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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冼婉紅校長

教育局質素保證視學組在2014年2月到本校進行評核。評核報告指出「學校著重
學生五育均衡發展，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機會，有助他們拓寬

視野及發揮潛能，能實踐『全人教育』的辦學目標。」

  過去十年，本校積極推行全方位學習課程，靈活利用多樣化的社區
資源，透過與學校夥伴協作，為學生組織課堂以外的學習活動，以促進

學生的全人發展，讓學生獲得一般在課堂上難以體會的經驗。本期學

校報告以「跳出課室」為題，重點介紹一些學校全方位學習活動。

  我們學校強調「愉快有效」學習。老師在組織和安排學習活動
時，致力滲入「愉快」和「有效」兩個元素。希望各位家長從本期校

務報告的文字和相片中，看到學生在活動中投入和愉悅。學校在組織全

方位學習活動時，特別著重下列三個特色：

1. 愉快經歷： 愉快感覺在提升學習興趣上有重大威力。我們重視學習活動的趣味性，
讓學生喜歡，並投入活動，期望他們通過活動對學習產生興趣、享受學

習的過程。

2. 有效學習：「跳出課室」提供不同的學習機會，讓學生在一個更廣闊的情境裡，應
用課堂上所學習的知識和方法。老師十分重視為學生提供活動前的指

導，過程中的即時回饋、活動後的總結與反思。這些學習經歷使活動

變成有意義的學習，亦是我們未來進一步發展的方向。

3.  協作學習： 老師在「跳出課室」活動前會講解活動中應有的言行舉止和行為規範，過
程中切實執行和提示學生。讓學生在互相尊重的氛圍下，有效培養自我管

理和協作能力，逐步邁向自主學習的里程。

  優質的全方位學習對學生的學習態度和習慣會產生正面的影響。學校會在現時良好的基礎
上，繼往開來，進一步發展電子學習平台，開拓更廣闊的學習空間，提升全方位學習的深度，

幫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學習信念和態度。



The ‘thank you’ card was designed by Yeung Pui Ting (6B).

為了豐富學生的學習

經驗，學校提供不少課

室以外的學習機會，以下簡介四項

13-14年度活動，學生除了獲得知
識外，更體驗團隊合作重要性，

從學生的笑臉上看見不一樣的

學習歷程。

  26 students from Primary 4 and 5 participated in the ‘Hand-in-Hand’ 
programme (organized by the Rotary Club of the Mid-levels). Our students 
were engaged in activities designed and held by the students of the 
Chi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Singing, videos, various games and happy 
chats were all enjoyed by our students. 

English

  為了讓學生加深對中國歷史文化、
風俗特色、城鄉建設等知識，學校每年

均會安排五年級學生參加由教育局資助

的《同根同心》內地學習活動。活動為

期2天。去年以「廣州西式建築及其歷
史文化」為主題，參觀廣州東山花園洋

樓群、沙面區及中山紀念館等博物館，

並探究其歷史文化背景。

  是次活動配合綜合科的專題研習同
步進行。學生在參觀期間把研習的資料

進行分析和整理，最後學習如何總結和

反思，並以不同的匯報方式展示成果。

參觀沙面區建築群

聖心大教堂門外合照

Out-of-Classroom 
Activities

中山紀念館門外合照

同學小心記錄研習資料

離境後，同學們的心仍覺興奮

境外交流─「同根同心」

It’s my turn to make you laugh.

流動電子學習計畫
  本校於13-14學年開始推行流
動電子學習計畫，期望學生透過資

訊科技的運用，打破單一的學習模

式，進一步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態

度和能力。學生嘗試在課室以外運

用平板電腦進行互動學習，突破學

習的時空限制。

We dare to sing in public!

跳出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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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ourist Race in Hong Kong Park was the highlight of the English 
Ambassador and Little Linguist training programme. Students worked in 
groups to explore Hong Kong Park while learning the English required to 
assist and guide tourists. They were treated to order an enjoyable meal in 
English at Dan Ryan’s after completing the English learning task. 

  The aforementioned programmes engaged 
our students in authentic English environments 
to develop their confidence, motivation and 
competence. Their enthusiastic performance 
and shining eyes told us that they took great 
joy and pride from participation in these special 
learning opportunities. Let’s toast our friendship!

Hong Kong Park rules! Li Chi Ho rules! 
And so do we!

What animals can you find in the aviary? 
This was a day to remember! I’m happy I 
had this chance! Thanks Li Chi Ho!

「東華三院文化承傳人」大合照

利用數碼遊蹤比賽認識東華
文物館

東華文化承傳大使
  為了讓學生對東華三院
歷史及核心價值有進一步的

認識和體會，東華三院小學

聯校德育及公民教育組舉辦

了「東華三院文化承傳人」

課程。藉著一連串特色的學

習活動，讓參與者與本院

其他屬校小學生一起跳出教

室，在東華三院文物館館長

史秀英小姐的帶領下，參觀

香港多處的歷史古蹟，並到

開平交流，互相學習。

開平交流：江門華僑博物館

參觀廣華醫院中心、油麻地廟街、
眾坊街一帶

開平交流：參觀世界文化遺產—自力村碉樓群

考察中西區文物徑─上環
線（文武廟、廣福義祠）

This programme has made us more 
active and more confident learners.

I’d like a hamburger and fries,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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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興奮地等候換領禮物

學校除了重視學生學業發展，亦非常重視學生的品德及學習主動性，因此去年度校本綜合科滲透

了數個德育單元，務求在培養學生能力之餘，亦能透過綜合科培養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有關計畫詳情如下：

積極孩子計畫

  學校校訓強調培養學生擁有：「勤、儉、忠、信」的品格特質。為了
激勵同學奮發求進，積極向上的態度和精神，在13-14年度增設「積極孩
子獎勵計畫」。

  計畫的主要內容和目標是：交齊功課、每天朗讀、持續溫習，在默書
和考試取得良好成績，課堂活動表現投入及積極參與體藝活動。同學們十

分重視計畫，獲得大量印章的同學為數不少，他們期望自己付出的努力能

獲得肯定。

  計畫結算時，全年共有33人次能獲取100個印章，他們可
與校長共進午膳；高年級同學更可選擇換領「乘搭升降機准許

證」，並邀請一位好友一同享用這項設施。

  學期末，每班在「積極孩子獎勵計畫」
中得分最高者獲頒發積極學習獎，每位「積

極孩子」獲頒發何超蕸獎學金六百元，得獎

名單如下：

一年級： 馬柏橋、葉信廷、鄧焯而

二年級： 梁智謙、梁海晴、吳卓霖

三年級： 劉桂蘭、何彥鋒、陳家詠

四年級： 林子榆、羅津彥、沈華清

五年級： 姚宗富、陳建林

六年級： 梁雪兒、梁詩晴

積極孩子我做到！

這就是我們的成果！

高年級學生
亦可用1 0 0個印章換領

「乘搭升降機
准許證」，並

可與一位

好友一同分享

低年級同學在「與校長共進午餐」時與校長拍照留念

課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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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期初訂定目標，與同學共勉前行

承諾樹上果子纍纍

保護代表小生命的雞蛋，體驗父母照顧我們的辛勞

  綜合科自2000年起開設，是本校的特色課程。開辦綜合科的主要目的為提升
學生的共通能力。2012年度起，我們在課程設計上注入五種核心價值觀（包括關
愛、尊重、責任感、承擔及堅毅）一系列的德育單元，同時推行東華三院核心德

育課程，期望學生秉承東華精神，建立積極正面的人生，回饋社會，以生命影響

生命。

綜合科─價值教育

德育單元／東華三院核心課題  年級 核心價值

•  立志共勉
•  我是小家長
•  愛的傳遞
•  東華三院的認識（小一）
•  東華三院的義學（小二）

 小一
 小二

關愛

尊重

責任感

承擔

堅毅

•  我是小家長
•  做個好公民
•  東華三院的西醫（小三）
•  東華三院的籌款活動（小四）
•  東華三院的社會福利（小五）
•  東華三院的中醫（小六）

小三至小六

參觀東華三院賽馬會復康中心，認識東華三院的社會福利服務

我們護蛋成功了

同學捐贈食物給「膳善堂」，將愛心傳遞出去
每人一票，選出我們
心目中的傑出學生

課程架構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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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組本年工作計畫的目標「善於表達：欣賞別人、

肯定自己」。因此，我們舉辦了全校和小組活動，

以照顧不同需要的學生。

優質教育基金健康校園網絡計畫

讚賞樹

  秉承學校「展潛能、顯關愛」的理念，本年度「成長
的天空」的組員分別在學校進行若干活動，以推動校園

的關愛文化。

  「愛心點唱站」於去年12月推行，由五年級成
長的天空組員於周會時段，為同學讀出愛心點唱，

傳播「愛」的訊息，讓同學感謝老師的教導及照顧、

表達對同學朋友之間的愛和家人的愛，提昇校園關愛文

化。點唱的同學反應熱烈，部份點唱更是來自老師。

  六年級同學於5月份週會時段為二年級同學舉行了「關
愛校園遊戲日」。活動分別由 1 0位六年級成長的天空組
員，設計及帶領傳揚「關愛校園」訊息的攤位活動。組員態

度認真，二年級同學不但心情雀躍，同時感受到同學的關愛。

成長的天空
─「愛心點唱站」及「關愛校園遊戲日」

今年的愛心點唱站正式開始

 培育組在每個班房外牆設計了
「讚賞樹」，張貼家長及學生之讚賞

卡，讓學生學會肯定和欣賞別人，懂

得感恩的心。

讚賞樹

小二同學排隊參加攤位遊戲

小六組員細心地
講解遊戲規則

訓育輔 導篇

  13-14年度提名了四名六年級學
生參加「學生健康軍團獎勵計畫」，

他們於11月出席嘉許禮，並帶領同學
進行「立志操」。

健康軍團帶領同學進行立志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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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科壁畫創作

學生與長者合作繪畫壁畫

壁畫完成了！大家齊來大合照！

弦樂隊合奏多首動人樂曲

藝術家指導學生運用塑膠
彩繪畫的技巧

國術隊在勁武群英
武術邀請賽中，參

與

少林拳及少林刀比
賽，榮獲集體金獎

游泳隊在聯校水運會中囊括多個獎項，還獲得2項破紀錄獎

  「灣仔跨代藝術坊」由循道衞理灣仔長者服務中心
舉辦，目的是透過長者及學生合力製作壁畫，實踐跨代

共融，並向區內人士宣揚「友善社區」的信念，以展現

灣仔區的活力。計畫由藝術家帶領學生進行「塑膠彩工

作坊」，於課堂進行臨摹繪畫，其後由學生與長者合作

繪畫壁畫活動，並於循道衞理中心及本校展出。

每年參與學校舉辦的課外活動和校外比賽

的學生非常踴躍。去年多個範疇的比賽

中，學生在田徑、游泳、射箭及國術等方面成

績彪炳，殊堪嘉許。

  音樂事務處導師弦樂小組於
7月7日到校演出優美的樂曲，並
向同學介紹各種弦樂器。是次音

樂會，除了讓學生欣賞悅耳樂曲

的旋律，更加深他們對弦樂器的

認識。

《樂韻播萬千》
音樂會

活動 參加人數及百分比

• 參與一項或以上課外活動 356名（94%）

• 校外比賽及表演 280名（74%）

• 周年綜合表演會 193名（51%）

田徑隊在聯校運動會、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及友校接力邀請賽中，勇奪佳績

低音大提琴體積
果然龐大

課外活 動篇

童軍射箭隊在各個射箭比賽中出類拔萃，
屢獲殊榮

13-14年度全校參與課外活動的人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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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4年度升中派位
首志願及首三志願派位統計表

2013-2014年度，本校六年級畢業生共53人，超過
九成學生能夠入讀心儀的學校，派位結果令家長及

學生感到滿意。

  為了讓學生在升學過程中得到足夠的支援，學校為
五、六年級學生家長舉辦多次升學講座，目的讓家長及

學生掌握升中選校的方法和策略。本校鼓勵同學參加升

中面試班及由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中學協辦的升中模擬

面試，為升學面試作好準備。

2012/2014年度派位結果

學校名稱
學校
類別

學生
人數

皇仁書院
QUEEN’S COLLEGE

官立 1

英皇書院
KING’S COLLEGE

官立 1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BELILIOS PUBLIC SCHOOL

官立 1

張祝珊英文中學
CHEUNG CHUK SHAN COLLEGE

資助 1

嘉諾撒書院
CANOSSA COLLEGE 資助 1

聖保祿中學
ST PAUL’S SECONDARY SCHOOL 資助 4

金文泰中學
CLEMENTI SECONDARY SCHOOL 官立 2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SKH TANG SHIU KIN SECONDARY SCHOOL 

資助 7

高主教書院
RAIMONDI COLLEGE

資助 1

香港鄧鏡波書院
HONG KONG TANG KING PO COLLEGE 

資助 6

顯理中學
HENRIETTA SECONDARY SCHOOL

資助 1

何東中學
HOTUNG SECONDARY SCHOOL 

官立 3

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中學
TWGHs LEE CHING DEA MEMORIAL COLLEGE 

資助 12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TANG SHIU KIN VICTORIA GOVT SEC SCHOOL

官立 5

張振興伉儷書院
CHONG GENE HANG COLLEGE

資助 1

佛教黃鳳翎中學
BUDDHIST WONG FUNG LING COLLEGE

資助 5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HKCWC FUNG YIU KING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資助 1

首志願／

中學自行分配學位

首三個志願／

中學自行分配學位

人數 36人 51人

百分率 68% 96%

中

文

科

「喜閱寫意」計畫 採取全班優化教學，學生在低年級掌握中文學習策略，為學習語文打好基礎。 

寫作系列 以配讀文章，有系統地指導寫作，體現「學習有方法」的教學策略。

閱讀策略 透過大量閱讀及六層次提問，發展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

普通話教中文 每級一班以普通話教中文。

漢語拼音課程 一至六年級有系統地學習漢語拼音，提升普通話水平。

中國語文資優培育計畫 透過圖像和不同思考法及互動教學，培訓學生的高階思維能力。

英

文

科

外籍英語教師 一至六年級每週二至四節課，加強英語會話的信心。

拼音課程 一至六年級有系統地教授英語拼音，建立良好英語學習基礎。

閱讀教學 低年級實施大圖書分享教學法，高年級指導理解策略。

寫作教學 設計「以讀帶寫」課程，指導寫作方法。

綜合課
由本校教師設計，包括德育單元及專題研習，培養學生正面價值觀及循序漸進發展研習能

力，有利銜接中學通識科。

大量閱讀計畫
全校推行每天朗讀，促進閱讀流暢度。

設早讀時間、中／英網上閱讀計畫、初小英文親子朗讀獎勵計畫及校內閱讀獎勵計畫。

導修課 放學前40分鐘，培養學生主動完成功課的習慣和態度。

按能力分組 高年級中、英、數三科實施不同能力分組，設尖子組及混合能力，以照顧差異。

關愛校園文化 讓孩子在校園感受親切和關愛，增加安全感；讓家長放心、安心、開心。

多元化課外活動 鼓勵及資助學生參加專業導師培訓活動，發展潛能。

學校簡介

學生升中派位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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