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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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於嘗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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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要遷尌學生交通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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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地區偏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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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闊了學校的收生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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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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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2% 

小二 98.6% 

小三 97.5% 

小四 98.4% 

小五 97.5% 

小六 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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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1. 發展 E-Learning，透過不同電子媒體，促使電子學習成為學生的自主學習。 

        

本年度目標 關注 

事項 

發展策略 成功準則 成效 

 

建議 

1. 提升老師對

自主學習和

電子學習的

認識 

1 1.1 舉辦教師專業發展活

動，加強發展以電子學習

推動自主學習的培訓，提

升老師對自主學習策略和

電子教學平台使用的技巧 

1.2 透過教師分科分享會，加

強同科老師分享以電子學

習推動自主學習的策略，

以提升整體老師推動自主

學習的技巧，亦可對資歷

較淺的老師作出支援 

1.3 建立電子教學資訊平

台，結集各主科老師在分

科分享會內分享之電子及

自主學習教學策略，讓其

他學科老師也可以參考以

提升教學效能 

 全體教師接受相

關培訓 

 每學期舉辦不少

於一次分科分享

會 

 透過訪談，教師

認同電子教學資

訊平台有助提升

電子教學及自主

學習的策略 

 課程組鼓勵教師自行參與由教

育局舉辦的電子學習工作坊，

以擴闊教師的眼界，了解他校

電子學習的推行情況，帶回科

組進行分享 

 教師進行了一次科組教師分享

會，老師反應正面，分享會中

能得以了解科組其他同事的電

子學習的課堂運作，獲益良多

。 

 已成功建立電子教學資訊平台

，科組各自把共備成果，上載

至戶口，老師認同累積了不少

的課堂供日後使用 

 教師已掌握一些合用

的教學平台，來年建議

加強推動以電子學習，增

加使用次數，促進學生的

自主學習 

 來年建議科組教師外出

進修項目為電子學習元

素，擴闊老師認知層面，

遷移到校內執行 

 來年繼續鼓勵教師共建

及分享電子教學材料，由

科組紀錄電子教學材料

，在組內作分享及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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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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學生學

習興趣，促

進自主學習 

1 2.1 配合各科需要，購買電

子教學平台，以協助老師

安排電子課堂學習活動，

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2.2 鼓勵教師透過教師分享

會，分享教學平台的使用

技巧 

2.3 科組透過電子教學平台

分享教學資源，以提升教

學效能 

 

 在電子教學平台

配合下，學生在

課堂上積極投入

參與電子學習活

動 

 中、英、數、常

科能透過教師分

享會分享教學平

台的使用技巧 

 中、英、數、常

科能建立共享電

子教學資源的平

台 

 本年度購置了不同的電子平台

，包括 Nearpod、 Padlet、

Socrative、Screencastify等

，透過多元化的電子學習活動

，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教師進行了一次科組教師分享

會，讓科任進一步了解教學平

台的使用技巧 

 已成功建立電子教學平台分享

教學資源，老師認同有助日後

教學 

 Nearpod 已建立不同的課堂，

共建教學資源 

 Padlet 的參與度相當活躍，同

學樂於在平台中進行分享，正

面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 

 老師在 Socrative 建立了不

少評估練習，有效檢視學生學

習表現 

 來年度建議繼續購買能

配合老師教學需要的電

子教學平台 

 鼓勵教師繼續發展電子

學習，建立自主學習課堂

的課堂結構，提升學生學

習興趣，促進自主學習 

 加強推行偉倫學習之星

，培養學生學習態度，建

立學習技巧，促進學生自

主學習。 

 透過三葉草獎勵計劃

培養學生主動學習 

 

3. 優化共同備

課，設計合

適的電子學

習活動。 

1 3.1 透過共同備課，設計電子教

學計劃，豐富課前預習活動 

3.2 為鼓勵教師把在教師發展

活動及教師分享會上學會

的策略及技巧落實於日常

教學，備課設計的活動內容

需配合發展活動及分享會

之內容，並需於學期中段提

交教學設計，以讓教師可把

設計於課堂中實踐 

 透過在共同備課

會的討論，每科

全年完成 3個課

題的電子教學設

計，並詳細描述

課前預習活動的

安排 

 老師能按科組安

排完成教學設計 

 本年度已安排老師透過備課會

討論合適的電子學習策略，以

回應關注事項的透過電子教學

促進自主學習 

 上、下學期的觀課活動中，發

現老師在預習及延伸課業上都

花了不少心思，有助培養學生

的自主學習的習慣 

 建議來年加強推行佈置

預習及延伸活動，豐富現

有的計劃，增加多元模式

，靈活提升學生自學能力 

 鼓勵善用電子學習工具

展示學生學習成果 

 優化課業設計，增加電子

課業模式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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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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廣閱讀風

氣，增強學

生的自學能

力 

1 4.1 在已建立的多元化網上

閱讀資源上，加入與閱讀

有關的比賽元素，以鼓勵

學生養成每日閱讀的習

慣 

4.2 參與閱讀紀錄平台，培養

學生閱讀習慣，鼓勵從閱

讀中學習 
 

 透過協調中、英

文科及圖書組，

每學期推行不少

於一項與網上閱

讀相關的比賽 

 成功開展閱讀紀

錄平台，70%學生

在平台輸入最少

一次閱讀紀錄 

 學生積極參與「階梯閱讀空間」

，尤其是在網課期間，學生建立

網上閱讀的習慣 

 學生積極參與「Raz Kids Online 

reading scheme」，科任也善用

平台進行英語閱讀教學 

 老師積極鼓勵教師運用「篇篇流

螢網上閱讀計劃」擴闊學生的知

識面 

 成功開展閱讀紀錄平台，不少於

70%學生在平台輸入閱讀紀錄 

 學生已建立網上閱讀的習

慣，期望來年可以加強執行

，達致建立每天主動瀏覽閱

讀平台的習慣。 

 繼續鼓勵參與閱讀紀錄平

台，培養學生閱讀習慣，鼓

勵從閱讀中學習 

 

 

https://sites.google.com/skhweilun.edu.hk/wlgs/%E7%AF%87%E7%AF%87%E6%B5%81%E8%9E%A2%E7%B6%B2%E4%B8%8A%E9%96%B1%E8%AE%80%E8%A8%88%E5%8A%83?authuser=0
https://sites.google.com/skhweilun.edu.hk/wlgs/%E7%AF%87%E7%AF%87%E6%B5%81%E8%9E%A2%E7%B6%B2%E4%B8%8A%E9%96%B1%E8%AE%80%E8%A8%88%E5%8A%83?authuse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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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反思及建議: 

1. 本年度老師對自主學習和電子學習的認識方面已漸漸建立，從觀課過程中發現大部份老師能運用電子工具作為預習、延伸及評估功能

。老師們已認識一些有用的教學平台，並在科組中進行分享，加強老師分享以電子學習推動自主學習的策略，以提升整體老

師推動自主學習的技巧。建議來年建立電子教學資訊平台，以資源庫形式結集各主科老師在分科分享會內分享之教學策略

，以便其他學科老師也可以參考，並且鼓勵教師外出進修，擴闊電子教學的認知層面。 

2. 在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從而促進自主學習方面，本年度已購置了不同的電子平台，讓老師可以安排多元化的電子學習活動，

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來年度將繼續購買能配合老師教學需要的電子教學平台。與此同時，鼓勵教師繼續使用電子學習

平台，並建立自主學習課堂結構，配合獎勵計劃，推動學生自主學習。 

3. 共同備課方面，本年度已安排老師透過備課會討論合適的電子學習策略，以回應關注事項的透過電子教學促進自主學習，

上、下學期的觀課活動中，發現老師在預習及延伸課業上都花了不少心思，有助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的習慣。建議來年加

強推行佈置預習及延伸活動，豐富現有的計劃，優化課業設計，增加電子課業模式的多樣性，鼓勵善用電子學習工具展示

學生學習成果。 

4. 推廣閱讀風氣方面，本年度已開拓了豐富且多元化的網上閱讀資源，閱讀紀錄平台中顯示不少於 70%學生在平台輸入閱讀紀

錄，來年建議加強閱讀活動，期望學生能養成每天閱讀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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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透過多元化的體驗式學習，使學生建立正向價值觀。 

1. 全

體

老

師

認

識

正

向

教

育

的

理

論

與

實

踐。 

1.1 邀請機構到校，為全體老師進行培訓。 

1.2 成立正向小組，負責協助及推動教師實踐正

向教育。 

1.3 延伸三葉草的核心價值: 本年將延續「感恩」

及「珍惜」正向價值，並推展「包容」及「自

律」正向價值。 

 全 體 老

師 接 受

相 關 培

訓，加強

他 們 對

正 向 教

育 的 基

本 理 論

與 實 踐

的 認

識。 

 正 向 小

組 成

立，並協

助 及 推

動 教 師

實 踐 正

向 教

育。 

 

 教師培訓 

 (課室裡的正面管教 Positive 

Discipline in the Classroom) 

賽馬會幸福校園實踐計劃:  

-於上學期(9月至 2月)，本校 20位老師

參與了一個有關課室正向教養的課程。課

程培訓共 15小時。 

 園藝治療工作坊 –  

全體老師已於2/6/2022參與有關工作坊。 

 應用藝術治療工作坊 – 將於 25/7/2022

舉行。 

 探究式學習課程培訓- 將於 5/8/2022 舉

行。 

 有關工作坊內容帶出正向教育的元素，包

括如何在學校實踐正向教育，以及建立學

生的成長思維。  

 本年度成立了「正向教育組」，並初步製

訂行政架構(課程、班級經營、校園環境、

家長及學生活動)，以推展全校的正向教

育。 

  

 本年度老師對

正向教育有了

更深的認識，來

年將繼續集中

於正向教育的

實踐方面，配合

相 關 的 工 作

坊，讓老師可於

課堂內外實踐

正向教育。 

 

 來年正向小組

將主要為學校

的核心行政主

任組成。 透過

學校不同的範

疇，逐步推展全

校的正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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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學

生提供

多元化

的體驗

式學習

，幫助

他們領

略及實

踐正向

價值。 

2.1 學期初安排各級體驗式學習日，以「包容」

及「自律」為主題，讓學生以體驗式學習正向

價值。 

2.2 於各「科」及「組」的正式及非正式課程中，

滲入發展學生正向價值元素，讓他們從實踐中

領略及學習，提升幸福感。 

2.2.1 各科因應課程內容，刻意滲入德育價值

觀，教導學生正向元素，強化他們的學習。  

2.2.2 設計課堂正向用語，張貼及顯示於課室。 

2.3 改建學校設施，提升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2.3.1 擴展園圃，設立「自然教室」，內有植物步

道、有機農圃及十八班種植區，引發學生

探索生命的價值及差異。 

2.3.2 擴建祈禱角，讓學生擁有一個寧靜、祈禱

及親近天父的地方，並進行一些感恩活動。 

2.4 配合環境的設置，常識科、宗教科及輔導組

設計課程及活動讓學生體驗及學習正向價

值。      

2.4.1 常識科設「親親園圃計劃」、「每班一花」

等活動，藉觀賞、接觸、栽種植物喚醒學

生對生命和大自然感恩的心，讓他們建立

「責任和義務」的觀念。過程中獲取成功、

自信和快樂，從而提升幸福感。  

2.4.2 宗教、成長課連繫「親親園圃計劃」及「自

然教室」整合課程，進行生命教育。 

2.5 推行三葉草獎勵計劃、並配合校長欣賞大

獎，賞你一分鐘等計劃，從生活中實踐有

關價值元素。 

2.6 配合核心正向價值觀的早會短講。  

 全校學生能

參與體驗式

學習日，讓

他們透過活

動學習正向

價值。 

 改建學校設

施，並能配

合各「科」

「組」的活

動及課程，

為學生提供

多元化的體

驗式學習。  

 進度表能顯

示配合正向

元素單元。 

 學生能透過

環境設置及

不同的活動

中體驗及學

習正向價值

元素。 

 各科及各組

滲入正向價

值的元素，

培養學生正

確 的 價 值

觀。 

 

 

 

 體驗式學習:  

1. 本年度全校學生參加了兩天在校內舉行的

正向體驗活動，透過不同的活動讓學生認

識及學習正向價值。 

2. 輔導組活動: 透過班級經營、成長課、級

本體驗活動等讓學生發展正向價值。 

3. 宗教組與德育及國民教育組合辦感恩周活

動，一連五天透過感恩活動，讓學生培養

欣賞別人的心。 

4. 詴後活動  

學校於詴後為 P.1-6 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

，透過活動培養學生的正確價值觀，以及

提升學生的自理能力及正向思維等。 

5. JOY種心晴計劃: 於上學期，有關計劃已成

立小組。下學期邀請了 20 位學生(環保小

組成員)透過視像參與工作坊，學習從種植

過程中獲得幸福感、成功感，並能欣賞造

物主的創造。  

6. 透過不同的訓練、星光舞台演出等，提供

不同形式的學習及演出，讓學生提升自信

心及得到肯定，成為別人的好榜樣，亦幫

助學生領略正向價值。 

 本學年各課室張貼了學生設計的正向用

語。 

 改建學校設施: 賽馬會幸福校園實踐計劃 

- 祈禱角、偉倫天地及園圃的改建工程已

完成。 

 本年度學生透過三葉草獎勵計劃、校長欣

賞大獎，賞你一分鐘等計劃，從中實踐正

向價值元素。 

 本年度早會透過不同形式(包括中央廣播

及播放影片形式)，向學生分享正向訊息。 

 本學年剛完成

學校改建工程

(祈禱角及園

圃)，下學年可

透過新環境的

設置，配合科及

組的課程及活

動，推展生命教

育，讓學生體驗

及學習正向價

值元素。 

 讓學生能透過

新環境的設

置，並配合科及

組的課程及活

動，以體驗及學

習正向價值元

素。  

 本年度在各

「科」上滲入正

向元素略為不

足，建議下年度

於中、英、數、

常課堂上刻意

滲入正向課堂

教學語言，從而

提升他們學習

的自信心，強化

他們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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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讓

不同持

分者共

同參與

及營造

正向校

園。 

 

3.1 邀請不同持分者(例如: 家長、校董、社區人

士等)參與有關活動，共同推動正向文化，提升各

人的幸福感。  

3.2 於宗教課和成長課活動中，邀請牧師、老師

及家長等作感恩分享，讓學生學懂關愛、同理心

及了解別人的需要等。  

學校不同持分者

能參與相關活動

。 

  由於疫情關係及人數限制，部份活動需取

消，因此，本年度暫未能安排其他持份者(

例如家長、牧師等)到校作感恩的分享。 

 下年度建議透過

校園電視台，訪

問校長、老師及

學生，讓他們分

享有關正向的訊

息。 

 

成尌、反思及建議: 

 本年度全體老師參與了三次有關「正向教育」的教專培訓，加深了老師們對正向教育的認識。 

 本校 20位老師參與了一個有關課室正向教養的課程。課程培訓共 15小時。 課程老師更具體地掌握於課堂上實踐「正向教養」元素。 

 本年度成立了「正向教育小組」以協助學校推動全校之正向活動。建議下年度「正向教育組」成員主要為學校的核心行政主任，以更有

系統地連繫全校不同範疇於正向教育上的推展。  

 本年度以「包容」及「自律」兩個正向元素作為培育學生個人素質的發展重點。透過老師觀察，本年度推行的「班級經營」、「感思周」

及下學期舉辦的正向體驗活動等均能提升學生的正向思維，讓他們學懂包容別人的缺點，亦懂得於沒有人看管下，自律守規。 整體上，

大部份學生積極投入參與各項活動。此外，從老師及學生的口頭訪問中，他們認為「校長欣賞大獎」及「三葉草之星」獎勵計劃等活動，

均對營造「正向教育」的校園氛圉有莫大的幫助；而學生透過各種話劇訓練、星光舞台演出等，老師認同有關活動能讓學生提升自信心

及得到肯定，亦有助學生領略正向價值。 

 根據本年度持份者問卷中顯示，普遍學生與人關係的能力稍遜，故建議下年度以「接納」及「關愛」兩個正向價值元素作為培育學生個

人素質的發展重點。計劃於下學年 9月份為 P1-6學生舉辦兩天的教育營，透過活動，讓他們學習接納及關愛，並培養學生的團隊精神。 

 建議下年度本年度在各「科」上滲於各科的正式及非正式的學習中，刻意運用正向課堂語言，讓正向文化滲入課堂，並強化他們的學習。 

 此外，本學年已完成學校改建工程(祈禱角及園圃)。下年度將讓學生透過新環境的設置，並配合宗教及常識等等的課程及活動，以學習

正向價值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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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課程及教師專業發展組 周年報告 

(一)呼應學校關注事項檢討: 

關注事項：1. 發展 E-Learning，透過不同電子媒體，促使電子學習成為學生的自主學習。 

       2. 透過多元化的體驗式學習，使學生建立正向價值觀。 

本年度目標 關注 

事項 

發展策略 成功準則 成效 

 

建議 

5. 提升老師對

自主學習和

電子學習的

認識 

1 1.1 舉辦教師專業發展活

動，加強發展以電子學習

推動自主學習的培訓，提

升老師對自主學習策略和

電子教學平台使用的技巧 

1.2 透過教師分科分享會，加

強同科老師分享以電子學

習推動自主學習的策略，

以提升整體老師推動自主

學習的技巧，亦可對資歷

較淺的老師作出支援 

1.3 建立電子教學資訊平

台，結集各主科老師在分

科分享會內分享之電子及

自主學習教學策略，讓其

他學科老師也可以參考以

提升教學效能 

 全體教師接受相

關培訓 

 每學期舉辦不少

於一次分科分享

會 

 透過訪談，教師

認同電子教學資

訊平台有助提升

電子教學及自主

學習的策略 

 課程組鼓勵教師自行參與由教

育局舉辦的電子學習工作坊，

以擴闊教師的眼界，了解他校

電子學習的推行情況，帶回科

組進行分享 

 教師進行了一次科組教師分享

會，老師反應正面，分享會中

能得以了解科組其他同事的電

子學習的課堂運作，獲益良多

。 

 已成功建立電子教學資訊平台

，科組各自把共備成果，上載

至戶口，老師認同累積了不少

的課堂供日後使用 

 教師已掌握一些合用

的教學平台，來年建議

加強推動以電子學習，增

加使用次數，促進學生的

自主學習 

 來年建議科組教師外出

進修項目為電子學習元

素，擴闊老師認知層面，

遷移到校內執行 

 來年繼續鼓勵教師共建

及分享電子教學材料，由

科組紀錄電子教學材料

，在組內作分享及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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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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提升學生學

習興趣，促

進自主學習 

1 2.1 配合各科需要，購買電

子教學平台，以協助老師

安排電子課堂學習活動，

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2.2 鼓勵教師透過教師分享

會，分享教學平台的使用

技巧 

2.3 科組透過電子教學平台

分享教學資源，以提升教

學效能 

 

 在電子教學平台

配合下，學生在

課堂上積極投入

參與電子學習活

動 

 中、英、數、常

科能透過教師分

享會分享教學平

台的使用技巧 

 中、英、數、常

科能建立共享電

子教學資源的平

台 

 本年度購置了不同的電子平台

，包括 Nearpod、 Padlet、

Socrative、Screencastify等

，透過多元化的電子學習活動

，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教師進行了一次科組教師分享

會，讓科任進一步了解教學平

台的使用技巧 

 已成功建立電子教學平台分享

教學資源，老師認同有助日後

教學 

 Nearpod 已建立不同的課堂，

共建教學資源 

 Padlet 的參與度相當活躍，同

學樂於在平台中進行分享，正

面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 

 老師在 Socrative 建立了不

少評估練習，有效檢視學生學

習表現 

 來年度建議繼續購買能

配合老師教學需要的電

子教學平台 

 鼓勵教師繼續發展電子

學習，建立自主學習課堂

的課堂結構，提升學生學

習興趣，促進自主學習 

 加強推行偉倫學習之星

，培養學生學習態度，建

立學習技巧，促進學生自

主學習。 

 透過三葉草獎勵計劃

培養學生主動學習 

 

7. 優化共同備

課，設計合

適的電子學

習活動。 

1 3.3 透過共同備課，設計電子教

學計劃，豐富課前預習活動 

3.4 為鼓勵教師把在教師發展

活動及教師分享會上學會

的策略及技巧落實於日常

教學，備課設計的活動內容

需配合發展活動及分享會

之內容，並需於學期中段提

交教學設計，以讓教師可把

設計於課堂中實踐 

 透過在共同備課

會的討論，每科

全年完成 3個課

題的電子教學設

計，並詳細描述

課前預習活動的

安排 

 老師能按科組安

排完成教學設計 

 本年度已安排老師透過備課會

討論合適的電子學習策略，以

回應關注事項的透過電子教學

促進自主學習 

 上、下學期的觀課活動中，發

現老師在預習及延伸課業上都

花了不少心思，有助培養學生

的自主學習的習慣 

 建議來年加強推行佈置

預習及延伸活動，豐富現

有的計劃，增加多元模式

，靈活提升學生自學能力 

 鼓勵善用電子學習工具

展示學生學習成果 

 優化課業設計，增加電子

課業模式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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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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推廣閱讀風

氣，增強學

生的自學能

力 

1 4.3 在已建立的多元化網上

閱讀資源上，加入與閱讀

有關的比賽元素，以鼓勵

學生養成每日閱讀的習

慣 

4.4 參與閱讀紀錄平台，培養

學生閱讀習慣，鼓勵從閱

讀中學習 
 

 透過協調中、英

文科及圖書組，

每學期推行不少

於一項與網上閱

讀相關的比賽 

 成功開展閱讀紀

錄平台，70%學生

在平台輸入最少

一次閱讀紀錄 

 學生積極參與「階梯閱讀空間」

，尤其是在網課期間，學生建立

網上閱讀的習慣 

 學生積極參與「Raz Kids Online 

reading scheme」，科任也善用

平台進行英語閱讀教學 

 老師積極鼓勵教師運用「篇篇流

螢網上閱讀計劃」擴闊學生的知

識面 

 成功開展閱讀紀錄平台，不少於

70%學生在平台輸入閱讀紀錄 

 學生已建立網上閱讀的習

慣，期望來年可以加強執行

，達致建立每天主動瀏覽閱

讀平台的習慣。 

 繼續鼓勵參與閱讀紀錄平

台，培養學生閱讀習慣，鼓

勵從閱讀中學習 

 

 

https://sites.google.com/skhweilun.edu.hk/wlgs/%E7%AF%87%E7%AF%87%E6%B5%81%E8%9E%A2%E7%B6%B2%E4%B8%8A%E9%96%B1%E8%AE%80%E8%A8%88%E5%8A%83?authuser=0
https://sites.google.com/skhweilun.edu.hk/wlgs/%E7%AF%87%E7%AF%87%E6%B5%81%E8%9E%A2%E7%B6%B2%E4%B8%8A%E9%96%B1%E8%AE%80%E8%A8%88%E5%8A%83?authuse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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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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化「聯課」的安

排 

1.1 與社區管理公司其他機構保持溝通，探討可

透過與社區協作的學習活動項目 

1.2 透過聯課共同備課會議，優化聯課內容及活

動的安排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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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檢視學習內容，在活動日誌中加入自主學習

元素 

1.5 配合學習內容，加強發展學生協作溝通和解

難能力的機會 

 受疫情影響，本年度所有聯課活

動被迫取消 

 

 

 來年需重新檢視現有活動的

適切性，配合課程作出修訂 

 惟期間仍與社區管理團隊保持

定期溝通，檢視曾進行協作的聯

課項目，亦有探討在停課期間以

其他形式進行聯課活動的可行

性。 

2. 安排教師發展活

動 

3.1 按校本需要，安排相關的教師發展活動。 

 

 中文科及中文非華語課程參與

了教育局的支援服務 

 本年度舉辦了兩個校內教師講

座，主題分別是性別歧視(預防

校園性騷擾)及校園誠信管理 

 本年度參加了聯校教師工作坊

，主題為國家安全教育 

 本年度參加了一系列正向教育

教師工作坊 

 來年已成功申請中文及非華語

校本支援服務 

 來年已申請了賽馬會主辦校本

多元計劃，預計安排數學科參加

，期望在照顧學生學習差異方面

有所得著 

 來年度常識科將參加由聖公會

聖十架小學主辦的 QTN﹕ 學校

整體課程規劃與 STEM教育，期

望發展學校的 STEM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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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增加學生接觸

STEM活動的機

會，並加入創意元

素 

 

4.1 豐富數學、電腦和常識科內相關活動及教學

內容的 STEM元素 

4.2 加強在高小電腦科和常識科的協作，把編程

元素加入專題探究活動內 

4.3 安排試後科技探究活動 

4.4安排合適的校外 STEM 活動及比賽 

 添加現有硬件的數量，如 Mbot

及 Dash & Dot，以便在進行

教學時，學生可以較小組別

形式進行實習 

 年初進行會議，聯同數學、電

腦及常識科，討論有關各科

在 STEM方面教學內容 

 高小課程，加入編程元素，加

強學生應用及發展 STEM  

 試後活動將安排 STEM探究活

動 

 本年度學生曾參與３個 STEM

校外活動及比賽 

 由於疫情關係，學校繼續暫停小

息活動，本年度 STEM Corner 未

有啟用，期望來年可以重新啟動 

 來年度常識科將參加由聖公會

聖十架小學主辦的 QTN STEM教

育計劃，期望發展學校的 STEM 

發展 

 來年需重新規劃學校整體 STEM

發展架構 

 

(三)成就、反思及建議 

5. 本年度老師對自主學習和電子學習的認識方面已漸漸建立，從觀課過程中發現大部份老師能運用電子工具作為預習、延伸及評估功能

。老師們已認識一些有用的教學平台，並在科組中進行分享，加強老師分享以電子學習推動自主學習的策略，以提升整體老

師推動自主學習的技巧。建議來年建立電子教學資訊平台，以資源庫形式結集各主科老師在分科分享會內分享之教學策略

，以便其他學科老師也可以參考，並且鼓勵教師外出進修，擴闊電子教學的認知層面。 

6. 在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從而促進自主學習方面，本年度已購置了不同的電子平台，讓老師可以安排多元化的電子學習活動，

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來年度將繼續購買能配合老師教學需要的電子教學平台。與此同時，鼓勵教師繼續使用電子學習

平台，並建立自主學習課堂結構，配合獎勵計劃，推動學生自主學習。 

7. 共同備課方面，本年度已安排老師透過備課會討論合適的電子學習策略，以回應關注事項的透過電子教學促進自主學習，

上、下學期的觀課活動中，發現老師在預習及延伸課業上都花了不少心思，有助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的習慣。建議來年加

強推行佈置預習及延伸活動，豐富現有的計劃，優化課業設計，增加電子課業模式的多樣性，鼓勵善用電子學習工具展示

學生學習成果。 

8. 推廣閱讀風氣方面，本年度已開拓了豐富且多元化的網上閱讀資源，閱讀紀錄平台中顯示不少於 70%學生在平台輸入閱讀紀

錄，來年建議加強閱讀活動，期望學生能養成每天閱讀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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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中文科 周年報告 

 

 (一)呼應學校關注事項工作計劃 

關注事項：1. 發展 E-Learning，透過不同電子媒體，促使電子學習成為學生的自主學習。 

       2. 透過多元化的體驗式學習，使學生建立正向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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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興趣，促進

自主學習。 

1 1.1 以電子課堂學習活動，

協助照顧學習差異，提

升不同學習能力學生的

學習動機。 

1.2 透過校本支援計劃服

務，於五年級進行寫作

策略教學，引導學生運

用合適的策略進行自主

學習，從而提升寫作能

力。 

1.3 配合「三葉草獎勵計劃

」，透過網上自學獎勵，

提升學習動機。      

 學生在課堂上積極

投入參與電子學習

活動 

 大部分五年級學生

的寫作能力有提升 

 大部分學生積極參

與獎勵計劃 

 各級老師都能運用不

同的電子學習軟件

或平台佈置合適的

學習活動。使用率較

高的包括 Nearpod、

Kahoot、Padlet其次

為 Quizizz、

Plickers、Google 

slide等。 

 老師能於課前預習、

課堂活動、課後延伸

階段安排合適的電子

學習活動，如寫作前

預備、課堂評估、說

話練習等。其中以課

堂活動為主，課前預

習及課後延伸較少。 

 所有老師都認同學

生積極投入參與電

子學習活動。利用電

子學習軟件或平台有

效提升學生的學習動

機，能發展學生自主

學習的技巧。 

 參與校本支援計劃服

 鼓勵教師繼續透過

不同的電子學習軟

件佈置課堂活動，並

增加課前及課後延

伸活動。 

 鼓勵教師繼續透過

不同的電子學習軟

件進行教學設計，除

了提升學生寫作能

力外，同步加強閱讀

能力。 

 鼓勵教師透過不同

的電子學習軟件照

顧個別差異，並促進

自主學習。 

 透過五年級參與校本

支援計劃服務的經驗

，重整四年級寫作教

學計劃，引導學生運

用合適的策略進行自

主學習，從而提升寫

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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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教師能運用合適

且多元化的策略教授

寫作技巧，逐步引導

學生自行建構寫作內

容，使學生的寫作及

自主學習能力皆有所

提升。學生的作文反

映他們無論在文章的

選材、內容及結構上

均有所進步。 

 大部分老師能配合「

三葉草獎勵計劃」，

獎勵在網上學習表現

理想的學生。  

2.優化共同備課，

設計合適的電子

學習活動。 

1 2.1 透過共同備課，設計電

子教學計劃，豐富課堂

學習及評估活動，協助

照顧不同學習需要的學

生，同時引發高層次思

考。 

2.2 透過共同備課，設計電

子教學計劃，豐富課前

預習。 

 透過在共同備課會

的討論，全年完成 3

個課題的電子教學

設計，並詳細描述課

堂電子學習活動的

安排。 

 配合上述 2.1的教學

設計，能透過網上平

台安排合適的課前

預習活動。 

 各級能透過在共同備

課會的討論，全年完

成 3個課題的電子教

學設計，並詳細描述

課堂電子學習活動的

安排。 

 各級能配合上述的教

學設計，透過網上平

台安排合適的課前預

習活動、課堂活動和

課後延伸活動。 

 建議來年教師於共同

備課會議中，參考本

年度的教學設計，並

根據來年的實際情況

，透過網上平台安排

合適的課前預習活動

，並安排合適的電子

學習課堂活動。 

3.推廣閱讀風氣，

增強學生的自學能

力。 

1 3.1介紹網上閱讀資源，協

助學生掌握閱讀策略。 

 大部分學生積極參

與網上閱讀計劃。 

 大部分學生曾參與網

上閱讀計劃，部分學

生較為積極，能建立

每天閱讀的習慣。然

而，部分學生對閱讀

 繼續為學生購置合適

的網上閱讀平台，並

配合獎勵計劃，鼓勵

學生積極參與。 

 建議配合預習或延伸

課業活動，鼓勵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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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仍然感到困難，

因而較少參與。 

 大部分老師認同「階

梯閲讀空間」計劃能

鼓勵學生自學 

於課前或課後閱讀指

定範疇的網上文章，

從而建立學生的閱讀

習慣。 

 

4.為學生提供多元

化的體驗式學習，

幫助他們領略及實

踐正向價值。 

2 4.1於課程中滲入發展學生

正向價值的元素，讓他們從

實踐中領略及學習，提升幸

福感。 

 各級皆能在課程中

滲入正向價值的元

素，培養學生正確的

價值觀。 

 

 各級皆能在課程中滲入

正向價值的元素，培養

學生正確的價值觀。 

 繼續於課程中滲入正向

價值的元素，培養學生

正確的價值觀。 

5.為非華語學童提

供適切的教學支援 

1,2 詳見「2021-2022年度 非華

語學生支援組周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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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優化各種學習策

略提升學生的語文能

力 

1.1 各級每學期進行一次閱讀

策略教學，每級重點訓練的

閱讀策略於學期初編定，並

顯示於進度表上 

 

 各級大致能按進度完成每學期一次閱讀策略教

學，個別級別因進度較緊張而未能於下學期進

行。各級進行情況如下: 

小一：引領思維、標題推敲 

小二：六何法 

小三：引領思維 

小四：多感官觀察 

小五：綜合法(段意)、起承轉合 

小六：綜合句意及段意 

 來年仍安排各級每學

期進行一次閱讀策略

教學，提升學生的閱讀

能力。 

2. 提升學生學生對寫作

的興趣及自信心 

2.1 各級每學期進行 4-5次隨筆

或創意寫作練習，提升寫作

興趣 

 上學期二至六年級皆能按要求進行創意寫作，

大部分學生表現理想，能發揮創意建構寫作內

容，有老師表示部分學生甚至比平日寫作課表

現更理想。由此可見學生對有趣和新奇的寫作

題材會更感興趣。 

 下學期由於進度較趕，只有個別級別能進行一

至兩次的創意寫作。 

 來年繼續於二至六年

年級安排創意寫作練

習，提升寫作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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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透過廣泛閱讀計劃，提

升學生的閱讀能力及

興趣 

3.1 製作各級推薦閱讀書目

表，鼓勵學生廣泛閱讀進行

閱讀專題，透過指定圖書教

授學生閱讀策略 

 上學期已進行二至六年級的閱讀專題活動；下

學期已進行一至四年級的閱讀專題活動。 

 學生對指定圖書的內容感興趣，有助提升閱讀

興趣及教授閱讀策略的成效。 

 各級推薦閱讀書目表於暑假發放，讓學生可以

利用假期閱讀課外書籍。  

 來年繼續進行閱讀專

題，透過指定圖書教授

學生閱讀策略。 

 把推薦閱讀書目表放

在校網，鼓勵學生廣泛

閱讀。 

4.為給予學生正面鼓

勵，推動學生參與語文

活動 

4.1 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校外校

內語文科活動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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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舉辦校內演講比賽(說話或

講故事)，讓學生發揮潛

能，並拍攝成短片，於網上

平台放，提升學生的成功感 

 由於疫情影響，本年度未能進行小一小五伴讀

計劃。 

 舉行校內書法比賽，提升學生對中文書法的興

趣。得獎學生的作品已張貼於校園壁報板及學

校網頁。 

 原定舉行的班際朗誦比賽因疫情嚴峻而取消。 

 利用網上平台展示學

生的講故事片段、短片

製作等，讓校內比賽不

再受疫情影響。 

5.為非華語學童提供適

切的教學支援 

5.1 詳見「2021-2022年度 支援

非華語學童組周年計劃」 

 

 

(三)成就、反思及建議 

本年度所有老師都能在課堂運用電子學習軟件或平台課前預習活動、課堂活動及課後延伸活動，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發展學生自主學習的

技巧。然而，大部分教師集中進行課堂活動，下年度宜平衡發展課前預習和課後延伸活動，讓學生更全面地培養自主學習的技巧。另外，由於學

生的閱讀能力仍有待提升，建議下年度多發展有關閱讀技巧和策略的教學設計，以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 

 

本組致力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和能力，於本年度進行上、下學期各一次的閱讀專題活動，學生對指定圖書的內容感興趣，有助提升閱讀興趣

及教授閱讀策略的成效。建議來年繼續進行有關活動，並同時以不同途徑提升學生對閱讀的興趣和能力，如: 製作每級圖書推介目錄、閱讀策略

教學等。 

 

本年度學生較積極參與「階梯閱讀空間」網上閱讀平台，已建立恆常閱讀的習慣，但仍有部分學生參與度不足，建議來年配合預習或延伸課

業活動，鼓勵學生於課前或課後閱讀指定範疇的網上文章，從而建立學生的閱讀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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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得到校本支援組的協助，五年級科任透過與支援人員共同備課，重整寫作教學計劃和設計，有效提升學生的寫作能力。另外，本組亦

進行「創意寫作」活動，透過有趣的寫作題目，鼓勵學生發揮創意， 培養對寫作興趣，活動初見成效。下年度，本組將會繼續參與校本支援計劃，

並把本年度的成果延伸至四年級，進一步提升學生的寫作能力。另外，本組亦會落實於下年度進行創意寫作活動，以提升學生對寫作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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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H Wei Lun Primary School 

General English – Year Report 2021-2022  

 

A. Plans in response to the school’s major concerns of the year 

Major concerns：  1. Develop the ability and autonomy of self-learning through e-learning tools and platforms  

 2. Adopt experiential learning approaches and develop students’ positive mindset  

Objectives of 

the year 

Major 

Concern 

Strategies Success Criteria Success Reflections 

1. Enhance 

teachers’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skills 

on 

e-learning  

1 1.1 Teachers are encouraged to 

participate in different 

training workshops or 

seminars about e-learning. 

Hence, teachers can master 

different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facilitate students to 

develop their self-learning 

skills.  

1.2 A platform with different 

digital resources will be 

established for teachers to 

share their teaching 

strategies, useful e-learning 

platforms and software. 

 2 Professional 

workshops or 

seminars on 

e-learning are 

conducted.  

 Through conducting 

surveys and 

questionnaires, 75% 

of teachers agree 

that the seminars or 

training workshops 

are effective in 

enhancing their 

skills and 

knowledge about 

e-learning. 

 A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orkshop about how to enhance 

teaching and learning with  

e-learning tools was done by 

English teachers and NET on 9 

December 2021.  

 Teachers demonstrated the use of 

e-learning tools such as Nearpod, 

Seesaw, Padlet, Wordwall, 

Google Slides, Quizlet and 

Plickers.  

 The workshop enhanced teachers’ 

e-learning skills. All teachers 

found the materials and apps 

useful.  

 The teaching materials or 

activities were shared among 

teachers by using the same 

teacher’s account in different 

e-learning platforms, such as 

Nearpod and Kahoot.  

 

 Due to school 

suspension, 

another 

workshop from 

Advisory 

teacher from 

NET section 

was cancelled. 

 More internal 

sharing about 

e-learning could 

be done in the 

regular meeting. 

2. Increas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1 2.1 Teachers will organize 

activities using different 

e-leaning tools/ platforms, 

hence better cater for learner 

diversity and increase their 

 Students are  

actively engaged in 

lessons using 

e-learning tools or 

platforms.  

 Most teachers made good use of 

e-learning tools such as Kahoot, 

Nearpod, Padlet or Seasaw. 

Teachers gave out the links on 

Google Classroom and students 

did the work with their own 

 More e-learning 

activities can be 

conducted to 

consolidate 

students’ 

learning or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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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ilitate 

self-learnin

g  

learning motivations.    

2.2 Align with the Clover Star 

Program, students will be 

awarded for active 

participation for using Raz 

Plus online reading platform.  

 A reward system 

about participating 

in online reading is 

established. After 

reading e-book on 

Raz Plus and 

completing the 

follow-up 

worksheet, students 

can gain 1 clover 

star token. Bonus 

tokens will be given 

to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devices as self-learning. 

 Most students were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games during 

face-to-face class or zoom class.  

 Raz Plus Reading Programme 

was established for P.1-6 and 

clover star tokens were awarded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tasks 

in the booklet.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the average books read 

per student is as follow: 

P.1 72 books 

P.2 82 books 

P.3 40 books 

P.4 39 books 

P.5 72 books 

P.6 51 books 

 

 Some students were given the 

bonus tokens for their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as assessments 

for learning.  

3. Review 

teaching 

plans and 

incorpora

te 

e-learning 

activities 

into daily 

teaching  

1 3.1 In order to cater for diversity 

and strengthen students’ 

self-learning skills, 

e-learning activities will be 

added to daily teaching. 

Co-planning meetings will 

be held in each level 

regularly and the following 

items should be discussed in 

each module:  

● Learning objectives and 

 At least 3 detailed 

lesson plans with  

e-learning activities 

or materials are 

completed in a year 

term. 

 Co-planning meetings were held 

regularly in each level each term 

and they helped to improve 

teaching and learning.  

 For P.1-6, different teaching and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materials 

were developed in the 

collaborative meeting and shared 

among teachers.  

 Three detailed lesson plans with 

e-learning activities or materials 

were completed in a year term.   

 For P.1-2, all school-based 

 School-based 

worksheets and 

writing tasks 

have to be 

revised and 

further 

developed from 

P.1 to P.6.  

 More e-learning 

tasks can be 

designed as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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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plans  

● Teaching materials (PPT or 

other e-learning materials/ 

apps)  

● Pre-learning / post-learning 

tasks  

● Formative assessments  

● Higher order thinking skills 

have to be designed and 

incorporated into the plans.  

worksheest booklets, writing 

booklets and PowerPoint were 

revised to cater for learners’ 

diversity.  

 For P.3-6, graded worksheets were 

designed for each unit.  

 Writing tasks and follow-up 

worksheets for each module were 

designed.  

 Project work was done during 

P.2-3 NET lessons through online 

means. Students have to submit 

their work on Padlet and the 

quality of work overall was good.  

 Post-learning tasks were done by 

P.4-6 students on Notebook. 

P.4-6 students were able to 

present their work with 

PowerPoint on Zoom or in class. 

Their work was satisfactory.  

4. Promote 

reading 

and 

facilitate 

self-learni

ng  

1 4.1 Teachers will introduce 

online reading platforms 

during lessons.  

4.2 An online reading 

curriculum for KS1 and KS2 

students has been further  

  developed. Teachers will 

select the suitable level of 

e-books for students to read 

each week.  

4.3 Students have to complete a 

post-reading task after 

➢ Raz Plus online 

reading scheme is   

further developed to 

suit students’ 

learning needs.  

➢ Post-reading 

booklets are revised. 

➢ Students have to 

complete post- 

reading tasks after 

reading e-books.  

➢ An inter-class 

 Raz Plus online reading scheme 

was launched in late September.  

 2 sets of post reading booklets 

were designed for P.5 and 6. 

 For P1-2, two booklets were 

completed in the whole term. 

 For P.3-6, one booklet was 

completed due to the tight 

schedule during class suspension. 

 For Class P.5 Faith and 6 Faith, 

two booklets were completed in 

the whole term.   

 For the WL Smart Reader 

Scheme, the top 3 readers of each 

 Raz Plus 

reading booklets 

will be further 

revised to meet 

the needs of 

students. 

Teachers can 

encourage 

students to read 

more books at 

weekends or 

during long 

holidays.  

 The WL smart 

readers can be 

awarded onc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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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e-books.  

4.4 Moral education is infused in 

suitable e-books to enhance 

positive thinking. 

reading record 

named    

WL Smart Reader 

(once a term) will be 

established to 

reward the student 

who has read the 

most e-books on 

Raz- Plus. The 

winner from each 

class will receive a 

gift.   

class will be awarded a certificate 

and a small gift in the end term. 

 Books with positive education or 

moral values have been chosen 

for the students. Some reflective 

questions related to moral 

education were set in the 

booklets.  

term.  

5. Develop 

students’ 

positive 

mindset 

through 

different 

learning 

activities 

2 5.1 Teachers will infuse positive 

thinking mindset or value 

education into different 

units.   

5.2 Teachers can give positive 

feedback to  

students in term of verbal / 

written form. 

➢ Different positive 

thinking mindset or 

value education have 

been explicitly stated 

during lessons.  

➢ Feedback is given to 

students. 

 Different themes related to 

positive mindset or positive 

education were infused in 

different units. For example, love 

and care for family members or 

friends,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and be kind to 

others.  

 The theme of this year’s writing 

competition was fairy tales. 

Students were asked to create 

their own story with a positive 

message. More than 180 pieces of 

work was collected.  

 Positive feedback and words of 

encouragement were given to 

students during class. Written 

feedback or chops were found on 

students’ work.  

 Students’ good work was 

displayed on the board or during 

lessons as peer learning. They 

 Teachers are 

strongly advised 

to maintain 

these good 

practices, 

especially 

displaying 

students’ good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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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ed to appreciate other’s work 

and give positive feedback to one 

another.  

 

B. Year Plan  

Objectives of the 

year 

Strategies Success Reflections 

1. Promote 

“Reading to 

learn” 

atmosphere and 

develop 

student’s 

reading habit. 

1.1 Reading time is scheduled on Thursday 

mornings.  

1.2 Book promotions have to be done by the 

NET, English teachers or students in the 

morning assembly or in class. 

1.3 Students will read a classic reader during 

holidays and complete a post-reading 

booklet afterwards. The booklet will be 

revised.  

 The reading time and story-telling 

activities on Thursday were 

cancelled during zoom lessons. 

These activities were resumed 

during face-to-face classes.   

 7 book promotions were completed 

by English teachers in the morning 

assembly throughout the school 

year.  

 Students managed to read a classic 

reader and completed a post-reading 

booklet afterwards. Some of the 

students’ work was outstanding.  

 Due to the pandemic, student 

helpers were not recruited to do 

book promotion at school this 

year.  

 It is suggested to choose some 

WL smart readers to do book 

sharing nex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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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view and 

revise the 

school-based 

reading 

program to 

cater for 

learners’ 

diversity. 

2.1 In order to cater for learners’ diversity, 

the reading ability of every student will 

be assessed in September, January and 

June throughout the school year. The 

aim is to reach 60% of students reading 

at their respective grade-level.  

2.2 The reading plans will be revised and 

reciprocal reading skills will be 

reinforced during lessons. Post-reading 

worksheets will be completed 

afterwards.  

2.3 For KS1, the NET teacher will conduct 

Shared Reading, Guided Reading and 

related activities during lessons. 

Students will borrow a reader and 

complete their Home Reading Booklets 

after each lesson.  

2.4 For KS2, Shared Reading, Guided 

Reading and Free Reading will be 

conducted throughout the school year. 

There are approximately 9 Shared 

Reading lessons each school year.  

Group A + B: 4 Guided Reading lessons 

and 4 Free Reading lessons each school 

year.  

Group C: 8 Guided Reading lessons  

2.5 During Guided Reading lessons, KS1 

and KS2 students will b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reading groups according to 

their reading ability. Graded books will 

be used. The NET will be the reading 

teacher of the more able groups. The 

 Due to the pandemic, teaching time 

was shortened. P.1-6 reading 

assessments were conducted in early 

September. Only P.1 and 3 students 

have completed another reading 

assessment in June due to the time 

constrain.  

 Home Reading Programme was  

cancelled due to COVID-19. It was 

resumed after the resumption of 

face-to-face classes.  

 Due to class suspension, only 2 

rounds of guided reading and shared 

reading sessions were conducted for 

P.4-6 students. During the zoom 

lessons, teachers read books selected 

from online platforms like EPIC or 

Raz instead. Students had an 

opportunity to explore a wide variety 

of e-books, they could read different 

genres.  

  

 To cater for diversity, more books 

or e-books from Raz Kids can be 

given to students to choose during 

the free reading lesson. 

 Instead of doing post-reading 

worksheets, E-learning activities 

can be arranged to consolidate 

students’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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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eview and 

further develop 

the 

school-based 

writing 

program to 

reinforce 

students’ 

writing ability  

3.1 A writing curriculum will be revised 

with new writing goals for each grade. 

Authentic and creative writing tasks can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writing 

curriculum. Students will be exposed to 

different text types. Students will 

complete at least 2 genres of writing 

tasks each term. For example, picture 

description, mind map, letters, emails, 

cards, recipe and instructions.  

3.2 Writing plans with clear learning 

objectives and teaching materials (PPT) 

have to be further developed. 

3.3 All writing booklets have to be revised.  

3.4 A new marking scheme for writing will 

be further developed. Teachers have to 

discuss before grading students’ work.  

3.5 A proofreading worksheet will be 

provided for P.4-6 students as follow-up 

task.  

 Due to the shortened teaching 

schedule, three writing tasks were 

conducted in Term 1 and 2. An 

interesting writing task such as 

poster design, poetry writing or 

writing riddles was incorporated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in writing.  

 Writing booklets and PowerPoint 

with clear teaching and learning 

objectives, teaching steps were 

revised. 

 Discussions about marking were 

conducted in co-planning meetings.  

 

 Writing booklets with rubrics 

have to be further revised in 

P.1-6.  

 More interesting apps or 

e-learning tools can be adopted 

in the writing curriculum. For 

example, students can use 

PowerPoint, GoogleSlides or 

Canva app to complete their 

writing tasks.  

 Teachers are recommended to 

share students’ good work 

during class, so they can learn 

to show appreciation and learn 

from their p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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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eview and 

revision of unit 

worksheets  

4.1 For P.1-2, school-based worksheets will 

be further developed. A vocabulary list 

has to be included in the booklet.  

4.2 For P.3-6, there are at least 5 worksheets 

for each unit: 

(a)School-based comprehension 

worksheets with different question 

types. 

(b)TSA past paper with same theme or 

same genre with that unit. 

(c)Language focus (1) with brief notes 

(d)Language focus (2) with brief notes 

(e)Vocabulary or prepositions or tenses 

 The P.1-2 school-based worksheets 

were revised.  

 For P.3-6, all worksheets were 

revised.  

 Teachers can continue to revise 

the worksheets if needed.  

5. Develop 

school-based 

phonics 

curriculum in 

KS1  

5.1 A comprehensive phonics curriculum 

will be taught by the NET and supported 

by the local teachers. The curriculum 

will focus on all of the necessary 

phonics skills needed for students to read 

independently.  

5.2 A focus will also be placed on 200 

high-frequency words per grade.  

 

 The phonics curriculum was 

completed and implemented this 

year. Materials and activities were 

supplemented to support the 

curriculum.  

 The sight words were printed on the 

booklet and students could do 

revision at home. High-frequency 

words were covered and practiced 

regularly throughout the year.  

 NET should continue with the 

current practice as phonics help 

students to practice spelling and 

articulating words.  



32 

 

6. Develop high 

frequency word 

recognition.   

6.1 This approach is focused on developing 

students reading speed and word 

processing abilities. The focus is not on 

using phonetic awareness, but on word 

recognition.  

6.2 High-frequency word PowerPoints will 

be designed for each month, covering 

200 different words throughout the 

school year.  

 P.1-3 students showed 

improvements on word recognition.  

 

 The high-frequency word 

PowerPoints and related materials 

have proven to be effective to 

students in terms of word 

recognition. It is suggested to 

keep the approach and practice.  

 Due to the shortened teaching 

time, P.4-6 English teachers 

might consider uploading the high 

frequency words PPT and related 

materials on Google Classroom as 

self-learning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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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romote a 

positive 

learning 

attitude among 

students 

through 

activities held 

outside 

standard class 

time. Provide 

additional 

support and 

language 

exposure to 

students.  

7.1 Students will be invited to do more 

presentations in front of the public such 

as book promotions, activities 

promotions during morning assembly or 

recess.   

7.2 A WL Writing Club will be conducted to 

help boost students’ confidence in 

writing English and build up team spirit 

and creativity through independent and 

guided work. 

7.3 Other activities such as English Day and 

WL inter-class writing competition will 

be conducted to promote a positive 

learning attitude among students.  

7.4 Word coaching classes will be organized 

before school to help build phonics skills 

for P.1-P.2 students who are struggling 

to develop their reading abilities.  

 P.2 students were actively engaged 

during the word coaching class in 

Term 1.  

 An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with 

the theme of fairy tales was held in 

April. A positive message was 

written in their work. More than 180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event and 

their work was impressive. Trophies 

and certificates were given to the 

winners. Their work will be posted 

on the school website and the school 

magazine. Inter-class writing 

competitions could enhance 

students’ language proficiency.   

 

 

 

 

 Due to the pandemic, students  

did not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help promote book sharing or 

activities during morning 

assembly or recess.  

 Other activities like Drama Club 

and English Day were cancelled 

due to the pandemic.  

 Wording coaching course was 

cancelled in Term 2 due to the 

pandemic.   

 The WL Writing Competition is 

suggested to be held regularly, 

once a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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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through the 

play-theme 

approach 

during NET 

lessons. 

Facilitate more 

authentic, 

organic 

learning. 

Promote learner 

autonomy and 

independence.  

8.1 Integrate learning through-play units 

developed by EDB NET into existing 

NET curriculum in Term 1 for P1. The 

theme will be the first 100 days of 

school.  

8.2 Integrate learning through-play units 

developed by EDB NET into existing 

NET curriculum in Term 2 for P.2. The 

theme will be Festivals. 

 The 100 Days Project in P.1 was 

implemented smoothly from 

September to December. Students 

were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activities and enjoyed the celebration 

on their 100 days of school.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SEL) 

project was done in P.2 in Term 2. A 

series of books with the theme of 

positive mindset such as respect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self-love 

were used. Positive values were 

infused during the lessons.  

 Both P.1 and P.2 programs were 

effective in promoting learner 

autonomy and independence.      

 In general, some activities need a 

longer preparation time. It is 

suggested to replace the use of 

watercolor with crayons.  

 The curriculum and learning 

activities can be further modified 

to better facilitate students’ 

learning.   

 

C. Conclusion  

One of the major concerns is to enhance teachers’ e-learning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to incorporate e-learning elements into daily teaching. 

Most teachers agree that the internal sharing session is effective in promoting the use of different e-learning tools in daily English teaching. They also 

discussed the use e-learning tools during the co-planning meetings. Most level teachers have also incorporated the use of e-learning tools into English 

lessons (on zoom/ face-to-face classes), such as inviting students to do presentations with the use of PPT, kahoot quizzes, word wall for introducing 

vocabularies. Some tasks can arous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consolidate their previous knowledge, and serve as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or 

assessment as learning. Most students engaged actively in these activities and surprisingly, their IT skills is quite good and they are disciplined during 

class. Besides, teachers can slowly build up a databank on e-resources if they log in with the school account. They can share teaching materials among 

the level and evaluate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the co-planning meeting. Teachers can also display some students’ good work during class to encourage 

active participation. Students can learn to show appreciation and peer evaluation by looking at each other’s work.  

Another major concern is to promote reading. As we moved to the second year of the launch of the Raz Plus Online reading scheme, most 

students are familiar with the platform and participated in reading online books freely. The scheme was appealing to students as it was aligned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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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ver star award system and its own reward system. A revised Raz booklet was adopted to better cater for the diverse learning needs of P.5-6 students. 

Most students managed to complete the assigned readers and post-reading worksheet. However, the weaker ones still struggled a bit as the reader and 

task was still challenging for them. Further revisions can be further considered (more guidance to be given). A WL Smart Reader Program was set up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read more e-books, top readers from each class will be given a certificate and a little gift. Additionally, teachers can consider 

inviting the top readers to do a book sharing on their favourite book from Raz platform.   

Due to the pandemic, the teaching time was shortened. P.1 and P.3 reading assessments were completed by the NET teacher and P.2 students 

will be assessed in the new school term. The Learning through Play program was quite successful, and most students showed positive responses. They 

participated in different learning stations. Besides, moral education was infused in the daily teaching. The NET teacher went through a series of books 

with moral values and asked related questions. For English teachers, they incorporated some post-reading questions about moral education in daily 

teaching.  

In general, teachers are recommended to place more focus on the adoption of e-learning strategies, display of students’ work and enhance 

students’ self-learning skills in the new schoo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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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數學科 周年報告 

(一)呼應學校關注事項檢討： 

 關注事項： 1. 發展 E-Learning，透過不同電子媒體，促使電子學習成為學生的自主學習。 

            2. 透過多元化的體驗式學習，使學生建立正向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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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升教師對「

E-Learning」及引

發學生自主學習的

掌握 

1 1.1 鼓勵教師參與培訓或進

修，強化老師掌握

「E-Learning」及自主學

習的理念及策略 

1.2 就「E-Learning」相關的

教學策略，如應用電子教

學軟件、應用程式及網上

平台等，安排教師於校內

作進修分享會，以提升學

術交流 

 教師有參與培訓 

 教師樂意在分享會

進行分享 

 全體科任均參與了科組

內的分享會，主題圍繞

如何應用電子軟件或程

式於教學中 

 整體教師對分享會的回

饋正面 

 

 科組分享會成效不錯，亦

有助提升組內交流學習氣

氛，建議來年可繼續。 

2. 透過共同備課，應

用 

「E-Learning」 

，設計合適的電子

學習活動，豐富課

前預習、鞏固及延

伸的習慣 

1 2.1 透過共同備課，設計及討

論合適的電子學習活動，

並把設計於課堂中實踐。

備課設計的活動內容需配

合教師培訓或分享會之內

容。 

2.2 透過書商提供的電子學習

平台，作為預習或課堂單

元的評估工具 

2.3 電子化自學卡，以 Google 

Form形式於 Google 

Classroom定期發放, 作

課堂鞏固及延伸 

 全年完成3個課題的

教學設計，並詳細描

述課堂電子學習活

動的安排 

 教師認同電子教學

有效優化學與教。 

 教師利用 Google 

Classroom發放「預

習短片」 

 學生能登入書商提

供的電子學習平

台，完成「一課一練」 

 

 教學設計反映教師能透

過共備設計教學及教

材，設計合適的電子學

習活動 

 考績觀課反映小部份教

師於課前預習及延伸活

動佈置方面仍有待加強 

 教師均認同電子教學有

效優化學與教 

 大部份教師能利用

Google Classroom發放

「預習短片」 

 

 小部份教師於課前預習及

延伸活動佈置方面仍有待

加強。建議來年教師可利

用「Koobits」網上學習平

台發放預習短片。 

 教師於使用書商提供的電

子學習平台，作為課堂單

元的評估工具仍有待加

強。因來年科組將購買

「Koobits」網上學習平

台，建議來年利用發放工

作紙作單元評估，取替一

課一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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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能於 Google 

Classroom進完成

「電子自學卡」 

 佈置「一課一練」作單

元評估未如理想 

 教師能有效電子化自學

卡，並適時發放給學生 

 電子化自學卡設計及應用

成熟，建議來年可不用再

重點發展。 

3.推廣閱讀風氣，增

強學生的自學能力 

1 3.1 於學校網站上載閱讀資

源 

3.2 教師及學生透過早會作

圖書分享 

 

 成功上載閱讀資源 

 

 教師及學生於早會

分享圖書 

 成功上載閱讀資源 

 

 教師曾於早會分享數學

圖書 

 

 

 

 

 

 來年可繼續更新及上載閱

讀資源。 

 

 本年度教師於早會與學生

分享數學圖書成效不錯，

來年可繼續進行。 

 唯受疫情影響，未能邀請

學生於早會分享圖書，望

來年有機會實行。 

4. 透過多元化的體

驗式學習，使學生

建立正向價值觀 

 

2 4.1 透過三葉草獎勵計劃，鼓

勵學生積極參與校內數學

課堂及活動 

4.2 在小一至小四建立「數」

範疇的應用題的解題技巧

，提升學生的解題能力 

 

 每班有 50%學生曾獲

得三葉草獎勵卡 

 每班有 50%學生認同

透過運用「應用題學

習冊」能學習解題技

巧及提升解題能力 

 各班均有 50%學生曾獲

得三葉草獎勵卡 

 各班均有 50%學生認同

透過運用「應用題學習

冊」能學習解題技巧及

提升解題能力 

 每班均有 50%學生曾獲得

三葉草獎勵卡，建議來年

把目標調高，調至每班有

75%學生曾獲得三葉草獎

勵印章 

 學生於利用應用題學習冊

學習及教師教學技巧成

熟，建議來年可不用再重

點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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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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舉辦數

學週，於校

內推廣及培

養數學氣

氛，鼓勵學

生積極參與

校內的數學

活動 

 

1.1 透過早會時間讓學生有機會

向同學進行圖書介紹 

1.2 於小息時間進行攤位遊戲；

配合早會進行圖書推介，圖書

館亦會借出相應圖書作展示

及供學生借閱 

1.3 由老師帶領及指導學生主持

早會圖書分享及小息攤位遊

戲，裝備孩子具有領袖的特質 

 本年度數學週能成功舉辦，學生投入度高 

 唯受疫情影響，未能邀請學生於早會分享圖

書，望來年有機會實行 

 數學週各項活動順利舉行 

 

 

 學生能主持小息攤位遊戲，教師成功透過活動

裝備孩子成為領袖 

 建議來年致力邀請學生於早會分享圖

書 

2. 依照新課程

內容，並配

合關注事項

目標，優化

小一至小五

的教學計劃 

 

2.1 透過共同備課，科任依照新

課程內容，修定及優化小一至

小五的教學計劃 

2.2 透過共同備課，設計及討論

合適的課前、課堂中或課後的

電子學習活動，並把活動實踐

及記錄於教學計劃中 

 科任修定及優化小一至小五的教學計劃的進

程理想 

 

 科任能按學生的學習需要，設計及討論合適的

課前、課堂中或課後的電子學習活動 

 學生對電子學習倍感興趣，投入課堂學習 

 

 

 建議可加強課前及課後的電子學習活

動 

 

(三)成就、反思及建議 

  為配合學校的發展項目，本科組分別透過佈置不同的電子學習活動，促使學生的自主學習。科組各成員透過教師培訓及分享會中交流，

提升對「E-Learning」及引發學生自主學習的技巧應用。除此以外，教師透過共備設計教學及教材，於共備中就相關重點進行討論備課，並

在課堂中設計合適的電子學習活動。在運用電子平台豐富課前預習、鞏固及延伸的習慣方面，大部分教師能利用 Google Classroom 發放課

前預習材料如短片及課堂延伸閱讀資料，達至學校的發展項目，唯部分教師於此方面的應用仍有待加強，來年望能透過更多不同的工具及平

台如「Koobits」網上學習平台，繼續優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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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配合學校另一發展項目，本科組欲透過多元化的體驗式學習，使學生建立正向價值觀提升學生個人素質。即使面對疫情，本年

度科任仍致力協助舉辦數學週。在活動中，能見學生投入參與，氣氛良好。學生投入參與教師安排的活動，當中自學部份即挑戰題，參與人

數超過一半。由此可見，多元化的學習活動有助促進學生自主學習。受疫情影響，學生早會數學圖書分享雖未能順利舉辦，但科組與科任致

力討論優化，望於來年疫情下，仍能推展不同的學習活動。 

 

   透過不同的科組工作，科組各成員致力配合計劃為學生學習締造更好的數學學習環境。雖然受疫情影響，部分計劃未能順利推展，但是

正因為受疫情影響，科任因需進行網課教學，在電子教學應用技巧有莫大的得著，有助推展學校的發展項目。科組在來年會繼續優化現有的

課程及活動，為學生建立更完善的數學學習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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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常識科 周年報告 

(一)呼應學校關注事項檢討 

關注事項：1. 發展 E-Learning，透過不同電子媒體，促使電子學習成為學生的自主學習。 

     2. 透過多元化的體驗式學習，使學生建立正向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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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訓增加

自主學習

和電子學

習的認識。 

1 1.1 於科組的分享會邀請不

同科任分享使用電子平

台的經驗。 

1.2 透過講座或工作坊，提 

升教師透過電子教學促

進自主學習的技巧。 

1.3 定時更新電子教學資 

訊平台，讓教師分享電 

子教學策略、教學平台 

及教學軟件的應用技 

巧。 

 於學年舉行至少兩次

分享環節，邀請科任分

享使用電子平台的經

驗。 

 於學年舉行至少一次

講座或工作坊，分享教

師對透過電子教學促

進自主學習的技巧。 

 70%科任使用電子教學

資訊平台作教學 

 於上學期科組分享會，邀請郭卲

雯老師、馬文駿老師和何展匡老

師分享使用電子平台 Google 

Classroom 和 Flipgrid 的經驗 

 根據 Google Classroom 記錄，

全部科任均曾使用電子教學資訊

平台作教學 

 100%科任使用電子教學資訊平台

作教學 

 建議科任參與有

關自主學習和電

子學習的教師工

作坊，並於教師

分享會分享坊間

的教學新知 

 共建及分享電子

教學材料，由科

組紀錄電子教學

材料，作分享及

參考 

2. 提升學生 

學習興

趣，促進自

主學習。 

1 2.1  透過電子學習活動，協 

助照顧學習差異，提升不

同學習能力學生的學習

動機。 

2.2  配合「三葉草獎勵計 

劃」，派發Token鼓勵學生

參與各項的自學獎勵計

劃，提升學習動機。 

2.3  發展偉倫常識網，作為 

平台供學生獲取常識科

教科書以外的知識，培養

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教師反映學生在課堂

上積極投入參與電子

學習活動。 

 每學期每班至少進行

3次電子學習活動，並

能顯證加入照顧學習

差異的元素。 

 70%科任認同「三葉草

獎勵計劃」能提升學生

學習動機。 

  50%學生認同偉倫常識

網能培養他們的自主

 100%教師反映學生在積極投入參

與電子學習活動 

 考績觀課留意教師能善用電子工

具促進學生，唯照顧學習差異方

面，仍有改善空間 

 

 88%科任表示每學期每班至少進

行 3次電子學習活動，並能顯證

加入照顧學習差異的元素 

 100%科任認同「三葉草獎勵計劃」

能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56.3%及 70.2%高小學生曾經參與

 於電子學習活動

加入挑戰題，照

顧能力較強的學

生 

 持續透過獎勵計

劃鼓勵學生參與

自學計劃，培養

學生閱讀習慣 

 於校網加入偉倫

常識網的資料，

包括自主計劃及

自學網頁，科任



41 

 

2.4  透過香港教育城及中國 

文化研究院等網上自學

計劃，鼓勵學生積極參與

自學活動。 

學習能力。 

  60% 高小學生曾經參與

《十分科學》和《篇篇

流螢》等網上自學活

動。 

 

《十分科學》和《篇篇流螢》等

網上自學活動 

 《篇篇流螢》共有 16名學生獲得

閱讀之星獎項，最高分的同學排

名位列全港學生第 12名 

 本年度沒有針對偉倫常識網的使

用而作出調查 

與學期中向學生

推介校網學科專

頁，鼓勵學生善 

用資源自學 

 積極參與自學計

劃，以三葉草獎

勵計劃鼓勵學生

積極參與 

3. 優化共同 

備課，設計

合適的電

子學習活

動，照顧不

同類型的

學習者。 

1 3.1  透過共同備課，設計融 

入電子學習的教學計

劃，豐富課堂學習及評估

活動，協助照顧不同學習

需要的學生，同時引發高

層次思考。 

3.2  善用書商的翻轉教室素 

材或教師自製的教學短

片，設計預習活動導入單

元課題或自學短片供學

生自學。 

 成功於共同備課單元

設計列出推展電子學

習活動的情況，並能列

出照顧不同學習需要

學習者的策略（包括程

度較強和稍遜的學習

者）。 

 成功運用電子平台，

設計合適的電子學習

活動評估學生。 

 每單元至少設計一個

預習或延伸活動，並經

由 Google Classroom 

發放。 

 檢視單元設計，科任有善用

Google classroom等電子工具佈

置預習活動，並加入高階思考問

題 

 80%科任有運用電子平台

socrative、nearpod及 kahoot

評估學生 

 25%科任善用 Google slide於課

前讓學生進行小組討論、分組活

動，或於課堂使用平台促進討論

及收集即時數據 

 四年級科任引入電子設計工具

Canvas，學生能善用此傳意工具

組織資料及展示學習成果 

 高小科任有善用 Google 

Classroom，定期於每單元設計一

個預習或延伸活動 

 收集各老師的教

材並製成資料庫

供科任可持續地

使用 

 引入電子設計工

具Canva 於電腦

課程，讓學生能

於專題研習使用

此工具展示成果 

 於共同備課加入

照顧學習多樣性

和展示學習成果

的部分 

4. 推廣閱讀 

風氣，增強

學生的自

學能力。 

1  4.1於早會分享閱讀平台（香

港教育城小校報）或好書

推介，鼓勵學生多閱讀。 

4.2  善用圖書館資源，根據 

 於全學年早會介紹至

少 1次網上閱讀平台

及至少 2次好書推介。 

 與全學年推介不少於

 本學年共舉行 8次常識好書推

介、一次網上閱讀平台推介及一

次網上挑戰計劃的宣傳 

 由於疫情關係，圖書館未能如常

 持續使用早會圖

書推介時段向學

生推介好書 

 購買悅讀圖書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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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課題向學生推介圖 

書。 

兩次圖書。 開放，故此本學年未有於課堂推

介圖書館的藏書 

 100% 科任認同常識早會分享能

鼓勵學生多閱讀圖書 

子版，科任透過

悅讀圖書活動，

鼓勵學生透過閱

讀延展學習 

5. 為學生提 

供多元化

的體驗式

學習，幫助

他們領略

及實踐正

向價值。 

2 5.1  配合單元課題設計課程   

及活動讓學生體驗及學

習正向價值，如舉行小三

身心健康主題日。 

5.2  配合康文署一人一花活 

動，於小一至小三課程 

各推行一種植活動，並 

能透過設計課程及栽種 

活動，培養學生實踐正 

向價值（責任感、同理 

心和珍惜生命）。 

5.3  於高小推行跨學科(常、 

電、視) STEM專題研 

習，以設計思維發展 STEM

和編程教育，過程中透過

設計循環改良產品，培養

學生的共通能力，從中獲

得成功、自信和快樂，從

而提升幸福感。 

 教師反映學生積極參

與活動。 

 初小科任反映學生能

培養責任感、同理心和

珍惜生命的正向價值。 

 高小專題研習中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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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任反映高小學生從

STEM專題研習得到成

功感、自信和快樂。 

 於 7月 29日舉行小三身心健康主

題日，透過集體遊戲、訊息分享

和禪繞畫等活動，協助學生認識

和以合宜的方式表達情緒，並學

習以積極樂觀的態度面對困阻 

 學生十分積極參與活動，學習內

容配合主題，活動能培養學生溝

通協作能力，並能在分組活動培

養學生的同理心 

 本年度全校學生均參與康文署一

人一花活動，由於疫情緣故未能

收集學生的作品。科組透過電郵

收到約 30名學生的作品和記錄

表。所有繳交記錄表的學生都十

分積極參與「一人一花」的種植

活動 

 為了培養學生的責任感和珍惜生

命的態度，二年級進行了種豆日

誌專題研習，透過研習，部分學

生把小植物植物移植至花盆繼續

種植，反映他們能培養珍惜植物

生命的價值觀。但由於疫情關

係，舉行日期不理想，網課期間

難以與學生檢討 

 本年度高小推行了多元化的專題

 繼續參與「一人

一花」的種植活

動並提供機會展

示學生成果 

 配合常識科教學

重點，於初小加

入正向種植活

動，一年級：草

頭娃娃；二年

級：我的小花園

（與視藝科合

作）；三年級：親

親園圃計劃種植

時令蔬菜 

 配合單元進行跨

科活動，來年深

化四年級和五年

級跨科活動，並

能配合課程統

整，讓學生靈活

應用已有知識，

解決生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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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其中四年級和六年級加入

設計思維元素，五年級加入了

STEM元素 

 四年級專題研習《海洋中的微塑

膠》，配合設計思維發展，活動中

邀請校外機構專業導師擔當「海

洋專家」角色，安排真人圖書館

環節讓學生可以親身訪問專家，

能更加深入了解微塑膠的問題。

學生除了自擬問題訪問後，活動

後將有小組課和成果展示的環

節，透過活動能培養學生的自

學、協作、溝通、解難能力。科

任引入了電子工具鼓勵學生展示

學習成果，不少成品具質素。科

任表示學生認真投入，在成果展

示日表現自信，科任同意學生從

中獲得成功感和自信 

 五年級專題研習《至醒防盜設計

師》，配合 STEM和跨科發展，活

動中以編程教育導入，學生學習

Micro：bit書寫編程，並利用單

元《光、聲、電》的已有知識解

難，並透過小組活動和匯報，學

生能培養解難、溝通能力。科任

最初擔心學生未能完成任務，故

額外提供了小組課教授學生設計

和組裝技巧。大部分學生在活動

日均能成功完成任務，並能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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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環節介紹產品和改良的經過。

科任同意學生在活動中獲得成

功、自信和快樂 

 六年級專題研習《香港貧窮長者

問題》，為了讓學生更能了解香港

基層長者的生活情況，常識科邀

請樂施會和歷耆者合作，為六年

級學生舉行主題日，並透過模擬

體驗活動讓他們親身體驗基層長

者的生活。學生透過設計產品和

匯報，能培養溝通、協作、解難

等共通能力。學生在成果展示日

表現出色，能運用探究所得設計

成品，成品亦配合用家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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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化現行的進展

性評估內容，引入

不同模式的評估

評估學生的學習

成效。 

1.1 以二年級至四年級為詴

點，優化現有的進展性評估

的內容，引入多元化的評估

模式（例如專題研習、種植

活動、科學探究、生活技能

等），替代單一的紙筆評

估。 

 本學年二年級至四年級的進展性評估

都能配合學習目標，模式亦多元化，

包括:實作活動、口頭匯報、科學探究

活動及資料分析。各種的評估模式均

能有效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效。 

 學生整體表現良好，部分能力較弱的

學生也可以透過實作活動或口頭評估

等多元化方式去回饋所學，表現亦不

俗。 

 來年持續以多元化的評估模式優

化現行的進展性評估內容，次數由

一次增為兩次。 

 修訂五、六年級現有進展性評估的

內容，引入多元化的評估模式記錄

學生的學習進展。 

 配合校本進展性評估優化，來年檢

討校本工作紙的質素，達致學教評

相長，更能配合新課程的發展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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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尌、反思及建議 

  為配合學校的發展項目，科組分別在培養學生成為自主學習者和透過多元化體驗式學習建立學生正向價值觀兩方面進行不同的工作。科

組於本學年舉辦分享會，老師交流使用電子工具的經驗，科任均表示有所得益。根據年終調查結果，100%科任曾於本學年使用電子教學資訊

平台作教學媒介。為提升學生學習興趣，科組配合「三葉草獎勵計劃」，透過派發三葉草印鼓勵學生參與各項自學計劃。有賴高小科任於特

別假期積極鼓勵學生參與，下學期超過一半學生曾經參與由香港教育城舉辦的「十分科學自學計劃」，以及超過 70%學生參與由中國文化研

究院舉辦之「篇篇流螢網上閱讀計劃」。兩項計劃的參與率均較去年有明顯進步。以上自學計劃除了鼓勵學生自學，內容亦配合常識科課程，

延展學生對中國歷史和「科學與科技」學習範疇的認識。為鼓勵學生善用電子學習促進自主學習，來年科組將會持續推廣以上網上自學活動。 

本年度常識科持續優化共同備課，透過設計合適的電子學習活動，照顧不同類型的學習者。檢視精備教案設計，科任能選用合適的電子

學習工具，作為預習和延伸的工具。於考績觀課中，部分優質的課堂善用電子學習工具，加入照顧學生多樣性元素或利用電子工具展示學習

成果，唯宏觀整體而言，以上操作在常識科仍未見成熟。有見及此，來年常識科將於共同備課加入照顧不同能力學習者和展示學習成果的元

素，期望科任能善用電子平台展示學生的學習成果，及能照顧能力較強的學習者：如加入挑戰題或延伸課業等。配合校本進展性評估優化，

來年科組會檢討校本工作紙的質素，達致學教評相長，更能配合新課程的發展方向。 

為建立學生的正向價值觀，常識科透過舉辦多元化的體驗式學習活動提升學生個人素質。本年度舉辦了三年級身心健康主題日、一人一

花活動和在各級別推行多元化的到校活動和 STEM活動等。科任反映活動多元化，主題學習活動加以組合和調適，到校活動善用校外資源，

讓學生獲得不同的學習體驗，擴闊學生的學習經歷。學生和科任對本年度的到校活動和主題日皆有正面評價。高年級課程推行具設計思維元

素的專題研習，並於專題研習優化成果展示環節，提供更多機會讓學生互相分享，正面鼓勵學生的成尌。來年將持續優化各級的 STEM活動

和五年級的專題研習活動，期望透過課程統整，加強與課程統籌主任、電腦課的教師協作，另配合校外支援計劃的推展，讓學生靈活應用已

有常識科的知識，解決生活難題，並從中獲得成功、自信和快樂。 

    常識科週年計劃方面，本年二年級至四年級成功使用多元化的評估模式評核學生，內容緊貼教學重點，並能善用電子平台、口頭匯報、

實作活動、實驗等多元化評估模式評估學生對學習重點的掌握。來年將會優化現在的評估模式，並把次數由一次改為兩次。五六年級取消偏

2. 參與校外 STEM支 

援計劃，發展 STEM

校本課程。 

2.1 參與聖公會聖十架小學常 

識科學校整體課程規劃與

STEM教育計劃，以旁聽學校

形式發展五年級STEM課程。 

 

2.2 透過教師分享會分享 STEM 

教育及課程規劃的重點，提

升教師推行校本STEM專題

研習的能力。 

 

 五年級專題研習《至醒防盜設計師》

是根據是次校本支援計劃而更新設計

的，專題研習以常識科和電腦課跨科

舉行，並融入 STEM的元素設計是次專

題研習。 

 分享會已於 8月 2日舉行，介紹 STEM

教育及課程規劃的分享和反思。 

 來年將繼續參加校外支援計劃，並

以核心學校的角色參與。優化五年

級 STEM活動及專題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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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紙筆評估的評估模式，以多元化的評估活動取代。 

    本年度常識科組以旁聽學校的形式參與由聖公會聖十架小學舉辦的常識科學校整體課程規劃與 STEM教育計劃，科任於年終透過全校分

享會向全校老師簡介是次計劃的得著。來年本組將會成為此計劃的核心學校，期望透過與友校的同儕觀課、共同備課和工作坊，能優化本校

STEM教育的發展。 

 

 



47 

 

2021-2022普通話科 周年報告 

 

(一) 呼應學校關注事項工作計劃 

關注事項 ﹕ 1. 發展 E-Learning，透過不同電子媒體，促使電子學習成為學生的自主學習。 

2. 透過多元化的體驗式學習，使學生建立正向價值觀。 

本年度目標 
關注

事項 
發展策略 成功準則 成效 建議 

1. 提升學生學習興

趣，促進自主學

習。 

1 1.1 配合三葉草計劃，透過

網上自學獎勵，提升學

習動機。 

1.2 利用課本的電子資

源，鼓勵學生在學習前

預習。 

 

 上下學期各一次，老

師把電子資源放於

網上，鼓勵學生完成

網上自學，完成可以

得到一張三葉草獎

券。 

 透過課本的電子資

源，鼓勵學生在家中

學習。 

 網上自學紀錄，學生

會觀看網上自學短

片，並送上獎勵及表

揚學生自學。 

 Zoom課堂時，這新的

教材有很多電子資

源可以使用，鼓勵學

生使用課本的 QR 

code聆聽及朗讀課

文。 

 

 本年度宣傳不足，學

生的參與度不及去

年踴躍，本活動已經

恆常化，下年度繼續

進行，並加以宣傳和

鼓勵。 

 本活動已經恆常化

，下年度建議加入學

生的朗讀短片，令學

生更有親切感。 

2.為學生提供多元 

  化的體驗式學  

  習，幫助他們領 

  略及實踐正向價 

  值。 
   

2 

 

 

2.1 於普通話課程中，滲 

入發展學生正向價值

元素，讓他們從實踐中

領略及學習，提升幸福

感。 
 

 教學中，老師透過鼓

勵和欣賞的說話，向

學生滲入正向的價

值元素。 

 老師在日常課堂給

予學生正面回饋，例

如鼓勵同學多嘗詴

說普通話。 

 配合課文內容，也有

不少正向元素及中

華文化美德。 

 建議繼續體驗式活

動，例如角色扮演和

情境分享，讓學生更

能投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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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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優化普通話

活動設計，完善獎

勵計劃，鼓勵學生

參與度。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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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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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培訓中普大使運用普通話主持

普通話活動，裝備學生的領袖才

能。 

 

 因疫情關係，普通話日已經不能進

行，故改為邀請中普大使利用電子

平台 Padlet，推介網頁及拍短片，

幫忙推廣普通話。 

 因疫情關係，只能在 Google 

Classroom內設立自學獎勵計劃。 

 由於疫情嚴峻，暫停了中華文化日

，中普大使的攤位當值也被取消了

，所以只能邀請中普大使利用電子

平台 Padlet推介普通話。此外，復

課後時間緊迫，未能有充足的時間

培訓。 

 建議下年度加強獎勵計劃的宣傳和

獎勵。 

 建議下年度加強中普大使的培訓，

並多邀請他們負責普通話活動。 

 表現優秀的同學可以在星光舞台拍

片朗誦表演，作為好示範。 

 建議下年度的早會圖書分享，加入

普通話科。 

 建議下年度早上播放福音詵歌時，

多加入普通話福音歌曲，為同學製

造語境。 

  

(三) 成尌、反思及建議 

上學期科組於本年度請中普大使把電子資源放於網上，鼓勵學生完成網上自學，完成可以得到一張三葉草獎券，吸引了部份學生參加，

希望能營造多聽普通話的氣氛，建議下年度繼續進行自學獎勵計劃，並加強推廣，更普及化。此外，新書的課題比較生活化，科任能從

中滲透正向價值觀。還有，因疫情關係，小息未能進行普通話攤位活動。因此，下學期邀請了中普大使利用電子平台 Padlet，推介網

頁及拍短片，幫忙推廣普通話，讓同學更有親切感。 

科組檢視本年度的工作後發現惟下學期學生停課時，只能提供單向的網上自學材料，故建議下年度構思多元化的體驗式活動，從而實

踐正向價值，並建議下年度構思多元化的體驗式活動，例如：角色扮演、天才表演等活動。此外，中普大使未能有充足的時間培訓，

建議下年度加強中普大使的培訓，並多邀請他們負責普通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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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視覺藝術科 周年報告 

(一)呼應學校關注事項工作計劃 

關注事項：1. 發展 E-Learning，透過不同電子媒體，促使電子學習成為學生的自主學習。 

       2. 透過多元化的體驗式學習，使學生建立正向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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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自

主學習

和電子

學習的

認識。 

1 1.1安排教師進行有關自主

學習和電子學習的教師

培訓 

1.2於科組的分享會邀請不

同科任分享 使用電子

平台的經驗 

 教師參與關自主學習和

電子學習教師培訓及進

行分享 

 科任參與分享會 

 

 何穎聰老師外出進修教師

專業進修課程證書（小學

視覺藝術科的教學），於

2/8進行分享會，科任都會

出席分享會 

 同工互相於科務會議分享

使用電子平台推動自主學

習的經驗 

 下學年繼續鼓勵同

工參加教師培訓 

 

2. 提升學

生學習

興趣，促

進自主

學習。 

 

1 2.1於課前，科任透過自學

網址讓學生進行預習，

讓學生善用不同電子媒

體進行資料搜集，當中

包括搜集圖片、文字資

料或作實驗探討。 

2.2在課堂中設預習成果分 

享環節，以鞏固學生自

主學習能力。 

2.3科任可透過利網站/軟 

件，讓學生進行上色及

定稿。 

 80% 學生能透過自學網

址預習 

 80%科任安排班內學生就

每一課題作課堂分享。 

 80%科任安排學生透過利

網站/軟件，讓學生進行

上色及定稿。 

 

 

 

 不論在網課或半日課堂，

老師能善用 Google 

Classroom，在課前於發放

自學網址預習，並安排學

生在 Google Classroom上

張貼搜集的圖片、分享草

稿，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 

 老師能在網上平台檢視了

學生預習成果，並於課堂

上進行回饋，或學生進行

分享，表現理想。 

 80%的學生都能完成老師

安排的學習活動。 

 不論在網課或半日課堂，

學生都能就每一課題與同

 本年度教師已善用

電子平台進行課前

預習活動。來年度建

議發展不同形式的預

習活動，並於課堂中善

用 IPAD促進學生進行

創作。  

 來年建議讓學生善用

不同電子媒體進行資

料搜集及利用軟件/網

上平台進行上色及定

稿，然後在課堂中分享

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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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享其搜集的圖片、文字

資料等的學習成果。 

 由於疫情停課、特別假期

關係，未能過利網站/軟件

，讓學生進行上色及定稿。 

3. 為學生

提供多

元化的

體驗式

學習，幫

助他們

領略及

實踐正

向價值。 

2 3.1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體

驗式學習，包括參與校

內比賽、校外比賽、外

出活動等，使學生建立

正向價值觀。 

3.2 與德公組及宗教組合辦

感恩周，讓學生建立正

向價值觀。 

3.3 安排視藝學會與環保小

組進行跨組活動，合力把

環保概念融入藝術，創作

藝術品，讓不同持份者共

同參與營造正向校園。       

 校內比賽方面，全年推

薦及安排學生參加校外

比賽共五次 

 校內比賽方面，視藝科

組舉辦以三葉草核心價

值為主題的創作比賽。 

 建議科組約每三至四個

月訂立一個主題，加強

宣傳，鼓勵學生把有關

的個人作品投稿，使學

生建立正向(包括責任

感、包容、自律、感恩、

珍惜)價值觀。 

 與德公組、宗教組及環

保小組合作，舉辦活

動。讓不同持份者共同

參與營造正向校園，拓

闊學生視野及藝術經

驗，提升學生正向的態

度。 

 校內比賽方面，本組與德

公組及宗教組合作，於 11

月舉辦了感恩周。當中安

排全校學生參與「感恩風

鈴及感恩飛機設比賽」，

向學生宣揚與三葉草的核

心價值「感恩」。 

 由於疫情及特別假期暫停

面授課堂，未能安排每位

成員推薦和帶領學生參加

視藝有關的比賽。就校外

比賽，本年一共參加了四

項校外比賽，包括食物環

境衛生署舉辦“食得有「

營」又安全”及”保持家

居衛生，家家户户做「德

」到”填色創作比賽、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的

「長洲搶包山填色比賽」

、「童心．童想」 第三屆

亞洲青少年兒童繪畫大賽

2022、「向海員至敬」填

色比賽。 

 本校亦推舉了一名學生參

與校園藝術大使計劃，為

學生提供多元化的體驗式

學習。 

 由於受疫情影響，未能安

 來年度繼續為學生提

供多元化的體驗式學

習，包括參與校內比

賽、校外比賽、外出活

動等。 

 建議來年安排每位科

任負責帶領至少一個

校外活動。 

 建議來年安排視藝學

會或指定年級學生進

行外出活動或到校工

作坊，為學生提供多元

化的體驗式學習。同

時，安排視藝學會與不

同小組進行跨組合作。 

 來年繼續與其他小組

進行跨組合作。包括與

正向組合作製作校慶

流體畫作品。包括與德

公組及宗教組舉辦感

恩周，讓學生建立包

容、接納的價值觀。 

 來年建議科組約每三

至四個月訂立一個主

題，加強宣傳，鼓勵學

生把有關的個人作品

投稿，使學生建立正向

(包括感恩、珍惜)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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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視藝學會外出活動，改

為安排視藝學會於 5月及

參與和諧粉彩工作坊及軟

陶網上視藝工作坊。 

 受疫情影響，下學期未能

安排未能安排校內比賽方

面，視藝科組舉辦以三葉

草核心價值為主題的創作

比賽。 

 由於疫情及特別假期關係

，下學期視藝學會恢復面

授課，但因時間不足的關

係，視藝學會未能與環保

小組進行跨組合作。 

觀。 

 

 

(二)本組周年工作計劃 

本年度目標 發展策略 成效 建議 

1. 主題單元下的課題教

學設計 

 

甲、 科任在每級上、下學期

的進度包 

含一個新主題單元教學設

計。  

 科任能持續優化每級之前的主題單元教學

設計。 

 由於疫情影響，新的單元教學設計仍未成

型及未能使用，沿用了舊有的教學內容 

 來年繼續推行有關策

略，並加入電子預習、

電子平台分享等元素。 

2. 持續建構一個有系統

的藝術評賞資料庫 

甲、 科任根據主題在數據

庫上載與 

課程內有關或常用的藝術

作品，學生能在課堂中欣

賞與課程內有關或常用的

藝術作品，有助提升他們

的藝術評賞。 

 由於疫情關係，科任未能按時在校內的電

子數據庫上載與課程內有關或常用的藝術

作品，但科任能在設計課堂教材期間，於

網課/實體課時同步欣賞與課程內有關或

常用的藝術作品，學生亦能透過電子平台

分享搜集的藝術作品，由學生分享藝術作

品，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來年安排於DRIVE建立

校內的電子數據庫，結

合「參考資料」文件

夾，讓科任易於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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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目標 發展策略 成效 建議 

3. 學生參與不同的比

賽，提供不同的機會予

學生表現自己。 

甲、 透過每位科任老師推

薦學生參與校內及校外公

開比賽，拓闊學生視野及

藝術經驗。 

乙、 定期公佈學生比賽成

績，表揚學生的成就。 

 因疫情、假期關係，視藝學會成會未能與

環保小組合作。 

 本年度上學期與德公組、宗教組共同舉辦

了感恩周，學生們的反應熱烈。當中「感

恩風鈴及感恩飛機設比賽」，感恩周順利完

滿結束。 

  本年度一共參加了四項校外比 

賽，包括舉辦“食得有「營」又安全”及

”保持家居衛生，家家户户做「德」到”

填色創作比賽、「長洲搶包山填色比賽」

、「童心．童想」 第三屆亞洲青少年兒童

繪畫大賽 2022、「向海員至敬」填色比賽

。 

 希望來年繼續讓學生

參與不同的比賽，提供

不同的機會予學生表

現自己，使學生建立正

向價值觀。 

 希望來年與其他小組

互相合作，使學生建立

正向價值觀。 

4. 透過展覽學生佳作，提

升學生的成就感。 

1. 科任教師定期上載學生佳

作於網頁及於校內展示作

品，提升學生成就感。 

2. 擬定獎勵計劃表，鼓勵學生

繳交個人作品，張貼於視藝

壁報。 

 本年度科任教師能上載學生佳作至校網。 

 本年度科任教師亦在課室、一樓走廊展示

學成作品表揚他們，提升學生成就感。 

 科任能根據學生於單元冊及電子平台預習

表現，配合「三葉草」獎勵計劃進行獎勵。 

 希望來年持續推行獎

勵計劃，鼓勵學生完成

單元冊、於電子平台進

行預習、繳交個人作品

予進行展示。 

5. 與環保小組合作，拓闊

學生藝術經驗 

1. 安排視藝學會與環保小組

合作，利用環 

保物料創作出不同的藝術

品。 

 由於下學期實體課外活動時間不多，故未

能安排視藝學會與環保小組進行跨組合

作。 

 希望來年能與環保小

組合作，讓學生能透過

利用環保物料創作成

藝術品，拓闊學生視野

及藝術經驗。 

6. 與德公組及宗教組合

作，舉辦感恩周，讓學

生建立正向包括感

恩、珍惜的價值觀。 

1. 透過與德公組及宗教組合

作，舉辦不同的活動如珍

惜、感恩卡，讓學生建立及

延伸未來三年學生的正向

價值元素，包括感恩(珍

惜)、關愛(同理心)、自律

(激發內在動機)。  

 本年度上學期與德公組、宗教組共同舉辦

了感恩周，學生們的反應熱烈。當中「感

恩風鈴及感恩飛機設比賽」能向學生宣揚

「感恩」的價值觀。 

 

 來年繼續推行有關策

略，讓學生建立正向

(包括接納、包容)的價

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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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就、反思及建議 

   1.學生已熟悉使用電子平台進行預習、學習及進行創作 

 不論在網課或半日課堂，老師能善用 Google Classroom，在課前於發放自學網址預習，並安排學生在 Google Classroom 上張貼搜

集的圖片、分享草稿，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生都能就每一課題與同學分享其搜集的圖片、文字資料等的學習成果。 

 校園藝術大使（視藝學會成員）完成製作示範感恩飛機、風鈴短片，讓同學在家完成作品，促進自主學習 

 特別假期時，課程發展處藝術教育組現推出學生自學資源網頁，讓學生在特別假期於家中學習視覺藝術，有 18個學生進行自學，

並獲得禮物。 

   2.跨學科合作成功 

 上學期與德公組、宗教組順利舉辦了感恩周，學生反應熱烈，積極參與「感恩風鈴及感恩飛機設比賽」比賽，並進行了作品陳展，

建議來年度繼續推行有關策略，讓學生建立正向包括接納、包容的價值觀。 

   3.單元設計停滯不前及重整單元冊 

 由於疫情影響，新的單元教學設計仍未成型及未能使用，沿用了舊有的教學內容；部份年級沒法使用單元冊進行教學，建議重整單

元冊 

4.藝術評賞資料庫難以使用 

 由於疫情關係，科任未能按時在校內的電子數據庫上載與課程內有關或常用的藝術作品，但科任能在設計課堂教材期間，於網課/

實體課時同步欣賞與課程內有關或常用的藝術作品，學生亦能透過電子平台分享搜集的藝術作品，由學生分享藝術作品，提升學生

的學習動機。 

5.教學及評分情況 

 科級必須按進度表進行教學，同級科任應進行定時分享教學進度，商討評分課題及準則 

   6.課外活動未能如計劃進行 

 全年因疫情、特別假期，下學期實體課外活動時間不多，故未能安排視藝學會與環保小組進行跨組合作，利用環保物料造成藝術品，

希望來年能與環保小組合作，讓不同持份者共同參與營造正向校園，拓闊學生視野及藝術經驗，提升學生正向的態度。。 

 有關全方位學習項目方面，受疲情影響，未能安排視藝學會成員參加實體流體畫工作坊，改為安排和諧粉彩工作坊及軟陶網上工作

坊，讓視藝學會成員豐富其藝術的學習經歷。建議來年度繼續運用有關金額，拓闊學生的視野及藝術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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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音樂科 周年報告 

(一)呼應學校關注事項檢討 

關注事項：1. 發展 E-Learning，透過不同電子媒體，促使電子學習成為學生的自主學習。  

2. 透過多元化的體驗式學習，使學生建立正向價值觀。 

本年度目標 關注 

事項 

發展策略 成功準則 成效 

 

建議 

1.提升老師對自主

學習和電子學習

的認識。 

1 1.1 透過講座、工作坊及 

分享會，提升教師對

透過電子教學促進自

主學習的技巧。 

 

1.2 建立電子教學資訊平 

台，讓教師分享電子

教學策略、教學平台

及教學軟件的應用技

巧。 

 學期初安排由書商到校

介紹電子教學軟件。 

 優化電子教學資訊平

台，加入音樂軟件的應用

技巧、新增音樂知識的網

頁及音樂圖書推介。於

GOOGLE DRIVE 內建立音

樂科電子教學資訊平

台，並全年最少三次更新

及於科組會議內向全體

科任老師分享資訊。 

 已完成由書商於 9月 17日

以電子學習為主題的工作

坊。內容包括介紹《

Garageband》及書商資源。 

 已於 e-learning 戶口中新

增 Nearpod互動課堂及共用

Kahoot課堂資源。 

 新增音樂網頁推介，讓科任

老師共同參與。 

 已完成全年三次更新及向

全體科任老師分享資訊。 

 本年度教師專業發展活

動讓老師初步認識《

Garageband》，來年建議

加強發展一些音樂創作

軟件，讓學生學習基本操

作及進行創作活動，推動

自主學習。 

 來年建議整合電子學習

框架，方便教師於各單元

中使用電子資源教學。 

 優化電子教學資訊平

台，於群組中不時分享電

子教學資訊。 

2.提升學生學習興

趣，促進自主學習 

1 2.1 以電子課堂學習活 

動，協助照顧學習差

異，提升不同學習能

力學生的學習動機。 

2.2 介紹音樂圖書，提升   

學生學習興趣。 

 

 

 

 

 全年設計最少二次以電

子課堂學習活動。鼓勵老

師利用本年度所分享的

音樂軟件進行音樂活動。 

 電子課堂學習活動及教

授電子學習軟件需記錄

於進度表內。 

 每學期新增最少一次與

音樂相關的網站，張貼於

GOOGLE CLASSROOM 內。 

 已完成全年設計二次電子

課堂學習活動並記錄於進

度表內。 

 六年級利用本年度工作坊

所分享的 GARAGEBAND音樂

軟件進行編曲。 

 部份班別已完成於每學期

新增最少一次與音樂相關

的網站，張貼於 GOOGLE 

CLASSROOM內。 

 來年建議於電腦室／

MacLab 使用音樂軟件進

行音樂活動及創作。 

 來年鼓勵科任於 GOOGLE 

CLASSROOM上載不同的音

樂網上資源，讓學生自學

。 

 來年建議由音樂大使推

廣音樂圖書或利用音樂

圖書進行跨學科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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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音樂大使/藝術大使為

同學介紹音樂圖書/音樂

網頁/音樂軟件。 

 高年級學生完成一份專

題設計或音樂會報告。學

生需提供最少一本音樂

圖書/音樂網頁作參考

用。 

 已於 7月份早會時段由老師

介紹音樂圖書<<睡美人>>。 

 上學期主要集中訓練音樂

大使協助星光舞台演出。因

特別假期關係，本年度取消

由音樂大使/藝術大使為同

學介紹音樂圖書/音樂網頁

/音樂軟件。 

 特別假期使下學期進度更

為緊迫，高年級學生未能完

成以閱讀為題的音樂會報

告。 

 

3 為學生提供多元

化 的 體 驗 式 學

習，幫助他們領略

及實踐正向價值。 

2 3.1 透過教授崇拜歌曲，

3.2 滲入發展學生的正向       

價值元素，提升幸福 

感。 

3.3 舉辦工作坊、小組 

等，教授音樂大使服

務他人的方法與技

巧，體驗助人為快樂

之本。 

 

 與宗教科合作，配合宗教

課程的正向價值元素，加

入教授崇拜歌曲。 

 指定教授的崇拜歌曲需

記錄於進度表內。刪減崇

拜歌曲，以配合半天上課

模式。 

 若疫情緩和，申請「校園

音樂大使展關懷」資助計

劃。計劃讓青少年透過音

樂表演把關懷及祝福帶

給社福機構屬下的受助

人士。 

 定立音樂大使培訓時間

表，指導音樂大使能於小

小音樂會擔任小司儀、後

台支援、宣傳、口風琴指

 已於學期初重新挑選並編

配崇拜歌曲次序，以配合宗

教課程內容的正向價值元

素。 

 已把指定教授的崇拜歌曲

記錄於進度表內。 

 因疫情關係，音樂課的課時

有所刪減，故本年度不能完

成教授所有挑選的崇拜歌

曲。 

 因疫情關係，本年度沒有申

請「校園音樂大使展關懷」

資助計劃。 

 本學年已招收 18名音樂大

使。上學期完成培訓新成員

的工作。音樂大使已完成星

光舞台的擔任小司儀、支援

 建議重新檢視崇拜歌曲

，以配合下年度宗教課程

內容的正向價值元素。 

 建議尋找能提供體驗式

學習的機構，幫助學生領

略及實踐正向價值。 

 建議音樂大使加強網上

音樂推廣代替指導個別

有需要的學生，練習指法

。 

 建議疫情緩和後，重新申

請「校園音樂大使展關懷

」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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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等工作。 

 若疫情緩和，音樂大使於

下學期的午膳後，指導個

別有需要的學生，練習指

法。 

 盡早安排較淺易的詩歌

讓負責司琴的音樂大使

練習。 

工作等。 

 因疫情不能於實體課中教

授或吹奏樂器，故取消指導

個別有需要的學生，練習指

法。 

 已預早安排學生於復活節

期崇拜中負責司琴部份。唯

節期崇拜因疫情下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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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低小口風琴

音樂校本課程

及高小牧笛課

程，配合三葉草

獎勵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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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三葉草獎勵計劃，以獎勵形式鼓勵學生在家

持續練習，提升對學習音樂的自信心及堅持不懈

之心。 

1.2 若疫情緩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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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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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也可於練習時間嘗試一些未學的樂曲作自學。 

1.3 若因疫情關係，學生不能於課堂上吹奏樂器時，

老師可利用網上學習平台作樂器教授。而學生則

利用網上軟件記錄在家自學及練習情況。可利用

PADLET平台分享學生短片(口風琴或牧童笛)。 

 樂器教授的進度因疫情關係有所影

響。教師較難每週檢視學生練習的

進度，給予三葉草獎勵。 

 部份班別利用 FLIPGRID平台分享學

生樂器吹奏短片。 

 

 鼓勵學生利用網上軟件

記錄在家自學及練習情

況，並以三葉草印章作獎

勵。 

 建議分享口風琴/牧童笛

自學影片，讓學生在家中

自學。 

 建議以學生錄影片段作

樂器吹奏評估，並利用

GRWTH發訊息通知家長有

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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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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二至小五同學需要於每學期進行最少一次小

組專題活動，利用不同音樂主題，加強他們對音

樂的自主學習及鑑賞能力，並透過小組合作活動

以提升其協作、溝通能力。學生可利用已教授的

電子軟件完成專題活動。 

 初小學生已利用身體敲擊樂、

BOOMWHACK、自制樂器等進行最少一

次小組專題活動。 

 部份學生利用網上平台分享其創

作。例如: 分享於 GARAGEBAND 所創

作的歌曲及分享於 MUSICLAB所創作

的聲響效果。 

 高小學生已利用輪唱/輪奏及利用電

子軟件分組進行音樂創作及協作。 

 繼續鼓勵學生分享個人

演奏及其創作。 

 建議添置合作性強的樂

器，豐富學生合作創作、

演奏及聆聽的學習經歷。 

3. 舉行不同的音 

樂活動，讓學生

能接觸各類型

的音樂文化，發

展不一樣的音

樂體驗。 

3.1 定期舉行小小音樂會，增加學生欣賞及表演音樂

的機會。 

3.2 下學期舉行試後校內音樂比賽，讓學生展示學習

成果，給予學生不同的機會欣賞多元化的音樂。 

 小小音樂會已與星光舞台合併。上

學期共演出四次。下學期受疫情影

響而取消。 

 

 建議繼續尋求合適的音

樂體驗活動給予學生參

與。 

 (三)成就、反思及建議 

 本校學生普遍喜愛音樂，積極參與音樂活動及創作活動。雖然本學年因疫情關係影響了音樂校隊成員招募(包括初小合唱團、敲擊樂隊

及中國鼓隊)。但慶幸地，偉倫管樂團仍可透過視訊進行實時課程。另外，本校學生積極參與各項音樂比賽，包括校際音樂節比賽及春

雨歌唱比賽，並獲佳績。透過參與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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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全校學生投入參與各電子音樂學習活動。學生從活動中，發揮創意，享受音樂創作。有見及此，來年建議發展學生的閱譜及打譜

能力，利用合適的音樂軟件進行音樂創作。另外，建議學生可利用網上平台分享個人作品及利用網上平台作為評核工具; 為了豐富學生

透過創作、演奏及聆聽的綜合活動，得到全面的音樂學習經歷，來年建議添置合作性強的樂器，提升其溝通、協作能力。 

 在提升自主學習方面，來年建議科任老師利用 GOOGLE CLASSROOM分享資訊，讓學生作預習或延伸學習，激發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為了推廣閱讀風氣，來年建議由音樂大使推廣音樂圖書或利用音樂圖書進行跨學科活動。 

 為了讓學生得到多元化的體驗式學習，幫助他們領略及實踐正向價值，建議音樂大使加強網上音樂推廣代替指導個別有需要的學生，練

習指法。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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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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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022 體育科 周年報告 

(一)呼應學校關注事項工作計劃 

關注事項：1. 發展 E-Learning，透過不同電子媒體，促使電子學習成為學生的自主學習。 

           2. 透過多元化的體驗式學習，使學生建立正向價值觀。 

本年度目標 
關注

事項 
發展策略 成功準則 成效 建議 

1. 提升老 

師對自主學習

和電子學習的

認識。 

1 1.1 鼓勵教師參與有關體育科

電子學習之進修課程。 

1.2  鼓勵教師多參考體育科

學與教資源網站。 

 各體育老師有至少一次體育科

電子學習進修課程或至少一次

使用電子學習的體育課堂。 

 全校體育老師均於體育課

堂上使用電子學習 

 讓學生使用 IPAD拍體適

能，從而讓學生從中檢討

自己的動作是否達標，達

致自評及互評。 

 於體育課設計電子反應燈

競技賽，讓學生挑戰及增

加課堂樂趣，將競技賽放

於健康運動日作班際形式

比賽。 

 體育教師均有出席童喜動

進修活動。 

 繼續進行 

2. 提升學 

生學習興趣，

促進自主學

習。 

1 2.1 透過不同的體能/校隊訓

練，提升全校學生運動能

力，建立學生運動興趣，

讓學生從中設定個人目

標，並追求自我/團隊進

步。 

 訓練中，學生能踴躍出席每次訓

練。於訓練及比賽中，學生能表

現團隊精神及自我檢討。 

 透過使用新體育用品，學生能從

訓練數據中檢視自己的能力，並

增加學生對自己的認識，從而可

 訓練中，學生能踴躍出席

每次訓練。於訓練及比賽

中，學生能表現團隊精神

及自我檢討。 

 透過使用新體育用品，學

生能從訓練數據中檢視自

 受疫情影響，來

年會取消 4項體

育課後活動:體

操、網球、跆拳

道及花式跳繩。

希望能重整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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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透過新購置的體育用品配

合應用程式，讓學生從中

更了解自己及進行反思檢

視。 

 

讓學生追求自我/團隊進步。 己的能力，並增加學生對

自己的認識，從而可讓學

生追求自我/團隊進步。 

校隊培訓階梯，

讓教師更能集中

於專項訓練。 

3. 為學生 

提供多元化的

體驗式學習，

幫助他們領略

及實踐正向價

值。 

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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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中領略訓練、比賽的正

向意義。 

3.2 舉行不同體育活動日（如

水陸運會/運動競技日

等），籍此提供多元化體驗

式學習，讓學生於活動中

了解不同的正向價值。 

 鼓勵學生參加不同的比賽，定期

公佈學生比賽的成績及邀請校

長頒獎，表揚學生的成就。 

 

 

 受疫情影響，水/陸運會均

暫停舉辦，本年度科組與

常識科合辦健康運動日，

於運動日中加入了正向教

學法元素:堅持、積極、團

體精神，讓學生從中了解

不同的正向價值及從中領

略訓練、比賽的正向意義。 

 希望來年能舉辦

水/陸運會  

 

(二)本組周年工作計劃 

本年度目標 發展策略 成效 建議 

1. 透過參與中文大學

「賽馬會家校童喜

動計劃」，培養全校

師生運動習慣 

1.1 中大賽馬會「童喜動」計劃已於 20-21年

度派發手帶，繼續運用挑戰排行榜，讓學

生培養運動習慣。 

1.2 每級須完成「童喜動」計劃中基礎運動測

試，運用 XBOX360及有關程式，此測試會

由學生自行觀賞有關測試短片及於感測

器前，展示有關動作，測試系統會自動上

 本年度學期初，透過獎勵

計劃推動學生配戴活動手

帶，效果不俗。 

 「童喜動」計劃中基礎運

動測試由童喜動職員到

校，完成了初小測試。 

 下年度為最後一年童喜動計劃，暫時機構

未能確認此計劃是否有後續安排，機構暫

時回覆:計劃完結後不會再派發手帶到

校，因此，校方會於派發手帶後，慢慢停

止推廣有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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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至雲端。 

2.加強體育科六大學

習範疇元素於第一

學習階段（小一至小

三） 

2.1 更新小一至小三進度表格式，加插六大學

習範疇元素於進度表中。 

2.2 初小單元教學：如涉及評估評分項目，該

單元教節須有六至八個教節。 

 

 成功更新小一至小三進度

表格式，讓教師可以更清

晰檢視六大學習範疇。 

 涉及評估評分項目有六至

八個教節，能有效讓學生

更能掌握該項技術的要

點。                      

 建議來年度繼續加入六大學習範疇元素於

進度表及保持涉及評估評分項目有六至八

個教節，將於下學年開時商議高年級進度

表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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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就、反思及建議 

 於 2021-2022年度體育科於 11月舉辦了分別兩天的健康運動日，並加入了正向教學法之元素，讓學生於活動日中透過感受及經歷，

學習團隊精神、堅持及積極，活動中加入師生挑戰環節，帶動了活動氣氛，並藉此加強班主任及學生的共同經歷，達致班級經營效果。

  科組亦於疫情中加強了校內童喜動文化，受疫情影響學校須於學期中段停止面授課堂，但體育科組希望學生於家中仍能進行適

量的運動，科組安排了童喜動活動課於 zoom體育課中協助教師帶領學生做運動，此舉有助教師監測學生表現及安全，大大提升學生

學習及教師教學效能。 

  全校體育老師均於體育課堂上使用電子學習/利用網上平台加強學生學習成果展示或推動學生在家自主學習，讓學生使用 IPAD

拍體適能，從而讓學生從中檢討自己的動作是否達標，達致自評及互評。於體育課設計電子反應燈競技賽，讓學生挑戰及增加課堂

樂趣，將競技賽放於健康運動日作班際形式比賽。體育教師均有出席多次童喜動進修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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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年度宗教及生命教育組工作報告 

(一) 呼應學校關注事項檢討: 

 

關注事項(一)：1. 發展 E-Learning，透過不同電子媒體，促使電子學習成為學生的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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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用電子

平台培養學生

自發關心他人 

1 1.設有代禱平台，讓同 

學學習如何為他人代

禱。 

2.老師向學生介紹的學

習平台，包括電子書網

站及其他介紹網站。 

約 70%的學生瀏覽電

子學習平台 

 

老師有向學生介紹電子學

習平台 

1. 由於本校已有學校網站，故不宜於

網站內加設代禱平台。故此本組已

透過不同的途徑例如與訓育組合作

的好心場、感恩週及家庭祝福月等

各方面加強代禱的氣氛。來年將繼

續運用不同方法加強代禱的氛圍。 

2. 讓團契小

組成員可

帶出正向

之信念 

2 1. 團契成員主要是四、

五年級對信仰有興趣

及自信心稍遜的學生 

2. 團契成員先學會信

仰之內容，另外同

學也會參與有關正

向的活動，例如︰

黑暗中的對話 

3. 團契同學帶領同學早

會分享，內容以正面

思考為主 

4. 團契同學也會協助

籌劃感恩週的內容 

5. 讓學生製作短片，介

紹聖經常見 詞語，整

理後將會放在宗教科

網站，科任老師於課

堂介紹，讓學生於課

堂時間以外瀏覽。 

學生積極投入參與活

動 

學生於團契出席率達

80% 

 

學生投入參與活動 

出席率達 100% 

 

80%參與製作短片的 學生

認為透過是次製作能發揮

其才能。 

1. 由於疫情及停課關係，全年共進行

了六次團契活動，學生於每次參與活動

時，均表現雀躍及高興。 

2. 惟由於疫情原故，經諮詢校方意見

後，擬舉辦的正向及出外參觀活動則取

消。 

3. 有個別同學願意於早會時段分享

訊息及作祈禱。這不但加強了同學的信

心，也讓他們有一個發揮的平台。 

4. 團契有數位成員於感恩週時段內

協助及籌劃，他們也十分享受是項活

動。 

5. 總共回收了逾 50 個風鈴及 150架

飛機，同學參與程度踴躍，來年希望舉

辦不同的活動，以宣揚感恩訊息。 

6. 由於時間短促，未能訓練同學錄製

短片，期望於來年與校園電視台合作製

作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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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透過聖經

人物故事分享

/生活例子，培

育學生的靈性

修養，建立學

生身心靈健康 

2 1. 於早會分享內加入

正向價值觀 

2. 將會於 4月時的復

活節前夕舉行福音

日，內容包括苦路

默想、五色珠思考

等，另可邀請機構

於詴後活動時段表

演福音魔術或見證

分享等。 

 

學生積極投入參與活

動 

1. 每節宗教課堂中，老

師均能佈置不同的學習經

歷，包括遊戲、詵歌及角

色扮演等豐富課堂。 

2. 同學們均喜歡上宗教

課。從學生行為顯示同學

有於生活上實踐宗教道理

。 

1. 同學於宗教課中相當投入，老師於

講解當中加入不少個人之認識及見證

，以豐富課堂。惟可在課堂內加入更多

正向元素。 

2. 另外，可於早會時段或其他時段邀

請一些人物作見證，使學生學習他人如

何成為一個擁有正面健康性格的人。其

實，我們也可以邀請家長/學生或牧師

透過自拍影片作見證。 

3. 因疫情關係，福音日改於 7月 27

日舉行。一至五年級同學將參與活動，

稍後將透過問卷，詢問老師有關活動詳

情。福音日問卷回覆中，多數老師贊同

福音日能帶出活動宗旨，但活動可更多

元化而讓各級更易明白福音真理。 

 

(二) 呼應本組週年工作計劃檢討 

 

本年度目標 發展策略 成效 

 

建議 

1. 裝備孩子

具有領袖特質 

1. 參與團契活動 

2. 參與全年崇拜 

3. 參與及帶領早會活動 

1. 興趣小組內共 11名同學參與了團契活動

。由於疫情及天雨關係，共只舉行了六次團契

聚會。不過同學均十分珍惜團契時間，大家共

同分享主內情誼。 

2. 全校同學均透過實體、直播或預先錄製短

片參與了聖誕節崇拜。由於疫情引致的特別暑

假，復活節崇拜未能舉辦。 

3. 團契同學只有一次機會參與早會分享 

 

 

1. 建議下年度團契再度招收本年度成員

，另多加招募數位成員，使團契能持續培

養一批敬主愛人，大家互相幫助的好隊員

，好朋友。 

2. 本組希望來年可讓同學主要透過實體

及直播觀看崇拜。惟具體安排均視乎疫情

之發展。 

3. 希望興趣小組時段能進行有效訓練，

讓同學不單可負責早會分享，也可達成更

多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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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升個人

素質及學習能

力 

1. 安排牧師與不同年級同學的會面 

2. 舉辦「我與牧師有個約會」活動 

3. 組織感恩週活動 

4. 舉辦「我與老師有個約會」活動 

5. 協助組織小六畢業營 

1. 以往於午膳時間，孔牧師均有時間與不同

年級之同學一起玩桌上遊戲。惟疫情內

，所有會面均頇取消。 

2. 未能於早會上邀請牧師到校分享 

3. 成功舉辦感恩週活動 

4. 未能於早會上讓老師分享信仰經歷 

5. 未能協助舉辦小六畢業營 

1. 可與孔牧師商討，例如可否於星期二

小息，留下並與同學一起分享或遊戲，或

邀請牧師進入課堂、讓同學與牧師有更多

互動 

2. 可邀請網上分享，更可請家長及同學 

3. 建議來年感恩週舉辦不同活動 

4. 可邀請網上分享，更可請家長及同學 

5. 視乎疫情之發展 

  

(三)成尌、反思及建議 

本年度，同學繼續經歷疫情，但宗教組仍以不同正向的方式支援同學。團契的同學於早會中分享訊息，帶領禱告，讓同學在宗教信息的分享

中成長。另外，由於本校已設有網站，故此並不宜再在網站內另設平台。本組以不同的方式例如好心場、家庭祝福月及早會分享，讓同學從

不同途徑有更多祈禱的機會。 

同學雖能參與團契，但當中由於疫情，同學總共參加了共 6次團契活動。11月的感恩週讓不同的同學認識如何關心身邊人，裝備他們理解

他人及感恩的能力。科組繼續與德育、公民教育組及視藝科合辦感恩周，讓同學透過遊戲、歌曲、小手工及短片等認識基督教的信仰。除認

識信仰外，也讓同學學會繪畫技術及學會如何關心身邊的人士。建議下年度以不同的主題，並配合本校三十週年校慶，讓更多的同學參與協

助策劃及執行。除此之外，疫情之下，不宜作出參觀，故希望來年度可參加一些能鼓舞同學的一些活動，例如黑暗中的對話，以印證出生命

及健康的可貴。除在態度上改變同學的想法，另外也讓同學多認識牧師，透過牧者在預先錄製的崇拜中，也能繼續與牧師相遇，讓同學認識

如何在日常生活實踐，成為一個愛神愛人的基督徒。 

另外，透過不同的早會分享及宗教金句之展示，也加深了同學對不同價值觀的認識及實踐。小組也透過寫祈禱卡讓同學能將這些特質付諸實

行。凡此總總，本組均希望透過活動裝備同學成為領袖以面對將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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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閱讀推展小組周年報告 

 
(一)呼應學校關注事項工作計劃 

關注事項(一)： 發展 E-Learning，透過不同電子媒體，促使電子學習成為學生的自主學習。 

關注事項(二)： 透過多元化的體驗式學習，使學生建立正向價值觀。 

 
本年度目標 關注

事項 

發展策略 成功準則 成效 建議 

1. 推廣電子閱讀風 

氣，增強學生的自學 

能力 

(一) 1.1推動有關閱讀比賽活 

動，鼓勵學生能養成每日 

閱讀的習慣 

 

1.2加強網上「HyRead」 

及「I-Learner」電子圖書數

量、書的種類，增強學生電

子閱讀風氣及自學能力 

 

1.3 鼓勵學生多參與閱讀 

紀錄平台，培養學生閱讀記 

錄習慣及均衡閱讀 

 定期發放有關閱讀

比賽活動資料予師

生參閱，鼓勵學生參

加，養成每日閱讀的

習慣 

 70% 學生能透過

「HyRead」及

「I-Learner」網上平

台閱覽圖書，增強學

生電子閱讀風氣及

自學能力 

 80% 學生能參與閱

讀紀錄平台，培養學

生閱讀記錄習慣及

均衡閱讀 

 中文科安排了「階梯

閱讀」 

 英文科安排了「Raz 

Kids Online 

reading scheme」 

 常識科安排了「篇篇

流螢網上閱讀計劃」 

 已在校網增設

「HyRead」及

「I-Learner」電子圖

書平台 

 大部分初小學生已

掌握「I-Learner」及

「HyRead」電子圖書

電子圖書平台 

 「I-Learner」及

「HyRead」電子圖書

平台更會記錄學生

閱讀量及書評 

 38位老師；35位學

生曾參與在網上分

享圖書 

 另外常識科小二、三

同學均善用

flipgrid分享圖書 

 來年建議，鼓勵學生

繼續參與閱讀紀錄

平台，培養學生閱讀

習慣，鼓勵從閱讀中

學習 

 鼓勵更多學生生拍

錄更多推介好書、分

享故事片段播放在

校網及校園電台 

 選購「HyRead」Kiosk

借閱易校院推廣閱

讀系統來推展電子

圖書 

 豐富平台中英書籍

及平台版面內容，增

添多些趣味性遊

戲，鼓勵學生網上閱

讀及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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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幫助學生領略及

實踐正向價值 

 

(二) 2.1 推介有關聖公會宗教教

育中心正向教育系列書

籍及選購大量正向思維

繪本及書籍 

2.2 ［樹窿講故事］計劃，

邀請家長義工到校分享

故事，然後和學生個別

傾心事 

 安排學生、老師分享

正向思維繪本及教

育書籍 

 上下學期安排共三

次［樹窿講故事］ 

 

 早會、圖書課堂分享

正向思維繪本及教

育書籍 

 

 建立老師、學生正向

讀書小組 

 

(二)本組周年工作計劃 

本年度目標 發展策略 施行時間 

3. 深化「從閱讀中學

習」，積極推廣閱

讀風氣 

1.1學生可於星期二、四早讀時間閱讀，學生最少閱讀十分鐘 

1.2 學生可於每天早上 8:00-8:20進入圖書館閱讀 

1.3 教師透過逢星期三早會時間，以短片向全校好書推介或分享故事 

1.4 教師透過中、英文、常識科推行網上閱讀計劃 

1.5 學生透過 Padlet 網上平台上載短片作好書推介 

全學年 

2. 閱讀獎勵計劃 2.1 圖書館「悅讀」之星:  

設冠、亞、季軍,學生於本校圖書館內全年借閱圖書量最多的首三名學生,可獲獎盃一個。 
2.2 電子「悅讀」之星:  

每級一名學生於「HyRead」及「I-Learner」網上平台閱覽全年圖書量最多,可獲冠軍獎盃一個。 

2.3最佳演繹之星:  

設冠、亞、季軍,下學期尾經老師投票 Padlet網上平台內好書推介,選出最佳演繹的首三名學生,可

獲獎盃一個。 

2.4最積極參與之星: 

設冠、亞、季軍,學生於 Padlet網上平台全年上載最多好書推介短片的首三名學生,可獲獎盃一個。 
全學年 

3. 美化圖書館 3.1以締造一個良好的圖書館環境，使讀者共同沉浸於書香之中，將圖書館的佈置與裝飾，塑造成溫

馨而愉悅的閱讀環境。 

全學年 

4. 跨科主題閱讀活

動 
4.1中、英、數、常推展跨科主題電子圖書 全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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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尌、反思及建議 

本年度疫情關係，圖書館經常閉館，以致 KPM報告閱讀數據不如理想，來年建議增添電子圖書數量、種類及平台版面內容，Kiosk借閱

易校院推廣閱讀系統來推展電子圖書、添多些趣味性遊戲，期望學生能養成電子閱讀自學的習慣。同時，鼓勵學生多參與閱讀紀錄平

台，均衡閱讀。除此之外，鼓勵更多師生拍錄更多推介好書、分享故事片段播放在校網及校園電台。建立老師、學生正向讀書小組、

家長分享正向故事、推介正向思維繪本及書籍，加强校園閱讀、分享正向書籍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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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電腦科 周年報告 

(一)呼應學校關注事項檢討: 

關注事項：1. 發展 E-Learning，透過不同電子媒體，促使電子學習成為學生的自主學習。 

2. 透過多元化的體驗式學習，使學生建立正向價值觀。 

本年度目標 
關注 

事項 
發展策略 成功準則 

成效 

 

建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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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科主席聯絡書商跟進

有關的事項和訂購有

關的電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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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社為本校的特製教科

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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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會由本校訂定，

每個學生設置戶口，學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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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下學年四年

級也加入實體教

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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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 lab，並由領 

袖生協助老師管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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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新冠疫情影響，本學年未曾

短暫開放 mac lab，已拍短片

預備於早禱中播放作宣傳。 

 來年度可以找 IT

領袖生繼續幫忙

開放 Mac lab，

由領袖生協助老

師管理序及教導

低年級學生電腦

基本技巧 

3. 鼓勵精英同學 

參加校外比賽。 

2 3.1 揀選一些精英同學參

予比賽，全年兩次，並

在比賽前給予訓練。 

 在全年揀選兩批精英同

學參加不同的比賽，並在

比賽中獲得好成績。 

 因為新冠肺炎的疫情，本學年

上課時間減少，比賽數目亦

然，本年度只參與了一項比

賽。 

 如下年度疫情緩

和，學校將繼續

參予不同比賽。 

4. 協調常識科課

程推動校本

STEM教育 

1 4.1修訂課程大綱，以配合

常識科推動 STEM 教育 
 全年最少配合常識科推

動一個課程。 

 配合常識科六年級，使用

microbit 作自動窗簾活動 

 下年度繼續與常

識科推動 STEM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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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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分級電腦比賽 1.1 各級根據課程內容，全年 

舉辦一次分級比賽。 

 P1,2 最佳作品選舉 

 P3,4 舉行編程比賽 

 P5,6 舉行編程及 tinkercad 選舉 

 來年度以級為單位舉辦比賽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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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為家長安排電腦講座或工作

坊，教授他們電腦技巧。 

 因疫情關係，本學年未能舉辦家長工作

坊 

 來年度將會舉辦 

 

(三)成尌、反思及建議 

重新編訂各級課程重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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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 P4,5繼續加

入 micro:bit課程，配合學校 stem 發展。因疫情關係，學校課時減少，校外比賽很多也取消了，以致同學學習及發揮的機會也隨之減少。 

來年度，科組會繼續配合學校發展計畫，與常識科發展 STEM 課程。 

  
 

 

 



70 

 

2021-2022訓育組周年報告 

 

(一)呼應學校關注事項檢討: 

關注事項：1. 發展 E-Learning，透過不同電子媒體，促使電子學習成為學生的自主學習。 

             2. 透過多元化的體驗式學習，使學生建立正向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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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領導能

力、自信心及

努力等方面

的特質。 

2 

 

 

 

 

 

 

 

2 

 

 

 

 

 

2 

 

 

 

 

 

 

1.1邀請訓練機構為風

紀提供領袖訓練及

為期三日兩夜的風

紀領袖訓練營。 

 

 

 

 

1.2風紀在早會進行天

氣報告，讓風紀或其

他領袖生在全校師

生面前作報告，在群

眾面前宣講。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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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讓他們明

白在服務中以愛心

及關懷為本，同學會

更認同及遵從他們

的指示。 

 

1.4透過三葉草獎勵計

劃，讓各科組根據

1.1風紀或其他領袖生

接受相關訓練，透

過各式訓練及體驗

培養正向價值觀、

領導能力及自律守

規和守法的精神 

 

1.2 風紀或其他領袖

生努力搜集報告資

料及積極練習，並

在全校師生面前有

信心地宣講信息 

 

1.3 本組老師定期舉

行集會及進行訓

練，領袖生體會及

認同以愛心及關懷

作服務的果效 

 

 

 

 

1.4 95%或以上同學積

極參與 

導師能有效透過各活動

帶出守法守規的重要

性，亦能讓風紀體驗到

領袖應有的特質及培養

正向價值觀 

 

 

 

疫情反覆下，本年度未

能進行此活動。 

 

 

 

 

由於疫情關係，風紀、

交通隊長及清潔大使只

能在短時間內面見老

師，負責老師亦只能進

行簡單提點，難以進行

較深入的價值培養。 

 

如疫情穩定，建議恢復三日兩夜的風紀

訓練。 

 

 

 

 

 

 

由於半日制上課的早會及班主任課時間

較短，難以安排此活動。建議轉回全日

制上課才推行此活動 

 

 

 

視乎疫情的情況，決定是否可以到禮堂

進行集會，透過教育短片及方式更有效

培訓領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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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 

 

 

 

 

2 

目標制定獎勵項

目，鼓勵全校同學

建立正向價值觀及

促進自主學習。 

 

1.5透過「正向點唱站」

培養同學能多留意

身邊美好的人和

事，並與他人分享 

 

1.6積極招募少年警訊

成員及參與少年警

訊活動，讓同學了

解本港執法機關的

工作 

 

 

 

 

 

 

1.5 同學積極參與，撰

寫點唱紙及習慣

留意美好的事情 

 

 

1.6 招募不少於 25名

同學加入少年警

訊隊伍，並踴躍參

與少年警訊活

動，能加深對本港

執法機關的認識

及強化自律守規

及守法的意識 

 

 

大部份同學均認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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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大部份同學皆有

所得益。 

 

因疫情關係只能在下學

期才能進行是項策略。 

 

 

 

因疫情關係引致招募工

作需斷續進行，亦未能

作有效的宣傳，全年共

招募了九名同學參加 

 

 

部份同學將紀錄卡放在整理籃子內，較

容易遺失。建議老師蓋印章時若發現同

學沒有紀錄卡，應盡早尋找紀錄卡，以

避免遺失時間太長而難以找回紀錄卡 

 

 

 

同學能於是項策略培養關愛精神等特

質，建議下學年繼續推行。 

 

 

 

下年度盡早開展招募及宣傳工作，並透

過參與少年警訊活動或邀請少年警訊人

員到校舉辦活動，讓同學加深對本港執

法機關的認識及強化自律守規及守法的

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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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提升同學的清潔意識，大部份班別均能夠保持

課室整潔 

 

 

因疫情關係，本年度未能進行 

建議繼續推行此比賽。頒發獎狀時可多

展示表現良好的班別相片，作其他班別

的榜樣。 

 

下學度若疫情穩定，建議繼續推行此比



72 

 

潔清潔比賽---「聖誕聯歡清潔

大比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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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疫情關係，本年度只能有限度地透過中央廣播

及派發執書包貼士來提醒同學為書包減重 

 

能肯定各組服務生對學校的貢獻，對服務崗位更

為投入 

賽。此活動能有效激發同學執拾課室的

熱情。 

 

繼續於執拾書包活動作宣傳，提升同學

執書包的意識 

 

建議按此方式繼續進行拍攝，以表揚服

務生的貢獻 

 

(三)成尌、反思及建議 

訓育組一直透過多元化的體驗學習，例如各種類的服務、活動及訓練，藉此讓學童建立正向的價值觀，並提升學生的領導能力、自我管理能

力、自信心及責任感等領袖特質。本組配合學校關注事項及學生需要，不斷更新及改善訓練的方式，配合學生的特質及能力，讓他們在適切

和安全的環境下挑戰和突破自我，令個人素質得以提升，長大後成為一個自律、守法守規，充滿正能量的市民，對社會作貢獻。此外，本組

亦透過各類型獎勵計劃及全方位活動，培養學生感恩、關愛、自發及自信心等特質，讓學生能成為一個榮神益人的孩子。 

 

為了繼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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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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年度學生輔導組工作報告 

「偉倫正向校園」– 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 

 

(一) 呼應學校本年度關注事項及本組周年工作計劃檢討: 

關注事項(二)：透過多元化的體驗式學習，使學生建立正向價值觀。 

目標 發展策略 成功準則 成效 建議 

A. 支援服務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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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童放正能量」  

聯校教育人員專題 

講座暨傳光禮 

主題：正向思維與 

正面情緒-關俊棠神 

父及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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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受疫情影響及人

數限制而未能舉行

大型實體活動的關

係，活動以「視像

形式-Zoom」舉行 

 參加的校長及老師

們覺得這個形式也

很好，方便更多同

工出席參與活動。 

 因疫情仍存在不穩定的關

係，建議下年度以兩種形式

[實體＋網上直播]同步舉

行活動 

1.2 促進家校合作，加 

深家庭與學校、家 

長與子女之間的 

關係 

1.2.1「童放正能量」 聯校 

家長講座暨家庭立願 

禮 

主題：正向思維與正 

面情緒-關俊棠神父 

及其團隊 

 

 

  1.2.2「童放正能量」-  

  「傘下的愛」 

聯校親子設計比賽 

P.1 -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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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受疫情影響及人

數限制而未能舉行

大型實體活動的關

係，活動以「視像

形式-Zoom」舉行 

 家長很喜歡這形式

進行活動，十分方

便。 

 有 80%學生及家長

投入參與及喜歡   

P.1-2的聯校活動 

比賽。 

 因疫情仍存在不穩定的關

係，建議下年度以兩種形式

[實體＋網上直播]同步舉

行活動 

 

 

 

 原定農曆假期後收回 P.1-6

親子作品，因停止面授課關

係而影響參加活動人數。由

於收回各級親子作品也很

困難，建議下年度於聖誕假

後收回活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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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發展策略 成功準則 成效 建議 

A. 支援服務     

1.2 促進家校合作，加

深家庭與學校、家

長與子女之間的

關係 

1.2.3「童放正能量」-  

      「特別的傘給特別 

          的你」聯校親子設  

         計比賽 P.3 - P.4 

 

1.2.4「童放正能量」-  

      「妮妮的彩虹傘」 

         聯校親子故事續寫  

創作比賽 P.5 - P.6 

 

1.2.5家庭祝福月 

 

                        

1.2.6謙卑服務–活動分享 

 

 

1.2.7「童放正能量」  

聯校親子活動比賽頒 

獎禮暨家庭祝福禮 

 

 

1.2.8 「家長學堂」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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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70%學生及家長投

入參與及喜歡 

P.3-4的聯校活動 

比賽。 

 

 有 60%學生及家長投

入參與及喜歡 

P.5-6的聯校活動 

比賽。 

 

 因受疫情影響的關

係，活動改以網上播

放短片的形式進行 

 因受疫情影響的關

係，服務活動未能如

期舉行 

 因受疫情影響，活動

衹邀請各級冠亞季

殿家庭出席實體頒

獎禮，優異獎以網上

直播形式進行 

 80%學生及家長投入

參與及喜歡本活動

有少部分活動受疫

情影響未能如期舉

行 

 「童建幸福城堡」 P.1-6   

的聯校活動比賽，因受疫情

影響而停止面控課的關係

，活動改用網上或郵寄形式

交回作品，當中 P.6參與的

學生及家長人數未能達標

，交回參賽的作品也較少，

且質素亦不理想。建議下年

度加強宣傳活動，提升學生

投入及認真參與活動。 

 

 

 

 

 

 

 

 

 

 

 

 原定下學期舉行的實體親

子遊戲日，因受疫情影響的

關係，校方決定取消有關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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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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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發展策略 成功準則 成效 建議 

B. 個人成長教育     

a) 個人及群性發展     

1.3 鼓勵家長透過多 

元的家校合作活 

動，引導孩子彼此 

學習，彼此包容， 

彼此幫助。為要讓 

學生實踐關懷眾 

生，學習做個心中 

有愛的孩子，榮神 

益人 

 

1.3.1 「勇敢說不」性教育 

講座 P.1-2 

 

 

1.3.2 「共融藝術大使」 

生命教育劇場體驗

P.3-6 

 

1.3.3 生命教育講座 P.1-4 

 

 

 

 

1.3.4 「友愛共情」性教育 

講座 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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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積極參與及

享受本活動 

 

 

 90%學生能留心聽講

、積極參與及享受各

活動。 

 

 85%學生在網上直播

的講座能留心聽講

、積極參與及享受活

動。 

 

 因受疫情影響，下學

期 2-3月所有學生講

座均以網上直播的

形式舉行。 

 

 因疫情仍存在不穩定的關係

，建議下年度學生講座可以兩

種形式[實體＋網上直播]同

步舉行活動，讓全校學生能參

與活動。 

 

 

b) 學業及事業     

1.4 強化八個「家庭 

價值觀」，引導孩 

子學習全人關顧 

1.4.1  Be A Clover Star 

學生獎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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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年度繼續以此獎勵形式

推行活動(蓋印章及換領三

葉草貼紙)學生十分喜歡以

扭蛋及夾公仔作禮物，令學

生們更積極投入參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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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強化八個「家庭 

價值觀」，引導孩 

子學習全人關顧 

 

 

 

1.4.2  校長欣賞大獎 

 

 

1.4.3 「班及經營」及 

        「成長課」 

(級本體驗活動) 

 

1.4.4 模擬升中面詴訓練 

P.6 

 

1.4.5「升中適應」學生 

講座 P.6 

 

 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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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面詴技巧的重要 

 

 

 大部份學生都能關注升

中後的適應生活對學習

的重要 

 

 90%學生積極參與及

享受本活動 

 

 95%學生積極參與及

享受本活動 

 

 因受疫情及人數限

制影響，活動以小組

形式及分不同場區

進行 

 

  95%學生積極參與及

進行個別模擬升中

面詴訓練 

 

 80%學生積極參與及

享受本活動 

 建議下年度繼續強化學生的

「正向思維」，培養學生正向   

價值觀及品德。 

 

 

 

C. 輔助服務     

1.5 提供個別或小組 

輔導，協助有需 

要的學生 

 

1.5.1「童你交朋友」 

學生小組訓練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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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受 疫 情 影 響 ，

P.1-2 學生小組訓練

衹能在下學期 5-7月

早禱時段進行有關

活動 

 建議下年度於上學期[11-12

月]舉行實體學生小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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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提供個別或小組 

輔導，協助有需 

要的學生 

 

 

1.5.2「CARE大隊長」 

        學生小組訓練 P.5-6 

 

 

 

1.5.3 「LET IT GOGOGO」情緒 

及社交小組 P.3-4 

 

 

 

 

1.5.4「識字樂園」小老 

師朋輩支援計劃 

 

1.5.5「社交故事」小老 

師朋輩支援計劃 

 

1.5.6  SEN身體神經整 

合-學生個別情緒治 

療小組 

 

1.5.7  P.4-P.6服務學習 

計劃[網上形式] 

 參加者能完成訓練小組

活動，80%學生能抒發自

己壓力及提昇自信心，

並能學會欣賞自己和他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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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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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P.5 學生能熱

心及投入參與服務活動 

 

 

 

 

 

 95%參與學生認為學

生小組訓練能抒發

自己壓力及提昇自

信心，並能學會欣賞

自己和他人。 

 85%參與學生認為「

LET IT GOGOGO」訓練小

組能幫助他們情緒

自我控制能力及社

交技巧有所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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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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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受疫情影響的關

係，服務活動未能如

期舉行。 

 原定下學期舉行 P.3-6 的學

生小組因受疫情影響，小組每

週分組以 Zoom 的形式進行活

動，學生十分投入及享受活動

。 

 90%參與 Zoom 小組的學生認

為「LET IT GOGOGO」情緒管理

小組雖然能加強他們用正面

方法處理情緒及壓力，但他們

認為課節及時間不足。 

 

 85%參與學生認同活動如能增

加多些日數及延長活動時間

則更佳。 

 

 

 90%參與學生認同及達到治療

小組目標，如能增加多些訓練

的日數及延長個別治療時間

則更佳。 

 

 由於本年度未能如期舉行 

「P.4 服務學習計劃」活動，

建議下年度 P.4-6 的學生安

排參與有關的服務學習活動。 

目標 發展策略 成功準則 成效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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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加強老師處理危

機事件的程序及

跟進有關的服務 

1.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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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編印及向全體教

職員通傳「學生個案

轉介程序及本校執

行 尌 學 政 策 指 引

[2021-2022] 

 已修訂「關懷及危機

」 應 變 手 冊

(2021-2022) 

 在處理危機事件中，訓輔同工

能有效及清楚各職務的責任

；當面對危機事件時，同工更

有效地處理及運用合適的應

變措施。 

 

(二)成尌、反思及建議 

本年度學生輔導組仍繼續關注學生身心的成長發展，透過「三葉草之星(Be a Clover Star)獎勵計劃」及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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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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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學生自律守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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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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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4%[20-21]及68.9%[21-22]的學生認同學校積極培養他們的良好品德，而有

68.7%[20-21]及68.5%[21-22]的學生認同學校教導他們如何與人相處的技巧，兩個項目都與20-21年度的百分率前者上升了0.5%，而後者下

跌了0.2%；而有85.9%[20-21]及87.2%[21-22]的家長認同學校能幫助子女養成良好品德，本年度亦上升了1.3%，另外82.6%[20-21]及

84%[21-22]的家長認同學校能幫助子女懂得與人相處，本年度較上年度上升了1.4%。另外有75%[20-21]及71.1%[2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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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0-21] 及 73.3%[21-22]的老師認同學校能幫助學生發展與人相處的技巧，後者與前者均下

跌了3.9% 及 11.7%。有90%[20-21]及84.4%[21-22]的老師認同學校積極幫助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本年度亦下跌了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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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5%學生認同喜愛學校及 74.7%學生認同和同學相處融洽，前者和後者較 20-21 年度相比均下跌了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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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4.9%；本年度數據表示有 93.4%的家長認同子女與同學相處融洽及 95.5%的家長認同子女喜愛學校，兩項的數據與 20-21年度相比前者上

升了 2.5%，而後者亦上升了 3.6%。 

 

另從本年度APASO的問卷結果顯示，大部份學生只在「校園生活」、「整體滿足感」、「社群關係」、「稱讚」及「創意思考」五個項

目上，其平均數高於香港常模外，其他5個副量表均低於香港常模。這顯示本校學生十分投入學校生活，在校內受到重視及尊重，並關注老

師及父母對他們的稱讚；因此與其他香港學生比較，本校學生在「校園生活」、「整體滿足感」、「社群關係」、「稱讚」及「創意思考」

表現理想。故本組仍致力推行一連串的關愛活動， 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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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教育」的校園氛圉有莫大的幫助。 

 

整體上，如本年度學校所定的關注事項(二)：透過多元化的體驗式學習，使學生建立正向價值觀。本年度本組為全校學生推行了不少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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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年度<<APASO>>問卷報告中顯示，本校學生只有「校園生活

」、「整體滿足感」、「社群關係」、「稱讚」及「創意思考」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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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年度<<APASO>>問卷結果顯示「親子關係」、「師生關係」、「作業」、「學習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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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價值」及「師生關係」均欠缺認同感

及缺乏學習動機，以致他們對學習及與老師關係上缺乏方向感和滿足感。此外，大部份老師及家長未能引導孩子對學習產生興趣及意義，令

孩子未能認同學習是有正面的價值，因而影響學生在學習及師生關係上的自信心、投入感和責任感。 

 

因此本組將於 2022至 2023年度，持續建立正向的校園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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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共同努力，於下年度仍會合作推展「偉倫正向校園」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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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自信心自然能提升，更能在成長中勇於面對困難及挑戰。老師們更可透過班主任課推展班級經營、成長課、生

涯規劃及正向體驗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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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配合本校三年計劃關注事項(二)，培養學生正

向價值及態度以違致「幸福感」的目標。故經本組的商議下，「三葉草之星獎勵計劃」會深化及持績推行，全體師生及家長共建「正向思維

」的校園氛圍，讓學生能學會「感恩」(珍惜) 、「自律」(自理) 及「關愛」(接納) 的正向價值觀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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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學生學習支援組周年報告 

 

(一)呼應學校關注事項工作計劃 

關注事項：1. 發展 E-Learning，透過不同電子媒體，促使電子學習成為學生的自主學習。 

       2. 透過多元化的體驗式學習，使學生建立正向價值觀。 

本年度目標 關注事項 發展策略 成功準則 成效 建議 

1. 透過不同的

治療，提升

學生的專注

力及建立正

向價值觀 

2. 透過提升

學生的情

緒智商，建

立正向價值

觀 

 

2 

 

 

1.1 透過舉辦「專注

至叻星」音樂治

療工作坊(P.1

下學期開始)、

「專注學飛行」

音樂治療工作

坊(P.2)、「專注

Go Go Go」專注

遊戲工作坊 

(P.3)、「專注無

極限」A組 B組

音樂治療工作

坊 (P.4)、「專

注小先鋒」表達

藝術治療工作

坊(P.5)、「專注

達人」表達藝術

治療工作坊

(P.6)，提升學

生的專注能

力、社交能力及

建立正向價值

觀。 

 

1.2透過舉辦「擁抱

EQ」表達藝術治

療 工作坊，提

-有75%的有專注及社

交困難的學生能提升

專注力及能建立正向

價值觀 

-有65%的有情緒困難

的學生能提升情緒智

商及能建立正向價值

觀 

 

1.1為了讓學生提升專注力，本校邀請《香

港兒童啟迪協會》的音樂治療師、《越己堂》

的專業導師及《表達藝術服務中心》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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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注力及建立正向價值觀。音樂治療師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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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藝術治療師

也能通過多元化的活動，提升學生的專注

能力，建立他們的正向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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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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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因為疫情的

原故，全年的活動均

以視像形式進行。由

於不受興趣小組的

舉行日期規限。所以

本年度的小組都以

密集式進行。導師們

均覺得此調動有助

學生掌握當中的技

巧。 

建議如果來年度仍

然半天上課，舉行小

組的日期可以密集

式進行，讓效果更見

理想。 

今年小組以視像形

式進行，學生已習慣

用視像參與小組，所

以也能順利進行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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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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立正向價值觀。 

 

神，本校邀請《表達藝術服務中心》表達

藝術治療師擔任全學期逢星期五下午時段

舉行的「情緒治療小組」培訓計劃的導師，

讓有需要的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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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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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組周年工作計劃 

本年度目標 發展策略 成尌 建議 

1.提升教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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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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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疫情關係，本年度未能安排教師觀言

語治療課。反之，安排言語治療師致電或面見新個案

的語障學生的中文科老師及班主任，講解學生的溝通

問題及支援策略。這次安排效果良好，教師能通過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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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及支援有自殺風險的學生＞教師工作

坊，讓老師進一步懂得識別及支援有自殺風險的學生。 

家長方面，本年度言語治療師謝姑娘合作製作了一套

有關「詞彙遊戲」的廣播和號外。內容介紹一些詞彙

的遊戲，提昇學生對詞彙的認識  。    

另外，本年度舉辦了兩次的＜情緒面面觀＞家長小

組。由＜腦科學與思維教育學院＞導師負責。有 80位

家長報名參加。透過家長小組教導家長有效處理孩子情

緒的方法、訓練孩子舒緩情緒的技巧等。家長表示他們

學會很多處理孩子情緒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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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學習法＞的家長工作坊，幫助家長學

習教導孩子學習的方法和技巧。出席的家長均覺得這

講座的內容非常實用。 

在疫情期間，學生接觸

電子媒體時間多了，影

響他們的專注力，所以

建議下年度繼續舉行

有關提升學生專注力

的家長小組，幫助家長

提升學生的專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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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目標 發展策略 成尌 建議 

2. 提升學生對學習的興

趣及自信心 

2.1於小二至小六舉辦課前課

後輔導教學小組，讓能力稍遜

的學生得到適當的支援。 

 

2.2於小二及小三舉辦中文科

小組抽離教學(二德、三德)，

讓小二及小三有學習困難的

學生得到支援。 

 

 

 

2.3舉辦學習樂繽紛課後學習

小組 A、 B組，讓有特殊學習

需要的小一至小四學生得到

適當的支援。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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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舉辦「Phonics Fun Fun 

Fun」讓有學習困難的學生得

到適當的學習及社交支援 

本年度共開設五組三至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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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在小二及小三中文課開設抽離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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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的學生表示他們的

學習興趣提升了。100%的家長對抽離課表示效果非常

好。 
 

本年度《學習樂繽紛》課後輔導開了六組，包括小一、

小二、小三及小四懷疑或確診有學習困難的學生，讓

他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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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有學習困難學

生樂於參與。80%學生表示他們的學習興趣提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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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有學習困難學生樂於參與。70%的學生表示他們

的學習興趣提升了。 

 

「Phonics Fun Fun Fun」效果很理想，通過此活動，

讓有學習困難的學生達到適當的支援，他們也投入活

動。 

本年度參與「Phonics 

Fun Fun Fun」的對象

改為有學習困難的小

二、三學生，學生參與

度高，家長育機構導師

的口碑好，參與的學生

均覺得小組能有效提

升他們學習英文的自

信心。建議下年度繼續

開辦此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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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目標 發展策略 成尌 建議 

 

 

 

 

 

 

 

 

 

 

 

 

2.6舉辦「識字樂園｣朋輩輔

導計畫讓能力稍遜的小一至

小三學生得到適當的支援。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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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舉辦「故事天地｣朋輩輔

導計畫讓能力稍遜的小一至

小二學生得到適當的支援。 

 

2.9舉辦「故事天地｣朋輩輔

導計畫提升故事先鋒的個人

素質及領導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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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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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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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二均表示他們對閱讀的興趣提

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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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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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疫情緣故，本年度

的「識字樂園｣朋輩輔

導計畫和「故事天地｣

朋輩輔導計畫都不能

恆常舉行，只能在學生

回復面授課堂時盡量

安排學生參與活動。雖

然如此，學生的參與度

高，活動效果很好。 

建議來年度設計好每

位學生的當值時間，減

少人流密集，增加學生

出席活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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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目標 發展策略 成尌 建議 

3.提升學生的言語能力 3.1透過言語治療，提升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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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本年度治療師

多花時間用電話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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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由於疫情的關

係，治療以視像或實體

進行。由於視像治療

時，家長都會陪同學生

一起出席，反令治療更

融入家中，效果不錯。 

4.提升學生的社交能力 4.1透過舉辦「喜伴同行」計

劃、「伴我高飛」小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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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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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本年度增設「伴我高飛」高、低年級兩個小組，

幫助社交能力弱的學生，提升他們的社交技巧。小組

效果很好，學生均喜愛參與活動，學生自覺活動能提

升他們的社交技巧。 

由於疫情緣故，本年度

的所有訓練均以視像

形式進行。雖然效果不

及實體，但仍不錯。 

另外，由於社交能力弱

的學生人數多，所以本

年度增加兩組「伴我高

飛」小組，小組果效

好，但根據下年度社交

能力弱的學生人數比

今年下降，建議「伴我

高飛」小組只開設低小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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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目標 發展策略 成尌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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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康復學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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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以小組形式讓

學生接受訓練。但由於

疫情的緣故，部分課堂

會請治療師拍影片，傳

送給家長，讓學生在家

中一面觀看影片，一面

做訓練。面授課堂期

間，治療師會到校為學

生訓練。建議下年度沿

用此方法，讓學生不會

因為疫情緣故而錯失

接受治療的機會。 

 

6.在數學科推行分層工

作紙 

6.1在一至六年級數學科推行

分層工作紙 

在一至六年級推行分層工作紙的設計，學生能按能力

而做不同程度的工作紙，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此計

畫在來年度恆常在科組進行。 

有部分*版的學生都想

做挑戰題挑戰一下自

己，建議來年度兩種程

度的工作紙均設有挑

戰題，讓學生自由作

答。 

 

(三)成尌、反思及建議 

本年度學生學習支援組為了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設立不同活動及小組教學為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適切的支援。學生學習支援組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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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支援組舉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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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學生都很有得著，亦能按他們的需要提供不同的支援。 

此外，學生學習支援組也透過舉辦家長工作坊、家長講座，讓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家長了解學生的不同需要，學習到支援他們的方法和技

巧，讓學生得到適切的支援。 

同時，學生學習支援組也透過教師工作坊、教師講座，讓教師學會辨識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方法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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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在學校得到適當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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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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非華語學生支援組 周年報告 

(一)呼應學校關注事項檢討: 

關注事項(一)：發展 E-Learning，透過不同電子媒體，促使電子學習成為學生的自主學習。 

關注事項(二)：透過多元化的體驗式學習，使學生建立正向價值觀。 

本年度目標 關注

事項 

發展策略 成功準則 成效 建議 

1. 優化小一至小

四智班課程，並

結合電子學

習，以提升非華

語學生學習中

文的動機和能

力 

 

1 1.1 設計結合電子學習的課堂內容，

提升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動機 

 

1.2 運用電子學習，收集學生課堂數

據，並以小步子教學方式，令學生之

成績有所提升 

 

1.3 參與教育局到校支援計劃，核心

小組與教育局課程發展主任定期進行

共同備課，以提升非華語學生識字

量、閱讀理解能力及寫作能力為重

點，製訂相應的教學策略。 

 

 在上下學期單元教學設

計內加入各一個電子學

習教節 

 

 大約 70%的非華語學生

認為電子學習能提升學

習中文的興趣 

 

 透過老師觀察及利用電

子工具，收集學生課

業，了解學生的學習情

況，從中檢視非華語學

生的讀寫聽說能力 

 教師曾在課堂上使

用電子學習軟件

(如 Nearpod、

Quizziz等)用作課

前、課後或延伸活

動，評估學生的學

習進度。 

 

 學生喜愛電子課

堂，反應良好。 

 

 來年繼續鼓勵教師

於課堂上更廣泛地

使用不同的電子學

習平台，提升非華

語學生學習中文的

動機及自主學習能

力 

 



89 

 

2. 購買學習中文

軟件，並舉辦非

華語家長工作

坊等，讓家長及

學生掌握電子

學習，促進學生

在家中自學學

習 

1 2.1運用撥款，購買學習中文的軟件，

以供非華語學生在課堂、延展課程及

家中自學之用。 

 

2.2 舉辦非華語學習中文工作 

坊，讓非華語家長掌握學習中文的基

礎方法及介紹網上學習工具，讓非華

語學生在家中可自學。 

 約 70%學生能掌握運用

自學軟件學習中文 

 

 約 70%學生在家中也能

運用軟件自學中文 

 

 透過工作坊，約 70%之

家長能掌握網上學習之

資訊 

 因疫情關係，較難

物色有效的實體工

作坊。 

 

 坊間大部分支援非

華語學生學習中文

的程式都是免費。 

 

 坊間已有不少免費

支援非華語學生學

習中文的程式，建

議物色其他輔助教

具，包括點讀筆，

讓非華語學生能在

家中進行閱讀學

習，提升他們的閱

讀能力 

 

 舉辦工作坊，讓非

華語學生家長了解

不同的網上學習工

具，讓家長可以幫

助非華語學生在家

中可自學 

3. 小一、小二課程

內加入學生體

驗活動，提升學

生學習中文興

趣及能力 

2 3.1 小一、小二於寫作課內加學生體

驗活動，讓學生從經歷中實踐，提升

學生對中文寫作之興趣 

 小一、小二在下學期單

元教學設計內加入各一

個體驗活動寫作課 

 透過老師觀察及從學生

上課活動內容、收集學

生作品，從中檢視非華

語學生的聽、說能力有

所提升 

 大約 70%的非華語學生

認為體驗活動能提升學

習中文的興趣 

 受疫情影響，加上

部分課堂轉為網上

授課，本年度較難

安排外出體驗式活

動。 

 建議下學年安排

上、下學期各一次

外出體驗活動，從

而提升學生對學習

中文的興趣和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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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整非華語學

生課後中文延

展學習課程的

學習內容，增加

非華語學生學

習中文之興

趣，並提升非華

語學生的中文

能力 

2 4.1 重整非華語學生課後中文延展學

習課程，以中國傳統節日、中國文化

為單元主題，配合圖書、體驗活動、

遊戲等的活動，讓非華語學生認識中

華文化，提升他學習中文的興趣和語

文能力。 

     

 重新整合非華語學生課

後中文延展學習課程，

加入學習中華文化之元

素，並在課程內加入上

下學期各一次的學生體

驗活動 

 

 大約 70%的非華語學生

認同課程內容能幫助學

習中文及樂於參與非華

語學生課後中文延展學

習課程 

 學生透過繪本，了

解了中國節日的來

源、習俗，認識了

中國文化。 

 

 整學年都是以網上

授課，較難安排體

驗活動 

 

 由於轉為網上課

堂，學生較難專

注，部分學生缺

席、遲到的情況也

未如理想。 

 來年優化非華語學

生課後中文延展學

習課程的學習內容 

 

 建議下學年課後延

展學習課程加入體

驗式學習活動如寫

揮春等，讓學生親

身體驗，提升學生

認識中華文化及學

習中文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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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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行時間 成效 建議 

1. 優化小一至小四非華語課 

程的框架及評估政策 

 

1.1 修訂適合小一至小四的非

華語課程及評估政策 

1.2 參與教育局到校支援計

劃，與教育局高級課程發展

主任定期進行共同備課(隔

週星期二進行) 

1.3 依照教育局第二語言學習

架構要求，檢視及修訂小一

至小四非華語課程框架 

全學年  非華語核心小組每月進行兩次共

同備課，重整小一至小四非華語

中文寫作課程，讓課程內容更緊

貼非華語學生需要，使智班學生

學習得更有效。 

 

 訂定本年度智班進度時，均根據

學生參與校本評估工具前測的成

績，及去年中文考詴成績作依

據，並參照教育局第二語言學習

架構要求，制定非華語課程框

架，設計合符智班學生學習的課

程內容及考詴內容 

 

 根據教師觀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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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89%學生均表示願意來年度繼

續參與中文抽離課程。在成績

上，非華語學生經抽離評考後，

約 61%的學生的期考成績能達至

合格水平。 

 

 本學年由於部分進行網課，課時

受影響，老師未能經常與學生面

對面授課，中文語境薄弱，減低

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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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作的學習框

架，建議來年核心

小組繼續定期進

行共同備課會

議，檢視及優化小

一至小四非華語

課程框架及單元

設計 

 

 智班教師均認同

非華語學生主要

面對三大難點: 

識字量低、閱讀理

解能力弱及寫作

能力欠佳 

 

 建議來年核心小

組應尌讀文教學

設計合適的單元

設計及活動，提升

學生的閱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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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舉辦非華語學生早上識字

班，優化非華語學生識字活

動，提升非華語學生學習中

文之興趣和中文能力 

2.1 優化小一、小二非華語課前

識字活動，設計合適的課前

識字活動，增強非華語學生

學習中文的興趣 

2.2 培訓家長義工，以協助進行

課前識字活動 

全學年  受疫情影響，本年度並沒有招募

家長義工，老師需要照顧所有參

與的非華語學生 

 

 部分課堂受疫情影響，改為網上

進行，本年度一共進行了 20次小

一非華語課前中文識字班、16次

小二非華語課前中文識字班 

 

 參加的學生大部分都能積極投入

參與活動 

 

 約 66.7% 參與的小一學生表示來

年願意繼續參與早上中文識字

班。 

 建議來年度可安

排家長義工到校

協助進行課前識

字班，安排 1名家

長負責 2-3位學

生以小組形式教

學，幫助學生提升

識字量 

 

 建議來年度培訓

家長運用不同的

閱讀策略教學，增

強學生對閱讀的

興趣  



93 

 

3. 舉辦非華語學生暑期銜接 

課程，優化及發展活動內

容，以提升小一至小六非

華語學生的語文能力 

3.1 舉辦暑期銜接課程，提升非

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興趣 

3.2 與機構合作，設計合適之暑

期班課程，藉以提升非華語

學生在聽說讀寫各方面的

能力 

3.3 協助學生提早適應小一及

小二的中文課程，並為升讀

小三至小四的非華語學生

作好銜接 

暑假  受特別假期影響，本年度舉辦的

非華語暑期銜接課程的總課時較

以往短。 

 

 在舉辦暑期銜接課程前，校內負

責老師已與機構負責人作緊密溝

通，故暑期銜接課程的內容貼合

本校課程。參與課程的非華語學

生能在暑假時鞏固上一個學期所

學及認識更多語文知識，為開學

作好銜接。 

 

 本年度安排了多元化的活動，讓

非華語學生從趣味中學習中文，

提升對學習中文的興趣。 

 

 根據問卷調查，約 90%的家長滿

意是次課程的安排，約 88%的家

長認為課程能提升其子女的中文

能力。所有家長亦表示同意來年

會繼續讓子女參與此課程。 

 

 因疫情的關係，本年度並未有邀

請家長參與非華語學生暑期銜接

課程的畢業典禮。，望下年度能

邀請家長參與。 

 來年度繼續舉辦

暑期銜接課程，讓

升讀小一的非華

語學生提早適應

中文課程和學校

環境，並為升讀小

二至小六的非華

語學生作好銜接。 

 

 建議來年度亦繼

續安排多元化的

活動，讓非華語學

生從趣味中學習

中文，提升對學習

中文的興趣。 

 

 建議來年度能邀

請家長參與非華

語學生暑期銜接

課程的畢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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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舉辦文藝活動，讓非華語學

生認識中華文化，融入社會 

4.1 透過文藝活動或中華文化

日，提升非華語學生對中國

文化的認識 

 

下學期 

 

 受疫情影響，本年度並沒有舉行

中華文化日。 

 

 本年度舉辦了非華語端午節親子

包糉工作坊，增加了非華語學生

及其家長對中國節日端午節的認

識。同時，亦讓學生及其家長一

起學習傳統裹糉製作，包製素糉

子。 

 

 本年度於 2022年 7月 28日安排

了兩場中華文化戲劇表演(第一

場：上午 9:10-10:10、第二場：

上午 10:30-11:30)，讓學生觀賞

經典民間故事《包公審驢》，提

升了學生對學習中華文化的興

趣，以及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 

 

 建議來年度舉辦

中華文化日，讓學

生透過攤位活

動、話劇等，認識

和體驗中國文化。 

 

 建議來年繼續安

排不同的親子工

作坊，增加了非華

語學生及其家長

對中國節日的認

識，建構融和校

園。 

 

 建議於下學期詴

後活動加入外出

參觀活動，讓非華

語學生更深入認

識本地及中華之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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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透過課堂內及課堂外的支

援，協助非華語學生學習數

學及常識，提升他們學習數

學及常識的信心 

5.1 為非華語學生提供數學科

及常識科中英詞彙對照

表，協助非華語學生學習數

學及常識，常識科科任會把

中英對照表卡貼於課室當

眼處 

5.2 數學科任於課堂上以英文

輔助解釋艱深數學概念，協

助非華語學生學習數學 

5.3 常識科科任於學期初家長

日向家長介紹常識學習

網，以供非華語學生學習，

亦會定期與非華語家長溝

通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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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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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學年  為非華語學生提供數學及常識科

中英詞彙對照表，讓學生更能理解

數學及常識科學習內容。 

 

 學生能在課堂上得到數學老師之

支援(簡單數學術語的講解)，讓學

習更為順利。 

 

 學生透過網上英文版電子書重溫

常識書之內容，並透過購買英文版

數學書進行自學，對學習內容有一

定程度之理解。 

 來年繼續有關支

援措施 

 

 可舉辦工作坊，讓

非華語家長了解

如何在家中運用

相關的網站協助

子女學習數學及

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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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開辦非華語學生課後中文

功課輔導班，協助非華語學

生解決做中文功課上之困

難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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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學年  本年度課後中文功課輔導班不再

局限於只為家庭困難的非華語學

生提供支援服務。 

 

 受疫情及特別假期影響，課節較

過往減少。上、下學期的非華語

課後中文輔導班課後支援只能以

Zoom形式進行。 

 

 下學期出席率較上學期理想，學

生都能在導師的指導下完成功

課，並於餘下時間温習默書和評

估。導師亦會每個星期向負責老

師報告學生的課堂情況和學習進

展，情況理想。 

 

 部分組別涉及兩級學生，加上課

程以 Zoom的形式進行，老師較難

逐一解答學生的問題。因合併年

級上功課班，部分學生欠缺耐性

等候老師的協助。 

 

 惟部分家長表示 Zoom 的教學模

式局限太多，希望功課班能以面

授形式進行。 

 建議來年安排每

級一組課後中文

功課輔導班，讓導

師易於兼顧學生

的個別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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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舉辦非華語家長會、講座、

工作坊等，加強家校合作及

溝通 

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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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本校發展方

向。 

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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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學年  本年度將於 2022年 7月 30日舉

行了一次小一非華語家長會，讓

非華語家長瞭解本校支援非華語

學童之措施，及本校發展方向。 

 

 受疫情影響，未能於下學期邀請

收取非華語學生的中學校長到校

進行家長會或舉辦非華語小五小

六升中講座。 

 家長會能幫助家

長進一步了解本

校支援非華語學

童的措施，亦能讓

家長初步了解非

華語學生的升學

前景。 

 

 建議來年度邀請

收取非華語學生

的中學校長到校

進行家長會或舉

辦講座，讓非華語

學生的家長進一

步明白本港升中

的資訊及措施。 

 

 

 (三)成尌、反思及建議 

本校是一所主要以中文作教學語言的學校，所有的支援服務均以中文作主導，給予非華語學生合適的學習中文支援。本年度受疫情及特

別假期影響，面授課堂時數大幅減少，對於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來說是一個極大的挑戰。不少體驗活動平未能按原定計劃進行，削弱了學生

學習中文的效能。 

 

本年度重整課後中文延展班的課程、舉辦端午節親子包糉工作坊均有效加深非華語學生及其家長對中國文化的認識，讓學生及其家長從

中獲益，幫助他們融入社會。來年度，本組會以舉辦多元化的活動，增加非華語學生及其家長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建構融和校園。學校的老

師會繼續與非華語家長保持溝通，以家校合作模式協助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讓非華語家長明白學習中文的重要性，提升他們及非華語學生

學習語文的興趣，並藉以提升對學習其他科目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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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資訊科技發展及系統管理組周年報告 

 

(一)呼應學校關注事項檢討: 

關注事項： 1. 發展 E-Learning，透過不同電子媒體，促使電子學習成為學生的自主學習。 

         2. 透過多元化的體驗式學習，使學生建立正向價值觀。 

 

本年度目標 
關注 

事項 
發展策略 成功準則 成效 建議 

1. 推動電子教

學，促進學

生的自主學

習。 

1 1.1 舉辦新老師工

作坊，讓新老師

掌握使用常用

教學平台和軟

件，如 Doceri

、Google 

Classroom的

使用方法。 

 

1.2 透過老師工作

坊或分享會，提

升老師對電子

教學平台、教學

Apps、電子教學

策略等技巧。 

 

1.3 與課程發展組

協調，建立電子

教學資訊平台

並以結集各主

科老師在分科

分享會內分享

 成功舉辦新老

師工作坊。 

 

 

 

 

 

 

 

 成功舉辦老師

工作坊或透過

教師分享會作

分享。 

 

 

 

 成功建立電子

教學資訊平台

，老師認同資訊

平台的效用。 

 馬文駿老師已於 30-8-2021為新入

職教師安排了一個電子學習工作坊

，為他們介紹了學校常用的軟件、

APP和平台，例如:Google 

Classroom、Doceri和 Nearpod等

等 

 

 

 

 本年度購置了不同的電子平台，包

括 Nearpod、Padlet、Socrative 等

，透過多元化的電子學習活動，提

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亦讓教師可以

透過平台策劃不同的教學活動，發

展學生自主學習的技巧。 

 

 本年度與課程發展組合作於

9/12/2021舉辦了分科電子教學

的分享會，當中分享了中、英、

數及常課前、課中、課後的電子

媒體的運用，由此提升教師提升

老師對電子教學平台、教學

 因每所學校使用的軟件和系統都

會有些不同，讓新老師在工作坊先

掌握本校的系統和常用軟件，有助

他們盡快適應本校的環境。建議下

學年繼續舉行。 

 

 

 

 

 來年建議繼續舉辦工作坊或分享

會，讓老師學習更多電子學習的工

具或提升運用電子教學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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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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教學策略為

主，以便其他學

科老師也可以

參考以提升教

學效能。 

 

 

Apps、電子教學策略等技巧。 

 

 本組製作了教學資源網站，供老

師製作及教學時作參考，該平台

已放置在本校的 Google Drive 及

Y:/資訊科技組的文件夾內。 

 

 

 

 

 

 

 繼續優化本校的資源網站，讓老

師教學時有更多參考資料。 

 

 課程發展組有自己推動電子學習

的計劃，因此下年度可以刪除此

項策略。 

 

(三)成尌、反思及建議 

 在推動電子教學方面，本年度已成功為新入職教師舉辦培訓工作坊。本年度亦購置了不同的電子平台，包括 Nearpod、Padlet、Socrative 

等，透過多元化的電子學習活動，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亦讓教師可以透過平台策劃不同的教學活動，發展學生自主學習的技巧。 

 由於本校的硬件，例如:WIFI設備或 IPAD 等硬件已有部份老化，老師進行電子學習時也受到影響，而且希望下學年學生有更多機會用使

用電子設備學習，因此建議下學年除更換老舊的設備外，也會增購多部 IPAD，令每節課可以同時有三班可以使用 IPAD進行電子學習。 

 課程發展組有自己推動電子學習的計劃，因此下年度可以刪除策略 1.3。 

 隨着電子繳費的普及，為方便家長和教師繳付及處理學校各項費用，簡化行政工作，讓班主任有更多時間關心學生，因此建議本校於 

2022-2023 年度會推行電子收費。 

 因應學校每週必頇進行升國旗儀式，因此建議安裝一套升旗直播系統，以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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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資優教育組 周年報告 

(一)呼應學校關注事項檢討: 

 關注事項： 1. 發展 E-Learning，透過不同電子媒體，促使電子學習成為學生的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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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領袖培訓

計劃，讓學生

實踐領袖素質 

2  透過校園電視台的培

訓，讓學生實踐負任

感的態度，策劃及訪

問的技巧。 

 

 安排培訓工作坊 

 

 舉辦「明日領袖 Get 

Set Go----校園電視

台」給同學計劃及拍攝

短片的機會發展領袖

策劃能力。 

 因疫情原故，本年度只能舉辦網上課

程，同學缺乏了充足實踐的機會。建

議明年度繼續此計劃，深化學生於校

園電視台中的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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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識別及甄選高能力學生，更新人才庫資料 

2. 開放人才庫予相關老師查閱及參考 

 上學年年末邀請各科任尌不同才能建議

同學進入人材庫。 

 建議明年度將人才庫發給

同事，方便同事參考 

2.發展學生不

同才能 

1. 篩選表現優異同學，參加不同課程或比賽  科組推薦了同學參加不同的比賽及訓練  科學菁苗獎等所需較專業

培訓的比賽，建議交由相

關科組訓練，如：科學菁

苗獎。 

 

(三)成尌、反思及建議 

本年度完成了部份校園電視台及辯論訓練，亦推薦了不同同學參加各項比賽。期望明年度能繼續給同學合適訓練，給他們不同發展的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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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年度德育及國民教育組周年報告 

(一)呼應學校關注事項檢討: 

關注事項：關注事項：1. 發展 E-Learning，透過不同電子媒體，促使電子學習成為學生的自主學習。 

         2. 透過多元化的體驗式學習，使學生建立正向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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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育活動，培

養學生建立

正向的價值

觀 

2 1.1舉辦感恩周活動，培

養學生建立正向價值觀 

1.2 透過早會宣傳正向

文化 

 

⮚ 70% 的學生參

與活動及滿意活動

的安排 

 

⮚ 感恩周活動得到全校

學生積極參與，共收回 50

多隻感恩風鈴及 110隻感

恩飛機。 

⮚ 75%師生參與活動及

滿意活動的安排  

⮚ 來年繼續推行宣揚正向文化的活動 

2. 招募《基

本法》學生校

園大使，參與

教育局舉辦

的活動，向學

生分享公民

訊息 

1、2 2.1 選拔 4-6年級同學

作為《基本法》學生校

園大使，由德育組老師

負責帶領參與教育局舉

辦的活動，培養學生的

公民意識和領袖才能 

2.2 全校性活動以電子

媒體形式進行，如

GOOGLE FORM、QR CODE

等，提升學生的參與度

和興趣 

 

⮚ 70%《基本法》

學生校園大使參與

活動 

⮚ 學生自發參與

以網上形式進行的

比賽 

 

⮚ 本年度共挑選了 15

位同學參加由教育局課程

發展處籌劃的《基本法》

學生校園大使計劃，約

60%大使參與《基本法》學

生校園大使舉辦的活動。 

 

⮚ 來年繼續選拔學生參與《基本法》

學生校園大使計劃，提升學生個人素質

和領袖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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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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升旗

禮，訓練學生

責任感 

1.1 根據教育局指引進行升旗

禮（包括國慶日、國家憲法日、

國家安全教育日、七一回歸紀

念日等日子） 

⮚ 於升旗禮前進行訓練 

⮚ 本年度升旗禮按原定計劃進行，90%升旗隊

員都準時出席訓練及態度良好 

 

⮚ 下年度繼續按照教育局指引舉行升

旗禮及於升旗禮前進行訓練 

2.透過早會

宣傳正向文

化 

2.1 於早會時段透過故事、德

育短片等分享，培養學生建立

積極、關愛、尊重他人等品德 

⮚ 本組成員於早會時段透過故事或圖書分享

德育訊息，宣揚正向訊息 

⮚ 德育短片因疫情關係及時間所限，本學年未

能開展 

⮚ 探討下年度推展德育短片的可行

性，或選取其他替代方案，向全校學生

宣揚德育知識。 

3.感恩周 3.1 與宗教組、視藝組合辦感

恩周活動，培養學生建立感

恩、關愛的美德 

⮚ 感恩周活動得到全校師生踴躍支持，75%師

生參與活動及滿意活動的安排。 

⮚ 來年繼續推行相關活動，培養學生

建立感恩、關愛的美德 

4.設立德公

壁報板 

4.1 加設德公壁報板，張貼正

向文化及國民教育訊息。 

⮚ 加設德公壁報板，張貼正向文化及國民教育

訊息，有助師生了解國家發展與德育資訊。 

⮚ 來年定期更新壁報板内容，讓師生

掌握更多國家發展與德育資訊 

5.外出參觀

體驗式活動 

（頇視乎疫

情發展） 

5.1.黑暗中的對話（感受失明

人士的生活狀況） 

2.外出參觀：德育及公民教育

中心 

3.國情電影欣賞 

  國情電影欣賞於 12月 18日在奧海城電影

院欣賞電影，有 6位學生參與。學生安靜投入，

家長能配合接送安排，參與師生回饋獲益良多。 

  下年度視乎疫情的發展而安排進

行外出參觀活動 

 

(三)成尌、反思及建議 

本年度德公組工作大致順利，是積累經驗的一年，本組參加了不同種類的活動：在上學期成功舉辦感恩周活動、網上問答比賽、問答設計比

賽、國情電影欣賞等活動，得到師生積極參與。其中，在第八屆《基本法》暨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五周年全港校際問答比賽中，本

校學生經過選拔及多次賽前訓練，在五強中勇奪季軍，成績令人鼓舞，多謝各位老師的協助。此外，本年度升旗禮實行實時直播，效果良好，

以上活動能順利進行有賴校方行政人員及組員通力合作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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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思方面，《基本法》學生校園大使計劃已經推行第二年，我們累積了寶貴的經驗，得知有哪些活動能切合校情和能吸引學生積極參與，

為日後推行活動奠定基礎。期望來年各位同事一齊通力合作，一起策劃更多適合本組推行的活動，培養學生建立感恩、關愛的美德及成為認

識國情的良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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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2健康校園組（環保教育） 周年報告 

(一)呼應學校關注事項檢討: 

 關注事項：1. 發展 E-Learning，透過不同電子媒體，促使電子學習成為學生的自主學習。 

           2. 透過多元化的體驗式學習，使學生建立正向價值觀。 

 

本年目標：揼少啲，慳多啲，共創環保校園 

本年度目標 關注

事項 

發展策略 成功準則 成效 建議 

1.參加齊惜福舉辦《廢

物徵費~校園齊減廢》

計劃，讓學生培養減

少製造廢物和建立回

收的習慣。 

2 1.1項目包括: 講座、環保回收閣、展

板宣傳、統計垃圾量、參觀綠在區區。 

1.1.1 於校園齊減廢活動推行期間，

透過講座、展板、偉倫環保網向學生

講解舉行是次計劃的意義。 

1.1.2舉行「揼少啲」班際減廢比賽，

透過統計各班垃圾量，鼓勵學生減少

製造垃圾。 

1.1.3優化環保回收閣，除三色回收

箱外，新增紙包盒回收箱      

 

 老師反映學生積

極參與活動，了

解是次計劃的意

義 

 各班能於班際減

廢比賽減少 10%

廢物 

 能優化環保回收

閣 

 由於舉辦機構齊惜

福並沒有提供模擬

電費單，故此活動並

未能成功推行 

 環保回收閣因場地

所限未能成功優化 

 

 於早會向學生推廣減

少廢物的訊息 

 優化回收閣的位置，

並在回收閣擺放紙包

盒回收箱 

 

2. 參加康文署一人一

花計劃，透過種植活

動讓學生體驗生命的

過程，懂得珍惜生命

。 

2 2.1 全校派發一人一花，鼓勵學生定期

記錄植物的生長情況。 

2.2 配合本年目標，舉辦環保花盤設計

比賽。 

2.3 收集學生的一人一花，擺放於校園

公開展示 

 70%學生能成功

種植一人一花 

 40%能交回植物

生長記錄表 

 參加環保花盤設

計比賽的同學較

去年多 10% 

 能於園圃位置擺

放學生作品 

 由於疫情關係，本年

只有 30名學生有交

回植物生長記錄表 

 未能於園圃位置擺

放學生作品 

 繼續參與計劃，並透

過早會分享鼓勵學生

參與 

 收集學生作品，擺放

在園圃，展示學生學

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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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培訓環保小組校隊

和各班環保大使，增

進成員的環保知識，

培養他們的領導才能

和責任感。 

2 3.1安排學生參加於環保相關的工作坊

，增加學生對環保工作的認識。 

  3.1.1 安排學生於星期一下午參與環

保小組（校隊）聚會，提供環保培訓、

種植班、工作坊等教授學生有機種植的

技巧，環境保育的知識。 

  3.1.2.安排學生參與學生環境保護大

使計劃 21/22，學生可以在培訓後考取

環保章。 

 

3.2培訓環保大使及環保小組成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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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舉行環保大使培訓，監察環保

大使在各班推行環保回收、節能工作的

情況。 

  3.2.2 安排環保小組校隊成員協助推

行《校園齊減廢計劃》，培養他們的領導

才能和責任感。 

 80%以上環保小組

成員參與環運會

環境保護大使培

訓 

 80%以上環保小組

成員準時出席活

動 

 環保教育組老師

和班主任反映環

保大使積極盡責 

 環保小組成員能

協助推行《校園齊

減廢》計劃 

 由於疫情原因，本年

度未能派學生參與

環運會環境保護大

使培訓 

 90%環保小組準時參

與活動，並積極主動

參與活動 

 環保小組成員協助

於各班垃圾桶張貼

宣傳語句 

 來年將因應疫情的發

展，考慮參與環運會

環境保護大使培訓 

 繼續安排學生參與環

保小組（校隊）聚會

，提供環保培訓、種

植班、工作坊等教授

學生有機種植的技巧

，環境保育的知識 

 配合正向教育發展，

與環保小組活動加入

培養正向價值觀的活

動 

4. 檢視校內的設施和

配套，使偉倫成為一

個寧靜舒適、整潔衛

生、可持續發展的學

習環境。 

2 4.1於教員室、校務處、洗手間、課室

張貼環保告示，提醒師生珍惜資源、回

收、及節約能源。 

 

4.2於早會向學生宣傳環保，學生簽訂

環保承諾書並張貼於課室當眼位置。  

 能根據環保政策

內的設施張貼環

保告示 

 於開學早會向師

生講解環保政策 

 

 學生簽閱環保承

諾書 

 教員室、校務處等地

已張貼環保告示 

 已於上學期早會講

解環保校園政策 

 學生以成功簽閱環

保承諾書並張貼在

課室內 

 持續檢視校內的設計

和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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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綠化學校環境設

施，從而改善學校環

境，提升學生對學校的

歸屬感。 

2 5.1 優化車道旁的種植區，栽種合適的

植物綠化校園環境。 

 

5.2 配合賽馬會正向校園計劃，善用去

年製作的園圃設計，改善學校環境。 

 修剪園圃、車道

旁的植物 

 

 能於園圃加入去

年製造的園圃設

計 

 於上學年種植合適

的植物，優化現有的

園圃環境 

 由於場地未能準時

完工，暫未能利用去

年製作的園圃設計

優化園圃的環境 

 持續優化園圃內的環

境 

 

(二)成尌與反思 

    本年度由於園圃及新有蓋操場有翻新工程，回收箱、種植工具及環保設施等暫時擺放在 5號樓梯位置，未能在學年末完成佈置。園圃改

善工程已於 7月完成，本組將於下學年開學初期盡快整理回收箱、種植工具及環保設施的擺放位置，優化學校環境教育氛圍。由於疫情關係，

本年度的環保小組校隊校外培訓未能成功舉行，一人一花全校栽種計劃以及校園齊減廢計劃效果也未如預期，本組將會於新學年積極宣傳及

加強展示學生學習成果，期望學生能在活動過程中加深對環境保護和減碳減廢的訊息。 

    本學年環保教育組與賽馬會幸福校園實踐計劃的同工一同合作，為環保小組校隊成員設計了一個名為「Joy 種心晴」計劃，期望學生能

透過種植活動獲得幸福、成功感，並能欣賞造物主的創造。活動於下學期 6月推行，為期 5星期。活動內容除了環保工作坊外，種植活動中

特意加入園藝治療元素，並配合正向教育的框架（PERMA），加入感恩、欣賞、生命教育、溝通技巧等元素。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表現理想，導

師和負責老師都能觀察到學生的成長和變化，成果展示日亦能充分展示出學生的創意和具質素的反思。本組來年將會持續引入正向教育元素

優化小組的活動，期望能培育學生懂得感恩、懂得尊重生命等正向價值觀。有關本年「Joy 種心晴」計劃的計劃、活動內容和報告可參與附

件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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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總務組周年報告 

 

(一)呼應學校關注事項檢討: 

 關注事項：1. 發展 E-Learning，透過不同電子媒體，促使電子學習成為學生的自主學習。 

           2. 透過多元化的體驗式學習，使學生建立正向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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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校教員室影

印機 
 成功更換教

員室影印機 

 已更換 Canon影印機，減低學校印

刷的成本 

 

 已更換教員室影印機，教師使用新機已

成習慣，需要加強提醒教師，提供更多

提示，鼓勵教師使用 

1.2小五、小六學

生枱椅 

 

 成功更換教

員室教師椅 

 已購置 160套小五、小六學生枱椅  下學年繼續更換小三、四枱椅 

1.3全自動洗手

液機 

 

成功購置全自動

洗手液機 

  

 已購置 15部全自動洗手液機 

 

 下學年有意更換全校課室及洗手間掛

牆式自動洗手液機 

 

1.4 新有蓋操場

冷氣安裝 

 成功購置及

安裝新有蓋

操場冷氣 

 已購置四部天花式冷氣  可更換現時天花扇，以便製冷果效更佳 

  1.5禮堂活動台

階 

 

 成功購置禮

堂活動台階 

 

 已購置禮堂活動四級木台階 

 

 工友定期清潔及打蠟，以保耐用整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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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校舍環

境/設備，提升

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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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在每個課室及特別室張貼維修申

報的 OR CODE ，方便老師可以直接

上載有關維修資料至中央 

 鼓勵同事共同關注學校的設備及設施

的狀況，共同為學生締造安全的學習環

境 

 不斷檢視使用情況，持續優化行政工作 

祈禱角戶外木十字架進行油漆及補 暑假期間進行翻新工程  8月中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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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防紫外光油 

清洗全校冷氣機機蓋及隔塵網(禮堂

除外) 

 

 已按原定計劃執行 

 因疫情關係，學校加強清潔 

 因應學校需要，加強執行 

定期自行落蚊油、滅蚊工作  已按原定計劃執行  因應學校需要，加強執行 

定期清理排水渠（雨季加強）  已按原定計劃執行  因應學校需要，加強執行 

課室清潔-門窗、風扇、燈盆、抽氣扇、

鮮風機、樓梯、扶手、走廊 

 已按原定計劃執行  因應學校需要，加強執行 

準備收集全校需大修項目，預算 23-24

度 MR入申請的項目 

 總務組的同事已於 5 月尾進行全校

大修檢視，把需要跟進的項目提出

申請 

 根據過去同事的報告，擬訂本年度

的 MR申請項目 

 針對實際的情況，擬訂合適的 MR申請 

與 22-23 MR工程人員進行會議  已於在 6月底進行大修會議 

 只有六項申請項目可以如期進行 

 唯部份項目，待審查後再決定 

 邀請組內同事、校長參與會議，增加組

內同事及校長的參與度，有助完善學校

設備 

草擬 MR申請表(23-24年度)交校長及

校監審批，並入教育局 smart系統 

 已完成  不斷檢視使用情況，持續優化學校設施

及設備 

消防年檢  已於 5 月完成 21-22 年度的消防零

件更換 

 本年度繼續邀請現任的承辦商跟進

消防年檢工作 

 本組有責任掌握學校消防設備的資

料，建議列出所有設備及裝備，並存檔 

準備 22-23年度大修安排  已進行會議，共商分工及跟進工作  鼓勵組內老師共同參與  

報價打地臘-教員室、校務處、特別

室、課室、禮堂 

 按原定計劃進行打蠟工作，唯本年

度暑假較短，要預計安排在 10月底

進行 

 持續每年打蠟一次，加強保養工作，減

少因維修工作影響學校運作。 

報價禮堂、教員室、校務處、課室、

特別室窗口及分體式冷氣保養及清洗 

 按原定計劃進行清洗冷氣工作，預

計安排在 8 月中進行 

 持續每年大型清洗冷氣一次，加強保養

工作，減少因維修工作影響學校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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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持一般假期工友清洗冷氣的工作 

 要維持更新學校冷氣安裝，保養的情

況，有效掌握冷氣狀況，有助管理 

畢業禮前禮堂音響檢查  已購買魚角線及收音器，情況略有

改善 

 應更換整座音響系统 

於暑假檢查及記錄各項物資的存放地

點(各儲物室) 

 計劃在 8月 2日需要完成  加強工友對資源清點工作的認識 

 不時提醒工友緊記物品存放的位置 

全年註銷項目供總務主任整理註銷表  計劃在 8月 2日需要完成  要維持每年清點學校資源，加強管理工

作 

印固定資產表，著工友及 TA點存學校

中央資源 

 計劃在 8月底需要完成  不斷檢視使用情況，優化工作程序 

監督 MR工程的進行  按原定計劃進行  不斷檢視使用情況，優化工作程序 

統籌整理添置來年度課室文具（課室

資源 A、B表） 

 計劃 8 月進行  不斷檢視使用情況，優化工作程序 

新舊教師文具準備、點存簿房文具及

簿冊 

 計劃 8月初進行報價、訂購  不斷檢視使用情況，優化工作程序 

派發課室文具、課室資源 A、B、C 表、

新舊教師文具。 

 計劃 8 月中進行  每年更新學校資產表﹐有助管理 

點存中央資源表予總務主任跟進註銷

表 

 計劃 8月 2日進行，8月底完成  每年更新學校資產表，有助管理 

跟進儲物室的文件存放_收集、銷毀  計劃 8月中進行，8底完成  每年更新學校資產表，有助管理 

報價全校音響檢查  計劃 8 月底進行  更新部份的調音器及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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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 8 月底進行  加強監察註銷的情況，不時作出提醒 

 

(三)成就、反思及建議 

總務組各項的總務工作大致如期進行，總務組的工作實在有賴全校老師及職工的協助，才可以得以運作順暢。學校的建設是要配合學校發展、

老師及學生需要而進行優化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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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總務組涉獵的範圍十分廣泛，學校的老師未必是這方面的專長，人手資源的運用較其他工作小組存有限制，這方面仍有待發掘。加上工作

範疇較多，由幾位同事跟進存有一定的困難，希望可以增加小組的成員，加強運作。穩定小組成員也是必須，總務煩瑣的工作，需要持續地

接觸，才可以有效執行。總務組的行政工作，仍需繼續優化，建議擬寫工作指引，方便老師及職員跟進，如獎杯的存放、急救箱、物資的點

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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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成尌、反思及建議 

本學年，學校推廣組致力優化學校網頁、校園壁報內容等，讓本校的學生家長及校外人士獲得本校的最新資料及校園動向，以及透過上

載學生的獲獎消息及學生作品至校網，以表揚學生及提供更多機會讓他們展示學習成果。另外，本學年舉辦了升小一家長網上講座及小

一生活網上體驗日，向幼稚園家長介紹本校的辦學理念及本校學生全方位的學生經歷。同時，下學期出版了三本刊物，以記錄學生的學

習經歷和愉快的校園生活，以及讓更多校外人士能進一步認識本校的辦學特色。 

 

受疫情影響，未能舉辦實體的到校講座或體驗活動，也未能於社區展示學生的作品。因此，建議學校推廣組來年應視乎疫情走勢，嘗詴

逐漸分階段舉辦實體的升小一家長講座、籌辦分批到校的小一生活體驗日及小型開放日等，目的是讓幼稚園家長及學生親身到校遊覽校

園及「玩轉偉倫」。另外，建議來年可考慮重新編訂部分組別的壁報位置及增添樓層的壁報展示空間、於校園外的圍欄新增一至兩幅活

動類海報、製作 30周年特刊、以 Lego 積木牆替換正門的展示板，目的是豐富校園的作品展示、表揚學生的成尌、提升學生對本校的歸

屬感及加強對外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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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全方位學習組周年報告 

 

(一)呼應學校關注事項工作計劃 

關注事項：1. 發展 E-Learning，透過不同電子媒體，促使電子學習成為學生的自主學習。 

          2. 透過多元化的體驗式學習，使學生建立正向價值觀。 

 

本年度目標 
關注

事項 
發展策略 成功準則 成效 建議 

1. 透過不同

電子媒

體，提升

學生自主

學習的興

趣及能

力。 

 

1 1.1 於課後活動新增與

電子學習相關的課

程，例如 STEM 魔術

班、AI及大數據與編

程班等。 

 

1.2 收集課程組及各科

組的建議，於詴後或

暑期活動籌辦或協

辦合適與電子學習

有關活動。 

 

- 70%或以上的學生樂

於參與活動，並提升

學習興趣。 

 

- 全年共舉行兩次與

電子學習有關活動。 

 

 幾項新增課程學費較昂

貴，以及未能舉行實體課

堂，因此只有少許家長替

其子女報名參與活動。由

於人數不足，未能開班。 

 上學期，受學校特別假期

影響，期考後未能籌辦或

協辦與電子學習有關活

動，只能為五年級學生補

辦了一項與 STEM 相關的

活動:Lego WeDo 2.0。 

 下學期期考後，全校各級

均能參與最少一項與 STEM

相關的活動，有助提升學

生對學習的興趣。 

 建議檢視現時的課後活動班

(其他類別)，並繼續舉辦兩至

三項與電子學習相關及較新

穎的課後活動班。 

 來年將舉行 30 周年校慶，建

議只於下學期詴後活動為高

小學生組織一次不同的電子

學習活動。 

2. 為學生提

供多元化

的體驗式

學習，幫

助他們領

略及實踐

正向價

值。 

 

2 2.1 於上學期初安排全

校教育營，讓學生以

體驗式學習正向價

值及加強班級經營

為主題，例如同理

心、包容、自律等，

讓學生以體驗式學

習正向價值。 

 

2.2 舉辦以不同領域的

- 70%或以上的學生樂

於參與活動，並提升

學習興趣。 

 

- 各級學生能參與體

驗式學習日，讓他們

以學習正向價值。 

 

- 全校學生都能參與

最少一項體驗式的

 上學期初所舉辦的全校教

育營，有效讓學生透過各

項體驗式的學習活動，以

加強學生的自信心、責任

感及正向價值等。 

 本學年星光舞台、小學圓

均設實體版及網上版，有

效讓學生發揮所長、提升

自信心及得到肯定，成為

別人的好榜樣，有助學生

 建議來年繼續與校內不同組

別籌辦不同類型的體驗式學

習活動，例如繼續推廣星光舞

台、校園電視台製作正向短

片、安排師生分享正向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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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式學習，包括定

期舉辦星光舞台、小

學圓、音樂會及戲劇

欣賞等，幫助學生實

踐正向價值。 

 

2.3 檢視並新增較新穎

的課後活動班，例如

競技疊杯班、卡通人

物繪畫班、飾物設計

班等。 

學習活動，認識及領

略正向價值。 

領略正向價值。 

 下學期期末為各級籌辦以

正向價值觀為本的詴後活

動，包括 P.1 音樂體驗

日、P.2 運動同樂日、P.3 

Draw All You Can共融合

作畫、P.3 身心健康主題

日、P.4 流體畫及種植體

驗日、P.5 正向 Drama 體

驗日、P.6 緣繩下降及歷

奇活動、P.4-5 師生羽毛

球同樂日及 P.1-5 中華文

化劇場等，有助學生認識

及實踐正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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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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用全方位學習津貼，在

不同課程範疇組織更多

走出課室的多元化體驗

學習活動，讓學生在真實

情境中學習。 

 

1.1 制定全方位學習津貼計劃書及預算。 

 

1.2 撥款給予各科組舉辦課室以外的學習

體驗活動，如外出參觀、話劇欣賞等。 

 

1.3 推動學生的領袖培訓，促進所學知

識，擴開視野，提升自信心。 

 因疫情影響，未能安排外出活

動，故部分項目未能善用全方

位學習津貼計劃的撥款。 

 

 建議各負責老師檢視本

學年的實際開支從而仔

細地作出來年活動預

算。同時，校方將繼續

定期提醒老師跟進科組

預算及實際開支。 

2. 為全校學生籌辦各項課

後活動，培養學生個人興

趣，發掘個人潛能，增廣

見聞，更希望學生透過與

人相處，培養個人的領導

才能，增強個人的判斷能

力。 

2.1 於上學期初，舉行課後活動簡介日，

並鼓勵全校學生多參與校內活動。 

 

2.2 挑選約 50項合適的學術、音樂、體育、

藝術、STEM 等課後活動，培育身心健

康成長，發展學生學習技能，以及發

展學生的人際溝通和社交技巧。 

 

2.3 於下學期尾舉辦綜合表演，展示學生

的學習成果，以及提升學生的自信心。 

 因疫情影響，大部分課後活動

未能舉辦實體課堂，只能舉辦

部分網上課堂，提供機會給學

生發掘個人潛能、培養學生個

人興趣。可惜，未能透過網上

課後活動全面地發展學生的

人際溝通和社交技巧，以及未

有組別能參與下學期期末的

綜合表演。 

 如情況許可，建議逐漸

分階段復辦實體的課後

活動班。 

 建議可刪除較不受歡迎

的課程及新增較合時宜

之課後活動班，培育學

生身心健康成長，發展

其學習技能。 

3. 開辦不同範疇的興趣小

組(逢星期五)，學生可因

應自己的興趣及能力來

參與各項活動。 

 

3.1 於周五興趣小組及日常課後活動安排

不同類型的活動及及訓練課，讓學生

涉獵不同類型的活動，定期監察並作

檢討。 

 

3.2 老師鼓勵及挑選合適的學生參加不同

領域的團隊訓練，提升學生與人溝通

及合作的能力，尤其是小四至小六的

學生。 

 受學校特別假期影響，大大減

少了周五興趣小組的節數。不

過，各組負責老師仍用心準備

課堂活動，讓學生投入活動，

並有助提升學生與人溝通及

合作的能力。 

 來年將舉行 30 周年校

慶，建議周五興趣小組

集中於下學期進行，並

與班級經營或成長課輪

流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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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目標 發展策略 成效 建議 

4. 與各科組協辦各項跑出

課室的活動，讓學生互相

觀摩及提升自信，培養學

生品格及其他共通能力。 

4.1 舉辦星光舞台及小學圓活動，增加學生

之間的交流及展示才藝的機會，每月進

行一次。 

 

4.2 與課程主任及各科主任協商一至六年級

的聯課活動，每學期各級進行一次。 

 

4.3 讓高小學生走到社區，進行考察、服務

等活動，促進知識學習，及培養學生品

格及其他共通能力。 

 星光舞台及小學圓活動均設

實體版及網上版，星光舞台

更增設開動禮。雖然受學校

特別假期影響，但負責老師

仍盡心盡力提供機會及增加

學生之間的交流及展示才藝

的機會。 

 因疫情影響，而未能進行任

何聯課或走到社區活動。 

 建議星光舞台及小學圓

活動繼續保留實體版及

網上版。網上版劃一使

用 Padlet 平台。 

 如情況許可，建議可安

排學生走出社區，進行

考察、服務等活動。 

5. 有效地整理及保存的課

後活動資料。 

5.1 推行「恆常課後活動紀錄表」，讓校內教

師有效地設計及安排全年的活動，以便

監察並定期作檢討。 

 

5.2 有系統地製作、整理及保管收費的課後

活動點名紙，定期監察並作檢討，以及

為未來挑選活動作參考用途。 

 受疫情及學校特別假期影

響，大部分活動的課堂或訓

練大受影響，負責老師較難

恆常地更新「恆常課後活動

紀錄表」，來年有待改進。 

 因大部分活動改以網上 Zoom

形式進行，故本學年主要透

過參與網上課堂作監察，並

填寫網上 Google Drive的課

堂檢視表，有效檢視學生的

學習表現及導師的授課表

現，以作日後挑選服務機構

參考之用。 

 建議保留「恆常課後活

動紀錄表」，以便負責老

師可提前計劃活動及定

期作檢視。全方位學習

組將於上下學期完結前

提醒負責老師更新紀錄

表。 

 如活動以網上形式進

行，將繼續使用網上點

名表及導師簽到表。 

 如活動以實體形式進

行，將回復使用實體點

名表及導師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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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成尌、反思及建議 

本學年全方位學習組有效地為全校學生籌辦及協辦了許多不同種類的體驗活動、課後活動及詴後活動，不論是以網上或實體的形式，目

的是培養學生個人興趣，發掘個人潛能、加強學生的自信心、責任感及正向價值等。另外，透過星光舞台及小學圓提供平台供學生展示

所能，以及有效增加學生之間的交流、促進學生自主學習的興趣及培養個人的領導才能。 

 

受疫情影響，大部分課後活動未能舉辦實體課堂及未能進行任何聯課或走到社區活動。由於學生未能進行校外考察、服務等活動，因此

本學期未能全面地提升學生其他的共通能力，或發展學生的人際溝通和社交技巧。 

 

建議全方位學習組來年繼續與校內不同組別籌辦不同類型的體驗式學習活動，例如繼續舉行全校教育營、詴後活動、推廣星光舞台及小

學圓、由校園電視台製作正向短片、安排師生分享正向圖書等。另外，建議刪除較不受歡迎的課程及新增較合時宜之課後活動班。如疫

情情況許可，也建議逐漸分階段復辦實體的課後活動班，目的是培育學生身心健康成長，發展其學習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