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總策劃 張麗君校長 

學校發展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2015-2016 學校行政架構及工作分配 

學校行政架構圖 

 

 

 

 

 

 

 

 

 

 

 

 

 

 

 

 

 
 

 

 

管理與組織 

(統籌:高景欣副校長) 
 

學與教 

(統籌:陳琪娜課程主任) 

 

校風與學生支援 

(統籌:周玉華主任) 

學生表現 

(統籌:羅惠萍主任) 

 

組長/組員 
1.周玉華    

2.陳琪娜 

3.陳更揚 

4.洪曉思 

5.李芷瑤 
6.黃中正 

7.侯慧筠 

8.羅文超 

組長/組員 
1. 侯慧筠 
2. 洪曉思 
3. 陳更揚 
4. 羅惠萍 
5. 岑永忠 
6. 陳佩儀 
7. 鄭婷婷 
8. 陳嘉雯 
9. 各科科主席 
10. 輔導課老師 

組員 
1.高景欣 
2.陳琪娜 
3.岑永忠 
4.鄭婷婷 
5.陳嘉雯 
6.李芷瑤 
7.陳更揚 
8.洪曉思 

組長/組員 
1. 高景欣 
2. 岑永忠 
3. 李芷瑤 
4. 陳更揚 
5. 羅惠萍 
6. 洪曉思 
7. 羅詠琴 
8. 陳佩儀 
9. 郭惠芳 
10.陳嘉雯 
11.鄭婷婷 
12.梁凱琳 

學校校務 
(財務管理、開拓校外資源、增添教

學設備、優化校園及維修工程) 

 

職工及校

務處職員 

訓導組(岑、高、揚、洪

佩、郭、關、正、李、超

吳、劉、邱、曾) 

 

 

 

 

 

 

 

 

 

 

輔導組(萍、鄭、雯、娜
擁、珊、侯、梁、琴、琪 
茵、曹、敏) 

家校合作組(李、鄭、雯
萍、關、佩、吳、曾)   
福利及學生事務組(李、
正、岑) 
 

課外活動組 (揚、萍、岑、
郭、擁、正、珊、琴、侯、
超、琪、梁、劉、茵、邱、 
曹、敏) 

全校參與支援組/ 
危機小組(全體老師) 

I.T.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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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懲評審委員會 
(校長、高、周、娜、岑、揚、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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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學校行政工作分配-管理與組織 

                                               管理與組織 (統籌:高景欣副校長)                                                                 教務組 
學校發展管理 

*監察學校課程發展、學生學業成績及教師教學表現 
*監察科主席已配合工作計劃完成工作(科組工作重點緊扣周
年計劃關注事項、科組訂定成功準則及恰當質性指標、科
組財務計劃及年終檢討等) 

*與教師個別會談，協調教師工作，加強層級溝通 

人力資源管理 
*負責分配教師教學工作         *負責代課老師事宜 
*負責教師助理工作                 *負責指導新聘教師 
*負責職前教師協作計劃          
*協調及管理學校行政人員工作 
*培訓中層及老師 

學習資源管理 
*管理學科教材庫 
*教具存放管理(各科資源紀錄) 
*負責全校學生、教師用書簿 

審閱學校文件 
*三年發展計劃 
*周年計劃及報告(關注事項推行計劃及
成效) 

*輔導組工作計劃及報告 
*教師手冊及家長手冊 

學校監察與檢討 
*負責學校外評及自評                    
*負責學校考績事務 
*負責買賣活動監察委員會(組員:陳更揚、李芷瑤、洪曉思及家長代表) 

學位分配及編班事務 
*負責小一入學工作分配及中學學位分配 
*負責收錄學生及編班事務 
*安排學生接受小學加強輔導班及監察 

學生評核(校內及校外) 
*負責校內測驗及考試 
*負責全港性系統評估試工作 

查閱課業 
*觀察學生學習表現 
*觀察教師批改課業之表現 

家長及校友聯繫 
*負責家長晚會及家長聚餐事務(協助:李芷瑤)   
*負責校友事務及校友聚餐 

其他事務 
*負責科務會議事務     *負責同儕觀課及協作教學 
*跟進資訊科技組-學生使用電腦室紀錄、巡樓紀 
  錄、訓導組及課外活動組紀錄文件 
*處理「學生患病/受傷紀錄」資料冊 
*協助獎懲評審委員會工作 

協助學校制定方針 
執行校長 

臨時交辦之工作 

 

管理與組織:組長/組員 

組長:周玉華    組員: 職工及校務處職員   (總務組) 組員:陳琪娜 組員:陳更揚 
組長:洪曉思     組員:陳更揚、羅文超、 I.T. 助理 

(WebSams 校管系統及資訊科技組) 

學校發展管理 
*負責審閱學校發展計劃、 周年計劃及報告書之內容及工作安排 
*負責製作學校假期表 

教師專業發展計劃 
*配合關注事項計劃教師發
展日、教師培訓工作坊及 

   教師交流分享會 
*協調及管理學校行政人員
工作 

*培訓中層及老師 

 
監察學童午膳 

 
*負責飲食監察組 
   (組員:侯慧筠、黃中
正、午膳供應商及
家長代表) 

 

統籌 WebSams 校管系統 
*負責使用電腦系統編時間表    
*負責學生、家長及教職員資料輸入及存檔 

人力及資源管理 
*指導校工及職員工作及編排假期     *負責傢俱及設備之管理及紀錄 
*負責管理學校音響                             *負責管理電視機及中央廣播系統 
*負責校內場地                                     *協調及管理學校行政人員工作                     
*培訓中層及老師 

統籌學生成績事務 
*負責學生學科成績存檔、統計及分析 
*負責成績表的設計及編印 
*負責測考龍虎榜 

學習資源管理 
*管理學習平台(基本能力評
估 – BCA) 

*建立及管理學習資源庫 
*管理課室教學物資及擺設 

統籌資訊科技發展事務 
*負責 Eservices 系統運作         *負責電腦軟硬件保安及保養 
*管理資訊科技統籌員工作      *負責學校網頁更新 
*負責學校電腦管理系統          *負責製作學校花絮短片 
*負責學校資料保安系統          *負責安排相關教師培訓課程 
*負責電子白板系統運作          *負責液晶體顯示屏系統運作 
*負責 eClass 發展                      *負責 whatsApp 訊息發放 

統籌學校典禮及宣傳 
*開學禮   *學校開放日   *結業禮   *謝師宴    *畢業禮   *小學教育博覽 

統籌校舍建設及維修工程 
*負責全校各項維修工程                         *負責校舍大型佈置 

其他事務 
*負責全校防疫工作          *協辦教會事務         *負責校際音樂節 
*#負責朗誦事務      *協助考績事務         *跟進學校訪客登記紀錄 
*跟進及簽署急救箱藥品檢查紀錄冊             *協助獎懲評審委員會工作 
*協助學校制定方針   *執行校長臨時交辦之工作 
 
#全校中文科、英文科及普通話科老師-獨誦(已負責集誦訓練之老師除外) 
羅惠萍及黃詩琪及邱家儀:英文科-集誦(一、二年級)  
陳麗珊及劉淑茵及陳擁華:普通話科-集誦(三、四年級) 

其他事務 
*管理學生使用自學室 
*協助考績事務 
*協助獎懲評審委員會工作 
*協助學校制定方針 
*執行校長臨時交辦之工作 

其他事務 
 
*協助考績事務 
*協助獎懲評審委員會 
  工作 
*執行校長臨時交辦之 
工作 

學習資源管理 
*負責購置及管理教學軟件      *管理學習平台之運作 

其他事務 
*管理學生使用電腦室 
*使用電腦系統協助學校自評計劃 
*執行校長臨時交辦之工作 

19-8-2015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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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學校行政工作分配-學與教   
學與教  (統籌:陳琪娜課程主任)                                                                    學術及課程組 

統籌學校課程發展 
*課程規劃、建構課程及課程統整  

(配合關注事項訂定整體課程發展) 
*監察各科課程發展及實施 
*負責 TSA/HKAT 學術發展 
*負責校本課程 

 
統籌學科評估政策 

*檢視各科評估指引 
*策劃多元評估及促進學習評估 
*閱覽全校試卷 

 
統籌學校家課政策 

 
*檢視課業類型、工作紙設計 
*檢視學生家課量 

 
統籌共同備課 

 
*結合同儕觀課、協作教學 

統籌學與教策略 
 

策略:     小班教學、提問技巧、 
合作學習、自學能力、 
資訊科技教學及課業安排…… 

目的:     照顧學生學習差異 

統籌學術活動 
*負責學術周或活動 
*協助各科教學活動 
*推行學術性比賽及工作 
*聯絡學術團體支援  
*協助接待到校參觀機構 
*負責學術交流團事務(組長:陳更揚) 

學與教支援 
*負責課程調適及功課調適 
*輔導教學及課程安排(組長:羅惠萍) 
*小學加強輔導教學及課程(組長: 羅惠萍) 
*負責教育電視 
*負責拔尖及補底課程 
*負責資優學童事務及課程 
*負責公民教育課程(組長:陳佩儀   組員:岑永   
  忠/ 陳更揚/鄭婷婷/陳嘉雯) 

 
開拓校外資源 

 
*申請優質教育基金計劃 
*申請其他校外資源 
*申請學童獎學金(組員:侯慧筠) 

 
學與教:組員(各科科主席) 

組員: 
中文科顧問/正/副科主席(高/吳/擁)          英文科顧問/正/副科主席(萍/琪/邱)          數學科正/副科主席(超/揚)           英文數學科正/副科主席(佩/娜)             常識科正/副科主席(梁/侯)      
科學科正/副科主席(關/娜)                        音樂科正/副科主席(周/劉)                         體育科正/副科主席(正/岑)           視藝科正/副科主席(曾/李)                     普通話科正/副科主席(珊/茵)  
電腦科正/副科主席(洪/超)                        聖經科正/副科主席(周/劉)                         圖書館正/副科主席(洪/琴)     
學校重點課程及教學計劃發展:  
I) 中文科課程-普通話教中文科計劃(一至三年級)…...陳琪娜主任及中文科科任老師  / 籌備中文科圖書教學計劃(一年級)……陳琪娜主任、吳蓓欣老師及劉淑茵老師 
                              -高層次思維教學計劃(四至六年級) …...顧問高景欣副校長、吳蓓欣老師及中文科科任老師    
II) 英文科課程- IELP(P.1-3)& LLELP(P.4-6)英語教學計劃……顧問羅惠萍主任、黃詩琪老師及英文科科任老師   

                 -統整英文科文法課程(P.4)教育局支援計劃……顧問羅惠萍主任、黃詩琪老師 
III)   數學科課程-教學流程單元設計…羅文超老師及數學科科任老師/英文數學科課程(一至六年級)…陳佩儀老師/魔法數學課程(一至六年級)...羅文超老師、陳更揚主任及曾麗芬老師 
IV) 常識科課程-香港大學支援計劃…...梁凱琳老師及常識科科任老師  /  英文科學課程(一至六年級)…..關展圖老師 
V) 普通話科課程-校本拼音課程 / 校本說話課程…...陳麗珊老師及普通話科科任老師   
VI)  圖書科課程-英文閱讀能力躍進計劃…...洪曉思主任及羅惠萍主任 
VII) 公民教育課程…. 陳琪娜主任、陳佩儀老師及全體老師  

學與教: 組長-洪曉思(中央圖書館組) 

統籌推廣閱讀風氣 
*負責中央圖書館事務 
*負責課室圖書事務 
*負責全校性閱讀課 

推廣圖書計劃 
*推行配合科組閱讀計劃 
*推行圖書閱讀獎勵計劃 
*漂書計劃 
*校本電子閱讀計劃 
*親子閱讀計劃 

統籌出版學校刊物及最新資訊 
*負責編輯小組事務(組員:侯慧筠、教師助理) 
*負責管理全校壁報事務 

其他事務 
*負責學童保健/防疫注射/牙科保健事務 
*負責接待到校參觀機構安排 

執行校長 
臨時交辦之工作 

學與教: (組長-羅惠萍、組員-侯慧筠-小學加強輔導班) 
*編班事務               *課程安排(校本課程-IRTP & Mixed-Mode)               *課程調適               *教學安排               *教具安排               *功課調適               *考試調適             *學生成績 

學與教: (組長-羅惠萍、組員-輔導教學授課老師) 
*編班事務               *課程安排               *前後測安排            *教學安排              *課業安排              *學生成績 

19-8-2015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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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學校行政工作分配-校風與學生支援 
校風與學生支援 (統籌:周玉華主任) 

i)   學生資助及支援 
*負責書簿、車船津貼及地鐵乘車優惠計劃     *負責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     *負責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組員:羅詠琴、郭惠芳)       *課後功課輔導班(組長:高景欣) 
ii)  領袖訓練 
*培訓圖書館服務生、閱讀大使及校園小主播(組長:洪曉思)          *培訓風紀及班長(組長:岑永忠)          *培訓學生義工(組長:鄭婷婷、陳嘉雯)            *培訓小司儀(組長:陳佩儀) 

組長:岑永忠(訓導組) 
組長: 羅惠萍 

組員: 鄭婷婷、陳嘉雯(輔導組) 
梁凱琳(合約計劃老師) 

組長:羅惠萍(全校參與支援組) 組長:李芷瑤 
(家校合作、福利及學生事務組) 組長:陳更揚(課外活動組) 

統籌訓育及培訓事務 
*培訓風紀及班長 
*負責服務生領袖訓練及康樂營 
*負責老師值日工作(附新工作指引) 

*與警方聯繫及舉辦有關講座 

校本輔導活動及計劃 
*負責全方位學生輔導計劃 
*配合校本主題活動 
*組織關愛行動(關愛 café及秘密天使) 

*負責德育活動及講座(訓輔組) 
*輔導小組活動 
*負責卓越學生獎勵計劃(換禮物) 

學生支援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全校參與支援組支援架構-組員如下: 
 校長及副校長(制訂及協助制訂支援政策)  
 教務(考試調適、安排學生接受小學加強

輔導班) 
 課程主任(課程、功課及教學調適) 
 訓導主任(就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制訂

及執行適切的支援策略) 
 輔導人員(制訂支援輔導政策、個別學習

計劃、小一識別、安排測量卷、校本心理
服務、言語治療服務及不同學習支援小
組。) 

 教育心理學家/言語治療師(提供專業諮詢
及支援) 

 課外活動主任(安排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
生參予活動，提昇多元智能發展) 

 小學加強輔導班老師 (採用適切教學方
法，配合課程及功課調適，設計合適工作
紙及建立校本課程) 

 輔導課老師(前後測安排，採用針對性教
學內容，設計合適工作紙) 

 班主任/科主任/科任老師(了解學生學習情
況，配合課程、功課及考試調適，採用適
切教學方法) 

家長及外間的聯繫 
*負責家長教師會 
*負責家長學堂 
*負責籌辦家長教育課程 
*協辦家長晚會及家長聚餐事務 
*與校外機構合作(外間資源) 

統籌全方位活動 
*課外活動 

@英語藝術匯演 
(統籌: 羅惠萍 組員: 陳更揚及岑永忠) 

@生活技能訓練 
(配合公民教育課程) 

@公民小組 
(配合服務學習計劃) 

*興趣班 
*學校旅行 
*生活技能營(配合公民教育課程) 

*畢業營 
*戶外參觀 
*試後活動及暑期活動 
*協辦交流團事務 

統籌學校獎懲制度 
*處理有關紀錄文件(包括:學生欠交
家課紀錄表、學生獲推薦功績紀錄表及學生
校服儀容違規紀錄表) 

危機處理 
*負責危機小組工作 
*負責防火演習 
*處理學生意外及紀錄 

統籌學生成長 
*負責生活技能訓練(配合公民教育課程) 

*負責成長的天空計劃 

組織家長義工 
*配合家長義工服務計劃 

建立校園紀律 
*負責學生操行事務 
*處理違規個案及行為紀錄表 
*個案轉介 
*處理學生請假/遲到/輟學及留 
  校學生事務 

培訓學生領袖 
*配合服務學習計劃組織學生義工 
*組織關愛大使 

統籌學生獎勵計劃 
*負責設計學生獎勵計劃小冊子 
*統合卓越學生獎勵計劃數據  

SEN 及學生支援 
*負責處理學生輔導個案 
*負責學生個別學習計劃 
*負責校本心理服務計劃 
*負責言語治療服務計劃 
*發展不同學習支援小組 
*負責新來港學童課程 
*負責小一識別 
*安排測量卷 
*協助課程及考試調適工作 
*負責聯絡輔導團體支援 
*負責加強支援有關自閉症學生的 
延展試驗計劃 

德育及公民教育 
*早訓:培育學生價值觀和態度 
*負責主題講座(配合公民教育課程) 

*負責德育活動及講座(訓輔組) 
*負責學校選舉事務 
*負責建立學校校風(禮貌、 
  整潔及秩序) 

統籌管理校車服務 
*負責學生出外交通安排 
*負責租車事務及處理租車紀錄 

一生一志趣之一人一樂器計劃 
(銀樂步操隊或校外長期專項樂器訓練) 

*處理一生一志趣紀錄 

統籌及推廣健康學校計劃 
*負責校園水果日 
*負責籌辦學生健康活動計劃 

統籌全校活動及比賽紀錄 
*處理課外活動比賽成績紀錄表 

其他事務 
*負責禮貌日及組織禮貌大使 
*處理「學生患病/受傷紀錄」資料冊 

*協助獎懲評審委員會工作 

*負責運動會/遊戲日 
*負責學生早操事務 
*負責表揚學生評選及聚會 
*協辦校友聚餐及校友事務 

福利及其他事務 
(組員:黃中正、岑永忠-教師聯誼活動) 

*負責教職員福利事務 
*負責生日會事務 
*負責管理醫療室及藥物箱 
*負責教師歡送會 
*負責籌款活動 

其他事務 
 

*負責學生午膳事務 
*安排學生拍攝畢業相、班相及公 
  民小組團體照 

老師培訓 
*安排老師參與特殊教育相關培訓 

其他事務 
*跟進輔導人員每周工作紀錄 
*協助獎懲評審委員會工作 

執行校長臨時交辦之工作 執行校長臨時交辦之工作 執行校長臨時交辦之工作 執行校長臨時交辦之工作 執行校長臨時交辦之工作 

附件四 

 

19-8-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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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學校行政工作分配-學生表現 

 

學生表現 (統籌:羅惠萍主任) 

組員:洪曉思 組員: 鄭婷婷、陳嘉雯 組員:岑永忠 組員: 洪曉思 

學生學業成績表現 
學生服務及關愛表現 

*學校義工隊 

*關愛大使 

服務生表現 
*班長及風紀服務生名單 
*模範生選舉結果 
*禮貌大使 

服務生表現 
*圖書館服務生名單 
*閱讀大使名單 
*各項閱讀計劃之學生表現 

組員:李芷瑤/鄭婷婷、陳嘉雯 組員:陳更揚 其他 其他 

卓越學生獎勵計劃 

(檢視學生行為表現) 
 

*資料由鄭婷婷、陳嘉雯、      

李芷瑤提供 

 
學生參與活動表現 
(課外活動及興趣班) 

善用自評評估數據 
(檢視學校成效、擬定改善策略) 

*資料由高景欣提供 
學校表現評量數據 

1) 參與全港性校際比賽的學生百分比…*資料由陳更揚提供 

2) 參與制服團體和社區服務活動的學生百分比…*資料由陳更揚提供 

3)     學生出席率…*資料由洪曉思提供 

4)    處於可接受體重範圍的學生百分比…*資料由岑永忠提供 

善用學與教評估數據及全港性系統評估成績 
(檢視學習成效、學生增值表現及檢討教學策略) 

*資料由陳琪娜提供 學生參與比賽成績 
(校內及校外公開比賽) 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數據 

*資料由鄭婷婷、陳嘉雯提供 
 

附件五 

 19-8-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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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學校行政工作分配總覽 
教職員姓名 

           行政 
工作範疇 

管理與組織 學與教 校風與學生支援 學生表現 會議紀錄-工作分配 

統籌 組長 組員 統籌 組長 組員 統籌 組長 組員 統籌 組長 組員 
 

高景欣副校長             校教務會議、三年發展計劃會議及全體教師工作會議 

周玉華主任             行政會議、考績會議、科主席及課程會議 

陳琪娜課程主任             改善小組會議、公民小組會議、英常科會議及英數科會議 

李芷瑤主任             校教務會議、行政會議、視覺藝術科會議 

陳更揚主任             校教務會議、行政會議、數學科會議及資訊科技組會議 

洪曉思主任             校教務會議、行政會議、買賣活動監察委員會會議 

羅惠萍主任             校教務會議、行政會議、四大範疇會議 

岑永忠老師             校教務會議、行政會議、福利組會議及體育科會議 

羅文超老師             電腦科會議 

曾麗芬老師             -- 

吳蓓欣老師             -- 

郭惠芳老師             課外活動組及小組會議 

劉淑茵老師             普通話科會議 

陳擁華老師             中文科會議 

關展圖老師             家教會會議及小組會議 

黃中正老師             飲食監察組會議、訓導組及小組會議 

陳麗珊老師             輔導組及小組會議 

邱家儀老師             英文科會議 

侯慧筠老師             常識科會議、小學加強輔導班會議及編輯小組會議 

劉清悆老師             音樂科會議及聖經科會議 

陳佩儀老師             公民組會議 

羅詠琴老師             圖書科會議及輔導課會議 

黃詩琪老師             -- 

曹穎芝老師             -- 

李思敏老師             -- 

輔導人員(鄭婷婷、陳嘉雯)             全校參與支援組會議 

合約計劃老師(梁凱琳)             -- 

Mr Tristan Stutchbury             外籍老師 

*備註:以上行政工作之分配將不計算正副科主席/輔導課老師/小學加強輔導班導師/危機小組/全校參與支援組/朗誦事務/新課程發展之工作。 

附件六 

 

19-8-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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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其他行政工作及小組分配表 
教職員 

姓名           行政 

工作 

範疇 

科主席 副科主席 訓導組 輔導組 家校組 活動組 
買賣 

活動組 

飲食 

監察組 
編輯組 福利組 

資訊 

科技組 
公民組 

獎懲 

評審 

委員會 

其他行政工作 

(全校參與) 

高景欣副校長 中文科顧問             

行政人員 

周玉華主任 音樂/聖經             

陳琪娜課程主任  英數/英常             

李芷瑤主任  視藝            

陳更揚主任  數學            

洪曉思主任 電腦/圖書             

羅惠萍主任 英文科顧問             

岑永忠老師  體育            

羅文超老師 數學 電腦            建構校本課程(魔法數學)、eClass 發展工作 

曾麗芬老師 視藝             建構數學科校本奧數課程及擔任課程導師 

吳蓓欣老師 中文             小一圖書教學計劃之籌備工作 

郭惠芳老師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慈善義賣 

劉淑茵老師  普通話            小一圖書教學計劃之籌備工作 

陳擁華老師  中文            推廣環保意識 

關展圖老師 英常             建構校本課程(英文科學)、FUN SCIENCE DAY 

黃中正老師 體育             慈善義賣 

陳麗珊老師 普通話             普通話說故事(早上閱讀課)、升中培訓工作坊 

邱家儀老師  英文            協助建構英文科校本文法課程 

侯慧筠老師  常識            獎學金事務 

劉清悆老師  音樂/聖經            負責銀樂步操隊發展工作 

陳佩儀老師 英數             建構校本課程(英文數學)、培訓小司儀、負責公民教育 

羅詠琴老師  圖書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黃詩琪老師 英文             建構英文科校本文法課程 

曹穎芝老師              協助籌備小一圖書教學計劃之文書工作 

李思敏老師              協助建構英文科校本文法課程之文書工作 

輔導人員(鄭婷婷、陳嘉雯)              全方位輔導工作 

合約計劃老師(梁凱琳) 常識             建構常識科校本課程及支援輔導工作(特殊學習需要) 

Mr Tristan Stutchbury            
 

 
英語說故事(早上閱讀課)、建構校本課程(英文拼音) 

協辦英文科事務、升中培訓工作坊 

19-8-2015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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