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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年度  中文科  周年工作計劃終期報告 

 

(一) 工作計劃終期報告 

 

目標一：透過多元的學習及評估模式，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培養良好的學習習慣，促進教學的效能。(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策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1 參與教育局的校本支援計劃(三年級) 9/2019 

至 

6/2020 

8/7/2020  由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負責，以協作模式與三年級科任共同發展

校本課程，全年每隔兩個星期的星期三舉行一次共同備課。配合教育

出版社的《我愛學語文》發展三年級中文科的校本課程，發展學生的

自主學習能力。 

 透過共同備課、觀課、教師工作坊、分享會等，推動專業交流和協作

文化。雖然受疫情影響，學校停課，科任老師未能與高級學校發展主

任進行備課會議及觀課活動，但老師能運用相關技巧及模式設計工作

紙。 

1.2  學生能運用自學工具、腦圖及課堂筆記

等進行預習及學習活動，加強自主學習

的能力。 

8/7/2020  老師就各級訂定的自學策略，設計教學活動、預習工作紙及筆記，學

生須符合老師的要求進行自學。老師表示大部分學生都能運用相關的

自學策略完成學習任務。 

 停課期間，學生運用 Google form 和 quizlet 進行預習，上網觀看教學

短片及完成網上功課，老師亦不時鼓勵學生善用筆記進行學習。 

1.3  優化進展性評估模式，以單元形式檢視

學生學習表現，鞏固他們的知識。 

8/7/2020  學生於上學期完成兩次語基及閲讀、一次聆聽和一次説話進評，老師

可評估學生在該單元的學習成效，再作回饋。但由於進行的次數較為

頻密，有時亦與其他科目的進評日子相近或相撞，學生會應接不暇。

科任老師則反映學生於考試前進行説話進評，可給他們一次預試的機

會，改善缺點(如故事內容、聲線、音量、時間控制等)。 

 停課期間，學生進行了一次進展性評估，科任老師於復課後收回進評

卷檢視學生的表現。復課後，四至六年級學生進行了一次前測，科任

老師批改後與學生進行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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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課堂或課業內加入自我評鑑或自我檢

視表。 

8/7/2020 在各級寫作冊及高年級的預習工作紙中加入自我評鑑或自我檢視表，有助 

學生檢查自己在該次練習的表現，唯有些學生會忘記完成，需要老師提示。 

1.5  學生運用 IMovie 進行説話訓練，利用自

我檢視表評估表現。 

8/7/2020  因 11 月社會事件停課關係，令教學時間更加緊迫，因此較少老師安排

學生運用 I-Movie 進行説話訓練。 

 受疫情影響，學校停課，科任老師未能與學生運用 I-Movie 進行説話

訓練，但會運用說話教學簡報訓練他們的説話技巧。 

1.6  運用 AQP 平台分析學生的學習表現，促

進他們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8/7/2020 三年級已進行 TSA 模擬測驗，成績已交由 IT 組作 AQP 分析，並轉交給

科任老師參考，以掌握學生的強、弱項，再作回饋。下學期不會進行 AQP 成

績分析。 

 

目標二：營造不同的學習模式，照顧學生多樣性，提升學習的成效。(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策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2.1 因應學生的學習差異，設計適切的教學

活動，安排學生組內角色，促進生生互

動。 

9/2019 

至 

6/2020 

8/7/2020 老師都能因應學生的能力，在小組活動中安排合適的任務，讓各組員發揮

所長，完成工作。唯復課後因疫情關係，不能安排學生進行小組活動。 

2.2  透過分享外出進修的心得，促進教師專

業發展。 

5/2/2020 三年級科任老師分享參與 EDB 校本支援計劃的得著。 

 

目標三：透過科本閱讀，推展正向教育，強化學生品格強項的元素。(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策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3.1 學生閱讀有關正向教育的圖書或繪本，

培養他們的正向思維。 

9/2019 

至 

6/2020 

8/7/2020 學生借閱關於六個性格強項(喜愛學習、正直、自我控制/自我規範、仁愛與

寬宏、感恩、公正)的圖書，並完成閱讀報告。透過閱讀報告，大部分學生

認同相關圖書或繪本能培養他們的正向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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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報告 

項目 計劃/活動名稱 機構名稱/負責老師 檢討日期 參與人數/獎項/反思(如適用) 

1 網上學習資源/平台 一至六年級科任老師 8/7/2020 上學期中文科網上學習資源包括「智愛學習平台」網上練習、STAR 及

出版社提供的網上平台，老師定期發放練習讓學生完成。停課期間，學

生經常使用 STAR、「智愛學習平台」、Google form 及 Quizlet 進行網上學

習，唯有部分學生未夠主動完成練習。 

2 《童心童趣》教學 三至五年級科任老師 5/2/2020 由於停課後教學時間減少，今年度將暫緩執行這計劃，來年度才繼續。 

3 優質兒童文學導讀 潘燕愉老師及四至六

年級科任老師 

5/2/2020  四年級完成閱讀《甜雨》，大部分學生都能掌握抽取故事重點，達致

學習目標。學生覺得故事內容有趣，大部份都能夠在課堂內完成工作

紙。 

 五年級閲讀《獎賞》。學生未能掌握抽取故事的重點，一般只能理解

故事的表面意義，也有學生理解不到故事的人物脈絡。如多一個教節

進行教學，會更加理想。 

 六年級學生閱讀《十一個小紅帽》。整體學生都理解文章內容，掌握

抽取故事的重點，能因應老師要求完成工作紙。唯不少學生在課堂前

沒有預先閱讀相關的兩個故事，雖然故事內容顯淺簡短，但如能預早

閱讀，可增加閱讀的質素。 

4 第七十一屆香港校際朗誦比賽

(粵語)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

協會、科任老師 

8/7/2020  共有 26 位學生參加粵語朗誦比賽(獨誦)，當中有 6 位學生因流感停

課而協會取消比賽。 

 由三及四年級學生(共 43 人)組成的粵語集誦隊，在比賽中獲得亞軍。

共有 9 位學生獲得優良獎狀，7 位學生獲得良好獎狀，負責老師已將

獎狀頒予得獎學生。 

5 第二十四屆全港中小學中文硬

筆書法比賽 

教協、科任老師 5/2/2020 全校學生於 10 月份參與硬筆書法比賽，各組別首三名學生已獲發校內比

賽獎狀。 

6 學生文章投稿 三至六年級科任老師 8/7/2020 科主席於 12 月份及 1 月份共收集 33 篇學生文章，並透過電郵向公教報

之《喜樂少年》投稿。截至 7 月 8 日，共刊登 2 篇學生文章，相關學生

均獲得價值$40 之書券。 

7 學校網頁文章 二至六年級科任老師 5/2/2020 科主席已收集學生文章，經篩選後上載於學校網站。截至 5 月共上載 13

篇學生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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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家書 訓輔組、一至六年級科

任老師 

5/2/2020 由於取消家長日，科任老師派回學生謄寫完成的心意卡及書信，着他們

送給父母或長輩。 

9 言語治療協作計劃(六年級升中

面試講座) 

言語治療師、梁蓓蓉主

任、值課老師 

5/2/2020  言語治療師於 1 月 3 日為六年級學生舉行「升中面試技巧」工作坊。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98%的學生表示極同意及同意透過工作坊他

們能夠提升説話技巧和表達能力及了解升中面試的形式(個人面試及

小組討論)；93%的學生表示掌握個人面試技巧；81%的學生表示極同

意及同意掌握回應別人的技巧、運用更多不同的語句回應別人及掌握

自我介紹的方法；67%的學生表示極同意及同意掌握小組匯報的方

法。 

 其他意見包括有學生希望多講述小組討論的內容、找同學示範及用英

語回答的技巧。梁姑娘於是次的工作坊中已找不同的學生作示範，即

時糾正學生及教授如何用正確的方法來回答。由於工作坊主要讓學生

知道更多面試時要注意的事項，故主要內容也是以粵語為主，未能提

供英語方面的作答技巧。下年度會建議多講述一些有關小組討論的技

巧。 

10 創意寫作班  張學雯老師、池淑貞老

師 

8/7/2020  逢星期二課後下午 3:30-4:30 進行，共有 17 位學生參加，出席率達

96%。 

 學生於 10 月份參加由語常會舉辦的「趣味漫畫寫故事」寫作計劃。

學生在課堂中進行寫作及欣賞兒童漫畫，並提交了兩篇文章及一幅插

圖參賽， 6B 楊麗嬅獲優勝獎及書券二百元。 

 學生於上學期參加以下比賽： 

 「道地 2019 年全港小學生創意徵文比賽」：6C 吳曼琦獲得優異獎及

書券二百元，其他參與學生每人獲得紀念品一份。 

 「小故事•動人心創作比賽」，舉辦機構於 2 月中公佈獲獎名單，唯未

有學生得獎。 

 大部分學生的寫作能力不太理想，寫作內容平淡，表達情感較弱，欠

缺創意。老師在課堂時指導學生寫作技巧及構思內容的方法，亦與他

們欣賞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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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疫情影響，下學期活動暫停。 

11 自費活動---基礎寫作班 范金環老師、科主席、

機構導師 

8/7/2020  共有 12位學生逢指定的星期六上午 11:15-12:15上課，出席率約 86%。 

 學習能力：整體學生學習能力參差，有些學生表達和組織能力較好，

但有些學生則較多病句和錯別字。 

 學習態度：整體學生的學習態度良好，大部分學生上堂時會主動回答

問題，活動的參與度也高，但也有數位學生態度較懶散。 

 課堂秩序：大致良好，有部分學生在寫作時稍欠寧靜，需要導師提點。 

 因疫情影響，下學期活動暫停。 

12 教學工作坊 EDB、科任老師 8/7/2020 原定於 3 月 16 日，由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主持的閱讀策略工作坊，

因疫情影響而取消。 

13 午息活動 中普科任老師 8/7/2020 上學期共進行了 6 次，於午息時進行攤位遊戲、電腦遊戲、與普通話大

使交談及欣賞影片。低年級學生反應較佳，參與人數較多。因疫情影響，

下學期活動暫停。 

14 中華文化日 李慧玲主任、中普科主

席及科任老師 

5/2/2020 於 1 月 20 日進行是次活動。當天，學生於上午參與攤位遊戲、閲讀中華

文化圖書、製作新春飾物及進行分級活動(填色比賽、揮春設計比賽及毛

筆書法比賽)，於下午到社區會堂欣賞變臉表演。學生積極投入參與各項

活動，六年級學生協助主持攤位遊戲，整體表現不俗。 

15 「保持環境衞生」標語設計比賽 食物環境衞生署、科任

老師 

5/2/2020 科主席挑選 29 份作品參加是次比賽，唯沒有學生獲獎。 

16 「分享愛•情繫三代」全港原子筆

中文書法比賽 

香港仔坊會、四至六年

級科任老師 

8/7/2020 共有 22 位四至六年級學生於 1 月份參加是次比賽，6B 尹智康進入決賽。

但因疫情影響，機構取消決賽，6B 尹智康獲得入圍獎狀。 

17 2019「文藝盃」硬筆･毛筆書法

大賽 

深水埗文藝協會、科任

老師 

5/2/2020 3A 林佳頤、3A 伍子欣及 5C 羅凱允於 10 月 27 日參與決賽，伍子欣獲

得硬筆書法小學初級組優異獎，並已領取獎項。 

18 「活字生香」漢字文化體驗展－

學生體驗活動 

饒宗頤文化館、課程

組、六年級班主任及科

任老師 

5/2/2020 六年級學生分別於 12 月 4 日及 12 日參加是次活動，透過導覽、學習工

作紙及製作民間面具感受漢字之美，了解漢字的千年變化及其影響力。

學生對是次活動感興趣，認真聆聽導賞員講解展覽的內容，用心創作民

間面具。 

 

https://www.facebook.com/sspaa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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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政報告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開支 Expenses 

參考書 配合中文科課程、教學策略或知識，購買相關

的書籍 

$500.00     $762 

作文紙印刷費 用於學生平日作文 $2000.00 $1720.00 

專業發展 配合學校的關注事項，邀請機構舉辦相關的工

作坊 

$2000.00     $0 

第二十四屆全港中小學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報名費---$80(由課程組支付) $0     $0 

補購書商教材 補購科任老師缺漏的教材(由課程組支付) $0     $0 

禮物 配合午息活動及科組活動 $500.00     $515 

文具 本科所需文具 $200.00  $143.60 

Total: $5200.00 $3140.60 

 

 

(四) 小組成員 

組長：張學雯老師 

    組員：李慧玲主任、梁蓓蓉主任、唐芝慧老師、麥素珠老師、何婷婷老師、夏慧明老師、文健雄老師、池淑貞老師、黃紫妍老師、 

          歐陽寶琪老師、温美儀老師、譚美榕老師、鄺偉茵老師、李穎芬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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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English Year Plan Final Report 

 

(1)  Implementation Plan 

 

1. Adopt diversified modes of formative assessment to cater for learners’ diversity(In response to the three-year School Development Plan Major Concern ) 

Strategies / Tasks 
Time 

Scale 

Date of 

Evaluation 
Effectiveness and Reflections 

Promote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in order to identify learner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Adopt four ‘Formative Assessment’ in 

each term.  

9/2019 

| 

6/2020 

3/7/2020  After the first term test and examination, most teachers agreed that with the 

practice of the FAs, most of students showed improvements in the areas of 

‘Language Focus’ and ‘Proof-reading’.  

 Teachers used the FAs as effective tools to identify students’ learning 

difficulties and collect evidence to determine the progress of students’ 

learning.  

 Teachers from P.2-6 used the resulting information to design follow-up 

worksheets to strengthen students’ learning weaknesses and modify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actices before the test and examination so as to improve 

students’ attainment. 

 All teachers agreed that the Fas which included the listening and speaking 

tasks provide a good method of in-progress evaluations of students on the 

above tasks.  

 Due to the school suspension, listening and speaking FAs in 2nd Term were 

cancelled. 

 FAs were sent home for homework during school suspension period. 

 With the experience using the technology in learning English, it is suggested 

that Speaking and Listening FAs can be given as e-assessment in the next 

schoo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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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urture self-directed learning capabilities through setting up writing self-reflection checklist in response to the writing goals 

  (In response to the three-year School Development Plan Major Concern ) 

Strategies / Tasks 
Time 

Scale 

Date of 

Evaluation 
Effectiveness and Reflections 

Set up writing self-reflection checklist in 

terms of : 

Content different aspects of a topic 

Language format and style 

grammatical structures               

cohesive devices 

language of the text 

Organization function of the text 

coherent structure 
 

9/2019 

| 

6/2020 

3/7/2020  According to the inspection of the test and first term examination, students’ 

writing skills were improved.  

 Most students were more willing to attempt the writing tasks in the test and 

examination.  

 In terms of words and content, most P.1-3 students could write  around 

20-40 words, most P.4-6 students could write around 40-80 words. 

 In terms of language, some P.1-6 students have shown significance 

improvement in the vocabulary choice and sentence structures.  

 Most teachers agreed that students have shown what they have learnt in the 

writing lessons.  

 Some P.3-6 students were able to use dialogues to develop the personality of 

the characters and describe the feelings of the characters. They were also 

able to use dialogue words such as ‘said’, ‘asked’ and ‘answered’. 

 It was encouraging to observed that almost 80%  P.3 students used time 

markers to construct a coherent flow in their writing examination.  

 Due to the school suspension, two out of six writings will be finished in the 

second term.   

 

3. Use online platform to facilitate students self-directed learning skills (In response to the three-year School Development Plan Major Concern ) 

Strategies / Tasks 
Time 

Scale 

Date of 

Evaluation 
Effectiveness and Reflections 

Use ‘Google Classroom’ to allow students to 

assume greater  responsibility in their own 

learning. 

9/2019 

| 

6/2020 

3/7/2020  One speaking FA via Google Classroom has been assigned to P.4-6 students 

in the first term. 

 Teachers agreed that the use of technology created more opportunity for 



- 11 - 

 P4 – P6 students upload at least one audio 

clips in each term based on the speaking 

tasks on the GEB or Dictation Revision. 

 P4 – P6 students upload at least one 

speaking FA for marking in each term 

students to practice their speaking skills outside the classroom. 

 Students were able to receive teacher’s feedback and advice through Google 

Classroom so as to advance their performances.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speaking assessment conducted in the 

classroom, the use of online tool has greatly enhanced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quality. 

 However, teachers faced difficulties in engaging students to use google 

classroom because of the shortage of hardware.  

 Some students were lacking of parental support and supervision nor the 

access of IT tools to finish the Speaking FA at homes. 

 Due to the school suspension, only P.5 and P.6 students had tried the 

speaking FAs.  It is suggested to reinforce students’ ability in using 

technology in the next school year.  

 

4. Promote positive education to enhance students’ confidence in learning English(In response to the three-year School Development Plan Major Concern ) 

Strategies / Tasks 
Time 

Scale 

Date of 

Evaluation 
Effectiveness and Reflections 

Adopt selected character strengths into the 

theme of English Thursday Morning 

Assembly. 

 Love of leaning 

 Honesty 

 Kindness 

 Self-regulation 

 Fairness 

 Honesty 

 Gratitude 

9/2019 

| 

6/2020 

3/7/2020  During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 teachers designed some Q&A to check 

the understanding of students.  

 It is observed that, around 30% students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Q&A 

session.   

 Google form will be designed to collect the feedback of the students about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message delivered in the morning assembly in the 

second 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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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nstant Work Plan 

Item Strategies / Tasks 
Person/people in 

charge 

Date of 

Evaluation 
Effectiveness and Reflections 

Curriculum 

1 PLPR/W Programme Mrs Iris Wong 

Ms Annie Feng 

3/7/2020  The PLP-R/W lessons for P1-3 students finished in the first term. There were 

not any PLPR/W lessons in the second term due to the school suspension. P1 

to P3 children worked very hard this year to learn phonics, sight words, and 

reading skills through various learning activities.  

 STEM reading materials were added into the PLPR/W lessons to promote 

RaC in the first term.  

 Teaching videos about phonics, sight words and story were made and 

delivered to students during the school suspension period. 

 NET supported the P.1-3 writing lessons after class resumption. 

Competition & Activity 

1 Solo Verse Speaking 

Training 

English Panel 3/7/2020  56 students joined the 70th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Competition) 

 1 student received the First Runner-up 

 1 student received the Second Runner-up 

2 Choral Speaking Ms Catherine Ho 

Ms Tess Hung 

3/7/2020  21 students received the Certificate of Merit in the 71st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Competition) 

 The choral speaking group received the Certificate of Merit. 

3 Puppetry Competition Ms Annie Fen 

Ms Helen Kwong 

3/7/2020  There were too many teams in the Puppetry Competition this year. Our 

school failed to participate the competition this year. 

4 Writing Competition Mrs Iris Wong 

Ms Tess Hung 

3/7/2020  Most of the titles of the writing competitions were not suitable for our 

students’ abilities. No students joined the writing competition. Some P6 

students joined the English Quiz Competition organized by St. Teresa 

Secondary School but it was cancelled due to the school suspension. 

5 Handwriting Competition Mrs Iris Wong 3/7/2020  All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calligraphy competition organized by the ix 



- 13 - 

Ms Tess Hung P5 students entered the Inter-Primary Schools English Calligraphy 

Competition organized by Hong Kong Professional Teachers’ Union. 

6 Pizza Express Visit Mrs Iris Wong 3/7/2020  It was cancelled due to the school suspension. 

7 SCOLAR-Drama Fun By 

CUHK 

Mrs Iris Wong 3/7/2020  It was cancelled due to the school suspension. 

8 Mei Ho House Visit Mrs Iris Wong 3/7/2020  It was cancelled due to the school suspension. 

Language Rich Environment 

10 ECA –Jolly Party Ms Fanny Lo 3/7/2020  P1&2 students were chosen to join the Jolly Party to learn English through 

songs and actions during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sessions. 

11 ECA - Cooking Ms Karen Kwok 3/7/2020  Students were very interested in joining the cooking lessons. They also wrote 

some recipes after they made the food. 

12 ECA – English 

Ambassadors 

Ms Annie Feng 

Ms Helen Kwong 

3/7/2020  Their objectives are to gain confidence through conducting various language 

tasks, and to promote the use of English in our school.  In the first term, they 

produced games for the Lunch Booth during lunch recess on Thursdays. 

13 ECA – Pak Tin Smart Kids Mrs Iris Wong 

Ms Annie Feng 

3/7/2020  There were 20 children in this class.  Each child learnt and acquired the four 

language skills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through various 

language tasks.  They performed a drama in the lessons. 

14 ECA-Storytelling Ms Kayla Lam 3/7/2020  Teacher shared story in the lessons. 

15 ECA – Little Journalists Ms Tess Hung 3/7/2020  They interviewed teachers and produced videos to practice their interview 

skills. 

16 ECA – Phonics Ms Miranda 

Yuen 

3/7/2020  Teacher reinforced the phonics students have learnt in the lessons and used 

Kahoot to enhanced their learning interest. 

17 ECA – Be  a YouTuber / 

MC training 

Ms Kimi Fan 3/7/2020  Students used i-Pads to make videos and conduct interviews. 

18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 

(Thursdays) 

All English 

Teachers 

3/7/2020  Morning Assemblies were organized to promote positive education in the 

first term. It was cancelled in the second term due to the school suspension. 

19 Story Angel (Thursdays) Ms Annie Feng 3/7/2020  P.4-6 classes were invited to English Room for the Story Angel session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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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term.  It was cancelled in the second term due to the school 

suspension. 

20 Mobile Library (Thursdays) Mrs Iris Wong 3/7/2020  Disneyland Study Tour was organized for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and 

students with outstanding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English on 24th June 

2019.  

21 Reading Buddies 

(Thursdays) 

Ms Tess Hung 3/7/2020  P.4-6 students read stories to P.1-3 students during Morning Assemblies on 

Thursdays. 

22 Lunch Booth Games 

(Thursdays) 

Mrs Iris Wong 

Ms Annie Feng 

3/7/2020  All students were welcomed to join the Lunch Booth Games this year.  

23 Post-exam Activities- 

English Day 

Mrs Iris Wong 3/7/2020  It was cancelled due to the school suspension. 

Enhancement and Enrichment 

24 Leap Class Ms Catherine Ho 

Ms Kayla Lam 

Ms Karen Kwok 

Ms Kimi Fan 

3/7/2020  There were four classes from P.2-P.5. 

25 Saturday English Class 

(Phonics, Speaking, 

Grammar, Pre S1 

Preparation & Cambridge 

YLE) 

All English 

Teachers 

3/7/2020  Synergy Education Provider Company Ltd. was chosen to provide Saturday 

English Classes for P1-6 students. 

 Phonics and Story (P.1 - 2) 

 Speaking and Story (P.3 – 4) 

 Pre-S1Preparation and Interview Skills (P.5 - 6 ) 

 Cambridge Young Learners-Starter (P.1 - 2) 

 Cambridge Young Learners-Mover (P.3 - 4) 

 Cambridge Young Learners-Flyer(P.5 - 6) 

 Grammar (P.4) 

 Grammar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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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mmar (P.6) 

 There were twelve classes in the first term. The classes in the second term 

were cancelled due to the school suspension. 

26 Pre-S1 Interview Training P.6 English 

Teachers 

3/7/2020  P.6 English teachers taught the Pre-S1 Interview Booklet in November and 

conducted a mock interview for students. 

E-learning 

1 Longman Elect Web-site Mrs Iris Wong 

Ms Catherine Ho 

3/7/2020  The web-site was linked to the school web-site to provide convenient access 

for students. 

2 Google Classroom Mrs Iris Wong 

Ms Catherine Ho 

3/7/3030  A workshop was held in August about uploading audio files into Google 

Classroom.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1 AQP Data Analysis All English 

Teachers 

3/7/2020  AQP Data Analysis was done. For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Final Report. 

2 Test and Exam Evaluation All English 

Teachers 

3/7/2020  Test and Exam Evaluation were done in the first 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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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udget 

 

 

 

 

 

 

 

 

 

 

 

 

 

 

 

 

 

 

 

 

 

 

 

(4) Team members 

Chairperson: Mrs Iris Wong 

Members: Ms Kayla Lam, Mr Philip Wai, Ms Karen Kwok, Ms Jenny Chong, Ms Tess Hung, Ms Miranda Yuen, Ms Karena Li, Ms Helen Kwong, 

Ms Kimi Fan, Ms Catherine Ho, Ms Elaine Chan, Ms Fanny Lo, Ms Divian Wong, Mrs Joei Chan, Ms Annie Feng 

 for Financial 

Team 

Item Description Budget Approved 

Reference Books / Teaching Aids Teacher’s reference books / teaching aids $1,000.00 $147 

Language-rich Environment Materials Display materials & English Day resources $3,000.00 $0 

Printing and Stationery PLP-R learning materials (e.g. group work materials, name tags and 

reading bags) and stationery 
$5,000.00 $6,534.55 

Teaching Materials Teaching materials and online basic teaching & learning support materials 

for the 2019-2020 school year (Pearson) (Paid by Curriculum team) 
$650.00 $0 

Membership/ Subscription Fee English calligraphy competition (Paid by Curriculum team) $40.00 $0 

Reading across Curriculum Materials 

(Classroom reading ) 

STEM related or other reading materials  
$10,000.00 $23,022.8 

Services Activities to be organized for recognizing students’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English 
$10,000.00 $0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raining workshops for teachers $500.00 $0 

Learning Apps Purchase English learning apps from Apple Apps Store $1,000.00 $0 

Stationery Stationery for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and daily teaching (e.g. box files 

for filing and writing portfolios, markers) 
$1,000.00 $0 

Furniture Furniture for English Room $0 $7,040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English Puppetry materials  $1500 $2,596 

Total : $33,650 $39,34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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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年度  數學科  周年工作計劃終期報告 

 

(一) 工作計劃終期報告 

 

目標一：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培養學生良好的學習習慣。(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發展策略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1 加強預習制度，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整合自主學習技巧及科本特色架構，建立

有系統、全校式的自主學習能力訓練架

構，並於不同年級中推展。   

 配合自主學習能力訓練架構設計預習家

課，並能在課堂上應用預習材料。 

9/2019 

 至 

7/2020 

7/7/2020  已建立全校式的自主學習能力訓練架構，部份年級已於相關

課題加入自主學習技巧如樹狀圖、時間線等，並於工作紙或

筆記上呈現，期望下學期其他年級亦能運用相關策略。   

 根據各級備課文件，各級皆有按課程需要設計預習課

業，如資料搜集、前測、預習課題等，學生亦能就預習課業

對課題提升興趣及認知。 

1.2 透過課堂學習活動，指導學生自學策略和技

巧，培養學生養成的自學習慣。 

 透過課堂學習活動，指導學生運用自學工

具，腦圖、筆記等，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

能力(學習技巧、思維技巧) 

 以單元形式編訂學習重點筆記，並適時教

授學生摘錄筆記的技巧，以培養學生自學

(摘錄筆記)的習慣。 

 根據各級備課文件，部份課題能配合自主學習能力訓練架

構，讓學生自主學習，惟普遍學生學習動機較弱，宜從多方

面提高學習動機，如網上資源、生活應用和趣味性等。   

 四年級「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支援計劃中利用思

維工具解答四則應用題。 

 各級每單元都有學習重點筆記，並要求學生適時摘錄筆記。  

從收集的學生筆記，可見筆記使用仍有優化空間。 

 

目標二：營造多元學習模式，照顧學生多樣性。(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發展策略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2.1 四年級參加「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

支援計劃。 

 透過校外專業支援，就小班教學、照顧個

別學習需要及正向教育作優化。 

9/2019 

至 

7/2020 

7/7/2020 四年級以四則應用題作切入點，透過分步列式的策略，幫助學生

處理較複雜的應用題。支援計劃人員已到校進行五次會議，並於

6月 24日進行觀課及評課會議，並於 6月 29日完成總結會議。 參

與老師表示計劃有助不同能力學生掌握解答四則應用題技巧，惟

因疫情關係，未能按原定計劃在課堂進行有關教學，只能於復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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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以鞏固形式作加強訓練。 

2.2 建立教師學習社群，引進照顧學生多樣性的策

略，並分享心得，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每次科會均邀請最少一位科任分享一個

課堂有效照顧學生多樣性的策略，或分享

外出進修心得。   

第二次科會由揭冠凌老師分享新課程銜接的學習重點，第三次會

議由四年級科任分享照顧小班教學支援計劃中的照顧學生個別學

習需要的策略。 

2.3 優化共備流程，提升教師在課堂上照顧學生學

習多樣性的能力。   

 聚焦分享教學，設計能照顧學生學習差異

的課堂教學活動，針對培養學生生生互動

與分享等多元化的學與教策略。 

 

 根據各級備課紀錄，老師皆能利用新的備課表，分享學習難點及

相關教學策略，亦能就生生互動建議不同的教學活動，惟就照顧

學生學習多樣性的能力方面的建議有待加強，建議可在小組學習

上及分層工作紙作優化。 

 

目標三：運用多元化評估模式，以推動學生自我完善，進一步提升學習效能。(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發展策略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 3.1 發展促進學習的評估，讓學生調節學習方法及

步伐，以提昇學習效能。   

 各級增設進展性評估，包括紙筆及實作評

估，每學期四次，其中最少一次是實作評

估，以了解學生學習進度及適時回饋   

9/2019 

至 

7/2020 

7/7/2020  科任普遍同意四次進評做到了適時回饋、提昇學習效能   

 由於每次評估範圍較少，對學生壓力較小，學生樂於參與   

 實作評估能考核學生紙筆以外的數學能力，如量度、拼砌組合等

能力 

 下學期因疫情關係，實作評估將於試後進行。 

2. 3.2 運用自我評鑑或自我檢視表，培養學生的自我

反思能力。   

 於進展性評估加入各個學習重點，讓學生

自我檢視表 

 科任普遍認同進評卷上的自我評鑑表，有助學生了解學習目標，

家長亦能了解子女對是次評估課題的學習情況  

自我評鑑表結合成擬題表，提升評估效度，讓學、教、評更能聚

焦。 

3. 3.3 善用網上評估分析平台，診斷及分析學生學習

能力，給予適切回饋及支援。   

 運用 AQP 作成績分析，分析三年級學生

學習表現、檢視學生的強與弱，並訂定改

善及提升教學的策略。 

1/2020 7/7/2020  三年級已完成 TSA 的往年其中一份試卷，並以此數據輸入 AQP

系統作分析，惟因疫情停課關係，未能適時就學生強弱作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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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評估   

項目 計劃/活動名稱 機構名稱/負責老師 檢討日期 參與人數/獎項/反思(如適用) 

1 數學日 數學科老師 7/7/2020 因疫情關係取消 

2 數學自費班及課後解難班 揭冠凌老師、黎文燦

老師、外聘導師 

5/2/2020  本年度課後解難班五年級由校外導師授課、六年級由黎文燦老師

及揭冠凌老師負責。學生參與積極投入，惟對參與比賽積極性

低，老師需個別邀請及鼓勵。   

 數學自費班上學期高中低年級各開設一班，學生反應理想，對導

師教學普遍滿意，同學反映程度合適。 

 本學年下學期因疫情停辦課後活動及周六自費活動，經檢視上學

期導師表現，決定來年將與供應商續約一年。 

3 校內活動： 

數學閱讀   

STEM DAY   

午間活動 

數學科老師 7/7/2020  數學日因疫情關係取消，數學閱讀將改為每班訂購一套十本的數

學圖書 ，並可長期存放各課室。 

 STEM DAY 因疫情關係取消  

 午間活動逢星期一舉行，老師會提供智力遊戲讓學生參與，學生

表現投入。 

4 校外比賽 揭冠凌老師 7/7/2020 因疫情及社會事件關係，大部份比賽取消，本年度學生只參與華夏

盃，成績亦因疫情而延遲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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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政報告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開支 Expenses 

參考書 配合數學科課程、教學策略或知識，購買相關

的書籍 

$500.00     $222 

數學科教材 課堂教學使用 $2000.00 $393.2 

奧數教材 配合課後奧數班的教學使用 $2000.00     $1092.00 

午間活動 午間活動使用 $1000.00 $594.00 

Total: $5200.00 $3140.60 

 

 

(四) 小組成員 

組長：揭冠凌老師 

    組員：陳靜儀主任、黎文燦老師、林匯森老師、倫穎儀老師、區永剛老師、陳啟邦老師、陳耀明老師、白臻誠老師、黃敏怡老師、 

          鍾兆權老師、葉曉豐老師、黃家輝老師、呂子姬老師、李健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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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年度  常識科  周年工作計劃終期報告 

 

(一) 工作計劃終期報告 

 

目標一：運用不同的學、教、評策略，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策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1 配合課程組之自主學習能力訓練架構，每

級滲入高階思維十五式元素，以發展學生

自主學習的能力 

9/2019 

至 

7/2020 

8/7/2020  透過檢視共同備課紀錄，以及觀察學生課業表現，每級上學期已經設

計最少四次高階思維十五式工作紙，而每單元最少一次利用十五式摘

錄筆記，反映及紀錄於學生工作紙及筆記簿上。 

 由於疫情停課關係，下學期高階思維課業已經設計及完成兩次，以騰

出時間完成課程。 

 在全校學生問卷調查中，74%學生認為能運用思考工具進行自主學

習。從學生課業上的表現，顯示出高年級學生開始熟悉地運用思考工

具作歸納及分析所學知識，發展高階思維。 

1.2 每級滲入 STEM 教育學習活動，以發展 

學生綜合解難的能力 

透過檢視共同備課紀錄，以及觀察學生課業表現，每級上學期已安排實踐

一次 STEM 單元教學，詳情列於下表：  

年級 主題 相關課題 進度 

P1 紙杯傳聲筒 五官感覺 已完成 

P2 紙環飛機 自製玩具 已完成 

P3 風向儀 天氣的預測 已完成 

P4 自製過濾器 水 已完成 

P5 電路小玩意 簡單電路 因疫情停課而取消 

P6 羅馬砲台 簡單機械 因疫情停課而取消 

 下學期將會安排每級進行另一次 STEM 教育學習活動，以及 STEM 嘉

年華活動。但由於疫情停課關係，下學期取消，以騰出時間完成課程。 

 在全校學生問卷調查中，62%學生認為在 STEM 學習中能運用綜合解

難能力。從學生課堂及課業表現，顯示出學生能有效運用綜合解難能

力，學生亦表現出對 STEM 單元教學內容感到非常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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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加入自我評鑑活動，以培養學生的自我反 

思能力 

  

 科任均利用教科書每單元後的自評表進行自我評鑑活動，自評表包括

該單元的知識、技能及態度，讓學生能透過自我評鑑活動，反思自己

的學習表現，了解自己的不足進而計劃如何改善自我。 

 在全校學生問卷調查中，56%學生認為透過完成自我評鑑表，提高自

我反思能力。下學年應繼續推行此計劃。 

1.4 加入進展性評估，以幫助學生掌握學習重 

點，提昇學習效能 

 透過檢視共同備課紀錄，以及觀察學生的表現，每級上學期已安排進

行不少於四次進展性評估，包括 1-2 次實作評估，以幫助學生掌握學

習重點，熟習不同類型的題目，提昇學習效能，而科任亦能即時收集

數據，針對學習難點再作出指導。 

 由於疫情停課關係，下學期取消，以騰出時間完成課程。 

 

目標二：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關心時事的態度。(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策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2.1 加入時事分析及剪報課業，以發展學生

明辨性思維，及培養學生關心時事的態

度。 

9/2019 

至 

7/2020 

8/7/2020  一至三年級：上學期已經設計及完成最少四次時事分析課業，學生逐

漸熟習及能獨自完成課業。 

 四至六年級：上學期已經設計及完成最少三次時事分析及最少一次剪

報課業，學生對剪報課業較難掌握，科任須花更多時間進行指導及展

示佳作作分享示範。 

 由於疫情停課關係，下學期時事分析課業已經設計及完成兩次，而剪

報課業取消，以騰出時間完成課程。 

 在全校學生問卷調查中，65%學生認為能透過時事分析課業，培養關

心時事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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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評估 

項目 計劃/活動名稱 機構名稱/負責老師 檢討日期 參與人數/獎項/反思(如適用) 

1 每級進行專題研習及外出考察，以發

展學生不同的共通能力 

常識科科任 8/7/2020 本學年的外出考察與專題研習主題互相配合，並於 5 月 6 至 8 日進

行，各級將到不同地點進行考察，然後回校進行專題研習工作。各級

已為外出考察地點及專題研習主題作討論及準備，詳情列於下表： 

年級 主題 外出考察地點 

P1 遊公園 香港動植物公園 

P2 識飲識食、惜飲惜食 惜食堂粒粒皆辛館 

P3 香港旅遊好去處 香港海洋公園 

P4 香港今昔之衣食住行玩 香港歷史博物館 

P5 中國傳統建築及香港歷史文化 屏山文物徑 

P6 生涯規劃 (4/2020) 
歷奇活動日營 

(21/4/2020) 

由於疫情停課關係，下學期活動取消。 

2 於午膳時段觀看「午間新聞」，以培

養學生關心時事的態度 

陳啟邦老師、班主任 8/7/2020 逢星期一午膳時段進行，1-6 年級各班使用投影機直播午間新聞，以

培養學生關心時事的態度，使學生對本港時事多點關注。大部分班別

也能於午膳時間觀看 NOW 新聞台的 12:30 午間新聞直播，讓學生可

多留意時事新聞。唯上學期大多關於社會事件，低年級未能以批判思

維作分析。由於疫情停課關係，下學期活動取消。 

3 於早會時段向全校進行「常識時事分

享」，以培養學生關心時事的態度 

陳靜儀主任、 

常識科科任 

5/2/2020 已編排一至六年級各科任負責一次時事分享早會，學生參與表現踴

躍，亦能提高學生對時事的觸覺。有獎問答遊戲方面，四至六年級利

用 google form 作問答遊戲的回覆，而一至三年級仍沿用紙張回覆，

反應不俗。由於疫情停課關係，下學期活動取消。 



- 24 - 

4 配合環保校園小組所舉辦之環保活

動，以培養學生愛護環境的價值觀 

常識科科任 8/7/2020 環保校園小組於本學年舉辦了不同的環保活動，讓全校學生一同參

與，詳情列於下表： 

項目 主題 對像 

1 綠色中秋 1-6 年級 

2 課室廢紙回收箱 1-6 年級 

3 校園齊惜福 聯課活動-環保小組 

4 一人一花展覽 1-6 年級 

5 環保旅行日 1-6 年級 

學生反應較上學年投入，來年可加強宣傳。由於疫情停課關係，下學

期活動取消。 

5 於七月試後活動向高小舉辦「常識時

事問答比賽」，以培養學生關心時事

的態度 

陳啟邦老師、 

陳靜儀主任、 

麥素珠老師 

8/7/2020 由於疫情停課關係，下學期試後活動取消，以騰出時間完成課程。 

6 小一及小二的學生透過生活技能學

習及評估，發展學生的自理能力 

陳啟邦老師、 

鄺淑玲老師(上)、 

麥素珠老師(下)、 

唐芝慧老師、 

林衍婷老師 

8/7/2020 由於疫情停課關係，下學期試後活動取消，以騰出時間完成課程。 

7 安排小六學生參觀立法會綜合大樓

或相關講座，提供全方位學習經歷 

陳啟邦老師、 

鍾兆權老師 

8/7/2020 因立法會大樓暫停進行教育活動，所以取消活動。 

8 安排小五學生參觀香港太空館及天

象廳，提供全方位學習經歷 

陳靜儀主任、 

白臻誠老師 

8/7/2020 計劃於 2 月 27 日進行，但因停課而取消活動。 

9 安排午間活動，提供全方位學習經歷 陳靜儀主任、 

鄺淑玲老師、 

麥素珠老師 

8/7/2020 由課程組中央編排科任負責，活動包括：攤位遊戲、編程遊戲、自理

能力攤位。由於疫情停課關係，下學期午間活動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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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政報告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開支 Expenses 

參考書資料 參考書籍及教具 $3,000.00 $120.00 

文具 文具 (書釘、寶貼、過膠片) $300.00 $190.95 

教師專業發展 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 $0.00 $0.00 

活動支出 

常識時事分享 

專題研習及外出考察 

STEM 教育學習活動 

校外比賽物資 

常識時事問答比賽 

午間活動 

$1,000.00 

$700.00 

$3,000.00 

$1,500.00 

$500.00 

$1,000.00 

$0.00 

$0.00 

$2,142.50 

$0.00 

$0.00 

$0.00 

 Total: $11,000.00 $2,453.45 

 

 

(四) 小組成員 

 組長：陳啟邦老師 

 組員：陳靜儀主任、唐芝慧老師、麥素珠老師、溫美儀老師、阮玉娟老師、譚美榕老師、黎文燦老師、池淑貞老師、林衍婷老師、 

呂子姬老師、鄺淑玲老師、郭穎欣老師、李健文老師、倫穎儀老師、區永剛老師、葉曉豐老師、白臻誠老師、林滙森老師、 

黃敏怡老師、陳耀明老師、鍾兆權老師、揭冠凌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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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年度  宗教科  周年工作計劃終期報告 

 

(一) 工作計劃終期報告 

 

目標一：加入校本特色，持續內化天主教教育五大核心價值，以正向價值為基礎，讓師生從經歷中認識並建立自己的品格強項。 

(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 

 策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1 1.1 舉辦宗教日，以不同活動培養學生的正

向價值觀及健康身心靈。 

 邀請天主教相關機構，為學生舉行

以宗教為基礎的生命教育講座，以

加強學生對生命的正向價值觀。 

 邀請宗教書籍書商到校舉辦書展，

以提升學生閱讀宗教書籍的興趣。 

2/2020 

至 

7/2020 

14/7/2020 - 因疫情嚴重而停課關係，本年度宗教日取消。來年將於校慶祈禱禮後舉行。 

1.2 2. 《一級一聖人》及天社倫教學活動 

 認識聖人，設計《一級一聖人》宗教

活動。選擇聖人時會加入校本特色，

配合六個美德，互相掛鉤，發展成可

持續使用的聖人教學項目。 

 以天社倫為基礎，結合宗教與社會的

關係，讓學生獲得宗教知識的同時，

能運用天主教社會倫理分析社會事

件。 

11/2019 

至 

5/2020 

14/7/2020  本年度一級一聖人活動由牧民助理周曉晴負責授課，科任老師在班內協

助看管秩序。活動由上學期開始，各班進行一次。宗教組於學期初已訂

出各級聖人，簡介活動已於上學期開始，由牧民助理及科任老師互相配

合，牧民助理透過人物簡介、影片及問答遊戲讓學生初步掌握何謂天主

教聖人的概念，學生於問答環節中積極回應，亦能正確回答大部份問題。 

 下學期活動因停課關係而順延至復課後進行，次數修訂為一至三年級一

節，四至六年級兩節。根據觀察，大部份同學對聖人知識有興趣，於課

堂參與踴躍。 

 天社倫課程將於下年度正式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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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3. 在課室內設置代禱角 

 本年度開始每個課室內增設代禱

角，以推動代禱文化並提供機會讓

學生練習寫禱文，讓學生寫上日常

感恩或需要代禱的事件，並在班中

分享，科任老師可自訂每月代禱主

題並指導學生寫禱文，啟導學生正

向成長及互相關心，寫好的禱文可

貼到代禱角上。 

9/2019 

至 

7/2020 

14/7/2020   宗教科任老師於課堂內教導學生撰寫祈禱文，內容可包括為同學、家人

或社會。同學完成後可將禱文貼在壁佈板上的代禱角。根據觀察，大部

份班別的學生曾在課室代禱角寫上日常感恩或需要代禱的事件，各班學

生樂意參與代禱，祈禱內容亦很多元化，包括為同學、老師、家人以至

香港社會代禱，可見科任老師已能漸漸引導學生培養為別人代禱的習

慣。 

 就宗教組於學期初提供的祈禱便利貼，有低年級科任反映便利貼的尺寸

較小，低年級同學較難書寫，建議科任可準備大一點的祈禱紙供學生使

用，來年可優化代禱角及祈禱紙的設計。 

 

(二) 恆常工作報告 

項目 計劃/活動名稱 機構名稱/負責老師 檢討日期 參與人數/獎項/反思(如適用) 

1 開學祈禱禮 陳伊鈴老師、衛鎮國老師、 

牧民助理 

11/2/2020 透過問卷調查，超過 95%老師認為是次開學祈禱禮令學生認識到締造

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學生認識到要懂得和別人和平共處，將耶穌給我

們的愛帶給他人。 

2 金句講解及信仰分享 牧民助理、校長 11/2/2020 透過觀察，大部分學生都用心聆聽，能適時給予回應，表現投入專注，

故學生普遍對聖人的事蹟與德行有了認識，平常於課堂中亦能把聖人

與其代表的美德配對。金句學習方面，大部份學生於宗教科評估中能

夠配對金句與相應的生活實踐，顯示學生理解如何可在日常生活中做

到節制的美德。 

3 早會祈禱 牧民助理 14/7/2020 透過觀察，學生都用心聆聽同學的禱文，用心誦唸經文，向天主和聖

母禱告。大部份領禱生每天都會準時和認真地在早會上分別運用粵

語、普通話或英語帶領全校祈禱及誦唸經文，除小部份低年級同學需

多加練習外，大部份領禱生表現自信，能凝聚學校宗教氣氛。 

4 播放聖歌 校長、陳伊鈴老師、 

衛鎮國老師、牧民助理 

11/2/2020 透過觀察，學生比較喜歡唱一些節奏較為明快的聖詠，本年度更揀選

了兩首英文聖詠《Give Thanks》及《Jesus Loves Me》，學生都有投入

欣賞及詠唱聖歌，尤其二、三年級同學表現甚佳，活動普遍能夠帶動

宗教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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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午間福傳活動 

(宗教室) 

牧民助理 11/2/2020 午間宗教活動多元化，包括分享宗教故事、電影欣賞、宗教遊戲及手

工藝等。透過觀察，同學踴躍參與宗教室活動，並且願意將手工藝製

成品送給他們關心的人。本年度學校使用新的午息活動時間表，學生

初時未能適應，後來熟習後有改善。大部份到宗教室的學生來自一年

級。 

6 科本閱讀計劃 宗教科科任 11/2/2020 得圖書科主任配合，把圖書館十二月的推介閱讀主題定為宗教書籍，

加上宗教科任老師於閱讀早會落力向學生推介了數本宗教讀物，故學

生借閱宗教書籍的數量有相應提升。 

7 生命教育工作坊 梁蓓蓉主任、 

公教婚姻輔導會 

14/7/2020 因應宗教日改期關係，生命教育工作坊亦需於復課後再作安排。 

8 校際朗誦節 陳伊鈴老師、衛鎮國老師、 

李穎芬老師、李翠珊老師、 

黃敏怡老師 

11/2/2020 讓學生透過朗誦天主教經文，認識聖經、認識天主。是次比賽有 17 位

同學參與，由於發生社會事件，主辦單位取消部份日子的比賽，有 2

位同學受影響，比賽結果留待 3 月公佈。 

9 基督小先鋒 陳伊鈴老師、衛鎮國老師、 

牧民助理 

11/2/2020 截至上學期完結（由三年級至六年級）共有 20 位基督小先鋒團員。透

過觀察，團員於活動中表現良好，於校內宗教活動中提供禮儀服務，

更於小一百日宴前幫忙準備禮物，他們非常積極參與活動。 

10 耶穌小勇兵 李翠珊老師、牧民助理 11/2/2020  透過觀察，同學投入活動，懂得天主愛我們，賜與我們一個美好

的世界，並懂得讚美天主的恩賜，低年級同學表現活潑。 

 停課前已完成兩次完整的循環，分別是 2C 班及 2D 班。 

 第一循環的內容包括禱文創作、煉靈月介紹、煉靈月影片欣賞、

將臨期介紹、將臨環製作及祈禱等等。 

 第二循環的內容包括天主奇妙的創造、創世紀故事分享、諾厄方

舟製作、大象和飛鳥摺紙製作等。 

11 明愛獎券及聖方濟各堂獎券 陳伊鈴老師、衛鎮國老師、 

黃敏怡老師、牧民助理 

11/2/2020 本年度老師及學生繼續踴躍購買明愛獎券，體現關愛近人的精神，共

售出 1000 張明愛獎券（學生 825 張，教職員 175 張）。由於本年度聖

方濟各堂暫停舉辦嘉年華會，故未有出售堂區獎劵。 

12 玫瑰月結束 

祈禱禮 

陳伊鈴老師、衛鎮國老師、 

牧民助理 

11/2/2020 透過觀察，大部份學生投入祈禱禮，並對神父的講道有興趣，感受深

刻。部份老師反映受到場地限制而阻礙視線，少部份學生未能於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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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內專注。 

13 宗教課玫瑰經祈禱 陳伊鈴老師、衛鎮國老師、 

牧民助理 

11/2/2020 透過科任老師觀察，大部份學生更深入的認識和體會玫瑰經祈禱，特

別是牧民助理利用問答環節讓學生對玫瑰經有更深刻的了解。老師同

意早會玫瑰經祈禱符合學校辦學宗旨，並有助提升學校於玫瑰月的宗

教氣氛。 

14 早會玫瑰經祈禱 陳伊鈴老師、衛鎮國老師、 

牧民助理 

11/2/2020 98%老師同意是次祈禱會有助提升學校的宗教氣氛。 

宗教課玫瑰經祈禱，透過問卷調查，98%學生同意是次祈禱讓他對玫瑰

經祈禱有更深入的認識和體會。92%學生同意是次祈禱讓他感受到平安

和寧靜。 

15 聖誕報佳音 音樂科代表老師、牧民助理 11/2/2020 由於接連發生社會事件，學校基於對學生外出時的安全考慮，故決定

取消本年度的幼稚園報佳音活動。 

16 聖誕祈禱禮 陳伊鈴老師、衛鎮國老師、 

牧民助理 

11/2/2020 透過觀察，大部份學生都投入祈禱及投入慶祝，達到把耶穌誕生的喜

訊傳送給同學的目標。 

17 全校老師靈修日 課程發展主任、陳伊鈴老師、 

衛鎮國老師、牧民助理 

11/2/2020 100%教師同意/非常同意是次活動能讓他們透過認識聖神果子，增加自

我認識與認同。100%教師同意/非常同意是次活動中，公教老師能有效

地帶領同事進行各項小組活動。於個別回覆中，同事表示欣賞宗教科

老師的充足準備，帶領活動時很順暢；亦有同事認為所選電影十分感

動，如分享時間更長會更好。 

18 校慶感恩祭 陳伊鈴老師、衛鎮國老師、 

牧民助理 

11/2/2020 由於教育局就新型肺炎疫情嚴峻宣佈停課，原訂於 2 月 11 日舉行的校

慶感恩祭已取消，而是否會改期及改為祈禱禮形式於校內進行則需於

復課後視乎情況再作決定。 

19 學生靈修講座 陳伊鈴老師、衛鎮國老師、 

牧民助理 

14/7/2020 學生靈修講座原訂邀請靈火文化鋒哥哥到校作主題分享，並以四旬期

運動「瞎子去了，洗了，回來就看見了」為題，活動對象為三至五年

級學生。 

由於停課關係，活動取消。下學年將會視乎情況繼續舉辦。 

20 愛心午餐活動 陳伊鈴老師、衛鎮國老師、

范金環老師、牧民助理 

14/7/2020 學校本年度原訂繼續參與奧比斯舉辦的蒙眼午餐活動，讓同學透過蒙

眼體驗培養學生關愛他人的精神及學會珍惜食物的重要。 

由於停課關係，活動取消。下學年將會視乎情況繼續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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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巴斯卦羊捐款 天主教四旬期運動籌備委員

會、陳伊鈴老師、衛鎮國老

師、李穎芬老師、牧民助理 

14/7/2020 由於停課關係，活動取消。下學年將會視乎情況繼續舉辦。 

22 四旬期苦路祈禱 14 處 

1.早會苦路祈禱 

2.宗教課苦路祈禱 14 處 

陳伊鈴老師、衛鎮國老師、 

何潔瑩主任、牧民助理 

14/7/2020 由於停課關係，苦路祈禱由校長於停課期間錄製苦路短片，讓學生能

在網上認識苦路祈禱。 

23 天主教香港教區宗教教育獎 六年級宗教科任 14/7/2020 本年度獲獎學生共 4 名：6A 關沛東、6C 余欣桐、6D 朱倬輝、6D 李咏

嵐。 

24 宗教戲劇課 宗教科科任老師、鄺偉茵老

師、牧民助理 

14/7/2020 上學期宗教戲劇課因停課關係需要改期，將於復課後改於下學期宗教

日內進行。 

但因疫情停課關係，下學期宗教戲劇課取消。 

25 公教老師靈修聚會 陳伊鈴老師、衛鎮國老師、

牧民助理 

14/7/2020 因疫情停課關係，復課後課時緊逼，因此取消是次活動。 

26 朝聖 陳伊鈴老師、衛鎮國老師、

牧民助理、全體公教老師 

14/7/2020 因疫情停課關係，復課後亦避免人群聚集，因此取消是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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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政報告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開支 Expenses 

參考書籍 1. 宗教科課程發展參考書及光碟 

2. RME 網站資源年費 

$800.00 

$500.00 

$352.80 

$500.00 

靈修及公教老師進修 1. 學生靈修(神師車馬費) 

2. 教師靈修(神師車馬費) 

3. 全校教師靈修(神師車馬費) 

4. 公教老師進修 

2019-2020 年度天主教學校宗教教育支援同行計

劃—範疇 1 

$500.00 

  $500.00 

$500.00 

$1,000.00 

$4,600.00 

$0.00 

$0.00 

$0.00 

$880.00 

$4,600.00 

基督小先鋒及耶穌小勇兵 1. 基督小先鋒活動費用 

1. 活動材料費 

2. 基督小先鋒Ⅱ區聯校活動費用 

3. 報佳音禮物(約320位幼稚園學生) 

4. 基督小先鋒暑期福音營導師費用 

耶穌小勇兵活動材料費 

 

$1,000.00 

$800.00 

$3,000.00 

$1,500.00 

$500.00 

 

$264.00 

$600.00 

$0.00 

$0.00 

$200.00 

活動支出 1. 玫瑰月祈禱禮獻花 

2. 校慶祈禱禮 

 獻花 

 獻金 

朝聖活動 

 車費(公教老師及基督小先鋒家長、耶穌小勇

兵家長、基督小先鋒、耶穌小勇兵) 

 朝聖活動捐獻 

 朝聖活動紀念品 

神父禮物 

$300.00 

 

$500.00 

$1,000.00 

 

$1,600.00 

 

$1,000.00 

$500.00 

$500.00 

$25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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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 公教婚姻輔導會《愛與生命》教育課程費用 $2,000.00 $0.00 

宗教日活動 宗教日活動獎品 $1,000.00 $0.00 

福傳活動 宗教室福傳活動 $1,000.00 $1680.00 

公教報及喜樂少年 1. 全年訂閱 3 份公教報 

全年訂閱 16 份喜樂少年（小三至小六課室讀物） 

$630.00 

$2,000.00 

$630.00 

$1,920.00 

文具 文具 $150.00 $110.60 

其他 宗教科活動、用品及福傳物資 $1,000.00 $681.00 

Total: $28,380.00 $12,668.40 

 

 

(四) 小組成員 

組長：陳伊鈴老師 

組員：王敏儀副校長、何潔瑩主任、梁蓓蓉主任、范金環老師、鄺偉茵老師、區永剛老師、黃敏怡老師、衛鎮國老師、李穎芬老師、 

李翠珊老師、黃家輝老師、李健文老師、周曉晴牧民助理 

 

  



- 33 - 

2019/2020 年度  普通話科  周年工作計劃終期報告 

 

(一) 工作計劃終期報告 

 

目標一：提供多元化的學習途徑，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推動學生自主學習。(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 

 策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2.1 1.1 3.1 推廣「esmart」自學平台，安排學生於午

息活動時進行「esmart」(活動進行的第

一個月)，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 

10/2019 

至 

5/2020 

30/6/2020 由於普通話課隔週進行，老師難有充足時間跟進學生的網上練習，學生亦

易忘記有此自學平台，因此 10 月份的午息活動時段的電腦自學遊戲暫停，

只安排學生登上「esmart」學習平台，起初學生使用此網站的人數比去年有

所增加，但至學期中段，或因重新加入電腦自學遊戲，令「esmart」使用人

數回落。由於學生於停課期已習慣透過校網取得自學資源，因此建議下年

度把部份「esmart」網上資源下載，直接存放於學科網頁，學生無需連上出

版社網站，便可直接使用有關資源進行自學。 

1.2 豐富普通話午息活動內容，增加「普通 

話 FUN FUN 日」以多元化及更有趣的

活動吸引更多學生參與，以提高學生學

習普通話的興趣。 

上學期曾經為低年級進行了一次「普通話 FUN FUN 日」，由老師於台上主

持普通話遊戲，學生參加問答，並能獲取小禮物以資鼓勵。學生反應踴躍，

積極回答問題。 

1.3 利用網上資源，於午息活動時段播放內 

容輕有趣的普通話影片，提高學生對學

習普通話的興趣。 

根據現場觀察，學生非常喜歡觀看影片，安排的兩排座椅常常滿座。另外，

學生可以隨個人喜好自行選擇參與攤位遊戲、進行網上自學或觀看影片，

午息活動顯得活潑多元，能提升學生對學習普通話的興趣。 

  

目標二：培養學生的正向思維及健康身心靈，共建和諧校園。(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 

 策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4.1 2.1 訓練「普通話大使」於午息活動中帶領 

同學參與活動，透過彼此的互動，內化 

5.1 學生關愛別人及積極服務的正向思維。 

10/2019 

至 

5/2020 

30/6/2020 由於專責老師於上學期產假，普通話大使改由數位代課老師進行訓練， 

因老師轉換頻繁，本屆大使起初的表現有點鬆散，例如未弄清楚剛位，幸 

好有部份大使去年曾參與本活動，且主動填補新任大使的不足，帶領及指 

導新伙伴主持攤位，且續漸培養出彼此的默契，不單令活動能順利進行， 

學生亦能彼此互動，內化關愛別人及積極服務的正向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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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利用六個星期的午息活動時段，播放「六

個性格強」影片，培養學生正向思維。 

上學期播放了關於「喜愛學習」性格強項的影片，根據觀察，學生都留心

觀看影片，反映他們都認同影片內容。由於下學期因疫情停課，餘下五個

性格強項的影片未能播放，將安排於 2020-2021 年上學期續播放。 

 

(二) 恆常工作報告 

項目 計劃/活動名稱 機構名稱/負責老師 檢討日期 參與人數/獎項/反思(如適用) 

1 第七十屆香港校際朗誦比 

賽（普通話）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本校普通話老師 

30/6/2020  本年度共有 19 位學生參加獨誦比賽。由於社會事件，主辦機構取

消了部份比賽，最後只有 3 位學生能如期參賽，並獲得「優良」

成績。參賽學生於小息時段進行預演，有助加強學生出賽的信心。 

 在參賽前，本校老師給予學生適切的指導，使學生對普通話朗誦

的認識及提升朗誦技巧。 

2 小學普通話水平考試 

(19 年 10 月及 20 年 3 月考

期) 

香港理工大學 30/6/2020  共有 14 位學生參加 10 月份考期，在考期之前已跟他們作備試訓

練。但因社會事件，原定 10 月 6 日的考試取消，並改於 11 月 3

日及 17 日兩天進行。原來有 14 人參與，改期後只有 12 名學生出

席考試，當中 8 名學生取得 B 級成績，3 名 C 級及 1 名 D 級。 

 基於公眾安全考慮，主辦單位取消了 3 月份考期。 

3 英普點唱機 夏慧明老師、文健雄老師 

30/6/2020 

 10 月份及 12 月份如期進行了兩次英普點唱機活動，兩次活動分別讀出

五、六年級的點唱紙。學生期待英普點唱機時段，當聽到自己認識的

老師或同學的點唱時，表現特別興奮。 

4 全港青年普通話朗誦比賽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 30/6/2020 由於疫情關係，有關活動取消舉行。 

5 普通話午息活動 中普科任老師 
30/6/2020 

上學期共進行了 6 次，於午息時進行攤位遊戲、電腦遊戲、與普通話

大使交談及欣賞影片。低年級學生反應較佳，參與人數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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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政報告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開支 Expenses 

普通話活動物資 3. 獎勵物資(文具等小禮物) 

4. 活動制作物資 

$1500.00 $173.2 

教具及參考資料 1.   影音資料 

2.   參考書籍 

3.   消耗品 

$500.00 $0.00 

印刷本及網上教學資源 教學資源(由課程發展支付) $0.00 $0.00 

Total: $2000.00 $1826.80 

 

 

(四) 小組成員 

組長：夏慧明老師 

組員：唐芝慧老師、文健雄老師、温美儀老師、麥素珠老師、譚美榕老師、鄺偉茵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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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年度  視覺藝術科  周年工作計劃終期報告 

 

(一) 工作計劃終期報告 

 

目標一：持續完善校本單元課程，培育學生自主學習及評賞藝術作品的能力，培養學生良好的學習素質。(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 

 策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6.1 1.1 7.1 各級在各單元加入多元「預習家課」，

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培養學生良好

的學習素質。 

9/2019 

至 

7/2020 

13/7/2020  為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在各級重點單元加設以學生為本、多元

及能引起學習動機的「預習家課」，如搜集材料、利用網上平台搜圖、

預習工作紙或草圖設計等，讓學生訂立其學習目標和提升學習動機。

大部分學生能積極參與預習活動，高小學生對網上預習家課大感興

趣，從而提昇學生主動學習及運用資訊科技進行學習的能力。 

 由於肺炎疫情停課，正副科主席需為小五學準備教學短片。這些教學

短片成為了復課後的預習家課，學生在家觀看教學短片，教師在課堂

上能加快進度，課業中能反映這些預習活動有助促進學生學習成效。 

1.2 優化評賞活動，加強學生對視覺藝術知

識的認識。 

 各級重點單元加入相關的評賞問題，以提升評賞活動質素。大部份學

生能積極回答問題，有部份學生更能運用視覺藝術詞彚作答，表現十

分理想。 

 除了評賞藝術家作品外，本年度小四至小六加入學生自評及互評部

份，讓學生評核自己或同儕作品能否緊扣學習重點，從而鞏固學生對

視覺藝術的認知。大部分學生能認真審視自己及同儕的作品，給予恰

當的回饋，亦能解說佳作如何緊扣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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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透過視藝成果展，為學生建立均衡的生活方式，提升個人自信。(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 

 策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8.1 2.1 9.1 透過校內展覽，提升學生的美術欣賞能

力。 

9/2019 

至 

7/2020 

13/7/2020  為了增加學生展示和互相評賞作品機會，各課室外牆設有展示作品橫

額，供科任老師展示學生平面作品之用，並作定期更換，盼能高度展

示學生作品及提升學生欣賞美術的能力。而各班最優秀的作品，則上

傳至校網，供家長及更多學生觀賞。 

 本年度各級均有製作聖誕作品，供內操場的聖誕佈置之用，大大增加

了學生評賞作品的機會，也令學生提升對美術欣賞的能力。 

 本年藝術小組協助設置內操場裝置藝術，更邀請不同班別一起進行圓

圈畫創作，令更多學生作品能得以展示及增加對校園的歸屬感。 

 

(二) 恆常工作報告 

項目 計劃/活動名稱 機構名稱/負責老師 檢討日期 參與人數/獎項/反思(如適用) 

1 小四綜藝課程 小四科任 13/7/2020 因肺炎疫情而停課，小四綜藝課程暫緩一年。 

2 家長日作品展覽 視藝科老師 13/7/2020 因肺炎疫情而停課，上學期的家長日作品展以網上形式進行。 

3 視藝展 視藝科老師 13/7/2020 因肺炎疫情及空間有限，下學期視藝展未能進行。 

4 聖誕飾物設計裝置 視藝科老師 13/7/2020 本年度各級均有製作聖誕作品，供內操場的聖誕佈置之用。聖誕作

品於內操場、正門、及課室外牆作展示，增加學生的自信及成功感，

同時亦邀請藝術尖子為全校進行佈置。 

5 運動會場刊封面設計 視藝科老師 13/7/2020 1 月 15 日前已印製場刊封面設計內容，透過班主任派發，2 月中收

回並進行篩選。 

因運動會取消，運動會場刊封面設計未能進行。優秀作品已以智多

星蓋章作獎勵。 

6 畢業禮場刋封面設計 何麗妮老師 13/7/2020 6 月 12 日前已印製場刊封面設計內容，透過班主任派發，6 月 26 日

收回並進行篩選。由 6B 楊舜傑以電腦繪圖製作場刋封面勝出。 

7 輕黏土班 盧楚銳老師 13/7/2020 有 10 名小一及小二的學生參加輕黏土班，出席率理想，學生投入課

堂，作品亦見進步。導師教學用心，作品題材多元化， 與負責老師

有緊密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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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學期所有自費活動已取消，所有課堂將安排於 2020-2021 年度上

學期進行。 

8 水墨畫班 盧楚銳老師 13/7/2020 有 13 名小三及小四的學生參加水墨畫班，出席率理想，學生投入課

堂，作品亦見進步。導師教學用心，畫作題材多元化， 與負責老師

有緊密聯絡。 

下學期所有自費活動已取消，所有課堂將安排於 2020-2021 年度上

學期進行。 

9 塑膠彩畫班 盧楚銳老師 13/7/2020 因報名學生不足，塑膠彩畫班未能開辦。 

10 藝術小組(A-C 班) 盧楚銳老師、 

何婷婷老師、 

黃紫妍老師  

13/7/2020 上學期各藝術小組主力協助設置內操場裝置藝術及聖誕佈置。 

下學期因肺炎疫情而停課，藝術小組課後活動取消。 

11 聯課活動 黃紫妍老師 13/7/2020 上學期高小聯課活動"藝術者"有 12 名學生參加，涉及的藝術媒介包

括塑膠彩、立體卡製作及紮染，學生享受其中。 

因復課後半天上課，聯課活動取消。 

12 拔尖指導及賽前培訓 視藝科老師 13/7/2020 各科任老師均於課堂上個別指導尖子及作提名學生參加繪畫比賽。

藝術小組負責老師亦集中培訓各級表現優秀的學生。 

13 喜樂少年投稿 黃紫妍老師 13/7/2020 已安排老師於七月尾投稿喜樂少年。 

14 神父/嘉賓禮物 倫穎儀老師、 

林衍婷老師 

13/7/2020 上學期的神父禮物包括開學祈禱禮的立體天使卡、玫瑰月祈禱禮的

三角插天使及聖誕祈禱禮的聖家塑膠彩畫。 

下學期三角插天使已安排小六學生製作，方便於畢業禮上致送。 

畢業禮亦會致送立體卡給校監及捲紙作品給主禮嘉賓。 

15 內操場裝置藝術 視藝科老師 13/7/2020 本年藝術小組協助設置內操場裝置藝術，更邀請不同班別一起進行

圓圈畫創作，令更多學生作品能得以展示。作品收集後，由正副科

主席進行安裝。 

16 訂購壁佈紙 洪雅文老師 13/7/2020 上學期初已購入較種磅數的壁佈紙，顏色更多元化，供老師使用。 

17 訂購佈置物資 盧楚銳老師、 

黃紫妍老師 

13/7/2020 全年各活動及佈置所用的物資均由正副科主席作訂購，如拔尖培訓

物資、推廣活動物資、內操場裝置藝術及聖誕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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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整理視藝科剩餘物資 視藝科老師 13/7/2020 科任老師需派回剩餘物資，除了用具，黑白畫紙或與畫紙大小相約

的色紙。 

 

 

(三) 財政預算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開支 Expenses 

用具 視藝課教師用具、裝置用品及教具 $4,000.00 $2,581.32 

參加比賽 車費及物資 $5,000.00 $3,941.50 

展示學生作品用壁紙 展示作品用具 $2,000.00 $1,973.00 

恆常美化校園環境用品 氣球及相關佈置用品 $3,000.00 $915.80 

視藝展 設展物資 $2,000.00 $970.00 

內操場裝置藝術 製作用品及設置 $2,000.00 $1,843.80 

total:         $18,000.00 $12,225.42 

 

 

(四) 小組成員 

     組長：盧楚銳老師  

     組員：黃紫妍老師、何婷婷老師、何麗妮老師、洪雅文老師、鄺淑玲老師、林衍婷老師、阮玉娟老師、倫穎儀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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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年度  音樂科  周年工作計劃期終報告 

 

(一) 工作計劃期終評估 

 

目標一：營造多元學習模式，照顧學生多樣性，令學生盡展所長。(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發展策略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1 一至六年級運用資訊科技進行音樂學習。 9/2019 

至 

7/2020 

14/7/2020  各年級善用資訊科技進行音樂教學，於今年疫情期間，老師拍攝影片教

導學生登入學習平台步驟，共有 39 人利用網上學習平台完成自學課業練

習。 

1.1 1.2 於午息活動，舉辦「白天小舞台」及「牧童

笛挑戰賽」，讓學生盡展音樂才能。 

 上學期原定於十一月舉辦 4 次午息活動，因受社會事件影響及停課安

排，最後分別於 11 月 6 日及 11 月 27 日舉辦音樂午息活動，當中分為兩

個部分，一是白天小舞台，二是音樂活動攤位。白天小舞台先後有 7 位

同學表演，表演樂器包括鋼琴、小提琴、小吉他；亦有同學於台上自彈

自唱，從老師觀察，學生能藉着小舞台發揮音樂潛能，增強學生自信，

而觀賞的同學亦能培養欣賞別人的態度，下學年可繼續推行。而音樂活

動攤位方面，舉行了‘牧童笛挑戰站’，學生選取不同的程度的曲目作挑

戰，挑戰成功後會獲得智多星獎勵，從老師觀察，學生積極參與挑戰，

下學期將探討於早會前進行活動之可行性。80%參與學生投入參與午息

活動的表演，80%學生同意午息活動能展現音樂才能。 

 受疫情停課影響，下學期午息活動取消。 

2.1 1.3 優化四年級綜合藝術活動，透過戲劇、音樂、 

3.1 視藝結合，培養學生的創造力。 

2/2020 

至 

7/2020 

 音樂科於是次跨藝術活動中，舉行舊曲新詞親子創作比賽及自製樂器。

於舊曲新詞親子創作比賽方面，四班四年級就着表演劇目「夜之精靈」

的四幕表演定下不同主題，並以四年級學過的歌曲作創作。各幕主題及

所用歌曲如下： 

 主題 歌曲 負責班別 

第一幕 守望相助 一粒米 4A 

第二幕 寬恕 歌聲音韻滿路途 4B 

第三幕 合作 紅彩妹妹 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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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幕 悔悟認錯 採蓮謠 4D 

 是次的創作活動，學生展現其豐富創作力，而所創作的作品，歌詞除了

能與音樂配合外，所創作的作品大多貼近主題要求。 

 受疫情停課影響，四年級綜合藝術活動取消。 

4.1 1.4 於五、六年級加入電子學習單元，增加學生

學習音樂趣味，並提供平台展示學生音樂創

作及成就，提升學生自信，培養正向思維。 

4/2020 

至 

6/2020 

14/7/2020  原定安排於四月至六月份舉行的電子學習單元，受疫情停課影響取消。 

 

目標二：培養正向思維，讓學生學習音樂樂在其中。(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發展策略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2.1 

增 

舉辦「白天音樂日」，為學生提供演出機會，

強學生的信心。 

6/2020 14/7/2020  原定安排於六月份舉行的「白天音樂日」，受疫情停課影響取消。 

 

 

(二) 恆常工作報告 

項目 計劃名稱/課程 機構名稱/負責老師 檢討日期 參與人數/獎項/反思(如適用) 

1 初小合唱團 白臻誠老師、莊婉珍老師 14/7/2020 參與人數 39 人；主要包括一至三年級，學生投入訓練，一年級同學需要

更多時間訓練音準、音色、呼吸、姿勢等。初小合唱團訓練時間由聯課

活動時間延伸到課後，今年大部分同學於兩段時間都留在一起訓練，改

善了以往聯課活動後便要離開，影響進度的情況。演出及比賽如下： 

- 於 12 月 20 日參與聖誕聯歡表演 

- 於 2 月 12 日參與校慶表演（受疫情停課影響取消） 

- 於 3 月份參與學校音樂節比賽（受疫情停課影響取消） 

2 無伴奏合唱團 歐陽寶琪老師、外聘導師    14/7/2020 參與人數 14 人；學生投入訓練，老師正訓練二部合唱及流行曲，稍後會

進行三部會唱，並預備兩首作下學期表演，演出及比賽如下： 

- 於 12 月 20 日參與聖誕聯歡表演 

- 於 2 月 12 日參與校慶表演（受疫情停課影響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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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手鐘班 李慧玲主任、外聘導師 14/7/2020 參與人數13人，主要是二、三年級學生，演出及比賽如下： 

- 於四月份參與聯校音樂大賽（受疫情停課影響取消） 

4 中國鼓隊 莊婉珍老師、外聘導師 14/7/2020 參與人數 13 人；學生投入訓練。 演出及比賽如下： 

- 於 3 月份參與「香港敲擊樂大賽」（受疫情停課影響取消） 

5 e-樂團 李健文老師、白臻誠老師 14/7/2020 參與人數 10 人；主要是四至六年級同學，學生利用 ipad 創作樂段。 

6 與普、英文科合作於午膳時

間舉行午間廣播 

音樂科科任 14/7/2020 由 11 月開始於每月的最後一個周三輪流播放普、英點唱歌曲，讓同學互

表關懷的心意。 

7 參加坊間團體舉辦音樂會 音樂科科任 14/7/2020 受社會事件影響，原定 11 月 29 日，六年級學生參與賽馬會音樂教育計

劃取消。 

 

(三) 財政預算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開支 Expenses 

參考資料 樂譜、音樂教學光碟 $500.00 $307.00 

樂器 樂器(手鐘) $35000.00 $21235.00 

鋼琴調音 305 及 607 室共 2 部鋼琴 $1400.00 $0.00 

文具 音樂科文具 $100.00 $344.10 

禮物 音樂科禮物 $800.00 $1180.00 

保養樂器配件 吸濕器：5 套 x$30 $150.00 $0.00 

校際音樂節 車費及報名費(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支付) $0.00 $0.00 

培生教材費 印刷本及網上教學資源 $0.00 $0.00 

帶隊車費 老師帶隊比賽 $50.00 $0.00 

中國鼓班課程費用 課程費用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支付 $30000.00 $0.00 

手鐘隊課程費用 課程費用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支付 $20000.00 $0.00 

無伴奏合唱團課程費用 課程費用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支付 $25000.00 $0.00 

 total: $38000.00 $2306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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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組成員 

組長：白臻誠老師 

組員：李慧玲主任、莊婉珍老師、張學雯老師、李健文老師、歐陽寶琪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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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年度  體育科  周年工作計劃終期報告 

 

(一) 工作計劃終期報告 

 

目標一：透過課程更新整合，以分析學生學習能力，給予適切回饋及支援。(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發展策略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1 根據課程發展處指引(2017)，重新整理第一學

習階段（基礎活動）的課程進度，讓學生在完

成第一學階段後，能在基礎活動及體育遊戲中

展示熟練的基礎活動技能。 

9/2019 

至 

6/2020 

13/7/2020 科任老師能根據課程發展處指引(2017)完成教學計劃； 

各年級的教學計劃中，每個教學單元都包含不同的共通能力。 

 

目標二：鼓勵學生自發參與各項活動，提升對體育活動的興趣，促進身心靈健康。(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發展策略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2.1 逢周五進行午息體育活動。鼓勵同學多參與各

類型活動，以提高對體育活動的興趣。 

9/2019 

至 

6/2020 

13/7/2020 同學踴躍參與活動，經科任於課堂調查，高年級同學愈七成曾參

與午息體育活動。低年級則參與人數較少，主要原因為低年級用

膳午時間較長。 

2.2 加設「課前伸展操」，讓校長及全校師生於早

會集隊前一同進行伸展運動。 

上學期能夠做到早會時全校師生參與，下學期因要控制社交距離

的關係而未能進行。 

 

目標三：透過加設體育大使，培養學生責任心及自信心。(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發展策略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4. 3.1 5. 為各校隊挑選兩位隊長同時作為本校體育大      

6. 使。協助進行各項校內體育活動(例如：班際比

賽、清晨體能訓練、早操、午息體育活動、運

動會等)，培養學生主動幫助同學的習慣，促進

身心靈健康。 

9/2019 

至 

6/2020 

13/7/2020 每校隊均選出兩位隊長，主要於周五午息活動進行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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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報告 

項目 計劃/活動名稱 機構名稱/負責老師 檢討日期 參與人數/獎項/反思(如適用) 

1 校隊訓練： 

1. 乒乓球、足球、羽毛球、 

2. 籃球、標準舞、田徑、 

3. 花式跳繩、小型網球、 

4. 網球、HipHop 街舞、 

單輪車、舞獅隊、中國舞 

體育科老師及外聘導師 13/7/2020 老師為學生提供課後訓練，學生表現積極投入，比賽結果詳見《學生

校外比賽獲獎紀錄》 

 

 

2 親子運動日 體育科老師 02/2020 學生、家長及老師均投入參與活動，雖未能租用社區合堂場地，但過

程中大家互相溝通和聯繫，表現興奮。惟因部分活動組與組之間太擠

逼，可能比較容易出現意外，故此來年設計活動時須特別關注。 

3 班際球類比賽 

1. 乒乓球、羽毛球、足球 

體育科老師 13/7/2020 原訂於測驗後安排時間進行班際足球比賽，但因測驗取消關係，班際

足球比賽亦同時取消。班際乒乓球及羽毛球比賽亦因停課關係而取消。 

4 第二十一屆學校運動會 體育科老師 13/7/2020 原定預 2 月 28 日深水涉運動場舉行，但因停課關係而取消。 

5 校本體格及體適能測量優

化計劃 

體育科老師 13/7/2020 因優化計劃只能在上學期進行，故未能收集下學期體適能數據作比對。 

本考慮將各年級不同項目次數最多者，列入龍虎榜，並於操場內展示。

但因停課關係，未能收集數據，故取消計劃。 

6 清晨體能訓練 體育科老師 13/7/2020 逢星期一、二及五早上 7:45 開始。由於本年度實行高、低年級隔週到

內操場進行活動，所以人流較上年鬆動。 

6 月復課後因控制社交距離關係未能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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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務報告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開支  Expenses 

活動支出 

 

1. 運動員註冊費 

2. 比賽報名費 

3. 運動會(租場及雜項) 

4. 場地租賃費 

5. 羽毛球教練費（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14,000.00) 

6. 足球教練費（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14,400.00) 

7. 乒乓球教練費（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12,000.00) 

8. 花式跳繩教練費（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18,750.00) 

9. HipHop 舞教練費（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25,000.00) 

10. 男子籃球教練費（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16,000.00) 

11. 國際標準舞教練費（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15,000.00) 

12. 網球教練費（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20,000.00) 

$1,500.00 

$6,500.00 

$6,500.00 

$3,000.00 

- 

- 

- 

- 

- 

- 

- 

$728.00 

$3,440.00 

$1,010.00 

$1,054.00 

獎品 校內球類比賽獎牌 

（親子運動日、乒、足、羽、運動會、班際比賽） 

$9,500.00 

 

$720.00 

體育用品 1. 購買消耗性體育用品 

2. 訂購球衣或隊服 

$10,000.00 

$3,000.00 

$7,200.00 

比賽日支出 1. 九西田徑比賽租車費 

2. 其他校外比賽車費 

3. 比賽日學生午膳支出 

$2,000.00 

$500.00 

$2,000.00 

$1,400.00 

 

$1,768.00 

Total:        $44,500.00 $17,320.00  

 

 

(四) 小組成員 

組長：葉曉豐老師 

    組員：區永剛老師、林滙森老師、陳耀明老師、黃家輝老師、呂子姬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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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年度  普通電腦科  周年工作計劃終期報告 

 

(一) 工作計劃終期報告 

 

目標一：教授學生善用資訊科技，促進學生鞏固及延伸學習。(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發展策略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1 於二至六年級教授免費的軟件(Google Doc、

Google Slides 、  Google Form 及 Google 

Sheet)，讓學生熟悉 Google 平台操作。 

9/2019 

至 

7/2020 

30/6/2020 已完成教授免費的軟件，六年級學生利用 Google Doc 完成個人學

習歷程檔案及自我介紹；其他級別因疫情停課令大部分學生未有

機會應用 Google 軟件。 

 

目標二：提供多元課程，照顧學生多樣性。(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發展策略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2.1 以可編程的實體物件( mBot 及 Micro:bit)發展 

學生的編程概念。 

2/2020 

至 

7/2020 

30/6/2020 六年級因課時被取消而沒有教授 mBot，四年級學生首次透過

micro:bit 學習編程概念。 

2.2 於人材庫選拔尖子，透過聯課活動時段提供 

mBot 及 micro:bit 編程拔尖課 程訓練資優生， 

照顧學生不同的學習需要。 

上學期的拔尖課程集中於 micro:bit 編程培訓及 IT 大使服務培

訓。部分拔尖小組同學於午息時段及中華文化日電腦科的編程攤

位當值。個別同學熱心服務並準時當值，樂意應用所學電腦知識

教授其他同學。 

2.3 於課後時段設置 IT 達人小組，推展 Google CS 

First 課程訓練資優生，透過編程比賽讓學生應

用所學知識。 

9/2019 

至 

7/2020 

30/6/2020 本年度於星期三課後時段分析開展 IT 達人小組，上學期共 15 位

六年級學生於 1 月 4 日參加港大創科系列余振強盃 STEM in 

Computational Thinking 計算思維評估，6B 班譚杰文同學榮獲二

等獎。下學期擬多挑選四至五年級學生參加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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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三：持續優化校本課程，加強教師培訓。 

發展策略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7. 3.1 提供 micro:bit 教師專業培訓予四年級科任以 

便推展 micro:bit 課程。 

9/2019 

至 

1/2020 

30/6/2020 全體四年級科任已於 12 月完成由百仁基金所提供有關 micro:bit

教師專業培訓。 

 

(二) 恆常工作報告 

項目 計劃/活動名稱 機構名稱/負責老師 檢討日期 參與人數/獎項/反思(如適用) 

1 推展網上學習平台 全體電腦科任 30/6/2020 集中於高年級推展利用 Google Classroom 交英文說話進

評。惟學生於課堂實作後仍有超過一半學生未能掌握相關技

巧，宜製作教學影片讓學生於家中自行練習操作技巧。 

2 週六自費班- Scratch 電腦遊戲設計班及創

客編程班 

何麗妮老師 30/6/2020 自費活動因收生不足而未能成功開班。 

3 培訓 IT 大使於午息時段指導同學完成網

上 

練習 

何麗妮老師 30/6/2020 已完成 IT 大使培訓並安排學生於午息時段指導同學完成網

上練習。 

4 定期更新校網的電腦科學生作品頁面 全體電腦科任 30/6/2020 待完成收集學生佳作後上載 

5 STEM 嘉年華(編程攤位) 全體電腦科任 30/6/2020 因疫情停課而取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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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政報告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開支 Expenses 

會員年費 香港電腦學會會員年費 $500 $500 

教師專業培訓支出 舉辦教師專業培訓工作坊 $1000 X 1 $1000  

活動支出 1. 聯課活動：編程小組 

2. 課後拔尖班 – IT 達人小組 

3. 參加比賽報名及器材費用 

4. 參加校外比賽額外訓練費用 

$500 

$500 

$8000 

$8000 

 

參考書籍 有關普通電腦科教學內容或相關知識的書籍 $300 $456 

平台帳號 教師電子學習一站式平台 

$ 200 

(由課程組支出) 

                   

文具 文件夾、電池等 $1700  

Total: $20,500 $956 

 

 

(四) 小組成員 

組長：何麗妮老師 

組員：陳思穎主任、陳耀明老師、陳啟邦老師、揭冠凌老師、林匯森老師、黎文燦老師、池淑貞老師、郭穎欣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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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年度  戲劇科  周年工作計劃終期報告 

 

(一) 工作計劃終期報告 

 

目標一：推展綜合藝術課，以照顧學生多樣性，讓學生盡展所長。(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發展策略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1 優化綜合藝術課程及表演，讓學生在成果展示

過程中，盡展所長。 

9/2019 

至 

4/2020 

8/7/2020 本學年，學校繼續以莎士比亞《暴風雨》作為藍本，組織跨學科(音

樂、視藝、戲劇、體育)綜合藝術活動，為四年級學生安排成果展

示，當中每名學生也可以按個人興趣與能力擔當不同的任務，以

照顧學生多樣性。唯因停課影響，相關活動已取消。 

 

目標二：持續發展繪本課程，培養學生正向思維習慣。(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發展策略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2.1 運用繪本教學進行戲劇課，配合多元化的戲劇

教學策略，培養學生正向情緒。 

9/2019 

至 

6/2020 

    8/7/2020 繪本課程發展漸趨成熟，以互動元素加強不同能力學生的課堂參

與。並以正面價值觀為題材，藉此培養學生正向思維習慣。本年

度鍾兆權老師共撰寫 2 個五年級繪本課程，分別是《我們都是奇

蹟男孩》和《吹笛人》，配合多元化的戲劇教學策略，培養學生

正向情緒。唯因停課影響，課程未能於德公課進行。 

 

(二) 恆常工作報告 

項目 計劃/活動名稱 機構名稱/負責老師 檢討日期 參與人數/獎項/反思(如適用) 

1 《賽馬會中國詩人別傳教育劇場計劃》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 

文健雄老師、黃紫妍老師、

溫美儀老師、盧楚銳老師、

鄺偉茵老師、鍾兆權老師、

葉曉豐老師、歐陽寶琪老師 

8/7/2020 文健雄老師及黃紫妍老師已於 2020 年 1 月期間完成合共 8

小時的戲劇教學培訓工作坊，過程中學習如何在藝團造訪前

後運用戲劇教材為四年級學生進行前後置戲劇活動。唯因停

課影響，本年度計劃已取消。來年度 10 月將重啟計劃。 

2 白田小劇團訓練 鄺偉茵老師、鍾兆權老師 8/7/2020 原定比賽日期：2020 年 2 月 25 日(星期二)，參賽劇目《甜

美留聲》，透過故事引發觀眾思考甚麼才是歷久常新的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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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政報告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開支 Expenses 

教學物資 購買教具及參考書籍 $1000.00 $465.40 

童聲童戲 購買教具、佈景、服裝及道具 $1000.00 $0 

比賽物資 購買佈景、服裝及道具 $1000.00 $0 

車費 $1500.00 $680.00 

Total: $4500.00 $1145.40 

西。最後唯因停課影響，官方網頁於 29/5 公佈學校演出期

取消。 

3 即興創作訓練 鄺偉茵老師、鍾兆權老師 8/7/2020  於聯課活動時段進行，教師提供主題，訓練學生運用不

同道具，發揮創意及想像力，編作一段 2 分鐘的短劇，

並能帶出正面訊息。 

 原定比賽日期：2020 年 3 月 28 日(星期六) 

 主題：《我們成長的地方》 

 唯因社會事件影響，相關活動已取消。 

4 童聲童戲 衛鎮國老師、 

歐陽寶琪老師 

8/7/2020 於聯課活動時段進行，主要對象為二年級共 16 位學生，透

過劇場遊戲、繪本故事、多元化的戲劇教學策略及過程戲

劇，提昇學生社交技巧。唯因停課影響，只能夠完成上學期

活動。 

5 午間戲劇活動 鍾兆權老師 8/7/2020 原定於下學期午息時段開放戲劇室，小三至小五學生憑「戲

劇室」名牌，可以到戲劇室觀看舞台劇或卡通片選段，然後

完成評賞表格，藉此訓練學生評賞藝術的能力。唯因停課影

響，相關活動未能如期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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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組成員 

    組長：鍾兆權老師 

    組員：歐陽寶琪老師、鄺偉茵老師、衛鎮國老師、何婷婷老師、葉曉豐老師、溫美儀老師、盧楚銳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