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主教博智小學 

學校周年報告 

2018 - 2019 

 



 

 1 

我們的學校 

學校宗旨 

本校秉承天主教的辦學理想，發揚基督精神，以「愛」培育學生，啟發學生潛能，切實推

行全人教育。並引領師生積極進取，明辨是非，持續終身發展，迎接未來的挑戰，成為勇

於承擔之國民。 

校監 校長 學校類別 創校年份 校訓 課室數目 

李烱輝先生 陳碧琪女士 津貼男女小學 1963 克明峻德 24 

全體老師合照 

 

 

全體職員合照 

 

 

後排：（左起）鍾笑鳳 黎美枝 林樂恒 林銘國 郭志輝 郭桂貞 葉蘭芳 

前排：（左起）周麗玲 蘇子恩 鄺偉僑主任 陳碧琪校長 李烱輝校監 許麗英副校長 梁佩顏 姚麗琼 

最後排：李青儀 陳玉瓊 王婉頎 傅家美 何兆倫 劉文康 陳文祺 林子健 譚焯文 戴家杰 湯樂禧 黃鈺成 羅偉廉 

第三排：蕭穎霖 王楚菁 董少雯 歐陽結珊 梁美玲 鄧煒青 陳寧欣 黎樂怡 凌嘉炘 梁麗婷 葉桂花 章寶殷 李安妮 劉佩蘭 

第二排：鄭雪雲 林婉慧 吳妙芬 Miss Patience 李秀嬋 陳美怡 陳麗珍 王嘉敏 麥婉珊 蘇鳳儀 張美儀 黃嘉麗 

第一排：胡楚音 黃寶儀 薛東強 梁秉權 陳碧琪校長 李烱輝校監 許麗英副校長 李彩靈 鄺偉僑 高淑儀 

（左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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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資歷 

認可教育文憑        ：100% 英文教師獲取基準 ：100% 

認可大學學位        ：95% 普通話教師獲取基準：100% 

融合教育教師專業發展架構培訓：35.3%  

 

老師進修時數 

2018–2019年度總計：2508小時  2018–2019年度平均：59.7小時 

 

派位結果 本年度獲派的中學 

 

郭得勝 彩天 伍華 德愛 

聖言 聖母 潔心 聖文德 

協和 何蔭棠 可立 旅港開平 

永光 培敦 李求恩 孔仙洲 

扶輪 余近卿 龍翔官立 聖本德 

九龍工業 張明添 德貞 唐乃勤 

九龍塘 鄧鏡波 觀塘瑪利諾 寧波第二 

聖安當 李炳 曾壁山 明愛馬鞍山 

鄭植之 慕德 東涌天主教 香港仔工業 

炮台山循道衞理  
 

 

學生出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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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日數 

 
 

持份者問卷 

 

 

 

我對學生 

學習的觀感 

 我對學生成長

支援的觀感 

 我對學校 

氣氛的觀感 

 我對家校 

合作的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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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教師 

教學的觀感 

 我對學生 

學習的觀感 

 我對學生成長

支援的觀感 

 我對學校 

氣氛的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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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年度學生表現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成  績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70屆香港校際朗誦節 (中文粵語)獨誦 優良獎：4名；良好獎：6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70屆香港校際朗誦節 英文獨誦 
亞軍：杜欣庭(5B) ; 季軍：黃濼芯(5A) 

優良獎：24名；良好獎：3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70屆香港校際朗誦節 小一至小三英詩集誦 優良獎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70屆香港校際朗誦節 (中文普通話)獨誦 優良獎：21名；良好獎：2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70屆香港校際朗誦節 天主教經文朗誦 優良獎：1名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 

(中學組)及香港教育大學 

數學與資訊科技學系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2018-2019) 

個人賽銀獎：劉柏希(5C) 

個人賽銅獎：葉蔚然(5C)、梁茗瑜(6A) 

      鄧子華(6A)、林建曦(6B) 

個人賽優異獎：11名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 

(小學組) 
第五屆數學比賽(2018-2019) 

個人獎一等獎及優異獎：劉柏希(5C) 

個人獎三等獎：任祉而(4B)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數學系 

及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第十四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黃大仙區) 

(2018-19) 

銅獎：譚博文(6B)、馮裕暘(6B)、 

   傅雅琳(6B) 

優良獎狀：6名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初賽 

一等獎：1名 ; 二等獎：9名 ;  

三等獎：16名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 

(華南賽區)晋級賽 

二等獎：梁茗瑜(6A)、張嘉軒(6C) 

三等獎：蘇柏浩(4B)、黃濼芯(5A)、 

    劉柏希(5C)、廖振宇(5C)、 

    歐陽子聰(6C)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 

全國總決賽 
三等獎：劉柏希(5C)、梁茗瑜(6A)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2019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 銀獎：4名；銅獎：18名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2019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晉級賽》 
銅獎：曾鏸姸(4C)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學校 第二十六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銅獎：任振滔(6A)、梁茗瑜(6A)、 

   馮裕暘(6B)、譚博文(6B)、 

   張嘉軒(6C) 

香港教育大學、名創教育 第四屆小學數學精英大賽(2018-2019) 

一等獎：梁茗瑜(6A) 

二等獎：馮裕暘(6B) 

三等獎：譚博文(6B)、林建曦(6B)、 

    翁詩瑜(6B)、歐陽子聰(6C)、 

    林怡慧(6C) 

香港教育局資優教育組 
第十四屆香港小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 

隊際(初賽) 

銅獎：梁茗瑜(6A)、鄧子華(6A)、 

      任振滔(6A)、馮裕暘(6B) 

保良局 
第四十四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2019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計算競賽三等獎：梁茗瑜(6A)、馮裕暘(6B) 

數學競賽三等獎：鄧子華(6A) 

總成績三等獎：鄧子華(6A)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第 30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2019 
最佳個人成績三等獎： 

梁茗瑜(6A)、林建曦(6B)、歐陽子聰(6C) 

奧冠教育中心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 2019(香港賽區) 銀獎：3名 ; 銅獎：21名 

奧冠教育中心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晉級賽 2019(香港賽區) 銅獎：曾鏸姸(4C) ; 優異獎：4名 

聖文德書院 滾珠過山車現場協力挑戰賽 2019 金獎：畢國浩(6A)、連嘉濼(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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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年度學生表現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成  績 

龍翔官立中學 龍翔盃小學藝術創作比賽 優秀作品獎：3名；佳作獎：7名 

沙田體育會 
沙田武術錦標賽 2019 

高小組 學校集體其它兵器組 

冠軍： 

蔣承謙(4A)、黃智炫(4A)、姚卓行(4A)、 

張浩綸(4A)、黃進鑫(4B)、陳宇晴(4C)、 

葉嘉希(4C)、江埈堃(4C)、柳金釗(4C)、 

梁子聰(5A)、李栢余(5A)、黃銘濤(6C)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及 

和富社會企業 
「和富盃」東九龍區小學校際 5人足球邀請賽 金盃組 季軍 

翔青體育會 第三屆全港小學軟式巧固球比賽 2019 碗賽：冠軍 

屈臣氏集團 2018-2019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任振滔(6A)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2019 

高級組側擺開跳季軍： 

麥嘉燁(5C)、楊清怡(5C) 

高級組交叉開跳季軍：辛梓涵(3C) 

高級組側擺交叉跳殿軍：譚紫悅(5C) 

高級組二重跳殿軍：曾丞禧(5B) 

初級組三人大繩殿軍： 

譚柏延(3B)、李澤誠(3B)、李澧鋒(3C)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龍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特別組 100米殿軍：鄧彩云(6C) 

天主教香港教區 聯校運動會 女子公開組 100米殿軍：鄧彩云(6C) 

香港網球總會 小型網球章別獎勵計劃 銀章：5名；銅章：7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71屆香港校際音樂節 小學高年級合唱團 優良獎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71屆香港校際音樂節 分級鋼琴獨奏二級 優良獎：1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71屆香港校際音樂節 高音直笛獨奏 良好獎：5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71屆香港校際音樂節 小學中樂團 良好獎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71屆香港校際音樂節 二胡獨奏 
初級組 良好獎：１名 

中級組 冠軍：任振滔(6A)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71屆香港校際音樂節 箏獨奏 初級組 良好獎：1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71屆香港校際音樂節 笛獨奏 
初級組 良好獎：1名 

高級組 良好獎：1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71屆香港校際音樂節 柳琴獨奏 初級組 良好獎：1名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聯校音樂大賽 2019 小學合唱團高級組 銀獎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聯校音樂大賽 2019 小學合奏(中樂) 銅獎 

新聲音樂協會 「新聲盃」中樂合奏比賽 2019 
初級組合奏(小學)：二等獎 

樂器重奏(小學)：三等奬 

新聲音樂協會 「新聲盃」中樂獨奏比賽 2019 
古箏初級組 亞軍：祝曉婷(4A) 

笛子初級組 冠軍(一等獎)：任祉伃(4A) 

藝韻管弦樂協會 第五屆香港國際音樂節  
兒童民樂拉弦組 第一名：任振滔(6A) 

兒童民樂吹管組 傑出金獎：任祉而(4B) 

珠海廣播影視傳媒控股 

有限公司、珠海市女子 

室內中樂團有限責任公司 

2018珠港澳中國民族器樂展演周 兒童組二等獎：任振滔(6A) 

屯門文藝協進會 屯門區中西器樂比賽 2018 
小合奏小學生組：良好表現獎 

古箏獨奏組：良好表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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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年度學生表現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成  績 

查篤撐兒童粵劇協會 第五屆查篤撐兒童粵曲大賽 

初小梆黃團體組冠軍 

初小梆黃個人組季軍：劉鎧翹(1B) 

初小梆黃個人組突出表現獎：李樂怡(1B) 

東九龍青年社 

綜合青年服務各中心 
第十二屆黃大仙區傑出學生 優秀學生：黃濼芯(5A) 

香港黃大仙工商業聯會 黃大仙文志獎學金最顯著進步獎 鍾心慈(6A)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2018第四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趙麗蘭(6C) 

教育局、香港藝術學院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8-2019 

(小學英語組) 

傑出舞台效果獎 及 傑出合作獎(全體)； 

傑出演員獎：吳鈞浩(5A)、黃保欣(5B)、 

      譚博文(6B)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第 55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高年級中國舞 甲級獎 

觀塘區文娛康樂促進會 第 47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少年組高小中國舞 銅獎 

天主教教育事務處 天主教香港教區宗教教育獎 
蔡彥渟(5A)、楊靖熙(5A)、 

林志浩(5B)、陸慰聰(5C) 

和富社會企業 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 2018/19 嘉許狀：區詠詩(6A)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智能家居解難挑戰賽(電腦編桯) 
三等獎： 

劉柏希(5C)、戴智軒(6A)、連嘉濼(6A)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機電工程署 
樂齡科技顯愛心 2018 (小學組) 入圍嘉許：４名 ; 優異獎：5名 

夢想閱讀計劃 《孩子的夢》結局創作大賽 
入圍獎：周豊晴(1A)、李靜鈺(1C)、 

    王卓盈(2B) 

 

星期五課外活動組別 
【靈性活動】 愛心天使 靜靜「雞」 【藝術活動】 彩色世界 國畫入門 

 天父的花園 小先知 【體育活動】 綜合體育 花式跳繩 

【韻律活動】 舞動小天地 夏威夷小結他  康體樂  

 認識小提琴 E樂團 【語文活動】 英語樂繽紛 普通話天地 

 高小合唱團  【其他活動】 桌上遊戲  

【STEM活動】 科探全接觸 Co出個未來 【制服及服務團體】 幼童軍 小女童軍 

 

校隊及課餘興趣小組 課後活動組別 
【舞蹈】 高小中國舞 拉丁舞    

【音樂】 中樂二胡班 中樂柳琴班 中樂古箏班 中樂笛子班 中樂中阮班 

 中樂團 箏樂團 鼓動節拍 小提琴班 牧童笛班 

 夏威夷小結他班     

【體藝】 田徑校隊(跑步,擲項,跳遠) 足球校隊/興趣班 乒乓球班 大網球班 

 小型網球班 簡易田徑班 欖球班 巧固球班 躲避盤班 

 籃球班 花式跳繩校隊/訓練班   

【藝術】 英文戲劇校隊 少林拳班 兒童粵劇 藝術小天使 園美大使 

【其他】 初小英文集誦 小小科學家 小跳豆 圖閱樂 奧數校隊 

 環保精英 創意發明家 校園小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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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年度成效與反思 

(一)加強整體學與教各方面的計劃，推動學生自主學習。 

成效 

 中英數常通過共同備課，於上下學期各自設計了一個能培養元認知的單元教案，內容包括： 

設計工作紙包括：目標「我想學…...」。課堂內：行動（寫關鍵詞）/ 筆記課堂內或課後：

自我評估、解決困難方法、改善的地方、注意的地方、向老師提出的問題等。並加入延伸

學習的課業，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興趣。 

 整體老師同意共同備課單元有助老師按照學生情況更仔細地編排教學內容及活動，亦能讓

來年教授該級別之同事能作為參考。 

 各科利用 Google Classroom以進行預習、鞏固或延伸學習。各科內容接近，主要是教育

電視、練習題、簡報、短片、網站資料、圖片、歌曲、數學科會有練習題或評估答案讓學

生自行核對，中文科利用 Google Form讓學生提交閱讀工作紙等。 

 學生已養成預習或利用 Google Classroom進行預習的習慣，這樣有助他們建立自學的態

度。 

 學生把預習/鞏固/延伸工作紙等貼於自主學習日誌內，除方便老師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果

外，亦方便學生溫習。 

 「自主學習日誌」 能有助檢視學生學習各學習策略及思維技巧的具體情況。當中各科均表

示 3-6年級的表現較突出。 

 各科都能深化本科的自主學習策略：中文-閱讀及寫作策略，英文-閱讀策略，數學-解難策

略，常識-高階思維策略。 

 透過觀察學生 1-6年級已完成中文科特定圖書閱讀計劃之工作紙，閱讀策略教授，顯示學

生能掌握閱讀策略及思維技巧，並能透過閱讀掌握思維技巧，及培養到反思的能力。 

 通過三層閱讀架構，不但提升學生對中英文科的閱讀技巧及興趣，亦因為第一層加入了數、

常及宗教科的圖書，促進了跨學科閱讀，及能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反思 

 由於各級各科均能利用 Google Classroom，以進行預習、鞏固或延伸學習等，所以此策

略可列入常規之中。 

 經過三年推動學生進行自主學習，老師已建立讓學生預習，及在課堂上有清晰的目標，所

以已建立自主學習的雛形。不過，在最後培養元認知方面，學生的自我評估，及提出解決

困難方法、改善的地方、注意的地方、向老師提出的問題等表現仍有待提升。所以建議下

一個三年計劃應聚焦提升學生學習動力。  

 中文科認為閱讀目的是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如工作紙過深會減低學生閱讀趣味，建議檢

視工作紙，並加以修改，讓學生更能享受閱讀興趣。 

 英文科建議來年可增加教授以下的閱讀策略: 編寫新的故事結果、時間線及各種圖表等。 

 數學科表示上、下學期各級共設計四張解難工作紙，於課堂中教授解難技，並於兩次總結

性評估中進行考核。老師皆同意此策略能讓學生掌握數學解難技巧，惟部份學生能掌握當

中技巧，但欠缺準確度，因此建議老師需多與學生進行解說或討論。 

 常識科為了加強高階思維訓練課程縱向及橫向的發展，下學年會重新檢視及修訂有關課

程。及在高階思維訓練課程中的「多想一步」能引發學生進一步思考及提升高階思維能力，

建議下學年加強學生於「多想一步」的訓練及提高答題要求。 

1718課程第三次會議記錄/1718課程第三次會議記錄/自主學習日誌課業.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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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年度成效與反思 

(二)發展生命教育，培養學生自我管理及承擔責任的能力與習慣，並強化學生互相

欣賞的價值觀。 

成效 

 全年已進行 12 次月訓，涉及 6 個主題包括自律守規、喜愛學習、尊重包容、感恩知足、

克己助人、自我反思，分高低年級進行，負責老師都預備了很豐富的材料，令學生進一步

認識相關的價值觀，根據老師觀察，學生都十分積極投入。每次月訓亦配以聖經金句，加

強學生確立正確價值觀。 

 根據學生問卷結果，超過 90%學生認同透過月訓及各級體驗活動能協助他們確立正確價值

觀，有助他們健康成長。 

 根據學生問卷結果，超過 90%學生認同透過校本輔導活動，能強化他們互相欣賞的價值

觀。又根據老師觀察學生比從前更加懂得欣賞身邊的人。 

 根據學生問卷結果，超過 90%學生認同透過班級經營及體驗課，能幫助他們建立自我管理

及承擔責任的能力與習慣。教師亦觀察到同學在自我管理能力、承擔責任的能力和積極性

都有所提升。 

 100%宗德課老師均認為宗德課程能協助學生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和生活態度。 

 12 月的馬賽克壁畫三場工作坊有校長、老師、學生、家長、校友、家教會成員等共 106

人參與。3 月中，在各校董及教職員見證下，由李炯輝校監及孫英峰神父主持揭幕禮，並

由孫神父為馬賽克壁畫進行祝聖禮。100%老師同意壁畫能提升校內的宗教氛圍。 

 小四靈修日營能帶出「聽天主的話去行事」的訊息，亦能讓學生經驗做主內話事人的喜悅。 

 四至六年級生命教育營能讓學生重新認識自己，及從實踐中建立正向的價值觀。安排宗教

老師入營，更令生命教育營具宗教氣氛，效果更佳。根據問卷調查結果，超過 80%以上學

生認為生命教育營能培養學生與活動相關的正確價值觀; 超過 85%家長認為生命教育營能

建立學生正向的價值觀。兩者結果均能達到預期目標。 

 
 

反思 

 通過訓輔、宗教及課程的互相配合，建構有組織的校本生命教育架構，有利學校發展生命

教育。建議優化校本生命教育課程，引入正向教育。 

 體驗課中的校本班營自理及班營遊戲課程涉及多種正確價值觀的培育，老師觀察到學生活

動過程均是愉快和投入。老師較去年熟習體驗課的運作及內容，令課堂更順暢。不過，根

據體驗課單元活動的檢討，有部份體驗課成效較低，所以建議下年度可抽起或優優這些成

效較低的課題。 

 四至六年級生命教育營成效顯著，家長和學生都有很高的評價，所以建議列入恆常活動。

除此之外，亦建議為高年級學生展開生涯規劃，並可配合生命教育營，這樣令為高年級的

生命教育更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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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年度財務報告 

項 目 摘 要 承上結餘 
18年 9月至 

19年 8月收入 

18年 9月至 

19年 8月支出 

19年 8月 

餘款 

政府帳 

（1）承上年度結餘：                            (A) $ 1,995,422.45   $ 1,995,422.45 

 「甲」基線指標：         

基線指標收入：   $ 1,006,886.85     

基線指標支出：1.學校及班級津貼     $ 752,232.43 $ (752,232.43) 

基線指標支出：2.傢具及設備     $ 232,344.00 $ (232,344.00) 

基線指標支出：3.補充津貼     $ 146,788.50 $ (146,788.50) 

基線指標支出：4.培訓津貼     $ 31,450.00 $ (31,450.00) 

基線指標支出：5.額外文書助理津貼     $ 176,400.00 $ (176,400.00) 

基線指標 - 收支及餘額(B)   - $ 1,006,886.85 $ 1,339,214.93 $ (332,328.08) 

 「乙」學校特定津貼：          

 1.修訂行政津貼   $ 1,166,370.67 $ 1,001,218.19 $ 165,152.48 

 2.學校發展津貼   $ 601,891.00 $ 645,924.00 $ (44,033.00) 

 3.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 386,009.00 $ 260,766.00 $ 125,243.00 

 4.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 128,416.00 $ 127,820.00 $ 596.00 

 5.校本新來港學童津貼   $ 36,650.00 $ 54,080.00 $ (17,430.00) 

 6.空調設備津貼   $ 265,951.00 $ 253,520.50 $ 12,430.50 

 7.學生輔導服務連額外津貼   $ 643,225.00 $ 618,277.00 $ 24,948.00 

 8.成長的天空   $ 114,927.00 $ 111,713.00 $ 3,214.00 

學校特定津貼 - 收支及餘額(C)   - $ 3,343,439.67 $ 3,073,318.69 $ 270,120.98 

補貼學習支援津貼不敷     $ 12,684.78 $ (12,684.78) 

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帳餘額：(A)+(B)+(C)   $    1,920,530.57 

學校帳 - 承上結餘 $ 590,506.21    

 1.普通經費帳   $ 199,772.98 $ 205,352.60 $ (5,579.62) 

 2.特定用途費 (包括冷氣及設備)   $ 91,000.00 $ - $ 91,000.00 

 3.其他 (包括學生收支帳及優質教育基金)   $ 367,411.20 $ 406,479.80 $ (39,068.60) 

 學校帳(本年度收支總額)    $ 658,184.18 $ 611,832.40 $ 46,351.78 

學校帳（餘額總數）   $    636,857.99 

 

 

三年期的關注事項（2016/2017 至 2018/2019） 

1. 加强整體學與教各方面的計劃，推動學生自 

主學習。 

2. 發展生命教育，培養學生自我管理及承擔責 

任的能力與習慣，並强化學生互相欣賞的價

值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