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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辦學宗旨 
 本校為香港佛教聯合會屬下之小學，以培養學生德、智、體、群、美、

靈六育並進為目標，輔以佛教哲理，使學生養成完美的品格及判斷的
能力。本校除德育及正規課程外，更有多元化的全方位學習活動，藉
以發揮學生潛能，認識課本以外的知識、技能及培養做人處世的態度。 
 

2 辦學目標 
 (1)貫徹校訓「明智顯悲」的精神，把中國倫理配合佛法義理，作為德育及生命

教育的基礎，協助學生建立正確的人生觀與價值觀。 
(2)透過健全的校本制度及教師的專業精神，培養富創意、具分析力，健康愉快、

關注社會及放眼世界的優質學生。 
(3)課程設計以學生為本，著重實踐，提供適當的學習經驗，鼓勵創意思維，發

展潛能，促進終身學習。 
(4)建立關愛校園文化，協助學生解決疑慮及紓緩壓力，從而健康愉快地成長。 
 

3 校訓 

 「明智顯悲」 
 

4 教育信念 

 每一個學生均能學習，各有自己的優點，教師的責任是發掘他們的專長，發揮
他們的潛能。 
 

5 我們的學校 

5.1 學校簡介 

5.1.1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原名為「佛教林金殿紀念學校」，於一九七二年三月

座落於葵涌舊葵芳邨，由捐辦人林黃明慧居士秉承其先夫林公金殿居士興學育

才遺志，慨捐巨款建校以誌紀念。一九九八年三月一日，「佛教林金殿紀念學

校」遷往現址繼續辦學，並改名為「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5.1.2 本校秉承校訓「明智顯悲」的精神，努力不懈地創設出多元化學習模式，讓同

學在德、智、體、群、美、靈等六育方面均表現卓越，成為深受家長、社區人
士及業界支持和充分肯定的優質學校。 

5.1.3 學校推行「校本資優教育」，全面培育學生的學術及體藝潛能，包括：學術資

優課程：英語話劇及集誦、Tourist Spy、普通話集誦、小小演說家、奧數等；

體藝資優課程:花式跳繩、武術、陶藝、水墨畫、魔術、樂器、合唱團、球類、

田徑、K-POP 爵士舞、中國舞、健球、棒球及少年軍等，使資優教育普及化；

又積極推廣全方位學習及境外交流活動，如:韓國科技文化交流之旅、台灣高雄

籃球交流之旅等；價值教育方面，推展「佛化德育及價值教育科」，透過佛化

課程及教育活動，如佛學講座、禪修工作坊等，培養學生「諸惡莫作、眾善奉

行、自淨其意 」的完美人格。本年度，本校禪修園地「淨林」正式建設完成，

配合禪修課程，有助培養學生佛化德育及正向教育的發展，建立正向的人生觀

及價值觀，珍惜及熱愛生命。 
5.1.4 全校現開設三十班，學生人數共九百多人。校舍設施愈趨完善：校園電視台、

全校無線網絡、高質資訊科技設備及 BLKT-STEM LAB 等，配合新世紀多媒體

教育的需要；為營造豐富英語語境及美學氛圍，增設了兩個英語閱讀室、親子

閱讀閣及創藝坊；更成為全港首所獲九龍巴士有限公司捐贈退役巴士的學校，

學校將之改裝成為「林金殿巴士教室」 (STEM 及圖書館)，全面提升學生的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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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素質及多元智能，並發展學生的資優三大元素：高層次思維技巧、創造力和

個人及社化能力，悉心培育才德兼修的未來社會棟樑。 
5.2 學校管理  

5.2.1 法團校董會組合  
 

年份  成員  

21/22 

校監：妙慧法師 
校董：道平法師     提輪法師      妙慈法師      悟藏法師 
      智鴻法師     張淑芬居士    張毅平先生    胡少偉博士 

吳永雄校長   陳德安副校長  郭偉豪主任    楊沅蓉女士 
李慧婷女士   謝亦霖女士 

 
5.2.2 教職員編制 (2021-2022) 

教學人員 校長（1 人）、副校長（2 人）、主任（24 人）、 
教師（32 人）、外籍英語教師(1 人)、 
助理外籍英語教師(4 人) 

共 64 人 

非教學人員 校本言語治療師(1 人) 、學生輔導主任（1
人）、助理學生輔導員(2 人)、特殊支援助理(1
人) 、教學助理(2 人)、學校行政主任（1 人）、
文書助理（5 人）、資訊科技統籌員(3 人)、工
友（9 人）、兼職工友(1 人) 

共 26 人 

 

5.2.3 學校行政架構 (2021-2022) 
編
號 

行 政 組 名 稱 主席/ 
組長 

副主席/副組長 組  員 

1 校務組 何麗珊 王婉怡、梁惠敏、朱家慧 

樂  紅、吳淑儀 

全體老師  

2 教務組 陳德安 金子琪、劉雪華、謝樹斌 全體老師 
3    課程發展組 

  (含教師專業 

    發展組) 

朱慧卿 雷嘉碧、江嘉敏、陳惠馨 

金子琪、陳韻而、梁惠敏 

葉美婷、馮家歡 

全體老師 

4 訓輔組 陳樂欣 
姚志輝 

樊潔兒、謝樹斌 級訓輔：馮兆康、施永紅、 

陳韻而、吳淑儀、
楊健邦、連淑儀 

組員：全體教師 
5 環保健康組 劉北文 

 

施永紅 周敏珊、郭巧怡 

6 資訊科技組 李鎮幫 

葉美婷 

鍾肇軒 尤嘉浩 

多媒體設計組：黃浩文、李
嘉怡、劉栢浩 

7 全方位學習活動
組 

郭偉豪 

 

尹栢濤、鄭滙權、劉慧詩 劉雪華、鄺楚瑤、陳施恩 

許艷濱、雷嘉碧、施永紅 

梁文意、連淑儀、鍾肇軒 

及各科正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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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學生支援組 姚志輝 

黃桂婷 

鄺楚瑤、梁文意、郭釔彤、
鄭藹雯、蔡穎豪 

王婉怡、黃淑芳、江智鈞 

張映玲、楊健邦、蔡安生 

連淑儀、鍾肇軒、陳芷柔
(ST)、甘穎琪、宋寶欣、 

馮偉濠 
9 對外聯繫組 王婉怡 李立興、龎秋怡、蔡安生

連淑儀、連可嘉、廖可欣 

張映玲、駱昀萱 

10 總務組 郭麗金
馮家歡 

江嘉敏 許艷濱、黃麗雲 

11 才藝組 

(含人才庫組
-2021年度新增) 

尹栢濤 鄺麗玲 蔡安生、楊健邦、鍾肇軒、
曹詠霞、郭巧怡 

及各課外活動組老師 
12  學生事務組 徐美華 林淑嫻、鄧潔儀、馮兆康 

陳秀英、藍詠蘭 

 

13 德育及價值教育
組 

黃淑芳 劉雪華、江智鈞、廖心妍 

 

張映玲、連淑儀 

＊ 國安教育組 吳校長 何麗珊、陳德安 訓輔組組長(欣、姚) 

德育及價值教育組組長
(芳) 

全方位學習活動組組長
(豪) 

課程發展組組長(朱) 

教育心理學家(張姑娘) 

＊詳見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行政架構一覽表(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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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法團校董會行政架構一覽表(2021-2022) 

香港佛教聯合會學務管理委員會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法團校董會 

校監 

妙慧法師 

 

 

        校董       校董       校董       校董       校董       校董            校董              當然校董         教員校董     替代教員校董   家長校董   替代家長校董    校友校董        獨立校董 

道平法師   提輪法師   妙慈法師   智鴻法師   悟藏法師   張淑芬居士     張毅平先生          吳永雄校長     陳德安副校長    郭偉豪主任    楊沅蓉女士   李慧婷女士    謝亦霖女士     胡少偉博士 

校長 

吳永雄校長   

                   

家長教師會                                      學校發展委員會                                                 危機處理小組                                       校友會 

主  席：葉莎莎女士                                主  席：吳永雄校長                                            主  席：何麗珊副校長                            主  席：張華倩    

      副主席：吳永雄校長、陳德安副校長                  副主席：何麗珊副校長                                          副主席：陳德安副校長                            副主席：謝亦霖 

家長委員：黃彩云、徐鵲紅、曾志輝、楊沅蓉                組  員：副校長、PSM主任                                       組  員：全體老師         委員：何倚富、何倚楊、曾湛元、張延隆、蘇冠維 

關倩儀、黃  鍵、關婉君、黃雅廣                                                                                                       顧問老師：郭偉豪、尹栢濤、徐美華、李立興、鄭滙權 
教師委員：姚志輝、陳樂欣、尹栢濤、陳惠馨 

鄺楚瑤、張映玲、鄭滙權、葉美婷 
                                                                                  

                                            副校長                                                                                            副校長 
                                            何麗珊                                                                                            陳德安              

                               

校務組 

組長： 
何麗珊 
副組長: 

王婉怡 
梁惠敏 
朱家慧 

樂  紅 
吳淑儀 
 

課程發展組 

(含教師專業發展組)   
組長： 
朱慧卿 

副組長： 
雷嘉碧(中)江嘉敏(英) 
陳惠馨(數)金子琪 

陳韻而(優) 
梁惠敏(優) 
葉美婷(IT) 

馮家歡(閱讀)  

環保健康

組 
組長： 
劉北文 

副組長： 
施永紅 
組員； 

周敏珊、 
郭巧怡 

全方位學習活動

組 
組長： 
郭偉豪 

副組長： 
鄭滙權、劉慧詩 
尹栢濤 

組員： 
劉雪華、鄺楚瑤
陳施恩、許艷濱

雷嘉碧、施永紅
梁文意、連淑儀
鍾肇軒 

對外聯繫組 

組長： 
王婉怡 
副組長： 

李立興、龎秋怡
蔡安生、連淑儀
連可嘉、廖可欣

組員： 
張映玲、駱昀萱 

才藝組 

(含人才庫組) 
組長：尹栢濤 
副組長： 

鄺麗玲 
組員： 
蔡安生、楊健邦 

鍾肇軒、曹詠霞 
郭巧怡 

 教務組 

組長：陳德安 
副組長： 
金子琪、劉雪華 

謝樹斌 

訓輔組 

組長： 
陳樂欣、姚志輝 
副組長︰ 

樊潔兒、謝樹斌 
級訓輔： 
馮兆康、施永紅 

陳韻而、吳淑儀 
楊健邦、連淑儀 
組員： 

全體教師 

資訊科技組 

組長： 
李鎮幫、葉美婷 
副組長： 

鍾肇軒 
組員： 
尤嘉浩 

多媒體設計組： 
組長： 
黃浩文 

組員： 
李嘉怡、劉栢浩 

學生支援組     

組長： 
姚志輝、黃桂婷 
副組長： 

鄺楚瑤、梁文意 
郭釔彤、鄭藹雯 
蔡頴豪 

組員： 
王婉怡、黃淑芳 
江智鈞、張映玲 
楊健邦、蔡安生 
連淑儀、鍾肇軒 
陳芷柔、甘穎琪 
宋寶欣、馮偉濠 

總務組 

組長： 
郭麗金 
馮家歡 

副組長： 
江嘉敏 
組員： 

許艷濱 
黃麗雲 
  

學生事務組 

組長： 
徐美華 
副組長: 

林淑嫻、鄧潔儀
馮兆康、陳秀英 
藍詠蘭 

德育及價值教育組 

(含國安教育組) 
組長： 
黃淑芳 

副組長: 
劉雪華、江智鈞 
廖心妍 

組員： 
張映玲、連淑儀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科主任：雷嘉碧                     科主任：鄺麗玲                    科主任：陳惠馨                      科主任：劉北文、郭巧怡                                

  副科主任：龎秋怡、吳淑儀  副科主任：江嘉敏、朱家慧、陳韻而  副科主任：陳樂欣、李鎮幫、楊健邦     副科主任：(科務)周敏珊、張映玲   (STEM)葉美婷、鍾肇軒                                                                                                               

                                                                                                                                                       

   佛學科(小一至小六)                   普通話科                          視藝科                           音樂科                                                        

  科主任：劉雪華                     科主任：林淑嫻                科主任：李立興                          科主任：鄧潔儀 

  副科主任：江智鈞、廖心妍         副科主任：鄺楚瑤、蔡安生       副科主任：梁惠敏、馮兆康                 副科主任：陳施恩、駱昀萱 

  

   體育科                               電腦科                           圖書課                      個人成長教育課(生命教育)                

  科主任：尹栢濤                     科主任：葉美婷                科主任：馮家歡                          科主任：金子琪                    

  副科主任：郭偉豪、鄭滙權           副科主任：鍾肇軒、廖可欣   副科主任(閱讀推廣組成員)：               副科主任：施永紅、樂紅            

                                                                                   課程組正副組長  

                                   全      體      科      任      老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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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們的學生 

6.1 班級數目 (2021-2022) 

 

級別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總數 

班數 5 5 5 5 5 5 30 

 

6.2 學生人數 (2021-2022)   

級別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總數 

男生人數 76 73 80 74 67 66 436 

女生人數 77 73 71 78 73 81 453 

學生總數 153 146 151 152 140 147 889 

 

6.3 學位空缺率 

 

學位空缺率  

2019/2020  2020/2021  2021/2022  

0% 0% 1.2% 

 

6.4 學生出席率  

     

 

 

7 我們的教師 

7.1 教師數目(包括校長、學生輔導主任及外籍英語教師及助理外籍

英語教師 ) 

         

教  師 年  度 

 2019/2020  2020/2021  2021/2022  

常額教師 55 人 57 人 56 人 

合約教師 9 人 8 人 10 人 

總計 64 人 65 人 66 人 

 

 

 

 

  學生出席率  

 2019/2020  2020/2021  2021/2022  

小一至小三  97.32 98.21 97.82 

小四至小六  98.34 98.63 9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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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本地教師獲得的最高學歷(包括校長、學生輔導主任及外籍英語教

師 ) 

學   歷   年   度   

 2019/2020 2020/2021 2021/2022 

持有碩士或以上學歷的教師人

數 

22 人 

37% 

23 人 

38% 

23 人 

38% 

持有學士學位的教師人數 37 人 

61% 

37 人 

61% 

38 人 

61% 

持有本地專上非學位學歷的教

師人數 

1 人 

2% 

1 人 

1% 

1 人 

1% 

 

達到的能力 年  度 

 2021/2022 

持有專業資歷 60/62 96.77% 

 

以下棒形圖說明 2021-2022 年度教師持有最高學歷及認可教育文憑的百分

率(包括校長、學生輔導主任及外籍英語教師)： 

 
 
 
 
 
 

7.3 已接受專業訓練的教師(包括校長、學生輔導主任及外籍英語教師 ) 

97% 99%

43%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認可教育文憑 碩士或學士學位 特殊教育培訓

教師學歷



10 

7.4 已接受專科訓練的教師 

 

達到的能力 年  度 

 2021/2022 

 人數 百分率 

已接受本科訓練(中文) 21 人/21 人 100% 

已接受本科訓練(英文) 19 人/19 人 100% 

已接受本科訓練(數學) 17 人/17 人 100% 

 

7.5 已達英語及普通話語文能力要求的教師 

 

達到的能力 年  度 

 2021/2022 

 人數 百分率 

英語語文能力 18 人 94.7% 

普通話語文能力 14 人 100% 

以下棒形圖說明 2021-2022 年度本校英文科及普通話科教師已達語文能力

要求的百分率： 

 

 

 

 

 

 

 

 

 

 

7.6 教學經驗(包括校長、學生輔導主任、外籍英語教師及助理

外籍英語教師 ) 

年資  2019/2020 2020/2021 2021/2022 

 總數：64 人  總數：65 人  總數：66 人  

0-2 年  2 4 8 

3-5 年  10 7 6 

6-10 年  9 11 6 

超過 10 年  43 43 46 

總  計  64 65 66 

 

94.70%

100%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英文基準達標 普通話基準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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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棒形圖說明過去三年本校教師(包括校長)的教學經驗： 

 
 

7.7    教師持續專業發展(2021-2022)  

7.7.1  課程發展──教師持續專業發展項目 

 
科目/ 

組別 
項目 日期/時段 主辦/協辦機構 參與教師 

中文 

中國語文及文學學士  9/2021- 

8/2022 
香港都會大學 徐美華 

瞬間掌握中文課程新發展 

（ZOOM 視像線上研討會） 
24/9/2021 教育出版社 雷嘉碧 

小學中國語文教學 ZOOM網上

工作坊──小學古文教學 

方法談 

27/11/2021 啟思出版社 梁惠敏 

小班教學綜合發展活動—「善

用有效教學策略優化小班 

學與教」 

18/12/2021 教育局 劉雪華 

小學中國語文科新任科主任導

引：課程領導的角色、職能 

和權責 (修訂) 

22/1/2022 

30/4/2022 
課程發展處 雷嘉碧 

小學中國語文教學 ZOOM網上

工作坊—談古詩 說寫作 
5/3/2022 啟思出版社 林淑嫻 

兒童朗誦的訓練與評賞 6/5/2022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梁惠敏 

光影中的詩詞藝術 (新辦) 6/5/2022 教育局 何麗珊 

English 

Space Town co-planning 

meetings 

1/9/2021- 

12/8/2022 

EDB 

NET Section 

P.1 English 

teachers 

Space Town co-planning 

meetings 

1/9/2021- 

12/8/2022 

EDB 

NET Section 

P.2 English 

teachers 

Space Town co-planning 

meetings 

1/9/2021- 

12/8/2022 

EDB  

NET Section 

P.3 English 

teachers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2019/2020 2020/2021 2021/2022

教師教學年資

0-2年 3-5年 6-10年 10年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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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of Arts in English Studies 
1/9/2021- 

23/7/2022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鍾肇軒 

Initial Meeting with Debora 

Beeler (NET Section) 
3/9/2021 

EDB 

NET Section 

鄺麗玲、江嘉敏 

朱家慧、陳韻而 

Sam 

Space Town Workshop 

Part 4-Part 5 (Zoom) 

4/9/2021 

18/9/2021 

EDB 

NET Section 

梁文意、鍾肇軒 

連淑儀 

Workshop on Nearpod 26/11/2021 

葵涌區小學校長會及 

教育局荃灣及葵青區學

校發展組 

Sam 

Online school drama briefing 

session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21/22 

3/12/2021 HKSDF 張映玲、Sam 

Workshop on positive values 6/12/2021 

香港佛教聯合會 

會屬小學課程發展 

委員會 

All NETs 

School-based Values Education 

Workshop 
11/1/2022 

EDB 

NET Section 

All English 

teachers and NETs 

ASP End-of-year review meeting 

with AT 
15/6/2022 

EDB 

NET Section 

江嘉敏、朱家慧

Sam 

數學 

現代小學數學(第二版) 星級顧

問共備系列(五) 

1 上 A 單元 3  數的分和合 

30/9/2021 本校課程組 
全體數學 

科任老師 

現代小學數學(第二版) 星級顧

問共備系列(五) 

5 上 B 單元 5  分數乘法 

21/10/2021 現代教育研究社 
全體數學 

科任老師 

現代小學數學(第二版) 星級顧

問共備系列(五) 

4 上 B 單元 6 倍數和因數、 

單元 7 公因數和公倍數 

4/11/2021 現代教育研究社 
全體數學 

科任老師 

HKAT 數學科『考試備戰方案』

網上教師講座 
19/11/2021 現代教育研究社 

陳惠馨 

楊健邦 

陳樂欣 

李鎮幫 

利用數學繪本教學促進初小學

生數學學習的經驗分享 
8/12/2021 教育出版社 蔡頴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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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小學數學(第二版) 星級

顧問共備系列(六)(第一場)  3

下 A 單元 1 加減混合計算、 

單元 2 乘加和乘減混合計

算」 (ZOOM LIVE) 

9/12/2021 學與教協覽 2021 

郭巧怡 

駱昀萱 

蔡頴豪 

TIMSS 2019 網上工作坊：教師

發展工作坊 — TIMSS 2019  

對學與教的啟示 (小學) 

 

13/12/2021 現代教育研究社 蔡頴豪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開放示

範課堂」—小三數學科 

 

21/12/2021 教育局 陳施恩 

「現代小學數學(第二版) 星級

顧問共備系列(六)(第二場)  3

下 A 單元 3 三角形」  

(ZOOM LIVE) 

6/1/2022 教育局 

郭巧怡 

駱昀萱 

蔡頴豪 

「現代小學數學第二版」星級

顧問共備系列(六) (第三場) 2

下 B 單元 6 分物活動、單元 7

基本除法 

17/2/2022 現代教育研究社 
曹詠霞 

駱昀萱 

現代小學數學(第二版) 星級顧

問共備系列(六)  

疫情下的支援 

17/3/2022 現代教育研究社 蔡頴豪 

小學數學課程學與教系列 : (7) 

培養學生的創意及 

慎思明辨能力 

24/3/2022 

 

現代教育研究社 

有限公司 
蔡頴豪 

「現代小學數學第二版」星級

顧問共備系列(六) (第四場) 5

下 B 單元 6 分數除法及四則混

合計算 

26/4/2022 教育局 

郭巧怡 

曹詠霞 

駱昀萱 

小學數學課程學與教系列: (1) 

培養學生的數字感(網上課程) 
29/4/2022 現代教育研究社 楊健邦 

「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

計劃」(2021/22)(數學科)小學分

享會：通過課程規劃及多元教

學策略提升數學科學與教的成

效 

25/5/2022 教育局 曹詠霞 

STEM 教育學與教和評估系

列：運用 Scratch 3.0 發展高小

學生計算思維 (網上自學課程) 

(重辦) 

9/8/2022 其他機構 曹詠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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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 

百年偉業──慶祝中國共產黨

成立 100 周年大型主題展覽 
7/2021 

中聯辦、特區政府主

辦，紫荊文化集團和 

國家博物館 

藍詠蘭 

《世紀長征》中國近現代史圖

片展 
7/2021 香港特區政府 藍詠蘭 

小學教學：常識 1/9/2021- 

31/8/2022 
香港都會大學 

蔡頴豪 

鄭藹雯 

小學教師 STEM 教育知識增益

課程（健康與生活）—研討會

（新辦） 

8/10/2022 教育局 郭巧怡 

「禮文化學術講座暨學與教分享」

第二年度系列活動(一) 禮行天下、

古禮今用﹕中華傳統禮文化體系的

形成、內涵與普世價值 

4/12/2021 教育局 江智鈞 

教育局—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

歷史系講座系列七(西風東漸

下的生活品味) 第一講：飲

食：「刀叉、龜湯、咖哩雞：18-19

世紀廣州的『西餐』 」 

7/12/2022 教育局 劉北文、梁惠敏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系講

座系列七(西風東漸下的生活

品味) 第二講：衣著：「摩登、

品味、解放：近代兩性服飾和

形象之轉變」 

10/12/2021 

12/12/2021 
教育局 

梁惠敏 

劉慧詩 

劉北文 

TIMSS 2019 網上工作坊：教師

發展工作坊 — TIMSS 2019 

對學與教的啟示 (小學) 

13/12/2022 教育局 郭巧怡 

從求學到革命—孫中山與四大

寇」專題講座暨「四大寇—從

照相重塑革命記憶」 

20/1/2022 

 
教育局 

鄺楚瑤 

劉雪華 

許艷濱 

常識科的教學策略和學與教資

源的有效運用—中國歷史與中

華文化 (新辦) [網上課程] 

1/3/2022 教育局 徐美華 

「中環街市：活化再利用項目

新演繹」 網上研討會 
25/3/2022 教育局 何麗珊 

博物館學習系列 1：香港的古物

與古蹟 – 考古篇 
14/4/2022 教育局 何麗珊、江嘉敏 

教育局—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

歷史系講座系列八(跨學科學

歷史) 第一講：歷史抑或是美

術史？考古抑或是文化遺

產？：秦始皇陵兵馬俑的再認

識(新辦) （網上課程） 

19/5/2022 教育局 郭巧怡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系講

座系列八(跨學科學歷史)  

第二講：歷史與醫學的相遇：

古今防疫措施漫談(新辦) 

20/5/2022 教育局 金子琪、蔡頴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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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的 STEM 動手做、虛擬

實境教學及自主學習策略 
27/7/2022 香港大學 葉美婷 

「惜水學堂」小學教育計劃教

師培訓班 
29/7/2022 水務署 劉北文 

普通話 
校際朗誦節小學普通話作品 

分析 ZOOM 網上工作坊 
11/9/2021 啟思出版社 梁惠敏 

佛化德
育及價值
教育 

心靈教育推廣委員會 
1/9/2021- 

12/8/2022 

香港佛教聯合會 

會屬小學校長會 

吳永雄 

江智鈞 

劉雪華 

會屬小學佛德科教師培訓課程 

11/10/2021 

20/10/2021 

27/10/2021 

8/11/2021 

香港佛教聯合會 

何麗珊、陳德安 

朱慧卿、陳樂欣 

黃淑芳、金子琪 

劉雪華、鄭滙權 

廖心妍、吳淑儀 

蔡安生、鍾肇軒 

佛教青少年團 2021-2022 年度

會議 
21/10/2021 香港佛教聯合會 吳永雄 

《MindfulKids》 

兒童靜觀證書課程 

8/4/2022- 

13/5/2022 

澳洲 IMMA 

認證資格 
廖心妍 

MBSR 靜觀減壓課程 

24/6/2022 

30/6/2022 

8/7/2022 

15/7/2022 

22/7/2022 

29/7/2022 

5/8/2022 

6/8/2022 

12/8/2022 

香港佛教聯合會 

何麗珊 

金子琪 

廖心妍 

心靈教育推廣委員會 
1/9/2021- 

12/8/2022 

香港佛教聯合會 

會屬小學校長會 

吳永雄 

江智鈞 

劉雪華 

視覺 

藝術 

藝術館水墨畫及法國龐比度 

展覽 
8/2021 香港藝術館 藍詠蘭 

小學視覺藝術科課程規劃系

列： (2) 主題單元教學設計（重

辦） 

7/12/2021 教育局 李立興 

視覺藝術教師表揚計劃 2021得

獎教師成果分享會 
19/12/2021 

香港美術 

教育協會 

蔡頴豪 

 

和諧粉彩正指導師證書課程 29/12/2022 羽明心靈藝術工作室 何麗珊 

「華裳聲藝」服裝設計比賽 

2021/22 網上簡介會 
7/1/2022 教育局 

梁惠敏 

劉北文 

認識時裝設計（小學） 1/3/2022 教育局 
藍詠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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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中小學音樂科主任導引講座 

(重辦) 
11/11/2021 

教育局 

 
駱昀萱 

英利音樂教學工作坊： 

唱歌有妙法！ 
12/11/2021 

牛津大學出版社及英利

音樂有限公司 
楊健邦 

不一樣的 STEAM 音樂教學 26/11/2021 英利音樂 鄧潔儀 

運用科技為音樂教育打造新境

界(webinar) 

13/5/2022 

 
柏斯琴行音樂教育 曹詠霞 

喜悅.正念.唱歌音樂教室視像

教學計劃---2022 網上交流與 

分享會 

2/3/2022 佛聯會會屬小學 鄧潔儀 

「粵樂音律發展對粵曲的 

影響」講座 
22/6/2022 香港都會大學 蔡頴豪 

電腦/ 

資訊 

科技 

百仁基金主席李家傑博士佛學

分享會 
25/9/2021 百仁基金 吳永雄、何麗珊 

百仁基金童擁AI計劃教師培訓

(session 1) 
27/9/2021 百仁基金 曹詠霞、駱昀萱 

百仁基金童擁AI計劃教師培訓

(session 2) 
28/9/2021 百仁基金 郭巧怡 

百仁基金童擁AI計劃教師培訓

(session 3) 
29/9/2021 百仁基金 葉美婷、鍾肇軒 

TIMSS 2019 網上工作坊：教師

發展工作坊 — TIMSS 2019  

對學與教的啟示 (小學) 

13/12/2021 

 
教育局 郭巧怡 

媒體及資訊素養活動巡禮暨優

質教育基金「我的行動承諾」

撥款計劃加強措施介紹（小學） 

14/12/2021 

 
教育局 劉慧詩 

資訊科技教育教學法系列： 

在小學運用資訊科技工具於 

STEM 學習活動（2021/22 學年

第 1 期，網上自學課程） 

5/1/2022 

 
教育局 郭巧怡 

資訊科技教育教學法系列：運

用 360 度全景影片、相片及虛

擬實境技術以提升學與教效能

（網上自學課程） 

10/1/2022 教育局 

徐美華 

馮兆康 

葉美婷 

廖心妍 

資訊科技教育電子安全系列：

學校資訊科技設施的管理、保

安及維護－檔案和操作系統的

備份和還原（網上自學課程） 

4/2/2022 教育局 徐美華 

資訊科技教育電子安全系列：

學校資訊科技設施的管理、 

保安及維護－學校系統保安 

（網上自學課程） 

11/2/2022 教育局 徐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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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媒體及資訊素養：教導學

生善用社交媒體及辨別資訊 

真偽（網上） 

28/2/2022 教育局 何麗珊 

資訊科技教育科技系列：運用

電子學習工具推動服務學習及

公民教育 

25/3/2022 教育局 蔡頴豪 

資訊科技教育科技系列：運用

電子學習工具推動閱讀及提升

資訊素養教育 

29/3/2022 教育局 蔡頴豪 

資訊科技教育科技系列：在課

室內外的學習活動運用以地點

為本的學習應用程式 

30/3/2022 教育局 蔡頴豪 

資訊科技教育教學法系列： 

在小學運用電子學習工具提升

課堂互動 

12/4/2022 教育局 江嘉敏 

資訊科技教育與學科有關系

列：運用資訊科技工具在英國

語文科課堂提升學與教的 

創造力 

21/4/2022 教育局 江嘉敏 

優質教育基金推廣活動「小小

科藝創建師」主題網絡計劃  

總結分享會 

13/6/2022 
教育基建 

分部 
金子琪 

資訊科技教育電子安全系列：

小學資訊素養教育 ─ 策劃、推

行及評估在全校參與模式下的

校本資訊素養課程 

（進階程度）（網上自學課程） 

15/6/2022 教育局 金子琪 

資訊科技教育混合模式學習系

列：運用 Adobe Creative Cloud 

Express 製作多模態 

文本以促進學生創意 

4/7/2022- 

31/7/2022 
教育局 蔡頴豪 

APLUS 智能學習平台工作坊 6/7/2022 樂思出版社 全體教師 

體育 

葵涌區小學校長會及 

學體會會議 

28/9/2021 

16/11/2021 

11/3/2022 

26/4/2022 

葵涌區小學校長會 吳永雄 

學體會技委會會議 7/10/2021 學體會 鄭滙權 

圖書科 

葵青區公共圖書館與區內學校

圖書館主任/老師會面 
17/9/2021 葵青區公共圖書館 馮家歡 

 

網上工作坊- 愉快繪本課 22/10/2021 OpenKnowledge.hk 馮家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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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研討會】未來的 

學校圖書館發展 
25/2/2022 

Million Tech 

Development Ltd 
馮家歡 

QLN 獲獎小學圖書館主任分

享會 2021 
9/4/2022 

香港圖書館主任 

協會 
馮家歡 

閱讀 2.0 時代下的 

香港學校圖書館 

29/4/2022 

 

會屬小學校長會 

課程發展委員會暨圖書

館主任學習圈 

馮家歡 

賽馬會數碼「悅」讀計劃 – 

登記計劃簡介會 
8/7/2022 香港賽馬會 馮家歡 

全方位電子書閱讀資源及專業

支援服務之網上簡介會 

27/7/2022 

 

智慧門及高階思維協會

合辦 
馮家歡 

賽馬會數碼「悅」讀計劃實務

錦囊講座 
7/8/2022 香港創意閲讀教育協會 馮家歡 

個人成
長教育 

「成長的天空計劃」 

教師工作坊 
8/9/2021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

中心 
全體教師 

QEF「價值教育──老師培訓計

劃」教師工作坊 

23/10/2021- 

6/11/2021 
教育評議會 黃淑芳 

QEF「價值教育──老師培訓計

劃」教師工作坊 
6/11/2021 教育評議會 

樂紅 鄺楚瑤 

許艷濱 連淑儀 

價值觀教育（健康生活教育）

系列：（1）學校推動禁毒教育

及健康生活模式的課程規劃與

策略 

20/12/2021 教育局 劉雪華 

「生命教育─同理心地圖」研討

會 (中小學) 
26/1/2022 教育局 陳秀英 

價值觀教育（可持續發展教育）

系列：(2) 減緩氣候變化的學與

教策略 (重辦） 

27/1/2022 教育局 陳秀英 

「正向教導」有妙法 

(網上講座) 
4/3/2022 香港教育大學 鄺楚瑤 

「正面迎復課 關愛在校園」 

網上研討會 
13/4/2022 教育局 蔡頴豪 

價值觀教育（性教育）系列：

(2) 預防性傳染病和愛滋病的

學與教策略 

22/6/2022 教育局 蔡頴豪 

價值觀教育（生命教育）系列：

通過課堂內外學習推動生命教

育 

19/7/2022 教育局 蔡頴豪 

課程 

發展及教
師專業發

展 

 

教學專業課題研究 
1/9/2021- 

31/8/2022 
香港都會大學 

蔡頴豪 

鄭藹雯 

佛化德育及價值教育 

讀書會──自覺覺他、 

自利利他、緣起依他的關係 

7/9/2021 
本校德育及價值教育組

及課程發展組 

佛化德育及價值 

教育科 

課程領導學習社群會議 10/2021-7/2022 教育局 朱慧卿 

https://ole.hkmu.edu.hk/course2115/EDUE872C.n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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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佛教聯合會 

會屬小學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 
10/2021-7/2022 

香港佛教聯合會 

會屬小學課程發展 

委員會 

朱慧卿 

香港佛教聯合會 

會屬小學課程發展委員會 

第一次會議 

22/10/2021 

香港佛教聯合會 

會屬小學課程發展 

委員會 

吳永雄、朱慧卿 

郭偉豪、江嘉敏 

葵涌區教師發展日── 

正向教育：成長性思維與溝通 
26/11/2021 

葵涌區 

小學校長會 

全體 

教師 

在學校推展國家安全教育 

系列：小學國家安全教育── 

全校課程規劃 

30/11/2021 教育局 相關教師 

佛聯會會屬小學聯校教師專業發

展日─全方位學習活動的發展 
6/12/2021 

香港佛教聯合會 

會屬小學課程發展 

委員會 

本校全體教師 

有效運用教育多媒體資源以促

進學與教的成效 
8/12/2021 學與教協覽 2021 蔡頴豪 

教案不求人 -- 學生參與建構

的學習過程 
8/12/2021 學與教協覽 2021 蔡頴豪 

學習無疆界 共通能力的培養 8/12/2021 學與教協覽 2021 蔡頴豪 

學與教協覽 2021 8/12/2021 Bailey Communication 蔡頴豪 

「經典之旅 VI—從課本到戲劇

II」編劇工作坊 
5/3/2022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新域劇團 
蔡頴豪 

「經典之旅 VI—從課本到戲劇

II」應用劇場工作坊 
5/3/2022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新域劇團 
蔡頴豪 

「經典之旅 VI—從課本到戲劇

II」導演研習工作坊 
6/3/2022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新域劇團 

蔡頴豪 

 

「經典之旅 VI—從課本到戲劇

II」從課本到戲劇暨教師互動研

討會 

6/3/2022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新域劇團 

蔡頴豪 

鄭藹雯 

Design Thinking 15/4/2022 香港紅十字會 蔡頴豪 

香港佛教聯合會 

會屬小學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 
29/4/2022 

香港佛教聯合會 

會屬小學課程發展 

委員會 

朱慧卿 

江嘉敏 

馮家歡 

小班教學到校教師發展工作坊

──小班教學關鍵原則 
19/5/2022 

教育局(委託港大教育學

院舉辦) 

全體 

教師 

優質教育基金推廣活動「透過

照顧學習多樣性的校本學科 

(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 分

層知識/能力框架，推動『促進

學習的評估』和『作為學習的

評估』」主題網絡計劃 總結分

享會 

 

27/7/2022 
教育基建 

分部 
金子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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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 

教育 

教育局教師網上基礎課程—資

優教育 2021/22(第二期)（重辦） 

1/1/2022- 

21/3/2022 
教育局 曹詠霞、駱昀萱 

運用不同的適異性教學策略發

展中國語文科資優／高能力學

生的潛能(小學) 

11/1/2022 教育局 梁惠敏 

深造課程(B)：推行校本資優教

育之強弱機危分析（小學） 
12/1/2022 教育局 梁惠敏 

深造課程(D)：資優教育三層架

構推行模式：第二層抽離式課

程實踐示例分析 （小學） 

10/2/2022 教育局 梁惠敏 

深造課程 (C)：資優教育三層

架構推行模式 :第一層全班式

教學實踐示例分析（小學） 

24/2/2022 教育局 陳韻而 

深造課程(F)︰資優教育之教師

專業發展與資源運用(小學) 
15/6/2022 教育局 梁惠敏 

資優教育學校網絡計劃

2021-2022 經驗分享會︰在課

堂內外滲入支援資優/高能力學

生成長的情意教育 

4/7/2022 教育局 梁惠敏 

資優教育學校網絡計劃

2021-2022 經驗分享會︰運用

適異性教學/校本抽離式計劃以

培育資優/高能力學生 

25/7/2022 教育局 梁惠敏 

訓輔 

「關愛同行.自律守規」研討會

(小學) 
28/9/2021 教育局 陳樂欣 

處理課室衝突之技巧及管理 23/10/2021 

香港佛教協合會會屬小

學校長會 

訓輔教師委員會 

梁文意 蔡頴豪  

鄭藹雯 曹詠霞  

郭巧怡 駱昀萱 

升旗導師培訓班 

 
14/12/2021 香港升旗總會 

陳樂欣 

楊健邦 

葵青多專業協作-認識網絡性

誘識暨保護兒童受虐待多專業

合作程序指引分享會 

 

12/1/2022 

社會福利署保護家庭及

兒童服務課(筌灣及葵

青)教育局合辦 

姚志輝 

陳樂欣 

郭釔彤 

「我的行動承諾」加強版撥款

計劃-「媒體及資訊素養教育」 
17/1/2022 明報 陳樂欣 

國安法與學校的管理和責任 19/2/2022 香港佛教聯合會 陳樂欣 

「禁毒資訊」及「安全社區」

公眾教育講座 
7/6/2022 

香港警務 

葵青警區 
陳樂欣 

及早識別及處理懷疑虐待兒童

個案 (網上自學課程) 
13/6/2022 教育局 金子琪 

「學生大使—積極人生」計劃

分享會 
28/6/2022 

教育局訓育及 

輔導組 

陳樂欣 

蔡頴豪 

「預防及處理網絡欺凌」講座 12/7/2022 教育局 蔡頴豪 

https://tcs.edb.gov.hk/tcs/portal/applicationStatus/applicationStatus/search.htm?fromMenu=Y
https://tcs.edb.gov.hk/tcs/portal/applicationStatus/applicationStatus/search.htm?fromMenu=Y
https://tcs.edb.gov.hk/tcs/portal/applicationStatus/applicationStatus/search.htm?fromMen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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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和諧校園--尊重友愛 拒絕

欺凌」運動 2021/22 分享會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關注

私隱週」2022 活動「社交媒體

私隱教與學 - 網上分享會」 

15/7/2022 教育局 蔡頴豪 

「有效課室管理與班級經營的

策略」工作坊 
29/7/2022 香港教育大學校友會 

陳樂欣 

周敏珊 

林淑嫻 

學生 

支援 

小學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區

本網絡活動 - 運用「融合教學

量表」優化課堂教學 [重辦] 

22/9/2021 教育局 黃桂婷 

跨專業協作以支援有特殊教育

需要學生–校本言語治療師與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的協作 

23/9/2021 教育局 黃桂婷 

Student Mental Health Support 

Scheme for Designated 

Professional Staff 

25/10/2021 
Hong Kong College of 

Psychiatrists 
黃桂婷 

Student Mental Health Support 

Scheme for Designated 

Professional Staff 

25/10/2021 

至 

29/10/2021 

Hong Kong College of 

Psychiatrists 
郭釔彤 

《童你身心樂》多媒體教材 

簡介會 
18/11/2021 保良局 郭釔彤 

「預防學生自殺及支援學生精

神健康」研討會 I：守護學童生

命加強識別與支援 

26/11/2021 教育局 
蔡頴豪 

鄭藹雯 

預防和及早識別青少年的精神

健康問題研討會 
7/12/2021 教育局 

黃桂婷 

姚志輝 

特殊教育統籌主任委員會 

會議 
8/12/2021 教育局 吳永雄、黃桂婷 

「照顧不同學習需要」 普通學

校教學助理培訓工作坊—如何

改善智障兼自閉症兒童的社交

技巧 

14/12/2021 才俊學校 
宋寶欣 

馮偉濠 

小學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專

業網絡活動-提昇有有特殊學

習需要學生的語言能力 

4/1/2022 教育局 
黃桂婷 

陳芷柔 

如何提升執行功能 7/1/2022 本校 全體教師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行

為、情緒及社群發展」-針 

對有精神病患的學生專題課程 

10/1-21/1/22 教育局 蔡安生 

 

 

https://www.hkedcity.net/eventcalendar/search/?keyword=%E4%BF%9D%E8%89%AF%E5%B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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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Mental Health Support 

Scheme for School Supporting 

Staff 

11-13/1/2022 
The Hong Kong College 

of Psychiatrists 
甘穎琪 

運用互動式短片 

促進自主學習 
16/2/2022 教育局 藍詠蘭 

及早識別及支援受家暴影響學

童研討會 
21/2/2022 教育局 

蔡頴豪 

鄭藹雯 

「照顧不同學習需要」基礎課

程 (網上學習模式) 

29/1/2022- 

28/4/2022 

教育局 

香港教育大學 
連淑儀 

「照顧不同學習需要」基礎課

程 (網上學習模式) 

29/1/2022- 

11/5/2022 

教育局 

香港教育大學 

葉美婷 

楊健邦 

蔡安生 

如何支援學生認識和管理壓力

研討會(網上直播) 
15/3/2022 教育局 

姚志輝 

黃桂婷 

「照顧不同學習需要」普通學

校教學助理培訓工作坊 
19-20/4/2022 香港教育大學 宋寶欣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

資源配置策略」研討會 (轉為

網上直播模式) 

5/5/2022 教育局 黃桂婷 

校本言語治療師與特殊教育需

要統籌主任協作以支援有特殊

教育需要學生 

18/5/2022 教育局 黃桂婷 

「追蹤研究：離開到校學前康

復服務的兒童升讀小一後的表

現及適應」分享會 

23/5/2022 
香港城市大學 

及香港中文大學 
黃桂婷 

「認識及幫助有注意力不足/過

度活躍症的孩子」家長工作坊 

16/6/2022- 

7/7/2022 
教育局 

宋寶欣 

郭釔彤 

「及早識別及支援有精神健康

需要的學生」教師工作坊 
24/6/2022 本校 全體教師 

什麼是 ADHD?如何診斷孩子

有沒有 ADHD 
25/6/2022 青田教育基金會 梁惠敏 

腦癇症患者在職場上面對的挑

戰與機遇 
16/7/2022 

香港腦癇基金會、 

平等機會委員會 
蔡頴豪 

「照顧不同學習需要」 普通學

校教學助理培訓工作坊—如何

改善智障兼自閉症兒童的社交

技巧（網上觀課） 

19/7/2022 才俊學校 
宋寶欣 

 

「關懷學生精神及心理健康」

網上家長講座 
6/8/2022 教育局 黃桂婷 

全方位 
學習 
活動 

 

交流簡介會 9/2021-8/2022 本校 
郭偉豪及 

相關教師 

全方位學習巡禮： 

社會企業 Pop-up Show 
26/11/2021 教育局 李立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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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習巡禮： 

通過全方位學習推廣禁毒教育 

3/12/2021 

 
教育局 李立興 

全方位學習：從課堂學習延伸

到跨學科體驗式活動 
6/12/2021 教育局 鄭藹雯 

新常態下的全方位學習 6/12/2021 教育局 鄭藹雯 

全方位培養學生國民身分認同 20/12/2021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龎秋怡 

 

德育及 
價值 
教育 

國家安全教育知識增益研討會

系列：(4) 法律知多點：大陸

法、普通法和《香港國安法》(網

上研討會) 

20/7/2021 教育局 陳韻而 

「國旗、國徽、國安法」講座 2/10/2021 
香港青少年軍總會及香

港青少年發展總會 
黃淑芳 

葵涌區教師發展日── 

正向教育：成長性思維與溝通 
26/11/2021 

葵涌區 

小學校長會 
本校全體教師 

《憲法》和《基本法》小學教

師知識增益網上課程 

19/12/2021- 

1/8/2022 
教育局 

陳德安、朱慧卿、郭偉豪 

郭麗金、王婉怡、徐美華 

林淑嫻、劉北文、李立興 

金子琪、馮家歡、鄺楚瑤 

江嘉敏、朱家慧、江智鈞 

葉美婷、許艷濱、樂 紅 

連可嘉、廖心妍、劉慧詩 

陳秀英、龎秋怡、蔡安生 

連淑儀、鍾肇軒、梁文意 

郭巧怡、曹詠霞、駱昀萱

江智鈞、蔡頴豪、鄭藹雯 

雷嘉碧、藍詠蘭 

優化晉升培訓核心課程 —「專

業操守、價值觀及教育政策」 

6/12/2021 

8/2/2022 

教育局 

 
黃淑芳 

新入職教師核心培訓課程 -

《憲法》、《基本法》及《香港

國安法》培訓課程 

5/1/2022 教育局 陳樂欣 

「國情教育」知識增益網上課

程系列： (3)「一帶一路」和「粵

港澳大灣區」（2021/22 學年第

一期） 

17/1/2022- 

 8/8/2022 
教育局 

朱慧卿、劉北文、江嘉敏 

葉美婷、許艷濱、陳秀英 

廖心妍、梁文意、蔡頴豪 

雷嘉碧、藍詠蘭 

「國情教育」知識增益網上課

程系列： (2) 國家安全 

17/1/2022- 

3/8/2022 
教育局 

陳德安、朱慧卿、劉北文

金子琪、許艷濱、陳秀英 

葉美婷、廖心妍、周敏珊 

江智鈞、梁文意、雷家碧 

蔡頴豪 

國安法與學校的管理和責任 19/2/2022 教育局 相關教師 

香港國安法》校園法律面面觀

研討會 
24/2/2022 教育局 

吳校長、何麗珊 

陳德安、黃淑芳 

國家安全教育知識增益網上課

程:(1)「國家安全與我們日常生

活」 

9/4/2022 

17/8/2022 
教育局 

江嘉敏 

郭麗金 

2021-2022 年度會屬小學第二

次聯校教師專業發展培訓—

「校本推行國家安全教育」 

17/6/2022 
會屬小學課程發展委員

會 

吳永雄、黃淑芳 

朱慧卿、劉雪華 

江智鈞、廖心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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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教育知識增益網上課

程: (3)「《基本法》與香港特區

政治體制」(2021/22 學年第二

期) (重辦) 

22/7/2022 教育局 郭麗金 

國家安全教育知識增益網上課

程:(2)「法治對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重要性」(2021/22 學年第二

期)(重辦) 

23/7/2022 教育局 郭麗金 

其他 

法團校董會會議 全年 香港佛教聯合會 
吳永雄、陳德安 

郭偉豪、吳悅明 

香港教育行政學會會議 全年 香港教育行政學會 吳永雄 

津貼小學議會會議 全年 津貼小學議會 吳永雄 

小班教學–副校長學習圈 

23/9/2021 

28/10/2021 

25/11/2021 

16/12/2021 

28/4/2022 

教育局 

 

 

陳德安 

公益少年團會議 
8/10/2021 

5/5/2022 
香港公益少年團 吳永雄 

佛聯會會屬小學校長會周年會

員大會暨中層人員培訓講座: 

《壓力管理》 

9/10/2021 

香港佛教聯合會 

會屬小學 

校長會 

吳永雄、何麗珊、陳德安 

朱慧卿、鄺麗玲、姚志輝 

郭偉豪、郭麗金、王婉怡 

黃桂婷、陳樂欣、尹栢濤 

黃淑芳 

醫教社同心協作計劃培訓 
25/10/2021 

25-29/10/2021 

11-13/1/2022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 

黃桂婷 

郭釔彤 

甘穎琪 

《優化香港佛教聯合會會屬小

學法團校董會校本管理服務計

劃》校董培訓課程 

13/11/2021 

27/11/2021 

11/12/2021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領

導發展中心 

吳永雄、何麗珊 

陳德安、郭偉豪 

擬任校長專業發展分析 

需要工作坊 
16/11/2021 香港中文大學 何麗珊 

優化晉升培訓核心課程 - 

「領導能力的反思和實踐」

(2021/22 學年 - 第一輪課程) 

22/11/2021 教育局 黃淑芳 

優化晉升培訓核心課程 - 

「學校領導的視野及成長」

(2021/22 學年 - 第一輪課程) 

27/11/2021 

18/12/2021 

 

教育局 黃淑芳 

優化晉升培訓核心課程 —「專

業操守、價值觀及教育政策」 

6/12/2021 

8/2/2022 
教育局 黃淑芳 

升國旗導師培訓班 14/12/2021 教育局 
陳樂欣、樊潔儀 

謝樹斌、楊健邦 

新入職小學教師「守門人」訓

練課程 
26/4/2022 教育局 

梁文意 郭巧怡 

曹詠霞 駱昀萱 

佛聯會中文大學校董培訓課程

「危機管理理論基礎(一)」 
14/5/2022 

佛聯會 

 
吳永雄、陳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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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聯會中文大學校董培訓課程

「危機管理理論基礎(二)」 
21/5/2022 佛聯會 吳永雄、陳德安 

教育局小班教學組到校主持 

教師發展工作坊 
19/5/2022 教育局 本校全體教師 

優化晉升培訓核心課程 - 

「學校領導的視野及成長」

(2021/22 學年 - 第三輪課程) 

9/6/2022- 

30/6/2022 
教育局 李立興 

小學副校長及中層管理人員的

領導能力系統培訓計劃 
6/2022-8/2022 教育局 何麗珊、陳德安 

「師生溝通有妙法」‧薩提爾

的冰山理論與師生對話(ZOOM) 
27/7/2022 

工聯會屬會 

教育工作人員總工會 

陳樂欣 

李立興 

周敏珊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共同備課及檢討會議 

全年共五次 

每科每級各約五
小時 

本校 

中、英、數、常 

各科 

教師及相關科主任 

 

7.7.2  本年度本校教師參與校外團體及大專院校的講座及工作坊
共有 953 人次。 

 

項目 人次 項目 人次 項目 人次 

中文科 21 電腦/資訊科技 58 資優課程 4 

英文科 23 佛化德育及價值教育 24 照顧學習多樣化 67 

數學科 17 圖書/閱讀 1 教學策略 63 

常識科 27 學習支援 67 閱讀策略 63 

普通話科 14 訓輔 63 課堂研究 65 

視覺藝術科 16 課程/統整項目 63 學習自評 65 

音樂 10 學校發展 67 國家安全/國情教育 58 

體育 7 知識管理 65 中層培訓 25 

 

7.8 

 

校長持續專業發展 

  

發展範疇 年度 

 2021/2022 

有系統的學習 58.5 小時 

實踐學習 97.5 小時 

為教育界及社會服務 123 小時 

總  計 279 小時 

  



26 

8 我們的學與教(2021-2022) 

8.1 學與教的特色 

8.1.1 課程總目標 

 1.配合學校辦學宗旨，為所有學生提供終身學習所需的重要經驗。 

2.因應個別學生的潛能，使能在德、智、體、群、美、靈六育均有全

面的發展，成為積極主動、富責任感的公民。 

3.協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貫徹終身學習的精神，從而學

會如何學習。 

8.1.2 課程特色(校本課程) 

 透過教育局建議的 

關鍵項目推動校本課程發展。包括： 

1.從閱讀中學習 

2.運用資訊科技促進學習 

3.專題研習 

4.發展校本資優教育課程 

5.發展校本德育及價值觀教育課程 

8.1.2.1 中文科課程 

 1. 課程編排以能力導向為主 

2. 重點發展學生的閱讀及寫作能力 

3. 繪本閱讀教學（一年級），藉聯繫生活的繪本內容，讓學生的學習

扣連現實生活，促進反思，建立正面的價值觀。 

4. 校本寫作課程：每一寫作學習單元均以範文啟發學生學習，學習過

程包括範文分析、師生共作、學生分組創作及個人寫作。 

5. 質量並重而非只重視字數多寡 

8.1.2.2 英文科課程 

 1.校本英文寫作課程 

2.多元化英語活動 

3.Space Town (一至三年級) 

-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 

-發展學生的閱讀策略 

-藉閱讀能力的提升延伸發展寫作能力 

-英語戶外學習活動 

(小一：海洋公園、小二：科學館及香港公園、小三：香港仔及淺水
灣)(部份戶學習因 2019 新冠肺炎取消) 

-家長英語班及親子工作坊 (因 2019 新冠肺炎取消) 

 4.多元化的課外活動及課後英語班 (部份因 2019 新冠肺炎取消) 

(1)Cambridge English course 

(2)P.6 Interview class 

(3)Tourist Spy (校本資優培訓課程) (因 2019 新冠肺炎取消) 

(4)Drama class (校本資優培訓課程) 

(5)Fun English classes (因 2019 新冠肺炎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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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peaking classes (因 2019 新冠肺炎取消) 

(7)Reading and Writing classes (因 2019 新冠肺炎取消) 

(8)English Ambassadors (因 2019 新冠肺炎取消) 

(9)Story Telling (因 2019 新冠肺炎取消) 

(10)Choral Speaking group (因 2019 新冠肺炎取消) 

8.1.2.3 數學科課程 

 1.學習數學的知識、技能和態度 

2.培養學生清晰描述、獨立思考、自覺檢驗等良好的學習習慣 

3.引入電子教學元素進行鞏固、探究和解決問題等活動  

(數碼遊踪)，引導學生學習高階思維技巧 (例如比較、歸納和分析) 

4.透過互動式的教學活動，培養學生慎思明辨、創意思維和自主學習 

  的能力 

5.資優課程：數學小精英 (奧數訓練) 

8.1.2.4 常識科課程 

 1. STEM 科學探究活動  

-培養學生解難及創作等共通能力 

2.高階思維訓練  

-透過高階思維十三式，培養學生多角度思考的能力 

3.專題研習  

-培養學生資料搜集及自主學習的能力 

4.自主及網上學習活動  

-培養學生自主及電子學習的能力 

5.時事通識活動  

-培養學生多留意時事的習慣及多角度思考的能力 

6.參觀活動 

 (P2 綠化教育資源中心、P3 衞生教育展覽及資料中心、 

P5 瀕危物種資源中心) 

7.講座及劇場  

- (P3-P4《電玩家庭》) 

8.1.2.5 跨學科主題學習 

 1.各科圍繞同一主題安排學習活動 

2.培養學生各科的學習能力及共通能力 

3.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及態度 

4.本年度跨學科學習主題－價值觀教育: 關愛、守法、勤勞、責任感 

8.1.2.6 抽離式資優課程 

 1.語言智能：英語話劇 

2.邏輯數學智能：數學小精英、小小科學家、編程 

3.人際智能：風紀 

4.身體動覺智能：跆拳道、武術、舞獅、田徑、球類、游泳、舞蹈等
運動校隊 

5.音樂智能：手鈴小組、中國鼓小組 

6.空間智能：陶藝班、水墨畫班 

7.自然辨識智能：環保小先鋒 

8.校外資優培訓課程：香港資優教育學苑資優培訓課程、教育局課程
發展處資優教育組校外進階學習課程、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資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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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8.1.2.7 校本德育及價值教育： 

1. 同時涵蓋認知、情感和實踐三個層面的發展，全面培育學生的價值

觀和態度。 

2. 扣連課堂學習、實踐體驗及學習氛圍，為學生提供全面而均衡的學

習經歷。 

- 課堂學習(本校各學習領域的內容，已涵蓋德育及價值教育的學

習元素；再加上一些跨學科價值教育範疇的學習經歷，例如健康

生活教育、《基本法》教育等，以及一些以全人發展為目標的校

本課程，例如佛化德育及價值教育科等。) 

- 實踐體驗(安排一些以實踐為主的學習經歷，例如制服團體活

動、實地參觀、海外交流、義工服務、校本德育活動等。) 

- 學習氛圍(於校政施行上，積極配合德育及價值教育的方向，例

如推行訓輔政策時，加入關愛及尊重別人等價值觀；或於學校行

政安排上，盡量體現友善和接納的態度。定期更新學校德育布置

及修建禪修室，致力優化德育及價值教育環境；積極推動家長教

育，共同營造理想的學習氛圍，培育學生正面的價值觀。) 

8.1.2.8 學術交流活動(因 2019 新冠肺炎而取消) 

  

8.1.3 評估政策 

8.1.3.1 方式 

(1)進展性及多元化的評估 

-單元評估、閱讀報告、資料搜集、口頭匯報、專題研習、學習歷
程檔案等。 

(2)總結性的評估 

-全年兩次測驗及兩次考試，音樂、視藝及體育科上、下學期各考
試一次。(因 2019 新冠肺炎，6 年級 2021-2022 年度下學期考試取
消，1-5 年級 2020-2021 年度下學期測驗取消。) 

8.1.3.2 評估者 

(1)教師評估學生的學習表現。 

(2)學生自己評估自己的學習表現。 

(3)學生互相評估同儕的學習表現。 

(4)家長評估子女的學習表現。 

8.1.3.3 成績報告 

(1)試卷處理 

每次測驗及考試後，老師會把已批改的試卷派予學生，與他們訂
正，然後請他們帶回家長簽署，再交回老師存檔。 

(2)成績表 

成績表除列出前列學生的級名次外，亦記錄了學生參與服務學習及
各項學業與體藝上的傑出表現。 

(3)德育表現 

   本年度一至六年級設「學生校內表現報告」，讓家長知悉子女 

在學校內的行為、社交及學習態度等方面的表現。 
 



29 

8.2 整學年課堂授課日數 

學習階段 2019/2020 

(因 2019 新冠肺炎，

教育局宣布由 3/2 至

7/6 停課) 

2020/2021 

(面授課堂及網

上課堂) 

2021/2022 
(面授課堂及網上課堂) 

(因 2019 新冠肺炎，
14/3-21/4 特別假期) 

小一至小六 108 天 192 天 193 天 

 

 

過去三年學生參與校際項目及制服團隊的參與人次 (包括所有級別 )：  

 

2019/2020 

(大部分比賽因
應 2019 新冠肺

炎取消) 

2020/2021 

(大部分比賽因
應 2019 新冠肺

炎取消) 

2021/2022 

(大部分比賽因
應 2019 新冠肺

炎取消) 
校際體育項目  88 82 91 
學校舞蹈節  / / 32 

學校音樂節  / 21 28 

學校朗誦節  152 23 87 

幼童軍  62 37 / 

8.4 各主要學習領域的每週課時 
學習領域(小一) 年  度 

 2019/2020 2020/2021 2021/2022 

中國語文教育 5.5 小時 5.5 小時 5.5 小時 

英國語文教育 5 小時 5 小時 5 小時 

數學教育 3.5 小時 3.5 小時 3.5 小時 

小學常識科 2.5 小時 2.5 小時 2.5 小時 

藝術教育 2 小時 2 小時 2 小時 

體育 1.5 小時 1.5 小時 1.5 小時 
 

學習領域(小二至小六) 年  度 

 2019/2020 2020/2021 2021/2022 

中國語文教育 5 小時 5 小時 5 小時 

英國語文教育 6 小時 6 小時 6 小時 

數學教育 4 小時 4 小時 4 小時 

小學常識科 3 小時 3 小時 3 小時 

藝術教育 2 小時 2 小時 2 小時 

體育 1 小時 1 小時 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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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上課日數

8.3 學生參與校際項目和制服團隊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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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學生的閱讀習慣  

 下列報表說明過去三年，各班學生在學校中央圖書館借用閱讀物品

的次數： 
各級學生借閱圖書紀錄 2019-2020 

 

 

 

 

 

 

 

 

 

 

 

 

 
各級學生借閱圖書紀錄 2020-2021 

  

 

 

 

 

 

 

 

 

 

 
 

各級學生借閱圖書紀錄 2021-2022 

 

 

 

 

 

 

 

 

 

 
班別 

班別 

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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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閱讀習慣分析 
2021-2022 年度 

1. 本年度總借閱學校圖書館藏人次為 9237。由於本學年仍處於抗疫年度，維持半天面

授課，疫情於三至四月嚴重，因此三至四月停課。為防疫需要，本學年只維持有限

度班別分流到學校圖書館借實體書，而學生以閱讀自購圖書及公共圖書館圖書為主，

因此，本年度的借閱數量難以作為參考。 

 

2. 本學年已購買由香港教育城提供的「e 悅讀學校計劃」約 300 本電子圖書供全校閱

讀。 

 

3. 本學期終進行了「學生閱讀習慣問卷調查」（學生自評）。根據本學期終「學生閱

讀習慣問卷調查」的數據: (數據儲存於 google form responses summary 內) 

數據所見，由於疫情，學生主要閱讀家中自行購買的閱讀材料，表現出家庭 

支援學生閱讀材料的能力逐步上升，這對培養學生固定的閱讀習慣是十分重 

要的元素。根據第 2 題，有 73%學生認為自己已經養成閱讀習慣，表現滿意，但仍

有進步空間。根據第 11 題，學生表示喜歡喜歡閱讀課外書的比率較以往幾年相約。 

 

4. 根據「持份者問卷」的數據： 

 2019-2020 2020-2021 2021-2022 

教師認為學生喜愛閱讀（平均數） -- 3.6 3.7 

教師認為學生經常運用不同資源

學習，例如互聯網、圖書館（平均

數） 

-- 3.5 3.5 

 

 2019-2020 2020-2021 2021-2022 

學生認為自己經常在課餘閱讀課

外讀物，例如課外書及報刊等。

（平均數） 

-- 3.7 3.9 

 

 2019-2020 2020-2021 2021-2022 

家長認為子女經常在課餘閱讀課

外讀物，例如課外書及報刊等。（平

均數） 

-- 3.3 3.4 

*2019-2020 年度，因疫情嚴峻，學生正式上課日數銳減，故沒有進行相關持分者問卷統

計。 

 

教師認為學生運用學習資源的比率與前幾年相約。另外，家長認為子女經常在課

餘閱讀課外書的比率也與前幾年相約。而學生認為自己經常在課餘閱讀課外讀物

的比率提升了。 

 

總括而言： 

疫情關係，學生大部份日子不能使用學校圖書館和公共圖書館的實體書借還服務，

這無疑降低了學生的閱讀興趣；加上長時間上網課，學生對網上閱讀的興趣也難以

提高。學校會繼續於新學年實體課堂上加強有關「提升學生閱讀興趣及能力」的培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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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主要關注事項(2021-2022)的成就與反思 

9.1 關注事項一：進一步發展校本全班式資優課程──綜合運用創意、慎思

明辨及解難能力。 

 成就： 

⚫ 學生於中文及英文科的課業能展現創意，唯部分學生因識字量不足，

影響表達。數學、常識科方面，部分學生能利用理解、分析學習內

容，通過相關課業，展現解難能力，表現尚算理想。佛學科方面，

低年級學生能理解佛學義理為生活帶來的好處，提出解決問題的辦

法；然而部分高年級學生於任務中未能緊扣主題發揮解難能力。普

通話科方面，精英班的表現較普通話的表現理想。視藝科方面，學

生能初步運用創意及慎思明辨的能力，部分能力稍遜的學生需要老

師提示及示範才能完成創作任務。音樂科方面，創作活動具挑戰性，

低年級學生表現理想，高年級學生的能力有待提升。個人成長課方

面，大部分學生能找出解決生活情境問題的方法，然而部分學生的

創意解難能力仍有待提升。 

 反思： 

• 整體來說，學生於各科的學習表現均有可待提升的空間。部分學生

缺乏生活經驗，加上學生學習多樣性、科本知識的掌握以及表達能

力等不同因素，當面對相關的學習任務或課業時，於創意表達及解

難能力方面仍有待提升。 

 

9.2 關注事項二：持續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精神及能力──培養學生根據

目標反思自己學習進度的能力及習慣。 

成就： 

• 中文、英文、數學、常識、佛學、普通話、視藝、音樂、電腦及成

長課均以 eClass 的 power lesson 2 作為電子學習平台，為初小及高

小的學生設計配合科本特質的自主學習課業，讓學生自訂目標、預

習、課堂探究、課後延伸、反思學習進展。體育科採用 Learning Fun

的學習平台，圖書科則採用 whatsapp 通訊軟件，相關學習任務培養

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也促進學生與教師的交流。 

• 學生能於各科的任務自訂學習目標；能於同一學習單元或課題作課

前預習、參與課堂互動學習及課後延伸；亦能於學習過程中或完成

學習任務後反思自己的學習進展。學生更能於自主學習的過程中取

得高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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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 與實體課堂學習情況相同，學生於各科的科本技能仍有進步空間。

由於學生的獨立學習能力的發展已有初步成效，學校將持

續及優化發展電子學習，以擴闊學生的學習時間及空間。 

 

9.3 關注事項三：強化學生正面價值觀──透過多樣化學習經歷，鞏固學生的堅

毅精神(自覺自利)，以強化學生的正面價值觀。 

成就： 

• 各行政組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鞏固學生的堅毅精神。例如訓輔組

安排學生參加乘風航 -結伴同航計劃、成長的天空計劃、風紀培

訓活動、我的行動承諾獎勵計劃；德育及價值教育組安排學生於周

會以「堅毅」作主題分享；舉辦「生命教育講座」；學生支援組與

德育及價值教育組協作，籌組「愛心童盟」學生小組製作以「堅毅」

為題的短片；全方位學習活動組：因應疫情而採用用混合模式(實體

與線上模式)，讓學生展示於各項比賽及全方位學習活動的學習成果

等。科組方面，各學科均能安排以堅毅(自覺自利)為主題的課程項

目。部分科目透過以堅毅為主題的課業鞏固學生的堅毅精神，例如

中文科的閱讀課業，英文科的專題研習，圖書科閱讀成語故事，成

長課的生命教育單元等。部分科目則透過活動讓學生展現及實踐堅

毅精神，例如數學科的數碼遊踪比賽，電腦科的編程任務等。部分

科目讓學生反思自己在學習過程中的堅毅程度，例如常識科的專題

研習及 STEM 科探活動，佛學科的摺紙活動等。從校內行政組檢視

所得，學生投入參與各項計劃及活動，以堅毅的精神努力達致

各個項目的要求，並欣賞他人的堅毅精神。  

• 從校內科組檢視所得，學生於各項課業及學習任務均表現認同做事

堅毅的重要性，要學習名人的堅毅精神。(價值觀教育的情意態度層

面)學生亦積極及投入參與各項活動，能透過各項活動展現及實踐堅

毅精神，甚至能提出更多其他創新意念，解決困難。(價值觀教育的

實踐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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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 根據學生情意及社交問卷的數據作參考，學生於 2020-2021 年度有

關「堅毅」價值觀的數據曾經下跌，至 2021-2022 年度則有所回升。

根據校內教師分析，此情況或由於 2019-2021 年度曾經長時間暫停

面授課程，以致影響了對學生價值觀的培養。配合香港學校課程發

展趨勢及本校校情與學生需要，本關注事項將銜接至下一周期

(2022-2025)的學校關注事項：加強整合價值觀教育及開展生涯規劃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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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學生表現 

10.1 學業及體藝表現 

學業方面：2021-2022 年度中一派位結果，本校獲派首三個志願的學生比

率高於全港水平，成績令人滿意，獲派第一組別英文中學的學生佔四成。 

體藝方面：受 2019 新冠肺炎影響，不少校際比賽受影響，但本校學生仍

能於校際中英文朗誦、音樂及視藝比賽等獲得優良成績。 

 

10.2 學生參與課外活動的情況 

10.2.1 課外活動(星期一至六) 

本校設有多項課後活動組別，詳列如下： 

 爵士舞 K-POP 興趣班 

 花式跳繩興趣班 

 龍獅興趣班 

 跆拳道興趣班 

 陶藝興趣班 

 水墨畫興趣班 

 武術興趣班 

 中國舞興趣班 

 籃球興趣班 

 棒球興趣班 

 

 數學小精英專訓組 

 無人機專訓組 

 英語話劇專訓組 

 中國鼓專訓組 

 手鈴專訓組 

 

 籃球校隊 

 足球校隊 

 田徑校隊 

 羽毛球校隊 

 乒乓球校隊 

 排球校隊 

 游泳校隊 

 
 

10.3 2021-2022 年度各科活動及獎項紀錄(詳見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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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學校於 2022-2023 年度的關注事項 

11.1 關注事項一：加強整合價值觀教育及開展生涯規劃教育。 

 目標 

⚫ 分三年規劃及整合價值觀教育。 

⚫ 開展生涯規劃教育。 

 策劃 

⚫ 整合價值觀教育方面，將按學校發展計劃，2022-2023 年度以勤勞(自利)、

責任感(依他)、守法(自利)、關愛(利他)為本年度主線，整合校本的價

值觀教育課程架構。 

⚫ 開展生涯規劃教育方面，訓輔組、全方位學習活動組、學生個人歷程及

規劃組(行政組)；佛化德育及價值教育科、個人成長教育課(學科)於

2022-2023 年度起優先試行。 

 推行 

⚫  整合價值觀教育方面，德育及價值教育組與課程發展組協作：德育及價

值教育組負責帶領各行政組整合及優化非課堂學習的範疇(全方位學習、

服務學習、全校氛圍等)，課程發展組負責帶領各科組整合及優化課堂學

習的範疇；各行政組採用教育局《價值觀教育課程規劃表》統整對學生

的學習期望及建議；各行政組及科組落實推展各項建議，並收集各項有

關學生價值觀表現的實證，亦透過學生情意及社交問卷(APASO)，檢視學

生的價值觀，以便檢討本策略的成效。 

⚫ 開展生涯規劃教育方面，學校將於高小成長課內加入生涯規劃課題，亦

透過佛化德育及價值教育科的正念禪修課程，促進學生持續優化個人生

涯規劃。此外，學生個人歷程及規劃組將籌辦讓學生體驗未來十年人生

的活動──「十年樹人」，讓學生透過活動，反思增強自我認識，促進

他們持續優化個人生涯規劃，尋覓人生方向。學校亦會籌辦小六學生模

擬升中面試日，讓學生為自己的升中作好準備。 

 評估 

• 於各行政組及科組的會議根據各項佐證檢討上述目標的達成程度。 

 

11.2 關注事項二：擴闊學習時間的概念，為學生創設更多元的學習經歷。 

 目標 

• 擴闊學生的學習時間及空間。 

 策劃 

⚫ 各科持續及優化發展電子學習，以電子學習元素(例如網上閱讀/調
適課程，進行網上學習等)擴闊學生的學習時間及空間。  

• 由閱讀推廣組主導，訂定學習主題 (亦扣連勤勞及責任感的價值觀)，

推展跨課程閱讀。部分科目安排閱讀作為知識輸入，部分科目

以技能製成品作為產出。  

 推行 

⚫ 各科科任教師透過共同備課會議設計相關課業或學習任務 (以電子學習
方式進行)，並指導學生完成學習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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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教學後收集學生的課業或任務作品，檢視學生的學習表現。 

 評估 

• 保留學生的學習顯證，於科務會議及課程組會議分析學生的學習時間及

空間。 

• 於科務會議及課程組會議檢討本策略的成效。 



38 

【附錄一】 

佛 教 林 金 殿 紀 念 小 學  

2 0 2 1 - 2 0 2 2 年 度 各 科 活 動 及 獎 項 紀 錄  

(一)中文科 

日期 活動項目/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 獎項 

2/2022 第七十三屆校際朗誦節 粵語獨誦組 亞軍  1C  彭情 

亞軍  6D  黎詠琪 

優良︰ 

1E 胡凱翔  1E 李沛凝   

4C 李翊暟  6D 李晞

彤 

良好： 

1B 曾衍霖  1C 鍾曦

琳   2E 蔡宇軒  2E 

俞卓琋   2E 劉泳樂  

4D 周法拉 

4D 黃國翹  6E 呂柏

安 

7/2022 香港佛教聯合會會屬小學校

長會、香港佛教聯合會會屬

幼稚園校長會聯合主辦 

 

永義（香港）有限公司贊助 

 

第一屆「2021-2022 年度全港

佛教小學弟子規書法比賽」 

一年級（硬筆組） 

二年級（硬筆組） 

 

三年級（硬筆組） 

 

四年級（硬筆組） 

六年級（硬筆組） 

 

四至六年級 

（毛筆組） 

亞軍  1B  莊浩然 

亞軍  2A  馮墁圻 

優異  2D  李心悠 

優異  3A  姚科全    

3C  周逸瑩  

優異  4D  孔睿津 

冠軍  6D  黎詠琪 

亞軍  6C  翁美善 

季軍  6E  卓展立 

優異  6D  陳梓悠 

7/2022 佛教青少年團主辦 

2021-2022 年度佛誕徵文比

賽 

小學組 優異  5E 凌偉樑   

6C  龐鄯彤   

6E  薜煒軒 

7/2022 金紫荊盃青少年書法大賽 青少年組 三等獎︰ 

6D  陳梓悠    

6E  卓展立 

 

(二) 英文科 

日期 活動項目/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 獎項 

November - 
December 

2021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The 73rd Speech Festival 

(English Speech) 

 1st Runner-up 
5E Leung Sin Ki Angel 
 
 

January 2022 Cambridge Young 
Learners’ Examination 

Movers and Flyers 

 Movers 
 
15 Shields (full marks) 
4D Hung Yui Chun 
4D Wu Karen 
4E Wu Ho 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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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Shields 
3D Wang Tsz Chun 
4D Wong Kwok Kiu 
 
Flyers 
 
15 Shields (full marks) 
5D Chan Wang Ho 
5E Sin Huen Yin 
5E Lui Cheuk Ka,  
6D Lai Wing Ki 
6D Kwok Hin Lung 
6E Chow Tsz Yan 
 
14 Shields 
5D LamYing Suen 
6E Lui Pak On 

December 
2021 

Smart Education Co. Ltd. 
TOEFL Junior 

 
    

TOEFL Junior Best of the Best 
Award in Hong Kong 
5E Ling Wai Leung 
 
TOEFL Junior Excellence Award 
Gold Certificate –  
5A Ngai Ka Huen 
5A So Fei Sophia 
5E Athena Lee 
5E Ling Wai Leung 
5E Lui Cheuk Ka 
6E Cheuk Chin Lap 
 
Silver Certificate –  
5D Szeto Laam 
6D Kwok Hin Lung 
6E Wong Tsin Yuet 
 
TOEFL Speaking Test 
Gold Certificate –  
5E Athena Lee 
 
Silver Certificate –  
5D Lam Ying Suen 
5D Szeto Laam 
5E Chau Hoi Ching 
5E Sin Huen Yin 
5E Lui Cheuk Ka 
6D Chan Tsz Yau 
6D Kwok Hin Lung 

March 2022 The 14th English Radio 
Drama Competition 2021 

 Semi-finalists –   
5A So Fei Sophia 
5E Lee Athena 
5E Leung Sin Ki Angel 
6A Chan Ka Yan 

April 2022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22 

Title: Lost and Found 

 Outstanding Performer Awards – 
5D Lam Ying Suen 
5D Szeto Laam 
5E Athena Lee 
5E Chau Hoi Ching, Angela 
5E Leung Sin Ki, Angel 
5E Sin Huen Yin 
6D Lai Wing Ki 
 
Outstanding Script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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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standing Director Award 
Outstanding Audio-Visual Effects 
Award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Award 
Commendable Overall 
Performance Award 
The Adjudicators’ Award 
 

July 2022 Creative Writing 
Competition 

 Champion 
5E Lee Athena 
First runner-up  
5E Lui Cheuk Ka 
Second runner-up  
5E Ling Wai Leung 
Merit  
5D Chan Tsz Yin Alyssa 
5D Tsang Hei Lam 
 
Champion  
6E Cheuk Chin Lap 
First runner-up  
6D Li Hei Tung 
Second runner-up  
6E Shan Sze Yee 
Merit  
6E Fung Yu Yan 
6D Lai Wing Ki 

 

(三)  數學科 

4/12/2021 第六屆圓玄一中盃 Rummikub

魔力橋數學棋小學邀請賽 

 

團體 

 

冠軍： 

6D 陳梓悠 6D 李晞彤 

6E 梁峻霖 6E 謝明軒 

個人 銀獎：6E 謝明軒 

12/2021 獅子會中學 - 小學網上數學遊
蹤 

個人 優異證書：  

6D 黎詠琪 6D 李晞彤
6E 梁峻霖 6E 薛煒軒 

 

參與證書： 

6D 黃彥博 6D 余鋒   

6E 馬嘉文 

6/6/2022 全港佛教小學數學比賽 團體 優異獎： 

6D 江語之 6D 黎詠琪 

 

(四)常識科 

日期 活動項目/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 獎項 

28/12/2021 

 

Now TV 主辦「STEM 獎

勵計劃」 

/ 6E 馬嘉文 

金獎、最傑出大獎 

 

(五)佛學科 

日期 活動項目/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 獎項 

10/2021 第七屆觀音文化節「護生—徵
文及專題研習比賽」 

徵文比賽初
小組 

季軍： 

4E 林曉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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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異獎： 

4D 黃國翹 

5/2022 香港佛教聯合會小學校長會－
心靈教育推廣委員會 

全港佛教小學「感恩‧惜福．
健康」四格漫畫校內比賽 

低小組 

 

優異獎： 

1E 蔡凱茵 

2C 呂浩翔 

2D 胡瑋麟 

中級組 

 

優異獎： 

3D 林靖妍 

4C 黃靖嵐 

4E 林曉淘 

高級組 優異獎： 

5D 楊芷君 

6D 蔡樂晴 

6E 呂柏安 

5/2022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全港小學
佛學常識問答比賽 

 優異獎： 

3E 温梓捷 

6/2022 佛學常識問答比賽 佛學獎 慈航淨院智林法師佛學
獎： 

6D 郭衍隆 

 

佛學成績特優獎： 

6C 陳海洋 

 
(六)普通話科 

日期 活動項目/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 獎項 

11/2021-4/2022 香港兒童朗誦大獎賽 2021 

 

普通話獨

誦(高小組) 

冠軍：6C 張慧涵 

亞軍：5E 張文熙 

11/2021-12/2021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獨
誦組 

冠軍：2A 馮墁圻 

季軍：2A 陳懿 

 

優良： 

1B 莊浩然  2C 布丞蔚   

2E 賴心悅  3A 林鍵宇  

3D 冼洛然  4D 彭懷 

5C 孫畹棋  5D 伍晞呈   

5D 林影宣  5D 楊芷君  

5E 張文熙  6D 陳芷晴 

6E 周子茵 

 

良好： 

1B 陳健揚  2A 陳心玥  

2A 魏子豪  5B 譚綽琳  

5B 魏子晴  5B 張子皓 

5D 伍晞呈  6C 劉晋熙  

6C 張慧涵  6E 莫兆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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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視藝科 
日期 主辦機構及活動名稱 組別/組別 獎項 

9/2021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水上安全平面設計比賽 
小學組 優異獎:  6D 呂紫晴 

9/2021 

世界綠色組織主辦野生動物

填色比賽 

 

初級組 季軍: 2C 陳業熙 

9/2021 
2021 華夏兒藝美術書法攝影

比賽 
小學組 

美術一等獎: 6D 蔡樂晴 

美術二等獎: 5E 黃嘉進 

美術三等獎: 6D 呂紫晴 

 

9/2021 
GNET STAR 主辦 

錶面設計比賽 2021 

小學組 銀獎:  2C 呂浩翔 

9/2021 
      法國巴黎國際藝術比

賽 

小學組 傑出獎:2C 呂浩翔 

10/2021 
荃灣各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4 周年活動填色及繪畫比賽 

高小組 

網上至 LIKE 獎金獎: 

 6D 蔡樂晴 

網上至 LIKE 獎銀獎:  

6D 李晞彤 

初小組 

網上至 LIKE 獎銅獎:  

2C 呂浩翔 

11/2021 
香港藝術發展局主辦第十四

屆藝術大使 
小學組 

6D 蔡樂晴 

6D 李晞彤 

11/2021 

佛教黃鳳翎中學主辦第八屆

「細味人生—堅毅誠信、自律

守規」四格漫畫創作比賽/漫畫

填色創作比賽 

小學組 

優異獎: 

4E 林曉淘 

6D 蔡樂晴 

6D李晞彤 

11/2021  
親子頭條主辦世界地壺球填

色比賽 
小學組 

高小組冠軍: 

 6D李晞彤 

優異獎: 

6C張慧涵 

5E馬敏稀 

4B謝曦瑤 

12/2021 
香港學界藝術協會主辦香港

學界兒童冬日繪畫創作大賽  
小學初級組 

冠軍: 

2C呂浩翔 

2/2022 

香港文化藝術協會主辦香港

美術比賽 2022  

 

小學組 

冠軍: 

2C呂浩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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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2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

主辦健康四格漫畫創作大賽 
個人組(小學) 

嘉許狀:   

6C 龐鄯彤   

5/2022 

葵青民政事務處及葵青區青

年活動委員會主辦「葵青區慶

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25 周

年繪畫比賽」 

小學組 

優異獎: 

5D顏浩天 

5D曾晞琳 

6D陳梓悠 

6D蔡樂晴 

6D李晞彤 

6E卓展立 

5/2022 

香港警務處新界南總區交通

部道路安全組主辦道路安全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小學組 

優異獎: 

3B 陳樂晞 

5D 顏浩天 

 

本校獲得積極參與大獎 

5/2022 

香港學界精英比賽活交流協

會主辦第一屆八達通卡套設

計比賽  

小學組 

金獎: 

2C 呂浩翔 

6/2022 佛聯會主辦佛誕卡設計比賽 小學手繪組 

優異獎: 

2C 呂浩翔 

6E 卓展立 

7/2022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主辦「幸

福習藝—在家自習藝術以促

進幸福感」計劃 

小學組 

積極參與獎︰ 

2A 邱卓盈 

傑出作品獎︰ 

2A 邱卓盈 

 

 
(八) 音樂科  

日期 活動項目/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 獎項 

30/4/2022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粵

曲子喉獨唱 

小學高級組 粵曲子喉獨唱– 

冠軍 6D 謝星海 

30/4/2022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粵

曲對唱 

小學初級組 粵曲對唱– 

銅獎 3D 謝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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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22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樂

器獨奏比賽 

 

鋼琴一級–冠軍 2C 鄭棓元 

鋼琴三級–銀獎 3E 江悅寧 

結他獨奏–銀獎 5D 黃彥博 

鋼琴五級–銀獎 5E 林可言 

鋼琴二級–銀獎 5D 陳安妮 

小提琴獨奏二級–銀獎 5D 余鋒 

鋼琴一級–銀獎 3D 余美順 

鋼琴一級–銀獎 1B 林施睿 

鋼琴二級–銀獎 6E 莫蔚晴 

鋼琴二級–銅獎 3E 李翊暟 

鋼琴一級–銅獎 2E 賴致業 

鋼琴三級–銅獎 5D 黎詠琪 

鋼琴一級–銅獎 2E 馬天恩 

鋼琴二級–銅獎 3C 楊鈞博 

鋼琴一級–銅獎 5D 胡苡桐 

鋼琴二級–銅獎 5D 莫傲天 

 

(九)電腦科 

日期 活動項目/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 獎項 

23/7/2021 
獅子盃科學科技比賽

2022(模擬飛行比賽) 

/ 5D 陳璟竣、5D 麥焯

喬、5E 葉璟嶔及 5E

張敏行 

金獎 

19/12/2021 

 

TOPick新聞《首屆Scratch

編程大賽》 

/ 5D 林影宣 

優異獎、表達大獎 

5E 張敏行 

評判給力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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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報告(2021-2022) 

A

. 

一般資料： 

 舉辦日期：由 4/10/2021(星期一)開始至 29/07/2022 (星期五)止 
 時    間：逢星期一至五，3:00pm-5:00pm 
 地    點：以 Zoom 網上功課輔導班形式推行 
 受惠人數：共 120 人 
 服務範圍：以功課輔導模式，用 zoom 及 What's apps 等協助，由導師指導做功

課及 
温習 

 合辦機構：香港家庭福利會葵涌(南)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津貼款額：$279,600.(校本津貼) 、$130,410.(區本津貼) 

  

B

. 

學生學習及情意教育等範疇之成效評估： 
1.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學校只能於上午時段授課，而下午時段各項活動均須暫

停，故課餘託管只能以功課輔導模式，用 zoom 及 What's apps 等應用程式協助，
開展。 

2. 截至七月計算，區本及校本計劃共分為 9 組，共有課託學生 80 人。 
3. 導師能恪守「課託導師工作守則」，能有效地跟進學生之學習問題，並且了解學生

之困難及和家長保持恰當之溝通。 
4. 本年家福會現有兩名註冊社工及一名助理協助課託之日常運作。 
5. 功課輔導期間，如有學生不合作，會帶該生返校 zoom。 
6.  已推展之區本計劃資助全方位學習活動，已順利舉行，如下： 

 
活動名稱 舉行日期 

1.奇妙故事書製作坊 4/12/2021-15/1/2022 
2.形塑坊—紙黏土製作 Zoom 2/4/2022-30/4/2022 
3.趣味小手作 Zoom 23/4/2022-14/5/2022 
4.禪繞畫工作坊 28/5/2022-18/6/2022 
5.塑膠彩工作坊 28/5/2022-18/6/2022 
6.漫畫人物繪畫工作坊 16/7/2022-6/8/2022 

 

C. 各方(學生、家長及教師)意見： 

 

學生方面： 
學生多能守規合作，間中亦有學生較為不合作，但經輔導人員處理後，都能守
規專注地上課，詳情請參考附件一。 
 
家長方面： 
部份家長希望能提供課餘託管服務，但礙於疫情影響，較難達至。亦有家長表
示功課輔導班能協助子女在功課上之支援，對他們有幫助。 
 
學校方面： 
受訪教師人數:10 人 
詳情請參考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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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2021/22學年「力學篤行」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學生問卷 
 

共收回學生問卷共 25 份 

 

 
請在最合適的格內劃 ✓號 

是 否 不知道 

1. 我有信心在學校取得好成績。 80% 4% 16% 

2. 我與同學相處融洽。 80% 12% 8% 

3. 我與家人經常談及學校及家課。 72% 16% 12% 

4. 我準時完成學校的課業。 96% 0% 4% 

5. 我遵守校規。 96% 0% 4% 

6. 我喜愛課後功課輔導班的學習模式。 92% 0% 8% 

7. 我喜歡參加課後功課輔導班。 96% 0% 4% 

8. 課後功課輔導班的導師關心我的功課和學習。 88% 8% 4% 

9. 我喜愛課後功課輔導班舉辦的活動。 84% 12% 4% 

10. 我覺得課後功課輔導班的活動能引起我的興趣。 84% 8% 8% 

11. 我覺得課後功課輔導班的活動對我的學習有幫助。 84% 4% 12% 

12. 自從參加了課後功課輔導班，我的成績有進步。 72% 8% 20% 

其他意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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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2021/22學年「力學篤行」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教師問卷 
 

共收回教師問卷共10份 

 

請就以下各點評估學生在參加課後

計劃後的行為改變 

改善 
沒有 

變化 

倒退 

明顯的 一般的 輕微的 明顯的 一般的 輕微的 

準時遞交家課作業 30% 70% 0% 0% 0% 0% 0% 
家課作業的質素令我滿意 20% 70% 10% 0% 0% 0% 0% 
參與課堂活動的情況 20% 60% 20% 0% 0% 0% 0% 
自願服務 (例如﹕幫助別人或擔任更

多的職務) 

20% 80% 0% 0% 
0% 0% 0% 

準時回校上課 20% 70% 0% 10% 0% 0% 0% 
在課堂上專心學習 10% 80% 10% 0% 0% 0% 0% 
在課堂上守紀律 20% 80% 0% 0% 0% 0% 0% 
學業成績 20% 60% 20% 0% 0% 0% 0% 
在學校積極學習 10% 70% 20% 0% 0% 0% 0% 
與同學相處融洽 30% 60% 0% 10% 0% 0% 0% 
父母加強對子女學習的支援 10% 60% 20% 10% 0% 0% 0% 

 
1.) 請以你觀察 /體驗所得，將課後功課輔導班對參與學生的影響的寶貴意見，

寫在下面的空白位置。  

-能協助學生整理當日的學習內容及課後習作，自理及自律的能力亦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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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運用報告(2021-2022) 

（一） 財務概況 

A 本學年獲發撥款： $119,000.00  

B 本學年總開支： $119,000.00  

C 須退還教育局餘款（A - B）：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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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820.00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全額津貼 83  $82,960.00 

校本評定有經濟需要 28  
$27,220.00 

（上限為全學年津貼金額的 25%） 

總計 120  $119,000.00 

［註：此項應等於（一）B「本學年總開支」］ 

（三） 活動開支詳情 

編號 活動簡介及目標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

項， 

或自行填

寫) 

受惠學生 

人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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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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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徑校隊 體育 25  
$38,00

0.00 
  ✓ ✓     

2 籃球校隊 體育 40  
$48,00

0.00 
  ✓ ✓     

3 乒乓球校隊 體育 11  
$11,00

0.00 
  ✓ ✓     

4 足球校隊 體育 16  
$8,000.

00 
  ✓ ✓     

5 中國舞專訓組 體育 28  
$14,00

0.00 
  ✓ ✓     

第 1 項總開支 120  
$119,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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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項總開支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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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項總開支 0  $0.00   

總計 120  
$119,0

00.00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職位）：   郭偉豪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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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推行「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的政策、資源及支援措施報告(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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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資源調配，為學生提供適切多元化的支援服務，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
能及協助他們融入校園生活; 及 

⚫ 學校重視家校合作，建立恆常溝通機制，透過不同渠道與家長一起商議有
關支援學生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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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校發展津貼 

⚫ 學習支援津貼 

⚫ 全方位學習津貼 

⚫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 全校參與模式的融合教育計劃 

⚫ 校本言語治療師服務 

⚫ 校本及區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津貼 

⚫ 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額外津貼 

⚫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津貼 

⚫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 

⚫ 增補基金 

3.支援措施

及資源運

用方式 

本校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及成績稍遜的學生提供下列支援措施: 

⚫ 設有學生支援組，由副校長作統籌，成員包括：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
特殊教育需要支援教師、教務主任、學生支援教師、學生輔導教師、輔導
員、班主任、教育心理學家、言語治療師和各學科教師等； 

⚫ 安排抽離小組教學班，為學業成績稍遜的學生提供小三、小五至小六，中
英數三科的小組教學； 

⚫ 輔導教學共設十五組，除一年級外，各級均設有中文、英文及數學組，每
組輔導人數為十人； 

⚫ 幼小銜接小一自理課程，教導有特殊教育需要小一新生適應常規及培養良
好學習態度； 

⚫ 開設校本言語治療師職位，為有言語障礙的學生提供約每兩週一次的小組/

個別言語治療/訓練； 

⚫ 安排特殊教學助理，以協作教學模式在課堂上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 按照「及早識別和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安排，為有需要的小一學
生提供適切之支援及評估服務； 

⚫ 中文科「喜閱寫意」—賽馬會讀寫支援計劃； 

⚫ 賽馬會喜伴同行支援自閉症學生計劃； 

⚫ 在教師協助下，安排課託導師每天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課後功課輔導(以
ZOOM 形式)； 

⚫ 向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學習、家課及測考調適；  

⚫ 設立「小老師」計劃及「讀、默、寫」計劃，為初小學生提供幫助(因疫情
未能開展)； 

⚫ 提供家長教育，包括講座、培訓班及工作坊，讓家長了解有特殊教育需要
學生的學習特性，從而配合學校的措施及政策； 

⚫ 邀請教育局及志願機構，為教師提供培訓，包括以「全校參與」模式支援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教導有自閉症的學生的策略、啟發潛能的新教學
理念等。 

⚫ 上述各項計劃已按指標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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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報告 (2021-2022) 
 

目標 支援措施 成效 建議 

1.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

透過不同的學習經

歷，培養學生積極態

度，從而提升成就感。 

⚫ 以好孩子好成就獎勵計劃，設計「提升成

就感」電子小冊子，讓學生學習訂立目標

並堅毅地完成，從而獲取成就感。主要內

容是讓學生明白甚麼是成就感，並鼓勵學

生訂立目標，堅毅地實踐，從中提升成就

感。活動以電子形式發放「提升成就感」

小冊子及以 Google Form 形式進行。全校學

生共用同一版本的小冊子，Google Form 方

面，一至三年級學生使用簡化版本，內容

以是非題或選擇題方式為主，有助他們更

易掌握內容；另四至六年使用深化版本，

內容以短問答和長問答為主，有助鞏固對

成就感的理解。 

 

⚫ 舉辦「正向正念堅毅攜手創成就」攤位嘉

年華會，教育及鞏固學生正向思維、擁有

珍惜關懷之心從而提昇成就感。 

⚫ 推行<正向正念堅毅攜手創成就>校本訓輔

活動，以多樣化的學習經歷活動，帶出關

注事項。 

 

⚫ 成長課自訂及編寫教材，以個人、群性、

學業、事業等各範疇為本，由班主任教授。                                                                                               

⚫ 受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影響，活動

以電子形式發放，全校約 75%學

生完成。 

 

 

 

 

 

 

 

 

 

 

 

 

 

⚫ 受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影響，活動

取消以攤位嘉年華會形式舉

行，並改以電子形式進行，全校

約 75%學生完成活動。 

⚫ 詳見訓輔組週年檢討書 

 

 

⚫ 學生投入參與，完全達標。 

⚫ 詳見成長課週年檢討書。 

⚫ 可於來年繼續，並按情況以合適

方法進行。 

 

 

 

 

 

 

 

 

 

 

 

 

 

 

⚫ 電子方式能讓學生與家長共同

完成活動，讓家長更了解學生的

學習情況 

⚫ 如來年疫情持續，可繼續以相同

方式進行活動 

 

 

 

⚫ 繼續推行及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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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

「成長的天空」抗逆

力訓練，培育他們的

抗逆力、解難能力、

情緒處理等能力。 

「成長的天空」小四活動包括:  

⚫ 抗逆大使訓練小組 

⚫ 迎新及啟動禮 

⚫ 挑戰日營 

⚫ 再戰營會 

⚫ 愛心之旅 

⚫ 親子日營 

⚫ 優質家長、教師工作坊 

⚫ 結業禮 

「成長的天空」小五及小六活動包括: 

⚫ 小五及小六強化活動 

⚫ 受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影響，活動

以實體、Zoom 及影片形式進行。 

⚫ 受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影響，戶外

活動改於校內進行。 

⚫ 大部份學生、家長及教師認為成

長的天空活動對提昇學童的抗

逆能力有幫助。 

⚫ 詳見「成長的天空」中期及期終

檢討報告書。 

⚫ 來年繼續舉辦「成長的天空」活

動，並跟進有關學生的情況。 

3. 在學習、社交及行為

等方面協助有特殊需

要的學生 

⚫ 增聘學生支援助理，負責跟進多名有特殊

需要的學生的日常學習情況，及入班支援

教師處理學生違規行為。 

 

 

 

⚫ 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輔導服務。 

 

 

 

⚫ 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小組活動。 

 

 

⚫ 科任老師們表示個案學生行為

有進步，而助理的入班支援能避

免學生出現違規的行為，並能即

時處理學生情緒，減輕教師壓

力，使課堂運作更順暢。 

⚫ 輔導人員定期跟進學生的個

案，協助學生認識自己及處理自

己的情緒。 

 

⚫ 為有需要學生舉行實體情緒小

組，學生投入並能將小組所學於

日常生活中運用。 

                                                                                                                                   

⚫ 支援助理持續觀察及跟進各學

生的進度。 

 

 

 

 

⚫ 輔導人員定期跟進學生的情

況，並提供支援。如有需要，亦

會轉介個案至其他專業人士協

助支援。 

⚫ 輔導人員繼續觀察及跟進學生

的情況，並於下學年為有需要學

生提供適合的小組活動。 

4. 促進家校合作: ⚫ 「成長的天空」優質家長工作坊及「成長

的天空」家長教師分享會 

 

 

⚫ 邀請家長義工參與學校活動，協助學校發

展 

 

 

 

⚫ 受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影響，「成

長的天空」家長工作坊改以影片

方式進行。 

 

⚫ 受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影響，學校

大型活動停辦，家長協助次數減

少。 

⚫ 邀請家長協助分發抗疫物資，協

⚫ 活動會繼續進行，並按情況決定

以實體或影片形式進行。 

 

⚫ 會繼續邀請家長參與學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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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定期每月一次(共 6 次) 家校温馨聚

會。 

 

 

⚫ 家長教師會委員工作 

 

 

⚫ 家長學堂 

 

助學校事務。 

⚫ 家長投入參與協助學校不同類

型活動，如協助學生拍攝畢業

照，協助學校發展。 

 

⚫ 家長投入參與溫馨聚會活動，提

升對學校的歸屬感。 

 

 

⚫ 家長投入參與。詳見學生支援組

會議紀錄。 

 

⚫ 受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影響，家長

學堂未能進行。 

 

 

⚫ 家校溫馨聚會會繼續進行，以提

升家長對學校的了解，促進家校

合作。 

 

⚫  

 

 

⚫ 來年按疫情發展再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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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姊妹學校交流報告(2021-2022) 

 

學校名稱：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學校類別： 小學 負責老師： 郭偉豪主任 

 
本學年已與以下內地姊妹學校進行交流活動： 

1. 
由於姊妹學校順德勒流大晚小學本年度事務繁忙，未能與本校進行交流活動。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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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 管理層面（未有舉辦） 

交流項目 預期目標 

編號  描述 編號  描述 

A1  探訪/考察 B1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A2  校政研討會/學校管理分享 B2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A3  會議/視像會議 B3  
交流良好管理經驗和心得/提升學校行

政及管理的能力 

A4  
與姊妹學校進行簽約儀式/商討交流

計劃 
B4  擴闊學校網絡 

A5  其他(請註明) : B5  擴闊視野 

   B6  建立友誼/聯繫 

   B7  訂定交流細節/ 活動詳情 

   B8  其他(請註明) : 

 

管理層面  

達至預期目標程度 
C1  完全達到 C2  大致達到 C3  一般達到 C4  未能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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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教師層面（未有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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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像交流/電子教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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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 學生層面（未有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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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程教室/視像交流/電子學習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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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8  豐富學習經歷 

   H9  其他(請註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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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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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家長層面（未有舉辦） 
 (註 :學校不可使用姊妹學校計劃津貼支付家長在交流活動的開支) 

交流項目 預期目標 

編號  描述 編號  描述 

J1  參觀學校 K1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J2  家長座談會 K2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J3  分享心得 K3  擴闊視野 

J4  其他(請註明) : K4  加強家校合作 

   K5  加強家長教育 

   K6  交流良好家校合作經驗和心得 

   K7  其他(請註明) : 

 

家長層面  

達至預期目標程度 
L1  完全達到 L2  大致達到 L3  一般達到 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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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2  在香港合辦姊妹學校交流活動的費用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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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4  視像交流設備及其他電腦設備的費用 HK$ 

N5  交流物資費用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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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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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8  校舍 VR 拍攝費用 HK$3500 

N9  學年總開支 HK$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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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姊妹學校順德勒流大晚小學本年度事務繁忙，來年度可再商量會否安排視像交

流。                                                

O2  

有關交流活動的形式/內容 [如適用，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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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3  

有關交流活動的時間安排 [如適用，請註明]  

      
                                              

O4  

有關交流活動的津貼安排 [如適用，請註明]  

      
                                               

O5  

有關承辦機構的組織安排[如適用，請註明]  

    
                                                 

O6  

其他(請註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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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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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總人次 

P4  本校教師參與交流的總人次 ______總人次 

P5  本校學校管理人員參與交流的總人次 ______總人次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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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全方位學習津貼運用報告(2021-2022) 

第 1 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編

號 

活動名稱、簡介及目標 舉行日期 對象  實際開支 人均 

實際開支 

開支 

用途＊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

項， 

或自行填

寫) 

評估結果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

項) 

   級別 總參與 

人數 

($) ($)    智能發

展 
(配合課

程) 

價值觀 

教育 

體藝發

展 

社會服

務 

與工作

有 

關的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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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劍橋英語課程 上學期 P3-6 40 $25,200.00 $630.00 E1 英文 教師觀察/

問卷 

     

2 奧林匹克數學培訓 全年 P4-6 40 $48,000.00 $1,200.00 E5 數學 教師觀察/

問卷 

     

3 校本手鈴課程 全年 P1-2 301 $16,800.00 $55.81 E1 藝術（音

樂） 

教師觀察/問卷     

4 才俊飛昇新一代計劃基礎

課程 

全年 P4 12 $12,000.00 $1,000.00 E1 資優教育 教師觀察/

問卷 

     

5 中華文化日 2022年1月 P1-6 891 $24,945.00 $28.00 E1 國家安全 教師觀察/問卷     

6 LEGO SPIKE同樂日 2022年7月 P5 140 $38,740.00 $276.71 E1 跨學科

（STEM） 

教師觀察/

問卷 

    

7 歷奇訓練 2022年7月 P4,P6 299 $30,000.00 $100.33 E1 價值觀教

育 

教師觀察/問卷     

8 感官互動劇場 2022年7月 P1,P3 304 $18,500.00 $60.86 E1 價值觀教

育 

教師觀察/問卷     

9 體育體驗活動 2022年7月 P1-2 301 $22,500.00 $74.75 E5 體育 教師觀察/問卷     

10 智能運動日 2022年8月 P6 147 $35,217.00 $239.57 E1 體育 教師觀察/問卷    

11 STEM科探活動 2022年6月 P2-4,6 599 $8,625.00 $14.40 E8 體育 教師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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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 

12 STEM獎勵計劃 全年 P5-6 40 $6,500.00 $162.50 E1 體育 教師觀察/

問卷 

     

13 田徑校隊培訓 全年 P3-6 36 $39,500.00 $1,097.22 E5 體育 教師觀察/問卷     

14 羽毛隊校隊培訓 全年 P3-6 38 $19,500.00 $513.16 E5 體育 教師觀察/問卷     

15 棒球興趣班 下學期 P3-5 32 $18,000.00 $562.50 E5 體育 教師觀察/問卷     

16 籃球校隊培訓 全年 P1-6 126 $74,250.00 $589.29 E5 體育 教師觀察/問卷     

17 足球校隊培訓 全年 P2-6 23 $38,000.00 $1,652.17 E5 體育 教師觀察/問卷     

18 游泳校隊培訓 下學期 P3-6 8 $3,000.00 $375.00 E5 體育 教師觀察/問卷     

19 乒乓球校隊培訓 全年 P3-6 18 $10,460.00 $581.11 E5 體育 教師觀察/問卷     

20 排球校隊培訓 全年 P4-6 22 $1,800.00 $81.82 E5 體育 教師觀察/問卷     

21 中國舞專訓組培訓 全年 P1-6 35 $10,100.00 $288.57 E5 體育 教師觀察/問卷     

22 爵士舞興趣班 全年 P2-6 32 $12,800.00 $400.00 E5 體育 教師觀察/問卷     

23 花式跳繩興趣班 全年 P2-6 42 $32,130.00 $765.00 E5 體育 教師觀察/問卷     

24 中國武術興趣班 全年 P1-6 32 $22,000.00 $687.50 E5 國家安全 教師觀察/問卷     

25 跆拳道興趣班 全年 P1-6 36 $27,000.00 $750.00 E5 體育 教師觀察/問卷     

26 中國鼓專訓組培訓 全年 P3-5 15 $43,800.00 $2,920.00 E5 國家安全 教師觀察/問卷     

27 手鈴專訓組培訓 全年 P1-2 20 $19,500.00 $975.00 E5 藝術（音

樂） 

教師觀察/問卷     

28 音樂及朗誦協比賽 全年 P1-6 64 $250.00 $3.91 E1 跨學科

（其他） 

教師觀察/問卷     

29 水墨畫興趣班 全年 P1-6 58 $27,200.00 $468.97 E5 藝術（視

藝） 

教師觀察/問卷     

30 陶藝興趣班 全年 P1-6 31 $48,960.00 $1,579.35 E5 藝術（視

藝） 

教師觀察/問卷     

31 口才訓練及舞台表演培訓 全年 P4-6 20 $139,940.00 $6,997.00 E5 中文 教師觀察/問卷    

32 無人機專訓組培訓 全年 P4-6 15 $17,000.00 $1,133.33 E5 跨學科

（STEM） 

教師觀察/

問卷 

    

33 舞獅專訓組培訓 全年 P1-6 29 $20,000.00 $689.66 E5 藝術（其

他） 

教師觀察/問卷     

34 籃球比賽費用 2022年8月 P4-6 12 $5,000.00 $416.67 E5 體育 教師觀察/問卷     

第1.1項總計   3,858 $917,2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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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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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1.2項總計   0 $0.00          

第1項總計   3,858 $917,2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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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項目 用途 實際開支 

($) 

1 禪修課物資 佛德科課堂 $3,529.00 

2 手鈴及中國鼓服裝 校慶表演 $3,005.00 

3 手鈴套裝 手鈴課堂 $31,990.00 

4 中國鼓專訓組物資 校慶表演 $800.00 

5 中國舞專訓組物資 校外比賽 $15,725.00 

6 英語話劇物資 校外比賽 $6,726.30 

7 校慶舞台劇物資 校慶表演 $48,965.00 

8 乒乓球校隊物資 校外比賽 $600.00 

9 棒球裝備 體育活動 $4,980.00 

10 游泳校隊物資 體育活動 $2,550.00 

11 無人機專訓組物資 校外比賽 $7,653.00 

12 龍獅隊表演服 校慶表演 $19,800.00 

13 校運會獎牌 校內活動 $2,870.00 

14 BLKT挑戰活動物資 校內活動 $2,252.70 

15    

第2項總開支  $151,446.0
0 

第1及第2項總開支  $1,068,663.
00 

 

第 3 項：受惠學生人數 

全校學生人數︰ 891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 郭偉豪 

受惠學生人數︰ 891    職位： 全方位學習活動組組長 

佔全校學生人數

百分比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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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財務報告(2021-2022) 
 津貼  上年度結餘   收入   支出   本年度結餘  

 政府資助     

1.     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A)   基線指標         

303,601.38  

     

1,503,078.95  

        

917,299.66  

             

889,380.67  

 (B)   特殊範疇津貼     

  新來港學童津貼             

2,869.20  

                       

-    

                       

-    

                 

2,869.20  

  修訂的行政津貼      

1,349,691.12  

     

1,746,176.00  

     

1,625,793.33  

          

1,470,073.79  

  學校發展津貼         

640,988.38  

        

785,878.00  

        

897,959.16  

             

528,907.22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156,031.70  

        

644,162.00  

        

843,128.65  

             

(42,934.95) 

  空調設備津貼         

665,259.60  

        

472,181.00  

        

423,886.00  

             

713,554.60  

  全方位輔導服務-額外津貼         

543,528.06  

        

354,673.00  

        

265,545.00  

             

632,656.06  

  成長的天空(小學)計劃           

95,329.00  

        

386,727.00  

        

384,100.00  

               

97,956.00  

  言語治療津貼           

27,993.80  

                       

-    

                       

-    

               

27,993.80  

  統籌學校校本言語治療行政經常津貼           

14,756.00  

            

8,112.00  

                       

-    

               

22,868.00  

  校本言語治療行政經常津貼             

4,357.00  

            

8,112.00  

            

6,912.00  

                 

5,557.00  

  校本管理額外津貼           

30,383.00  

          

50,702.00  

          

50,000.00  

               

31,085.00  

 小結：      

3,834,788.24  

     

5,959,801.95  

     

5,414,623.80  

          

4,379,966.39  

2.    非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的活動計劃           

33,080.40  

          

42,822.00  

          

22,822.00  

               

53,080.40  

  英語為母語英語教師加強計劃附帶福利津貼                        

-    

            

5,094.10  

            

5,094.10  

                            

-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津貼         

318,459.30  

        

279,600.00  

        

217,569.10  

             

380,490.20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      

3,631,912.10  

     

3,600,475.00  

     

3,753,192.00  

          

3,479,195.10  

  教師訓練津貼 - 特殊教育需要                        

-    

          

13,800.00  

          

13,800.00  

                            

-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支援津貼           

31,127.65  

          

72,000.00  

          

84,000.00  

               

19,127.65  

  資訊科技技術員津貼           

52,526.27  

        

321,796.00  

        

269,580.00  

             

104,742.27  

  姊妹學校津貼         

211,659.80  

        

157,127.00  

            

3,500.00  

             

365,286.80  

  推廣閱讀津貼             

8,382.61  

          

41,900.00  

          

46,924.30  

                 

3,358.31  

  學校行政主任津貼         

249,060.00  

                       

-    

        

249,060.00  

                            

-    

  學習支援津貼         

260,766.16  

     

1,241,478.00  

     

1,194,828.09  

             

307,4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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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方位學習津貼         

684,832.50  

        

912,637.00  

     

1,068,663.00  

             

528,806.50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    

        

119,000.00  

        

119,000.00  

                            

-    

   一筆過校本言語治療設置津貼           

12,550.00  

                       

-    

                       

-    

               

12,550.00  

  防疫特別津貼(2022年3月)                        

-    

          

37,500.00  

          

37,500.00  

                            

-    

  第六輪防疫抗疫基金                        

-    

          

80,000.00  

          

80,000.00  

                            

-    

  其他經常津貼（差餉及地租）             

2,253.50  

        

412,012.00  

        

412,012.50  

                 

2,253.00  

  在校免費午膳津貼         

627,351.00  

        

812,700.00  

     

1,059,069.50  

             

380,981.50  

   香港學校話劇節津貼             

2,612.10  

            

3,250.00  

            

5,862.10  

                            

-    

   奇趣IT活動津貼                        

-    

        

331,475.00  

        

171,250.00  

             

160,225.00  

 小結：      

6,126,573.39  

     

8,484,666.10  

     

8,813,726.69  

          

5,797,512.80  

3. 其他:     

  特定用途的認可收費         

280,164.28  

        

278,000.00  

            

7,035.50  

             

551,128.78  

  林金殿教育發展基金                        

-    

        

194,227.80  

                       

-    

             

194,227.80  

 小結：         

280,164.28  

        

472,227.80  

            

7,035.50  

             

745,356.58  

 合計：    

10,241,525.91  

   

14,916,695.85  

   

14,235,385.99  

        

10,922,835.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