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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宗旨 

秉承聖公會基督教辦學宗旨，以耶穌基督為主，並以校訓「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

精神，實行全人教育，使學生在德、智、體、群、美、靈六育皆有均衡發展。 

 

我們的校訓 

非以役人   乃役於人 

 

學校特色 

全方位學習 --- 本校靈活地善用多樣化的學習環境和社區資源，為學生創造機會，推

行全方位學習。我們期望透過真切情境和實際環境，讓學生從中獲取和運用知識，學

會學習。 

 

學校願景 

作為一所以耶穌基督為首，並以實踐基督愛的教育為目標的學校，我們相信每個孩子

都是寶貴、獨特、蒙愛及具有不同潛能的。我們期望孩子在偉倫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活

動，發掘他們的興趣及特長，在愉快的學習環境中經歷愉快的學習，打穩學習基礎、

建立自信心、優良的品格及終身學習的能力，並能認識基督，以基督為救主，一生跟

隨耶穌，作社會的良好公民及國家的棟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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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現況  

 

強項： 

1. 領導層重視教職員及家長的意見，透過不同渠道各方參與，共同制訂學校政策及

方向。 

2. 老師能夠抱著積極而開放的態度，接受教育改革的新挑戰，學校教職員能彼此關

懷、衷誠合作、上下一心，富有團隊精神。 

3. 教師年青具魄力，富教學熱誠、願意為學校發展而努力；關愛學生，師生關係良

好。 

4. 校風淳樸，學生品性純良、敢於嘗試、樂於服務、學校上下常能關愛不同種族的

孩子。 

5. 學生普遍對學校有強烈的歸屬感，喜愛上學，並踴躍參加學校活動。 

6. 學校能提供適應課程予非華語，加強他們的中國語文水平。 

7. 本校家長一向支持學校的發展，家長與教師一直保持良好的溝通。家長認同老師

教學認真，與學校關係良好。 

8. 家長重視培育子女，讓學生透過參與不同的課外活動以獲取更多學習機會，擴闊

視野。 

 

弱點： 

1. 學生住區分佈較廣，再加上車船班次限制，教師在安排課前或課後輔導時遇上不少

困難。 

2. 本校所處地區並無同類型的學校，教師較少與其他友校交流教學經驗。 

3. 本校位置偏遠，教師持續進修在交通上甚花時間。 

4. 部分老師年資較淺，與學生及家長的溝通技巧有待改善。 

5. 因要遷就學生交通安排，每天正規課堂時間較一般學校少。 

6. 學校近年有大量非華語學生，校方需調撥很多人力資源進行翻譯工作，以免影響活

動及政策的推行效率。 

7. 本校地區遍遠，交通不便，以致學生出外活動的車費、學校採購物品繳付的交通費

用均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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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機： 

1. 學校改善工程於 2005 年中完成，增設多個特別室，教學設備不斷完善，其中包括:

中央圖書館、常識室、語言學習室、學生綜合活動室及舞蹈室等，以提供更理想的

學習環境。 

2. 教育局推動學校自我評估，評估學校素質，有助學校自我完善及不斷求進步。  

3. 愉景灣交通網絡日趨完善，區內人口不斷增加，擴濶了學校的收生網絡。 

4. 愉景灣具獨特的社區文化，吸引了不少外籍學生入讀本校，令學生有更多機會接觸

多元文化。 

5. 近年有許多不同的撥款項目，為學校增添了不少資源，使學校發展更多元化。 

6. 引入啟發潛能教育理念，尊重信任教職員與學生，配合學校的遠景而訂定發展方

向，營造出和諧關愛的校園氣氛。 

 

危機   

1. 近年本港的出生率下降，適齡入學的兒童數量減少。 

2. 社區資源不足，學校對外溝通聯繫機會較少，發展較困難。 

3. 愉景灣有兩所國際學校，學校會面對不少競爭和挑戰。許多非華語或本地學生

均會在高小時轉讀國際學校。 

4. 近年融合教育的推行，加上大量的非本地學生，在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上，老

師照顧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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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實際上課日數：191 日 

各主要學習領域的課時 

小一至小六：學校時間表中各學習領域課時的平均百分比                                                                            

 

 

 

學生出席率 

年級 百分比(%) 

小一 97.8% 

小二 97.8% 

小三 97.1% 

小四 97.7% 

小五 98.3% 

小六 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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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一)：發展學習多樣性策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本年度目標 發展策略 成功準則 成效 建議 

1. 安排教師培訓

及課研，讓全體

老師掌握照顧

學習多樣性的

技巧 

 

 

 

 

 

 

 

 

 

 

 

 

 

 

 

 

 

 

1.1 為全體老師安排相關培訓，讓

老師掌握照顧學習多樣性的

理念及教學策略。 

1.2 透過培訓及分享會，提升教師

在課堂追問、轉問、運用不同

層次的提問和開放性問題的

技巧，同時關顧能力高及能力

稍遜的學生。 

1.3 安排培訓，提升教師對分組活

動、小組討論、匯報等技巧，

從而增強對不同能力層的照

顧。 

1.4 透過安排課研，讓老師有互相

觀摩的機會，並就課堂設計、

教材及教學技巧進行討論，以

鞏固教師對相關教學策略的

掌握。 

 

 

 

 

 全體教師接受相關培訓。 

 教師透過同儕觀課及評課，

落實: 

I. 共通能力:溝通協作、解

難； 

II. 學習技巧:主動提問、

P.1-3 摘錄學習重點、

P.4-6 摘錄筆記； 

III. 個人素質:堅持不懈、同

理心、自信心等相關策

略，亦能讓學生在課堂

上應用及練習有關技巧 

 

 

 

 

 

 

 

 

 

 已於 2018 年 9 月 7 日舉

行「提問技巧」工作坊，

共有 35 位教師出席。 

 已於 2019 年 1 月 10 日教

師分享會上進行「提問及

匯報」課堂實作分享，由

課程主任及部份科主席

作出示範。 

 已於 2019 年 3 月 26 日舉

行「提問技巧」工作坊，

由教育局校本支援組講

者主持，共有 35 位教師

出席。 

 上學期已安排全體老師進

行同儕觀課。同儕觀課要求

包含本年度的關注事項，鼓

勵老師在課堂上滲入個人

素質元素。透過互相觀摩，

教師討論於課堂落實共通

能力、學習技巧及個人素質

的情況。 

 

 

 本年度已安排足夠的全體

教師培訓，以提升教師透

過小組討論、匯報等策略

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

從觀課中反映計劃已見成

效。來年建議在現有基礎

上，加強學生的主動發問

和建立質疑並提出問題的

學習策略。 

 繼續鼓勵科主席主動推薦

相關講座、工作坊予科任

老師，讓教師掌握更對焦

有關科目的相關技巧。 

 電子教學在照顧學生學習

多樣性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特別是提升學習能力稍

遜學生的學習動機方面。

從觀課中察覺教師本年已

較少使用電子媒體，建建

來年加強這方面的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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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目標 發展策略 成功準則 成效 建議 

2. 優 化 共 同 備

課，整合及修訂

學習資源，發展

能配合不同學

習需要的教材 

2.1 在中、英、數、常科的共同備

課會中重點討論照顧學習多

樣性的教學策略。 

2.1.1 備課以課題或單元為單

位。 

2.1.2 就備課課題訂立明確

學習目標；設計學習活

動；設計提問內容及形

式；安排小組討論和匯

報以發展共通能力。 

2.1.3 發展切合高能力和低能

力學生的學習教材。 

2.2 透過與校本支援非華語小組

的定期備課會議，發展小二校

本中文非華語課程及教學策

略。 

 

 

 

 

 

 

 

 

 

 透過在共同備課會的討論，

每學期每級每科完成 2 個課

題或一個單元(不少於兩課

題)的教學設計，設計能反映

本年度的關注重點：透過小

組活動和匯報發展協作溝通

、解難等共通能力；能照顧

不同能力程度學生的學習資

源。 

 參與備課教師認為校本支援

組的共同備課能增進對課堂

教學的效能。 

 

 本年度共同備課以教師和

科作單位，中、英、數和常

識科老師透過備課會討論

合適的學習策略，以回應關

注事項的共通能力、學習技

巧和個人素質的培養，同時

亦探討照顧能力高及能力

稍遜的學生的策略。 

 備課會的成果以單元設計

及教材套展示，教材對應照

顧不同能力學生的需要。 

 中文非華語及常識科支援

計劃下之同級課研成效正

面，讓教師可以透過互相觀

摩提升教學技巧。 

 

 

 本年度共同備課以教師和

科作單位，部份涉及多於一

個主科的教師反映工作量

較大。單元設計已進行了

兩年，建議來年在維持原

有之定期同級備課外，可

在教材設計數量方面作出

修訂。 

 建議來年課研可延伸至更

多主要科目，提高教師互相

觀摩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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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目標 發展策略 成功準則 成效 建議 

3. 透過抽離式培

訓，分別照顧能

力較高和能力

稍遜的學生 

3.1 安排按能力分組教學： 

 小三至小六中文分組教學 

 小五至小六英文分組教學 

 小二至小三中文抽離式教學 

3.2 安排輔導小組 

 非華語學生課前及課後輔導

班 

 中、數早輔及英語字詞班 

3.3 安排高階課程： 

 如奧數班、英語話劇小組、辯

論隊、STEM 活動小組…等 

3.4 安排資優活動及比賽 

 資優遊學團 

 參與公開比賽，讓能力較高的 

學生能夠透過挑戰，發展內在

的潛能 

 

 

 

 

 

 

 

 

 

 

 能按學生能力發展需要為學

生組織高階訓練項目。 

 能按學生成績在安排合適的

小組以支援學生學習。 

 奧數班繼續為數學能力突

出的學生提供高思維的培

訓。 

 辯論隊和英語話劇小組分

別提供在中、英文方面有突

出表現的學生發揮所長的

機會。 

 常識科在下學期試後為小

三 至 小 五 安 排 了 結 合

Coding 與STEM的科探活動 

 小四及小五亦於下學期試

後各安排了一次以「Coding

與Microbit」為主題的STEM

活動日。 

 已成功舉辦以領袖和科技

為主題的日本遊學團，學生

在旅程其間參與了多項與

科技相關的活動，亦與當地

小學的學生作交流。 

 輔導小組、非華語學生支援

小組及輔導班能有效分別

協助能力較弱和中文能力

較弱的學生跟上進度。 

 配合常識科新課程，建議來

年可以加強常識科與電腦科

的合作，把編程與常識科的

科探有較緊密的連繫。 

 除了在課堂上進行STEM活動

外，建議在課餘或小息時段

，豐富 STEM CORNER 的學習

套件，提供一些不同程度的

材料，讓學生更自主地享受

STEM 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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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目標 發展策略 成功準則 成效 建議 

4. 透 過 班 級 經

營，提升學生的

學習技巧與效

能 

4.1 於課室佈置上，悉心安排學生

的座位，以便進行分組活動，

讓能力較佳的學生能夠支援

能力稍遜的 

 

 課室學生坐位安排能有助學

生上課進行學習 

 

 

 分組安排已張貼於每個

課室內，讓老師和學生清

楚知道自己的組別和編

號，以助活動之進行。 

 從觀課中察覺教師進行分

組活動和帶領學生進行匯

報方面的技巧已較上年有

所提升，學生亦能透過討論

和匯報提升學習的效能。 

 從觀課中察覺部份教師未能

掌握匯報的形式，部份仍以

發問形式進行。建議來年透

過課研和科組會議提示教

師善用課室小組的設置，

提供更多讓生小組形式進

行匯報機會。  

 

成就、反思及建議： 

1. 來年已安排了三次有關提問或小組討論的全體教師培訓或分享會，以提升教師透過小組討論、匯報等策略照顧學生學習的多

樣性，從觀課中反映計劃已見成效，部份教師對有關技巧已有理想的掌握，學生亦已習慣透過討論建構知識。來年建議在現

有基礎上，加強學生的主動發問和建立質疑並提出問題的學習策略。 

2. 電子教學在提升學習動機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從觀課中察覺教師本年已較少使用電子媒體，建建來年加強這方面的推廣。 

3. 配合常識科新課程，建議來年可以加強常識科與電腦科的合作，把編程與常識科的科探有較緊密的連繫。 

4. 從觀課中察覺部份教師未能掌握匯報的形式，部份仍以發問形式進行。建議來年透過課研和科組會議提示教師善用課室小組

的設置，提供更多讓生小組形式進行匯報機會。 

5. 共同備課單元設計已進行了兩年，建議來年在維持原有之定期同級備課外，可在教材設計數量方面作出修訂。 

6. 建議來年課研可延伸至更多主要科目，提高教師互相觀摩的機會。 

7. 除了安排全體教師的培訓工作坊外，亦鼓勵由科主席主動推薦相關講座、工作坊予科任老師，讓教師掌握有關技巧。 

8. 本年度在不同範籌已安排了高階課程，如奧數班、英語話劇小組、辯論隊、STEM 活動小組…等，讓能力較高的學生能夠透過

高層次的挑戰，發展內在的潛能。STEM 活動方面，除了在課堂上進行 STEM 活動外，建議在課餘或小息時段，豐富 STEM CORNER

的學習套件，提供一些不同程度的材料，讓學生更自主地享受 STEM 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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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提升學生個人素質及學習能力，裝備孩子具有領袖的特質。 

 

本年度目標 發展策略 成功準則 成效 建議 

1. 讓全體老師理解

個人成長及學習

能力與領袖特質

的關係 

1.1 邀請校外機構到校，為老

師進行培訓。 

 為全體老師安排相關培訓，讓

全體老師均能掌握影響學生

成長的不同要素 

 安排培訓工作坊，9月份舉辦

了一個從表達藝術活動帶出

如何把「培訓領袖」帶回工

作。 

 工作坊內容帶出領袖特質與

及讓老師探討各科組如何帶

領學生成為該組的領袖。例

如: 讓服務生了解崗位要求

, 然後讓他們獲得信任與支

持, 從而具信心貢獻自己。 

 來年就着學生個人成長

方面組織一些活動。 

 從KPM中反映學生普遍在

自律守規上是首位需要

注意的項目，故建議來年

可以此作為培訓重點。 

1.2 與全體老師訂定未來三

年學生的各項成長元素及

學習能力，並按年逐步發

展。 

 購買有關學生成長的書籍，並

按年訂定需要關注的成長要

素 

2. 以三層架構的理
念，提升學生的
個人素質，由課
室層面、「科」推
展至「組」以及
全校及抽離的層
面。 

 
 
 
 
 
 
 
 
 
 

2.1 由班主任透過班級經營，

刻意營造班風及班規。

P.3-P.6 指導學生設定目

標, 並由班主任在導修時

段，與學生面談，並適時

與學生檢討，了解他們需

要。並為每班設立心情顯

示卡(照顧學生情緒上的

需要)。 

 學校能按學生的實際需要規

劃以個人素質:堅持不懈、同

理心、自信心個人素質的活動

，並於每學年逐步推展。 

 豐富課室的運用，增加學習元

素及展示學生學習成果 

 透過學科學習及活動、環境佈

置，協助學生建立堅持不懈及

具備同理心的態度 

 透過不同組別，滲入領袖培訓

的元素, 如資優教育組、訓練

組及遊學團等不同活動 

把本年度 I.共通能力、II.學
習技巧、III.個人素質透過活

 本年度增設了導修時段，並

配合成長課讓老師實踐班級

經營。初小每班設立心情顯

示卡(照顧學生情緒上的需

要)。P.3-P.6 指導學生設定

目標, 並由班主任在導修時

段，與學生面談，並適時與

學生檢討，了解他們需要。

小五更在下學邀請了孔牧師

分階段為五年級學生在成長

路上進行心靈指導。 
 課室佈置在學期初加入學習

目標展示，增加學生展示成

果的機會。 
 小息時段新設小學圓活動，

由學生自行組織活動, 提升

 透過檢視本年度自評問

卷的結果，發現學生在

建立自信心方面有所提

升，但仍未懂得訂立自

己的學習目標, 建議繼

續加強成長課及班級經

營時段班主任引導學生

訂立學習目標, 並定時

修正。 

 本年度雖然已增加導修

課, 讓班主任有時間多

接觸學生，但成效不太

顯著，學生或家長仍希

2.2 在成長課內加入班級經

營內容, 配合校園及課

室佈置，提升學生對學校

的歸屬感。 

2.3 透過生日之星計劃, 每

班預備襟章為生日的同

學送上祝賀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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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於「科」或「組」內滲入

發展學生個人成長元素。 

動呈現。 
 
 
 
 
 

他們的自信心，增加學生歸

屬感。 
 同時亦於小息時段增設了

STEM CORNER, 讓在這方面

能力較強的學生帶領活動。 
 資優教育組及遊學團以

_STEM 作主題, 發展他們的

溝通協作能力,以及同理心。 
 早會除了宗教主題外, 老師

亦配合關注事項:同理心及

堅持不懈傳遞相關訊息。   

望老師能幫助他們解決

成長上所遇到的問題，

如身心發展、交友及學

習等方面，故來年輔導

組設計活動讓班主任定

時跟進。 

 透過檢視本年度自評問

卷的結果，發現學生在

建立自信心方面有所提

升，但仍未懂得訂立自

己的學習目標, 建議繼

續加強成長課及班級經

營時段班主任引導學生

訂立學習目標, 並定時

修正。 

 
 

 
 
 
 
 
 
 
 

 

2.5 增加課室壁報空間, 定

期展示學生作品。 

2.6 小息增設「小學圓」,讓學

生自發組織活動, 從而提

升自信心，增加學生歸屬

感。 
2.7 設立 STEM CORNER, 提

升校園和諧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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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三層架構的理
念，提升學生的
學習能力，使學
生 掌 握 學 習 技
巧 ， 由 課 室 層
面、「科」推展至
「組」 

 
 
 
 
 

3.1 於中、英、數、常各學科

中，透過共同備課，設計

能提升學生學習技巧及共

通能力的課堂策略(包括

小組學習活動、老師提問

、小組討論及匯報)。 
3.2 培養學生主動運用學習

策略，有效地達到所設定

的目標，教師透過學與教

的互動過程，適時加入自

學活動的元素，使學生學

會主動地計劃、選擇和運

用策略，達到所設定的目

標，培養自主學習的態度

。 
3.3 透過特別定期安排的共

同備課，結合社區資源或

STEM 項目進行聯課或跨科探

究日設計活動。當中讓學生

把各項能力貫通並進行展示

。 
 
 
 

 中、英、數、常各學科，教師

分別於上、下學期各設計教學,
教師透過共同備課討論(每學

期以 2 節課為單位, 上下學期

各 2 次) 
I. 共通能力:溝通協作、解

難 
II. 學習技巧:主動提問、小

組討論及匯報 
P.1-3 摘錄學習重點 
P.4-6 摘錄筆記 

III. 個人素質：堅持不懈、同

理心、自信心等相關策略

設計教學，然後於課堂內

實踐 
 能有效組織聯課活動, 讓學生

從活動中走出校園學習。 
 

 持分者問卷調查數據中，家長

對學生學習的觀感有所提升。 

 於課堂觀課中，老師們均能

緊扣小組討論作課堂設計

。部分優質課堂除了小組討

論外, 亦以不同層次提問提

升課堂質量, 帶領學生匯報

時能釐清或帶出新概念。 
 大部分高小課堂中, 老師均

能善用筆記作預習或課堂

重點摘錄。 
 從 KPM 數據中大部分學生

認為老師經常透過預習、運

用概念圖等方法指導他們

學習。 
 本年度每級上下學期除了

各一次聯課活動外，常識科

亦安排了不同的參觀活動

，擴闊學生眼界及讓學生從

活動中走出校園學習。 

 家長對學生學習的觀感有

所提升。 

 從持分者問卷調查數據

中，學生大部分認為老

師為他們安排課堂以外

的學習活動, 如參觀、

聯課或體驗活動仍有不

足。 

 鑑於本年度以「同理心」

及「堅持不懈」作為培

育學生個人素質上的發

展重點，從數據所得, 

學生亦認為學校有著意

教導他們如何與人相處

及在品德上的培育。但

同學、老師均認為學生

未能自律守規，故建議

下年度領袖培訓及個人

素質上以提升學生責任

感為發展重點，建議下

年度可透過「教育營」、

「風紀培訓」、「班級經

營」以及調整三葉草獎

勵計劃模式或內容，讓

他們成為自律守規的偉

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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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透過由小一開始重新進

行課程統整，提升學生的

學習動機及對學習負責

的正向態度。 

 提升學生的自信、同理心及堅

持不懈的精神。 

 小一本年度由賽馬會創新

基金資助合共設計了兩個

主題: 「蔬菜篇」及 

「蛋篇」。 

 下年度更需要與各科連

繫，於課程中作整合。 
使各科脈絡更緊貼主題。 

 

4. 讓家長了解及配
合學校發展 

4.1 透過發放校訊、家  長會

及家長工作坊等不同渠

道，，讓家長了解及配合

學校發展。 

 於家長會及校訊向家長解釋

學生學習語文的不同策略。 

 本年度家長教師會於下學

期一共發佈了三期會訊，

讓家長們了解家教會於校

內的工作。 

 本年度分別於 11/10 舉辦

了小一家長茶座, 2/11 舉

辦了語文工作坊、9/11 及

23/11 舉辦了數學初小及

高小家長工作坊，家長們

反應正面, 而且十分欣賞

老師們提供的學習方法。 

 

 本年度家長們大部分認

為學校經常讓他們知道

學校的情況及發展, 故

來年仍然會繼續透過家

長會、GRWTH 及家教

會會訊發放資訊,以增

加家長對學校活動安排

的了解。鑑於家長仍未

普及使用 E-通告回覆，

容易引致訊息混亂，故

來年仍會以紙本通告作

為各項學校活動報名途

徑。 

4.2 透過學校為小一入學家長

舉辦語文工作坊, 藉以協

助學生學習, 加強溝通, 

提升學生的學習自信。 

4.3 為非華語學生家長舉辦與

學習中文有關的工作坊, 

讓他們了解學習中文的

困難。 

 

成就、反思及建議: 

1. 本年度就着「個人成長及學習能力與領袖特質的關係」此課題作了一次教專培訓，加深了老師們在各組帶領上要注意的重點。 
2. 透過檢視本年度自評問卷的結果，發現學生在建立自信心方面有所提升，但仍未懂得訂立自己的學習目標, 建議繼續加強成長課及班級

經營時段班主任引導學生訂立學習目標, 並定時修正。 
3. 本年度雖然已增加導修課, 讓班主任有時間多接觸學生，但成效不太顯著，學生或家長仍希望老師能幫助他們解決成長上所遇到的問

題，如身心發展、交友及學習等方面，故來年輔導組設計活動讓班主任定時跟進。 
4. 鑑於本年度以「同理心」及「堅持不懈」作為培育學生個人素質上的發展重點，從數據所得, 學生亦認為學校有著意教導他們如何與人

相處及在品德上的培育。但同學、老師均認為學生未能自律守規，故建議下年度領袖培訓及個人素質上以提升學生責任感為發展重點，
建議下年度可透過「教育營」、「風紀培訓」、「班級經營」以及調整三葉草獎勵計劃模式或內容，讓他們成為自律守規的偉倫人。 

5. 本年度家長們大部分認為學校經常讓他們知道學校的情況及發展, 故來年仍然會繼續透過家長會、GRWTH 及家教會會訊發放資訊,以增
加家長對學校活動安排的了解。鑑於家長仍未普及使用 E-通告回覆，容易引致訊息混亂，故來年仍會以紙本通告作為各項學校活動報
名途徑。 



15 
 
 

2018-2019 中文科周年報告 

中文科呼應學校關注事項檢討: 1. 發展學習多樣性策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2. 提升學生個人素質及學習能力，裝備孩子具有領袖的特質。 

本年度目標 關注 

事項 

發展策略 成功準則 成效 建議 

1. 發展非華語課

程，照顧學生個

別差異。 

1 1.1 參與教育局支援計劃，優化非華語課

程。 

1.2 成立非華語核心小組，建立共同備課

學習圈。 

1.3 重新訂定小二非華語課程框架及評

估政策。 

1.4 優化小一非華語課程的框架及評估

政策。 

1.5 優化小三至小四非華語課程。 

1.6 優化小五至小六非華語課堂支援。 

1.7 安排非華語學生支援小組，協助非

華語學生學習中文。 

 

 制定適合小二的

非華語課程及評

估政策。 

 安排定期進行共

同備課(約兩星

期一次)。 

 依照教育局第二

語言學習架構要

求，制定小一至

小四非華語課程

框架。 

 能設計合適的教

材以協助小五、

小六非華語學生

完成課堂學習 

 按非華語學生需

要開設 1N 至 5N

支援小組。 

 

 

 

 非華語核心小組與

教育局非華語主任

於本年度共同備課

大約二十次，重整

小二非華語中文課

程，剪裁本地課

程，讓課程內容更

緊貼非華語學生需

要，使二智班學生

學習得更有效。 

 學習圈能給予意

見，優化其他各級

非華語課程框架及

內容 

 小五及小六非華語

學生在寫作上均得

到適切的支援，支

援老師以分層工作

紙教授不同程度的

學生寫作，檢視成

績及課業均顯示非

華語學生能在支援

老師協助下完成寫

作；此外，根據問

卷調查大約 45%的

學生及家長均來年

 本年度成立的非

華語核心小組能

有效帶領各級教

授非華語抽離班

的同工訂定各級

學習框架，讓各

級老師能檢視學

生學習成效，由

於本年度重整了

小二的非華語課

程，來年度在課

程上應開展至小

三年級，小三年

級應以與大班融

合為發展方向，

並檢視大班試卷

與抽離班的試

卷，收窄大班與

抽離班之間的差

異，使非華語學

生能有自信地回

到主流班與本地

學生一同學習。 

 本年度小五小六

非華語課堂支援

由於得到支援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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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均願意繼續接受

支援。 

 在成績上，非華語

學生經抽離評考

後，在聽說讀寫方

面，大約 70%的學

生均能達至合格的

水平。 

師的協助及分層

工作紙的幫助，

大部份非華語學

生需要於老師的

協助下完成寫作

內容，個別能自

行完成，亦由於

程序參差，而且

在寫作時均需要

支援老師給予協

助，以致學生在

考試時未能有好

表現，仍建議來

年度除以分層工

作紙形式作支援

外，程度較佳之

學生扶手、提示

會較少，亦可另

以詞表協助寫

作，讓支援老師

更能針對程度較

弱之學生作全面

的支援；另在其

他非寫作的日

子，亦可以分層

工作紙形式教授

語文基礎知識，

對非華語學生進

行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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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目標 關注 

事項 

發展策略 成功準則 成效 建議 

2. 透過課研及共同

備課，整合及修

訂學習資源，鞏

固教師對照顧學

習多樣性教學策

略的掌握。 

1 2.1 透過共同備課，設計能照顧學習多樣

性的教學策略，同時照顧能力稍遜及

能力較高的學生需要，並提升學生學

習技巧及共通能力的課策略。 

 於共同備課教案加入不同層次的提

問，同時照顧能較高及稍遜的學生。 

 於共同備課中訂定明確學習目標，

安排合適的小討論及匯報活動，以

發展共通能力 

 優化小二至小六寫作分層工作 

 發展小二至小六課堂活動分層工作

紙 

 教師於共備會議

中討論有關照顧

學習多樣性的教

學策略。 

 每學期每級完成

2 個課題或一個

單元(不少於兩

課題)的教學設

計，設計能反映

本年度的關注重

點︰透過不同層

次的提問、小組

活動和匯報等發

展協作溝通、解

難等共通能力﹔

能照顧不同能力

程度學生的學習

資源。 

 在共同備課教案

中能顯示教授學

生學習技巧︰ 

A. 共通能力︰

溝通協作、

解難 

B. 學習技巧︰

主動提問

P.1-3 摘錄

 透過檢視共同備課

手冊及單元教學設

計，可見科任在設

計單元教學設計時

有討論如何照顧班

學習多樣性，亦注

意設計不同層次的

提問。 

 透過檢視單元教學

設計及觀課活動，

可見小三至小六科

任在設計課堂中加

入不同層次的提問

及發展小組討論及

匯報活動，唯在中

文科在選取討論課

題上會有所限制，

但見大部份科任也

能選取正確的討論

課題。 

 於本年度中文科重

點視學報告中亦讚

賞科任普遍善用不

同層提問，能設計

追問及轉問，刺激

學生思考，提升教

學效能。 

 透過觀課活動，可

 本年度照顧學習

多樣性方面主要

也以照顧能力稍

遜的學生為主，

如 SEN 及 NCS 等

學生，但在課堂

上如何照顧能力

較高學生則有待

優化，建議校方

多安排工作坊及

支援，協助老師

提升照顧學習多

樣 性 的 教 學策

略，例如在大班

課堂上的照顧、

小組教學的照顧

等。 

 本年度科任配合

學校關注事項︰

發展學生小組討

論及匯報技巧，

以提升他們的學

習能力，已見成

效﹔但建議除了

訓 練 相 關 技巧

外，更可訓練學

生的歸納能力，

將討論所得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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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重點

P.4-6 摘錄

筆記 

 按小二至小六各

級寫作次數優化

寫作分層工作紙

內容。 

 每學期按單元設

計一次課堂活動

分層工作紙。 

見部份科任會利用

課堂活動分層工作

紙協助進行課堂活

堂，以照顧不同學

生的需要。 

 透過同儕觀課、檢

視筆記，可見科任

有教授 P1-3 學生

摘錄學習重點，亦

見 P4-6 學生初步

掌握摘錄筆記等技

巧 

果，或把課堂所

學的知識，運用

歸納方法匯報出

來。這樣更可培

養學生的自信。 

3. 透過抽離式培

訓，分別照顧能

力較高和能力稍

遜的學生，以提

升學習自信 

1 3.1 發展中文話劇小組，讓能力較高的

學生能夠透過高層次的挑戰發展內

在的潛能。 

3.2 發展課後中文興趣小組，以培養學 

對語文的興趣。 

3.2 開設二德及三德班，以照顧能力稍

遜的學生學習中文。 

3.3 安排課前、課後輔導班及非華語學

生支援小組，協助能力滯後的學生

跟上進度。 

 

 能按學生能力發

展需要為學生組

織不同能力培訓

項目。 

 能按學生成績在

學校行政上安排

小組支援學生學

習。 

 本年度開設中文話

劇小組，於逢星期

二課後進行訓練，

對象為三四年級，

學生在活動中表現

投入，從中能成功

培育他們的自信

心。 

 二德及三德班抽離

教學能集中以小組

形式學習，較能照

顧個別差異，亦讓

學生有更多機會表

達意見，老師易於

觀察，並設計適切

的調適課程。 

 

 

 建議來年繼續開

辦話劇小組，培

訓 中 高 年 級同

學，亦可以和校

園電視台合作，

增加培育學生自

信心的機會。 

 建議來年繼續開

辦 二 德 及 三德

班，讓有學習困

難的學生可以得

到適切的照顧及

課程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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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目標 關注 

事項 

發展策略 成功準則 成效 建議 

4. 透過教導閱讀策

略，積極推廣閱

讀風氣，深化學

生「從閱讀中學

習」，並鼓勵學

生參與語文活動 

2 4.1 安排學生定期向同學分享圖書。 

4.2 安排中文科任向學生推介好書，積

極鼓勵學生廣泛閱讀。 

4.3 中文科任於課堂裏加強指導閱讀策

略，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 

4.4 優化各年級圖書教學，設計合適的

閱讀。 

 

 科任能安排同學

於課內或課外向

同學分享圖書。 

 科任能定期向同

學作好書推介。 

 學生能運用所學

的閱讀策略分析

讀文，每學期能

完成最少 1 張閱

讀策略工作紙。 

 每級推介合適讀

物，全學年設計 1

次 圖 書 教 學 活

動。 

 本年度各級繼續為

學生訂購圖書，以

教授適當的閱讀技

巧外，目的更鼓勵

學生多閱讀不同種

類的圖書。 

 配合圖書組，本年

度於早會期間，由

科主席向全校學生

介紹圖書，以鼓勵

學生廣泛閱讀。 

 礙於課堂進度緊

迫，以致未有足夠

時間在課堂上好

好利用圖書作圖

書教學，建議可以

與圖書組合作，希

望圖書組老師能

推介一些閱讀活

動，以協助科任有

效地利用圖書。 

 每年只推介一本

故事書，加上老師

的推介是不足夠

培養閱讀習慣，建

議 與 圖 書 組 合

作，制定各級閱讀

書推介表，每組推

介 5-10 本閱讀圖

書，讓家長或學生

可根據推薦圖書

借閱。 

 閱讀策略已推行

多年，並在日常教

學上已應用，故建

議不用規定每年

設計1次閱讀策略

課堂，改以發展圖

書教學，可以發展

學生的品德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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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組周年工作計劃 

 

本年度目標 發展策略 施行時間 成效 建議 

1. 透過優化各種學

習策略提升學生

的語文能力 

1. 按級本需要設計思維策略活動，每學期進行

1次級大課活，並完成 2張工作紙。 

2. 按級本需要設計閱讀策略活動，每學期進行

1次級大課活，並完成 1張工作紙。 

3. 學生在單元教學完結後能利用網上閱讀花

園的自習篇章作延伸學習。 

4. 於一至六年級運用平板電腦教學及相闗教

學軟件促進教學活動。 

全學年  因為思維策略及閱讀

策略已推行多年，透過

檢視各級筆記或觀課

活動，可見各級能把相

關技巧融入教學中︰

透過檢視各級筆記概

念圖分析課文，掌握一

定的思維策略﹔透過

觀課活動，亦見科任將

閱 讀 策 略 融 入 課 堂

中。可見學生普遍能利

用順利完成，唯科任反

映教學進度緊迫，故往

往押後至學期末才開

始。 

 快樂閱讀花園成效不

理想，每級只有部份同

學完成。 

 本年度配合學校關注

事項︰發展學生的小

組討論及匯報技巧，故

二至六年級使用平板

電腦次數不多。 

 

 

 

 已透過檢視筆記及觀

課活動，得知科任已習

慣把思維策略及閱讀

策略融入教學中，加上

科任反映教學進度緊

方，故往往沒有時間完

成思維策略及閱讀策

略，多押後至每個學期

末才做，故建議取消每

年的大課及工作紙設

計，但仍需於教學中教

授相關策略。 

 建議繼續使用閱讀花

園作延伸活動，並把當

中收集的佳詞填寫於

筆記中，鼓勵科任多提

醒學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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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照顧學生個別差

異，提升學生學生

興趣及自信心 

1.  寫作分層工作紙︰二至六年級持續優化寫

作分層工作紙。 

全學年  根據中文重點視學報

告指出，本科寫作活動

大多扣連閱讀教學，達

到以讀帶寫的效果，而

寫作分層工作紙亦為

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寫

作框架和提示，有其效

用，但學生的內容較平

淡，套路痕跡明顯，往

往未能深刻表達個人

的感受或見解，這和寫

作工作紙給與扶手過

多不無關係。 

 為了改善學生寫作上

的問題，科組已於小三

至小六各級增設命題

寫作機會，建議在寫作

題目上也設計較開放

的題目，以刺激學生思

考及表達。 

 寫作分層工作紙有其

功效，但需修定，建議

以課堂上進行分層活

動更恰當，配以不同學

習活動，如加入影片、

聲效等刺激。 

3. 完善評估機制，透

過多元化評估促

進學與教 

 

1.  小一上學期按教學重點設計共三至四次進

展性評估。 

2.  於進展性評估後給予質性回饋。 

上學期  本年度上學期進行了

四次進展性評估。 

 

4.為給予學生正面鼓

勵，推動學生參與

語文活動 

1. 安排三至六年級各班每學期最少2次進入圖

書館閱讀圖書。 

2. 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校外校內語文科活動。 

3. 組織小一小五伴讀計劃，訓練小五學生於活

動期間，以一對一或一對二，陪伴小一學生

閱讀中文圖書。 

4. 透過不同渠道，讓學生展示學習成果，例

如︰與校園電視台合作，安排學生朗讀其寫

作作品﹔利用校園壁報張貼學生作品。 

全學年 

 

全學年 

11 月 

及 

4 月 

全學年 

 因為教學時間緊迫，故

各級普遍只能進館 1

次。 

 小一小五伴讀計劃於

上學期初順利完成，除

了能鼓勵學生多作閱

讀外，更能培養小五學

生的自信心，領導能

力。 

 除了利用中文科壁報

板展示學生佳作外，亦

把學生作品參加寫作

比賽及投稿春雨。 

 建議可以平均安排小

一小五伴讀時段，增加

次數，如在九月、上學

期評估後及期考後，發

展其持續性。 

 學生作品能在壁報或

刊物刊登，對學生來説

是一個肯定和鼓勵，故

建議參加不同比賽或

參加投稿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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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就、反思及建議 

 

非華語核心小組在教育局非華語支援人員的協助下，重整小二非華語中文課程，剪裁本地課程，讓課程內容更緊貼非華語學生需要，使

二智班學生學習得更有效。因著學習圈的建立，其他各級非華語課程框架及內容也有優化。在成績上，非華語學生經抽離評考後，在聽說讀

寫方面，大部分學生均能達至合格的水平。 

科任在設計單元教學設計時以討論如何照顧學習多樣性為重點，亦注意設計不同層次的提問。老師亦會在共備時加入更多的小組討論及

匯報活動，幫助學生主動學習，建立自信心。於中文科重點視學報告中，外評人員亦讚賞老師普遍善用不同層提問，能設計追問及轉問，刺

激學生思考，提升教學效能。本年度開設中文話劇小組、辯論隊作為拔尖課程，學生在活動中表現投入，從中能成功培育他們的自信心。此

外，本年度亦開設二德及三德班抽離教學，以小組形式學習，較能照顧能力稍遜的學生。 

非華語核心小組於本年度重整了小二的非華語課程，來年度在課程上應開展至三年級，三年級應以與大班融合為發展方向，並檢視大班

試卷與抽離班的試卷，收窄大班與抽離班之間的差異，使非華語學生能有自信地回到主流班與本地學生一同學習。小五小六非華語寫作課堂

支援時，建議除以分層工作紙形式作支援外，程度較佳之學生扶手、提示會較少，亦可另以詞表協助寫作，讓支援老師更能針對程度較弱之

學生作全面的支援 

本年度照顧學習多樣性方面主要也以照顧能力稍遜的學生為主，如 SEN 及 NCS 等學生，但在課堂上如何照顧能力較高學生則有待優化，

建議校方多安排工作坊及支援，協助老師提升照顧學習多樣性的教學策略，例如在大班課堂上的照顧、小組教學的照顧等。本年度科任配合

學校關注事項︰發展學生小組討論及匯報技巧，以提升他們的學習能力，已見成效﹔但建議除了訓練相關技巧外，更可訓練學生的歸納能力，

將討論所得的結果，或把課堂所學的知識，運用歸納方法匯報出來。這樣更可培養學生的自信。 

礙於課堂進度緊迫，以致未有足夠時間在課堂上好好利用圖書作圖書教學，建議可以與圖書組合作，希望圖書組老師能推介一些閱讀活

動，以協助科任有效地利用圖書。為改善閱讀風氣，建議與圖書組合作，制定各級閱讀書推介表，每組推介若干圖書，讓家長或學生可根據

推薦圖書借閱，從而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和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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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General English Annual Report 
A. General English Plans in response to the school major concerns of the year: 

1. Develop a diversity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to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2. Develop student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leadership skills. 

 
Objectives of 

the year 
Major 

Concern 
Strategies Success Criteria Success Reflections 

1. Enhance 
teachers’ 
questioning 
techniques 
and skills 
when 
conducting 
group 
discussions. 

1 1.1 In order to cater 
for learner 
diversity, 
workshops 
about 
questioning, 
high-order 
thinking and 
group 
discussion skills 
will be 
conducted. 

 

 Workshops are 
conducted. 

 Teachers master 
and apply the skills 
in their teaching. 

 A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orkshop about questioning and 
high-order thinking skills were 
conducted by Simon Herd, Advisory 
Teacher, NET section EDB on 26th 
February, 2019.  

 In the workshop, teachers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and they had to 
set different levels of questions with 
a fiction book or non-fiction book.  

 Most teachers found the workshop 
very practical and useful. They 
learnt lots of questioning skills and 
most of them were able to apply the 
questioning skills in their teaching. 

 A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orkshop about group discussion 
skills were conducted by officers, 
CDI, EDB on 26 March 2019.    

 Most teachers found the workshop 
useful for them to conduct a smooth 
group discussion in class.  

 

 The workshop could 
enhance teachers’ 
questioning skills and 
how to conduct a group 
discussion in class.  

 More professional 
teachers’ sharing could 
be encouraged as some 
teachers could 
demonstrate good 
practice with 
higher-order thinking 
and group discussion 
skills in classes.  
Teachers could also 
share their curriculum 
design and their teaching 
and learning materials in 
the collaborative 
mee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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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s of 
the year 

Major 
Concern 

Strategies Success Criteria Success Reflections 

2. Design and 
develop 
learning 
tasks to 
cater for 
learners’ 
diversity in 
collaborativ
e meeting. 

1 2.1 At least two 
co-planning 
meetings will be 
held in each 
level in each 
term.  

2.2 Lesson plans 
and worksheets 
that 
demonstrate a 
diversity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have 
to be designed. 

2.2 Learning 
objectives, a 
variety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methods (i.e. 
questioning, 
show-and-tell, 
group 
discussion, 
e-learning) and 
post-tasks (i.e. 
different types 
of presentation) 

 Lesson plans are 
discussed and 
developed among 
teachers. 

 Graded teaching and 
learning materials 
for each unit are 
developed. 

 Two detailed lesson 
plans or one module 
plan that 
demonstrates the 
major concerns are 
completed in each 
term. 
The major concerns 
are:   
I.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problem-solving 
skills 

II. Note-taking skills 
III. Value education 

(Perseverance, 
empathy and 
self-confidence) 

 At least two co-planning meetings 
were held in each level each term.  

 For P.1-6, different teaching and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materials 
were discussed and developed in the 
collaborative meeting. 
Two detailed lesson plans that 
demonstrated the major concerns 
were completed in each term.   

 For P.1, twelve sets of school-based 
worksheet booklets were developed. 
Eight sets of school-based writing 
tasks were designed to meet the 
needs of students. Most of the 
students were able to write with the 
vocabulary items or sentence 
structures that they learnt. Most of 
them could write a short text with 
three paragraphs to tell about 
themselves or their family or their 
favorite things. Most students did 
quite well in their writing 
assessment.  

 For P.2-6, graded worksheets, mini 
project work and PowerPoint were 
designed for each unit. Writing tasks 
and follow-up worksheets for each 
module were designed. Interest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materials 
have to be revised and 
further developed in 
P.1-6.  
 

 School-based worksheet 
booklets and writing 
tasks can be revised in 
P.1 and further 
developed in P.2.  

 Group discussion skills 
can be reinforced in the 
next year term, thus 
students could master 
the skills effectively.   

 More self-learning tasks 
can be prepared for more 
able students, and more 
guided task can be 
prepared to support the 
less able students to 
learn.   

 Show-and-tell activities 
can be further promoted 
to P.4-6. It could help to 
develop students’ 
confidence through 
sharing their favorite 
things with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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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stated in the 
lesson plans. 

 

topics and target language were 
integrated in the tasks.  

 Show-and-tell activities were done 
in every NET lesson in P.1-3. Most 
students were willing to bring and 
share their favorite things in class 
confidently. The student audiences 
were able to think of some questions 
and ask the presenters positively 
after the presentation. They enjoyed 
it very much.  

 Group discussions were conducted 
in P.3-6. Many interesting topics 
were chosen and students were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the 
discussion. Some students could 
present their work confidently.      

 Project work was done in NET 
lesson in P.2-3 each term. Most 
students’ work was creative. 

 Project-based learning was 
introduced in elite class (5 Faith). 
Students were able to search for 
information from Internet or books, 
organized their findings and 
presented their work. Most of their 
work was impre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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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nhance 
different 
learning 
skills 
among 
students 

1 3.1 Develop 
students’ 
generic skills 
through 
co-curricular 
activity by 
making use of 
our community 
resources. 

 At least one 
co-curricular 
activity is done in 
the whole year. 

 Project Book is 
completed. 

 One P.5 co-curricular activity was 
completed on 17th May 2019. They 
theme was “Amazing Nature” and 
most students enjoyed touring 
around in Central Park in Discovery 
Bay.  

 Students learnt some adjectives and 
idioms about nature. They had to 
observe ‘Nature A-Z’. At last, they 
had to write a thank-you letter to 
the creator of Nature and express 
their gratitude and love.  

 Most students completed the 
project book and their work was 
great. They learnt to love and 
respect the natural resources in 
their community. It was a very 
meaningful trip for students to 
explore our community resources.  

 The co-curricular 
activities can be 
promoted to more year 
levels.  

 A wide and varied 
selection of 
themes/topics can be 
included.  

 It is suggested to 
organize co-curricular 
activities in March or 
April as the weather is 
too hot in mid-May. A 
few students felt sick 
after the touring. The 
co-curricular activities 
can serve to be the final 
task of the learning after 
test / ex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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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Year Plan  
Objectives of the 

year 
Strategies Success Reflections 

1. Enhance 
school-based writing 
program to reinforce 
students’ writing 
ability and cater for 
learners’ diversity.  

1.1 Writing booklets with clear teaching 
and learning objectives, teaching steps 
have to be revised and further 
developed. 

1.2 All writing booklets have to be revised 
and graded tasks have to be designed 
to cater for learners’ needs.  

1.3 Authentic and interesting tasks, as well 
as varied teaching and learning 
strategies have to be discussed in 
co-planning meeting so as to infuse 
different learning skills, particularly 
problem-solving skills in the 
curriculum.  

1.4 Value education is infused in suitable 
topics to enhance positive thinking. 

 Writing booklets with clear teaching and 
learning objectives, teaching steps were 
revised. 

 All writing booklets were revised, and 
graded tasks were designed to cater for 
learners’ needs.  

 Authentic and interesting tasks, as well as 
varied teaching and learning strategies were 
discussed in co-planning meeting so as to 
infuse different learning skills, particularly 
problem-solving skills in the curriculum.  

 Value education was infused in suitable 
topics to enhance positive thinking in all year 
levels: 

P.1  Love their family 
 Care for animals 

P.2  People who help us 
 Old clothes donation 

P.3  Keep the beach clean 
 Be kind to people 
 Don’t be greedy 
 Healthy habits  

P.4  Be good to living creatures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Helping others 

P.5  Love each other 
 Help people in need 
 Be thankful and persistent  

P.6  Help people in need 
 Don’t give up on what we 

believe in  
 Appreciate others 
 Give thanks 

 

 Writing booklets with 
rubrics have to be further 
revised in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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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romote “Reading to 
learn” atmosphere 
and develop 
student’s reading 
habit 

 Reading time is scheduled on 
Thursday morning.  

 Book promotions have to be done by 
NET, English teachers or students in 
the morning assembly or in class. 

 Bookflix platform will be promoted 
and follow-up tasks will be designed. 

 Classic readers will be used and 
follow-up tasks will be designed. 

 Reading buddy scheme will be done at 
recess on Thursdays. English 
ambassadors will be trained by NET 
and they will read stories to P.1-2 
students.  

 Reading time was scheduled on Thursday 
morning. Most students enjoyed reading 
English books or English newspaper with the 
soft music in class.  

 Book promotions were done by NET, English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he morning 
assembly and in class. It could help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in reading.   

 Bookflix platform was promoted and 
follow-up activities such as group discussion 
and reflective journal were done.  

 Classic readers were used and follow-up 
tasks were designed for P.1-6. Moral and 
value education elements (e.g. positive 
thinking, perseverance, love and are for 
others, etc.) were infused. Most students 
could write their book reflections and some 
of their work was great.    

 Reading buddy scheme was not 
implemented. 

 The books from the 
class library were too 
old and students did not 
like them. It is 
suggested to purchase 
more new English 
books and encourage 
the students to bring 
their own books to 
school for reading.  

 More book promotion 
can be done by students 
regularly in class.  

 Bookflix Reading 
Platform will be used 
and different types of 
stories will be chosen 
for each level and 
follow-up activities will 
be designed for KS2 
guided reading lessons.  

 Logistically, it was 
difficult to implement 
the reading buddy 
scheme. Many of the 
P1-2 students who 
would be suitable for 
this scheme are already 
getting additional 
support during word 
coaching twice a week. 
It is likely that this 
approach will be 
changed to a story time 
with the NET & English 
Ambassadors during 
recess in the mornings 
on Thurs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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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evelop 
school-based 
reading program 
and cater for 
learners’ diversity. 

 In order to cater for learners’ 
differences, the reading ability of every 
student will be assessed at the end of 
Term 2. For P1 students, the 
assessment will be done in early 
September. All levels P1-5 will have 
assessments done at the end of the 
school year. The aim is to reach 60% of 
students reading at their respective 
grade-level.  

 Reciprocal Reading skills will be 
taught and interactive activities will be 
done systematically in English reading 
lessons.  

 Graded books will be used.   
 Graded worksheets or projects with 

more guidance will be provided to less 
able students. More challenging tasks 
will be prepared for more able 
students. 

 In KS1, students will be grouped and 
various learning activities are 
conducted according to their reading 
ability. Students can choose their own 
levelled books as their home reading 
in every reading lesson. 

 In KS2, three rounds of reading lessons 
will be conducted in the whole school 
year. Three shared-reading sessions, 
three guided-reading sessions and one 
free reading lesson will be conducted 
in each round. Students will b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according to their 
reading ability. The NET will be the 
reading teacher of the more able 
groups. The other two groups will be 
taught by two subject teachers. 

 For P1 students, the assessment was done 
in early September. Additional formative 
reading assessments were conducted 
with P1-3 students after the Christmas 
holiday and at the end of May, when the 
NET lessons were completed.  

 The aim for 60% of students to be reading 
at their respective grade level was met 
across P1-3 levels.  

 In KS1, students were grouped and 
various learning activities were 
conducted according to their reading 
ability. Students could choose their own 
leveled books as their home reading in 
every reading lesson. 

 Graded worksheets or projects with more 
guidance were prepared to less able 
students. More challenging tasks were 
prepared for more able students. 

 Reciprocal Reading skills were taught and 
interactive activities were done 
systematically in English reading lessons.  

 In KS2, three rounds of reading lessons 
were conducted in the whole school year. 
Three shared-reading sessions, three 
guided-reading sessions and one free 
reading lesson were conducted in each 
round.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according to their reading ability. 
The NET was the reading teacher of the 
more able groups. The other two groups 
were taught by two subject teachers. 

 There was marked 
improvement in the 
reading scores this school 
year when compared to 
year 2017-2018.  

 For P1, 86% of the 
students were reading at, 
or higher than the P1 
level – a 15% improvement 
from last school year.  

 For P2, 68% were reading 
at or above their grade 
level, a 5% improvement. 

 For P3, 71% of students 
were reading at their grade 
level, an 18% 
improvement.  

 Post reading projects will 
be further promoted in 
other year levels. 

 Most students enjoyed the 
reading lessons. Students 
liked to have shared 
reading and guided 
reading with NET and 
subject teachers. 

 Teachers and students 
liked the guided reading 
lessons as they could read 
the books with their levels 
and they could have more 
chances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about the book 
and reflect what they have 
lear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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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rovide pull-out 
classes during 
regularly 
scheduled class 
time to cater for 
more able 
students. 

 P.5-6 students will be divided into 
Faith (more able), Hope (average) 
and Love (average) groups 
according to their language ability.  

 Projects or challenging tasks 
matched with the theme of the 
textbook will be done in Faith 
group.  

 

 P.5-6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Faith 
(more able), Hope (average) and Love 
(average) groups according to their 
language ability.  

 More challenging tasks matched with the 
theme of the textbook were done in Faith 
group. Varity of creative project work, 
such as, menu design, animal fun facts, 
tour in Hong Kong, etc. were introduced 
to enhance students’ self-learning ability. 
Most of the work was impressive. 

 News reflection or 
more variety of 
learning tasks can be 
promoted in P.5-6 to 
enhance self-learning 
ability. 

 More interesting 
tasks can be 
developed to help the 
more able students in 
P.1-4 c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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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rovide 
enrichment classes 
to cater for more 
able students. 

 Drama club will be continued to 
enhance students speaking skills 
and build up their confidence. This 
program works to enhance 
students’ teamwork, public 
speaking, articulation, and 
confidence with the language.  

 Creative writing club will be 
conducted to develop students 
writing ability and interest. The 
primary focus will be on creative 
writing (fiction & poetry). 
Throughout the year, students will 
have many opportunities to submit 
their writing pieces to various 
writing competitions in Hong Kong.  

 

 Drama club could enhance students 
speaking skills and build up their 
confidence with the language. It gave 
them a lot of opportunities to work on 
their expressiveness and public speaking. 
The club performed well in the Hong 
Kong Drama festival, with our lead actor 
winning an “Outstanding Actor” award.  

 A drama club outing was organized on 
14th June, 2019 to help support the 
students’ interest in drama as an outlet 
for using their English. 

 Creative writing club was conducted in 
the 2nd term. It could help to develop 
students writing ability and interest. The 
primary focus was on creative writing 
(fiction). Students had many 
opportunities to submit their writing 
pieces to various writing competitions in 
Hong Kong. Their work would be 
published in our school newsletter. 

 

 Drama club schedule 
will be altered to 
provide more 
consistency. 
Workshops may be 
provided to help 
students and teachers 
develop their skills 
and improve upon the 
yearly drama 
performance. 

 Creative writing club 
was quite effective in 
that it allowed 
students to produce 
some of their own 
original work to share 
with the school. They 
were able to develop 
their writing skills 
effectively.  

 Additional time will 
be allocated for the 
writing club with 
more emphasis on a 
cohesive, year-long 
project to develop 
students’ writing 
abilities throughout 
Term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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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Develop pull-out 
classes to cater for 
less able students.  

 Word-coaching activity will be 
done before the morning assembly 
twice a week. 

 Parent helpers will be recruited for 
the activity.  

 Students with low reading ability in 
P.1 – 2 will be chosen.  

 Word-coaching activity was done from 
8:10 a.m. until 8:30 a.m. on Tuesdays and 
Thursdays. 

 Students with low reading ability in P.1 – 
2 were chosen.  

 Seven Parent helpers were recruited for 
the activity.  

 Word coaching was quite effective – all 
but 2 of the students in P1 showed 
improvement, with half of them 
improving to read at the P1 level. All of 
the P2 students showed improvement, 
however many are still not reading at the 
P2 level.  

 Word coaching was 
much more successful 
this year, and that is 
reflected in the 
end-of-the-year 
reading assessments. 
Ideally, the same 
arrangement will be 
used next year, with 
P2 students in term 1 
and P1 students in P2. 
15 students are the 
ideal number. 

7. Promote a positive 
learning attitude 
among students 
and enhance 
self-confidence. 

 Students’ work will be displayed in 
the classroom regularly. 

 Students will be encouraged to 
share and present their work in 
class.  

 Students will be encouraged to 
participate in show and tell 
activities during class (KS1). 

 Students’ work was displayed in the 
classroom or English room regularly. 

 Students were encouraged to share and 
present their work in class.  

 Students were encouraged to participate 
in show and tell activities during class 
(KS1). Most students enjoyed listening to 
their friends’ sharing and they could give 
positive feedback to their friends. 

 The new phonics 
curriculum will be 
implemented in the 
local English lessons 
in addition to the NET 
lessons, to further 
broaden the scope 
and support the 
students’ 
development in 
phonics awareness.   

 Show-and-tell activity 
can be promoted in 
P.4-6 to develop 
students’ 
presentation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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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onclusion  
 

In order to cater for our students’ different learning needs, school-based learning worksheets and writing tasks were developed to 
replace workbook from the publisher in P.1 this year.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from teachers’ observation, regular book inspection and 
assessment results, students showed great improvements in learning and their work was impressive. School-based learning worksheets and 
writing tasks can be further developed in P.2.  

All learning materials can be further revised to meet the learning targets of the units and students’ needs. More reading materials 
from Bookflix platform can be integrated in the suitable topics to further engage students’ higher order thinking skills and reinforce their 
positive thinking attitude. A positive learning attitude among students was established. Value education elements were infused in suitable 
topics to promote positive thinking in all year levels. Show-and-tell and group discussion were implemented, however, they can be further 
promoted. More discussion and presentation skills can be taught and practiced in class to enhance students’ speaking ability so as to build 
their confidence.  

A P.5 co-curricular activity “Nature Walk in Discovery Bay” was accomplished. Students learnt to love and respect the natural 
resources in their community. The co-curricular activities can be promoted to more year levels. Ultimately, more detailed vertical planning 
can be developed. A wide and varied selection of themes/topics can be included.  

The school-based reading program was carried out in KS1 and KS2 effectively. It helped students acquired reading skills and they 
were able to complete the reading worksheets and reflect on what was learnt. In general, most students enjoyed reading lessons. The 
Bookflix platform with follow-up activities can be revised next year. More book promotions can be done by students regularly in class. 
Post-reading projects can be promoted to motivate students to acquire the skills to research, gather information and report what they learnt 
during the process. Most of their work showed students’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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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數學科周年報告 

數學科呼應學校關注事項檢討: 1. 發展學習多樣性策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2. 提升學生個人素質及學習能力，裝備孩子具有領袖的特質 

本年度目標 關注

事項 

發展策略 成功準則 成效 建議 

1. 透過教師培訓，

從而發展照顧學

習多樣性的策略 

1 1.1 安排培訓及分享會，

提升教師的提問技

巧，增強對不同能力

學生的照顧。 

1.2 安排培訓，提升教師

主持小組討論、匯報

的技巧，增強對不同

能力學生的照顧。 

  老師參與培訓工  

作坊 

  老師參與分享會 

 

 

 在科組會議中，教師互

相分享不同的提問技巧

及教學經驗，透過有效

的分享與討論提升教師

相關的知識與技能。 

 課程發展組有舉辦一次

小組討論實踐工作坊。

此外，校長亦於教師分

享會時分享小組討論的

教學技巧。從中提升教

師主持小組討論的能力

、匯報的技巧。 

 建議來年度設置工作坊

的內容加強教師對問題

的類型、數學提問的技

巧以及如何佈置學生提

問的機會。 

 建議來年度設置工作坊

的內容可加強老師對於

討論問題的佈置、主持

討論的技巧以及指導匯

報的技巧。 

 如能透過持續學習，並

加以實踐，相信成效會

更好。 

2. 透過課研，鞏固

教師對照顧學習

多樣性教學策略

的掌握 

1 2.1 透過共同備課及同儕

觀課，落實執行照顧

學習多樣性教學策略

。 

 每學期每級完成2

個課題或一個單

元(不少於兩課

題)的教學設計。 

 共備中討論不同

層次的提問。 

 共備中討論不同

的小組活動，學生

討論及匯報技巧

培養的方法。 

 上學期安排同儕

觀課的時間。 

 教師透過共備設計教學

及教材，落實執行照顧

學習多樣性。 

 教師利用分層工作紙及

教學過程中的適時回饋

，落實執行照顧學習多

樣性。 

 上學期安排同儕觀課順

利完成，教師之間能透

過同儕觀課互相學習，

交流教學意見。 

 建議尋找更多不同的資

源，提供更多不同的參

考資料。 

 與出版社或外間機構聯

絡舉行針對科組需要的

教師工作坊，加強科任

對照顧學習多樣性教學

策略的認識。 

 同儕觀課宜把照顧學習

多樣性列為重點觀察項

目，進行針對的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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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升學生學習技

巧及共通能力的

課堂策略 

2 3.1 透過共同備課，設計

能提升學生學習技巧

及共通能力的教學活

動。 

3.2 透過課堂的活動，培

養學生運用學習技巧

及共通能力。 

3.3 透過專題設計，培養

學生自信心、同理心

、堅持不懈的個人素

質。 

3.4 在小一至小三年級透

過恆常性的速算練習

，提升學生的運算能

力。 

 每學期每級完成

2個課題或一個

單元(不少於兩課

題)的教學設計。 

 共備中討論不同

層次的提問。 

 共備中討論不同

的小組活動，學生

討論及匯報技巧

培養的方法。 

 共備中討論學習

技巧 (P.1-3 摘

錄學習重點、

P.4-6 摘錄筆記)

的內容。 

 專題設計中能加

入培養學生自信

心、同理心、堅持

不懈的個人素質

的元素，佈置應用

的機會。 

 在小一至小三年

級每星期進行最

少兩次速算練習。 

 透過教學單元設計共備

中，課程主任、科主席

及教師共同針對關注事

項及教學重點策略進行

討論，例如小組討論、

學生的匯報技巧、課堂

筆記撰寫等。 

 透過共備，針對課堂教

學技巧、數學概念建構

策略等，作仔細討論，

加強學生學習數學的技

巧。 

 於共備及觀課中，可見

科任大致能針對教學重

點來設計相應的教學活

動。 

 不同的教學活動中，教

師認為大致能培養學生

的共通能力及自信心。 

 在專題中能展現出教師

因應知識點及能力點設

計專題，如在五年級的

降落傘專題中，在過程

中能培養學生堅持不懈

，遇到問題時要嘗試解

決及優化，為學生創造

了一個應用相應個人素

質的學習情境。 

 速算課程已優化及重組

，並融入及配合恆常數

 除了三年級，其餘各級

科主席或課程主任為任

教科任，故共備中，能

共商策略，加強落實執

行。來年度編排課擔時

，可儘量安排各級有科

主席或課程主任任教，

方便會議操作。 

 速算練習次數欠缺持久

性，建議科任每星期一

次進行速算練習，為學

生多創造運用及練習機

會。 

 專題設計的課題設計單

一，欠缺多元化，可以

再仔細討論內容，提升

專題的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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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課程進行。同時亦把

初小新課程需要補教的

部分融入速算課程中，

以確保學生能順利過渡

到新課程。 

4. 完善各級的分層

工作紙內容設計

及支援方式 

 

1 4.1 於共備會議中，完善

各單元設計的分層工

作紙，針對單元的學

習難點，仔細地給予

提示或題目內容調適

，加強支援的成效。 

 科組教師能成功

優化分層工作紙

的設計。 

 學生能夠得到適

切的支援。 

 分層工作紙能的設計能

達到支援的效果，工作

紙能利用筆記及小提示

的形式支援低能較弱的

學生，設計亦見成熟。 

 課堂工作紙以分層模式

擬訂，支援模式漸趨成

熟。唯支援的層面示應

只限於低中能力的學生

。建議來年可加入照顧

高能力的學生的內容，

在分層工作紙中設置

1-2 題挑戰題，讓數學能

力較高的學生有發揮的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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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科關注事項檢討: 

本年度目標 發展策略 成效 建議 

1. 透過獎勵計劃，鼓勵

學生參加不同的數

學活動，提升學生學

習數學的自信心 

1. 透過三葉草獎勵計劃，鼓勵

學生積極參與校內的數學活

動。 

2. 透過科組的「認真學習獎」

表揚在數學課課堂學習表現

積極的同學。 

3. 透過早會時間讓學生有機會

向同學進行圖書介紹，表掦

學生的成就。 

 初小的參與度較高，學生對三葉

草的獎勵較為著重，因此推動時

較容易。 

 為鼓勵學生自主學習，學生完成

一半數量的自學卡後便能獲得小

禮物，高班學生於完成自學卡的

動機有所提升，唯有部分班別表

現仍有進步空間。 

 三位教師利用了早會時間向同學

進行圖書介紹，教師分別介紹了

有關數學遊戲、數學概念《神奇

的酷數學》 、 《明日數學王》）

的書藉，於早會過後亦有學生到

圖書館借閱相關圖書，成效不

俗。 

 加入數學科的小禮物後，學生動機

較從前提升，來年建議繼續執行。 

 學生對於獲得「認真學習獎」的動

機較低，建議把「認真學習獎」改

為「積極自主學習獎」，旨在鼓勵

學生積極自主學習數學，學生能主

動於課堂、早會時間分享數學圖書

或在科組壁佈板上佈置數學思考

題，可以獲得獎項。 

 建議由教師分享圖書改為學生圖

書介紹，讓學生有機會向同學介紹

數學科組的圖書，公開表揚學生的

成就。 

2. 透過課堂內及課堂

外的支援協助非華

語學生學習數學，提

升他們學習數學的

信心 

1. 抄寫及閱讀數學科中英詞彙

對照表，協助非華語學生學習

數學。 

2. 課堂上的簡單數學術語的講

解，協助非華語學生學習數

學。 

3. 建議學生購買有關數學課本

的英文譯本，協助家長在家中

進行數學指導。 

4. 建議學生運用書商提供的英

文版電子學習平台，進行課外

延伸學習的工具。 

 堂課簿反映科任有著學生在簿上

抄寫數學科常用字詞，協助學生

掌握有關字詞。 

 科任在學期初的課堂上有指導非

華語學生使用有關的教學平台。 

 單靠認讀數學科常用字詞仍然未

能協助學生學習數學概念，建議透

於課堂時可多關顧非華語學生的

學習情況，教師可於適當時候利用

英語幫助學生理解概念或利用網

上英語學習資源短片幫助非華語

學生學習。 

 在擬定訂題目時，可以考慮部份題

目只提供最基本的訊息，儘量避免

過於複雜的語境或刪減不必要的

文字，用最簡單的文字協助學生理

解，增加他們可以自行閱讀並完成

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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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目標 發展策略 成效 建議 

3. 透過組織數學比賽

代表及參加不同的

數學比賽，進一步加

強學習能力較高學

生的成就感 

 

 

1. 透過成績及老師推薦，甄選數

學比賽代表隊的成員，強化

學生的形象。 

2. 透過提供奧數運算的培訓，進

一步提升學生的運算、解難

及高階思維的能力。 

3. 鼓勵學生參加不同的數學比

賽，累積更多比賽的經驗。 

4. 透過定期公佈學生比賽的成

績，表揚學生的成就。 

 成功成立數學比賽代表隊。 

 成功安排定期的訓練。 

 成功建立訓練課程及系統。 

 學生積極參與數學比賽，並在教

員室放置了不同比賽歷年的題目

，供老師自行借閱，讓能力更高

的學生可以接觸更多不同的題目

，加強熟練性。 

 於早會時間公開表揚獲獎的學生

，增加學生的成就感，繼而使學

生更積極投入奧數學習及參與比

賽。 

 建議挑選具潛質，且投入度較高

的同學參與訓練。 

 建議把歷年比賽題目分類整理，

方便培訓學生應賽技巧。 

 建議數學能力提升課程，每學期

舉行十堂，小二及小三由透過外

購服務聘請導師任教，小四至小

六則仍由本校教師教授。小二至

小四課堂時間為 1小時；小五及

小六課堂時間為 1.5 小時，希望

透過增加時間跟學生有討論比賽

題目的機會。 

 建議於星期五興趣小組時段加開

小五及小六數學遊戲競賽組(指

定組別)，由教師挑選學生參與，

主要與學生進行奧數遊戲、培訓

學生應賽技巧及試題訓練。 

4. 透過電子學習平台，

強化學生預習、鞏固

及延伸的習慣 

1. 運用 STAR 電子學習平台，作

為評估後弱項加強及跟進之

工具。 

2. 透過書商提供的電子學習平

台「每日十數」，作為課堂

單元的評估工具。 

3. 鼓勵學生在家中運用電子學

習平台進行自學。 

 教師有運用 STAR 進行作為評

估後弱項加強及跟進之工具，唯

課題庫的量不足以應付學校的

需要。 

 部份學生有持續運用「每日十

數」，作為課堂單元的評估工

具，建議可以在課堂加以運用。 

 教師在假期前都有鼓勵學生在

家中運用電子學習平台進行自

學。 

 部份學生仍然未能完全發展至可

以自行使用電子學習平台，仍需

依賴家長協助，因為執行時，難

以控制。 

 「每日十數」的監察機制未能發

揮效用，建議可以加強或增加檢

查及公佈成績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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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成就、反思及建議 

 

  為配合學校的發展項目，本科組分別在發展學習多樣性策略（小組討論及共通能力）、提升學生個人素質兩方面進行不同的工作。本組

成功讓教師認識主持小組討論的技巧，提升教師照顧學生個別差異的意識。而且透過共同備課及觀課過程中，教師們能針對數學科概念學習，

重點商討教學策略，並在課堂教學中實踐。教師又能配合學校的發展項目，佈置及設計課堂活動，製造討論、匯報等活動，以培養學生相關

的共通能力及自信心。此外，教師運用不同的技巧，如座位安排、同儕照顧、筆記提示及分層工作紙等作出適當的調適，讓學生可以得到更

適切的照顧。唯於照顧學習多樣性方面，分層工作紙主要照顧能力較弱的學生，建議可以完善設計，加入挑戰題照顧能力較高的學生。 

  另一方面，本科組透過科組的活動提升學生的解難、運算等數學學習能力，老師有成功佈置相關的活動，學生也能投入完成。專題設計

汞及速算訓練，科任認為仍有改善的需要。老師發現要提升學生的個人素質，並非單一活動可以完全評估及檢視成效，只有老師持續提供不

同的學習機會，營造不同的學習環境，讓學生有應用技能的機會，一步一步的裝備孩子，成為未來的領袖。因此科組會繼續優化現有的課程

及活動，為學生締造更好的數學學習環境，建立更完善的數學學習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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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常識科周年報告 

常識科呼應學校關注事項檢討: 1. 發展學習多樣性策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2. 提升學生個人素質及學習能力，裝備孩子具有領袖的特質 

本年度目標 
關注

事項 
發展策略 成功準則 成就 建議 

1. 優化共同備

課，整合及

修訂學習資

源，發展能

配合不同學

習需要的教

材 

1&2 1.1 於共同備課會中重點討

論照顧學習多樣性的教

學策略。於上課時間表安

排同級備課時段 

1.1.1 每級每科上、下 

學期各不少於兩

次備課會議。 

1.1.2 正、副科主席和

課程主任出席其

中三次備課會議

以作支援。 

1.1.3 就備課課題訂立

明確學習目標；

設計學習活動；

設計提問內容及

形式；安排小組

討論和匯報以發

展共通能力。 

1.1.4 發展切合高能力

和低能力學生的

學習教材。 

 

 

 

 

 透過在共同備課會的

討論，每學期每級每科

完成 2 個課題或一個

單元(不少於兩課題)

的教學設計，設計能反

映本年度的關注重點

：透過小組活動和匯報

發展協作溝通、解難等

共通能力；能照顧不同

能力程度學生的學習

資源。 

 

 

 檢視共同備課紀錄，科

任已完成每學期每級每

科完成 2 個課題或一個

單元(不少於兩課題)的

教學設計。 

 檢視教學設計，設計能

反映本年度的關注重點

：透過小組活動和匯報

發展協作溝通、解難等

共通能力；能照顧不同

能力程度學生的學習資

源。 

 透過教師訪談，收集老

師對校本支援組共同備

課會議的意見。 

 從觀課中觀察科任能運

用相關技巧於課堂教學

的情況，學生投入討論

活動。 

 小組討論的技巧及匯

報能力仍有待改善。

科任需加強訓練組員

的角色及責任、也須

教導他們要彼此尊

重。 

 科組內的同儕觀課次

數仍需改善，以致未

能每位科任都能有互

相觀摩的機會，期望

校方安排機會，讓科

任互相學習。 

 照顧學習多樣性的課

堂設計仍具有改善空

間，宜融入小組討論

內，豐富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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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展小四常

識科的教學

策略 

1 2.1 透過與校本支援組的定

期備課會議，發展小四常

識科的教學策略 

 

2.2 透過觀課及評課，實踐在

備課會中討論的教學策

略 

 透過在共同備課會的

討論，按課題或單元作

教學設計，設計能反映

本年度的關注重點：透

過小組活動和匯報發

展協作溝通、解難等共

通能力；能照顧不同能

力程度學生的學習資

源。 

 參與備課教師認為校

本支援組的共同備課

能增進對課堂教學的

效能 

 

 檢視共同備課紀錄，本

學年共有十五次與校本

支援組作定期備課會議

，發展小四常識科的教

學策略。校本支援組更

為二、五年級作單元備

課。 

 檢視教學設計，四年級

能以課題或單元作教學

設計，設計能反映本年

度的關注重點：透過小

組活動和匯報發展學生

的協作溝通、解難等共

通能力。 

 共備後，單元內容更見

完整及建立了以科探為

本的教學內容，增加教

學效能。 

 參與備課教師認為校本

支援組的共同備課能增

進對課堂教學的效能。 

 於觀課中了知悉教師能

運用相關技巧於課堂內

進行教學。 

 於單元整合中仍忽略

了照顧學習多樣性，

來年必須切實進行。 

 

 透過支援整合了四年

級的教學內容，期望

來年校方可安排一個

科任留任以分享及跟

進教學成果；而其他

科任可到其他級別作

推展活動。 

3. 增加學生接

觸STEM活動

的機會，並

加入創意元

素 

 

1 3.1 安排試後科技探究活動。 

3.2 優化以科學探究為主的 

STEM 活動及工作紙。 

 

 舉行全學年一次以

科 學 探 究 為 主 的

STEM 活動。 

 

 透過在共同備課會

的討論，設計具探究

 在活動中，觀察教師

具不同層次的提問，

讓學生思考並作出探

究。 

 檢視共同備課紀錄，

知悉科任以科探活動

 科組建議來年與電腦

科緊密合作，把各級

科探主題先交電腦科

，讓電腦科於課程上

作出安排，以便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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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解難的工作紙。 為本，設計具解難及

應用的 STEM 活動。 
能於 STEM 內應用。 

 匯報時，科任須鼓勵

同學於介紹作品時融

入 STEM 概念，讓其他

同學知道更多STEM原

理。 

4. 提升學生的

個人素質 

2 4.1  優化新聞分享，科任教

導同學以「六何法」及

「正反思考」分析及報

導新聞內容。讓學生作

有條理及有自信地匯報

。 

 

 學生能於常識早會

新聞分享時，以「六

何法」及「正反思考

」分析及報導新聞內

容。 

 

 於活動內協助學生

建立堅持不懈及具

備同理心的態度 

 

 本學年科組安排了全

校學生參與早會新聞

分享。 

 學生能利用「六何法」

作新聞分享。 

 少部分高年級學生以

「正反思考」分析及報

導新聞內容。 

 學生匯報技巧及自信

心仍有待改進，建議

增加課內新聞分享的

機會，以增強自信心

。 

 建議與校園電視台合

作，錄影學生早會時

的分享片段，並於小

息時播放，讓同學互

相學習。 

5. 提升學生的

學習能力，

使學生掌握

學習技巧 

2 5.1  於單元學習活動中設分

組活動及匯報時間，教

師從中引導及鼓勵學生

發言。 

5.2  於課室內張貼不同的思

維策略圖，讓學生能自

行選擇合適課題的概念

圖並加運用。 

5.3  教授一至三年級學生合

適課題的概念圖摘錄學

習重點。 

5.4  引導四至六年級學生自

 於上、下學期各設計

教學，教師透過共同

備課討論(每學期以

2 節課為單位, 上

下學期各 2 次) 

 共通能力:溝通協作

、解難 

 學習技巧:主動提問

、小組討論及匯報

P.1-3 摘錄學習重

點，P.4-6 摘錄筆記 

 個人素質:堅持不懈

 檢視各學科的單元教學

設計，科任能安排分組

活動及匯報時間。 

 檢視共備紀錄後，科任

已商討小組討論的活動

。 

 檢查筆記，內容反映學

生能按課題，運用合適

的思維策略摘錄筆記。 

 科組已更改筆記簿版面

以增加學生自行摘錄筆

記的效能。 

 科任應加強自學元素

於課業內，培養學生

主動提問及尋找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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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選擇合適課題的概念

圖摘錄筆記。 

5.5  培養學生主動運用學習

策略，有效地達到所設

定的目標，教師透過學

與教的互動過程，適時

加入自學活動的元素，

使學生學會主動地計劃

、選擇和運用策略，達

到所設定的目標，培養

自主學習的態度。 

 

、同理心、自信心等

相關策略設計教學

，然後於課堂內實踐 

 

 經上年度科任建議，科

組已把思維策略圖印於

筆記簿內，讓學生易於

參考。 

 

(二)本組周年工作計劃 

 

本年度目標 發展策略 成就 反思 

1 增加校園內常識氛圍 1.1 於校園內展示常識科課程深化

課題(關注環境保育、建立健康

生活、價值觀教育、認識基本法

、歷史與文化、資訊素養、STEM

教育)，讓學生加深知識。 

1.2 設立「救救偉倫人」及「老師，

考考你！」，引發學生對常識及

STEM 的興趣 

 科組於興趣小組時段增設了「偉

倫時事多面睇」，從中深化常識科

課程課題。 

 科組已於常識早會時安排了各兩

次「救救偉倫人」及「考考老師

們」的活動，引發他們對 STEM 的

興趣。 

 同學對「救救偉倫人」反應不俗，

願意構想創新方法救老師。 

 「老師，考考你！」能激發同學

也有自主學習，自行尋找有趣課

題，並提出不同層次的科學提

 科組只從「偉倫時事多面

睇」、「救救偉倫人」、「老

師，考考你！」及「常識書

迷」中滲入 STEM 教育及科

學原理，來年須配合新課程

內容，向全校深化相關課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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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也勇於在全校同學前發問，

從中增強自信心。 

 科任反映活動貼近生活，學生表

現投入，建議繼續進行。 

2 深化「從閱讀中學習」，

積極推廣閱讀風氣 

2.1 於星期三早會時段分享與常識

課題有關的書籍，讓學生能從「

閱讀中學習」，協助推廣閱讀風

氣。 

 科組已於常識科早會安排了兩次

「常識書迷活動」，由學生負責

分享與常識課題有關的書籍，推

廣閱讀風氣。 

 學生反應不俗，主動向科組報名

，希望能在早會中向全校介紹書

籍。 

 書籍內容除了配合常識課題外，

也有配合新聞時事，讓學生知道

知識能學以致用。 

 科組建議來年把學生的分

享書籍於小息時作展示，好

讓同學有更深入了解。 

 來年可以主題式舉辦小型

常識書展活動，增添常識氛

圍。 

3 優化高階思維教學 

 

3.1 指導學生利用「六何法」或「正

反思考」分析及分享新聞。 

 

 

 

 

 

 

 

 

 

 

 

 

 

 

 檢視課業設計，科組認為於剪報

工作紙內能反映科任已利用「六

何法」或「正反思考」分析新聞。 

 科組建議科任於課堂內教

授學生以「六何法」或「正

反思考」作新聞匯報。 

 建議於共同備課時多設計

具爭議性討論問題，讓學生

可從中作正反的資料搜集

，並提出適當的意見。 

 科組建議高年級學生須以

「正反思考」作新聞分享。 

 學生於新聞分享時仍欠自

信心，科組建議於課堂內增

加匯報環節，以增強學生表

達能力及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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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指導學生摘錄筆記的技巧、學習

策略(思維圖)等。 

 

 科組已更改筆記簿版面以便增加

學生自行摘錄筆記的效能。 

 科任反應新筆記簿能有助學生自

行摘錄筆記及作新聞分享。 

 檢視筆記，科組認為於筆記簿內

能反映摘錄課堂或實驗要點。 

 科組認為於筆記簿內能反映科任

於課堂上教授學生利用適合的概

念圖配合課題，摘錄學習重點。 

 建議科任於課內展示思維

圖的用法， 

4 培養學生的 STEM 素養，提

升創新或解難能力。 

 

4.1 配合科技課題，安排一至三年級

於試後進行 STEM 活動；安排一

至四年級於試後進行 GIGO 活動 

 

 配合科學探究課題，科組安排一

至三年級於試後進行 STEM 活動

；安排三至五年級於試後進行

Micro:bit 活動。 

 科組建議於開學前擬定各

級 STEM 活動，並交予電腦，

以便課程上可作出配合。 

 科組建議於高年級引入

MICRO:BIT 於 STEM 教學內。 

 須積極推行 STEM 活動，應

緊扣教授課，把 STEM 活動

成為課內探活動之一題。 

 

(三)成就、反思及建議 

 科組於本年度得課程發展罯校本支援組發展小四常識科的教學策略，成效顯著。在教學設計及學生課業中均能反映四年級能優化學與教

活動及評估題型多元化，教學相長。於教學法方面，於同儕觀課中，科任大都能按關注事項要求，於課堂內設計具質素的小組討論活動，高

年級同學更能發揮自學精神，先為討論題目尋找資料，再於小組內作討論及分析。再者，科組於本學年更新筆記簿版面內容，協助學生有效

摘錄重點，增強學習效能。於常識科氛圍方面，科組於本年度推展全校新聞分享，又推行了「常識書迷」、「救救偉倫人」、「考考老師們」及

「偉倫時事多面睇」，增加學生接觸常識課題的機會，學生積極回應以上活動，建議來年繼續推行。 

 本年度科組於照顧學習多樣性的課業及活動仍有改善空間，來年須加強重點發展，建議科組下學年集中優化分層工作紙，以便照顧不同

能力程度學生的學習。此外，有鑑 STEM 的學與教仍須繼續優化，建議來年與電腦科加強合作，科組宜於學期初開會時與電腦科共擬各級 STEM

內容及進行時間，以便科任對課題有所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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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普通話科周年報告 

普通話科呼應學校關注事項檢討: 1. 發展學習多樣性策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2. 提升學生個人素質及學習能力，裝備孩子具有領袖的特質 

本年度目標 
關注 

事項 
發展策略 成功準則 

成效 

 
建議 

1. 培訓老師「發展學

習多樣性」策略，

進一步提升學生

的學習效能。 

 

1 1.1 進行「發展學習

多樣性」的教學技

巧培訓後，把教學

技巧運用於課堂

中。 

 

 老師掌握「發展學

習多樣性」培訓，

並把教學技巧運用

於課堂中。 

 20/9 學校舉行了全體會議

「發展學習多樣性」培訓(

中文大學主辦)，讓老師對

於此學習策略有初步的理

解。 

 

 建議下年度繼續探討「發展學習多樣

性」策略，加強老師的培訓，更進一

步實踐此策略。 

2. 進一步優化普通

話活動設計，完善

獎勵計劃，提升學

生學習普通話的

信心，裝備孩子具

有領袖的特質。 

2 2.1 加強培訓中普遊 

樂園大使運用普

通話主持普通話

活動 

 學生能參加兩次中

普遊樂園大使培訓

工作坊。 

 學生能積極地參與

普通話活動，包括

中華文化日的話劇

和主持攤位遊戲。 

 普通話大使完成了兩次中

普遊樂園大使培訓工作坊。 

 本年度減少普通話大使的

人數，更集中培訓學生。 

 大部份的大使積極參與普

通話活動，準時當值。惟部

份學生不負責任，沒有恆常

當值。 

 建議培訓普通話隊長，負責跟進缺席

的普通話大使，並提醒他們當值。 

 由於普通話大使積極參與中華文化

日的話劇，可以考慮下年度參加普通

話話劇比賽。 

 普通話的活動可以更多元化和有創

意，可以邀請普通話隊長協助設計活

動。 

 

(二)呼應本組周年工作計劃檢討: 

 

本年度目標 發展策略 成效 建議 

1. 進一步優化

普通話活動

設計，完善

獎勵計劃，

鼓勵學生參

與度。 

5. 普通話日中以不同類型的普

通話活動，營造校園普通話氣

氛。 

6. 普通話活動中設立獎勵計劃

，增強學生學習的自信心和參

與度。 

 普通話日以遊戲和朗讀等普通話活動，營造校

園聽講普通話的氣氛。 

 普通話活動中設立了獎勵計劃，吸引了一些學

生參加。 

 

 下年度繼續推行，可增設更多不同類型

的活動，例如:欣賞電影、講故事、普

普電台等，希望活動更有趣味，從而吸

引學生。 

 獎勵計劃可以配合吸引的禮品，還有多

元化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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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就、反思及建議 

 

科組於本年度為普通話大使提供了一次中普遊樂園大使培訓工作坊，並於普通話日中舉行遊戲和朗讀等普通話活動，並設立了獎勵計 

劃，吸引了不少學生參加，從而營造聽講普通話的氣氛。在中華文化日中，本科與中文科合作，帶領普通話大使進行普通話話劇表演和攤位

遊戲，都推動了普通話大使的主動性。 

 

 科組檢視本年度的工作後發現只是初步培訓老師「發展學習多樣性」策略，故建議下年度持續探討「發展學習多樣性」策略，加強老師

的培訓，更進一步實踐此策略。其實，學校有不少母語普通話的學生，如果可以以強帶弱，就能更營造普通話的氣氛。此外，本年度減少普

通話大使人數，集中培訓學生，都裝備了學生的領袖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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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電腦科周年報告 

電腦科呼應學校關注事項檢討: 1. 發展學習多樣性策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2. 提升學生個人素質及學習能力，裝備孩子具有領袖的特質。 

本年度目標 
關注 

事項 
發展策略 成功準則 成效 建議 

1.重新編訂各級課

程重點及評估項

目，聯絡出版商為

學生訂製書本及

電子學習資源，令

學生可以透過不

同的途徑學習電

腦知識。 

1 1.1 科組同事於學期尾檢 

討有關電腦科的課

程，然後重新訂定校

本課程。科主席聯絡

書商跟進有關的事

項和訂購有關的電

子資源。 

 能配合學校發展的方向

訂立新校本課程，並成

功與新書商協調按時製

作校本課程及訂購有關

的電子資源。 

 

 今年電腦科為學生訂購

思進出版社的特製教科

書。這本書是配合校本

課程而編寫的，出版商

除了為學生提供課本外

，也為學生提供網上學

習資源。我校現在擁有

一個電腦科的網上學習

平台，內裏的教材會由

本校訂定，每個學生會

有一個登入戶口，他們

可以自行登入網上戶口

自學。 

 每年學期尾需要檢討課

程，並重新編訂各級課程

重點及評估項目。 

2. 通過培訓學生擔

任 IT 領袖生，推

動電腦科活動，

並發掘學生領導

能力。 

 

 

 

 

 

 

 

2 2.1 為 IT 領袖生舉行培

訓。 

2.2 開放電腦室，並由領

袖生協助老師管理

秩 序及教導低年

級學生 電腦基本

技巧。 

2.3 IT 領袖生協助老師舉

辦中文打字比賽。 

 IT領袖生能在低年級借

用電腦室時教導他們電

腦技巧及協助老師管理

秩序及舉辦電腦科活動 

 

 學校初，本組老師已選

出了十名 IT 領袖生。他

們 除 了 在 電 腦 室 及

MacLab 幫忙維持秩序

外，當低年級使用電腦

遇上問題時，他們也會

提供協助。 

 下學年可以找 IT 領袖生

幫忙更多電腦科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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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訓練一些精英同

學參加校外比賽。 

2 3.1 揀選一些精英同學參 

加「2019 無人機大賽」「

Swift Playground 

Competition」，並在比賽

前給予訓練。 

 能選拔有能力的學生完

成比賽。 

 學生在「2019 無人機大賽

」中獲得了不錯的成績: 

-編程障礙賽-優異獎 

-立體迷宮賽-季軍 

-全場總亞軍 

 Swift Playground 

Competition」今年停辦

，下年會轉為其他比賽。 

 

(二)呼應本組周年工作計劃檢討: 

 

本年度目標 發展策略 成效 建議 

1.開放電腦室及

MACLAB 予同學使用

，令他們在課堂以外

有更多機會使用電

腦學習。  

1.1 於十月份開始開放電腦

室予二至六年級同學使用，

同學可以利用進行自學及玩

益智遊戲。 

 

 已於十月份開始開放電腦室予三至六年級

同學使用電腦室及 MACLAB，大部份的借用

者都能善用電腦。 

 今年因學校人手不足，並不能同時開

放電腦室及Ｍａｃ Ｌａｂ給學生

使用，因此建議如果學校有足夠的人

手希望可以同時開放兩個室給同學

使用，令他們可以有更多機會接觸不

同的電腦系統。 

2.舉辦三至六年級的

分級中文打字比賽

，以增加同學對電腦

科的興趣。 

2.1 先在課堂教授中文輸入

法的技巧。比賽開始期間，

每班先進行初賽，以選出各

班一名代表，然後再進行決

賽。 

 

 10/6 以級際形式舉辦了決賽 

 參賽的同學們都非常投入 

 下學年繼續舉辦這項比賽。 

3.舉辦家長工作坊，令

他們協助子女學習

電腦知識時更有信

心。 

3.1 為家長安排電腦講座或

工作坊，教授他們電腦技巧

。 

 6 月 25 日會舉辦了過濾軟件的家長工作坊

。 

 

 下學年可以舉辦不同課題的家長電腦

講座或工作坊。 

4.聘請公司到校教授

APP INVENTOR 課程

，並培訓教師 

4.1 於上學期聘請專業導師

到校教授 P.6 APP INVENTOR

課程，並培訓教師 

 由 2018 年 10 月 23 日開始聛請了校外導師

到校為六年級學生提供了十八節 APP 

INVENTOR2 課程，電腦科老師在有關課節可

以從中學習到教授該程式的技巧。 

 APP INVENTER2 對五年級的學生在掌

握和學習相對困難，建議在五年級的

課程中刪減有關課程，待六年級才正

式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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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就、反思及建議 

 

 重新編訂各級課程重點及評估項目，為學生訂製書本及電子學習資源，讓學生更能掌握廿一世紀必備的電腦的知識、技能和態度，培養

自主學習精神，成為掌握未來的新一代。 透過參加校內的比賽，學生增加了對學習電腦的興趣。下年度，科組會繼續配合學校發展計畫，

優化計劃，發展學習多樣性策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進而提升學生個人素質及學習能力，裝備孩子具有領袖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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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視覺藝術科周年報告 

視覺藝術科呼應學校關注事項檢討: 1. 發展學習多樣性策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2. 提升學生個人素質及學習能力，裝備孩子具有領袖的特質。 

本年度目標 關注事項 發展策略 成功準則 成效 建議 

1. 建立一個有系

統的藝術評賞

資料庫，讓老

師作藝術評賞

之用，提升學

生的學習效

能。 

1 1.1 於科組內建立一個有系統的數

據庫，把課程內有關或常用的

藝術作品 (如名畫、雕塑、攝

影作品等) ，依類別 (動物、

植物、個人/群眾等) 編排，以

供老師在設計教學內容時作參

考，以及於課堂上同學作藝術

評賞之用。 

1.2 建立資料庫工作應有系統地進

行，科任除選擇有代表性的作

品外，影像像數亦不應少於

800x649，方便放大作深入分

析。 

 由一至六年級視藝科

任分工在上、下學期

各選擇一個課題，依

藝術作品和類別建立

一個數據庫。建議科

任互相協調，以免重

複工作。 

 數據庫能夠於 18-19

年上半年開始正常運

作。 

 各級科任就數據

庫上載了圖片 

 

 科任在收集圖片

時，自己亦可溫

故知新，一舉兩

得。 

 這數據庫的建立，對

學生和科任都是正面

的，故下年度的科任

可繼續完善數據庫。 

 數據庫的內容需要時

間和智慧去編撰，期

望科任堅持不懈，在

未來日子完成這個有

意義的工程。 

 

2. 照顧學生個別

差異，裝備孩

子具有領袖的

特質。 

2 2.1 為了可讓學生在藝術範疇獲得

成就感及自主學習的能力，下

年度將設學生投稿園地，歡迎

他們把個人的作品交予視藝科

老師，張貼在 G17 外的視藝科

壁報板上，供全校同學欣賞。 

 科主席於上學期初定

下學生投稿園地的規

則。 

 學生須向老師遞交申

請表，介紹作品內容

等。 

 由科任或學生自己張

貼作品在 G17 外的視

藝科壁報板上。 

 上 學 期 反 應 熱

烈，受到不少同

學的作品投稿。 

 下學期因科任事

務繁忙，未能向

學生宣傳，故作

品數目較上學期

少。 

 投稿園地的建立是正

面的，讓不少學生把個

人的作品張貼出來，能

提升學生的自信。 

 建議下年度可減省收

集投稿園地作品的時

間，學生親自把作品交

給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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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呼應本組周年工作計劃檢討: 

 

本年度目標 發展策略 成效 建議 

1. 展覽學生佳

作，提升學

生的成就

感。 

1.透過科任教師定期上載學生佳 

作於網頁及於校內投稿園地展

示作品，提升學生成就感。 

 

 

 老師定期完成網頁更新及佈置。 

 學生對於投稿園地也有正面的反應。 

 建議來年減省收集學生投稿作品的

程序，不用透過科任再轉交科主席 

 建議來年定立一套獎勵計劃。 

2. 建立一個有

系統的藝術

評 賞 資 料

庫，提升學

生的學習效

能。 

1. 科任教師就所選的課題，搜集 

名家作品，供課堂上同學作藝

術評賞之用。 

 老師完成資料庫的更新。 

 

 科任事務繁忙，建議來年分別於上、

下學期開始前已完成資料搜集，好讓

科任有充足時間完成資料搜集。 

 

(三)成就、反思及建議 

 

 科任年末工作繁忙，建議數據庫的收集時間可集中在學期初及學期中。 

 建議下年度在開學初在早會作一次投稿園地的宣傳，讓學生了解投稿的目的和程序，而科任在課堂也每兩個月作一次宣傳。 

投稿園地作品的收集模式改為學生親自交給科主席，減省收集投稿園地作品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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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音樂科周年報告 

音樂科呼應學校關注事項檢討: 1. 發展學習多樣性策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2. 提升學生個人素質及學習能力，裝備孩子具有領袖的特質。 

 

本年度目標 關注 

事項 

發展策略 成功準則 成效 

 

建議 

1 透過學習不同的

樂器、自學曲目，

培養學生學習音

樂的興趣，促進學

生學習多樣性 

1 1.1 音樂老師鼓勵學生於

校內或校外學習口風

琴和牧童笛以外的樂

器，培養學生學習音

樂的興趣和恆久性。 

1.2 學生於課堂內演奏其

他樂器或自學曲目作

樂器演奏考核內容。 

1.3 以「音樂科傑出表現

獎」鼓勵和培養學生

持續學習樂器的恆心

和信心。 

 增加學生於課堂內欣

賞及表演音樂的機

會。 

 90%學生能於課堂內

演奏其他樂器或自學

曲目。 

 90%學生能持續全年

學習口風琴和牧童笛

以外的樂器或能自學

兩首樂曲。 

 初小學生熱愛表演，以

及常常展示學習口風琴

的成果 

 90%或以上的學生能於

課堂內演奏樂器或自學

的曲目 

 整個學年 90%或以上的

學生能自學兩首或以上

樂曲 

 保留現有的校內表演機會，讓

學生展示成果，以及提供更多

的機會讓他們欣賞不同的音

樂。 

 建議科任老師恆常地進行自學

的考核，讓學生更投入課堂並

更主動輪流演奏不同的音樂。 

 鼓勵學生每學期最少自學一首

樂曲或樂器，好讓他們能接觸

不同特色的音樂，培養他們學

習音樂的恆心及信心。 

2 透過使用電子學
習配套，激發學生
自主學習能力，提
升學與教之效益。 

1 2.1 利用互動教學 Apps
作課前預習或課後
評估等。 

2.2 利 用 各 種 簡 易 的
Apps 教導高小學生
創作簡短的樂句。 

2.3 學生於課堂或課後
透過使用平板電子
學習 Apps，促進課堂
教學及激發學生的
自主學習能力。 

 高小同學於課堂內進
行最少一次課後評
估。 

 五、六年級學生能合
作創作不少於 4 小節
的樂曲。 

 70%學生能於課堂或
課後進行最少一次電
子自主學習。 

 課後評估只有部分班別
嘗試使用 

 六年級個別班別有使用
軟件，如 Garage Band 
創作樂句 

 高小學生於專題活動
時，成功利用網上活動
進行課後自主學習 

 

 建議 P.4-6 科任老師可預先預
約 iPad 於課堂上進行課後評
估。 

 鼓勵P.3-6 科任老師可預先預
約 iPad 於課堂上利用科組指
定的應用程式，讓學生嘗試創
作簡單樂句。 

 建議 P.4-6 科任老師可建議合
適的與音樂相關的網站，讓學
生在家中作預習或延伸學習。
另外，可配合音樂專題，鼓勵
學生閱讀書本或網上資料，激
發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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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過培訓學生擔

任 校 園 音 樂 大

使，推動音樂活

動，加強學校的音

樂氣氛，並發掘學

生領導能力。 

2 3.1 為校園音樂大使舉

行培訓。 

3.2 定期舉行「小小音樂

會」，讓校園音樂大使

推廣音樂文化、讓學

生展示才藝，並加強

學校的音樂氣。 

3.3 設立「音樂閣」，於

開學初期提升一年級

學生的口風琴技術。 

3.4 邀請校園音樂大使

或學生於早會負責彈

奏鋼琴或領唱詩歌。 

 校園音樂大使能於小

小音樂會成為小司儀

及介紹各種樂器、音

樂家等。 

 校園音樂大使能於

「音樂閣」協助初小

同學練習口風琴，每

星期練習人數不少於

15 人。 

 能增加學生欣賞及表

演音樂的機會，並培

養學生欣賞別人表演

的態度。 

 每月一次司琴或領

唱。 

 音樂大使能成功擔任

小司儀，有助提升他們

的領導能力。 

 學生踴躍參與「小小音

樂會」，展示才能。同

時，欣賞音樂會的觀眾

人數眾多，氣氛良好。 

 有助小一學生學習口

風琴。 

 為學生增加了不少欣

賞不同音樂的機會，反

應良好。 

 由於本學年校方只安

排節期時頌唱詩歌，因

此學生只參與數次領

唱或司琴的機會。 

 建議增加培訓小司儀的時間，

並與校園藝術大使合作，協助

推廣音樂文化。 

 建議科任老師預早邀請學生擔

任小小演奏家，讓科主席預早

作準備，帶領音樂大使於早會

作宣傳。 

 建議下學年音樂大使於午膳

後，進入小一班房，以一對一

的形式，指導個別有需要的學

生，練習指法。 

 建議下學年繼續搜集各樣合適

的音樂活動供學生參與。 

 下學年須於進度表加入科組指

定的詩歌，由音樂老師於課堂

上教授，讓學生認識更多詩

歌，考慮安排早會帶領獻唱。 

 

 (二)呼應本組周年工作計劃檢討: 

 

本年度目標 發展策略 成效 建議 

1 以低小口風琴音樂校

本課程及高小牧笛課

程，配合三葉草獎勵計

畫，以獎勵形式鼓勵學

生持續練習學器，增強

學生學習樂器的恆心

及信心。 

1.1 配合三葉草獎勵計畫，以獎勵形

式鼓勵學生在家持續練習。 

 

1.2四至六年級於課堂中增加五至十

分鐘練習時間。學生二人一組，

於課堂中互相指導練習，並記錄

於練習記錄內。 

 

 初小學生比較熱衷練習口風琴，高

小學生仍須繼續鼓勵他們持之以恆

地練習牧童笛。 

 高小學生喜歡課堂初之練習時間，

重複練習已學的曲目。 

 

 建議科任老師於學期初明確為學生訂

立目標，每週檢視學生的進展。 

 

 建議學生可於練習時間嘗試一些未學

的樂曲作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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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透過創作、演奏及聆

聽的綜合活動，學生獲

得豐富和全面的音樂

學習經歷。 

2.1小一至四同學需要於全年進行最

少一次專題活動，利用不同主

題，加強他們對音樂的鑑賞能

力，以至協作能力。 

 

 小二至小五的專題活動順利完成，

部分更為佳作，但由於小一課程較

緊湊，因此本年度未有進行專題活

動。 

 建議下學年上下學期各舉辦最少一次

音樂活動，邀請不同的機構為學生提

供更多的互動音樂活動或工作坊，使

學生能得到全面的音樂學習經歷。 

 

(三)成就、反思及建議 

 

本校學生普遍喜愛音樂，於課堂熱衷學習口風琴和牧童笛、積極參與音樂活動及創作活動。本學年音樂校隊包括偉倫管樂團、手鐘隊、

手鈴隊、初小合唱團、敲擊樂隊、偉倫詩班，及新增中國鼓隊。各隊伍的學生都發揮出堅持不懈的精神，全年努力地進行訓練，以及積極參

與校內外之演出。同時亦踴躍參加校外不同的比賽並獲佳績，透過參與演出及比賽，學生都能從中學習不同的音樂技巧及態度，甚至提升個

人素養。建議來年讓各校隊成員及全校學生能全面參與不同的音樂欣賞或技術提升的活動，好讓學生的音樂技術可更上一層樓、更享受音樂

的樂趣。 

本學年小二至小五學生投入參與音樂的專題活動，包括音樂會或音樂劇分享及創作活動。學生從專題活動中，加強協力合作、發揮創意。

有見及此，希望來年可更善用 iPad 的內置軟件及出版社所開創之軟件配合課題，於部分級別進一步推廣聲響創作。另外，鼓勵學生在家中

善用電子資訊業作預習或延伸學習，激發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為了加深學生對音樂文化的認識及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建議下學年可繼續搜集各樣合適的音樂活動供學生參與、邀請不同的機構為學

生提供更多的互動音樂活動或工作坊等，使學生能得到全面的音樂學習經歷。同時，來年仍需培養學生學習樂器的恆心及提升自信心，亦有

望增加培訓小司儀的時間，並與校園藝術大使合作，多作音樂宣傳以協助推廣音樂文化。音樂大使亦可發揮所長，進入班房指導小一新生學

習口風琴之指法。因此，建議下學年音樂科繼續與校園藝術大使合作，多參與頌唱詩歌、音樂欣賞或分享環節，提升整體學生對學習音樂的

興趣、欣賞別人表演的態度、以及引發他們歌唱詩歌從而中認識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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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體育科周年報告 

體育科呼應學校關注事項檢討: 1. 發展學習多樣性策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2. 提升學生個人素質及學習能力，裝備孩子具有領袖的特質。 

本年度目標 關注 

事項 

發展策略 成功準則 成效 建議 

1. 透過參與中文

大學「賽馬會家

校童喜動計劃」

,建立健康生活

模式 

1 1.1 與中大共同發展課間體力活

動，讓學生在課間舒展筋骨。 

1.2與中大共同發展家校體力活動

班， 讓學生與家長共同參與

活動,從而建立健康生活。 

 

 十月至五月期

間每星期進行

最少三天課間

體力活動。 

 家長70%滿意家

校體力活動班。 

 本年度實行了早會童

起動及鐘聲童起動 

 亦開設了學生活動班

及家長活動班以及親

子活動班，活動參與

率非常高。 

 建議來年加開多些家長活動班，讓

更多家長可以參與當中。 

 來年亦會派發手帶。 

 2. 透過運動訓練

，提升學生運動

能力，培養堅持

不懈的個人素

質，並於運動場

上展示成果。 

2 2.1 透過早上、小息及午息基礎體

能訓練，提升全校學生運動能

力，建立學生堅持不懈的個人

素質，並能在運動場上獲得佳

績。 

2.2 以陸運會作為全校學生表演

舞台，增加學生比賽機會，表

現出訓練的成果。 

 十月至五月期

間每月舉行至

少十二次體能

訓練。 

 有多於二百位

人次參與陸運

會各項比賽。 

 有多於一百位

同學參與各項

學界賽事 

 透過訓練，提升了學生

對學校的歸屬感，提高

學生對運動校隊身分

的認同及團體精神。 

 陸運會及水運會參與

人數更創新高，可見家

長和學生都開始關注

運動。 

 建議於小息期間亦開設體能不同

活動，提升學生對運動的興趣。 

 3.為加強學生對

自我要求的提

升，向著目標努

力不懈追逐夢

想，協助學生設

立個人目標。 

2 3.1 於各校隊中引入運動目標設

定小冊子，協助校隊隊員逐步

達成目標。 

3.2 於校本獎勵計劃中加入目標

設定獎勵，每月能達成小目標

獲得獎勵一個。 

 校隊教師能協

助學生設定目

標 

 50%學生能每月

達成小目標 

 各校隊老師都有於校

隊中建立訂立目標習

慣，讓同學更能認清目

標，繼續進步。 

 設立運動目標可先於校隊中建立

此文化，再推至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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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呼應本組周年工作計劃檢討: 

 

本年度目標 發展策略 成效 建議 

2. 透過組織運動比

賽及參加不同的

公開比賽，提供

不同機會予學生

表現自己。 

1. 透過甄選，挑選各校隊的成員，提升學生的

形象。 

2. 透過訓練而提升學生的運動能力及自信心。 

3. 鼓勵學生參加不同的比賽，累積更多比賽的

經驗。 

4. 透過定期公佈學生比賽的成績，表揚學生的

成就。 

 本年度於體育室門外，有學生運

動員簡介及分享，讓同學能分享

運動心得，更希望從而感染其他

同學喜愛運動。 

 來年繼續推行，可考慮聘請不同

專項教練，讓學生接受更專業訓

練。 

3. 向學生介紹有關

健康資訊，鼓勵

參與更多活動，

協助學生建立健

康生活模式。 

1. 於體育室門外展示健康資訊。 

2. 學期前為學生量度身高、體重，教導學生計

算身高別體重以作身形參考。 

3. 向學生提供運動訓練資訊，鼓勵學生多作嘗

試，挑戰自我。 

 學生對「身高別體重」比例有基

本概念，能以自己的身高及體重

為數據，測量自己的身體比例。 

 於體育室門外貼上不同興趣班章

程，鼓勵學生參加不同的比賽。 

 來年繼續推行，可擺放不同的測

量工具予學生自行使用。 

 

(三)成就、反思及建議 

 

 科組於本年度引入多項運動校隊專項訓練，讓學生提升運動技能及興趣，從而增強學生自信心。檢視本年度的工作後發現於協助學生設

立個人目標仍有改善空間，故建議來年度可於手冊內先紀錄運動時數，另於校隊中推行而運動目標的定立，以此於校隊中建立文化，再重推

回至全校。建議於小息期間亦開設不同活動，從而提升學生對運動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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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圖書科周年報告 

圖書科呼應學校關注事項檢討: 1. 發展學習多樣性策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2. 提升學生個人素質及學習能力，裝備孩子具有領袖的特質。 

本年度目標 關注

事項 

發展策略 成功準則 成效 建議 

1.邀請繪本作家、機

構舉辦有關於堅

持不懈、同理心、

自信心繪本故事

工作坊 

2 1.1 工作坊透過堅持不

懈、同理心、自信心

繪本系列故事與學

生分享，培養他們做

事要堅持態度、關愛

精神及建立自信、創

意。 

 學生透過工作坊能

創作一些展品， 

例如:小手工、改寫

結果、創作體操。 

 

 試後活動，製作日本【子

芝居】改寫同理心、自信

心繪本系列故事結果。 

 持續進行，以堅

持不懈、同理心

為主題。 

2.讓學生閱讀一些

領袖人物專輯及

傳記，擴闊孩子對

領袖特質視野 

 

2 2.1 透過從閱讀領袖人

物專輯及傳記中在

課堂、早會作分享，

加强學生認識不同

領袖特質。 

  

 全學年六次學生早

會作分享。 

 選出十大傑出領袖。 

 小四、五學生在本年度暑

假必須閱讀一些領袖人

物專輯及傳記，然後，投

票選出十大傑出領袖。 

 可舉辦以領袖特

質主題作展覽。 

3.每季定期舉辦科

普書籍展覽，提升

學生科研學習能

力 

   

2 3.1 透過書籍展覽後，小

息期間製作一些簡

單科普小實驗及展

出科科普小實驗小

手工、製成品，加强

學生科研學習能力。 

 全學年三次舉辦科

普書籍展覽。 

 全學年兩次製作一

些簡單科普小實驗。 

 全學年一次展出科

普小手工及製成品。 

 下學年度持績推行。 

 試後活動，小三、四製作

科普立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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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組周年工作計劃 

 

本年度目標 發展策略 成效 建議 

1. 加强家校合作，推動閱

讀風氣 

1.1 圖書館主任定期舉辦親子閱讀工作坊、故事姨姨

時間及一些閱讀活動，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及興

趣。 

 家校合作有待加强， 

未能在計劃舉辦親

子閱讀工作坊、故事

姨姨時間。 

 學期初，招募一班家

長義作訓練，然後分

階段在校內推行閱

讀活動。 

2. 深化「從閱讀中學習」

，積極推廣閱讀風氣 

2.1 逢星期二、四早讀時間班主任與學生一起閱讀至

少二十分鐘。 

2.2 每班學生每星期至少兩次在早讀時間入館閱讀。 

2.3 重新整理及編配課室圖書的質和量，方便學生隨

時閱讀。 

2.4 逢星期二、四早會時間圖書館主任及部分中、英

文老師挑選學生向全校推介好書、分享故事積極

鼓勵學生廣泛閱讀。 

2.5 故事姨姨在早讀、小息期間到校與學生分享故事 

 上下學期各科主席

在早上作出好書推

介。 

 圖書館主任定期在

館內推介好書。 

 班房書袋已更換新

書，以便早讀時間有 

優質書閱讀。 

 逢星期二、四早讀時

間，每樓層增設當值

行政主任作巡視，碓

保每班學生及老師

閱讀。 

 逢星期二、四早讀時

間8:00-8:20安排故

事姨姨(初小)、讀報

姨姨(高小) 入班。 

3. 閱讀獎勵計劃 3.1閱讀喜悅大獎: 在館內借閱書籍量最 (每級一名) 

(每學期計算)。 

3.2記錄大獎: 手冊/網上記錄曾閱讀書籍量最多 (每

班一名) (每學期計算)。 

3.3 閱讀精英: 最佳分享故事/好書 (全校一名) (每

學期計算)。 

3.4 閱讀龍虎榜: 每班借閱書籍量最多 (每級一班、

每班一名) (全學期計算)。 

3.5 最佳書評: 最佳寫書評 (全校一名)。 

  聯校數碼閱讀計

劃，電子化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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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目標 發展策略 成效 建議 

4. 培養高小學生對著名
作家作品閱讀興趣 

 

4.1 高小中、英文科科主席與圖書科主席制定一系列
作家作品，讓學生在校內借閱，學生閱後必須完
成簡單書面報告或口頭報告。在指定早會時間作
出分享。 

 科主席安排課堂入
館閱讀，早會時間末
能作出分享在。 

 把學生分享片段放
上校園電視台。 

5.邀請《新閱會》、《麥
當勞叔叔》、《Parent 
Club》、《Creative Kids
》閱讀機構到校舉行不
同閱讀工作坊、講座、
籌款活動 

5.1 上下學期各一次於邀請不同閱讀機構到校舉行不
同活閱讀工作坊、講座給予家長及學生。 

 

 本年度邀請了蔡姨
姨、新閱會--譚劍先
生訪校舉辦閱讀工
作坊、講座給予家長
及學生。 

 持續發展，邀請對外
機構協助推廣閱讀。 

 

(三)成就、反思及建議 

 
    本年度圖書科撥款增加，館內添書量及種類情况不俗。下學年可考慮找增加 AR VR 書。對外支援可持續邀請一些機構、作家合作，加强
本校閱讀氛圍及培養學生創意寫作。家長參與可擴濶範疇，可邀請更多義工家長在星期二、四早讀時段前成立故事、閱報姨姨到班房分享故
事、新聞 。 

下學生年建議小一至小六學生訂閱木棉書出版圖書閱讀記錄冊以便培養學生自發閱讀及記錄良好習慣。另外，小一、二分別選用木棉書
出版《我叫粗尾巴》、《小獅子毛爾冬》作圖書課堂閱讀策略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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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課程及教師專業發展組周年報告 

課程及教師專業發展組呼應關注事項： 1. 發展學習多樣性策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2. 提升學生個人素質及學習能力，裝備孩子具有領袖的特質。 

本年度目標 關注 

事項 

發展策略 成功準則 成效 

 

建議 

1. 提升教師對
提問及分組
教學的技巧
，從而發展
照顧學習多
樣性的策略 

1 1.1 透過培訓及分享會，
提升教師在課堂追問
、轉問、運用不同層
次的提問和開放性問
題的技巧，同時關顧
能力高及能力稍遜的
學生。 

 
1.2 安排培訓，提升教師

對分組活動、小組討
論、匯報等技巧，從
而增強對不同能力層
的照顧。 
 

1.3 提供相關技巧的書藉
供教師參考。 

 成功安排培訓工作坊。 
 購買相關的參考書藉
，教師閱讀後在分享會
中進行分享。 
 

 

 已於 2018 年 9 月 7 日舉行「提
問技巧」工作坊，共有 35 位教
師出席。 
 

 已於 2019 年 1 月 10 日教師分
享會上進行「提問及匯報」課
堂實作分享，由課程主任及部
份科主席作出示範。 
 

 已於 2019 年 3 月 26 日舉行「
提問技巧」工作坊，由教育局
校本支援組講者主持，共有 35
位教師出席。 

 
 

 從觀課中察覺部份教師未
能掌握匯報的形式，部份仍
以發問形式進行。建議來年
透過課研和科組會議提示
教師善用課室小組的設置
，提供更多讓生小組形式進
行匯報機會。 
 

 電子教學在照顧學生學習
多樣性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特別是提升學習能力稍遜
學生的學習動機方面。從觀
課中察覺教師本年已較少
使用電子媒體，建建來年加
強這方面的推廣。 

2. 透過課研，
鞏固教師對
照顧學習多
樣性教學策
略的掌握 

 

2 2.1 安排課研，讓老師有
互相觀摩的機會，並
就課堂設計、教材及
教學技巧進行討論，
以鞏固教師對相關教
學策略的掌握。 

  

 教師透過同儕觀課及
評課，落實: 
1.共通能力:溝通協作
、解難; 

2.學習技巧:主動提問
、P.1-3 摘錄學習重
點；P.4-6 摘錄筆記
; 

3.個人素質:堅持不懈
、同理心、自信心等
相關策略，亦能讓學
生在課堂上應用及
練習有關技巧 

 上學期已安排全體老師進行同儕
觀課。同儕觀課要求包含本年度
的關注事項，鼓勵老師在課堂上
滲入個人素質元素。透過互相觀
摩，教師討論於課堂落實共通能
力、學習技巧及個人素質的情況
。 

 在中文非華語及常識科支援計劃
下之同級課研成效正面，讓教師
可以透過互相觀摩提升教學技巧
。 
 

 建議來年課研可延伸至更
多主要科目，提高教師互相
觀摩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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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優化共同備

課，整合及

修訂學習資

源，發展能

配合不同學

習需要的教

材 

1 3.1 在中、英、數、常科

的共同備課會中重點

討論照顧學習多樣性

的教學策略。 

3.1.1 於上課時間表安排

同級備課時段。 

3.1.2 每級每科上、下學

期各不少於兩次備

課會議。 

3.1.2 正、副科主席和課

程主任出席其中三

次備課會議以作支

援。 

3.1.3 就備課課題訂立明

確學習目標；設計

學習活動；設計提

問內容及形式；安

排小組討論和匯報

以發展共通能力。 

3.1.4 發展切合高能力和

低能力學生的學習

教材。 

 透過在共同備課會的

討論，每學期每級每科

完成 2個課題或一個

單元(不少於兩課題)

的教學設計，設計能反

映本年度的關注重點

：透過小組活動和匯報

發展協作溝通、解難等

共通能力；能照顧不同

能力程度學生的學習

資源。 

 參與備課教師認為校

本支援組的共同備課

能增進對課堂教學的

效能。 

 

 本年度共同備課以教師和科作

單位，中、英、數和常識科老師

透過備課會討論合適的學習策略

，以回應關注事項的共通能力、

學習技巧和個人素質的培養，同

時亦探討照顧能力高及能力稍遜

的學生的策略。 

 備課會的成果以單元設計及教材

套展示，教材對應照顧不同能力

學生的需要。 

 

 本年度共同備課以教師和科

作單位，部份涉及多於一個

主科的教師反映工作量較

大。單元設計已進行了兩年

，建議來年在維持原有之定

期同級備課外，可在教材設

計數量方面作出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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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發展小二中

文科非華語

課程及教學

策略 

 

2 4.1 透過與校本支援非華

語小組的定期備課會

議，發展小二校本中

文非華語課程及教學

策略。 

4.2 透過觀課及評課，實

踐在備課會中討論的

教學策略。 

  

 參與備課教師認為校

本支援組的共同備課

能增進對課堂教學的

效能。 

 

 成功建立了小二級校本非華語課

程。 

 中文非華語支援計劃下之同級課

研成效正面，讓教師可以透過互

相觀摩提升教學技巧。 

 

 由於來年未能成功申請教育

局校本非華語中文支援服務

，為了讓已發展了兩年的校本

非華語課程得以延續，建議校

內自組備課小組，繼續發展小

三的非華語課程。 

 

(二)呼應本組周年工作計劃檢討: 

 

本年度目標 發展策略 成效 建議 

1. 優化「聯課」的安

排 

1.1 透過聯課共同備課會議，優化聯課內容及活 

動的安排。 

1.2 檢視各科的學習內容，在聯課活動中加入跨

學科的學習元素。 

1.3 配合學習內容，加強發展學生協作溝通和解

難能力的機會。 

 本年度在聯課備課會議上，邀請

了同級中、英、數、常的級統籌

老師出席，成功在超過半數的聯

課活動中加入了跨學科的元素。 

 各級聯課大致能順利進行，活

動日誌設計亦能對應關注事

項，惟下學期之活動時段安排

在 5 月份，天氣非常炎熱，戶

外活動時部份學生感到不適

，建議來年將活動提前舉行。 

2. 發展小四常識科

的教學策略 

2.1 透過與校本支援組的定期備課會議，發展小 

四常識科的教學策略。 

 

2.2 透過觀課及評課，實踐在備課會中討論的教 

學策略。 

 常識科支援計劃下之同級課研成

效正面，讓教師可以透過互相觀

摩提升教學技巧。 

 在學年終檢討會上，參與備課教

師一致認為支援服務提供了很切

合校本需要的協助，特別在評估

模式及組織專題探究活動上提供

了很寶貴的意見。 

 在上、下學期分別進行了觀課及

評課，支援人員對教學策略提供

了很寶貴的意見。 

 由於來年將不會有教育局校本

常識科支援服務，為了讓本年度

已發展的教學及評估策略得以

延續，建議來年常識科在科組內

安排課研及分享，以把專題探究

及評估等技巧推展至其他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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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深化「從閱讀中學

習」，積極推廣閱

讀風氣 

3.1 中、英文老師向學生推介好書，積極鼓勵學 

生廣泛閱讀。 

3.2 中、英文老師於課堂裏加強指導閱讀策略， 

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 

3.3 邀請家長協力推動及參與閱讀推廣活動，培 

養學生閱讀習慣。 

 

 圖書組在本年度推行了多項推廣

閱讀的活動，包括製作立體書工

作坊、好書推介、閱讀工作坊、

講座等，詳情參閱圖書組報告。 

 本年度的校本暑期功課結合了閱

讀，讓學生透過閱讀相關書籍，

增進對特定專題的知識。 

 

 在持分者問卷中，有 57%學生表

示經常在課餘閱讀課外讀物，較

對上一年的 63%為低，希望來年

能進一步推動閱讀，使更多學生

能養成在課餘時間閱讀的習慣。 

 除了恆常的圖書推廣活動外，建

議善用校園電視台作為分享平

台，讓學生可以與同學分享閱讀

心得或作好書推介。 

4. 安排教師發展活

動 

4.1 按校本需要，安排相關的教師發展活動。 

 

 數學科在 2018 年 11 月 9日及 11

月 23 日分別舉行了初小及高小

「數學科學習技巧」家長工作坊

暨教師發展講座。 

 英文科於 2019 年 2 月 26 日舉行

了「Learning Diversity 
Differentiating and Developing 
Higher Order Thinking Skills in 
Classroom through Questioning
」工作坊 

 本年度有超過半數老師出席小學

校本課程發展組 2019「以行求知 

- 專業領航‧並肩攜手‧探究求

真」經驗分享會。 

 本年度已安排足夠的全體教

師培訓，以提升教師透過小組

討論、匯報等策略照顧學生學

習的多樣性，從觀課中反映計

劃已見成效。來年建議在現有

基礎上，加強學生的主動發問

和建立質疑並提出問題的學

習策略。 

 繼續鼓勵科主席主動推薦相

關講座、工作坊予科任老師，

讓教師掌握更對焦有關科目

的相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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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增加學生接觸

STEM 活動的機會

，並加入創意元素 

 

 豐富數學、電腦和常識科內相關活動及教學內

容的 STEM 元素。 

 安排試後科技探究活動。 

 購置 STEM 活動套件，讓學生在課餘時間有更多

進行科學科技探究的機會。 

 

 常識科在下學期試後為小三至小

五安排了結合 Coding 與 STEM 的

科探活動。 

 小四及小五亦於下學期試後各安

排了一次以「Coding 與 Microbit

」為主題的 STEM 活動日。 

 常識科在下學期試後時段，分別

在三至五年級運用 Microbit 進

行了結合 Coding 的專題探究活

動。 

 配合常識科新課程，建議來年可

以加強常識科與電腦科的合作

，把編程與常識科的科探有較緊

密的連繫。 

 

 除了在課堂上進行 STEM 活動外

，建議在課餘或小息時段，豐富

STEM CORNER 的學習套件，提供

一些不同程度的材料，讓學生更

自主地享受 STEM 的樂趣。 

 

 

(三)成就、反思及建議 

 

1.來年已安排了三次有關提問或小組討論的全體教師培訓或分享會，以提升教師透過小組討論、匯報等策略照顧學生學習的

多樣性，從觀課中反映計劃已見成效，部份教師對有關技巧已有理想的掌握，學生亦已習慣透過討論建構知識。來年建議

在現有基礎上，加強學生的主動發問和建立質疑並提出問題的學習策略。 

2.電子教學在提升學習動機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從觀課中察覺教師本年已較少使用電子媒體，建建來年加強這方面的推廣。 

3.配合常識科新課程，建議來年可以加強常識科與電腦科的合作，把編程與常識科的科探有較緊密的連繫。 

4.從觀課中察覺部份教師未能掌握匯報的形式，部份仍以發問形式進行。建議來年透過課研和科組會議提示教師善用課室小 

組的設置，提供更多讓生小組形式進行匯報機會。 

5.共同備課單元設計已進行了兩年，建議來年在維持原有之定期同級備課外，可在教材設計數量方面作出修訂。 

6.建議來年課研可延伸至更多主要科目，提高教師互相觀摩的機會。 

7.本年度在不同範籌已安排了高階課程，如奧數班、英語話劇小組、辯論隊、STEM 活動小組…等，讓能力較高的學生能夠透 

過高層次的挑戰，發展內在的潛能。STEM 活動方面，除了在課堂上進行 STEM 活動外，建議在課餘或小息時段，豐富 STEM 

CORNER 的學習套件，提供一些不同程度的材料，讓學生更自主地享受 STEM 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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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訓育組周年報告 

訓育組呼應關注事項檢討： 1. 發展學習多樣性策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2. 提升學生個人素質及學習能力，裝備孩子具有領袖的特質。 

本年度目標 關注 

事項 

發展策略 成功準則 成效 

 

建議 

1. 加強培養學

生的領導能力

、設定目標及

努力等方面的

特質加強培養

學生的領導能

力、設定目標

及努力等方面

的特質 

2 

 

1.1 邀請訓練機構為風紀

提供五次領袖訓練及

為期三日兩夜的風紀

領袖訓練營。 

1.2 本組老師定期為風紀

、清潔大使及交通隊

長舉行集會及進行訓

練。 

1.3 推行三葉草獎勵計劃

，透過全校參與模式

，由各科組制定獎勵

項目，鼓勵全校同學

提升個人素質及學

習能力。 

1.4 透過「好心場」培養

同學多留意身邊需

要幫助的人，從而培

養關愛精神等特質。 

 

1.1 風紀隊伍接受相 

關訓練，並於訓練

期間積極參與。 

1.2 本組老師定期舉行

集會及進行訓練，

領袖生的領導能力

有顯著改善。 

1.3 90%或以上同學積極

參與。 

1.4 同學積極參與， 

撰寫「好心場」紙

及同學樂意讀出善

行。 

 

 

 風紀隊伍於開學階段接受

外間機構提供五次領袖訓

練，有效強化他們的領導

、協作及溝通能力。 

 三日兩夜的風紀領袖訓練

營 已 於 10-7-2019 至

12-7-2019 完成，營地教

練對同學有適當的要求，

有效提升風紀的領導才能

及自信心等良好特質。 

 風紀、交通隊長及清潔大

使均按原定計劃舉行集會

，並於集會加入領導技巧

及的訓練，大部份領袖生

的領導能力均有所提升。 

 全校所有同學均參與此校

本獎勵計劃，透過此計劃

推動及鼓勵感恩、自律及

關愛的文化，大部份同學

對此計劃感到歡迎。 

 同學按計劃讀出善行及播

出歌曲。其中低年級參與

率較高。 

 

 

 是次訓練於 9 至 10 月進行，部份

時間與其他活動重叠，引致部份風

紀未能出席部份訓練，建議訓練時

段盡量安排在 9 月份進行，避免訓

練與其他活動重叠。 

 下年度4至6年級所有學生均會在

9 月參與學校舉辦的 3 日 2 夜生活

訓練營，下年度風紀的訓練方式及

時間需視乎生活訓練營的成效，檢

討後再作決定。 

 除了學習應對日常遇到的難題，可

於集會加入特定情境，讓同學分析

、討論及作出判斷，藉此加強他們

的領導、解難等能力。 

 三葉草獎勵計劃的形式已進行一

段較長時間，建議可將計劃形式作

出調整，以加強新鮮感及對學生的

吸引力。 

 同學建議下年度提供歌曲曲目以

供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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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呼應本組周年工作計劃檢討: 

 

本年度目標 發展策略 成效 建議 

1. 提升同學自

我管理能力

及責任感 

1.1 舉辦班際課室清潔比賽。 

1.2 舉辦聖誕聯歡會後課室清潔

清潔比賽---「聖誕聯歡清潔

大比併」。 

1.3 舉行執書包活動 

1.4 張貼服務生照片，以表揚他

們的貢獻。 

 能有效鼓勵同學保持課室清潔。 

 此活動令聖誕聯歡會後，同學認真執拾課室，

提升責任感。 

 此活動能提高同學執書包的意識及能力，能有

效鼓勵他們為書包減重。 

 服務生的團隊照片置放於有蓋操場當眼處，能

提升服務生的形象及自豪感。 

 頒發獎狀可多加指出各班的優點及不足

之處，讓同學更清楚所屬班別的表現。 

 由於同學均熱烈參與，建議繼續保持此形

式舉行。 

 可執拾書包活動的其他時段恒常提點同

學注意拾書包效果理想，建議按此方式繼

續進行。 

 

(三)成就、反思及建議 

1. 訓育組透過各種類的服務、活動及訓練，以提升學生的領導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及責任感領袖特質。此外，本組亦透過各類型獎勵計劃

及全方位活動，培養學生的自信心，讓學生能充滿自信地愉快學習。 

2. 為了強化學生的領袖特質，本組建議繼續以各種不同的訓練方式有系統地培養領袖生的領導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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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2018-2019 校風及學生支援組周年報告 

校風及學生支援組呼應關注事項檢討： 1. 發展學習多樣性策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2. 提升學生個人素質及學習能力，裝備孩子具有領袖的特質。 

本年度目標 關注 

事項 

發展策略 成功準則 成效 

 

建議 

A. 支援服務 

1. 加強教師對生命 

及心靈的教育，實

踐「生命教育」及

「堂校合作」的理

念。 

2 1.1 「接納關懷愛同行」教

育專業人員講座暨傳

光禮 

 80%老師喜歡及投入本

活動，出席教師能對教

育夢想有正面的影響，

實踐「全人教育」的理

念。 

 從教師專題講座的回應

中反映，分別有超過95%

參與的校長及教師喜歡

及投入參與活動。 

 今年大會借用屬

會基榮小學舉辦

活動，交通十分便

利。由於方便同工

到達會場，本年度

參加的人數也較

去年增加。 

2. 促進家校合作，加

深家庭與學校、家

長與子女之間的

關係 

2 2.1「接納關懷愛同行」家 
長專題講座暨家庭立
願禮 

2.2「我有我特色」聯校親 
子自我形象設計比賽
P.1- 2 

2.3「關懷的雨傘」聯校親 
子 插 圖 設 計 比 賽
P.3-4 

2.4「缺角的美麗」聯校親
子繪畫比賽 P.5-6 

2.5  家庭祝福月 
2.6  謙卑服務 –活動分 

享 
2.7「接納關懷愛同行」 

聯校親子活動比賽
頒獎禮暨家庭祝福禮 

2.8「家長學堂」計劃 
 

 80%家長喜歡本活動及
協助推展全人關顧的「
正向家庭價值觀」，培育
關愛正向的孩子。 

 80%學生及家長積極參
與及喜歡本活動。 

 80%學生及家長積極參
與及喜歡本活動。 

 80%學生及家長積極參
與及喜歡本活動。 

 80%學生及家長投入參
與及喜歡本活動。 

 80%學生投入參與及喜
歡本活動。 

 75%家長喜歡本活動及
深化家長關顧「正向家
庭價值觀」，培育凡事謝
恩的孩子。 

 80%學生及家長投入參
與及喜歡本活動。 

 90%家長喜歡本活動，會
繼續以有效方法加強家
庭的正能量。 

 80%學生及家長投入參
與及喜歡 P.1-6 的聯校
活動比賽。 

 80%學生及家長投入參
與及喜歡本活動。 

 90%P.4學生投入參與及
喜歡本活動。 

 85%獲獎的學生及家長
投入參與及喜歡「接納
關懷愛同行頒獎禮暨家
庭祝福禮」的聯校活動 

 85%學生及家長投入參
與及喜歡本活動。 

 當中本校 P.1-2「
我有我特色」的親
子活動比賽較有
創意及心思，加強
了同學及家長對
聯校活動的投入
感。 

 「接納關懷愛同
行」P.1-6 的聯校
活動比賽，其中
P.5-6 參與的學生
及家長人數未能
達標，交回比賽表
格也較少，且作品
質素亦不理想。建
議下年度宜加強
宣傳活動，提升學
生投入及認真參
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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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下年度舉辦
更多的親子義工
活動，並且調高參
加人數，可讓更多
家庭報名參加。 

 建議下年度可舉
辦不限人數參加
的親子義工活動
，讓更多家庭可報
名參加。 

B.個人成長教育 

1.個人及群性發展 

鼓勵家長透過多元

的家校合作活動，引

導孩子珍惜生命，善

待自己，友愛他人，

貢獻社會，榮神益人

。 

2 2.1 「齊齊學理財」學生講 
座 P.1-6 

1.2 「愛 . 生命」學生講
座 P.4-6 

1.3 「情緒百寶箱」學生
講座 P.1-3 

1.4 「無塑海洋」德國講
座 P.1-2 & P5-6 

1.5 「童行戲劇」P.3-4 
「貧窮書院」 

1.6 德國講座 P.1-6 
「安全校園」學生講
座 P.4-6 

1.7 「認識身體 保護自
己」學生講座 P.1-3 

 85%學生積極參與及享

受本活動 

 90%學生能留心聽講 

 85%學生積極參與及享

受本活動 

 85%學生積極參與及享

受本活動 

 85%學生參與及享受本

活動 

 85%學生參與及享受本

活動 

 85%學生參與及享受本

活動 

 85%學生能留心聽講 

 P.1-6 學生講座能培養

學生美好的八個「正向

家庭價值觀」引導孩子

學習全人關顧，培育孩

子的身心靈，引導孩子

珍惜生命，善待自己，

友愛他人，貢獻社會，

榮神益人。 

 85%學生能留心聽講、積

極參與及享受各講座及

活動。 

 有少部成長課講

座的講者表現不

太理想。建議下年

度安排講座時，可

多選擇有趣味性

及互動形式為主

的講座。學生可透

過不同形式的講

座獲得更多，有助

改善學生投入參

與及享受活動。 

 

 

 

 

 

 

 

 

 

 

 

 

 

 

 

2.學業及事業 

強化八個「家庭價 

值觀」，引導孩子 

學習全人關顧。 

2 2.1Be A Clover Star 學生獎

勵 

計劃 

2.3 校長欣賞大獎 

2.4 模擬升中面試訓練 P.6 

 85%學生積極參與及享

受本活動 

 80%學生積極參與及享

受本活動 

 大部份學生都能關注升

 85%學生積極參與及享

受本活動 

 90%學生積極參與及享

受本活動 

 80%學生積極參與及享

 建議下年度繼續

強化學生的「正

向思維」教育，

培養學生正向的

價值觀及品德。 

 



70 
 
 

2.5「升中適應」學生講座 

P.6 

中面試技巧的重要 

 大部份學生都能關注升

中後的適應生活對學

習的重要 

受本活動 

 90%學生積極參與及享

受本活動 

C.輔助服務 

1.提供個別或小組 

輔導，協助有需要 

的學生。 

 

 

 

 

 

 

 

 

 

 

 

 

 

 

 

 

 

 

 

 

 

 

 

 

 

 

 

 

 

 

 

 

 

 

 

 

 

 

 

 

 

 

 

 

 

 

1.1「我做得到」學生小組

訓練 P.1 

1.2「識字樂園」小老師朋 

輩支援計劃 

1.3「社交故事」小老師 

朋輩支援計劃 

1.4「情緒探熱針」情學生 

小組 P.4-6 

1.5 P.4 服務學習計劃 

 參加者能完成訓練小組 

活動，80%學生的自我控

制能力及專注力有所提

昇 

 80%參加者能主動熱心 

服務積 

 極協助有特殊學習需要

同學 

 80%參加者能主動熱心

服務積極協助有特殊學

習需要同學 

 參加者能完成訓練小組

活動，80%學生的情緒自

我控制能力及社交技巧

有所提昇 

 80% P.4 學生能熱心及

投入參與服務活動 

 

 

 95%參與學生認為學生

小組訓練能提升他們

的專注力及自信心。 

 80%參與學生認為「識字 

樂園」及社交故事小老師

可發揮同儕間互愛互助

的精神。近 85%參與學生

認為計劃能提升他們與

人溝通的信心及認同自

己有幫助別人的能力。 

 85%參與學生認為保良 

局舉辦的「我要鬆一

Zone」情緒及壓力管理小

組能加強他們的自信心

及與人交往的技巧。分別

近 90%的參加學生認為

活動能幫助他們學習用

正面方法處理情緒及壓

力。 

 本年度「P.4 服務學 

習計劃」再次與禮賢會思

田頤養院合辦服務活

動。學生表演環節很精

彩，長者們投入觀賞；而

活動中大家互相傾談及

 90%參與的學生認 

為「情緒探熱針」

學生小組雖能加強

他們自信心及與人

交往的技巧，但85%

參與學生認為課節

及時間不足。超過

90%參與學生認同

活動如能添加多些

課節及延長活動時

間則更佳。 

 由於「P.4 服務學 

習計劃」是常識科

科任負責，活動前

沒有較多時間準

備及練習表演項

目。建議下年度可

與學科結合，並與

班 主 任 共 同 合

作，好讓計劃能有

充 足 的 時 間 準

備，同學在表演環

節便有足夠的時

間練習，令其表現

的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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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發自制的小禮物給長

者。老師們十分滿意兩組

學生的表現，建議明年

P.4 學生仍要繼續進行

此計劃。 

 

2.加強老師處理危機

事件的程序及跟進

有關的服務。 

 2.1「校園危機處理」小組 

 

 85%老師喜歡及投入本

活動，並積極支援和即

時處理及跟進突發事

件。 

 

 90%老師喜歡及投入本

服務，並積極支援和即

時處理及跟進突發事

件。 

 己編印及向全體教職員

通傳「學生個案轉介程

序及本校執行就學政策

指引 

 已修訂「關懷及危機應

變手冊」[2018] 。 

 

 本年度 12 月 3 日

已舉辦「校園危機

處理：介入及支

援」教師工作坊。

95%老師喜歡及投

入本活動。在處理

危機事件模擬活

動中，同工更有效

地清楚各職務的

責任，當面對真正

危機事件時，便能

更有效地處理各

項應變措施。 

 

 (二)成就、反思及建議 

本年度學生輔導組仍關注學生身心的成長發展，透過「Be a Clover Star」三葉草之星獎勵計劃及全方位學生輔導活動，培育學生正向

的價值觀及增加學生的正能量。本校繼續以「感恩、自律及關愛」正面健康的價值觀作為關注項目，以正面的方法幫助學生鞏固良好行為和

誘導學生改進。本校訓輔組緊密合作，為學生提供各項德育及輔導活動，如風紀訓練、小老師常規訓練及各項學生講座等。本校校規及獎懲

制度合理，以積極、鼓勵和包容的態度及方法處理學生違規行為，並與家長及專業人員緊密合作，教導學生。此外，學校有機制監察學生的

缺課情況，及與教育局缺課組共同合作並跟進有關的缺課個案。 

在學生成長支援上，根據本年度持份者問卷中，有70.2%的學生認同學校積極培養他們的良好品德及68.2%的學生認同學校教導他們如何

與人相處的技巧，兩者均較去年下跌了；而81.2%的家長認同學校能幫助子女養成良好品德，與去年也下跌了5.4%，另外80.8%的家長認同學

校能幫助子女懂得與人相處，與去年上升了0.7%。另有90.0%的老師認同學校推行的訓輔工作能配合學生的成長需要。此外，87.5%的老師認

同學校能幫助學生發展與人相處的技巧，前者較去年上升了0.3%，而後者則下跌了4.8%。有90.0%的老師認同學校積極幫助學生建立正確的

價值觀，較去年下跌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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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文化方面，本校校風良好，學生對學校有歸屬感。學生間彼此相處融洽，互愛互助；高年級學生樂於關顧低年級同學。教師以關懷

的態度和學生相處，為他們提供一個關顧的學習環境，培育他們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學生尊敬教師，師生彼此接納，關係良好。校方樂意

聽取家長意見，家長亦關注學校的發展，樂意協助推行學生活動，積極投入服務及融入學校生活，與學校保持密切聯繫。而在學校氣氛方面

，根據本年度持份者問卷中，只有 63.1%學生認同喜愛學校及 72.3%學生認同和同學相處融洽，前者上升了 1.8%，而後者較去年下跌了 2.3%

；87.8%的家長認同子女與同學相處融洽及 88.6%的家長認同子女喜愛學校，前者的數據比去年下跌了 1.6%，而後者則上升了 0.3%。 

另從APASO的問卷結果顯示，大部份學生只在「校園生活」、「社會權力」及「和諧人際關係」三個項目上，其平均數高於香港常模外

，其他7個副量表均低於香港常模。這顯示本校學生較投入學校的領袖培訓及熱心參與校內的服務工作，較其他香港學生抱有更積極和樂意

為他人服務的正面態度。故本組仍致力推行一連串的關愛活動， 包括「識字樂園」小老師朋輩互助發展計劃、「校長欣賞大獎」及「三葉

草之星」獎勵計劃等活動， 從老師及學生的口頭訪問中， 均顯示這些關愛活動對營造濃厚的校園氣氛有莫大的幫助。 

整體上，如本年度學校所定的關注事項(二)提升學生個人素質及學習能力，裝備孩子具有領袖的特質。本年度推行了一連串活動，大部

份均能達到預期之成功準則，獲得成效及對學生很有幫助。此外，在<<APASO>>問卷報告中顯示，本校學生只有「校園生活」、「社會權力

」及「和諧人際關係」三個項目上較香港普遍學生持有更正面和積極的態度。從這些數據顯示，本校在關注事項(二)下所推行的活動能準確

聚焦，推行合適。故經本組的商議下，大部份的活動也會於下學年恆常推行，持續建構關愛校園，以及讓學生能學會掌握目標設定方法和提

升學生自律守規的技巧。 

在<<APASO>>問卷結果顯示「整體滿足感」、「努力」、「解難技巧」、「目標設定」、「策略性求助」及「堅毅」等項目，大部份學

生其平均數均低於香港常模，效應值雖為「微至小」，但也值得學校同工關注及跟進。而大部份學生在「解難技巧」及「目標設定」上均欠

缺技巧和自我檢討的機會，以致他們做事缺乏方向感和成效。此外，大部份學生和家長並不清晰孩子的學習目標及如何有效令孩子達到所訂

的目標，因而影響學生的自信心和責任感。因此本組將於 2019 至 2020 年度，持續建立和諧的校園文化，關注學生情意方面的發展作為重點

外，並繼續與訓育組共同推展「三葉草之星計劃」。此外，本組與訓育組及學生支援組共同努力，於下年度嘗試合作推展「WE」正向動力計

劃，「WE」正向動力計劃的「WE」就是以人本（WE 中見 ME）理論，透過建構「正面」的校園環境，讓他們感受到自己是「被關注」(Being seen)

、自己是「被認同」（Being recognized）及自己是「被重視」(Being wanted)的。擁有這三項特質的孩子，他們的自信心能提升，更能在

成長中勇於面對困難及挑戰。老師們更透過在導修課推展班級經營的成長課及高小學生的生涯規劃課程，藉此強化全校師生在感恩、自律、

關愛的正向價值觀上加以實踐，培養學生擁有明日領袖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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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支援及輔導教學組周年報告 

支援及輔導教學組呼應關注事項檢討： 1. 發展學習多樣性策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2. 提升學生個人素質及學習能力，裝備孩子具有領袖的特質。 

 

本年度目標 關注 

事項 

發展策略 成功準則 成效 

 

建議 

1. 提升學生對學習

的興趣及自信心 

 

 

 

 

 

 

 

 

 

 

 

 

 

 

 

 

 

 

 

 

 

 

 

1 

 

 

1.1 於小三至小五

舉辦課前輔導

教學小組，讓

能力稍遜的學

生得到適當的

支援。 

1.2 小二英文課抽

離班讓能力稍

遜的學生得到

適當的支援。 

1.3小二及小三中

文課抽離班讓

有學習困難的

學生得到適當

的支援。 

 有 70%的有學習需要的學

生獲得科任老師的支援 

 有 70%的學生能提升的學

習興趣 

 75%的有學習困難學生樂

於參與 

 

 本年度共開設五組三至五年級的

課前後輔導班，學生在課前得到

老師的悉心指導，成績略有進

步，他們的學習興趣及學習動機

也提高了。 

 本年度在小二英文課抽離班，把

能力略差的約十名學生在英文課

抽離教學，學生在老師的悉心指

導下，他們的學習興趣及學習動

機也提高了。根據統計，科任老

師指 100%有學習困難學生樂於

參與。90%的學生表示他們的學

習興趣提升了。 

 本年度在小二及小三中文課抽離

班，把有學習困難的學生在中文課

抽離教學，學生在老師的悉心指導

下，他們的學習興趣及學習動機也

提高了。根據統計，科任老師指

100%有學習困難學生樂於參

與。90%的學生表示他們的學習

興趣提升了。 

 總括而言，大部分有學習需要的

學生獲得老師的支援，學生及家長

均對老師的支援表示感激。 
 

有些能力弱的學生

不願參加輔導課，引

致老師選學生加入

輔導課時會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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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4 舉辦學習樂繽

紛課後學習小

組，讓有特殊

學習需要的小

一至小四學生

得到適當的支

援。 

 -有 70%的學生能提升的

學習興趣 

 -75%的有學習困難學生

樂於參與 
 

本年度《學習樂繽紛》課後輔導開

了四組，包括小一、小二、小三及

小四，讓有學習困難的學生通過活

動認識字詞結構及認讀常用字，提

升他們的語文能力。根據統計，科

任老師指90%有學習困難學生樂於

參與。85%學生表示他們的學習興趣

提升了。 

一年級有學習困難

的學生在小一識別

後能能立即得到支

援，參與小組，幫助

他們建構知識，打好

基礎，效果很好。 

1 

 

 

1.5 舉辦字詞遊蹤

小組，讓有特

殊學習需要的

小五至小六學

生得到適當的

支援。 

 -有 70%的學生能提升的

學習興趣 

 -75%的有學習困難學生

樂於參與 
 

本年度在課前舉行「字詞遊蹤」的

活動，對象是小五、六年級有讀寫

障礙的學生。參加的學生均表示此

計畫對於幫助他們學習字詞很有幫

助。根據統計，科任老師指75有學

習困難學生樂於參與。65%的學生表

示他們的學習興趣提升了。 

唯學生會因交通問

題而遲到，有時更因

學生參加活動而影

響出席率，但老師會

利用小息為學生提

供訓練，讓早上未能

參與的學生也能得

到支援 

1、2 1.6 舉辦「識字樂

園｣朋輩輔導

計畫讓能力稍

遜的小一至三

學生得到適當

的支援。 

 -有 70%的學生能提升的

學習興趣 

 -75%的有學習困難學生

樂於參與 
 

效果理想，通過此計劃，受關顧的

低小學生投入學習，通過讀默寫的

訓練，能增加學生的字詞量。 

 

1、2 1.7 舉辦「識字樂

園｣朋輩輔導

計畫提升小老

師的個人素質

及領導才能。 

 -75% 的小 老 師 投 入 活

動、增強自信心及具備領

導才能 

  

效果理想，通過此計劃，小老師皆

能增強自信，關愛幼小，建立學校

關愛文化。 

唯小老師的出席率

較一般，有些小老師

常因參與其他活動

而缺席 

1、2 1.8 舉辦「故事天

地｣朋輩輔導

計畫讓能力稍

遜的小一至二

 -有 70%的學生能提升的

閱讀興趣  

 

效果理想，故事弟弟、妹妹亦投入

活動，熱愛閱讀故事。 

根據統計，85%的小一及小二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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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得到適當

的支援。 

他們對閱讀的興趣提升了。 

1、2 1.9 舉辦「故事天

地｣朋輩輔導

計畫提升故是

先鋒的個人素

質及領導才

能。 

 -75%的故事先鋒能學習

到講故事的技巧、投入活

動、增強自信心及具備領

導才能 

效果理想，通過此計劃，故事先鋒

皆能增強自信，關愛幼小，建立學

校關愛文化。 

唯故事先鋒的出席

率較一般，有些故事

先鋒常因參與其他

活動而缺席 

 

(二)本組周年工作計劃 

本年度目標 發展策略 成就 建議 

1.提升教師及家長識別及處理有

特殊需要學生的認識，並給予有

特殊需要學生提供適當支援 

1.1 透過舉辦家長及教師講座，提

升教師及家長識別及處理有特殊

需要學生的認識，並給予有特殊

需要學生提供適當支援。 

 

教師方面，本年度安排了一次教

師觀課，安排新個案的語障學生

的中文科老師及班主任觀察言語

治療課，從而了解學生的溝通問

題及支援策略。這次安排效果良

好，教師能通過觀課及言語治療

師的溝通，加深對支援語障學生

的策略。 

此外，本校請了教育心理學家周

卓敏先生到校舉行一個有關＜進

階讀寫障礙辨識＞工作坊，讓老

師進一步理解 SEN 學生及支援他

們的需要。 

家長方面，本年度言語治療師謝

由於本校讀寫障礙的學生人數相

對多，故期望下年度進行有關家

長小組，幫助家長了解支援學生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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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娘合作製作了一份有關「說好

廣東話」號外。內容介紹廣東話

的發音，提昇家長對廣東話的發

音的認識。 

另外，舉辦了六次的＜伴我高飛

＞家長小組。由＜香港教育心理

服務中心＞教育心理學家鄭韻怡

小姐負責。對象是 10 位懷疑及確

診有學習困難的學生家長。透過

家長小組教導家長有效提升孩子

的語文能力的策略、提升孩子學習

動機的方法、訓練孩子「執行技巧」

的方法等。家長亦很享受小組時

間，學會了很多技巧，幫助他們

教導有學習困難的孩子。 

此外，本年度邀請本校教育心理

學家周卓敏先生為家長舉辦了一

個名為＜論盡專注＞的家長講

座，幫助家長學習提升孩子專注

力的方法和技巧。出席的家長均

覺得這講座能幫助他們了解孩子

的需要及提升孩子專注力的技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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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升學生的專注力，幫助他們專注

地學習 

2.1 透過舉辦「專注智叻星」、「專

注學飛行」、「專注 GO GO GO」、「專

注無極限」、「專注達人」，提升學

生的專注能力及社交能力。 

為了讓學生提升專注力，本校邀

請《兒童啟迪協會》派出音樂治

療師、《越己堂》派出專業遊戲治

療師及《樸思藝術成長中心》表

達藝術治療師擔任本年度逢星期

五舉行的提升專注力培訓計劃的

導師，讓有需要的一至六年級學

生透過多元化的活動，提升專注

力。音樂治療師能充分利用樂器

帶動學生，讓學生陶醉在音樂之

餘，也明白專注的重要。社工也

能通過活動帶領學生掌握專注的

技巧，學生表現理想。 

本年度二年級的「專注學飛行」

有 10 位學生參加，這些學生裏有

幾位學生很活潑，活動進行時需

很花精力，加上二年級有幾個新

個案需要來年度參加專注活動

班，故建議來年度三年級加開一

班，即三年級有兩組專注班，讓

更多有需要的學生參加而每組的

人數也在 8 個內，使活動進行得

更有果效。 

3.提升學生的情緒智商 3.1 透過舉辦「擁抱 EQ」表達藝

術治療工作坊及「跟我做個

FRIEND」藝術治療工作坊，提升

學生的情緒智商，幫助受情緒困

擾、焦慮的學生，促進他們的個

人成長。 

為了讓學生了解並認識處理情緒

的方法，學習與人相處的技巧和

團隊的合作精神，本校邀請《樸

思藝術成長中心》表達藝術治療

師擔任全學期逢星期五興趣小組

時段舉行的「情緒治療小組」培

訓計劃的導師，讓有需要的三至

六年級學生透過多元化的活動，

學習處理情緒的方法、與人相處

的技巧、團隊的合作精神和如何

面對挑戰及解決困難。學生在活

動中表現理想。 

此外，學校在課後舉辦「跟我做

個 FRIEND」藝術治療活動，讓學

生從藝術活動中學習處理情緒的

技巧，唯時間只有一小時一節，

未能有充份的時間在設計藝術活

由於「跟我做個 FRIEND」藝術治

療活動時間只有一小時一節，未

能有充份的時間在設計藝術活動

之餘，讓導師跟進學生處理情緒

的方法，所以效果一般。加上在

課後進行，參加的人數不多，故

建議下年度取消有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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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之餘，跟進處理情緒的方法，

所以效果沒有預期中好。 

4.提升學生的社交能力 4.1 透過舉辦「喜伴同行」計劃、

「社交故事」小組，訓練有自閉

症學生的社交能力，促進他們的

個人成長。 

本年度參加了賽馬會「喜伴同行」

計畫，有 10 位懷疑或確診有自閉

症的學生參加，經過一連串的訓

練後，學生進步了很多。家長亦

能掌握當中的技巧，期望下年度

能繼續參加這計畫，加強學生的

社交技巧。 

參語的學生的社交能力有點進

步，但仍需持續性地訓練。 

5.訓練學生的小手肌 5.1 透過職業治療，能訓練學生的

小手肌及感覺統合能力，改善他

們的書寫能力及身體協調能力。 

本年度邀請＜越已堂＞派職業治

療師到校為小手肌有困難的學生

進行治療，治療師非常有經驗，

在治療的過程中充分發揮專業精

神，學生進步很大。家長及老師

也讚不絕口。希望來年能繼續有

這服務。 

由於兩組學生人數多，治療師反

應能貼身地跟進每一位學生的不

同需要，建議下年的治療課以兩

人一組，有些更需要個別治療。 

6.提升學生的言語能力 6.1 透過言語治療，題升學生的言

語能力。 
本校邀請思卓言語及吞嚥治療中

心的專業言語治療師謝姑娘為有

言語困難的學生進行言語治療，

效果理想。 

本校亦邀請家長出席有關工作

坊，同時亦邀請老師出席言語治

療工作坊，並在旁學習言語治療

的技巧，以便在校內跟進，使治

療目標融於家庭及學校生活中。 

因為家長較忙，出席言語治療課

的家長不多，期望下年請治療師

多用電話聯絡未能出席的家長，

讓他們了解學生的學習進度及在

家裏訓練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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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就、反思及建議 

 

本年度學生支援及輔導教學組為了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設立不同活動及小組教學為學生提供適切的支援。學生支援及輔導教學組亦透

過小組教學、抽離輔導、朋輩輔導支援、小組活動、講座、工作坊等，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適切的支援，這些活動無論在提升學習

興趣、專注技巧、手肌的靈活度和社交技巧，學生都很有得著，亦能按他們的需要提供不同的支援。 
此外，學生支援組也透過家長工作坊、家長講座，讓有特殊需要地學生家長得到適切的支援。 

最後，學生支援組也透過教師工作坊、教師講座，讓教師學會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的方法和技巧。 

   總括而言，學校校風純樸，學生能融洽相處，期望來年通過對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的不同支援，提升他們對學習的自信心，讓有不

同學習差異的學生能融入校園生活，為學校營做一個 互諒互讓，互相支援的愉快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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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非華語支援組周年報告 

非華語支援組呼應關注事項檢討： 1. 發展學習多樣性策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2. 提升學生個人素質及學習能力，裝備孩子具有領袖的特質。 

 

本年度目標 關注 

事項 

發展策略 成功準則 成效 

 

建議 

1.成立非華語

核心小組，透

過課程設計

，優化非華語

中文課程 

 

2.透過延展及

非華語識字

活動，提升非

華語學生的

中文能力 

1 1.1 參與教育局支援計 

劃，優化非華語課程 

1.2 成立非華語核心組，

建立共同備課學習圈 

1.3 重新訂定小二非華語

課程框架及評估政策 

1.4 優化小一非華語課程

的框架及評估政策 

1.5 優化小三至小四非華

語課程 

1.6 優化小五至小六非華

語課堂支援 

1.7 安排非華語學生支援

小組，協助非華語學

生學習中文 

1.8 透過小一、小二非華

語課前識字活動，提

升參與課前識字活動

的非華語學生學習中 

    文的興趣 

1.9 透過家長義工與非華

語學生講故事來提升

非華語學生的中文

聽、說能力 

 制定適合小二的

非華語課程及評

估政策 

 安排定期進行共

同備課(約兩星期

一次) 

 依照教育局第二

語言學習架構要

求，制定小一至小

四非華語課程框

架 

 能設計合適的教

材以協助小五、小

六非華語學生完

成課堂學習 

 按非華語學生需

要開設 1N 至 5N

支援小組 

 大約 70%的非華

語學生認同課程

內容能幫助學習

中文 

 大約 70%的非華

語學生會願意繼

 非華語核心小組與教

育局非華語主任於本

年度共同備課大約二

十次，重整小二非華語

中文課程，剪裁本地課

程，讓課程內容更緊貼

非華語學生需要，使二

智班學生學習得更有

效。 

 問卷調查顯示， 100%

的家長滿意抽離班的

課程，認為抽離班能讓

自己的子女學得更有

自信。 

 根據問卷調查所有一

智至四智班的學生均

喜愛上中文抽離課

程，認為中文抽離課程

能幫助他們從小步子

中學習中文，而且智班

老師能協助解決他們

學習中文的困難，大約

82%的學生均表示願意

來年度繼續參與中文

 本年度成立的非華語核心小組能有

效帶領各級教授非華語抽離班的同

工訂定各級學習框架，讓各級老師能

檢視學生學習成效，由於本年度重整

了小二的非華語課程，來年度在課程

上應開展至小三年級，小三年級應以

與大班融合為發展方向，並檢視大班

試卷與抽離班的試卷，收窄大班與抽

離班之間的差異，使非華語學生能有

自信地回到主流班與本地學生一同

學習。 

 本年度小五小六非華語課堂支援由

於得到支援老師的協助及分層工作

紙的幫助，大部份非華語學生需要於

老師的協助下完成寫作內容，個別能

自行完成，亦由於程序參差，而且在

寫作時均需要支援老師給予協助，以

致學生在考試時未能有好表現，仍建

議來年度除以分層工作紙形式作支

援外，程度較佳之學生扶手、提示會

較少，亦可另以詞表協助寫作，讓支

援老師更能針對程度較弱之學生作

全面的支援；另在其他非寫作的日

子，亦可以分層工作紙形式教授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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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透過家長義工識字

活動提升非華語學生

的識字量 

1.11 開辦課後延展中文

學習課程提升參與的

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

的興趣。透過圖書教 

    學，提升非華語學生

的閱讀量及閱讀中文

圖書的能力。透過課

堂活動，提升非華語 

    學生聽、說的能力 

續接受支援 

 70%的小一、小二

非華語學生樂於

參與課堂活動 

 透過觀察小一、小

二非華語學生的

聽、說能力有所提

升 

 透過識字學習

冊，檢視小一、小

二非華語學生的

識字量能有所提

升 

 大約 70%非華語

學生樂意繼續參

與課前識字活動 

 大約 70%的非華

語學生樂於參與

課後中文課程 

 參與課程的非華

語學生及家長認

同課程的能有助

學習中文及能提

升閱讀量。 

 透過老師觀察及

利用電子工具收

集學生上課活動

內容，非華語學生

的聽、說能力有所

提升 

抽離課程。 

 小五及小六非華語學

生在寫作上均得到適

切的支援，支援老師以

分層工作紙教授不同

程度的學生寫作，檢視

成績及課業均顯示非

華語學生能在支援老

師協助下完成寫作；此

外，根據問卷調查大約

45%的學生及家長均來

年度均願意繼續接受

支援。 

 在成績上，非華語學生

經抽離評考後，在聽說

讀寫方面，大約 70%的

學生均能達至合格的

水平。 

 本年度小一小二課前

識字活動共有 16 位學

生參與，家長義工、家

長及學生均認為課前

識字活動能提升非華

語學生識字量，全部共

16 位學生來年度均希

望繼續參加。 

 本年度課後延展班開

辦了1N至 5N共 5班的

課後中文班，讓學生透

過圖書教學學習更多

基礎知識，對非華語學生進行補底。 

 本年度早上識字班仍邀請家長義工

作支援，上學期時主要針對小一年級

學生認識字詞，以遊戲形式玩拆字遊

戲、筆劃筆順做練習，以鞏固其認讀

字詞知識，小二年級則針對朗讀及認

讀為主，由小二學生朗讀短篇章，以

字詞句段篇作過渡，為小一小二年級

學生打好中文基礎。建議來年度仍以

此支援形式為主，並設立家長義工支

援工作坊，邀請家長到校由本校老師

作培訓，讓本校家長能更專業地教導

非華語學生。 

 本年度仍然於下學期時增設了課後

中文功課輔導班，本年度仍有個別課

後延展班與功課班時間相同，因此仍

有約 3%的學生寧願到功課班完成功

課，也不願意到課後班學習，建議來

年度所有延展班設定於星期二，功課

班時間則設於星期一、三至五，盡量

把功課班及課後延展班的時間分

隔，不要安排在同一天。此外，亦建

議來年課後延展班可引入中華文化

元素，讓非華語學生中國時節及節

慶，使課後延展班的課程內容更吸

引，更生動有趣，以不同的形式來培

養學生學習中文的興趣。 



82 
 
 

中文詞彙，藉以提升識

字量，根據問卷調查大

約 66%學生認為課後延

展班能提升識字量，亦

有約 65%學生認為提升

了學習中文的信心。大

約 70%學生及家長均願

意來年度繼續參予。 

 

2.在暑假期間

舉辦暑期銜

接課程，提升

小一至小四

非華語學生

的語文讀寫

能力。 

1 2.1 舉辦暑期銜接課程，

提升參與的非華語學

生學習中文的興趣 

2.2 提升參與的非華語學

生在聽說讀寫各方面

的能力 

2.3 提早適應小一的中文

課程，並為升讀小二

至小四的非語學生作

好銜接 

 

 大約 70%的非華語

學生樂於參與課程 

 參與的非華語學生

學習中文的自信心

能得到提升 

 大約 70%的非華語

學生認為課程能幫

助自己適應本校的

生活 

 

 全部升小一年級的非

華語學生均認為暑期

班課程能有效地協助

他們提早適應本校生

活。 

 暑期班本年度與機構

合作重整教學內容，令

課程更緊貼本校非華

語課程，最後一天畢業

禮亦能讓非華語學生

展示學習成果，由於事

前與機構負責人溝

通，暑期班課程內容貼

合本校課程，能讓升小

二至升小四的非華語

學生可在暑假時預先

學習，開學時已有一定

的基礎知識。 

 根據問卷調查，全部學

生及家長均認為暑期

課程能提升非華語學

 本年度共開設了三班暑期班，三班合

共約 40 人，由於有部份年級人數太

多，影響教學，而且升三及升四年級

組人數又不足，導致需要合共為同一

班級，故建議來年各級共開設四班，

讓學生可學習得更集中。 

 全天上課，學生到了下午時已顯得較

為疲累，建議下午時間可改為教授中

華文化知識，例如：剪紙、寫毛筆、

做一些中國傳統手工藝，或朗讀詩

歌、講故事等，從多元化的活動中學

習中文，提升對學習中文的興趣。 

 本年度共開設了 3 班非華語暑期班，

與機構合作下，讓升小一之學生能在

開學前適應小學生活，讓升小二至小

四學生在開課前打好中文基礎。本年

度本校老師與機構負責人在開課前

有良好之溝通，學習內容均以本校之

課程內容相約，能讓非華語之學生在

開課前能打好中文基礎。唯部份導師

年紀較輕，經驗較少，需由本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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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學習中文的自信，而

且在最一堂的畢業禮

中由機構導師從平日

課堂觀察，協助挑選出

不同的學生接收不同

的獎項以茲鼓勵。  

加強監測。此外由於全日制之關係，

學生於下午時份已較為疲倦，建議下

午的課程改以遊戲的形式為主，讓學

生透過一連串之遊戲學習中文，增加

趣味。 

3.開辦課後中

文功課輔導

班 

1 3.1 為有家庭困難的非華

語學生提供免費的中

文功課輔導，解決他

們在做功課時遇到的

困難 

 大約 70%的非華語

學生認為中文功課

輔導能幫助解決做

功課上的困難 

 大約 70%的非華語

學生喜愛參加中文

功課輔導，並願意

來年度繼續參與 

 

 本年度在下學期增設

非華語中文功課輔導

班，共開設三組，一組

為低年級小一、小二

組、三至四年級一組，

及五至六年級一組，共

三組學生，合共約二十

一人，為幫助有家庭困

難及有學習需要的非

華語學生解決做中文

功課而設立的免費輔

導班，從主任及老師觀

察，輔導班能有效解決

學生做中文的困難，當

學生完成功課，導師亦

會與學生溫習，總括而

言，參加輔導班的學生

均能得到即時的協

助，而且時間亦能有效

地運用。 

 根據問卷調查，全部家

長及學生均喜愛參加

中文功課輔導班，並願

意來年度繼續參與。約

 本年度仍於下學期推行約 40 節的中

文功課輔導班，期望能幫助有家庭困

難的非華語學生，推行日期為下學期

的逢星期一、四及五，本年度仍有個

別課後延展班與功課班日期相撞之

問題，令部份參與延展班之學生寧願

到功課班做功課。此外，低年級組的

導師一對十人，而且能力過於參差，

而顯得較為吃力，建議來年度配合課

後延展班舉行日期來訂定上課日

期，此外，人數亦應有所縮減為 1位

導師對 5-8 位學生為佳。 

 由於個別學生做功課速度較快，尤其

低年級學生的功課量較少，故建議來

年度合作之機構給予不同程度之中

文工作紙，例如：筆順工作紙、閱讀

理解工作紙等，增加學生課外之知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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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家長認為中文功課

輔導班能協助解決學

生做功課時所遇到的

困難，亦能得到即時的

協助完成功課。 

4.舉辦非華語 

家長會、講

座、工作坊

等，加強家校

合作及溝通 

1 4.1 舉辦非華語家長會，

讓非華語家長瞭解本

校支援非華語學童之

措施，並購買即時 

翻譯機，透過即時傳

譯協助非華語家長在

參加本校所舉辦家長

會時明白本校發展方 

向。 

4.2 舉辦非華語小五小六

升中講座，讓非華語

家長瞭解非華語學童

升中資訊 

 大約 70%家長能明

白本校支援非華語

學童的措施 

 大約 70%家長能透

過即時傳譯機的協

助，明白家長會的

內容及學校發展之

方向 

 大約 70%小五、小

六之非華語家長透

過升中講座，明白

非華語學童升中的

情況 

 

 於本校學期初的全校性

分享會中，使用即時翻

譯機，透過即時傳譯協

助到場的非華語家長明

白本校發展方向。根據

問卷約有 80%家長明白

家長會之內容及學校之

政策 

 本年度邀請了匯基中學

校長進行非華語升中講

座，當天講座內容主要

以英語進行，讓非華語

家長明白本地中學體制

及要求，根據問卷調查

約有 80%家長滿意講座

內容，亦對於升中資訊

有一定之了解 

 即時傳譯機能讓非華語學生家長明

白本校全年度之政策，而非華語家長

亦可即時作提問，並讓相關老師解

答，使非華語家長更能緊貼本校之政

策，唯即時傳譯由本校個別資深英文

老師負責，較為吃力，建議來年度多

培訓英文老師協助即時傳譯問題，或

聘請機構協助，以減輕本校老師的壓

力。 

 小五小六邀請中學校長作升中講

座，家長踴躍出席，亦能即時對於在

港升讀主流中學的出路有更全面的

理解，建議來年度除邀請直資中學校

長外，也邀請津貼中學之校長作講

解，讓非華語家長明白更多升中之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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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呼應本組周年工作計劃檢討: 

 

本年度目標 發展策略 成效 

 

建議 

1. 舉辦文藝活

動，讓非華

語學生認識

中華文化，

融入社會 

1.1 透過文藝活動或中華文化

日，提升非華語學生對中國

傳統文化的認識 

 於中華文化日增設認識中華文化之活動，當天

主題為中華文化故事，不同年級主題各不同，

主要圍繞「禮義廉忠孝悌」，根據教師觀察學生

投入活動，大部份學生於當天透過不同的活

動、遊戲了解更多有關「禮義廉忠孝悌」的故

事。 

 建議來年度可於下學期尾時加入外出

參觀活動，讓非華語學生更深入認識

本地及中華之文化。 

2. 透過課堂內 

及課堂外的

支援協助非

華語學生學

習數學，提升

他們學習數

學及常識的 

信心 

2.1 抄寫及閱讀數學及常識科中

英詞彙對照表，協助非華語

學生學習數學 

2.2 課堂上的簡單數學術語的講

解，協助非華語學生學習數

學 

2.3 常識科課文朗讀錄音，可供

非華語學生上網下載，在家

中練習 

2.4 建議學生購買有關數學及常

識課本的英文譯本，協助家

長在家中進行數學指導 

2.5 建議學生運用書商提供的英

文版電子學習平台，進行課

外延伸學習的工具 

 非華語學生透過抄寫及閱讀數學及常識科中英

詞彙對照表，更能理解數學及常識科學習內容。 

 學生並能在課堂上得到數學老師之支援，讓學

習更為順利。 

 學生透過朗讀錄音在家中練習常識書之內容，

並透過購買數學及常識英文書藉在家中自學，

對學習有一定程度之理解。 

 建議除了在對譯以外，可發展非華語

學生自學軟件，介紹非華語學生下載

有關的 APP，讓學生可於家中學習，增

進相關之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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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支援非華語

學生情緒問

題 

3.1 撰寫非華語學童情緒支援流

程，協助措施及方法。 

3.2 與班主任及學生支援主任合

作，遇到非華語學童情緒問

題時，聯絡家長及協助解

決。 

 由班主任及非華語老師觀察，並將需要關注的

學生作轉介，讓受情緒困繞之非華語學生得到

情緒上之支援。 

 建議加入本校之資深註校學生輔導主

任之支援，協助學生走出困境。 

 

(三)成就、反思及建議 

 

本年度本校非華語學生由開期初之 101 人至學期結束前約 98 人，當中約有六至七成學生使用本校所提供的支援服務，所有支援服務均以中

文課程作主導，以提升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能力為主，大部份接受支援的學生在中文上已有一定程度之根基，本年度仍能得到教育局支援人

員到校給予意見，以釐訂課程目標及發展方向，以重整二年級之課程，來年度優化小一、小二課程外，亦開展重整小三課程；此外，本年度

已成立了非華語核心小組以訂定當中照顧非華語學生之政策，例如：即時傳譯服務，以協助非華語家長明白本校的政策、課程內容、評估政

策等，來年度應舉辦家長工作坊，與外籍家長多溝通，並教授非華語家長學習利用網上資料協助子女在家中以自學形式學習，並藉以讓家長

明白學習中文的重要性，以提升家長及學生學習語文的信心，及提升其他科目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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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宗教組周年報告 

 

(二)本組周年工作計劃 

 

本年度目標 發展策略 施行時間 

 把四至六年級「基督小精兵」

任務融入班級經營之訂立目

標小本子內容 ，一至三年級

保留個別完成不同的任務 

以「基督小精兵」定下目標，讓每位學生完成各級不同的任務。 

一年級: 常禱告 

必須背誦主禱文及日常禱文 

二年級: 敬父母 

必須記錄每學期為父母做了三件尊敬父母事情(由學生自設尊敬父母事情)，從

而父母在記錄表上簽署及表揚 

三年級: 常守規 

必須記錄每學期做了三件在學校守規事情(由班主任及學生自設學校守規事

情)，從而老師在記錄表上簽署及表揚 

四年級: 常感恩 

必須在每學期至少一次班主任課中說出一件感恩的事情及在記錄表上寫上三件

感恩的事情 

五年級: 關愛 

必須在學期初時，由老師配對一位一年級的學生，在每學期記錄表上列出如何

關心這位學弟學妹，五年級宗教科任會選出每班最佳兩位同學作表揚 

六年級: 定目標 

學生在記錄表上自訂學習目標(可兩星期、一個月或半學期訂目標，但班主任與

同學適時作出檢討) 

全年 

 成立基督精兵團隊  每班選出一男一女作代表，協助推動班中宗教科活動。如: 祈禱、講見証

、分享感恩事情、好人好事及基督精兵任務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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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目標 發展策略 施行時間 

 鼓勵學生為自己、家庭祈禱

，藉此建立正面關愛的校園

文化及禱告的心 

 開期初學生完成《Wonderful Moment》家庭相片後，將貼在樓層展板，展

現家中孩子與父母的關愛。 

 設立祈禱盒，把同學需要代禱事項放入盒中，在宗教課堂，由老師選出代

表一起祈禱 

 10/5 早會當天，邀請家長、學生及老師代表聯同基督少年軍於家庭祝福月

時一起為家人代禱。 

全年 

 善用興趣小組時段舉行《哈

利路亞星期五》活動 
 興趣小趣時段，分別在小一二及小五六舉行《哈利路亞星期五》活動，包

括故事分享、小手工、詩歌，籍此數算天父的奇妙的恩典 

全年 

 成立詩歌點唱站，建立校園

讀美、關愛文化 

 由十月份第二週開始，隔週星期五在午間舉行點唱站，透過詩歌點唱傳遞

關愛及感恩讚美文化 
全年 

 深化早會月訓主題，建立學

生正面思考及正確價值觀 
 本校繼續配合聖公會的「德育及國民教育培育計劃」內容， 

以: 和平,恩慈,信實,虔敬,友愛,謙卑,每個月或兩至三個月為月訓主題。除

此之外，也配合本年度關注事項: 培養他們同理心、堅持不懈、自信為月訓

主題。老師在早會以這些月訓主題，透過故事、短片、金句傳遞正面思考

及正確價值觀。此外，在校園佈置上，掛置有關月訓主題畫及海報 

全年 

 深化每節宗教課堂，以生活

化形式配合課程、課文內容

，讓基督教信仰與生活緊扣

，活出基督榜樣 

 每級依課程、課文內容訂立主題目標，如: 建立堅持不懈精神，籍些透過

聖經人物、事跡，建立學生對聖經領袖人物中堅持不懈的特質認識，課堂

上設計一些遊戲、播放詩歌、見証及角色扮演等課堂活動。從而在課堂、

生活中實踐領袖素養及活出基督榜樣 

全年 

 

 (三)成就、反思及建議 

 

    本年度配合班級經營，營造正向價值教育，四至六年級「基督小精兵」任務融入班級經營之訂立目標小本子內容，師生反應不錯，有系 

    統記綠學生表現。除此之外，10/5 早會當天，邀請黃寶鋒家長及其貴子弟及老師代表聯同每班基督精兵代表一起為社會、家人代禱。 

    孔牧師下學期開始，在興趣小組時段與部份小五學生開小組，營造團契生活。下學年度建議與文琳出版社(宗教教育中心)舉行宗教科 

書展或作家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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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資優教育組周年報告 

資優教育組呼應學校關注事項檢討: 1. 發展學習多樣性策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2. 提升學生個人素質及學習能力，裝備孩子具有領袖的特質。 

 

本年度目標 
關注 

事項 
發展策略 成功準則 成效 建議 

1.透過領袖培

訓計劃，讓學

生實踐領袖

素質  

2 1.1 舉辦領袖培訓計

劃，裝備學生在

不同崗位服侍他

人。 

 安排培訓工作坊  舉辦「明日領袖 Get Set Go----升

級建築師」給同學策劃活動的機會

發展領袖策劃能力，同學設立不同

「小學圓」，教授同學製作環保小手

工，推廣廣環保同時，亦能實踐課

堂中所學的領導技巧。 

 建議明年度繼續以不同計劃提升學

生領導能力。 

2.提升學生的

領袖素質  

 2 2.1 透過事前準備、

營中的解說提

點，讓學生於交

流團中經驗領袖

應有的素質。  

 學生在活動報告

中反思領袖應有

的素質 

 已成功舉辦東京交流團，交流團中

加入領袖應有的素質，同學在團刊

中反思作為領袖的特質。 

 

 

(二)呼應本組周年工作計劃檢討: 

 

本年度目標 發展策略 成效 

 

建議 

1. 完善人才庫 1.1 識別及甄選高能力學生，學年初更新學生人才庫資料 

1.2 開放人才庫予相關老師查閱及參考 

1.3 人才庫加入學生得獎項目。 

 去年末邀請各科任就不同材能建議同

學進入人材庫。人才庫加入本年度學

生得獎項目。 

  

 建議明年度加入

學生所獲訓練資

料。 

2. 發展學生不同才

能 

1. 篩選表現優異同學，參加由學校舉辦中文講故事及英文

寫作課程 

 己篩選同學參加兩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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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就、反思及建議 

 

本學年本組就學生不同材能給予不同發揮機會，期望來年能改善人才庫的內容，以提升支援資優同學的角色。並在明日領袖 Get Set Go 

活動中，提升學生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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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資訊科技發展及系統管理組周年報告 

資訊科技發展及系統管理組呼應學校關注事項檢討: 1. 發展學習多樣性策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2. 提升學生個人素質及學習能力，裝備孩子具有領袖的特質。 

 

本年度目標 
關注 

事項 
發展策略 成功準則 成效 建議 

1. 提升學校資

訊科技教學 

1 1.1 推動學校使用 

google for 

education 

(classroom / 

form) 

 

 

 成功舉辦老師工

作坊(Google 

Classroom / 

Google Form) 

 成功舉辦新老師

工作坊

(Socrative / 

Nearpod / Kahoot 

/ Doceri) 

 教師在教師分享

會中分享 Google 

Form 或 Google 

Classroom 進行

教學活動的使用

情況 

 已於2018年9月份為新老師舉辦

工作坊，介紹學校常用於教學的

apps。 

 馬文駿老師已分別於 1/11/2018

及 15/11/2018 之教師分享會上

分享「如何有效整合網上資源以

提升教學成效」及「網上電子教

學技巧」。 

 何展匡老師已於 15/11/2018 之

教師分享會上分享「數學計算電

子教材」。 

 已於 17/5/2019 邀請校外支援老

師 分 享 如 何 於 課 堂 中 使 用

Google Classroom、Google Form

及 Science Journal. 

 

 從觀課中察覺教師本年已較少使

用電子媒體，建建來年加強這方面

的推廣。期望透過推動電子教學，

提升不同能力層學生的學習動機

；透過視覺刺激提升能力稍遜學生

的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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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就、反思及建議 

 

 在提升學校資訊科技教學方面，本年度已成功為新老師舉辦工作坊，亦曾於兩次教師分享會上向老師推介適用於課堂教學的 apps。於 5
月分更成功邀請校外支援老師分享如何於課堂中使用 Google Classroom、Google Form 及 Science Journal. 

 就資訊素養方面，已於 3月 4日舉辦全校講座，教導學生避免誤墮網絡陷阱。亦於 6 月 25 日舉辦配合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資助
計劃的「推廣過濾軟件使用」講座及工作坊。 

 電子教學在提升學習動機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但縱然本年度已安排多次有關電子教學的分享及培訓，從觀課中察覺教師本年度已
較少使用電子媒體，建建來年加強這方面的推廣，期望透過推動電子教學，提升不同能力層學生的學習動機；透過視覺刺激提升能
力稍遜學生的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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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全方位活動組周年報告 

全方位活動組呼應學校關注事項檢討: 1. 發展學習多樣性策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2. 提升學生個人素質及學習能力，裝備孩子具有領袖的特質。 

 

本年度目標 關注 

事項 

發展策略 成功準則 成效 建議 

1.透過統整全 
校各科組校
隊名單，發掘
學生不同潛
能。 

 
 

1 1.統整全校各科組活 
動，讓學生有機會參
與不同校隊或課外活
動。 

 
 

上學期初 
 
 
 

 本年度全校大部份約 80%的學
生均能參與至少一項課外活
動或校隊活動，低年級主要參
加合唱團或其他課外活動，
如：視藝、音樂及學術方面的
課外活動。高年級主要參與由
學校推行的校隊活隊活動，如
少年警訊、公益少年團、制服
團體、體育校隊及音樂校隊等
的活動。 

 建議增設拔尖名單，讓各學
科或術科老師得悉學生程
度及能力，更可藉此提名學
生參予校外比賽，以發掘學
生不同的潛能。 

2. 申請社區資 
源，幫助學
生參加各類
型課外活動 

1 1.申請賽馬會全方位學 
習基金及校本課後支
援津貼，資助學生參
加各類型的活動。 

全學年  統計參與人數後，本校約有 90%
學生申請此基金參與校內各項
活動。 

 

 建議來年度各學科/術科的
參觀活動，或其他活動也可
申請此津貼幫助有需要學
生擴闊學習視野。 

3. 統整校內小 
息表演、各
科組及康樂
活動，增加
學生表演及
自主活動的
機會，啟發
學生善用小
息時間。 

1 1.在校內小息時段增加小 
小才藝表演日，讓參加
不同課外活動之學生有
表演之機會。 

2.統整小息各項活動， 
如：康樂棋、跳繩、英
文日、普通話日、「STEM 
CORNER」、「微社團」，
藉以啟發學生增加自主
活動時間。 

3.透過下學期總結性之綜
合表演，讓學生有公開
演出之機會。 

每學期最少二次 
 
 
 

上學期 10 月至 1 月 
下學期 2月至 5 月 

  本年度於上下學期均增設了不
少小息活動，不論在學科或術科
表演上，參加學生人數踴躍，學
生更於小息時表演一些於校外
學習的活動，並教授同學學習，
吸引各年級學生觀摩。 

 小息時段除表演外，更增設各項
小息活動，如：「微社團」、「STEM 
CORNER」等，學生踴躍參與，並
於「微社團」中嘗試可學習到的
技能教授予各年級之同學，讓學
生能學習到學科以外的知識之
餘，更能善用小息時間。 

 統整各項小息活動後，學生
更能善用小息時間，此外，
學生亦能發揮到互助精
神，唯建議來年之「微社團」
可讓學生邀請老師一同參
與，讓老師給予改善建議，
並定期把「微社團」的活動
於早會時作全校公開表演
或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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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期完結前的綜合表演能讓學
生有一個表演平台把一年內所
學於大眾前作表演，是次的綜合
表演更邀請家長到場觀賞，更能
激發學生發揮。 

4. 透過導師及 
家長給予課
外活動課堂
評鑑，藉以
提升學生學
習效能。 

 

2 1.增設所有課外活動導 
師及家長檢討表，讓
家長對學生學習有所
回饋。 

上下學期各一次  在上下學期終結時，派發導師檢
討表及家長問卷，並把導師回饋
交回給學生，讓學生及家長均能
知悉學生學習活動之情況，更能
因應學生之學習，提供不同之表
演或比賽之機會。 

 建議來年度在填寫評估表
時可給導師指引，讓導師可
給予學生較為中肯的評鑑。 

5. 增設多元化 
之課外活動
及校隊，以
提升學生的
學習體驗。 

2 1.舉辦不同類型的課外活 
動，例如：STEM、中英
文拔尖課程。 

2.以本校老師的能力為
主，增設多元化的校隊
活動，  

全學年  本年度增設不同的 STEM 課程及
學術性類型的課外活動，如「AR
、VR」、「航拍」、「樹脂黏土
」、「網球」班等，為學校提供
了更多多元化之課外活動。 

 本年度校內亦增設了不同之拔
尖課程的校隊課後活動：「中國
鼓班」、「英文 CREATIVE WRITING
」、「SCMP 小記者」、「BATTLE 
OF BOOK」及與大細路劇團合作
舉辦「中文話劇班」，學生踴躍
參與，亦能為學校作拔尖之培訓 

 本年度增設了不同類形之
課外活動，學生踴躍參加，
建議來年度仍以學校之發
展方向，加設不同類形之課
外活動或校隊活動，並增設
定期監察，及問卷調查，以
便能跟進及改善整體活動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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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組周年工作計劃 

 

本年度目標 發展策略 成效 建議 

1.  透過增加不同的欣賞活

動，建立學生正面積極的生

活態度。 

1.1 統整校外的參觀或音樂會欣賞活動，鼓 

勵同學在課餘時間參加。 

 

 本年度將會於學期尾由

GRWTH 發放有關音樂會欣賞

之門票，讓學生免費索取，

藉此希望能建立學生正面

積極的生活態度。 

 

 本年度免費音樂會活動

較少，而且亦較後期才有

有關資訊，因此，下年度

建議音樂會活動可利用

音樂科壁報板作展示，讓

學生自行決定參與與否。 

2.  整理比賽及評核之資訊，鼓

勵參加課外活動之同學報

考。 

2.1 整理比賽及評核資訊，並透過導師檢討 

表，邀請表現良好之學生參加評核/公 

開比賽。 

2.2 與中、英、普及音樂科組合作，鼓勵有 

潛質之學生參加校際朗誦、音樂比賽。 

 本年度不同組別之課外活動

及校隊活動均建議學生參與

不同之比賽及考試，學生更

於比賽及考試中獲得了不錯

之成績(詳情可見學生紀

錄—學生活動成績) 。 

 建議來年度結合全校參與

課外活動名單，鼓勵沒有

參加比賽、考試及課外活

動之同學參加，藉此發掘

學生不同之潛能。 

3.  增加多元化之興趣小組活

動，讓學生在課內接觸不同

類型的活動，開拓視野 

3.1 建議不同類型的活動，讓本校老師在興 

趣小組時段，發掘學生不同的興趣。 

 根據老師不同專長開設了

不同類形之興趣小組活動

，例：日語班、英語故事。 

 來年度仍以此方向形式

，開設不同類形之課外活

動，尤其低年級組，讓學

生能學習到課堂以外之

知識。 

4.  增加校外表演機會及校外

交流機會，讓學生能從校外

表演中，提升自信。 

4.1 建議不同類型的表演及交流活動，提名 

不同組別的校隊或學生參加。例如：

SKY100、機場表演、離島區聯誼日 

 1.本年度已成功邀請管樂

團及手鐘手鈴校隊學生到

機場進行表演，現場觀眾反

應熱烈，學生亦能投入於表

演中。學生在表演後亦表示

公開表演能提升自信，亦能

提高演奏技巧。 

 

 來年度建議除增加公開

表演外，亦邀請友校作音

樂交流，讓學生可透過與

其他學校交流後，提升表

演的自信，亦可在比賽前

作一次預演，以減低對比

賽之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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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就、反思及建議 

 

     本年度活動組從問卷調查中顯示大部份學生均喜愛學校舉辦的課外活動，本組亦為學生增設不少校外、校內課外及表演，藉以提

升學生自信。唯活動太多，亦較雜亂，建議來年度增設配合學校發展方向及以學生興趣為主的課活，並平均分配學生參與活動之機會，讓成

績一般的學生也能拔尖成為優秀的學生。此外，亦可爭取課外之活動基金，以協助學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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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德育及國民教育組周年報告 

 

德育及國民教育組呼應學校關注事項檢討: 1. 發展學習多樣性策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2. 提升學生個人素質及學習能力，裝備孩子具有領袖的特質。 

本年度目標 關注

事項 

發展策略 成功準則 成效 建議 

1.透過舉辦不同的德育 

活動，培養學生建立

良好的公民意識和自

信心 

2 1.1 定期舉辦升旗禮、早會、 

德育講座。 

1.2 定期更新壁報，讓學生緊 

貼國家、世界發展，裝備

自己擁有公民意識。 

 超過 70%學生投

入參與德育科組

活動，例如在壁

報上發表意見、

早會舉行期間表

現專注 

 

 透過升旗禮，能

培養學生養成正

確的升旗禮儀。 

 設立國家壁報專

區讓學生能了解

國家最新動向和

發展。 

 來年度繼續推行相關活

動，並可請學生在早會上

作分享，由學生去發掘國

家最新的發展動向。 

2.透過培訓升旗隊隊 

員，提升學生具有責

任感和紀律意識，裝

備孩子具有領袖的特

質 

 

2 2.1 每月進行升旗隊訓練，給 

予隊員即時鼓勵和回饋。 
 -超過 80%升旗

隊隊員參與升旗

隊訓練，表現具

責任感 

 透過升旗隊訓練

培養學生的責任

感和紀律意識。 

 來年邀請升旗總會人員到

校教授學生，優化升旗技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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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組周年工作計劃 

 

本年度目標 發展策略 成效 建議 

1. 每月訓練升旗隊及舉

行升旗禮 

1.1 升旗禮每月舉行一次，升旗禮前 

三個工作天隊員會進行練習 

1.2 下學期會主力提拔二至五年級同 

學加入升旗隊，也會安排隊員定

期進行訓練。 

 透過升旗隊訓練培養學生的責任感和

紀律意識 

 來年邀請升旗總會人員到

校教授學生，優化升旗技

巧 

2. 早會 2.1 在早會可嘗試訓練學生宣傳德育 

訊息，題材包括國情資訊、培養

德育意識等 

 本年度曾因應廣深港高地鐵通車和港

珠澳大橋通車等國家最新發展動向進

行早會，學生反應非常踴躍 

 來年可訓練公民大使，由

一班學生協助帶領早會，

讓他們對祖國的發展有更

深的體會 3. 壁報 3.1 德育壁報題材可以配合學校發展 

重點，培養學生同理心、堅持不

懈和自信心等素質 

4. 星期三公民講場 4.1 每月一至兩次在星期三第二個小 

息就一些社會熱話進行討論，讓

學生關心社會、訓練獨立思考的

能力 

 由於場地和時間所限，本計劃將於下年

度推行 

 由於場地和時間所限，本

計劃將於下年度推行 

5.講座 5.1 安排講座，培養學生公民意識  透過講座探討貧窮、環保、人際交流等

議題，讓學生珍惜所有，關心世界各地

人士的需要 

 來年繼續物色切合學校發

展方向的講座或活動 

6.慶祝母親節、父親節手

工工作坊 

6.1 舉辦慶祝母親節、父親節手工工

作坊，讓學生親自製作禮物給家

長表達孝心 

6.2 訓練高年級學生以小學圓方式教

導低小學生製作手工 

 學生反應非常踴躍，大家都很喜歡製作

這些表達孝心的禮物 

 高小和低小學生表現出互助精神 

 來年可與其他科組合辦活

動，豐富工作坊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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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就、反思及建議 

 

德育及國民教育組透過舉辦多元化的活動，如早會分享、講座、工作坊等活動，培養學生成為一個關心社會、關心國家、關心世界的

良好公民，期望在下年度深化現有的本組活動，設立公民大使，在校園裏宣揚關愛的訊息。同時，本組也希望與其他科組一起合作，設立不

同的體驗活動給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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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環保教育組周年報告 

環保教育組周年報告呼應學校關注事項檢討:  1. 發展學習多樣性策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2. 提升學生個人素質及學習能力，裝備孩子具有領袖的特質。 

本年度目標 關注 

事項 

發展策略 成功準則 成效 建議 

1.透過舉辦環

保活動，教育

學生珍惜地

球資源，減少

浪費。 

 

2 1.1 舉辦校內比賽，推廣珍惜資

源，減少廚餘的綠色生活習慣 

1.2 舉辦園藝活動，教授有機種 

植技巧，綠化校園 

1.3 完善校園環保設置，創設環 

保校園氛圍 

1.學生投入參與校內比賽及活動 

2.教師反映學生能善用環保設置 

 

 超過 200 人報名參加水務

署設計比賽，當中收回 100

人學生的參賽表格，反應

踴躍。 

 舉辦了 3 次農夫班以及上

下學期共 20 次課後活動，

學生出席率達 80%以上。 

 根據來年環保主題，舉

辦更多相關的校內比

賽，建立綠色學生的氛

圍。 

 在校內增設更多環保設

置，例如班房內的溫度

計或利用廢物製作環保

裝飾。 

2.透過培訓綠

化校園大使

和環保大

使，發展學

生的領導才

能、責任感

和自信心。 

  

2 1.1 參與校外環保大使培訓，增

加學生對環保工作的認識 

1.2 培訓綠化校園大使，協助推

行全校性環保工作，建立學

生的領導才能、自信心和責

任感。 

1.3 培訓環保大使於班內推行

環保工作，培養學生的責任

感。 

1.班主任反映環保大使積極盡責 

2.80%以上綠化校園大使參與校

外培訓 

3.80%以上綠化校園大使準時出

席活動及繳交文件 

 環保大使能定期巡查，老

師觀察大部分環保大使有

盡責關掉不適用的電器。 

 80% 以上的環保小組成員

能依時出席活動，能投入

參與。 

 為環保小組成員安排更

多校外培訓，在校內提

供更多機會讓他們向學

生分享環保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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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組周年工作計劃檢討: 

 

本年度目標 發展策略 成效 建議 

1.透過參加水務署舉辦的「惜 

水學堂」節約用水教育計

劃，教育學生節約用水，珍

惜水資源。 

1.1 舉辦水務署的校內比賽，比賽作品張貼於校

內範圍，如：洗手間、飲水機旁 

1.2 借用水務署的展板、攤位遊戲，與比賽舉行

期間向學生展示，教育學生有關水資源的知

識 

 校內比賽學生反應踴躍，活動結束後把

作品張貼於學校不同位置。 

 攤位活動反應踴躍，展出期間超過 400

人次進入禮堂參與攤位遊戲。 

 可於隔年舉辦水務

署活動，來年可參

加其他機構的活

動。 

2.舉辦校園齊惜福活動，向學 

生推廣「食得哂，唔好嘥」

的信息 

2.1 舉行惜福週，於一周內觀察學生完成午餐的

情況，進行統計。表現符合要求的學生能獲

得由齊惜福機構頒發的證書 

2.2 於惜福週期間，安排小五、六年級同學進行

廚餘大比拼，比較餐前、餐後食物盒的重

量，進行惜食比賽。活動鼓勵學生全班參

與，減少製造廚餘 

2.3 該週舉行著綠行動，學生可穿著綠色衣物，

以身體力行支持環保 

2.4 安排環保攤位，教授學生環保小知識 

 185 人能在惜福週期間每天完成午餐，

獲得惜福學生證書及紀念品。 

 惜福週安排了五天的攤位遊戲，邀請了

齊惜福以及離島婦聯籌辦攤位，學生踴

躍參與。 

 來年將繼續參與齊

惜福的活動，並可

安排更多團體參

與，及安排有關環

保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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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培訓環保大使及綠色校園大 

使，協助推行班內與校內的

環保工作 

3.1 各班選出兩位環保大使，協助班房推行環保

工作，包括：小息時和放學前關掉不使用的

電器、定期回收廢紙箱的廢紙等。 

3.2 組成綠化校園大使校隊，協助推行校內環保

工作，包括：監察班房用電情況、協助低年

級班別回收廢紙、支援攤位遊戲等。 

3.3 安排綠化校園大使參與校外的環保大使培

訓，提供機會讓學生增廣見聞，汲取最新的

環保資訊。 

3.4 舉辦有機種植活動，運用廚餘種植時蔬，學

習種植的技巧。 

 環保大使能發揮其功能，協助班主任關

掉不使用的電器及定期回收廢紙箱。 

 環保小組成員亦能協辦惜福週，部分攤

位遊戲由環保小組成員設計及製作。 

 來年可安排每學期

一次集會，教授環

保大使節能的方

法。 

 來年盡早安排校外

培訓。 

4. 增設校園環保設施 4.1 在班房增設溫度計，提供數據方便老師 

和學生調節冷氣機的溫度 

4.2 更新回收箱，擺放廢紙回收箱於樓層方便學

生回收 

 本年度未增設溫度計，將會於來年推行。 

 已與開學前新設回收箱於地下及 4/F。 

 來年將購置

micro:bit 做監察

課室溫度用途。 

 

(三)成就、反思及建議 

 

         環保教育小組本年參加了水務署、渠務署、綠色力量以及齊惜福的環保活動，部分活動配合常識科的教學內容，向全校同學宣揚

節約能源，珍惜食物的訊息。水務署活動除了申請借用攤位遊戲外，亦舉辦三個親子設計活動，學生和家長表現踴躍。比賽過後，部分優異

的作品張貼於學校的洗手間、飲水機旁，對教育學生珍惜食水有宣傳之效。惜福週本年第一次舉辦，為期五日。是次活動除了記錄學生一周

進食午膳的情況外，還加入小息和午息的攤位遊戲。環保小組成員及家長義工一同製作攤位遊戲及環保紀念品，深受學生歡迎。是次惜福週

共有 185 位同學達標成為惜福學生，佔全校總數百分之 38.5。環保小組活動方面，本來大多是種植班，來年將加入更多環保手作工作坊，

讓學生有更多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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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總務組周年報告 

總務組周年報告呼應學校關注事項檢討:   1. 發展學習多樣性策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2. 提升學生個人素質及學習能力，裝備孩子具有領袖的特質。 

本年度目標 關注

事項 

發展策略 成功準則 成效 建議 

1.購買資源，改善校舍環境/設備

，提升工作效率。 

 

 

(本

組關

注事

項)                                                                                                                             

1.1 更換教員室枱椅 12 套  成功更換第三期(全室分三期)

枱椅共 12 套 
已成功

購置 

 繼續優化學校

校園設施 

1.2 建立 STEM Corner  

 

 成功購置桌椅等配套建立 STEM 

Corner 
已成功

購置 

 繼續優化學校

校園設施 

1.3 更新禮堂及中央廣播及

音響系統 

 成功購置及安裝禮堂及中央音

響系統 
已成功

購置 

 繼續優化學校

校園設施 

 

(二)本組周年工作計劃 

 

本年度目標 發展策略 成效 建議 

1.改善校舍環

境/設備，提

升工作效率。 

 

 

1.1 加強使用電子申請系統，收集教師的意見，增添課室教學器材，改善教學環境 全年 加強意識 

1.2 祈禱角戶外木十字架進行油漆及補油，防紫外光油 未完成 工友培訓中 

1.3 清洗全校冷氣機機蓋及隔塵網(禮堂除外)-約每月一次，每月第一週六或於評估週

或假期內。課室大清潔行動(常清潔)-門窗、風扇、抽氣扇、走廊、扶手、清洗全

校冷氣機機蓋及隔塵網(禮堂除外)  

已完成 將擬訂時間表 

1.4 聖誕假打地臘(教員室、校務處、特別室、課室、禮堂) 部份完成 建議分階段進行 

1.5 準備收集全校需大修項目，預算 20-21 年度 MR 入申請的項目 已完成 如期進行 

1.6 跟進升降機續保問題(每兩年出報價 1/7/17-30/6/19)(2/19,2/21) 已完成 如期進行 

1.7 與 19-20 MR 工程人員進行會議 已完成 如期進行 

1.8 草擬 MR 申請表(20-21 年度)交校長及校監審批，並入教育局 smart 系統 已完成 如期進行 

1.9 跟進消防年檢 已完成 如期進行 

1.10 準備 19-20 年度大修安排 已完成 如期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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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目標 發展策略 成效 建議 

1.11 校務處職員於暑假檢查及記錄各項物資的存放地點(各儲物室)。 7 月下旬 如期進行 

1.12 校務處交回全年註銷項目供總務主任整理註銷表，印固定資產表，著工友及 TA 點 

存學校中央資源 

7 月下旬 

 

如期進行 

1.13 總務負責組員統籌整理添置來年度課室文具、課室資源 AB 表、新舊教師文具準備 

、點存簿房文具及簿冊 
7 月下旬 

如期進行 

1.14 派發課室文具、課室資源 A、B、C表、新舊教師文具。校務處交回點存中央資源 

表予總務主任跟進製作註銷表 
7 月下旬 如期進行 

1.15 禮堂冷氣機每年大清洗報價(前機及後機) 8 月下旬 如期進行 

1.16 每年教員室、校務處、課室、特別室窗口及分體式冷氣保養或暑期大清洗報價   8 月下旬 如期進行 

1.17 列印年度中央資源註銷表供校長及校監簽署,並交會計存檔 8 月下旬 如期進行 

 

(三)成就、反思及建議 

 

本組積極地協助學校改善環境及設施，為全校師生提供最舒適的學習及工作環境。 

建議加強學電子申報系統的使用，減省本組的行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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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年度學校發展津貼報告 
 

學校：聖公會偉倫小學 

學年：2018/2019 

計劃 A：聘請合約校務助理兩名 

項目 關注重點 推行計劃 

預期好處 

（如何能減輕

教師 

的工作量等） 

推行 

時間表 
所需資源 表現指標 評估機制 負責人 檢討結果 

創造空間 減輕教師之

工作量，處

理現時教師

的非教學工

作，使教師

能專注教學

及課程發展

工作。另方 

面亦協助圖

書館的運 

作。 

 

聘請校務助理兩名，進行下列工

作： 

1.協助老師舉辦校內活動, 例 

如: 中普活動、中華文化日等 

2.協助老師帶隊出外進行活動,  

例如: 戶外活動日、游泳課及

體育科活動 

3.協助各科老師整理教具及紀  

錄 

4.協助老師製作教具及課室佈置 

5.協助學校製作及整理小班資源 

6.協助老師處理通告點存統計 

7.刊物、橫額設計 

8.整理問卷 

1.減輕教師非 

教學工作， 

釋放教師空

間，以進行策

劃或發展校

本課程。 

 

2018 年 9

月 1 日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306,495 

1.教師同意新安排 

能減省他們的非

教學工作。 

2.妥善處理及製作 

課室教具及資

源。 

3.當值及帶隊表現 

良好。 

諮詢教師意見

及作問卷調查

合約教師的工

作表現。 

 

張
惠
心
副
校
長 

 教師們認同此安排

能減省他們的非教

學工作。妥善處理

及製作課室教具及

資源。當值及帶隊

表現良好。 

 除此之外, 亦能分

擔老師在對外表演

及比賽時的帶隊次

數。 

 本年度的聯課活

動、中華文化日、

英文日及畢業禮等

佈置及設計均由校

務助理分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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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年度學校發展津貼 

 
學校：聖公會偉倫小學 

學年：2018/2019 

計劃 B：聘用設計公司設計學校網頁 

項目 關注重點 推行計劃 
預期好處 

（如何能減輕教師的工

作量等） 

推行 
時間表 

所需資源 表現指標 評估機制 負責人 檢討結果 

公共關係 減輕教師之

工作量，處

理現時教師

的非教學工

作。 

聘請設計公

司設計學校

網頁。 

減輕教師非教學工作，釋

放教師空間，以進行策劃

或發展校本課程。 

2018 年 9
月 1 日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 7,080.00 

1. 教師同意新安排能減省

他們的非教學工作。 
2. 教師有更多機會作學與

教的反思實踐。 
3. 印刷成品及設計質素甚

佳 

諮詢老師意

見，了解設計

公司在校訊

工作的質素。 

陳
舜
玲
主
任 

諮詢教師意見，得悉

此安排能減省他們

的非教學工作。教師

有更多機會作學與

教的反思實踐。印刷

成品及設計質素甚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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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年度學校發展津貼 

 
學校：聖公會偉倫小學 
學年：2018/2019 
計劃 C：聘請支援導師協助訓練課外 / 課程活動 

項目 關注重點 推行計劃 
預期好處 

（如何能減輕教師 
的工作量等） 

推行 
時間表 

所需資源 表現指標 評估機制 負責人 檢討結果 

全方位活

動: 培育

學生正規

課堂以外

的各項才

能，包括: 
數理、音

樂、體育

及藝術能

力 

提升學生各

項才能，包

括: 數理、音

樂、體育及藝

術能力 
資優課程 
(機械人/辮
論隊/GET 
SET GO/天文

班) 
管樂團 
游泳課程 
英文科主題

日 
舞蹈校隊 
聘請機構提

供戲劇服務 
聘請校外導

師-視藝設計 
 
 
 

1. 與藝術教育機構合

辦，提供導師作專 
業指導,協助帶領同

學出席各項公開表

演或比賽。 
2.聘用教練發展游泳 

課。 
3.聘用校外導師訓練 

管樂團。 
4.聘請機構合辦資優 

活動。包括: 資優課

程、管樂團、游泳

課、英文科主題

日、戲劇服務、暑

期活動外聘服務、

APP INVENTOR 課
程 

 

1. 藉著公開演出,提升學生舞 
蹈的技巧及興趣。 

2. 學生能發展各方面潛能及 
興趣。 

3. 增加個人自信心及提升自 
我價值觀。 

4. 減輕教師非教學工作，釋 
放教師空間。 

2018 年 9 月 1
日至2019年8
月 31 日 

 
$ 188,000.00 

1. 教師同意透 
過聘請支援

導師協助訓

練課外活動

能減省他們

的非教學工

作。 
 

2. 學生積極參 
與演出。 

 
3.  提高學生

各項技巧 
 
4. 發展學生潛

能 
 

5. 提供學生表 
 演機會 
 
 

 學生校內

表演及比

賽表現和

成績。 
 

 學生游泳

課表現 
 學生參與

度及活動

報告。 
 對舞蹈導

師的工作

評估 
 參賽成

績 
 

唐
敏
芝
老
師 

參考 2018-2019 報告內

容，教師同意透過聘請

支援導師協助訓練課

外活動能減省他們的

非教學工作。 
學生積極參與演出。 
 
本年度管樂團 40 人

上下學期共有 26 節

練習 ;上學期參與了

家教會成立典禮表

演及聖誕機場表演 , 
而下學期出席了畢

業典禮及全校綜合

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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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發展津貼  
      

 
收入 支出 結餘 

2017/2018 年度餘額 
  

619,200 

2018/2019 年度學校發展津貼 572,224 
  

 合約校務助理兩名 
 

266,076 
 

 聘用網頁設計公司 
 

7,440 
 

 聘請支援導師協助訓練課外 / 課程活動   179,689   

2018/2019 年度結餘約： 
  

738,219 

 

A)資優課程 (機械人/辮論隊/GET SET GO/天文班)  

B)管樂團  

C) 游泳課程  

D) 英文科主題日 

E) 聘請機構提供戲劇服務  

F) 學生暑期活動外聘導師  

G) 小記者課程  

H) 領袖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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