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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宗旨  

 

本校的辦學宗旨是秉承滬江大學「提供全人教育」的辦學精神，以「信、

義、勤、愛」為校訓，致力培養學生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的發展，

發揮他們的潛能，鍛鍊學生自學、自律、自尊、自信、自立、自強的能力、

培養他們勇於承擔責任和發展他們的溝通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和創造力。 

 

本校實踐全日學制教育的理想，為學生提供優良的學習環境，希望引導

學生從群體生活中，學習辨別是非、判斷善惡、彼此尊重和互相接納等待人

處事的態度，從而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及積極的人生觀。  

 

基於以上的期望，本校無論在組織及管理方面，  本著中國人傳統的仁

厚精神，著重溝通，彼此尊重、諒解和合作，致力去達成辦學的使命。  

 

教育目標  

 

學校組織及管理的取向  

 

1. 制訂明確的政策和提供清晰的彈性處理原則，以增強教職員決策的靈

活性和自信心，提高工作效率；  

2. 增加校政決策的透明度和建立雙向的溝通渠道，以強化學校各階層的

管理；  

3. 提供不同的渠道，建立家長與學校的溝通系統，協助推行校政；  

4. 適當地調配校內人力資源，使能各展所長；  

5. 充份運用優良的校舍環境和完善的設備，為學生提供更有效的學習

環境；  

6. 著重教師培訓，鼓勵教師積極進修，發展其專業知識，提高教職員

的教學質素；  

7. 本著校本管理的精神，配合新年代的需求，鼓勵成員面對新角色帶

來的挑戰。  

 

 

課程統整的取向  

1. 均衡地安排八個學習領域的基礎課程，發展學生的創意思維及掌握獨立

學習的能力；著重培養學生的國民意識和積極主動的態度，使他們有

信心地運用合適的語言與他人溝通；  

2.  採用開放的模式設計課程，以校為本，配合社會學習環境的改變，因

應不同的學習領域，適當地加入體藝元素，培養學生對體藝活動的興

趣和鑑賞能力，為他們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  

3.   為學生安排不同類型的課外活動，提供機會，讓學生發揮個人的潛能

和認識自己的能力、學習在群體中自律及與人相處的技巧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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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與學理念  

1. 接納和了解學生的需要和能力，因材施教，發展學業以外的潛質；  

2. 以學生為本，因應學生的興趣，採用有效的教學法，培養學生主動學

習的精神；  

3. 培養學生求知的熱誠，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  

4. 鼓勵教師採用不同的教材和運用先進科技教具，提高教與學的效能；

適當地引進社會資源，配合教學課程；  

 

學生培育方向  

1. 智能和技能方面  

a. 發展學生兩文三語的能力；  

b. 培養運用計算及邏輯分析思考能力 ;  

c. 引導學生主動學習及掌握知識技能；  

d. 幫助學生發展體能、創作能力及審美能力；  

e. 激發學生發展成為主動及具探究精神和創意的學習者。   

 

2. 品德及群育方面的培養   

a. 培養學生的自信心、責任感、自律和服務精神，提昇他們的自我形

象；  

b. 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觀；  

c. 引導學生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和態度；  

d. 培養歸屬感和融入團體的能力；  

e. 培養學生接納別人和欣賞別人的態度，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建立

良好的人際關係 ;  

f . 引導學生了解個人在團體中的權利和義務；關心團體和適應社會的

轉變；  

g. 培養學生具備正確的公民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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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年度關注事項  

 

1 .  優化學校管理架構  

 

    1 .1 重組校務處職員及校工之工作架構及加強其工作效能  

  1.2 優化電子學校行政管理系統之效能  

       1.3 建立創新資訊科技系統，優化日常的領導管理和行政事務  

 

 2.  優化學與教效能  

 

  2.1 優化學與教，加強課堂自學元素，培養學生的自學態度。  

        2.2 提昇創新資訊科技的應用於學與教的效能。  

        2.3 推展教師於創新資訊科技的專業發展  

 

    3. 完善支援學生的策略  

 

        3.1 設立機制，支援教師照顧不同學習需要學生  

        3.2 善用社工的角色，提昇學生自我管理的生活技能   

        3.3 推展家長教育，提昇家長配合學校發展支援學生學習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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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一：優化學校管理架構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A. 重組校務處職員及校工之工作架構及加強其工作效能  

1. 減輕人事興替為

學校行政帶來的

衝擊  

1.  重新檢視各人之工作分配並作  

  適當調配以提昇工作效能；  

2.  重新釐訂校務處職員及工友的考  

  績程度  

80% 的 中 層 管 理

人員認為有效，能

維持行政管理的

效率  

 

管理及專

責人員的

意見調查 

全學年 副校長   

B. 優化電子學校行政管理系統之效能  

1. 提昇職員處理學

生資料的效率  

1. 檢視電子學校管理系統各模組之  

   運用情況；  

2.優化各模組效能；  

3.提供培訓並鼓勵老師靈活運用各模  

  組  

80%教師認為能夠

提昇他們處理學生

資料的效率  

意見調查  

 
全學年  電子學學校行政

系統管理組  

 

C. 運用創新資訊科技系統，優化日常的領導管理和行政事務  

1. 加強領導和管理  

  的效能  

1.建立電子行政平台，讓教師及文書  

  助理可以簡易地取得所須的文書資  

  源及常用的行政資料  

2.建立管理層與教職員運用創新資訊  

  科技系統溝通或作行事報告  

  的指引  

80%教師認為於處

理日常事務更有效

率  

意見調查  

 
全學年  資訊科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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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提昇學與教效能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以《主動投入   自我學習》為學校三年發展概念及以「覺察和探索 (適時 )」  為全校課程主題，緊扣全校學與教的

實施方向。  

1. 提昇教師和學生

在認知方面，如

何培養 <主動投

入和自我學習 >

的意識  

1 .  加強課堂自學元素，營  

  造課堂自學風氣  

2.提昇創新資訊科技的應

用於學與教的效能。  

 

1 .  50%學生能夠做  

  到主動投入和自  

  我學習 > 

2.  教師認為能夠提  

  昇 50%學生的自  

  我學習意識  

 

會議紀錄  

課程周年

檢討及各

科組檢討

報告  

 

全學年  課程發展主

任  

 

各科預算  

由 CEG 及  

EOBEG 

支出  

發展電子教學  

2 .  緊貼教育局的  

  教育政策  

1 .推展教師於創新資訊科

技的專業發展  

。  

 

100%教師認為專業

發展能夠幫助他們認

識創新資訊科技  

1 .問卷調
查  
2 . .觀察  

全學年  課程發展主

任  

資訊科技統

籌主任  

各科統籌  

EOBEG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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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三  ：完善支援學生的策略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設立機制，支援教  

 師照顧不同學習需  

 要學生  

 

1. 副校長統籌校風及學生支  

  援組訂立支援機制，於課堂  

  內外支援科任教師，減低他  

  們因照顧有特殊學習需要  

  學生，所引起的困擾  

 

 

1. 80%教師認為機制有  

  效支援他們在課堂上  

  因照顧不同學習需要  

  學生所帶來的困擾  

教師問卷  全學年  副校長   

2.善用社工的角色，

提昇學生自我管理

的生活技能  

1.根據學生情意及社交問卷

的數據，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

輔導計劃，發展他們自我管理

的生活技能  

2. 透過不同的社區資源 (如

護苗車、衛生講座等 )，建立

學生正面的價值觀，提昇學生

自我保護的意識。  

1. 80%家長認為 提昇
了 學 生 自 我 管 理 的 生
活技能  

家長問卷
調查  

 

觀察  

全學年  副校長  

社工  

 

3. 推展家長教育，提

昇 家 長 配 合 學 校 發

展 支 援 學 生 學 習 的

策略  

1.突顯社工在學校的角色，讓

家 長 認 識 及 著 意 提 供 渠

道，加強家校溝通，組織家

長學習圈，分享幫助學生學

習的策略和技巧；  

2.推廣學校網頁中有關學習

支援的資訊，加強家長對學

生學習支援的認識。。  

80%家長認為提昇他們
對支援學生的知識  

家長問卷
調查  

 

觀察  

全學年  副校長  

學習支援專責
教師  

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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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江小學 2014/2015 財政預算 

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2014/2015 學年 

政府津貼(元) 
基線指標 Baseline 

2014/2015 學年 

預算(元) 

1,138,587.00   學校及班級 660,000.00  

    教師專業發展 20,000.00  

    課程發展 25,000.00  

    家具及設備 250,000.00  

    學校圖書館 20,000.00  

    撥備長期服務金 60,000.00  

1,138,587.00   合計(A) 1,035,000.00 

  

教育局津貼額(元) 為特定學校而設的津貼 預算(元) 

1,209,600.00    
修訂行政津貼 

1,209,600.00  

12,000.00    
家長教師會經費及活動津貼 

12,000.00  

350,401.00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317,200.00  

681,032.00   學校發展津貼 
703,652.00  

664,776.00   
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639,354.00  

112,933.00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118,800.00  

819,000.00   
學習支援津貼 

746,000.00  

114,098.00   
整合代課津貼 

114,098.00  

3,963,840.00   
合計(B) 

3,860,704.00  

$5,102,427.00   總計 (A) + (B) 4,895,70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