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樂善堂楊仲明學校

一至三年級
家長晚會

2019年9月19日



2018-2021年度
關注事項:

1. 提升學與教成效

2. 建立學生積極的學習態度

3. 營造正面校園文化



新的開始
訓輔組



我們的團隊

李桂珊主任

施偉森老師

馮慧珊老師

黃志好社工

陳寶江社工
彭玉津

實習輔導人員



校風及學生支援範疇

訓輔組 校本支援服務

2位駐校社工
1位樹仁大學實習輔導人員

1位警署學校聯絡主任
1位專責社工(兒童發展基金)

2位支授老師
1位駐校輔導員

2位教學支援助理
1位校本教育心理學家

1位言語治療師



班主任、班關顧老師及級訓輔
班 別 班主任 班關顧 級訓輔

1A 李珮雯老師 陳寶淇老師

馮慧珊老師1B 陳佩芬老師 余藝貞老師

1C 陳雯霖老師 許玉茹老師



班主任、班關顧老師及級訓輔
班 別 班主任 班關顧 級訓輔

2A 李凱儀老師 游淑芬老師

馮慧珊老師

2B 林維兒老師 劉靜儀老師

2C 吳麗萍老師 尤愷琳老師

2D 陳美華老師 譚頌朗老師



班主任、班關顧老師及級訓輔
班 別 班主任 班關顧 級訓輔

3A 鍾湘雲老師 盧佩儀老師

施偉森老師

3B 謝 峰老師 魏嘉瑤老師

3C 鍾翠兒老師 戴惠珠老師

3D 張凱恩老師 嚴士杰主任

3E 陳惠瑜老師 袁啟智主任



校園開放時間(上課日)

星期一至五 – 7:30a.m.至6:00p.m.

星期六 – 8:00a.m.至1:30p.m.

理想回校時間：8:00a.m.

理想接送時間：時段一 3:45p.m.

時段二 5:00p.m.

學生如沒有老師或家長陪同，不能獨
自留在校園內，以免發生危險





早 會 前 (7:30-8:15)

 吃早餐( 乘坐校車較早回校的同學 )

 到圖書館閱讀

 在雨操場下圍棋、安坐膠凳借閱圖讀

 在籃球場散步、跟同學聊天

 在小花園戶外桌椅範圍下象棋





早 會 (8:15-8:30)
星期一：月訓 / 每月升旗禮 / 齊賀每月壽星活動

星期二：於課室透過視像進行(包括品德培養、好書推介、頒獎等)

星期三：中文科學習成果分享(唱歌、朗誦、主持問答遊戲等)

星期四：於課室透過視像進行(包括品德培養、好書推介、頒獎等)

星期五：英文科學習成果分享(唱歌、朗誦、短劇表演等)



小息、午息、午讀

 吃小食、於樓層像水機添水、去洗手間

 到圖書館閱讀

 到3樓電腦室及1樓電腦角(搜尋學習資料、玩學校網頁的

小遊戲)

 在雨操場或籃球場活動(一年級會於下學期開始)

 在課室樓層活動(跟同學聊天、棋藝活動、閱讀)

 全校學生返回課室進行午讀(自備圖書或借閱課室圖書)

 本年度多元化小息：跳繩機、康樂棋、足球機等



帶回學校的物品

1. 不宜貴重
2. 必須是校用物品
3. 要寫上姓名及班別
4. 使用鉛筆，不用鉛芯筆
5. 預備一個雙層功課袋
6. 不鼓勵帶手提電話(填寫申請表)
7. 預備一個小息食物袋，鼓勵帶健康小食
※同時要避免學生帶過量金錢

(只使用八達通*)



請假、遲到及早退
病假：

1.上課前(7:30a.m.後)家長致電校方-2755 9195
2.填寫學生請假表(手冊P.12)及交醫生紙予班主任
3.病假超過三天，需具醫生紙

事假 :

1.要連同請假信事先通知班主任，並須得校方批准
2.最少兩個上課天前

遲到：

1.填遲到表
2.手冊會蓋上「遲到」

早退：

1.家長需要預先填妥手冊申請
2.到校填寫早退表格，方可接學生回家





暴雨警告信號 應採取的行動

黃色暴雨警告信號 除教育局特別宣布停課外，本校照常上課。

紅色或黑色暴雨警告信號

(i) 在上午5時30分至6時發出 1.所有學校停課。
2.學校實施應急措施，回校當值的教職員負責處理校務
及回答家長在緊急情況下的查詢。並安排人手照顧可
能返抵學校的學生；同時須在安全情況下，方可讓學
生回家。(紅雨適用) 

(ii) 在上午6時至8時發出 1.所有學校停課。
2.學校必須確保校舍開放直至正常放學時間為止，同時
安排教職員照顧已返抵學校的學生，並須在安全情況
下，方可讓學生回家。

3.未離家上學的學生應留在家中。(紅雨適用)

(iii) 在上午8時至10時30分
發出

1.學校應繼續上課，直至正常放學時間為止2.須在安全
情況下，方可讓學生回家。

(iv) 在上課時間內發出 1.學校繼續上課，直至正常下課時間。
2.家長如有需要，可到校接回子弟。



熱帶氣旋、持續大雨、異常天氣安排
熱帶氣旋

天氣情況 應採取的行動
當天文台發出一號或三號熱帶氣
旋警告信號

除非另行通知，否則本校照常上
課。

當天文台發出八號預警／八號或
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所有學校停課。

異常天氣(寒潮)

天氣情況 應採取的行動

天文台預測嚴寒天氣持續，教
育局宣佈全日停課

1.所有學校停課。
2.學校實施應急措施，回校當值的
教職員負責處理校務及回答家長
在緊急情況下的查詢。並安排人
手照顧可能返抵學校的學生；同
時須在安全情況下，方可讓學生
回家。



一人一職
家長角色﹕

鼓勵者、欣賞者、支持者



獎懲制度

1.設有優點、小功、大功、缺點、小過及大過機制。

2.學生所獲的優點、小功、大功及所記的缺點、小過、大過會

列印於成績表上。

3.(1)累積3個優點為一小功

(2)累積3個小功為一大功

4.(1)累積3個缺點為一小過

(2)累積3個小過為一大過



獎懲制度
全級首五名

交齊功課

為校爭光：代表學校參加比賽，訓練出席率達100%
獲得區際比賽首8名
晉身全港比賽決賽或獲得首8名

班長、領袖生、圖書館管理員

服務團隊：領袖生、幼童軍、小童軍、小女童軍、楊小愛心服務隊、公益
少年團、聖約翰救傷隊小約翰團、少年警訊及香港交通安全隊。
義工服務：甜心行動、賣旗、服務學習及校內大型活動服務生，服務時數
累積達5小時

圖書閱讀獎：每級全學年閱讀量最多首十名的學生

記優點一個



獎懲制度
欠交功課

遲到

擾亂課堂、集隊秩序、不守紀律

對師長無禮、說謊、書包、校服欠整齊

說粗言穢語、默書、測驗或考試作弊

毆打同學、偽冒或塗改家長簽名

「將功抵過」計劃

指定時間內(每次考試前計算)，透過額外服務協助知錯能改的學生「將功
抵過」。

記缺點一個



營造正面校園文化

學科及組別全面配合：

 以真誠、欣賞為校本輔導活動的主題

 舉辦正面健康標記學生及家長講座

 班級經營活動

 楊校生日樹、新生一百天活動

 參與教育局舉辦的「WE」正向動力計劃

 發展校本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

 加入正向教育的主題活動

 以主題形式透過視像早會或流動電子屏幕深化學生品德教育



楊校學生品德標記

仁
愛

勤
學

真
誠

欣
賞

自
律

感
恩



校本輔導主題

學生層面

教師層面

家長層面



楊校之星獎勵計劃

學 業 品 格

課堂表現良好 課業表現良好 仁 愛
踴躍參與周會
及成長課堂

中文默書 英文默書 真 誠 自 律

測 驗 考 試 欣 賞 感 恩

積極參與校隊訓練或多元智能
課

參加校外比賽
校外比賽中獲得冠、亞及季軍

參加校外義工服務:一人一職、
賣旗日，甜心行動、萬人行、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領袖生、
開放日服務大使等

設金、銀、銅獎，以茲鼓勵



學生操行

＊老師藉著操行獎勵制度來表揚學生。

評核內容 禮貌、負責、友愛、服務及紀律五方面的表現。

評核老師 班主任及中英數科任老師

評核標準
A
努力積極，表現突出

B
表現良好，尚可改善

C
表現一般，宜積極學習



我們的期望

家長和老師的共同任務是一起
教養孩童，使他們的家庭生活
與學校教育得以相輔相成。



多元化活動
嚴士杰主任



(星期五下午課時內進行)

循環組別

 Wonderland 、唱遊大世界、故事多樂趣、

繪本樂繽紛、普通話Fun Fun、百變摺紙

精英訓練

小小運動員、籃球校隊、合唱團、手鐘隊、粵語集誦、

英語集誦、英語話劇、棋藝班、互動劇場、環保小先鋒、

楊小愛心服務隊、校園電視台

全多元智能課



課後延伸活動

(星期一至五課後 、星期六開放校園)

 中國舞蹈 、中國武術、醒獅隊

 普通話演講班、硬筆及毛筆書法

 話劇組、創意色彩繪畫班、多元藝術創作坊

 小結他班、小提琴、手鐘、中國鼓樂

 奧數、劍橋英語、中英文面試技巧班

 男女子籃球隊、田徑班、花式跳繩、游泳班、

足毽班、拉丁舞、乒乓球、排球隊

 小童軍、幼童軍、女童軍、小約翰團、交通安全隊

、公益少年團、少年警訊

 MBot機械人、科技探究班



全方位學習津貼

• 政府2018年《施政報告》由2019/20學年起，發放「全
方位學習津貼」，以支援學校在現有基礎上更大力推
展全方位學習。

• 本校可獲得約七十多萬撥款，主要運用於：

－各科組參觀、學習活動的經費、車資

－部份課後延伸活動的導師費用、比賽報名費

－境外交流、遊學團津貼

－購置全方位學習所需的設備、學習資源



境外交流
為了豐富學生學習經歷，擴闊學生視野，本校每

年均舉辦境外交流團，本年得到政府各項津貼，將
加強推動境外遊學，希望有更多學生受惠。

-「同根同心」生態交流團 (12月)

-「姊妹學校」校隊集訓交流 ( 2月)

-「台灣遊學之旅」 ( 6月)



2019年度 評估安排



測考成績比重

上學期 下學期 全年

上學期
測驗

20% 下學期
測驗

20%

上學期50%

+

下學期50%

= 100%

上學期
考試

80% 下學期
考試

80%

上學期
成績

20%+80%

=100%

下學期
成績

20%+80%

=100%



測驗(20%) 考試(80%)

中文及英文科
全卷100%

一份綜合卷包括閱讀、寫
作

全卷100%
閱讀、寫作、聆聽、說話

數學及常識科 100% 100%

其他科目:音樂
普通話……

不設 考試週進行

施行時間
測驗週進行 考試週進行

10月 1月

3月 6月

• 考試考核範圍跟測驗考核範圍不會重複，數學科除外。

P.1-P.5



全年測考時間表
一至五年級 六年級

10月 測驗一佔20%
中文、英文(綜合卷包括閱讀、寫
作)數學、常識

呈分試 佔80%
中文、英文(閱讀、寫作、聆聽、
說話)數學、常識、音樂、視藝

1月 考試一佔80%
中文、英文(閱讀、寫作、聆聽、
說話)數學、常識、音樂、普通話

測驗一 佔20%
中文、英文(綜合卷包括閱讀、寫
作)數學、常識、普通話

3月 測驗二 佔20%
中文、英文(綜合卷包括閱讀、寫
作)數學、常識

呈分試 佔80%
中文、英文(閱讀、寫作、聆聽、
說話)數學、常識、音樂、視藝

6月 考試二佔80%
中文、英文(閱讀、寫作、聆聽、
說話)數學、常識、音樂、普通話

畢業試 佔20%
中文、英文(綜合卷包括閱讀、寫
作)數學、常識、普通話



測考時間表

•10月及3月測驗週P.1-P.5學生上午進行
測驗，測驗完結後繼續照常上課至
15:20

•1月及6月為考試週， P.1-P.6半天進行
考試，時間:08:15至11:30



中文科



課程
❖P.1-3粵教中，P.4只有1班普教中

❖教學以閱讀、寫作、聆聽及説話為主

寫作：P.1-2：四素句、六種行為句
P.3-6：命題作文



默書須知

•默書：每次考試前完成五次默書

（全年十次）小一上學期只有2次
小一、二：詞語、短句、趣味默書

小三至六：詞語、讀默或背默、趣味默書

、詞語運用填充題等



測驗及考試須知

測驗 考試
時間 10月,3月 1月,6月
評核範疇 1份綜合卷

(讀、寫)
4份卷：讀、
寫、聽、説

佔分比例 閱讀(連語文知識)：
70%+
寫作：30% =100%

閱讀(連語文知識)：
60% +
寫作：20% + 
聆聽：10% +
説話：10% = 100%

評核範圍 3個單元 3個單元



考試題型舉隅 (閱讀卷)
佔總分60% 範疇一：閱讀理解(佔閱讀卷30%)



範疇二：語文能力部分：(佔閱讀卷
約70%)
• 例子一：詞語填充 (供詞或不供詞)



• 例子二：標點符號

• 例子三：重組句子



• 例子四：擴張句子

• 例子五：改寫句子



• 例子六：排句成段

• 例子七：語文基礎知識(修辭、詞性等)



• 寫作 佔總分20% 1,2年級：

(如造句、寫四素句、六種行為句、看圖造句等)



• 寫作 佔總分20% 3-6年級：命題寫作

(*兩道題目)        
• (一)短文寫作:20%





• 説話 佔總分10% 朗讀 / 看圖説故事 /小組交談等

• 聆聽 佔總分10% 聽故事選出正確答案(選擇題，四選一)



如何温習中文?
打好基礎：

*温習工作紙



重點温習相關課業：

教科書+作業 補充 測驗



日常練習：
❖多讀課外書



英文科



小一至小三英文閱讀及寫作教學計劃
（PLPR/W programme)

•透過閱讀英文故事、拼音遊戲、唱歌及分組
活動，提升學生學習英文的興趣。

•每星期兩節於英語室上課，外籍老師、 英
文科老師和英文教學助理擔任教學，提升學
生的閱讀技巧和寫作能力。



校本拼音計劃

•於一、二年級進行。

•由外籍老師和英文科老師共同教
授基本拼音技巧。



• Books (書本)
• Textbook (T.B.) (教科書)

• Workbook (W.B.) (作業)

• Gramma Supplementary Exercise (Gra.) (語法補充練習）

• Listening (Listening) (聆聽練習)

• Reading bag (閱讀袋)

• Home Reading Booklet (閱讀紀錄)

• Storybooks (英文故事書)

• Exercise books (練習簿)

• PLPR/W Workbook (PLP W.B.) （校本作業）

• Penmanship (Pen.)（詞語）

• Worksheets (W.S.) (工作紙)

• Self-learning Task (Self T) (自學練習）

• Quiz （小測）

• Dictation (Dict.) （默書）

• Copy Book (C.B.) （字帖）

• Wordbank (英文字庫)

P.1-P.3 Books and exercise books
(一至三年級用書及練習簿)



•默書：二至三星期一次，約每單元一次。

•小測：約每單元一次。

•進展性評估：每次考試前

•測驗（20%）：上、下學期各一次

•考試（80%）：上、下學期各一次

評估方法



•測驗（綜合卷）
• Reading Comprehension閱讀理解(25%)

• Vocabulary課文詞語(10-12%)

• Language use課文句式(18-20%)

• Grammar語法(25%)

• Writing寫作(20%)

評估方法



comprehension閱讀理解(選擇題、問答)



Grammar(語法)Fill in the blanks (填充)



Language use(課文句式)make sentences(做句)



• 考試（四卷）

• 閱讀 (Reading) 60%

- comprehension閱讀理解

- vocabulary課文詞語

- grammar語法

- language use課文句式

• 寫作 (Writing) 20%

• 聆聽 (Listening)10%

• 說話 (Speaking)10%

評估方法



P.1, P.2 Writing(一、二年級仿作)



P.3 Writing (三年級寫作)



Speaking(說話)(朗讀、問答)



Speaking(說話)(圖畫描述)



學好英文科

• 串熟/默寫重點字詞

• 溫習小測及默書內容

• 考試前溫習書本、作業、補充、

工作紙、練習簿和進展性評估

• 做好預習功課

• 每天溫習老師教授內容

• 善用英文字庫（wordbank)自學

• 多閱讀英文圖書



數學科



測考四大範疇

•數範疇

•圖形與空間

•度量

•數據處理

•鞏固工作紙 (重溫已有知識)



測考卷題型
•數範疇 (P.1)



測考卷題型
•數範疇 (P.1)



測考卷題型
•數範疇 (P.1)



測考卷題型
•數範疇



測考卷題型
•數範疇



測考卷題型
•數範疇



測考卷題型
•數範疇



測考卷題型
•圖形與空間(P.1)



測考卷題型
•圖形與空間(P.1)



測考卷題型
•圖形與空間



測考卷題型
•度量 (P.1)



測考卷題型
•度量 (P.1)



測考卷題型
•度量



測考卷題型
•數據處理 (P.1)



測考卷題型
•數據處理 (P.1)



測考卷題型
•數據處理



常識科



常識科課程簡介：

•探究式學習

•以學生為中心

•豐富學習經歷



全方位學習

參觀科學園

參觀沙田文化博物館
參觀海下灣

參觀立法會

參觀衛生教育
展覽及資料中心

參觀消防局



科技研習

「常識百搭」公開賽

水火箭比賽

科學探究

科技探究活動



專題研習



服務學習



理財課程



溫習重點

常識家課類型：

•作業(作)

•工作紙(工)

•筆記簿(常筆)預習:XX

•剪報工作紙(剪)

•科學探究工作紙(科工)

•專題研習/報告(專題)

溫習重點：

•課本（課文總結、小總
結、圖片、圖表…）

•作業

•工作紙

•新聞時事（考試週用）



測考題型及要點

•測驗佔20%

•考試佔80%

•五、六年級呈分試
(呈報該卷100%所得分數) 

•測驗範圍5-7課

•考試範圍6-8課

•小測(測/考前)

注意:
• 測驗最少6個題型
• 考試最少8個題型



二零一九 年度





聖誕親子聯歡
樂善堂楊仲明學校
家長教師會



親子旅行





家長義工
樂善堂萬人行

賣旗



樂善「糖」甜心行動

家長義工探訪長者中心



學校旅行

午膳姨姨



家長學院

鼓勵家長與時並進，終身學習，提
升教養孩子的能量。



學分制度
參與家長講座、家長小組、義工
服務等均獲學分
設金、銀、銅獎，於結業禮頒發
證書





多謝大家
祝各位小朋友有個愉快的校園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