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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年度  校務組 周年工作計劃終期評估表 

 

(一) 工作計劃終期評估 

目標一：靈活調動學校資源，協助新校發展，並為老師創造空間，照顧學生的多樣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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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察「學校發展津貼」資源運用。 9/2021 

至 

8/2022 

18/7/2022 本年度之「學校發展津貼」資源分配在人力資源，已順利聘請五位教學助

理，分別於學校行政、英文教學、圖書館館務及 STEM 教學上支援推行多

元學習活動及為老師創造空間。在停止面授課期間，教學助理協助分派學

生物資及支援家長到校取件及交功課之工作。 

2. 重新規劃學校時間表，有系統地推動全方位 

學習歷程及課外活動。 

9/2021 

至 

8/2022 

18/7/2022  已於 8 月下旬完成上課時間表，上課時間表以循環周進行 

 由 10 月份開始於第七節安排鞏固課程、單元課程、德育課、多元智能

課及導修課。 

 單元課程方面，各科都能按編定設計相關課程，透過不同主題滲入九

種價值觀教育元素。就觀察及訪問學生得知，學生對此新式課堂感興

趣，樂於參與，亦能展示不同的學習成果，例如工作紙、視藝作品等。

惟老師反映於單元課程中，每類型主題課時間不足，只能蜻蜓點水式

教學，學生未能深化學習內容，部分課題如生活技能課、中華文化課

等，時間更見不足，學生只掌握基礎內容便下課，浪費老師的設計。

從觀察所見，學生均對該類課程深感興趣，課堂反應良好，學習見主

動、積極，故建議考慮增加課堂時數或次數，讓學生更全面學習。 

 此外，第七節須按相關課程編排不同老師上課，以致影響放學當值人

手，部分當值崗位更出現懸空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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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持續完善校本考績制度及運作模式，提高老師專業水平和團隊精神，配合學校整體的發展。 

策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 以 Google Form 收集教師意見及召開考評 

機制會議，修訂及完善考績制度的內容。 

9/2021 

至 

8/2022 

18/7/2022  已於 9 月份以問卷調查收集教師意見及召開考評機制會議，並就老師

提出之建議修訂部份考績項目及評分準則。 

 已於 5 月就考績項目修訂教師自我評鑑紀錄表及網上教師及職工考績

評核項目，老師須於 15/7 或之前完成自我評鑑紀錄表及網上考績評核

工作。 

 

 

(二) 恆常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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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制訂學校時間表 王敏儀副校長、李慧玲副校長 9/2021-10/2021  上課時間表已於 8 月下旬完成 

 第七節全方位學習安排亦於 10 月完成 

 四月復課後取消第七節全方位學習課，改

上中、英、數鞏固課、德育課及導修課。 

2 教師發展安排 李慧玲副校長 全年 已於 29/9/2021 上午舉行「正向團體建立及溝

通協作」工作坊，下午進行「國家安全教育

教師工作坊」。 

3 制訂學校自評工作時間表 校長、王敏儀副校長 10/2021 全體老師均已在10月於「教師自我評鑑表」內 

訂立本年度之目標，並已交負責主任、副校 

長及校長審視。7月則就本年度標作出自評。 

所有同事已完成上述工作，自評表已交校方 

存檔。 

4 新入職教師啟導 校長、王敏儀副校長、 

李慧玲副校長、陳思穎主任、 

何潔瑩主任、張學雯老師、 

林匯森老師 

全年  已於8月安排新入職教師啟導會議，啟導

老師亦於11月進行觀課及查閱簿冊，並給

予新入職教師有關觀課、批改簿册及處理

學生行為技巧回饋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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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導老師已於7月份內與新入職老師進行

檢討會及晤談，以回顧整個學年的工作情

況，檢討新入職教師支援，並提交相關報

告。 

5 教學支援人員工作分配 王敏儀副校長 全年 已於8月尾編排各教學支援人員之上班時間及 

工作細則。 

6 全校各級人員考績制度 王敏儀副校長、李慧玲副校長 全年 已於9月份以問卷調查收集教師意見及召開考

評機制會議，並就老師提出之建議修訂部份考

績項目及評分準則。 

7 監察非教職員工作表現 王敏儀副校長、梁蓓蓉主任、 

洪雅文主任、區永剛老師、 

陳齊欣老師、潘燕愉老師、 

唐芝慧老師、何婷婷老師 

全年 本年度重新編排非教職員工作表現監察機 

制，由職工主管及校務組組員共同監察工作 

表現，各組員已於第二次及第三次會議匯報各

非教職員之工作表現及提出跟進建議。 

 

 

(三) 財務報告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實際支出 

Actual expenditure 

文具及雜項 

 

小一迎新(新增項目) 

文具及雜項 

 

校服樣版及宣傳版 

$1000.00 

 
$0 

 

$1394.00 

總數： $1000.00 $1394.00 

 

(四) 小組成員 

組長：王敏儀副校長 

組員：李慧玲副校長、梁蓓蓉主任、洪雅文主任、區永剛老師、陳齊欣老師、潘燕愉老師、唐芝慧老師、何婷婷老師、葉考欣行政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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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年度  總務組 周年工作計劃終期評估表 

 

(一) 工作計劃終期評估 

目標一：完善新校舍各項設備，提供安全、衞生及舒適的環境給師生員工學習及工作，建立愉快關愛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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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新校舍維修及增善工程計劃 9/2021 

至 

8/2022 

19/7/2022  今年度新校舍維修主要由建築署負責。 

 已完成之裝修及傢具：特別室學生桌椅、視藝室傢俱、輔導活動室裝

修及傢俱、禮堂舞台布幕、空氣淨化機及過濾網。 

 更換/新增家具：RFID 學校資產管理系統、新校儲物室儲物層架、手

動式直推文件櫃、儲物室膠卷門文件櫃、雪櫃及微波爐、座地式飲水

機、電熱蒸櫃、教員女洗手間儲物櫃、掛牆 Wifi 時鐘、商用吸塵

機、禮堂學生膠椅、教員會議室培訓檯、禮堂演講台、保安更亭、腳

踏式垃圾桶、推拉式雨天帳篷、舞台嘉賓椅子、W 型三合一雙面布面

展覽板、抽濕機、教員室冷氣擋風板。 

 防疫用品：教師廁板消毒液機、消毒濕紙巾、消毒搓手液、可掛牆式

非接觸紅外線測溫儀。 

 環境衛生：安排組員老師負責監察校舍各樓層清潔狀況，並適時向工

友作出清潔指示。 

2. 管理學校資源 9/2021 

至 

8/2022 

19/7/2022  已跟校產管理系統公司來回討論，讓系統版面更能切合本校所需，顯

示及報告所需校產資料及項目，現正等待公司處理版面製作，稍後將

校產紀錄表輸入系統內。 

 全校固定資產包括所有使用一年或以上之傢俱、校具，稍後將會安排

為標籤與系統配合，並於所有校產上貼上標籤，建立校產系統。 

3. 管理職工及監察職工的工作，加強校舍環境 

之衛生及清潔 

9/2021 

至 

8/2022 

19/7/2022  本學年繼續沿用即時通訊程式群組功能及對講機向工友發放工作指

示，並將「工友工作支援分配表」分類為「長期及短期」方便工友

查閱及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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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報告 

與上表相同。 

 

 

(三) 財務報告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實際支出 

Actual expenditure 

1. 消耗品 1. 雜項：如螺絲、維修配件等 

2. 電池 10 排 

3. 工友冬季制服 6 件(約$120×8) 

4. 工友夏季制服 6 件(約$100×8) 

5. 清潔用品 

6. 空氣淨化機濾芯 

7. 維修用工具 

8. 防疫用品：消毒濕紙巾、消毒噴霧 

$10,000.00 

$500.00 

$960.00 

$800.00 

$20,000.00 

$60,000.00 

$10,000.00 

$20,000.00 

$0.00 

$0.00 

$0.00 

$0.00 

$21,406.33 

$46,656.00 

$0.00 

$6,910.00 

2. 學校家具及設備 

 

1. 智能霧化消毒機(全校) 

2. 升降台 

3. 洗地機 

4. RFID 校產盤點系統 

$50,000.00 

$10,000.00 

$10,000.00 

$40,000.00 

$0.00 

$0.00 

$0.00 

$0.00 

3. 維修及保養 

 

1. 電梯維修費$5,500×12 個月 

2. 電梯准用証 

3. 消防系統周年檢查及更換滅火筒 

4. 洗手間設備(如水龍頭、坐厠板、水箱、波曲、水箱手柄) 

5. 清洗咸淡水水箱 

6. 電力配件、電掣、光管 

7. 門、閘、門鎖 

$66,000.00 

$500.00 

$4,000.00 

$800.00 

$5,000.00 

$5,000.00 

$5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8 

 

8. 雜項 

9. 工友對講機 

$10,000.00 

$10,000.00 

$17,478.26 

$2,000.00 

4. 新校舍添置傢俱 1. 地下英語室傢具 

2. 學生桌椅(744pcs) 

3. 學生抽屜長方篩(550pcs) 

4. 雪櫃(8pcs)及微波爐(6pcs) 

5. 過膠機 3 部(校務處, 教員室, 英語室) 

6. 保安服務(9-11 月) 

7. A3 界紙器(校務處, 油印房, 教員室) 

8. 特別室學生枱椅 

9. 禮堂學生膠椅 

10. WIFI 掛牆時鐘 

11. 過膠機 2 部(教員室, 圖書館) 

12. 電腦室傢俱及安裝(50% Deposit of $56,290.00) 

13. 大閘遙距開關制(1pc) 

14. 大門密碼鍵盤鎖 

15. 教員室家具工程(10% Balance)(Final Payment) 

16. 教員室 L 型封口板 

17. 四樓女洗手間儲物櫃(1 個) 

18. 大閘遙距開關制(1pc)(校務處) 

19. (教區總務處)新校外牆校名校徽(50% Balance)(2 of 2) 

20. (教區總務處)新校外牆校名校徽(更改校名位置工程) 

21. 膠櫃桶(校務處細儲物室) 

22. 社工室裝修及傢俱 

23. 儲物室層架 

24. 透明膠盒(課室及特別室急救用品) 

25. 標準急救箱(5pcs) 

26. 急救用品(課室及特別室) 

 $50,000.00 

$355,920.00 

$14,190.00 

$21,620.00 

$6,240.00 

$63,465.00 

$3,180.00 

$62,240.00 

$23,200.00 

$21,942.00 

$4,700.00 

$28,145.00 

$600.00 

$3,600.00 

$35,265.00 

$6,900.00 

$12,500.00 

$600.00 

$71,471.50 

$38,000.00 

$3,034.00 

$90,200.00 

$2,000.00 

$480.00 

$1,000.00 

$1,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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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可變式台階 

28. 空氣淨化機 

29. 會議桌布(禮堂用) 

30. 視藝室傢俱工程 

31. 簿櫃加雙掩門(4 樓) 

32. 社工室裝修及傢俱 

$24,680.00 

$97,200.00 

$647.87 

$77,700.00 

$36,000.00 

$47,000.00 

                                                                            總數：                                                                                                   $334,060.00 $1,254,310.96 

 

 

(四) 小組成員 

組長：陳啟邦主任 

組員：區永剛老師、何麗妮老師、潘燕愉老師、葉綺雯老師、伍美鳳老師、葉考欣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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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年度  資訊科技及網上校管系統小組 周年工作計劃終期評估表 

 

(一) 工作計劃終期評估 

目標一：深化電子學習和教學，方便教師使用電子教學。 

策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 建立電子教學資源庫，並定期更新，讓同工

更易掌握使用不同的電子工具。 

9/2021 

至 

8/2022 

15/7/2022 己於校網建立教師專區，並開始上載不同的資源供教師使用。唯內容較少，

來年需繼續增加內容。 

2. 統籌新模式平板電腦借用計劃，提升學生使 

用平板電腦學習的機會。 

9/2021 

至 

8/2022 

15/7/2022 已申請優質教育基金的資助計劃，利用校內現有的學習裝置優先借予有需

要的學生。本措施能讓有需要學生能借用平板電腦長期使用，為未來推行

BYOD 奠下基礎。 

 

目標二：建立電子化校園，配合三大校園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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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電子點名系統，並配合家長通訊軟件使

用。 

9/2021 

至 

8/2022 

15/7/2022 本年度本組統籌智能卡製作，並落實使用拍卡點名系統，學生及教職員均

使用此系統作考勤。家長仍能透過系統獲得子女回校和離校時間。 

2. 利用家長通訊系統進行電子繳費，減省行政 

手續。 

9/2021 

至 

8/2022 

15/7/2022 因遷校問題，學校銀行帳戶有改動，故需重新申請此服務。適逢教區服務

中心提供此服務，本校來年將使用中銀香港的電子繳費服務。 

3. 推行老師通訊軟件，建立無紙文化 9/2021 

至 

8/2022 

15/7/2022 已向供應商申請相關通訊軟件，本年度未能成功推行，來年會於學期初向

同事介紹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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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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表 參與人數/獎項/反思(如適用) 

1 WebSAMS 系統管理 

評估後數據處理 

協助處理成績表事宜 

孔繁斐老師、陳耀明老師 

全年 

本年度因遷校而改變了考評制度，因需重設

所有成績計算方法，亦順利完成第一次考試

的成績表處理。 

2 eClass 系統管理 

Parents App 

Teacher App 

何麗妮老師、陳耀明老師 全年 本年度已申請使用 Teacher App，將於下學期

推行。 

3 Office 365 平台 孔繁斐老師 全年 本年度按照恆常做法為每位同事開設帳戶予

同事使用。 

4 Google Education Suite 孔繁斐老師、林滙森老師 全年 本年度已為新同事開立新帳戶。 

5 Parent App 推行及使用 孔繁斐老師、陳耀明老師 全年 本年度 Eclass Parent App 的使用情況理想，所

有新入學的學生家長均已安裝並使用 parent 

App 收取資訊及簽署通告。 

6 電子繳費系統 孔繁斐老師、林滙森老師 全年 因需處理新校名的帳戶問題，需於下學年推

行。 

7 各項資訊科技設備及軟件採購 林滙森老師、何麗妮老師 全年 新校舍及一般軟硬件採購已按程序完成。 

8 各平台戶口管理 孔繁斐老師、黎文燦老師 全年 己於學期初為學生準備各平台帳號並將貼於

手冊上。 

9 校園電視台 孔繁斐老師、學校推廣小組 全年 用於幼稚園招生活動的直播。 

10 平板電腦管理 林滙森老師 全年 本年度將使用新 MDM 平台進行 IPAD 管理 

11 e-Services 何麗妮老師 全年 已為所有教師核對及呈交所有資料 

12 TSS 及 ITA 工作安排 李慧玲副校長、林滙森老師 全年 本年度由李慧玲副校安排 TSS 及 ITA 工作。

同事需填寫 Job order form，並交由副校簽署

再派發工作。根據考績報告及日常觀察所

見，兩位電腦技術人員工作效率佳，惟需多

注意禮貌問題。 

13 新校舍設備保養工作 IT 組各組員 全年 新校舍設備大致採購完成，尚有少量工程於

下學期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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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學校網頁更新 何麗妮老師、學校推廣小組 全年 本年度已修改網頁相關資料，並將會招標製

作新校網。 

 

 

(三) 財務報告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實際支出 

Actual expenditure 

消耗品 線材、耳筒、揚聲器、快閃記憶體等 $24,000.00  $6,327.00 

服務合約 寬頻上網 200M $2100X12 $25,200.00 $12,600.00 

Microsoft EES 軟件授權合約 $17,000.00 $0 

Adobe 套件教育方案 2 套 $8,000.00 $6,540.00 

平板電腦管理系統 $8,000.00 $6,664.00 

標準家具及設備 實物投影機 20 部 $30,000.00 $27,560.00 

電腦套裝 50 部 $260,000.00 $311,300.00 

維修及保養 SAMS 電腦保養(教育局支付$5580) N/A $0 

E-class Parent App(2020-2023) $50,000.00 $4500 

E-class teacher App $6,000.00 $0 

IT 器材保養及維修費 $30,000.00 $1,120.00 

影印機管理系統(paper cut) $9,000 $45,000.00 

新校舍採購及工程 互動電子白板及安裝工程 $1,300,000.00 $1,227,625.00 

全校公共廣播系統及安裝工程 $250,000.00 $270000 

CCTV 系統及安裝工程 $150,000.00 $185000 

全校有線及無線網路工程 $650,000.00 $607,950 

禮堂音響及安裝工程 $250,000.00 $145000 

禮堂顯示系統及安裝工程 $250,000.00 $224,540.00 

全校顯示系統及安裝工程 $150,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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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Phone 系統及安裝工程 $80,000.00 $59,400.00 

拍卡考勤系統及器材 $60,000.00 $11,500.00 

學校伺服器採購、設定及安裝 $400,000.00 $378,000.00 

總數： $3,635,000.00 $3,530,626.00 

 

 

(四) 小組成員 

組長：林滙森老師 

組員：孔繁斐老師、何麗妮老師、黎文燦老師、陳耀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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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年度  正向核心組 周年工作計劃終期評估表 

 

(一) 工作計劃終期評估 

目標一：訂立校本正向課程及價值觀框架，營造正向校園的氛圍，協助學生健康成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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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校本正向教育的發展方向，共建和諧校

園 

9/2021 

至 

8/2022 

20/7/2022  正向教育道德價值觀框架 

現存之正向教育道德價值觀框架有待完善，建議學校於 3 月份申請

RME 範疇三服務，顧問團隊到校作支援，協助學校優化現有框架及落

實推行。 

 學校環境氛圍 

透過不同形式的滲透，營造正向環境，體會正向文化： 

1. 於校園設置成就展示區： 9 月剛搬新校及受疫情影響，成就展示區的

學生作品較往年少，但仍可於校網及活動日瀏覽學生作品。 

2. 學校環境設置：黃紫妍老師、朱子軒老師負責的長天之星及生日之星

課室橫額於五月已掛上課室壁報板，五月前之獲獎學生照片已完成製

作，班主任貼上適當位置。建議每年學期尾收回，新學年再派發予班

主任。 

3. 品格強項貼紙、正向教師語言 

    原計劃於 12-1 月推行「正向教育品格強項貼紙及 WHATSAPP 

STICKER 親子設計比賽」，與形象推廣組及校長商議後，活動延至

來年推行，正向教師語言已修訂，將結合明年 50 周年校慶，加入品

格強項貼紙再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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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考試打氣糖果活動 

正向小組於 18/11/2021 及 23/11/2021 考試日進行「考試打氣糖果活

動」 於正門派發糖果或文具，為孩子打打氣。 

5. 正向微電影及正向舞蹈 

李健文老師拍攝正向微電影，范金環主任安排正向舞蹈，於 9/12/2021

及 14/12/2021 播放電影及進行舞蹈表演，初小學生特別投入及積極參

與。范金環主任於 5/7/2022-20/7/2022 安排小六正向舞蹈訓練，將於

23/7 畢業禮作表演。至美信箱及心情信箱 

6. 「至美信箱」及「心情信箱」 

學校設「至美信箱」及「心情信箱」，放於校務處門外，獎品櫃旁邊

位置，提供平台予學生及家長，表達情緒及意見。兩個信箱會於 2022-

2023 年度啟用，建議放置於學生拍卡機旁。正向組同事會設計信紙掛

於信箱旁供學生使用。可於新學期 9 月開學的適應周向全校同學作推

廣簡介。 

7. 長小藝圓 

學校在 Google Classroom 設置「長小藝圓」，老師持續上傳學生作品

供同學欣賞，供學生發揮藝術天份，培養學生互相欣賞的文化。 

2. 繼續建立學生品格強項，培養學生正向的情

緒 

9/2021 

至 

8/2022 

20/7/2022  「長天小之星」選舉 

長天小之星選舉於 26/11/2021-29/7/2022 進行，推選喜愛學習之星、創

造力之星、團隊精神之星、領導才能之星及長天小之星中之星。受疫

情影響，公平之星取消，其他各項已於七月完成，並選出長天小之星

中之星，由校長頒發獎狀。 

 德育課課程/活動 

透過「友愛總動員 Project Respect2.0」計劃、廉政公署 i Junior 小學德

育計劃及明愛出色小義工計劃，推動正向教育及品格強項，培養關愛

和尊重建立責任感及正面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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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會及月會活動 

早會安排正向音樂及主題，月會活動的主題配合正向 8 大品格強項，

分高、中和低年級舉行，每次約 20 分鐘，加強學生對品格強項的認

知。 

 訓輔計劃及班級經營活動 

透過「一切很美只因有你」、「學生大使」計劃、班本「Yes! We  

can!」活動、「和諧校園---尊重友愛 拒絕欺凌」運動，建立學生及 

師生之間互相欣賞及支持的關係，鼓勵學生勇敢面對生活和成長的 

機遇和挑戰，培養正面的自我價值觀。 

推行班級經營活動如一人一職、生日會、舉行秩序、禮貌及整潔比賽 

等活動，鼓勵學生做個好公民，勇敢面對生活和成長的機遇和挑戰， 

培養正面的自我價值觀。 

 宗教科正向活動 

宗教科糅合天主教教育五大核心價值及正向價值的六種美德，繼續建

立師生品格強項，培養師生正向的情緒及品德。繼續推行課堂前《靜

觀三分鐘》活動，並透過《一級一聖人》宗教活動，讓學生於認識自

己聖人的美德。宗教日以不同活動培養學生的正向價值觀及健康身心

靈。 

 小六團隊精神訓練 

為發掘學生優點，發揮創意，提升學生領導才能及團隊精神，並為畢

業禮作好準備，小六團隊精神訓練安排於 5/7/2022 試後進行，由正向

小組成員及小六班主任負責相關訓練。 

3. 深化老師對正向價值教育認知及提升推展正

向教育的能力。 

9/2021 

至 

8/2022 

20/7/2022  學校於 29/9/2021 舉行教師發展日，強化全校教師認識正向教育的理

念及應用技巧。 

 學校安排王敏儀副校長、陳伊鈴老師、范金環主任及李健文老師進修

正向教育相關的課程，並於校內第二次正向核心組會議作分享及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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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繼續推展家長正向教育文化 9/2021 

至 

8/2022 

20/7/2022  家教會於 6/11/2021 舉辦家教會會員大會暨名人講座，為家長提供有

關正向管教的資訊，提升管教技巧，促進親子關係。97.4%參與者都同

意/非常同意講座可讓他們認識到提升子女上進心及面對逆境的能力

的方法。 

 家教會第二次會員大會暨正向教育講座於 15/6/2022 進行，約 40 位家

長參與，100%參與者都同意/非常同意講座可讓他們學懂如何培養正

向孩子：喜愛學習的心。 

 第 28 屆「家長也敬師」運動 

 正向小組與家教會合作，將於 4/8/2022 當天早上進行敬師活動，以培

育學生感恩之心，學習尊師重道及提升教師專業形象。透過直播及

parent app 發放直播連結，讓課室的學生及在家的家長也能參與是次敬

師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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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財務報告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實際支出 

Actual expenditure 

正向活動物資 校園佈置如裝飾、橫額等 $5,000 $1350.00 

學生活動物資如訓練物資 $5,000 --- 

學生活動物資  $572.00 

學生活動(正向核心)  $1,565.80 

教師活動 每月小聚 $10,000 教師活動費用不出公數 

總數： 10,000.00 $3487.8.00 

 

 

(三) 小組成員 

組長：范金環主任 

組員：李健文老師、何潔瑩老師、陳伊鈴老師、何婷婷老師、林芷瑩老師、鄭穎彤老師、朱子軒老師、黃紫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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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年度  學校形象推廣組 周年工作計劃終期評估表 

 

(一) 工作計劃終期評估 

目標一：透過舉辦幼稚園親子活動，推廣三大校園特色。 

策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 舉辦親子體驗課程(9 月/1 月/6 月) 9/2021 

至 

8/2022 

12/7/2022 15/1/2022 線上升小一家長講座  

 因疫情關係，原訂舉行兩場升小一家長講座暨校園開放日改為線上

升小一家長講座。講座已於 15/1/2022 日完成，時間為下午 2:30 至

4:15。活動進行時平均線上參與人數約 90 人，活動後 3 天於校網瀏

覽三段影片之次數為 120 至 160 次。 

 為答謝報名參加活動的家庭，已於 24/1/2022 將學校服膠文件夾、校

訊、宗教利是封及感謝狀郵寄至 92 個索取紀念品的家庭。 

 因是次活動已經是本年度第二次舉行線上講座，運作順利，人手亦

可減少。因部份參加家長會提早一段時間登入，來年要將綵排時間

提早，並早半小時顯示待機畫面。 

 從家長問卷可見，參加家長滿意活動安排，並讚賞講座內容豐富，

講者表現吸引。有家長建議可請學生分享校園生活，來年可考慮有

關建議。 

幼稚園訪校進行小一體驗課 

 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幼稚園於 17/9/2021 下午 3:00-4:30 進行訪校活

動，共有 20 對親子參加。活動內容包括長天小簡介、課程簡介、小

一選校策略講座，由王敏儀副校長、李慧玲副校長及陳思穎主任主

講。講座進行期間 K3 學生參加體驗課，活動最後為校園遊踪活動及

派發紀念品。除負責老師外，也邀請 8 位學生大使協助活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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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幼稚園家長人數較少，日後可改用特別室，不在禮堂舉行講座。

當天幼稚園參觀臨時減少學生人數，來訪時間也比約定時間提早了半

小時。日後舉辦同樣活動必須當天再聯絡相關負責人，令活動更順利。 

 香港基督教信義會南昌幼稚園訪校活動已於 30/5/2022 上午 10:00-

12:00 完成，當天有 6 位老師及 38 位 K3 學生訪校，活動地點為本校

禮堂、視藝室及語言室。活動內容包括英文、視藝體驗課及校園遊

踪，並送贈本校膠文件夾、校訊及文具套裝作紀念品。 

 深水埗浸信會幼稚園活動已於 21/6/2022 下午 2:30 至 4:10 完成，當

天有校長、8 位老師及 73 位 K3 學生訪校，活動地點為本校禮堂、戲

劇室及視藝室。活動內容包括宗教戲劇、視藝體驗課及校園遊蹤，

並送贈本校膠文件夾、校訊及文具套裝作紀念品。 

 白田救世軍幼兒學校訪校活動已於 30/5/2022，10:00-12:00 完成，當

天有副校長、6 位老師及 38 位 K3 學生訪校，活動地點為本校禮堂、

視藝室及語言室。活動內容包括英文、視藝體驗課及校園遊踪，並

送贈本校膠文件夾、校訊及文具套裝作紀念品。 

 本年度共進行 4 次小一體驗課，活動以家長到校長講座及學生參加 2

節體驗課為中心，加入校園遊踪、拍攝全體照及贈送紀念品部份，

到訪幼稚園皆表示滿意。 

 活動時間為 2 小時內，場地只需要禮堂、圖書館及體驗課課室，校

園遊踪只行經 1 樓及 3 樓。人手編排方面，2 班體驗課只需要約 10

位老師當值，有關安排能減少對學校日常運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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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向社區人士介紹新校舍特色 

策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 製作新校舍介紹影片（9 月） 9/2021 

至 

8/2022 

12/7/2022 洪雅文主任及温美儀老師已於 9月請六年級學生以中、英及普三種語言 

拍攝三大校園介紹短片，並發佈到校網。 

2. 校舍開放日 / 嘉年華活動 9/2021 

至 

8/2022 

12/7/2022 因應疫情關係， 1月幼稚園宣傳活動未能邀請幼稚園家長及學生到本校

參與開放日，但從報名情況可見，幼稚園家長對本校親子活動及校舍深

感興趣。本校亦期望於疫情緩和後再次舉辦校舍開放日或嘉年華活動。 

3. 製作遷校特刊 (3 月) 9/2021 

至 

8/2022 

12/7/2022  配合校慶，遷校紀念特刊改於下年度製作及派發給友校、本區幼稚

園及本校學生，內容包括本年度班照、白田天主教小學歷史回顧、

遷校花絮、不同持份者的感言及新校舍介紹。 

 本年度 1月份製作了校訊，介紹新校舍及 3大校園特色，已派發給

全校學生及作幼稚園推廣活動紀念品之用。 

 

 

(二) 恆常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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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校長講座 洪雅文主任 全年 已完成 4 場校長講座，向幼稚園家長介紹本校及小一選

校策略。 

2 幼稚園活動 學校形象推廣組組員 全年  升小一家長講座暨校園開放日原訂於 15/1/2022 分兩

場舉行，內容包括升小一家長講座、新年飾品製

作、親子體驗課、各科作業展覽及以三大校園為主

題的校園巡禮，活動為 2 小時。宣傳單張已於

17/12/2021 派送至區內 27 間幼稚園，本校網站於同

日發佈活動消息。因名額已滿已於 3/1/2022 截止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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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共有 260 位家長報名參加，可見活動受歡迎。 

 因應疫情轉趨嚴峻，為減少人群聚集，15/1/2022

「升小一家長講座暨校園開放日」將改為「線上升

小一家長講座」，以 YouTube Live 形式進行。活動

進行時平均線上參與人數約 90 人，活動後 3 天於校

網瀏覽三段影片之次數為 120 至 160 次。 

 本年度共進行 4 次小一體驗課，活動以家長到校長

講座及學生參加 2 節體驗課為中心，加入校園遊

踪、拍攝全體照及贈送紀念品部份，到訪幼稚園皆

表示滿意。 

3 更新校網資訊 洪雅文主任、陳齊欣老師 全年  9 月已完成第一次校網更新工作，各科組已更新本

年度目標、活動及相關連結。第一學段校網更新資

料正在收集中，預計於二月前完成。 

 校網系統欠彈性，有時未能與科組資料更新要求相

符合，更新資料後檢查及修改較花時間。 

 於第一學段不少科組都能於活動舉辦後即時更新校

園相簿，呈現最新校園活動及學生獲獎消息，增加

榮耀感。學年完結前各科組將進行第三學段校網資

料更新。 

 本校網頁頁面下方已新增按鈕「長小校園生活點

滴」，每月新增校園生活短片。 

 已更新校網資訊：幼稚園家長專區 

4 拍攝長天小校園生活片段 學校形象推廣組組員 全年  已完成 9-12 月長小校園生活點滴短片。 

 已完成拍攝小一百日宴片段並於活動後以 Parents’ 

App 發佈給家長。 

 因疫情停課關係，未能製作每月校園短片，「長小

校園生活點滴」現已完成 9-12 月短片，稍後將上載

5-6 月短片。學期完結前會在校網最新消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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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s app 發佈全年校園生活回顧短片。 

5 製作學校宣傳物品 洪雅文主任、陳齊欣老師 全年  陳齊欣老師已設計開放日宣傳橫額，因活動改為線

上取消印刷。橫額設計留待下年度使用。 

 設置於校舍 2 號操場對出之三條大型宣傳橫額將於

第三學段進行設計並待學校工程完成後掛上。 

6 製作刋物及紀念品 學校形象推廣組組員 全年  Ms Annie 已完成 9 月、11 月及 1 月份 English 

Newsletter。 

 2022 年 1 月號校訊已於 1 月印製及派發。 

 張學雯老師及葉綺雯老師已完成第一稿審稿，並已

交稿至設計公司進行排版。學校概覽將印刷 2000

份，8 月可派發至全校。 

7 派發宣傳資料 學校形象推廣組組員 全年  已完成 9 月份及 1 月份派發活動宣傳資料及校訊予

本區幼稚園 K3 家長。 

 建議除較近的十間幼稚園由老師派發外，其餘幼稚

園以郵寄形式交順豐速運派送到幼稚園，付運翌日

便派送完畢，十分有效率。 

 

 

  



24 

 

(三) 財務報告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實際支出 

Actual expenditure 

宣傳橫額及活動海報 橫額及活動海報 $6,000.00  

小一銜接親子課程 教材、用品、佈置物品及宣傳物品 

 印刷宣傳單張(9 月線上講座) 

 印刷宣傳單張(開放日) 

 校服樣板及宣傳板(小一迎新日) 

 LED 花燈(深愛堂訪校活動) 

 環保袋(派發單張到幼稚園) 

 運輸費(派發單張到幼稚園) 

 小一迎新活動用品 

 小一體驗課教材 

$10,000.00  

$655.00 

$655.00 

$1394.00 

$284.00 

$333.00 

$665.00 

$466.80 

$873.40 

$571.20 

印刷刊物 印製遷校特刊、學校概覽、校訊、Newsletter 各 3000 份 $30,000.00 $21,900.00 

文具 製作教師名牌吊繩(約 70 個) $4,000 $1,916.90 

舉辦活動 用品、佈置物品及宣傳物品 

 印製膠文件夾 

 宣傳展版 

  $20,000.00  

$6000.00 

$1904.00 

Total:       $70,000.00 $37,618.30 

 

 

(四) 小組成員 

組長：洪雅文主任 

組員：王敏儀副校長、陳齊欣老師、張學雯老師、温美儀老師、阮玉娟老師、葉曉豐老師、劉穎琦老師、Ms Annie 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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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年度  課程發展組 周年工作計劃終期評估表 

 

(一) 工作計劃終期評估 

目標一：持續建立自主學習文化，提升學生學習效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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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規劃學校時間表，開展各項跨課程學習

計劃，延展及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提升學

生的學習興趣及效能。 

9/2021 

至 

8/2022 

6/7/2022 因半日制上課影響，原有主題學習時段改為 12:20-12:55 進行。各科都能按

編定設計相關課程，透過不同主題滲入九種價值觀教育元素。就觀察及訪

問學生得知，學生對此新式課堂感興趣，樂於參與，亦能展示不同的學習

成果，例如工作紙、視藝作品等。 

特別假期後因防疫因素、課程進度，取消主題學習課，來年將為各級課程

作出優化，劃分各級別的學習主題，增加各個單元的授課節數，希望能深

化學生所學，提升學習效能。 

2. 推動閱讀，培養學生閱讀興趣，提升閱讀量 

及擴闊閱讀面。 

9/2021 

至 

8/2022 

6/7/2022 本年度試行於中、英文課程中加入必讀書閱讀課程，中文各級購買一本必

讀書，英文則購買兩本。中文科原定於主題學習時段內作教授，惟特別假

期影響課堂安排，故只能安排於試後的中文課內作教授。 

英文科於隔周進行閱讀課，惟需要教授兩本必讀書、兩個單元的 STEM 閱

讀，數量偏多，建議來年度改為一本必讀書，STEM 閱讀則繼續努力。 

透過本年度參加的香港中文大學「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跨課程閱

讀」支援計劃，支援人員建議科本閱讀宜結合科本教學重點設計工作紙或

課堂活動，從中改進學生的語文能力，提升其對不同類型文學作品的欣賞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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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進一步優化教學，推 

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表現。 

9/2021 

至 

8/2022 

6/7/2022 各科開設 GC 科目平台，由科任上載學習材料供學生自學。就考績觀課所

見，達 8 成學生能於 GC 平台上完成老師所派發的預習或鞏固課業，達到

自學之效。 

中、英文長假期利用 GC 發放聆聽及說話題目，供學生聆聽及上載相關課

業。根據科任統計，全校共 9 成學生能完成相關課業，惟科任建議聆聽練

習宜在課內進行，藉此教授學生處理聆聽練習的技巧。說話則可維持於 GC

上載錄音的做法。 

STAR 於長假期發放中、英文閱讀及數學試題，學生完成率達 6 成。 

聖誕、新年假期均派發自主學習任務卡，項目包括學習、運動、藝術、自

理、社交等不同範疇，並設有 3 項自訂學習任務，鼓勵學生培養自主學習

精神。根據聖誕、新年假期的功課情況，約 9 成學生能完成基本的學習任

務，其中初小有 6 成學生能嘗試完成額外的學習任務，高小則有 5 成學生

有嘗試完成。 

 

目標二：強化教師專業發展，持續提升學教效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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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同儕備課及觀課的文化。 9/2021 

至 

8/2022 

6/7/2022 因特別假期影響，取消本年度同儕觀課。 

2. 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提供不同的學習支援

及策略，因材施教。 

9/2021 

至 

8/2022 

6/7/2022 中、英設有為躍進班學生而設的校本課程練習，以加強對能力稍遜學生對

基礎知識的掌握。中、英兩文亦透過筆記滲入高階思維概念，培養學生多

角度思考。根據查閱簿冊所見，學生常以腦圖組織寫作脈絡，約 7 成學生

能根據腦圖、寫作大綱等，創寫出 4-6 段的文章。常識科設有自學資源冊，

於課業設計上以資優十五式為核心，推展全班式資優課程。根據成績分析

顯示，常識科小二至小六合格率達 8 成，取得 A等的人數接近 4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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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三：運用多元化評估及善用評估數據，回饋學與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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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定校內評估政策為「全學年三次評估」，

以提昇學習效能。 

9/2021 

至 

8/2022 

6/7/2022 已於 9 月底之通告及各級家長會向家長講解相關安排。 

2. 持續發展多元化評估模式，多角度檢視學生

的學習過程及成果，促進學與教。 

9/2021 

至 

8/2022 

6/7/2022 除紙筆評估外，中、英文科加入聆聽、說話網上評估，9 成學生能完成。

數、常共加入各 2 次實作評估。除此以外，透過中、英文寫作發展的學生

自評、互評漸見成效，學生都樂於表達，自評及互評表現亦漸見認真。 

3. 加強運用評估 數據（ 如 STAR 平台、總

結性、進展性、TSA），回饋課程規劃及課

堂學與教。 

9/2021 

至 

8/2022 

6/7/2022 考試後課程組印發每級考試成績分析報告予科主席及各級科任，科主席將

於分科會議匯報，各級科任則於試後檢討會，分析學生學習表現、檢視學

生的強與弱，設計回饋課堂及工作紙，進行具體的跟進措施。 

 

 

(二) 恆常工作報告 

項目 計劃/活動名稱 機構名稱/負責老師 時間表 成就與反思 

1 教師發展日 全體老師 29/9/2021、 

12/5/2022 

已於 30/9/2021 上午 9:00-12:00，於本校禮堂進行

「正向團體建立及溝通協作」工作坊及下午 2:30-

5:30 於荔枝角天主教小學進行國家安全教育教師工

作坊。同事們表現投入，樂於參與活動。 

第二次全體教師專業發展已於 12/5/2022，本校禮堂 

進行。主題：教師與家長溝通的策略工作坊、正向 

教師工作坊。 

第三次教區教師發展日因疫情取消，延至明年再辦。 

2 課程統整(中華文化周)活動 中、英、數、常、視、音科任 1/2021 學生對中華文化周課堂感興趣，樂於參與，亦能展 

示不同的學習成果，例如工作紙、視藝作品等。課 

堂時間緊迫，老師建議如能把每科課節增至兩節， 

學生可以有較充裕的時間學習、實踐，學習效能更 

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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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科活動日 全體老師 全年 本年度將於 25/7/2022 舉行英文日、1/8/2022 舉行 

STEM Day、3/8/2022 進行閱讀日，學生表現投入， 

樂在其中。 

4 資優課程 洪雅文主任 全年  校本全班式教學：課程內加入資優十五式思維

方法、分層工作紙、挑戰題、自擬題目等，以

鼓勵高學習能力之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校本抽離式計劃：小三至小六則以各項校隊培

訓，持續推行拔尖課程。 

 校外支援：參考上年度四年級首十名、五年級

首二十名及六年級首二十名學生。本年度共提

名 46 位學生參加由香港資優教育學苑舉辦的

「網上甄選學習課程」，科目包括：中文課程

1 人、英文課程 15 人、數學課程 15 人、科學

課程 12 人及人文科學 3 人。學生須於 2021 年

11 月至 2022 年 1 月期間完成「網上甄選學習

課程」並取得合格成績以成為香港資優教育學

苑學員。另外，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網上甄選

學習課程」自身提名計劃亦透過家長通訊通知

家長自行報名，共有 2 位學生報名，其中 1 位

學生提名被納。 

4D 徐梓耀於 6 月接獲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取錄

為學員。 

5 小一百日宴 李慧玲副校長、全體小一中文科任

及小一班主任 

12/2021 是次活動結合初小體藝日，於 9/12/2021 舉行。惟

疫情關係未有邀請家長出席，亦不設大食會環節。

全體小一生於禮堂進行班際比賽，完成後返回課

室，由小五成長的天空隊員表演小型魔術並派發生

日禮物予小一學生，小一生活片段亦已透過

Parents app 向全級小一家長及學生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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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開性學科評估及比賽 王倩儀老師 4/2022 數學科和科學科備試班已分別於 6/6/2022 及

7/6/2022 在校內順利進行，讓學生熟習試題形式。 

數學科(三至六年級)和科學科(四至六年級)評估已 

分別於 8/6/2022 及 10/6/2022 在校內進行， 

所有缺席學生已進行補考，數學科和科學科評估的 

參與人數分別為 55 人和 16 人。 

7 推展電子學習 資訊科技組及全體老師 全年 各科開設 GC 科目平台，由科任上載學習材料供學

生自學。就考績觀課所見，達 8 成學生能於 GC 平

台上完成老師所派發的預習或鞏固課業，達到自學

之效。 

中、英文長假期利用 GC 發放聆聽及說話題目，供

學生聆聽及上載相關課業。根據科任統計，全校共

9 成學生能完成相關課業，惟科任建議聆聽練習宜

在課內進行，藉此教授學生處理聆聽練習的技巧。

說話則可維持於 GC 上載錄音的做法。 

STAR 於長假期發放中、英文閱讀及數學試題，學

生完成率達 6 成。 

網上練習方面，本年度增設每級網練龍虎榜，期望

能提升學生參與。獎項如下： 

中文：每級一名最高閱讀量及三名最高分數 

英文：每班一名最高分數 

數學：每級三名最最高分數 

8 同儕及考績觀課 校長及全體老師 12/2021 至 5/2022 因特別假期影響，取消本年度同儕觀課。 

考績觀課已於第三學段進行，是次觀課科任均準備 

充足，教學目標、內容亦能對焦本年度關注事項， 

惟老師需多注意照顧學生個別差異方面，老師都慣 

於照顧學習能力稍遜的學生，只有少部分老師能關 

顧能力高的學生，故老師需留意拔尖的部分。另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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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也需要注意課堂教學含量及教學目標的深淺，以 

充分利用教學時間，讓學生有更大得著。  

9 查閱試卷 校長、王敏儀副校長、 

李慧玲副校長、各科主席 

9/2021 至 6/2022 已完成兩次查閱試卷安排，科任都能按學習難點擬

題。數學科因正處於新、舊課程交接時期，擬題範

圍需嚴謹處理，以免出現漏教情況。 

10 查閱簿冊 校長、王敏儀副校長、 

李慧玲副校長、中英數常科主席 

2/2022 及 7/2022 第一次定於 24/1/2022 至 11/2/2022 期間進行，科任 

都能達到批改要求，惟老師宜提升對學生的要求。 

第二次查閱簿冊將以同級分享及個人反思方式進 

行，務求讓科任互相觀摩，反思教學，提升教學質 

素。 

 

  



31 

 

(三) 財務報告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實際支出 

Actual expenditure 

活動 百日宴活動物資及學生禮物 $5,000.00 $2,970.6 

 小班物資及文具 $8,000.00 $3,322.4 

 課室佈置用品 $2,600.00 $3,025.7 

 教師發展日 $10,000.00 $5,000 

 教師進修津貼(明愛天主教課程) $30,000.00 $0 

 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中文科 

英文科 

$80.00 

$40.00 

$40.00 

$0 

 各科書商教材 

中文科 

普通話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音樂科 

電腦科 

宗教科 

$3500.00 

$300.00 

$300.00 

$650.00 

$300.00 

$300.00 

$650.00 

$400.00 

$600.00 

$1,200 

總數：     $57,580 $15,5187.7 

 

(四) 小組成員 

組長：李慧玲副校長 

組員：陳思穎主任、梁蓓蓉主任、洪雅文主任、張學雯老師、王倩儀老師、麥素珠老師、林匯森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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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年度  教務組 周年工作計劃終期評估表 

 

(一) 工作計劃終期評估 

目標一：監察各科落實建立自主學習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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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檢視中、英、數、常各科備課會議內容 

及課研紀錄，以監察各科落實推行自學策略

和技巧。 

9/2021 

至 

7/2022 

12/7/2022  中文科：2 月開始各級共備有 6-8 次，約 6-8 小時。教學策略及技巧包

括角色扮演、簡報、高層次問題和高階思維工具等，部分級別利用鷹

架的理論設計教學；各級課業設計齊全，按學習重點設計單工、預工

和筆記，筆記設計主要運用了六何法、樹狀圖、時間線、特徵列舉、

比較異同、多方觀點思維等等。自學元素包括預工、筆記、網練、網

上工具書、Quizlet、Star、快樂閲讀花園等等 

 英文科： 2 月開始各級共備進行了 3-6 小時。教學策略及技巧方面運

用不同的策略，包括 Cooperative learning, phonic skills, mind map, 

KWL，5WH 特徵列舉、六何法、多方觀點。自學元素包括 Pre-task, 

notebook, quizlet, Google Classroom, Padlet, Opening Sharing, Picture 

Sharing 等。 

 數學科：2 月開始各級共備進行 9-11 次。教學策略及技巧方面按年級

和學習範疇應用不同策略，包括繪圖、口令、圈關鍵字、數棒、數線、

温氏圖、實物展示、實作活動、geogebra 等等，另外，下學期加入了

多次速算訓練；課業設計主要有預工、筆工、AB 簿冊等，內容包括多

元化的題目，有重温題、基礎題、進階題、自擬題、高階自擬題、實

作練習題等等；自學元素包括利用 4D 自學診斷平台、預工短片、搜

集資料、製作棒形圖或模型、Star 等等。 

 常識科：2 月開始各級共備平均進行 5-7 次。教學策略及技巧包括瀏

覽網頁、觀看電子地圖、高階思維策略、運用電子工具如 Nearp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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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自學元素方面有預習和筆記，以不同的高階思維工具引導學

生自主學習，包括時間線、全面因素、特徵列舉、時間線、比較異

同、延伸影響、樹狀圖等等。 

2. 透過觀察老師和學生課堂表現，檢視自學策 

略和技巧的成效。 

9/2021 

至 

7/2022 

12/7/2022 各科開設 GC 科目平台，由科任上載學習材料供學生自學。就考績觀課所

見，達 8 成學生能於 GC 平台上完成老師所派發的預習或鞏固課業，達到

自學之效。 

 

目標二：監察各科組落實多元學習模式，照顧學生多樣性，提升學習自信。 (配合三年發展計劃關注事項及) 

策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 檢視中、英、數、常各科課業，以監察各科

落實照顧學生多樣性的策略。 

9/2021 

至 

7/2022 

12/7/2022  中文科：各級單工的設計採用了分層設計，把學習重點循序漸進地表

現出來。例如句式學習先以重組句子形式做練習，再運用相關句子造

句或先分辨再運用等。課業設計亦在去年設計的基礎上優化了。各級

有教學反思及跟進，教師會利用不同的學習活動跟進難點，以及在課

堂上跟進。 

 英文科：課業設計方面，能設計多元課業，概括聽説讀寫技巧，針對

學生弱項，加強訓練，並附有教學反思。進展性評估方面具備聽説讀

寫各範疇的評估，能了解學生各方面的學習能力 

 數學科：工作紙內容設計包括多元化的題目，有重温題、基礎題、進

階題、自擬題等；共備會議的每個單元均明確指出學生的難點，並記

錄相關的解決方法，同時會檢討如何幫助能力稍遜的學生。 

 常識科：課業設計方面，學生的學習步驟十分清晰，設計也以 STEM

學習單元設計，包括傳聲筒、風向儀、滅聲裝置等等。資源冊設計，

內容豐富；教學反思方面，各級都有記錄教學難點，並提出相應具體 

的解決方法，以圖片、動畫、互動活動等幫助學生學習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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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監察課堂運用不同策略及活動以加強對班  

內不同學習能力學生的照顧。 

9/2021 

至 

7/2022 

12/7/2022 考績觀課已於 16/5/2022-15/6/2022 進行，是次觀課科任均準備充足，教學

目標、內容亦能對焦本年度關注事項，惟老師需多注意照顧學生個別差異

方面，老師都慣於照顧學習能力稍遜的學生，只有少部分老師能關顧能力

高的學生，故老師需留意拔尖的部分。另老師也需要注意課堂教學含量，

以充分利用教學時間，讓學生有更大得著。 

 

目標三：優化及完善評估政策，強化學、教、評效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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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定校內評估政策為「全學年三次總結性評 

估」，以提昇學、教、評效能。 

9/2021 

至 

7/2022 

12/7/2022  已於 2021 年 9 月上旬制訂校內評估政策，並於分級家長會向家長講

解。 

 教師能運用評估數據為學生設計適切的回饋學習活動，提升學教效

能。 

 

 

(二) 恆常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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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小一新生及插班生迎新日暨家長 

座談會 

陳思穎主任 28/8/2021  家長欣賞新學校安排有序，活動流程暢順，

指示清晰。座談會能詳細介紹學校在課程、

訓育及支援方面的現況。家長稱讚班主任解

說清晰，耐心解答家長疑問。 

 家長欣賞校方安排學生分批遊覽學校，更進

一步了解學校。家長感受老師們親切有禮，

細心。安排不同的活動令小一新生適應校園

生活及喜歡看到孩子們的宗教歌曲表演。 

2 小一及插班生事宜 陳思穎主任及梁蓓蓉主任 全年  本年度「自行分配學位」階段已於20-27/9順利

完成，申請總人數合共144人。 自行分配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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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_甲(為有兄/姊在該小學就讀或父/母在該

小學就職的申請兒童提供的學位) 

合共：44 人 

自行分配學位類別_乙(根據「計分辦法準則」

分配的學位) 

合共：100人 

 截止 8/7/2022，小一自行分配學位及統一派位

註冊人數共 186 人，大概 7 班小一維持約 26

人。 

 插班生 

在第一階段面試中，共收到插班生申請表 49

份，插班生會先進行筆試，根據該級的筆試成

績再挑選學生進行面試。面試由梁蓓蓉主任

及洪雅文主任共同進行。 

 在第二階段共收到 132 份插班生申請表，會

於 12/7/2022 及 13/7/2022 安排筆試。 

3 分級家長會 王倩儀老師 28/9/2021 (P,2,3,4) 

04/10/2021 (P,5,6) 

05/10/2021(P.1) 

 三場家長會共有 566 位家長出席，從家長問

卷調查得悉，超過 95%家長同意分級家長會

使他們清楚學校課程發展計劃及評估政策，

也暸解校本閱讀計劃，更明白子女在學校應

守的規則；此外，家長也加深了對班主任的

認識、了解子女在校內學習的情況及學校環

境。 

4 制定學校評估政策 王敏儀副校長 全年 已於9月派發相關通告給家長，並於分級家長會 

各家長講解。 

5 編排考試工作日程 范金環主任 11/2021、06/2022 已於考試前把備忘派發給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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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小六申請自行分配中一學位簡介會 何潔瑩主任及 

六年級班主任 

12/2021  

 

 

05/2022 

 

 於 17/12/2021 為六年級家長進行了小六申請

自行分配中一學位簡介會，依據家長回應問

卷結果所見，成效正面。 

 於 10/5/2022 為六年級學生及家長舉辦六年

級升中選校講座，向家長及學生講解升中選

校策略及升中選校申請方法。從問卷調查顯

示，100%家長認同講座能加深他們對升中選

校申請的認識及 97%家長認同講座有助他們

掌握選校策略。普遍家長認為老師及校長講

解清楚，整體上滿意學校之安排。 

7 深水埗區中小學協作計劃 白臻誠老師 全年 暫時未有協作活動。 

8 區本及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李翠珊老師 全年 校本支援計劃 

 學校與創思教育管理有限公司合作，於課後

舉辦英、數輔導班，受疫情影響，今年有 45

節，共 133 位學生參加(英輔：108 人、數輔

25 人) ，學生在家以實時視像形式(Google 

Meet)進行。 

 由於 21/03/2022 -11/4/2022 為學校特別假期，

期間暫停授課。25/4 回復網上授課，直至 22/6

結束。 

 受疫情影響，戶外活動取消。 

 

區本支援計劃 

 學校與明愛社區書院合作，於課後舉辦功課

輔導班及興趣班，受疫情影響，今年有 40 節，

共 70 位小一至小三學生參加，學生在家以實

時視像形式(Google Meet)進行。 

 本年度開設三班區本試後興趣班（P.1-2 扭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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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P.3-4 繪畫藝、P.5-6 手工藝），於 11/7/2022-

20/7/2022 試後分五節於網上進行。 

9 檢視備課文件夾 梁蓓蓉主任、何潔瑩主任 

范金環主任、譚美榕老師 

黃港徽老師、李翠珊老師 

黎文燦老師、鄺淑玲老師 

11/2021、 

01/2022、 

04/2022、 

07/2022 

組員已完成檢視中、英、數、常備課文件夾，並於

會上匯報。 

 

(三) 財務報告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實際支出 

Actual Expenditure 

文具 Box File、文件保護套、過膠片、原子筆、 

A4 Index、文件夾、小一文件套 

$1500.00 $0 

中學體驗日活動 旅遊車  $2000.00 

校本支援計劃 2021-2022 教育局撥款：   

1. 英數功課輔導                              $120,000.00  

2. 津貼學生參與學校舉辦的自費活動        $100,000.00  

3. 興趣班                                                        $109,189.00  

4. 參觀/戶外學習日                                         $40,000.00  

2021-2022 教育局撥款                                    $161,955.00  

校本支援計劃撥款    $369,189                                                                      

區本支援計劃   $161,955                                                                                  

總數： $1500.00 $2000.00 

 

(四) 小組成員 

組長: 王敏儀副校長 

組員：梁蓓蓉主任、何潔瑩主任、范金環主任、黎文燦老師、譚美榕老師、李翠珊老師、鄺淑玲老師、黃港徽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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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年度  學生事務組 周年工作計劃終期評估表 

 

(一) 工作計劃終期評估 

目標一：善用社區資源，提供適切的學生服務，培養學生良好的生活習慣，協助學生健康成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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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機構合作，參加「陽光笑容流動教室」，

推行「陽光笑容滿校園行動」，培養學生自

發刷牙及自律飲食之良好習慣。 

全年 7/6/2022 受疫情影響，兩項活動取消。 

2. 與機構合作，參加「身心達仁」家庭健康管

理計劃，為基層家庭免費提供由註冊護士主

導的一站式免費身心檢查及咨詢服務。 

7/2021-

11/2021 

7/6/2022 為照顧學生及家長的身心健康，本校參與「身心達仁」家庭健康管理計劃，

該計劃由和富社會企業及身心型造所舉辦，並得到鵬程慈善基金的支持，

旨在為合資格的基層家庭免費提供半年及預防性的個人身心關顧服務，鼓

勵家長多關注及識別自身與子女的身心需要，共同活出健康人生。 

第一期計劃於七月展開，邀請小一至小四的家庭參與計劃並填寫身心健康

網上問卷，機構通知本校跟進了六位合資格之家庭，面見護士安排註冊營

養師諮詢及身心支援小組(三節)，個別家長及子女獲安排與護士/營養師會

面，進行健康成效評估。 

3. 與家教會委員合作，建立午膳家長義工團隊

及組織愛心大使，提供優質服務。 

全年 7/6/2022 受疫情影響，學生半天上課，10 月起午膳供應商提供可供攜帶回家的午膳

餐盒予學生。 

因此，本校與家教會合作，成立午膳家長義工團隊，至現時共有 15 位家長

義工輪流協助派發午膳餐盒，每天有 4 位家長義工當值，配合午膳供應商

2 位派餐員工，先派發午膳到初小課室、再到 2 號操場按名單派發午膳給

高小學生，至今運作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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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報告 

計劃/活動名稱 機構名稱/負責老師 時間表 參與人數/獎項/反思(如適用) 

1. 學生資助計劃(書簿津貼、車船津

貼及上網費津貼) 

黎文燦老師 全年  截至 3 月，申請學資獲全額共 258 人，半額共 152 人。 

 本年度不設資產審查的學生津貼供全體學生申請已提交 EDB，並已

重交退回需家長修改的表格。 

2. 港鐵學生乘車優惠計劃 黎文燦老師 全年  截至 7 月，共收到 16 位合資格學生提交表格。 

3. 午膳服務 陳伊鈴老師 全年  受疫情影響，學生半天上課，10 月起午膳供應商提供可供攜帶回家

的午膳餐盒予學生。 

 10 月至 7 月期間，每月平均有 204 位學生訂餐。 

 午膳家長義工團隊每天有 4 位家長協助派發午膳餐盒。 

4. 校車服務 范金環主任 全年  本校學童校車服務由恆寶旅遊巴公司負責，10 月開始安排三部校車

(兩部 61 座位大車及一部 28 座位細車)，每輛車安排 1 位保母負責照

顧學生。 

 截至 4/10/2021，乘搭學生人數共 129 位。截至 10/1/2022，乘搭學生

人數共 108 位。 

 10/6/2022-17/6/2022 進行校車服務家長問卷調查，共收到 58 份，當

上落車地點安排、司機服務態度及質素、子女在校車上安靜守規分別

獲 4.4 分， 校車公司的整體服務質素為 3.9 分(5 分為最高分)。 

 25/6/2022 共有 23 位小一新生申請校車服務。 

 7 月將派發校車服務申請表予今年度小一至小五學生。 

5. 學生健康服務 白臻誠老師 全年 1. 兒童牙科保健服務及學生健康服務 

 719 位學生參加學生健康服務，10/12/2021 派發學生健康服務檢查通

知書。。 

 726 位學生參加兒童牙科保健服務，10/12/2021 已派發檢查通知書予

小六學生，由家長陪同子女前往中心檢查，一、四及五年級已完成牙

科保健服務，二、三年級於 1 月進行。 

2. 學童免疫接種服務 

 小一及小六學生第一針：白喉、破傷風、無細胞型百日咳及滅活小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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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痺混合疫苗訂於 15/2/2022 到校注射。 

3. 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注射 

 劍橋聯合醫務中心於 3/12/2021 到校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注射(第一

劑)，共 592 位學生參加。 

 3/1/2022 為 9 歲或以下的學生共 12 位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注射(第二

劑)。11 位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注射(補打) 

4. 接種 2019 冠狀病毒疫苗計劃 

 學校於 17/3/2022 及 23/4/2022 安排科興疫苗接種服務，於 28/3/2022

作團隊預約復必泰疫苗接種服務，安排學生及家長到指定接種中心進

行疫苗注射。 

 學校於 11/8/2022 安排衛生署人員到校接種混合疫苗第二針，安排家

長陪同學生到禮堂進行行疫苗注射。 

6. 學生獎學金事宜 黎文燦老師 全年  今年度共訂購 1341 張 50 元書券。第一學段頒發了 392 張(校友會獎

學金 336 張，家教會獎學金 56 張) ，還餘 959 張。 

 預計第三學段共頒發 842 張(校友會獎學金 586 張，家教會獎學金 106

張，陳啟陞紀念教育基金 150 張) 。 

7. 學生保險事宜 陳伊鈴老師 全年  已完成學生購買學生保險程序，2021-2022 年度學生保險由「聯城保

險代理有限公司」承標，全校共有 732 名學生購買學生保險。 

 本學年有 3 位學生正式申請索償，文件已交保險公司，1 位學生索償

不成功，餘下 2 位索償程序進行中。 

8. 學生拍照 區永剛老師 全年 1. 學生證件相拍攝 

 受疫情影響，學校不安排學生證件相拍攝工作。 

2. 六年級畢業生拍攝及教職員拍照 

 12-1 月報價，於 2/6/2022 完成拍攝工作。 

9. 學生校服 范金環主任 全年  校服供應商 Uniform Power 於 23/10/2021(六)上午 9:00-下午 5:00 派員

到校為學生即場購買冬季校服。 

 因製作出錯，另接納家長建議，對校服作出修訂。女生冬季校裙(只限

110, 120, 120+ 尺碼)的學生可於 11/12/2021 前使用免費改衣券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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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拉鏈，男生可於 11/12/2021 前使用免費改衣券進行冬季西褲加浪

深。 

 女生新冬季校裙、小一及小二男女生煲呔蝴蝶結安排於 18/12/2021 作

1 換 1 更換手續。 

 其他設計修改跟進包括冬季運動褲收窄設計，冬季運動衫黃領脫色及

易變形問題，已更改物料，6/1/2022 家教會代表已進行樣版測試，

7/1/2022 校服供應商取回樣版，手袖將改物料，以免易起毛粒。夏季

運動褲因要追色，更改物料，樣版已作測試及送回校服供應商。 

 25/6/2022 約 186 位小一新生購買校服。 

 有關升小二至升小六購買夏季校服（現貨）安排 

本校校服供應商(Uniform Power) 將於 25/6/2022（六）（上午 11:00-

下午 1:00）到校為有需要學生售賣夏季校服（現貨），以便新學年穿

著。 

而全體小二升小三學生需新購買夏季恤衫替代小一、二專用 Polo 上

衣。除於上述日期及時間到校選購外，家長可亦經 GRWTH app 或

到門市購買校服。 

 另白天校服改為長天小新校服過渡期為兩年，至 08/2023。由 1/9/2023

起，全校穿著長天小新校服。 

10. 書簿購買 黎文燦老師 全年  13/12/2021 學生交回下學期購書收據正本。 

 21/1/2022 已派發下學期學生用書。 

 10-20/1 將收學生購買下學期用簿及視藝材料費用。 

 年假前點算好數目。 

 8/2/2022 派發用簿入課室。 

 25/6/2022 提供小一新生書簿購買服務。 

 18-22/7 將收學生購買下學年上學期用簿及視藝材料費用。 

 27/7/2022 前學生交回下學年上學期購書收據正本。 

 4/8/2022 派發下學年二至六年級上學期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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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務報告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實際支出 

Actual Expenditure 
備註 

印刷及文具 過膠片及文具 500  校務處統一購買，沒有撥數 

證件套及掛頸繩(學生證)  $952.50  

證書紙(1000PCS)  $515.00  

證書紙(2000PCS)  $865 截至 29/7/2022 仍在處理收

據到門市部蓋印之問題 

服務合約 午間活動物資 5,000 0 今年度沒有在校午膳，取消

購買物資 

陽光笑容滿校園行動活動物資 1,000 0 活動取消 

校服 學生應急用校服 5,000 0 仍有大量舊校服，今年度不

用購買 

校友會教育發展基金津

貼支付 

全方位學生獎學金 40,100 0  

總數： $11,500 $2,332.50  

由校友會教育發展基金津貼支付 $40,100 $49,955.00  

 

 

(四) 小組成員 

組長：范金環主任 

組員：陳伊鈴老師、白臻誠老師、張學雯老師、黎文燦老師、魏曉瑩老師、溫美儀老師、阮玉娟老師、葉考欣行政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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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年度  訓輔組 工作計劃終期評估表 

 

(一) 工作計劃終期評估 

目標一：建立學生及師生之間互相欣賞及支持的關係，建立正面的自我價值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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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很美只因有你」 

 上學期由班主任於德育課對 3 位學生作

出口頭及利用書簽讚賞。讚賞內容須具

體，用語亦應有鼓勵性及正面，以製造一

個正面的環境，培養正向思維的能力。下

學期由學生負責分享。 

 核心主任及行政老師於早會及月會時段

與學生分享。 

9/2021 

至 

8/2022 

7/7/2022 約 90%學生及 90%老師認同活動讓學生感受到被愛被欣賞。 

整個活動無論是施或贈，有利於製造一個正面的環境，大家都表示十分快

樂。 

2. 提昇領袖生形象，強化他們的使命感。 

 加強領袖訓練，提升學生之領導才能及

團隊精神。 

9/2021 

至 

8/2022 

7/7/2022 由於半日制關係，無論是培訓及體驗活動都未能開展，期望於往後學年會

有實習的機會。 

3. 培養學生大使，讓他們成為愛己及人的「學 

生大使」。 

 組織學校服務團隊，強化他們使命感。 

 提供培訓及體驗活動，培養學生正確價

值觀。 

9/2021 

至 

8/2022 

7/7/2022 23/10/2021 已完成 6 小時的由教育局統籌的初級領袖訓練。當中 100%學生

表示享受當天的訓練活動；90%對成為領袖有極感興趣及希望能學以至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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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培養守法守規的良好公民，勇敢面對生活和成長的機遇和挑戰。(配合三年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策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 設立班本『Yes! We can!』活動 

每班隔月(10 月、12 月、2 月、4 月及 6 月)

按自己班本需要設定目標及獎勵方法。 

9/2021 

至 

7/2022 

7/7/2022  各計劃都切合班本需要，讓學生明白自己的長短處，力求完善。此外

透過班本活動亦能提昇學生之間凝聚力，發揮互助互勉的精神。 

 約 90%學生及 80%老師認同活動讓學生感受到被愛被欣賞，學生活動

讓他們有動力自我完善。 

2. 「和諧校園---尊重友愛 拒絕欺凌」運動 

透過早會、月會及和諧大使選舉宣揚和諧及

反欺凌的訊息，並協助學生認識及處理欺凌。 

9/2021 

至 

7/2022 

7/7/2022  九月下旬已取獲物資，並已完成早會部分，月會亦將於下學段進行。

至於和諧大使選舉暫擬與正向小組合作。獲選同學期望有機會宣揚和

諧及反欺凌的訊息，並協助學生認識及處理欺凌。 

 約 90%學生認同活動讓他們明白欺凌的定義。 

3. 重新設計新系列正向評語，並於成績表內按

學生品行表現作出肯定及提醒。 

9/2021 

至 

7/2022 

7/7/2022  90%家長表示評語富親切感，亦能中肯地反映學生的表現，參考價值

高。 

 約 90%學生及老師認同此改革評語能讓各持分者更具體了解個人特

質，從而取長補短。 

4. 每月召開一次級訓會議，了解各級學生行為

表現，於月會作出聚焦性的跟進。 

9/2021 

至 

7/2022 

7/7/2022  在第一學段完成四次級訓會議，期後因疫情停課及特別假期影響下相

關會議暫停。復課後繼續會議，全年共有六次。 

 會議讓級訓老師交流各級需要，級訓老師會利用月會時間對學生作出

即時的支援及提醒，期望能完善預防工作。 

 約 85%同工認同定時召開級訓會議能個別班別需要，及早處理問題。 

5. 全年召開不少於六次由級訓與班主任會議，

了解該級學生行為表現，按須要到個別班別

作訓輔工作，或找出目標學生作進一步支援。 

9/2021 

至 

7/2022 

7/7/2022  在第一學段完成四次各級已完兩次或以上的會議，期後因疫情停課及

特別假期影響下相關會議暫停。復課後繼續會議，全年共有四次。 

 班主任能反映班中需要的同時亦能了解同級異同，彼此交流處理技

巧，互相支援。 

 約 85%同工認同定時召開級訓與班主任會議能個別班別需要，及早處

理問題。 

 

 

file://///10.67.112.12/Office_public/2022-2023/C_校風及學生支援/C02_訓輔組/C02_04%20班主任專用區/02%20班級經營/YES！WE%20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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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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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成長的天空計劃 

(小四至小六） 

社工及 

小四至小六班主任 

10/2021 

至 

7/2022 

 計劃共 24 位小四年級學生參加，於 10/2021 至 05/2022 期間共進行 17 節

活動，包括挑戰日營、愛心服務及家長工作坊等。因應疫情，活動以視

像形式進行，原定之親子日營、家長工作坊及再戰營會，將延至下學年

實體進行，成員的出席率為 83.2%。 

 計劃共 25 位小五年級學生參加，於 10/2021 至 02/2022 期間共進行 10 節

小組活動及 1 節家長工作坊，因應疫情，大部份活動以視像形式進行，

其中 14/12/2021 組員回校於小一百日宴進行服務學習，所有小組活動完

成，成員的出席率為 90%。 

 計劃共 19 位小六年級學生參加，於 11/2021 至 06/2022 期間共進行 10 節

小組活動及 1 節家長工作坊，因應疫情，大部份活動以視像形式進行，

其中 10/6/2022 於小息時到小二年級進行愛心服務，所有小組活動完成，

成員的出席率為 89%。 

2 學生成長檔案 全體老師 全年 5/8/2022 完成所有編印及過渡工作。 

3 校本學生獎勵計劃 全體老師 全年 計劃於 10 月開始至 7 月下旬完成。學生對此活動感興趣，表現積極、投入。

學期結束時有大批學生換領禮物，檢討後訂定來年度按上課循環日，安排各

個年級於早上回校後直接於一號操場換領禮物。 

4 班級經營活動 

 一人一職 

 生日會 

 舉行秩序、禮貌及

整潔比賽 

全體老師 全年 超過 95%同事都認同班級經營活動能增加學生對學校歸屬感及加深師生關

係。 

5 分級主題月會 全體老師 全年 每級已完成 6 次的月會 

8/2/2022(二)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 「快樂升中秘笈.以無毒健康身心，應付升

中挑戰」(小五至小六) 

15/6/2022(三)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機智小特工」(小三至小四) 

11/7/2022(一) 西九龍交通部 「道路安全講座」(小一至小二) 

file://///10.67.112.12/Office_public/2022-2023/A_管理與組織/A02_校務組/A02_02_教職員備忘/T016%202122早會、品德與生命教育課程、月會及生日會行事曆安排%20%20_瑩.docx
file://///10.67.112.12/Office_public/2022-2023/C_校風及學生支援/C02_訓輔組/C02_04%20班主任專用區/05%20月會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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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防災演習 全體老師 全年 已完成全校走火圖生路線，有待下學段進行演習。 

7 午息活動 訓輔組及社工 全年 因半日制上課安排，暫時未曾開始。 

8 講座活動 社工 6/2022 「保護自己小勇士」講座(小一至小六) 

9 家長會 訓輔組及社工 全年 日期 家長講座 地點 參與人數 

5/10/2021 一年級分級家長會-小一新生適應 學校 121 

1/11/2021 「教導孩子 不再迷網」家長講座-高小 學校 21 

26/11/2021 「教導孩子 安全上網」家長講座-初小 學校 27 

1/12/2021 「及早識別及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

生計劃」之「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家長

講座 

學校 27 

11/12/2021 成長的天空(小六)-家長工作坊 Zoom 6 

16/12/2021 「打駡以外的教養方法」家長講座 學校 41 

22/1/2022 成長的天空(小五)-家長工作坊 Zoom 14 

27/1/2022 Ease 計劃家長講座 

執行功能家長講座(一) 

Zoom 5 

11/2/2022 「你明白我嗎？」- 如何讓孩子說出心

底話家長講座 

Zoom 11 

15/2/2022 Ease 計劃家長講座 

執行功能家長講座(二) 

Zoom 5 

23/2/2022 「家長情緒管理」網上家長講座 Zoom 34 

31/5/2022 「一致三贏的溝通」家長講座 學校 34 

11/6/2022 小一迎新日-幼小銜接小貼士家長講座 學校 150 

20/6/2022 「教導孩子：保護自己、尊重別人」家

長講座 

學校 20 

8/7/2022 「與孩子的情緒做朋友」行為情緒處理

工作坊(一) 

學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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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2022 「正向教育」網上家長講座-「培養樂觀

孩子，由性格強項開始」 

學校 / 

15/7/2022 「與孩子的情緒做朋友」行為情緒處理

工作坊(二) 

學校 / 

19/7/2022 「正向教育」網上家長講座-「如何陪伴

子女面對失敗？」 

學校 / 

21/7/2022 家長也升班-升中家長講座 學校 / 
 

10 教師專業發展 訓輔組及社工 全年  12/1//2021 進行 2.5 小時的專業培訓「危機處理工作坊」，90%的同工認

同工作坊能有效地識別有需要的同學，對於作出適切的支援的技巧亦有

90%的同示表示有所得著。 

 12/5/2022明愛成長天地社工邀請吳文軒教練為大約60位教職員進行了3

小時的成長的天空教師培訓：教師與家長溝通的策略，收回26份檢討問

卷，講座平均分為80，回應反映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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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務報告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實際支出 

Actual expenditure 

印刷及文具  文具 $5,000 $580 

訓輔組活動  訓輔活動物資(如班級經營活動/校本獎勵計劃)物資 $50,000 $24,674 

 

 家長講座及工作坊 $10,000  

服務合約  「成長的天空」計劃之服務費用： 

P.4 兩組: $205,249(2122 第一期) 

2223 年度計劃的第二期$33,114 

2324 年度計劃的第三期$33,114 

P.5 兩組:$33,114(第二期) 

2223 年度計劃的第三期$33,114 

P.6 兩組:$ 31,834 (最後一期) 

  (教育局於 21/22 年度因通貨膨脹而調整之實際撥款詳見教育局通函第 

25/2020 號) 

$254,769 $206,686 

 

 

 

$33,114 

 

$31,834 

印刷、文具及訓輔組活動總計： 

成長的天空總計： 

$65,000 $25,250.4 

$270,197 $271,634 

 

 

(四) 小組成員 

組長：何潔瑩主任 

組員：鄺淑玲老師、梁月虹社工、蘇陽基社工、梁蓓蓉主任、陳伊鈴老師、鍾兆權老師、王倩儀老師、李翠珊老師、白臻誠老師、黃家輝老師、 

李穎芬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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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年度  學生支援組 周年工作計劃終期評估表 

 

(一) 工作計劃終期評估 

目標一：照顧學習差異，促進學生有效學習及自主學習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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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行全校性的策略(第一層支援)，優化課堂

的學與教，建立正向的環境支援，促進學生

有效學習。 

9/2021 

至 

7/2022 

14/7/2022  於學期初時，每個班房張貼了兩張海報，分別為聲量表及「100 分姿

勢」。70%教師曾使用相關的技巧及策略於課堂教學中，建立一個正

向而有規律的課堂學習環境。 

 第一層支援就是推行全校性的策略，優化課堂的學與教，建立正向的

環境支援。老師會運用具針對性的技巧與策略，營造一個能引導有自

閉症的學生投入學習及融入社群的日常環境。有效的第一層支援可以

預防問題行為的出現，亦可讓有自閉症的 學生在日常環境中懂得面

對不同的學習及社交要求，掌握情緒調控及社交適應的知識、技能及

態度。除此以外，第一層支援的技巧與策略對一般學生也同樣有幫助。 

2. 於小一設「及早學習小組」，支援助理教師 

為小一成績稍遜或懷疑早期讀寫障礙學生進 

行小組訓練。 

9/2021 

至 

7/2022 

14/7/2022  12 位小一學生參加，參加學生均為有早期讀寫障礙或有限智能的學

生。 

 本組製作了小一識字冊及練習，印製成小冊子派發給參與學生於堂上

使用。 

 小組以網課形式進行，共 9 次，每次 30 分鐘。 

 根據學生問卷調查顯示，100%學生學會了中文的不同字型結構，91.7%

學生能流利地朗讀識字冊內的句子，100%學生認同小組增加了對學習

中文的信心，100%學生認同老師講解清晰。 

 根據教師問卷調查顯示，100%教師認同「及早學習小組」使學生有進

步及能主動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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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寫作課時，為非華語學生及有特殊學習困 

難的學生提供支援，提升學生寫作能力。 

9/2021 

至 

7/2022 

14/7/2022  2C、5C、5D 均有非華語學生，於中文寫作課時及中文默書，安排支

援助理教師入室支援或抽離學生。100%教師認同於寫作課時提供支

援，有助學生有效學習。 

 由於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基礎能力弱，在認字上仍有不少的困難，在中

文寫作上未能完成課堂上的要求。 

 

目標二：透過「以人為本」的模式，為學生提供適切的學習需要，肯定學生的成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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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與支援助理教師協作，提升有特殊學習

需要學生的學習能力。 

9/2021 

至 

7/2022 

14/7/2022  按照個別學生的學習需要，安排支援助理教師入室支援。100%教師認

同支援助理教師進入課室，能提升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習能力。 

 直至 2022 年 6 月，支援助理教師曾到以下班別進行協作教學：1A、

1B、1C、1D、1E、2B、3C、4B 二年級躍進班、三年級躍進班、四年

級躍進班。 

 一年級主要支援智障學生、在學習上有困難的學生、專注力不足/過度

活躍症的學生。 

 安排支援助理教師協助 2B 班的智障學生在數學科方面的學習。 

 安排支援助理教師協助 3C 及 4B 班的自閉症學生於課堂上的學習情

況。 

 安排支援助理教師協助二至四年級中文及英文躍進班的學生進行學

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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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援助理教師為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開設

「課後研習小組」，教導功課及鞏固學習。 

9/2021 

至 

7/2022 

14/7/2022  本學年因半日制上課，學生又未能留在校內，故小組於 5 至 6 月時，

每個循環周 2 次，共 10 次，每次為 35 分鐘，於第七節課進行。 

 為去年小一及早識別為輕微學習困難的學生，共 11 位學生，利用已製

作好的小二識字冊進行鞏固中文字詞的學習。 

 根據教師觀察，被挑選的學生於課堂中都樂於學習，同學在短時間的

學習中雖然未能提升學業成績，但學生增加了朗讀的機會，可提升閱

讀流暢度。另外，在小組中會鞏固他們對中文字型及部件的認識，有

更多機會掌握正確的書寫方法。 

 因課堂模式由長期變成短期，而並非全年持續性的形式進行，成效難

以在短時期內見效，故未有收集學生的成績以作比較。另外，原先訂

定此小組為指導學生完成較難的功課，但因教學內容轉變，故未有完

成教師問卷。 

3. 延續「我材•我能」小組，透過表演、利用

展板或學校網頁，展示學習多樣性學生的作

品，加強了學生的自信心，亦肯定了他們的

成就。 

9/2021 

至 

7/2022 

14/7/2022    80%曾參與學生認同學校透過不同途徑，讓更多同學認識自己的另一

面。 

   80%教師認同此活動能營造關愛和諧的校園文化及塑造學生正向品格

價值觀。「雜耍小組」於上學期以實體形式進行，但因疫情關係，

未能於下學期開設實體小組。 

 「Beatbox 達人小組」一直以網上形式授課，故訓練及練習時間欠全

面，兩組都未能於學期尾時進行表現。 

 「沙畫會說話小組」也以網上形式進行學習，但最後一節為親子班，

以實體形式進行，共有 9 位家長一同參與，親身可以接觸到如何在燈

箱上進行沙畫學習及創作，在沙畫師的帶領下，當天氣氛融和。親子

班上課片段將製作短片上載學校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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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三：建立和諧共融文化，培養關愛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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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哥大姐姐」指導「小一及早識別有顯

著及輕微學習困難」的二年級學生於課前或

午息利用小二識字冊一起閱讀字詞，建立關

愛共融文化。 

9/2021 

至 

7/2022 

14/7/2022  本學年因半天上課日，所以「大哥哥大姐姐」於課前改往小一及小

二指導有學習需要的學生，一起閱讀字詞及練習寫字。但期間因疫

情關係，以致指導次數減少，由 12 月開始至 6 月共進行 8 次。 

 大部分的「大哥哥大姐姐」都主動性很強，於指定日子自行前往小

一及小二班房找有關同學進行鞏固學習。 

 100%大哥哥大姐姐認為服務可提升學生關心及幫助別人。 

2. 培訓高年級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成為「桌

遊大使」，於午息時協助同學進行桌遊活

動，推廣正向訊息。 

9/2021 

至 

7/2022 

14/7/2022  第一學段時於多元智能課開設「桌遊小組」，希望藉活動培訓桌遊

大使。後期多元智能課取消，而使小組未能延續。 

 本學年因半天上課日，未能於午息時進行桌遊活動。而桌遊活動一

般需要一定的時間才可完成，所以難以於課前進行。 

 希望來年可以於多元智能課開始「桌遊小組」，於午息時與學一起

進行桌遊活動，推廣正向訊息。 

 

 

(二) 恆常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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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更新及定期輸入教育局電子系

統 SEMIS 資料 

梁蓓蓉主任、李穎芬老師 全年 於 30/11/2021 前已完成輸入有關資料。 

2 轉交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資

料 

梁蓓蓉主任、李穎芬老師 全年 於 30/11/2021 前把學生的醫療報告交給第三

組督學，並核實有關學生的報告。 

3 「學習程度測量卷」(LAMK) 學生支援組 學期末  於 21、25、27/7/2022 進行。參與學生為

本年度正接受支援計劃的學生，以及

成績稍欠理想的學生 (第三學段考試

中、英、數成績稍遜的學生(其中兩科得

分少於 40 分) 。 

 於 11-13/7/2022 老師提名成績稍遜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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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並派發通告給所有參與 LAMK 卷考

試的學生。 

 參與考試的學生：支援名單上學生(133

人)；由教師提名，須有兩科 40 分以下

(22 人) 

 待考核完成後，將會按學生成績編排入

躍進班。 

4 「校本心理服務計劃」 

- 協助識別有學習困難的學生 

- 及早識別及輔導有學習困難

的小一學生 

- 個別學習計劃 

- 協助學校訂出有關照顧有學

習困難的學生的政策 

- 為學生進行專業性評估 

- 為有學習困難家長提供諮詢

服務 

梁蓓蓉主任、李穎芬老師、本校社

工及校本心理學家 

全年  截止 11/7/2022，EP 幸潔玲姑娘共到校 30

次，分別為有學習需要的學生進行評估，

接見家長，進行觀課，參與個別學習會議，

舉辦家長同行小組等。 

 已為 17 位學生進行評估，已有 13 位學生

評估後確診為讀寫困難，另外有 3 位學生

經評估後為有限智能。幸潔玲姑娘及梁蓓

蓉主任或李穎芬老師接見家長，並與家長

商討功課、默書及測考的安排，並講解有

關 184 通告「遞交學生的特殊教育需要資

料(新入學或新呈報資料的學生適用)」。 

 於 18、25、29/7/2022，EP 將會參與部分

的 IEP 年終檢討會議，科任教師及六位家

長也會一同參與會議。會議上，各位教師

會匯報 IEP 內的執行情況，以及學生在三

層支援架構下的學習進程。收集了科任教

師及家長的意見，將會草擬來年度的 IEP。 

 2021 年 12 月召開提名會議，小一班主任、

中、英及數學科科任共同商議並提名初步

需要接受評估的學生，以識別有輕微或顯

著學習困難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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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家長更具體了解「及早識別及輔導

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已於 11 月尾

時派發有關「及早識別及輔導有學習困難

的小一學生計劃」的通告給家長。 

 共派發 48 份「小一學生之學習情況量表」

(標準版及附加題)予小一班主任填寫，並

把數據輸入相關的程式中。 

 於初步評估結果顯示「有顯著學習困難」

16 人、「有輕微學習困難 12 人及「沒有

學習困難」20 人、可能有基本數學能力困

難 36 人。 

 需要收集更多的數據，已與學生進行三分

鐘抄寫的測試，並會再進行一分鐘讀寫測

試，由支援老師個別約學生於網上進行有

關的測試。並會向小一科任拿取學生平日

默書及進展性評估的成績。 

 將會向小一的中文及英文科任收集學生

的默書及進評分數，以及學生平日功課的

影印，以供幸潔玲姑娘作參考用。 

 幸姑娘於 18/2/2022及 25/2/2022新年與小

一老師進行諮商會議。各科任於當天把有

關學生的學習、行為、社交及家庭支援等

資料詳細地報告出來。有關結果有待幸潔

玲姑娘整理後，於稍後把結果通知各科任

及家長。 

 在5月初已派發通告178「及早識別和輔導

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計劃──識別結

果及跟進服務，家長若願意遞交學生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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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教育需要資料予教育局，已於11/7/2022

前把有關資料輸入SEMIS系統內。 

5 「校本言語治療服務」 

- 言語治療師到校為學生提供

治療服務 

- 為學生安排個別或小組訓練 

- 言語治療師定期面見家長  

- 安排家長或教師講座/工作

坊 

梁蓓蓉主任、李穎芬老師、 

支援老師、支援助理教師 

全年  言語治療師陳惠賢姑娘於 9 月份開始檢

視舊個案及評估新轉介的學生，已於 10

月尾下午時段以 Zoom 開始進行言語治療

服務。 

 於 2021 年 8 月至 9 月時收到 42 位一年

級學生的轉介信，已派發「家長同意書

－校本言語治療服務」通告供家長填

寫，並取得同意。由於需要評估的人數

多，故至今仍在然進行評估中。 

 六年級學生的「小六升中面試技巧」工

作坊已於 7/1/2022 進行。有關學生問卷

結果顯示如下： 

 同意及 

十分同意

(%) 

1. 提升説話技巧和表達

能力 

100% 

2. 了解升中面試的形式 

   (個人面試及小組討論) 

100% 

3. 掌握個人面試的技巧 96% 

4. 掌握小組匯報的方法 97% 

5. 掌握回應別人的技巧 98% 

6. 運用更多不同的語句

回應別人 

100% 

7. 掌握自我介紹的方法 99% 

 由於暫時仍然是半日制上課安排，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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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當言語伴讀大使仍未能進行。 

 由於本校將於 2022/23 學年推行新計劃

(加強校本言語治療服務)，聘請自己的駐

校校本言語治療師，今年的中度或嚴重

語障學生及經治療後康復的學生言語評

估報告(副本)，不用交給教育局，會先存

檔於校內，如順利聘得治療師後，局方

的專責教育主任會到校檢視學生的報告 

 陳姑娘於 2 月至 3 月與中文科任面談，

討論有關確診有中度及嚴重語障的學生

在說話時所遇到的困難，讓老師能掌握

學生的難處，並於平日教學時可多留意

學生說話的情況。 

 截至 30/6/2022，輕度語障的學生共有 83

人，中度語障的學生有 13 人，嚴重語障

的 6 人。 

 在 1 月時已向教師收集懷疑有語障學生

提名，但因本年度需要進行治療的學生

人數較多，言語治療師未能為學生進行

評估。將會交由下年度的校本言語治安

師為有關學生進行評估。 

 言語治療師已製作家長通訊，加入本組

製作的家長小錦囊，並於 5 月時上載學

校網頁中。有關家長小錦囊的教師問卷

已發出，有待問卷完結後整理再數據。 

 言語治療報告於 5 月時派發給學生及家

長妥為保存，家長簽署有關通告後並把

回條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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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5 月時，已於 SEMIS 系統內更新本年

度的言語治療名單給教育局，有關報告

將於下學年才需要供給教育局查核。 

 於 20/6/2022 已遞交「校本言語治療服務

成效檢討表」，「校本言語治療服務周

年報告」待校本言語治療完成後再交給

言聽組。 

 1/9/2022開始，本校將會與聖芳濟愛德 

 小學共同聘用一位校本言語治療師。 

6 外購服務 

- 專注力小組：賽馬會喜躍悦

動計劃(初小及高小組) 

 

 

 

 

 

 

 

 

 

 

- 讀寫小組：「中文趣無窮」 

 

 

 

 

 

 

梁蓓蓉主任、李穎芬老師、 

支援助理教師 

 

2021 年 10 月 

至 

2022 年 6 月 

 

 

 

 

 

 

 

 

 

2021 年 10 月 

至 

2021 年 12 月 

 

 

 

 

 與東華三院合作，將舉辦為期兩年的專注

力訓練。為參與學生提供執行及管理技

巧、學習技巧和情緒管理等的訓練，以加

自我管理能力，提升學習效能；並為家長

提供諮商，以及其他加強支援服務。 

 在小組進行前，機構均致電每位教師及家

長，希望能在小組進行前得知更多學生的

日常學習情況、情緒控制等。 

 在小組進行前及後，已派發給相關教師問

卷及家長問卷，機構已收妥所有問卷。 

 

 

 與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合作，將舉辦

「中文趣無窮」讀寫能力訓練小組。本

計劃主要以多感官學習法為介入基礎，

讓兒童掌握中文字的形、音及義、句子

結構及作文，同時提升他們學習中文的

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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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交小組(小二) 

 

 

 

 

 

 

 

 

 

 

- 社交小組(智障學童) 

 

 

 

 

 

 

- 社交小組：「全校參與分層

支援有自閉症的學生──學

校與非政府機構協作」計劃

(初小及高小組) 

 

 

 

 

 

 

2021 年 11 月 

至 

2022 年 3 月 

 

 

 

 

 

 

2021 年 12 月 

至 

2022 年 3 月 

 

 

 

 

 

 

2021 年 10 月 

至 

2022 年 5 月 

 

問卷內容 

表示非常同意及同

意 

學生問卷 

提升中文的興趣及

自信心 

100% 

提升中文的讀寫能

力 

100% 

 與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合作舉辦「社交

技巧訓練小組」，透過不同遊戲及訓

練，藉以提升孩子管理情緒及表達能

力，以及改善社交的技巧。 

問卷內容 

表示非常同意及同

意 

學生問卷 

提升學生的情緒管

理能力 

100% 

提升學生的社交能

力 

100% 

 

 與童樂治療合作舉辦「社交訓練組(智障學

童)」，活動訓練學生的社交技巧，幫助他

們認識和遵守社交常規。此外，從小組社

交活動也學會遵從簡單的遊戲規則。 

 

 與香港明愛舉辦為期兩年的計劃，為參

與學生提供每年不少於 18 小時的小組訓

練，藉此加強學生的學習適應、社交溝

通、情緒調控及解決困難等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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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我能」之一：「雜耍

班(初班)」 

 

 

 

 

 

 

 

 

 

 

 

- 「 我 才 • 我 能 」 之 二 ：

「BEATBOX 達人」 

- 「 我 才 • 我 能 」 之 三 ：

「BEATBOX 達人」 

(延續班)  

 

 

 

 

 

 

 

 

 

 

2021 年 10 月 

至 

2021 年 12 月 

 

 

 

 

 

 

 

 

 

 

2021 年 11 月 

至 

2022 年 3 月 

 

 

 

 

 此計劃機構會收集家長及教師觀察學生

在小組訓練前後的轉變。在小組進行前，

機構均致電每位家長，以及與本組開會，

希望能在小組進行前得知更多學生的日

常學習情況、情緒控制等。 

 在小組進行前及後，已派發給相關教師問

卷及家長問卷，機構已收妥所有問卷。 

 

 透過活動訓練學生的手眼協調及專注

力，培養雜耍興趣，練習基本功，入門

知識及基本表演要求。主要教授拋絲

巾，轉碟及扯鈴等入門招式。學生能學

會一些簡單的花式，最後可以串連幾個

不同的雜耍表演。 

問卷內容 

表示非常同意及同

意 

學生問卷 

能夠訓練我的手眼

協調及專注力 

100% 

建立了我的自信 100% 

 

 透過活動訓練學生口肌活動能力、張開

口的幅度、咬字發音、丹田運氣、節奏

感等元素，訓練學生的學習溝通技巧，

並建立自信。除了學習基本節拍、

Beatbox 練習，也會有分享，導師及學生

表演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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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我能」之四：「沙畫

會說話」 

 

 

 

 

 

 

 

 

 

 

 

 

 

 

 

 

 

 

 

 

 

 

 

 

 

 

2022 年 2 月 

至 

2022 年 6 月 

 

 

 

 

 

 

 

 

 

 

 

 

 

 

 

 

問卷內容 

表示非常同意及同

意 

學生問卷 

訓練我的口肌活動

能力、張開口的幅

度、咬字發音、丹

田運氣、節奏感等  

100% 

建立了我的自信 100% 

 

 透過活動學習一些基本畫沙畫的手法，

藉學習訓練學生的手肌、左右手和手眼

協調及專注力。除了學習技巧及進行練

習，也會有分享，導師及學生表演環

節。 

問卷內容 

表示非常同意及同

意 

學生問卷 

在網課中，導師講解

清晰，教授不同的沙

畫技巧 

100% 

透過這個小組，能

夠訓練我的專注力

及手肌能力 

100% 

畫沙畫時，令我的

心情變得輕鬆，忘

記煩惱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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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難團隊合作小組 

 

 

 

 

 

 

 

 

 

 

 

 

 

 

 

- 表達藝術治療(個人) 

 

 

 

 

 

2022 年 3 月 

至 

2022 年 5 月 

 

 

 

 

 

 

 

 

 

 

 

 

 

2021 年 11 月 

至 

2022 年 3 月 

 

我喜歡與爸爸/媽媽

一起參加親子班活

動 

75% 

 

 

 透過活動體驗，提升學生的合作、溝

通、解難能力及抗逆力。運用團隊合

作，訓練學生多角度思維的能力，激發

創意及能力。 

問卷內容 

表示非常同意及同

意 

學生問卷 

透過這個小組，能夠

訓練與人的合作能

力 

100% 

透過這個小組，增

加與人的溝通能力 

100% 

透過這個小組，能

夠訓練我的解難能

力 

86% 

 

 在八節表達藝術治療的會面過程中，治

療師帶領學生透過繪畫、音樂等藝術媒

介進行代表自身情緒及想法的創作，幫

助學生建立恰當的方式表達情緒，減少

負面情緒的積累，以達紓壓及穩定情緒

之效。會面中亦著重提升學童的創意，

並讓學生在非批判的藝術創作過程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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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自我表達，提升與人溝通及社交場合

中的自信。 

 會面過程當中，學生探索以不同藝術的

形式表達自己的想法及情緒，當中包括

以繪畫（個人畫及合作畫）、面譜製

作、樂器即興創作、角色扮演、舞動等

方式，以表達她內裡的不同情緒之餘，

更展現出困擾她的事情、或面對不同社

交關係或學業壓力等因素下的身心狀

態。會面中，穎妍透過欣賞自身的創作

了解自己的想法及身邊不同關係的支

持，成為她面對轉變的力量來源。 

7 功課、默書及測考調適 學生支援組、 

課程組、科任老師 

全年  課業調適(躍進班)，共發出問卷 30 份。 

問卷內容 

表示非常同意及同

意 

學生問卷 

調適課業能提升我

的學習興趣 

85% 

調適課業的深淺程

度及數量符合我的

學習能力 

73% 

我會主動完成調適

的課業 

68% 

 

 默書調適，共發出問卷 61 份，收回 58 份。 

問卷內容 

表示非常同意及同

意 

學生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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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默書能提升我

的學習動機 

90% 

調適默書的深淺程

度符合我的學習能

力 

74% 

 

 考試調適安排─抽離及加時，共發出問卷 43

份，收回 41 份。 

問卷內容 

表示非常同意及同

意 

學生問卷 

抽離原班課室，於

另一個課室進行測

考，讓我得到適切

的照顧及支援 

85% 

測考加時讓我有更

充裕的時間作答題

目 

88% 

教師讀出大題目或

我能查問字詞，有

助我理解和作答題

目 

88% 

 

 考試調適安排──「以不同作答方式」答題，

共發出問卷 41 份，收回 41 份。 

問卷內容 
表示非常同意及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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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問卷 

測考卷中「以不同

作答方式」作答題

目，讓我得到適切

的照顧及支援 

91% 

我能完成「以不同

作答方式」作答題

目 

86% 

我滿意自己在考試

時的表現 

76% 

 

 考試調適安排_「調適卷(S 卷)」答題。共發

出問卷 9 份，收回 9 份。 

問卷內容 

表示非常同意及同

意 

學生問卷 

「調適卷」讓我增

加信心。 

89% 

調適題目後，讓我

能容易作答。 

78% 

我能完成「調適

卷」內的題目。 

100% 

 

8 參與各科的共同備課 梁蓓蓉主任 全年 本年度共參與 8 次各科共同備課。 

9 多元智能課 

「小二句子」及「小一識字」中

文分層支援教學 

李穎芬老師、伍美鳳老師、 

支援助理教師 

全年  由於暫停了多元智能課，所以一級只去了

其中兩班進行。 

 根據教師觀察，學生投入於多元智能課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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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教材中的圖畫吸引，引起學生學習的

興趣。期望能透過小組多元化活動，讓學

生多寫多說多想，提升他們的學習能力和

興趣。 

10 共融活動 梁蓓蓉主任、李穎芬老師、 

支援助理教師 

全年  參中由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舉辦的「共

融校園體驗活動：手語歌欣賞」，於聽

障學童就讀的班別(2E)進行。 

 根據教師觀察，當天學生投入活動中，一

邊唱歌，一邊做手語把歌詞演繹出來。活

動由聽障人士帶領，使學生有機會接觸有

特殊需要的人。從活動中，學生明白聽障

人士聽力與一般人不同，需要幫助他們。 

11 鼓勵教師參加相關課程 梁蓓蓉主任 全年  黃港徽老師及范金環主任完成照顧同學

習需要(基礎課程)。 

 洪雅文主任完成照顧同學習需要(高級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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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教師講座 梁蓓蓉主任 全年  在 24/9/2021 為中文科教師舉行了工作坊

「從桌遊訓練言語」，教師問卷調查顯

示： 

 同意及 

十分同意

(%) 

1. 講者的講解清晰 100% 

2. 桌遊可以提升學生的説

話技巧和表達能力 

100% 

3. 利用桌遊可以增加學生

學習中文的興趣 

100% 

4. 我會嘗試利用不同桌遊

於日常教學/小組訓練中 

93% 

 

13 製作家長小錦囊 梁蓓蓉主任、李穎芬老師、 

何潔瑩主任 

5/2022  內容包括：第一部分由言語治療師陳輥

賢姑娘撰寫的「了解語言問題類別及應

對方法」，第二部分題目為「時間管

理」，讓父母為孩子逐步建立自己的時

間表。教師問卷調查顯示： 

內容：言語治療 
同意及十分

同意(%) 

1. 內容符合家長的需要 98% 

2. 內容清晰 98% 

3. 內容有助提升家長對言

語治療範疇的認識 

96% 

4. 內容能幫助家長為子女

進行言語訓練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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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言語治療 
同意及十分

同意(%) 

1. 內容清晰 94% 

2. 內容有助提升家長教導

孩子訂立時間表 

90% 

 

14 小一知多 DD 小組 

 

 

 

 

 

 

「藉著藝術說故事」社交小組 

 

 

 

 

 

 

 

 

 

 

 

 

 

 

 

支援助理教師 

 

 

 

 

 

 

支援助理教師 

 

 

 

 

 

 

 

 

 

 

 

 

 

 

 

8/2021 

 

 

 

 

 

 

10-12/2021 

 

 

 

 

 

 

 

 

 

 

 

 

 

 

 

 在 2021 年 8 月時安排了「小一知多

DD」，讓學生於重回小學上課時預備

「好心情」、「好時間」、「好物資」

和「好學心」。此小組為小一的 13 位懷

疑或確診自閉症的學生進行四次網上小

組訓練，共開設四組。 

 

 透過藝術創作的過程，學生學習與人交

流和待人接物的技巧，並改善語言和非

語言溝通能力，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十節的集體創作社交小組，透過共同的

藝術創作，提升自閉症學生的語言和非

語言的社交能力。小組後，四名家長皆

同意學生表現有進步，出現良好社交行

為的次數由「從不」、「很少」評為

「有時」，例：對話時，主動打招呼、

不插話和能保持恰當的眼神接觸等。 

 每節小組後，學生們亦能說出自己不恰

當的社交表現，例如：接受幫助後沒有

說「謝謝」，經提示後，情況有明顯改

善。 

 每節小組後會與家長表達該堂所學的社

交技巧，希望家長同時在家實踐，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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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自理小組 

 

 

 

支援助理教師 

 

 

 

5-6/2022 

效果。就觀察所知，即使小組已完結，

學生大部份的社交技巧仍能維持。 

 

 社交自理小組是透過桌上遊戲訓練學生

的社交技巧，主要針對訓練眼神交流、

分工合作和樂於分享三方面。學生在後

期的表現明顯有進步，開始掌握如何分

工合作完成遊戲，更主動分享生活趣

事，社交技巧有改善。 

 

 

(三) 財務報告 

1. 學習支援津貼 

項目 特殊範疇 實際獲批津貼金額 預算金額 Budget 
實際支出 

Actual expenditure 

- 2020 至 2021 學年「學習支援津貼」餘款 $245,761.51   

- 
2021 至 2022 學年「學習支援津貼」預計撥

款 
#$1,233,906.46  

 

1 增聘全職支援教師 2 人  $802,000.00 $667,900.00 

2 增聘學習支援助理教師 3 人  $648,000.00 $521,973.81 

3 

外購專業服務 

- 專注力小組：賽馬會喜躍悦動計劃 

- 社交小組(智障) 

- 社交小組(YWCA) 

- 讀寫小組：「中文趣無窮」 

- 社交小組：「全校參與分層支援有自閉症

的學生──學校與非政府機構協作」計劃

 $100,000.00 

 

$12,000.00 

$9,000.00 

$18,500.00 

$18,500.00 

$0.00 

 

 

$7,000.00 



69 

 

(初小及高小組) 

- 「我才•我能」之一：「雜耍班(初班)」 

- 「我才•我能」之二：「BEATBOX 達人」 

- 「我才•我能」之三：「BEATBOX 達人」 

(延續班)  

- 「我才•我能」之四：「沙畫會說話」 

- 表達藝術治療(個人) 

$9,000.00 

$9,000.00 

 

$21,500.00 

$7,000.00 

4 

購置學習資源及器材 

- 桌上遊戲 

- 英文 BOOKLET 

 

- 中文識字冊 

- 中文寫作冊 

 

 

 

 

 

- 多元智能課物資 

 $10,000.00 

 

$1,658.70 

$193.26 

$252.00 

$780.50 

$899.50 

$3,024.00 

$633.00 

$1,040.00 

$1,520.00 

$768.00 

$127.50 

5 
安排學習/共融文化活動、校本教師培訓及家

校合作支援活動 
 $5,000.00 

$325.50 

$300.00 

合計： $1,479,667.97 $1,565,000.00 $1312,895.77 

餘款：  -$2972.68 $166,772.2 

#
以學校於 11月 30日或以前呈報並經教育局審視的需要第二層及第三層支援的有關學生人數，以及 2020/21學年的第二層及第三層個別津貼額而計算出

「學習支援津貼」總額（即經扣減轉換教席後的金額，如適用），並扣減第一期學習支援津貼撥款後的餘款；教育局將於翌年 2月通知學校有關金額，

並於 3月發放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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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特殊教育需要非華語學生支援津貼 

項目 特殊範疇 實際獲批津貼金額 預算金額 Budget 
實際支出 

Actual expenditure 

- 
2020至 2021學年「加強支援非華語學生的

中文學與教津貼」餘款 
$0  

 

- 
2021至 2022學年「加強支援非華語學生的

中文學與教津貼」預計撥款 
$101,405.00  

 

1 
增聘全職支援教師 1人(部分薪金將由有特

殊教育需要非華語學生支援津貼發放) 
 $76,000.00 $93,905.00 

2 
外購專業服務 

- 解難團隊合作小組 
 $20,000.00 $7,500.00 

 
合計： 

餘款： 

 $96,000.00 $101,405.00 

 $5,405.00 $0 

 

 

3. 加強支援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教津貼 

項目 特殊範疇 實際獲批津貼金額 預算金額 Budget 
實際支出 

Actual expenditure 

- 2020至 2021學年「加強支援非華語學生的

中文學與教津貼」餘款 
$0  

 

- 2021至 2022學年「加強支援非華語學生的

中文學與教津貼」預計撥款 
$151,050  

 

1 
增聘全職支援教師 1人(部分薪金將由有特殊

教育需要非華語學生支援津貼發放) 
 $140,000 $151,050 

2 外購專業服務  $10,000 $0 

 
合計： 

餘款： 

 $150,000 $151,05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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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言語治療津貼 

 
項目 實際獲批津貼金額 預算金額 Budget 

實際支出 

Actual expenditure 

- 2021至 2022學年「言語治療津貼」撥款 $174,090.00   

1 購買校本言語治療服務  $115,920.00 $115,920.00 

2 雜項  $5,000.00 $0 

 合計： 

餘款： 

 $120,920.00 $115,920.00 

$58,170.00  

 

 

5. 其他 

 
項目 預算金額 Budget 

實際支出 

Actual expenditure 

1 文具 $5,000.00 $0 

2 學生活動獎品 $3,000.00 $812.30 

3 教育心理學家持續進修費用 $1,000.00 $1,000.00 

 合計： $9,000.00 $1,812.30 

 

 

(四) 小組成員 

組  長：梁蓓蓉主任 

組  員：李穎芬老師、何潔瑩主任、盧楚鋭老師、伍美鳳老師、莊婉珍老師、譚美榕老師、韓穎意老師、朱子軒老師、施楚琪老師、 

呂姵瑩老師、楊  茵老師、劉惠娟老師、梁月虹姑娘、蘇陽基輔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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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年度  德育及公民小組 周年工作計劃終期評估表 

 

(一) 工作計劃終期評估 

目標一：優化服務學習的完整性，於校本獎勵計劃 POWER-UP SCHEME 加入義工服務項目，鼓勵學生參與義務工作、建立責任感及正面價值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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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四至小六學生透過參加 

- 香港小童群益會全方位學園支援計劃--

「友愛總動員 Project Respect2.0」計劃 

- 廉政公署 i Junior 小學德育計劃 

- 明愛出色小義工計劃 

 推動正向教育及品格強項，培養關愛和

尊重建立責任感及正面價值觀。 

 學習帶領活動的技巧，使學生成為善於

溝通勇於承擔的良好公民 

9/2021 

至 

8/2022 

18/7/2022 

 

1. 「友愛 總動員 Project Respect2.0」計劃 

 共兩位小六學生參加由香港小童群益會主辦為期共六個月的創作故

事活動。 

 利用「品格強項」加入故事元素，製作兒童繪本，成果將印刷成繪本

書，用於日後故事學習中的教材。 

 於體藝日小一至小六學生參與透過攤位遊戲提升學生對 PERMA 幸福

五元素及品格強項的認識，小四至小六學生參正向講座，活動詳情見

備忘 T068。活動成效見體藝日正向教育攤位遊戲問卷調查。活動中，

學生態度正面，積極參與，參加學生認同活動能提升自己對品格強項

的認識，讓他們認識自己，發掘自己的優點。 

2. 廉政公署 i Junior 小學德育計劃 

 於體藝日安排小領袖主持「廉政公署 i Junior 小學德育計劃」攤位遊

戲。活動順利完成。根據老師觀察，透過是次活動，小領袖學習帶領

活動的技巧學習與人合作，有助加強學生的溝通能力。 

3. 明愛出色小義工計劃 

 於 4/12/2021 約上午 7:00 至 12:30 組織 30 對親子參與「香港青少年

軍總會」親子賣旗活動。 

 於 17/7/2022 約上午 7:00 至 12:30 組織 60 對親子參與「香港青少年

軍總會」親子賣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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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配合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措施工作，加強國民教育，促進學生認識國家的歷史文化和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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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維護國家安全教育相關措施工作： 

 於新學年重要日子，升掛國旗和區旗及

奏唱國歌。 

 鼓勵學生參加校外比賽，如：2021『國

慶日』網上問答比賽基本法問答比賽

等。 

 統籌不同科組，配合「國家憲法日」及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安排相關學習

活動 

9/2021 

至 

8/2022 

18/7/2022 

 

1. 加強維護國家安全教育相關措施工作有助他們分辨是非，認識國民身   

   份，培育正確的價值觀。 

1.1 升旗禮速成班 

 謝至美校長、陳思穎主任、麥素珠老師、文健雄老師及何婷婷老師於

29/11/2021 下午 2:00 參加由「教育及職業訓練機構人員工會聯合會香

港專業技能專科學校」舉辦的升旗禮速成班。 

1.2 升掛國旗和區旗及奏唱國歌 

 根據教育局發出指引，學校自 2022 年起，需按指引於學校上課天及特

定日子升掛國旗及每周進行一次升旗典禮。升旗禮更新安排見備忘

T027_version 2。 

 惡劣天氣工友升旗安排 

上午 8 時晴天在籃球場升旗後，下雨要收旗。 

上午 8 時雨天在禮堂進行升旗，之後再放晴也不用在籃球場補升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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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鼓勵學生參加校外比賽 

2.1 2021『國慶日』網上問答比賽 

 27/9/2021 至 5/10/2021，五、六年級學生參加了 2021『國慶日』

網上問答比賽，參賽學生將獲發紀念獎狀。每組設有個人獎，包

括冠、亞、季軍及優異獎。曾參與上述問答比賽的學生，可透過

網址登入香港教育城帳號下載嘉許狀。 

2.2 「一國兩制」與《基本法》標語創作比賽 2021 

 德公組與中文科聯合，邀請小四至小六年級學生參加香港青年

培育協會舉行「一國兩制」與《基本法》標語創作比賽，18/10/2021

截止。全校共 64 位同學參與，本校學生唐懿珩獲優異獎。得獎

標語如下： 

《基本法》下拓新天，繁榮安定鴻圖展； 

「一國兩制」穩致遠，社稷和諧愛永延。 

2.3  2021「國家憲法日」網上問答比賽 

 為提升學生對《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的認識，建立國

家觀念及培養國民身份認同。本校發出通告邀請小一至小六學

生參與教育局於 29/11/2021 至 6/12/2021 舉辦之 2021「國家憲

法日」網上問答比賽。曾參與上述的網上問答比賽學生均可獲電

子嘉許狀乙張。 

2.4  第八屆《基本法》暨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五周年全港校際問   

     答比賽 

 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自 1997 年 7 月 1 日成立 25 周年本

校發出通告邀請小一至小六學生參與教育局於 14/2/2022 至

21/2/2022 舉辦之第八屆《基本法》暨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二十五周年全港校際問答比賽。本校獲得 18 區優秀學校奬，頒

獎禮原定於 21/7/2022 上午舉行。因應疫情關係取消頒獎禮，改

為校方於九月份領取獎狀及獎杯後，在校內頒發獎項，拍攝相片

憑證後，以 Google form 形式上載國民教育一站通網站。  

https://www.facebook.com/HKYouthNurture/?hc_ref=ARQCRAQcv4MYmFEwbZGFN8TPsbpUUaJMH5B9VFsvaVIA4_ZLqFmdBhgqsMsu0CnvSw0&fref=nf&__xts__%5B0%5D=68.ARDWGDD5FTIU-UZ_QiQ54Rs1TeOqekzM6i2obpQFZvg2M7A94w_hYLDUIXwBNEhfj9EJ0PIHEMNjSV0FioXhOHe0vRKeC_A9BoMYRDhqSkNQ0vaz56vogdbC0fQYON3Cr1HjieIIy2uZepTfLfFEMe40IXUxSJ8jHXzT7-ZVgb0eCVYz9fFryC-gqNrRIzShw1kdvEUi-u_k48WH9luymfyxuQz5T1UwSug1ZZaKPQw-FdxgWUbxc-YRX2Grv0tG9oLYJGWQ6rb7Fy86OAAha8qT-tFN1_9jfsQsOB1Twrr1IyTcRhc20fk&__tn__=kC-R
https://www.facebook.com/HKYouthNurture/?hc_ref=ARQCRAQcv4MYmFEwbZGFN8TPsbpUUaJMH5B9VFsvaVIA4_ZLqFmdBhgqsMsu0CnvSw0&fref=nf&__xts__%5B0%5D=68.ARDWGDD5FTIU-UZ_QiQ54Rs1TeOqekzM6i2obpQFZvg2M7A94w_hYLDUIXwBNEhfj9EJ0PIHEMNjSV0FioXhOHe0vRKeC_A9BoMYRDhqSkNQ0vaz56vogdbC0fQYON3Cr1HjieIIy2uZepTfLfFEMe40IXUxSJ8jHXzT7-ZVgb0eCVYz9fFryC-gqNrRIzShw1kdvEUi-u_k48WH9luymfyxuQz5T1UwSug1ZZaKPQw-FdxgWUbxc-YRX2Grv0tG9oLYJGWQ6rb7Fy86OAAha8qT-tFN1_9jfsQsOB1Twrr1IyTcRhc20fk&__tn__=k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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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12 月份國安教育 

 2021 國家憲法日活動及悼念南京大屠殺及抗日戰爭死難同胞活

動。詳見備忘 T071。 

2.7 國家安全教育校內問答比賽 

 同學於 7-14/6/2022 早上或小息時間到本校 2 號操場。 

 觀看「國家安全教育」展板，並透過 google form 連結參與國家

安全。 

 教育校內問答比賽，答案全對的同學可獲得 Power Up 印章 3 枚。 
 

穆宏穎 6B 

羅嘉興 6B 

何晞瑜 6D 

魏家浚 5C 

陳心怡 5C 

葉子靜 5D 

梁惠婷 5D 

古樂瑩 3B 

黃明恆 3D 

馮紫琳 3D 

鄭穎瞳 2A 

劉思妤 2D 

李卓衡 1A 

湯海藍 1A 

陳煦榮 1B 

冼泳叡 1D 

陳祉妤 1D 

 

 

(二) 恆常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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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香港公益金公益服飾日 2022                                                                                                                                                                     香港公益金、麥素珠老師 28/10/2021 參加同學踴躍，共籌得款項$共籌得款項$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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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務報告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實際支出 

Actual expenditure 

義工訓練計劃 服務專業費用 $3500.00  

義工服務 交通費 $1000.00  

班本品德與生命教育課課程 教材材料費用 $1000.00  

國安教育 舉辦國安教育相關活動費用 

購置移動升降旗杆、國旗、區旗及校旗 

$10000.00 $9098.00 

 

專題講座 講座費用 $1000.00  

文具   $500.00 

文具 $17000.00 $9098.00 

 

 

(四) 小組成員 

組長：陳思穎主任  

組員：葉綺雯老師、何潔瑩主任、麥素珠老師、何婷婷老師、伍美鳳老師、劉穎琦老師、韓穎意老師、黃敏怡老師、文健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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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年度  體藝校園組 周年工作計劃終期評估表 

 

(一) 工作計劃終期評估 

目標一：透過課內和課外的多元化學習機會，為學生提供均衡和多樣的藝術經歷，以拓寬他們的視野和增進藝術的認識。 

(配合三年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策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 透過新時間表的設定，發展「一生一體

藝」，為學生建立穩固的基礎和保持學習藝

術的興趣。 

9/2021 

至 

7/2022 

19/7/2022 本年度因疫情影響，並未能發展小一、小二「一生一體藝」課程。 

2. 配合課程組於長假期推展非紙筆功課，鼓勵

學生自發參與不同的體藝文化活動。 

9/2021 

至 

7/2022 

19/7/2022 於假期功課紀錄表內加入「參與藝術活動」一項，檢視各班完成情況，發

現約有五成學生在聖誕假期裏曾參與藝術活動，其中佔大多數為參與興趣

班，例如：鋼琴班、小提琴班、繪畫班等。因特別假期並未能派發第三次

假期功課紀錄表。 

3. 推動跨藝術形式的學習，幫助學生以綜合的

方式聯繫不同的藝術學習經驗，令學生的學

習更全面。 

9/2021 

至 

7/2022 

19/7/2022  小四綜合藝術課程已開展，戲劇、音樂、視藝、體育科已配合是次主

題《蕩子的比喻》進行教學，惟受到特別假期影響，部分情節需要刪

減，演出亦需改為錄影形式。 

 各科配合中華文化主題，圍繞中國的衣、食、住、行、科技及文化藝

術進行教學，透過如：欣賞中國書畫、中樂和粵劇等，或評賞不同文

化情境的藝術作品，幫助學生認識及尊重多元文化，促進他們珍惜歷

史和文化承傳，培養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惟疫情停課，所有科目均

只進行了一至兩節課堂，但據老師觀察，學生對課題甚感興趣，如上

課時間可延長至一小時，則能更深入教授相關課題。 

 已安排 14/7 至 30/7 期間進行小一及小四舞蹈課程，由范金環主任與

體育科任協作教學，教授學生「兒童舞」。就觀察所見，學生投入學

習，對舞蹈課程感新鮮、有趣。惟上課時間不足，來年度須增至兩節

課堂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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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透過綜合及文化藝術活動，推動正向價值教育，平衡身心靈健康。(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2 ) 

策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 持續地讓學生參與多種藝術學習活動，以照

顧學生的多樣性，包括有特殊學習需要和資

優的學生。 

9/2021 

至 

7/2022 

19/7/2022  本年度體藝科目共開辦 13 項校隊培訓課程，以照顧學生的多樣性及

資優生。活動包括體育科 6 項、音樂科 6 項、視藝科 1 項。除視藝科

外，各校隊均聘請校外導師任教，學生出席情況理想，並未有出現無

故缺席情況。開班初期，部分外聘導師未有提前到校，以致課堂有延

誤情況，導師衣著及上課常規亦未達標準，經負責老師提示後，所有

導師表現已達標。本校校隊負責老師亦多次回校監察外聘導師的上課

情況及質素。 

 特別假期後恢復田徑隊、合唱團、中國舞、國際標準舞、中國鼓、手

鐘隊、手鈴隊訓練，並安排於畢業禮及結業禮演出。 

2. Google Classroom 設立長小藝術群組，讓師

生交流最新的藝術節目資訊、消息及意見，

鼓勵學生接觸不同藝術活動。 

9/2021 

至 

7/2022 

19/7/2022  由體藝組組員，負責在校網及 GC「長小藝圓」推介有關戲劇、音樂、

視藝、體育科的藝術活動或文娛活動，鼓勵學生自發參與不同的藝術

評賞活動。 

 將配合音樂、視藝、體育、戲劇等課程，上載學生佳作，音樂及視藝

科為學生提供科本評賞指標，鼓勵學生於 GC 平台上給予正面評價。 

 截至 15/7/2022，長小藝圓共上載 19 條影片，其中包括校際音樂節參

賽者影片及活動推廣影片，有部分同學能善用老師製作的評賞用語作

留言讚賞同學，留言回覆次數接近 100 次，成效理想。 

 「一分鐘挑戰」於 5 月推出，目的為了讓同學能親自接觸體藝活動，

同時讓更多同學認識「長小藝圓」。同學對此活動感到興奮，活動於

31/5/2022 截止，收錄參賽影片共 146 條，分別來自視藝 84 條及體育

62 條挑戰影片，其中以初小學生反應較熱烈。 

 視藝科老師透過 Padlet 上載多幅學生佳作，以作網上展覽。同學善用

「分發心心」功能，至今已儲得 321 個。此外，同學亦善用評賞用語

中的讚賞語句鼓勵同學，表現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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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供不同的展示或表演平台，讓學生各展所

長，提升自信心。 

9/2021 

至 

7/2022 

19/7/2022  Google Classroom 長小藝圓旨在推廣體育和藝術，讓學生可以在課外

同時可以感受濃厚的體藝氣氛，同時推動體藝校園特色。除老師上載

的影片、視藝畫展外，亦鼓勵學生自發地上載體藝影片，為學生提供

展示平台。 

 舞蹈、高小合唱組、手鈴隊及戲劇串連將安排於 23/7/2022 畢業禮表

演。 

 中國舞及初小合唱團將安排於 9/8/2022 結業禮表演。 

 視藝科將於 23/7-10/8/2022 期間於語言室作視藝展，展示本年度學生

佳作。 

 

 

(二) 財務報告 

全方位學習津貼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實際獲批津貼金額 預算金額 Budget 

實際支出 

Actual 

expenditure 

全方位學習津貼 2021-2022 年度津貼 

校本津貼 $152,107.00 

班本津貼 $ 25,351.00 x 26 班 

 

2020-2021 年度津貼盈餘 

 

$152,107.00 

$659,126.00 

 

$724,822.2 

 

$791,960 

 

全方位學習活動 周六學藝班 

活動物資費 

外出參觀車費 

  $128,800 

$89,749.12 

$0 

總數：              $791,960 $218,54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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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實際獲批津貼金額 預算金額 Budget 

實際支出 

Actual 

expenditure 

消耗性物資 文具及其他  $1,000.00 $161 

獎杯 結業禮(每班 5 隻)($100 x 110 隻) 

畢業禮(每班 5 隻) ($100 x 20 隻) 

 $11,000.00   

$2,000.00 

 

$0 

總數：              $14,000.00 $161 

 

 

(四) 小組成員 

組長：李慧玲副校長 

組員：范金環主任、陳齊欣老師、鍾兆權老師、林芷瑩老師、魏曉瑩老師、溫美儀老師、黃紫妍老師、葉曉豐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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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年度  書香校園組 周年工作計劃終期評估表 

 

(一) 工作計劃終期評估 

目標一：藉著新時間表安排，提升學生自學及閱讀興趣。(配合三年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策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 善用固定圖書課及下午的主題學習時段優化

圖書課現有課程。 

9/2021 

至 

7/2022 

15/7/2022 因疫情關係，半天上課模式未有下午的主題學習時段。 

2. 加強跨科課程的合作模式，提升學生自學及

閱讀興趣。 

9/2021 

至 

7/2022 

15/7/2022  本年度圖書課與英文閱讀課合作模式進行，經檢討後議決沿用往時，

圖書課與各科合作 2 節課為圖書課效果更為理想。 

 本年度參加了中文大學教育學院主辦的「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

學」支援計劃，六年級舉辦的跨科閱讀活動，主題為「主角」，以主

題書《小人國和大人國》配合中文科、英文科及圖書科課程進度及內

容設計學習活動。 

3. 支援科組推動閱讀，培養學生閱讀興趣，擴

闊閱讀面。 

9/2021 

至 

7/2022 

15/7/2022  本年度與六年級與英文科合作進行 LAP BOOK 製作，讓學生分組閱

讀主題書籍後製作主題式手工摺疊書。 

 英文日安排三年級學生到圖書館看各國文化及節日的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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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持續深化家長在閱讀的重要角色，協助推展閱讀文化。 

策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 深化家長閱讀講座 9/2021 

至 

7/2022 

15/7/2022  暫未在第一學段舉辦家長閱讀工作坊。 

 首次家長說故事時段已有安排家長互相觀摩，但原本報名觀摩家長突

然缺席。故之後亦要加強提醒聯繫家長，以優化家長說故事技巧。 

 已於 17/6/2022 舉行「樂活 Kids 故事讀本」學習正向教育網上家長講

座，活動前透過 Parent’s app、班主任派發提示通告、及經電郵發放資

料的提示下，當天出席 ZOOM 講座的家長有 37 人。21 份回覆的問卷

都是全部認同/非常認同講座讓家長們知道更多正向教育的概念及知

道如何善用圖書與孩子一同培養正向思維。 

2. 以子女的角度推廣正向文化主題書/篇章 9/2021 

至 

7/2022 

15/7/2022  已於 10 月開展「空中閱讀花園對談 Reading Roof Garden’s Talk」的環

節。組員拍攝短片引導學生藉著圖書向家長訴說及分享正向教育的訊

息，並推薦一本最想和家長共讀的書。 

 惟因班主任節時間緊張，由 11 月起影片未能在班主任節播放，改放在

GC 讓學生自由觀看，亦已在小息時段，在圖書館館內循環播放。但覆

蓋度及傳遞信息效度方面仍很有限，故會在校網最新消息及書香校園

加上連結以推廣影片。 

 同時加設 P.4-6《我最喜愛「正向教育圖書親子對談」影片》投票活動。

學生於在校網觀看影片後於 Google Form 投票。最踴躍的三個班別可

得 5 個 Power Up 獎勵，亦會抽出 5 位參與學生獲得獎品，以鼓勵學

生及家長觀看。 

 投票反應不錯，各有超過 100 位學生投票。結果已於 14/2/2022 上載

至校網。計劃明年繼續推行，以鼓勵學生觀看影片。 

3. 表揚閱讀日誌中「家長評估及讚賞」內認真

的家長，以鼓勵家長繼續正視閱讀。 

9/2021 

至 

7/2022 

15/7/2022  從檢視中可見，不少家長能用心填寫「家長評估及讚賞」，特別是

初小家長，將選取優秀作品上載校網。建議來年可派發家長小証書

以讚揚家長投入閱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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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三：持續優化校本閱讀獎勵計劃，以多元評估學生的閱讀表現。 

策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 優化校本閱讀獎勵計劃，以提昇評估的效

能。 

9/2021 

至 

7/2022 

15/7/2022  已修定校本閱讀獎勵計劃內容及編排，以更清晰的方法展示學生的閱

讀表現。 

 優化閱讀日誌內的多元評估策略，如家長評估、學生自評、老師評

估。各項修定反應正面，來年度將繼續使用。 

 

 

(二) 恆常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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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借閱龍虎榜 洪雅文主任、潘燕愉老師 全年 全年借閱量  

校本借閱

量 

E 悅讀學

校計劃 

Hyread 電

子書 

英文 Raz-

plus 

中文:3885 

英文:694 

1741 本 

(P.1-

P.3:1103) 

(P.4-

P.6:698) 

1533 本 

 

14820 

 

2 校本閱讀獎勵計劃-閱讀日誌 

科任交級統籌，級統籌將相關閱

冊交以下負責批閱同事: 

級統籌 負責班別 

唐芝慧 

(劉穎

琦) 

1A, 1B, 1C, 1D, 1E 

書香校園組組員 全年 已修訂日誌內容。 

各班已於 6/10/2021 派發閱讀日誌，本年度共進行三次檢視，由

班主任收集全班閱讀日誌交級統籌。 

級

別 

總閱讀

量 

級人

數 

人均

閱讀

量 

銅獎

人數 

銀

獎 

人

數 

金

獎

人

數 

P.1 3735 138 27 71 51 27 

P.2 2989 136 21.8 61 1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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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曉瑩 

(韓穎

意) 

2A, 2B, 2C, 2D, 2E 

鄭穎彤 3A, 3B, 3C, 3D 

阮玉娟 4A, 4B, 4C, 4D 

葉綺雯 5A, 5B, 5C, 5D 

文健雄 6A, 6B, 6C, 6D 
 

P.3 1811 110 16.4 43 19 7 

P.4 2612 124 21 58 18 6 

P.5 3131 126 24.8 66 48 34 

P.6 2064 106 19.4 43 27 13 

當中可見三年級達基本銅獎的要求是最少，只佔 39%，來年

度可著眼推廣較容易過渡的橋樑書/程度適合的繪本，讓此級

學生重拾閱讀的興趣及協助重建閱讀的基本技巧。 

3 宗教教育中心親子閱讀證書獎勵

計劃 

潘燕愉老師、魏曉瑩老師 10/2021 至

3/2022 

 參加人數有 65 人(1 名學生退學)。已於 11 月 24-25 日派

發書本及計劃閱讀冊子，並貼手冊提示學生於 2 月帶回。 

 在網課期間為加強連繫相關家長及學生，也成立指定的家

長 Parent’s App,以發放及提醒活動更新資料。 

 6 月交回機構的分享比賽有 33 份、閱冊有 35 份。由於特

別假期，參加學生頗多遺失及未能完成的情況。 

 稍後機構會發禮物及證書。 

4 聲演好書比賽 

 

洪雅文主任、潘燕愉老師 1/2022 前 因疫情關係改於特別假期期間舉行的聲演好書比賽，結果已

由校長及副校長選出個人組及親子組的各個勝出者，並於

6/7/2022 閱讀活動頒獎禮進行頒獎。 

5 Day3 早會師生好書推介 

 

書香校園組 全年 Day 3  十月開始 Day 3 圖書早會，老師好書分享及小組成員正向

教育親子對談短片，均上載 GC 供學生觀看。有關短片也

安排在小息時，於圖書館內循環播放。校網最新消息及書

香校園加上連結，亦新增 P.1-3《我最喜愛的老師推介

書》及 P.4-6《我最喜愛「正向教育圖書親子對談」影

片》投票活動。學生於 22/1 至 8/2 期間在校網觀看師生好

書推介影片後，於 Google Form 投票。最踴躍的三個班

別可得 5 個 Power Up 獎勵，亦會抽出 5 位參與學生獲得

獎品，以鼓勵學生及家長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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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於特別假期期間及將於8月前再舉行「我最喜愛老師推

介書」及「我最喜愛正向教育圖書親子對談影片」投票活

動，但大部份學生未見主動到GC讓觀看影片。 

6 報刊及雜誌訂閱(全年一次) 

 

潘燕愉老師、鄭穎彤老師 9/2021 

(全年只訂 1 次) 

期刊名稱 訂閱人次 

星島日報：精華版$144(陽光校

園+星島兒童報 @$1) 
22 

Goodies$116 

小小英語樂 

逢一三@$2 

20 

紅蘋果 $465 22 

Story Box $590 8 

Adventure Box $590 5 

兒童的科學-普通版 $230(1 人

訂 $780 教材版) 
8 

兒童的學習 $ 380 4 

良友之聲 $ 280 12 

樂鋒報 $280 3 

良友+樂鋒 $490 2 

資優數學與科技(印刷版) $400 3 

小學生文藝月刊 $380 7 

其他訂購書本 5 

全校總訂閱人次 

(佔全校約 17%)(全校 713 人) 
121 

與*2019-2020 年度 (首次全年訂閱)的全校 13%的訂閱率比較

有上升。 

*2020-2021 年度 (網上自行訂閱安排) ：全校只得 17 人訂

閱，佔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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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願意花費在課外閱讀的家長比例相對以往有上升，未來的

閱讀推廣也可考慮有適切的安排給予各持份者。 

7 主題書推介 潘燕愉老師、 

外藉英語老師 

全年 8 個主題  12 開館後完成了聖誕主題書展及常設的正向教育圖書展。

中華文化展於 GC 發放。 

 5月的藝術類主題書展，6月的STEM書展。英語日推介不同

世界文化的書籍及閱讀日活動前置的特色圖書展。 

8 支援跨科課程閱讀 

 

洪雅文主任、 

潘燕愉老師、 

外藉英語老師 

全年  中華文化日、STEAM DAY、宗教日及 ENGLISH DAY 協

助推介及搜羅相關圖書供科任做教材。 

 中文圖書單元教學課程協助揀選及採購合適圖書及合作規

劃課程。 

 正向教育圖書主題常設書展協助推廣正向文化。 

 本年度與六年級與英文科合作進行 LAP BOOK 製作，讓學

生分組閱讀主題書籍後製作主題式手工摺疊書。 

 學生於英文日到圖書館閱讀有關國際節日文化書，可是這

類題目的書較難採購，本館數量亦不多，下年度可預早安

排，定日期後預早3個月向公共圖書館大量館際互借，以支

援課程有較佳效果。  

9 故事爸媽說故事(周四 7:50-8:10) 

 

洪雅文主任、葉綺雯老師 全年 

(周四 7:50-8:10) 

 

 於 6/1/2022 完成 2A-2D 說故事活動，家長技巧頗佳，學

生反應理想。唯答應觀摩的家長未有出現。之後要留意加

強提醒聯繫相關家長。 

 家教會於14/6/2022也進行了由小童群益會的導師教授的家

長正向小組-故事爸媽的故事工作坊活動。當天有14個故

事爸媽出席培訓活動，學習以繪本為媒介教導家長與子女

正向溝通。未來亦可有機會繼續請這批家長合作不同的閱

讀活動。 

10 作家到校講座(2-4 月) 

親子閱讀工作坊及家長講座 

 

洪雅文主任、潘燕愉老師 2/2022 

至 

4/2022 

「樂活 Kids 故事讀本」學習正向教育網上家長講座  

已於 17/6/2022 舉行講座，活動前透過 Parent’s app、 班主任

派發提示通告、及經電郵發放資料的提示下，當天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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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OM 講座的家長有 37 人。21 份回覆的問卷都是全部認同/

非常認同講座讓家長們知道更多正向教育的概念及知道如何

善用圖書與孩子一同培養正向思維。 

11 遨遊閱讀世界 書香校園組 4/2022  於 3/8/2022 舉行，本年度一至三年級以「童話故事」作主

題，五至六年級以「冒險故事」作主題。 

 一至五年級之目標為營造閱讀氛圍。一至四年級學生於

413 活動前選取一本「童話故事」閱讀，四至五年級學生選

取一本「冒險故事」閱讀，於活動當天扮演其中角色及分

享選取的故事書。413 活動前透過圖書課介紹「童話故事」

特色及教授學生尋找閱讀資源的方法，亦請班主任檢視學

生借閱圖書情況。 

 六年級之目標為利用閱讀促進學習，舉辦跨科學習活動。 

12 書香校園編輯隊(全年三組，每學

段一組) 

 

潘燕愉老師、阮玉娟老師 高年級 

多元智能課 

 書香學園編輯隊，讓學生初嘗出版編採書香悅報的責任。

為學校持份者包括師生、家長等報導有關本校的有趣題

材。在每學段分別招募 16 至 20 位五年級同學，組成 4 至

5 人編輯小隊，為書香悅報進行編採工作。同學們從中學

習與出版有關的知識，其中包括了解報刊出版流程、搜集

資料、選取題材、定立訪問題目、進行採訪、同學意見調

查、撰文、拍照及排版等工作。過程中的困難和滿足感，

都是學生難得的經驗。 

 因疫情關係第二及第三學段未有進行活動。 

13 中文詩歌/古文朗讀比賽 

 

洪雅文主任、文健雄老師 1/2022 至

5/2022 

與中文科合辦的「詩中·情朗誦比賽」已於 8/7/2022 發出電子

通告及上載校網最新消息。比賽分三個組別，學生根據指定誦

材拍攝朗誦短片，共收到 23 位學生報名參加。最後經由校長

及副校長選出各個組別的冠、亞、季軍，並進行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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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務報告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實際支出 

Actual expenditure 

增添中央圖書館書藏 

 

購買圖書 $30000 $34563.77 

 

增添圖書館電子館藏 

 

購買電子書 

-香港教育城: 電子書續租組合 

-明報電子報 

$20000  

$8640 

$330 

圖書處理(文具/印刷) 購買包書膠、膠紙、印章、打印碳粉、文具、標貼 

-上書用腳踏 

-Barcode scanner 

-書立 

-圖書館印章、File 

-圖書館書櫃搬運 

-証件繩及套、過膠片 

-包書膠 

-文具、書本展示架 

$7000 12229.6 

增添中央圖書館雜誌館藏 購買兒童雜誌 

-少年牛頓科學雜誌 

-星島日報 

-星島-升中天書 

-小行星幼兒誌 

$4000 $3656 

 

作家到校講座 講者費用 $5000 $2000 

閱讀獎勵計劃禮物 閱讀獎勵計劃禮物 $10000 $5916 

圖書館系統 圖書館系統保養服務一年連雲端服務 $6400 $6400 

423 世界閱讀日 物資及活動嘉賓 $10000 $11600(8 月) 



89 

 

圖書課程用物資 

 

製作小書、Lap book $800  

書香校園編輯隊 活動及出外參觀物資 $6000  

Total:       $99200 $85335.37 

*註: 根據教育局於 2021年 10月 11日公布通告 132/2021號，會發放推廣閱讀津貼及支援閱讀的各項加強措施，25班或以上，獲發津貼$41900 

檔號： (edb.gov.hk) 

 

 

(四) 小組成員 

組長：洪雅文主任 

組員：潘燕愉老師、葉綺雯老師、Ms Annie Feng、唐芝慧老師、魏曉瑩老師、鄭穎彤老師、劉穎琦老師、韓穎意老師、阮玉娟老師、文健雄老師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reading-to-learn/promotion-of-readinig-grant/circular/EDBCM132_2021_Promotion%20of%20Reading%20Grant__TC_20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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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年度  環保校園組 周年工作計劃終期評估表 

 

(一) 工作計劃終期評估 

目標一：推廣校內環保工作，實踐「四用原則」，滲透品格強項元素(自我控制與自我規範) ，培養師生健康身心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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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根據環保校園政策指引，實踐「四用原

則」，讓師生實踐環保政策，推動環保校

園，對保護環境承擔責任。 

9/2021 

至 

7/2022 

12/7/2022 已修訂學校節能指引，並已張貼於各房間電制開關處。 

 

目標二：完善各級環保專題課程，推展環保教育，培養學生環保意識，建立學生的持續發展的知識及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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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環保教育的元素納入各級環保專題課程

內，推展環保教育，以提高學生的環保意

識，同時提供機會讓學生發展和應用相關知

識、技能及正面的價值觀和培養積極的態

度。 

9/2021 

至 

7/2022 

12/7/2022 已於全方位學習經歷課中的單元環保課程內，實踐了部分年級，內容如

下： 

年級 開始日期 主題 負責人 

一 已完成 (1 節) 環保筆筒 邦、夏 

三 已完成 (1 節) 環保聖誕裝飾 邦、彤、朱 

 

由於特別假期影響，及恢復面授後須追趕教學進度，以致其餘年級下午

的單元課程未能實施。 

已完成之一年級及三年級環保製作，學生普遍很有興趣，但由於只有一節

時間，有少部分學生未能完成作品，老師著學生帶回家繼續完成，以實踐

廢物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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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積極爭取校外資源以配合發展，舉辦環保活

動/比賽，喚起學生環保意識，推動環保校

園。 

9/2021 

至 

7/2022 

12/7/2022 已申請及舉辦以下環保活動： 

項目 主題 對象 

1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及環保風紀計劃 4-6 年級 

2 校園齊惜福 4 年級 

3 一人一花活動及比賽 1-6 年級 

4 百佳綠色學校計劃 4 年級 

5 環保教育劇場 1-2 年級 

 

在各環保活動中，學生反應較上學年投入，建議日後常識科任可於課堂上

加強宣傳及配合，亦可配合常識課題進行環保教育。 

 

 

(二) 恆常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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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課室廢紙回收  
衛鎮國老師、朱子軒老師 全年 

部分課室內已設有廢紙回收箱，環保大使定期進行

廢紙收集。 

綠色中秋 孔繁斐老師 全年 已於早會時段播放介紹影片及講解。 

無污染旅行 李健文老師 全年 因疫情關係，學校旅行取消。 

2 廚餘機使用 麥素珠老師、區永剛老師、 

衛鎮國老師 

全年 因疫情關係，未能在校午膳，活動暫停。 

校園齊惜福 陳啟邦主任、夏慧明老師、 

麥素珠老師、鄭穎彤老師 

全年 已於上學期多元智能課堂內進行，機構派出導師到

校教授廚餘施肥基本理論及種植蔬菜技巧。 

「地球一小時」 鄭穎彤老師、朱子軒老師 全年 由於疫情關係提早放取特別假期，活動取消。 

校園環保大使 
李健文老師、麥素珠老師 

全年 已進行以下活動：課室廢紙定期收集、「一人一

花」花苗移植活動、糧船灣考察活動。 

3 一班一花活動 
區永剛老師、鄭穎彤老師、 

朱子軒老師 

全年 已於 11月向全校一至五年級每位學生派發一人一

花花苗，六年級以班本活動形式進行，由於疫情關

係提早放取特別假期，餘下活動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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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綠色小提示及壁報展板 陳啟邦主任、孔繁斐老師 全年 於校園內展示綠色生活小提示，例如節約用水。 

環保校園小組網頁 孔繁斐老師 全年 定期更新學校網頁。 

 

 

(三) 財務報告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實際支出 

Actual expenditure 

參考書資料 參考書籍及教具 $300.00 $0.00 

文具 文具 (書釘、寶貼、過膠片) $100.00 $0.00 

活動支出 

1. 聯課活動：環保小組 

2. 校內環保活動物資 

3. 校外環保活動車費 

校內環保活動獎品 

$600.00 

$10,000.00 

$5,000.00 

$6,000.00 

$0.00 

$6,500.00 

$980.00 

$0.00 

總數： $22,000.00 $7,480.00 

 

 

(四) 小組成員 

組長：陳啟邦主任  

組員：麥素珠老師、區永剛老師、孔繁斐老師、李健文老師、衛鎮國老師、夏慧明老師、鄭穎彤老師、朱子軒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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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年度  STEM 教育小組 周年工作計劃終期評估表 

 

(一) 工作計劃終期評估 

目標一：延展多元化學與教策略，發展學生綜合、應用知識與技能、運算思維及解難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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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跨學科 STEM 學習，於下午單元課程

中進行科技課，以發展學生綜合和應用知識

與技能的能力 

9/2021 

至 

7/2022 

6/7/2022 原定安排於下學期進行，已進行籌備工作分工，內容初擬如下：  

年級 
開始

日期 
主題 常識科課題 數學科課題 電腦科課題 

一 6/5 家務助理 家居安全 圖形空間 Dash & Dot 

二 15/2 待定 待定 待定 3D Pen 

三 7/3 待定 待定 待定 3D Printing 

四 15/2 計步器 人體結構 棒形圖 Micro-bit 

五 27/4 
Scratch 遊

戲 
毒品的影響 圖形空間 Scratch 

六 26/5 智能家居 
簡單機械 

及科技 
圖形空間 Mbot 

由於疫情關係提早放取特別假期，而恢復面授後須追趕教學進度，以致下

午單元課程未能實施科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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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流動創客室建立校本 STEM 課程，發展

科本式 STEM 學習，於常識科課程中進行

STEM活動，以發展學生的應用能力 

9/2021 

至 

7/2022 

6/7/2022 計劃實行內容將融入於校本 STEM 教育課程： 

項目 QEF 計劃內容 校本 STEM 教育課程 

1. 各級課內 STEM 學習內容 科本式學習，於常識科作主線 

2. 各級 STEM 專題研習 下午單元課程 STEM 課 

3. STEM 週活動 STEM DAY 

4. STEM 課外課程 STEM 星期六活動 

 

各級課內 STEM 學習內容已於校本 STEM 課程中，以科本式學習，於常

識科作課堂中進行，內容及進度如下：  

年級 學期 主題 相關課題 進度 

一 
上 紙杯傳聲筒 五官感覺 已完成 

下 設計公園設施 遊公園 進行中 

二 
上 紙環飛機 自製玩具 已完成 

下 指南針 中國四大發明 進行中 

三 
上 風向儀 天氣的預測 已完成 

下 設計保溫瓶 冷和熱 進行中 

四 

上 自製過濾器 水 已完成 

下 屏風樓與空氣的

流動 
香港的環境 

進行中 

五 
上 滅聲裝置 簡單電路 已完成 

下 自製望遠鏡 光 進行中 

六 
上 羅馬砲台 簡單機械 已完成 

下 國旗升降台 一國兩制 進行中 

STEM 課外課程已於星期六活動中進行，由香港機械人學院提供導師及器

材，全年進行十六節課堂，訓練學生運用 lego 機械人解決日常生活中的

難題，原本安排五、六月帶領具潛質學生參加全港性比賽，但因疫情嚴

峻而未能參與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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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優化主題學習日，以跨學科 STEM 學習為

主題，進行一天 STEM DAY，以發展學生

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 

9/2021 

至 

7/2022 

6/7/2022 於 1/8/2022 試後活動進行，STEM 小組成員於活動日前為全體老師安排工

作坊，務求令當天活動能順利舉行。就活動時所見，學生主動學習，投

入活動，高小級制比賽更見參與踴躍，學生表現興奮。學生能在老師的

帶領下進行「設計循環」，實踐 STEM 的學習理念。 

 

(二) 恆常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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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多元智能活動 STEM 小組成員 6/7/2022 小小科學家：透過科學小實驗，培養學生的科學探究技巧及精神，

内容包括製作製作紙橋。 

IT 達人：透過編程教學提升學生的運算思維能力，内容包括利用

mblock軟件作編程設計，控制 mbot機械人。 

上學期已完成活動，下學期因疫情關係而未能開辦有關多元智能活

動。 

2 STEM 小精英 STEM 小組成員 6/7/2022 因疫情關係，課後活動暫停。 

3 不插電編寫程式主題學習 電腦科任、STEM 小組成

員 

6/7/2022 上學期及下學期已於電腦科一至三年級各進行一次不插電編寫程式

主題學習，單元設計包括課堂學習活動及工作紙，循序漸進地發展

學生的運算思維。 

4 推薦學生參與區域性及全

港性 STEM 比賽，以擴闊學

生視野 

STEM 小組成員 6/7/2022 上學期參加了全港性 STEM 比賽如下： 

活動/比賽名稱 成就與反思 帶隊老師 

第二十三屆 

「常識百搭」小

學 STEM 探究展

覽 

已於 11 月提交專題計劃書，主題

為「「膳」愛地球」，大會亦已於

1 月提供改善建議，期間需要與學

生進行探究活動，並於 7 月中將於

遞交探究影片及報告。 

麥、港 

第三屆世界

STEM 暨常識公

開賽 

挑選了八位五、六年級學生參加，

已於 21/11/2021 進行初賽，其中 4

位學生並 8/5/2022 進行複賽，其

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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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2 位學生安排 24/7/2022 進行決

賽。 

深水埗區中小學

機械人設計比賽 

由深水埗學校聯絡委員會及深水

埗民政事務處合辦之比賽，挑選了

4 位四、五年級學生參加，賽前進

行多次工作坊及訓練，已於

18/12/2021 進行比賽，最終團隊在

垃圾清理賽中獲得冠軍。 

文、孔 

小學環保風力 

發電機創作大賽

(香港區) 

由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舉辦

之比賽，挑選了 3 位五年級學生參

加，已於 18/12/2021 進行比賽，讓

學生能進行不同類型的科學實驗

及吸取比賽經驗。 

邦、林 

粵港澳大灣區

STEM / AI 

挑戰賽 

由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舉辦，

主題為陸空協作(無人飛機及無人

車) ，現開始進行測試，賽前將於

8 月中舉辦訓練工作坊，而比賽將

於 9 月中進行。 

麥、孔 

 

 

 

   

活動/比賽名稱 成就與反思 帶隊老師 

建築署慶祝回歸

25 年體驗建築生

涯規劃比賽 

由建築署舉辦之活動及比賽，包括

由建築師主講之生涯規劃講座，安

排於 8/7/2022 進行，另外亦有一

個理想校園建築設計比賽，建築師

連同大學實習生到校，提供五次導

修課，指導 12 位五年級學生搭建

建築模型參與比賽，比賽將於

2/8/2022 日在本校舉行。 

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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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奧運會《奪

寶奇兵~回力罐

設計比賽 

2022》 

由聖文德天主教小學舉辦之比賽，

挑選了 4 位四年級學生參加，已於

25/6/2022 進行比賽，讓學生能進

行不同類型的科學實驗及吸取比

賽經驗。 

輝、淑 

慶祝特區成立 25

週年第 11 屆深

水埗青年節衝上

雲霄「飛」凡夢

想之旅 

由深水埗區青年活動委員會及深

水埗民政事務處合辦之活動，9 位

四、五年級學生將於 30/7/2022 了

解香港航空行業及發展，亦可於

31/7/2022 日進行實地體驗飛行旅

程，學生亦須拍攝短片於 9 月進行

分享會，讓學生能進行不同類型的

體驗活動。 

邦、港 

 

(三) 財務報告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實際支出 

Actual expenditure 

參考書資料 參考書籍及教具 $1,000.00  

文具 文具 (書釘、寶貼、過膠片) $0.00  

教師專業發展 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 $0.00  

活動支出 

聯課活動：STEM UP 

聯課活動：STEM 小組 (3D 打印) 

STEM 課後拔尖班 - STEM 小精英 

下午跨學科 STEM課 

科本式 STEM 學習 

STEM DAY 物資 

校外活動報名費、車費及物資 

$3,000.00 

$1,000.00 

$3,000.00 

$6,000.00 

$6,000.00 

$20,000.00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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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數： $42,000.00 0 

 

 

(四) 小組成員 

組長：陳啟邦主任  

組員：林匯森老師、何麗妮老師、孔繁斐老師、王倩儀老師、鄺淑玲老師、黃港徽老師、李健文老師、黃家輝老師 

 


