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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訓育 

1. 目標 

1.1 培養學生能自重、自律、負責任和自愛；鼓勵學生效法基督，有樂於助人、
關懷他人及尊重別人的精神。 

1.2 建立全校綱紀，致力維持良好的校風。 

1.3 透過不同的訓育活動，以教育方式及獎懲措施來預防學生有違規的行為。 

1.4 與校內學生輔導主任合作，實行訓輔合一，使學生在德育、公民教育、健環
教育、國民教育等各方面有豐富的認識，達致全人教育；並特別協助行為或
情緒有問題的學生，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以便適應學校群體生活。 

1.5 加強學校與家庭的聯繫，幫助學生健康成長。 

1.6  培養學生有正確的人生觀及價值觀。 
 

2.  現況 

2.1  強處 

2.1.1  由一九八八年九月創校，本校一貫藉愛心培育學生，讓他們能愉快地
學習。 

2.1.2  師生關係和諧，老師主動關懷學生。 

2.1.3  校方極力支持訓育組所推行之各項計劃，令工作進行順利。 

2.1.4  校方推行獎勵計劃，學生積極參與，培養良好品德。 

2.1.5  學生輔導組老師及輔導主任與本組衷誠合作，共同推動各項活動。 

2.1.6  大部分家長能與老師合作，共同關懷及督促其子女學習。 

2.1.7  本校設有訓育小組及輔導小組，讓老師參與訓輔工作，對策劃、推行
及評估活動有莫大幫助。 

2.1.8  服務生樂於接受訓練，熱誠為同學服務，具有責任感。 

2.1.9  學校關注事項二的三年計劃「發展多元智能，規劃積極人生」，訓育
組均積極協助推行。 

2.2  弱點 

2.2.1 課程緊迫，老師工作繁重，且要兼顧學生個別的品德問題，難免未致
盡善。 

2.2.2 部分雙職父母與單親家庭影響學生的行為表現。 

2.2.3 部分家長溺愛子女，凡事為其代勞，不明白家庭生活與群體生活有不
同，使學生欠缺自律能力。 

 
3.  本年度工作目標 

3.1  訓練集隊及課室秩序，培養學生自律精神。 

3.2  培養學生有良好的待人及處事態度。 

3.3  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 

3.4  提醒學生遵守校規，有錯必要改，努力向上。 

3.5  著重風紀及服務生的培訓，培養學生服務他人的精神。 

3.6  推行各項獎勵計劃，鼓勵學生積極進取。 

3.7  舉行多項活動，有效地發揮學生各方面的潛能。 

3.8  加強營造班風，加強各班的團結及歸屬感。 

3.9  與輔導組、健康教育組及課程發展統籌組合作，推行各類校本德育及國民教
育活動。 

 
4.  執行計劃 

4.1  常規訓話 

4.1.1 老師透過班主任課、早禱和週會或日常生活所發生的事，隨時提醒學
生應守的規則。 

4.1.2  老師每日訓示學生應有的基本禮貌及公民意識；亦定下每月的訓育中
心，藉以培育學生的正確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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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校長、主任及老師常作時事分析，使學生能提高警覺及應變能力。 

4.2  獎懲辦法 

4.2.1 老師因應學生的行為表現，記予優點/小功/大功/缺點/小過/大過，以
示獎懲。 

4.2.2 若學生在品德方面有超卓的表現或有明顯的進步，會被提名參加各有
關機構舉辦的獎勵計劃。 

4.2.3  風紀服務表現優良及熱心服務者，都記予優點，以示獎勵。 

4.3  校本計劃 

4.3.1 本年度活動的中心著重多元智能發展，讓學生在個人、待人和社區方
面發掘自己潛在的能力，盡量發揮所長，並清楚自己的強弱點，對人
對事要負責，更能在逆境中肯定生命的可貴，培養正確的人生觀。 

4.3.2  本校將與「方樹泉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合辦「風紀訓練班」，為期
四次，每次作一小時半的訓練，讓學生掌握做風紀的技巧，建立責任
感及自我肯定，同時提升他們在領導、溝通及處理突發事件方面的應
變能力。  

  

5.  預計困難 

5.1  課程緊迫，老師工作繁重，對於推行品德教育和跟進工作，會感困難。 

5.2  部份家長過份維護及相信其子弟的說話，引致老師與家長溝通時遇上困難。 

 

6.  評估 

6.1  觀察老師及學生在活動的參與程度及反應，評估活動的成效。 

6.2  有需要時舉行訓育組小組會議，隨時對訓育活動及學生行為作評估及改善。 

6.3  每學期統計獎懲紀錄，檢討學生行為表現。 

6.4  各老師填寫全年訓育活動評估表，以作下年度訓育活動的增刪指標。 

  

7.  執行小組 

  組長: 黃佩玲主任、朱賢賢主任 

  組員: 訓育組老師及全體老師 

 

8.  財政預算 

班長、值日生名牌、哨子、風紀文件夾         $3,000 
 訓育活動（比賽、講座、教育劇、獎勵風紀）及獎品  $5,000 
 德育及公民教育學生紀錄小冊子及獎品    $3,000 
 德育及公民教育校本課程及講座費用           $3,000 
 五年級服務學習活動（包括車費及送贈禮物費）  $4,000 
 國民教育活動（活動材料及講座費用）    $2,000 
 佈置展板及牆壁費用                          $2,000 

                                             合計 $22,000 
 

(二) 學生輔導 

1.  目標 

1.1  促進全校教職員參與輔導，共同建構關愛互助、持續協助學生發展其潛能
及鼓勵和培養他們為自己訂立目標，使之步向積極的人生。 

1.2  透過面談及講座，讓家長更瞭解學生的需要，有效地協助學生全面成長。 

1.3  有系統地配合訓育中心而推行德育及公民教育課，培養學生認識自己的才
能及為自己的生活訂立具體的目標和實踐的步驟，好讓學生能盡展才華，
提升他們的成功感及從少培養有規劃及負責任的人生。 

1.4  透過個案及小組跟進，協助個別有學習困難、情緒問題或行為偏差的學生。 

1.5  透過學校的資訊科技發展，將輔導資訊有效率地傳送給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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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有需要時，可透過「關愛熱線」、面談或「陽光家訪」等，加強家校聯繫、
合作和支援。 

1.7  協助學生面對學業、情緒或行為方面的問題：為學生提供小組輔導，協助
他們面對成長中所遇到的疑難；盡早識別高危學生，與相關的專業人士，
如教育心理學家等提供適切的輔導。 

1.8  處理及跟進緊急個案，與家長、同儕和社群協作，有需要時，協助轉介或
聯絡校外專業人士，為學生提供支援服務。 

1.9 協助學校建立評估和監察輔導工作的機制，評估和監察各項學生輔導服務
的推行、資源運用和成效。 

 

2.  現況 

 2.1 強處 

2.1.1  校方對於推行輔導活動採取積極及支持的態度。 

2.1.2  本校學生活潑好動，對集體活動感興趣。 

2.1.3  大部份學生在操行方面均有良好的表現。 

2.1.4  本校師生以建立關愛文化為目標，能培養學生互助互愛及樂於服務
社群等良好品德。 

2.1.5  學生輔導組能與各科組衷誠合作，共同推行各項預防性及發展性活
動。 

2.1.6 學校附近社區資源充足，而且社區服務機構能衷誠與學校合作，提
供適切的輔導資源。 

2.1.7  本校設有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服務，有助協助輔導組策劃及推行適切
的輔導活動，以支援學生、家長及教師。 

2.1.8  大部份家長均願意與校方合作，互相配合，輔助子女成長。 

2.1.9  學生均願意獻出關懷為學校服務及扶助幼小。 

2.1.10 大部份學生均願意參與輔導活動。 

2.1.11 本校向教育局申請「學習支援津貼」，有助提昇對有學習困難的學
生和家長的支援。 

2.2  弱點 
2.2.1  部份家庭成員欠缺妥善及一致的管教方法，因而影響學生的行為表

現和自律能力。 
2.2.2  部份學生家庭背景複雜，缺乏父母照顧及關懷，引致情緒上及行為上

出現偏差。 
2.2.3  有少部份學生屬特殊教育需要，他們在學習、行為及情緒上都有顯

著的困難。 
2.2.4  部份學生欠缺妥善的學習技巧，以致在學習上欠缺自信心。 
2.2.5  外間部份傳媒、網站及刊物常渲染不健康的內容，容易影響學生的

思想和行為。 
 

3. 本年度工作重點 

3.1 配合本年度關注事項二―「持續發揮潛能，做個 SMART 奉基人」。將會透
過一連串活動，讓學生進一步了解發展自我潛能的方向和目標，並培養他
們習慣為自己訂立具體的目標，努力實踐其目標，好讓學生能盡展才華，
提升他們成功感及從少培養有規劃及負責任的人生。 

3.2 透過舉行各類型輔導活動，以輔助學生身心健康的發展及發揮學生自我的
潛能。 

3.3 推行「成長的天空」(小學) 計劃，提昇學生的抗逆能力，並建立校園抗逆
文化的氣氛。 

3.4 配合訓育中心及講座等，完善德育及公民教育課(成長課)，以助切實地推

行全面性全人教育。 

3.5 為有學習差異的學生提供適切的個別輔導計劃。 

3.6  與老師共同商討處理有情緒、行為及學習問題的學生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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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與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校本言語治療師、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輔導暨

研究中心、生活教育活動計劃、香港青年協會醫院管理局「兒情」計劃及

資深家長教育講員等按著學生需要，為家長進行適切培訓及支援，以提升

家長管教孩子的效能和信心，成就良好的家校合作伙伴，共同培育孩子健

康成長。 

 

4.  執行計劃 

4.1  學生輔導服務 

因有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服務，輔導教師能有較多時間與教育心理學家、教
師及家長緊密合作，按學生的個別需要而提供適切和完善的個別輔導服
務。 

4.2 「學校本位輔導方式」活動 

配合本年度關注事項訂定本年度的活動：包括按持續「發揮潛能，做個
SMART 奉基人」而設計的活動小冊子和一連串體驗和實踐活動。 

4.3  繼續透過推行「奉基銀行」儲蓄積分獎償計劃，和透過問卷了解學生喜好的
禮物，進一步鼓勵和獎償學生的積極和自我求進步的表現。   

4.4  預防性及發展性活動 

與香港青年協會、家計會、路德會、協康會、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黛安
芬國際(香港)有限公司、法國賽諾菲-安萬特集團等及香港聖公宗小學監理
委員會屬校輔導主任聯合舉辦預防性及發展性活動： 

4.3.1 「我愛青春期」講座 

4.3.2 快樂共融 共聚午餐 

4.3.3 「成長的天空」 (小四) 輔助小組 

4.3.4 「成長的天空」(小五)、(小六)強化活動小組 

4.3.5 「保護自己」小一學生講座 

4.3.6  奉基優質服務大使 

4.3.7  奉基愛心點唱站 

4.3.8  P5 女生講座( 衞生講座/保持外型體態美等) 

4.3.9  「秘密愛心小天使」計劃 

4.3.10  小一家長會 

4.3.11  協助推行風紀隊員訓練班 

4.3.12  P6 升中講座 

4.3.13  家長工作坊及親子活動 

4.3.14  「奉基銀行」儲蓄積分獎償計劃 

4.3.15  「今日我生日」活動 

4.3.16  協助推行小五「義工服務學習」活動。 

4.3.17  推動學生參與社區服務或捐款活動，如小母牛舉辦的「讀捐樂」活
動、「愛心利是日」、「玩具回收大行動」等 

4.3.18  在考試前三星期，派發「温習小建議」予學生。 

4.3.19  「奉基共你破逆境」活動 

4.3.20  「好人好事表揚」活動 

4.4  推行成長課 (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 

4.4.1  P1—P3 採用「成長列車」教材套進行成長課。  

4.4.2  P4—P6 則選用「成長的天空」發展課程為成長課之教材，並配以
適合該年級需要的補充教材。 

4.4.3  配合學生成長需要，將以講座、工作坊及每月德育中心短講作為補
足全面的成長課。 

4.4.4  強調成長教育的重要，鼓勵學生出席每次課堂。 

4.4.5  大部分由班主任老師負責施教，其中有些課節將安排學生輔導主任參
與任教/舉行相關性的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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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家庭與學校聯繫活動 

4.5.1  在進行校本輔導活動期間，邀請家長聯手合作，以致活動更有效地進
行。 

4.5.2  與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校本言語治療師、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

輔導暨研究中心、生活教育活動計劃、香港青年協會醫院管理局「兒

情」計劃及資深家長教育講員等按著學生需要，為家長進行適切培

訓及支援，以提升家長管教孩子的效能和信心，成就良好的家校合

作伙伴，共同培育孩子好好成長。 

4.5.3  協助家長教師會舉辦家長興趣小組及親子活動。 

4.5.4  派發家長輔導資源小冊子。 

4.6  教師發展/培訓活動 

4.6.1  與教師分享輔導資源。 

4.6.2  與老師商討學生問題及改善方法。 

 

5.  預計困難 

5.1  在舉行各項輔導活動期間，可能會遇到突發情況而有所變動或未能預期進
行。 

5.2  部份家長工作繁忙，未能適切配合輔導子女工作。 

5.3  學生參與課外活動較多，在安排輔導活動上需要調適配合。 

   

6. 財政預算 

配合關注事項二所推行體驗日活動          $ 50,000 

親子活動及家長工作坊                    $ 40,000 

風紀訓練班                              $  3,600 

學生講座費用                      $  5,000 

「今日我生日」襟章                      $  2,000 

獎品及禮物                    $  2,500   

宣傳及壁報               $   800 

合計 $103,900 

 

7.  評估 

7.1  以觀察、口頭訪問、APASO結果、問卷調查家長、學生及老師對活動的意
見，評估是否達到活動的目的。 

7.2  透過行政議會及小組議會檢討各項輔導活動進行之情況。 

 

8.  執行小組 

組長： 黃佩玲主任 

組員： 輔導組老師及全體老師 
 
 
 

(三) 學生健康服務 

1.  目標 

1.1  促進學童的身心健康發展，讓他們在體能及心智各方面健康成長，使他們
可發揮學習潛能。 

1.2  根據學童在不同成長階段的需要而提供促進健康及預防疾病為主的免費
綜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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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現況 

本校由 1995年度起已參加學生保健服務，整體而言，此項服務普遍得到學生及

家長的支持，而每年之參加人數均達到 90%以上。  

 

3.  執行計劃 

3.1  校方收到衞生署來信後，派工友於辦公時間內領取家長信、家長同意書、
家長須知及參加表格。 

3.2  校方於九月初派發3.1所載之文件給全校家長。 
3.3  收回表格 (包括參加和不參加者) ，並由班主任檢查各項資料是否正確，

再交主任覆核。 
3.4  於限期前交回以下文件給衞生署：[全校學生之申請表格(包括參加與不參

加者)]、[參加學生健康服務一覽表]及[校曆表]。 

 

4.  預計困難 

家長填寫表格上之資料不齊全及錯誤，以致教師核對需時，工作進度因此而受
影響。 

 

5.  執行小組 

   組長：林燕燕主任 

   組員：全體班主任 

 

(四)  學童牙科保健 

1. 目標 

1.1  為學生提供牙科保健服務。 

1.2  培養學童保持口腔清潔的良好習慣，及早預防牙患。 

 

2. 現況 

學生在假期依指定時間由家長陪同前往牙科中心檢查牙齒。 

 

3. 本年度工作目標：向學生作進一步推廣，鼓勵他們參與此項保健計劃。 

 

4. 執行計劃 

4.1  校方於暑假期間接獲衞生署發出之牙科保健通告。 
4.2  於指定時間派工友往牙科中心領取「申請表格」。 
4.3  九月初，校方發出「家長通告」，列明此項計劃之收費。 
4.4  班主任收回通告，預計參加人數。 
4.5  派發「申請表格」予學生。 
4.6  班主任收回申請表及費用，並核實家長簽署及各項有關資料。 
4.7  班主任將按參加者姓名的英文字母次序排列名單，並將名單及申請表交事

務主任跟進。 
4.8  事務主任核實各項有關資料後將一切有關文件交回牙科中心。 

4.8.1 全校參加人數總表 

4.8.2 各班參加學生名單 

4.8.3 申請表格 

4.8.4 校曆表兩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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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預計困難 

家長填寫「申請表格」時，如資料欠齊全，教師核對表格時需花時跟進。 
 

6. 評估 

   根據參加此項計劃的人數增減，以評估此項服務受家長及學生歡迎的程度。 
 

7. 執行小組 

       組長：林燕燕主任  
 組員：全體班主任 

 

(五)  午膳供應及小食部 

1. 目標 
1.1  為學童選擇合適的午膳供應商，提供營養豐富的飯盒。 
1.2  妥善安排整體午膳運作程序。 
1.3  小食部能提供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及飲料。 

     
2. 現況 

2.1  本校由2001年度開始轉為全日制小學，學生須在校用膳。 
2.2  學校並無大面積的地方作學生飯堂之用，學生需在課室用膳。 
2.3 為讓學生每天進食新鮮蔬菜，午膳供應商於2010年購買一部烚菜機，每早

送餐前才烚菜入盒，保持蔬菜新鮮美味。 
 

3. 本年度工作目標 
3.1 學生午膳程序運作順暢。 
3.2 供應商能提升飯餐之營養、衞生及味道等質素。 
3.2 小食部能提供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及飲料。 
3.4 供應商能以健康及環保原則預備學生飯盒。 

 
4. 執行計劃 

4.1  於每月中旬發放下月餐單、訂購表放入公文袋內， 由班主任派發。 
4.2  學生須於指定時間內填妥訂購表，餐單連同收據交回班主任。 
4.3  午膳供應商於午膳前15分鐘備妥同學訂購之飯盒，並置於各課室外。 
4.4  午膳供應商負責分派及收回同學用後之飯盒。 
4.5 午膳供應商遣派員工協助一、二年級學生用膳。 
4.6 設立「午膳監察小組」，邀請全校員工及家長加入，參與試食，以監管食

物質素。 
4.7 邀請家長義工協助照顧學生用膳。 

 
5. 預計困難 

5.1  需要較多員工協助低年級同學用膳。 
5.2  部分家長遲交回訂餐資料或訂餐資料不齊全，要額外花時間跟進。 
5.3  市面上之環保餐盒質素參差，質量較好之環保餐盒價錢較昂貴，而且來貨

量不穩；回收清洗再用之飯盒在清潔衞生方面較難監察。 
 

6. 評估 

收集家長、老師及同學意見作為未來改善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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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執行小組 

組長：林燕燕主任  
組員：全體老師 
 
 

 (六) 學童防疫注射 

甲. 學童防疫注射 

1.  目標 

1.1  為了預防傳染病，衞生署每年都定期到校為學生提供防疫注射。 
1.2  鼓勵學生接受衞生署提供的免費防疫注射。 
1.3  接受防疫注射，使學生有良好的健康，對疾病有足夠的免疫能力。 
1.4  讓學生明白預防勝於治療的重要性。 

 
2.  現況 

衞生署提供的免費防疫注射服務甚受家長歡迎，學生踴躍參加。 
 

3.  執行計劃 

3.1  校方接獲衞生署來函通知有關防疫注射事宜及注射日期；如校方認為日期
不合適，則會盡快與衞生署接洽，另約日期。 

3.2  學校派工友於辦公時間內前往衞生署取家長信、同意書及宣傳單張。 
3.3  班主任把上述文件派發給學生家長。 
3.4  班主任收集學童的注射紀錄卡正本，以方便醫護人員查閱及將最新的注射

紀錄填在紀錄卡上。 
3.5  收回家長已簽署的防疫注射同意書，並核對有關資料。 
3.6  班主任要準備該班名單一份 (列出參加者及不參加者)，並依學號整理注

射紀錄卡。 
3.7  注射前夕，校方會提醒學生，如感到身體不適，不宜接受注射時，要由家

長用書面通知校方，再轉交衞生署注射員處理。 
3.8  注射當日，校方會安排防疫注射地點及所需物資，並由事務主任、隨堂老

師、家長義工和數位工友協助工作。 
3.9  將各班學生名單、所有同意書 (包括不接受注射)、學生注射紀錄卡一併

交予注射員。 
3.10 每班學生由隨堂老師帶領(一年級學生由班主任帶領)，安靜地步往禮堂。 
3.11 學生依學號排隊，依次接受注射。 
3.12 注射完畢後，注射紀錄卡會交回家長保存，並向家長發出「發還學生注射

紀錄」通告。 
3.13 跟進未接受注射之學生。 
3.14 收妥各班學生名單副本 (包括同意及不同意接受注射者) 及「發還學生注

射紀錄」回條存檔。 
 
4.  預計困難 

4.1  小部份同學沒法提交注射紀錄卡正本，家長需要親身前往健康院補領。 
4.2 防疫注射當日之場地、人手及管理秩序方面需要適當的安排及調配。 

 

5.  執行小組： 

   組長：林燕燕主任 
   組員：全體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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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預防傳染病在校園擴散 

1. 目標 
1.1  預防傳染病在校園擴散。 

1.2  讓學生認識預防傳染病的重要性。 

1.3  為學生提供一個清潔衞生之學習環境。 
2. 現況 

學校定期為學生舉辦預防傳染病活動，如教育講座和展覽，灌輸學生注重個人
衞生及預防傳染病的意識，每天消毒校舍，如有需要並邀請家長義工參與防疫
工作。 

 
3. 執行程序 

3.1  制定預防機制，安排運作程序。 
3.2  繼續執行防疫措施，以預防傳染病在校園擴散。 
3.3  定期進行滅蚊工作，以預防「登革熱」及「日本腦炎」。 
3.4  密切留意其他傳染病之發展情況，如「紅眼症」、「水痘」、「手足口病」、「諾

沃克類病毒」等，安排有關教育講座和展覽，及派發資料單張。 
3.5  防疫工作須持之以恆，長期執行，令學生自小培養良好個人衞生習慣。 

 
4. 預計困難 

4.1  家長未有替子女預備足夠之個人衞生清潔用品。 
4.2  家長擔心子女缺課會影響學業，要求子女患病時仍勉強上學。 
4.3  家長對傳染病認識不足，警覺性較低。 
4.4  防疫工作開支龐大，如教育局沒有增撥資源，防疫工作質素可能會因此而

下降。 
 

5. 執行小組 
組長：林燕燕主任 

       組員：全體員工 
 

(七)  書簿／車船津貼 

1.  目標 

為有需要之學生提供車船、書簿津貼、上網費津貼。 
 
2.  現況 

2.1  透過「學校通告」及「填表指引」幫助家長填寫申請表格。 

2.2  去年成功申請人數約220人。 

  

3.  執行程序 

3.1  向老師解釋申請手續、處理程序及須知事項。 

3.2  五月中旬第一次派發申請書簿/車船津貼通告﹙全校﹚。 

3.3  統計申請人數，然後派發申請表格 A及填表說明書給家長。 

3.4  曾獲書簿津貼之學生，學生資助辦事處已直接將表格 B及表格 R 寄到申請
人家中，於新學年開始時，學生須將資格證明書交回學校。 

3.5  九月初，學校第二次派發通告，通知家長將資格證明書盡快交回學校。 

3.6 班主任將該班所有資格證明書交給學生書簿津貼統籌。 

3.7 由統籌核對資格證明書內各項資料。 

3.8  統籌員整理所有資格證明書後，填寫申請匯報表及酌情批准匯報表，然後
交校長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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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九月中，學校將所有有關資料遞交學生資助辦事處。 

3.10 為方便申請人查詢，學校會備份申請學生之紀錄。 

 

4.  預計困難 

部分家長遲交回文件或填寫資料不齊全，要額外花時間跟進。 

 

5. 執行小組 

     組    長：林燕燕主任 
     統籌老師：陳克誠老師 

組    員：全體班主任    

 

(八)  課室圖書館 

1. 目標 

培養學生閱讀興趣、增進語文能力、認識一些閱讀守則及基本圖書館使用技能。 

 

2.  現況 

2.1 強處 

2.1.1 由圖書館主任負責課室圖書館統籌工作。 

2.1.2 課室圖書館計劃涵蓋中文廣泛閱讀計劃、英文廣泛閱讀計劃及課室
圖書館三類圖書，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閱讀素材，全面提升學生的
閱讀興趣及能力。 

2.1.3  圖書管理辦法： 

2.1.3.1  各班的中文廣泛閱讀計劃、英文廣泛閱讀計劃及課室圖書
館圖書(中、英)存放於圖書袋內供學生借用。 

2.1.3.2  學生可於隔周的圖書課，由圖書館主任指導下借還圖書袋。 

2.1.3.3 新圖書處理辦法：本年度按校方行政安排撥款。撥款後，
由班主任協助提供書目，圖書館主任負責選購圖書。圖書
送抵後，放置中央圖書館內供學生借閱。 

2.1.3.4 為鼓勵同學閱讀及培養同學自學的習慣，課室圖書館(圖書
櫃內)的圖書已全面開放予同學閱讀，同學可於小息時段自
由地閱讀圖書。 

2.1.4 圖書館活動 (圖書館基本訓練及趣味性輔助活動) 

2.1.4.1  為使同學能充份利用課室圖書館資源及從閱讀中獲得最大
裨益，圖書館主任會編排一些閱讀輔助課程及活動予同
學，以提高學生的閱讀興趣。 

2.1.4.2  圖書館主任會編印活動習作給一至六年級同學，指導他們
完成；圖書館主任定期檢查及批閱習作。 

2.1.4.3  各類圖書活動的工作包括： 

        2.1.4.3.1. 圖書基本技能訓練工作紙 

        2.1.4.3.2. 提升閱讀興趣工作紙             

2.1.4.4  各類工作紙均有計劃及系統地編排，且配合各級程度及需
要。 

2.2  弱點 

學生對愛護圖書意識尚有不足，致失書情況時有發生，故需加強學生在此
方面的公德心。 

 

3.  本年度工作目標： 

3.1  教導低年級學生如何正確使用圖書袋。 

3.2  培養學生閱讀課外書籍的興趣及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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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增進學生的課外知識。 

3.4  加強學生的語文能力。 

3.5 訓練學生運用圖書館的基本技能。 

3.6  培養學生愛護書籍的態度。 

 

4.  執行計劃： 

4.1  訂購圖書。 

4.2  購置圖書袋。 

4.3  修訂各級圖書工作紙。 

4.4  鼓勵學生閱讀課外書及參加公共圖書館「兒童及青少年閱讀獎勵計劃」。 

4.5  為學生辦理公共圖書館借書證。 

4.6  鼓勵各級學生善用政府資源，多往公共圖書館借閱圖書。 

4.7  聯絡書商於本校舉辦全校性書展。 

4.8 與課程發展主任定期檢討，改善學生閱讀態度及提升閱讀能力的方法。 

4.9 配合「健康學校」計劃，於工作紙內加入相關的主題閱讀。 

 

5.  預計困難： 

5.1  學生年紀較小，需由家長帶往公共圖書館，才能成功辦理公共圖書館借書
證。 

5.2  集體申請公共圖書館借書證需時，阻礙學生借閱書籍。 

5.3  課室圖書課時間緊迫(隔週只有一節)，對學生在課堂上閱讀帶來困難，故
會加強鼓勵學生借書回家閱讀。 

 

6.  財政預算： 

添置各班課室圖書          $ 3 ,000 

各項活動獎品        $ 2 ,400 

                                合計 $ 5 ,400 

 

7.  評估： 

7.1  透過圖書基本技能訓練的工作紙，考查學生能否掌握運用圖書館的基本技
能。 

7.2  觀察學生在圖書課的表現，考查學生對閱讀守則的認識及閱讀態度。 

7.3  觀察及考查學生的閱書數量及類別。  

 

8.  執行小組： 

組長：唐祖堯老師 

組員：全體班主任 

 

(九)  教具組 
1.  目標 

1.1  有系統地編排、存取各種教具。 
1.2  基於學校的空間有限，把殘舊、不合時宜之教具報銷後棄掉。 

 
2.  現況 

2.1  學校可用之空間有限，形成存放地方不夠應用。 
2.2  教具冊已存放於教員室書櫃內，亦另存檔案於學校內聯網常務組資料夾

中，方便老師透過電腦搜尋及儲存所需資料。 
 
3.  本年度工作目標 

3.1  整理和棄置殘舊的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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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善用教具室空間，保持環境整潔。 
3.3  重新修訂各科教具表。 

 
4.  執行計劃 

4.1  經常檢查、維修及添置教具。 
4.2  加強教具之管理，提醒員工使用教具後之處理方法。 
4.3  經常留意對教學上有幫助之資訊，提供教師參考。 
4.4  與教師緊密聯繫，了解他們在教學上的實際需要。 
4.5  鼓勵及安排教師參予有關使用各種器材或教具之課程。 

 
5.  預計困難 

5.1  教具室空間有限，教具擺放擠迫。 
5.2  教員室空間有限，很多常用之教具及參考資料無法放置教員室內。 
5.3  員工使用教具後未有將教具擺放好。 

   
6. 評估 
校內之各項設施如能妥善和有效能地使用，學生必獲益良多。 

 
7. 執行小組 
   組長：黃健明主任 
   組員：全體員工 

 

(十) 視聽器材 

1. 目標 

1.1 協助老師及校務處職員正確操作視聽器材作教學用途，以達到本年度
三大關注項目之一的「優化課堂教學，提升學習效能」之效果。 

1.2 有系統地編排及存放各種視聽器材，以便老師取用。 

1.3 把殘舊及不適用的器材報銷及棄掉，以善用校舍空間。 

1.4 購置適用的器材以配合學與教的新趨勢。 

 

2. 現況 

2.1 各班課室已安裝電腦、實物投影機、投射器、白幕及白板等教學器材，
供各科老師使用。 

2.2 直播系統運作效果良好，有助教學。 

2.3 校園已安裝無線上網系統，供全校使用。 

 

3. 本年度工作目標 

3.1 購置適用的器材以配合學與教的新趨勢。 

3.2 協助及鼓勵老師運用已有的器材。 

3.3 經常留意有助教學之高科技產品，供教師參考。 

 

4. 執行計劃 

4.1  經常檢查、維修及添置器材。 

4.2  協助教師使用器材及了解使用的方法。 

4.3  與教師緊密聯繫，了解他們在教學上的實際需要。 

4.4  鼓勵及安排教師參與有關使用各種器材之課程。 

 

5.  預計困難 

5.1 部份器材因為折舊，需進行維修及重新添置。 

5.2 資源有限，部份器材有待添置。 



 

2014-2015 年度學校周年計劃                                                               頁 14 

6.  財政預算   

添置器材       $ 60,000 
   維修及保養       $ 50,000 

        合計： $110,000 
 

7.  評估   

7.1 校內之各項設施使用率高，學生獲益良多。 

7.2  維修器材之效率有所提高，以減少對教學造成之影響。 

 

8.  執行小組 

組長：黃健明主任 

組員：全體老師 

 

(十一) 校舍維修 

1. 目標  
1.1 為學生提供一個整潔的學習環境。 
1.2 為老師提供一個舒適的教學環境。 

 
2. 現況 

2.1 強處： 
2.1.1 校舍大，學生有充足的活動空間。 
2.1.2 校齡雖然已有 25 年，但校舍維修保養得宜，整體環境佳。 
2.1.3 全校安裝空調，上課環境舒適。 
 

2.2 弱處： 
2.2.1 校舍有部份裝修開始老化。 
2.2.2 校舍設施因使用頻密，容易引致損壞而需要更換。 

 
3. 本年度工作目標 

3.1 督促及監察有關緊急維修工作 
3.2 完成本年度學校校舍大修工程 
3.3 保持冷氣機運作正常以提供舒適的學習環境 
3.4 更換全校學生厠所水龍頭及尿兜 
3.5 重油全校校舍外牆牆壁 
3.6 更換禮堂風扇 
3.7 更換禮堂抽氣扇 
3.8 更換全校校舍走廊及樓梯光管 
3.9 更換一樓至六樓的走廊鐵欄杆 
3.10 地下學生活動廣場加裝風扇 
3.11 每個厠所加兩把風扇 
3.12 重鋪地下詢問處及大門門外地磚 
3.13 更換舊翼校舍一樓至天台電掣為防水電掣 
3.14 更換舊翼及新翼校舍地下至六樓消防喉轆木門及金屬門 
 

4. 執行計劃 
4.1 維修工作必須清楚記錄在「維修紀錄簿」內。 
4.2 根據維修託錄簿資料，督促校務處職員跟進維修工作。 
4.3 填報每年「校舍修葺工程預算」。 
4.4 安排並跟進建築署工程人員到校進行校舍維修。 
4.5 安排每年清洗冷氣機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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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預計困難 
5.1 維修工作項目繁瑣，人手稍嫌不足。 
5.2 部份複雜的工程，很難即時處理。 
5.3 學校財政有限，需分階段更換學校設備及校具。 
 

6. 財政預算 
   維修及保養工程    $ 60,000 
急修工程     $ 60,000  

        合計 $120,000 
 
7.  評估 

7.1 定期檢討維修工作的進行。 

7.2 檢討維修工程有否影響各項教學活動的正常運作。 

7.3  檢討維修工程有否對在校師生的安全構成威脅。 

 

8. 執行小組 

組長：黃健明主任 

組員：邵寶貞姑娘、陳淑貞書記及全體工友 

 

(十二) 校具更新 

1. 目標 

1.1 定時把破舊的校具報銷後棄掉。 

1.2 根據各科組的需要添置校具。 

1.3 延長校具的使用壽命。 

1.4 有系統地編排各種校具紀錄。 

 

2. 現況 

2.1 強處： 

2.1.1 校具齊備，老師使用方便。 

2.2 弱處： 

2.2.1 學校資源有限，在更換或添置校具時需分階段進行。 

2.2.2 部份校具折舊情況嚴重 

   

3. 本年度工作目標  

3.1 把破舊校具報銷及棄掉。 

3.2 更換地下殘舊的展示板。 

 

4. 執行計劃 

4.1 有破舊校具時向會計書記報銷後棄掉。 

4.2 按需要更換新校具。 

4.3 按校方及各科組主任要求添置新校具。 

4.4 指派負責書記進行購置校具時所需的招標程序。 

 

5. 預計困難 

學校資源有限，須分階段更換所有破舊校具。 

 

6. 財政預算 

添置校具                      $ 35,000  

        合計 $ 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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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評估 

    學期中及期末分別兩次檢討校具使用的情況。 

 

8. 執行小組 
組長：黃健明主任 
組員：陳淑貞書記及全體工友 
 

(十三) 學生用書、補充練習、簿冊及教師用書 

1. 目標 

1.1 提供合適的學生用書及補充練習讓校方選用，以提高學與教的效果。 

1.2 安排書商到校售賣學生用書。 

1.3 聯絡書商到校售賣視聽教材、輔助學習光碟及補充教材。 

1.4 提供合適的簿冊，讓學生更有效地學習。 

1.5 回收舊教師用書，循環再用，減少向書商索取教師用書數量。 

 

2. 現況 

2.1 強處 

2.1.1 學生用書由書商提供，學生透過學校代購用書均有折扣優惠。 

2.1.2 校方安排書商到校直接售賣學生用書，減輕家長舟車之苦及負
擔。  

2.1.3 老師及書記無須再處理「書簿及文具收入報表」及收條簿，減
省了不必要的文書工作。 

2.1.4 書商接受學生按需要購買部份課本，更加方便家長，又能物盡
其用，支持環保。 

2.1.5 學生家長是否選擇透過學校安排購買書籍，絕對自由。 

2.1.6 學生用簿由「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委員會有限公司」統籌
辦理，大部份質素不俗，有助學生學習。 

2.1.7 回收舊教師用書，循環再用，減少浪費，更能貫徹「綠色學校」
的精神。 

 

2.2 弱處 

2.1.1 部份簿冊質量稍差，較難即時跟進。 

2.2.2 本年度更換新書商及簿商，所以合作需要時間磨合。 

2.2.3  回收舊教師用書及使用舊教師用書為老師帶來些微不便。 

2.2.4 回收舊教師用書的工作繁瑣，而且須要更多空間儲存。 

2.2.5 到校售賣視聽教材、輔助學習光碟及補充教材對課堂造成些微
滋擾。 

 

3. 本年度工作目標 

3.1 學生能在正式上課前收妥訂購的書簿。 

3.2 上、下學期分科會議前，教師能取得該學期所需用的教師用書。 

3.3 監察簿商提供簿冊之質素。  

3.4 安排於學期初到校售賣視聽教材及輔助學習光碟。 

 

4. 執行計劃 
4.1 書商代印各級書單，到校後由校方派發給學生。 
4.2 於校方特定之日期，同學帶同書單及款項直接交書商辦理，並領取課

本。 
4.3 設一天補賣日以方便家長。 
4.4 跟進欠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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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與書商於每次售賣課本後進行檢討。 
4.6 學生用簿由「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委員會有限公司」代辦，到校

後由校方派發。 
4.7 上、下學期分科會議前，由總務主任派發教師用書給各老師。 
4.8 聯絡書商到校售賣視聽教材、輔助學習光碟及補充教材視聽及電腦教

材。 
4.9 利用「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委員會有限公司」提供之簿商服務意

見調查表反映對簿冊之意見，促使簿商改良簿冊之質素。 
 

5. 預計困難 

5.1 書商人手不足，以致同學領書時等候過久。 

5.2 新版課本未及印刷，造成延誤。 

5.3 書商太多欠書需要老師跟進派發，造成不便。 

 

6. 評估 

與書商及簿商討論改善書簿的供應程序、質量。 

 

7. 執行小組 

組長：梁素芬主任 

組員：全體工友 

 

 (十四) 工友管理及場地管理 

1. 目標 

1.1  配合學校一般庶務清潔，公平分配工友工作。 

1.2  配合日常管理校舍工作，使管理暢順。 

1.3  配合各項活動的進行，讓學生及老師能得到工友的協助。 

1.4  與常務組合作訂定工友與夜更保安員交接事宜。 

1.5  恆常保持工友與校方及工友間的溝通，以持續工作士氣及合作精神。 

 

2. 現況 

2.1 強處 

2.1.1  工友日常工作分配基本公平。 

2.1.2 校方增加一位半職工友以協助課後清潔工作，效果良好。 

2.1.3  工友工作態度積極。 

2.1.4  工友能完成校方指派的工作。 

2.1.5  校方指派一位書記協助主任管理工友的各項庶務。 

2.2 弱處 

2.2.1  個別工友因要覆診請假而要其他工友分擔其工作，有時令其他工友
頗吃力。 

2.2.2  由於有不少課後的活動及各項補習班，使工友於放學後的清潔時間
受阻。 

    

3.  本年度工作目標 

3.1  工友能取得一份公平的工作分配。 

3.2  工友能準時及安全完成場地佈置。 

3.3  工友能準時完成一般庶務清潔工作。 

3.4  提高清潔水平，響應衛生署針對一些疫症作出預防的措施。 

3.5  指導工友，確保與夜更保安員能順利交接。 

  

4.  執行計劃 

4.1  檢討過往的工作，同時因應新學期的需要而重新編排工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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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學期開始前開會討論來年工作及注意事項，派發工友工作分配表及當值
表，並講解有關內容。 

4.3  每月一個重點，監察各工友之工作表現，隨時予以督導。 

4.4  按時安排工友佈置場地及收拾用完的場地。 

4.5  定時檢查工友的清潔工作，督促完成未妥善之處。 

4.6  注意工友工作時的安全。 

 

5.   預計困難 

5.1  學校需輕微維修的地方很多，惟具備此方面技能的工友較少。 

5.2  活動所需場地很多及頻密，工友的工作量頗多。 

 

6.  財政預算 

臘水及起漬水 / 外判打臘                  $18,000 

清潔用品及用具                          $ 8,500 

滅蚊蟲費用                              $ 8,000 

                                       合計     $34,500 

 

 7.  評估 

定期開會檢討各工友的工作情況。 

 

8.  執行小組 

組長：朱賢賢主任 

組員：全體工友 

                            

 (十五) 周中及周末課外活動  

 

星期五課外活動 

1. 目標 

1.1 發展學生多方面的興趣和才能，使學生能達到全方位學習的目標。 

1.2 配合各科的需要，藉參與課外活動以彌補課堂學習之不足。 

1.3 發掘學生各方面的潛能，培養樂觀及積極的人生觀，調劑緊張的學習生活。 

1.4 藉參與課外活動，使學生能認識社會，從而適應社會。 

 

2. 現況 

2.1 強處 

2.1.1 有足夠的社區設施。 

2.1.2 老師各有所長。 

2.1.3 學生積極參與，對各項活動均感興趣。 

2.2 弱點 

2.2.1 由於組別多，校內缺乏足夠活動場地。 

 

3. 本年度工作目標 

3.1 加強體育活動的訓練。 

3.2 參加校際音樂節比賽。 

3.3 提高學生參與各項藝術活動的機會。 

3.4 使學生有機會按照自己的能力及進度去學習。 

3.5  發展劍擊運動，成立男、女子劍擊校隊代表學校參加學界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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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執行計劃 

4.1  一至二年級每兩次活動為一個週期，各組以循環形式進行。 

4.2 三至六年級每五至六次為一個週期，以組別形式進行，包含動態及靜態項
目。 

4.3 編配老師負責的活動及活動場地。 

4.4 擬定各項活動計劃書。 

 

 

5. 預計困難 

5.1 基於場地所限，未能開放更多的組別給學生參與。 

5.2 每組約 25 人，未能降低師生比例。 

5.3 進行活動的次數有限，未能給學生更多機會參與。 

 

6. 財政預算 

文具及雜項    $  700 
教具及材料費    $ 2,000 

合計 $ 2,700 
                     

7. 評估 

於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中作評估及檢討。 

 

8.  執行小組 

組長：陳兆倫主任 

助理：連海欣老師、陳克誠老師、林潔瑩老師 

組員：全體老師 

 

 

周末課外活動課 — 星期六興趣班  

1. 目標 

1.1 發展學生多方面的興趣和才能，使學生能達到全方位學習的目標。 

1.2 藉參與興趣小組以彌補課堂學習之不足。 

1.3 發掘學生各方面之潛能，培養樂觀及積極的人生觀，調劑緊張的學習生活。 

1.4 藉參與興趣小組活動，使學生能認識社會，從而適應社會。 

 

2. 現況 

2.1 強處 

2.1.1 學校於周末有足夠活動場地。 

2.1.2 活動由專業團體或富經驗導師負責教授。 

2.1.3 學生對各項活動均感興趣。 

2.2 弱點 

2.2.1 由於學生興趣常變，未可以完全掌握學生興趣所在。 

2.2.2 由於活動需要收費，預計參加學生比周一至周五學校課外活動少。 

 

3. 本年度工作目標 

3.1 培養學生對各項文娛及藝術活動的興趣。 

3.2 使學生有機會按照自己的能力及進度去學習。 

3.3 設立初階班、進階班。 

3.4 設評估表(學生/家長評估導師及課程)。 

3.5 興趣班的設立應與學校發展配合。 

3.6 興趣班作品展示或訂定參賽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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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執行計劃 

4.1 邀請合適的團體或導師舉辦有關活動。 

4.2 與上述團體及導師擬定合作方法，共同訂定每班人數及收費之總收入。 

 遇有人數超出情況者，其超額所收之學費餘額需用作購置相關訓練物品。 

4.3 與上述團體協商學生學習的短期目標及長期目標。 

4.4 安排學生因應自己的興趣報名。 

4.5 由總務組編配活動場地。 

4.6 由訓育組安排老師當值。 

 

5. 預計困難 

5.1 由於某些組別收費較高，非一般學生能力所及，因而收生不足。 

5.2 由於每組收生人數有限，安排未能盡應學生的要求。 

 

6. 財政預算 
印刷及材料費    $    600 
文具及雜項     $    500 
交通費   $  1,000 

合計 $  2,100 
7. 評估 

於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中作評估及檢討。 

 

8. 執行小組 

組長：陳兆倫主任 

助理：連海欣老師、陳克誠老師、林潔瑩老師、葉富喜老師 

組員：各小組負責導師 

(十六) 校外參觀 

1. 目標 

1.1 透過富趣味性的參觀活動，提高學生對社會事務多加了解及關注。 

1.2 作為正規課程的延伸及輔助，通過親身觀察與探究，學生從課堂中學得的
知識顯得更具體，學生對有關的概念及知識的認知更清晰，印象更深刻。 

1.3 讓學生體會到學習的模式並不單局限於書本知識的教授，從而逐步培養學

生主動觀察身邊事物，探求知識的自我學習精神。 

 

2. 現況 

2.1 強處 

每級的參觀地點皆盡量配合學生的程度及需要，務求多元化，並不時更新
或轉換參觀的地點。 

2.2 弱點 

部份熱門的參觀地點，由於申請學校眾多，成功機會減低。 

 

3. 本年度工作目標 

3.1 盡早落實參觀日期及地點，避免因改期而更改原先定下的參觀計劃。 

3.2 廣泛徵集老師的意見，務求使各參觀地點符合各級學生的實際需要。 

3.3 緊密監督學生在參觀時的表現，務求做到有禮貌、安靜及守秩序。 

 

4. 執行計劃 

4.1 各科於分科會議中擬定參觀活動。 

4.2 活動主任負責收集各科舉行參觀活動的日期。 

4.3 根據學校的行事曆而作適當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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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預計困難 

為遷就參觀機構的安排，同一級的班別或需分開數天去參觀。 

 

6. 財政預算 

交通費    $ 45,000 

 

 

7. 評估 

7.1 各班主任在課堂中通過討論與意見分享，評估學生在活動中的得益。 

7.2 各級帶隊老師在參觀後，可就參觀場地是否合適 ; 學生是否對活動有興
趣，及參觀過程中是否有不完善的地方提出意見。 

 

8. 執行小組 
組長：陳兆倫主任及各科科主任 
組員：全體老師 

 

(十七) 全校旅行 

1. 目標 

1.1 讓學生欣賞及享受大自然。 

1.2 培養學生自律及合群的精神。 

1.3 增進師生間感情。 

1.4 增加老師及學生間互相溝通的機會。 

 

2. 現況 

2.1 強處 

2.1.1 一、二年級旅行地點鄰近學校，活動只進行半天，家長較放心。 

2.1.2 三至六年級前往收費營地旅行，減少與其他學校爭用場地。 

2.1.3 為減少與其他學校使用同一旅行地點，旅行將安排周中進行。 

2.2 弱點 

由於全校師生參與，人數太多，難覓合適旅行地點。 

 

3. 本年度工作目標 

3.1 申請具備優良設施之戶外康樂營或郊野公園。 

3.2 培養師生間之感情。 

3.3 培養學生愛護大自然及提高環保意識。 

 

4. 執行計劃 

4.1 依校曆表訂定之日期，商議旅行地點。 

4.2 派發通告、收回條及費用(如有需要)，確定參加旅行的人數。 

4.3 制訂經費預算，安排交通工具。 

4.4 提醒學生應注意之事項，分配各班乘搭之旅遊車。 

4.5 準備足夠之救傷用品。 

4.6 旅行十天前，傳真通知學校所屬地區之警署。 

 

5. 預計困難 

5.1 較難租借設施較佳之營地。 

5.2 難以預計天氣的影響。 

 

6. 財政預算 

交通費    $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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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評估 

 於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中作評估及檢討。 
 

8. 執行小組 

組長：黃健明主任 

組員：全體教職員 

(十八) 奉基陸運會、奉基水運會及遊戲日 

奉基陸運會 
1. 目標 

1.1 培養學生公平競賽的態度，及良好、進取的體育精神。 

1.2 培養學生對田徑運動的興趣。 

1.3 培養學生的合作精神、責任感和歸屬感。 

1.4  培養學生積極參與田徑運動，並使其成為終身的運動。 
 

2. 現況 

2.1 強處 

2.1.1 學生對運動有濃厚的興趣。 

2.1.2 對舉辦田徑運動會有豐富的經驗。 

2.2 弱點 

各項比賽和活動大多在户外舉行，會受天氣影響。 

 

3. 本年度工作目標 

3.1 提高學生的田徑水平 

3.2 於比賽中挑選來年參加校際田徑比賽的代表。 

 

4. 執行計劃 

4.1 申請及抽籤場地依校曆表訂定日期。 

4.2 成立籌備委員會策劃各項工作。 

4.3 派發參加同意書。 

4.4 編定裁判及大會工作人員。 

4.5 編定比賽程序表。 

4.6 訂製獎牌、紀念旗及嘉賓紀念品。 

4.7 挑選學生報名參加比賽。 

4.8 呈報教育局。 

4.9 編排乘車分配表。 

4.10 舉行賽前會議及裁判會議。 

 

5. 預計困難 

5.1 比賽會受天氣影響。 

5.2 低年級學生年紀較小，需安排較多工作人員照顧。 

5.3 部份服務生需兼顧自己參與的賽事，影響服務的成效。 

 

6. 財政預算 

場  租    $  3,000 

交通費    $ 15,000 

獎  品    $  5,000 

食物及飲品   $  3,000 

雜  項    $  3,000 

              合計 $ 2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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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評估 

於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中進行評估及檢討。 

 

8. 執行小組 

組長：黃健明主任 

組員：籌委會成員及全體教職員 

 

奉基水運會 

1. 目標 

1.1 培養學生公平競賽的態度，及良好、進取的體育精神。 

1.2 培養學生對游泳運動的興趣。 

1.3 培養學生的合作精神、責任感和歸屬感。 

1.4 加強學生對優美動作的欣賞。 

1.5 培養學生積極參與游泳運動，並使其成為終身的運動。 

 

2. 現況 

2.1 強處 

2.1.1 學生對運動有濃厚的興趣。 

2.1.2 學校舉辦水運會有豐富的經驗。 

2.1.3 有充足的人手協助工作的進行。 

2.2 弱點  

在戶外進行各項比賽常會天氣影響。 

 

3. 本年度工作目標 

3.1 提高學生的泳術水平 

3.2 於比賽中挑選來年參加校際游泳比賽的代表。 

 

4. 執行計劃 

4.1 依校曆表訂定日期，並進行泳池申請及抽籤。 

4.2 成立籌備委員會去策劃各項工作。 

4.3 派發參加同意書。 

4.4 編定裁判及大會工作人員。 

4.5 編定比賽程序表。 

4.6 訂製獎牌、紀念旗及嘉賓紀念品。 

4.7 挑選學生報名參加比賽。 

4.8  邀請家長參與親子活動。 

4.9 呈報教育局。 

4.10 舉行賽前會議及裁判會議。 

 

5. 預計困難 

5.1  比賽會受天氣影響。 

5.2 低年級學生年紀較小，需安排較多工作人員照顧。 

 

6. 財政預算 

池  租    $  1,500 

獎  品    $  5,000 

食物及飲品   $  2,000 

雜  項    $  3,000 

              合計 $ 1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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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評估 

於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中進行評估及檢討。 

 

8. 執行小組 

組長：黃健明主任 

組員：籌委會成員及全體教職員 
 

遊戲日 

1. 目標 

1.1 培養學生公平競賽的態度，及良好、進取的體育精神。 

1.2 培養學生對運動的興趣。 

1.3 培養學生的合作精神、責任感和歸屬感。 

1.4 培養學生積極參與運動。 

 

2. 現況 

2.1 強處 

2.1.1 學生對運動有濃厚興趣。 

2.1.2 對舉辦遊戲日有豐富的經驗。 

2.1.3 有充足的人手協助工作的進行。 

2.1.4 可用禮堂進行比賽，冷氣開放環境舒適。 

2.2 弱點  

遊戲活動受課時及場地空間限制。 

 

3. 本年度工作目標 

3.1 加強學生的團體精神。 

3.2 於比賽中挑選來年參加校際遊戲比賽的代表。 

 

4. 執行計劃 

4.1 成立籌備委員會。 

4.2 派發參加同意書。 

4.3 編定裁判及大會工作人員。 

4.4 編定比賽程序表。 

4.5 訂購遊戲獎品。 

4.6 挑選學生報名參加比賽。 

4.7 舉行賽前會議及裁判會議。 

 

5. 預計困難 

因遊戲項目有限，少部份學生未必有機會參加比賽。 

 

6. 財政預算 

獎  品    $ 700 

雜  項    $ 100 

               合計 $ 800 

7. 評估 

於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中進行評估及檢討。 

 

8. 執行小組 

組長：黃健明主任 

 組員：籌委會成員、一、二年級班主任、科任老師及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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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畢業生日營 

1. 目標 

1.1 讓學生於畢業前有一次集體活動的機會。 

1.2 培養學生有責任感，建立群體合作的精神。 

1.3 促進師生及同學間的友誼。 

 

2. 現況 

2.1 強處 

2.1.1 具多年策劃畢業日營的經驗。 

2.1.2 學生積極參與，校長及老師熱心支持。 

2.1.3 經費充足。 

2.2 弱點 

安排營地及活動間中出現困難。 

 

3. 本年度工作目標 

在日營期間，提升學生與人相處的技巧和正確的公民意識。 

 

4  執行計劃 

4.1 擬定營期，入表申請營地。 

4.2 與營地職員聯絡，安排有關活動。 

4.3 派發日營通告，收回家長同意書及費用，確定參加人數。 

4.4 為學生分組、分配用膳及講解入營須知。 

4.5 制定財政預算及安排往返交通工具。 

 

5. 預計困難 

 理想的營地不易申請成功，競爭頗大。 

 

6. 預算 

  雜項    $  500 

  交通費    $ 4,000 

                   合計 $ 4,500 

7. 評估 

 於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進行評估及檢討。 

 

8. 執行小組 

組長：陳兆倫主任 

    組員：六年級班主任 

 

(二十) 試後活動 

1. 目標 

1.1 配合各科需要，藉參與試後活動，以補課堂學習的不足。 

1.2 藉試後活動，使學生能更加認識社會，適應社會。 

 

2. 現況 

2.1 強處 

2.1.1 各科主任對籌辦試後活動有多年豐富的經驗。 

2.1.2 學生能積極參與。 

2.1.3 各項活動均能按學生興趣而安排。 

2.1.4 經費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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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弱點 

因時間有限，部份活動未能按計劃進行。 

 

3. 本年度工作目標 

3.1 作適當的場地安排，以免活動有衝突。 

3.2 舉辦的試後活動，如：畢業日營、班際體育活動、中文故事演講、環保講
座、感恩崇拜、升中適應講座等。 

3.3  邀請藝術工作者到校進行表演或講座。 

 

4. 執行計劃 

4.1 因應各科建議，編訂試後活動時間表、活動場地及小息時間表。 

4.2 編配老師工作及安排活動場地。 

 

5. 預計困難 

各科組均希望有一項試後活動，致使在時間及場地安排上有困難，或需要抽韱
決定。 

 

6. 財政預算 

講座費用   $ 4,000 

禮物及紀念品  $ 1,000 

雜項    $ 1,000 

               合計 $ 6,000 

7. 評估 

於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中進行評估及檢討。 

 

8. 執行小組 

組長：陳兆倫主任 

組員：各科科主任及全體老師 
 

(二十一) 暑期活動 

  暑期參觀活動 
1. 目標 

1.1 配合各科需要，藉參與暑期活動，以彌補課堂學習的不足。 

1.2 藉暑期活動的參與，使學生能更加認識社會，適應社會。 

1.3 發展學生多方面的興趣和才能，使學生能達到全方位學習的目標。 

 

2. 現況 

2.1 強處 

2.1.1 有多年籌辦暑期活動的經驗。 

2.1.2 各年級均有活動安排。 

2.1.3 經費充足。 

2.2  弱處 

2.2.1 由於參觀地點熱門，所以未必能安排理想的時間。 

2.2.2 學生會因家長安排境外旅行而缺席參觀活動。 

 

3. 本年度工作目標 

3.1 提早遞交活動申請表。 

3.2 舉辦暑期活動：參觀汽水廠、騎術學校、博物館、圖書館及環保資源中心，
另舉辦動畫製作興趣班、運動同樂日、遊戲同樂日及運動興趣班等。 

3.3 於暑假前，提醒學生回校參加活動的日期時間，以提高出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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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執行計劃 

4.1 申請活動。 

4.2 編排活動時間表及編寫老師備忘。 

4.3 挑選學生及發出活動通告。 

4.4 制訂經費預算，安排交通工具。 

4.5 準備學生出席表及參觀批函。 

4.6 擬定取消活動準則：如黃色暴雨警告訊號或三號颱風訊號。 

 

5. 預計困難 

5.1 由於交通情況難於預計，參觀時間會有所延誤。 

5.2 會因天氣的影響而取消活動。 

 

6. 財政預算 

文具及雜項   $  500 

交通費    $ 6,000 

               合計 $ 6,500 

 

7. 評估 

於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中進行評估及檢討 

 

8. 執行小組 

組長：陳兆倫主任 

   組員：負責帶隊老師 

 

暑期興趣班 
1. 目標 

1.1 發展學生多方面的興趣和才能，使學生能達到全方位學習的目標。 
1.2 發掘學生各方面之潛能，培養樂觀及積極的人生觀，調劑緊張的學習生活。 
1.3 藉參與暑期興趣班，學生能認識社會，從而適應社會。 
1.4 藉參與暑期興趣班，讓學生能善用餘暇。 

 

2. 現況 

2.1 強處 

2.1.1 學校有足夠活動場地。 
2.1.2 活動由專業團體或富經驗導師負責教授。 

2.1.3 學生對各項活動均感興趣。 
2.2 弱點 

2.2.1 由於學生的興趣經常轉變，未可以完全掌握學生興趣所在。 
2.2.2 由於活動需要收費，預計參加學生可能較少。 

 

3. 本年度工作目標 

3.1 培養學生對各項文娛及藝術活動的興趣。 
3.2 使學生有機會按照自己的能力及進度去學習。 

 

4. 執行計劃 

4.1 邀請合適的團體或導師舉辦有關活動。 

4.2 與上述團體及導師擬定合作方法。 
4.3 學生因應個人興趣及時間報名。 
4.4 由總務組編配活動場地。 



 

2014-2015 年度學校周年計劃                                                               頁 28 

5. 預計困難 

5.1 由於某些組別收費較高，因而收生不足。 
5.2 由於每組收生人數有限，安排未能盡應學生的要求。 
5.3 由於暑期興趣班的進行期間頗長，以致影響學生的參加意欲。 
5.4 暑假期間，學生會隨家長出外旅行，以致出席人數不穩定。 

 

6. 財政預算 

文具及雜項   $500 

 

7. 評估 

於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中作評估及檢討。 
 

8. 執行小組 

組長：陳兆倫主任 
助理：連海欣老師、陳克誠老師、林潔瑩老師、葉富喜老師 

組員：各小組負責導師 

(二十二) 新生輔導日暨新生家長會 

1.   目標 

1.1  讓新入學之學生預先熟習學校的環境。 

1.2  讓家長明瞭本校之辦學宗旨及措施。 

1.3  使家長了解孩子在適應新環境時所遇到之困難。 

1.4  鼓勵家長多關心子女之學業、言行，以配合學校之教學方針。 

 

2.  現況 

   每次新生輔導日暨家長會之家長出席率都甚高，可見是項活動切合需要。 

 

3.  本年度工作目標 

3.1  減低新生入學前的憂慮，提早適應學校的環境。 

3.2  使家長明瞭學校之運作。 

3.3  加強家長與老師間之溝通，從而解決學生在學習上之困難。 

 

4.  執行計劃 

4.1  擬定日期。 

4.2  安排寄出新生輔導日之家長通函。 

4.3  學術主任編定程序表及工作備忘。 

4.4  工作分配： 

A. 校長—介紹本校概況 

 副校長—講解學生手冊的運用及家課登錄要點 

 訓育主任—學生常規簡介 

 教務主任—講解在校午膳安排及個人衛生 

 輔導主任—講解「如何適應小一生活」 

 家教會主席或委員—介紹本校家長教師會 

   班主任及科任老師—講解各科的學習重點 

B. 新生輔導： 

 班 主 任—介紹本校之校規及練習排隊 

   訓育主任—製定訓練同學事項，主持排隊訓練 

   教務主任—統計出席人數並聯絡缺席者 

                   

5.  預計困難 

   由於時間所限，未能有足夠時間與個別家長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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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執行小組 

組長：梁愛貞副校長、黃佩玲主任 

組員：全體主任及老師 

 

(二十三) 學校行政及管理系統(WebSAMS) 

1.  導言               

學校行政及管理系統(簡稱校管系統)是教育署(現教育局)於一九九三年開始實
行的資訊策略其中一個計劃。該計劃為所有政府及資助學校提供一個連網的電
腦系統，以協助學校處理日常行政及管理工作，並為學校與教育局之間提供電
子資訊傳遞。本校於九四至九五年度開始參加校管系統計劃，並於九五年成立
學校行政及管理系統組，負責發展學校電腦化之工作。發展至今，校管系統已
由最初的 1.41 版升至現今的網上校管系統 2.0 版（websams），並利用校本系統
印製學生名單、登分紙、點名簿資料表、成績表、成績總表等。 

 

2.  目標 

2.1  更新伺服器及將數據由舊系統轉移至新系統。 

2.2  便利儲存及提取學生與教職員資料。 

2.3  簡化學校行政工作程序及把行政工作電腦化。 

2.4  利用聯遞系統增強學校與教育局的聯繫（把網上校管系統及教育局電腦作
資料上的互相交流）。 

2.5  利用系統內的資料及不同的報告，協助處理校內各方面工作的需要，如成
績查核或統計等。 

 

3.  現況 

3.1 強處 

3.1.1  校方全力支持。 

3.1.2  老師懂得使用電腦出試題及輸入學生資料等工作。 

3.1.3  全校老師均可以處理學生成績資料的輸入工作。 

3.1.4  有三位熟悉電腦的書記協助推行。 

3.1.5  教育局撥款給學校向外招聘資訊技術員，派駐學校協助電腦維修及
處理技術問題。 

3.1.6  本校已安裝網上校管系統，老師可利用任何一部電腦使用網上校管
系統。 

3.1.7  校管系統伺服器已更新，工作效率加強。 

3.2 弱點 

3.2.1  組員較少，難同一時間處理突發問題。 

 

4.  本年工作目標 

4.1  學習使用網上校管系統新的功能，如學生資助辦事處，學生活動津貼等。 

4.2  利用網上校管系統編製合用的記錄分紙，點名簿資料表，時間表及成績表。 

4.3  利用網上校管系統接收小一收生及小六派位資料。 

4.4  利用網上校管系統輸出小五及小六報分試成績。 

4.5  利用網上校管系統處理系統評估成績。 

4.6  編印學生成績與科主任及課程主任作數據分析。 

4.7  盡量把有關工作均分給各負責老師，以提高效率。 

4.8  因應需要修改網上校管系統程序指示，使全體老師能有效使用網上校管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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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執行計劃 

5.1  本年度處理網上校本管理系統的流程設計。 

5.1.1 2014 年 6 月 

5.1.1.1  準備 2013-2015 中一派位呈分試成績呈報。 

5.1.1.2  開始新一屆的中一派位年度校內評核學生(P5/2)。 

5.1.1.3  確定學校及學生資料正確。 

5.1.1.4  確定及提取 P5/2 校內成績到中一學位分配組。 

5.1.2  2014 年 7 月 

5.1.2.1  輸入下學期期考考試積分。 

5.1.2.2  列印成績總表、成績表。 

5.1.2.3  輸入學生活動紀錄。 

5.1.2.4  輸入學生獎懲紀錄。 

5.1.2.5  經由聯遞系統傳送出已預備的資料到教育局。 

5.1.2.6  過渡年策劃。 

5.1.2.7  編班及升留班，編印來年學生名單。 

5.1.2.8  覆查退學資料。 

5.1.3 2014 年 8 月 

5.1.3.1  時間表編排。(如需要) 

5.1.3.2  輸入新學年校曆資料。 

5.1.3.3  設定下年度之考績綱要。 

5.1.3.4  輸入下年度新學生資料。 

5.1.3.5  協助處理學生資助辦事處的學生津貼資料。 

5.1.4  2014 年 9 月 

5.1.4.1  處理學生收錄實況調查表。 

5.1.4.2  傳送學校資料 - 班別科目資料。 

5.1.4.3  收取小一派位小一學額總結報告。 

5.1.4.4  收取小五派位 P5/2 校內成績積分核對表。 

5.1.4.5  過渡到新學年。 

5.1.4.6  輸入新老師資料。 

5.1.4.7  加入新老師用戶。 

5.1.4.8  班主任核對學生資料及更新資料。 

5.1.4.9  編排學生學號。 

5.1.4.10 列印學生資料(依班)。 

5.1.4.11 列印學生人名單。 

5.1.4.12 列印點名簿資料。 

5.1.5  2014 年 10 月 

5.1.5.1  覆查考試各項設定。 

5.1.6  2014 年 11 月 

5.1.6.1  輸入上學期期中試考試積分。 

5.1.6.2  經由聯遞系統傳送出已預備的 P6/1 成績積分到教育局。 

5.1.6.3  處理學生缺席紀錄。 

5.1.6.4  列印成績總表、成績表。 

5.1.6.5  開始中一派位年度校內評核學期(P6/1)。 

5.1.6.6  學位分配學期設定。 

5.1.6.7  學校及學生派位資料編修。 

5.1.7  2014 年 12 月 

5.1.7.1  更新校管系統伺服器 

5.1.8  2015 年 1 月 

5.1.8.1  收取小一派位自行分配學額取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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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2  輸入上學期期考考試積分。 

5.1.8.3  輸入學生缺席紀錄。 

5.1.8.4  輸入學生活動紀錄。 

5.1.8.5  列印成績總表、成績表。 

5.1.9 2015 年 2 月 

5.1.9.1  收取中一派位校 P6/1 內成績積分核對表。 

5.1.9.2  輸入新學期(下學期)校曆資料。 

5.1.10 2015 年 4 月 

5.1.10.1 輸入下學期期中試考試積分。 

5.1.10.2 輸入學生缺席紀錄。 

5.1.10.3 列印成績總表、成績表。 

5.1.10.4 開始中一派位校內評核學期開始(P6/2)。 

5.1.10.5 中一派位資料編修。 

5.1.10.6 確定及提取小六校內考試積分到中一學位分配。 

5.1.11  2015 年 5 月 

5.1.11.1 經由聯遞系統傳送出已備妥的 P6/2 成績積分到教育局。 

5.2  聯遞系統 

5.2.1  聯遞系統主管教師擔當的工作： 

5.2.1.1  協助校長將校內其他聯遞系統使用者編入不同用戶組別，
並限定他們對資料的存取權。 

5.2.1.2  確保屬於機密程度的加密信息均由校長查核。 

5.2.1.3  回覆須予認收的外來信息。 

5.2.2  資料存取的保安措施：定期更新學校關鍵碼。 

5.2.3  處理外來／外發信息。 

 

6.  預計困難 

6.1 電腦間中發生故障，使進度受阻。 

 

7.  財政預算 

7.1  購買碳粉            $ 12,000 

7.2  電腦維修，軟件更新及更換零件    $  2,500  

                     合計  $ 14,500 

 

8.   評估 

8.1  跟進每個月的工作是否順利進行。 

8.2  在學期結束的會議上檢討一年來的運作是否順暢及建議可改善之方法。 

9.  執行小組 

組長：張智豪老師 

組員：梁愛貞副校長、鄧志昌主任、朱賢賢主任及書記 

 

(二十四) i-Learning 學習小組 

1.  導言               

隨着資訊科技的發展，學生除了利用電腦作學習的工具外，平板電腦憑着其流動
性及簡易使用，多功能等優點，成為學生學習的一個新媒介。於 2012 年度，經
家長教師會會議核淮，通過本校可動用於 2009 年所籌集得的經費，添置平板電

腦作電子學習的三年發展計劃。i-Learning 小組自 2013 年正式成立後，添置平板
電腦，改善無線聯絡，選取可合作發展電子教學的出版社等，發展了本校以平板
電腦作電子學習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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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標 

2.1 利用平板電腦作學生學習的工具，提升學習興趣，增加學習效能。 

2.2 利用平板電腦的流動性及便攜性，讓學生學習走出課室進行戶外學習，提供 

不同的學習經驗。 

 

3. 現況 

3.1 強處 

3.1.1 校方全力支持。 

3.1.2 大部份的老師懂得運用電腦，而其他老師亦樂意學習運用電腦的技術。 

3.1.3 大部份老師均擁有操作智能手機、甚至平板電腦的經驗，容易掌握運
用本校平板電腦的技巧。 

3.1.4 教育局撥款給學校向外招聘資訊技術員，派駐學校協助電腦維修及處

理技術問題。 

3.1.5 本校已聘請多媒體技術員，協助管理平板電腦。 

3.1.6 本校選用出版社提供平板電腦的軟件支援及學習平台，能配合日常學
習的進度。 

 

3.2 弱點 

3.2.1 本校的無線網絡，仍未能覆蓋全校，局限平板電腦使用範圍。 

3.2.2 坊間適用於教學軟件仍較少，未能更有效發揮平板電腦於教學上的效 

能。 

 

4. 本年工作目標 

4.1 運用平板電腦輔助課堂學習、語言學習及學習活動。 

4.2 運用平板電腦於本校經歷學習活動，進行訪問及匯報等活動。 

4.3 運用平板電腦推廣電子閱讀。 

4.4 訓練小記者運用平板電腦作訪問及處理資訊工具。 

4.5 組織平板電腦學習小組「I 特工」，訓練學生學習一些有趣、特別的軟件，培 

養學生創意。 

 

5. 執行計劃 

5.1 課堂學習、語言學習及學習活動 

5.1.1 運用出版社提供的「課堂練習系統」，訓練三年級學生於中文閱讀理解
練習，英文閱讀理解練習及四年級數學科温習練習。 

5.1.2 運用軟件「概念圖工具」，教導五年級學生於寫作時使用概念圖。 

5.1.3 各級運用數學電子工具輔助學習數學概念。 

5.1.4 於小息時，讓學生運用平板電腦鞏固已學的數學概念。 

5.1.5 教師培訓及經驗分享(e-Smart 系統) 

 

5.2 經歷學習活動 

5.2.1 於二年級星光大道訪問活動採用「立體數據分析工具」進行普通話訪問
及數據分析。 

5.2.2 於三年級機場訪問活動採用「立體數據分析工具」進行英語訪問及數據
分析。 

5.2.3 運用「遊蹤及實地考察系統」製作校內遊蹤活動供四年級採用。 

5.2.4 五年級同學帶備平板電腦到內地進行交流活動，透過平板電腦製作「我
的交流日誌」，然後作匯報及分享。 

5.2.5 六年級同學利用平板電腦內的 S-NOTE 軟件製作圖文並茂的「食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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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推廣閱讀 

5.3.1 安裝電子圖書，讓學生於早讀課，或課後進行閱讀，提供電子類閱讀體
驗。 

 

5.4 小記者 

5.4.1 舉辦小記者訓練班，訓練小記者使用平板電腦作為工具進行訪問活動。 

5.4.2 小記者利用平板電腦拍攝及記錄各級旅行情況，回校後向其他級別同學
進行「小眼帶你去旅行」活動，介紹其他旅行景點及旅行快樂片段。 

 

5.5 I 特工 

5.5.1 挑選 8-10 學生組成「I 特工」小組，教授以下平板電腦軟件如「FX Guru」、
「Animation」、陶笛彈奏、「Transform Camera」、「Real Piano」、「Pixlr 

Express」，「Sketcher Free」、「How to Draw」等，發揮創意，創作獨特的
作品。 

 

6. 預計困難 

6.1 平板電腦會發生故障，影響教學。 

6.2 無線網絡系統的不穩定會影響平板電腦的連線能力。 

 

7. 財政預算 

平板維修，軟件更新及更換零件    $  5,000 

購買軟件                        $  2,000 

                             合計  $  7,000 

 

8. 評估 

8.1 於各使用範疇進行問卷調查，了解學生的意見。 

8.2 於 i-learning 會議檢討。 

 

9. 執行小組 

組長：張智豪老師 

組員：鄧志昌主任、朱賢賢主任、蕭國偉老師、蘇美儀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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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工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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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文科 

1. 目標 

1.1 培養學生閱讀、寫作、聆聽、說話等語文能力，並提高學生學習本科的興
趣及培養他們的自學能力，以達到本年度學校關注項目之「優化課堂教學 

提升學習效能」。 

1.2 藉著本科的教學，啟發學生的思想，培養正確的人生觀，增進學生對中國
語文及中華文化的認識，並加強對社會的責任感。 

 

2. 現況 

2.1 強處 

2.1.1 教師工作認真、負責。 

2.1.2 在中文科教師備忘中，詳列本科的課業格式、批改方式及試題類型
等細則，釘裝成冊，分送各教師，使實施時有所依據。 

2.1.3 學校鼓勵及支持教師進修。 

2.1.4 學校樂意提供經濟資源購買教具及參考書。 

2.1.5 本年度參與教育局中國語文科支援計劃，使學生在閱讀、寫作、聆
聽、說話各範疇有所裨益。 

2.1.6 家長大多重視子女的學業，亦樂於支持校方在課程上的編排。 

2.1.7 學生學業水平屬一般或以上，學習態度良好，在課堂上積極參與，
學習氣氛良好。 

2.1.8 大部份學生對學習本科的興趣濃厚，平日功課亦見進步。 

2.1.9 本年度以小班教學，老師更能進一步照顧學生的需要，增加同學合
作學習的機會。 

2.1.10 本年度每節課延長至四十五分鐘，課堂能有較多時間進行活動。 

2.2  弱點 

2.2.1 部份學生較為被動，自學能力稍遜。 

2.2.2 課程緊迫，教材繁多，教學時間不足略為緊迫。 

2.2.3 本科教師工作量多，批改作業和作文尤為繁重，難以在課後為所有
語文能力較弱的學生提供額外的輔導。 

2.2.4 部份學生生活經驗層面較窄，觀察力弱；而部份學生只愛聲音、圖
像，不愛思考，又或思考層面欠深入，欠閱讀耐性，更未能從讀物
中汲取語文營養，以致寫作資料貧乏。 

2.2.5 部分家長對學生支援略嫌不足。 

 

3. 本年度工作目標 

3.1  培養學生能力方面 

3.1.1 掌握閱讀技巧，增強閱讀的能力。 

3.1.2  掌握寫作的技巧，能運用語體文，清晰而有條理地表情達意。寫作
時能互相觀摩、評核、欣賞。 

3.1.3  掌握聆聽和說話的技巧，並養成良好的聆聽和說話態度。 

3.1.4 學會正確的筆順及寫字方法，能迅速書寫正確、整齊和端正的字體。 

3.1.5 養成使用工具書和參考書的習慣，並掌握蒐集及整理資料的方法。 

3.1.6 培養自發和恆久的閱讀習慣，以追求知識為任。 

3.1.7 發展創造力、批判性思考能、高層次思維及溝通能力。 

3.1.8 能從語文學習的活動中豐富生活經驗，培養正確的價值觀，並對中
華文化有所認識。 

3.1.9 設古典文學集，提升學生對古典文學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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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 設思考方法小冊子，提升同學思維的技巧，掌握思考方法。 

3.1.11 將適合的閱讀策略配合課文，讓同學掌握閱讀的方法。 

3.2  改善教學條件方面 

3.2.1 配合教育局建議的教學重點，重新訂定教學計劃，擬定明確的教學
目標；再配合教學，設計具生活情境及創意的寫作。 

3.2.2 各級設共同備課時間，讓教師互相分享教學策略及共同製作教材。 

3.2.3 定期召開分科及試後會議，就學生的各方面表現和考試成績進行學
與教的檢討，並商討改善方法，再由科主任及課程發展主任作縱向
分析，就本科進行整體評估及跟進。 

3.2.3 增加教學資源，例如：教具、教材套、資訊科技光碟和參考書等。 

3.2.4  多與家長聯絡，以瞭解學生學習本科的困難，並作適當的跟進。 

3.2.5  參與教育局中國語文科支援計劃，使學生在閱讀、寫作、聆聽、說
話各範疇有所裨益；教師亦從中瞭解各種教學理念。 

3.3  課程調適 

各級因應實際情況，刪減 3-5 課課文，以加強說話及聆聽能力的訓練。 

 

4. 執行計劃 

4.1 讀文教學：著重讀文教學，務求達到從閱讀中學習的目標，因此刪減部分 

課文，文體比例作適當分配。 

4.1.1  各級的同學透過合作學習，進一步提高學生溝通能力、協助能力等。 

4.1.2  一至六年級加入閱讀練習，讓同學掌握各種閱讀策略，提升閱讀能
力，歸納能力。 

4.1.3  一、三年級中文科老師參加中國語文支援計劃：評估促進學習，目
標是提升學生的寫作水平；為同學訂定一套校本的單元教學計劃。 

4.1.4 課堂上以閱讀技巧及不同層次的問題幫助學生深入瞭解課文。 

4.1.5 教師備課表內加入閱讀策略、思維策略及批註式閱讀資料，務求加
強同學閱讀技巧、思維技巧，以及在閱讀時邊看邊批閱的能力。 

4.1.6 繼續提供中文百達通網上學習活動，讓學生在課餘提升讀、寫、聽、
說的能力。 

4.1.7  要求學生在閱讀課文後筆錄個人感受，以培養同學寫作時的感受。 

4.2 課外導讀： 

4.2.1  一至六年級學生可利用早讀課及中閱課作課外閱讀。 

4.2.2  一至六年級學生於假期閱讀指定的課外書籍，以增強閱讀的技巧及
自主學習的能力。 

4.2.3  學校設有中央圖書館，學生可自行借圖書回家閱讀。 

4.3 寫作能力訓練方面 

4.3.1 全校各級全年作句/作文約共 16 次。 

4.3.2 教材詳盡，幫助學生完成寫作。 

4.3.3 各級老師每學期共同商議作文題目及寫作大綱，務求激發學生的寫
作意欲，提升他們的創意與思維。 

4.3.4 五、六年級同學寫週記及新聞報告，增加學生的寫作機會。 

4.3.5 一至四年級設有多種練習，讓學生練習寫作，發展思維，增加學生
的寫作機會。 

4.3.6 印製實用文小冊子，讓學生在寫作實用文時能有所參考。 

4.3.7 課室安裝實用文教學軟件，讓學生在寫作實用文時能有所參考。 

4.3.8 編寫各種增益練習，提高學生閱讀及寫作能力。 

4.4 聽說能力訓練方面 

4.4.1 各級每學期完成補充作業內的聆聽練習，藉此訓練學生的聆聽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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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各級每學期進行說話訓練活動，分別以小組及個人形式進行，藉此

提高學生之說話技巧。 

4.4.3 結合本科各教學環節及課外活動，如朗誦、戲劇、看圖說故事、分
組討論等，進行說話能力的訓練。 

4.4.4 聘請校外教師，訓練學生的說話能力。 

4.4.5 搜集說話教學示例，讓教師及同學在練習時有所參照。 

4.4.6 安裝說話教學軟件，讓學生掌握說話的要訣。 

4.5 中國文學欣賞 

4.5.1 各級設古典文學集，配以適當的教學活動，務求提高學生對中華文
化之認識以及對中國文學的欣賞能力。 

4.5.2 三至六年級同學購買成語冊，讓學生以自學方式學習更多中國成
語，增加對中華文化的認識。 

4.6 全學年活動 

4.6.1 一至六年級於上學期舉行「硬筆書法比賽」。 

4.6.2 各級下學期舉行「元宵燈謎競猜」活動。 

4.6.3 世界閱讀日與圖書科舉行說故事比賽。 

4.6.4 各級均選派學生出外參加校際朗誦比賽、書法比賽、作文比賽及標
語創作比賽等。 

4.6.5 老師為寫作能力較佳的學生提供更多寫作技巧、思維的訓練，以提
升學生的寫作能力。 

4.6.6 不定期讓學生作品投稿，並把佳作上載學校網頁。 

           

5. 預計困難 

5.1 由於教學時間緊逼，而且老師常要處理雜務，令授課時間更感匆促。 

 

6. 財政預算 

 

各項比賽及活動經費 $    5 0 0 

教學上之參考書 $  2,500 

教材、教具 $    3 0 0 

獎品 $    2 0 0 

合計 $  3,500 

 

7. 評估 

7.1 透過平日課堂觀察學生的表現及考查學生的成績。 

7.2 定期考查學生的語文能力 

7.2.1  閱讀能力 

7.2.2  寫作能力 

7.2.3  聽說能力 

7.3 透過各種中文科活動如看圖說故事、口頭報告、小練筆等，觀察學生實際
能力的表現。 

7.4  透過問卷調查，收集同學 / 教師對教學及活動的表現。 

 

8. 執行小組 

組長：鄧志昌老師、劉寶燕老師 

組員：全體中文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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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nglish Language 

1.  Aims 

1.1 To develop the ever-improving capability to use English to think and 

communicate; to acquire, develop and apply knowledge; to respond and give 

expression to experience 

1.2 To develop confidence in using English 

1.3  To arouse pupil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2. Issues to be addressed 

2.1 Strengths:  

2.1.1  Teachers are qualified, experienced, enthusiastic and professional. 

2.1.2  Teachers are conscious to design tasks and activity sheets which are 

appropriate to the pupils’ interest, experience and communicative needs. 

2.1.3 Teachers can design their own syllabus under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2.1.4  Computers and multi-media visualizers are installed in the classroom 

which facilitate teaching and learning. 

2.1.5 Extension classes are arranged for the more competent students (P.4 and 

P.5). 

2.1.6 The NET Scheme provides an authentic environment for pupils to learn 

English. 

2.1.7 Class sizes are comparatively small, thus less able pupils can receive 

more individual help from teachers.    

2.1.8 P.5 and P.6 students are divided into ability groups for the lessons.            

2.2 Weaknesses: 

2.2.1  Pupils lack of exposure to English in daily life. 

2.2.2 The vast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pupils’ English proficiency are a 

major obstacle in learning and teaching. 

2.2.3  Parental support is often not enough. 

 

3. Objectives 

3.1 To enhance pupils’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skills 

3.2 To cultivate pupils’ language arts  

3.3 To develop school-based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3.4 To enhance team spirit and experience sharing among teachers 

3.5 To enhanc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4. Implementation Plan 

4.1 To increase the effectiveness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 

4.1.1  Black Cat Readers Programme (P.4 and P.5) will be implemented to 

help pupils to strengthen their reading. 

4.1.2  Various English activities (internal and external school) and courses will 

be held to stimulate pupils’ learning interests, enhance their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bilities, increase their confidence in using English as a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nd extend their language learning 

experiences beyond the classroom.  

4.1.3  P.1 Home Reading Programme helps to arouse pupils’ reading interest 

and cultivate their reading habit.  

4.1.4 P.5 and P.6 pupils are divided into ability groups for the lessons. 

4.1.5 A film project will be run for more able pupils to provide authen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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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and enhance pupils’ cooperative skills, team spirit and 

creativity. 

4.1.6  Regular co–planning meetings will be held among teachers todiscuss 

learning and teaching difficulties, and develop team spirit. 

4.1.7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orkshops will be conducted by NET and 

School Support Team to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good practice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4..2  To promote Arts Education 

In order to further develop pupils’ language arts experiences, they will 

participate in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and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4.3 To develop school-based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School-based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will be developed by making 

cross-curricular links with General Studies and Mathematics in specific 

modules so as to help pupils to learn in a more meaningful way.   

   

5. Difficulties 

 With co-planning meetings, staff meetings, marking and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it is difficult to allocate enough time to each activity to ensure that none is 

neglected.  

 

6. Budget 

 

English Cottage decoration          $1,000 

Teaching material $1,000 

Reference books  $1,000 

Home Reading Programme (P1) $8,000 

Activities $1,000 

Total $12,000 

 

7. Evaluation 

Examinations and the Territory-wide System Assessment are used as tools to 

diagnose pupil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thus further development as well as 

remedial work can be conceived. 

  

8. English Panel 

 Chairperson of the English Panel :    Miss Yim Mei Han  

Vice- Chairperson of the English Panel:  Miss Ma Kam Yung 

 Participants:                       All English Teachers  

    

 (三) 數學科 

1. 目標 

培養學生以下的共通能力及正面的數學學習態度 

1.1 理解數學概念及技巧 

1.2 透過批判性思考、創意、構思、探究及數學推理的能力，利用數學來建立
及解決數學問題及其他有關學科的問題的能力。 

1.3 與別人溝通及能以數學語言清楚和邏輯地表達意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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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運用數字、符號及其他數學物件的能力。 

1.5 建立數字感、符號感、空間感及度量和鑑賞結構和規律的能力。 

1.6 對數學學習採取正面的態度，以及從美學和文化角度欣賞數學的能力。 

1.7 運用資訊科技去學習數學。 

1.8  在日常生活中應用數學知識。 

1.9 培養學生自學的能力。 

1.10 培養學生速算、估算和驗算的能力。 

 

2. 現況 

2.1 強處 

2.1.1  師資優良，校方鼓勵及支持教師不斷進修，配合教育新趨勢，探求
幫助學生學習的有效方法。 

2.1.2 老師均竭盡所能，充份合作，用心教學及改進學生的數學成績。 

2.1.3 每年舉辦全校性的數學活動，能引發學生對數學的興趣。 

2.1.4 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校外的數學比賽及數學資優課程。 

2.1.5 開辦「奥林匹克數學班」予數學成績優異及對數學有濃厚興趣的中
年級和高年級學生作為拔尖課程。 

2.1.6  每年修訂數學科教師備忘，備忘中詳列本科的課業格式、批改方式
及試題類型等細則，釘裝成冊，分送各教師，使實施時有所依據。 

2.1.7  低年級善用小班教學環境，提高學生參與。 

2.1.8  在時間表編定共同備課時段，有助提升教學效能。 

2.1.9  每節增至四十五分鐘，有利進行學習活動。 

2.1.10 校方樂意提供經濟資源購買教具及參考書。 

 

2.2 弱點 

2.2.1 學生的數學能力個別差異頗大。 

2.2.2 部分學生對數學運算欠自信心。 

2.2.3 部分學生對數學知識的發掘和探究缺乏動機。 

2.2.4 部分學生的心算和估算能力較弱。 

2.2.5 學生在圖形與空間及度量範疇表現較弱。 

2.2.6  部分家長對學生支援略嫌不足。 

2.2.7  部份學生較為被動，自學能力稍遜。 

 

3. 本年度工作目標 

3.1 使用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實物操作、應用計算機、量度、拼砌等)，以引起

學生的學習興趣，達到本年度學校關注項目之「持續優化課堂教學 提升
學習效能」。 

3.2 使用多元化評估(包括：開放式問題、口頭匯報等)，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3.3 加強師生之間在課堂的活動，以提高學生的思維及溝通能力。 

3.4 學生透過積極參與課堂活動，增強對數學的自信心和學習動機。 

3.5 使學生養成積極學習的態度，並運用數學的技巧，解決日常的生活問題。 

3.6 推動學生參加數學課外活動，提高學生對數學的興趣。 

3.7 照顧個別差異。 

3.8 配合學校關注項目之「延展健康校園，擁抱豐碩成果。」，以健康為主題
設計活動。 

3.9 配合學校關注項目之「持續優化課堂教學，提升學習效能---激發思維、積
極自學」，透過課堂活動，發展批判性思考能力、高層次思維能力及創造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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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執行計劃 

4.1 進行持續性評估檢討，在每次校內考試後，同級科任老師就學生成績進行
教學檢討並商討跟進方法，並在科主任會議中作縱向分析，進行整體評估
及跟進策略。 

4.2 各級進行課業檢視，分析和改善課業的設計，提升學與教效能。 
4.3 利用學校發展津貼聘請導師開辦持續性的奥數培訓課程，訓練學生參加奥

數比賽。 
4.4 每年舉行多項校內數學科活動，致力提高學生對數學的解難及高層次思維

能力。 
4.5  配合從閱讀中學習，透過假期專題報告，鼓勵學生自主學習，學生之間互

相分享閱讀心得。 

4.6  利用共同備課時段各級分享教學經驗，藉此有效改善及提升學與教成效。 

4.7  鼓勵同儕觀課、共同備課，並利用資訊科技學習從而交流教學心得。鼓勵
教師將觀課重點放在教師的課堂互動、提問技巧及合作學習。 

4.8  邀請校外機構舉辦「英文數學班」、「奧數班」予學生於星期六自費參予，
培養學生對數學的興趣及讓所有學生有機會以不同的形式學習數學。 

4.9 透過自學工作紙，提高學生的自學能力。 

4.10 設有分層工作紙(包括挑戰題)，照顧不同能力的學生。 

 

5. 預計困難 

5.1 課程緊迫，以致教學時間不足。 

5.2 學校發展津貼有限，而奥數班的價錢較昂貴，只能為少數學習能力較佳的
學生舉辦課程，影响學生參予校外奥數的表現。 

 

6. 財政預算 

數學活動 (包括材料、報名費、車費及獎品)  $ 3,000 

教具添置         $ 3,000  

參考書籍                                  $ 1,000 

                  合計  $ 7,000   

 

7. 評估 

7.1 從日常的課堂教學中，要觀察： 

7.1.1 學生在課堂的參與程度。 

7.1.2 學生做堂課的投入程度及準確性。 

7.1.3 學生做心算和速算的速度及準確性。 

7.1.4 學生做演算步驟、計算的準確程度，以及新概念的領悟能力等方面
的能力和所需的時間。 

7.1.5 學生對新概念的反應。 

7.1.6 學生解答課業的信心。 

7.1.7 學生的課業及考試成績。 

7.2 檢討學生參加數學比賽後的成績。 

7.3 填寫共同備課教學計劃記錄。 

7.4 填寫觀課表。 

 

8. 執行小組                

組長：曾素蓮老師、區健芳老師         

     組員：全體數學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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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常識科 

1. 目標 

學生對健康與生活、人與環境、日常生活中的科學與科技、社會與公民、國民
身份認同與中華文化及了解世界與資訊年代等各方面都有基本的認識，從而培
養他們學到生活技能、訓練他們更精銳的思考和分析能力。此外亦讓學生在學
習過程中，養成良好的品格及健康的生活習慣，使他們日後在對人和處事方面，
學生表現積極、客觀和負責任的態度，做個誠實有禮的好學生。 

 

1.1  知識方面 

使學生對以下各項有基本的認識與了解。 

1.1.1 健康生活  ：個人的生理與心理成長，個人健康及安全的生活方式。                

1.1.2 生活環境  ：家庭、學校、社區、甚至整個世界。 

1.1.3 自然世界  ：動、植物的一般狀況，地球環境與人的關係。 

1.1.4 科學與科技：科學、現代科技與人的關係。 

1.2  技能方面 

1.2.1 生活技能：培養健康的生活方式及與人相處的方法。 

1.2.2 學習技能：觀察四周現象，操作簡單的科學器材，閱讀圖片，蒐集
及報告有關資料。 

1.2.3 思考技能：整理及分析，從觀察或蒐集所得之資料，辨別事實，明
白因果之關係，運用科學方法及理智去解決問題。 

1.3  態度方面 

1.3.1 對人方面：人與社群之溝通，相處和合作。 

1.3.2 對事方面： 尋根究底的學習態度，尊重不同意見和外國的文化傳
統，樂於參與有意義的不同活動。 

1.3.3 對社會及世界方面：關心社會，放眼看世界，愛護大自然及珍惜天然
資源。 

2. 現況分析 

2.1  強處 

2.1.1 內在因素 

i. 學生對常識科的求知慾強。 

ii. 學生積極參與常識科之科技活動及參觀活動。 

iii. 常識科教具室有足夠之教材套作輔助教學。 

iv. 常識科有充足的教具及資訊科技器材，有助教學的成效。 

v. 經調適後之教育電視能配合課程，加強學生之理解能力。 

2.1.2 外在因素 

i.   社區附近有足夠的活動場所配合全方位學習。 

ii.  教育局提供與常識科有關的培訓、社區圖書館的設立，資訊科技教
育等，令學生易於搜集與本科有關之資料。 

2.2  弱點 

2.2.1 課程廣泛，課題較多，尤以高年級情況較嚴重，影響活動之安排。 

2.2.2 學生關注新聞及時事已有改善，但仍有改善空間。 

2.2.3 課室環境及課節安排不利做實驗之處理。 

2.2.4 想多舉辦課外活動，但因課程緊湊，時間緊迫，人手調動不能配合。 

2.2.5 學生對專題研習之歸納、分析技巧有改善空間。 
 

3. 本年度工作目標 

3.1  透過專題研習活動訓練學生對協作能力、組織及分析的能力、溝通能力及
研習能力，使學生更能掌握本科知識。 

3.2  在常識課中配合德育及國民教育，加深學生對中國及香港各方面的認識，
從而加強對國民身份態度之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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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配合本年度關注事項 –發展高思維訓練。 

3.4  加強學生對科學、科技及大自然事物的興趣。 

3.5  加強學生對個人健康、衛生及環境衛生的注重。 

3.6  利用探究學習、分組活動來照顧個別差異，從而提升教學成效。 

 

4. 執行計劃 

4.1  本年度繼續進行專題研習活動，並以一年級至四年級以個人形式進行，五
年級及六年級以小組形式進行。本年度將發展跨學科專題研習，以常識科
為骨幹，其他學科作出適切的配合。一年級至四年級以策略性為主，而五、
六年級則以成果性展示為主，成績在學期終展示。 

4.2  配合低年級小班教學 。常識科老師利用不同的互動提問策略，提升學生
的學習動機，培養學會學習，增加同學與同學間的協作能力。 

4.3  配合課程，各級會有不同之參觀活動及科技活動，使學生加深對課程及科
技的認識。 

4.4  除作業和剪報等功課外，學生完成工作紙，工作紙內包括挑戰題以照顧個
別差異，四至六年級每月一張通識工作紙，從而增加學生對周圍事物的關
注及加強批判性共通能力。 

4.5  愛護校園，保持校園的清潔。 

4.6  鼓勵學生利用課餘時間收看資訊性的節目。 

4.7  老師可因應學生的程度，來教授延展部份之課題。 
4.8  老師多利用資訊科技器材與學生進行互動學習。 

 

5. 預計困難 

5.1 老師為顧及課室安全，所能做到的實驗示範有限。 

5.2 老師既要教授課本以內的知識，又需在適當的時候指導學生認識有關的課
外知識，時間方面甚感不足，進度恐怕會受阻延。 

5.3 個別老師並未掌握探究學習的技巧，而感到困難。 

5.4  本年度常識科祗有四節，老師需善用時間完成教學進度。 

 

6. 財政預算 

教具                 $2,500 

雜項(獎品)                   $1,000 

活動及參觀車費       $24,000 

合計  $27,500 

 

7. 評估 

7.1  透過專題研習評估學生在不同的共通能力、態度及解難方面所達到的水
平。 

7.2  透過總結性評估，學生在統一考試範疇內的學科知識水平。 

7.3  透過學生在上課時、出外參觀的態度，以及平日家課的表現作為進展性評
鑑學生的協作能力的表現。 

7.4  透過剪報評估學生搜集資料的技能及分析、綜合時事和批評性的能力的培
養。 

7.5 透過通識工作紙，評估學生對時事之批判能力及分析能力。 

 

8. 執行小組 

組長：陳克誠老師，李佩筠老師 

      組員：全體常識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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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視覺藝術科 

1. 目標 

1.1 發展學生視覺認知和培養他們對視覺藝術的敏銳反應。 

1.2 訓練學生認識視覺藝術的基本概念和技能。 

1.3 鼓勵學生對生活環境中的視覺現象作出適當的回應。 

1.4 引導學生認識藝術文化的成就及其對社會的貢獻，培養正確的價值觀。 

1.5 深信每個學生都有不同的能力，激發他們的熱誠去發展創造力及想像力，
透過藝術活動而獲得愉悅、享受和滿足。 

 

2. 現況 

2.1 強處 

2.1.1 本校設有視覺藝術室，學生在上課時有充足的活動範圍。 

2.1.2 能盡量利用空間展示學生的平面作品。 

2.1.3 校方極鼓勵及支持教師進修，亦將進修後資料存檔。 

2.1.4 老師已知道 2002 年課程發展議會編訂的藝術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
引（小一至中三）所指示學習的四大範疇： 

(1) 培養創意及想像力    (2) 發展技能與過程 

(2) 培養評賞藝術的能力  (4) 認識藝術的情境 

2.1.5 課程設計全面顧及視覺元素及組織原理的整體發展。 

2.1.6 教師積極參與及推動本科之活動。 

2.1.7  學生對本科有濃厚興趣。 

2.1.8 科主任和教師之間共同努力，對藝術教育有一定的幫助。 

2.2 弱點 

2.2.1 網上及資訊科技資源仍有不足。 

2.2.2 老師評估時欠缺交流及多面化。 

2.2.3 學生在繪畫的造型及用色方面拘謹，創作力及欣賞力不太高。 

2.2.4 學生對視覺元素、組織原理、美術詞彙等視覺藝術概念不足。 

2.2.5 老師對「培養評賞藝術的能力」和「認識藝術的情境」兩個範疇及
一些美術教育的問題未有非常深入的了解。 

2.2.6 由於其他學科課程緊迫，學生未能積極參加創作活動。 

2.2.7 本校設有視覺藝術室，但老師及學生運用作視覺藝術科活動的用途
不多。 

2.2.8 欠缺藝術交流及分享作推動視覺藝術科發展。 

 

3. 本年度工作目標 

3.1 配合學校關注項目推行藝術教育，達致全人發展，讓學生在視覺藝術課中
除了認識美術的基本概念、技能、發展視覺認知外，更培養學生欣賞他人
及勇於創新的正確價值觀。 

3.2   與其他科目及小組合作，將美術注入生活情境中。 

3.3 令視覺藝術科課程全面顧及「培養創意及想像力」、「發展技能與過程」、「培
養評賞藝術的能力」及「認識藝術的情境」四個範疇的整體發展。 

3.4 透過欣賞名家作品及學生同儕間的評估，刺激學生的感官，增加他們的想
像力及創造力，並掌握塑造造型及用色的技巧。 

3.5   在教學計劃中加入更多美術欣賞材料，以增加學生的評賞能力。 

3.6   透過欣賞美術作品展板，增加學生的欣賞能力，共同分享經驗。 

3.7   鼓勵學生多參加校外美術比賽，互相切磋。 

3.8   讓學生嘗試進行集體創作及展示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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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引導及鼓勵學生多參觀藝術館及博物館的展覽。 

3.10 給學生作多方面及持續性的評估，並對學生作出適當的指引。 

3.11 透過認識藝術家之活動，讓學生提高對藝術之興趣，並從中汲取視覺藝術
知識。 

 

4. 執行計劃 

4.1 盡力配合校本課程發展活動，讓學生進行藝術創作。 

4.2  老師設計新的題材加入現有課程內，特別是「培養評賞藝術的能力」及「認
識藝術的情境」兩個範疇的內容。 

4.3 舉行藝術周全校性活動，繼續以「我和藝術家有個約會」作主題，藉此提
高學生對藝術之興趣，並帶動全校之學習氣氛。 

4.4 鼓勵老師與學生進行集體創作及展示其作品。 

4.5 鼓勵學生積極參加校內、外美術活動及比賽，藉以增加創作及切磋的機會。 

4.6 透過「自主學習套」鼓勵學生多參觀藝術館及博物館的展覽。 

4.7 引導小五及小六學生製作個人創作集，好讓老師作持續性評估。 

4.8 鼓勵老師評分時與學生進行討論及交流，並嘗試從多方面去評估學生（老
師評估、學生自我評估及同儕評估）。 

4.9 定期製作美術作品展板，增加學生的評賞能力。 

4.10 增添教具、參考書、名畫複製品、圖片、學生範作、電腦軟件或網上資源。 

4.11 收集老師在視覺藝術科進修課程、資訊科技進修課程中製作的教材及找到
的網址，加入適當的題材中。 

4.12 建立視覺藝術科資料庫，並更新美術教育資料及美術詞彙解釋的內容。 

4.13 參與「港鐵社區畫廊」，讓學生作品能作社區展示及交流。 

4.14 參與「校園藝術大使」計劃，讓學生盡展藝術才華及潛能之餘，更鼓勵他
們與人分享藝術的樂趣，實踐「活出藝術．積極分享」的精神。 

 

5. 預計困難 

5.1 由於教學設計需經教師討論及互相交流，故需時間較長。 

5.2 個別老師欠缺對學生作多方面的引導及評估的經驗。 

5.3 其他學科課程緊迫或假期影響進度，影響視覺藝術科的教學質素。 

 

6. 財政預算 

活動及參觀車費                                         $ 5,000 

添置視藝室用具及佈置                                   $ 1,000 

添置教具、參考書、名畫複製品、圖片或電腦軟件         $ 1,000 

比賽獎品                                               $ 1,500 

                                                       合計  $ 8,500 

 

7. 評估 

7.1 從學生作品及表現，評估他們的創造力、處理造型及用色的技巧。 

7.2 透過學生上視覺藝術課的表現，考查他們的美術知識。 

7.3 觀察學生對作品的自我評估及互評，評估他們的欣賞能力。 

7.4 比較本年度跟過往參加比賽的人數及結果。 

7.5 觀察學生對專題研習、參觀、課外活動及集體創作的興趣及投入感。 

7.6 定期檢討各級教學情況及物料運用。 

 

8. 執行小組 

   組長：陳巧媚老師、麥秋文老師 

組員：全體視覺藝術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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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音樂科 

1 目標  

音樂教育可以幫助學生︰ 

1.1 發展創造力和評賞音樂的能力，並透過音樂有效地溝通； 

1.2 培養美感及對文化的認識； 

1.3 發展音樂技能和建構音樂知識，並培養正確的價值觀與態度； 

1.4 透過參與音樂活動獲得享受及滿足；以及 

1.5 培養對音樂的終身興趣，並提高對音樂的重視。 

 

2 現況  

2.1 強處 

2.1.1 學校提供團體形式的音樂課外活動，包括合唱團及弦樂小組。 

2.1.2 家長支持及鼓勵學生參與音樂欣賞的活動。 

2.1.3 教師受過專業訓練，充滿音樂熱誠。 

2.2 弱點  

2.2.1 小部分學生能公開地進行獨奏或獨唱。 

2.2.2 學生參加校外比賽的比率不高。 

2.2.3 學生學習中西樂器的比率不高。 

 

3 本年度工作目標  

3.1 與其他科/組合辦全校性的音樂活動，以增加學生獨奏或獨唱的機會及提昇
學校的音樂氣氛。 

3.2 鼓勵學生參加一些合適的校外音樂活動/比賽，以增加學生接觸音樂的機
會。 

3.3 開辦有關音樂的課外活動，讓學生更早接受音樂訓練。 

 

4 執行計劃  

4.1 配合工作目標一 

4.1.1 於下學期試後活動舉辦班際歌唱比賽。 

4.1.2 舉行晨光音樂會，增加學生表演的機會。 

4.2 配合工作目標二 

4.2.1 建立音樂資訊的平台，如早會時段或壁報，向學生宣傳合適的校外
音樂活動/比賽。 

4.3 配合工作目標三 

4.3.1 於星期六課外活動時段增設樂器班。 

4.3.2 參加康文署資助的學校文化計劃，發掘有潛質的學生參加。 

 

5 預計困難  
5.1 學生因需參與其他的活動或比賽，未能準時出席所有排練。 

 

6 財政預算  

出外參賽/參演車費        $ 2,500 

參加學校音樂節報名費    $  700 

教具添置       $  500 

邀請專業樂團到校演出    $ 2,000 

其他(如維修、獎品)           $  500 

          合計 $ 6,200 

7 評估  

7.1 觀察學生的表現，以檢討活動的成效。 

7.2 與老師訪談收集老師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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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執行小組  

      組長：連海欣老師、周潤珊老師 

組員：全體音樂科教師 

 (七) 體育科 

1. 目標  

1.1 增進學生之健康，使身體獲得全面的發展和良好的體適能。 
1.2 培養學生高尚的品德，公正的態度及良好進取的體育精神。 
1.3 促進學生在團體生活中互助合作；培養他們對團體的責任感和歸屬感。 
1.4 培養學生的優美體態，加強他們對優美事物如動作及儀態的欣賞。 
1.5 加強學生觀察、分析、判斷、適應及創作的能力。 

1.6 培養學生參加健康及正當休閒活動的習慣。 
 

2. 現況 

2.1 強處 

2.1.1 體育教師人數充裕。 
2.1.2 本校體育教師具備足夠教學經驗，而且擁有多項運動的教練資格。 
2.1.3 學生對體育活動有濃厚興趣。 
2.1.4 有校外導師、教練及家長支援。 
2.1.5 校方積極支持各項體育活動發展。 

2.2 弱點 

2.2.1 體育用具不足以供給每個學生使用。 
2.2.2 缺乏足夠訓練場地。 

 

3. 本年度工作目標 

3.1 培養學生對運動的興趣。 
3.2 培養學生健康的休閒活動習慣。 
3.3 培養學生在體育活動中互相合作，對學校有歸屬感和責任感。 
3.4 培養學生有良好的體育精神。 
3.5 培養學生對體育運動有多方面認識。 

 

4. 執行計劃 

4.1 校內 

4.1.1 依據目標方向設計體育課程。 
4.1.2 學期初派發健康狀況調查表及病歷表，得知學生的健康情況。 
4.1.3 每學期初為全校學生量度身高及體重。 
4.1.4 籌辦陸運會。 
4.1.5 籌辦一、二年級遊戲日。 
4.1.6 毎星期二早會時進行讚美操及護脊操活動。 
4.1.7 籌辦運動講座及運動示範。 
4.1.8 籌辦班際運動比賽。 
4.1.9 籌辦水運會。 

4.2 校外 

4.2.1 鼓勵學生積極參加校外體育活動訓練及比賽。 
4.2.2 選拔學生接受訓練，代表學校參加學界體育聯會所舉辦的比賽，如

游泳、遊戲、田徑、籃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劍擊、排球，
及其他團體舉辦的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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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預計困難 

5.1 由於訓練項目較多，人力及其他資源調配出現困難。 
5.2 由於資源有限，故改善體育室、添置器材等需逐年實行。 
 

6. 財政預算 

添置體育用具及器材  $  30,000 
租用泳池及場地   $  23,000 
舉行活動及比賽禮物   $   2,500 
交通             $    8,000 

                        合計 $  63,500 
 

7. 評估 

7.1 透過考試、測試作以下兩方面評估：(1)體能、(2)技能。 

7.2 透過以下各方面觀察學生作出評估：(1)與人合作、(2)對體育科之學習態度 
及(3)上課時的參與及對外參賽的表現。 

 

8. 執行小組 

組長：陳兆倫主任、林潔瑩老師 

組員：全體體育老師 

 

 

(八) 宗教科 

1.  目標 

1.1  以福音為中心，幫助兒童認識及效法基督。 

1.2  用愛心、耐性悉心栽培，發展兒童完整人格。 

1.3  引導兒童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基督精神。 

1.4  幫助學生認識基督教對世界和社會的貢獻，及其對人生的價值，進而認識
基督教信仰是完美人生的基礎。 

1.5  幫助學生熱愛自己的生命和尊重別人的生命，實踐基督愛人如己的精神，

以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 
 

2.  現況  

2.1  強處 

2.1.1  本校附屬牧區，方便轉介學生慕道，藉此促進牧區與學校的密切關
係，廣傳福音。 

2.1.2  本校每天均有早禱崇拜及星期三信息分享，使學生能經常接觸到與
宗教有關的資訊。 

2.1.3  有節期性的崇拜，例如聖誕節，復活節及畢業崇拜，學生前往所屬
牧區頌主堂或聖三一座堂參加畢業崇拜和教育主日，加深學生對教
會的認識。 

2.1.4  聖公會設有「宗教教育中心」，支援教師在教學上遇到的問題。 

2.1.5  課堂時數每節為四十五分鐘，授課時間充裕。 

2.1.6  頌主堂青年幹事林柏瑋到校參與教授宗教課，有效強化堂校聯系。 

2.2  弱點 

2.2.1  學生課餘時往往會因功課太多或參與不同的課外活動而未能參與
教會活動。 

2.2.2  基督徒的教師人數比例不多，而且各有自己需負責的教學活動，故
需加強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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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年度工作目標 
3.1  持續加強本校的宗教氣氛。 
3.2  鼓勵學生參與校內及校外的宗教活動，使學生熱衷信仰生活。 
3.3  鼓勵教師參加宗教教育中心，或其他宗教團體所舉辦的進修課程和研討

會。 
3.4  舉辦佈道會，增加學生及家長對信仰的認識。 
3.5  舉辦多次全校性有關宗教科的活動，例如:聖誕節期崇拜、復活節期崇拜、

宗教周、佈道會、團契、福音營及聖經朗誦比賽等。 
3.6  鼓勵學生背誦金句，藉此加深學生對聖經的認識。 
3.7  舉辦教師團契、「心靈滑浪板，助你乘風破浪」故事系列、與健康教育合

辦主題活動及分享主題信息，增加師生對主的認識。 
3.8  發展社區關愛服務，傳揚福音。 

 

4. 執行計劃 

4.1  增強學校與牧區的聯繫 

4.1.1  校方邀請牧區牧師或團契負責人到校主持節期性崇拜或週會。  

4.1.2  邀請牧師到校講授聖經課，加強與學生的聯繫。 

4.1.3  安排學生及老師出席教育主日崇拜。 

4.2  強化學校與家長的聯繫--藉學校網頁「宗教教育」一欄推介與宗教有關的
資訊。 

4.3  宗教氛圍 

4.3.1  逢星期三早禱由基督徒老師主領並分享主題信息。 

4.3.2  教師在宗教課中，帶領及教導學生為特別事故祈禱或彼此代禱。 

4.3.3 鼓勵學生負責主持早禱，多參與宗教活動。 

4.3.4  鼓勵學生背誦課後金句。 

4.4  特別節日及其他宗教活動 

4.4.1  邀請傳道區負責人到校主持節日性崇拜，如聖誕節及復活節。 

4.4.2  鼓勵學生參加聖經朗誦節比賽。 

4.4.3  參與牧區舉辦的暑期聖經班，「紅土黃田」計劃等，藉此轉介學生
參與牧區的團契或主日學。 

4.5  老師方面的計劃 

4.5.1  鼓勵老師積極參與各宗教研討會及訓練課程。 

4.5.2  鼓勵老師參加主日崇拜。    

4.5.3  鼓勵老師參加校內之教師團契。  

 

5.  預計困難 

5.1  由於傳道區人手資源有限，所以在時間安排上可能會有困難。 

5.2  教學工作繁忙，無論老師或同學都缺乏時間以助靈命的增長。 

       

6.  財政預算 
添置宗教參考書及影音教具     $ 1000 
宗教周活動                   $ 2500 
獎品                         $  500  

                        合計 $ 4000  
  

7. 評估 

7.1  透過宗教科會議的討論，能了解教學情況； 

7.2  學生在課堂、活動及課業的表現。 

 

8.  執行小組 
科主任  ：任淑儀老師、梁愛貞副校長 
科任老師：全體宗教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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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普通話科 

1.  目標 

1.1  培養聆聽、說話、朗讀等語言能力，以及自學能力。 
1.2  增進與本科有關的語言知識，以及對中國文化的認識。 
1.3  提高對本科的學習興趣，培養良好的學習態度和習慣。 

 

2.  現況 

2.1  強處 

2.1.1  本校所有普通話科教師已達普通話科教師語文能力評核基本要求。 

2.1.2  本校教師工作認真、負責。 

2.1.3  學校鼓勵及支持教師進修。 

2.1.4  學校樂意提供經濟資源購買教具及參考書。 

2.1.5  教學時間充裕，讓老師有更多空間進行課堂活動。 

2.1.6  家長鼓勵學生多學一種語言。 

2.1.7  大部份學生對普通話有興趣，樂於學習。 

2.2  弱處 

2.2.1  學生主要以粵語為日常用語。 

2.2.2  學生缺乏普通話的語言環境。 
2.2.3  普通話科教師的人數較少，並且要兼任主科教學，工作繁重。 

 

3.  本年度工作目標 

3.1  培養學生能力方面 

3.1.1  培養聆聽能力，以理解話語的內容；培養聆聽的興趣及良好的聆聽
態度。 

3.1.2  培養說話能力，以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培養說話的興趣及良好的
說話態度和習慣。 

3.1.3  培養朗讀及自學能力；增進與本科有關的語言知識，以及對中國文
化的認識。 

3.1.4  培養運用漢語拼音的能力，以提高自學能力。 
3.2  改善教學條件方面 

3.2.1  定期召開會議，檢討教學計劃。 
3.2.2  鼓勵教師參加校外進修課程，如：普通話科複修課程、正音課程、

 口語訓練課程、普通話教中文等。 
 

4.  執行計劃 

4.1 聆聽訓練方面 

4.1.1  每星期均設有聆聽訓練。 

4.1.2  選取不同的材料，配合所教授的課文內容，因應學生的程度，並提
 供多元化的練習活動，訓練學生的聆聽能力。低年級(1 至 3)方面，
所提供的聆聽材料包括：簡單有趣的詩歌、童話故事、對話等，而
聽後練習就包括配對或選擇；高年級(4 至 6)方面，所提供的聆聽材
料包括：繞口令、寓言故事、簡短的散文等，而聽後練習就包括問
答或覆述故事。 

4.2  說話訓練方面 

4.2.1  每星期均設有說話訓練。 

4.2.2  提供活動以訓練學生的說話能力。低年級(1 至 3)方面的練習，包括：
回答簡單的問題、介紹自己和家庭、覆述簡單的話等；高年級(4 至
6)方面的練習，包括：用意思完整的句子回答日常生活的問題、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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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討論等。 

4.2.3  為配合本年度關注事項一，提升學生說話的自信心，鼓勵學生大聲
朗讀課文。 

4.3  閱讀及譯寫訓練方面 

4.3.1  每星期均設有閱讀訓練。 
4.3.2  選取各類型的作品，如對話、兒歌、故事等，訓練學生的朗讀能力。 
4.3.3  為一年級學生提供聲調、變調及輕聲的練習，為二年級至四年級學

生提供聲母及韻母的練習，為五及六年級學生提供聲母、韻母及拼
寫的練習，以增進其語言基本知識，並配合課文內容及各級學生的
程度，訓練學生譯寫能力。 

4.5 全學年活動 

4.5.1  提名並訓練學生參加校際朗誦節個人朗誦及集誦項目或其他朗誦及

講故事比賽。 
4.5.2  於本學年舉辦粵普對譯活動，希望透過活動，提高學生學習普通話

的興趣。 
4.5.3  為配合本年度關注事項三，在普通話週期間利用繞口令等活動介紹

有關健康的訊息，讓學生透過活動增強聆聽及閱讀能力。 
4.5.5  每學年舉行普通話週，透過活動增加學生說和聽普通話的興趣，加

強他們說普通話及表達的能力，在校內推廣普通話。 
 

5.  預計困難 

5.1  普通話科老師的人數較少，未能定期提供豐富的活動予學生參與。 

5.2  普通話科老師的人數較少，每位普通話科老師要兼教數班普通話，未能全
面照顧成績稍遜的學生。 

 

6.  財政預算 

比賽及各項活動經費     $  500 
教材及教具     $ 1,000 
獎品                      $  600 

         合計 $ 2,100 
 

7.  評估 

7.1  透過平日課堂觀察學生的表現。 

7.2  全年上、下學期各設一次考試，考查學生在聆聽、說話、閱讀及譯寫四方
面的能力。 

7.3  透過各種普通話科活動，觀察學生實際能力的表現。 

 

8.  執行小組 

 組長：蔡麗賢老師、周素貞老師 

 組員：全體普通話科老師 

 (十) 電腦科 

1. 目標 

1.1 誘學生對使用資訊科技學習的好奇心和興趣。 

1.2 鼓勵學生對資訊科技要有冒險精神，並在有趣的教學活動中嘗試使用資訊
科技工具。 

1.3 讓學生熟習一般的電腦操作。  

1.4 讓學生認識到資訊科技在日常生活中的廣泛應用。 

1.5 讓學生懂得運用資訊科技工具輔助及促進學習，以達到終身學習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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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讓學生發展處理資訊科技的簡單技巧，並學習正確的人際溝通技巧，以便
進行協作學習，從而獲取知識，建構知識，創造知識。 

 

2. 現況 

2.1 強處 

2.1.1 本校有 100%教師在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達基本級或以上程度，92%

達中級或以上程度，及有 8%達到中上級或以上程度，故此有足夠
教師可任教電腦科。 

2.1.2 本校已有一個設備完善的資訊科技教室。 

2.1.3 全校已連接互聯網﹙寬頻﹚及內聯網。 

2.1.4 學生對學習資科技感興趣，且積極參與校內校外的活動。 

2.1.5 學校增添 30部平板電腦，提高學生資訊科技能力及互動學習。 

2.1.6 2014-2015 年度選用新電腦科用書，並配合學習平台，提升學生的
自學能力。 

2.2 弱點 

2.2.1 高年級電腦科時間不足，難以完成較深入的作品。 

2.2.2 課本內容較零散，不能配合各科目。 

 

3. 本年工作目標 

3.1 培養學生資訊素養，提高學生注重知識產權的意識；通過日常課程，講述
知識產權的重要，並在課業中實踐。 

3.2 配合關注項目，進行跨學科學習。 

3.3 在課外活動中運用資訊科技，讓學生增加使用資訊科技學習的能力。 

3.4 參加有關資訊科技的比賽，提升同學資訊科技及研習的技巧。 

3.5  強化學生網上搜尋的技巧。 

3.6  配合健康學校的主題，強化教導學生善用電腦及互聯網的意識。 

3.7 配合學校平板電腦教學事宜，強化學生使用平板電腦的技巧。 

 

4. 執行計劃 

4.1 鼓勵老師將課程整合，以工作為目標(Task-Oriented)的方式將技巧整理，配
合各科內容進行具意義的學習。 

4.2 聯合課外活動組，聘請專業導師在課外活動課教導學生製作機械人。 

4.3 製作壁報，為學生提供軟硬件的知識，或展示學生作品。 

4.4 繼續在午膳時段開放電腦室供學生使用。 

4.5 購置合用的軟件供學生使用。 

4.6 通過電腦課，指導學生獲得知識，處理知識，反思過程，運用資訊的技巧。 

4.7 配合學校的發展目標製作相應的教材。 

4.8  以工作紙、影片、動畫等教材強化學生健康用電腦、互聯網的意識。 

4.9  以活動或比賽形式加強學生對中文輸入法的興趣、應用及操作，特別是較
常用的速成及九方輸入法。 

 

5. 預計困難 

5.1 電腦課時間不足，以致影響學習活動及其成效。 

5.2 有部份學生家中沒有課程所用的軟件，以致影響學習成果。 

 

6. 財政預算 

資訊科技教學活動      $  500 

購買軟件        $ 4,000 

參考書         $  400 
合計 $ 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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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評估 

7.1 定期舉行會議，就計劃的內容及進度作出評估。 

7.2 妥善保存會議紀錄。 

7.3 定期展示各項學生功課、比賽作品及結果。 

7.4 觀察學生的課業以評估課程的成效。 

7.5  隨時聽取教師及學生的意見以作出即時及適時的反應。 

 

8. 執行小組 

組長：朱賢賢老師、蕭國偉老師  

        組員：全體電腦科老師 

 

(十一) 跨課程――健康教育 

1. 目標 

1.1   持續學習及鞏固十大健康主題：個人健康、食物與營養、心理和情勢健康、
家庭生活與性教育、疾病的防治、吸煙、酗酒藥物使用與濫用、消費者健
康、安全與急救、環境健康與保護、生命、老化與死亡。 

1.2 協助學生充實健康知識及生活技能。 

1.3   培養學生建立健康生活習慣。 

1.4   鼓勵學生積極行動參與健康教育活動。 

1.5   透過各科組推行健康教育。 

1.6 透過親子活動，鼓勵家長與子女一起參與健康教育的親子活動。 

1.7 鼓勵學生欣賞和愛護大自然。 

1.8 培養學生尊重及保護環境的責任感。 

2 現況 

2.1 強處 

2.1.1 管理層以致全體教職員都認同健康教育的重要。 

2.1.2 健康教育以跨課程形式進行，不為課程、科目所限制，有利推行各
項活動，亦得到各科組的協助和支持。 

2.1.3 「學校發展津貼」提供資助發展健康教育。 

2.1.4 教職員、家長及學生的健康意識日益加強，亦重視健康生活，積極
參與各項有關活動。 

2.1.5 學生對各項健康教育活動均感興趣 

2.1.6 學校特別成立健康教育組，專責籌劃及推行有關健康教育活動。 

2.1.7 學校家長教師會支持推動健康及環境教育。 

2.1.8 與社區建立了緊密聯系，有助向社區推廣健康教育。 

2.2 弱處 

2.2.1 由於健康教育的推行涉及不少行政程序，以致在運作上需加強配
合。 

2.2.2 由於課程編排緊密，健康教育活動未能有充裕時間推行。 

 

3 本年度工作計劃 

3.1 透過香港健康促進學校認證系統，持續全面發展及評估。 

3.2 透過圖書借閱、講座及活動，充實學生的健康及環境知識。 

3.3 透過恆常活動培養學生健康的生活習慣。 

3.4 透過生命教育培養學生良好品格，懂得尊重及關愛別人。 

3.5 透過親子活動，鼓勵家長與子女一起參與，把健康和綠色文化推廣至學生
的家庭。 

3.6 提高老師對健康教育的意識，增加教師培訓，並能以身作則。 

3.7 積極向社區推廣健康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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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執行計劃 

4.1 配合健康教育的校內活動：   

4.1.1 各科組配合的活動 

4.1.2 參與健康校園計劃 

4.1.3 由健康教育組策劃活動 

4.2 參與社區舉辦之有關活動。  

4.3 在校園內設立展板，定期更新健康及環保資訊。 

 

5 預計困難 

5.1  學校課程緊密，推行活動需把握早會、周會或午膳時間進行。 

 

6 財政預算 

比賽及各項活動經費  $2000 

參觀、講座、雜項  $2000 

 合計     $4000 

 

7 評估 

7.1 學生參與健康活動的比率及回饋 

7.2 學生對健康意識的水平 

7.3 香港健康促進學校認證評估 

 

8 執行小組：  

梁愛貞副校長、梁素芬主任、林燕燕主任、陳巧媚老師、陳瑋琪老師、 

劉詠晶老師、蘇美儀老師及李嘉慧女士（健康及藝術教育助理） 

 

(十二) 跨課程――資訊科技 

1. 目標 

1.1 整體目標 

1.1.1 推廣及建立校內應用資訊科技的文化。 

1.1.2 把學校變為充滿活力和創意的學習場所。 

1.2 學生方面—我們希望透過電腦認知課程及在各科的學習中使用資訊科
技，達致以下目標：  

1.2.1 培養學生成為主動、富探究精神和具有創意的學習者。 

1.2.2  透過電腦認知課程，培養學生成為既通曉資訊科技，又能靈活應用
的人材。 

1.2.3 培養學生有效並迅速處理資訊的能力。 

1.2.4 培養學生終身自學的態度和能力。 

1.3 教師方面—通過中央培訓及校本教師培訓，我們希望達致以下目標： 

1.3.1 讓教師明白教與學的範式轉向，包括教師與學生的角色轉變、教與
學的觀念轉變。 

1.3.2 讓教師掌握利用資訊科技製作教學軟件的技術，掌握運用資訊科技
進行互動學習的技巧。 

1.3.3 教師有信心使用電腦輔助教學。 

1.3.4 鼓勵同事之間互相交流及分享利用資訊科技教學的成果及心得。  

1.3.5 協調各級各科教師製作並共用教材。 

 

2. 現況 

2.1 強處 

2.1.1 校舍及設備方面     

 已有一個設備完善多媒體互動學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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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媒體互動學習中心為學生提供互動學習的機會。 

 圖書館設有多媒體電腦，學生可方便地搜尋資料。 

 課室已連接互聯網﹙寬頻﹚及內聯網 

 學校已建立無線網絡。 

 教員室有 10 台可接駁互聯網及學校內聯網的電腦，在自行製作
教材時更方便。 

 多部電腦具剪輯影像功能，可供製作教學影片。 

 課室、特別室、禮堂已裝設投影機及電腦，可以方便地運用資
訊科技教學。 

 學校購入 30 平板電腦，供學生於課堂上及活動中進行互動學習。 

 學校添置八達通系統，用於考勤及學生繳費。 

 本年度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建立校園電視台。 

2.1.2 教師方面 

 本校利用校管系統處理學科測驗成績、學生成績登錄、列印成
績表、製作每班點名表及登分紙、學生活動紀錄、出席紀錄、
學校通告、編排教師代課、處理學生及教師個人資料、管理學
校財務、編印畢業證書、獎狀等，並利用聯遞系統接收及輸送
資料至教署各部門。同時，系統已更新及添置更多硬件。 

 運用「網上學校行政及管理系統」(WebSAMS)在處理學校日常時
務時更為便利。 

 多位教師的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已達高級程度。 

 本校教師運用資訊科技上表現積極，能利用資訊科技器材製作
教學材料。 

 本校由校長、主任、教師以至職員均有非常密切及融洽的合作
關係，在策劃工作、評估工作成效及共同分享資源方面都會事
半功倍。 

2.1.3 學生方面 

 本校開設 1-6 年級的電腦認知課程。 

 過往學生在各科的專題設計活動中，均有利用資訊科技的工具
進行製作；而在以往舉行的活動中，同學均積極參與及有令人
鼓舞的成績。 

 部份學生曾參加課餘的電腦班，除了提升本身的技術外，亦協
助同學及老師提升資訊科技的水平。 

2.1.4 家長方面 

 根據過往問卷調查所得，家長願意參加電腦認知課程，或願意
擔任義務導師，顯示家長對資訊科技教育的認同及積極性。 

2.1.5 其他 

 各科科主任積極參與資訊科技教育，在科主任會議中，各科主
任提出需要的支援，使資訊科技教育組能盡量配合發展。 

 教師積極嘗試利用現成及自製的教學軟件，以加強教與學的效
果，學生亦對該些課堂表現得很感興趣。 

 本校的技術員積極為老師提供器材及教材。 

 已建立學習資源庫，收集各科教學網址，軟件等，協助老師及
學生運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 

 學校網頁能向外發放訊息，讓外界人士更瞭解學校的現況。 

 已設置學習平台，增強師生間的溝通，學生增加學習語文及數
學的機會。 

2.2 弱處 

2.2.1  部分教師對使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方面的技巧尚需強化。 
2.2.2  能為學生提供進行互動學習的場地不足，在編配使用時有困難。 

2.2.3 課室雖設電腦，但仍缺乏學生進行互動學習的資訊科技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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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年工作目標 

3.1 課程與教學 

3.1.1  培養學生資訊素養，提高注重知識產權的意識： 

3.1.1.1  培養學生在網上獲取、處理知識的方法，認識知識產權的
重要。 

3.1.1.2  強化五、六年學生網上搜尋資料的技巧。 
3.1.1.3  協助教師了解有關資訊素養、知識產權的事項。 

3.1.2  維持學習資源庫的運作，豐富學習資源庫的材料方便老師及學生利
用網上資源教學或學習，包括： 

3.1.2.1  配合課題的網址 
3.1.2.2  學習軟件 
3.1.2.3  參考的圖片及影片 
3.1.2.4 學習遊戲等 

3.1.3  支援應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教學。 

3.1.3.1  提供有關應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教學的要點及舉隅。 
3.1.3.2  提供有關網上資源。 
3.1.3.3  維持教學資源庫的正常運作，豐富多媒體教學資源。 
3.1.3.4  運用 Web 2.0 的網上服務，提供展示、創作的空間。 
3.1.3.5  繼續運用平板電腦於互動學習。 
3.1.3.6  藉校園電視台的運作，教導同學多媒體製作的技巧。 

3.1.4  提升學生以資訊科技學習的動機。 

3.1.4.1 鼓勵學生運用資訊科技作為學習工具。 

3.1.4.2 鼓勵學生運用資訊科技工具溝通及處理資訊。 
3.1.4.3 鼓勵學生以資訊科技工具演示資料。 
3.1.4.4 鼓勵教師運用攝錄工具拍攝學生的表現，並作為檢討的材

料。 
3.1.4.5 教導學生認識保護自己的需要，避免因使用電腦而受到不

良影響(例如：私隱權、健康問題、暴力及色情) 。 

3.1.5  鼓勵教師自行研製教學軟件，並匯集作共同使用。 

3.1.6  配合發展目標，與各科舉辦相關的活動。 

3.1.7  鼓勵並教導教師使用網上教育平台。 

3.1.8  推行平板電腦教學，提升學生自主學習及互動學習的能力。 

3.1.9  重組課程，配合網上課本的平台，提升同學學習資訊科技的能力。 

 

3.2  軟、硬件的添置 

3.2.1 添置合適的教學軟件及硬件。 
3.2.2  更新資訊科技設施，讓教師運用資訊科技教學時更流暢。 
3.2.3  提升互聯網的流量。 
3.2.4  推行八達通計劃，完善學校的考勤、繳費系統。 
3.2.5  建立校園電視台 

 

4. 執行計劃 

4.1  將電腦認知課程組合成單元。 
4.2  將各項網上教學資源編配到各科課題。 
4.3  將教學資源分類並儲存。 
4.4  將教學軟件集中，以便各教師取用。 
4.5  收集教師自行製作的教學軟件。 
4.6  添置影視及音響器材，供老師製作影像及音訊資料。 
4.7  經常檢查電腦及資訊科技設施，使其正常操作。 
4.8  經常檢查學校網絡，維持區域聯網及互聯網的暢通。 
4.9  經常檢查消耗品的存量，使各設施正常操作。 
4.10 在上課時間以外，為學生提供使用電腦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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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在上電腦課，專題研習及各項比賽的過程中，培養學生的資訊素養，提示
學生注重知識產權。 

4.12 配合「建康學校」的關注項目，在電腦課內教導學生善用電腦及互聯網。 
4.13 教學助理協助教師製作多媒體教材。 
4.14 匯集教師的意見，訂定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4.15 申請 Web 2.0 的網上服務，為學生提供展示、創作的空間。 

 

5. 預計困難 

5.1 課室作互動學習的資訊科技器材不足。 
5.2 教師要進一步掌握 IT 互動學習的技巧。 
5.3 電腦課時間較濃縮。 

 

7. 財政預算 

技術支援服務 $172,000 

上網服務 $ 45,600 

軟件合約費 $ 22,000 

伺服器、電腦及相關軟件 $ 40,000 

消耗品 $ 20,000 

維修及保養 $ 20,000 

延長校內電腦設施的開放時間 $  4,000 

合計 $ 320,000 

 

7. 評估整個資訊科技教學計劃 

7.1 定期舉行會議，就計劃的內容及進度作出評估。 

7.2 妥善保存會議紀錄。 

7.3 展示各項學生功課、比賽作品及結果。 

7.4  評估學生課業以衡量課程的成效。 

7.5  隨時聽取教師及學生的意見以作出即時及適時的反應。 

 

8. 執行小組 

組長：鄧志昌老師 

組員：資訊科技教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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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央圖書館 

1. 目標 

1.1 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使閱讀成為習慣及風氣。 

1.2 培養學生通過閱讀，擴闊視野，增進知識；並利用閱讀策略，提高學生閱
讀能力。 

1.3 培訓學生掌握資訊技巧，善用資訊，以建立自學能力及終身學習的基礎。 

1.4 使圖書館成為日趨完備的資訊中心，以協助學科教學及提高學生學習的興
趣。 

1.5 圖書館能為學生提供一個理想的學習及閱讀環境。 

1.6 配合「健康校園」及本年度關注事項，於圖書課程及活動內加入相關元素，
以達致學會學習及推動全人發展的目的。 

 

2. 現況 

2.1 強處 

2.1.1 圖書館落成逾十載，環境優美，並不時加增設施，為學生締造一個
良好的閱讀環境。 

2.1.2 隔周設有圖書課，使學生有更多的機會閱讀，建立良好的閱讀習慣。 

2.1.3 本校現行全日制，增加學生使用圖書館的時間。 

2.1.4 校方給予充分的支援及積極的支持。 

2.1.5 圖書館於課前、小息、午膳後及課後時段開放，增加學生閱讀的機
會。 

2.1.6 圖書館管理員(閱讀大使)熱心服務，具備成為優秀圖書館管理員之

潛質。 

2.1.7 已裝置圖書登錄系統處理圖書資料儲存，提高工作效率。 

2.1.8 圖書館設置多台多媒體電腦供學生使用，藉以訓練學生掌握資訊，
善用資訊，以及建立自學能力及終身學習的基礎。 

2.1.9 在圖書館內安裝內線電話，對發展館務有正面的影響。 

2.1.10 更新及改善圖書館內設施：更新電腦、加增打印機等設施。 

2.1.11 加入兩個功能小組：閱讀推廣小組及校園小記者小組籌劃及推展各
閱讀活動。 

2.2 弱點 

2.2.1 圖書館未有足夠的電子教材支援教學上的需要。 

2.2.2 未有足夠人手支援圖書館的工作。 

2.2.3 圖書館部份設置開始折舊需更新。 

 

3. 本年度工作目標 

3.1 與「閱讀推廣小組」各成員通力合作，以跨科協作提升學生閱讀的興趣及
能力。 

3.2 配合課程發展本年度關注事項，提升學生的閱讀素質。 

3.3 繼續與各科合作(包括中文科、英文科、宗教科及視覺藝術等科)，進行跨
科活動，藉以提高學生對閱讀的興趣。 

3.4 繼續推行「閱讀大使」計劃，培養優秀的閱讀大使，使其成為領導閱讀風
氣的核心。 

3.5 爭取資源，為學生開辦適切之課程，提升其語文及閱讀能力。 

3.6 配合本年度校本發展關注項目，與各科組合作，設計相關的閱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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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執行計劃 

 活動 對象 推行日期 

4.1 早讀課(配合課程發展) 全校學生 逢周四早課前進行 

(8:00-8:20) 

4.2 故事演講比賽 

 

全校學生     下學期 

4.3 書叢榜各項活動 

(包括閱讀嘉年華、閱讀約章) 

全校學生     11/2014 至 04/2015 

4.4 家長日書展 全校家長     家長日(12 月、4 月) 

4.5 元宵燈謎競猜比賽 

(配合課程發展及與中文科合辦) 
全校學生 2 月 

4.6 閱讀大使 小三至小六學生     全年 

4.7 「書唔兇」閱讀網 小一至小三學生 全年 

4.8 課後閱讀 小一至小三學生 10/2014 至 06/2015 

4.9 我愛香港兒童網 小五至小六學生 09/2014 至 05/2015 

4.10 圖書館清潔日 小四至小六閱讀大使 於校園清潔日舉行 

4.11 校外各項閱讀比賽 全校 全年 

4.12 校外各項校園小記者比賽 校園小記者 全年 

4.13 每月主題閱讀 全校學生 全年 

4.14 主題書展覽 全校學生 全年、配合相關內容 

4.15 「伴讀爸媽」 小一至小二學生 逢周四早禱時段進行 

4.16 世界閱讀日 全校學生 4 月 23 日 

   

5. 預計困難 

5.1  現有的電子教材不足，學生閱讀種類選擇少。 

5.2  圖書館工作繁瑣，圖書館主任需花大量時間處理各項文件上的工作。 

 

6. 財政預算               
文具雜項         $ 2,000 
「閱讀大使」活動       $ 1,000 
比賽及活動         $ 4,000 
圖書館登錄圖書系統保養及維修費    $ 3,500     
教師參考書(包括電子輔助教材)     $ 2,500 
學生圖書         $ 5,000 
小記者訓練及活動       $ 1,000 
親子悅讀角         $ 2,000 
書叢悅閱俱樂部學校會員費用     $  500   

           合計 $21,500    
                   

7. 評估 

7.1  定期檢討工作進度、跟進及改善各項工作。 

7.2 收集老師及同學對圖書館服務的意見。 

7.3  從每月借書數量及學生到館人數評估學生閱讀習慣、圖書館藏書及服務的
優劣。 

7.4  觀察學生參與推廣活動的表現及反應，以評估該活動受歡迎程度及可改善
之處。 

 

8. 執行小組 

組長：唐祖堯老師 

組員：林燕燕主任、嚴美嫻老師、鄧志昌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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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家長教師會 

1.  目標 

1.1  加強家長、教師、學校之間的聯繫和溝通，促進三方面的友好關係。 
1.2  推動家庭與學校合作，共同促進學生在提升學業、建立歸屬、樹立優良校

風和身心方面的健康發展。 
1.3  發揮家長潛力，討論教育事宜，從資源上給與學校支持，協助校政建設。 

 

2.  現況 

2.1  本會已成立十二年多。 
2.2  本會能成功融合家長、學校及教師的資源，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 
2.3  大部份家長委員願意協助在校園進行各類型活動、講座及義工服務等事宜。 

             

3.  本年度工作目標 

3.1  透過家長、老師及學校的合作，積極共商推行有關促進關愛校園文化、發
展學生多元潛能，以及擁有身心靈健康之工作坊、講座及活動等。 

3.2  發揮家長潛力，從資源及人力上給與學校支持和協助。 
 

4.  執行計劃 

4.1  透過召開家長教師會會議，商議如何配合學校發展及關注事項之事宜。 
4.2  運用家長、老師及學校的資源，舉辦各類型活動，如廣邀家長加入「家長

義工」行列、功課輔導班、贊助舉辦「今日我生日」活動、親子旅行、家
長講座及工作坊、家長興趣班、「家長也敬師」活動，與及「謝師宴」等。 

 

5.  預計困難 

現時絕大部分的父母均屬雙職父母，他們因需要長時間工作關係，未能出席本
會所舉辦的活動，因而影響出席人數。 

 

6.  財政預算 

6.1  向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申請經常津貼，作為家長教師會日常會務開
支。 

6.2  另向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申請舉辦兩項家校合作活動津貼，每項各
$5000。首項活動為家長教育，次項為親子及教師共同參與的戶外活動範
疇。審批結果有待通知。 

6.4.  將與屬會小學向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申請合辦家校合作活動計劃
津貼,合共$10,000。並將全數上繳聖公宗小學監理委員會，以舉辦聖公會小
學「生命、心靈及價值教育」計劃活動。 

6.5  本會向每個家庭會員收取$50作本年度會費。 
 

7.  評估 

本會將在每活動完結前，以派發問卷或透過召開會議的方式，來聽取會員的意
見、批評和建議，以便在改進工作及制訂今後計劃時，能廣納意見及有所依據。 
 

8.  執行小組 

顧  問：梁愛貞副校長 

家教會教師及家長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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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課程發展 

1. 目標 

1.1 透過小班教學，並利用合作學習模式，培育學生積極主動的學習態度，提
升學習成效。 

1.2 透過課堂推展資優教育，重點發展學生之創造力及思維技巧，發揮其潛能，
並優化學生之社交能力。 

1.3 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重點提升學生之溝通能力、協作能力、批判性思考
能力及自我管理能力。 

1.4 提升學生之解難能力、自學能力、匯報能力及自信心。 

1.5 培養學生閱讀的興趣及獨立閱讀的習慣，並藉此提升學生之中文、英文說
話及寫作能力。 

1.6 利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提升學習成效。 

1.7 訓練學生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並培養他們對體藝活動的興趣和鑑賞能
力。 

1.8 透過各學習領域、周會、早會、德育及公民教育課、講座，培養學生養成
正確的價值觀及態度。 

1.9 策略性地制訂「教師專業發展計劃」，配合學校每年之關注事項及科本發

展，加強教師的教學策略，提升教師之專業發展 

 

2. 現況 

2.1  強處 

2.1.1  學校課程目標及政策清晰，亦能配合教育發展之趨勢。 

2.1.2 學校設備完善，設有中央圖書館、多媒體互動學習中心、學生活動
中心、英語室、學生活動廣場等，各課室設有電腦、投影機、實物
投影機、思維角等，去年度更增設平板電腦，對推行課程發展極有
幫助。 

2.1.3 學校願意為各科提供經濟資源，購買教材及教具，以配合教學的需
要。 

2.1.4 學校重視培育學生之學術成就，定期檢視及跟進學生之學習情況，
並願意調撥資源，為學生提供資優課程、輔導課程及按能力分組上
課之安排。 

2.1.5 學校有系統地為學生安排全方位學習活動，讓他們獲取基要的學習

經歷，例如：服務學習活動、戶外學習活動、參觀活動等。 

2.1.6 學校重視發展學生的體育及藝術潛能，積極安排他們參與各類體育
及藝術活動或比賽。 

2.1.7 學校設導修課，讓教師可照顧能力稍遜之學生，而每教節為 45 分
鐘，讓教師有較充裕之教學時間。 

2.1.8 學校重視教師之專業發展，為教師制訂「專業發展計劃」，安排工
作坊、講座、交流活動、共同備課、同儕觀課、科主任觀課等活動，
加強教師學與教之策略，提升教學效能。 

2.1.9 教師積極、認真、盡責，樂於與人溝通及合作，積極參與專業進修
課程。 

2.1.10 教師富教學熱誠，致力提升學生之學術水平及培育學生有良好的品

德。 

2.1.11 教師善用評估數據，調節教學策略，回饋教學。 

2.1.12 教師具豐富的教學經驗，善用課室內設置之電腦、投影機、實物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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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機及白板等設備，有利運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活動。 

2.1.13 大部分學生有良好的學習態度，並樂於參與課堂活動，學習氣氛良
好。 

2.1.14 大部分家長重視子女的教育，願意與學校合作，培育學生。 

2.2  弱點 

2.2.1 教師工作量頗多，除批改課業外，還需帶領課外活動，以致共同備
課及教學經驗分享的時間不足。 

2.2.2 部分高年級學生在課堂上較被動，稍欠自信。 

2.2.3 部分低年級學生的匯報技巧較弱，自信心稍弱。 

2.2.3  部分學生的中文、英文及數學之水平較弱，同班學生的學習差異頗
大，老師在課堂教學上有一定的挑戰。 

2.2.4 部分家長工作繁重，未能跟進學生在學業上的問題。 

 

3.  本年度工作目標 

3.1 一至六年級皆施行小班教學，建立小組學習精神，並進行課堂互動及合作學
習活動，提升課堂學習氣氛，強調教學背後的原則：高動機、高展示、高
參與、成功感、尊重感及自我實現感。在課堂活動設計中滲入照顧學習差
異的元素，提升學習成效。 

3.2 配合資優教育普及化之理念，透過課堂推展資優教育，提升學生之創造力
及高層次思維技巧，發揮其潛能，並優化學生之社交能力。 

3.3 利用專題研習、主題式活動及「經歷學習課程」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包
括溝通能力、協作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及自我管理能力。 

3.4 透過課堂活動、延伸活動及課業，提升學生之解難能力、自學能力、匯報

能力及自信心。 

3.5 設早讀課為學生安排共同閱讀的時間，提高學生閱讀的興趣，培養學生獨
立閱讀的習慣，加強學校閱讀的氣氛，並透過故事演講及圖書分享等活
動，訓練學生從閱讀中學習，提升學生中文、英文說話及寫作能力。 

3.6 引入平板電腦教學，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 

3.7 將健康教育融入各科課程，協助學生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並推薦學生參
與不同類型的體藝活動，培養他們對體藝活動的興趣及鑑賞能力。 

3.8 推行「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並於各科滲入德育元素，培養學生有正確
的價值觀及態度。 

3.9 分階段策略性地制訂「教師專業發展計劃」，配合學校每年之關注事項及

科本發展，加強教師教學策略，提升教師之專業發展，並透過共同備課、
同儕觀課、科主任觀課、交流活動、專業支援服務及校本持續性評估檢討，
善用數據回饋，改善及提升教學效能，建立學習型社群。 

 

4. 執行計劃 

4.1  於至六年級皆施行小班教學，建立小組學習精神，並進行課堂互動及合作

學習活動，提升課堂學習氣氛，強調教學背後的原則：高動機、高展示、

高參與、成功感、尊重感及自我實現感。在課堂活動設計中滲入照顧學習

差異的元素，提升學習成效。 

4.1.1  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課堂利用分組形式，讓學生參與合作學

習活動，提高學生的課堂參與率，加強師生及生生互動的機會，培

養學生積極主動的學習態度。 

4.1.2  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科課堂主要採用以下六項小班教學之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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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4.1.2.1 在課堂開始時先向學生闡明該課節的學習目標，並於課堂完
結前作總結，以評估學生是否能夠達成目標。教師應重視學
習目的和過程，而不應只偏重學習成果。  

4.1.2.2 在進行全班討論時運用提問技巧，包括使用開放式問題和給
予適當的「思考時間」，讓學生認真思考，進行辯論。  

4.1.2.3 鼓勵學生參與課堂討論。例如：課堂開始時，鼓勵全班學生
互相打招呼和交談，以及在學生回應教師的開放式問題前，
先讓他們初步交流和分享意見。  

4.1.2.4 透過兩人或小組活動，促進學生的互相協作。教師須協助學
生訂立合作的常規與尋求共識，並在活動完結後，與他們一
起評估合作的成效。  

4.1.2.5 給予學生回饋，幫助學生反思他們的學習效能，找出錯誤並
加以糾正，以及提升解難技巧，促進自主學習。  

4.1.2.6 設計評估學習的架構。評估的方式不限於測驗和工作紙，應

探究學生的思考過程，以評估他們是否有能力運用資料解決

新難題。  

4.1.3 透過課堂活動、不同層次的提問及分層課業，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 

4.1.4 豐富學習資源庫的內容，讓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科老師可利用

資訊科技為學生安排互動學習活動，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提升學

習效能。 

4.2  配合資優教育普及化之理念，透過課堂推展資優教育，提升學生之創造力

及高層次思維技巧，發揮其潛能，並優化學生之社交能力。 

4.2.1 中文及英文科老師為學生擬訂富趣味及創意之寫作題目，每學期最
少兩次，激發學生之創造力。 

4.2.2 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科老師於共同備課中，利用「創意思維策
略」之「七何檢討法」(為何、何事、何人、何時、何地、如何或何
價)設計提問及課堂活動，鼓勵學生以不同角度思考問題，每學期最
少三次，以發展學生之創意。 

4.2.3 視覺藝術科老師為學生設計創意課題及活動，每學期最少兩次，培
養學生之創意。 

4.2.4 音樂科老師為學生設計創意課題及活動，每學期最少兩次，培養學

生之創意。 

4.2.5 各級中文科老師備課時，根據祝新華「閱讀認知能力層次」(複述、
解釋、重整、伸展、評鑑及創意)，各級英文、數學及常識科老師備
課時，根據布魯姆六個層次的思考模式(記憶、理解、應用、分析、
評鑑及創造)，為學生設計高層次問題。 

4.2.6 課堂上，老師為學生安排「思考時間」，一般問題約 5-10 秒，高層
次問題最少一分鐘，讓學生有足夠時間進行思考，以訓練其思維能
力。 

4.2.7 中文、英文及數學科老師在課業中，設計富挑戰性或發揮性的題
目，增強學生的高層次思維能力。 

4.2.8 常識科老師為四至六年級學生設計「高階思維工作紙」，每學期約

兩次，透過「六何思考法」及「六頂帽子思考法」訓練學生之思維
技巧。 

4.2.9 在課室設立「思維角」，提供富思考之遊戲，訓練學生思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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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0 定期更新人才庫，辨識資優生之特質，為資優生安排合適之抽離式

資優課程或活動，並提名資優生參與校外資優課程及比賽。 

4.3 利用專題研習、主題式活動及「經歷學習課程」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包

括溝通能力、協作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及自我管理能力。 

4.3.1  利用四次課外活動時段進行專題研習，讓教師能更專注與學生進行

討論。透過專題研習活動，訓練學生的共通能力，提升學習成效。

安排一至三年級學生學習專題研習的基本技巧，四至六年級學生學

習展示整個研習的成果；一至四年級以個人形式進行專題研習，五

至六年級則以小組形式進行。 

4.3.2 各科以「健康學校」十大主題作核心，進行各類學習活動，藉此提

升學生的共通能力。 

4.3.3 分階段為各級學生安排跨學科之「經歷學習課程」，透過研習、訪

問、參觀、體驗或食品製作等活動，激發學生之學習動機，提升學

生之溝通及協作能力，並藉此訓練學生之自我管理能力。 

4.4  透過課堂活動、延伸活動及課業，提升學生之解難能力、自學能力、匯報

能力及自信心。 

4.4.1. 數學科於一至三年級推行「校本解難課程」，指導學生解難技巧及

提升思考能力。每次考試均設解難題目，以評估學生之解難能力。 

4.4.2.  常識科為各級學生安排「科技日」，透過科技設計活動，培養學生

之解難能力及思考能力。 

4.4.3  各級中文及英文科老師指導學生自學策略，包括：課前預習、摘錄

要點、資料蒐集等，提升學生自學能力。 

4.4.4  四年級中文科老師及五年級英文科老師開展教導學生自學策略及

摘錄筆記技巧，並安排學生進行延伸活動，強化學生自學的能力。 

4.4.5  五、六年級中文科老師及六年級英文科老師延續指導學生自學策略

及摘錄筆記之技巧。 

4.4.6  四、五年級數學科老師利用「數學生活大發現」小冊子，指導學生

摘錄課堂所學及進行延伸活動，提升學生自學能力。 

4.4.7 為學生安排假期自主學習套(包括聖誕節假期、農曆新年假期、復活

節假期及暑假)，鼓勵學生於學校假期透過多元化自學活動，擴闊對

藝術及文化的眼界及知識，藉此提升學生之自學能力。 

4.4.8 各級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科老師在課堂上訓練學生匯報技巧，

加強學生說話的自信。 

4.5 設早讀課為學生安排共同閱讀的時間，提高學生閱讀的興趣，培養學生獨

立閱讀的習慣，加強學校閱讀的氣氛，並透過故事演講及圖書分享等活

動，訓練學生從閱讀中學習，提升學生中文、英文說話及寫作能力。 

4.5.1  逢星期四上午設立早讀課，鼓勵學生閱讀益智的課外讀物，增加學

生閱讀之機會，培養學生獨立閱讀的習慣，提高學校的閱讀氣氛。 

4.5.2  在課室放置不同類型之圖書，鼓勵學生時時讀、處處讀。 

4.5.3  由圖書館主任作統籌，各科任老師加以配合，鼓勵學生多閲讀，推

動閲讀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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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由家長擔任義工，為一至三年級學生伴讀故事，培養學生閱讀興

趣，並藉此加強學生聆聽及理解語文的能力。 

4.5.5 透過「家長伴讀樂趣多」活動，鼓勵低年級學生家長與子女伴讀故

事，提升學生朗讀及閱讀故事的技巧。 

4.5.6 中文及英文科老師於課堂教授學生閱讀策略(關鍵詞、腦圖等)，訓

練學生從閱讀中學習，並於課堂安排多元化之朗讀活動(個別讀、分

組讀等)，提升學生朗讀的興趣。同時，老師安排「朗讀課文」作為

課業，由家長評估，以家校合作形式，提升學生朗讀的技巧。 

4.5.7 圖書課時安排學生分享圖書，早會時段安排學生擔任主持及說故

事，午膳時間安排學生介紹圖書、分享故事等，提升學生說話的自

信及技巧。 

4.5.8 配合「423 世界閱讀日」，舉行故事演講比賽，提升學生說話之自信。 

4.5.9 定期展示學生的文章，亦鼓勵學生參與中文及英文網上閱讀活動、

寫作比賽及其他類型的閲讀活動，幫助他們提升中文及英文的寫作

興趣及能力。 

4.6  引入平板電腦教學，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 

4.6.1  數學科利用平板電腦進行速算及評估練習，增加學生對學習數學的

趣味及學習成效。 

4.6.2  五年級經歷學習課程，安排學生利用平板電腦進行拍攝及製作學習

日誌。 

4.6.3  二年級及三年級經歷學習課程利用平板電腦之優點，進行戶外問卷

調查活動，提升學生學習的興趣及果效。 

4.6.4  四年級經歷學習課程利用平板電腦之應用程式，進行校園遊蹤活

動，提升學生學習的興趣及果效。 

4.7  將健康教育融入各科課程，協助學生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並推薦學生參

與不同類型的體藝活動，培養他們對體藝活動的興趣及鑑賞能力。 

4.7.1  推行「健康校園」，各科在合適的課題中加入健康教育元素，引領

學生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   

4.7.2  逢星期二早禱後進行「讚美操」或「護脊操」，課間時段亦會進行

「護脊操」，藉此鍛鍊學生之體魄。 

4.7.3  體育科老師為學生進行體適能測試，並把有關報告派發給家長，讓

家長了解子女之體能，協助學生改善體格。 

4.7.4  按學生能力及特質為學生安排體育及藝術活動，推薦學生參與相關

之校外比賽，培育學生對體藝活動的興趣及鑑賞能力，以發展其體

藝之潛能。 

4.8 推行「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並於各科滲入德育元素，培養學生有正確

的價值觀及態度。 

4.8.1  為一至六年級學生安排德育及公民教育課，一至三年級採用《成長

列車》教材，四至六年級採用「成長的天空」之發展課程，以培養

學生有正確的價值觀及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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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  為學生安排「認識中國」活動，活動如下： 

日期(暫定) 時間 項目 參與級別 

十月 班主任課 瀏覽「公民教育徑網站」 P.1 

十月 班主任課 填色比賽 P.1 

十月 班主任課 問答遊戲 P.2- P.6 

九月底及 

六月底 

上午 8:05 升國旗、奏唱國歌 P.1-6 

4.8.3  為學生安排與德育有關之專題講座或活動，培養學生有正確的價值

觀及態度。 

4.8.4  安排全體五年級學生參與「同根同心—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地交

流計劃」，增加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識。 

4.8.5  安排全體五年級學生參與服務學習活動，透過探訪護老中心之長

者，體會弱勢社群的生活情況及需要，加強他們之同理心。 

 

4.9 分階段策略性地制訂「教師專業發展計劃」，配合學校每年之關注事項及

科本發展，加強教師教學策略，提升教師之專業發展，並透過共同備課、

同儕觀課、科主任觀課、交流活動、專業支援服務及校本持續性評估檢討，

善用數據回饋，改善及提升教學效能，建立學習型社群。 

4.9.1 安排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科任老師隔周備課，由級長作統籌，
各班科任老師輪流帶領。帶領備課的老師事前擬訂教學活動，在備
課會議中討論，每次會議均作紀錄，並交科主任存檔。備課當日如

遇假期，會議則另訂日期進行。 

4.9.2 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科任老師共同商議及擬寫「合作學習教
案」，上下學期各一份，並在課堂中實踐，藉此加強師生及生生互
動的機會，提升學生之學習成效。 

4.9.3 為配合關注事項一，各級中文科老師備課時，根據祝新華「閱讀認
知能力層次」(複述、解釋、重整、伸展、評鑑及創意)，各級英文、
數學及常識科老師備課時，根據布魯姆六個層次的思考模式(記憶、
理解、應用、分析、評鑑及創造)，擬訂題目，提升學生之思維技巧，
而共同備課表中需標示題目的類型。 

4.9.4 上學期及下學期均安排同儕觀課，此類觀課與考績無關。觀課重點
包括「合作學習教學模式」、「高層次提問技巧」及「創意思維策略」，

上學期觀課科目為中文及英文，而下學期觀課科目為數學及常識。
觀課老師需填寫「觀課表」，而授課老師需填寫「反思表」，觀課後
可作討論，以作改善教學之用。授課老師需於觀課後一周內交「觀
課表」及「反思表」給課程統籌主任，作存檔之用。 

4.9.5 校長、課程統籌主任、各科主任及副科主任參與「科主任觀課」，
主要科目為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以了解科任老師之教學情況
及各級學生之學習進度，並作考績評核。觀課重點與「同儕觀課」
相同，即「合作學習教學模式」、「高層次提問技巧」及「創意思維
策略」，強調「教學目標」、「課堂互動」、「總結」、「延伸」、「學生
匯報技巧」、「學習成效」等元素。觀課後填寫「科主任觀課表」，
並進行評課會議，檢視課堂成效。 

4.9.6 分階段策略性地為教師制訂「專業發展計劃」，為教師舉行工作坊，
安排教師參與專業進修課程，以配合學校每年關注事項及科本發
展，優化教師學與教策略，讓他們掌握教育新趨勢。課程統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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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課程發展所需，安排教師參與「資優教育進階或深造課程」、「高

階思維課程」、「照顧不同學習需要課程」等。此外，教師於上、下
學期需參與本科專業發展課程(講座、工作坊或分享會)最少一次，
並與校內本科教師研習及分享，促進學習社群之發展。 

4.9.7 安排教師參與交流活動，讓教師了解其他學校的教學情況，掌握有
效的教學策略及資源，以全方位及多元化的學習活動來配合學生之
學習需要，強調高動機、高展示、高參與、成功感、尊重感及自我
實現感。 

4.9.8 每次考試後，中文、英文、數學、常識科科任老師均進行學習成效
檢討會議，集中討論學生的弱點或難點，並設計合適的教學策略，
於課堂中實踐，提升學生的成績。 

4.9.9 校長、副校長、課程統籌主任、全體科主任及副科主任定期進行科

主任會議，檢視各級考試成績，商討改善方案，並籌劃本科之發展。 

4.9.10 中文、英文及數學科逐步推行專科專教，讓教師可專注進行課程發
展。 

4.9.11 中文科連續第三年參與「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之支援服務，任教
一、三年級的中文科老師定期與教育局之學校發展主任共同備課，
規劃校本讀寫課程，設計分層課業，提升教師提問策略，發展學生
之創造力及高層次思維技巧。 

4.9.12 數學科去年度參與「學校支援夥伴計劃」，本年度將在課堂上持續
運用已發展之教學資源，提升學生之學習果效。 

 

5. 預計困難 

5.1 部分學生抗拒閱讀文字性的書籍，校方雖已提供環境及資源，但仍難以改
變他們的閱讀習慣。 

5.2 部分學生性格被動，稍欠自信，老師雖為他們安排創意思維活動，但短期
內難以提升其創意及思維技巧。 

5.3 雖然全校實施小班教學，但班內存着之差異仍頗大，尤其是英文科，老師
沒有足夠時間為每位學生提供個別輔導，照顧其學習差異。 

 

6.  財政預算 

推行「經歷學習課程」車費                     $ 15,000 

推行專題研習費用                             $  1,000 

推行主題式活動費用          $  2,000 

「跨學科問答比賽」禮物費用                $  1,000 

「自主學習套」禮物                        $  2,000 

「各科考試首名」禮物                      $  2,000 

小班教學用品         $  2,000 

「思維角」用品       $  4,000 

製作教材、教具費用           $ 12,000 

佈置展板費用      $  1,000 

雜項          $  1,000    

   合計  $ 43,000 

 

7.  評估 

7.1 學生方面 

7.1.1  透過平日課堂、活動及小息時間，觀察學生的表現，尤其是價值觀
及態度兩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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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透過考試，考查學生的學業水平。 

7.1.3  透過問卷調查、觀課及訪談，評估學生的表現。 

7.2  教師方面 

7.2.1  透過檢討性的會議，分析及分享教學的成果。 

7.2.2  透過問卷調查來搜集教師之意見。 

7.3  家長方面 

7.3.1  透過面談及問卷調查來搜集家長之意見。 

 

8.  執行小組 

組長：梁淑敏主任 

組員：全體主任及老師  

 

(四) 教職員發展 

1.  目標 

1.1 鼓勵教師積極進取，終身學習，拓寬專業知識及視野，以配合學校發展之

需要。 

1.2 透過考績制度，公平地評鑑教師的工作表現，提升教師的專業發展。 

1.3 透過和諧校園，讓教師的身心有健康的發展，並能建立團隊精神。 

1.4 透過表揚教師之工作成就，讓教師獲取滿足感及歸屬感。 

   

2. 現況 

2.1  強處 

2.1.1  教師相處融洽，合作愉快，並認同學校的發展方向。 

2.1.2 學校每年均為教師制訂「專業發展計劃」，配合學校關注事項，為

教師安排專業發展日，並且策略性地安排老師參與校內及校外之進

修課程。 

2.1.3 教師參與校內及校外專業進修課程，表現投入，亦願意與同工分享

所學。 

2.2  弱點 

2.2.1 教師工作繁忙，加上部分進修課程之時間未能配合，錯失參與之機

會。 

 

3. 本年度工作目標 

3.1 為教師制定「專業發展計劃」，提升教師學與教之策略。 

3.2 推行校本考績評核計劃。 

3.3 推行「健康校園」，讓教師身心有健康的發展，並能建立團隊精神。 

3.4 定期表揚教師的成就及對學校的貢獻。 

4. 執行計劃 

4.1  為教師制定「專業發展計劃」，以配合學校關注事項，並豐富教師之本科
知識，提升其學與教之策略。 

4.1.1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為教師安排「資優教育」聯校教師講座，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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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掌握如何在一般課堂照顧學習差異及提升學生之學習潛能。 

4.1.2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安排主科科主任參與「資優教育進階課程」，
讓中層管理人員掌握推展資優教育之基本策略。 

4.1.3 安排體育科老師參與「急救課程」，定期傳閱有關健康進修課程資
訊，配合「健康校園」。  

4.1.4 策略性地安排老師參與「照顧不同學生學習需要」課程。 

4.1.5 定期傳閱教育局培訓行事曆之課程，鼓勵教師參與進修，而全體教
師於每學期最少參與一次校外本科進修課程，以豐富本科知識，加
強學與教之策略，並與本科教師分享所學。 

4.2 下學期進行校本考績評核，透過自評、互評及主任評核，讓教師了解自己
的工作表現，藉此提升教師的專業發展。 

4.3 推行「健康校園」，讓教師身心有健康的發展，並能建立團隊精神。 

4.3.1 學校繼續推行「健康校園」，讓教師在和諧的校園內工作，令身心
有健康的發展。 

4.3.2 學校為教師安排共同備課的時間，增加教師合作之機會，有助建立
團隊精神。同時，教師代表定期舉行聯誼活動，令教師關係更融洽。 

4.4 校長於星期三「教師小聚」，表揚教師工作的成就，對學校之貢獻，增加
教師的士氣，以及對學校之歸屬感。 

 

5. 預計困難 

5.1 學校未能預知教育局教師進修課程之確實日期，難以預早安排教師參與。 

5.2 部分教師因工作繁忙，未能參與校外進修課程，難以提升其專業發展。 

 

6.  財政預算 

急救課程費用                      $  2,000 

教師工作坊之費用                        $  6,000 

              合計  $  8,000 

 

7.  評估 

7.1  透過問卷調查來搜集教師之意見。 

7.2  透過檢討性的會議，分析及分享教學的成果。 

        

8.  執行小組 

組長：梁淑敏主任 

組員：全體主任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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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奉基小學 2014-2015 年度行政及教學工作財預算 

(一) 政府資助 上年結餘 預算收入 預算支出 結餘 $ 

甲. 一般範疇     

 School & Class Grant   395,798.00 600,000.00   

 Noise Abatement   286,283.00 145,000.00   

 Lift Maintenance   89,112.00 58,000.00   

 Administration / Revised 

Administration Grant    1,209,600.00 1,000,000.00 

  

 

 Administration Grant for Additional CA  175,632.00 175,000.00  

 Putonghua   1,548.00 500.00    

 School Curriculum Development Grant   43,536.00 40,000.00   

 Moral & Civic Education   12,840.00 12,000.00   

 Enhancement   5,928.00 5,700.00   

 Supplementary Grant   144,125.00 80,000.00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Grant   8,150.00 7,000.00   

 Composit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rant   350,401.00 330,000.00   

  727,791.74 2,722,953.00 2,453,200.00 997,544.74 

乙. 特殊範疇     

 SBSS for Newly Arrived Children 19,944.80 6,578.00 6,000.00 20,522.80 

 W.S. Approach To Guidance Funds 

Grant 15,050.40 5,694.00 5,000.00 15,744.40 

 Student Guidance Service (SGS) Grant 45,238.85 113,239.00 100,000.00 58,477.85 

 Chinese Extensive Reading 4,470.58 8,050.00 8,000.00 4,520.58 

 English Extensive Reading   22.26 8,050.00 8,000.00   72.26 

 Capacity Enhancement Grant 78,155.86 681,032.00 680,000.00 79,187.86 

 Understanding Adolescent Project Grant 41,197.00 104,325.00 100,000.00 45,522.00 

 Enhancement Speech Therapy Grant 91,444.00 120,219.00 120,000.00 91,663.00 

  295,523.75 1,047,187.00 1,027,000.00 315,710.75 

丙. 其他     

 家庭與學校合作經常津貼 0.00  4,989.00  4,989.00 0.00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津貼 0.00  10,000.00  10,000.00  0.00  

 學習支援津貼 214,097.42 609,700.00  600,000.00 223,797.52 

 綜合家具及設備津貼 19,441.18 205,224.00 200,000.00 24,665.18 

   233,538.60 829,913.00 814,989.00 248,462.70 

      
  2014/2015 年度終結總預算盈餘  1,561,718.29 

    

  上年結餘 預算收入 預算支出 結餘 $ 

(二) 學校賬目     

 冷氣及特殊用途費用 873,671.53 192,000.00 190,000.00 875,671.53 

 學校經費(包括小食部租金) 407,764.55 200,000.00 200,000.00 407,764.55 

  1,281,436.08 395,000.00 370,000.00 1,283,436.08 

      
  2014/2015 年度終結總預算盈餘  1,283,43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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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注事項一： 持續優化課堂教學，提升學習效能 --- 激發思維、積極自學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教師層面 

 

 持續強化教師

推展資優教育
之教學策略 

 

 

 

 

 

 

 

 

 

 

資優教育專業發展計劃： 

 為全體教師安排「在一般課
堂照顧學習差異及提升學習

潛能」聯校教師講座，讓教
師了解如何提升資優生的學
習潛能。 

 

 安排主科科主任參加資優教
育進階或深造課程，讓他們
掌握推展校本資優教育之策
略。 

 

 

 

校外專業支援： 

 中文科連續第三年參與教育
局「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
之支援服務，任教一、三年
級的中文科老師定期與教育
局之學校發展主任共同備

課，規劃校本讀寫課程，設
計分層課業，提升教師提問
策略，發展學生之創造力及
高層次思維技巧。 

 

 90%教師認為
資優教育講座

讓教師了解如
何提升資優生
的學習潛能。 

 

 85%主科科主
任認為資優教
育進階或深造
課程，令他們
掌握推展校本

資優教育之基
本策略 

 

 90%教師認為 

校外支援服務
及交流活動，
能強化教師之
教學及提問策

略，從而提升
學生之創造力
及思維技巧 

 

 

問卷調查、訪談及
課堂觀察 

 

8/2014 

 

 

 

 

 

9/2014- 

7/2015 

 

 

 

 

 

 

9/2014- 

7/2015 

 

 

課程統籌主任 

 

 

 

 

主科科主任 

 

 

 

 

 

 

 

 

中文科科主任
及一、三年級中
文科科任教師 

 

 

 

問卷 

 

 

 

 

 

 

 

 

 

 

 

 

 

問卷 

教育局「小學校本課
程發展組」高級學校
發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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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教師層面 

 

 持續強化教師

推展資優教育

之教學策略 

專業交流： 

 安排教師參加與資優教育相

關之工作坊或交流活動，透

過分享交流，互相觀摩，強

化教師之教學策略。 

 

 

 9/2014- 

6/2015 

課程統籌主任 問卷 

 

家長層面 

 

 讓家長掌握資

優教育之基本

概念 

 

 

專業講座 

 為家長安排培育資優生之專

業講座，讓家長認識資優教

育的基本概念及資優生的特

質 

 

 

 85%參與的家

長認為講座有

助其認識資優

教育的基本概

念及資優生的

特質 

 

 

 

 

 

 

 

 

 

  

10/2014- 

6/2015 

 

 

課程統籌主任 

 

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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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學生層面 

 

 透過課堂推展

資優教育，持續

提升學生之創

造力 

 

 

 

 

 

 

 

 

 

 

 

 

持續提升學生之創造力： 

 中文及英文科老師為學生擬

訂富趣味及創意之寫作題

目，每學期最少兩次，激發

學生之創造力。 

 

 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科

老師於共同備課中，利用「創

意思維策略」之「七何檢討

法」(為何、何事、何人、何

時、何地、如何或何價)設計

提問及課堂活動，鼓勵學生

以不同角度思考問題，每學

期最少三次，以發展學生之

創意。 

 

 視覺藝術科老師為學生設計

創意課題及活動，每學期最

少兩次，培養學生之創意。 

 

 音樂科老師為學生設計創意

課題及活動，每學期最少兩

次，培養學生之創意。 

 

 

 85%教師及學

生認為學生願

意進行多角度

思考，而學生

之創造力有所

提升 

 

 

 

 

 

 

問卷調查、寫作進

度表、共同備課

表、訪談及課堂觀

察 

 

 

 

 

 

 

 

 

 

 

 

 

 

 

 

 

 

 

 

 

9/2014- 

7/2015 

 

中文、英文、

數學及常識科

科任老師 

 

 

 

 

  

 

 

 

 

 

 

 

視覺藝術科科

主任及科任老

師 

  

音樂科科主任

及科任老師 

 

 

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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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學生層面 

 

 透過課堂推展

資優教育，持續

提升學生高層

次思維技巧，發

展其潛能 

 

 

持續訓練學生之高層次思維技

巧： 

 各級中文科老師備課時，根

據祝新華「閱讀認知能力層

次」(複述、解釋、重整、伸

展、評鑑及創意)，各級英

文、數學及常識科老師備課

時，根據布魯姆六個層次的

思考模式(記憶、理解、應

用、分析、評鑑及創造)，為

學生設計高層次問題。 

 課堂上，老師為學生安排「思

考時間」，一般問題約 5-10

秒，高層次問題最少一分

鐘，讓學生有足夠時間進行

思考，以訓練其思維能力。 

 中文、英文及數學科老師在

課業中，設計富挑戰性或發

揮性的題目，增強學生的高

層次思維能力。 

 常識科老師為四至六年級學

生設計「高階思維工作紙」，

每學期約 2 次，透過「六何

思考法」及「六頂帽子思考

法」訓練學生之思維技巧。 

 

 

 85%教師及學

生認為學生之

高層次思維技

巧有所提升 

 

 

 

問卷調查、共同備

課表、訪談及課堂

觀察 

 

 

9/2014- 

7/2015 

 

 

中文、英文、

數學及常識科

科任老師 

 

 

 

 

 

 

 

 

 

 

 

中文、英文、

數學科科任老

師 

 

常識科科任老

師 

 

 

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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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學生層面 

 

 透過課堂推展

資優教育，持續

提升學生高層

次思維技巧，發

展其潛能 

 

 

 

 

 

 

 

 

 

 

 

 

 

 

 透過課堂推展

資優教育，優化

學生之社交能

力 

 

發展校本解難課程： 

 數學科於一至三年級推行

「校本解難課程」，指導學生

解難技巧及提升思考能力。

每次考試均設解難題目，以

評估學生之解難能力。 

 

 常識科為各級學生安排「科

技日」，透過科技設計活動，

培養學生之解難能力及思考

能力。 

  

發揮資優生之潛能： 

 更新人才庫，辨識資優生之

特質。 

 為資優生安排合適之抽離式

資優課程或活動。 

 提名資優生參與校外資優課

程及比賽。 

 

優化學生之社交能力 

 在課堂分組活動及合作學習

活動中，中文科老師指導學

生社交技巧，包括溝通技

巧、情緒管理及人際關係，

從而優化學生之社交能力。 

 

 80%教師及學

生認為學生之

解難能力有所

提升 

 

 

 

 

 

 

 

 

 80%教師及學

生認為資優學

生參與資優課

程、活動或比

賽，能提升其

學習效能，發

揮其潛能 

 

 80%教師及學

生認為學生之

社交能力有所

提升 

 

 

問卷調查、訪談及 

課堂觀察 

 

9/2014- 

7/2015 

 

數學科科主任

及一至三年級

數學科科任老

師 

 

 

常識科科主任

及常識科科任

老師 

 

 

 

課程統籌主任

及中文、英

文、數學、常

識科科主任 

 

 

 

 

中文科科主任

及中文科科任

老師 

 

 

 

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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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學生層面 

 

 加強學生之自

學能力 

 

持續提升學生摘錄筆記之技巧： 

 四年級中文科老師及五年級

英文科老師開展教導學生自

學策略及摘錄筆記技巧，並

安排學生進行延伸活動，強

化學生自學的能力。 

 五、六年級中文科老師及六

年級英文科老師延續指導學

生自學策略及摘錄筆記之技

巧。 

 

提升學生自學策略： 

 各級中文及英文科老師指導

學生自學策略，包括：課前

預習、摘錄要點、資料蒐集

等，提升學生自學能力。 

 四、五年級數學科老師利用

「數學生活大發現」小冊

子，指導學生摘錄課堂所學

及進行延伸活動，提升學生

自學能力。 

 

 

 90%學生能完

成筆記 

 

 85%教師及學

生認為摘錄筆

記能加強學生

之自學技巧 

 

 

 

 

 85%教師及學

生認為學生之

自學技巧有所

提升 

 

 

 

 

 

 

 

 

問卷調查、訪談、 

課堂觀察及課業檢

視 

 

9/2014- 

7/2015 

 

四、五、六年

級中文科科任

老師 

 

 

五、六年級英

文科科任老師 

  

 

 

 

各級中文及英

文科老師 

 

 

四、五年級數

學科科任老師 

 

 

 

 

 

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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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學生層面 

 

 加強學生之自

學能力 

 

 

 

 

 

設「假期自主學習套」，進行「藝

術及博物館學習」：  

為學生安排假期自主學習套(包

括聖誕節假期、農曆新年假期、

復活節假期及暑假)，鼓勵學生於

學校假期透過多元化自學活動，

擴闊對藝術及文化的眼界及知

識，藉此提升學生之自學能力。 

 

 

 

 95%學生完成

「假期自主學

習套」 

 90%教師及學

生認為「假期

自主學習套」

能加強學生之

自學能力 

 

 

 

 

 

 

 

 

 

12/2014- 

8/2015 

 

 

 

 

 

 

 

設計小組： 

課程統籌主任 

朱賢賢主任 

蕭國偉老師 

麥秋文老師 

蔡麗賢老師 

 

 

 

 

 

 

 

 

 

 

 提升學生之學

習動機，加強學

生之自我管理

能力、溝通能力

及協作能力 

發展「經歷學習課程」： 

分階段為各級學生安排跨學科之

「經歷學習課程」，透過研習、訪

問、參觀、體驗或食品製作等活

動，激發學生之學習動機，提升

學生之溝通及協作能力，並藉此

訓練學生之自我管理能力。各級

主題如下： 

 一年級：和黃公園之旅 

 二年級：星光大道之旅 

 三年級：香港國際機場之旅 

 四年級：校園遊蹤 

 五年級：同根同心 

 六年級：誰是小廚神 

 

 80%教師及學

生認為「經歷

學習課程」有

效提升學生之

學習動機，加

強學生之自我

管理能力、溝

通能力及協作

能力 

 

 

問卷調查、訪談及 

觀察 

 

 

10/2014- 

7/2015 

 

 

 

 

課程統籌主任

及中文、英

文、數學、常

識科科主任 

各級班主任 

 

 

問卷、旅遊車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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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注事項二：發展多元智能 規劃積極人生（14-15 年度）—持續發揮潛能，做個 SMART 奉基人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發展多元智能 

學生方面： 

 學生通過認識

多元智能，了解

自己的能力，明

白不同的人有

不同的天賦、能

力，從而認識自

己的長處，建立

自信。 

 學生明確認識

自己在多元智

能中的較強項

後，參與相關的

活動。 

  

 短講及壁報： 

透過故事或人物介紹，了解

不同人有不同的長處，在了

解自己的長處後應多加發

揮。 

 小一同學與家長填寫「多元

智能量表」，從而認識自己在

八項智能中的強弱之處。 

 在小冊子中標示出同學個人

的強項，同學檢視自己有否

參與相關的活動或比賽，能

否發揮其潛能。 

 75%的學生認為

活動能幫助他們

認識多元智能的

項目。 

 75%的學生認為

活動能幫助他們

了解自己較強和

不足的項目。 

 70%的學生曾參

加屬於自己強項

的活動或比賽。 

 

透過訪問、觀察及

問卷，收集學生的

意見 

 

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6 月 

輔導組 

班主任 

 

問卷 

多元智能量表 

家長方面： 

 家長能認識多

元智能的內容。 

 家長能以多元

智能的理論，辨

析 孩 子 的 性

向，從而培養孩

子多方面的發

展。一方面培育

 透過電郵或講座： 

讓家長認識多元智能中的八

項智能，從而了解不同人有

不同的長處，應多加發揮自

己的強項；另一方面了解平

衡的人生須發展不同的智

能，以達至較均衡的發展。 

 檢視多元智能量表： 

陪同子女填寫及檢視「多元

 75%的家長認為

活動能幫助他

們認識多元智

能的項目。 

 75%的家長認為

活動能幫助他

們了解子女較

強和不足的項

透過訪問、觀察及

問卷，收集家長的

意見 

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6 月及家

長學堂 

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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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強的能力，另

一方面提升較

弱能力，使子女

的人生有均衡

的發展。 

智能量表」/「個人多元智

能觀察紀錄卡」，以認識子

女在八項智能中的強項及

不足之處，從而平均地培養

子女的能力。 

 發放有關多元智能的資源： 

如家長日派發輔導資源通

訊、不同機構的活動資料。 

 在小冊子中加入家長的監

察，與子女共同檢討是否按

自己的強項適切地參與活

動。 

目。 

 75%的家長認為

資源能加強了

解不同的人有

不同的多元智

能。 

教師方面： 

 教師認識多元

智能的理論，從

而了解學生的

多 元 智 慧 能

力，幫助學生發

展。 

 

 教師能了解學生的多元智能

發展和性向，從而幫助學生

的發展。 

 幫助建立「人才庫」，讓老師

掌握學生的不同智能。 

 75%的教師認為

活動能讓他們

了解學生的多

智能發展。 

透過訪問、觀察及

問卷，收集教師的

意見。 

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6 月 

輔導組 

全體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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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積極人生 

 學生能掌握規

劃人生（訂立目

標）的方法：認

識自己→認識

環境→擬定策

略→有效執行。 

 學生能認識人

生十大範疇的

各項要點 — 

學識、時間、品

格、家庭及朋

友、信念、金錢

管理、健康、情

緒管理、服務、

興趣。從而分期

在各方面訂立

目標。 

 學 生 能 認 識

「S.M.A.R.T」目

標 設 定 法

（ Specific, 

Measurable, 

Achievable, 

Rewarding/Resp

onsible, Time 

limited），讓學生

能訂立有效的

目標。 

 學生能分解目

 壁報或短講： 

透過短講或壁報，讓學生認

識訂立目標的重要。同時，

讓學生了解人生十大範疇的

內容和重要性。 

 製作小冊子： 

透過填寫小冊子，從而認識

如何訂定目標、執行與評估

目標的成效。在小冊子中，

加入同儕互評、檢討、鼓勵

的欄目，增加同學間互相監

察及勉勵的作用。 

 製作飾物/書簽，讓同學填上

當年的長期目標，提醒自己

要達成目標。 

 透過活動教導學生實踐目標

的步驟。 

 在競賽性的活動小組中，教

師與學生共同訂定長、中、

短期目標，討論達至目標的

策略，並共同檢討成效。 

 75%的學生認為

活動能幫助他

們認識訂立目

標的重要和訂

立目標、執行與

評估目標的方

法。 

檢視小冊子的填寫

情況。 

問卷調查 

日常觀察 

 

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6 月 

輔導組 

訓育組 

負責教師 

問卷 

小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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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認識和訂定

終極、長期、中

期、短期、日常

目標，讓學生按

部就班，達成自

己的目標。 

 學生能實施將

目標具體實行

的方法 

 學生能評估和

修訂目標，檢視

成效，為下一個

目標提供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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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注事項三：延展健康校園，擁抱豐碩成果 –持續實踐健康生活 

A.健康教育小組－健康校園展繽紛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提升學生個人健康
生活技能 

 
 
 

 透過多元化活動及課程，發展「十
大健康主題」 
 

 「十大健康主題」每月主題： 
  9 月  個人健康 
  10 月 心理和情緒健康 
  11 月 生命、老化與死亡 
  12 月 環境健康與保護 
  1 月 吸煙、酗酒、藥物使用與濫用 
  2 月 消費者健康 
  3 月 食物與營養 
  4 月 疾病的防治 
  5 月 家庭生活與性教育 
  6 月 安全與急救 
 
 把跨學科、跨領域健康活動推行至
其他小學或幼稚園 

 
 
 
 
 
 
 
 

 80%參與者對活
動感興趣 

 
 80%參與者認為

活動能提升個
人健康生活技
能 

 

 

 

 

 

 

 

 

 受支援學校表
示有助發展及
推行健康教育 

 透過訪問、觀
察及問卷，收
集學生、家長
及老師意見 

全年 健康教育組 
活動場地 
 
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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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健康團隊，推
廣健康訊息 

 透過健環大使協助策劃及推廣健康
活動至社區 

 
 健環大使計劃 
  包括：家長健環大使 
        高年級健環大使 
        低年級健環大使 

 參與家長及學
生能協助宣傳
健康訊息至社
區 

 教師觀察 
 抽樣訪問 
 

全年 健康教育組 
活動場地 
 
問卷 

3.鞏固學生個人健康
知識，把健康訊息
推廣至家庭及社區 

 優化健康網頁，把健康訊息推廣至
社區人士。 

 成為「優質教育基金健康校園網絡
計劃」之資源學校，協助其他學校
推行健康教育。 

 網頁定期發放
健康資訊 

 
 社區人士投入

參與 

 透過訪問、觀
察及問卷，收
集學生、家長
及老師意見 

全年 健康教育組 
資訊科技支援 
 
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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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環境保護小組－ 減碳生活愛地球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愛護環境  設立各班能源大使 

若離開課室超過1小時， 

  提醒老師關上電掣 

 比賽 

 參觀 

 講座 

 舉辦校內活動 

  -放駕一天(上學期) 

  -無冷氣日(下學期) 

 參與校外活動 

 課室清潔比賽 

 85%參與者表示有

幫助 

 

 

 

 

 

 

 

 觀察、抽樣訪問 

 

 觀察學生即時

反應 

 問卷調查 

 

 

 

 

 參閱比賽細則 

全年 

 

 

 

待定 

全體老師 

 

P.6常識老師 

 

健康教育組及科

任老師 

健康教育組、全體

老師及工友 

 

 

問卷 

 

 

 

 

 

評分表、獎狀 

2. 減少廢物  廢物分類 

「即用即棄廢物多  

  齊帶餐具笑呵呵」 

 回收（衣服/玩具/書本） 

 

 85%參與者能帶齊

餐具 

 50%學生參與 

 觀察 

 膳長作記錄 

 

 觀察及統計 

全年 

全年 

 

待定 

健康教育組 

家長義工、 

各班名單 

3. 綠化校園  有機耕種(社區共享) 

   幼稚園學生或區內人士 

「一人一花」種植 

 

 70%參與者能成功

栽種 

 

 觀察、比賽、完

成「種植日誌」 

全年 

待定 

健康教育組 栽種影片、 

「種植日誌」 

4. 教育與分享  參與2013-14年度學界環 

  境獎勵計劃暨學生環境保   

  護大使計劃 

 設置「環保熱話」壁報板， 

  定期更新 

 以議題多觀點作一次環保 

  議題討論 

 積極參與全年活

動及服務 

 每兩個月更新一

次 

 

 檢查記錄冊 

全年 

健康教育組 記錄冊 

 

 

壁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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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衛生防疫小組－個人衛生齊注重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個人衛生齊注重   小息設校園運動系列，鼓勵學生多

做運動。 

上學期：投籃(P4-6) 

下學期：投籃(P1-3) 

 參與者對活動感

興趣 

 

 

 教師觀察 

 抽樣訪問 

 

全年 
健康教育組 

體育組 

問卷 

活動場地 

家長義工 

 
 早上設活力健體區，鼓勵學 

 課間操 

 參與者對活動感

興趣 

 

 鼓勵學生保持健康生活模式(星期

三水果日) 

 錄製「水果兵團健康廣播劇」，於本

校校網播放，以及派予支援學校 

 80%學生能參與

有關活動 

 

 本校及受支援學

校學生均感興趣 

 透過訪問、觀

察及卷，收集

學生、家長及

老師意見 

全年 

 

健康教育組 

 
光碟 

 

 與大專院校及專業機構協辦不同

主題的防疫講座或活動(急救/個

人衞生/傳染病) 

 

 85%學生出席講

座 

 

 檢查活動記錄 

 統計參加人數 

 

全年 

 

健康教育組 

 
活動記錄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