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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辦學宗旨 

I.  學校願景： 

我們致力培養學生勇於創新、主動學習、誠信友愛及積極思考的良好素質，

使他們建立正確的人生觀，成為對社會、對國家勇於承擔責任的公民。 

 

II.  校徽釋義： 

 

III. 校訓：

 

IV.  辦學理念：秀業明行育全人 

 

 

V.   S M P S 核心價值 

出班行（ pirited）持續追求卓越，才能優秀。 

精於勤（ eticulous）勤於吸收知識，學問專精。 

德知禮（ rincipled）完善德智的修養，然後推己及人，彰顯德行與禮法。 

慎於思（ tudious）關注行為細節，具同理心，辨別明確，然後切實地執行。 

 

VI.  教育信念 

我們相信：每個 都有無窮的潛能 

            是推動學校發展的力量 

            同心可培育孩子成長 

            是師生共同學習的場所 

 

 
 

       

校徽由三部份組成，包括：工字、書本、齒輪 

工字：象徵廣大的勞動階層及其子弟 

書本：象徵改變命運所需要具備的知識 

齒輪：象徵積極求進的動力和科學精神， 

      推動學生九大共通能力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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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們的學校 

2.1  發展歷程 

         秀明小學創立於 2001 年，以「秀 業 明 行」爲校訓，致力培養學生勇於創新、主動學習、

誠信友愛及積極思考的良好素質，使他們建立正確的人生觀，成為對社會、對國家勇於承擔責

任的公民。為實踐我們的教育理念，學校積極推動「學術校園」、「品格校園」及「體藝校園」

的建設。 

     甲. 學術校園展自信 

         本校課程以學生為本，積極為學生提供多元學習經歷，包括全方位學習、資優培訓、自主

閲讀等，讓每個學生透過體驗、探索，打下穩健的學術基礎。 

 
帶着童書去遊學—台北生命教育之旅 

 
日本沖繩 STEM科技文化交流 

 
家校齊心推動「BYOD學習計劃」 

 

 

 

 

 

 

 

 

北京姊妹學校交流： 

遊學大使在長城上唱奏《龍的傳人》 

     乙. 品格校園助成長 

         透過全面而有系統的「關愛校園」計劃，我們深信能發掘學生潛能，培養學生愛惜自己、

關心別人，並把關愛精神延展至社區、祖國以至全世界。學校注重培養學生良好品德，建立正

確的價值觀，除推行「環保」教育，提倡愛護環境外，還透過各項「健康校園」計劃，鼓勵學

生養成良好的健康生活習慣，追求健康的人生。 

 
校園小園丁：我們的白菜收成了！ 

 
六年級社區關懷活動:來！一起！我們的老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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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體藝校園顯潛能 

    爲了豐富學生的學習活動，促進學生的身心健康，學校開展達六十多個興趣小組，包括英語小偵

探、拉丁舞、手鐘手鈴、水墨畫、天才小廚神、中英文話劇、普通話小 DJ、揚琴、綜合藝術、Theme-based 

English Activity、Puppet Theatre、Living English Adventure、English Drama、古箏、中國鼓、

簡易田徑、趣味奧數培訓課程、奧林匹克數學培訓課程、羽毛球、乒乓球校隊、花式跳繩進階班、籃

球校隊、花式跳繩精英班、古典詩詞書畫班、普通話說故事、中國鼓高班、二胡、琵琶/阮/柳琴、爵

士舞、武術、小型網球、小領袖訓練、資優解難培訓課程、英語大使資優班、Lego Buddies 等，學

生積極參與，發揮個人潛能，並透過參與比賽，發揮學生在學術、藝術和體育等方面的優異潛能。 

 
「粵藝樂童心」粵劇實踐計劃 

    
音樂大使積極於校園內外推廣音樂， 

還到訪北京的姊妹學校交流。 

 
校際舞蹈節比賽獲中國舞甲等獎 

 
全港機械人海洋保育運動挑戰賽金獎 

  

 丁. 學校自評與外評 

  為確保學校教學質素，秀明小學已建立完善的自評循環機制，範圍涵蓋學校管理層、科組

和個人層面，藉恆常的會議、問卷調查、觀課、評課及上下級互評等措施，作爲反思改善的憑

證。在推行發展工作時，學校運用評估工具檢視現況，適時修訂發展策略和步伐，透過「策劃—

推行—評估 PIE」，聚焦地檢視工作成效，促進學校的發展。 

香港教育局分別於 2002 年、2006年、2013年及 2017年到訪秀明小學，進行全面的校外評

核及學科檢視工作：觀看教師教學、檢視校本課業、觀察課外活動及了解學科教學、輔導計劃

及品德教育的實施；專業人員到校審閱文件、與老師、家長及學生訪談、觀課及觀察學生活動

等。外評隊伍於二零一四年初發出的「校外評核報告」，高度讚賞學校各項工作，肯定學校課程

發展方向清晰，有策略地制定了廣闊均衡的校本課程；學校又能提供多式多樣的課外活動，學

生在科技、戲劇、學術、藝術及體育等各項校外比賽均取得優異成績。 

(外評報告及最新視學報告已上載學校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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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各主要學習領域的課時： 

 

2.3.學校上課日數：190天  

 

2.4.法團校董會 

    本年度法團校董會成員名單如下： 

校監  卓愛華女士  秀明小學創校校長  

辦學團體校董  

區潤崧女士  香港勞校教育機構行政總監  

陳婉嫻女士  香港工會聯合會榮譽會長  

潘佩璆先生  
養和醫院顧問醫生  

香港工會聯合會副主席  

譚德興先生  律師  

梁志群女士  創知教育基金董事  

黃錦洪先生  香港勞校校友會會長  

呂如意博士  素質教育中心總監  

林文輝先生  黃大仙區區議員  

家長校董  唐漢華先生  秀明小學家長教師會理事  

替代家長校董  朱嘉珊女士  秀明小學家長教師會副主席  

教師校董  夏瑞燕女士  秀明小學教師  

替代教師校董  曾嘉文女士  秀明小學副校長  

當然校董  陳俊敏女士  秀明小學校長  

 

學習領域 語文教育 數學 
個人、社會 

與科學科技 
藝術 體育 其他 

各 

級 

合 

計 

科目 
普
通
話 

及 

中
國
語
文 

閱
讀 

英
文 

數
學 

常
識 

視
覺
藝
術 

音
樂 

體
育 

德
育
課 

週
會\

 

導
修 

全
方
位
學
習 

課
外
活
動\

 

年級 一至六 一至三 四至六 一至六 
一至 

二 
三 四至六 一至六 

一

至

二 

三

至

六 

一至六 

每周節數 10 2 1 8 6 4 5 6 2 2 2 1 5 4 2 44 

佔課時 

百分率(%) 
22.22  4.44  2.22  17.78  13.33  11.11  13.33  4.44  4.44  4.44  2.22  8.89  6.6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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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們的學生 

3.1. 班級組織 
 

班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總數 

班數 5 5 5 5 5 5 30 

男生人數 79 82 76 74 60 86 457 

女生人數 60 69 57 59 70 70 385 

學生總數 139 151 133 133 130 156 842 

 
3.2. 學生出席及守時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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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們的教師 

4.1 教師數目 

 人數 

獲批准的教員名額 56 

中文科教師數目 18 

英文科教師數目(外籍英語教師除外) 16 

數學科教師數目 19 

外籍英語教師數目 2 

普通話科教師數目 9 
4.2 教師學歷及專業資歷 

 人數 

持有教育專業資歷 56 

持有碩士學位的教師人數 21 

持有學士學位的教師人數 56 
4.3 教師語文能力水平 

 達至語文能力要求 

英文 100% 

普通話 100% 

4.4 教學經驗 
教師教學年資（包括校長）： 

 

 

 

 

 

 

 

22% 

43% 

6% 
7% 

22%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 20年  15─19年  10─14 年  5─ 9年 1─ 4年 

佔

全

校

教

師

百

分

比(

%)

 

教學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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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教師持續專業發展 

本年度目標及 

重點工作項目 
成效 反思及跟進建議 

甲、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的目標 

目標：繼續關顧老師身心健康，加強老師的正向思維，提升老師工作效能。 

1. 持續安排老師閱讀

有關正向思維的書

籍，並鼓勵老師互

相分享。 

 本年度交回閱讀分享的教師

比去年多 

 下學期停課期間，鼓勵教師借

閱正向書籍，取消閱讀分享獎

勵計劃，讓教師閱讀恆常化 

整理近年老師的閱讀分

享，張貼於教員休息室，

以提高學校的正向氛圍。 

 

 

2. 安排年資較淺或新

入職老師參加有關

正向教育的工作坊

/交流 

 

 上學期只有一次相關安排 

 下學期因新冠病毒病停課 

安排了部份班主任參加了一

次相關的工作坊 

 下年度於校內安排有關

正向教育的講座讓全體

教師可深入了解 

 持續安排新入職或資歷

較淺的教師參加有關正

向交流的工作坊及交流 

3. 安排老師參加有助

身心健康的教師活

動/講座 

 受新冠病毒病停課影響，相

關活動未能如期舉行  

 於平日的會議中適時安

排舒緩身心的環節 

 因應疫情發展，適時安

排有助身心健康的教師

活動/講座 

目標：透過教師專業培訓活動，讓老師掌握如何有效運用評估資料正面回饋學與教。 

策略:為教師舉行工作

坊，學習透過不同電子

平台，實踐有效的評估

回饋教學。 

 100%老師認同校內電子學習

教師工作坊及分享會，有助

提升教師團隊的專業交流及

分享 

 受新冠病毒病停課影響，安

排教師進行兩次有關電子教

學的專業發展 

 各科組持續安排同事

分享實踐經驗。 

 於全面推行電子學習

的年級加強分享 

乙、 重點工作的目標 

目標：積極引進專業支援，增強協作能力，促進專業成長 

策略一：資優教育組參與資

優教育學校網絡計劃，於四

年級德育課程建構「情意五

層次課程」框架；並安排教

師參與聯校教師發展活動。 

 所有核心小組成員認為

此計劃為他們提供與其

他學校老師及教育界同

工交流的機會，同時增

加了他們的專業成長。 

 資優組已參加了資優

教育學校網絡計劃四

年，來年將不會參加此

計劃，專注配合學校發

展的資優教育活動。 

策略二：常識科參與：「促

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

學」支援計劃 

 100%老師認同透過是

次計劃，能實踐社群進

行共同研習、行動學習

 建議把相關經驗推廣
至其他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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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實踐社群進行共

同研習、行動學習及反

思教學，以優化學與教

的實踐教育、提升學習

科學科技及數學的效

能」 

 

及反思教學，以優化學

與教的實踐。 

 透過專家備課及研

課，有助老師明白如何

在教學上加入「自主學

習」及「正向學習」元

素，讓課堂及課業更具

效益。 

策略三：數學科參與優質教

育基金主題網絡計劃學校

2019-2020 學年 

 延續專業發展學校的

精神，於本學年獲教育

局誠邀成為優質教育

基金主題網絡計劃學

校 2019-2020 

 本計劃同時亦為學校

帶來資源，促進參與教

師建立學習社群，邀請

校外數學專家到校為

教師進行研課，帶領教

師針對教學重點及難

點設計課堂活動。 

 本計劃分別為每間參

與學校全年提供共 16  

次或以上的支援活

動，評估計劃已完成的

百分率約為  100 %。 

 

 因社會運動及新冠肺

炎疫情關係，校外數學

專家未能到校為教師

進行研課，未能帶領教

師針對教學重點及難

點設計課堂活動。 

 

4.6校長持續專業發展 

 

範疇 時數 

甲、 有系統的學習 48小時 

乙、 為教育界及社會服務 2小時 

丙、 實踐學習 43小時 

                                              總時數﹕93小時 

                 

4.7教師專業交流分享 

日期 內容 講者/主辦機構 資源/備註 

22/10/2019 校外評核經驗分享工作坊 
陳俊敏校長/ 

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 
4小時 

26/6/2020 識別學生潛能與資優培育 
程展鳴老師、 

馮煜玲老師/教育局 
3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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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學習多樣性 營造健康樂校園 

 

五、主要關注事項的成就及反思 

5.1學校周年計劃 

2019-2020年度 

 

 

年度主題: 正面關係(尊重他人、歷程肯定)齊深化 

1. 深化健康的生活模式 
1.1 加強正面的校園氛圍 

1.2 透過不同層面的服務強化與別人建立正面關係 

 

2. 加強發揮評估促進學習的效能 
2.1 加強優質回饋，引領學生有效學習 

2.2 加強評估資料運用，促進學與教 

 

3. 提升核心素養，培養學生正確價值觀及態度 
3.1 透過創新教育，培養學生在尊重別人的基礎下與人有效溝通、協作及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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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主要關注事項報告 

 本年度學校持續深化學生實踐健康的生活模式，訂立「尊重他人、歷程肯定」的策略，並透過

會議共識及環境佈置鼓勵各老師執行，加強正面的校園氛圍。此外，學校持續鼓勵學生透過不同層

面的服務學習，強化自己與別人建立正向關係。上學期社會運動期間，學校透過事件教育學生為香

港送上祝福；下學期受疫情影響，停課期間學校配合關注事項調節了計劃。我們對學生成長有下列

各方面的支援： 

關注事項 1 深化健康的生活模式 

1.1加強正面的校園氛圍 

成就（學生成長範疇） 

突顯主題，加強正向氛圍 

 小一「滿月禮」表達感恩與支持：學校持續舉行小一「滿月禮」，當天有 80%家長出席活

動，並滿意及投入當天活動。除讓小一學生向父母表達感恩之情，學期初曾協助的小五大

哥哥、大姐姐於活動中分享與小朋友相處一個月後的感想和鼓勵。 

 服務點滴分享: 老師藉着早會時間訪問了一些進行過服務的學生(例如參加成長的天空

的學生、級社幹事等)，讓學生有機會分享服務過程中的快樂點滴，鼓勵學生多關心身邊

人，並積極與別人建立正向關係。 

 正向活動「心靈加油站」：上學期發生社會運動期間，社工於早會透過訪問學生對社會事

件引致不同不同衝突的感受，讓學生表達對香港的關心及祝福。其後高年級學生亦積極參

與「心靈加油站」心意卡表達及分享，並製作展板展示，傳遞正面訊息。。 

 正向活動「每周好事」：下學期因受疫情影響學生停課在家，為鼓勵學生在逆境下保持樂

觀心態，並習慣從小事感恩，培育組推行「每周好事」紀錄，學生每周寫下發生在那一週

的兩件「好事」(可親子進行)，從學生交回的紀錄表可見，低年級學生在家長的引導下，

都能發現生活中值得感恩的幸福事件，而高年級學生則能自己覺察生活中要感恩的事及

人，復課後於各級展示內容，讓同學互相分享。 

 正向活動「抗疫教室」：3月至 6月期間因受疫情影響，停課期間透過網上短片(共分享了

12節短片)，主題包括衛生常識、親子活動、情緒舒緩及復課預備，培養學生正向思維、

學習感恩。94%老師認同「抗疫教室」能培養學生正向思維，促進親子關係。 

 調整「Smart Kids@秀明」獎勵計劃: 下學期因受疫情影響，本計劃配合學生停課在家的

狀況，由家長評估學生在「注意個人衛生及健康」、「均衡分配時間」的表現，復課後再統

計家長簽名給予學生獎勵，學生積極參與。 

 「Sunny Kids@秀明」實踐計劃: 班主任引導四至六年級學生根據自己的狀況訂下清晰及

可達到的目標，並在不同價值觀作實踐及反思，老師及家長會於小冊子中適時作鼓勵及建

議。學生能夠在不同階段中循序漸進發展，減輕升學壓力。。 

 正向關係， 及早學習: 有見初小學生時有出現爭執，社工於本年度為一年級安排:「快

樂樂上小學」、「快樂園地」、「親子鬆一鬆」等主題，透過情緒教育活動引導學生如何分辨

正負面情緒及指出如何舒緩自己的負面惰緒；延續「快快樂樂上小學」，社工於 10月至

12月期間，逢星期二邀請 12位小一學生到社工室一起看情緒相關的繪本，學生透過聆聽

故事了解故事的寓意。社工更邀請了 15個小一家庭到校參加繪畫親子活動，100%參加學

生及家庭表示喜歡此活動及活動提供了親子之間的合作機會。 

 提供舒緩身心活動：學校善用校園環境佈置不同的活動，學生喜歡於二息、午息到不同場

地進行多元的活動，如「閱讀列車」、「遊戲台階」、活動室電影院、數理室畫板塗鴉及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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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活動、小型籃球、足球射龍門、呼拉圈、跳繩，學生也到攀石場進行攀石，到圖書館借

閱圖書。除可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在活動期間，更可讓師生有愉快及正面的的互動。 

 展現潛能，肯定表現：各科組持續善用校園壁報展示學生的學習成果，鼓勵學生互相欣

賞及學習，營造正面的學習氛圍。此外，各科組繼續推行發揮學生潛能，獎勵學生正面行

為的計劃。例如學生支援組與培育組合作獎勵一人一職中表現良好的同學，亦獎勵不同範

疇的服務生，如：愛心大使、大哥哥大姐姐服務等，讓他們的服務工作得以肯定，強化他

們的自信心與效能感。 

 全方位學習周：上學期完結時，學生成長與中文及常識科以「感恩 傳承」為主題， 

針對各級學生的特性定立主題，進行跨組及跨學科統整，活動包括主題式體驗及戶外學習

等，培養學生關心社會，扶助弱小的態度。讓學生透過親經歷及體驗學會感恩及深化服務

學習。94.3%老師認為全方位學習周的設計，能讓學生從體驗中學習正確的價值觀。 

在全方位學習周中，一至六年級都會進行「以物易物」及「令校園更美」清潔活動，讓學

生實踐環保及為工友減輕辛勞，建立同理心及互相扶持的關愛文化。此外，針對各級學生

成長，各級主題式的學習活動如下： 
 

年級 價值觀培育 主題活動 

P1 感恩、有禮、堅毅 美德承傳體驗活動 

P2 感恩、有禮、節儉、堅毅 美德承傳體驗活動、理財工作坊（桌遊活動） 

P3 感恩、堅毅、珍惜生命 繪本教學(環保)、感恩活動學園體驗 - 勵行會「好

鄰舍」學習計劃 

P4 感恩、珍惜生命、服務 「小園丁計劃」: 生命教育農莊體驗及成果分、 

地球人計劃體驗工作坊 

P5 感恩、珍惜食物、節儉 貧富宴、惜食堂體驗活動、「快樂孩子由家庭開始」

體驗活動 

P6 關愛、尊重、服務 「我們的老友記」服務計劃 

 深化家長教育，掌握正向管教：學校持續透過不同機會向家長宣揚正向教育，透過「小一

茶聚」、 「家長日」及針對各級需要的家長講座等，讓家長與教師就學生學習方面進行溝

通外，更可以建立家長與學校的正面溝通的關係，加強家校合作。為加強家長對正向心理

學及正向教育的認識，本年度更有系統地優化為一、二年級的「級家長學堂」課程，除增

加課程次數，主題更能配合家長的需要及學校關注，引領家長讓孩子健康地成長。 
反思 

   本年度學校經歷社會事件及疫情等突發事件，可謂充滿挑戰的一年。幸好在本周期，學校積

極推展正向教育，我們鼓勵師生及家長實踐健康的生活模式，無論在環境的創設、教師專業發

展或家長層面方面，學校已建立了正面的氛圍。即使下學期同學們受疫情影響而停課，我們仍

以「陽光電話」、「我的每周好事」、「抗疫教室」等向家長及學生傳遞正能量及在家堅持實踐健

康的生活模式。面對疫情和停課，老師需面對教學轉變，難免出現適應和困難，我們鼓勵老師

們借閱正向書籍及實踐於本周期所學的靜觀。學校把握不同的機會滲透正向教育，教師對正向

教育已累積一定的知識和經驗。 

   展望下周期，我們會在原有基礎上繼續推展正向教育的元素，靈活運用資源或與不同團體合

作，把正向教育滲透於德育課、校本學生培育計劃、班級經營、師生關係、學校常規等。另一

方面，我們深信充滿正能量的教師團隊才能迎接未來的各種挑戰，所以會繼續安排有關正向教

育的工作坊及鼓勵教師閱讀相關書籍，持續建構成長型思維的教師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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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學與教範疇） 

 各科組本年度主要透過校園壁報、學校網頁等平台展示學生的學習成果，鼓勵學生互相欣

賞及學習，同時鼓勵學生參與不同比賽或活動，發揮潛能，讓學生建立多元的學習經歷。

於學生層面落實上述策略，能有效加強正面的校園氛圍。 

 中文科在本學年持續發展及規劃以 24 個性格特質為主題的校本童書課程「繪本生命花

園」，通過課程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每級在圖書課時段最少進行三次以 24 個性格特質

為主題的校本童書課程，其中一次為新增課程。所有童書教學均擬備了簡單教學流程作記

錄，部分設計更附有延伸學習的課業工作紙。唯因疫情關係，本年度只有兩個級別(小三

及小二)能多發展一個新的童書教學設計。經過兩年的持續發展，共發展了 17 本圖書，涵

蓋 18個性格特質 100%教師認同校本童書課程「繪本生命花園」能加強正面的校園氛圍，

當中更有 57%教師表示十分同意。 

 中文科定期更換校園壁報，以全學年累計每級最少更換了 5 次校園壁報，主題包括中秋

節、童書、硬筆書法比賽、中華文化周、一書兩讀。部份年級於本年度的壁報展示中加入

了「互動性」環節，以加強學生的參與度及投入感。100%的教師認同各樓層的壁報能加強

正面的校園氛圍。 

 英文科定期透過校園壁報及學校網頁展示學生的作品，有助肯定學生在學習上的努力，以

及加強學生對學習英語的信心。 

 89%數學科老師同意在多用途場地及課室壁報張貼學生佳作，有助提升學生的自信和效能

感；在課室壁報張貼色彩繽紛的小組佳作或小組活動過程的愉快片段，能正面肯定學生的

學習歷程，提升課堂的參與度；透過觀看同學的佳作，有助同儕間的正面肯定及自我反思，

起互相促進的作用。一至三年級均完成了多元化家課，但因新冠肺炎疫情關係，未能舉行

「我欣賞你」活動以展覽學生佳作。 

 70%視藝科老師全年不少於四次展示學生視藝作品。100%老師認同學生張貼作品後能提升

對本科的學習興趣。透過參觀不同的展覽，以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此外，視藝科鼓勵學

生參加校外比賽，讓得獎學生透過藝術比賽獲得成就感。本年度共參加 8項比賽，3項為

全校參與，共 6 位同學獲獎。 

 體育科鼓勵學生於早上、小息及午息進行多元的活動。85%學生曾參加及喜歡上課前進行

的多元活動，如跳繩、逢星期二、五早上晨跑等活動。85%學生曾參加及喜歡第二小息、

午息進行的活動，如呼拉圈、跳繩、籃球、乒乓球、攀石、羽毛球、跑步、足球機、乒乓

球等活動。 

 體育科定期於二息、午息舉行體育競技活動，如「健康主題活動」、「運動龍虎榜」等，鼓

勵學生挑戰自我及欣賞他人的精神。全年有 50 人次於早會頒發及學校網頁展示同學參與

校外體育活動獲獎記錄，學生能欣賞別人在體育運訓練的付出和努力，共分享得獎的喜悅。 

 體育科設立體感活動區，獎勵表現良好的學生進行體感電子遊戲，鼓勵學生多做運動及正

面的行為。根據老師觀察，參與同學都十分喜歡是次活動。 

 音樂科老師於全學年最少設計一次以「正向校園」為主題的課堂活動:一年級:學唱額外

歌曲《有定時》；二年級: 以歌詞內容正向的對答歌曲教授對答句(《尋找愛》)；五年級: 

以正向校園為主題創作數白欖；六年級: 以正向為主題的粵語流行曲介紹。科組於下學

期地下兩操場的大壁報中展示音樂匯演剪影，不少學生經過亦會注足欣賞，能有效促進

老師對學生的歷程肯定，營造正面的校園氛圍。 

 在班際音樂匯演的準備過程中，學生表現投入，音樂科教師和班主任亦能互相配合，引

領學生努力練習。在班際音樂匯演當天，學生表現良好，能表現出參與音樂會時的正確

態度，例如過程需保持安靜、表演完結才能拍手以示鼓勵等，能達致互相鼓勵及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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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十分理想。而表演者亦能表現出應有禮儀，認真投入表演，尊重觀眾。另外，有些

班別是由老師親自伴奏，增進師生關係及學生的投入度。大部分班主任反映從音樂匯演

反思中可見活動能加強學生自信心及自我肯定，以及培養合作團結精神，提升班中的凝

聚力。 

 普通話科針對本科學習內容設計級本活動，能營造良好的語言環境。朗誦欣賞會能增強

學生演繹普通話的興趣及信心。恆常活動普通話大使起拔尖及協助老師舉辦活動的作用。 

反思 

 中文科教師在科會經檢討後，同意新學年按級組需要持續發展「繪本生命花園」的課程，

期間經過六年的學習，學生能經歷全部 24 個性格特質的主題。科組鼓勵各級多嘗試發展

未有涵蓋的性格特質，科主任亦會與教研商討選材的情況。 

 中文科教師反映於本年度的佳作展示中加入了「互動環節」只能提升部份學生的參與度，

但整體的參與仍不足。為了鼓勵學生多欣賞張貼的佳作，科組打算再加強佳作展示的「互

動性」，讓學生有機會就壁報張貼的內容作簡單直接的評價，亦會在部份 BYOD 年級(小四

下學期及小五、小六)利用電子平台，讓學生進行電子投票、電子留言等方式，以加強互

動性。具體操作方案，會在新學年與師商詩後，由教研員師帶領科任教師進行，期望能在

新學年的上學期施行。 

 英文科科組建議教師安排對英語學習感興趣的同學參與各項英語活動。 

 數學科反映四至六年級同學在小息及午息時間多留在課室活動，較少到多用途場地觀看佳

作。建議來年請高年級老師更換課業後，向全級同學宣傳，或舉辦電子投票活動，吸引高

年級同學參與。建議來年可統一在下學期數學周內舉行，讓同學可跨級欣賞不同的佳作，

亦增加活動的氣氛。本年度較少級別把學生佳作上載學校互聯網，宜於學期初規劃各級的

上載次數、日期及形式。 

 常識科建議把學生在電子平台上的佳作列印並張貼在多用途場地或課室壁報，為學生提供

平台展示，以及增加同儕互相欣賞及學習機會。 

 因停課關係，70%視藝科老師只可安排不少於四次展示學生視藝作品。建議來年定期將學

生優秀的作品上載本校網頁，公開作品讓外界欣賞，有效營造正面的校園氛圍；建議來年

能舉辦最少兩次校外參觀藝術展覽活動，而一次為全校性。 

 體育科建議開放更多場地、引入新興運動、定期舉辦小型比賽、大挑戰等，吸引學生參與，

以鼓勵學生持續運動；於體育課加入遊戲元素，讓學生可以在第二小息、午息時和同學進

行體育遊戲。由於本年度因場地關係參與人數受到限制，體感活動區只限 Smart Kids 表

現良好的學生參與，建議下學年改於一樓增加體感活動區，讓多些同學能參與活動。 

 建議下學年持續定期在體育科壁報展示及介紹校內體育精英，同時建立體育精英榜，介紹

各校隊運動員給其他學生認識，培養欣賞他人的態度。 

 因疫情停課關係，教學進度及教學內容需要調適，三、四年級未能進行「正向校園」音樂

課堂活動，另外，本年度的音樂科活動如秀明音樂欣賞會、牧童笛馬拉松、Talent Show

等亦未能如期進行，期望來年繼續進行，為學生提供不同的演出平台，分享學習音樂的樂

趣。 

 普通話科本年度與英文科及中文科合辦了朗誦欣賞會，同學透過表演，增加台上的機會，

積累演出經驗外，還增強學生演繹普通話的自信。本年度的活動安排在第二個小息進行，

活動時間充足，建議來年繼續以上述形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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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1.2 透過不同層面的服務強化與別人建立正面關係 

成就(學生成長範疇) 

正向關係，服務強化 

 一人一職: 透過班級經營，鼓勵及安排每一位學生參與班及學校服務，以培養學生積極盡責

的態度。100%老師認同計劃能促進學生之間建立正面關係及讓學生在服務過程中發揮才能。 

老師再適時引導學生於 Smart Kids、Sunny Kids@秀明小冊子中反思檢視自己表現。 

 級社幹事: 小六明社學生承去年經驗，本年度繼續發揮服務精神，以明社身份參與了各種活

動，包括﹕「我們的老友記」、清潔校園、畢業禮，學生表現積極投入。 

 風紀服務: 培養學生的責任感，學生於低年級服務時表現出色、主動，能展現與別人建立正

面關係；100%老師認同「風紀培訓」有助提升學生與別人建立正面關係。 

 學生大使：組織學生大使出席生命成長體驗學習暨反思歷程 (日營)，小息的時候，安排 10

位學生大使擔當玩具大使的領袖角色，帶領其他玩具大使收發供同學玩樂的用具，90%學生大

使同意在服務的過程中感受到被讚同及欣賞。同時，學生大使亦參與了導師安排的培訓活動，

協助學生籌備活動日（感恩與承傳）的攤位製作。 

 愛心大使服務: 安排高小學生協助低小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完成功課及建立良好的學習習

慣；安排高小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協助低小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從而提升學生的自我形象

及自信心。發揮學生服務的精神，建立正面的自我形象及強化與別人的關係。 

 桌遊大使: 組織桌遊大使，安排高小學生於二息教授低小學生桌上遊戲，發揮學生服務的精

神，建立正面的自我形象及與別人建立正面的關係。 

 五、六年級服務學習：暑期適應班時，有 31位高年級學生擔當大哥哥大姐姐的角色，回校帶

領小一新生認識校園，與學生玩問答遊戲，氣氛融洽，盡顯關愛。學期初安排 56位高年級的

大哥哥大姐姐提供服務，協助一、二年級學生進行午膳、抄寫手冊及執拾書包等服務。 

 環保小先鋒兼任魚菜大使:在老師的帶領下，學習栽種小盆栽掌握種植技巧。學習水耕法(種

菜和養魚)的技巧:記錄/觀察/收成/與別人分享健康環保的快樂生活態度，另外每位小先鋒每

天都悉心打理魚菜。 

 Green Teen：德公組組織「公民小兵團」參與一些區內及區外的參觀、交流和服務，

在校內協助老師作推廣公民教育的活動，例如在全方位學習周前，Green Teen 在早

會時講解清潔校園和以物易物的安排和注意事項，這些同學都十分積極投入。增強了

學生對自己角色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積極參與社區服務：校內各科組組織團隊繼續參與學校/社區活動，包括：環保組、紅十字會

少年團、幼童軍團、少年警訊、公益少年團等。 

 全方位學習日:本年度的全方位學習日，安排了一至六年級學生清潔自己的課室及學校專室。

另外，再繼續安排六年級學生接待 50多位位區內長者，他們自行策劃，為長者安排表演、多

項手工製作及新興運動等。長者們與學生打成一片，建立友好關係。 

反思 

   多年來服務學習的發展成效明顯，特別四至六年級的學生，他們除了積極參盡責與服務，在策

劃活動時，更能發揮潛能，自行組織活動。在過程中，學生能累積服務經驗，與別人的互動更有

助提高自我形象及強化與別人的正面關係。 

  於 Smart Kids、Sunny Kids@秀明小冊子中，安排學生反思自己的表現，老師及同學給予歷程

肯定，有助加強學生盡責履行職務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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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學與教範疇） 

 各科組於本年度為學生提供多元的平台，鼓勵同學參與服務學習，透過平同層面的服

務，強化與別人建立正面關係。 

 在「園遊會ｘ文化祭」活中，合共有 60 位五、六級學生協助設計、組織及帶領攤位活

動。於活動前共進行了三次會議。在五、六年級的科任老師帶領下，學生共為園遊會

設計了 12個具中國文化及中國語文知識的攤位活動。100%教師認同學生能通過參與科

組活動（園遊會ｘ文化祭）加深對中華文化的認識；100%教師認同學生在服務的過程

中（園遊會ｘ文化祭）能以正面的話語給與參與者正面的回饋。 

 英文科為學生提供課堂以外多元化的英語服務活動，當中包括英語大使、閱讀推廣大

使、聖誕廣播小 JD、午息英語活動等，上述活動能促進學生大使建立同儕協作能力，

以及加強運用口語表達的能力及信心。 

 高年級數學大使很有耐性地協助低小同學完成數學智叻星的任務，且具責任感，能發

揮高年級同學關愛他人的潛能。透過高年級同學的鼓勵和協助，能力稍遜的低小同學

亦積極投入活動，建立自信心。 

 根據常識科老師的觀察，資優班的小五學生能投入於課堂活動中，並掌握滑翔機的飛

行原理，不斷嘗試及進行改良。小四學生因新冠肺炎疫情關係，未能於下學期學習探

究製作四驅車課程，同時同樂日亦無法舉辦。小五學生學習了魚菜共生的原理及分組

拼砌了 POTTI，讓學生更具體明白其結構，學生投入於相關活動，及後停課便無法進行

其餘探究活動。 

 根據視藝科教師觀察，在「髹樂牆」分享活動中，四位視藝之星能在場負責引導同學

寫下對作品的意見和維持秩序。 

 音樂大使的參與學生和涉及的年級愈來愈多(由 P5-6推及至 P4-6)，擴大推廣層面。科

任教師反映音樂大使會主動在課堂上作示範及小息時教導同學。本年度音樂科教師推

動了更多學生參加學校音樂節(牧童笛二重奏)，學生對老師邀請亦不會抗拒，樂於接

受挑戰。 

 普通話科級本活動能創造平台讓學生服務他人；朗誦欣賞會能增強學生演繹普通話的

興趣及信心。 

 閱讀戰隊協助圖書館推廣閱讀活動，逢星期五到圖書館、閱讀列車及地下書架執拾圖

書。 

根據老師觀察，閱讀戰隊積極參與及推廣閱讀活動，讓他們建立對學校歸屬感，為學

校服務。 

 老師向 IT大使加強講解工作內容及培訓，並更有系統地紀錄 IT大使當值表現。負責

老師及資訊科技助理觀察到 IT大使都能夠展現出服務精神。IT大使能夠提醒使用電腦

室的學生瀏覽合適的網頁，同時協助低年級學生操作電腦和登入網上學習平台。透過

這些工作， IT大使學習到如何跟其他同學溝通，亦逐漸能夠達到獨立處理問題，提升

解難能力。 

反思 

 中文科於總結會的檢討環節中，有教師建議在培訓學生方面，宜分為兩個層面：一為

創作及設計攤位的學生，二為主持攤位的服務人員，以使更能因應學生的多樣性而展

現潛能。另外，科組建議提前開展活動準備的工作，通過活動前會議讓高小學生有更

多時間討論活動的設計及構想，時間充裕點更能鼓勵學生提出建議。 

 數學科建議學校來年安排老師在數理室當值，以便組織數學大使宣傳及協助舉辦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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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的活動，例如:數學閱讀、數學家故事、主題桌遊等。科任老師反映數學智叻星活動

的時間可延長多一星期及增加數學大使人數，使活動進行得更有效率。活動結束後可

統計達標人數，表揚及獎勵達標同學，而活動結束後亦可請大使跟進未達標的同學。 

 常識科建議來年繼續於小四資優班進行四驅車製作，小五資優班進行滑翔機製作，並

繼續於「同樂日」中安排資優班學生推廣拼砌四驅車及製作滑翔機活動，從而深化其

科探知識，與別人建立正面關係。另建議來年可於五年級繼續進行小型魚菜共生計劃，

並向低年級同學分享種植及養魚心得。 

 視藝科建議來年開設專組加強視藝之星的凝聚力，同時建議繼續邀請視藝之星和藝術

大使上台宣傳。 

 由於體育大使要接受小童群益會的訓練，參與服務同學有上限，最多只有 20人，體育

科建議可分上、下學期推行，讓更多學生可以參與。 

 音樂科建議為音樂大使服務生增設色帶，在進行活動時(例如牧童笛馬拉松、廣播)戴

上，增加歸屬感和榮譽感。 

 圖書館組建議來年繼續鼓勵成績稍遜的學生成為閱讀戰隊成員，為他們提供平台向全

校師生分享故事，透過服務學習增強他們的自信心。 

 傳訊及電子學習組建議可教授 IT大使更多與人溝通的技巧，並學習如何讚美和欣賞一

些同學使用電腦時，表現出良好行為的方法，以強化學生的正確行為。此外，亦可以

有系統地記錄一些學生不當或需要改善的行為，以助日後 IT大使懂得如何處理及讓校

方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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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2﹕加強發揮評估促進學習的效能 

2.1 加強優質回饋，引領學生有效學習 

成就 

課堂教學及課業回饋 

 總結上年度經驗，以及配合學校「正面關係齊深化」的年度主題，課程發展組以「加強優

質回饋，引領學生有效學習」作為本年度的課堂關注。教師透過「尊重別人、歷程肯定」

四步曲﹕眼（描述學生的正面行為）、果（指出正面行為的效果）、心（表達我的正面感受）、

得（提出可以進步的方向或肯定學生的表現），於課堂教學及課業饋中正面肯定學生在學

習過程中的付出與努力，再具體引導學生改進方向。 

 綜合各科教研員的重點研課/觀課及評課報告，教師在學與教的過程中，能適時正面肯定

學生的付出及努力，例如讚賞學生表達清晰、聲線充足、認真完成堂課、能認真審題、主

動協助其他同學等。老師對同學們的肯定不但能提升學習的自信心，而且能維持學習興趣

及動力。教師關注學生的學習過程，並能緊扣學習重點，於課堂教學中診斷學生的學習情

況，適時為學生提供具體、對焦、有建設性的回饋，推動學生學習，引導學生改進方向。 

 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善用不同的提問技巧，如轉問、追問等方式引導學生思考。例如當學生

未能說出正確答案時，教師會先轉問其他同學，讓其他同學補充，或以追問的方式讓學生

自行作糾正；部分教師亦會鼓勵學生向回答問題的同學提出問題，學生之間的以問促思，

再加以教師的引導，能有效促進學生改進。上述的師生及生生互動的回饋方式都有助促進

學生釐清相關概念或學習難點。 

 老師在巡視各組進行小組活動時，能適時給予提示或回饋，引導學生再作思考。當個別學

生在匯報時未能清晰表達，老師能鼓勵其他學生給予意見，再讓學生解釋及修正匯報內

容，促進學生自我完善。學生於匯報後，老師能適時以不同層次的問題，進一步引領學生

思考及有效梳理討論結果。 

 教師給予空間讓不同解題方法的同學表達意見，使學生能夠掌握多角度的解題方法，亦促

進學生之間的交流和互動。另外，當學生未能完全解釋算式如何找出答案時，教師會把不

同的解題方法並列在一起作比較，讓學生觀察當中相同或不同的地方，突出學習重點。 

 從科主任觀課中所見，中文科教師均能在課堂教學及課業中以優質回饋引導學生在學習的

過程中作自我反思，從而作出改進（小二、小三及小六重點研及小五參與計劃觀課）。100%

教師認為能在教學中（課堂教學及課業）以「優質回饋」引導學生有效學習。 

 本年度英文科教師加強以有效的提問與回饋，來提高學生的閱讀能力。教師在備課會議

中，於每課選取一至兩個閱讀技巧，並共同設計相關的關鍵問題。大多數教師反映以上策

略有助促進學生的閱讀能力。 

 89%數學科老師曾經運用正向的課堂語言鼓勵學生。從科主任觀課所見，老師不但能運用

正向語句對學生的付出及學習過程加以鼓勵，更能就學生的表現給予具體回饋，幫助學生

改善學習。在部分課堂中，當同學完成匯報時，其他同學亦能積極提出問題，或會利用正

面的語句讚賞匯報的學生。89%數學科老師曾經在課堂提供空間，讓學生同儕互評，互相

欣賞。 

 在批改課業方面，科主任從課業檢視可見教師能適時寫上肯定學生表現的語句或具體指出

學生需要改善的地方，讓學生知所改進，促進學生學習。在本學年停課期間支援學生學習

及發展的重點視學報告中可見視學人員對教師團隊落實關注事項的肯定。報告中描述教師

既認真批改課業，且能給予具體回饋；也檢視電子課業的即時數據，以辨識學生的學習難

點及持續支援學生學習。此外，部分教師提供機會讓學生就著朋輩的課業表現提出意見，

促進同儕間互相學習；教師的評語正面，能肯定學生學習成果，充分表現學校本周期關注

事項「發揮評估正面及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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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科教師針對不同的課業，為學生提供具質量的回饋，當中包括提供具體建議、欣賞學

的良好表現等，有助學生反思自己的強項及弱項，幫助學生改善學習。 

 從各級的多元化家課中所見，數學科老師於批改學生的課業時，均有運用具體的評語以促

進學生的學習。在教師的帶領及引導下，部分高小學生的多元化家課均能透過電子平台

(Seesaw/Padlet)運用正面的語句讚賞同學的表現、提點同學的錯誤或提出修正建議。例

如有學生留言說：「你的分數寫得很清楚，而且又算得對，做得很好。」100%老師在批改

課業時，運用正向評語讚賞學生。83%數學科老師同意在課堂或多元化家課中，同學間能

互相鼓勵、互相學習、欣賞他人。 

建立教師專業實踐社群 

 各科透過校本重點研課/觀課及評課計劃，共同研討及設計教學計劃，並透過同儕觀課，
聚焦探討、實踐及互相觀摩，以歷程肯定及優質回饋，推動學生學習，促進改善。與此同
時，課程發展組進一步優化校本重點研課/觀課及評課記錄表，讓教師於觀課中更聚焦地
觀察授課教師的教學回饋對學生的影響，並作出相應的記錄。教師們均認同本年度優化的
觀課及評課記錄表能促進教師更聚焦觀摩，同時能促進課後的專業交流。 

 各科科主任在中期科務會議中安排分享環節，讓教師分享重點研課/觀課及評課計劃中的

良好實踐經驗，促進教師之間互相交流和學習。除了校外的教師專業發展外，本年度中文

科及常識科均參與了教育局及大專院校主辦與課堂教學設計及課堂實踐相關的學習社群

計劃。 

 五年級中文科教師參與了由教育局主辨的觀課與評課研究計劃。從觀課所見，教師能善用

課堂提問引導學生理解及分析文本、掌握借事說理，同時能透過優質回饋有效回饋引領學

生學習。此計劃亦能與友校建立學習圈，科組安排了部份參與計劃的教師到友校觀課，藉

互相觀摩，提升教學效能。100%參與教師認同參與「觀課與評課研究計劃」有助教師掌握

「優質回饋」的策略。全體中文科教師亦參與了以「觀課與評課」為主題的科本研習，藉

此提升教師對觀課及評課的掌握。 

 小三常識科教師於本年度參與了「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支援計劃。100%參與

老師認同透過是次計劃，能在正向學習的氛圍下，深化及延展小班教學的精神，以及裝

備學生邁向自主學習；100%老師認同透過課程的優化，以及教學策略等方面作調適，提

升學生在小班環境下的學習效能；100%老師認同透過實踐社群進行共同研習、行動學習

及反思教學，以優化學與教的實踐。透過專家帶領教師備課、觀課及課後討論，促進老

師探討及實踐如何在教學上加入「自主學習」及「正向學習」元素，讓課堂教學及課業

設計更具效益。 

反思 

 由於受 2019冠狀病毒病而停課影響，本學年只能依計劃進行了上學期重點研課/觀課及評

課的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綜合各科教研員的重點研課/觀課及評課報告，整體教師對同學

的表現都能給予正面讚賞及鼓勵，能營造正面的學習氣氛。部分老師對同學的正面肯定的

質和量都仍有可提升空間，例如對勇於向全班匯報的同學可多作鼓勵，對向匯報同學提出

問題及回饋的同學亦可多加讚賞等。另外，教師對同學於學習過程中的努力予以肯定亦可

更加具體，例如﹕「我欣賞你認真討論」、「推測合理」、「表達清晰」等，讓其他同學可學

習其正面行為或態度。 

 中文科持續鼓勵教師在教學中（課堂教學、課業及各類型評估中）以「優質回饋」引導學

生作出修正，從而提升學習效能。 

 在課業回饋方面，英文科反映大部分老師都聚焦表揚能正確運用語法的學生。科主任建議

教師可以嘗試根據課業的評估目標、內容，以及創意方面給予回饋。正面及具體的課業回

饋已成為可持續發展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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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科建議在上、下學期多元化家課/專題研習中加入分享環節，讓學生互相分享所遇到

的困難及解決方法，老師因應學生的表現適時回饋，讓學生知所改進，促進學習。另外，

建議把多元化家課中同學間的優質讚賞或提點列印出來，張貼在多用途場地，讓不同班

的學生都可互相學習，互相促進。 

 常識科建議把本年度三年級的良好實踐經驗推廣至其他級，優化預習工作紙的設計，適切

地聯繫學生生活，並於課堂中善用學生的預習成果結合課堂教學，提升學生投入感。 

 整體而言，在本年度良好的發展基礎下，教師在課堂教學及課業批改層面均會持續推廣歷

程肯定，以優質的回饋正面肯定學生的努力，並按需要提出對焦、具體的改善建議。在現

時良好的課堂學習氣氛下，建議以「誘發學生持續的學習興趣」作為來年的課堂關注，為

學生營造更佳的學習環境，創設豐富的學習經歷。在教師專業發展方面，仍會持續透過校

內的重點研課/觀課及評課，以及科務會議的教師分享環節等，鼓勵同儕分享良好實踐經

驗，延展學習型校園文化。 

 

關注事項 2﹕加強發揮評估促進學習的效能 

2.2 加強評估資料運用，促進學與教 

成就 

靈活地把電子評估融入學與教 

 各科教師能緊扣學習重點設計電子評估，並運用不同的電子學習平台，適時於課堂期間及
課後發放予學生，以評估學生的學習進度。中、英、數、常各科於小三下學期及小四至小
六上、下學期設計及運用不少於 8 次電子評估材料。部分科目的教師透過電子學習平台，
讓學生以多媒體展示學習成果，促進同儕間的分享及學習。教師能從電子評估中取得的資
訊以檢視學生的學習進度，並適時支援及促進學生學習。科主任帶領教師持續有系統地整
存校本電子評估資源，以及在科務會議適當地安排分享環節，讓教師分享良好實踐經驗，
促進教師之間互相交流和學習。 

 100%中文科教師認同電子評估能促進學與教效能。本年度因疫情關係，中文科各級於下學

期發展了多個電子教材、電子評估及電子課業。教師能運用電子平台所提供的數據，分析

及掌握學生的學習情況，從而作出恰當有效的回饋，讓學生能從教師的回饋中掌握改善方

向。 

 各級中文科教師亦在本年度整合已發展的進展性評估資料(紙筆評估、非紙筆評估及電子

評估)。科組亦要求各級教研揀選全學年不多於 20 次的進展性評估(紙筆評估、非紙筆評

估及電子評估)填寫記錄表。 

 英文科教師能運不同的電子學習平台設計電子評估，以提升學與教效能。曾運用的電子學

習平台包括 Google Form、Quizizz、Kahoot、Go Formative 等。教師們透過電子評估來

評估學生的學習進度，並嘗試利用電子數據，跟進學生的學習。 

 在數學科教師的指導下，學生能運用電子學習平台(STAR)在家中進行網上評估，表現比

去年更認真。老師亦能善用評估分析，對焦地擬訂跟進教學。100%老師同意學生運用電

子學習平台(STAR)於家中進行網上評估，能提供回饋及分析促進教學效能。80%老師同意

利用電子學習平台取代 P4-P5 進展性評估(度量範疇)，有助即時分析學習表現，回饋教

學，促進學與教的效能。 

 五年級「自攜裝置」計劃有利學生在課堂上進行電子小評估，老師透過即時回饋，即時

調整教學策略，提升教學效能。100%數學科老師同意運用電子學習平台/工具作課堂小評

估，有助即時分析學習表現，回饋教學，促進學與教的效能。 

 91.3%常識科老師認同透過優化電子評估，如 Google Form 完成時事考考你及課堂小評

估，老師能運用評估數據，及時回饋學生表現，改善其學習情況。優化電子評估有助老

師了解學生的學習進度，以進行調適及補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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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常識科老師認同學生能運用電子學習平台，如 Padlet、Seesaw 等，於課堂內外互相

分享知識，提出鼓勵及具建設性意見，正面促進學習。BYOD 班較多機會使用平板電腦進

行學習及互評，如 Nearpod、Edupuzzle、Seesaw、Mentimeter 等，下學期因應新冠肺炎

疫情停課關係，一至六年級主要透過電子學習平台進行學習，學生有更多機會及有興趣於

網上平台如 Padlet 加入互評，提出鼓勵及建設性意見，促進生生互動，並提升其學習的

信心。 

 在停課期間，各級音樂科教師運用了多元化的電子學習平台融入學與教，包括 Google 

Form、Padlet、Quizizz、Classkick 等，增加評估設計的多樣性。同時能評估學生的學

習表現，運用評估資料檢視學生學習情況及調適復課後教學內容。教師及學生都對運用電

子學習平台愈來愈熟悉，促進學與教。 

科主任重點分析評估資料，回饋課堂教學及課程規劃 

 本年度各科科主任選取一項校內評估資料，先在期初讓科組同事知悉收集評估資料的目

的、流程，並依計劃分析學生的學習表現。科主任根據所選取評估資料的分析和診斷，於

期中及期末科務會議中回饋相關的課堂教學及課程規劃。 

 中文科於期初及期中跟進學生在閱讀考卷中閱讀理解部分的弱項。100%教師認為個人與同

儕能於期初及期中跟進閱讀考卷中閱讀理解部份的弱項作跟進教學。各級負責編寫閱讀教

學進度表的教師把跟進教學的內容安排在第 1-4周內完成。 

 英文科於本年度選取了閱讀範疇作為重點分析項目，教師於測驗及考試後分析學生的學習

閱讀理解的表現，診斷學生的強項及弱項，商討可行的措施以改善學生的學習。 

 數學科科主任利用電子學習平台（STAR）網上評估資料，重點分析小二至小六「度量」

範疇的學習表現，包括 P2 角、P3 秒、P4 周界、P5面積及 P6 容量。另於小四及小五試行

運用 Google Form 分析學生的考卷表現，但因新冠肺炎疫情關係，只有五年級上學期能

利用 Google Form 就學生成績數據作分析。78%教師同意考試後利用 Google Form 就學生

成績數據作分析，能夠聚焦學生學習作出回饋。 

 常識科透過收集 4-6 年級各班不同能力學生的編程成果，分析學生編寫程式的表現及其遇

到的困難，以便優化學與教策略。因新冠肺炎疫情關係，於復課後只能完成部分課程，學

生大致能掌握及完成學習任務。 

 音樂科科主任收集各級評估資料後，於科務會議中回饋。大部分學生在過程投入、認真及

達到學習目標；對演奏樂器/電子學習平台感興趣；在創作活動中，學生大致能依指示創

作。 

反思 

 各科老師都已經廣泛及持續地使用電子評估工具，根據學習重點設計多元化的電子評估，

以了解學生學習進度及表現。不同的學科亦已能夠就科本的特性選用合適的電子平台來設

計評估，本年度曾運用的電子評估工具亦較去年多元化，當中包括 Google Form、Padlet、

Quizizz、Kahoot、Quizlet、Classkick、Seesaw、Nearpod、Edupuzzle、Mentimeter 等。

尤其在疫情停課期間，電子評估工具更加發揮其優勢，讓學生在家中也能夠進行學習及評

估，並且讓老師有效了解個別學生及全班整體表現，有助促進教師作出教學回饋及跟進。 

 中文科持續優化及整理已發展的電子教材，科組建議各級參考本年度下學期的經驗，優化

下學年上學期的電子教材的設計，以平衡發展上下學期的電子教材。中文科將會更有系統

地整理各主題下的進展性評估，持續優化已發展的進展性評估。 

 英文科教師發現未能適時運用電子評估所得的數據回饋教學，教師建議就「如何使用電子

數據來提高教學效能」方面能得到相關的支援或指引。 

 數學科教師反映二、三年級學生登入 STAR平台遇到困難，影響了參與度，建議可發放登

入方法影片給學生，讓學生可隨時觀看及參考。另外，科組建議五、六年級老師教授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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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閱讀 STAR評估報告，鼓勵及引導學生反思自己的學習表現。 

 常識科建議集中使用 Google Form 及 Quizizz進行電子評估，讓師生易於適應。 

 中文科科組認為可全面檢視試卷檢討的工作，更對焦學生表現未如理想或未達能力水平的

學習重點，分析學生情況後再將所得資料回饋學與教。 

 英文科建議優化總結性評估的擬卷設計，以及關注評分參考。教師擬卷時需要加強評估與

學習及教學循環的一致連繫，並與縱向課程發展相結合。 

 數學科透過分析小二至小六（STAR）網上評估資料，反映學生整體掌握評估重點，建議

需加強以下項目:二年級需加強作答「答案多於一個」題目的技巧；三年級需利用生活例

子探討「求活動時間」題目；四年級需加強間接求周界的解題技巧；五年級需利用梯形

面積求下底長度的技巧；六年級需加強轉換容量單位的技巧。 

 常識科建議着學生把編程成果放至 Padlet，讓生生之間能互相檢視編程的合理性，提出

建議，促進生生互動學習。 

 整體而言，教師對評估資料運用的意識已有所提升，例如能嘗試運用電子評估中學生的數

據表現來回饋學與教。至於運用評估資料以落實學、教、評循環方面亦有發展空間。在現

有的發展基礎下，建議下學年加強評估測考數據分析，把數據轉化為有助於回饋學與教的

資訊，同時優化測考評估回饋表，以及測考考的評估回饋流程等，以讓教師更聚焦分析學

生的表現，設計相應的跟進措施，回饋課堂教學及課程規劃。 

 

關注事項 3﹕提升核心素養，培養學生正確價值觀及態度 

3.1 透過創新教育，培養學生在尊重別人的基礎下與人有效溝通、協作及解決問題 

成就 

持續推展電子學習計劃 

 本年度小四下學期及小五全學年均持續推展「自攜裝置」學習計劃。各科善用電子學習的

互動優勢，於課前/課堂/課後延伸中注入電子學習元素，提供機會讓學生進行互動學習。

就觀課及學生的電子課業所見，學生喜歡透過電子學習平台與同學分享及進行互動學習，

學習興趣亦有所提升，同時學會在尊重別人的基礎下與別人有效溝通及協作。 

 本年度透過校內重點研課/觀課評課計劃，為小五「自攜裝置」學習計劃下的教師提供交

流平台。教師反映透過共同研討及實踐，有助促進他們掌握設計包含電子學習元素的課

堂。就觀課及教案設計所見，教師樂於作多方新嘗試，因應教學目標，運用適切的電子學

習平台設計學習或評估活動，促進師生互動，效果良好。 

 100%中文科教師認同小四及小五推行的「自攜裝置」計劃能提升學生與人溝通、協作及解

決困難的能力。從各級的高小的優質課業可見，教師鼓勵學生使用不同形式的電子平台展

示個人作品，並與同學作交流。電子課業能加強學生與同儕分享的機會及展示個人作品的

信心。 

 中文科教師善用各類型的電子學習平台（Plickers、Quizlet、Quizizz、Padlet 和

Nearpod），配合各單元設計教學活動，讓學生在課前、課中及課後實踐電子學習。科組亦

在資源庫內建立「電子學習」的文件夾，讓教師把電子學習資源有系統地作記錄。 

 小四及小五英文科教師反映通過使用電子教科書和不同的電子學習平台，包括 Kahoot、

Quizziz、Nearpod 等，能提升大部分學生在課堂上學習動力。通過使用不同的電子學習

平台，教師有更多機會向學生提供即時回饋，並增加了與課堂上師生的互動。與此同時，

英文科教師明確指導學生於電子學習平台上發表評論時的表達方式，學習關顧同學的感

受，以及對他人的尊重。 

 從數學科觀課所見，在「自攜裝置」學習計劃下，小四及小五學生不但有利學生善用數

學學習的應用程式，例如 Geogebra、e+立體圖形等進行探究活動，更有利於學生展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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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成果，促進生生協作和交流。100%老師同意能利用電子學習工具/平台，促進「自攜裝

置」學習計劃的發展。100%老師同意「自攜裝置」學習計劃有助學生協作、溝通和分享。

88.9%老師同意在數學課堂上，學生能專心聆聽同學的匯報，建立互信和支持的關係。 

 

 「自攜裝置」計劃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自學能力。不同的電子平台，如 Padlet 讓學
生展示學習成果，加強生生及師生的交流及溝通。Quizizz及 Google Form 能讓學生檢視
學習進度及成效。86.9%常識科老師認同學生透過電子學習平台互相交流、建構知識及分
享學習成果。91.3%老師認同利用電子學習工具/平台，設計適切的學習活動，能促進學
生探究學習。 

 

 常識科優化了資訊科技教學課程內容，協助學生更有效並符合道德地運用資訊及資訊科

技。教師按照不同年級學生的需要，教授相關的課題。老師尤其關注學生能否懂得保護個

人網上私隱的意識，同時尊重他人的私隱。同時透過加入了一些實際情境及例子，加強學

生守法、誠信及有責任地進行網絡活動。 

 

 73.9%常識科老師認同優化教材─以情境形式引入，並加入相關報章內容，讓學生更易融

入課題，學生的資訊素養意識有所提升。於每課自評及課堂練習中，可見學生明白該課

資訊素養的內容。但因新冠肺炎疫情關係，部分級別未能進行專題研習，令學生未有實踐

資訊素養的機會。 

 

 傳訊及電子學習組於本年度印製了「運用資訊科技學習」小冊子，更具體地列出學生使用

電子產品學習時，需要關注的一些守則。學校亦邀請了有關機構為四、五年級學生舉行資

訊科技講座，傳遞正確使用電子產品的信息，以減低不當使用電子產品對學生帶來身心健

康的影響。 

 

 音樂科教師善用電子學習工具及不同的電子學習平台，當中包括 Flat、 Garage Band、

Seesaw、小小作曲家、敲擊樂演奏廳等，提高了學與教的多元性，達至不同的學習效果，

培養學生共通能力。運用 Flat 平台有助促進牧童笛學習，讓學生回家自學及溫習，鼓勵

自學。復課後，由於不能在課上吹奏樂器，牧童笛學習部分透過 Flat 發放歌曲，並請學

生透過上載吹奏影片到 Seesaw，分享學習成果及互相評賞。科主任在科會中分享 BYOD班

實踐經驗，促進教師之間專業交流。 

 

 視藝科配合 BYOD學習計劃，以四年級作開發點，設計了一個新課題「玩具冒險記」並在

下學期運用 iPad進行短片創作。但由於停課關係而調適了教學進度，本年度未能於各班

實踐。 

 

 由課程發展組及傳訊及電子學習組帶領的 BYOD 核心組於本年度共進行了 4 次會議，核心

成員於會議中共同分享良好實踐經驗，以及檢視電子學習計劃下的學與教成效。同時安排

經驗分享與互動環節，實際操作及體驗電子學習平台（Quizlet Live 與 Classkick)，鼓

勵教師多方探索不同電子學習平台的優勢。 

 

 課程發展組於本年度安排了多個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工作坊主題及內容能針對學校電子

學習發展的需要，以及校內教師的需要。當中包括認識及操作能促進學習的評估的電子學

習平台（Classkick、Nearpod）、資訊素養、停課期間的 Google Classroom 及 Zoom 教師

工作坊，以及復課後的「停課期間電子學習的成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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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除了邀請了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組借調教師到校分享外，上述大部分的工作坊都是

由 BYOD 核心組帶領同事分享、實踐及體驗。科主任於科務會議中亦能安排分享環節，邀

請教師分享良好實踐經驗，促進教師之間互相交流和學習。整體來說，教師團隊認同學校

創設不同的平台，讓教師進行校內分享與交流，有助提升教師的專業發展，以運用電子學

習教學的信心。以下表列了本學年與電子學習相關的校內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日期 教師工作坊主要內容 

2019年 

12月 16 日 

1. 如何運用應用程式 Classkick 於課堂中實踐促進學習的評估。 

2. 本年度推展資訊素養的方案。 

2020年 

1月 6日 

主題﹕運用流動電腦裝置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1. 認識及學習運用電子學習平台 Nearpod 

2. 推行自攜電腦計劃(BYOD)時，如何提升學生的資訊素養 

2020年 

4月 20日 

1. Google Classroom 教師操作-教師網上工作坊（小一至小三科任參與） 

2. Zoom 實時課堂操作技巧-網上教師工作坊（小四至小六科任參與） 

2020年 

5月 15日 

1. 非常疫情下的非常學習-由科主任分享停課期間電子學習的成果 

 課程發展組與傳訊及電子學習組整體規劃家長教育，定期舉辦家長專題講座，讓家長進一

步了解自攜裝置學習計劃，以及協作他們引導子女正確及健康地使用平板電腦。家長認為

學校安排的講座有助促進他們對電子學習及資訊素養的認識。 

日期 家長專題講座 

2019年 10月 19 日 新學年家長日-小四學生自攜裝置學習計劃  

2019年 12月 16 日 

2019年 12月 17 日 
「活用過濾軟件」家長工作坊 

2020年 1 月 15 日 如何協助子女正確及健康地使用「自攜裝置」進行學習 

 在本學年停課期間支援學生學習及發展的重點視學報告中，視學人員進一步對學校的教師

專業發展安排加以肯定。視學人員指出停課期間學校通過教師培訓，強化教師的網上實時

教學和使用學習管理系統的技巧，教師於遙距學習的專業素養和使用不同流動應用程式的

自信均有所提升。教師也將不同的學與教材料存於網上教師資源庫供同工參考，彼此觀

摩，相關安排能促進分享與交流，提升他們進行綱上教學的信心。 

持續推展校本 STEM教育 

 常識科老師於本年度持續優化校本編程教材，並於課堂教授 Sphero(四年級）和 mBot(五、

六年級）編程課程。學生有機會透過學習內容認識編寫程式，並且發展計算思維能力。因

新冠肺炎疫情關係，於復課後只能完成部分課程。老師表示大部份學生能夠掌握基本操作

技巧，明白編程概念。部份思維能力較強的學生能夠根據教材的指示，自行想出編寫程式

的方法和步驟完成學習任務。部分學生透過老師從旁指導，或透過同儕協作完成編程任

務。就教師觀察所見，學生樂於學習編寫程式，大致能掌握及完成學習任務，並透過學習

活動提升溝通、協作和解難能力。 

 小四及小五教師善用自攜裝的優勢，把校本編程教材上載到 Google Classroom，以便閱讀

及分享，同時請學生把已編寫的程式放在 Padlet，提供多元平台展示學習成果，有助促

進行同儕互相交流及學習，在教師的指導下達致互相欣賞及學習的效果，優化解決問題的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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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於復課後教授的課題 

4 編程與 SPHERO、序列 SEQUENCE 

5 編程與 MBOT、序列 SEQUENCE 

6 mBot光線感應器、mBot聲音感應器 

 常 識 科 教 師 持 續 優 化 小 一 至 小 三 Maker 校 本 教 材 ， 把 富 趣 味 的 動 手 做

(learning-by-doing)活動融入校本課程，強化學生動手做的學習歷程，增強學生的投入

感，培養學生觀察、分析、綜合、創意、創新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教師團隊透過互相觀摩

及交流，逐步掌握 STEM 教育的學習設計理念，有助促進教師為學生設計具特色及多元化

的學習材料。因新冠肺炎疫情關係，於復課後只能完成製作部分，未進行公平測試及改良。 

年級 課題 

1 筋斗動物 

2 動物不到翁 

3 拉索車 

 除了課程以內的學習外，常識科規劃了 STEM Fun Day 活動，以豐富課程以外的學習經歷。

活動原定以攤位/班際比賽形式向校內其他同學展示 Coding/Maker 作品，讓學生透過觀

摩、欣賞、交流，繼而改良自己的作品，培養學生探究精神，並誘發學生持續的學習興趣。

但因新冠肺炎疫情停課關係，本年度未能進行上述活動。 

 常識科科主任持續規劃教師專業發展活動，有系統地安排同事參與 STEM 相關的校外講座/

工作坊，本年度大約一半的常識科教師參與相關的校外講座/工作坊。校內方面，科主任

在科務會議中安排分享環節，邀請教師分享良好實踐經驗或分享學習後得著，促進教師之

間互相交流和學習。 

持續發展校本資優教育（情意教育） 

 資優教育學校網絡計劃分別在第一及第二層推行，第一層推行的領域是四年級的德育課，

以尊重別人作切入點。本來開放課堂於五月舉行，但因疫情而取消了友校觀課，復課後有

關課堂於 6 月 22 日舉行，同時進行了課堂錄影。老師雖初接觸情意五層次，但透過資優

教育組提供的資料及與組長的溝通，老師設計出層層遞進的課堂，由淺入深，觸及學生的

情感，連繫日常生活，引發思考。 

 所有核心小組成員認為此計劃為他們提供了與友校老師及教育界同工交流的機會，同時促

進了他們的專業成長。在學生方面，第一層（校本全班式）以尊重別人為題，除了課堂活

動外，德育課課業及事後討論亦顯示學生對此課題有了更深入了解，他們明白互相尊重的

重要，要獲得他人尊重，自己要先尊重別人。 

 在第二層次校本抽離式課程上，本校仍以「演出真我」為基礎，與教育局及香海正覺蓮社

佛教陳式宏學校合作。兩位任教老師的專業知識有所增長之餘，也能更深入體會資優教育

在推展上遇到的各樣情況。友校老師對計劃內容認識比以往深入，而她們亦有技巧地調整

了教學設計，使其更適合校內學生。課前會議及課後的檢討時段有助促進兩校教師的互動

及交流。在第二層（校本抽離式）的層面上，學生課堂上即時的反應，既包含了角色的元

素，也概括了自己的情感，給學生帶來了一個很好的反省自身的機會，繼而進一步了解自

己及自己與他人的關係。100%參與計劃教師認同透過優化教材，能促進資優學生有效表達

及溝通。 

 本校老師在推行資優教育上已有一定經驗及成果，本年度受教育局邀請，於 6 月 26 日以

「識別學生潛能與資優培育」為主題作校本經驗分享，根據教育局的回應，63％參加者認

為本校的的分享為他們帶來了校本發展的參考價值。而部份同工更認為本校的分享環節是

整個分享會最有用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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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中文科教師反映同學在資訊素養的現上較參差，教師在指導學生處理電子課業時要多作指

導，以使同學能充份利用 iPad 促進學習。建議學校繼續購買 Padlet 電子平台,讓教師能

更靈活地設計相關課業,促進學生學習。 

 英文科教師反映由於受 2019 冠狀病毒病影響，教師沒有太多機會發展小四學生的資訊素

養，建議於下學年應稍作加強。 

 數學科建議在每學年完結時有系統地整理數學學習的應用程式，並按需要付費購買一些

不同功能的應用程式，例如 Padlet、Classkick 等。 

 常識科反映學生普遍能掌握如何使用不同電子學習平台進行學習及評估，但就老師觀察

發現，學生的資訊素養，如尊重知識產權、辨別資訊來源及真偽等則較弱，另外，部份

學生仍未能養成良好使用平板電腦的習慣，例如在不適當時間使用、使用時間過長等。 

 音樂科認為本學年未能充分運用 Garage Band 功能，建議可配合教科書內容，設計及加入

相關活動，例如為恆常學習的樂曲作簡單伴奏等。同時建議善用 BYOD 的優勢，教導學生

善用 iPad 的錄音功能及拍子機 APP 進行學習。由於復課後進度趕急，未能有效進行牧童

笛自學及透過 Seesaw 進行分享活動，如疫情持續而未能面授牧童笛，建議下學年繼續加

以運用上述方式來教授牧童笛。 

 學生大致清楚及明白使用電子產品時需要注意的事項及守則。老師亦能夠就着這些準

則，對學生持續教育。下學年將踏入推展 BYOD計劃的第三年，綜合老師的觀察及學的表

現，建議來年以全校模式推展資訊素養，當中包括圖書課、德育課、中、英、數主科等

加入資訊素養的元素、優化常識課資料課程等，藉以全方位對學生進行教育及薰陶。 

 常識科科組於本周期努力開展及推動 STEM 教育，積極安排教師參與不同的教師專業發展

活動，務求加強團隊對 STEM 教育的認識及共識。在發展校本編程課程方面，教師亦努力

作多方的嘗試，並持續優化教材。檢視現已發展的高小校本編程課程，各年級課程縱向發

展及連繫，以及發運學生創意及應用層面上仍有待優化，有見及此，學校成功申請了

CoolThink@JC 的三年計劃，期望透過計劃中所提供對學校及教師的支援，能促進學生發

展運算思維能力。 

 積累了多年的校本良好實踐經驗，資優教育組將會把第一層（校本全班式）及第二層（校

本抽離式）的情意教育納入恆常發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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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我們的學與教 

    我們配合辦學宗旨、課程發展趨勢及學生需要，有策略地制定廣闊均衡的校本課程，涵蓋知識、

態度和技能的培養，均衡發展學生德、智、體、群、美五育。學科能配合科本的發展步伐，制定適切

的校本課程，每年並在原有的基礎上，因應校情加以優化，有效促進學與教效能。 

 

1. 培養學生兩文三語的能力 

 

中文科 

發展「想‧賞詩」校本文學賞析課程，深化文學學習，提升學生創作詩歌的能力 

 在中、高年級開展「想‧賞詩」校本文學賞析課程，但因受疫情影響，故小一及小四「想‧賞詩」

校本文學賞析課程未能預期進行。 

 

通過電子學習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提升學生語文能力 

 中文科教師善用各類型的電子學習平台，設計配合不同單元的教學活動以輔助教學。各級在全學

年進行了最少2次課堂內的電子學習，主要運用的電子學習平台是：Plickers、Quizlet、Quizizz、

Padlet和 Nearpod。另外，各級均發展了多個電子學習教材以提升學生語文能力。 

 

持續發展並有系統地整合校本童書課程 

 中文科科組檢視過往工作成果，以圖表整合校本童書課程的橫向、縱向發展，按年級及範疇等方

向有系統地整合各級的校本童書課程，並把各級校本圖書課程的相關教案及教材整合成硬件及軟

件，以方便教師查閱及優化。 

 

英文科 

優化校本閱讀課程 

 本年度小一至小五教師把原有的 G.E.課程及相關閱讀材料有機結合成 DTS 單元，以進一步擴闊

學生的閱讀面。另外，本年度小二及小五配合 DTS課程新增了 3個單元，鼓勵學生以不同方式進

行閱讀。所有小二及小五教師認同學生的閱讀興趣得以提升。 

 為小三至小五學生發展高層次閱讀技巧，例如：同儕閱讀及小組閱讀。於 DTS的 3個單元中，學

生能學習不同的閱讀技巧，並提供機會讓學生加以實踐。 

 教師於 DTS課程加入價值教育元素，以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及態度，例如：責任、關愛和關懷。 

 加深教師對不同閱讀策略的理解，讓教師在全年中更有效地發展學生的閱讀技能。教師於每課選

取一至兩個閱讀技巧，在備課記錄中突顯閱讀技巧和相關問題。大部分教師認為這種做法有助於

教師貫徹落實於日常教學中。 

 

以不同策略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英文科科組為小一至小三的學生提供課堂以外的抽離式的銜接班，由外籍教師以遊戲的形式與學

生重溫課堂學習的詞彙和英語知識。另外，透過英語大使為學生提供平台以同儕協作形式完成學

習任務，提升學生運用英語表達的能力。 

 

普通話科 

積極培養學生聆聽、朗讀、運用普通話的能力 

 普通話科老師採用多元化的教學模式，如遊戲、唱歌、角色扮演等，並因應課題選用多媒體軟件，

提昇學生的學習動機，使學生從活動中學習，提高學生聽說能力，增進課堂學習趣味。 

 低小老師能把握推行小班教學的優勢，利用小班的策略，如合作學習，讓老師有更多空間照顧學

生的學習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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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教師理解和掌握電子學習的教學造詣 

 老師積極探討及發展校本電子教學案，讓教師能夠運用平板電腦配合適切的應用程式、電子教科

書及相關平台，於學科中進行互動教學，並透過課研活動，促進教師之間的分享與交流。  

 電子書的配置切合學生不同學習需要，每名學生都可以透過電子學習平台即時回答，老師亦可即

時收集數據，作回饋及調整教學進度。 

 電子學習資源可塑性及再用性高，教師因應課題編寫合適的程式輔助教學，以切合學生不同學習

需要。透過教師社群、相關互動平台，與同工交流使用電子學習資源心得，有助提升及改善教學

質素。 

 

2.培養學生數學能力  

 

善用電子學習工具/平台進行教學活動 

 數學科教師運用不同的電子學習工具/平台進行教學的效能甚高。學生可因應個別的能力及進度，

善用電子學習工具/平台來擴闊學習空間、廣度及深度(照顧個別差異)。運用不同的電子學習軟

件能把抽象的數學概念具體化，使學生易於掌握。另外，部分電子學習工具附設小助手或小提示

功能，有助支援能力稍遜的學生，從而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另外，數學科教師能善用電子學習工具/平台，設計適切的學習活動，促進學生探究學習。透過

不同的電子學習工具（如利用 number pieces了解進位概念)，學生可通過實際操作及二人協作

討論，促進課堂的學習氣氛。此外，運用平板電腦進行探究式學習比實際操作探究更方便，例如

探究面積公式時，可利用電子學習工具進行圖形拼砌，不需要花時間剪貼。透過不同的操作探究

學習，能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優化數學閱讀，提升學習興趣，培養學生積極主動地學習 

 數學科教師能配合課題安排多元化的閱讀活動及閱讀篇章作為延伸學習。根據教師觀察，學生閱

讀不同類型的體裁，例如:數學漫畫、數學繪本，能擴闊學生閱讀層面，提升學生的興趣及動機。 

 

持續推動校外專業交流和協作文化，建立專業學習團隊 

 數學科科組連續兩年獲教育局邀請成為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計劃學校，本年度以「培養自主學

習的素質、善用電子學習優勢、創設高效能數學課堂」為主題。本計劃同時亦為學校帶來資源，

邀請校外數學專家到校為教師進行研課，帶領教師針對教學重點及難點設計課堂活動。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100%教師認同本計劃能建立跨校專業學習社群，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3.多元化的課程活動，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透過全方位學習，讓學生體驗探索及親身實踐的學習經歷 

 常識科各級配合課題或本年度關注項目訂立全方位學習安排，讓學生走出課室進一步學習。 

年級 地點 配合課題/單元 

小一 秀茂坪區 我的居所 

小二 消防局/救護服務 為我們服務的人 

小三 動植物公園 香港的動植物 

小四 地球人計劃 明智的選擇 

小五 魚菜共生 生命的延續 

小六 科學館 科技天地 

 各級學習活動能配合學習目標，例如小一學生透過活動認識秀茂坪社區設施，小二學生能更認識

消防員和救護員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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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運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 

 

善用流動電子裝置，推動電子學習於不同科目 

 本學年四、五年級推行自攜裝置(BYOD)學習計劃，把資訊科技融入學與教的過程中，令學習不受

時空限制，更多樣化和個人化。另外，老師善用不同電子學習工具/平台的優勢，在課前、課堂

和課後延伸注入電子元素，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及發揮促進學習的評估效能。 

 本學年資訊科技組教師建立了分享平台，互相分享成功的教學經驗，並共同探討解決問題的方

法。 

 

5.培養學生的閱讀習慣，同時推動跨課程閱讀，拓寬閱讀面 

 

推廣多元化活動，並與家長合作，鼓勵學生廣泛閱讀，培養閱讀興趣 

 家長日書展：籍家長日書展的機會，讓家長與學生建立良好親子關係，學生能自主選擇想購買旳

書籍，家長能更了解子女閱讀的喜好。但由於疫情關係，本學年暫未能舉行。 

 隨時隨地「書送快樂」捐書活動：學生可隨時把已閱讀的圖書捐給學校圖書館，培養學生互相分

享的習慣，而學生捐贈的圖書會放在圖書館進行閱讀分享。但由於疫情關係，本學年暫未能舉行

「書送快樂」捐書活動。 

 

6.透過藝術教育，發揮創意及藝術潛能 

 

音樂科 

加強牧童笛教學，提升學生吹奏牧童笛的興趣 

 本學年舉辦了牧童笛馬拉松活動，提供平台予吹奏牧童笛表現優秀的學生展示潛能，以提升學生

吹奏牧童笛的興趣。另外亦邀請外間機構到校為三至六年級學生舉辦牧童笛音樂欣賞活動，讓學

生對牧童笛有更深入的認識。但因疫情關係，未能如期舉辦牧童笛馬拉松及邀請外間機構到校。 

 

視覺藝術科 

提拔學科人材，展現潛能並建立服務他人的正向素質 

 科組籌劃不同類型與視覺藝術有關的課外活動，讓對視藝科有興趣的學生發揮藝術才能。例如於

小三至小六開辦藝術創作課程。 

 

加強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 

 校本藝術課程中，教師引導學生評賞不同文化和歷史背景的藝術品，例如中國少數民族的服飾、

香港本土特色花牌和加拿大圖騰木柱等，促進學生珍視世界各地歷史和文化；教學中亦有帶領

學生欣賞國畫，有助培養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 

 透過舉辦創藝展，除了能培養學生評賞藝術的能力外，更能讓學生學會尊重他人的創作；而被

展出作品的同學更能透過視覺藝術展覽提升自信心。由於因疫情關係，創藝展未能如期行。 

 

透過體藝培訓的多元學習經歷，肯定學生的學習歷程 

 視藝科與中文科在四年級合辦 STOP MOTION STUDIO 學習活動，讓全體四年級同學參加，以拓寬

學習經歷。另外亦與體育科在四至六年級合辦「校運會場刊封面」設計比賽，透過此設計比賽，

能增加學生在校運會中的參與感和自信心。 

 

提升教師專業知識和技能 

 本年度視藝科老師參加了由香港教育大學舉辦的教師專業進修課程證書 (視覺藝術教育)以提升

專業知識，而老師亦會在科組會議時分享在進修中所獲取的知識和視藝科課程要求，提升本科教

師學與教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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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整視藝科新修訂課程內容 

 視藝科科組根據新藝術教育學習領域課程綱要，在教學單元內結合評賞、藝術知識和創作，把視

覺藝術科課題分為：動物世界、校園生活、中國藝術欣賞、節日習俗、個人成長、植物描繪，有

有效建構完整的視藝科課程框架。 

 80% 教師認同縱向課程編排讓小一至小六各級課程能有效連結及深化，有助學生發展。本年度加

強單元教學規劃，有效統整課程，在同一單元下，學生能以主題式深化藝術知識的運用，包括視

覺元素及組織原理兩大方面，由淺入深，層層遞進教授相關視藝科知識。 

 

7.透過體育教育，發展活躍及健康的生活模式 

 

體育科 

各展才能，彰顯自信  

 本學年體育科科組為有體育潛能的學生額外安排相關培訓，並推薦學生參加九龍東區校際比賽，

藉以發揮學生的不同才能，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學生分別在九龍東區遊戲比賽及九龍東區田徑比

賽中獲得優異的成績，當中包括多個冠、亞、季軍及優異奬。 

 

8.推行資優教育，全面培育學生發展 

  

為不同能力的學生提供全班式及重點式培訓，使他們能得到適當的培育。 

 資優教育組為學生提供資優小領袖訓練課程，同學對課程的評價都很高，他們認為課程令他們

明白自己的優點和缺點，改正缺點，加強優點。同時，安排的活動中很多都需要和組員合作，

訓練了他們的團隊合作精神之餘，也能發揮他們擅長的。在回收的意見中，課程的平均得分是

十分滿分。 

 

與各科組合作，令本校資優教育普及化 

 英語大使培訓課程為學生提供了不同類型而有趣的英語活動，令學生有更多機會接觸英語。英

語大使認為透過用英語宣傳學校事項或活動，能增加他們學習英語的興趣和自信心，也推動校

內學習英語的氣氛。 

 四年級常識資優班學生除了掌握編程的基本概念及原理外，亦學習 Microbit 及 Scratch 等編

程軟件，發展運算思維能力；五年級常識資優班提供了機會讓能力較佳、思考能力較強的學生

進行科學探究，學生們可以多動手、多思考、多探究，增加他們對科學的認識和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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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1.營造正面校園文化 

重點工作項目 報告 

生活點滴分享  本年度規劃了 20次生活點滴分享活動，內容回應「感恩」、「支持」、

「溝通」、「互信」等關注重點，鞏固校園內的關愛文化。 

 老師藉着早會時間訪問了一些進行過服務的學生，讓學生有機會分享

服務過程中的快樂點滴，鼓勵學生多關心身邊人，並積極與人建立正

向關係。 

 100%老師認同「生活點滴分享」活動能培養學生正面(感恩)態度。 

周會  上學期周會課的安排能按照德育課每個月不同主題進行及跟進。與此

同時，也能根據不同年級的計劃或需要作針對性的實行。能提高學生

的道德價值培養，也能針對某些年級的學生不性向發展需要。 

 下學期 2月-5月受疫情影響，原本的周會安排取消，復課後的周會

安排改在課室內進行，加入了抗疫和感恩的的內容。使提升自我保

護、做好自我清潔的防疫措施和情緒管理，提升學生的防備意識。 

 100%老師認同本年度周會加強培養學生品德情意(尊重)。 

無限潛能 Up-Potential

計劃 

 透過十節課程，讓學生認識情緒與厭力，提升心理健康。 

 認識了如何保持健康身體，初步認識了情緒、壓力、處理壓力的方法，

認識感恩、與人相處的社交技巧，促進身心健康。 

 同學參與情況尚可，播放影片時學生較投入。 

 家長參與情況良好，每次都有家長在課室與學生參與，有助提升家庭

對身心健康的關注。 

 有豐富的資源(包括﹕禮物、免費學生、家長講座) 

 100%三年級老師認同「無限潛能」培養學生正確處理壓力、情緒的態

度。 

校園小園丁  課程由 10月開始至 1月下旬 

 98.4%學生表示掌握到種植的技巧，認識植物的成長。 

 95.2%學生認同活動能令他們學會與同學溝通、合作，解決問題。 

 96.8%學生活動後明白到食物得來之不易，93.6%學生表示會更珍惜食

物。 

 69.8%學生認同活動能否令他們更認識大自然。 

 82.6%學生表示喜歡校園小園丁活動，並想再種植。 

 大部分學生對種植都有興趣，希望種植其他植物，如﹕蕃茄。 

 學生在這個生命教育課程中體會到付出，也有收穫。真正收穫了自己

種植出來的小白菜。 

 在全方位日參觀生命教育農莊，有效提升學生對種植的興趣。 

小一情緒教育  「快樂樂上小學」：於 9月至 10月期間到小一班房進行情緒教育活

動，每班各 4次；學生投入活動，能分辨正負面情緒及指出如何舒緩

自己的負面惰緒；100%小一老師同意活動有助學生培養正確處理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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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情緒的習慣 

 「快樂園地」：延續「快快樂樂上小學」，社工於 10 月至 12 月期間，

逢星期二邀請 12位小一學生到社工室一起看情緒相關的繪本 

 100%學生十分喜歡聽故事，而且大部分時間都能指出故事的寓意 

 「親子鬆一鬆」：12月邀請了 15個小一家庭到校參加繪畫親子活動 

 100%參加學生及家庭表示喜歡此活動及活動提供了親子之間的合作

機會 

 學生及家長都投入參與及喜歡自己的作品，表示希望日後有更多親子

活動 

抗疫教室  疫情期間，學校停課，學生與家長多留在家中，相處的時間自然增加，

故希望透過網上短片，為家長提供一些親子活動及減壓貼士，促進親

子互動，增進家人間的感情。 

 學生和家長反應均正面，抗逆教室的影片能提供多元化的防疫資訊。

不同主題能適合不同年級的學生，甚至家長，例如片段示範了如何讚

賞學生、親子活動建議，讓家長可加以參考。 

 100%老師認同「抗疫教室」能培養學生正向思維，促進親子關係。 

每周好事  學生能認真完成每周好事紀錄表，紀錄表能幫助學生進行反思及培養

學生感恩的心。 

 89%老師認同「每周好事」能培養學生正面(感恩)態度。 

心靈加油站 100%老師認同「心靈加油站」有助學生對事件以正面態度表達情緒及想法。 

 

2.透過不同層面的服務與別人建立正面關係 

重點工作項目 報告 

班本會議  100%老師認為活動培養學生責任感、自主及自決精神 

一人一職  100%老師能促進學生之間建立正面關係 

 100%老師認同措施讓學生在服務過程中能發揮才能。 

風紀培訓  大部分風紀能準時到逹當值崗位，並且盡責。計劃成效令人滿意，風

紀能協助當值老師維持秩序，小息期間秩序大致良好。 

 能培養學生的責任感，學生於低年級服務時表現出色、主動，能展現

與別人建立正面關係。 

 100%老師認同「風紀培訓」有助提升學生與別人建立正面關係。 

級社幹事  小六明社學生承去年經驗，本年度繼續發揮服務精神，以明社身份參

與了各種活動，包括﹕我們的老友記、清潔校園、畢業禮。 

學生大使  10位學生大使出席了生命成長體驗學習暨反思歷程 (日營) 

 10位學生大使參與了導師安排的培訓活動，協助學生籌備活動日（感

恩與承傳）的攤位製作。因疫情停課，取消了攤位遊戲。 

 小息的時候，這 10位學生大使擔當玩具大使的領袖角色，帶領其他

玩具大使收發供同學玩樂的用具。學生大使表現盡責及出色！ 

 100%學生大使表示喜歡參與服務同學的工作 

 100% 學生大使表示能做到關心及愛護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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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學生大使同意在服務的過程中感受到被讚同及欣賞 

 90%學生大使覺得服務工作很有意義和能夠為身邊的人帶來正能量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暑期適應班時，有 31位高年級學生擔當大哥哥大姐姐的角色，回校

帶領小一新生認識校園，與學生玩問答遊戲，氣氛融洽，盡顯關愛。 

 學期初安排 56位高年級的大哥哥大姐姐提供服務，協助一、二年級

學生進行午膳、抄寫手冊及執拾書包等服務。 

 有 85位學生於兩次活動中表現良好，熱心照顧低小學生，獲老師讚

賞表揚。 

 學期初的服務亦適切，高年級學生能發揮關愛精神，幫助低小學生適

應校園生活。 

愛心大使  本年度在四至六年級的 D、E班中安排了 38位學生成為愛心大使。 

 當中 13人熱心服務，獲老師給予優點作獎勵。 

 因疫情關係，下學期的服務未能開展。 

 90.6%老師表示愛心大使能夠在導修課中協助低小的學生做功課。 

 96.9%老師表示愛心大使有耐性勸導低小的同學。 

 96.9%老師表示滿意愛心大使的服務。 

 94.3%學生喜歡擔任愛心大使工作；100%愛心大使能做到關心愛護同

學；97.1%愛心大使認為能夠幫助低小的同學感到快樂。 

 91.4%學生覺得被尊重，自我形象有所提升。 

 91.5%學生認同愛心大使的工作能夠提升自信心。 

 由此可見，愛心大使能協助低小學生完成功課及建立良好的學習習

慣。而愛心大使亦從活動中提升自己的自我形象和信心。 

桌遊大使  組織桌遊大使，安排高小學生於二息教授低小學生桌上遊戲，發揮學

生服務的精神，建立正面的自我形象，增強自信。 

 透過桌遊活動讓低小學生學會如何面對失敗。 

玩具大使  本年度安排了 82位學生擔任玩具大使，在休息時間為同學提供服

務，派發及收集供玩樂的用品。 

 當中有 10人同時被選為學生大使，提供額外培訓，擔當玩具大使的

領袖角色，表現積極盡責。 

 有 13人積極盡責，熱心服務，獲老師給予優點作獎勵。 

 83.1%學生表示喜歡擔任玩具大使的工作。 

 84.5%學生表示自己能做到盡責、認真參與工作。 

 81.7%學生認同自己的服務工作能為別人帶來歡樂。 

 63.4%學生覺得同學/老師欣賞自己的服務。 

 76%學生認同服務工作能增加自信心。 

 96%老師認同服務工作能發揮學生的多樣性及潛能。 

 96%老師認為服務工作能夠幫助學生提升自信心。  

 94%老師認為學生在服務過程中會被尊重，能提升自我形象。 

 從二息及午息可見，玩具大使能有助活動的開展及收拾物件，學生積

極投入服務工作，從而提升自信心。 

 

 

 

 



P.35 
 

3. 協助學生處理個人、群性、學業及事業方面的問題，促進學生個人成長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重點工作項目 報告 

德育課課程及「Sunny 

Kids@秀明」實踐計劃 

德育課藉不同的主題，如：感恩，針對性地設計不同的學習任務，有效培

養學生的品德。復課後德育課以防疫為主題，為學生提供了豐富的防疫資

訊，成效不錯。透過老師觀察，學生能投入德育課的內容，並且願意分享

其生活的經驗成效理想德育課的內容適切學生的程度及連繫他們的生活

經驗，能引起他們的學習興趣。 

「Sunny Kids@秀明」實踐計劃: 

這個實踐計劃能引導學生訂立明確的目標，並對不同主題的德育課內容作

反思，提升了學生的自我檢討能力，這計劃還加了家長及老師的回應，令

家長適時了解子女在各方面的表現，同時也增加了親子之間的關係。另一

方面，老師的回應也是給學生一個鼓勵或提醒的作用，讓學生有所進步。

透過老師觀察所得，學生大都能認真完成這計劃的內容。 

講座/工作坊 小五性教育講座﹕ 

 88%學生同意此講座有助了解兩性於青春期的生理、心理變化 

 89%學生表示此講座讓他們明白如何面對/處理青春期的轉變 

 75%學生認為講座能解答他們對性的疑惑 

 86%學生同意講者的講解清晰，易於明白 

升中加油站  小六學生減壓及舒緩情緒小組 

 學生在小組會分享壓力來源及舒緩方法 

 100%學生表示小組的靜觀練習能令她們放鬆 

 100%學生表示感到組員的支持 

 

4.紀律培養 

重點工作項目 報告 

服裝儀容檢查  本年度服裝儀容檢查級行政主責，全年進行共 3 次，學生態度認真。 

 學生整體表現良好，大部分同學均能達標，儀容整潔。 

 本年度改以貼紙貼手冊，提醒家長有關儀容的要求，有效與家長溝通

情況。 

交齊功課龍虎榜  配合 SMART KIDS @ SAU MING加上家庭支援，低年級學生表現積極，

學生大致能交齊功課。 

 

5. 建立校園抗逆文化 

重點工作項目 報告 

「成長的天空」計劃 小四成長的天空計劃 

 本年度獲批加開一組，兩組學生共 35人。 

 受疫情影響，四年級的戶外活動會順延至五、六年級。 

 小組轉網上形式進行，活動至 7月底才完成，問卷及學生出席率資料

稍後再補回。 

小五成長的天空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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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在各項輔助課程的平均出席率為 79.7% 

 93.3%小組學生認為活動有助他們肯接受別人的意見 

 86.7%小組學生認為活動有助他們控制自己情緒 

 100%小組學生認為活動有助他們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 

小六成長的天空計劃 

 學生在各項輔助課程的平均出席率為 82.2% 

 94.4%小組學生認為活動有助他們肯接受別人的意見 

 94.4%小組學生認為活動有助他們控制自己情緒 

 94.5%小組學生認為活動有助他們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 

* 詳見小童群益會年度報告 

 

6.建立關愛和諧的校園文化 

重點工作項目 報告 

建立正面關愛的讚賞文

化 

 優化獎勵計劃，與

輔導人員及班主任

合作，獎勵學生的

正面行為。 

 與培育組合作，透

過宣揚學生的正面

行爲，強化學生的

自信心。 

 與培育組合作，獎勵在服務方面有優秀表現及值得嘉許的同學。  

 有 183位同學獲得服務優秀獎，151位同學獲得服務嘉許獎。 

 當中有 93.5%學生認為自己在服務過程中感受到自己的努力有被欣賞

及認同。 

 91.3%學生覺得自己的自信心因服務而有所提升。 

 97.9%學生對自己的服務表現達 7分或以上的滿意度。（滿分是 10分） 

 由此可見，不同的服務活動，能提升學生的自信心，亦從獎勵計劃更

肯定學生的付出。 

 喜伴同行計劃  本年度有 23位學生參與計劃，大部分學生能跟從導師的指導，有不

同程度的進步。 

 輔導機構提供了有良好的教學策略，有效逐步提升學生的社交及表達

能力。 

 同學喜歡參與小組，能夠在小組跟其他同學建立友好關係。 

 學生能認識、理解及表達情緒，提升心智解讀的能力，並說出引發自

己不同情緒的原因。 

 學生能學習調控情緒的重要性，可說出一個令自己冷靜的方法。 

 喜躍悅動計劃  延續上年的計劃，共有 11名學生參與培訓小組。其家長亦參與了家長

支援小組，惜出席率不太理想。 

 課堂有效强化學生的自我控制能力及認識正確表達情緒的方法。 

 受疫情停課影響，下學期的課堂轉為網上學習。 

 ＩＥＰ計劃  有 2位參與計劃的學生由外購服務的姑娘負責制定合適的訓練，改善

學生的問題。 

 2名學生參與 IEP後，情況有明顯改善，停課期間與家長作中期會議，

了解學生停課情況修訂計劃。一位同學學習動機比以往提升，與同學

相處融洽；另一位同學情緒控制比以往提升，課堂時能安坐於坐位。 

 童創文化社工能因應學生每次情況作即時跟進及修訂計劃。 

 有 4位智障學生由駐校社工及助理負責提供個別輔導和訓練，按學生

的需要提供合適的輔導，協助提升他們的自理、社交及學習能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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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表現理想，自理及社交能力有所改善，適合來年繼續安排個別學

習計劃。 

 義工小兵團  舉辦七節活動，包括: 義工訓練和籌備分工、長者義工服務及檢討會。 

 學生極投入活動，能建立正面的經驗，提升自信心，並提升溝通能力。 

 學生分享表示自己勇敢、欣賞自己勇於嘗試、用心準備義工服務內容。 

 服務當日亦邀請家長出席，讓家長看見子女的成長和轉變，家長都表

示讚賞。 

 義工服務當日，部分學生動與長者聊天，需多鼓勵他們。 

 

 培訓小組 本年度透過學生支援組舉辦的訓練小組及外購服務約 28個，包括： 

 

學習方面： 

上學期 下學期 

 2 組課後加強輔導班 P.2（英）ST 

 2 組中文讀寫小組（童創） 

 4 組中文讀寫小組（統一教育） 

 

 

行為方面： 

上學期 下學期 

 秀明小偵探（小一專注自理訓練） 

（社工） 

 秀明義工兵團（社工） 

 專注力小組（統一教育） 

 情緒小組（共融） 

 手肌小組（耀能） 

 社交小組（共融） 

 2 組社交小組（共融） 

 情緒小組（童創） 

 專注力小組（童創） 

 執行公能小組（共融） 

 

 

參與計劃/家長培訓： 

全年進行 

 4 組喜伴同行計劃（耀能） 

 2 個 IEP （童創） 

 2 組喜躍悅動計劃（耀能） 

 親子工作坊（童創） 
 

 

7.各種學習支援 

工作項目 報告 

 學科能力提升班  本年級為小二開辦 2組英文學科能力提升班，每班約 10人。 

 由該級科任老師負責，老師更了解課程的需要，透過共同備課研究補

課內容及反映學生補課時表現。 

 老師多以遊戲、比賽形式進行課堂活動，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從老師觀察所見，學生積極投入課堂活動，於小組中學習動機有所提

升。 

 課後支援 

- 功課輔導班 

 小一至小六共開辦 15組功課輔導班，為共 146 名學童提供功課輔導

服務。由於與機構已有兩年的合作經驗，負責的組長亦對學生的性格

特徵有深入了解，當有突發事情發生能作即時處理及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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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安排了師生比例 1:8的功輔班，以更適切地照

顧及輔導學童。 

 課後支援 

    課餘託管 

 本學年由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免費為共 60名低收入家庭學生提供

課餘託管服務。 

 除課餘託管服務外，機構亦舉辦了兩組「We Make Our Toys」的 STEM

興趣班，讓學生動手體驗不同的 STEM科普實驗，從探究中學習科學

及科技的知識。 

 高年級學生在完成功課後，導師會安排學生參與各式桌遊活動，讓學

生可以舒展身心，發展多元智能。 

 對非華語學生的支

援 

 本學年繼續由「一口田慈善基金」開辦功輔兼中文能力提升班，合作

機構管理順暢，導師固定，學生紀律佳。 

 

8.各種學習支援 

工作項目 報告 

 朋輩支援  9 月份推行大哥哥大姐姐計劃，有 40 位五、六年級學生，在午膳及

導修課時間到一年級的課室提供協助，服務生態度殷切，對小一學生

照顧無微不至，盡顯關愛。 

 本年度開展五年級大哥哥大姐姐服務計劃，於小一適應班時，帶領小

一學生認識校園，全年定期到一年級課室提供協助，並舉辦各項的聯

誼活動，例如小一滿月禮，有效建立和藹親密的關愛文化。 

 

9.心理學家駐校服務 

工作項目 報告 

 心理學家駐校服務  協助學校檢視評估政策的推行，促進支援學生工作的成效。 

 本年度心理學家評估了 13個案，13位學生皆確診讀寫障礙。雖駐校

時間比以往少，但仍能完成所有評估。 

 與家長會面時能詳細講解評估報告的内容，提出協助的方案及推介家

長參與教育局的學習小組，提升家長的認識及教導學生的能力。 

 在 EII及早識別的工作上，成功識別了 27位學生有顯著學習困難，

並會在新學年儘快安排評估的工作。 

 為 6名第三層支援模式的學生提供諮商服務，與各方人士相討及訂立

個別學習計劃的内容，並協助檢視成效及提供意見。但因駐校時間減

少，所以沒有參與中期及期終會議，改為會議後再諮詢意見。 

 

10.言語治療服務 

工作項目 報告 

 言語治療服務 

 

 言語治療師駐校共 300小時，為 105名學生提供治療服務。 

 在接受服務之形式方面，12人(25/105, 24%)接受了個別治療，59人

(59/105, 56%)接受了二人小組治療，14人(14/105, 13%)接受了 3

人或以上之小組治療，3人(3/105，3%)只需接受定期覆檢。 

 言語治療師在本學年共接獲 32名新轉介學生，當中 31人被評定為語

障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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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在下學期末方被識別的 3位學生外，其餘 28名學生均在確診後

即時獲安排訓練或定期覆檢。 

 全年合共 39名學生之家長(39/105, 37%)曾出席 1次或以上的訓練

課。另外，101位家長(101/105, 96%)曾獲安排與言語治療師透過治

療課後會面或電話進行咨詢。 

 受停課影響，言語治療師本年只能為部份語障學生(37/105, 37%)安

排與班主任進行教師咨詢會議，以更全面地了解學生上課時的情況，

並就着如何於課堂內協助該些學生理解、表達及學習方面為老師提供

建議。 

 言語治療師原定在下學期初為一年級個案於中文課進行入班觀課，並

於同日放學後與有關的中文科老師會面，以進一步了解該些學生在日

常課堂內之表現，及與老師商討及設定兩項或以上能協助該些學生的

建議。 

 本學年上學期在教育心理學家協調的個案會議中，言語治療師為兩位

嚴重程度個案提供有關其言語能力狀況的資料及建議。是次會議出席

者包括駐校社工、個案之班主任老師及家長。 

 上學期安排了去年曾擔任小小治療師的 5位非語障五年級學生負

責，服務以 5位二年級有語言障礙的學生為對象，運用平板電腦應用

程式提供故事聆聽理解及敘事技巧訓練。各朋軰導師均能在活動中逐

漸學會教導低年級同學做言語練習的方法，而受訓同學亦喜歡使用平

板電腦程式來完成聽故事答問題及覆述故事之活動。 

 本年度的《言語大使》於上學期末開始進行，主要由四位有輕度語障

礙的六年級同學負責。他們原定在 6節訓練課內以《發音障礙知多啲》

為主題，分別錄製了一段午間廣播 及 更新舊有展板，向全校同學介

紹一些常見的流暢障礙問題及相關的處理方面。但受停課影響，此組

學生只能完成 3節小組，未能完成預備廣播內容及更新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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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學生表現 

8.1 參與和成就 

8.1.1. 學業表現 

 在學業方面，學校透過設計一系列高質素的教學課程，例如中、英文圖書教學、中、英文

戲劇教學、低年級喜悅寫意、高年級高階思維訓練、低年級 Primary Literacy Program - Reading 

and Writing 課程、高年級英文課業為本課程、數學解難課程，以及配合學科每年舉辦的定期

活動，包括中文周、英文周、數學周、常識科技探究、普通話周等活動，來提升學生的學習興

趣和自學能力，學生都表現得積極投入。 

 學校給予了機會展示學生的成就，當中包括各樓層的壁報、創藝展才能、早會及午間的分

享、網頁展示、學生優秀作品集、班際音樂匯演、普天同慶、聲入心通、Reading Jam 等，因

此學生得到自我的肯定。 

 資優教育組已建立人才庫，在挑選學生進行各類活動時，老師能有更合適的依據，讓學生

發揮潛能。 

 

8.1.2. 學業以外表現 

 本校提供多元化的課外活動課供學生參與，以提升他們的課外知識，包括音樂、視覺藝術、

體育、戲劇及環境教育活動等，當中部分如武術、足球、籃球、拉丁舞、兒童綜合畫、奧

林匹克數學班、古典詩詞書畫班、普通話小 DJ、小提琴、英文興趣班及劍橋英語班等，更

外聘專業導師協助帶領，增加專業性。 

 學校透過多元化課程為學生提供不同的學習經歷，並安排學生出外表演、比賽及參加公開

試，令學生可發揮潛能，展示才華。本年度學生共參與 38項比賽，獲獎次數約 400人次。 

例如： 

 智奧盃 2019全港奧林匹克數學邀請賽(奧數組)冠軍 

 「跳繩強心」校際花式跳繩比賽亞軍 

 第 56屆學校舞蹈節中，我們取得小學高年級組中國舞(群舞)甲等獎。 

 第 16屆國際資優解難大賽決賽(個人賽)，一位同學獲得銀獎，兩位同學獲得銅獎，五位

同學獲得優異獎。 

 本年度有 47位學生參與校際朗誦節，例如：在普通話詩詞獨誦方面，獲取一個亞軍的成績；

另外 2位同學取得季軍，14位同學取得優良獎。在英語詩詞獨誦方面，1 位同學取得亞軍，

另外 2位同學取得季軍，16位同學取得優良獎。整體表現理想。 

 

(受社會事件及疫情影響，下學期不少活動及比賽取消) 
8.2學生閱讀習慣 

 閱讀獎勵計劃(2017-2020) 

透過多樣化的跨學科閱讀活動，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亦能提高學生的自主性及成就感。 

本年度一年級的兒童及青少年閱讀計劃，獲得銅章有 21人;銀章有 6人;金章有 8人。 

本年度二至三年級的閱讀旅程獎勵計劃，獲得銅章有 36人;銀章有 8人 

三年計劃內，獲得銅章有 304人;銀章有 62人;金章有 8人。 

疫情關係而影響學生閱讀實體書的數量，學生的閱讀興趣增強，並能主動學習。 

 每年配合學校關注項目或配合學科活動來定書展的主題。上學期書展主題是 STEM 及英文故事類圖

書。老師觀察學生喜愛閱讀非故事類圖書及立體圖書，並自發地選擇自己喜愛的圖書。根據問卷調

查有 41%學生喜愛主題圖書展「多啦 A夢與憤怒鳥的科學世界」。有 37%學生喜愛「AR超動感閱讀」

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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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晨讀及圖書課有正式課堂規劃，經老師觀察，學生都喜愛借閱及閱讀課室圖書、電子圖書及各科

指導閱讀圖書。 

 網上閱讀方面，超過 90%學生使用「中文百達通」網上學習平台，達致善用校外閱讀資源從閱讀中

學習。 

 

8.3 校際活動獲得的獎項 

類別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得獎項目及參與學生 

學術 黃彬烈先生獎學
金 學業成績獎 

秀明小學 全級第一名: 5D顧梓騫 
全級第二名: 5C蘇諾芊 
全級第三名: 5D陳巧妍 
全級第四名: 5D周旼蒑 
全級第五名: 5D陸凱琳 

學術 創知學科獎  秀明小學 中文科全級第一名: 1B 劉雅嵐  2E 陳曉蘭  3E 劉卓凝 
                 4D 湯翠嬋  5D 陳巧妍  6D 陳曼晞  
英文科全級第一名: 1C 徐熙桐  2E 羅子楷  3C 林子康 
                 4D 湯翠嬋  5D 顧梓騫  6D 譚橋峰  
數學科全級第一名: 1C 徐熙桐  2D 蘇浩言  3E 盧瑞菁 
                 4D 崔桀綸  5E 葉俊健  6E 鍾京峻 
常識科全級第一名: 1B 劉雅嵐  2E 羅子楷  2E 陳堃宇 3C 林子康 
                 4D 湯翠嬋  5D 顧梓騫  6D 鄭浩駿 
普通話科全級第一名:  1E 郭偉軒  2E 羅子楷  3E 盧瑞菁 
                     4D 湯翠嬋  5C 蘇諾芊  6E 葉銳香 
 

學術 第 16 屆國際資優
解難大賽決賽 
校際賽 

國際教育科技
聯會 資優教
育督導委員會 

冠軍: 
6D 譚橋峰  6D鄭浩駿  6D李俊鋒  6D李俊賢 

學術 第 16 屆國際資優
解難大賽決賽 
個人賽  

國際教育科技
聯會 資優教
育督導委員會 

銀獎: 6D譚橋峰 
銅獎: 6D 鄭浩駿  6D李俊鋒 
優異獎: 3E廖芷萱  3E 陳健灝  4D 蔡均澤  4D吳惠淇  5D 曹灝傑 
 

學術 2019《數學大王》
國際邀請賽總決
賽  

香港資優教育
中心   香港
資優教育學會 

銀獎: 3E 盧瑞菁 

學術 2019環亞太杯國
際數學邀請賽進
階賽  

香港資優教育
學會 

二等獎: 3E盧瑞菁 

學術 2020環亞太杯國
際數學邀請賽初
賽  

香港資優教育
學會 

一等獎: 3E 盧瑞菁  4D 曾學謙  5D 顧梓騫  6D 譚橋峰 
二等獎: 2E  麥俊豪  4D 黃傲鈞  5D 周旼蒑  5D 張敬坤 

6D  李俊鋒  6D 謝熙遠  6E 鍾京峻  
三等獎: 2E  羅子楷  2E 陳堃宇  3D 曾慧琳  3E 林思寧 

3E  洪天恒  4D 湯翠嬋  4D 許希藍  5D 李卓羽 
6A 李惠陽  6B 林梓熹  6D 莊梓諄  6D 鄭浩駿 
6D 黃嘉俊  6D 簡嘉聰  6D 蔡景楊 

優異獎: 3E 陳健灝  3E 倫孝賢  4B 莊梓鋒  4D 吳惠淇 
5D 蔡漩漩  5D 陸凱琳  5D 蕭海澄  5D 鄺楨 
5E 何沛霖  6A 張慧蘭  6A 宋宇恆  6A 楊泳豪 
6A 李文茵  6B 朱清榆  6B 梁心攸  6B 錢廣晉 
6B 彭竣茗  6D 黃秀賢  6D 吳雨晴  6D 陳柏倫 
6E 李嘉杰  6E 劉晉麟 

學術 智奧盃 2019 全港
奧林匹克數學邀
請賽 奧數組  

香港兒童數學
學會 

冠軍: 3E 盧瑞菁 

學術 智奧盃 2019 全港
奧林匹克數學邀
請賽 數學組  

香港兒童數學
學會 

冠軍: 3E 盧瑞菁 

學術 第七十一屆香港
學校朗誦節普通
話詩詞獨誦 

香港學校音樂
及朗誦協會 

亞軍:  2E 邱榕儀 
季軍:  4D 吳惠淇  5B何曉晴 
優良獎: 2E 陳晞兒  3E 周子珊  3E 盧瑞菁  5B 朱家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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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B 趙卓盈  5D 顧梓騫  5D 鄺楨    5E 王庭欣 
       6D 周溱昊  6D 李俊鋒  6D 周靖凱  6D 蔡景楊 
       6D 吳雨晴  6D 湯曉晴 

學術 第七十一屆香港
學校朗誦節普通
話散文獨誦 

香港學校音樂
及朗誦協會 

優良獎: 6D 陳曉盈  6E 許詩晨  6E 雷藝薇 
良好獎: 6D 游慧瑤 

學術 第七十一屆香港
學校朗誦節英語
詩詞獨誦 

香港學校音樂
及朗誦協會 

亞軍:  5A 鍾晴 
季軍:  5D 林泳彤 
優良獎: 2C 冼煒峻  2E 羅子楷  2E 陳晞兒  2E 關凱羚 
       3E  盧瑞菁  4D 林詩茵  4E 何宛知  4E 吳倩彤 
       5A 龔巧嬈  5B 黃熙雯  5B 莫紫珊  5D 周旼蒑 
       5D 顧梓騫  5D 林靄妤  5E 劉愷澄  6A 吳依蓓  

學術 第七十一屆香港
學校朗誦節粵語
二人朗誦 

香港學校音樂
及朗誦協會 

優良獎:  5D 蕭海澄  5D 陸凱琳 
良好獎:  5D 林靄妤  5D 蔡漩漩  5E 何沛霖  5E 唐紓嵐 

學術 第七十一屆香港
學校朗誦節粵語
詩詞獨誦 

香港學校音樂
及朗誦協會 

優良獎:  6D 莊梓諄 
良好獎:  5E 洪揚 

學術 2019秋季世界數
學測試 解難分
析科  

香港科技大學
世界數學測試
亞洲中心 

獲優等:  6D 謝熙遠  6D 譚橋峰  6D 吳汶靜  6D 劉建皓 
         6D 李俊鋒  6D 簡嘉聰  6D 洪言樂  6D 蔡景楊 
         6D 周靖凱  6E 鍾京峻 
獲良等:  5D 曹灝傑  5D 周旼蒑  6A 楊泳豪  6B 雷浚軒 
         6D 陳柏倫  6D 鄭浩駿  6D 吳雨晴 

學術 2019秋季世界數
學測試 數學科 

香港科技大學
世界數學測試
亞洲中心 

獲優等:  5A 吳錫銘  5D 顧梓騫  6B 雷浚軒  6D 謝熙遠 
         6D 譚橋峰  6D 吳汶靜  6D 李俊鋒  6D 周靖凱 
         6D 陳柏倫  6D 陳浠雯  6E 鍾京峻  6E 賴彥均 
獲良等:  5C 蘇暉凱  5D 周旼蒑  6A 楊泳豪  6D 簡嘉聰 
         6D 吳雨晴  6D 王海杰  6D 黃嘉俊  6D 周溱昊  
         6D 劉建皓  6D 李千曄  6D 陳曼晞  6D 陳曼喬 
         6D 鄭浩駿  6D 洪言樂  6D 莊梓諄  6D 蔡景楊 
         6D 張楚瑤  6E 李嘉杰 

學術 「華夏盃®」全國
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 2020（香港賽
區）初賽  

香港數學奧林
匹克協會
(HKMO) 

一等獎:  2E 麥俊豪  5D 張敬坤  6D 譚橋峰 
二等獎:  2E 陳堃宇  3E 盧瑞菁  3E 梁志朗  4A 李飛霆 
         4B 王沛婷  4D 湯翠嬋  5D 周旼蒑  5D 顧梓騫 
         6D 李俊鋒  6D 林明銳 
三等獎:  1B 麥鋑洋  2C 王繼勛  2E 曾韻熙  2E 鄧欣瞳 
         2E 王雨樂  3B 蘇裕凱  3C 何梓濠  3C 鄒燁彬 
         3C 陳晉廷  3C 曾學心  3C 關天人  3E 莫景崴 
         3E 林靜孺  3E 鍾倬睿  3E 羅晙樺  3E 林思寧 
         3E 梁善晴  4B 莊梓鋒  4D 李振翔  4D 黃皓曦 
         4D 曾學謙  5D 李卓羽  5D 蔡漩漩  5E 葉俊健 
         6B 盧逸軒  6B 陳子晴  6B 彭竣茗  6B 雷浚軒 
         6B 朱清榆  6D 吳雨晴  6D 陳曼喬  6D楊卓熙  
         6D 蔡景楊  6D 陳曼晞  6D 謝熙遠 

學術 劍橋英語試
(Flyers)  

英國文化協會 考獲十五個盾: 6D譚橋峰  6D莊梓諄  6D 謝熙遠 
考獲十四個盾: 6D李千曄  6D 黎愷盈  6D 蔡振毅 

6D 張楚瑤  6E 關熙寶  6E 劉彥男 

學術 第十五屆衡怡盃
─全港小學學術
常識問答比賽 

嶺南衡怡紀念
中學 

銀獎:  5D 周旼蒑  5D 陸凱琳  5D 顧梓騫  5D 楊可晴 

5D 譚喜兒  6D 黃嘉俊  6D 譚橋峰  6D 楊卓熙 

6D 陳浠雯  6D 李俊鋒 

銅獎:  5D 李栢熹  5D 張敬坤  5D 林泳彤  5D 林穎潼 

5D 李卓羽  5D 叶亭君  5D 鄺楨    5D 曹灏傑 

5D 丘嘉晴  5D 林詠妍  5D 陳巧妍  5D 陳丞智 

5E 黎卓弦  6D 李俊賢  6D 王海杰  6D 程智轅 

6D 游慧瑤  6D 吳汶靜  6D 鄭浩駿  6D 湯曉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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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 周靖凱  6D 莊梓諄  6D 吳雨晴  6D 簡嘉聰 

6D 李千曄  6D 陳柏倫  6D 洪言樂 

優良獎: 5D 蔡漩漩  5D 梁梓怡  5D 鄒景仁  6D 黃淑妍 

6D 張楚瑤  6D 陳曼喬  6D 陳曼晞  6D 周溱昊 

6D 蔡振毅  6D 劉建皓  6D 黃秀賢 

科技
與科
學 

世界 STEM暨常識
公開賽(初賽)  

世界科技工程
數理協會 

金獎: 6D蔡景楊  6D譚橋峰 
銀獎: 5D 顧梓騫 
銅獎: 6D 李俊鋒 

 

體育 創知學科獎  秀明小學 體育科全級第一名: 1A 王學信  2E 關凱羚  3D 曾慧琳 
                 4B 林昊澄  5D 余駿熙  6E 關熙寶 

體育 九龍東區田徑比
賽 

香港學界體育
聯會 

女子甲組跳高 冠軍: 6E郭穎滢  
男子甲組 100米跑 亞軍: 6E 鍾子誠 
男子乙組跳遠 優異獎: 5D余駿熙  
男子甲組推鉛球 優異獎: 6A 許惠竣  
女子甲組擲球 優異獎: 6C邱柏茵  

體育 九龍東區遊戲比
賽 

香港學界體育
聯會 

女高障礙賽 冠軍:  3A 黃紫晴  3C 周晞瑤  3C 曾學心  3D 梁曉雲 
                   3D 曾慧琳  4B 林昊澄  4B 黃佩彤   
女高跳繩 季軍:    4C 李安娜  4D 許希藍  4D 湯翠嬋 
女初障礙賽 季軍:  2A 何采樺  2B 郭詠柔  2B 黃映瑜  2B 黃沛珊 
                   2D 劉梓茵  2E 關凱羚  2E 鄧欣瞳 
男初持捧穿圈 季軍: 4A 邱政邦  4A 陳偉俊  4B 黃天評 
男初障礙賽 季軍:  2A 凌禮中  2A 霍希龍  2A 馮煒坤  2B 陳梓健 
                   2C 薛卓誠  2D 黃泳鋒  2D 劉栐鋒 
男高擲接豆袋 季軍: 4A 馮錦邦  4C 鄺逸軒  4D 曾學謙 4D 陳智銘 

體育 2019年第六屆台
中市 L.C.Y.擊劍
國際邀請賽 

雨天晴劍擊中
心 

12 歲組女子銳劍個人項目 季軍: 6E 關熙寶 

體育 2019年第六屆台
中市 L.C.Y.擊劍
國際邀請賽 

雨天晴劍擊中
心 

14 歲組女子銳劍個人項目 季軍: 6E 關熙寶 

體育 2019年第六屆台
中市 L.C.Y.擊劍
國際邀請賽 

雨天晴劍擊中
心 

14 歲組女子銳劍團體項目 亞軍: 6E 關熙寶 

體育 第一屆觀塘區小
學游泳錦標賽 

觀塘游泳會 女乙組 50米自由泳 冠軍:5A 陳欣宜 

體育 2019第八屆(環球
盃)舞蹈錦標賽拉
丁舞團體    

國際(香港)舞
蹈學會 

頭等獎:3D 曾慧琳 

體育 2019第八屆(環球
盃)舞蹈錦標賽拉
丁舞團體    

國際(香港)舞
蹈學會 

金鑽獎: 3D 曾慧琳 

體育 第四屆東涌回歸
盃舞蹈大賽 

雪莉花夢幻協
會  東涌文藝
協進會  

飛躍舞台金獎: 3D 曾慧琳 
單人拉丁 JIVE冠軍: 3D 曾慧琳 
單人單項 CHA CHA冠軍: 3D 曾慧琳 
小學組雙人單項 CHACHA冠軍: 3D 曾慧琳 

體育 「跳繩強心」校際
花式跳繩比賽 

香港心臟專科
學院 

亞軍:  3C 徐子明  4B 林昊澄  4C 冼澤斌  5C 蘇暉凱 
5C 林芷欣  5D 陳丞智  5D 梁梓怡  5E 王雨潼 
5E 劉愷澄  6D 施皚翹  6E 唐桔    6E 鍾子誠 

藝術 創知學科獎  秀明小學 視藝科全級第一名: 1C 溫沛彬  2B 何巧晨  3B 葉婧璇 
                 4D 朱玟霏  5C 蘇諾芊  6D 陳曉盈  
音樂科全級第一名: 1B 許奕雪  2E 羅子楷  3E 陳健灝 
                 4D 彭紫瑩  5A 吳錫銘  6D 周靖凱 
 

藝術 第 56 屆學校舞蹈
節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群舞） 

教育局及香港
學界舞蹈協會
有限公司 

甲等獎:  3A 伍心怡  3A 林詩穎  3C 張芷悠  3D 曾慧琳 

4A 黃子晴  4B 陳嘉熙  4C 李安娜  4C 何咏妍 

6A 黃詠宜  6C 李依蔓  6C 區倩茵  6D 陳曼喬 

6E 鄧諾嫣  6E 郭穎滢  6E 香芷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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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 《向海員致敬》填
色比賽 2020 

香港海員工會 優異獎: 4D吳惠淇 

藝術 第七屆徐悲鴻盃 徐悲鴻盃國際
青少年兒童美
術比賽 

高小組二等獎: 6E關熙寶 

藝術 世界兒童繪畫大
獎賽 2020—地球
破壞王 

世界兒童藝術
文化協會
(WCACA) 

創意大獎(小童組—西畫): 1B 陳樂言 
銀獎(小童組—西畫): 3D陳心言 

藝術 第十一屆 2020「伴
我同行」國際繪畫
比賽  

艾斯爾國際文
化交流(香港) 

少年組三等獎: 6E關熙寶 

藝術 IYACC 第十二屆國
際公開繪畫大賽 

國際青少年文
藝培訓中心 

冠軍: 3D 陳心言 
季軍: 1B 陳樂言 

藝術 第十二屆校園藝
術大使 

校園藝術大使
計劃 

5D 陸凱琳   5D 蕭海澄 

其他 傑出公民學生獎
勵計劃 2019-2020  

和富社會企業 卓越參與證書: 5D 林泳彤 
 
嘉許證書: 5A 龔巧嬈  5C 鄭詠心  5D 蔡漩漩  5D 顧梓騫 

其他 2019觀塘區優秀
義工獎勵計劃 

觀塘區青年活
動委員會 

觀塘區優秀義工: 6A 吳依蓓  6B 黃嘉賢  6D 黎愷盈 

其他 慶祝中華人民共
和國成立七十周
年優秀小學生獎
勵計劃  

香港教育機構
有限公司 

優秀小學生獎: 5D 顧梓騫 

其他 黃彬烈先生獎學
金 

秀明小學 品行優異生: 
1A 胡卓芸 1A 黃樂怡 1B 劉雅嵐 1B 曾梓茵 
1C 溫沛彬 1C 關曉朗 1D 鍾妮宴 1D 葉昭昊 
1E 陳苡蕎 1E 周梓譽 2A 馮煒坤 2A 蔡耀臻 
2B 鄧梃熙 2B 冼振業 2C 張雅霜 2C 郭穎怡 
2D 蘇浩言 2D 蘇浩文 2E 羅子楷 2E 陳堃宇 
3A 曾樂謙 3A 林詩穎 3B 李逸謙 3B 林穎澄 
3C 周晞瑤 3C 鄒燁彬 3D 曾慧琳 3D 陳日東 
3E 盧瑞菁 3E 劉卓凝 4A 劉心雨 4A 張藹怡 
4B 王沛婷 4B 楊晞怡 4C 何力豪 4C 郭詠芯 
4D 莫泳琳 4D 湯翠嬋 4E 何宛知 4E 林彥均 
5A 鄭汝栢 5A 麥森泳 5B 黃熙雯 5B 張子燊 
5C 蘇諾芊 5C 周芷蕎 5D 周旼蒑 5D 楊可晴 
5E 王庭欣 5E 彭樂晴 6A 張慧蘭 6A 李惠陽 
6B 錢廣晉 6B 朱清榆 6C 馮曉彤 6C 陳閔妍 
6D 譚橋峰 6D 鄭浩駿 6E 郭穎滢 6E 劉彥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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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其他校務  

 

9.1 升中派位 

小六人數：156人 

 

 

 

 

 

 

 

9.2學生輔導服務 

   本年度學校輔導活動的目的是繼續服務學習的主題，透過校內或社區服務，

幫助學生認識自己，發展潛能，讓學生健康成長。由於部分服務受疫情影響，無

法進行，已完成的輔導活動如下： 

 

日期 活動名稱 對象 參與人數/人次 備註 

24/09/19 

-17/10/19 

小一情緒教育- 

快快樂樂上小學 
小一學生 140人 共 20節 

22/10/19 

-10/12/19 

小一情緒教育- 

快樂園地 
小一學生 72人 共 6節 

31/10/19 

-09/12/19 
升中加油站 小六學生 4人 共 5節 

03/2020 

-06/2020 
抗疫教室 

全校學生及家

長 
網上短片 共 12節 

 

輔導活動的評估及建議 

小組/活動： 

    由於下學期大部分時間停課，本年度的輔導活動主要集中協助小一適應及小

六升中減壓，下學期則以網上短片形式提供支援。 

小一情緒教育-快快樂樂上小學  

 於 9月至 10月期間到小一班房進行情緒教育活動，每班各 4次 

 學生投入活動，能分辨正負面情緒及指出如何舒緩自己的負面情緒 

 100%小一老師同意活動有助學生培養正確處理及表達情緒的習慣 

 人數 本校百分率 

 獲派自行選校或首志願 127 81.41% 

獲派自行選校或首三志願 140 89.74% 

獲派自行選校或首五志願 150 9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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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除了有助學生學習分辨及表達情緒外，亦有助工作員與新生建立關係，

宜繼續舉辦。 

 由於活動會於導修課進行，工作員宜早點跟老師溝通，讓老師幫忙觀察及管

理秩序。 

小一情緒教育-快樂園地 

 延續「快快樂樂上小學」，工作員於 10 月至 12 月期間，逢星期二邀請 12

位小一學生到社工室一起看情緒相關的繪本故事。 

 100%學生表示十分喜歡聽故事，而且大部分時間都能指出故事的寓意 

 由於活動於午膳後進行，此活動能鼓勵學生專心進食，盡快完成午餐，參與

活動 

 如下年仍舉辦類似活動，除了繪本外，也可加入播放相關主題影片 

 除了情緒主題外，也可配合德育週主題分享 

 可早與圖書館老師配合，找尋相關繪本 

 

升中加油站 (小六學生減壓及舒緩情緒小組) 

 組員：4位  出席率：90%  對象：小六學生 (因疫情關係，最後一

節取消) 

 學生在小組會分享壓力來源及舒緩方法 

 100%學生表示小組的靜觀練習能令她們放鬆 

 100%學生表示感到組員的支持 

 來年可早點請老師推薦有需要的學生 

 推薦時，宜找已熟識的同學一組，相對易於分享 

 由於小組多在午膳時間進行，分享的時間相對較短，可了解是否可安排其他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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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教室 

 停課期間透過網上短片，培養學生正向思維、學習感恩，促進親子關係 

 3 月至 6 月期間共分享了 12 節短片，主題包括衛生常識、親子活動、情緒

舒緩及復課預備 

 其中有兩個主題：「每周好事」及「疫中傳情」分別收到 36 及 30 個學生回

應 

 總括而言，學生積極參與，回應正面 

 94%老師認同「抗疫教室」能培養學生正向思維，促進親子關係。 

 開始時，短片只單向發放資訊，後來加入學生回應表及小禮物，形式較互動，

同學積極參與 

 如發放短片前可在 google classroom 宣傳及每周發放最新短片連結，可讓

更多學生看到 

德育課 

日期 活動名稱 對象 參與人數/人次 備註 

03/09/19 
心靈加油站- 

和而不同・互相尊重 
全校學生 844人 2節 

09/09/19 

-13/09/19 

心靈加油站- 

「我的暑假」 

小四至小六 

學生 
419人 1節 

09/2019 

-11/2019 

心靈加油站- 

「心靈卡＋展板製

作」 

全校學生 170人 4節 

09/2019 

-11/2019 

心靈加油站- 

學生分享 
全校學生 844人 4節 

02/12/19 
小五性教育講座： 

「保護自己」 
小五學生 130 1節 

活動的評估及建議 

    學校今年第九年將以往個人成長教育課改為德育課，並於一至六年級全校推行。由

班主任負責帶領每班共八個核心價值觀的課程，包含責任感、誠信、堅毅、承擔精神、

關愛、健康的生活、珍惜及可持續發展與尊重他人，期望學生透過活動愉快學習，促進

個人成長。學生輔導員主要負責安排德育課延伸活動,強化德育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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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加油站 

 針對社會事件的一系列活動：講座、識別工作紙、展板製作及學生分享 

 講座：為高小及初小學生分別安排了一次講座，希望透過講座發放「互相尊

重，和而不同」的訊息。講座中，70%以上同學都積極回應，特別是面對意

見不一時，同學都能指出要冷靜自己，聆聽他人的意見，尋找共識。 

 識別工作紙：高小學生填寫「我的暑假」工作紙。工作紙有助學校識別受事

件影響情緒的學生及發現個別班級需加強輔導。 

 向受事件影響較大的班別發放心靈卡，表達情緒、寄望和祝福，其他班級則

可自由參與 2次填寫心靈卡的活動。 

 一系列活動屬全校性活動，有助了解到社會事件對學生的影響，亦提供了平

台讓學生表達他們的情緒和感受，引導學生正面思考。 

 由於時間有限，跟進活動主要集中於高小學生。如時間充足，可與德育課主

題結連，如感恩、尊重等，為低小學生進行深化活動。 

 

小五性教育講座：「保護自己」 

 88%學生同意此講座有助了解兩性於青春期的生理、心理變化 

 89%學生表示此講座讓他們明白如何面對/處理青春期的轉變 

 75%學生認為講座能解答他們對性的疑惑 

 86%學生同意講者的講解清晰，易於明白 

 很多同學提議，可以透過遊戲來解答會更易於明白。 

 

(三) 家長支援服務 

日期 活動名稱 對象 參與人數/人次 

04/10/19 

家長學堂 

-做個情緒小

管家 

小一家長 23人 

14/12/19 

小一情緒教育  

-「親子遊戲同

樂日」 

小一家長 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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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活動的評估及建議 

本年度的家長支援工作，期望透過推行家長教育工作，幫助家長了解子女成

長發展及需要，促進親子溝通及管教技巧。 

家長學堂「做個情緒小管家」： 

 100%家長認為是次工作坊能增進他們對情緒的認識 

 100%家長認為是次工作坊有助他們了解子女情緒與家長情緒之間的連繫 

 100%家長認為工作坊有助他們了解讚賞的重要性 

 有家長表示參加工作坊後發現家長本身都要處理個人情緒 

小一情緒教育 -「親子遊戲同樂日」 

 12月邀請了 15個小一家庭到校參加繪畫親子活動 

 100%參加學生及家庭表示喜歡此活動及活動提供了親子之間的合作機會 

 學生及家長都投入參與及喜歡自己的作品，表示希望日後有更多親子活動 

 很多家長表示平時很少親子活動，甚至不知怎樣跟孩子玩 

 來年可考慮親子桌遊班，一方面為家長提供一些玩樂點子，另一方面亦有助

提升親子關係 

服務分析及未來服務建議 

過去一年，無論是家長、學生，甚至是老師都面對著很多的穩定性，社會分

裂、疫情爆發、經濟大受影響，各人的生活模式亦有很大的轉變。 

新的服務模式：輔導活動方面，除了傳統的「面對面」模式外，亦需透過網上短

片、線上面見來進行。九月開課所有課堂均會以網上學習的形式進行，故工作員

亦會為小一學生預備小一適應、情緒教育等主題的短片。此外，與各個合作機構

安排活動時亦會了解網上實時進行的可能性。 

建立正向親子關係：這一年，家長與孩子的相處時間有所增加，不少家庭反映家

庭成員間的衝突也都增加了不少。同時，疫症期間也是一個促進親子關係的好時

機。工作員希望透過介紹一些簡單的親子活動：如桌上遊戲，好讓家庭成員懂得

互相欣賞和珍惜一起相處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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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家校協作 

甲部﹕配合學校關注事項的目標 

本年度工作計劃 成效 反思及跟進建議 

1. 深化健康的生活模式 

一： 

有 系 統 地優 化

「 級 家 長 學

堂」課程，引令

家長讓孩子健康

地成長。 

 

 

 

 

 

 

 

 

 

 

 

 

 

 

 

 

 

 

 

 

 

 

 

 

 

 

 

 

 

 與專業機構合作，設計多元化的課程，讓

家長一同參與學習，加強家長正向教育孩

子的技巧。 

小一「級家長學堂」 

 

小二「級家長學堂」 

日期/時間 主題 

2019年 9月 20日(五) 

1:00–2:30p.m. 

透過 24種品格優

點幫助孩子健康

成長 

2019年 9月 27日（五） 

1:00–2:30p.m. 

建立良好品格對

孩子長遠發展及

成長的重要性 

2019年 10月 4日（五） 

1:00–2:30 p.m. 
做個情緒小管家 

2019年 10月 11日（五） 

1:00–2:30 p.m. 

親子智慧激發孩

子好奇心 

2019年 10月 18日（五） 

1:30–2:30 p.m. 

<香港中文大學

賽馬會瞳心護眼

計劃>眼科健康

講座 

2019年 10月 26日（六） 

9:00–11:30 a.m. 

<香港中文大學

賽馬會瞳心護眼

計劃>驗眼日 

2019年 11月 1日（五） 

1:00–2:30 p.m. 

讓孩子變得更美

麗── 

從親子共讀開始 

2019年 11月 8日(五) 

1:00–2:30p.m. 

親子「起動」激

發大腦潛能 

日期/時間 主題 
2019年 10月 14日（一） 

1:30-3:00 p.m. 
高效家長自我測
驗 

2019年 10月 21日（一） 
1:30-3:00 p.m. 

   你是那一類型
家長？ 

2019年 10月 28日（一）
1:30-3:00 p.m. 

如何建立不焦慮
的教育態度？ 

 因往年課程反

應理想所以今

年增加課程次

數。今年主題

更能配合家長

的需要及學校

關注。今年的

免費驗眼日活

動十分受歡

迎，會與相關

機構溝通來年

能否曾加參與

人數 

 因社會事件, 

18/11停課。 

小二「級家

長學堂」當天 

課程取消。 

 原定下學期家

長學堂課程因

疫情取消。 

 會再與個別有

質數的機構協

作配合學校關

注事項舉辦家

長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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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二： 

優化家長資源庫

讓他們吸取不同

層面的教育知

識，以栽培孩子

健康地成長 

 參與總人次：546 

 其中 23名小一學生家長及 22名小二學生

家長出席了四節或以上的學堂，獲頒嘉許

狀。 

 參與家長表現投入。超過 90%家長認為相

關課程能有助他們了解孩子並掌握正向

管教孩子的方法及技巧。  

 家長表示相關課程能讓他們: 

-了解多個方法去激發小朋友的好奇心 

-可更知道孩子更多優點 

-可更了解孩子的品格 

-可知道更多方法吸引孩子讀書興趣 

-可知道更多方法和孩子閱讀 

-可互動、交流、可接收新知識 

 家長表示相關課程: 

-很生動 

-個案很貼題  

-簡單易明 

-每節都很滿意 

 

 家長喜歡參觀「家長圖書角」安排，家長 

表現雀躍 

 「家長圖書角」放置接近 300本有關教育

孩子的書籍及刊物，讓家長借閱 

 定期於「家長園地」上載有關教育孩子的

資訊。 

 透過家教會通訊宣傳「家長圖書角」及「家

長園地」 

 家長表示有關書籍及資訊能讓他們吸取

2019年 11月 4日（一）
1:30-3:00 p.m. 

面 對 孩 子的 行
為，家長能不生
氣嗎？ 

2019年 11月 18日（一）
1:30-3:00 p.m. 

如何聽懂孩子的
心？ 

2019年 11月 25日（一）
1:30-3:00 p.m. 

不打不罵，都能
教出好孩子？ 

2019年 10月 18日（五）
1:30-2:30 p.m. 

<香港中文大學
賽馬會瞳心護
眼計劃> 
眼科健康講座 

2019年 10月 26日（六）
10:30a.m-1:00 p.m 

<香港中文大學
賽馬會瞳心護
眼計劃> 
驗眼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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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設「家

長圖書角」放

置有關培育

孩子的書籍

及刊物，讓家

長借閱 

 

 學校網頁設

「家長園地」

上載有關教

育孩子的資

訊，供家長參

考 

栽培孩子健康成長的知識。  

 

 

 因疫情「家長

圖書角」的借

閱人次未如理

想。 

 

 

 

2. 透過不同層面的服務強化別人建立正面關係 

策略一 

根據家長的專長

及能力組織家長

義工隊，發揮所

長，讓他們參與

更多與學校相關

的日常事務與學

校建立互信 

 

 

 

 參與家長義工表現認真、積極、投入。他

們表示透過參與義工服務，不但可以更了

解孩子的學校生活，關心他們的成長，更

可與學校加強溝通。有家長表示他們能透

過義工工作加強自信及認識新的家長朋

友。他們更可交流教養孩子的方法。 

 教師肯定家長義工的表現。家長義工能分

擔教師的工作，從協作中加強彼此的溝

通。 

 本年度各項家長義工服務項目及人次： 

家長義工服務項目 人次 

非常暑假成果分享 4 

午膳監察 14 

圖書館館務 120 

故事特工隊 6 

親親孩子藝墟暨細運

(P1-3) 

30 

 家教會家長理

事能有係統地

整理家長義工

的資料。 

 部份積極的家

教會家長理事

能有效地處理

家長義工的聯

絡工作。 

 因社會事件及

疫情, 個別義

工服務項目取

消: 校運會全

方位學習周、協

助低年級牙保

(帶隊) (3月)。 

 與家長義工聯

絡時告知家長

更具體的服務

內容 

 可增加家長義

工服務的項目。 

 可物識積極的

家長議工，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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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習周(1月) 25 

校運會 / 

全方位學習周(3月) / 

協助低年級牙保(帶

隊) 

/ 

            總人次 199 
 

同級別組織核

心義工小隊, 

委任小隊隊

長，做聯係工

作, 擴大義工

隊網絡。 

 

 

策略二 

設家長義工獎項

以彰顯家長協助

推展校務的付出 

 

 

 

 

 

 

 

 

 

 

 設校本級家長義工獎勵計劃，根據家長

服務時數作嘉許。 

級家長義工獎勵

(第 1次加許) 
得獎人數 

 45 

 16 

 2 

級家長義工獎勵

(第 2次加許) 
得獎人數 

 8 

 12 

 設家校盃傑出家長獎 

班別 姓名 

2D 劉栐鋒媽媽 

2E 羅子楷媽媽 

2E 鄧欣瞳爸爸、媽媽 

3A 曾樂謙媽媽 

1D 

3B 

葉昭昊 

葉婧璇  媽媽 

3B 

5E 

唐凱覿 

唐紓嵐爸爸、媽媽 

 家長義工獎項

能有效推動家

長參與義工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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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 

4D 

曾學心 

曾學謙媽媽 

3D 曾慧琳媽媽 

3C 

6C 

袁庄賢 

袁竹灝爸爸 

 獲獎的家長均表示獎項能肯定他們的能

力及加強自信心。 

 

乙部﹕重點工作的目標 

本年度工作計劃 成效 反思及跟進建議 

鼓勵家長積極參與學校活動，提升歸屬感 

策略一 

增加親子活動的

機會 

 

 親親孩子藝

墟暨細運

(P1-3) 

 

 

 

 親親孩子藝墟暨細運(P1-3) 

為體現家校合作共同促進學生體能發展

的精神，並通過競技活動發展兒童的身體

協調和靈活性，是次活動於 9/11/2019舉

行。當天設 10個簡易親子競技遊戲及 16

個由家長籌劃的創意親子競技攤位。 

 當天參與的家長和同學都非常享受各

個活動，家長表示能加強親子關係，

期望可安排更多親子活動機會。 

 

 

 推動家長參與

籌劃親子活動 

 因疫情, 取消

家教會親子同

樂日 

  

策略二 

1. 舉辦興趣班 

 因應家長

的興趣，

舉辦興趣

班。 

 

 

 由家教會舉辦蓮花燈製作家長興趣班  

(16/1/2020)超過 30名家長參與。 

 參與工作坊家長都十分享受其中，部

份家長表示活動能讓他們放鬆及減

壓。他們期望學校可安排多些興趣班。 

 

 物識具才能的

家長並邀請它

們作興趣班導

師。 

 

 

 



專為學校而設的津貼 收入 支出 盈餘

$ $ $

-  行政津貼 / 修訂的行政津貼 2,376,756.00 2,651,279.00 (274,523.00)

- 學校發展津貼 774,983.00 620,560.00 154,423.00

-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439,529.00 295,912.93 143,616.07

- 空調設備津貼 479,711.00 479,711.00 0.00

- 新來港學童校本支援計劃 3,877.00 4,881.10 (1,004.10)

-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津貼 642,000.00 574,400.00 67,600.00

- 成長的天空計劃 (小學) 津貼 222,093.00 268,000.00 (45,907.00)

-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207,250.00 226,435.00 (19,185.00)

  總數 4,860,088.26 5,121,179.03 (261,090.77)

截至31/8/2020為止會計年度的
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擴大的營辦津貼)

各項津貼的收支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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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回饋與跟進 

三年發展周期主題﹕熱愛學習  擁抱挑戰 
2020-2021年度周年計劃 

關注事項甲. 延展學習型校園文化 

目標 1：建立具有成長型思維的團隊 

目標 2：優化學校正向文化環境的熏陶 

目標 3：提升教師的評估素養，善用評估資料以落實「學、教、評」循環 

關注事項乙. 培育學生熱愛學習及勇於展現所學 

目標 1：提供不同的平台讓學生認識自己，作多方嘗試及發揮才能 

目標 2：讓學生學習持之以恆、不輕言放棄的堅毅精神 

目標 3：優化教學設計，誘發學生持續的學習興趣 

目標 4：把資訊科技融入課堂內外學習，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 

目標 5：透過從實踐中學習，培養學生自我管理能力及資訊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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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甲﹕延展學習型校園文化 

目標 主要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 

方法 

時

間

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協作 

1.建立具有

成長型思維

的團隊 

 

 

 

 

策略一: 

參與「正向校園計劃」，藉系統性的教師培訓、

經驗分享以及家長教育，建立學校正向教育的

平台 

 參與教師認同活

動有助認識相關

主題 

 老師投入參與 

 教師認同專業發

展活動有助實踐

相關主題 

 95%教師於本學年

最少參與一次與

各主題相關的講

座/工作坊 

觀察 

教師訪談 

問卷檢討 

專業發展

記錄 

 

全 

學 

年 

教師專業發

展組 

行政主任 

專責統籌組 

閱讀推廣組 

 

學校資助 

香港城市大

學正向教育

研究室 

東華三院 

「家 長 愛」

學院 

教育局 

策略二: 

透過校本的教師培訓工作坊讓教師從加強認

知、實踐以及反思檢視上建立成長性思維模式 

培訓主題：正向語言、評估素養 

策略三: 

透過中層團隊的培訓，有系統地加強領導與管

理的知識、技能與態度 

策略四: 

繼續鼓勵老師透過閱讀有關正向思維的書籍，

並向學生及家長分享讀後感，加強學習及分享

的校園氛圍 

策略五: 

科組及級組因應科或級本計劃，組成伙伴、核

心小組及學習圈，定期於教師聚會及年度自評

中進行實踐及經驗分享，建立老師之間互相交

流及分享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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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主要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 

方法 

時間

表 
負責人 所需

資源 
2.優化學校

正向文化環

境的熏陶 

 

策略一: 

於校園佈置上展示老師、學生及家長「成長型思維」

的相關訊息或名人金句 

 相關佈置有助建構校

園正向氛圍 

 刊物的內容緊扣相關

主題 

 展示內容能達致文化

熏陶作用 

 80%家長認同透過家

校合作共同培育學生

的效能 

 

環境觀察 

教師匯報 

刊物素質 

獎項記錄 

學生面談 

家長訪談 

問卷檢討 

全 

學 

年 

教師專業發

展組 

資源管理組 

學校拓展組 

家校協作組 

各科組配合 

學校

資助 

策略二: 

加強出版刊物，持續性記錄及分享教師及學生實

踐、擁抱挑戰的良好經歷 

策略三: 

增加展示機會，定期褒揚學生的努力及成就，多利

用相片或影片肯定學生的學習經歷 

策略四: 

提供多元平台促進家長持續學習及互相交流，達致

家校共同培育學生的效果 

3.提升教師

的 評 估 素

養，善用評

估資料以落

實「學、教、

評」循環。 

策略一: 

五及六年級中英數常選取最少一個範疇作深入測考

數據分析，把數據轉化為有助於回饋學與教的資訊。 

 75%教師認同本年度

修訂的測考卷評估

回饋表有助促進他

們對焦檢視及分析

學生的學習表現 

 教師能仔細分析評

估數據，辦識學生的

學習難點，繼而調整

教學策略 

 科主任訂定針對性

的跟進措施，調整課

程的縱向規劃 

測考評估

回饋表 

科本跨級

交流會議

紀錄 

教師問卷 

全 

學 

年 

課程發展組 

中英數常科

主任及教師 

學校
資助 
 

策略二: 

優化「測考評估回饋表」設計，教師聚焦分析學生

表現，設定跟進方案及擬題關注。 

策略三: 

同級科任教師透過評估跟進會議報告學生的強弱

項，辨識學習難點，設計相應的跟進措施。 

策略四: 

舉行科本跨級交流會議，教研員報告學生在測考的

強弱項，檢討課程和教學的實施及進行調適和跟進。 

策略五: 

邀請校外機構舉辦評估素養專題講座，加強全體教

師的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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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乙：培育學生熱愛學習及勇於展現所學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

間

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協作 

1. 提供不
同的平台讓
學生認識自
己作多方面
嘗試及發揮
才能 

讓 

策略一:  
參與《共建卓悦校園》網絡計劃-- 
-四年級成立網絡計劃核心小組，教師透過工作
坊及交流，以 24個性格特質設計相關課程 
學生認識不同的個性特質，提升對自己個性的
掌握  

 90%教師認同計劃
有助學生認識自己
的個性特質 

 75%學生表示認識
自己的性格強項 

會議檢討 
問卷 
觀課 
工作紙 

全 
學 
年 

德育及公民
教育組 
四年級班主
任 
 

優質教育基

金 

香港大學防

止自殺研究

中心社工 

策略二:  
策劃「老友所為」計劃-- 
-以「一枝一葉總有情」作主題，五年級學生參
與各項與長者互相交流分享的活動 
-讓學生在過程中對長者的經歷有所認識，促進
個人學習及成長，藉服務學習展現才能 
 

 90%教師認同計劃
有助讓學生作多方
面嘗試及發揮才能 

 80%學生表示透過
計劃可發揮及展現
個人才能 

 長者欣賞學生的投
入及發揮才能 

會議檢討 
問卷 
學生面談 
長者訪談 

德育及公民
教育組 
五年級班主
任 
 

「老友所
為」計劃撥
款 
香港基督教
青年會社工
YMCA 

策略三:  
優化校本獎勵計劃-- 
-調適 Smart Kids@秀明獎勵計劃，讓學生可於
不同方面展現所長 
-調適 Sunny Kids@秀明獎勵計劃，針對各級學
生的需要，讓學生為自己訂立適切目標、選擇
合適的策略及作自我反思，增加動力及成功感 

 75%學生認同計劃
促進學習的動力 

 85%老師認同計劃
能促進學生作多方
面嘗試及發揮才能 

會議檢討 
問卷 
統計獲獎
人數 
檢視小冊
子 

學生培育組 Smart 
Kids@秀明
小冊子 
 
Sunny 
Kids@秀明
小冊子 

策略四:  
優化各項校本活動及服務計劃-- 
-各科組持續優化各項服務計劃及校本活動，讓
學生得到正面經歷，展現潛能 
-藉全年兩次全方位學習活動，讓學生發揮所
長，展現自信 

 85%老師認同活動
及計劃能讓學生作
多方面嘗試及發揮
才能 

 學生投入參與各項
活動並發揮所長 

會議檢討 
教師問卷 
學生訪談 
觀察 

各科組 學校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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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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作 

2. 讓學生
學習持之以
恆、不輕言
放棄的堅毅
精神 

策略一:  

推行「好心情@學校」計劃-- 

-與香港基督少年軍合作，申請及推行優質教育
基金「好心情@學校」計劃  
-透過全校性的攤位遊戲活動，提升學生的個人
責任及抗逆能力 
-透過「彩虹課」鼓勵學生在「運動」、「興趣」、
「人際」和「大自然」四大範疇的課程中，讓
四至六年級學生可選擇感興趣的課程，透過體
驗活動及解難，增強自信心及抗逆能力 
-組織「堅毅自強助人自助」訓練，透過團隊合
作活動及解難訓練，增強風紀同學的抗逆力及
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 
-舉行「親子營會」，針對堅毅力較低及正面思維
較弱的學生，提升他們面對逆境時的技巧和自
信，發揮父母的正面影響並培訓學生的毅力。 

 85%教師認同計劃

有助培養學生的堅

毅精神 

 75%學生表示計劃

能培養積極接受挑

戰的態度 

 75%學生表示計劃

能提升抗逆力 

 75%家長表示活動

有助培養學生的堅

毅精神 

 家長同意活動能推

動家長對子女的正

面影響 

會議檢討 

問卷 

學生面談 

家長面談 

全 
學 
年 

學生培育組 
 

優質教育基

金 

香港基督少

年軍社工 

策略二:  
優化各項計劃，融入堅毅的元素，讓學生學習
堅毅精神-- 
-學生成長及支援範疇的各組別，透過原有的校
本工作計劃，在活動中融入堅毅的元素，加強
學生認識堅毅精神的重要性 
-優化三年級的《Up Potential 青少年關愛計
劃》，加強學生掌握處理壓力的技巧及培養堅毅
精神 
-優化四年級的「校園小園丁」計劃，加強種植
與堅毅精神的聯繫 

 75%學生表示透過

各活動能學習堅毅

精神 

 85%家長表示計劃

有助培養學生的堅

毅精神 

 85%老師認為計劃

有助學生培養堅毅

精神 

會議檢討  

問卷 

工作紙 

學生面談 

學生培育組 
 

學校資助
UpPoten-tial 

Caring Heart 

Company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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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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優化教學

設計，誘發

學生持續的

學習興趣。 

策略一:  

把「誘發學生持續的學習興趣」訂為共同備課

及重點研課的年度關注重點，讓教師聚焦討論

及互相觀摩學習。 

 教學設計能啟發學

生的學習興趣，教

師的提問能引發學

生思考和討論 

 學生對學習感興

趣，投入參與課堂

活動 

 課業設計較以往生

活化或富趣味性 

備課紀錄 

課堂觀察 

重點研課紀錄表 

重點研課報告 

科務會議紀錄 

課業檢視 

全 

學 

年 

課程發展組 

全體教師 

學校
資助 
 

策略二:  

優化課堂教學，創設生活化或富趣味性的情境

誘發學生的好奇心，輔以有層次的提問引導學

生思考及發現，加強生生及師生互動。 

策略三: 

優化課業設計（上、下學期各一個單元，包括

預習、堂課、家課）加強生活化或富趣味性的

題目，引領學生應用所學。 

策略四: 

科主任邀請教師分享良好經驗實踐，促進教師

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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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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把資訊科

技融入課堂

內外學習，

提升學生學

習的能力。 

策略一:  

小四至小六推行自攜裝置學習計劃，各科善用

電子學習平台促進課堂內外的互動學習。 

 教師於課堂教學中

適切地運用資訊科

技促進師生互動  

 教師善用電子學習

優勢設計多元化課

業，能促進學生鞏

固及延伸學習 

 學生能透過電子學

習平台，運用多媒

體方式表達及展示

所學 

備課紀錄 

課堂觀察 

課業檢視 

教師觀察 

各科電子學習

知識管理表 

重點研課報告 

科務會議紀錄 

全

學

年 

課程發展組 

科教研員 

全體教師 

校方
資助 
 

策略二: 

各科扣連電子學習設計多元化課業（每學期最

少 2次），讓學生鞏固及延伸學習。 

策略三: 

任教 BYOD班教師透過共同備課及重點研課，加

強教師專業交流及實踐。 

策略四: 

科主任透過科務會議邀請教師分享良好經驗實

踐，促進教師的交流。 

策略五: 

BYOD 核心組透過校內學習社群，推廣及分享融

合科技的學與教，促進教師的交流。 

策略六: 

各科組引領學生運用自攜裝置的內置功能在現

實環境中搜集資料、紀錄觀察內容等，以多元

方式與同儕及老師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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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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透過從實

踐中學習，

培養學生自

我管理能力

及 資 訊 素

養。 

策略一:  

課程發展組整體協調中、英、數、常各科、

傳訊及電子學習組、德育及公民教育組規

劃及圖書館組把資訊素養融入課程。 

 各科能緊扣資訊素

養內涵設計教學內

容，讓學生從實踐中

掌握相關的知識、技

能及態度 

 常識科重新規劃的

校本資訊科技課程

更具系統 

 75%教師認同學生正

確地運用資訊的能

力、態度及自我管理

能力均有所提升 

 

課堂觀察 

重點研課紀錄

表 

重點研課報告 

教師觀察 

各科組會議紀

錄 

檢視常識科校

本資訊科技課

程 

教師問卷 

全

學

年 

課程發展組 

傳訊及電子學習

組 

德育及公民教育

組 

圖書館組 

家校協作組 

全體教師 

校方
資助 
 

策略二:  

小四至小六中、英、數各科選取合適的單

元，有機地把資訊素養融入學科教學（全

學年 1次），培養學生正確地運用資訊的能

力和態度。 

策略三:  

常識科重新規劃校本資訊科技課程，並透

過重點研課加強教師對資訊素養的專業交

流及實踐（小四至小六）。 

策略四:  

透過小三至小六的班主任課及德育課加強

學生教育，讓他們更能善用平板電腦作為

學習工具，加強自我管理的能力。 

策略五:  

傳訊及電子學習組組織 IT大使於校內透過

宣傳推動健康上網，以及安排學生參與相

關的校外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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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附件 

附件一、新來港學童校本支援計劃總結報告 

- 
本年度目標及 

重點工作項目 
成效 反思及跟進建議 

1. 資助訂購課外讀物 

 

 

 

 

 100%學生能免費獲得與香港有關的雜誌或報刊，學生

從閲讀中認識更多香港的社會文化。 

 購買英文圖書，供學生隨時閲讀，增加學生的英文識

字量。 

 

 建議在班中建立學習夥伴，大家一起
閲讀英文材料，互相激發，互相幫助。 

 

 

2. 購買自學教材  100%學生能獲得英文科自學教材，也可以運用一些網

上的學習教材，提高學習興趣。 

 

 建議為學生建立英文分享平台，讓學
生與同學有更多運用英文作溝通的
機會。 

 

 
本年度財政報告： 

項目名稱 實際開支（$） 

政府撥款 3,877.00 

課外讀物及教材 4,881.10 

津貼年度結餘 ($1,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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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學習支援總結報告 
本年度目標及 

重點工作項目 

成效 反思及跟進建議 

甲、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的目標： 

1.深化健康的生活模式

1.1 

加強正面的校園氛圍 
 優化獎勵計劃，與輔導

人員及班主任合作，獎

勵學生的正面行為。 

 與培育組合作，透過宣
揚學生的正面行爲，強
化學生的自信心。 

 本年度繼續與培育組合作，獎勵在服務方面有優秀

表現及值得嘉許的同學。  

 因疫情關係，很多服務都取消了，獎勵計劃只可從

上學期及復課的一小段時間作評鑒，為表現優秀及

值得嘉許的學生作出獎勵。 

 有 183位同學獲得服務優秀獎，151位同學獲得服務

嘉許獎。 

 由於疫情關係，只有六年級學生有時間完成問卷。

當中有 93.5%學生認為自己在服務過程中感受到自

己的努力有被欣賞及認同。 

 91.3%學生覺得自己的自信心因服務而有所提升。 

 97.9%學生對自己的服務表現達 7分或以上的滿意

度。（滿分是 10分） 

 由此可見，不同的服務活動，能提升學生的自信心，

亦從獎勵計劃更肯定學生的付出。 

 

 由於疫情關係，獎勵計劃的豐富内容

未能開展，包括為獲獎者提供外出參

觀的機會及舉辦分享活動，最後改為

禮物一份。 

 建議新學年再深化獎勵計劃，表揚學

生的良好行為，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及

正向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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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透過不同層面的服務強

化別人建立正面關係 

策略一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與幼小銜接組合作，

安排「大哥哥大姐姐」

計劃，讓小五及小一

學生建立互相欣賞及

尊重的關係 

 

大哥哥大姐姐服務： 

 暑期適應班時，有 31位高年級學生擔當大哥哥大姐

姐的角色，回校帶領小一新生認識校園，與學生玩問

答遊戲，氣氛融洽，盡顯關愛。 

 學期初安排 56位高年級的大哥哥大姐姐提供服務，

協助一、二年級學生進行午膳、抄寫手冊及執拾書包

等服務。 

 有 85位學生於兩次活動中表現良好，熱心照顧低小

學生，獲老師讚賞表揚。 

 學期初的服務亦適切，高年級學生能發揮關愛精神，

幫助低小學生適應校園生活。 

 

 大哥哥大姐姐暑期適應班回校帶領小

一新生活動合適，如能清晰指引大哥

哥大姐姐介紹校園時的內容更好，建

議加强與幼小銜接組的合作，將小一

班主任的需要加入指引。 

 二年級學生很快便適應校園的生活，

提供短期協助便可。建議加强與班主

任的協作，集中照顧小一新生。 

 

五年級服務學習： 

 每班選出 6位學生，共 30位大哥哥大姐姐透過全年

的服務學習，與小一學生建立良好的朋輩關係。 

 100%五年級老師認同服務學習能發揮學生的關愛精

神。 

 100%五年級老師同意服務學習有助學生學會尊重及

欣賞別人。 

 因疫情關係，下學期的聯誼活動取消。學生意見問卷

未及收集。 

 從一年級班主任的意見，老師都認同五年級服務學習

及大哥哥大姐姐計劃能有助小一學生適應校園生

活，建立互相欣賞和尊重的關係。 

 

 個別班的大哥哥大姐姐較忙碌，未能

如期協助小一學生，建議學期初支援

組統一列出招募的表格，清楚顯示需

要服務生的人數及性質，讓班主任可

從中協調及分配服務生的工作，減少

工作量過度集中於某些學生。 

 大哥哥大姐姐協助小一學生進行滿月

禮的禮物效果良好，建議加强與幼小

銜接組的合作，提早讓大哥哥大姐姐

學懂製作禮物的方法，再教授小一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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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二 
愛心大使 

 組織愛心大使，安排

高小學生協助低小有

特殊學習需要學生完

成功課及建立良好的

學習習慣。 

 安排高小有特殊學習

需要學生協助低小有

特殊學習需要學生，

從而提升學生的自我

形象及自信心。 

 發揮學生服務的精

神，建立正面的自我

形象，增強自信。 

 

策略三 
桌遊大使 

 組織桌遊大使，安排

高小學生於二息教授

低小學生桌上遊戲，

發揮學生服務的精

神，建立正面的自我

形象，增強自信。 

 透過桌遊活動讓低小

學生學會如何面對失

敗。 

 本年度在四至六年級的 D、E班中安排了 38位學生成

為愛心大使。 

 當中 13人熱心服務，獲老師給予優點作獎勵。 

 因疫情關係，下學期的服務未能開展。 

 90.6%老師表示愛心大使能夠在導修課中協助低小的

學生做功課。 

 96.9%老師表示愛心大使有耐性勸導低小的同學。 

 96.9%老師表示滿意愛心大使的服務。 

 94.3%學生喜歡擔任愛心大使工作；100%愛心大使能

做到關心愛護同學；97.1%愛心大使認為能夠幫助低

小的同學感到快樂。 

 91.4%學生覺得被尊重，自我形象有所提升。 

 91.5%學生認同愛心大使的工作能夠提升自信心。 

 由此可見，愛心大使能協助低小學生完成功課及建立

良好的學習習慣。而愛心大使亦從活動中提升自己的

自我形象和信心。 

 本年度的安排不錯，新學年可以繼

續。 

 適量的安排培訓工作，擴闊學生的多

元學習經歷。 

 

 學校用室緊張，數理智能挑戰室經常有人使用，桌遊

大使當值意慾減低。 

 96%老師認為服務工作能夠幫助學生提升自信心。  

 94%老師認為學生在服務過程中會被尊重，能提升自

我形象。 

 從二息及午息可見，玩具大使能有助活動的開展及收

拾物件，學生積極投入服務工作，從而提升自信心。 

 學生當值情況不理想，建議老師多作

鼓勵及調節當值要求。 

 改變招募方式:公開四至六年級召募，

吸引喜歡桌遊的同學作桌遊大使。 

 有系統培訓，讓學生掌握教授桌遊技

巧及處理突發事件的方法，並選出隊

長，以 I-Pad記錄桌遊大使的出席情

況，適時點名。 

 數理智能挑戰室經常有人使用，建議

來年改變桌遊大使的當值模式，如: 

在星期五二息，進入班房教授低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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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桌上遊戲改為於每樓層的多用途地

場進行活動，讓有興趣的同學留於多

用途場地活動 

雨天時，安排桌遊大使到二年級課室

協助桌遊活動，教授學生如何開展活

動及收拾桌遊。 

策略四 
服務大使（玩具大使） 

 與學生活動組合作，

安排有特殊學習需要

學生參與學校服務 

 本年度安排了 82位學生擔任玩具大使，在休息時間

為同學提供服務，派發及收集供玩樂的用品。 

 當中有 10人同時被選為學生大使，提供額外培訓，

擔當玩具大使的領袖角色，表現積極盡責。 

 有 13人積極盡責，熱心服務，獲老師給予優點作獎

勵。 

 83.1%學生表示喜歡擔任玩具大使的工作。 

 84.5%學生表示自己能做到盡責、認真參與工作。 

 81.7%學生認同自己的服務工作能為別人帶來歡樂。 

 63.4%學生覺得同學/老師欣賞自己的服務。 

 76%學生認同服務工作能增加自信心。 

 96%老師認同服務工作能發揮學生的多樣性及潛能。 

 96%老師認為服務工作能夠幫助學生提升自信心。  

 94%老師認為學生在服務過程中會被尊重，能提升自

我形象。 

 從二息及午息可見，玩具大使能有助活動的開展及收

拾物件，學生積極投入服務工作，從而提升自信心。 

 為發揮學生的多樣性及潛能，盡量安

排 SEN學生及自信心較弱的學生參與

玩具大使的服務工作，希望學生能夠

從服務中建立正面的自我形象及自

信。 

 對於參與恆常行的服務工作，這些學

生需要更多的鼓勵及提醒，否則容易

忘記及因其他事務而放棄。建議增强

培訓的工作，安排關顧老師適時為每

組的學生打氣、加油。 

 簡化當值的記錄工作，例如：善用

iPad作出席記錄，掌握學生當值情

況，可及時作出鼓勵。 

乙、 

重點工作的目標 

1.加強對個別學生的成

長支援 

 喜伴同行計劃 

 本年度有 23位學生參與計劃，大部分學生能跟從導

師的指導，有不同程度的進步。 

 輔導機構提供了有良好的教學策略，有效逐步提升學

生的社交及表達能力。 

 同學喜歡參與小組，能夠在小組跟其他同學建立友好

 因疫情停課影響，部分小組後需改為

網上學習。 

 家長支援是影響推行網上教學的成

效的主原因。學生的家庭支援較強，

可令學生順利完成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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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 

 學生能認識、理解及表達情緒，提升心智解讀的能

力，並說出引發自己不同情緒的原因。 

 學生能學習調控情緒的重要性，可說出一個令自己冷

靜的方法。 

 來年繼續安排四個組別，供自閉症及

社交能力弱的學生參與。 

 喜躍悅動計劃 

 

 

 延續上年的計劃，共有 11名學生參與培訓小組。其

家長亦參與了家長支援小組，惜出席率不太理想。 

 課堂有效强化學生的自我控制能力及認識正確表達

情緒的方法。 

 受疫情停課影響，下學期的課堂轉為網上學習。 

 

 導師用心製作教材，惜部分學生的家

長支援較弱，未能完成網上學習。導

師已盡量致電輔導及社工在復課期

間也提供了協助，幫個別學生補回漏

看的網上教學片段。 

 老師的講座及咨詢時間建議在新學

年才進行，讓新接手任教的老師可對

這些學生有更深入的了解。 

 盡量多用不同的途徑接觸家長並鼓

勵家長共同參與培訓學生的活動。 

 ＩＥＰ計劃  有 2位參與計劃的學生由外購服務的姑娘負責制定合

適的訓練，改善學生的問題。 

 2名學生參與 IEP後，情況有明顯改善，停課期間與

家長作中期會議，了解學生停課情況修訂計劃。 

 4年級黃同學學習動機比以往提升，與同學相處融洽。 

 3年級魏同學情緒控制比以往提升，課堂時能安坐於

坐位。 

 童創文化社工能因應學生每次情況作即時跟進及修

訂計劃。 

 總結會議中顯示學生均有所進步，適合來年繼續安排

個別學習計劃。 

 有 4位智障學生由駐校社工及助理負責提供個別輔導

和訓練，按學生的需要提供合適的輔導，協助提升他

 建議來年繼續為這兩位同學進行

IEP，以鞏固他們的良好行為。 

 

 

 

 

 

 

 

 

 

 建議來年由老師跟進，能更了解學生

的學習情況及學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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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自理、社交及學習能力。學生的表現理想，自理

及社交能力有所改善，適合來年繼續安排個別學習計

劃。 

 培訓小組 義工小兵團 

 舉辦七節活動，包括: 義工訓練和籌備分工、長者義

工服務及檢討會。 

 學生極投入活動，能建立正面的經驗，提升自信心，

並提升溝通能力。 

 學生分享表示自己勇敢、欣賞自己勇於嘗試、用心準

備義工服務內容。 

 服務當日亦邀請家長出席，讓家長看見子女的成長和

轉變，家長都表示讚賞。 

 義工服務當日，部分學生動與長者聊天，需多鼓勵

他們。 

 

本年度透過學生支援組舉辦的訓練小組及外購服務約 28

個，包括： 

學習方面： 

上學期 下學期 

 2組課後加強輔導班 P.2

（英）ST 

 2組中文讀寫小組（童創） 

 4組中文讀寫小組 

（統一教育） 

 

 

 

 

 

 

 小組初期，學生未能掌握及遵守小組

規則。社工運用視覺提示、安排固定

的坐位、固定活動流程、設置冷靜區

及配合獎勵計劃，讓學生掌握及遵守

小組規則，減少滋擾性行為。 

 學生對獎勵計劃反應積極，亦令他們

積極投入活動，社工亦透過口頭讚賞

強化正面的行為 。 

 建議未來亦可邀請學生在校內帶領

小一學生進行簡單遊戲，以強化他們

正面的義工經驗。 

 建議來建議來年可嘗試舉辦親子義

工服務。 

 提供服務的機構均在之前合作過，提

供的服務合理並盡量配合學校的需

要調節。 

 社會事件及疫情期間，培訓課程需要

延期及在教學模式上作出調整，機構

多能協調，以學生的學習為本，盡量

為學生提供服務。 

 本年度課堂的進度受疫情影響頗

大，建議與機構傾合作協議時加入因

不可抗逆的因素，需延長補回課堂的

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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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方面： 

上學期 下學期 

 秀明小偵探 

（小一專注自理訓練） 

（社工） 

 秀明義工兵團 

（社工） 

 專注力小組 

（統一教育） 

 情緒小組（共融） 

 手肌小組（耀能） 

 社交小組（共融） 

 2組社交小組（共融） 

 情緒小組（童創） 

 專注力小組（童創） 

 執行公能小組 

（共融） 

 

 

參與計劃/家長培訓： 

全年進行 

 4組喜伴同行計劃（耀能） 

 2個 IEP（童創） 

 2組喜躍悅動計劃（耀能） 

 親子工作坊（童創） 

*因疫情關係，取消試後小組及暑期小組。 

丙、 

恆常開展工作的目標 

 對一年級學生支援 

 

 小一適應課程，有 7名同學參加，為已確診或懷疑有

SEN的小一學生安排專注力及自理能力的訓練，學生

的情緒及個人狀態比上年度的穩定，學習有效。大部

分學生能聽從社工的指示，建立良好有秩序的課堂常

規，他們懂得看時間表執拾書包。大部分學生專注能

力較弱， 故此社工調節活動內容及運用提示咭，提

升他們的專注力。 

 小一適應課程有效讓社工及早了解

SEN 學生的需要，及早做出支援的部

署，因疫情關係，K3 停課一段時間，

家長較緊張子女適應小一的情況，建

議來年提早於 8月尾進行。社工派發

收拾書包程序表給家長，建議家長在

家中與學生執拾書包， 從而鞏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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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閲寫意課程恆常化融入初小中文教學當中，運用教

材幫助學生強化及鞏固初小語文學習的基礎。 

 9 月份推行大哥哥大姐姐計劃，有 40 位五、六年級

學生，在午膳及導修課時間到一年級的課室提供協

助，服務生態度殷切，對小一學生照顧無微不至，盡

顯關愛。 

 本年度開展五年級大哥哥大姐姐服務計劃，於小一適

應班時，帶領小一學生認識校園，全年定期到一年級

課室提供協助，並舉辦各項的聯誼活動，例如小一滿

月禮，有效建立和藹親密的關愛文化。 

 按工作規劃及流程，及早開展 EII的識別計劃，收集

老師和家長的意見並與心理學家召開會議，因疫情關

係於 6月份完成諮詢會議。 

 

組所學的內容。若學生未能跟上小組

進度，建議社工可為學生提供個別支

援和訓練。 

 喜閲寫意課程有效幫助學生鞏固中

文的學習，會繼續沿用。 

 服務生獲得同學的愛戴，為低年級的

同學提供服務及協助，盡體現出學生

的關愛。 

 建議來年繼續優化五年級學生服務

計劃，於更清晰指引大哥哥大姐姐介

紹校園時的內容及角色，以發揮他們

的潛能。 

 儘早開展規劃工作，為初步識別有學

習困難的學生提供支援服務，開設合

適的學習小組，輔助學生學習。 

 心理學家儘快為有明顯學習困難的

學生安排評估。 

 學科能力提升班 

 

 本年級為小二開辦 2組英文學科能力提升班，每班約

10人。 

 由該級科任老師負責，老師更了解課程的需要，透過

共同備課研究補課內容及反映學生補課時表現。 

 老師多以遊戲、比賽形式進行課堂活動，以提升學生

的學習興趣。 

 從老師觀察所見，學生積極投入課堂活動，於小組中

學習動機有所提升。 

 由於受疫情影響，取消了下學期的英

文能力提升班。建議來年可安排不同

學生参加，增加學生的學習機會。 

 課後支援 

- 功課輔導班 

 

 小一至小六共開辦 15組功課輔導班，為共 146名學

童提供功課輔導服務。由於與機構已有兩年的合作經

驗，負責的組長亦對學生的性格特徵有深入了解，當

 由於受社會事件及疫情影響，本年度

未有開辨興趣小組，建議來年可安排

多元化的興趣小組及參觀活動，擴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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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突發事情發生能作即時處理及跟進。 

 為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安排了師生比例 1:8的功輔

班，以更適切地照顧及輔導學童。 

學生的眼界，並可作為功課輔導班表

現良好的獎勵。 

- 課後託管  本學年由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免費為共 60名低收

入家庭學生提供課餘託管服務。 

 除課餘託管服務外，機構亦舉辦了兩組「We Make Our 

Toys」的 STEM興趣班，讓學生動手體驗不同的 STEM

科普實驗，從探究中學習科學及科技的知識。 

 高年級學生在完成功課後，導師會安排學生參與各式

桌遊活動，讓學生可以舒展身心，發展多元智能。 

 由於受社會事件及疫情影響，取消了

11月的「親子盆景製作」及於 2月舉

行的一組「We Make Our Toys」的 STEM

興趣班。建議來年多舉辦興趣班及親

子小組，例如復活節親子手工藝、親

子日營等，以改善親子關係，提升學

生的學習興趣。 

 對非華語學生的支援  本學年繼續由「一口田慈善基金」開辦功輔兼中文能

力提升班，合作機構管理順暢，導師固定，學生紀律

佳。 

 由於疫情關係，下學期的功輔及中文

小組取消。新學年再作安排。 

 心理學家駐校服務 

 

 協助學校檢視評估政策的推行，促進支援學生工作的

成效。 

 因社會事件及疫情關係，本年心理學家只駐校 12天。 

 本年度心理學家評估了 13個案，有 13位學生皆確診

讀寫障礙。雖駐校時間比以往少，但仍能完成所有評

估。 

 與家長會面時能詳細講解評估報告的内容，提出協助

的方案及推介家長參與教育局的學習小組，提升家長

的認識及教導學生的能力。 

 在 EII及早識別的工作上，成功識別了 27位學生有

顯著學習困難，並會在新學年儘快安排評估的工作。 

 為 6名第三層支援模式的學生提供諮商服務，與各方

人士相討及訂立個別學習計劃的内容，並協助檢視成

效及提供意見。但因駐校時間減少，所以沒有參與中

期及期終會議，改為會議後再諮詢意見。 

 心理學家訪校的工作十分繁忙，助理

發揮協調的作用，預先向老師收集需

要分析的文件，讓心理學家可以專注

地評估的工作。 

 繼續與心理學家緊密溝通，讓心理學

家更快掌握本校的校情及學生家長

的情況，為本校提供更適切的意見及

支援。 

 加強心理學家對老師的支援，尤其是

第一層的支援模式，強化老師在教學

過程中運用適當的策略及技巧來支

援 SEN學生。 

 本年度未有舉行家長、教師的工作

坊，建議來年可因應校情及關注事項

再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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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援家長工作 

 

 學期初已面見 13位小一家長，初步了解家庭情況及

學生的學習、情緒、社交的情況，亦可初步規劃支援

小一學生的服務。 

 家長關注學校支援情況，會面有助讓家長了解學校支

援 SEN學生的資源。 

 當學生有需要協助，社工會陪診，特別是 ASD及 ADHD

學生，社工陪診時能更準確講述校內情況，讓醫生跟

進，本年度有 2名學生於社工陪診後，情況有明顯改

善。 

 本學年有四個個案由社工跟進，為家長提供支援服

務，提升家長管教技巧和信心。 

 社工亦會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諮詢，轉介相關社區服

務，而紓緩家長的壓力。 

 學期初會面能與家長建立良好關

係，建議繼續舉辦。 

 支援家長工作，本學年以個人層面支

援為主，建議可多舉辦家長支援小組

或講座，以支援有需要的家長。 

 由於受疫情影響，本學年計劃舉辦靜

觀家長工作坊取消，建議下學年繼續

舉辦。 

 言語治療服務 

 

 

 言語治療師駐校共 300小時，為 105名學生提供治療

服務。 

 在接受服務之形式方面，12人(25/105, 24%)接受了

個別治療，59人(59/105, 56%)接受了二人小組治

療，14人(14/105, 13%)接受了 3人或以上之小組治

療，3人(3/105，3%)只需接受定期覆檢。 

 言語治療師在本學年共接獲 32名新轉介學生，當中

31人被評定為語障學生。 

 除了在下學期末方被識別的 3位學生外，其餘 28名

學生均在確診後即時獲安排訓練或定期覆檢。 

 全年合共 39名學生之家長(39/105, 37%)曾出席 1次

或以上的訓練課。另外，101位家長(101/105, 96%)

曾獲安排與言語治療師透過治療課後會面或電話進

行咨詢。 

 受停課影響，言語治療師本年只能為部份語障學生

 在治療層面方面，本年度個案總數及

新加入的個案數量較去年有所提升 

(2018/19年度: 共 88位個案、新轉

介人數為 25人; 2019/20年度:共 105

位個案、新轉介人數為 32人)，故此

本年度的總服務時數雖然有增加(由

2018/19年度的 230小時增至

2019/20年度的 300小時)，唯安排的

彈性 (例：以 2人組或小組為主，只

能有限度提供個別訓練)及全年治療

次數仍較為有限。期肦來年能在治療

安排方面能更穩定，讓服務能更配合

學生的需要。 

 在教學支援方面，建議來年可繼續安

排每次到校日的放學後時間，與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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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05, 37%)安排與班主任進行教師咨詢會議，以

更全面地了解學生上課時的情況，並就着如何於課堂

內協助該些學生理解、表達及學習方面為老師提供建

議。 

 言語治療師原定在下學期初為一年級個案於中文課

進行入班觀課，並於同日放學後與有關的中文科老師

會面，以進一步了解該些學生在日常課堂內之表現，

及與老師商討及設定兩項或以上能協助該些學生的

建議。 

 本學年上學期在教育心理學家協調的個案會議中，言

語治療師為兩位嚴重程度個案提供有關其言語能力

狀況的資料及建議。是次會議出席者包括駐校社工、

個案之班主任老師及家長。 

 上學期安排了去年曾擔任小小治療師的 5位非語障五

年級學生負責，服務以 5位二年級有語言障礙的學生

為對象，運用平板電腦應用程式提供故事聆聽理解及

敘事技巧訓練。各朋軰導師均能在活動中逐漸學會教

導低年級同學做言語練習的方法，而受訓同學亦喜歡

使用平板電腦程式來完成聽故事答問題及覆述故事

之活動。 

 本年度的《言語大使》於上學期末開始進行，主要由

四位有輕度語障礙的六年級同學負責。他們原定在 6

節訓練課內以《發音障礙知多啲》為主題，分別錄製

了一段午間廣播 及 更新舊有展板，向全校同學介紹

一些常見的流暢障礙問題及相關的處理方面。但受停

課影響，此組學生只能完成 3節小組，未能完成預備

廣播內容及更新展板。 

障生的班主任進行會面，並優先為新

識別學生及較嚴重的個案安排會

面，讓老師及治療師能適切地協助語

障學生。 

 在家長支援方面，建議來年能以語障

學生家長為主要對象舉辦工作坊，讓

講題及工作坊內容能更具針對性，切

合語障學生家長的需要(例：有關初

小學童的常見障礙及訓練方法)。而

在安排個案咨詢方面，治療師在停課

期間透過電話與大部份家長進行咨

詢，因此本年的聯絡工作較以往有所

加強。期望來年在家長咨詢方面能繼

續保持，盡量出課後時間與未能出席

課堂的家長進行溝通。 

 在全校層面方面，建議來年保持邀請

四年級能力較高的非語障生擔任小

小治療師，為低年級語障生提供跟進

式訓練，並建議來年繼續請教學助理

及班主任協助提醒受訓學生，令朋軰

導師能順利找到他們做訓練。由語障

學生擔任的《言語大使》方面，建議

來年可繼續舉辦，令言語問題持續有

改善的高年級學生能應用所學，向全

校同學分享有關言語治療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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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資訊科技與電子學習總結報告 
本年度目標及 

重點工作項目 

成效 反思及跟進建議 

甲、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的目標 

1. 

加強正面的校園氛圍 

優化資訊科技教學課程內
容、製作「運用資訊科技
學習」小冊子、透過德育
課(四年級)及舉行相關主
題活動，推廣正確使用電
子學習工具的訊息。 

常識科老師優化了資訊科技教學課程內容，協助學生更

有效並符合道德地運用資訊及資訊科技。按照不同年級

學生的需要，教授相關的課題。老師尤其關注學生能否

懂得保護個人網上私隱的意識，同時尊重他人的私隱。

亦透過加入了一些實際情境及例子，加強學生守法、誠

信及有責任地進行網絡活動。 

校方亦印製了「運用資訊科技學習」小冊子，更具體地

列出學生使用電子產品學習時，需要關注的一些守則。

校方亦邀請了有關機構為四、五年級學生舉行資訊科技

講座，傳遞正確的信息，以減低使用電腦對學生帶來身

心健康的影響。 

四年級班主任已於德育課向學生清晰地講解使用自攜流

動學習裝置的注意事項及守則。 

就以上策略的實施，學生大致上都清楚明白使用電子產
品時需要注意的事項及遵守的守則。老師亦能夠就着這
些準則，對學生持續教育。但就老師觀察所得，部份學
生仍未能養成良好使用平板電腦的習慣。例如於不適當
時間使用、使用時間過長、瀏覽非學習網頁，甚至有少
部份學生成功下載遊戲軟件。 

發現問題情況較集中於本年度的四年級
學生，亦即是剛開始實施自攜學習裝置計
劃的學生。這有可能跟疫情出現，令學生
無法如往年一樣有一個較長的適應期，老
師無法從旁加以指導。而學生於停課期間
有可能養成了一個長期使用平板電腦的
壞習慣。原定計劃的一些家長工作坊亦無
法進行，令家長缺乏了學習如何管理學生
的平板電腦的機會。因此我們將於下學年
初就着學生未能正確使用平板電腦等學
習裝置這問題加強教育，以助學生建立良
好的使用習慣。另外，亦研究其他方法檢
視學生使用應用程式的情況，以避免他們
經常使用一些非學習軟件。 

2. 

透過不同層面的服務強化
與別人建立正面關係 

五年級學生擔任「IT大
使」，協助管理電腦室及指

老師向 IT大使加強講解工作內容及培訓，並更有系統地
紀錄 IT大使當值表現。負責老師及資訊科技助理觀察到
IT大使都能夠展現出服務精神。IT大使能夠提醒使用電
腦室的學生瀏覽合適的網頁，同時協助低年級學生操作
電腦和登入網上學習平台。透過這些工作， IT大使學

建議可教授 IT大使更多與人溝通的技
巧，並學習如何讚美和欣賞一些同學使用
電腦時，表現出良好行為的方法，以強化
學生的正確行為。此外，亦可以有系統地
記錄一些學生不當或需要改善的行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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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同學使用電腦、推廣健
康上網學習，培養正確使
用電腦設備的習慣。「IT
大使」透過服務同學，建
立以禮相待、互相尊重的
人際關係。 

習到如何跟其他同學溝通，亦逐漸能夠達到獨立處理問
題，提升解難能力。 

助日後 IT大使懂得如何處理及讓校方跟
進。 

3. 

加強優質回饋，引領學生
有效學習 

全面推廣及支援使用電子
評估工具，鼓勵各科持續
運用合適的應用程式或電
子平台進行學習評估回
饋，更有效了解學生學習
情況。 

各科老師都已經廣泛及持續地使用電子評估工具，如 go 
formative, google form 等，了解學生學習情況。不同
的學科亦已經能夠就科本的特性找到一些適合的電子平
台或程式。尤其在疫情停課期間，電子評估工具更加發
揮其優勢，讓學生在家中也能夠進行學習評估，並且讓
老師有效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不論是學生個別或整體
表現，並作出教學回饋及跟進。 

建議考慮購買某些應用程式或平台的服
務，增加一些合適功能的權限，發揮電子
評估工具更大的優勢。老師亦繼續透過科
組會議分享使用評估工具的經驗，並將電
子資源有系統地儲存及記錄，以便日後繼
續使用。 

4. 

透過創新教育，培養學生
在尊重別人的基礎下與別
人有效溝通、協作及解決
問題 

高年級配合發展 STEM課
程，於資訊科技校本課程
教授 Sphero、mBot等學習
編程工具，讓學生能對編
寫程式及計算思維概念有
所認識，亦讓他們在學習
過程發展溝通、協作及解
難能力。 

常識科老師於課堂教授 Sphero(四年級）和 mBot(五、六
年級）編程課程。學生有機會透過學習內容認識編寫程
式，並且發展計算思維能力。老師表示大部份學生能夠
掌握基本操作技巧，明白編程概念。部份思維能力較強
的學生能夠自主地學習，自行想出編寫程式的方法和步
驟完成學習任務。相反，一些學生則需要老師從旁指導，
或透過同儕協作完成編程任務。整體而言，學生都樂於
學習編寫程式，並透過學習活動提升溝通、協作和解難
能力。 

為加強學生之間的溝通和協作，可考慮多
加一些小組活動，例如進行一些主題性的
研習和探究，讓學生多一些共同探究和解
決問題的機會。此外，亦可以考慮讓學生
自己設計一些任務，然後在課堂向其他同
學介紹及進行編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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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重點工作的目標 

善用流動電子裝置，推動
電子學習於不同科目 

四、五年級推行自攜裝置
(BYOD)方案，加強學生使
用流動電腦設備進行持續
及互動性的學習，將資訊
科技教育融入各科學與教
過程中，令學習更多樣化
和個人化。同時加強運用
內聯網及電子學習平台，
促進電子化及自主學習的
文化。 

 

 

 

 

本學年於四、五年級推行自攜裝置計劃，由於有往年的

經驗，老師已經熟習如何運用網上資源和學習平台於學

與教的流程中。因此在課堂前、課堂中和課後的延伸，

各科老師都能夠運用一些有助學生學習的策略。老師能

夠引導學生做好一些課前準備，預先了解學習內容，甚

至進行自主學習。老師能夠利用不同應用程式或學習平

台的特性，設計一些合適的電子課堂學習活動。老師亦

運用了電子評估工具了解學生的學習效能。 

在疫情停課期間，亦反映出電子學習工具的重要性。老

師運用 Google Classroom發放學習材料及功課，讓學生

能夠持續地進行學習。師生之間亦運用 Google 

Classroom作為溝通的平台。這時候，合適的電子學習

工具便顯得十分之重要。 

老師亦已經將一些教學材料有系統地於資源庫儲存，以
便將來使用。 

由於電子學習工具在學習的過程中顯得

越來越重要，部份學生有可能在操作上表

現有差異，老師需要多加注意，並對這些

有需要學生提供支援，以免學生因為未能

熟習操作學習工具而影響整體學習表現。 

教師之間亦可以建立分享平台，加快學習
一些成功的教學策略和例子，同事透過討
論和經驗分享解決一些教學和技術上問
題。 

本年度財政報告： 
項目名稱 實際開支（$） 

政府撥款 439,529.00 

電子學習平台 3,000.00 

資訊科技用品 201,847.93 

維修及保養 48,565.00 

上網費用 42,500.00 

津貼年度結餘 $143,6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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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活動名稱 實際津貼 

受惠學生人數

# 

平均           

出席

率 

活動舉辦期

間/日期 

上學期 

實際開支 ($) 

下學期 

實際開支      

($) 

實際開支 ($) 服務供應機構名稱/合辦機

構    

   (如適用) 

備註 (例如: 學生的學習及情意成果) 

 A B C        

1.數學課程 3 29 3 99% 

19年10月      

至               

20年7月 

7,070  

 

0 7,070  

 

高瞻教育機構 學生積極參與課堂活動，所有課題都能於指定時

間內完成。另外，學生對邏輯推理的問題興趣濃

厚，敢於挑戰較艱深的題目。部份學生參與校外

比賽，更於 《華夏盃》、《港澳盃》等奧數比

賽取得多個獎項。 

2.英文課程 9 28 0 96% 4,163 0 4,163 生歷奇教育統籌有限公司 參與學生積極參與活動，於運用英語的信心有所

提升。 

3.劍橋英語

考試預備班 

2 16 26 100% 15,050 0 15,050 ABC Pathways School 此技巧班能鼓勵學生追求卓越，為劍橋英語考試

作好準備，展現其英語的水平。 

4.古典詩詞

書畫班 

2 7 18 87% 3,645 0 3,645 顧公勉先生 

(東林教育) 

整體學生對書法甚有興趣且上課認真，藉著書法

班也能提高同學們寫書法的技巧及培養對中國

書法的興趣。 

5.普通話課

程 

4 10 0 96% 4,200 0 4,200 語言通 學生積極參與課堂活動及學習到以普通話說故

事的技巧。 

6.普通話水

平考試費 

2 11 26 100% 9,360 0 9,360 GAPSK 學生在普通話水平測試中表現良好，肯定了他們

的普通話能力。 

7.舞蹈培訓

（包括爵士

舞、拉丁舞） 

7 32 11 91% 4,496.6640 0 4,496.6640 外聘導師 超過90%學生有興趣及投入參與活動，受社會事

件及疫情影響，學生未能參與了校內外演出，欠

缺了舞台表演經驗。 

8.體育課程

(花式跳

繩、籃球、

田徑等) 

10 34 0 93% 4,895.2785 0 4,895.2785 外聘導師 95%學生能投入相關的體育學習活動，發揮了學

生的潛能、團隊合作精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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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音樂課程

包括小提

琴、琵琶/

阮/柳琴、揚

琴、古箏、

二胡、中國

鼓、手鐘等 

6 32 7 91% 

19年10月      

至               

20年7月 

5,208.5240 0 5,208.5240 外聘導師 學生積極及投入參與音樂課程，受社會事件及疫

情影響，學生未能參加相關活動或比賽。 

10.視覺藝

術課程      

2 18 23 85% 5,242.50 0 5,242.50 博研多元智能課外活動中心

有限公司 

學生參與活動的表現投入，部份學生亦能將課堂

內學習到的繪畫技巧應用於視藝課堂之中，部份

作品曾於校內展出。 

11.全年樂

趣班 

35 93 129 98% 40,500 22,500 63,000 博研多元智能課外活動中心

有限公司 

學生積極投入參與各項活動，不同的活動能發揮

學生不同的才能，照顧不同的學習差異，可惜受

社會事件及疫情影響，學生未能參與所有活動。 

12.購買物

資/器材 

0 0 0 0% 22,793.100 0 22,793.10  充足的資源，能有效地發揮學生的潛能。 

合計 82 310 243  總開支 126,623.5665 22,500.00 149,1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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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學校發展津貼計劃檢討報告 
 

本年度目標及 

重點工作項目 

成效 反思及跟進建議 

1.

培養學生多元智能發 

展，發揮潛能 

  

 於課餘及周五活動課開設下列活動，聘請專任導師： 
 中國舞 
 木箱鼓 
 夏威夷小結他 
 中國笛子 
 籃球 
 乒乓球 
 躲避盤 
 戲劇 
 藝術精英 A班 
 藝術精英 B班 
 雜耍 
 扭氣球 
 魔術 
 English Fun(P3-4) 
 English Fun(P5-6) 
 手鈴 
 花式跳繩 

 發掘學生潛能，建立自信 
 透過活動，使學生在德、智、體、群、美得到均衡發

展 
 豐富學習生活，促進學生的身心健康 

 
全學年導師費支出共： 

HK$123,490.00 

 能配合建設體藝校園目標，讓學生展
現潛能，表現自信心：學生表現良
好，個別專組多次參加表演及比賽。
然受停課期影響 

 資源運用得當，對豐富學生學習生
活、發揮學生潛能產生積極作用；專
科教練培訓學生，能為教師創造空
間，亦達致較佳的效果 

 為發展學生各方面的才華，學校還會
持續向康文署、賽馬會等機構開拓更
多資源，使更多學生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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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 教 師 創 造 空 間 

 

聘請教學助理兩名 
 協助處理非教學文書工作及製作全校性的壁報 
 協助教師帶領學生參加比賽及全方位學習活動 
 協助科組整理教材、教具及存檔 
 
全學年薪金及強積金共： 

HK$289,170.00 

 減輕教師工作量，協助教師處理非教學的工作 
 為教師營造空間，減輕各項教具準備及文件工作。 
 協助學生支援組工作，疏理各項行政工作。 

 

 

 能協助教師帶領學生參加比賽及全
方位學習活動 

 能協助各科整理教材教具及存檔 
 能協助教師處理部分非教學的文書

工作 
 能協助大型活動如：家長觀課、校慶

活動及各項典禮的佈置工作 
 有效協助老師進行分組教學，能更有

效地照顧個別差異 
 來年繼續聘用教學助理梳理教學事

務 

 

3.

支 援 在 教 學 上 運 用 

資訊科技  

 

聘請資訊科技統籌員一名 

工作範圍： 

 為所有課室提供多媒體教學設施 

 午膳後及課餘時間開放資訊科技學習室及電腦室供學 

生自學，並提供技術協助 

 攝錄學校活動並存檔 

 有需要時錄影課堂教學，作為課研之用 

 協助老師定期更新學校網頁 

 管理電腦消耗品及軟件 

全學年薪金及強積金共： 

HK$207,900.00 
 支援老師運用資訊科技進行教學 
 維護學校伺服器的系統安全 
 製作及更新學校網頁、管理內聯網及學習網站戶口 
 協助教師製作教學軟件 

、編寫各項管理系統 
 處理 Websams學生資料 

 課堂利用 iPad進行電子學習，資訊科

技助理的協助更能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於午膳及放學後開放電腦室供學生使

用，學生透過更完備的 IT設施尋找學

習資源，自學能力有所提高 

 拍攝學校活動特輯並存檔、適時更新

學校網頁內容，讓持份者更了解學校

近況 

 製作配合 BYOD或電子學習課程的教學

配件 

 為加強學校資訊發放，逐年加強電子

通告發放及加強學校網頁效能，並提

升全校 wifi學習效能，資訊科技助理

的工作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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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財政報告： 
項目名稱 實際開支（$） 

政府撥款 774,983.00 

項目 1支出： 123,490.00 

項目 2支出： 289,170.00 

項目 3支出： 207,900.00 

津貼年度結餘 $154,4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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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姊妹學校計劃津貼檢討報告 
 

本年度目標及 

重點工作項目 

成效 反思及跟進建議 

內地姊妹學校名稱： 

杭州市青藍青華小學 

 

探訪小學 

交流日期： 

2020年 4月 22-25日 

參與者：老師 8人 

        交流大使 40人 

活動： 

1. 師生交流會 

2. 交流大使參與課堂活

動和聯誼活動

(STEM、非遺、體藝課

堂體驗) 

3. 體驗學校設施 

4. 杭州歷史文化考察 

 

預期目標 

1. 認識國家的歷史及文化，體現國家的教育發展，提高國

民身份認同。 

2. 通過和姊妹學校的交流，提升個人自信心及和別人溝通

能力。 

 3. 提升老師、學生對姊妹學校推動 STEM、非遺及體藝課

程的認識。 

監察/評估 

1.教師觀察 

2.學生訪談 

3.學生專題報告 

 

因受冠狀病毒病 2019影響，本年度之姊

妹學校交流無法成行。 

財政盈餘:HK$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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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推廣閱讀津貼報告 
 

本年度目標及 

重點工作項目 

成效 反思及跟進建議 

1.加強正面的校園氛圍  透過推廣主題圖書，配合老師講述故事及定期的圖書

分享，鼓勵學生閱讀及借閱不同類別的圖書。另外，

校園廣佈中英文圖書及書刊，讓學生可隨時随地自行

取書閱讀。 

 

 與學科配合，推行不同形式的閱讀活動及閱讀獎勵計

劃，加強學生從閱讀中思考，擴闊閱讀層面:  

配合科組發展的目標來協助推行跨學科活動，藉著不

同的閱讀獎勵計劃及活動，促進學生自學能力，提升學

生對閱讀的興趣。本年度與各學科的配合頗多，圖書館

支援學科發展的模式已漸見成熟，持續發展將有利課程

發展。 

 

 

學生在書展閱讀有關 STEM 和英文故事

類的圖書;舉辦專題講座，引發及鼓勵

優質閱讀，能提升學生的閱讀成效(歷

程肯定)，包括廣度閱讀、深度閱讀、

自主閱讀及閱讀習慣。因疫情停課關

係，下學期主題書展及專題講座取消。

來年度安排主題圖書展與術科合作，以

體育、音樂和美術圖書為推廣圖書，再

配合紀錄卡換領禮物來提升借閱量，也

藉此擴闊學生閱讀層面。 

 

本年度財政報告： 
項目名稱 實際開支（$） 

政府撥款 41,320.00 

購置實體書 40,027.18 

津貼年度結餘 $1,292.82 

 

 
 



P. 86 

附件八、全方位學習津貼報告 

 
 

 

範疇 活動簡介及目標 成效評鑒 
實際 

開支（$） 

基要學習經歷 

*A *B *C *D *E 

第 1項 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1.1 在不同學科／跨學科／課程範疇組織全方位學習活動，提升學習效能 

1.1.1 

全方位學習周(感恩與承傅) 

 中華文化學習日 

 我們的老友記 

 愛校清潔大行動 

 各級主題活動 

 

透過參與服務、體驗中華文化美

德 (感恩)， 讓學生反思生活行為及態

度， 鼓勵學生多關愛他人，培養正確

的價值觀。  

 

學生從參與各項中華文化

活動、體驗農曆新年各項

傳統節日特色以、參與服

務學習以及籌備與體驗與

老友記的活動中，能反思

傳統美德，培養感恩的良

好情操。 

$73,967.12 √ √ √ √  

1.1.2 

全方位學習周(樂學與創新) 

 動物嘉年華 
根據學生的成長需要，為每個年級創設

富特色主題，並以 Context情境、Role

角色、Task 任務(C-R-T)作為設計基

礎。透過創造真切、有意義的情境作為

導入，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同時讓

學生代入角色，增加學習的投入感，並

以完成任務為目標，進一步提升擁有感

及挑戰性。 

 

 疫情影響，活動被取

消 

0 

√ √ √ √ √ 

 冒險王之旅 0 

 點「紙」咁簡單 0 

 荒島求生記 0 

 行行出狀元 0 

 助人自助樂滿 Fun 0 

   第 1.1項總開支 $73,967.12      

備註 

*A德育及公民教育    

*B智能發展(配合課程)    

*C體藝發展    

*D社會服務    

*E與工作有關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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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活動簡介及目標 成效評鑒 
實際 

開支（$） 

基要學習經歷 

*A *B *C *D *E 

1.2 按學生的興趣和能力，組織多元化全方位學習活動，發展學生潛能，建立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1.2.1 樂趣堂 
 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經歷，擴闊學生視野，讓學生在初

小階段，培養學生正面的學習態度和發展體藝潛能。  疫情影響開班數量，

這兩項活動已經由其

他撥款資助。 

0 √ √ √ √  

1.2.2 

跨課程資

優解難活

動 

 透過一系列跨課程資優解難活動，提升資優學生的學

習動機及探究能力、解難能力。 

 

0 √ √ √ √ √ 

   第 1.2項總開支 $0      

1.3 舉辦或參加境外交流活動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1.3.1 

帶著童書

去遊學—

台北深度

閱讀之旅 

閱 由「童書」 出發，以「深度閱讀」為主題，學生把閱讀

所得與實地考察連結，反思不同生命教育議題—生活藝

術、文化傳統、環境教育。 

 100%教師認同舉辦境

外遊學及交流活動能

讓學生擴闊視野，促

進與別人溝通、協作

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85,638 √ √ √ √  

1.3.2 

日本沖繩

STEM科技

文化交流

團 

透過接觸異國文化，實地探訪及考察，提高學習興趣、擴

闊視野，加強自理能力及提升信心，促進全人發展。 

 受疫情影響，活動被

取消 

0 √ √ √ √  

1.3.3 

行走的課

堂 — 杭

州研學之

旅 

興杭州市姊妹學校進行交流、參觀杭州市歷史及文化古

跡、了解中華文化，促進全人發展。 
0 √ √ √ √  

1.3.4 
新西蘭英

語沉浸及

透過在實際的情境中進行英語學習，寄住家庭、體驗文

化，遊覽當地名勝等，全方位提升學習英語的成效。 
0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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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活動簡介及目標 成效評鑒 
實際 

開支（$） 

基要學習經歷 

*A *B *C *D *E 

生活體驗

之旅 

   第 1.3項總開支 $85,638      

1.4 其他 

跨學科

STEM 

資優學生

觀星體驗

活動 

擴闊學生 的學習經歷，培養對天文的興趣，提升探究力。  $23,600 √ √ √ √  

   第 1.4項預算總開支 $23,600 

   第 1項預算總開支 $183,2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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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項目 用途 預算開支（$） 

第 2項 購買推行全方位學習所需的設備、消耗品、學習資源 

STEM 

教育  
學習資源 

配合科技教育範疇之工程及科學學習內容，增添參考書籍及

添購設備，能豐富學生學習經歷。 

 

$188,851 

體育類  攀石設施、運動用品  增添相關資源，能讓學生發揮全方位學習優勢，展現潛能。 $50,123.57 

藝術類  購買樂器、舞蹈服  
讓學生於課堂中透過實物去體驗及學習運用不同的樂器，藉

以培養學生的音樂才能，並增強舞蹈表演的效果。 
$15,930.34 

交通費用及  

其他  
雜項開支 

各科組於學年內因應新增的全方位學習活動的交通費用及

雜項支出。 
$37,079.80 

  第 2項實際總開支 $291,984.71 

  第 1及第 2項實際總開支 $475,189.83 

受惠學生人數 

全校學生人數︰ 840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840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 100% 

用款細項：HK（$） 

撥款總額 $900,000 

本年度支出 $475,189.83 

賬戶結餘 $424,8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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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PEEGS 中期報告 

 
Grant Scheme on Promoting Effective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in Primary Schools 

Progress Report 

 

 

(A) School Information and Approved Curriculum Initiatives 

Please tick () the appropriate boxes. 

Name of Teacher-in-charge Miss Fok School Phone No. 23493478 

Approved Curriculum Initiative(s) 

 Enrich the English language environment in school through conducting activities* and/or developing quality 

resources* 

  Promote reading* or literacy* across the curriculum 

 Enhance e-Learning 

 Cater for learning diversity 

 Strengthen assessment literacy 

 

Approved Usage(s) of Grant 

 Purchase learning and teaching resources (printed books/e-books/Others* (please specify:_______________) 

 Employ supply teacher(s) 

 Employ teacher(s) who is/are proficient in English 

  Employ teaching assistant(s) who is/are proficient in English 

 Procure services for conducting _______________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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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Self-evaluation of Project Implementation 
Please evaluate your school’s project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the indicators under the 5 key criteria using a 4-point scale

#
.  Indicate the school’s score for 

each criterion by ticking “” the appropriate box and providing full justification of scoring.   
Criteria Indicators 

#
Self-evaluation (Please put a  in the appropriate box.) 

Efficiency 

(Cost-effectiveness: 

production and 

execution of project 

deliverables, 

resources deployment 

and beneficiary size) 

 Deliverables such as learning and teaching 

resources of acceptable quality are produced, 

deployed and used as well as quality English 

language activities are organised as scheduled. 

 Additional resources (e.g. printed/e-books, 

teachers and teaching assistants) are suitably 

deployed to achieve the intended goals. 

 Target groups as stipulated in the approved plan 

have benefitted from the project. 

Yes (Fulfilled)                             

No (Not fulfilled) 

4 3 2 1 

  √  

Justifications: 

Primary 2 

 100% of targeted deliverables produced for Primary 2 and 3. 

 For Primary 2, two units covering 20 lessons were produced. The 

second unit was modified and simplified due to Covid-19. 80% of 

produced deliverables used in English learning and teaching: The first 

unit was successfully delivered. The second unit was only half-done 

due to the school suspension in February and July. 100% of additional 

resource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newly-developed materials in target 

and non-target groups/levels. A classroom assistant was successfully 

deployed to assist teachers and students (especially students with SEN) 

during these lessons. Further additional resources such as books and 

teaching aids were circulated and the released lessons were 

successfully implemented. 

Primary 5 

 50% of targeted deliverables produced in Primary 5:  

- Only one of the two planned units covering 12 lessons was 

produced due to Covid-19. 

 50% of produced deliverables used in English learning and teaching;  

- Only one of the two planned units was delivered due to Covid-19. 

 100% of additional resource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newly-developed 

materials in target and non-target groups/levels. 

- Additional resources such as books and teaching aids were 

circulated and the released lessons of the first unit were 

successfully implemented. 

Primary 1,3 & 4 

 The units which were expected to carry out in 2
nd

 term suspended due 

to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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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eria Indicators 
#
Self-evaluation (Please put a  in the appropriate box.) 

Primary 2 & 5: 

 Most of the Primary 2 and Primary 5 teachers agreed that they 

develope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promoting reading across the 

curriculum and students have improved their reading interests.  

Therefor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new materials was successful in target 

and non-target groups. 

Effectiveness 

(Goal achievement: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language 

skills, teachers’ 

understanding of new 

curriculum 

requirements - Major 

renewed emphases in 

the Updated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
 and use 

of evaluation 

instruments for 

ensuring 

effectiveness) 

 Both observable (such as mastery of target 

language skills) and measurable outcomes (such 

as improvement as reflected by formative and/or 

summative assessment results) are achieved. 

 Teachers demonstrate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new curriculum requirements
+
 in lessons, 

co-planning meetings and material development 

process.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tools are effectively 

deployed for continual course corrections and 

outcome improvement.  

Yes (Fulfilled)                              

No (Not fulfilled) 

4 3 2 1 

 √   

Justifications: 

Most goals were successfully achieved. 

Primary 2 

 Students wer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basic conventions of written 

language. 

 Students could work out the meaning of unknown words, using 

association and pictorial cues. 

 Students could read the text for specific information. 

 Students could understand intention, attitudes and feelings conveyed in 

a text. 

 Students could brainstorm successfully. Teachers could determine 

what pre-existing knowledge the students had on the topic. 

Primary 5 

 Students could work out the meaning of unknown words, using 

association and pictorial cues. 

 Students could read a text for specific information and main ideas. 

 Students could gather information by using strategies such as 

brainstorming and building concept map.  

 Students learnt different formats and language features of different 

genres. 

 Buddy reading session was introduced in the first unit and students 

were able to read their assigned text in pairs and share the text with 

others.  

 Students learnt more about Hong Kong food, places and festival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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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eria Indicators 
#
Self-evaluation (Please put a  in the appropriate box.) 

this unit. 

 Since most of the Primary 5 teachers have a high level of computing 

skills, varied e-tools and e-platforms were used in the first unit such as 

Mentimeter, Popplet, Spark Video, Padlet, Epic! and Kahoot. The 

application of different e-learning resources made the lessons more fun 

and helped students’ concentration and focus. 

 

Some of the goals have not been achieved. 

Primary 2 

 Guided reading was not introduced in the two units since teachers did 

not have enough time to discuss and prepare the lesson plans and 

activities due to the school suspension.  

 Teachers did not spend much time on teach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ideas by identifying cohesive devices; however, all teachers thought 

that this reading skill is essential in this stage. It is suggested that 

teachers modified some of the lessons to spare time to introduce this 

reading skill to students.  

Primary 5 

 Supported reading was planned to introduce in the second DTS unit 

and it will be postponed to the next academic year due to the 

Covid-19. 

 Because of the Covid-19, teachers could not give students a summary 

to deepen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being responsible citizens at the 

end of the unit. The targeted attitudes and values will be explicitly 

promoted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How various types of data (survey/interview/focus group discussion results 

and formative/summative assessment data) are used to guide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e.g. modifying course content or level of difficulty) as well 

as to improve outcomes. 

 Co-planning meetings with the advisory teacher (AT) from NET 

Section were bi-weekly hosted. Teachers and the AT worked well 

together to share information and plan the lessons.  

 Primary 2 and 5 lessons were also observed by the AT and he gave us 

some useful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and helped us further deve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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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eria Indicators 
#
Self-evaluation (Please put a  in the appropriate box.) 

our units in the next semester.  

 The coordinator of Primary 2 & 5 shared the lesson plan,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materials with all English teachers during the interim 

and final panel meetings.  

 Through the effective questioning and daily observation, teachers 

could assess students’ performance and find out the suitability of the 

lesson activities to improve outcomes.  

 Teacher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collect Primary 2 & 5 teachers’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by the end of the school year.  

 Data was not collected after the formative/ summative assessments in 

June due to the sudden school suspension in July.  

Impact 

(Broader and 

longer-term effects on 

curriculum 

enhancement, learning 

atmosphere and 

teachers’ professional 

capacity) 

 Curriculum initiative(s) implemented has/have 

added value to the existing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Curriculum initiative(s) implemented has/have 

fostered a professional sharing culture among 

English teachers, resulting in enhanced 

capacity. 

 The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environment has 

been enriched and students are more motivated 

in learning English. 

 

Yes (Fulfilled)                              

No (Not fulfilled) 

4 3 2 1 

√    

Justifications:  

 The two English panel heads were assigned to involve in either 

Primary 2 or Primary 5. The existing reading curriculums were 

constantly reviewed. 

 The level coordinators also hosted bi-weekly co-planning meetings 

with all target teachers, arranged peer lesson observations with the AT 

and reviewed the units in the regular meetings and post-observation 

meetings. Teachers worked well together to share information and plan 

the lessons. 

 Various types of materials were sourced. 

 Lessons were observed by the AT and teachers of the same level. 

 The programme was reviewed and modified where necessary after the 

co-planning meetings and evaluation meetings. 

 Feedback was collected through discussions and surveys. 

 Professional sharing sessions about the DTS units were disseminated 

in the panel meetings in January and July.  

 All Primary 2 and 5 teachers were encouraged to give suggestions on 

how to improve the units through Google Form at the end of the 

school year and this practice helped teachers to launch the units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more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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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eria Indicators 
#
Self-evaluation (Please put a  in the appropriate box.) 

Relevance 

(Goal alignment) 

 Project goals set are in close alignment with the 

school’s major concerns and teachers’/students’ 

needs. 

 Proper mechanisms (e.g. regular project review 

meetings) are in place to ensure that project 

activities and outpu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overall goal and the attainment of the 

objectives. 

Yes (Fulfilled)                              

No (Not fulfilled) 

4 3 2 1 

√    

Justifications: 

 All goals set were aligned with the school’s major concerns and 

students’ needs. Values and attitudes of each unit were chosen from the 

curriculum guide and incorporated in our school curriculum to 

strengthen students’ positive attitudes. 

 Regular co-planning meetings were held and goals were managed and 

set through discussion and collaboration. 

 Materials were also discussed and changed to accommodate students.  

 Modification will be an ongoing process to keep the resources relevant 

and to consider all students’ specific needs.  

Sustainability 

(Continuation of a 

project’s goals, 

principles, and efforts 

to achieve 

desired outcomes) 

 Newly-developed materials are consistently 

use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approved 

curriculum initiatives and fully integrated with 

the existing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Related students’/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ctivities are conducted after the project period 

for sustaining the benefits obtained. 

Yes (Fulfilled)                              

No (Not fulfilled) 

4 3 2 1 

√    

Justifications: 

 Materials will be reviewed and modified where necessary to take every 

student’s ability into consideration and to keep them relevant. 

 All the teaching plans and resources are saved in the school server and 

all core and supported texts are well-organised and kept in the English 

room to ensure the knowledge and pedagogy acquired during the 

project can be transferred and sustained after completion of th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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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details 

Issues or problems 

encountered during the 

reporting period which have 

impacted on the progress of 

the project and how they 

were/will be dealt with 

 Due to Covid-19, the Primary 5 teachers were not able to plan their second unit with the AT from NET Section and could 

not start their second unit. Primary 5 students also needed to cope with the syllabus and prepare for the final examination 

which had to submit to EDB. A final decision was made not to do it this year. 

 Because of the social distancing restrictions, some of the pair /group works or reading strategies were not able to carry 

out in the Primary 2 unit. The second unit was slightly simplified due to the time constraint.   

Other areas that the core 

team would like to raise 

which are not covered 

above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Covid-19, students are not allowed to share facilities, books and stationery during 1
st
 semester 

of the year 2020-2021. Teachers may need to spend more time on discussing and rethinking the arrangement of the 

planned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the circulation of books for reading activities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Good practices identified  

(if any) 

 

 Teachers were able to work together to develop and execute the new units. 

 The classroom assistant was successfully deployed to assist Primary 2 & 3 students and teachers in their classrooms, as 

well as ass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 resources. 

 New strategies and activities, such as brainstorming and food tasting were successfully implemented during the lessons.  

 More IT elements than expected were introduced in the Primary 5 unit such as Popplet, Mentimeter, Spark Video, Epic!, 

Kahoot, Padlet.  

Successful experience  

(if any) 

 

 The English curriculum was enhanced – students were exposed to different text types. Teachers could focus on content to 

make the lessons interesting for the students. 

 Posters, flipcharts and vocabulary were displayed during the lessons in the classrooms. The visual displays served as 

reference to the students when they had to do their final tasks. 

 Students’ language skills were enhanced, yet more exposure to different texts in English is required for their reading to 

improve. The content was interesting – students were able to focus better and stay on task. 

 There was a lot of focus to create resources for students with lower abilities. 

 Teachers were enthusiastic to co-plan the lessons and create fun and interesting levels for the students.  

 Different e-learning resources were employed to provide more interaction in the les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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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推動中國歷史及文化一筆過津貼計劃檢討及用款報告 
 

甲. 參與計劃目的 

 配合校本需要，舉辦促進學生認識中國歷史及中國文化的校本活動。 

 營造學習中國歷史及文化氛圍，提升學生對中國歷史及文化的興趣和認識。 

 透過多元化活動，欣賞中國優良文化，提升學生國民身份的認同。 

 

 

乙. 推行時段:2017-2018、2018-2019及 2019-2020學年 

 

 

丙. 對象及受惠人數 

 本校全體師生，受惠人數超過 850人 

 本校將計劃照片上載本校校網，讓家長及校外人士均可對計劃有所了解，這部分預算超過 1000人。 

 

 

丁. 統籌教師: 學與教副校長、德公主任。 

   相關科組: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閱讀推廣組及各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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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中國歷史及文化一筆過津貼 

計劃檢討及用款報告（2017-2020） 
(總撥款$100,000.00) 

 

項目 活動內容 監察/評估 成效檢討 推行時期 支出（$） 

一、  

中華詩詞 

導賞班 

 透過專家導師的指導，學生學

習中華古典詩詞的特點及進

行賞析 

 學生以聲情演繹中華詩詞 

 教師觀察 

  學生表現 

 學生訪談 

 會議檢討 

 專家導師有效帶動學生投入詩詞的

賞析 

 學生學習投入、興趣濃厚 

 學生透過自評、互評，強化演說中

華詩詞，效果不俗 

9-12/2017 

 

9-12/2018 

 

9-12/2019 

$13,500.00 

 

$15,000.00 

 

$25,500.00 

二、    

中華文化 

活動日 

 

 透過節日(農曆新年)的慶祝

活動，加深學生對中華傳統歷

史及文化的認識 

 

 多元的活動模式(節慶禮儀、習俗源

由、傳統食物、書法學習等)使學生

加深對農曆新年的傳統及文化的認

識及認同。 

1/2017 

 

1/2018 

 

1/2019 

$4,500.00 

 

$6,000.00 

 

$25,950.00 

三、   

傳統手工

藝、中國歷

史工作坊 

 參與傳統手工藝製作(面塑紙

雕等)認識中華文化 

 學習中國藝術歷史的演變，欣

賞中國優良文化。 

 學生投入參與、興趣濃厚 

 透過學習及體驗，學生反映欣賞中

華文化的優良傳統，並以身為中國

人而自豪。 

4/2017 

 

5/2018 

 

11/2018 

$2,300.00 

 

$1,250.00 

 

$6,000.00 

總支出: 

結餘: 

$100,000.00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