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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們的學校我們的學校我們的學校我們的學校 http://chsc.edb.hkedcity.net/primary 

                            粉嶺官立小學     
1.1 辦學宗旨辦學宗旨辦學宗旨辦學宗旨    

-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為學生提供均衡的基礎教育。 

-讓學生在愉快、關愛的環境下成長，啟發他們的潛能。 

-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及積極的態度，從而達到全人發展、終身學習，成為良好公民。 

-培養學生熱愛祖國，放眼世界，對社會、國家有承擔。    

 

1.2 教育目標教育目標教育目標教育目標    

-發展學生兩文三語、數學及運用資訊科技的基礎能力，能夠與人有良好的溝通和持續

有效地學習。 

-讓學生從愉快的學習經歷中，主動建構知識，達致學會學習。 

-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活動，促進全人發展。 

-培養學生正確價值觀，使他們成為良好公民；培養學生對國民身分的認同。 

-培養學生閱讀的習慣，促使他們從閱讀中學習，並讓學生能夠享受閱讀的樂趣。 

    

1.3 校訓校訓校訓校訓    

    

「智誠禮愛  勤奮自強」    

    

1.4 我們的信念我們的信念我們的信念我們的信念 

    

-我們相信每個學生都是可教，並且喜愛學習的。 

-學生主動參與課堂學習活動，是最有效建構知識的方法。 

-我們會貫徹因材施教的技巧，藉着良好的師生關係推動學習。 

-我們會刻意營造一個愉快、關愛的學習環境，以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及積極的生活

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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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們的學校我們的學校我們的學校我們的學校 

                            粉嶺官立小學     
1.5 學校管理委員會學校管理委員會學校管理委員會學校管理委員會 

學校於一九九六年參加「學校管理新措施計劃」，學校積極鼓勵持分者參與校政 

，發揮校本管理全校共同參與的精神。 

委員名單委員名單委員名單委員名單 

主席： 教育局副秘書長(四)黃邱慧清女士 

校長： 鍾慧儀女士 

獨立成員： 譚鎮傑先生，洪傑美女士 

教師成員：  何美蓮副校長，陳錦輝主任 

家長成員：  張智慧女士，吳瑜蓉先生 

 

1.6 學校行政架構學校行政架構學校行政架構學校行政架構 

 

 

 
 

 

 

 

 

 
 

 

 

 
 

學校管理委員會 
 

校長 

副校長(學校行政) 

課程一 

教務二 

 

訓育二 

訓育一 

教務一 

課程二 
學生事務 

輔導人員 活動 

副校長(學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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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們的學校我們的學校我們的學校我們的學校 

                            粉嶺官立小學     
1.7 人事調動人事調動人事調動人事調動 

    
陳艷祝校長調任官立嘉道理爵士小學 

關家恩老師、戴若華老師、張尚鎣老師、張惠欣老師及劉慧欣姑娘合約完成 離校校長及教師： 

何佩儀老師於十月中離職 

鍾慧儀校長由官立嘉道理爵士小學調任本校署任一級小學校長職位 

林桂香副校長由馬頭涌官立小學調任本校署任高級小學學位教師職位 

張詠嫻老師由佐敦道官立小學調任本校助理小學學位教師職位 

陳景嫦老師由九龍塘官立小學調任本校助理小學學位教師職位 

梁少萍老師由官塘官立小學調任本校助理小學學位教師職位 

蔡崢暉老師由南元朗官立小學調任本校文憑教師職位 

古達基老師由農埔道官立小學調任本校文憑教師職位 

鄺志強老師由香島道官立小學調任本校文憑教師職位 

黃佩詩老師及李銘老師續約為一年合約教師 

盧雅詩老師受聘為一年合約教師 

李芷琪姑娘受聘為本年度學生輔導人員 

陳尚宜老師受聘於本校填補何佩儀老師空缺 

調任本校的校長、副

校長及教師： 

韓潔老師受聘於本校填補陳言范老師空缺 

無薪假： 陳巧勤主任申請一年無薪假期 

借調： 張美英老師借調至(EID/LLSS) 

提早退休： 陳言范老師於十一月提早退休 

 

1.8 教職員編制教職員編制教職員編制教職員編制 

 

 46 教師： 1 校長, 2 副校, 8 主任, 1 圖書主任, 1 輔導人員, 1 外籍英語教師及 32 教師 

22 教學支援人員： 
1 助理文書主任, 3 文書助理, 4 教學助理, 1 學生事務助理, 2 電腦技術員, 7 工

友, 4 外判清潔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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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們的學校我們的學校我們的學校我們的學校 

                            粉嶺官立小學 
1.9 教師名單教師名單教師名單教師名單 

 

數目 姓名 職級 職位/組別 數目 姓名 職級 職位/組別 

1 鍾慧儀 Atg.HMI 校長 24 何偉廉 CM 4A 活動 

2 何美蓮 SPSM/DH 副校長 25 賴慧芬 APSM 4B 課程一 

3 林桂香 Atg.SPSM/DH 副校長 26 邱韻琪 APSM 4C1 活動 

4 潘志強 PSM 教務一 27 蔡立基 CM 4C2 訓育一 

5 唐  冰 AM 教務二 28 張嘉雯 APSM 3A 課程二 

6 林玉賢 PSM/CD 課程一 29 盧雅詩 TEMP 3B 活動 

7 夏麗儀 AM/EPC 課程二 30 張詠嫻 APSM 3C 教務一 

8 陳錦輝 PSM 訓育一 31 古達基 CM 3D 課程二 

9 李嘉慧 Atg.AM 訓育二 32 文麗芬 APSM 2A 課程一 

10 黎允量 PSM 活動 33 李文思 CM 2B 課程一 

11 謝敏詩 AM 學生事務 34 韓潔 CM 2C 學生事務 

12 陳國偉 CM  教務二 35 梁少萍 APSM 2D 訓育二 

13 鄺志強 CM  教務二 36 蔡崢暉 CM 2E 訓育二 

14 文嘉詠 APSM  6A 教務二 37 程綺華 CM 1A 教務一 

15 梁啟祥 CM  6B 訓育一 38 黃佩詩 TEMP 1B 教務一 

16 呂偉樂 CM 6C 訓育一 39 李婉華 CM 1C 教務二 

17 李  銘 TEMP 6D1 課程二 40 魏如茵 CM 1D 訓育二 

18 馮錦棠 APSM 6D2 學生事務 41 汪慧珠 CM 1E 訓育二 

19 陳淑芬 APSM 6E1 教務一 42 陳尚宜 TEMP 1F 學生事務 

20 郭嘉寶 CM 6E2 學生事務 43 陳佩玉 CM 1G 活動 

21. 陳景嫦 APSM 5A 課程二 44 韋震威 CM/LIB 課程一 

22. 杜振聰 APSM 5B1 訓育一 45 Stephen NET 課程二 

23 周小麗 APSM 5B2 學生事務 46 李芷琪 SGP 輔導人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粉嶺官立小學粉嶺官立小學粉嶺官立小學粉嶺官立小學    11111111////12121212    學校報告學校報告學校報告學校報告 

5 

1. 我們的學校我們的學校我們的學校我們的學校 

                            粉嶺官立小學 
 

1.10 已已已已獲獲獲獲教師教師教師教師專業訓練專業訓練專業訓練專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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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已獲英文基準已獲英文基準已獲英文基準已獲英文基準及普通話基準及普通話基準及普通話基準及普通話基準 

 

 

 

 

    

    

1.12 教師學歷教師學歷教師學歷教師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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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教師教學年資教師教學年資教師教學年資教師教學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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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們的學校我們的學校我們的學校我們的學校 

                            粉嶺官立小學 

1.14 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專業發展 

 

甲甲甲甲：：：：校外校外校外校外專業專業專業專業支援支援支援支援-優化課堂教學優化課堂教學優化課堂教學優化課堂教學 

科目 支援  機構 級別 方式 重點 初小中文分層支援教學 教育局 一年級 共同備課/觀課 改善學生中文閱讀及寫作 中文 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 中文大學 二年級 共同備課/觀課 小班教學策略研究 英文 老師英文戲劇教學訓練 非政府機構 四年級 共同研習/演出 改善學生英文說話及閱讀 數學 內地與香港教師支援 內地老師 二年級 共同備課/觀課 數學教學策略研究 
 

甲甲甲甲：：：：校外專業支援校外專業支援校外專業支援校外專業支援-教師專業發展日教師專業發展日教師專業發展日教師專業發展日 

日期  主題 主辦/主講 時間 內容 

21/12/2011 校本教師專業發展 註冊心理學家洪傑美女士 全日 輔導技巧 

27/02/2012 官小聯校教師專業發展 官校組/香港教育學院 全日 課堂研習 

30/04/2012 校園欺凌探討/參觀學校 教育局訓育及輔導組/官立嘉道理小學 全日 學生全人教育/PLPRW 

 

乙乙乙乙：：：：校本培訓及支援校本培訓及支援校本培訓及支援校本培訓及支援-共同備課及觀課共同備課及觀課共同備課及觀課共同備課及觀課、、、、課業課業課業課業檢視檢視檢視檢視 

 

乙乙乙乙：：：：校本培訓及支援校本培訓及支援校本培訓及支援校本培訓及支援-校內校內校內校內分享分享分享分享 

 共同備課/同儕觀課 課業檢視 評核觀課 科目 中、英、數、常 中、英、數、常 中、英、數、常 次數 備課：全年 8 次/觀課：全年 1 次 全年 3 次 全年 1 次 目的 
共同研討本科教學策略及設計課堂教學活動，並透過觀課檢討其成效 

檢視課業質量及向教師回饋更多能發揮鞏固學習功能成效的建議 

向教師回饋其教學表現，訂定校本教學質量指標，提升教學效能 

性質 舉行日期 主辦/主講 目的 英文教科書檢視 十一月 英文科科主任 篩選英文科教科書 言語治療工作坊 十二月 言語治療師 介紹言語治療的功能 中文教科書檢視 二月 中文科科主任 檢視中文科新版教科書 

TSA/校內各科試卷分析  二月 中、英、數科科主任 數據分析及討論改善建議 音樂教科書檢視 三月 音樂科科主任 篩選音樂科教科書 科務會議 全年三次 各科科主任 報告及討論各科科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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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們的學校我們的學校我們的學校我們的學校 

                            粉嶺官立小學 

 

1.15 與家長溝通與家長溝通與家長溝通與家長溝通 

本校定期舉辦「與校長有約」及「家長日」，向家長發佈最新消息，讓他們了解學校的

教育理念、清楚學校最新的發展動向、知道孩子在學校的學習情況；亦希望透過直接與

家長對話，聆聽家長的心聲，知道家長的素求，從而加強家校合作。 

日期 受眾 主題 性質 

27/08/2011 一年級/各級插班生 迎新日 新生適應 

21/09/2011 一、二年級家長 

22/09/2011 三、四年級家長 

23/09/2011 五、六年級家長 

「與校長有約」 介紹學校關注事項 

23/09/2011 區內/外家長 小一入學簡介會 介紹學校及小一入學申請 

02/03/2012 五年級家長 家長日 介紹升中派位機制 

16/12/2011 及 20/04/2012 六年級家長 家長日 報告學生學習情況 

24/02/2012 及 09/07/2012 一至五年級家長 家長日 報告學生學習情況 

22/06/2012 一年級新生及家長 小一新生入學服務日 資訊發放 

學校於學期開始向全校家長派發「家長與學生須知」手冊，讓家長了解學校的政策、制

度、運作、學生支援服務及與學校溝通的方法等。校方會透過學校網頁及通告向家長發

放最新消息，鼓勵家長利用電話或電郵與學校保持緊密溝通，亦歡迎家長與校長會面。  

 

1.16 家長教家長教家長教家長教師會師會師會師會      

學校於一九九五年成立「粉嶺官立小學家長教師會」，積極鼓勵家長參與校政，加強家

長與學校的溝通，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 
 

職務 教師委員 家長委員 顧問 鍾慧儀校長 --- 主席 --- 廖日暉先生 副主席 何美蓮副校長 張智慧女士 司庫 何偉廉老師 麥韻姿女士 秘書 陳尚宜老師 祝  英女士 學術活動 黎允量主任 吳瑜蓉先生 康樂 陳錦輝主任 劉苑珍女士 總務 謝敏詩主任 蔡秋琴女士 家長教育 李芷琪姑娘 陳冬花女士 (一月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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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們的學校我們的學校我們的學校我們的學校 

                            粉嶺官立小學 
1.17 家家家家校共建獎勵計劃校共建獎勵計劃校共建獎勵計劃校共建獎勵計劃      

本校希望透過一個積分獎賞制度的「家校共建獎勵計劃」，鼓勵家長多參與學校活動，

提升家長的親職技巧，協助孩子健康成長。以下是本年度「家長教育」的內容： 

 

類別 日期 活動名稱/性質    主辦機構/主持 出席人次 

19/10/2011 「港孩面面觀」講座 大埔浸信會社會服務處 79 

30/11/2011 如何協助初小子女學習數學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60 

07/12/2011 子女情迷『網』，管教子女有良方 明愛粉嶺家庭綜合服務中心 44 

08/02/2012 「財智兒童」 東華三院平和坊 37 

15/02/2012 「食物標籤你要知」 丹尼食品有限公司 34 

18/04/2012 認識特殊學習需要 大埔浸信會社會服務處 30 

家長講座 星期三上午 

30/05/2012 「親子理財教育」棋盤遊戲工作坊 東華三院平和坊 40 

26/10/2011 小一新鮮人 大埔浸信會社會服務處 35 

23/11/2011 建立孩子好品格 輔導人員 20 

14/12/2011 考試備戰 何副校長及小一班主任 60 

29/02/2012 情緒小管家 輔導人員 20 

28/03/2012 愉快親子溝通 輔導人員 10 

25/04/2012 身體小主人 輔導人員 15 

小一家長學堂 星期三上午 

23/05/2012 建立孩子自尊感 輔導人員 14 

06-08/12/2011 英語拼音班(A 班) 外籍英語教師 22 

13-15/12/2011 英語拼音班(B 班) 外籍英語教師 10 

19/1-1/3/2012 家長烹飪班(六節) 家長義工 45 

22/3-3/5/2012 基礎電腦班(五節) 本校資訊科技員 11 

家長學藝班 星期二、四下午 

10/5-7/6/2012 進階電腦班(五節) 本校資訊科技員 10 

19/11/2011 親子公益金賣旗 公益金 86 

17/12/2011 親親孩子遊戲日 輔導人員 163 

14/01/2012 親子製作新年吊飾 輔導人員 86 

17/03/2012 親子甜品班 丹尼食品公司 40 

26/05/2012 親子公益金賣旗 突破機構 102 

每月親子樂 星期六上午 

15/06/2012 親子手工藝班 義工 50 

 

1.18 家家家家長教師長教師長教師長教師會活動會活動會活動會活動 

為加強家長的凝聚力，學校定期舉辦大型活動讓家長參與，提高家長對學校的歸屬感。 

 

項目 日期 項目 日期 周年會員大會 22/10/2011 家長聖誕聯歡會 20/12/2011 運動會義工服務 10/11/2011 家教會周年大旅行 18/0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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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們的學校我們的學校我們的學校我們的學校 

                        粉嶺官立小學 

1.19 班班班班級級級級結構結構結構結構    

級別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總數 開班數目 7 5 4 3 2 5 26 

 

1.20 收生狀況收生狀況收生狀況收生狀況    ((((截截截截至至至至 30/06/2012)    

級別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總數 獲分配學位 175 125 100 90 64 160 714 註冊人數 170 121 104 90 64 161 710 空缺 5 4 -4 0 0 -1 4 

 

 

1.21 2012-2013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小一收生狀況小一收生狀況小一收生狀況小一收生狀況        自行支配學位 38 中央派發學位 173 後補學位 16 總人數 227 空缺 5 

 

1.22 各級各級各級各級男女生比例男女生比例男女生比例男女生比例    

010203040
5060708090

100

P.1 P.2 P.3 P.4 P.5 P.6
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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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們的學我們的學我們的學我們的學校校校校 

                            粉嶺官立小學 

1.23 學生居住地區分佈學生居住地區分佈學生居住地區分佈學生居住地區分佈        

0%10%20%
30%40%50%
60%70%80%
90%100%

P.1 P.2 P.3 P.4 P.5 P.6
其他區跨境粉嶺上水

 

1.24 學生出席學生出席學生出席學生出席率率率率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15/06/2012) 

96.6% 97.2%
98.3% 98.3% 97.5%

98.5%

95.5%96.0%96.5%97.0%97.5%98.0%98.5%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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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粉嶺官立小學 
 

2.1 重點重點重點重點發展項目一發展項目一發展項目一發展項目一：：：：優化小班教學策略以提升學生的學業表現優化小班教學策略以提升學生的學業表現優化小班教學策略以提升學生的學業表現優化小班教學策略以提升學生的學業表現    
                      
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本年度引進的校外支援包括優質教育基金「透過戲劇活動提升學生的英文閱讀及說話能

力」計劃、中文大學「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支援計劃、教育局小學數學科「內地與

香港教師支援網絡計劃」。學期結束前，透過教師問卷了解參與計劃的老師對計劃的評價，結

果顯示，大部份老師的評價是正面的，認為這些計劃能引入新思維，有助優化教學策略。透過

備課會、科務會議等機會，參與計劃的同事樂於與其他科任老師分享，交流有效的教學策略，

讓未有參與計劃的老師亦得益。 

本年度透過「粉官之星」校本獎勵計劃，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並改善學生的學習態度。95.2%

老師同意學生喜歡這計劃，並努力達到老師要求，爭取獎勵貼紙。 

在加強學生的學習技能方面，本年度各科組均擬訂計劃，有系統地訓練學生的學習技能。

學生在掌握查字典技巧、寫筆記、閱讀策略、解難及運用網上資源解決生活難題等方面均達到

預期目標，超過 80%學生掌握有關技巧。在提升學生的創造力及評賞能力方面，超過 90%學

生能透過「藝術評賞四步曲」描述及評鑑藝術作品，並創作節奏伴奏歌曲。在各級加強了長跑

訓練後，學生的在體適能的表現亦有改善。 

照顧個別學習差異方面，本校參加了「初小中文分層支援教學模式︰一年級全級優化教學」

計劃。整合了校本課程及《悅讀．悅寫意》教材，75%科任老師同意計劃能優化一年級的中文

教學，能有系統地讓學生掌握語文基礎知識。同時亦運用了評估工具，識別了 33名學生，提

前於下學期以小組形式開展第二層支援。觀察參與第二層支援的學生表現，在小組學習的情況

下，他們較能專心學習，在自己的基礎上進步中。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    

本年度參與的計劃頗多，部份老師需同時參與兩項計劃，備課、觀課及參與工作坊的次數

較多，會比較吃力。此外，部份本年度參與的計劃安排了教師工作坊，邀請參與計劃的老師參

加。唯由於工作坊多安排於上課時段，較難安排全組同事一同出席。 

小部分欠缺家庭支援的學生學習態度仍散漫，他們缺課、欠交家課的情況嚴重。「粉官之

星」未能提高這些同學的動機。此外，本年度同時進行了「粉官之星」及「我都做得到獎勵計

劃」，建議來年合併成一計劃，讓老師及學生均能聚焦。 

在加強學生的學習技能方面，本年度已有不錯的起步，期望來年各科組繼續就着學生的能

力及科組的特色，引導學生掌握不同的學習技巧，加強學生的自學能力。 

本年度一年級中文科任在整合校本課程及《悅讀．悅寫意》教材上付出了很多的時間及努

力，但來年將轉用新書，需重新檢視新教科書能否與《悅讀．悅寫意》課程配合。此外，由於

這課程有較多教材需整理，來年可安排一名教學助理協助一、二年級中文科老師預備教材。提

前引入第二層支援的效果良好，由教學助理以小組形式進行，學生透過不同的活動及反複的練

習亦漸見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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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粉嶺官立小學     
2.2 重點發展項目二重點發展項目二重點發展項目二重點發展項目二：：：：加強德育及公文教育加強德育及公文教育加強德育及公文教育加強德育及公文教育，，，，培養學生自律守規的良培養學生自律守規的良培養學生自律守規的良培養學生自律守規的良    

            好行為好行為好行為好行為        
                      
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在過去一年，學校推行了「粉官之星」校本獎勵計劃，所有的統計結果均顯示本計劃推行

的情況理想。根據學生問卷調查，全校有 90%的學生喜歡本計劃，尤以低年級的同學表現極之

投入，他們大部份都努力達到教師的要求，爭取更多獎勵貼紙。統計結果亦顯示有 46%的同學

能達到計劃的要求，在學期結束時能成功領取獎品；當中各班獲得最多貼紙的三位同學更能成

為「粉官之星」。 

此外，教師認為本計劃有具體的目標，能鼓勵學生朝著目標努力，學生在讚賞中自我推動，

建立遵守校規、積極學習、保持整齊清潔及樂於服務的良好行為。除此之外，學校亦得到大部

份家長認同「粉官之星」校本獎勵計劃能有效推動孩子自律守規，積極進取。 

在檢討的過程中，教師認同本計劃最成功的地方是「即時獎賞」的機制，及時的回饋能有

效肯定學生的正面行為，同時亦鼓勵了同學不斷努力，自我修正，成為自律守規的好孩子。故

此，我們日後會繼續努力，延續這個獎勵計劃，推動學生建立自律守規的精神。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    

然而，根據過去一年的訓輔個案，部份學生對自律守規的意識依然薄弱，少數個案更顯示

同學間曾有不少誤會與爭執，發展成衝突，甚至是校園欺凌事件。個案突顯出同學們缺乏了建

立良好人際關係及處理應變與衝突的技巧，故此，我們認為有需要於來年度修訂關注事項二的

目標與策略。 

我們擬於來年度參與教育局舉辦的「和諧校園齊創建」計劃，希望透過全方位、多系統的

反欺凌教育方式，宣揚「校不容凌」的訊息，建立和諧校園，讓學生能在一個健康及安全的環

境中成長。 

同時，我們亦會重新整理「成長課」的內容，以整全的系統教授「群性發展」綱目，教導

學生如何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讓學生明白要成為別人的朋友需要承擔責任；教導學生如何改

善自己及接納他人，並認識真正的友誼。 

班級經營乃滲透關愛與和諧訊息的重要平台，學校設立分級訓輔會議，每級每年舉行會議最少

三次，定期分享班級經營的成功策略，檢討級內德育及公民教育的推行情況，並對於個別嚴重

個案予以支援。 

此外，國情教育亦是個人成長，自我認識、角色定位及建立個人價值觀的基石，學校擬於

來年度透過認識國家、培育對國家情懷及實踐對國家承擔三個層面去推動國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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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粉嶺官立小學     
2.3 重點發展項目三重點發展項目三重點發展項目三重點發展項目三：：：：加強跨境學童加強跨境學童加強跨境學童加強跨境學童////新來港學童支援新來港學童支援新來港學童支援新來港學童支援        
                      
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在提升跨境學童/新來港學童的英文語文能力方面，學校舉辦了「英語基礎課程」班，聘

請外籍老師教授基礎英語詞彙、句式、對話及簡單拼音技巧。綜合學生在課業上的表現，大部

份的學生已能掌握基本的英語單字及一些日常用語；從課堂觀察所見，大部份同學能與外籍老

師進行互動，亦能在分組活動中以簡單的英語與同學溝通。在課堂上，他們都顯得十分投入，

樂於參與小組模式的學習活動。 

在協助跨境學童/新來港學童掌握繁體字及廣東話方面，學校舉辦了「繁簡字」班，教授

繁簡互換的基本原則。從學生課業所見，大部份的跨境/新來港學童能運用繁體字完成家課，

並能準確默寫繁體中文字。根據教師問卷調查，100%教師認為「校本繁體字課程」，有效協助

跨境/新來港學童學習繁體字，並提高了他們的閱讀及理解繁體字課本的能力。此外，大部份

的跨境/新來港學童在運用廣東話來表達與溝通的能力亦見進步。 

在協助跨境/新來港學童盡快適應香港生活方面，學校舉辦了一系列的活動，包括「友伴

同行」、「師長輔導」及「社群適應」活動。根據學生問卷統計結果，100%跨境/新來港學童表

示喜歡「友伴」，認為「友伴」和藹可親，能協助他們認識學校及適應新環境。100%跨境/新

來港學童喜歡出席「師長輔導」活動，認為「師長」細心聆聽他們的心聲，教導他們如何面對

困難，使他們對學校漸有歸屬感。100%的跨境/新來港學童表示喜歡「社群適應」活動，並認

同活動能讓他們認識香港。此外，就過去一年舉辦的「家長教育」及「社群適應」活動問卷所

得，100%的出席家長認同活動有助他們認識學校，尤其在掌握香港的學習文化及建立親子關

係的課題上得益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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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粉嶺官立小學     
2.3 重點發展項目三重點發展項目三重點發展項目三重點發展項目三：：：：加強跨境學童加強跨境學童加強跨境學童加強跨境學童////新來港學童支援新來港學童支援新來港學童支援新來港學童支援((((續續續續))))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    

從觀課所見，部份跨境/新來港學童的英語水平差異仍然甚大，極需要個別的輔導及支援。

但基於交通的問題，大部份的跨境學童都不能夠參與課前或課後的輔導課。在反思的過程中，

我們肯定了讓學生在課時內按能力分流學習的方向，所以學校擬於 2012/13 年度讓一年級的學

生參與由教育局主辦的 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 (Reading and Writing)，透過按能力分流的

教學策略，指導學生閱讀圖書及作寫作練習；學校亦會於明年利用英文閱讀課時段為能力較弱

的學生(ALAS_Academically Low Achievers)提供一對一的校本支援服務 Recovery Reading 

Programme，由教學助理教導學生閱讀故事書，希望服務能為學生填補學習差異，讓他們重拾

學習信心。 

然而，以學校現有的資源是不足以應付龐大的支援需求，尤其在新的學年，學校將配合教

育局的安排，收取八班一年級的小一學生，預計跨境學童的數字會進一步上升，個別的輔導及

支援的問題會日趨嚴峻。因此，學校有需要尋求額外支援。 

另一方面，雖然大部份的跨境/新來港學童已掌握了說廣東話的能力，並能在課堂上以廣

東話溝通；然而，由於校內的跨境/新來港學童的人數眾多，在課堂以外，他們大都傾向以普

通話互相溝通；就觀察所見，普通話依然是跨境/新來港學童的主要溝通方言，使用廣東話的

習慣及自信仍有待加強。 

在反思的過程中，我們認為有需要修訂現行在第一學習階段部份班別推行的「以普通話教

授中文」的政策，改為全面推行「以廣東話教授中文」，並需加強廣東話的說話訓練。此外，

學校擬於新學年，繼續參與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主辦的「小學校本分層支援」計劃，致

力建立校本分層支援教學模式，讓學校更有系統地提升學生聽說讀寫的基本中文語文能力及全

面支援中文科成績滯後的學童。惟是項計劃只提供教學建議，支援工作需由教師親自跟進，故

此學校需積極爭取校外資源為學童提供適切的支援。 

支援跨境/新來港學童的核心問題在於如何協助他們盡快適應兩地的文化差異，因為這是

跨境/新來港學童適應在本地學習與生活的最大絆腳石。惟學校的人力有限，去年所推行的計

劃之涵蓋面仍有不足，「友伴同行」、「師長輔導」及「社群適應活動」各項計劃中，所能涉獵

的範疇未能全面支援學生的需要。我們確信在過去一年的工作基礎上，我們仍需要繼續努力，

進一步部署更全面的支援系統，讓學生透過個人、家庭及社會三個層面的輔導，逐步融入本地

文化。我們期望學校能獲取更多的資源，協助學校全面推展跨境/新來港學童支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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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的學與教我們的學與教我們的學與教我們的學與教 

                              粉嶺官立小學 

3.1 各學習領各學習領各學習領各學習領域的教學時數百分比域的教學時數百分比域的教學時數百分比域的教學時數百分比    

 

 

 

 

 

 

 

 

 

 

        
3.2 課節課節課節課節    

 

 每週節數 基本班數 基本課節 校本小班 額外節數 總節數 

中文 9 26 234 4 36 270 

英文 8 26 208 4 32 240 

數學/圖書 7 26 182 4 28 210 

常識 5 26 130 2 10 140 

音樂 2 26 52 --- --- 52 

視藝 2 26 52 --- --- 52 

體育 2 26 52 --- --- 52 

普通話 2 26 52 --- --- 52 

資訊科技 1 26 26 --- --- 26 

綜合課 2 26 52 --- --- 52 

課外活動課 2 26 52 --- --- 52 

功課輔導課 3 26 78 --- --- 78 

總課節 45 --- 1170 --- 106 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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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的學與教我們的學與教我們的學與教我們的學與教 

                           粉嶺官立小學    

 

3.3 校本評核校本評核校本評核校本評核        

    

3.4 綜合課綜合課綜合課綜合課    

根據校情及學生需要，學校有必要更靈活地調撥課時，以提供拔尖及補底的支援。本年

度學校重新整合星期三週會時段，除保持原有的德育/公民教育講座及成長課外，學校

在本時段加入多種學習元素，安排舉例如下：  

進展性及總結性評估 年級 日期 年級 進展性及總結性評估 

第一次進展性評估 17-21/10/2011 第一次進展性評估 

第二次進展性評估 29-30/11 及 01-02/12 上學期考試 

上學期考試 10-13/01/2012 第二次進展性評估 

第三次進展性評估 13-16/03/2012 下學期考試 

第四次進展性評估 07-11/05/2012 第三次進展性評估 

下學期考試 

一至五年級 

11-14/06/2012 

六年級 

畢業試 

綜合課安排 週 德育講座 
P3 系統評估 

P6學科測驗 

TSA數 

PreS1數 

英語基礎課程 英語說故事 
藝墟 成長課 

網上 學習 
圖書課 

廣泛閱讀 

P5專題研習 

四 --- --- --- --- 1ABCDEFG 4ABC 3ABCD 5AB 6B 6ACDE 

五 --- --- 3ABCD --- 1ABCDEFG --- 6DE4ABC 6AB 6C 5AB2ABCDE 

六 4ABC --- 3ABCD --- 1ABCDEFG --- 6AB5AB 6CD 6E 2ABCDE 

七 1ABCDEFG 3ABCD 6BD --- --- 5AB 6C 6E 6A 4ABC2ABCDE 

八 --- --- 6ACE 3ABCD 1ABCDEFG 2ABCDE 1ABCDEFG 4AB 6D 6B5AB4C 

九 5AB --- 3AB --- 1ABCDEFG 6ABCDE 2ABCDE 3CD 4A 4BC 

十 3ABCD --- 6ABCDE --- 1ABCDEFG --- 2AB 2CDE 4B 5AB4AC 

十一 6ABCDE --- --- --- --- 1ABCDEFG 2CDE 2AB 4C 4AB5AB3ABCD 

十二 --- 6ABCDE 3CD --- 1ABCDEFG --- 4ABC 3AB 5A 5B2ABCDE 

十三 2ABCDE --- --- 6ABCDE 1ABCDEFG 3ABCD --- 4C 5B 5A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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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的學與教我們的學與教我們的學與教我們的學與教 
      粉嶺官立小學 

 

3.5 校本課程教學校本課程教學校本課程教學校本課程教學特色特色特色特色及及及及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年級 教學重點 上學期活動 下學期活動 

• 中秋節猜燈謎 

• 硬筆書法比賽 

• 校際獨誦比賽 

• P1：喜閱寫意日 

• 查字典比賽 中文 

• P1-6：單元教學活動設計-優化課堂教學 

• P1：分層中文教學支援-照顧學習差異 

• P2：小班教學策略研究-優化課堂教學 

• P1-3：每級兩班普通話教中文-優化語文教學 • 故事老友記 

• 硬筆書法比賽 

• 校際獨誦比賽 

• 校際集誦比賽 

• 英文週 

• 話劇比賽 

• 查字典比賽 
英文 

• P1-6：單元教學活動設計-優化課堂教學 

• P2-4：NET分層閱讀教學支援-照顧學習差異 

• P4：戲劇教學-加強學生英語能力 

• P1：英文講故事-加強學生英語聽說能力 • English Channel 

數學 
• P2：內地老師支援網絡-加強學生掌握數學概念 

• P3：進階解難技巧策略訓練-加強學生解難能力 
• 班際數學比賽 

• 數學日 

• 校外奧數比賽 

• P5：專題研習

匯報 

• 常識問答比賽 

• 科學探究活動 常識 

• P1-6：寫筆記訓練-加強學生自學能力 

• P4：小型專題研習-加強學生研習能力 

• P5：專題研習-加強學生研習能力 • 關注時事    

• 視藝比賽 視覺 

藝術 
• P1-6：「藝術評賞」四步曲-加強學生評鑑能力 

• 「嶺藝堂」評賞活動 

• 音樂欣賞活動 • 普通話歌唱比賽 
音樂 • P1-6：自創節奏伴奏歌曲-加強學生創作能力  

• 校際音樂節器樂獨奏及二重奏比賽 

• 運動會 • P4-6：籃球比賽 
體育 • P1-6：跑步訓練-加強學生體質 

• 跳繩活動 • P3-6：足球比賽 

• 校際獨誦比賽 

• 校際集誦比賽 

• 普通話電影欣賞 

• 普通話日 普通話 • P1-6：國旗下講話-加強學生國民意識 

• 普通話大使 

資訊 

科技 
• P5：「主題搜尋」活動-加強學生應用資訊科能力 

• P2-6：賀卡設

計比賽 

• P1-4：英文打字比賽 

• P5-6：中文打字比賽 

其他 
西方舞/獅藝/電腦精英/奧數精英/英語話劇/合唱團/英語集誦/英語獨誦/普通話獨誦/普通話集

誦/廣東話獨誦/國術/田徑/籃球/足球/嶺藝大使/藝墟表演/器樂獨奏/花式跳繩/體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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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的學與教我們的學與教我們的學與教我們的學與教 

                           粉嶺官立小學 

 

3.6 閱讀獎勵計劃閱讀獎勵計劃閱讀獎勵計劃閱讀獎勵計劃    

校方為了鼓勵同學多閱讀，本年度特別製作了一本設計精美的「閱讀小冊子」供同學登

記借閱紀錄；亦設「閱讀獎勵計劃」，獎勵借閱量高的同學，吸引更多同學到圖書館借

書。 

 

3.7  閱出彩虹閱出彩虹閱出彩虹閱出彩虹    

為了推動「愛閱讀，愛分享」的文化，校方定期出版《閱出彩虹》，刊登校長和全校老

師推介好書的文章，與同學分享閱讀心得，鼓勵同學在餘暇多閱讀圖書。同時，學校亦

向家長推介親子教育的圖書，籍此推動家長教育，促進家校合作。 

 

3.8 開放開放開放開放圖書館圖書館圖書館圖書館////圖書圖書圖書圖書角角角角////課室閱讀課室閱讀課室閱讀課室閱讀角角角角        

為了加強推廣閱讀風氣，校方全面開放閱讀角、圖書館及課室閱讀角，方便同學借閱圖

書。另外校方每天為每班供應一份報紙，也要求同學自備圖書，鼓勵他們利用「早讀」

時段閱讀。 

 

 圖書館 課室閱讀角 圖書角 

上課前 --- P1-6 P1-6 

早讀時段 --- P1-6 P1-6 

第一小息 P1-3 --- P1-6 

第二小息 P4-6 --- P1-6 

放學 P1-6 --- P1-6 

 

3.9 科本隨書計劃科本隨書計劃科本隨書計劃科本隨書計劃    

圖書主任與中文老師合作，透過不同主題，推介好書。圖書主任會預備有關主題圖書供

學生借閱，期望學生能利用圖書館資源進行自學。  
P1 P2 P3 P4 P5 P6 

中國傳統節日 成語故事 唐詩 寓言、成語故事、中國文化 歷史人物 成語故事、中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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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的學與教我們的學與教我們的學與教我們的學與教 

                         粉嶺官立小學 
 

3.10 「「「「閱讀大使閱讀大使閱讀大使閱讀大使」」」」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為凝聚一群愛閱讀之同學，圖書主任會挑選他們出任「閱讀大使」，為他們安排一系列特

定的培訓，提高他們之能力，為其他同學伴讀。校方亦培育這群有濳質的同學成為圖書

館管理員，為學校服務，於圖書館開放時間協助同學借閱圖書。 

 

3.11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閱讀習閱讀習閱讀習閱讀習慣慣慣慣    
 

 

名稱 目的內容 主辦/合辦/主講 

「閱讀大使」培訓 
示範如何選擇伴讀圖書、講故事及帶

領伴讀的技巧 
本校圖書主任 

「閱讀約章 2011」 鼓勵學生善用餘暇，培養閱讀習慣 教育局/語常會/香港教育城 

北區閱讀節作家講座 

「踏上創作路」 

讓同學認識更多好作家及理解創作之

心路歷程，促使同學們更喜愛寫作 

北區中學校長會/ 

校園小說作家伍諾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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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粉嶺官立小學 
 

學校希望透過舉辦學藝班及興趣班，除了提供拔尖補底的支援外，亦為校隊提供訓練，

發展學生的潛能。 

4.1 課課課課前前前前////課後班課後班課後班課後班及校隊訓練及校隊訓練及校隊訓練及校隊訓練 

課後 課前 IT 領袖生 男女子田徑隊訓練 舞蹈組 古箏班 女子籃球隊訓練 獅藝組 國術組 小一中文識字班/小二中文識字班 足球隊 電腦精英 跨境/新來港學童「師長輔導」班 星期一至五功課輔導班 跨境/新來港學童「友伴同行」計劃 
 

4.2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課課課課外活動外活動外活動外活動課課課課    

循環組 固定組 手工藝 科學遊戲 田徑 花式跳繩    足球    體操 今昔遊戲 舞蹈 英文集誦    籃球    圖書活動 中文遊戲 棋藝 英語話劇 羽毛球 乒乓球 低年級電腦 國術 低級組合唱團 幼童軍 說故事 高年級電腦 摺紙 普通話集誦 奧數 小廚師 數學遊戲 跳繩 高級組合唱團 小女童軍 嶺藝大使 讀寫樂‧小一讀寫輔助班 繁體字/廣東話班 
 

4.3 星期六學藝班星期六學藝班星期六學藝班星期六學藝班    低年級中數補習 低年級英文補習 初階英文拼音    高年級中數補習 高年級英文補習 進階英文拼音    新來港學童適應班 (低組) 英文創意寫作拔尖班 手工藝及繪畫班 新來港學童適應班 (高組) 電腦立體 LEGO 製造班 跆拳道 奧數 
 

4.4 其他學習經歷其他學習經歷其他學習經歷其他學習經歷 活動主題    年級 人數 主辦單位/參加學校 日期    「薪火相傳」國民教育活動系列：人文國情(客家文化) 四至六年級 44 教育局「同根同心」香港初中及高小內地交流計劃 11-13/11/2011 英語話劇匯演及招待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太平紳士 跨境學童及話劇組組員 40 大埔官小，沙田官小，屯門官小，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 08/05/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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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粉嶺官立小學    
 

4.5 音樂會音樂會音樂會音樂會        

活動主題 年級 主辦單位 日期 

管樂音樂會-管樂舞會 六年級 音樂事務處 10/10/2011 

觀賞英語音樂劇 英語話劇組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20/10/2011 

中國撥彈音樂會 五年級 無極樂團 25/10/2011 

粵劇導賞演出 五年級 香港青苗粵劇團 03/11/2011 

中樂音樂會-節日的中國 六年級 音樂事務統籌處 07/11/2011 《彼得與狼及龍蝦小姐關尼達》 四年級 香港城市室樂團 28/03/2012 「樂韻播萬千」音樂會：管樂 四年級 音樂事務統籌處 04/06/2012 

 

4.6 大型活動大型活動大型活動大型活動    
 

項目 日期 

秋季大旅行 27/10/2011 

第七屆運動會 10/11/2011 

上學期頒獎禮及下學期頒獎禮 23/02/2012 及 6/7/2012 

畢業教育營 16-18/05/2012 

 

4.7 參觀參觀參觀參觀    
 

日期 參觀地點 學生 日期 參觀地點 學生 

14/10/2011  香港科學館 P5 6-7/03/2012 北區公園 P1 

17-21/10/2011 粉嶺裁判法院 P6 13/04/2012 香港歷史博物館 P4 

14/12/2011 粉嶺公園 P2 19/04/2012 警犬訓練學校 JPC 

14/12/2011 食物衛生教育展覽中心 P3 03-04/05 及 09-11/05 香港歷史博物館 P6 

 

4.8 制服制服制服制服////服服服服務團隊務團隊務團隊務團隊    
 

幼童軍：26 人 小女童軍：30 人 IT 領袖生：22 人 少年警訊：30 人 公益少年團：101 人 風紀 A 隊：60 人 友伴同行：13 人 圖書館管理員：31 人 風紀 B 隊：60 人 班長：60 人 膳長：62 人 升旗隊隊員：16 人 

 

4.9 捐助捐助捐助捐助    

項目 籌得款項 日期 

公益金服飾日 $17,257.00 30/09/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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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粉嶺官立小學        
4.10 成長課成長課成長課成長課    

學校透過週會時段為學生提供講座及活動，向學生灌輸正確的價值觀；學習範疇包括「個

人發展、群性發展、學業及事業」，讓學生能更健康成長。     
4.11 「「「「成長的天空成長的天空成長的天空成長的天空」」」」計劃計劃計劃計劃    

此計劃會於四至六年級施行，希望透過「輔助課程」，提升學生的社交技巧及加強學生

的抗逆能力，從而使他們學會自己解決困難，管理情緒，進而回饋社會。 

 

六年級 五年級 四年級 

輔助小組(四次) 輔助小組(四次) 迎新及啟動禮 再戰營會 

愛心之旅 愛心之旅 輔助小組(六次) 家長工作坊(四次) 

戶外活動 戶外活動 愛心之旅(二次) 家長教師分享會 

--- 個別面談 挑戰日營 親子黃昏營 

--- --- --- 結業禮     
4.12 「「「「一人一職一人一職一人一職一人一職」」」」校本輔導計劃校本輔導計劃校本輔導計劃校本輔導計劃    

學校希望透過此計劃鼓勵學生在校內擔任不同職務，發掘學生的長處，讓學生在服務中

取得成功感及滿足感，找到個人的存在價值，從而提升個人的自信。     
4.13 輔導個案輔導個案輔導個案輔導個案    

學校輔導人員會為個案學生提供專業輔導，有需要時會轉介心理學家跟進，亦會與老師

及家長會面，為有需要學生提供調適切的服務。     
4.14 反欺凌反欺凌反欺凌反欺凌政策政策政策政策    

學校輔導人員會為個別有需要學生提供專業及適切輔導，為他們建立專責小組，加強學

生的同理心及正面行為。     
主題 活動 對象 推展月份 時間 主持 

粉官小領袖 小組輔導 P5 三月至六月 逢星期五課外活動 學校輔導人員 

反欺凌教育 班本 P1-2 試後活動 上課時間 學校輔導人員 

認識欺凌 班本 P6 試後活動 上課時間 教育局訓輔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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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嶺官立小學     

4.15 「「「「粉官之星粉官之星粉官之星粉官之星」」」」獎勵計劃獎勵計劃獎勵計劃獎勵計劃    

本計劃是以「即時獎勵學生正面行為」的理念，培養學生正確的學習態度，加強學生自

律守規的能力，以肯定學生的自我價值。學生在「遵守紀律」、「積極學習」、「整齊清潔」

及「樂於服務」四個範疇中有良好表現和有持續進步，就可獲發一張貼紙以示鼓勵。派

發貼紙準則可按個別班別及學生能力調整要求，每位同學會獲派發一本紀錄冊以紀錄貼

紙。計劃分兩期進行，每學期結算一次，每班於該學期得最多貼紙的三位同學將成為該

學期的「粉官之星」。同學累積到 80個貼紙時可向學生輔導人員換領銅獎禮物、160個

貼紙換領銀獎禮物、240個貼紙可得金獎禮物。每班全年累積最多貼紙的一名同學更可

得到獎盃以作嘉許。以下為獲發貼紙的成功例子： 

 

4.16 國情教育國情教育國情教育國情教育    
 

主題 年級 主講 日期 

升旗禮儀及中國四大發明 一至三年級 21/09/2011 

升旗禮儀及國旗介紹 四至六年級 28/09/2011 

升旗禮及國旗講話 一至六年級 

訓育組 

每月一次 

 

粉官之星：成功例子 

遵守紀律 積極學習 整齊清潔 樂於服務 

- 準時上學 

- 遵守校規，聽從老師指示 

- 保持安靜，專心上課 

- 得到老師批准才離開座

位和課室 

- 先舉手，後發言 

- 待人有禮 

- 尊敬師長，尊重同學 

- 勇於發問，用功學習 

- 課堂時積極回答問題 

- 每天交齊功課 

- 於默書、進展性評估

及考試中獲取好成績 

(按班本情況而定) 

- 帶齊書本、文具、笛、

視藝工具等課堂用品 

- 按時間表穿着

整齊校服 

- 注重儀容衞生 

- 保持座位整潔 

- 小心保管個人

物品 

- 樂於助人 

- 熱心為同學服務 

- 於「一人一職」服務

有良好表現 (如準

時出席服務等) 

- 參加校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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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訓訓訓訓輔支援輔支援輔支援輔支援     

校方全年定期舉行四次「分級訓育會議」，同級班主、訓育主任、學生輔導人員、課程

組專責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主任及校長會出席會議。討論學生校內行為表現，盡早了解學

生的需要，共同商議對策，為學生提供適切的支援。 

為了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訓育組為同學設立個人紀錄檔案，登錄同學的表現，並

專責跟進同學的違規行為；校方亦鼓勵同學將功補過，為同學創造服務機會，如設「一

人一職校本輔導計劃」，協助同學用「優點」抵銷「缺點」，讓同學重新建立自信，做個

遵守紀律的好學生。訓育組亦會透過各項培訓，加強同學的守規意識。 

活動 對象 月份 活動 對象 月份 紀律及團隊精神 風紀 A B 隊 九月 風紀日營 風紀 A B 隊 四月 秩序比賽 一至六年級 十月 秩序比賽 一至六年級 五月 生命教育日營 五年級 三月 清潔比賽 一至六年級 六月 

 

4.18 德育及德育及德育及德育及公民公民公民公民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訓育組及輔導人員會為學生定期舉辦活動，向他們灌輸正確的價值觀，提升其個人素質。    活動主題 年級 主持/主講 日期 開學禮暨敬師日 P1-6 校長 07/09/2011 跨境罪惡講座 P4-6 警民關係組警長 02/09/2011 撲滅罪行講座 P1-3 及 P4-6 警民關係組警長 12/10/2011 及 19/10/2011 無煙講座 P1-2 及 P4-5 香港吸煙及健康委員會 16/11/2011 及 23/11/2011 禁毒講座 P4-5 基督教巴拿巴愛心服務團 07/12/2011 參觀「禁毒及藥物資訊天地」 P4-6 少年警訊會員 香港警務處 12/12/2011 大埔警署 Y世代分享會 P6 少年警訊會員 香港警務處 03/01/2012 參觀警察總部：警犬訓練 P5 少年警訊會員 香港警務處 19/04/2012 清潔雙手講座 P1-2 及 P4-5 滴露 04/01/2012 及 18/01/2012 理財教育講座 P4-5 及 P2-3 香港會計師公會 08/02/2012 及 15/02/2012 壓力管理講座 P4-5 基督教巴拿巴愛心服務團 29/02/2012 樂活北區‧節能社會講座 P1-2 及 P4-5 大埔環保會 07/03/2012 及 21/03/2012 節約用水講座 P2,4,5 水務署 14/03/2012 接納與關懷 P1-2 及 P4-5 兔唇裂顎協會 18/04/2012 及 25/04/2012 細蚊仔與你 P1-2 及 P4-5 食物環境生署 02/05/2012 及 09/05/2012 

UAP分享 P3-4 大埔浸信會社會服務處 23/05/2012 一人一職 P2-6 班主任 30/05/2012 學童道路安全 P2 及 P4 香港警務處 06/06/2012 網上安全 P2-3 及 P4-6 香港影視處 20/06/2012 及 27/06/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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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政策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政策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政策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政策：：：：照顧學習差異照顧學習差異照顧學習差異照顧學習差異    

本校成立全校參與支援小組，訂立校本支援政策，透過班級分流、小組/個別教學、課

程/評估調適及安排教學助理在中、英、數主科入班(*)照顧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同學。  

6A 6B *6C *6D1 *6D2 *6E1 *6E2 

35 32 32 15 15 16 16 
P.6  

161 
� 6A – 精英班 

� 6B、6C – 普通班 

� 6D1、6D2、6E1、6E2 – 奮進班 (加強支援：中、英、數、常及班主任) 

5A *5B1 *5B2 

34 15 15 P.5  

64 � 5A – 精英班 

� 5B1、5B2 – 奮進班 (加強支援：中、英、數及班主任) 

4A  *4B *4C1 *4C2 

32 30 14 14 
P.4  

90 � 4A – 精英班 

� 4B – 普通班 

� 4C1、4C2 – 奮進班 (加強支援：中、英、數及班主任) 

3A *3B 3C *3D 

29 23 29 23 

P.3  

104 
� 3A – 精英班/普教中 

� 3B – 普通班/普教中 

� 3C – 精英班/廣教中 

� 3D – 普通班/廣教中 

2A 2B *2C *2D 2E 

25 24 23 24 25 P.2  

121 � 2A、2B  – 普通班/普教中 

� 2C、2D、2E – 普通班/廣教中 

1A 1B 1C 1D 1E 1F 1G 

23 25 25 25 24 25 23 P.1  

170 � 1A, 1B – 普通班/普教中 

� 1C, 1D, 1E, 1F – 普通班/廣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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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 中文科中文科中文科中文科分層分層分層分層教學教學教學教學支援支援支援支援        

校方為接受第一層全班優化教學後，評估為成績落後的學生提供具體而又有系統的中文

支援教學，包括小組支援及個別學習計劃。甄別準則包括接受「香港初小學生中文讀寫

能力評估」測試、參考學生校內試成績(中文科排名最低 15%)及由老師推薦。  
 

 2011-2012    2012-2013 2013-2014    

一年級 第一層：全班優化教學 第一層：全班優化教學 第一層：全班優化教學 

第一層：全班優化教學 第一層：全班優化教學 
二年級  

第二層：小組支援 120’ 第二層：小組支援 120’ 

第一層：全班優化教學 

第二層：小組支援 120’ 三年級  

 

第三層：個別學習計劃 120’ 

 

 

4.21 個別學習計劃個別學習計劃個別學習計劃個別學習計劃    

本校為被評估為有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及自閉症等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同學提供個別學

習計劃。心理學家會就學生在心理、行為、學習、社交各方面所需支援提供專業意見，

定期與老師及家長會面，檢討支援的成效。 

 

課前輔導及社交技巧訓練 

小組輔導 負責人 方式 

個案核心成員 班主任/輔導員 小組遊戲 

 

 

4.22 「「「「333333333333」」」」小老師培訓計劃小老師培訓計劃小老師培訓計劃小老師培訓計劃 

本校參加幼吾幼慈善基金舉辦的「333」小老師培訓計劃，為家境清貧但並沒有接受綜

援的學生提供課後功課輔導。此計劃目的是希望透過朋輩輔導模式，訓練高年級學生教

授低年級學生功課，培養學生「助人自助」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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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言語治療服務言語治療服務言語治療服務言語治療服務 

本校利用言語治療津貼向非政府機構購買服務，安排言語治療師駐校(逢星期二) 為有

需要接受加強言語訓練學生在上課時段提供服務；校方亦設四、五年級「言語大使」，

帶領一、二年級學生進行言語治療練習，增強學生的言語能力，讓他們更有效地在課堂

學習。 

負責人 服務 

言語治療師 
個別輔導 

逢星期二全日 

學生講座

19-20/01/2012 

家長講座

09/12/2011 

老師講座 

29/05/2012 

言語大使 
小組活動 

逢星期二小息 

 
 

4.24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本計劃是為清貧學生籌辦校本課後活動，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擴闊他們在課堂以外的

學習經歷。 
 

支援項目 時間 

課後功課輔導班 逢星期二及星期四 

英文寫作班(拔尖課程) 逢星期六 

玻璃工作坊(獎勵課程) 試後活動時段 

古箏班 逢星期二 

                                  
 

4.25 區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區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區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區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本校參加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屯門會所區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目的是為清貧學生

爭取更多資源，改善他們的學習環境，增強他們對社會的歸屬感。. 
 

支援項目 時間 

全方位學術研習班(課後功課輔導) 逢星期一、三、五 

戶外學習日 星期六 

社區服務 星期六 

多元智能藝術興趣班：參觀花展繪畫比賽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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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跨境跨境跨境跨境////新來港學童支援新來港學童支援新來港學童支援新來港學童支援 

本校為跨境/新來港學童提供重點支援，協助學童掌握學習技巧，提高他們的語文能力；

加強他們對學校的歸屬感，讓他們盡快適應學校生活及融入本地文化。 
 

支援項目 時間 年級 負責人 

英語基礎課程(補底) 逢星期三綜合課 一年級 非政府機構 

英語說故事(拔尖) 逢星期三綜合課 一年級 外籍英語老師 

「師長輔導」 逢星期三、四課前 一年級 老師 

「友伴同行」 逢星期一、二課前 一年級 老師 

繁體字及廣東話 逢星期五課外活動課 一年級 教學助理 

適應課程(中英數) 逢星期六 9:00-11:00 二至六年級 教學助理 

社群適應活動(認識香港一日遊)  星期六 24/03/2012  一至六年級 非政府機構 

 

4.27 其他支援服務其他支援服務其他支援服務其他支援服務    

為照顧來自不同家庭學童的需要，學校統籌多項政府及非政府提供的支援服務，為學生

提供服務。另本校亦會成立專責小組以招標形式向非政府機構購買服務，透過定期會

議，向持分者收集意見，監察其服務質素。 
 

提供支援服務類別 

政府 (人數) 非政府機構(人數) 

學童牙科保健計劃(672) 校車(243) 

學生健康服務及學生健康檢查(667) 午膳(686) 

書簿、車船及上網津貼(208) 書(713) 

關愛基金「在校午膳」津貼(182) 簿(713) 

關愛基金「境外學習」津貼(15) 校服(713) 

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144) --- 

為學校取錄新來港兒童而提供的校本支援計劃津貼(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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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生表現學生表現學生表現學生表現 

                            粉嶺官立小學 

 

5.1 學生校外比賽獲獎紀錄學生校外比賽獲獎紀錄學生校外比賽獲獎紀錄學生校外比賽獲獎紀錄 

類別 賽事 主辦單位 獲獎項目 獲獎生 「校園是我家」小學生硬筆書法比賽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高級組入圍獎 6B陳椀瑩    

6A陳海東 6A廖健聰 6A曾琳婷 6A潘偉航 金獎 
6A陳嘉熺    銀獎 6A梁文思    

6A梁綽姿 6A勞津玲 6A周駿鵬 6A鄧鈺珍 

第 9屆小六學術精英大挑戰邀請賽 2011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銅獎 
6A梁偉杰 6A楊海琪   獨誦亞軍 6A吳家惠 獨誦季軍 2D林晉旭 4B曹泳妍 3D林坤明 6A陸思敏 獨誦優良獎 8 人 

中文 第 63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詩詞及散文比賽)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獨誦良好獎 8 人 獨誦亞軍 4A鄭詠心 獨誦優良獎 27 人 集誦優良獎 1 隊 

第 63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詩詞及散文比賽)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獨誦良好獎 5 人 高小優異星獎 6B丘一一    中小優異星獎 3A麥馨紫藝    初小優異星獎 1G麥瑋成    高小優異獎 6A梁綽姿    

普通話 第十四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新市鎮文化協會/語常會 初小良好獎 1A元曉欣    傑出導演獎 Mr Dolphin    傑出男演員獎 3A 何振華    傑出女演員獎 6A 梁綽姿    傑出舞台效果獎 英語話劇組 傑出合作獎 英語話劇組 

2011-2012 香港學校戲劇節英語話劇(小學組)比賽 

教育局 /香港藝術學院 傑出整體演出獎 英語話劇組 金獎 6A陳海東 6A潘偉航   銀獎 6A陳嘉禧 6A梁偉杰 6A勞津玲  

6A何智昇 6A謝穎詩 6A曾琳婷 6A鄧鈺珍 

第 9屆小六學術精英大挑戰邀請賽 2011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銅獎 
6A梁綽姿 6A梁文思 6A楊海琪  獨誦優良獎 25 人 獨誦良好獎 3 人 集誦優良獎 1 隊 

英文 

第 63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語詩詞及散文比賽)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獨誦良好獎 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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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生表現學生表現學生表現學生表現 

                            粉嶺官立小學 
                                

5.1 學生校外比賽獲獎紀錄學生校外比賽獲獎紀錄學生校外比賽獲獎紀錄學生校外比賽獲獎紀錄((((續續續續)))) 

類別 賽事 主辦單位 獲獎項目 獲獎生 

6A梁偉杰 6A周駿鵬 6A曾琳婷 6A楊海琪 金獎 
6A鄧鈺珍    銀獎 6A陳嘉禧 6A廖健聰 6A潘偉航  

6A陳海東 6A何智昇 6A梁綽姿 6A梁文思 

第 9 屆小六學術精英大挑戰邀請賽 2011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銅獎 
6A魏敏婷 6A謝穎詩 6A溫迎穎  數學 第 7屆全港十八區(北區)小學數學比賽 2011-2012：創意解難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香港理工大學應用數學系 

季軍 6A李建成 6A梁偉杰   優異獎 1E雷靜怡 1F鄧鴻強 1F黃瑋莉  

1E李詠珊 1F李均培 1F勞嘉麒 2D洪峻樺 

3C陳宇航 3C杜穎芯 4B鄭芷珊 5A陳凱茵 
常識 

2011-2012 消防安全標語創作比賽 
北區防火委員會 良好獎 

5B顏美美 6A曾琳婷 6B李家俊 6D譚諾彤 視藝 
第 4 屆校園藝術大使 

香港藝術發展局 校園藝術大使 6A陸思敏 6A葉巧欣   優等獎及編舞獎：克羅地亞舞 優等獎及編舞獎：立陶宛舞 舞蹈 

第 48 屆學校舞蹈節西方舞(小學高年級組) 

香港學校舞蹈協會 全港學校舞蹈節-團體獎總季軍 

舞蹈組同學 

6A陸思敏 6A劉沛盈 6A梁綽姿 6A曾琳婷 金章 
6A鄧鈺珍 6A何咏欣 6A勞津玲 6A謝穎詩 

6A楊海琪 6A溫迎穎 6A吳家惠 6B陳依雯 

6B陳椀瑩 6B葉巧欣 5A陳凱茵 5A郭闓嘉 

5A鄭佩瀅 5A黃芷盈 4A吳家鳴 4A蔡雅淇 

資訊科技 

2011-2012 年度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銀章 

4A嚴卓琪 4A李凱瑤   

6A楊海琪 6A謝穎詩 6A鄧鈺珍 6A吳家惠 牧笛二重奏 良好獎 6D林雅詩 6D梁家源   高音牧笛獨奏 良好獎 
6A梁綽姿    一級鋼琴優良獎 4A朱碧瑤 4A王蘢兒   二級鋼琴優良獎 3C梁婉嘉    三級鋼琴優良獎 6A梁綽姿    五級鋼琴優良獎 6A郭嘉儀 6D梁家源 3C黃梓淇  

音樂 
第 64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七級鋼琴良好獎 6A梁文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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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生表現學生表現學生表現學生表現 

                            粉嶺官立小學 
                                

5.1 學生校外比賽獲獎紀錄學生校外比賽獲獎紀錄學生校外比賽獲獎紀錄學生校外比賽獲獎紀錄((((續續續續)))) 

類別 賽事 主辦單位 獲獎項目 獲獎生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屈臣氏集團 傑出學生運動員 6E劉靜思    第 14屆全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甲組 4X100米接力賽亞軍 
6D鄭浩斌    男子甲組推鉛球 第六名 6E歐俊濤    第二名 6E劉靜思    女子特組 400米 第四名 6E肖錦鳳    男子甲組 100米 第二名 6D鄭浩斌    男子甲組 400米 第二名 6E周嘉禧    男子甲組 60米 第七名 6D石重珩    

6D石重珩 6E鍾正傑 6E 鍾志誠 4C蘇 龍 男子甲組 4X100 米接力賽 
第四名 

6D鄭浩斌 6E 梁弘樂   女子特組 100米 第六名 6A吳靖雯 

6E歐俊濤 4C蘇 龍 6C梁君豪 6E鍾志誠 

6C伍尚禧 6E梁弘樂 6D林家豪 6D鄭浩斌 男子甲組團體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北區小學分會 

第四名 

6E鍾正傑 6E鄭嘉強 6D石重珩 6E周嘉禧 

6D陳子謙 6E鍾志誠 6E鍾正傑 6D石重珩 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 4x100 

南元朗官立小學 
亞軍 

6E周嘉禧    

6C梁君豪 6D石重珩 6D陳子謙 6E梁弘樂 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 4x100 
第四名 

6D鄭浩斌    

6A吳靖雯 6B潘心月 6E劉靜思 6E肖錦鳳 友校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 4x100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第四名 
6A謝穎詩    

6C丘二龍 6C伍尚禧 6C梁君豪 6E鄭嘉強 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 4x100 
第四名 

6E鍾志誠    女子組 4x100 

沙田官立小學 第四名 6E劉靜思 6E肖錦鳳 6A謝穎詩 6B陳依雯 

6C丘二龍 6D鄭浩斌 6D石重珩 6E鍾志誠 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 4x100 
季軍 

6E周嘉禧    

6A吳靖雯 6E劉靜思 6E肖錦鳳 6A謝穎詩 友校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 4x100 

屯門官立小學 亞軍 
6B潘心月    

6C丘二龍 6D鄭浩斌 6E鍾志誠 6A吳靖雯 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女混合 4x100 

馬頭涌官立小學 
亞軍 

6E劉靜思 6E肖錦鳳   

6C丘二龍 6D鄭浩斌 6E鍾志誠 6E劉靜思 

體育 

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女混合 4x100 

大埔官立小學 
亞軍 

6E肖錦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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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生表現學生表現學生表現學生表現 

                            粉嶺官立小學  
5.1 學生校外比賽獲獎紀錄學生校外比賽獲獎紀錄學生校外比賽獲獎紀錄學生校外比賽獲獎紀錄((((續續續續))))    

類別 賽事 主辦單位 獲獎項目 獲獎生 

6C丘二龍 6D韓曉明 6D劉晞逢 6D林家豪 6D鄭浩斌 男子組亞軍 
6E馬勉培 6E鄭嘉強 6E歐俊濤 6E鍾志誠 5A陳垠澤 

6B林嘉琪 6B吳莉莉 6B謝嘉瑋 6C袁鳳兒 6C黃秋如 

第四屆「北區小學籃球邀請賽」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女子組殿軍 
6D林樂嘉 6D李凱晴 6E黃敏怡 6E肖錦鳳 6E劉靜思 

6A黃朗軒 6C伍尚禧 6D石重珩 6E周嘉禧 6E鍾正傑 金盃賽亞軍 
5A熊健沂 5A胡俊軒    個人技能冠軍 6E鍾正傑     

體育 

2011-2012年度第四屆卍慈禁毒盃小型足球邀請賽
(小學組) 

香港紅卍字會大埔卍慈中學 神射手獎 6D石重珩     平花拳一等獎 6B 黃近南     小梅花一等獎 6C 丘二龍 
4A 楊 煥浩 

   五形拳二等獎 6C 許漢權     脫戰拳殿軍 F1 姚孝璁     

全港公開兒童國術分齡賽  2011個人賽男子中童組 B 組套拳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 虎豹拳優異獎 F1 黃其樂     

6A徐煒洪 6A黃卓駿 6A曾琳婷 6B張偉斌 6B黃近南 

6C丘二龍 6C許漢權 5A鄭佩瀅 5B何富坤 4A楊煥浩 

4C蘇 龍 3A朱穎兒 3C胡秀菲 3C梁婉嘉 3D林坤明 

第 31屆全港公開國術群英會(16歲以下) 團體賽 

優異獎 

3D胡慧儀     五形拳一等獎 6C許漢權     脫戰拳一等獎 6C丘二龍     小梅花一等獎 6A黃卓駿     

國術 

第 31屆全港公開國術群英會男子中童組套拳個人賽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 脫戰拳優異獎 4A楊煥浩     

6A陳慧祺 6B陳依雯 6B鄭佩淋 6D林樂嘉 4A朱碧瑤 跳繩 
北區小學校際花式跳繩比賽 

香港正覺蓮社佛像陳式宏學校 

花式跳繩優異獎 3A葉穎欣 3B麥嘉敏 3C胡秀菲   

2011柔道錦標賽 正東柔道會 國慶盃 5A黎思瑩     

2011 香港校際柔道錦標賽初級 

中國香港柔道總會 
個人賽冠軍 5A黎思瑩     柔道 

2011 最佳優秀傑出運動員選舉 
正東柔道會 優秀運動員 5A黎思瑩     

2011 公益少年團優秀團員選舉 
教育局 北區優秀團員 6A鄧鈺珍 6B徐林珍    

2011 第 3 屆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香島教育機構有限公司 
優秀小學生 6A潘偉航     其他 第一屆明日領袖 傑出青年協會 明日領袖 6A吳靖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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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報告財務報告財務報告財務報告 

                        粉嶺官立小學 

6.1 營辦開支整筆津貼收支平衡營辦開支整筆津貼收支平衡營辦開支整筆津貼收支平衡營辦開支整筆津貼收支平衡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20202020/0/0/0/06666/2012)/2012)/2012)/2012)       Revised Budget Actual Expenditure Unspent Provision Percentage Spent 

(A)一般範疇               
835 137 Other Education Purposes $676,015.00 $32,120.00 $643,895.00 4.75% 

835 302 Baseline reference provision - 

GPS 

$313,061.00 $158,794.48 $154,266.52 50.72% 

835 304 Baseline adjustment - GPS ($63,980.00) $0.00 ($63,980.00) 0.00%     小結 $925,096.00 $190,914.48 $734,181.52          
(B)特殊範疇               

834 203 新來港學童 $182,144.00 $165,163.25 $16,980.75 90.68% 

834 205 成長的天空 $100,459.00 $51,970.00 $48,489.00 51.73% 

834 206 全方位學生輔導津貼 $493,157.00 $163,350.00 $329,807.00 33.12% 

835 140 資訊科技 $345,356.00 $203,946.75 $141,409.25 59.05% 

835 210 CEG $608,939.00 $465,234.11 $143,704.89 76.40% 

472 115 TRG $179,695.00 $106,638.00 $73,057.00 59.34% 

835 214 加强言語治療津貼 $143,308.00 $75,712.00 $67,596.00 52.83% 

909 207 新資助模式輔導教學撥款 $948,961.00 $639,026.00 $309,935.00 67.34% 

909 409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津貼 $197,600.00 $156,547.01 $41,052.99 79.22%     小結 $3,199,619.00 $2,027,587.12 $1,172,031.88      合計 $4,124,715.00 $2,218,501.60 $1,906,213.40     
       

(C)課外活動經費      

       

834 301 課外活動經費 $714,397.52 $349,257.50 $365,140.02 48.89% 

       

       

  校長﹕鍾慧儀女士   主席﹕黃邱慧清女士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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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回饋與反思回饋與反思回饋與反思回饋與反思 

                        粉嶺官立小學  
學校根據學校報告內本年度各重點發展項目的成就與反思，回饋來年學校周年計劃的策

劃工作。以下為 2012-2013 年度學校周年計劃的三個重點發展項目：    
7.1 2012-2013 重點發展項目 

 

重點發展項目(一)：優化小班教學策略以提升學生的學業表現 

 

 

重點發展項目(二)：加強德育及公民教育，培養學生承擔責任

的精神，讓學生建立正確的個人價值觀 

 

 

重點發展項目(三)：加強跨境學童/新來港學童的支援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