音樂新體驗（用 iPad 演奏音樂）、我也做得到（嘗

試演奏其他樂器）、音樂新體驗（透過電影認識音樂不同的表現形式）。100%學生表示

非常喜歡「暑期音樂大本營」活動，100%學生認同活動能提升對音樂的認識。 

 本校五、六年級同學於 2 月 5 日參與音樂事務處與香港電台聯合舉辦的網上「我係美

樂主持」活動。本校邀請音樂事務及香港電台第四台專業節目主持以 Zoom 網上會議

形式介紹及分享中西美樂，提升五、六年級同學的音樂知識及興趣。同學透過網上導

賞認識電台直播室的設備及運作。大部同學對於電台直播節目的運作有初步的瞭解。

此外，同學們又認識到如何介紹一個音樂作品給聽眾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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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校外獲獎名單 

    

 學術方面—中文比賽    
比賽名稱 獲獎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2019-2020 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 

「菁英盃」現場作文總決賽 
一等獎 5P 蔡曦陽 

2019-2020 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 

「菁英盃」現場作文決賽 
二等獎 5P 蔡曦陽 

2019-2020 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  

「菁英盃」現場作文總決賽 
二等獎 6H 余沛瑤 

2019-20 年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 –  

「菁英盃」現場作文初賽 

小學三、四年級組 

(二等獎) 
4H 翁卓詩 

2019-20 年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 –  

「菁英盃」現場作文決賽 

小學三、四年級組 

(二等獎) 
4H 翁卓詩 

2019-20 年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 –  

「菁英盃」現場作文總決賽 

小學三、四年級組 

(一等獎) 
4H 翁卓詩 

全港小學生中文作文大賽 
小四組別 

優異獎 
5H 歐陽皓 

粵港澳大灣區「知識‧資優」盃創意徵文比賽 2021 

銅獎 6P 謝熠煵 

銅獎 5P 羅千奕 

銅獎 5H 楊嘉熙 

優異獎 6H 張穎妍 

優異獎 4H 翁卓詩 

香港語文盃(中文)2020-21 
一年級 
銀獎 

1H 安一諾 

港澳台語文競賽 2020-21 中文組(初賽) 
小學一年級 

金獎 
1H 安一諾 

2020-2021 年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菁英盃」作
文入圍賽（香港賽區）總決賽 

一等獎 3H 陳俊希 

一等獎 4H 呂嘉衡 

一等獎 4H 翁卓詩 

一等獎 6H 梁梓昊 

一等獎 6H 余沛瑤 

一等獎 6P 謝熠煵 

三等獎 5P 蔡曦陽 

三等獎 6P 曲奕澤 

一等獎 4H 翁卓詩 

二等獎 3H 陳俊希 

二等獎 3H 黎千睿 

二等獎 5P 蔡柏全 

二等獎 5P 蔡曦陽 

三等獎 4H 梁澔霆 

三等獎 4H 呂嘉衡 

三等獎 5P 鄭哲泓 

三等獎 6H 唐望之 

三等獎 6H 梁梓昊 

三等獎 6H 余沛瑤 

三等獎 6P 謝熠煵 

三等獎 6P 曲奕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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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菁英盃」作

文入圍賽（香港賽區）初賽 

特等獎 4H 翁卓詩 

一等獎 5P 羅千奕 

一等獎 6H 唐望之 

二等獎 3H 陳俊希 

二等獎 4H 梁澔霆 

二等獎 4H 呂嘉衡 

二等獎 5P 鄭哲泓 

二等獎 5P 蔡柏全 

二等獎 5P 蔡曦陽 

二等獎 6H 林珈丞 

二等獎 6P 謝熠煵 

二等獎 6P 曲奕澤 

三等獎 3H 黎千睿 

三等獎 5P 郭禮熙 

三等獎 6H 梁梓昊 

三等獎 6H 余沛瑤 

非華語學生中文寫作及才藝比賽  

(小二級說話) 
季軍 2R 金孟菲 

 

學術方面—數學比賽       

香港語文盃(英語)2020-21 
一年級 

銀獎 
1H 安一諾 

The Hong Kong - Macau - Taiwan Language Competition 

2020/21 (Preliminary Stage) 

English Language 

Division - Gade 1  

Gold Award 

1H 安一諾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20 – 香港賽

區初賽 

小學三年級 

一等獎 
4H 翁卓詩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20 – 華南賽

區晉級賽 

小學三年級 

二等獎 
4H 翁卓詩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20 – 全國總

決賽 

小學三年級 

二等獎 
4H 翁卓詩 

2020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晉級賽 

小學三年級 

銀獎 
4H 翁卓詩 

2020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總決賽 

小學三年級 

銅獎 
4H 翁卓詩 

2020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晉級賽 

小學二年級組 

金獎 
3H 田佳霖 

2020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總決賽 

小學二年級組 

金獎 
3H 田佳霖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20 – 香港賽

區初賽 

小學二年級 

一等獎 
3H 田佳霖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20 – 華南賽

區晉級賽 

小學二年級 

特等獎 
3H 田佳霖 

香港網絡數學公開賽 2020 
小四題目組 

銀獎 
4G 梁啟明 

2020 香港數學及奧數公開賽 
小一數學組 

銅獎 
1P 吳卓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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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決賽(網上比賽) 

小五組個人賽 

優異獎 

5H 楊嘉熙 

5H 黃啟瑜 

5H 劉鍵錕 

5H 賴俊廷 

5R 張柏霖 

5R 朱天煒 

5R 馮晞汶 

5R 陳灝勤 

5P 張睿 

5P 羅千奕 

5P 蔡柏全 

5P 郭禮熙 

小六組個人賽 

優異獎 

6H 陳信僖 

6H 陳信諾 

6H 周睿孜 

6H 范卓皓 

6H 范卓陶 

6H 何彥澄 

6H 甘凱諄 

6H 甘怡 

6H 林珈丞 

6H 唐望之 

6R 陳見熙 

6R 許竣雄 

6P 曲奕澤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Math Open (EAIMPO)  (Hong 

Kong Preliminary Round) 

Silver Medal  

(Grade 1) 
1P 黃卓泓 

Individual Contest Math Conceptition Silver 2H 黃旻熹 

港澳台兩岸奧數盃 2020-21 初賽 
小學一年級 

金獎 
1H 安一諾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Math Open 

 (Hong Kong Preliminary Round)2020-21 
Bronze Medal (Grade1) 1H 安一諾 

2020 香港學界數學及奧數精英比賽 
小二奧數組 

銅獎 
2G 王雨晨 

2020 香港學界數學及奧數精英比賽 
小二數學組 

銅獎 
2G 王雨晨 

 

學術方面—常識比賽    

The 1st Hong Kong Kindergarten and Primary School  

STEAM Competition 

Champion  

(Group2013-12) 
3H 黎千睿 

Hong Kong School STEAM Creation Competition 
Champion 

(Group2013-12) 
3H 黎千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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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2rd Hong Kong Kindergarten and Primary School  

STEAM Competition 

Champion  

(Group2013-12) 
3H 黎千睿 

第十屆國際編程機械人競賽—香港賽區 銀獎 3P 梁裕錕 

第 17 屆國際戰船機械人挑戰賽—香港區賽 金獎 3P 梁裕錕 

第二十三屆「常識百搭」小學 STEM 探究展覽 

2020-21 
嘉許獎 

6H 陳筱妤 

6H 何彥澄 

6H 甘凱諄 

6H 甘怡 

防疫及護眼知識網上問答大比拼 
初小組 

季軍 
3R 賴俊宏 

2021 年度小小發明家資優計劃 
最受歡迎展覽廳/ 

最佳展覽廳銀獎 

6H 周睿孜 

6H 唐望之 

6H 徐梓軒 

6H 林珈丞 

6P 曲奕澤 

6P 謝熠煵 

小學常識挑戰賽 2020 
銅獎 6H 余沛瑤 

優異獎 6H 曾子睿 

第一屆全港小學中國歷史文化常識問答比賽 
十八區卓越表現獎 

灣仔區第二名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銅鑼灣) 

第十六屆衡怡盃「全港小學學術常識問答比賽」 
銅獎 6H 陳筱妤 

銀獎 6H 余沛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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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bit 模型火箭車比賽 2020-2021 

(香港賽區) 

一等獎 

6R 陳懿德 

6R 伍雅晴 

6R 董泀廷 

6R 許梓晴 

5S 黃美賢 

5S 朱文軒 

5S 羅彩翹 

5S 黃加威 

二等獎 

6H 陳筱妤 

6H 周睿孜 

6H 張穎姸 

6H 唐望之 

6H 梁睿珩 

6H 曾盈菲 

6H 蔡曉晴 

6H 余文楓 

6P 陳銘聰 

6P 黃子煊 

6P 石景熙 

6S 
CHENG 

CARINA 

6S 趙芷加 

6S 高焯琳 

6S 劉卓樺 

5H 何穎澄 

5H 劉梓謙 

5H 李梓浩 

5H 麥卓賢 

5H 林希哲 

5H 劉俊灝 

5H 劉鍵錕 

5H 盧澍熹 

micro:bit 模型火箭車比賽 2020-2021 

(總決賽) 

第十二名 

6R 陳懿德 

6R 伍雅晴 

6R 董泀廷 

6R 許梓晴 

第十三名 

5S 黃美賢 

5S 朱文軒 

5S 羅彩翹 

5S 黃加威 

SOW Picture Book Design Competition 
Lower Primary 

Commendable Award 

Hennessy Road 

Government Primary 

School (Caus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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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方面—電腦比賽       

Cyber Security Competition 2020/21 

Silver 

1P 黃卓泓 

4P 許栩 

5P 羅千奕 

5S 黃浩天 

6H 甘怡 

Merit 

1H 安一諾 

3R 賴俊宏 

4H 梁梵 

4H 朱汶晞 

5G 李愷瑩 

5P 鄭哲泓 

5R 李雅盈 

6H 徐梓軒 

6H 余文楓 

6S 何宗澤 

 

學術方面—朗誦比賽       

「狀元盃」第十屆全港兒童普通話/粵語朗誦比賽 
P5-6 普通話—捉兔 

殿軍 
5P 陳景嵐 

「狀元盃」第十屆全港兒童普通話/粵語朗誦比賽 

P5-6 

普通話—晨的戀歌 

殿軍 
5P 陳景嵐 

「網上爭霸戰」2020 全港兒童網上比賽 
P5-6朗誦（普通話） 

季軍 
5P 陳景嵐 

「朗誦之星」秋季評選賽 2020  

高小組 

普通話詩歌獨誦  

優秀獎 

5P 陳景嵐 

2020 年 KPCC 朗誦年度評核 

P1 組 普通話  

詩歌獨誦 

一等乙級榮譽 

1R 胡亦鋒 

第十七屆德藝雙馨(香港區賽) 

P1-2 組 廣東話獨誦 

優秀(銀獎) 
1R 胡亦鋒 

P1-2 組 普通話獨誦 

優異獎 
1R 胡亦鋒 

鵬程盃第八屆朗誦大賽(2020) 

小學 1-2 年級  

廣東話獨誦 

季軍 

1R 胡亦鋒 

鵬程盃第八屆朗誦大賽(2020) 

小學 1-2 年級  

普通詁獨誦 

季軍 

1R 胡亦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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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屆校園拔萃盃 

全港青少年朗誦‧文學‧藝術交流大賽 

初小普通話新詩朗誦 

金獎 
1R 胡亦鋒 

初小英語新詩朗誦 

銅獎 
1R 胡亦鋒 

初小粵語新詩朗誦 

銀獎 
1R 胡亦鋒 

卓越之星 1R 胡亦鋒 

Hong Kong School Arts and Cultural Festival 2020 
P1 Verse Speaking 

Champion 
1P 黃卓泓 

2020 亞洲學生音樂朗誦比賽 
初小組粵語古典詩詞 

冠軍 
3H 花曼澄 

2020 亞洲學生音樂朗誦比賽 
初小組普通話繞口令 

冠軍 
3H 花曼澄 

第十二屆中華挑戰盃 

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 

中小組 粵語散文組亞

軍 
4H 翁卓詩 

中小組 普通話新詩組

亞軍 
4H 翁卓詩 

中小組 普通話散文組

冠軍 
4H 翁卓詩 

中小組 粵語新詩組冠

軍 
4H 翁卓詩 

小學組 

最高榮譽大獎 
4H 翁卓詩 

Hong Kong School Arts and Cultural Festival 2020 
P.5-6 Verse Speaking 

Merit 
5G 王炫燊 

Posties English Speech Contest Excellence 6H 徐梓軒 

Children's and Youth Mandarin Recitation 

Competition 

Age Group: P.5-6 

2nd Runner Up 
5P 陳景嵐 

環球藝術體育文他協會普通話朗誦 榮譽獎 4H 翁卓詩 

環球藝術體育文他協會粵語朗誦 榮譽獎 4H 翁卓詩 

第一屆國際漢語節 2020/2021 

母語高小組—中文現

代詩朗誦 

冠軍 

5P 胡栩菡 

2020 粵港姊妹學校中華經典美文誦讀比賽（香港賽

區） 

小學組優異獎 

(創意) 

5P 黎琰鎵 

5P 羅千奕 

5P 張睿 

5P 胡栩菡 

5P 李欣嶸 

5G 袁承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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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資優故事及演說大賽 2021(港澳賽區)」決賽 

粵語金獎 6R 許力行 

普通話金獎 6P 劉譯霏 

普通話金獎 2H 黃星熒 

英語金獎 1P 黃卓泓 

普通話銀獎 4R 何佩祺 

英語銀獎 2G 王雨晨 

粵語銅獎 1G 李東龍 

第一屆國際漢語節 2020/2021 

母語中小組中文現代
詩朗誦 

冠軍 

3P 胡栩宸 

2020 亞洲校際朗誦比賽 

小一、二組 

粵語詩詞獨誦 

亞洲校際盃季軍 

1R 胡亦鋒 

2020 亞洲校際朗誦比賽 

小一、二組 

普通話詩詞獨誦 

亞洲校際盃金獎 

1R 胡亦鋒 

第十四屆全港學生公開朗誦比賽 2021 

小學組 P1-P2 

普通話 – 學校朗誦節

誦材—優良 

1R 胡亦鋒 

2021 第二十七屆聖經朗誦節 
學校組小一組獨誦(廣

東話)—冠軍 
1G 馮以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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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獲獎名單 

比賽名稱 獲獎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獲獎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獲獎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粵語詩

文 

獨誦比

賽 

冠軍 

1G 李東龍 

優良獎 

3H 郭翎翊 

良好獎 

2R 王知行 

3R 黃子為 3H 陳俊希 2P 吳建亨 

6R 許力行 3R 朱朗蕎 2S 曾艾菲 

亞軍 

1G 馮以諾 3P 李端堯 3P 岑美恩 

3G 林澤禧 3S 葉朗謙 3S 盧俊雅 

4G 陳靜芝 3S 蔡曉恩 3S 朱晉玉 

季軍 

2H 陳逢源 4H  馮厚瑜 4H 林名進 

3G 麥倩瑜 4H  翁卓詩 4H 許浩穎 

4G 盧芯懿 4S 李思叡 4H 鄺子珵 

6H 甘凱諄 5H 李思澄 4P 許卓熙 

6H 余沛瑤 5G 林俊希 4P 周尚孜 

優良獎 

1R 黃皓雋 5P 張寶盈 5H 賴俊廷 

1R 胡亦鋒 6H 蔡曉晴 5H 楊嘉熙 

1P 歐陽紫瀠 6H 唐望之 5R 陳灝勤 

1S 關善文 6P 蘇彥寧 5R 鄧穎僖 

1S 黃睿淳 6P 曲奕澤 5R 廖立昕 

2H 黃沛言 6S 胡鎧林 5G 陳天朗 

2H 高煒和 

良好獎 

1H 安一諾 5G 陳仲朗 

2R 伍祉愷 1P  伍祉誼 6H 林珈丞 

2G 曾子彤 1S 熊偉晴 6H 周睿孜 

2G 陳仲賢 2H 黃旻熹 6R 陳澤銘 

2G 張潤濤 2H 陳銘琛 6S 葉曉柔 

2S 湛景熙 2H 陳穎熹     

冠軍：3 人   亞軍：3 人    季軍：5 人    優良：30 人    良好：2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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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獲獎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獲獎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獲獎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English 

Speech 

(Solo 

Verse 

Speaking) 

Competiti

on  

2nd 

1P 黃卓泓 

Merit 

3R 朱朗蕎 

Merit 

5P 張睿 

2G 王雨晨 3G 林澤禧 5P 鄭哲泓 

3P 梁琮悅 3P 陳濼鈞 5P 蔡柏全 

3rd 

1P 馬恪言 3P 林子皓 5P 羅千奕 

1S 歐陽鎏禹 3P 岑美恩 5S 吳卓熹 

2H 陳穎熹 3S 盧俊雅 6H 唐望之 

4H 梁澔霆 3S 蔡曉恩 6H 周睿孜 

4H 呂嘉衡 4H 馮厚瑜 6H 陳筱妤 

4S 陳鎧雯 4H 梁梵 6H 鄺浚瑋 

4S 黃浩然 4H 林名進 6H 徐梓軒 

6G 董天詠 4R 何珮祺 6H 余沛瑤 

Merit 

1R 胡亦鋒 4G 陳靜芝 6R 許力行 

1R 陳奕安 4G 郭禮行 6R 黃進譽 

1R 黃皓雋 4G 梁啟明 6R 陳澤銘 

1P 歐陽紫瀠 4G 廖柏然 6R 董泀廷 

1P 周棹遙 4P 梁崇獻 6G 楊展穎 

1S 黃睿淳 4P 李清陽 6P 王憬悅 

2H 劉昊朗 4P 許卓熙 6P 鍾愷祺 

2H 姚永謙 5H 蔡卓瑩 6P 戴子皓 

2R 張竣彥 5H 陳尚哲 6P 曲奕澤 

2G 張潤濤 5H 盧澍熹     

2P 呂諾軒 5H 李思澄 

Proficienc

y 

1H 安一諾 

2S 陳韻薇 5R 馮晞汶 2R 袁子惠 

2S 劉日希 5R 馮韻靜 2P 林貝妍 

3H 韓雪芊 5G 張鏴正 3R 區柏煒 

3H 馮藹澄 5G 陳煜暉     

3H 譚子諾 5G 王炫燊     

3H 黎千睿 5P 胡栩菡     

冠軍：0 人   亞軍：3 人   季軍：8 人   優良：65 人   良好：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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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獲獎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獲獎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獲獎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普通話詩

歌/散文獨

誦比賽 

冠軍 

2H 黃星熒 

優良獎 

1P 歐陽紫瀠 

優良獎 

5S 衛顯祐 

4R 何珮祺 2R 蘇博文 6H 陳筱妤 

6R 許梓晴 2G 趙嘉樂 6H 余沛瑤 

6P 劉譯霏 2G 王雨晨 6H 周睿孜 

亞軍 

1G 郭沛仁 2P 何雨軒 6P 趙思彤 

3P 胡栩宸 3H 吳卓霏 6P 黃子烜 

4H 羅梓峰 3R 黃子為 

良好獎 

1R 賴宇一 

4P 許卓熙 3G 張晴晴 1G 蘇展煜 

5P 胡栩菡 3P 梁琮悅 1S 黃睿淳 

6G 董天詠 4H 曾朗燊 3H 韓雪芊 

季軍 

2S 蘇梓希 4H 翁卓詩 3R 衛琅翹 

4P 唐靖雲 4H 呂嘉衡 3G 林澤禧 

6R 董泀廷 5H 吳卓霖 3P 林庭宇 

優良獎 

1R 陳奕安 5H 李思澄 5H 陳尚哲 

1R 胡亦鋒 5R 廖立昕 5P 陳景嵐 

1R 胡鈺晨 5G 袁承緻     

冠軍：4 人    亞軍：6 人   季軍：3 人   優良：26 人   良好：9 人 

 

音樂方面       

HKIMAA 2020 香港國際音樂藝術節 
全球總決賽 

季軍 
3P 陳緯亮 

「網上爭霸戰」2020 全港兒童網上比賽 
（P5-6 單簧管） 

季軍 
5P 陳景嵐 

香港青年兒童音樂家大賽 
小學初級組—色士風 

銅獎 
2R 張竣彥 

第二屆 ASCO 國際音樂比賽 
鋼琴四級組 

季軍 
2H 曹哲朗 

東京國際青少年音樂大賽香港區賽 2020 
銅管樂少年組 

亞軍 
3P 古尚熹 

東京國際青少年音樂大賽 2020 初賽 
銅管樂少年組 

冠軍 
3P 古尚熹 

第 3 屆京都國際音樂比賽香港區資格選拔賽 二等獎 3P 陳緯亮 

Muse Music Asia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Young 

Artist Music Contest 2020 
2nd Place 4G 郭禮行 

第四屆亞洲線上音樂大賽 
小提琴(中級組) 

亞軍 
5P 古烜汶 

香港學界音樂大獎賽 
ABBSM 考試組—銅管樂 

一級組冠軍 
5R 馮晞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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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回京都國際音樂比賽 
鋼琴小學 3/4 年級組 

二等獎 
3P 陳緯亮 

「愛兒童‧童行」兒歌創作比賽 優異獎 1P 黃卓泓 

第八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香港區初賽) 

小號公開分齡組-兒童 B 組

—季軍 
3P 古尚熹 

第八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國際總決賽 

大提琴級別組—八級組 

冠軍 
4G 郭禮行 

第八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國際總決賽 

鋼琴級別組—一級組 

亞軍 
1H 龔澤銘 

HKCAAA Hong Kong Piano Competition 2021 
Solo Piano 3  

Second Prize 
4H 翁卓詩 

HKCAAA Hong Kong Piano Competition 2021 
Solo Piano 6  

Second Prize 
4H 翁卓詩 

HKCAAA Hong Kong Piano  Competition 2021 
Solo Piano Age 10 

Second Prize 
4H 翁卓詩 

2021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幼童組 

銅獎 
1S 陳紫瑩 

MF Music Competition 2021 
Piano J1 Class — Silver 

Award 
4P 許卓熙 

MF Music Competition 2021 
Piano H3 Class — Silver 

Award 
3P 陳緯亮 

Hong Kong Piano Competition 2021 
Solo Piano — Age 9  

Third Prize 
3P 陳緯亮 

國際兒童及青少年鋼琴大賽 
中小組(P.3-4) 

冠軍 
4H 翁卓詩 

 

第七十三屆學校音樂節 

比賽 班別 姓名 

分級鋼琴獨奏 

五級 6H 林珈丞 

三級 4H  翁卓詩 

一級 1R  胡亦鋒 

 

獲得金獎學生名單： 

6H 林珈丞 

 

獲得銀獎學生名單： 

1H 龔澤銘 1R 胡亦鋒 1S 黃睿淳 2H 曹哲朗 3H 田佳霖 3P 陳緯亮 3P 梁琮悅 

3R 陳曉晽 3S 郭卓庭 4H 林嘉晴 4H 王逸晴 4H 翁卓詩 4G 郭禮行 5H 陳建仁 

5H 陳尚哲 5H 賴俊廷 6H 陳信諾 6H 周睿孜 6S 杜昀霖 6S 温志睿  

獲得銅獎學生名單： 

1P 何君濤 3R 岑啓源 3P 岑美恩 3P 古尚熹 

4S 李思叡 5S 陳浩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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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方面    

灣仔區學校模範生獎勵計劃 2021 初級組模範生 
3H 田佳霖 

3H 張日傑 

灣仔區學校模範生獎勵計劃 2021 高級組模範生 
6H 唐望之 

6H 周睿孜 

陽光笑容滿校園行動 2020-21 卓越陽光笑容學校大獎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銅鑼灣) 

「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環保籌款活動 亞軍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銅鑼灣) 

2020 年度「理智 NET」校園嘉許計劃 嘉許獎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銅鑼灣) 

 

藝術方面    

2020 全港兒童梵谷挑戰藝術大賽 小學 A 組金獎 1R 劉卓宜 

2020 中小學校際手工藝大賽 小學 A 組優異獎 1R 劉卓宜 

Lecole Kids Rocks 兒童創作比賽 

(手工藝項目) 
第四名 1R 劉卓宜 

第 4 屆童夢歷奇繪畫比賽 

兒童創意畫 P.1-2 組 

一等獎 
3H 吳天欣 

兒童創意畫 P.3-4 組 

特等獎 
5H 李思澄 

兒童創意畫 P.3-4 組 

亞軍 
4S 李思叡 

「父母童心，正向家長」吉祥物設計大激

想 

小學組 

傑出獎 
5H 歐陽皓 

香港青年協會「親子中秋花燈設計比賽」 
高小組 

冠軍 
5H 歐陽皓 

「共融 i 世代」兒童填色及繪畫比賽 
高小組 

優異獎 
5H 歐陽皓 

第七屆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西洋畫(第七組) 

一等獎 
5H 李思澄 

第九屆 I Love Summer 兒童創作大賽 2020 

(環保袋設計) 
銀獎 5H 吳卓霖 

《展我繽紛》國際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
2020 

兒童組 

銅獎 
4H 翁卓詩 

匠心盃繪畫創作大賽—香港野生動物 金獎 3H 黎千睿 

香港幼兒兒童美術比賽 2020 年度—香港行

山日記 

2012 年組別 

金獎 
3H 黎千睿 

我是小畫家繪畫暨填色比賽 銅獎 1H 花躍誠 

第十二屆國際公開繪畫大賽 銀獎 1H 花躍誠 

2021 Circle Point Kid and Children Painting 

Competition 

The Stars of the Future  

The Most Creative Award 
3H 黎千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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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智能之香港紫荊盃繪畫大賽 2020 
初小組 

銀獎 
3H 花曼澄 

我是小畫家繪畫暨填色比賽 金獎 3H 花曼澄 

第十二屆國際公開繪畫大賽 金獎 3H 花曼澄 

2021 豐田夢想車創意繪畫大賽 
8-11 歲組別 

冠軍 
3P 陳緯亮 

第七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2020年度 
西洋畫(第六組) 

二等獎 
4H 翁卓詩 

國際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 2020 
兒童組 

銅獎 
4H 翁卓詩 

中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作品 美術叁等獎 4G 李彥泰 

第八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大提琴級別組 八級組亞軍 4G 郭禮行 

第七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2020 年度 

西洋畫(第六組) 

二等獎 
4S 李思叡 

西洋畫(第七組) 

二等獎 
5R 廖立昕 

國際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 2020 兒童組銀獎 5R 廖立昕 

藝術智能之香港紫荊盃繪畫大賽 高小組創意獎 5P 鄭哲泓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金章 6H 周睿孜 

香港幼兒兒童美術比賽 2019 
2012 年組 

金獎 
3H 黎千睿 

"Summer 2019" Competition 
Group:2012 

1st Runner-up 
3H 黎千睿 

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 2021 兒童組—優異獎 5H 黎子祺 

香港青少年兒童繪畫公開賽 2020 幼童組—銀獎 1P 黃卓泓 

Global Academic Invitational  Silver Medal - Grade 1 1P 黃卓泓 

第 4 屆童夢歷奇繪畫比賽 
兒童創意畫 P.1-2 組  

一等獎 
2P 李思盼 

香港藝術文化協會繪畫比賽 

長洲風土人情 

2013 年組 

優異獎 
2P 李思盼 

第 4 屆童夢歷奇繪畫比賽 
兒童創意畫 P.3-4 組  

特等獎 
5G 李軍賢 

香港藝術文化協會繪畫比賽 

長洲風土人情 

2010-09 年組 

銀獎 
5G 李軍賢 

2020 普世歡騰頌聖誕—填色/繪畫/書法/攝

影/電腦平面設計比賽 

兒童組—繪畫 

冠軍 

3P 梁裕錕 

2P 梁裕燆 

IYACC 筆記本設計大賽 2021 冠軍 5H 林希哲 

2020 普世歡騰頌聖誕—填色/繪畫/書法/攝

影/電腦平面設計比賽 

兒童組—繪畫 

冠軍 
1H 梁裕湝 

2021 年「4‧23 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 
初小組 

優勝獎 

1H 區沐恩 

2P 蕭藹欣 

J3-J15 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2020-21 
J8 西洋畫組 

銀獎 
3P 陳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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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屆 2021「敢夢敢想」國際繪畫比賽 
兒童組 

一等獎 
2P 蕭藹欣 

第十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2021 銅獎 4H 翁卓詩 

J3-J12 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2020-21 
J9 西洋畫組 

Silver Award 
4H 翁卓詩 

樂在畫中兒童繪畫比賽 2020-21 兒童組銀獎 4H 翁卓詩 

IYACC 筆記本設計大賽 2021 亞軍 5S 羅栢迪 

「第十八屆小學生書叢榜比賽」： 

書叢繪出喜「閱」比賽(親子組) 
優異獎 1R 劉卓宜 

「認識憲法、《基本法》—與法治同行」

全港小學繪畫比賽 2021 

中小組(P.3—P.4) 

亞軍 
3P 陳緯亮 

「認識憲法、《基本法》—與法治同行」 

全港小學繪畫比賽 2021 

初小組(P.1—P.2) 

優異獎 
1P 黃卓泓 

Greater Bay Area Gifted Story - telling and 

Speech Competiton  
Gold Award 1P 黃卓泓 

第十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2021 
小童組西洋畫 

銅獎 
3R 賴俊宏 

藝術智能之香港紫荊盃繪畫大賽(繽紛海洋) 
初小組 

金獎 
3R 賴俊宏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合作獎 

3H 黎千睿 

3G 林嬴 

3P 陳濼鈞 

4R 陳歷弦 

4G 盧芯懿 

5H 郭倩婷 

5H 吳卓霖 

5P 羅千奕 

6H 梁梓昊 

6H 余沛瑤 

傑出影音效果獎 

3H 黎千睿 

3G 林嬴 

3P 陳濼鈞 

4R 陳歷弦 

4G 盧芯懿 

5H 郭倩婷 

5H 吳卓霖 

5P 羅千奕 

6H 梁梓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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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H 余沛瑤 

傑出演員獎 5P 羅千奕 

第十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2021 中童組西洋畫銅獎 5H 李思澄 

IYACC 筆記本設計大賽 2021 金獎 5H 李思澄 

第十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2021 中童組西洋畫—銀獎 4S 李思叡 

IYACC 筆記本設計大賽 2021 

亞軍 4S 李思叡 

項目主題：聖誕快樂 

金獎 
3H 花曼澄 

項目主題：我最喜歡的角色

—銀獎 
3H 花曼澄 

銀獎 1H 花躍誠 

聖誕繪畫比賽 優異獎 1H 花躍誠 

「守法」及「同理心」海報設計比賽 
冠軍 3P 陳緯亮 

優異獎 5H 歐陽皓 

資優閱讀報告比賽 

銅獎 3H 馮藹澄 

優異獎 4H 蔡之緣 

銅獎 5H 賴俊廷 

Gifted Book Report Competition 2021 Bronze Award 3H 冼睿哲 

「距離無阻學與愛‧家校同心育優才」比賽

系列四格漫畫設計比賽 

高小組 

季軍 
5H 歐陽皓 

Whatsapp/Wechat 新春貼圖包設計比賽 優異獎 5H 歐陽皓 

共建安全網絡 2020 

「安全使用流動裝置」貼圖設計比賽 

小學組 

優異獎 
5H 歐陽皓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金章 1R 劉卓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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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方面       

香港芭蕾舞團 迷你芭蕾舞裙 

設計比賽 
Certificate of achievement 1R 劉卓宜 

乒乓世界青少年賽(女子 B 銀組) 亞軍 3S 梁皓晴 

2020 第二屆童真才藝比賽 
9-16 歲組—舞蹈 

金獎 
4G 梁啟明 

Dance World Cup Asia 2020 Hong Kong 

Qualifying Match 

MiniGLW — Mini Large Group Jazz & Show 

Dace 

1st  4G 梁啟明 

第三十三屆舞動香江大賽 

兒童組(7-9 歲) 

單人項目—爵士舞 

冠軍 

4G 梁啟明 

The 8th Triumphal Cup 2020 Solo Dance Commendation Award 4G 梁啟明 

第四十八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爵士舞少年組—高小組 

銀獎 
4G 梁啟明 

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低年級組—現代舞(獨

舞) 

甲級獎 

4G 梁啟明 

Jump Online 牛年賀新春 2021  
30 秒前後單車步 

亞軍 
4G 郭禮行 

袋鼠盃舞蹈比賽 2021 8-11 Ensemble Bronze 2P 蕭藹欣 

HKRG CUP 2021 港藝盃 
Novice C — Ball Diviston  

1st Runner-up 
1S 陳紫瑩 

羽你高飛全城羽毛球公開賽 2021 
男子單打九歲以下組 

冠軍 
3P 黎學謙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20-2021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

獎 2020-2021 
6S 蘇晉譽 

 第五十七屆學校舞蹈節比賽 東方舞甲級獎 1G 朱驪遐 

 第五十七屆學校舞蹈節比賽 現代舞乙級獎 4G 梁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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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學生體格發展 

根據可接受重量範圍是「按身高體重比例的中位數」的 80%至 120%，這些數字是由香港

中文大學兒科學系透過全港性調查而釐定。 

 男孩及女孩按身高體重比例的中位數可參考以下網頁： 

- 香港兒童健康基金網頁 

 (http://www.childhealthhongkong.com/2003/chi/00main/main.php) 

- 香港中文大學兒科學系網頁 

 (http://www.cuhk.edu.hk/proj/growthstd/index.htm) 

 

 下列是本校各組別的男生分別於可接受體重範圍內的百分比：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男生 91.03% 83.75% 81.18% 76.25% 65.93% 70.42% 

 

 下列是本校各組別的女生分別於可接受體重範圍內的百分比：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女生 95.92% 93.75% 82.93% 84.44% 75.00% 82.98% 

 

 從資料顯示我校學生之身高體重比例是在可接受重量範圍是「按身高體重比例的中位

數」的 80%至 120%之內，即表示我校學生的身高體重是合標準的，而且由低年級較

高百分比隨年級升高而下降，甚至有低於 80%，有略偏瘦情況出現。有見及此，本

科設計了 BMI 工作紙，讓同學關注自己的身高體重是否合乎標準，並自行設計如何

改善及保持健康飲食與運動的計劃，以合乎 BMI 指數標準，不會出現肥胖或偏瘦的

情況。 

 2018-2019 至 2020-2021 由四年級升至六年級男女生的數據所見，他們大都隨年級升

高而身高體重比例下降，詳見下表： 

 

 2018-19(小四) 2019-20(小五) 2020-21(小六) 

男生 80.00% 77.78% 70.42% 

女生 92.31% 89.80% 82.98% 

 

 除了保持正規的課堂外，本校繼續提供校隊訓練、舉辦班際比賽，還鼓勵同學參加

sportACT 獎勵計劃及由家長教師會舉辦的運動興趣班，暑假時推廣社區的運動班活

動，讓學生選擇合適自己的運動，培養經常做運動的習慣，建立健康的體格。                                                  

 

 

  

http://www.childhealthhongkong.com/2003/chi/00main/main.php
http://www.cuhk.edu.hk/proj/growthstd/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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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家長教育 

 本校一直致力推行家長教育，讓家長更有效協助子女建立「軒銅人」價值。因此，本

校會定期舉辦家長講座—「爸媽加油站」。本學年一共舉辦了八次爸媽加油站，主題包

括：疫情下的身心健康、如何有效運用品格強項、抗逆有法、正念減壓、與子女使用

電子產品相關的主題等等。 

 

 除了爸媽加油站外，本學年亦開辦了兩個家長小組，主顯為「機不可失家長組」。小組

分為初小及高小組，透過不同的個案，讓家長認識網絡沉迷的類型及當中的成因，以

「談判技巧」教導家長與子女協商使用手機或其他電子裝置的技巧，並如何以「正面

紀律」的管教技巧促進親子關係。 

 

 本年度的家長講座或工作坊如下： 

日期 主題 舉辦機構 

5/10/2020 至 

8/10/2020 
一至六年級課程簡介家長講座 本校 

8/10/2020 及

13/11/2020 
五、六年級升中座談會 本校 

13/11/2020 爸媽加油站──(一)疫情下的身心健康 連凱欣醫生 

11/12/2020 爸媽加油站──(二)言語家長講座 本校 

5/2/2021 
爸媽加油站──(三)家長網上閱讀講座： 

如何培養子女閱讀習慣和親子伴讀技巧 
安徒生會童話夢工場 

19/3/2021 爸媽加油站──(四)「愛‧連線」家長講座 香港家庭福利會 

13/4/2021 六年級升中座談會 本校 

23/4/2021 爸媽加油站──(五)如何有效運用品格強項 香港城市大學正向教育研究室 

7/5/2021 爸媽加油站──(六)抗逆有法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 

26/5/2021 爸媽加油站──(七)正念減壓工作坊 越己堂 

18/6/2021 爸媽加油站──(八)「機不離手需正視」 本校 

2/7/2021 自主學習家長網上講座 香港教育大學卓越教學發展中心 

 

  

【十二】姊妹學校計劃 
 

 因受疫情影響，本校同學未能親身到內地學校進行交流。因此，校方安排 27 位同學

利用書信形式與內地同學交流，藉以增進知識，建立友誼。交流主題為「讀書心得/ 

Tips on Learning、在家弄有「營」的一餐/ Healthy Recipes、過去一年所學到的新知識

或技能/Learning New Skills and knowledge 或特別的學習天/ My Special Learning 

Day」。 

 本校同學與內地同學協作參加「2020 粵港姊妹學校中華經典美文誦讀比賽」（香港賽

區），兩地學生透過「Teams」進行視像訓練。我校於比賽中榮獲小學組優異獎（創

意）。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學校報告(20-21)P.66 

 

【十三】回饋與跟進 

 

本校在上一個周期的三年學校發展計劃(2018-2021)中，以「培養一個有素質的「軒銅

人」—— 勤儉樂勇 自律明禮」，以及「發展自主學習，提升學生自學能力」作為關注事項。

我們發現「軒銅人」的核心價值已成功紥根在學生的心裏，並成為一個有素質的「軒銅人」。

在發展自主學習方面，老師善用各種電子學習工具進行教學，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提升，

培養自學的習慣。因此，我們把這兩個關注事項列入恆常發展，並展開下一個周期三年學

校發展計劃。 

 

 2021-2024 三年學校發展計劃： 

1. 推行價值觀教育，培育學生正面

的價值觀及良好的公民素質。 

 規劃課程藍圖，提升學生正面的價

值觀及良好的公民素質。  

 利用不同的活動鞏固學生正面

價值觀及良好的公民素質。  

2. 通過高階思維策略，發展學

生的傳意技巧、解難能力及

創造力。 

 加強教師對高階思維的概念、理

論及實施策略的認識。 

 發展跨學科閱讀文化。 

 發展校本縱向式思維策略課程，增強

學生多角度思考。 

 善用不同的學習  經歷，擴闊學

生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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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財務報告(01/04/2020 – 31/3/2021) 

Hennessy Road Government Primary School (Causeway Bay) 

Financial Report 01/04/2020 – 31/3/2021 

 

Subject and Curriculum Block Grant         

  
Revised 

Budget 

Acutal 

Expenditure 

Unspent 

Provision 

Percentage 

Spent 

(A) Non-specific Grants         

835 137 Other Education Purposes 1,954,030.00 117,780.00 1,836,250.00 6.0% 

835 302 Baseline Reference Provision 381,694.00 324,797.81 56,896.19 85.1% 

sub-total: 2,335,724.00 442,577.81 1,893,146.19 18.9% 

(B) School Specific Grant         

834 205 UAP (Primary) Grants 131,566.00 122,937.00 8,629.00 93.4% 

834 206 Student Guidance Service Grant 296,630.00 73,188.00 223,442.00 24.7% 

835 140 Composite IT Grant 491,219.00 456,540.93 34,678.07 92.9% 

835 210 Capacity Enhancement Grant 778,153.00 637,267.34 140,885.66 81.9% 

835 401 Cash grant for additional Clerical Assistant 200,691.00 166,527.20 34,163.80 83.0% 

sub-total: 1,898,259.00 1,456,460.47 441,798.53 76.7% 

(C) Grant for School Projects         

909 207 Learning Support Grant 565,317.00 442,805.04 122,511.96 78.3% 

909 216 Grant for Supporting NCS Student with SEN 132,810.00 33,789.50 99,020.50 25.4% 

909 409 Sch- based after-sch Learning Support Grant 22,350.00 22,192.00 158.00 99.3% 

909 412 Moral and National Education Subject Support 

Grant 
450,500.00 0.00 450,500.00 0.0% 

909 415 Enhanced Additional Funding -  

       Support for NCS Students 
1,333,929.00 872,725.14 461,203.86 65.4% 

909 417 Free Lunch at school 53,300.00 1,323.00 51,977.00 2.5% 

909 446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taffing Support Grant 333,570.00 327,214.75 6,355.25 98.1% 

909 455 School Social Worker Service Grant 290,073.00 230,000.00 60,073.00 79.3% 

909 456 Consultation Service Grant 58,428.00 0.00 58,428.00 0.0% 

909 457 Grant for the Sister School Scheme 266,784.00 3,737.00 263,047.00 1.4% 

909 462 Promotion of Reading Grant 57,854.00 26,167.40 31,686.60 45.2% 

909 469 Life wide Learning Grant 1,262,234.00 250,943.50 1,011,290.50 19.9% 

sub-total: 4,827,149.00 2,210,897.33 2,616,251.67 45.8% 

Total: 9,061,132.00 4,109,935.61 4,951,196.39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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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財務報告(01/04/2021 – 31/8/2021) 

Hennessy Road Government Primary School (Causeway Bay) 

Financial Report (01/04/2021 – 31/8/2021) 
 

Subject and Curriculum Block Grant         

  
Revised 

Budget 

Acutal 

Expenditure 

Unspent 

Provision 

Percentage 

Spent 

(A) Non-specific Grants         

835 137 Other Education Purposes 2,415,388.00 335,810.00 2,079,578.00 13.9% 

835 302 Baseline Reference Provision 159,501.00 81,780.84 77,720.16 51.3% 

sub-total: 2,574,889.00 417,590.84 2,157,298.16 16.2% 

(B) School Specific Grant         

834 205 UAP (Primary) Grants 56,250.00 78,796.00 (22,546.00) 140.1% 

834 206 Student Guidance Service Grant 140,657.00 100,023.40 40,633.60 71.1% 

835 140 Composite IT Grant 220,058.00 272,835.90 (52,777.90) 124.0% 

835 210 Capacity Enhancement Grant 325,173.00 289,570.50 35,602.50 89.1% 

835 401 Cash grant for additional Clerical Assistant 83,865.00 60,312.00 23,553.00 71.9% 

sub-total: 826,003.00 801,537.80 24,465.20 97.0% 

(C) Grant for School Projects         

909 207 Learning Support Grant 756,624.00 123,278.75 633,345.25 16.3% 

909 216 Grant for Supporting NCS Student with SEN 200,425.00 83,920.00 116,505.00 41.9% 

909 409 Sch- based after-sch Learning Support Grant 27,500.00 0.00 27,500.00 0.0% 

909 412 Moral and National Education Subject Support 

Grant 
450,500.00 0.00 450,500.00 0.0% 

909 415 Enhanced Additional Funding -  

            Support for NCS Students 
811,203.00 367,000.00 444,203.00 45.2% 

909 417 Free Lunch at school 265,090.00 54,189.00 210,901.00 20.4% 

909 446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taffing Support Grant 327,219.00 134,948.25 192,270.75 41.2% 

909 455 School Social Worker Service Grant 327,573.00 350,000.00 (22,427.00) 106.8% 

909 456 Consultation Service Grant 112,309.00 100,000.00 12,309.00 89.0% 

909 457 Grant for the Sister School Scheme 233,510.00 82,340.00 151,170.00 35.3% 

909 462 Promotion of Reading Grant 73,465.00 11,786.56 61,678.44 16.0% 

909 469 Life wide Learning Grant 1,281,300.00 354,961.50 926,338.50 27.7% 

sub-total: 4,866,718.00 1,662,424.06 3,204,293.94 34.2% 

Total: 8,267,610.00 2,881,552.70 5,386,057.30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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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nessy Road Government Primary School (Causeway Bay)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Fund Financial Report (01/09/2020 - 31/8/2021) 

 

   

 Income Expenditure 

Balance B/F 225,109.46  

ECA Fund 141,941.00  

Other Income 253,676.50  

Sub-Total 620,726.96 399,419.00 

Balance C/F 221,30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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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2020- 2021 年度學校發展津貼計劃檢討 

 

2020 - 2021 年度學校發展津貼可運用總額                      $    780,416.00 

項  目  

1) 聘請教學助理兩名 $ 279,200.30 

2) 聘請文員兩名  $ 278,814.50 

3) 小三至小六英語增潤課程 $ 128,000.00 

共支付： $ 686,014.80 

餘款︰  $ 94,401.20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學校報告(20-21)P.71 

 

1. 「聘請兩位教學助理」協助教師 

 

預期成果 成功準則 實際表現 

減輕教師的工作量、支援學生

學習及協助教師推行活動 

-協助教師處理與教學相關的工

作 

 

-協助教師編製教材 

-協助照顧有特殊需要的學生 

 

 

 

-教學助理能有效協助老師預備充足合適的

教具及工作紙，以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教師有更多時間設計課程及教學活動 

-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得到合適的照顧 

 

 

 

達標 

 

達標 

達標 

 

成就︰ 

 為了減輕教師非教學及文書等工作，讓教師能專注於教學活動及更充份照顧有特殊需要的學生。

本學年學校運用大約 28 萬元聘請了兩位教學助理。就此計劃，校方在學年完結前給全校教師發出

問卷及於校務會議期間進行調查，其結果如下： 

 81.5%老師非常認同，以及 18.5%老師認同教學助理能減輕老師非教學性工作，為教師創造空

間，讓他們騰出更多時間設計課程及教學活動。 

 72.7%老師非常認同，以及 27.3%老師認同教學助理能協助他們編製教材。 

 68.5%老師非常認同，以及 31.5%老師認同教學助理能照顧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 

 100%老師均同意校方應繼續運用「學校發發津貼」聘請教學助理。 

 

 透過問卷調查及日常工作表現，各組均十分欣賞教學助理的工作表現及態度。本學年學校繼續以

考績方式評核教學助理的工作表現，並由屬組主任於學年終與他們舉行工作面談，瞭解他們的工

作和向他們闡述考績報告，以肯定他們的貢獻和鼓勵他們努力工作。 

 

反思︰ 

 培訓教學助理掌握在線平台及電子教學的運用，協助進行學習活動。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學校報告(20-21)P.72 

 

2. 「聘請兩位文員」協助教師 

 

預期成果 成功準則 實際表現 

減輕教師的非教學及文書等工

作，使他們能專注發展有效的

教學活動 

-協助老師製作教具、字卡、展

板 

-協助教師推行活動 

-協助老師運用資訊科技教學 

 

 

 

-文員能有效地協助老師預備充足合適的教

具 

-教師有更多時間設計課程及教學活動 

-學生在使用資訊科技及視聽器材時得到適

當協助 

 

 

 

達標 

 

達標 

達標 

 

成就： 

 為了減輕教師非教學及文書等工作，讓教師能專注發展有效的教學活動。本學年學校利用大約 23

萬元聘請了兩位文員協助處理非教學工作。就此計劃，於學年結束前，校方給全校教師發出問卷

及於校務會議期間進行調查，其結果如下： 

 81.5%老師非常認同，以及 18.5%老師認同文員能減輕老師非教學工作，為老師創造空間，讓

他們騰出更多時間設計課程及教學活動。 

 67.3%老師非常認同， 以及 30.9%老師認同文員能協助老師編教材，只有一位老師不認同。 

 81.5%老師非常認同，以及 18.5%老師認同，文員能協助教師使用資訊科技教學。 

 81.5%老師非常認同，以及 18.5%老師認同文員能協助老師處理行政工作。 

 79.6%老師非常認同，以及 20.4%老師認同文員能協助老師製作展板。 

 100%老師均同意校方應繼續運用學校發展津貼聘請文員。 

 

 透過問卷調查及日常工作表現，各組均十分欣賞文員的工作表現及態度。本學年學校繼續以考績

方式評核文員的工作表現，並由屬組主任於學年終與他們舉行工作面談，瞭解他們的工作和向他

們闡述考績報告，以肯定他們的貢獻和鼓勵他們努力工作。 

 

反思︰ 

 培訓文員整理統計數據，協助報價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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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 Enhancement Programme – Native-speaking English Teacher (NET) Project 

Intended Outcomes Performance Indicators Actual 

Performance Targets Achievements 
1. To encourage and 

motivate students to 

communicate in 

English, to practise 

more and to build 

their confidence so 

that they can express 

themselves in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2. To develop 

communication 

skills, their reading 

ability and to ensure 

that students 

continuously focus 

on their 

pronunciation, tone 

and presentation. 

 

3. To help the students 

expand upon their 

current vocabulary 

by learning new 

interesting words and 

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s.  

1. Teachers’ workload in 

preparing an oral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for the 

students could be 

lightened. 

 

 

2. Teachers can focus 

on learner 

differences and 

coping with pupils’ 

diversity in speaking 

and listening.  

 

3. Teachers get more 

support by having a 

NET to teach the 

students spoken 

English, relating to 

the subject being 

taught in the chapters 

from the textbook for 

each form.  

  

1. Students’ proficiency in 

English Language is 

enhanced. 

 

2. Students are generally able 

to make improvement in 

their English Language 

speaking and reading 

skills. 

 

3. The language-rich 

environment creates a 

lively and authentic 

atmosphere that enhances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4. The majority of the 

students are more 

motivated to practise and 

improve their spoken 

English.  

 

5. Overall, the student’s 

pronunciation has 

developed progressively 

over the course of the 

school year. 

1. Achieved 

 

 

 

2. Achieved 

 

 

 

 

 

 

3. Achieved 

 

 

 

 

 

 

4. Achieved 

 

 

 

 

 

5. Achieved 

 

Evaluation: 

 

The main duties for this NET position are to improve students’ English language speaking and reading 

skills and to enhance their confidence in speaking English. The NET adapted course materials and designed 

various activities to address different skills which enhanced students’ verbal proficiency in English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confidence, fluency, range of vocabulary, pronunciation and grammar. 

 

Lessons were designed to create an authentic context for students to build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ubject 

knowledge learnt and their daily lives. It motivated students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topics and helped them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usage of English Language. Thus, they would be more confident of applying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learnt.  

 

In order to build student’s confidence and fluency in spoken English, an English-rich environment and 

sufficient opportunity to communicate with a native speaker are highly essential. The NET provided an authentic 

setting for students to communicate with her in English under a fun and low-pressure environment. It motivated 

students to practise the language focus in class verbally and fostered students to be brave to express themselves 

in English. Hence, with constant practice, students’ fluency in spoken English was enhanced. Besides,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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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ge of vocabulary was also expanded through various activities. It could boost students’ abilities in reading.  

 

English games and regular praises were essential elements in motivating students to learn and to use the 

language. Games involving role-plays, “Show Me”, “Teacher says”, “Change your chairs if...”, etc. were 

introduced to get students involved in class and arouse their interests. These games were also successfully 

carried out during online lessons. Students got chances to have fun and move around after sitting in front of the 

screen for a long time. However, due to pandemic, group discussion and pair works could hardly be done in 

class or during online lessons. Some activities including whole-class discussions and presentations were carried 

out regularly in order to allow students practise speaking and listening skills. 

 

Lessons also included pronunciation instruction and practice, especially for some difficult sounds and 

phonic combination. These practices helped student sound out words and enhance their pronunciation. 

Moreover, these practices could empower students to read unfamiliar words correctly and thus boost their 

confidence in reading and speaking. Students also learned several tongue twisters throughout the year to help 

improve their pronunciation. By the end of the course, many students were able to say the tongue twisters 

flawlessly. 

 

Overall, students enjoyed having English Language lessons with the NET and their confidence, fluency, 

motivation and enthusiasm in speaking English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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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ce: 

 

From pupils’ questionnaires we found that:  

 91.67% of pupils could follow teacher`s instructions to complete the tasks assigned. 

 91.67% of pupils were willing to respond to questions in simple English. 

 82.32% of pupils had greater confidence in speaking English. 

 

From teachers’ questionnaires we discovered that:  

 100% of teachers believed that this programme could enhance pupils’ proficiency in English Language. 

 100% of teachers stated that pupils were generally able to improvement in English Language speaking 

and reading skills through their classroom observation. 

 100% of teachers agreed that the language-rich environment created a lively and authentic atmosphere 

which enhance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100% of teachers agreed that pupils were more motivated to practise and improve their spoken English. 

 100% of teachers agreed that students’ pronunciation has developed progressively over the course of 

the school year. 

 

Suggestion: 

 
The NET could provid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speak English in an authentic situation 

during lessons or recesses. By employing a full-time NET next year, the NET could have more 

time to plan and develop the school-based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with local teachers, 

organize more English Language activities for students and carry out more extra-curricular 

English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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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報告 

2020-2021 學年 

編號 活動簡介及目標 

範疇* 

（請參考附註 

例子） 

舉行日期 

對象 

評估結果 

實際 

開支 

（$） 

開支 

用途
＊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

可選擇多於一項） 

級別 
參與 

人數 

智
能
發
展
︵
配
合
課
程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第 1 項 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1.1 
本地活動︰在不同學科／跨學科／課程範疇組織全方位學習活動，提升學習效能，或按學生的興趣和能力，組織多元化全方位學習活動，發展學生潛能，

建立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1 

 

海洋公園學院課程 

 

目標: 

 讓學生親身走進香港生態環境中從

中學習欣賞和珍愛大自然資源 

 培養學生探究周遭環境及解決問題

的能力 

 引導學生關心自然保育的議題，讓學

生了解動物、環境及人類之間的關係 

擴闊學生視野 

 

跨學科  

因疫情關

係，活動

未能進行 

小五 

及 

小六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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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活動簡介及目標 

範疇* 

（請參考附註 

例子） 

舉行日期 

對象 

評估結果 

實際 

開支 

（$） 

開支 

用途＊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

可選擇多於一項） 

級別 
參與 

人數 

智
能
發
展
︵
配
合
課
程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2a 

a. 僱用外間提供課程機構的服務，為四

及六年級舉辦以包含STEM元素的專

題研習活動 

b. 為各級STEM專題研習的提供實驗題

目材料 

c. 為各級學生提供最少1次學生工作坊

或講座 

在 STEM 專題研習雙週內派出支援服務

團隊到校提供支援，協助老師帶領學生進

行 STEM 活動 

 

目標: 

 提供優質的學習環境予學生學習綜

合和應用與 STEM相關的知識與技

能 

 提升學生綜合和應用與 STEM相關

的知識與技能的學與教策略 

  提升學生的協作解難能力和創造力 

  擴闊學生視野 

跨學科 

STEM 專題研

習雙週計劃 

1/2021 

至 

2/2021 

小四 

至 

小六 

361 

由於本港持續受到新

型冠狀病毒疫情影

響，停止面授課堂，

校方以「Micro:bit 模

型火箭車」及

「LEGO®  Education 

WeDo 2.0」 STEM 

FUN DAY 樂繽紛取代

本學年 STEM 專題研

習活動。 

根據問卷調查顯示，

90%學生及家長滿意

「STEM FUN DAY 樂

繽紛」的安排，認為這

次活動是他們在停課

以來第一次親身進行

的 STEM 學習活動。 

$72,045 
 

E1,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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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活動簡介及目標 

範疇* 

（請參考附註 

例子） 

舉行日期 

對象 

評估結果 

實際 

開支 

（$） 

開支 

用途＊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

可選擇多於一項） 

級別 
參與 

人數 

智
能
發
展
︵
配
合
課
程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2b 

a. 安排學生參加與 STEM/運算思維

（Computational Thinking）/科學與科

技等範疇的活動或比賽，並支付比賽

或活動費用，例如： 

i. Rocket Car火箭車比賽 

ii. 皇仁書院「小小發明家」資優創意

計劃 

iii.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2020-21 

iv. VEXIQ機械人比賽 

v. 全港中、小學無人機比賽 

 

資助學生購買參加比賽時所有材料、探

訪、實地考察及各類消耗品等費用 

 

目標 

 提升學生的解難能力和創造力 

STEM/運算思

維 /科學與科

技等範疇的活

動或比賽 

 

10/2020 

至 

5/2021 

小五 

至 

小六 

 

239 

Rocket Car 火箭車比賽活動順

利完成。從觀察所見，是次比

賽讓學生更加了解製作火箭車

的原理(力學、摩擦力、空氣阻

力、對稱)及提升學生的解難能

力。本校共派出 10 支隊伍參

加於 3/7 進行的 Rocket Car 火

箭車比賽(香港區)，其中兩支

隊伍榮獲「一等獎」及六支隊

伍獲得「二等獎」；兩支隊伍

榮獲「一等獎」的隊伍已出席

於 31/7 進行的香港區總決賽，

分別獲得第 12 名及第 13 名。 

 

皇仁書院「小小發明家」資優

創意計劃活動順利完成。從觀

察所見，學生能夠自學網上平

台 ARTSTEP，並創作及設計

屬於自己學校的網上校園展覽

並設計遊覽路線。本校代表於

「小小發明家」計劃榮獲「最

受歡迎展覽廳」大獎及「最佳

展覽廳銀獎」。 

 

$33,375 

 
 

E1,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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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活動簡介及目標 

範疇* 

（請參考附註 

例子） 

舉行日期 

對象 

評估結果 

實際 

開支 

（$） 

開支 

用途＊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

可選擇多於一項） 

級別 
參與 

人數 

智
能
發
展
︵
配
合
課
程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3a 

常識科技活動日 

舉行全校性科技活動學習日，資助學生活

動費用 (活動包括所需材料、外聘機構/

導師費用、學生工作坊費用等) 

目標: 

  透過組織與科技與科學相關的多元

學習活動，培養學生創意思維及提升

學生學習科學與科技的興趣 

跨學科 STEM 

 

1/2021 

至 

7/2021 

小一 

至 

小六 

746 

觀察所見，各級學生投入

活動，並能利用製作短片

及在老師指導下完成科

研作品。 

調查結果顯示，90%學生

喜歡校方安排的科技活

動，並能夠培養學生的創

意思維及提升學生學習

科學與科技的興趣。 

$5,967.5 

 
E1, E7      

3b 

創意編程班及機械人編程班 

開辦與 STEM 相關課程及拔尖小組，提

升學生的協作解難能力和創造力 

目標: 

  提升學生的解難能力和創造力 

 

跨學科 STEM 

 

11/2020 

至 

5/2021 

小三 

至 

小六 

487 

因疫情關係以「常識百

搭」及「小學校際常識大

賽 2021」取代「常識百搭」

小學 STEM 比賽(2020-

21)，其中 6H 組別獲得

「最佳參與獎」。「小學校

際常識大賽 2021」，入圍

進身決賽。 

$0 
兩項活動不

需要購買任

何比賽材料 

E1      

3c 

校隊培訓 

為學生提供專業培訓，使他們發揮潛能。 

目標: 

 透過校隊訓練，讓學生在體藝學習方

面盡展所長，同時參加不同的比賽及

演出，擴闊學生的視野，從而讓學生

在德智體群美得到均衡的發展 

體藝  

由
10/2020

起至
5/2021 

小一 

至 

小六 

中文話

劇團 

10 

 

 
樂團 

32 

中文話劇班同學在香港

學校戲劇節榮獲「傑出

合作獎」、「傑出影音效

果獎」及「傑出演員

獎」 

 

樂團於畢業禮演出獲嘉

賓讚賞 

$17,000 
(中文話劇團) 

 

 

 

$ 20,670 
(樂團) 

E1,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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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活動簡介及目標 

範疇* 

（請參考附註 

例子） 

舉行日期 

對象 

評估結果 

實際 

開支 

（$） 

開支 

用途＊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

可選擇多於一項） 

級別 
參與 

人數 

智
能
發
展
︵
配
合
課
程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3d 

服務生培訓活動 

全方位學習 

i. 天際100 

ii. 迪士尼科學行動 

(資訊校園大使、課外活動大使和圖書館

領袖生) 

 

目標: 

 透過探索活動，讓學生於最高學堂居

高居臨下認識香港的歷史、文化和發

展。 

 擴闊學生的生活經驗，從親身經歷建

構知識、技能及所培養的正面的價值

觀和態度。 

領袖訓練  

5/2021 

 至 

7/2021  

小四至

小六服

務生  

i) 

環保大

使 

30 

ii) 

課外活

動大使 

22 

iii) 

圖書館

領袖生

訓練活

動 

22 

因疫情關係，原定的兩

項活動未能按計劃進

行，改為邀請機構到校

進行培訓活動。 

 

從觀察所見，是次活動

能擴闊服務生的生活

經驗，從親身經歷建構

知識、技能及正面的價

值觀和態度。 

i) 環保大使 

$8,750 
 

ii)課外活動

大使：

$4,185 
 

 

iii) 圖書館

領袖生訓練

活動 

$3,800 

 

 

 

E1,E5 

 
 

 

 

 
 
 

 

 

 

 
 
 

 

 

 

 

 
 
 

 

 

 

 
 
 

   

3e 

中文、英文、普通話校際朗誦節 

目標: 

 發掘學生朗誦潛質 

 提升自我形象及自信 

藝術 (朗誦 )  

9/2020 

至 

5/2021 

小一 

至 

小六 

197 

從調查結果顯示，

100%教師表示朗誦節

能發掘學生朗誦潛質

及提升自我形象及自

信 

$29,870 E1      

3f 

校際音樂節 

目標: 

 發掘學生音樂潛質 

 提升自我形象及自信 

藝術 (音樂 )  

11/2020 

至 

5/2021 

小一 

至 

小六 

39 

從調查結果顯示，

100%教師表示朗誦節

能發掘學生朗誦潛質
$9,760 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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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活動簡介及目標 

範疇* 

（請參考附註 

例子） 

舉行日期 

對象 

評估結果 

實際 

開支 

（$） 

開支 

用途＊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

可選擇多於一項） 

級別 
參與 

人數 

智
能
發
展
︵
配
合
課
程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及提升自我形象及自

信 

3g 

學生活動日 

及 

小六畢業營 

(歷奇活動) 

目標: 

 透過「體驗式學習」，結合實踐與反

思的學習活動 

 協助同學升中銜接 

 

跨學科  12/2020 

 

 

5/2021 

 

 

全校 

及 

小六 

 
 

軒銅開

心活動

日 

746 

 

小六畢

業營 

118 

學生活動日以軒銅開

心活動日進行，提供

跨學科的學習內容令

學生感受活動樂趣 

及 

舉辦小六畢業生正向

教育工作坊取代畢業

營。學生認同活動能

增進感情及令他們以

積極的態度面對升中

生活 

$53,732 

 

 

 

$12,000 

 

 
E1,E5 

 
 

 

 

 
 
 

 
 

 

 

 
 
 

 

  

3h 

暑期音樂大本營 

目標: 

 透過不同的活動，讓學生一同體驗美

妙的音樂世界 

 發掘學生音樂潛能 

 擴闊學生學習經歷 

 提升樂團的歸屬感及團隊精神 

 

藝術 (音樂 )  7/2021 

小四 

至 

小六 

 

150 

活動在學校順利完

成，當中包括樂團、合

唱團、木笛團成員，學

生喜愛所有音樂活

動，並提高了學習音

樂興趣。 

$48,032 E1,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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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活動簡介及目標 

範疇* 

（請參考附註 

例子） 

舉行日期 

對象 

評估結果 

實際 

開支 

（$） 

開支 

用途＊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

可選擇多於一項） 

級別 
參與 

人數 

智
能
發
展
︵
配
合
課
程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3i 

領袖生及車長培訓日 

目標 

 培訓/提升學生的溝通能力及團隊精

神 

 培訓/提升學生領導才能 

領袖訓練  

1/2021 

(綫上) 

 

 

 

 

7/2021 

(實體) 

小四 

至 

小六 

120 

綫上培訓日 

超過92%及車長同意

培訓日能培訓他們的

溝通能力、團隊精神及

領導才能。 

實體培訓日 

超過 92%領袖生及車

長同意培訓日能提升

他們的溝通能力、團隊

精神及領導才能。 

$15,000 
(線上培訓日) 

 

 
$18,000 

(實體培訓日) 
E1,E5 

 

 

 

 

 

 

 

 
 

 

 
 
 

 

 

 

 

 

 

 

 

 

 

 

 

 

 

 

 

3j 

中華文化日 

 培訓學生認識中華文化 

 活動包括:欣賞中國傳統活動表演及

手工藝製作活動 

價值觀教育  

11/2020 

至 

7/2021 

小一 

至 

小六 

746 

學生在線上學習。學生

很喜歡跟老師學習，會

主動發問。100%老師

認同是次活動能加深

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

識。 

$46,400 E1,E5      

3k 

書法初階課程 

 讓學生認識中國書法； 

 學生能運用毛筆書寫楷書； 

 透過學習書法藝術達至怡情養性。 

書法藝術  

1/3/2021

至 

12/3/2021 

小三 135 

活動順利完成。學生對

中國書法感興趣，能主

動練習，學生掌握基本

的執筆及用墨技巧。老

師認同書法活動能加

深學生對中華文化的

$16,000 E1,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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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活動簡介及目標 

範疇* 

（請參考附註 

例子） 

舉行日期 

對象 

評估結果 

實際 

開支 

（$） 

開支 

用途＊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

可選擇多於一項） 

級別 
參與 

人數 

智
能
發
展
︵
配
合
課
程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認識及引起學生學習

書法的興趣。 

 

 
   第 1.1 項總開支 $414,586.5 

 

    

 

 

 

 

1.2 境外活動︰舉辦或參加境外活動／境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1 / / / / / / 
0 

      

    第 1.2 項總開支 0 
 

     

    第 1 項總開支 $414,586.5       

 

編號 項目 

範疇^ 

（請參考

附註例

子） 

用途 實際開支（$） 

第 2 項 購買其他推行全方位學習所需的設備、消耗品或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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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項目 

範疇^ 

（請參考

附註例

子） 

用途 實際開支（$） 

1 

a. 購買推行科學遊戲、科學探究活動
的材料及物資(包括購買所需物品
如STEM遊戲、編程機械人及相關
擴展工具、自學教材套等) 

STEM 

 用於四至六年級常識科與STEM教學的跨學科課程內 
 提升教師對STEM教學的認識與及提升學生對STEM學習

的興趣 

$36,000 
購買 Micro:bit 電路板 

b. 購買STEM參考書(包括STEM書
籍、期刊及雜誌等) 

 用於四至六年級電腦科的自訂課程內 

 加強運算思維及編程的認識，提升學與教的質素 

$0 
由於電腦科書商已提供合適相
關參考內容，所以不用購買教

師及學生參考書。 

2 

購置電腦科需要的學習資源及物
資(包括編程用四軸航拍機及相關
擴展工具、編程用Scratch機械人及
相關擴展工具、書籍、期刊及雜誌 

電腦 

 用於四至六年級電腦科自訂課程內 

 加強教師對運算思維及編程教學的認識，提升學與教的質
素 

$0 
因疫情活動規模縮小不用增添

物資 

3 購置兩隻獅頭 藝術  用於舞龍醒獅班 $0 
因疫情關係，活動未能進行，

故不需購買相關物品。 

4 購買管弦樂團樂器 

清潔管弦樂團樂器 

音樂  用於購買樂器，借給有需要的學生 

 用於清潔樂器，借給有需要的學生 

$46,112 
$48,000 

   第 2 項總開支 $130,112 

   第 1 及第 2 項總開支 $544,698.5 

^： 輸入下表代號；每項開支可填寫多於一個代號。 

開支用途代號  

E1 活動費用（報名費、入場費、課程費用、營舍費用、場地費用、學習材料、活動物資等）  E6 學生參加獲學校認可的外間機構所舉辦之課程、活動或訓練費用 

E2 交通費  E7 設備、儀器、工具、器材、消耗品 

E3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學生）  E8 學習資源（例如學習軟件、教材套） 

E4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隨團教師）  E9 其他（請說明） 

E5 專家／導師／教練費用    

第 3 項：受惠學生人數 

全校學生人數︰ 746    

受惠學生人數︰ 746    

受惠學生人數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 100%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職位）﹕ 羅靜儀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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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學校交流報告書 

2020 /2021 學年 

學校名稱：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學校類別： 小學  負責老師： 林雅韻主任、陳嘉琪老師 

 
本學年已與以下內地姊妹學校進行交流活動： 

 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小學 

 
本校曾舉辦的姊妹學校活動所涵蓋層面及有關資料如下：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填上號(可選多項)及/或在「其他」欄填寫有關資料)  

教師層面（*已舉辦 / *未有舉辦）(*請刪去不適用者) 

交流項目 預期目標 

編號  描述 編號  描述 

D1  探訪/考察 E1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D2  觀課/評課 E2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D3  示範課/同題異構 E3  建立學習社群/推行教研 

D4  遠程教室 E4  促進專業發展 

D5  專題研討/工作坊/座談會 E5  提升教學成效 

D6  專業發展日 E6  擴闊視野 

D7  其他(請註明) : E7  建立友誼/聯繫 

   E8  其他(請註明) : 

 

教師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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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層面（*已舉辦 / *未有舉辦）(*請刪去不適用者) 

交流項目 預期目標 

編號  描述 編號  描述 

G1  探訪/考察 H1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G2  課堂體驗 H2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G3  生活體驗 H3  擴闊視野 

G4  專題研習 H4  建立友誼 

G5  視像交流 H5  促進文化交流 

G6  文化體藝交流 H6  增強語言/表達/溝通能力 

G7  書信交流 H7  提升自理能力/促進個人成長 

G8  

其他(請註明) : 與姊妹學校同學一

起參加了「2020 粵港姊妹學校中華

經典美文誦讀比賽(香港賽區)」比

賽 

H8  豐富學習經歷 

   H9  其他(請註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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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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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察/評估方法如下： 

編號  監察/評估方法 

M1  討論 

M2  分享 

M3  問卷調查 

M4  面談/訪問 

M5  會議 

M6  觀察 

M7  報告 

M8  其他(請註明) : 

 

全年財政報告： 

編號  交流項目 支出金額 

N1  到訪內地姊妹學校作交流的費用 HK$ 0 

N2  
在香港合辦姊妹學校交流活動的費用 (「2020 粵港姊妹學校中

華經典美文誦讀比賽(香港賽區)」比賽短片製作) 
HK$ 20,700 

N3  姊妹學校活動行政助理的薪金 (註:不可超過學年津貼額的 20%) HK$ 0 

N4  視像交流設備及其他電腦設備的費用 HK$ 19,990 

N5  交流物資費用 HK$ 3,633 

N6  在香港進行交流活動時的茶點開支(註:不可超過學年津貼額的 2%) HK$ 0 

N7  老師的一次入出境簽證的費用(註:不可超過學年津貼額的 1%) HK$ 0 

N8  其他(請註明) : 書刊及郵費 HK$ 42,074 

N9  學年總開支 HK$ 86,397 

N10  沒有任何開支 不適用 

反思及跟進： 

編號  內容 

O1  

有關交流活動的層面：  

本年度能順利進行管理層面、教師層面、學生層面交流活動。 

原訂六月本校校長、師生會與姊妹學校師生進行視像交流，惟廣州市剛巧在此時發

現新冠病毒變異病例，我校校長聯同學生立即設計心意卡、製作加油短片，為他們

送上祝福、問候和鼓勵，為他們打氣！他們亦非常感謝我們的心意。                               

O2  

有關交流活動的形式/內容： 
管理層面善用電郵及社交軟件進行通訊，建立友誼。建議來年如疫情仍未穩定，可
繼續利用社交軟件進行通訊。 
本校教師透過網絡觀摩粵港澳大灣區的「高品質課堂」，增進對內地教學的認識和
了解擴闊視野、促進專業發展和提升教學成效。 
從學生問卷得知，透過書信交流： 
同學非常同意或同意能夠擴闊視野：92.6%； 
同學非常同意或同意能夠建立友誼：77.78%； 
同學非常同意或同意能夠促進文化交流：81.48%； 
同學非常同意或同意能夠增強語言/表達/溝通能力：88.89%； 
同學非常同意或同意能夠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85.19%； 
同學非常同意或同意能夠豐富學習經歷：85.18%； 
同學非常同意或同意能夠提升自信及成就感：81.48% 
學生反映希望在廣州疫情不嚴峻時，可作多些互動或到訪廣州，建立更好的友誼。 
建議來年在廣州疫情穩定時到訪廣州，深入交流。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學校報告(20-21)P.87 

 

O3  

有關交流活動的時間安排： 

本校學生在一月份撰寫書信，在三月尾收到回信。原訂在六月中進行視像交流，惟
廣州市剛巧在此時發現新冠病毒變異病例，疫情防控正處於關鍵時期，有關活動取
消，未能作深入交流。 

建議學生有更多交流時間，讓本校學生更能認識當地學生的學習文化。                                              

 

交流參與人次： 

編號  層面 交流參與人次 

P1  本校學生在香港與姊妹學校交流的人次  27 人次 

P2  本校學生到訪內地與姊妹學校交流的人次 --- 人次 

P3  本校學生參與交流的總人次  27 總人次 

P4  本校教師參與交流的總人次  6 總人次 

P5  本校學校管理人員參與交流的總人次  1 總人次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學校報告(20-21)P.88 

 

二零二零 /二一學年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校本津貼  ─ 活動報告表  

學校名稱：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負責人姓名： 梁愛微  聯絡電話號碼： 2157 2788 
 

I) 校本津貼實際受惠學生人數(人頭)共 31 名     

 (包括 A. 領取綜援人數： 6 名，B. 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人數： 25 名及 C. 學校使用酌情權的清貧學生人數： 0 名) 

II) 受資助的各項活動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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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2英文拼音班 5 2 / 92% 
12/2020至 

2/2021 
4,550 

學生問卷調查 

老師觀察 
優才教育中心 

學生投入課堂活動。 

P.3趣味英語班 / 9 / 100% 
12/2020至 

2/2021 
4,550 

學生問卷調查 

老師觀察 
優才教育中心 

學生很喜歡課堂活動，

對學習英語增加了信

心。 

P.4趣味英語班 / 5 / 100% 
12/2020至 

2/2021 
4,550 

學生問卷調查 

老師觀察 
優才教育中心 

P.5,6 Stem興趣班 1 4 / 100% 
1/2021至 

2/2021 
6,650 

學生問卷調查 

老師觀察 
共融教室有限公司 

課程活動有助增強學生對 
科技、數學和工程 
(STEM) 的知識和技能。 

小禮物(桌上遊戲) 6 25 / / 2021 431 / 快達行 

讓學生在課餘時與家人在

家中進行桌上遊戲，除了

培養學生思考能力，還能

增加學生與家人間的互相

交流。 

活動項目總數：      4  
         

@ 學生人次 11 45 0  
總開支： 20,731 

   

** 總學生人次 56     

備註: 

* 活動類別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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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資格學生: 指(A)領取綜援、(B)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及(C)學校使用不超過 25%酌情權的清貧學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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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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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計 劃 成 效  

 

整 體 來 說 你 認 為 活 動 對 受 惠 的 合 資格  學 生 有 何 得 益 ? 
 

請 在 最 合 適 的 方 格 填 上「 」號 
改善 沒有 

改變 

 

下降 
不適 

用 明顯 適中 輕微 

學 習 成 效   

a) 學 生 的 學 習 動 機        

b) 學 生 的 學 習 技 巧        

c) 學 生 的 學 業 成 績        

d) 學 生 於 課 堂 外 的 學 習 經 歷        

e) 你 對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的 整 體 觀  

感 
      

個 人 及 社 交 發 展   

f) 學 生 的 自 尊        

g)  學 生 的 自 我 照 顧 能 力        

h) 學 生 的 社 交 技 巧        

i )  學 生 的 人 際 技 巧        

j )  學 生 與 他 人 合 作        

k)  學 生 對 求 學 的 態 度       

l )  學 生 的 人 生 觀        

m)  你 對 學 生 個 人 及 社 交 發 展 的  

整 體 觀 感  
      

社 區 參 與   

n) 學 生 參 與 課 外 及 義 工 活 動        

o) 學 生 的 歸 屬 感        

p) 學 生 對 社 區 的 了 解       

q) 你 對 學 生 參 與 社 區 活 動 的 整  

體 觀 感 
      

 

 

IV)  對 推 行 校 本 津 貼 資 助 活 動 的 意 見  

在 推 行 計 劃 時 遇 到 的 問 題 / 困難   

(可 在 方 格 上 超 過 一項  ) 

 未 能 識 別 合 資 格 學 生 (即 領 取 綜 援 及 學 生 資 助 計 劃 全 額 津 貼 

的 學 生 )； 

 難 以 甄 選 合 適 學 生 加 入 酌 情 名 額 ；  

 合資  格 學 生 不 願 意 參 加 計 劃 ； 

 伙伴  / 提 供 服 務 機 構 提 供 的 服 務 質 素 未 如 理 想 ；  

 導 師 經 驗 不 足 ， 學 生 管 理 技 巧 未 如 理 想 ； 

 活 動 的 行 政 工 作 明 顯 地 增 加 了 教 師 的 工 作 量 ；  

 對 執 行 教 育 局 對 處 理 撥 款 方 面 的 要 求 感 到 複 雜 ； 

 對 提 交 報 告 的 要 求 感 到 繁 複 、 費 時 ； 

 其他  (請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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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學生及家長有否對校本津貼資助活動活動提供意見？他們是否滿意計劃的服務？  

(可選擇填／不填寫 ) 

 

英文拼音班： 

 課程有用、開心 

趣味英語班： 

 我覺得趣味英文班的課程内容十分有趣，希望貴校能再舉辦類似課

程。 

 我覺得老師很熱心教導我們，感到非常高興。 

 我覺得趣味英文班對我有幫助。 

 課程非常有趣。 

 課程學習開心。 

 我上完這個課程後，我認識了很多生字。我覺得對我很有幫助。 

 這個課程又能學習英文又能扮演角色，很開心！    

BBC microbit  

 機械編程班： 

 十分喜歡這個課程。                                                                               

 令我學會如果用 microbit 做些有趣事，例如加減和動畫等。                                                                              

 我十分開心可以學到這個課程。                                                                              

 很好。                                                                             

 它令我學習到更多有關 microbit 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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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改善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教」報告 

2020-2021 年度 
總支出：$998,740 

 

計劃名稱 改善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教 

舉辦日期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8 月 

目 標 1. 提高非華語學生的中文語文能力 

2. 照顧非華語學生不同和特殊的學習需要 

3. 幫助非華語學生適應學校生活 

措 施 1. 聘請中文老師以抽離形式為非華語學生進行中文課堂學習。                                    

2. 透過舉辦不同的校內活動(如中華文化日)，讓非華語學生融入本地中國傳統 

文化，並鼓勵本地學生多與非華語學生溝通，加強校園共融。 

財政報告 支援非華語學生的中文老師兩名 

$940,320 

非華語學生課後功課輔導班(上學期) 

$39,060 

訂購一年期《星願小王子》讀寫系列網上學習平台服務 

$2,960 

中樂欣賞(中樂團到校表演) 

$16,400 

工作成效  本年度本校獲教育局撥款$800,000，支援十二位非華語學生。校方運用此筆撥款
為各級的非華語學生提供以下額外的中文支援服務，包括聘請兩位中文科合約支
援老師專責協助推行校本改善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教計劃。 

 於課間，支援老師會透過抽離式小組教學支援非華語學生在中文學習上的需要。
針對學生個別問題和學習難點，進行鞏固、補充、提升等的教學。老師會根據「校
內評估工具」得出的結果，對應「第二語言學習架構」，檢視非華語學生的中文
水平，了解非華語學生的已有知識，並在教學過程中，引領學生在已有的學習經
歷上建構新知識，從而深化學習。 

 另外支援老師會因應非華語學生的能力而調適學生的學習活動，能力稍遜的學生
側重聽說能力的鞏固，能力較高的學生加強中文讀寫能力的訓練。老師運用不同
的方法來讓學生累積足夠的口語及書面詞彙。老師會從日常生活取材，着重學生
口頭復述訓練和敍述性說話訓練，讓學生能鍛煉口頭表達能力。老師亦着重字詞
教學，如：教導部首及聲旁，讓學生能猜測字詞的讀音及意思；亦利用圖像增加
學生對字詞的理解及記憶；要求學生「口唱書空」，同時利用小白板增加學生的

寫字興趣，以鞏固字詞的筆順；與學生一起分析及引申字詞的用法，如近義詞及
反義詞等，擴大學生的字詞庫；並鼓勵學生在課堂上口頭造句。老師會利用教具，
如字咭、部件咭、點讀筆等，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 

 同時，支援老師會製作教材，如語文增潤工作紙、簡報、默書溫習紙等，協助學
生溫習課文重點，並於課後為每位非華語學生提供一小時的網上個別支援去跟進
有關學生學習中文正規課程的進度。 

 此外，校方每天課後下午時段安排聖雅各福群會延續教育中心的導師透過Teams

有系統地教導同學去學習中文課程以內的知識及提供支援中文功課輔導。從課堂
的觀察所得，學生都能積極投入參與，也表示喜歡課堂的活動。 

 校方為提升非華語學生對學習中文的興趣，本年度購買了網上中文學習平台《星
願思語》及《星夜重圓》給學生在家中進行自學活動。大部分學生認為透過遊戲

去學習中文，能提升他們的語文能力及興趣。 

 為了解非華語學生的情緒問題及學習需要，支援老師不時致電陽光電話與家長溝
通，並透過Teams與個別非華語學生進行課後個人中文輔導，有效地支援非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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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家長。 

 從問卷調查知道，100%非華語學生對學習中文的興趣提升了，大部份的非華語學

生家長學生也認同子女的中文水平也有持續性的進步，所以校方會安排支援老師
在暑假期間預備製作校本非華語學生中文科工作紙(語音版)。希望透過點讀筆有
助學生在新學年在家中自學，亦能減輕家長面對教導子女中文功課的壓力。 

 本年度有2位非華語學生參加教育局所舉辦的2020/21非華語學生中文寫作及才藝
比賽(小學) ，其中2R班金孟菲同學在說話組別獲得小二級季軍。校方會在新學年
繼續鼓勵更多非華語學生參加校外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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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運用報告 

2020-2021 學年 
 

 

（一） 財務概況 

A 本學年獲發撥款： $ 12,600 

B 本學年總開支： $ 11,952 

C 須退還教育局餘款（A - B）： $ 648 

 

 

 

（二） 受惠學生人數及資助金額 

學生類別 受惠學生人數 資助金額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1 $ 858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全額津貼 11 $ 8,580  

校本評定有經濟需要 10 
$ 2,514 

（上限為全學年津貼金額的 25%） 

總計 22 
$ 11,952 

［註：此項應等於（一）B「本學年總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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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動開支詳情 

編號 活動簡介及目標 

範疇1 

（請參考附註

例子） 

受惠學生 

人次2 

開支 

（$）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

可選擇多於一項） 

智
能
發
展
︵
配
合
課
程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1. 本地活動︰資助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參與不同學科／跨學科／課程範疇的全方位學習活動，提升學習效能，或

參與多元化全方位學習活動，以豐富五種基要學習經歷 

1 
普通話基礎班：為了培養學
生對普通話的興趣 

中文 1 $ 90      

2 

木笛訓練班：教授學生吹奏
木笛的技巧，並培養學生代
表本校參與交流表演和在校
内表演活動。若學生的吹奏
技巧良好，將獲推薦參加香
港學校音樂節木笛組比賽。 

藝術（音樂） 3 $ 1,120      

3 
奧數班：培養學生對數學的
興趣 

數學 4 $ 1,290      

4 

管弦樂團訓練班：旨在培養
學生對音樂方面的興趣及提
供有關基本知識，如學員成
績優異，由導師推薦，可安
排報考皇家音樂學院考試課
程、參加校際比賽及公開表
演。 

藝術（音樂） 14 $ 9,452      

  第 1 項總開支 $ 11,952      

 

2. 境外活動︰資助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參與境外活動／境外比賽 

1 (不適用)         

  第 2 項總開支       

 

 

3. 資助有經濟需要的學生購買參與全方位學習活動所必要的基本學習用品及裝備 

1 (不適用)         

  第 3 項總開支       

  總計  $ 11,952      

                                                 
1 適用範疇包括：中文 / 英文 / 數學 / 科學 / 地理 / 歷史 / 藝術 (音樂) / 藝術 (視藝) / 藝術 (其他) / 體育 / 常識 / 公民與社會發

展 / 跨學科 (STEM) / 跨學科 (其他) / 憲法與基本法 / 國家安全 /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 價值觀教育 / 資優教育 / 領袖訓練等，

如活動不屬於上述所列範疇，請自行填寫該活動所屬範疇。 
2 受惠學生人次指參加每項活動的學生人數，學生參加多於一項活動可重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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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2020-2021 年度「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津貼」報告  

總支出: 港幣 680,000 元正  
  

 

時段: 2020 年 11 月 1 日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 

 

服務簡介:  

本校運用「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津貼」外購學生輔導服務，由循道衛理中心學校支援服務隊提供
一名全職駐校社工及一名活動助理。計劃主要透過連結學校及社區資源，配合教育局「全方位學
生輔導體系」(Comprehensive Student Guidance System)，為學校提供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內容
包括配合學校的周年發展計劃，培養學生們成為「勤儉樂勇、自律明禮」的軒銅人、統籌及教授

一年級成長課程、舉辦多元化的學生輔導小組及活動、個案輔導服務、轉介服務，以及支援家長
教師會等工作，務求為學生、家長及學校團隊提供適切且及時的支援，協助學生全人發展和建立
良好品德，以面對成長路上的各項挑戰。  

  

服務總結及成效:   

1. 個案工作方面，本年度處理的個案有 10 個，諮詢個案有 24 個。學校社工主要透過個別面談

及輔導小組形式與學生建立關係並進行輔導，同時會就個案進度與家長及教師交流。社工會

按個別個案的需要進行合適的轉介或與外間機構進行共同協作，以完善對家庭的整體支援。

例如:與多方專業合作，如精神科醫生、醫務社工、家庭服務社工，並轉介個案到區內的遊

戲治療服務及託管服務等等。  

2. 社工負責統籌及教授一年級成長課程，亦會與負責教授其他班級成長課的老師交流及協作，

就個別班別的需要制定特別成長課教材，並由社工負責任教，成長課科任老師負責協助。此

外，社工亦會負責更新成長課書商的網上教材，涵蓋四大範疇 (個人、群性、學業及事業)，

讓同學能均衡發展。 

3. 本年度社工共推行了 2 個校本輔導活動：第一個活動是「自律明禮之星選舉」，於上下學期

期末由班主任選出或同學投票的形式推選出每班兩位自律明禮之星。全校上下學期合共一百

二十位同學獲選。獲選的同學拍攝「自律明禮之星有話兒」短片或以文字寫出獲獎感受，及

鼓勵其他同學活出「軒銅人」質素。短片於導修課節播放，活動均獲得正面回應，獲獎學生

十分踴躍拍攝得獎感受的短片；第二個活動是「快樂復課在你手」。在三月份恢復半天面授

課的第一個星期內邀請各班級在色紙上製作手掌畫以及彼此鼓勵的說話，以營造班級的復課

凝聚力及歡迎同學們回到軒銅家。學生們表現十分雀躍興奮，拍下了不少愉快的班級合照。 

4. 本年度社工共安排了 3 個成長輔導小組，當中包括小一「自理守規無難度」、小三「至叻精

靈新人類小組」(與情緒管理有關)、小五「正向有妙法」。因疫情的關係，有部份小組課節以

網上形式進行，其餘課節在校內以面授形式進行 ; 1 節六年級升中面試講座及每班 1 節的升

中模擬面試工作坊(共 5 節)。另外，社工就一至五年級的需要，安排了每班一節的班本生命

教育活動(共 25 節)，包括：與責任感及網絡安全有關的主題。 

5. 社工協助統籌家長教育活動。本年度的爸媽加油站共舉行了 8 節家長講座，以線上形式進

行,並在學期終結時舉行了線上的爸媽加油站畢業禮，向出席率達九成的家長頒發證書，以

資鼓勵。另外，社工亦與復和綜合服務中心合作，舉行了 2 個家長小組，主題為「機不可

失」，務求加強家長對於電子新世代子女的了解，並教授家長與子女協商使用電子產品時的

談判技巧。 

6. 社工協助聯繫不同地區資源，為學生提供更多支援服務。本年度社工曾與下列的機構合作或

作出轉介：香港仔坊會教德樂服務，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免費的網上補課小組；浸信會愛羣

服務處雨後新地遊戲治療服務、浸信會愛羣服務處課後託管服務；聖雅各福群會青年服務—

青萌銅鑼灣綜合服務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