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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慈幼會教育信念、憧憬和使命  

信念 

我們相信耶穌基督是主， 

祂的福音是我們人生旅途的明燈， 

按祂的指引而行必能實現全人的發展和獲得永

恆的生命。 

我們相信聖鮑思高是上主所派遣來的聖者，成為青

少年的慈父和導師，他的預防教育法是我們教育牧

民事工的指南針。 

憧憬 

我們企望見到我們的教育團體， 

上下一心，像聖鮑思高一樣熱愛青少年，尤其貧苦無告的一群。 

我們企望見到我們的青少年， 

對真理鍥而不捨， 

對上主充滿敬意和仰慕， 

對近人、家庭、社會、國家及世界滿懷情義。 

使命 

我們承諾會竭盡所能，把我們的教育團體塑造成一個充滿關愛的家， 

以理智，來說服青少年， 

以宗教信仰，來薰陶青少年的品格， 

以親切的愛，來打動青少年的心。 

青少年是我們的摰愛，是上主交託給我們的寶藏， 

我們會珍惜、愛護，並輔助他們， 

去追尋和滿全上主在他們身上的救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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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校辦學使命宣言 

秉承慈幼會教育使命：我們承諾會竭盡所能，把學校塑造成一個充滿關愛的

家，以理智來說服青少年；以宗教信仰來薰陶青少年的品格；以愛心打動青少年

的心。 

青少年是我們的摯愛，是上主交托給我們的寶藏。我們會珍惜、愛護，並輔

助他們，去追尋和滿全上主在他們身上的救恩計劃。 

辦學特色 

理智 

 我們會以理說服學生，為學生提供一個愉快的學習環境，使學校具有家庭的

精神，好讓學生能發揮其潛能，日後各展所長，貢獻社會。 

 培養學生有思考、探索、創新和應變的能力；培養學生對己有自信，對人能

合群；培養學生有進步、自由和民主的思想，為社會、國家和世界作出貢獻，

為貫徹廿一世紀的教育目標，要令學生有終生學習與不斷裝備自己的能力及

精神。 

宗教 

 我們也要學生相信聖若望鮑思高是上主派遣來的聖者，是青少年的慈父  

和導師，他的預防教育法是我們教育牧民事工的指南針。 

 我們以耶穌基督的精神，為學生提供優質的全人教育，使學生能在靈性、德、

智、體、群及美育上有均衡發展。 

 培育學生成為有教養的個體，孕育及啟發學生的自我及社群的發展，成 

 為誠實的公民和虔誠的信徒。 

仁愛 

 秉承聖若望鮑思高神父的預防教育法，以「愛」孕育我們的學生，以「愛 

 心」作為我們教學的動力和法則。 

 經常臨在學生中間，為學生犧牲時間，為學生解決疑難，以耐心、關懷 

對待他們，使他們有「家」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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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們的學校 
 

1.  學校背景 

本校為天主教鮑思高慈幼會屬校，創辦於一九六三

年，於二零零零年九月轉為一所全日制小學。本校樓高

七層，有標準空調設備的課室共十八間，全校各課室和

場地已設 WIFI 無綫網絡，供老師教學使用。此外，本

校設有禮堂、圖書館、室內籃球場、音樂室、電腦室(Innospace)、輔導室、兩個有蓋操場、

加輔室及通用室等設施，為同學提供多元化及舒適的學習環境。本年度共有 18 班及一加強

輔導班，學生約有 560 人。 

 

2.  校訓：篤信博愛 

 

3.  學校管理 

        本校於2014年3月19日成立法團校董會，校董會成員主要由慈幼會神父、慈幼會屬校校長及

學校各持份者組成，他們關心及支持學校的發展，亦信任校長的領導，給予學校很大的「自由發展」

空間。法團校董會成員關注學校的財政、人事和管理，主席為校監梁熾才神父，司庫為郭達華校長，

人事專責為何永昌校長，秘書是馬嘉健校長。 

法團校董會每年除了審批學校制定的教育牧民計劃書及周年報告外，又透過校董會代表，以

法人的身份管理學校，就學校的管理、人事及財務上表達的意見及作出決策。法團校董會會透過

每年三次定期召開的會議，對學校的發展及整體表現與評估給予回饋，從而加強對學校的監

察，有助推動學校的發展。 

 

    法團校董會成員如下： 

成員 主席 

校監 

 

辦學團體 

委員 

校長 教師 

代表 

家長 

代表 

校友 

代表 

獨立人士 

代表 

2019-2020 聖安多尼堂
主任司鐸梁
熾才神父 

黃家輝神父 

劉戬雄神父 

張冠榮修士 

郭達華校長 

何永昌校長 

何麗華女士 

程兆海先生
(替代校董) 

馬嘉健 

先生 

李耀文主任 

 

雷志榮 

主任 

(替代校董) 

陳志榮先生 

 

鄧穎妮 

女士 

(替代校董) 

陳承熙 

先生 

黃文靜 

女士 

 

年度 辦學團體代表 校長 教師代表 家長代表 校友代表 獨立人仕 

2011-2013 5      1 1 1 0 0 

2013-2014 7(1)    1 1(1) 1(1) 0 0 

2014-2020 7(1)    1 1(1) 1(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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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校舍設施 

為使同學有一個更理想的學習環境，有助教學的需要和全日制的推行。本校於 2002 年成

功申請將食物部改建為閱讀室，2003 年得教育局撥款維修學校內、外牆壁，及 2004 年翻新洗

手間設備等，2005 年申請增建視覺藝術室未能成功，翌年(2006 年)申請仍不獲批准；2008 年

本校自資於第一操場加建兩個通用室，以作為英語室及社工安排遊戲的地方。2012 年起本校

外牆及馮強禮堂進行翻新工程，而一至六年級的課室於 2015 年完成更新了照明設施。2016 年

更新了無線網絡 WIFI。2018 年學校自資改善了電腦室的設備，成為了創科教室。 

本校現有 18 個課室，並設有禮堂、兩個有蓋操場、閱讀室、電腦室、音樂室、通用室及

社工室等。全部課室、特別室及禮堂已安裝空調設備。 

資訊科技方面，學校設有基本的軟、硬件和網絡，禮堂安裝投影機與電動螢幕，課室、閱

讀室、禮堂等經已聯網，更引入網上資源，全校各課室已設無綫網絡，增設網上學習平台，讓

同學從資訊層面汲取更豐富的知識。近年來，學校己增添 60 多部平板電腦 IPAD 及

CHOMEBOOK，並引進電腦 MBOT 機械車，供同學於電腦課程中使用。在疫情期間，本校借

出電腦供學生上網課。 

 

5.  課外活動 

基督小先鋒、189 旅幼童軍、189 旅小童軍、足球隊、籃球隊、乒乓球隊、羽毛球隊、游

泳組、田徑隊、滾軸溜冰班、劍擊班、跆拳道班、口琴班、小號班、小提琴班、中級組聖詠合

唱團、初級組聖詠合唱團、奧數訓練小組、宗教各活動小組(堅振班或慕道班)、中文集誦班、

英語學習小組、電腦班、棋藝組、摺紙班、美勞創作班、水墨畫班、圖書閱讀組、心靈舞蹈組、

少年警訊、英語遊戲活動班等達三十多項以上，出席的同學均能完成課程。 

 
6.  學生人數 
 
班級組織 

本校 2019-2020 學年各級開設的班別數目及學生人數。 

班別數目 

級別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總數 

班數 3 3 3 3 3 3 18 

 

學生人數(截至 15-6-2019) 

級別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總數 

男生人數 50 54 55 50 60 51 320 

女生人數 43 42 38 38 35 44 240 

學生總數 93 96 93 88 95 95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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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位空缺率是以 18 班，小一至小六每班 30 人 18 班來計算，  

並以學校的 560/540 人相除，故空缺率為 0%，表示本校學位沒有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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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職員資料 
 

1. 教職人員編制 

     校有教職員共 53 人：包括校長及副校長、7 名小學學位教師(包括課程統籌主任)、、27 名
助理小學學位教師、1 名學生輔導主任、1 名圖書館主任、2 名合約教師、1 名外籍英語教師、
4 名教學助理、2 名資訊科技技術人員、3 名書記及 6 名服務職工。 

 
2. 校長和教師資歷  

本校教師均已接受師資訓練或持有大學專科學位。全校 37 位常額及合約教師中，有 46%持
有碩士學位，94%持有大學學位。至於任教英文科及普通話教師已 100%通過教育局英文及普通

話基準試。 

 

年度 碩士 大學學位 大專包括教育學院 

2015-2016 17 17 2 

2016-2017 17 18 1 

2017-2018 18 18 0 

2018-2019 17 19 0 

2019-2020 17 1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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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達資訊科技能力水平 

科技 

水平 

基本資訊科技 

能力水平 

中級資訊科技 

能力水平 

中上級資訊科技能
力水平 

高級資訊科技 

能力水平 

百分比 100% 85% 35% 10% 

已達語文能力要求教師 

科目 英文科 普通話科 

百分比 100% 100% 

 

3. 教學經驗 

 

 

 

4. 校長專業發展(教育局以三年 150 小時作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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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師專業資歷 (教育局以三年 150 小時作標準) 

 
 
6. 教職員離職人數 

本學年有 1 位老師離職 。 

 
五. 學校實際上課日數 

1. 學校實際上課日數的資料顯示，由於 19/20 年度受反修例事件及新型冠狀病毒的影
響而停學，停課，學校於下學年只上課約 28 日，課程需要以網上教學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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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八個學習領域的課時 
本校採用循環週上課，在八個學習領域時數與以住大致相若；2012 度新增設閱讀課及資優課，提

升學生的閱讀時數及營造閱讀氣氛，並利用資優課來培育校園的菁英。 

 

六. 學生閱讀習慣 

備註：以上數據不包括中、英廣泛閱讀計劃書籍 

學生從學校圖書館借用閱讀資料的頻次(以整學年計):  

這是本年度的閱讀習慣，因為有較多因素(例如學校停課、冠狀病毒傳染等)，令學生

都不能到圖書館借書。小一至小六借閱數量有大幅回落。 

小一至小三  

學生百分比 2019-20 

每星期一次或以上 18.24 

每兩星期一次 34.80 

每月一次 28.25 

每月少於一次 15.35 

從不 3.36 

小四至小六  

學生百分比  2019-20  

每星期一次或以上 7.79 

每兩星期一次 12.48 

每月一次 30.61 

每月少於一次 42.76 

從不 6.36 

學生每年從學校圖書館借用閱讀資料的總數目  

學習階段 2019-20 

小一至小三 2120 

小四至小六 1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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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行「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的政策、資源及支援措施 
(2019 - 2020 學年)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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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生提供適切和多元化的支援服務，以提升學生的

學習效能及協助他們融入校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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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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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支援津貼； 

 校本言語治療津貼。 

III.支援措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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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學生支援組」，成員包括「學生支援組」統籌主任、副校長、學生

輔導主任、教育心理學家等，以全校參與模式與其他科組包括教務組/課程

發展組、訓育組、輔導組、生涯規劃組 等協作，共同支援有特殊教育需

要的學生； 

 增聘 3 名教學助理與全校教師以「全校參與」模式照顧個別差異； 

 在中文、英文及數學科安排教師或教學助理，以協作教學模式在課堂上支

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安排課後輔導班，為學業成績稍遜的學生提供中文、英文及數學的輔導教

學； 

 透過「校本言語治療服務」，為有言語障礙及其他有支援需要的學生提供

小組/個別言語治療； 

 訂定校本學生支援名冊並將相關資料通報科任教師，讓教師掌握學生的特

殊學習需要及學習情況； 

  訂定課業調適及考試調適機制； 

 設立「大哥哥大姐姐計劃」，為初小學生提供識字訓練和講故事練習； 

 購買小組服務，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進行專注力訓練小組、讀寫訓練

小組及參與喜伴同行計劃；及 

 為個別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訂定個別學習計劃，與支援小組成員、科任

老師、專業人士及學生家長定期召開會議作出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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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外活動的參與 
學生積極參與不同類型的活動、興趣小組及校外比賽，高年級學生樂意為
學校服務， 如擔任風紀、車長等， 服務態度良好。在過去三年學校參加
多項比賽和活動中，以朗誦、音樂、視覺藝術及體育活動方面表現較佳。 

 
       
聖安多尼學校       

2019-2020 年度龍虎榜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詩詞獨誦       

男子組優良奬 3A 李昀軒 6B 徐閬 6B 謝瀚韜    

       

男子組良好奬 3B 周柏熙 6C 周世智     

       

女子組優良奬 4B 史雅冉 4C 莊逸晴 5B 陸映彤 5B 楊子鐳   

       

女子組良好奬 4B 吳愷澄      

       

粵語散文獨誦       

女子組優良奬 3C 李忻庭      

       

女子組良好奬 3B 吳樂儀      

       

             

三、四年級集誦隊             

普通話詩詞集誦             

優良奬 3A 謝穎彤 3A 洪嘉琪 3A 江卓謙 3A 李昀軒 3A 吳嘉 3B 周柏熙 

 3B 馮美華 3B 李業峰 3B 麥萃琳 3B 吳樂儀 3B 楊靖 3B 葉智琳 

 3C 陳樂堯 3C 蔡東宏 3C 傅彤童 3C 郭千惠 3C 梁沛嘉 4A 林曉檀 

 4A 柳樂琛 4A 劉津幗 4B 蔡逸嵐 4B 何穎琳 4B 簡熙桐 4B 郭芷瑜 

 4B 黎悅姿 4B 李瑾榕 4B 史雅冉 4C 張海錡 4C 許佑勤 4C 潘思澄 

 4C 王銦澄           

普通話詩詞獨誦       

女子組季軍 5B 曾亦晴      

       

男子組優良奬 1B 倪苗天 5B 彭康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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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組優良奬 1B 黎羡悠 2A 李沐瑤 2B 張芯玥    

 5B 陳嘉琪 5B 梁寶盈 5B 曾亦晴 5B 楊子鐳 5B 袁晴茵 6A 楊錦煊 

 6C 鄒曉慧 6C 葉黛林     

       

       

女子組良好奬 6A 陳沛玟      

       

       

英詩獨誦       

男子組亞軍 2B 凌琛      

       

男子組優良奬 1A 李懿洛 2A 張家齊 2B 周梓齊 2B 張浩哲 2B 駱樂 2C 張清嵐 

 3C 曾毅翔 4A 高國昌 4A 李昊宸 4A 凌哲 5C 黎健邦 6C 霍浚銃 

 6C 司徒紀軒      

       

女子組優良奬 1A 畢嘉怡 1B 黎羨悠 1C 陳以安 2A 李沐瑤 2B 許清芬 2B 邱詩雅 

 2C 黎穎溱 2C 蘇紫寧 3B 吳樂儀 3C 李忻庭 4B 李紫晴 4B 李瑾榕 

 4C 張海錡 4C 李洛澄 5A MISHA FRANCHESCA C DELA CRUZ 

 5A SHAIKH ZHABEDA 5B 陳卓琳 5B 朱樂瀅 5B 鍾佩澄 5B 王展晴 

 6A 林芷殷 
6A SATHIDWAT 

WARANGKHANA 
6B 區凱喬  

       

女子組良好奬 1A 潘珒穎      

       

       

數學比賽       

TIMO Thailand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Heat 

Round 
    

金奬 6B 許晉毓 6B 莊嘉昇     

銀奬 6B 麥泳徽      

       

TIMO Thailand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Semi-Final 
    

銀奬 6B 莊嘉昇      

       

香港數學挑戰賽 2019       

小學二年級組 二等奬 3B 秦天盛      

小學三年級組 二等奬 3C 程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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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三年級組 三等奬 3A 程天佑      

       

2019「優數盃」國際數學選

拔賽 
      

數學 小學三年級組 二等獎 4C 張海錡      

       

2019「優數盃」國際數學邀

請賽 
      

數學 小學二年級組 三等獎 3B 周柏熙      

數學 小學三年級組 三等獎 4C 張海錡      

數學 小學五年級組 二等獎 6B 麥泳徽      

       

香港數獨王爭霸戰 2019       

小學初年級組 金奬 3C 程天恩      

小學初年級組 優異奬 3A 程天佑      

小學高年級組 優異奬 6B 莊嘉昇      

       

全港青少年數學挑戰賽 2019       

小六組 銀奬 6B 莊嘉昇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總決賽       

銀奬 3A 程天佑      

銀奬 3C 程天恩      

       

       

大灣盃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 2019(香港

賽區) 
     

小一級 三等奬 2B 凌琛 2B 李光耀     

小二級 二等奬 3C 程天恩 3C 黃浩語 3B 楊靖    

小二級 三等奬 3C 郭千惠 3C 李忻庭 3C 蔡東宏    

小三級 二等奬 4C 張海錡 4A 李昊宸     

小三級 三等奬 4C 劉子熙 4A 李柏翹 4A 凌哲 4C 陳緯澄 4B 郭芷瑜  

小四級 二等奬 5B 周樂 5B 周子瑩     

小四級 三等奬 5B 彭康睿 5B 阮暐晴 5B 陸映彤 5B 鄭日熙   

小五級 一等奬 6B 莊嘉昇      

小五級 二等奬 6B 袁天樂 6C 施鍵銘 6B 劉衍澤 6B 陳奕雅   

小五級 三等奬 6B 許晉毓 6B 麥泳徽 6B 鄭仲希 6B 陳文灝 6B 區凱喬 6A 呂曜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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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盃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 2019(大灣

賽區) 
     

小二級 二等奬 3C 李忻庭      

小二級 三等奬 3C 程天恩 3C 黃浩語 3B 楊靖 3C 郭千惠   

小三級 二等奬 4A 李昊宸      

小三級 三等奬 4C 張海錡 4C 劉子熙 4A 李柏翹 4C 陳緯澄   

小四級 二等奬 5B 周樂      

小四級 三等奬 5B 阮暐晴 5B 陸映彤     

小五級 探花奬 6B 莊嘉昇      

小五級 二等奬 6B 袁天樂 6B 劉衍澤 6B 陳奕雅 6B 鄭仲希   

小五級 三等奬 6C 施鍵銘 6B 許晉毓     

       

大灣盃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 2019(全國

總決賽區) 
     

小二級 二等奬 3C 程天恩      

小二級 三等奬 3C 黃浩語      

小三級 二等奬 4A 李昊宸      

小四級 三等奬 5B 周樂 5B 阮暐晴     

小五級 特等奬 6B 莊嘉昇      

小五級 二等奬 6B 袁天樂 6B 許晉毓     

       

小學數學精英大賽 2019/20       

一等奬 6B 莊嘉昇      

二等奬 6B 鄺裕翀 6B 茹筠庭 6B 鄭仲希 6B 袁天樂   

三等奬 6B 陳奕雅 6B 劉衍澤     

       

體育項目       

       

龍城康體盃國慶游泳比賽       

男子 7 歲及以下 50 米自由

泳 游泳證書 
2B 蘇昶鳴      

男子 7 歲及以下 50 米蛙泳 

第七名 
2B 蘇昶鳴      

       

中西區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青少年 H,I 組 200 米自

由泳 冠軍 
5C 李澤楓      

男子青少年 I 組 100 米蝶泳 

冠軍 
5C 李澤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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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青少年 H,I 組 200 米個

人四式 亞軍 
5C 李澤楓      

男子青少年 H,I,J 組 4x50 米

自由泳接力 亞軍 
5C 尹滙深      

男子青少年 H,I,J 組 4x50 米

自由泳接力 亞軍 
2C 尹滙彬      

男子青少年 J 組 50 米自由

泳 季軍 
2C 尹滙彬      

男子青少年 I 組 100 米自由

泳 季軍 
2C 尹滙彬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港島西區小學分會 2019-2020 校際

游泳比賽 
    

男子乙組 50 米蝶泳 季軍 5C 李澤楓      

男子乙組 100 米自由泳 亞

軍 
5C 李澤楓      

男子乙組 優異奬 4B 何澤軒 5A 徐浚鿋 5B 曾亦朗 5C 陳性至 5C 李澤楓  

女子甲組 50 米背泳 亞軍 6C 黃鈺寶      

女子甲組 100 米自由泳 優

異奬 
6C 黃鈺寶      

       

2019 年迪泳會新星挑戰賽       

男子 50 米蝶泳 9 至 10 歲組

(泳隊組) 季軍 
4A 李柏翹      

男子 50 米蛙泳 8 歲或以下

組(泳隊組)亞軍 
1A 李懿洛      

男子 50 米自由泳 8 歲或以

下組(泳隊組)優異奬 
1A 李懿洛      

       

太平洋游泳會       

25 米 持板自由泳踢腳 卓

越奬 
1B 蘇昶曄      

25 米 自由泳 卓越奬 1B 蘇昶曄      

25 米 背泳 卓越奬 1B 蘇昶曄      

25 米 自由泳 冠軍 2B 蘇昶鳴      

25 米 蛙泳 冠軍 2B 蘇昶鳴      

25 米 蝶泳 冠軍 2B 蘇昶鳴      

50 米 自由泳 亞軍 5A 陳熙傜      

50 米 自由泳 卓越奬 3B 吳樂儀 3B 李業峰 4A 吉成智 4B 郭芷瑜 5A 呂敬威  

50 米 蛙泳 亞軍 5A 陳熙傜      

50 米 蛙泳 卓越奬 3B 吳樂儀 3B 李業峰 4A 吉成智 4B 郭芷瑜 5A 呂敬威  

50 米 背泳 亞軍 4A 吉成智 5A 陳熙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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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米 蝶泳 卓越奬 3B 李業峰      

       

愉園游泳比賽       

25 米 第八名 3C 吳施琳      

       

油尖旺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9       

男子少年 I 組 100 米蝶泳 

冠軍 
5C 李澤楓      

       

南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9       

男子青少年組 100 米蝶泳

(9-10 歲) 冠軍 
5C 李澤楓      

       

2019-2020 年度港島西區小

學校際田經比賽 
      

男子甲組 60 米 第七名 5A 鄧政昊      

男子特別組 100 米 第五名 6B 劉俊强      

女子丙組 60 米 第八名 4C 冼靖羲      

       

香港劍擊學院 2020 年第二

季劍擊比賽 
      

U9 女子初級組重劍 亞軍 3B 吳樂儀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

奬 2019-2020 
      

運動員奬 6C 黃鈺寶      

       

2019-2020 年度港島西區校

際乒乓球比賽 
      

女子乙組 傑出運動員 5B 陳卓琳      

女子乙組 殿軍 2A 李宇晴 4B 李瑾榕 4C 關晴月 5B 陳卓琳 5B 朱樂瀅  

       

李陞小學接力邀請賽       

男子 4x100 米接力邀請賽 

亞軍 
6B 張頌言 6B 劉俊强 6B 陳文灝 6C 李昊彬   

女子 4x100 米接力邀請賽 

季軍 
6A 陳嘉怡 6A 鍾芷甄 6C 鄒曉慧 6A JAMON MAIA SHARIZZE 

       

西島中學邀請賽       

50 米蝶泳 第 3 名 4A 黃蔓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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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X50 米自由泳接力 第三名 4A 黃蔓喬      

       

2019 ON FIRE U11 四角賽 4C 謝思予 5A 蔡睿哲 5B 周樂 5B 徐仲希 5C 陳性至 5C 邱浩軒 

冠軍 6A 鍾楚熙      

       

壁球夏季聯賽團隊       

亞軍 5A 陳熙傜      

       

跆拳道博擊比賽 2020       

冠軍 5C 黎健邦      

       

2019 仁愛堂跆拳道大賽       

搏擊組 亞軍 3B 秦天盛      

       

2019 年南區空手道分齡邀請

賽 
      

男子套形 8-9 歲初級組 亞

軍 
4C 陳緯澄      

       

第十三屆香港青少年及幼兒藝術節芭蕾舞

獨舞 
     

小學一/二年級組 冠軍 2B 張芯玥      

       

國際芭蕾舞比賽曁展演 2019       

花仙子-芭蕾舞兒童組(群舞) 

銀獎 
2A 何樂頤      

       

香港舞林盛會暨香港挑戰盃

舞蹈比賽 
      

古典芭蕾獨舞 銅奬 2B 張芯玥 6B 張蘊芯     

       

Get the beat World Finals       

冠軍 2B 張芯玥      

       

Get the beat world tour 2019       

Duo / Trio (6&U Any other 

style) 金奬 
2B 張芯玥      

Solo (6&U Open) 冠軍 2B 張芯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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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速度滾軸溜冰公開賽       

男子第二組(6-8 歲) 250 米 

第七名 
3C 曾毅翔      

       

卓嘉速度滾軸溜冰青年錦標

賽 
      

男子組 2 圈 第一名 3C 曾毅翔      

男子組 4 圈 第一名 3C 曾毅翔      

       

卓嘉速度單線滾軸溜冰公開

賽 
      

男子組 125m 第一名 3C 曾毅翔      

男子組 250m 第一名 3C 曾毅翔      

男子組 375m 第一名 3C 曾毅翔      

       

卓嘉單線滾軸溜冰學校-英國全國速度滾

軸溜冰錦標賽 
     

男子組 300 米 第五名 3C 曾毅翔      

男子組 500 米 第六名 3C 曾毅翔      

男子組 1000 米 第六名 3C 曾毅翔      

       

第六屆聯校滾軸溜冰錦標賽       

小學 1-2 年級組 四圈 冠軍 3C 曾毅翔      

小學 1-2 年級組 三圈 冠軍 3C 曾毅翔      

       

視覺藝術       

香港工程師學會填色比賽

2020 
      

工程創未來 初小組優異奬 1C 陳建諾      

       

環球藝術發展大賽 2019 我最喜愛的節日

黏土設計比賽 
     

小學組亞軍 5C 范凱程      

       

「彩繪童心」國際兒童繪畫

大賽 2019 
      

C 組 銅奬 5B 杜彥鋒      

C 組 參與證書 3C 杜彥澄      

       

創意無界限德國作品展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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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奬 5B 杜彥鋒      

優秀奬 3C 杜彥澄      

       

香港藝術文化協會繪畫 2019 

- 香港街道 
      

2009-08 年組 銀奬 5B 杜彥鋒      

2011-10 年組 優異奬 3C 杜彥澄      

       

「分享愛.情繫三代」全港原子筆中文書

法比賽 
     

入圍狀 4A 高國昌      

       

第十六屆德藝雙馨(香港區

賽) 
      

小學三/四年級組水彩及粉

彩畫比賽 亞軍 
4A 凌哲      

       

「認識祖國.認識香港」人際網

絡.iTechiChot 填色比賽 
     

初小組填色比賽 優異奬 1C 李昊澤 1C 陳建諾 2B 張證羽    

       

中秋燈籠設計比賽 2019       

冠軍 5B 陸映彤      

       

藝術智能之中秋慶團圓繪畫

比賽 
      

高小組設計 亞軍 5B 陸映彤      

       

多媒體創作比賽 2019       

「防災達人填色比賽」初小

組 優異奬 
2B 張證羽      

       

The 49th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Art 

Exhibition 2019 
     

優異奬 3A 曾悅甄      

       

IYACC 第十一屆國際公開

繪畫大賽 
      

自選主題:美麗地球 金奬 2A 李忻頤      

自選主題:漫遊太空 季軍 2A 胡凱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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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YACC 第十二屆國際公開

繪畫大賽 
      

我最喜歡的角色 冠軍 2A 胡凱淇      

       

第四屆旗袍設計(全港小學)

邀請賽 
      

入圍狀 6B 區凱喬      

       

亞美斯國際兒童及青少年繪

畫大賽 2019 
      

幼兒組 銀奬 2B 凌琛      

幼兒組 金奬 4A 凌哲      

兒童組 銀奬 5C 范凱程 6B 區凱喬 6C 徐煒婷    

       

第六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

賽 
      

西洋畫(第四組) 一等奬 2A 侯孝謙      

       

       

NCB 小小銀行家 2019 年親

子填色比賽 
      

初小組美術奬-特別奬 2B 張證羽      

       

2019「夢想.家」國際繪畫比

賽 
      

二等奬 6C 徐煒婷      

       

第六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

賽 
      

西洋畫(第八組) 一等奬 6C 徐煒婷      

       

迎月樂正街兒童繪畫比賽       

季軍 6B 區凱喬      

       

音樂比賽       

香港校際網上直播慈善音樂

節 2020 
      

一級鋼琴獨奏 優良奬 1C 陳建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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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香港國際音樂節       

民樂小組(合奏)小學組 第二

名 
6C 葉黛林      

兒童民樂彈撥(二)組 第三名 6C 葉黛林      

       

第十一屆中國青少年(香港)音樂、舞蹈比

賽 
     

高小組合唱 冠軍 5B 曾亦晴      

       

第二十三屆南區少年兒童歌

唱大賽 
      

小學合唱組 亞軍 5B 楊子鐳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兒童組 金奬 3A 羅昊陽      

       

2019 第 6 屆香港青少年鋼琴

比賽 
      

兒童 C 組第一名 3A 羅昊陽      

       

第三十屆全港少年鋼琴精英

賽 
      

第三級自選曲目 冠軍 3B 周俊軒      

       

       

其他       

第 4 屆"開明杯"珠港澳圍棋

交流賽 
      

全場總冠軍 3A 程天佑 
3C 程天

恩 
    

       

19 國慶盃圍棋賽       

B 組 第八名 3A 程天佑      

B 組 優異奬 3C 程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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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畢業生派位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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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安多尼學校 
2019-2020小六派位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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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學校週年計劃終期檢討報告 

關注事項一：學生能透過多元化的學習策略，提升學習的效能。 

成就   

 各科能按科本及學生的不同需要，深化運用不同的教學策略，以照顧學生學習多樣

性。 

 在停課前，50%的一至六年級中英數課堂已完成同儕觀課，並能以照顧學生學習多

樣性作為共同備課及同儕觀課的重點。 

 大部分同儕觀課後有進行評課會議，會議上老師就「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交流意

見，有效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各科老師均認同 Day4的專業交流課/術科共備的環節，能聚焦「照顧學生學習多樣

性」，分享有效的策略。 

 在第一次考試前的溫習日安排了中英數三科分享運用不同教學策略的經驗，集思廣

益，成效顯著。 

 在學生支援會議中，部分科任老師表達了協作教學能支援不同能力學生的需要，亦

能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成效顯著。(三至六年級有需要的班別) 

 本年度從教協邀請了黃琳博士到校進行了兩次教師專業發展日，講題是「照顧學習

差異與教學適應第一及第二部分」，從老師的問卷調查反映超過九成的老師同意「講

座加深了我對學生學習多樣性的認識」、「講座對我的教學有幫助」及「我已掌握到

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的教學策略」。 

反思  

老師較集中照顧學生的學習風格和興趣，而照顧學生能力上的差異

未有具體策略。  

停課期間，學生參與網上學習的程度各有不同，以致學生在學習能

力上造成較大的差距。  

老師普遍認同在科研中分享不同教學策略的經驗及成果有助教師的專業交

流，惟停課的關係，原本安排了三次科研，現在只能進行一次，而分享只能集

中在中英數三科及只有少部分老師作出分享。 

建議： 

1.結合電子學習與面授的學習模式，取兩者的好處，延伸學習機會，加強學習

成效。 

2.期望下學年能夠善用星期二的課程會議安排各科老師就「照顧學生學習多樣

性」有更多分享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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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學生能尊重他人，與人和諧共處。  

成就   

 學校推行以「尊重他人」為主題的訓輔活動。在學期初，老師在早會透過分享名人

故事，讓學生能尊重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另外，透過成長課，班主任營造「尊重」

的班級文化(參閱校本德育主題課程)，老師特別安排一個下午，和學生進行課堂活

動，讓學生透過⸢找出和自己不同月份出生的人⸥；⸢選出最喜愛的水果，遊戲⸥，⸢欣

賞短片⸥，了解人與人之間是有不同的。在課堂上，各班主任與學生共同訂立目標，

承諾能尊重他人。根據觀察，學生表現投入，勇於發表不同的意見，認真和同學討

論及完成工作紙。 

 

 為了令家長也能和學校同步，一同提昇學生「尊重他人」的意識，何舒雅老師在九

月推行以「尊重」為題的親子標語創作比賽，讓家長亦有機會與子女討論有關課題，

並且共同創立有關標語。收回作品中，不乏有質素的佳作。及後，何老師亦把優異

的作品張貼在校園當眼地方，鼓勵同學尊重別人。 

 

 學生雖立志尊重他人，卻可能未能扎根。張姑娘嘗試透過背誦急口令的方式，讓學

生把「說聲早」，「請，唔該」，「對不起」，「微笑，點頭」等習慣牢記於心。

部分學生在學期末，仍能背出有關的急口令內容。 

 

 為了更有系統和全面地讓學生養成尊重別人的習慣。德育組編制及出版一本學習

冊。內含和透過尊重別人有關的故事、金句、主題工作紙，預計在來年度讓師生使

用。 

 

 為人更多元化地推行關注事項二，本校已尋找及聯絡了不少外來機構，到校進行講

座或工作坊，協助推動本年主題。上學年，宋老師已推行了⸢尊重知識產權⸥話劇欣

賞，在講座上，學生都表現投入，並承諾⸢尊重別人的設計及作品⸥。 

 

 本年度陽光午間廣播在午膳時間進行了 4 次活動，透過播放 ⸢欣賞短片

⸥讓學生了解別人的需要，從而培養他們的尊重及關懷他人的態度。  

 

 受疫情和社會事件影響，雖然已預備有關的工作坊和活動要取消，但也所開拓的資

源，也可留待來年使用。 

 

 透過早會、早禱及周會教導學生尊重他人，培養學生為他人設想，懂分擔、分享的

生活態度。(完成 7次, 包括題目:尊重) 

其他周訓主題：愛我中華、我要高飛、國民身份認同、堅毅、責任感、承擔

精神、關愛、誠信、尊重他人、(天主教教育五大核心價值：真理、生命、義

德、愛德、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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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由於疫情問題，本年度部分的活動被迫更改，例如原訂的「體驗工友工

作」活動，亦因擔心學生衛生問題，而要取消。另外，禮貌活動亦要改期。來年，

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推動這些活動？  

  在緊逼的課時內，要進行活動時，學生的學業及德育培養兩者之間所佔

的比例應是多少？  

  跟進：利用線上線下模式 (網上實時播放、短片錄播 )，在不影響實體課

程的時間為原則，利用線上的平台增加德育培養的課時。  

 

  如何修正目在疫情下，是否在品德上有更逼切的項目需要預備，以致能

解決學生：  

a) 人與人之間的疏離，關係上的隔漠；  

b) 內心的不安穩，兒童的抑鬱，焦慮提早出現；  

c) 學生的生活規律被打亂，在作息、飲食和上網時間等各方面，不

能自制；  

d) 學生的學習動機大幅下降。  

  跟進：除「尊重他人」此關注事項外，學生輔導組會加強推廣學生的

精神健康，於疫情 /教學新常態下，協助學生解決情緒、行為及學業等

問題。  

 

  由於全校須老師肩負行政工作，學校的大型活動由多位不同老師負責，

因此舉行學校大型活動或科組活動時，未必能對焦學校的關注事項。

建議由副校長統籌學校的大型活動或科組活動。  

  跟進：由副校長帶領，加強全方位學習 /活動組與訓育組、宗教及德育

組、學生輔導組、學生支援組、課程組的溝通。  

  跟進：來年由副校長統籌全校的科組，規劃全校活動或級本活動時，

把尊重的元素加進活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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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注事項三：學校完善自評機制，深化自評文化。 (教育牧民團體) 

成就   

 部分科組能夠聚焦學校關注事項工作，規劃全年自評工作，並在科組周

年計畫會議中集中討論計畫重點，並讓老師表達意見，尋求共識，令決

策更具透明度，又或在科組周年檢討會議中，能夠聚焦在與關注事項相

關的活動來討論，避免流於事務式報告，並提出反思或跟進建議。例如﹕

訓輔組周年檢討會議中，讓全體老師一起反思本年度關注事項二﹕尊重

他人，在平日有限的教時下，探討能否滲入「尊重他人」元素的活動，

並一起思考「品德教育」應佔課時的比例。  

 各科主席和行政組員須按「行政範疇」或「教學範疇」擬寫全學年個人

專業發展目標及策略，並在學期末進行檢討。從個人專業發展層面，讓

中層人員慢慢體會自評的作用，了解「 PIEP」的過程，深化自評文化。 

 科組運用不同評估方法，例如﹕問卷、觀察、焦點小組、個別面談等方

法，收集量化或質性數據。例如﹕大部分科組周年計畫成功準則中已經

加入「質性準則」，而且回應了「外評報告」建議，減少問卷調查，加

強通過觀察、學生面談等方法，收集意見。  

反思  

  由於疫情關係，令到許多計劃都沒法執行。因此學校有感「持分者問

卷調查」所得的數據並未能充分反映現況，於是決定停做 2019-2020 的

「持分者問卷調查」或相關活動問卷調查。雖然部分科組都各自進行

少量問卷，得出一些數據，例如﹕學生支援組亦運用 Google Form 形

式進行問卷，減少老師的工作量，亦善用檢討會議得到一些質性意見，

但是總的來說全校自評工作仍有不足，在全年自評工作統籌上也需改

善。  

跟進﹕來年度疫情問題可能持續，但吸收了過往經驗，關注事項的

計畫或活動上已經作了準備，相信自評工作所受的影響將會減少，

不論是「持分者問卷調查」或「情緒及社交問卷調查」，來年應可

得到相關數據進行分析。  

  大部分科組都能積極回應關注事項及參考過去周年報告的檢討結果，

制定工作計劃，並認真執行，但工作重點較側重於事務性，成功準則

以工作進度和量化為主，雖加入質性準則，但部分工作成效不足，以

至檢討工作不夠深化，利用自評促進發展尚需改善。  

跟進﹕加強自評工作分享，讓科組員負責人更能明白自評作用，並

且加強科組間分別各自善用自評的成功經驗，深化自評文化。其

次，繼續強化質性指標，令老師在計畫或者檢討過程中，可更準確

地聚焦活各項關注事項的成效。  

  由疫情關係，許多會議都轉移至網上，加上討論內容多以教學為主，

科組負責人沒法安排合適時間，分享有關自評工作經驗，推動自評文

化。跟進﹕善用網上會議形式，如有需要，各科組自評會議可改在網

上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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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關注事項一：學校提升靈育的氛圍 (信仰教育) 

成就  

習耶穌的慈悲，實踐愛德的精神。 

(成功準則) 80%學生能藉課堂上的討論， 學生能說出他們應學習所介紹的聖人的德

行 

已經完成以下工作﹕  

每級設「級主保」，讓學生認識該聖人的德行，並在日常中實踐。舉行聖人知多少填

色比賽 

於將臨期和四旬期安排堂校合作，邀請校牧及堂區教友向五六年級學生講授教會節

期。 

玫瑰月和聖母月安排堂校合作，邀請堂區善會或團體到校舉行朝拜聖體，鼓勵教友老

師與學生進入聖堂祈禱，親近天主。 

宗教老師於十月玫瑰月於宗教科堂中，帶領學生到聖母巖前獻花及為身體的人和事祈

禱，於聖母月期間(五月)帶領學生到聖母巖獻花，向聖母祈禱。 

因停課未完成以下工作﹕  

配合教會節令，邀請慈幼會福傳團體或慈青牧民到校，舉行不同的宗教禮儀及活動，

讓學生認識天主，並能在生活中實踐愛德。 

反思  

下年度宗教組將由每級「級主保」，推展到「班主保」,讓學生認識更多

聖人的德行，並在日常中實踐。舉行聖人知多中午間播放 (以每級為一

單位), 並把聖人班相貼當眼處,建議可貼在每班課室門外. 加上以電子

教學形式進行有關課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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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學校財政狀況—整體財政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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