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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們的學與教

學校實施全人教育為辦學使命，使學生在德、智、體、群、美、靈各方面得以

均衡發展。學校依據香港教育目標、課程發展議會及教育局的課程指引和政

策，穩步發展具校本特色的課程。有關本校的學與教特色如下:

1.1.1.1.推展小班教學 實行合作學習 發揮多元潛能

● 為提升學生之學習效能及更有效地發揮學生的潛能，學校額外增撥資源、增聘

教師，推展小班教學。

● 減少師生比例，老師可更明白學生之學習需要，從而能因材施教及給予學生更多

即時回饋。

● 在教學的過程中，老師會讓同學在「高參與、高互動、高關注、多讚賞」的和

諧環境下學習，藉以發揮學生的九大共通能力。

● 老師透過共同備課、利用「合作學習」教學模式及外界的專業支援，優化課堂

教學

● 老師亦會因應學生的能力調適更適合學生的學習模式、進度、工作紙內容等，

讓學生自信地學習，達到照顧差異的效果。

2.2.2.2.培訓高階思維 發展共通能力

● 學校為學生提供魔法數學、科學及中文科之圖書教學、課程提升其解難能力

及訓練學生高階思維的策略性思考能力。

● 在進行常識科教學時，本校因應內容而採用多元思維工作紙、運用觀察、訪

問、個案研究、小組討論、報告、角色扮演、實驗、專題研習、遊戲等探究

式學習活動。

● 學校舉辦科學日及設立 Fun Science課程，以英文為教學語言，並透過實驗以

培養學生之科硏精神、主動探究及積極學習。

3.3.3.3.重視全人發展 讓學生在愛中成長

● 本校於校內積極籌辦多元化興趣班及關愛計劃，如銀樂步操隊、體操班、升

旗隊、舞蹈班、資優課程、秘密天使、好學生存摺、多次的親子活動等，以

發展學生多元潛能。

● 學校亦為學生爭取學習機會，踏出校園，參與學界及社區所舉辦的比賽或表

演，進行境外學習以開闊眼界，藉此展示自己多方面的才能。

4.4.4.4.優化課程 提升兩文三語能力

中文科

一至三年級「以普通話教中文」

● 本校於 2010年獲教育局與語常會支援「協助香港中小學推行以普通話教中

國語文科計劃」，發展已趨成熟，本校設計「普教中」校本課程，為學生打

好以「普教中」銜接的基礎。本校亦推展以普教中四步曲：拼音教學、高效

識字、感情朗讀及讀寫結合之教學策略。

● 為配合「普教中」之發展，切合學生需要，本校更編製校本普通話課程及一

至六年級教學流程手冊。

● 本校教師亦透過教師專業分享會，分享普教中的經驗及優化教學策略，達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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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與學」相長，提升更高的專業教學效能。

四至六年級「高階思維學習法」

●●●● 採用校本設計的「高階思維學習法」課程，讓學生以有系統的學習方法，配

合小班教學(活動教學，以學生為本，優化課堂)、合作學習(着重課堂設計、

職能分工、小組合作完成任務)、由老師引領學生進行不同層次思考、推

敲、分析及表達、朋輩互問問題(培養學生高層次提問技巧)、相互教學(結合

上述策略，進行高層次教學)之學習模式，以照顧不同能力學生需要、圖書

教學(愉快學習氣氛、增加學習興趣)、提升課堂效能及學生成績水平、高效

理解文章，為升中銜接打好基礎。

中國文學之旅課程

● 加強文學的學習元素，每學期均設文學雙周，教授文學之旅課程，內容包括

古詩、童詩、詞、三字經、小說等名著的篇章，藉以培養學生審美能力和語

文能力，以及讓學生認識中國文學作品。

升中銜接課程

● 為使六年級學生盡快適應中學課程，中文科於六年級上、下學期安排加插教

授中學課文篇章，包括《岳飛之少年時代》、《燕詩》、《木蘭辭》、《滿

江紅》等文言文章。

小學英語(IELP(IELP(IELP(IELP，LLELP)LLELP)LLELP)LLELP)教學計劃

● 自二零一零年開始，本校英文科已引入「IELP及 LLELP」課程，打破傳統

式教授方法，採用外國學習教材設計校本課程。

● 本校資深老師接受兩年專業培訓，設計高效課堂編排及教學活動，如讀大故

事書、進行多元化互動的語文活動、分層次的寫作活動，不同範疇練習及多

元化的篇章理解策略，讓學生在輕鬆愉快的學習環境下，自然地提昇聽、

說、讀、寫的能力。

原音拼合法教學計劃((((SyntheticSyntheticSyntheticSynthetic Phonics)Phonics)Phonics)Phonics)
● 原音拼合法（Synthetic Phonics）為英國認可的專業拼音系統，於 2007年 9

月被英國教育部門正式納入小學課程，成為小學指定採用的拼音系統。

● 本課程結構精簡，易於掌握，亦能讓小朋友全腦運用，激發右腦的創意(語
音遊戲)；刺激左腦的邏輯思維(字音組合分析練習)，故廣受學術界歡迎。

● 本課程由本校英籍教師進行課程編排、課堂設計及任教，增加教學效能。

童「悅」讀 放眼精采世界

● 為了讓學生喜愛閱讀，培養他們閱讀的習慣，學校安排了多項閱讀獎勵計劃

及活動，包括：圖書課、早上齊讀課、電子閱讀、中、英文廣泛閱讀計劃及

「漂書計劃」，讓學生在操場可隨意取得自己喜歡的書本，進行自由閱讀，

享受閱讀的樂趣，養成喜愛閱讀之風氣。學校亦有計劃地把閱讀元素滲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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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英文及常識科的學術活動，從而使學生能從閱讀中學習。

5.5.5.5.特色的校本課程

一、 二年級識字課程

本校特別為一、二年級學生設計有趣的識字練習作業本，為初小學生打好寫字

的基礎，增加識字量。因此，該課程已成為幼小銜接工作的一部份。

一至六年級中文及英文認字課程

本校非常着重培養學生從閱讀中學習，故以不同形式的閱讀計劃鼓勵學生多閱

讀。一至六年級中文及英文認字課程為「早上齊閱讀」活動之一，透過早讀時

段，一至三年級會朗讀初小階段的詞語；四至六年級則朗讀高小階段詞語，透

過每天的朗讀，增加學生的識字量及加深記憶。

一至六年級中文寫作課程

透過全年度進度安排，有系統地整理寫作材料，並設計寫作前活動、編製教學

指引及寫作前工作紙。學生能透過寫作前活動及活動工作紙，掌握文體、文章

結構、格式及審題等寫作技巧。每個學期推行「寫作中的自評及互評」計劃，

發展學生的多元能力。

「英語藝術」培訓課程

本校以英語進行大滙演，讓每一位學生有踏足舞台的機會，該項活動廣受家長

歡迎，同時亦受到教育界人士的讚賞。近年，本校在學生時間表內特設「英語

藝術」訓練時段，讓全校學生參與不同組別的英語培訓，從中不但讓學生學習

英語的機會，同時亦能發揮學生多元智能，增加學生的學習信心。

Fun Science
為學生做好銜接中學課程的準備，本校由一至五年級用英文教授科學知識。透

過實驗、觀察、感觀探索等方法，讓小朋友從小培養探究精神，啟發學生對學

習科學的興趣。

英文數學課程

為讓學生升中後易於掌握英文數學課程，本校由一至五年級設立英文數學科。

透過活動教學模式，從遊戲中熟悉英文數學的常用詞彙；並熟習英文數學題解

模式，從而提升學生英文數學的解題能力。

藝術教育課程

為提昇學生的思考及創造能力，音樂科與視覺藝術科合辦創作活動─聽聽音樂

齊畫畫。一、二年級學生邊聆聽樂曲，邊利用線條與圖案去表達旋律的進行。

學生完成創作後，老師講解樂曲的創作背景，學生互相分享作品。

一生一志趣

本校提供多元化、持續性的體藝活動，讓學生有充足的學習機會。記錄學生在



29

校內及校外活動情況，協助學生尋找個人志趣、發展全人教育。

照顧學習差異
在照顧學習差異方面，本校作出以下安排:

1. 考試調適安排
1.1 於一年級上學期為學生安排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科讀卷；學生更可選

擇以粵語或普通話進行說話評估。

1.2校方為接受考試調適的同學，安排讀卷及加時，同學於個別課室應考。

1.3 除校內考試調適外，全港性系統評估及小六升中前考試都為有特殊學習需

要的學生申請調適或豁免考試。

2. 功課及默書調適
2.1獲功課調適的原則是按已入 SEN名單、成績稍遜及按個別情況而定。

2.2本校亦因特別情況進行個別功課及默書調適。

3. 優化課堂上課模式

3.1 學校採用合作學習模式，學生有不同的職能分工，課堂中學生均有機會參

與活動及進行匯報分享，即使是較弱學生亦能跟隨同學的例子，作簡單表

達，而組內較強的同學亦能提示同學，以達到以強帶弱的效果，表現協作

精神。

3.2由於在小組學習當中，每位學生均需要進行分享及細心聆聽別人的意見，故

皆能專心投入課堂活動。

3.3課堂中運用拍掌模式及口號，能發揮團隊精神及照顧專注力較弱學生。

4. 課後功課輔導班

4.1學校開辦課後功課輔導班，讓全校學生自由參與，並為能力稍遜學生進行個

別指導。

5. 課前或課後輔導課

5.1本年度本校為成績稍遜的同學進行輔導課，有關級別及科目如下：

級別 中文 英文

二年級 � �

四年級 �

五年級 �

六年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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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關小一調適安排事宜

6.1有關小一學生在九月份之學習內容
中文科：1.普通話語音教學及課堂用語

2.第一至三課着重課文朗讀
3.寫字教學
4.閱讀理解教學(統一教學方法)由科主任指導
5.第一至三課只安排詞語功課(抄寫類別)；第四課起開始詞語及
抄書

英文科：1.以唱歌、遊戲及大書閱讀為主
2.學習課堂用語
3.重溫數字、顏色、英文字母
4.學習寫姓名
5.以串字遊戲及短答活動完成第一單元
6.不安排寫作

數學科：教授較簡易的數學概念、課堂常規

6.2有關小一學生在九月份之默書調適安排

中文科：第二週讀默詞語六個(30%)；
第三週讀默句子約二至三短句(30%)；
第四/五週讀默一小個段落(40%) (總計為第一次默書成績)；
第四次起照常進行。

英文科：九月份進行趣味默書(不計分)，讓學生建立默書的習慣，十月份

起照常進行。

6.3有關小一學生之進展性評估安排

3 中文科、英文科及數學科將分別於第四週、第六週及第八週進行小評估

(總計為第一次進展性評估成績)，各科評估內容及分數如下：

中文科：第四週(星期一)：供詞填充及句式結構 (30%)
第六週(星期一)：語文知識運用 (30%)
第八週(星期一)：供詞填充、句式結構、語文知識運用及

閱讀理解 (40%)
*上學期期中試及第二次進展性評估起照常進行。

英文科：第四週(星期五)：顏色 (30%)
第六週(星期五)：語法(Grammar) (30%)
第八週(星期五)：閱讀理解(Reading Approach) (40%)
*上學期期中試評估沒有寫作部份；

上學期第二次進展性評估及期考照常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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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三次小評估會依進度於星期三進行，唯分數均為 30%(另有 10%英

數進展性評估分數)。
----課程方面————四大關鍵項目
1.1.1.1. 德育及公民教育

本校以多樣化形式推行公民教育，包括設立公民週，在各科教學

內容設立公民教育主題 ; 於生活教育課時段進行主題講座、生活

技能及班級團隊精神訓練 ;學生參與不同的公民教育小組培訓；每

月進行主題活動，透過境外學習活動及學生培育計劃，培養學生

的個人品德及國民意識。

2.2.2.2. 從閱讀中學習

在閱讀面，本校主要推行以下活動：

1. 全校齊閱讀計劃

全校師生於早上一起專心地進行早讀課(三十分鐘)，學生分別在活動室及

禮堂朗讀認字手冊的詞語，聆聽中、英文故事及進行電子閱讀，每月由班

主任按學生表現選出該月份的「閱讀之星」。

2. 校本閱讀獎勵計劃「悅讀智叻星」

於每年十月至六月期間進行閱讀獎勵計劃，設金、銀、銅三個等

級，鼓勵初小家長與子女一同閱讀，藉以加強親子關係及讓子女

建立良好的閱讀習慣；至於高小學生，則鼓勵他們多利用圖書館

作延伸學習的渠道，從而達至「從閱讀中學習」的果效。圖書館

老師將於六月尾作全年統計。

3. 「閱讀推廣大使」計劃

於上學期培訓高年級同學成為閱讀推廣大使，並於下學期為本校低年級生

進行講故事。

4.故事爸媽伴讀計劃

於上學期提供兩次的培訓，邀請家長於全年的「故事爸媽伴讀計劃」活動

時段到校為低年級學生講故事，增加家校合作之機會。

5.校內書展

於家長日及「423世界閱讀日之悅讀智多 FUN」活動邀請不同的書商到校

進行書展，營造閱讀氣氛，讓老師、家長及學生選購適合的書籍。

6. 參觀銅鑼灣中央圖書館

圖書館主任帶領三年級同學參與香港圖書館導賞服務，認識公共圖書館設

施，增加學生對圖書館設施的認識，掌握館內搜索資料技巧，以提升自主

學習能力。

3.3.3.3. 專題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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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常識於課堂中教授專題研習技巧，並以研習理解、資料運用、研習方法

及報告展示四方面為評核內容，評估形式包括老師評核、學生自評及互

評，藉以發揮學生自主學習精神;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幫助學生擴視野及

讓學生學會發揮團隊合作精神。

4.4.4.4. 運用資訊科技互動學習

1.行政方面

● 使用文字處理工具設計工作紙或評估卷

● 使用試算表計算分數或製作圖表

● 購置所需電腦硬件、應用軟件及各科之教育軟件

● 各個課室已設有電腦、電子白板及將添置實物投影機進行互動教學

● 購買網上學習平台的服務，為學生提供網上練習

● 安排老師進行 IT培訓

● 各科已設成教學資源庫及學校檔案分享(cloud)
● 透過電郵供老師互通信息

2.教學方面

● 使用互聯網搜尋教學資料、軟件

● 將抽象概念以圖像、動畫顯示出來

● 使用簡報軟件製作簡報展示教材

● 使用電腦輔助教學軟件(含圖像、動畫)教學

3.學習方面

● 透過電腦課學習電腦應用的知識、技能及態度

● 進行專題研習的輔助學習工具

● 學生可利用互聯網搜尋資料

● 學生進行電子閱讀計劃

● 學生進行電子網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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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個學習領域
1.1.1.1. 中國語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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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年度，中國語文科重點發展項目如下：

1. 每學期進行校本寫作課程(小一至小六)及寫作自評、互評學習。

2. 為配合課程發展，本校小一至小三「普通話教中文」課程推行至第五

年，並發展一套校本「普通話教中文」教學法。另四至六年級亦發展一

套校本「高小中文教學法」。

3. 透過中文科專業發展分享會，編製校本一至三年級普通話教中文及四至

六年級教學流程手冊，並應用於日常教學當中。

4. 延續「2011-2012及 2013-2014年度專業學校發展計劃」，由科主任帶

領，於本學年四至六年級進行繼續推行「高階思維教學法」，透過備

課、觀課，進行有關教學策略之交流。

5. 配合公民課

本科於上、下學期公民課時段進行「中國文學之旅」課程以作配合。

6. 升中銜接課程

本學年繼續於六年級下學期之「中國文學之旅」及下學期試後選取中學

篇章推行升中銜接課程。

7.早上閱讀及網上閱讀

為配合學校改善計劃(加強學生識字及認字量)及與早上閱讀課安排，本

科根據學習內容編寫認字手冊(小一至小三)、(小四至小六)各一本，透過

每天朗讀，使學生大量識字及認字。本年度小一至小三加入課堂用語及

課室物品名稱；小四至小六則加入課堂用語及名人名言。同時為使同學

認真閱讀、提高識字及認字量，期中試及期考說話範疇將有 10%用作評

估此項分數。

8.本學年繼續利用啟思出版社之「愛閱讀網」讓學生進行網上閱讀，並於

每月張貼閱讀報告，以鼓勵閱讀。

9.為配合「加強教師運用合作學習的教學技巧，以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

之關注事項，本年度將推行設計分層工作紙：

3 同級科任自行分工製作分層工作紙。

3 可參考《個別差異習作簿》或其他教材製作分層工作

紙。

3 兩課為一個單元，每個單元製作兩張工作紙︰強及弱。

3 小組內 2、3及 4號同學做較高程度的工作紙；1號同

學做較淺程度的工作紙。

3 教師批改後，學生需改正，然後存檔在黃色文件夾內。

3 每張工作紙的內容大約一版。

10.為「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關注事項，鼓勵學生於課前備課及課堂

總結。另老師需定期檢查學生筆記簿及學生個人字典。上、下學期結束

前交科主任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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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年活動及比賽

3 上學期8/9：小一慶祝中秋活動

3 上學期第三周：招募中文遊戲小督察

3 上學期16/9：開始早上閱讀課

3 上學期第三至四周：整理操場自學壁報(第一次)

3 上學期第五周：開始中文自學區

3 上學期第九至十周：參加教協中文書法比賽

3 上學期第十周：整理操場自學壁報(第二次)

3 上學期17/11-19/12：參加校際朗誦節(中文獨誦)

3 上學期十一月下旬挑選五、六年級學生參加「第九屆滬港『寫作

小能手』現場作文邀請賽」

3 上學期十一月下旬參加西貢區單車及道路安全標語創作比賽

3 上學期十二月上旬參加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十五週年歷史與文化

週標語創作比賽(小學組)

3 下學期一月下旬參加參加「第九屆滬港『寫作小能手』現場作文

決賽」

3 下學期第二周：招募中文遊戲小督察

3 下學期第三周：整理操場自學壁報(第三次)

3 下學期第七至八周：舉行畢業生徵文比賽

3 下學期第十至十一周：交回畢業生徵文比賽作品

3 下學期第十三周：整理操場自學壁報(第四次)

3 下學期第十九周：結束中文自學區

3 下學期第二十三周：籌備試後活動舉行中常問答比賽及中文科試

後活動「中文科查字典比賽」及「中文科認字123活動」

3 下學期第二十五周：舉行試後活動舉行中常問答比賽及中文科試

後活動「中文科查字典比賽」及「中文科認字123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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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英國語文教育
I. Objectives of the year:
1. To develop better grammar knowledge, we will implement a P.1- P.3
School-based Grammar Programme,

2. To raise pupils’ awareness of Civil Education, we will implement it
after the Mid-Term Examination every term with a supplementary
worksheet.

3. To raise pupils’ awareness of self-learning, we will implement i-learner
from P.1 to P.6. Besides, we will also implement a reading aloud
programme in junior form and a SSR programme in senior form.

4. To develop better writing skills, we will teach P.3-P.6 students to use
mind-maps to brainstorm ideas before writing.

II. Activity and competition:
a. Whole-year activity
1. Morning Reading
2. English Ambassador
3. English Zone – covered playground
4. English Room
5. i-learner
6. TOEFL Junior Class
7. 4-Themed activities

b. Specific Activity
Oct – Alice in Wonderland The Immersive Experience
Oct – Alice in Wonderland The School Experience
July - Post-exam activity

c . Competition
November - Penmanship Competition
November – Ever Learning for Juniors 2014 Creative Writing Competition
December - HK Inter-Primary Schools Eng. Speech Competition
December - Speech Festival - Choral Speaking
February – Drama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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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數學教育

(一 ) 本年度，數學科重點發展項目如下：

3 為了提昇同學的數學基礎，讓他們在全港性系統評估試中取得理想成

績，故在本學年繼續參與教肓局的校本支援計劃。每兩星期教育局將

派一位數學專家到校，與一至六年級的數學老師進行共同備課，釐清

各課題的難點，設計一些生動有趣的教學活動，讓同學們能更有效率

地學習數學，從而達至事半功倍之效。

3 一至六年級的數學老師需就難點課題編寫教案。

3 本年度為一至六年級學生增設魔法數學科，令學生寓學習數學於活

動。

3 校本英文數學課程已推廣至五年級，一至五年級學生均有學習英文數

學的機會。

(二)全年活動及比賽

3 「多元智能盃 2015」：2015年 5月 1日，3A洪柏言獲得小學組三年級

優異獎。

3 第 26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2015：2015年 6月 22日至 7月 3日期間舉

行。

4.4.4.4. 科學教育

● 本年度的一至五年級均設有科學課，並透過科學日加深學生對

科的認識及提昇他們對這方面的興趣和好奇心。

● 在一至六年級推行專題研習，從而培養學生創造力、協作能力、溝通能

力、批判性思考能力、解難能力及運用資訊科技能力。而專題研習課列

入進度表內，使其推行得更有系統。

● 為提昇學生自學能力，一至六年級學生每人有一本學習日誌，

主要作備課及課後延伸之用。

● 為鼓勵學生關心社會和放眼世界，本校安排學生做剪報工作紙

及於課堂上進行剪報分享。

5.5.5.5. 科技教育
(一)本年度科技教育的目標如下：
1. 提昇學生自學能力
2. 提昇學生中英文輸入的能力
3. 提昇學生在使用互聯網時的知識和態度

(二)本年度電腦科的課程如下：
一年級：我是小畫家(小畫家)；
二年級：會寫字的電腦，美工創作小博士(非常好色)；
三年級：用Word樂趣多(Word)，中文輸入法小百科；
四年級：簡報小精靈(Powerpoint)，圖像處理大師(Photoimpact)；
五年級：易學易用試算表（Excel），網頁設計大師（Dreamweaver）;
六年級：百變動畫大師（Flash），影片製作及剪接(老師須自製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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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年活動及比賽細明表

3 十月：一至六年級英文打字比賽

3 十一月：一至六年級優秀網站選舉

3 十二月：三至六年級中文輸入法比賽

3 三月：參加校外中文輸入法比賽

3 三至四月：六年級 FLASH動畫創作比賽

3 五月：心意卡設計比賽

3 五月：四、五年級簡報設計比賽

6.6.6.6. 個人、社會及人民教育

透過不同的活動，讓學生觀察和體驗種種社會動態，盡展己長，致力建立

更美好的世界。

3333 本校參加教育局舉辦的「同根同心」活動，參加梅州客家文化團。

3333 本校安排一至五年級學生參加生活技能營。

3333 安排學生進行服務學習，探訪長者中心。

7.7.7.7. 藝術教育

藝術教育能提昇學生的創造力和評賞能力，發展技能和建構知識，從而培

養正確的價值觀與態度；並透過參與活動而獲得享受及滿足。

(一)音樂科

● 三至六年級學習吹奏牧童笛，藉以培養學生對學習樂器的興趣

● 五、六年級學生於考試中，除考核唱歌及吹奏牧童笛外，更需考核樂理

及進行音樂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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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活動

● 全年共有 55位同學參加合唱團；另有 89位同學參加銀樂步操隊。

● 於九月二十七日晚上，本校銀樂步操隊於「竹園區神召會六十周年紀念

會慶晚宴」中參與表演。

● 於十月二十日至十二月十五日期間，舉辦非洲鼓體驗班。

● 於三月九日至六月一日期間，舉辦小小結他訓練班(夏威夷小結他)。
● 於十月至十一月期間，一、二年級學生進行創作活動—聽聽音樂齊畫

畫。於活動中，共收回 140份問卷﹕有 87.1%的同學喜歡老師選取老師

的音樂、有 85.6%的同學喜歡自己的作品、有 78.5%的同學認為活動具

有趣味性；另有 79.2%的同學認為活動能提昇思考及創造能力。

● 四至六年級共 56位學生於十一月十七日(星期一)前往香港文化中心，

欣賞「賽馬會音樂密碼教育計劃—學生專場音樂會」。活動後，收回 56
份學生問卷﹕有 89.3%的同學認為透過欣賞音樂會，能提高自己對學習

音樂的興趣。

● 於十一月二十四日至十二月十五日期間，三、四年級學生參加音樂科活

動—自製樂器比賽。

● 本校合唱團於十二月十九日(星期五)聖誕聯歡會中獻唱聖誕歌曲。

● 本校銀樂步操隊於十二月二十日(星期六)獲邀到竹園區神召會梁省德中

英文幼稚園參與表演。

● 本校銀樂步操隊於十二月二十七日(星期六)參與「香港步操樂團公開賽

2014」，於比賽中榮獲銀獎。

● 於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一)至二月六日(星期五)期間，五、六年級學生進

行「舊曲新詞」創作比賽。同學以歌曲《擁抱愛》的旋律，填上新的歌

詞；並以「做個好公民」為主題。

● 本校合唱團於二月九日(星期一)「送馬迎羊賀新春」活動中獻唱新年歌

曲。

● 於三月二日至四月一日期間舉行第六十七屆校際音樂節比賽中，本校合

唱團參加教會音樂中文歌曲小學合唱比賽，榮獲優良獎、1位同學參加

二胡獨奏(初級組)比賽，榮獲良好獎。4位學生報名參加鋼琴獨奏比

賽，1位同學於鋼琴獨奏(三級)比賽中榮獲第二名及優良獎；另 1位同

學於鋼琴獨奏(二級)比賽中榮獲優良獎及 1位榮獲良好獎。

● 於三月十六日舉行才藝表演，共有 10位學生表演鋼琴、長笛、單簧

管、二胡及薩克管。

● 於四月二十四日，安排三、四年級學生前往沙田大會堂，欣賞「賽馬會

音樂密碼教育計劃—學生專場音樂會」。活動後，收回 59份學生問

卷﹕有 94.9%的同學認為透過欣賞音樂會，能提高自己對學習音樂的興

趣。

● 於期考後與普通話科合辦歌唱比賽，共有50位同學報名。

● 於下學期結業禮，安排合唱團獻唱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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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視覺藝術科

1. 每級皆設有評賞教學、方案教學（專題研習）、資訊科技教學。上學期

各級課程以西方藝術家評賞教學為主題，下學期各級課程將以中國藝術

家評賞教學為主題，強化視藝課中的三大學習範疇：知識、評賞和創

作，多培養學生評賞藝術的能力，讓學生透過創作表達個人感情、思想

的視覺藝術表現。

視藝科活動﹕

● 藝術小伙子參加校本課後研習班共 15位學生參加。

● 勇敢無限 Fun填色比賽共 90位學生參加。

● 在十月上旬舉行視藝科親子圖書封面設計比賽，100%的同學參加。

8.8.8.8. 體育

體育科是一門「動態」的科目，透過不同種類的體育活動，在鍛鍊學生運

動技巧及身體素質之餘，更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及態度，對運動增加興

趣及熱誠，從而發展成終身運動。

(一)體育科

體育科活動：

● 每天早上進行早操，從而向學生灌輸每日運動的重要性。

● 體育組在十月進行田徑選手選拔，並進行為期一學期之訓練。在十二月

派出運動員參加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之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並

獲得優秀的成績。

● 在學校範圍設置不同種類的運動設施，如乒乓球桌、跳繩等，令同學在

小息時可以參與不同的體育項目。

● 在體育課中引入適量的體適能活動，增強學生的身體素質，以減少肥胖

學生的比率。

● 於四月舉行遊戲日，透過不同種類的競技項目，提升學生對運動的興趣

及體育精神。而親子競技項目的設立亦希望增加家長及學生的聯繫。

●●●● 在下學期舉辦足球、籃球及田徑興趣班，以培養學生對該項目的興趣，

亦為學校培養比賽的選手。

●●●● 本年度體育組引入「單車校本課程」，為一、二年級同學進行為期六週

之單車課程，內容以灌輸單車安全意識及教授基本單車技巧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